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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工作坊程序 

時間 活動內容 

9:15 - 9:30 am 登記 

9:30 – 10:00 am 未來計劃介紹 

香港沒有青年政策嗎？ 

香港應有的青年政策 

10:00 – 10:30 am 小組討論（一）：青年政策制定 

10:30 – 11:05 am 小組匯報及公開討論 

11:05 – 11:45 am 小組討論（二）：策劃一個青年發展活動 

11:45 am – 12: 05 pm 小組匯報及公開討論 

12:05 – 12:15 pm 總結及檢討 



未來計劃介紹 

1. 草擬青年政策文件 

2. 建構青年發展框架 

3. 推動回應社會變遷的青年工作 

時間 活動 

2014年4月 青年政策與青年發展工作坊 

2014年4月至8月 回應社會變遷的青年工作實踐 I 

2014年6月至9月 青年政策諮詢 I （社工及服務對象） 

2014年10月 青年政策與回應社會變遷的青年工作分享會 I 



 

 

香港沒有青年政策嗎？ 

1. 顯性的青年政策 

2. 隱性的青年政策 

3. 透過青年服務推展的青年政策 



青年觀與青年政策取向 

1. 問題取向 

2. 福利取向 

3. 正向發展取向 

4. 結構取向 



青年政策所為何事？ 

1. 為管治 / 社會控制  

2. 為經濟發展 / 延續或強化資本主義 

3. 為社會發展 

4. 為培育積極公民 



青年政策為誰而定？ 

1. 為當權者？ 

2. 為資本家？ 

3. 為成人？ 

4. 為青年？ 



香港的「青年政策」為誰而定？ 

 “青年代表我們的未來。我們的政策應聚焦青年的發展機會，提倡多
元卓越文化，讓年青人在升學和就業方面有各種機會，發揮潛能。我
們的政策亦應廣泛照顧不同背景的年青人，包括新來港和少數族裔年
青人，讓他們充實自己，擴闊視野。青年事務委員會會繼續廣泛聯絡
青少年，協助政府制訂有關青年發展的政策，統籌不同決策局的工作，
令到各方面的政策能互相配合。此外，我們會與團體和院校合作，增
撥資源，增加年青人到內地實習的機會，讓下一代增加閱歷，增強信
心。 “ (Policy Address 2013) 

 “政府鼓勵多元卓越文化，從教育、就業和全人發展三方面培育青少
年，為全港不同能力、志向和教育水平的青年人，提供多元化的學習、
培訓和發展機會。青年人要養成積極的人生觀和正面的社會意識，既
關心香港和國家的發展，也具備國際視野；既重視個人權利，也承擔
對社會的義務。” (Policy Address 2014) 

 Life / Career planning; integra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employment support (Policy Address 2014) 

 



香港的「青年政策」為誰而定？ 

 “… human resources have been… a principal asset of 
Hong Kong, and that education is the key to their 
development.” “… the highest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education as it is the means whereb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can strive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social well-
being as well as personal fulfilment.” (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1, 1984) 

 “Much of Hong Kong's success is attributable to our 
exposure to a mix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divers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he challenge facing us 
in the 21st century lies in how to sustain ou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modernisation of our country.” (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 7, 1997) 

 Study on Competitiveness of Hong Kong Youth (COY, in 
progress) 

 



 

建議的青年政策 



建議的青年政策原則 

1. 青年實現自我  

2. 平等的發展機會 

3. 安全包容的社會環境  

4. 青年充權 

5. 消除社會排除  



建議的青年政策目標 

•障礙 •保護 

•環境 •機會 

享有具 

質素生活 

盡情 

實現自我 

成就 

社會融和 

成為 

積極公民 



小組討論（一）：青年政策制定 

討論時間：30分鐘 

每小組匯報時間：2分鐘 

匯報內容： 

 對這份青年政策文件有何重要關注？請匯報其中兩點。 

 有沒有必須增加或刪減的部份？ 

 



 

 

小組匯報及公開討論 
 



總結青年政策討論 

青年政策：祝福或咒詛？ 

 

關鍵條件： 

自由及成熟的公民社會 

民主的政治環境 

 



 

 

策劃一個青年發展活動 



經驗分享 

 社工要掌握相關議題及表達媒體如文字、音樂或錄像，可
連結相關議題的民間團體合作 

     

    如中港家庭可考慮聯絡香港天主教正義和 

    平委員會或同根社、貧窮問題可考慮聯絡 

    樂施會或關注綜援聯盟、東北發展可考慮 

    聯絡土地正義聯盟。 

 

     案例：同屬一棧 (中港家庭錄像系列) 

     個案三 - 為公義而發聲的單親媽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Q5FLaiYKrE 



經驗分享(續) 

與義工小組去商議小型計劃，因參與較穩定，可爭
取外間資源，進一步讓年青人成果得社會肯定。 

 

    如探訪老人義工組關注老人政策，開記招 

    發表意見；band組關注社區驗毒諮詢 

 

    案例：口述歷史熙來攘往計劃 

 



分組討論（二）：策劃一個青年發展活動 

就已選取的政策目標，有何相關議題或政策須研究？  

同工如何準備自己及青年人選定的議題或政策？ 

誰是活動對象？在區內招募/自己小組/單位跨小組招
募？ 

活動內容怎樣？ 

社聯中央工作小組應如何提供支援？ 



 

 

小組匯報及公開討論 
 



 

 

總結及檢討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