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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青年備註》的概念來自美國聯邦儲備局俗稱《褐皮書》（Beige Book）並概述地區當前

經濟狀況的報告，其價值在於提供經濟變化的實時證據，當中許多資料經由訪談而來。

現時坊間有不少以青年為研究對象的調查，取得各式各樣的量化數據，然而它們只能告訴

讀者有多少青年支持或反對某個觀點，卻沒辦法解釋他們為甚麼有這些看法。

《青年備註》（Youth Beige）的出版嘗試彌補這個不足，記錄青年的不同看法和感受，

為數據提供背景內容，提醒青年工作持份者每組數字背後是鮮活的生命，包含了不同的

經歷；同時為社會各界在討論不同政策時提供青年註腳。

《青年備註》的内容根據在學或在職青年的深度訪談，整合他們對社交活動、公民參與、

身心健康、教育，以及就業和財務等議題的看法。出版這份雙月刊之目的並非以數據反映

整體青年情況，又或對受訪者的資料進行分析，而是將他們的真實個人點滴，人性化和

生活化地呈現出來，讓青年工作持份者更深入了解他們。透過這些生活分享，我們希望

能夠打破社會對青年的固有印象，讓大家從青年的視角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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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備註》
前言
從一「罩」難求到解開束縛，長達959日的口罩令終於在3月1日解除，也象徵本港踏出復常的

重要一步。同時，各地放寬旅遊限制，本港與內地和澳門亦全面通關，中學也恢復全日面授

課堂，青年的生活模式有何改變？MWYO青年辦公室於2月5日至2月27日期間以深度訪談形式

訪問了20位青年，當中包括中學生、大學生和在職人士，了解他們對這些社會熱話的想法。

新聞才知道他的身份和政績。部分青年則指在自己的

認識中，江澤民對香港的影響不深，因此聽到其離世

消息會覺得「事不關己」，又指與去年9月英女王

逝世相比，身邊家人朋友的感受反而更深。

不過也有青年雖然年紀輕輕，但就對事件別有感受。

居住在沙頭角的大學生表示，因為居住位置的緣故，

自己和家人經常在內地和香港之間往來，所以從小

到大都比較多接觸內地資訊。她說江澤民在內地

舉足輕重，是重要人物，因此在相關社交平台上

很容易接觸到關於他離世的資訊。一位年僅中四的

受訪者回應，雖然生於江澤民退位後，但是這次

媒體的大肆報道讓他了解到江主席對香港經濟發展

所做出的貢獻。他認為江澤民為人風趣幽默，對於

真正認識江澤民是在其逝世之後，他坦言感到可惜，

亦表示有觀看政府網上轉播的追悼活動。

公民參與
前國家主席逝世，青年感覺不大
去年11月，前國家主席江澤民逝世，享年96歲。

行政長官李家超形容，江澤民是享有崇高威望的

卓越領導人，在位十年橫跨香港和澳門回歸，形容

是實現兩地回歸的重要人物。對於成長於21世紀的

年輕一代，對這位前國家領導人的離世有何看法？

大部分青年表示從主流媒體和社交網站留意到

新聞，但是因為江澤民執政時自己年紀還很小，

因此感受不大。有在學青年認為，江澤民跟自己

關係疏遠，感覺有如聽到一個有影響力的知名人物

過世，並沒有太多情緒波動。有青年表示，之前對

江澤民的認識僅限於他的名字，直到他逝世後透過

       對江澤民的 
       認識僅限於 

他的名字

第17期

政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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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諮詢，青年自我效能感低
本屆政府剛發表首份《財政預算案》，有關諮詢在

去年12月透過網頁、社交媒體、熱線等展開。青年

又有否把握機會，道出對預算案的期望呢？結果

顯示，全部受訪青年均沒有參與這次諮詢，部分人

認為政府作出的公眾諮詢只是象徵式，不相信個人

的意見會被採納。有中學生則說，自己年紀太小，

意見不是很成熟，擔心自己未能提供可行有效的

建議，也有學生誤以為只有成年人才能表達意見，

不了解學生也能參與諮詢。很明顯，年齡會影響自我

效能感，而社經地位亦會阻礙受訪者發表己見。

有大學四年級生自言身份不特別，憂慮其意見未必

有足夠影響力造成迴響，所以不選擇提交想法。

此外，有就讀碩士的受訪者表示制定預算案需要

考慮很多宏觀因素，但自己不清楚亦沒有興趣去了解

相關資訊，因此覺得沒有資格給予意見。

問及最希望推出的政策，大部分青年都表示希望

政府繼續派發消費券，認為金額雖然不多，但起碼

能夠幫補日常開支。近日《財政預算案》宣布派發

5,000元消費券，大部分受訪青年也算如願以償。

不過也有中學生認為現在香港步向復常，經濟慢慢

復甦，建議政府與其全民派錢，不如將這筆儲備

好好善用，針對使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例如長者

醫療、弱勢社群和基層學生的援助等。有在學受訪者

就指，現在大部分學校的設施都比較殘舊，建議

政府增加撥款給學校進行維修。

身心健康
拜年活動復常，增添過年氣氛
過年期間，家家戶戶都會有許多傳統習俗，可惜過去

三年在疫情下，新年氣氛已越趨淡薄。今年疫情

穩定，社交距離和各種防疫措施逐步放寬，受訪

青年都表示終於在這首個放寬防疫的農曆新年，

感受到節日氣氛。部分受訪者說，家人和親戚都

放下憂慮恢復團拜，人數從十多人到三百人不等，

與其全民派錢                           
不如將這筆儲備好好善用

政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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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熱鬧得多。有從事社福界的受訪者指，過往

兩年受疫情影響，只有少量拜年活動，今年沒有

防疫限制，加上自己已經確診過新冠病毒，所以

比較放心出席群體聚會。有青年表示有親戚身處

內地，過往幾年無法見面都會網上拜年，今年就

可以回內地探望他們，也不會特別注意防疫措施。

不過，有年輕人指聚會前都會提醒出席人士進行

快速檢測，但是不會刻意檢查；而聚會期間亦會

照樣保持防疫措施，例如使用搓手液。

口罩令撤銷，終可除罩相見
歷時長達959天的口罩令終於在3月1日全面撤銷，

市民在室內、室外及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也不用強制

戴口罩，大部分受訪者對此表示歡迎。有青年指，

跟其他地方相比，香港是少數經過三年疫情後仍然

需要戴口罩的地方，很多海外國家例如英國和德國等

在取消口罩令後都沒有顯著的反彈跡象，認為這是

社會復常的第一步。另外，也有在職青年表示長期

戴口罩有礙呼吸新鮮空氣，沒有強制規定的話就會

脫掉口罩，自己也不太擔心染疫，認為只是比較嚴重

的傷風感冒。社交方面，有中四學生則說，看不到

部分相處數年的同學的真實樣貌，感到不太正常。

而其家人即使做足防疫措施也確診，因此認為口罩

對防疫的作用不大，故支持解除口罩令。不過有

中學生出於防疫考慮，擔心將來再會有不同變種

病毒出現，所以應該會繼續戴口罩直至「零確診」。

有青年坦言已經習慣戴口罩出門，脫掉口罩如同沒有

穿衣服，感覺有點奇怪，相信需要一段時間適應。

中港恢復免檢疫通關
青年表示歡迎
隨着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港人回內地無須檢疫，

大部分受訪青年對此均表示歡迎。香港經濟在三年

疫情下飽受衝擊，四大經濟支柱產業（貿易及

物流、金融、旅遊及專業服務）均受重創。有中五

學生指，疫情放緩下，中港通關是理所當然，能重新

吸引內地遊客到港有助振興經濟。有一位就讀中四

的受訪跨境學生因為學業繁重，疫情下一直只能

留港讀書，跟家人很久沒有見面。她說，現在通關

之後，每個假期都會到內地探望家人，心情變好。

有從事商業分析的青年說，父親居住在內地，這三年

都是透過微信溝通，感覺如同網友一樣，很期待

通關之後能夠見面。部分青年表示，以往都會定時

回鄉探親，這幾年都沒有機會，近日會留意內地疫

情狀況，若穩定的話也希望能夠北上與親人見面。

然而也有從事社福界的受訪者對於通關表示憂慮，

她認為新冠肺炎的源頭來自內地，擔心通關後感染

風險會上升，她近期亦沒有意欲到內地旅遊。

澳門推優惠吸引港人
青年感到吸引
除了內地，澳門亦與香港恢復通關。當地旅遊局

甚至加強推出優惠吸引旅客，為在當地過夜的香港

居民，提供船票或巴士票「買一送一」優惠，鼓勵

留澳消費。有從事市場研究的受訪者說，疫情下

多年沒有外遊，澳門是鄰近的選擇，可以跟家人去

短途旅行。有中學生表示，會考慮與朋友在週末

「快閃」澳門，吃美食和到熱點打卡，特別是在香港

難以看到澳門特色的葡式碎石路。然而也有中學生

  脫掉口罩如同 
     沒有穿衣服 

感覺有點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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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本身來回澳門的船票和巴士票價格都不貴，少少

優惠不會提升自己的出行意欲，最重要是能否玩得

盡興。但現時疫情還未完全清零，外遊時難免有所

憂慮。另外也有部分受訪青年指，原本都覺得澳門

不太吸引，加上沒有興趣賭博，所以不會因為優惠

而去當地。

各地旅遊限制無阻外遊決心
全球各國邁向復常之路，開關給予旅客到訪。然而

受疫情影響，不少國家都會採取入境限制，如日本

和韓國早前就一度對香港的客運航班實施限制，

這又會否影響港人到訪的意欲呢？部分受訪者覺得

相關措施合理，認為這是比較謹慎的防疫思維，

各國為了避免再度爆發疫情而作出限制是無可厚非。

有大學生坦言，簡單措施例如填申寫請表、做核酸

檢測等其實問題不大，笑言自己多年來困在香港，

已經沒有甚麼事情可以阻止其外遊。

旅行旺季花費貴，打工仔卻步
不少打工仔每年都會留意請假攻略，利用自己的年假

自製「長假期」，例如在今年清明節和復活節期間，

打工仔只需請三天假便能獲得十天假期。然而大部分

受訪青年表示不打算自製長假期出門旅遊，主要

原因是旅遊旺季機票貴、開支大，加上難以跟同事

調配放假時間，所以比較偏向在淡季出行。不過，

也有在職青年說平日上班很累，很想放鬆一下，

因此打算自製長假，多花時間陪伴朋友和家人。

教育
全日面授有助課堂進度
防疫措施仍須謹守
全港中學由2月1日起，不論學生的疫苗接種率，

均能全面恢復面授課程。有受訪中學生認為，面授

能夠促進課堂學習，在上課時可以多向老師發問，

「補底」自己較弱的科目，同學之間的關係也變得更

密切。有同學表示習慣了半日上課，回復全日面授

初期會覺得不習慣，下午容易比較疲倦，但是也

慢慢開始適應。在防疫方面，他們提到學校採取

不同措施，例如在用膳的長枱設置隔板、分開高低

年級的用膳時間、課室繼續維持單人座位等。某些

同學表示避免感染，自己也有一套防疫措施，例如

在抽屜擺放消毒紙巾、自備消毒噴劑清潔座位、

勤於洗手等。

公民科內地考察將啟程
學生盼看名勝美景
取代通識教育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規定學生必須赴

內地交流。隨着全面通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

期望中五學生在本學年下學期內至少到內地考察

這三年都是透過
微信跟內地居住
的父親溝通  
感覺如同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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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
踏入新一年，打工仔齊齊加薪 
踏入新一年，打工仔或有望升職加薪並獲得花紅，

大部分受訪在職青年都表示薪金有調整。從事市場

研究的受訪者表示，上年年底升職後有加薪，他說

入行初期正值疫情嚴峻時期，起薪點比較低，但是

經過幾次調整之後薪金總算回復到正常水平，算是

滿意。有從事社福界的青年指，公司有調整薪金，

但是就沒有留意加了多少。她說自己原本的薪金

已足夠應付日常開支，但加薪後有更多資金可動用，

因此也覺得開心。

青年每月開支高於收入中位數
誇張還是正常？
滙豐銀行推出的流動理財應用程式「HSBC HK 

App」，綜合用戶的消費得出數據發現，年輕一代

消費力驚人。數據以用戶的年齡層劃分，當中23歲

至27歲用戶平均每月支出27,200元，28歲至34歲

用戶平均每月支出50,600元，而18歲至44歲用戶的

整體開支以「購物」類的開支比率佔最高。部分

受訪青年對此表示意外，有從事社福界受訪者指，

現時本港每人每月平均薪金只是大約二萬，認為

數據誇張。她又說，自己平均每月開支只是大約

一萬元，主要用於家用和衣食住行。有受訪者認為

這個開支合理，從事政府合約工的青年指，隨着市民

一次，初期將先安排廣東省內的一至兩天團，四至

五天團或要到年底才起行。大部分受訪中學生對此

感到期待，他們表示較少到內地，認為透過交流團

增加對國家的認識是一件好事，希望可以看名勝古蹟

和文物，例如前往北京到訪萬里長城，期望透過學習

歷史，汲取前人的不足而改善社會，同時也可以傳承

一些好的元素。一位中四學生則說很久沒有到內地，

希望交流團可以加入與當地學生交談的行程，分享

兩地學習情況。她又說前往廣東省的交流團感覺比較

無聊，希望可以到四川九寨溝等地方看美景。另外

也有學生表示難得可以一班同學一起旅行，希望可以

有多一些自由時間，能跟同學吃喝玩樂。然而，也有

中五同學認為，同學難以透過短期交流團學習知識，

加上大灣區和香港的文化差異不大，因此對此不算

特別期待，他希望當局可增設更多長途交流團。

除罩後缺乏安全感，出現容貌焦慮
雖然口罩令已經解除，但街上仍有不少市民繼續

戴口罩，校園內都有相同情況。早前有中學校長表示

擔心經過三年的疫情，學生會變得缺乏自信而不敢

脫下口罩與他人交流，大部分受訪中學生都有同感。

有中四學生透露有「容貌焦慮」，因為擔心其他人

看到自己脱口罩之後的樣子，曾經試過吃一口飯就會

馬上戴回口罩。另一中學生則說口罩遮蓋部分容貌後

自己變得更開心和自信，她擔心脱口罩之後會被同學

談論外貌，說三道四。另一方面，有同學雖然明白

很多人覺得自己戴口罩後更好看，對於脫下口罩會有

焦慮，但是他認為樣貌是與生俱來，自信不應該取決

於自己的樣貌，又說寧願不戴口罩，長少一點暗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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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未來：  
《青年發展藍圖》

青年發展藍圖，勾劃未來發展方針
政府去年12月公布《青年發展藍圖》，勾劃當局未來

長期青年發展工作的理念和方針，提出逾160項支持

青年人的措施，包括設立青年專員統籌青年工作、

製作青年儀表板，並會再度推出港人首次置業項目。

有就讀高級文憑的青年指，對《藍圖》提出的交流團

有興趣，希望可以藉此見識其他地方的文化。有

中學生說，文件提及會為青年提供到大灣區發展的

機會，但相關計劃早在之前已經提及過，不覺得有

甚麼值得留意的地方。加上《藍圖》中很多內容

都是與大灣區相關，自己在香港住了很久，沒有想

過要到其他地方發展，所以並沒有太大興趣深入

了解。有任職傳媒機構的青年指，因為工作關係都

有特別關注《藍圖》，但她認為其內容比較空泛，

僅是訂立框架，而少有實質政策，無法有效回應

香港青年的需要。

可支配收入增加，支出都會提升。他又表示，住屋

佔家庭重要的支出比例，即使不用供樓也有機會

需要租屋，光是這方面的開支已達一萬元或更多，

所以認為這個數據合理。

社會環境與個人財政狀況息息相關
隨着本港疫情穩定，解除社交隔離措施，經濟有望

復甦。部分青年預期今年的個人財政狀況比往年

更好。從事市場研究的青年透露，今年獲得加薪，

支出都會相應增加，主要用於投資、購物、旅行、

進修等不同範疇。有從事商業分析的青年指，加薪後

財政狀況變得更好，但自己對物質的慾望不強，不會

增加太多消費，反而會繼續儲錢買樓。同時，也有

身為社工的受訪者表示，通脹率每年上升，物價越來

越貴，所以今年的花費一定比往年多，加上自己沒有

投資習慣，難以創造額外收入。

沒有投資習慣                            
難以創造              
額外收入

政府圖片



12 

針對青年宣傳
增加《藍圖》討論度
有部分受訪者表示沒有聽過《藍圖》，或是聽過但

是不了解當中內容。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

早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承認坊間對《藍圖》的

討論度不足，無法有效針對青年宣傳。一些受訪者

指，年輕人喜歡使用社交媒體，建議政府從不同

社交平台入手，引起青年關注。在內容方面，當局

也要平衡宣傳品的專業度和趣味性，才能在吸引青年

眼球之餘，亦能有效發表相關資訊。部分青年

批評，政府一直沿用舊式途徑，例如電視和港鐵

廣告版等宣傳，難以獲得青年的關注。從事政府合約

工的青年坦言，如果有關部門只向與自己理念相同的

青年宣傳《藍圖》內容，是「圍威喂」的做法，認為

官員應該多嘗試與「見到政府就掉頭走」的青年

溝通。他建議公眾宣傳如街站的選址，應該設於

青年多流連的地方（如旺角）。大部分受訪學生則

指出，到校宣傳是最有效而快捷的方法，例如可考慮

讓制定《藍圖》的相關人員到各大專院校和中學

演講，並派發宣傳物資。

升學就業資訊，最能吸引青年眼球
新任政府上任以來，一直強調重視青年發展，在

《藍圖》中也提出設立一站式青年資訊的手機應用

程式，發放各項青年發展項目的多元化資訊。不過

大部分受訪青年也表示沒有興趣下載該應用程式。

部分青年估計，應用程式發表的內容可能是關於

中國文化、國安教育、政治研究、新聞等，對此

不太感興趣。此外也有青年指，在網頁上查閱相關

資訊已經足夠，無須加裝應用程式。部分人則提出

電話的儲存空間有限，缺乏誘因騰空空間下載應用

程式接收這些資訊。不過他們表示，如果政府的

應用程式能夠提供升學就業、國外交流、吃喝玩樂

等資訊，或會考慮下載。

只向與自己理念
相同的青年     
宣傳《藍圖》
是「圍威喂」
的做法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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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勇於尋求新的突破
縱使口罩令全面取消，「口罩時代」還未完結，不論在街上或公共交通工具，仍然

有不少市民因為安全起見或是容貌焦慮，選擇繼續戴口罩。看來三年疫情帶給一個

城市的影響，是難以估算，對於經濟、民生，乃至市民的防疫或社交心態，都造成

重大影響。政策雖然放寬，但要每位青年可回復到疫情前的狀態，做到真正「復常」，

或許仍然需要一段時間。

做到真正「復常」               
或許⋯⋯仍然需要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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