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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社會政治參與，
在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
關係」及單元二「今日香
港」裡，皆為熱門的恒常議
題，而近年亦有愈來愈多青
少年積極參與社會及政治事

務，故同學宜多加關注相關時事與概念字詞。

年輕選民 紛紛湧現
首先，回顧2014年，多地出現以青少年為主

的社會運動，如香港的「佔領行動」、台灣的
「太陽花學運」等。在此，同學可留意這些都
是非制度化的社會政治參與（編者註：有社會
人士認為這類非制度化的社會政治參與易涉及
違法行為，請青少年留意。），其中亦會涉及
到「政府管治」、「法治」、「集會自由」等
概念。相對而言，所謂制度化的參與形式，便
是參與選舉和透過公眾諮詢發表意見等，如去
年蘇格蘭的獨立公投，歷史性將投票年齡降低
至16歲，而這批年輕選民作出投票，則是屬於
制度化的社會政治參與。

資訊流通 意識提升
當中，青少年多通過非制度化方式參與社會及

政治事務的因素，是同學值得注意的部分。以香
港為例，第一，青少年的公民意識於近年有所提
升，或因通識教育的發展及各種資訊的流通，使
他們對於社會和政治議題較為關注，有別於以往
政治冷感的刻板印象。第二，社交網絡的盛行，
讓青少年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更在一定程
度上有助他們組織、參與社會及政治運動。另
外，政治效能感的強弱，亦會與青少年對社會政
治參與的投入程度有關，當他們自覺能夠透過參
與社會及政治事務影響政府的決策，便會更加積
極表達自己的訴求。
總的來說，同學在處理一些恒常議題時，應先

整理好相關的時事新聞，以作為答題材料及例子
之用，並記錄所涉及到的概念字詞，幫助自己思
考及分析題目的重點。 ■馬燕雯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中文大學中文系三年
級生

a.年輕人參與「流動佔領」的因由：
1.大眾傳媒影響：大眾傳媒與青少年的生活息息相關，它為我們提供了最新的新聞資

訊和娛樂消息。大眾傳媒經常宣揚某些社會觀念，如「佔中」、「鳩嗚」等，形成一時
短暫的風氣，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部分青少年的行為和價值觀，更有可能令其親身參與
「流動佔領」。
2.互聯網迅速發展：互聯網令青少年即使足不出戶，亦可與朋友暢談有關「鳩嗚」的

訊息，促進了同儕群之間的關係。此外，青少年也會利用網上網誌、討論區或聊天室表
達意見，或爭取網友對個人言論的認同，從而在網上群體中建立自我形象，反映了網上
群體與青少年的關係日益密切。
3.渴求獨立自主：青少年時期是一個自我探索的階段，希望得到更多的自主獨立空

間，期望發展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多自由等，「流動佔領」在某些年輕人看來，是一種
爭取自由的方法。
4.從眾壓力：青少年在從眾壓力下，為了獲得朋輩的接納和認同，或會改變其行為，

以接近朋輩的要求，使彼此關係得以維持。因此，部分年輕人寄望參與「流動佔領」建
立朋輩關係。

b.年輕人進行社會政治參與的途徑：
1.參與選舉：年滿18歲或以上的年輕人可登記為選民選賢納能，根據候選人的專業背

景，投票選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候選人，為他們反映意見及爭取利益，並協助政府擬定
政策。

2.公眾諮詢：香港政府制定各項政策前，通常都先發布諮詢文件，蒐集社會上不同人
的意見，稱為公眾諮詢。作為社會政治參與的一種方式，公眾諮詢的目的是讓政府集思
廣益，制定更為周全的政策，以充分照顧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

3.在傳媒發表意見：政府會透過電視、電台、互聯網等傳媒，發布與政策有關的諮詢
文件和訊息，年輕人亦可利用相同渠道，如電台「烽煙」的節目，發表對政府政策的意
見。
4.參與政黨：年輕人可直接或間接參與政黨的活動，最直接是加入政黨，透過提名及

競選活動進入議會，向政府表達市民的訴求及爭取談判權，有助推動民主的發展。
5.出席論壇或講座：除了政府的公眾諮詢外，民間團體、大學、學術機構等均會定期或不

定期舉行讓公眾參與的論壇或講座，年輕人可藉此向政府表達意見。

c.如何懲處參與「流動佔領」的年輕人：
若青少年干犯罪行，目前司法機關會對18歲以下的青少年採取有別於成年人的法律制

裁。10歲以下的兒童不需負上刑事責任，而10歲至14歲的青少年在法律下則被界定為
無能力犯罪。一般情況下，若18歲以下的青少年犯案，警方有權使用酌情權，對當事人
給予警司警誡而不作出起訴。若16歲以下的青少年被起訴，這些青少年會被安排於少年
法庭內進行聆訊，傳媒亦不可披露當事人的姓名。若青少年最終被判有罪，社會福利機
構對青少年的復康安排亦較成年人為多。
從上文可見，青少年所享有的司法保護較成年人為多，作此安排是基於以下的考慮因

素：
首先，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價值觀還未確立，未有能力完全理解和明白「流動佔

領」的後果和複雜的司法制度；其次，少年未必能夠清楚掌握承認和否認控罪的長遠後
果，以及他們答辯的權利；此外，嚴厲的司法制度可能為犯罪的青少年帶來負面的影
響，使他們否定成人世界的規範，對司法制度產生質疑，無法面對自己的過失，因而在
日後再次犯罪。一些少年犯會因犯罪後留有案底，影響心智發展，以致自我形象偏低、
自暴自棄，甚至走上自毀的道路；最後，青少年是社會的重要人力資源，他們若不能改
過，重新尊重法律和再投入勞動生產，最終會損害社會的整體利益。
然而，有人認為青少年在法律上已享有不少受保障的權利，若給予

青少年較輕的刑責，他們很可能誤以為自己所需承擔的法律責任不
大，敢於以身試法。一些犯罪分子更可能以此為藉口，誘使青少年進
行犯罪活動，藉以逃避較重的法律責任。但較成年人為輕的刑責能給
予青少年改過自新的機會，有助他們在未來重建正面的人生觀。

1. 《韓啟德從「佔中」反思青少年教
育》，香港文匯報，2015-01-01，
http://paper.wenweipo.com/2015/
01/01/CH1501010110.htm

2. 《無聊「鳩嗚」害商戶客人幾乎走
清 光 》 ， 香 港 文 匯 報 ，

2014-12-01， http://paper.wenweipo.com/2014/12/
01/YO1412010003.htm

3. 《騎呢牧師「報佳音」煽青年博拉》，香港文匯報，
2014-12-26， http://paper.wenweipo.com/2014/12/
26/HS1412260026.htm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a.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
試分析年輕人參與「流動佔
領」的因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

除了這種「流動佔領」方式之外，年輕人還
有甚麼途徑進行社會政治參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你在多大程度上

認為應嚴懲參與「流動佔領」的年輕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
答問題：

資料A：
警方近日發出新聞稿表示，留意

到在聖誕假期及周末期間，仍有示
威者在旺角一帶聚集，阻塞道路及

製造混亂。發言人指示威者的行為不但影響商舖營業，
更對附近居民造成嚴重滋擾，呼籲公眾應以和平理性及
合法的方式表達訴求，尤其是除夕夜，部分地區人多擠
迫，示威者應停止以所謂「流動佔領」方式進行集會及
遊行，以免滋擾當區居民及店舖，讓市民在除夕及新年
可以平安地歡度佳節。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資料B：
警方過去數天在旺角拘捕共49人，年齡介乎13歲至
76歲，涉嫌干犯的罪名包括「襲警」、「阻礙警務人員
執行職務」、「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及「刑事毀壞」
等。警方譴責上述惡意滋擾的行為，並指會在除夕及新
年期間加強維持秩序，又強調任何人如拒絕聽從警方勸
喻和警告，定會果斷執法，制止違法行為。警方亦呼籲
市民及未成年人士，不要參與該等活動或被煽動作出違
法行為。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資料C：
警方重申尊重市民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的自由，並
稱一直全力協助市民進行和平理性及合法的公眾活動，
但認為公眾表達訴求時，亦必須遵守法律，警方有責任
維護公共安全及秩序。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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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香港法治
「佔中」行動雖然已經黯淡收場，但有部分人去年在平安夜起的聖誕長

假和新年假期，以「鳩嗚（購物）」、「報佳音」等名義，組織非法集結

活動。而警方公布在那幾天於旺角拘捕49人中，年齡最低者為13歲。那麼為何年輕人參與

「鳩嗚（購物）」、「報佳音」這類「流動佔領」活動？除此之外，年輕人還有甚麼途徑進

行社會政治參與？作者將於下文一一詳述。 ■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由「佔中」演變成的「鳩
嗚」在節日期間再度出沒旺
角，警方公布在過去的聖誕

期間在旺角拘捕49人，年齡介乎13歲至76歲，
涉嫌干犯的罪名包括「襲警」、「阻礙警務人員

執行職務」、「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及「刑事毀
壞」等。警方再次呼籲公眾，以和平理性及合法的
方式表達訴求，尤其除夕夜在人多擠迫的地
區，停止以所謂「流動佔領」方式集會遊
行，造成滋擾，讓市民歡度除夕及新年。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2：人際關係
探討問題：哪些人際關係的因素，能幫助青少年反省和為

過渡至成年階段作好準備？
．甚麼因素促使香港青少年參與社區事務？

單元二：今日香港（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2：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
探討問題：香港居民如何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就法治精神而

言，香港居民如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香港居民對社會及政治事務的參與程度和形式受甚麼因素影

響？他們的參與有甚麼意義？為甚麼他們會有不同的訴求？有關訴求
帶來甚麼影響？
．法治精神如何保障香港居民的權利和推動他們履行義務？
．政府怎樣回應不同群體的訴求？政府的回應對香港的管治、維護法治

精神和提升公民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有甚麼影響？為甚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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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責任（Public Liability）
青少年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青少年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在社會上必須履行公民的責任在社會上必須履行公民的責任，，例例

如如：：
11..奉公守法奉公守法：：遵守法律規條遵守法律規條，，協助維持社會秩序協助維持社會秩序。。倘若違犯了法例而倘若違犯了法例而

受到審訊和懲罰受到審訊和懲罰，，那時就須勇於承擔自己的過失那時就須勇於承擔自己的過失。。
22..維持公眾地方清潔維持公眾地方清潔：：切勿隨地吐痰或亂拋垃圾切勿隨地吐痰或亂拋垃圾。。

33..愛護公物愛護公物：：在享用政府提供的設施時在享用政府提供的設施時，，青少年有責任遵守有關規定青少年有責任遵守有關規定，，切勿破壞公物切勿破壞公物。。
44..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如向有關當局表達對社區的不同期望如向有關當局表達對社區的不同期望，，或做義工幫助有需要的人或做義工幫助有需要的人

士等士等。。
55..履行公民義務履行公民義務：：青少年當年滿青少年當年滿1818歲時歲時，，應在選舉中投票應在選舉中投票。。

法治（Rule of Law）
「「法法」」指法律指法律，，即國家訂立不同規條來限制人們的行為即國家訂立不同規條來限制人們的行為，「，「治治」」指管治指管治。「。「法治法治」」的基的基

本涵義便是依照法律來管治國家本涵義便是依照法律來管治國家，，使社會得以正常地運作使社會得以正常地運作。。社會上任何人的行事均須以法社會上任何人的行事均須以法
律為依歸律為依歸，，法律亦會清晰地界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法律亦會清晰地界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與此與此
同時同時，，政府的權力也源自法律政府的權力也源自法律，，其行為受到法律的制約其行為受到法律的制約。。法治的核心包含了法治的核心包含了「「對憲法的尊對憲法的尊
重重」、「」、「司法獨立司法獨立」、「」、「政府受法律的約束政府受法律的約束」、「」、「法律必須公平地法律必須公平地、、前後一致地應用前後一致地應用」、」、
「「法律應具有透明度法律應具有透明度，，任何人都可以明白和引用任何人都可以明白和引用」，」，以及以及「「人權的保障人權的保障」」等概念等概念。。它們均它們均
是法治的基礎是法治的基礎，，也是法治社會的必備條件也是法治社會的必備條件。。

■■黃之鋒黃之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佔中佔中」」第七第七
十五天十五天，，警方帶走警方帶走
示威者示威者。。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