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時本地創意工業發展有
限，新一代港青又對傳統工
種興趣減卻，畢業後同時面
對失業失學挑戰。港專研究
「尼特族」（意指15歲至24歲
的無業無學青少年）報告顯示，

雖然整體失業失學人數升勢放緩，當中15歲
至19歲群組人數持續下跌，但反觀
20歲至24歲群組卻持續增
加。
該研究名為《港專尼
特指數研究第二號
報告》，指出截
至去年第三季，
本港約有 6.25 萬名
15歲至24歲的尼特青
年，當中15歲至19歲
的約1.32萬人，20歲至24歲的約
佔4.93萬人。
機構認為，港府推出青年政策屬長遠措
施，其中青年配對基金應可鼓勵20歲以上群
組創業自立門戶，但也需擴大現有培訓至有
關群組，以起即時作用。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表示，希望青年人改變「非白領工作不
做」的觀念，朝向多元發展。
報告顯示，15歲至19歲群組持續減少，反觀
20歲或以上自2013年頭持續上升。報告亦估
計，「尼特族」人數會隨出生率下跌，並於
2022年跌至谷底。儘管整體尼特人數於去年微
升，料2019年將跌至4.77萬人，當中20歲或以
上群組佔大多數。

依賴綜合症：近年全球年
輕人傾向依附家庭，部分人
畢業後更不幸地成為「三
不」，二三十歲仍靠父母接濟
過活，最年長的個案甚至超過
40歲。
分析指家長過度保護兒女，

令他們不願自立，有心理學家形容它已成為全球青年
的新型綜合症。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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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資料，指出「尼特族」現象的成因和影響。

2. 承上題，指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3.「尼特族」的出現是否香港獨有的現象?

4. 有人認為香港樓價高企令青少年難以脫離父母獨立，你是否同意這觀點？

5. 參考以上資料，「尼特族」愈來愈多，誰要負上最大的責任？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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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成因方面，試從父母管教模式、生涯規劃、專上課程「實用度」、政策等方面入手。影響方面，試從個人、

家庭、社會3方面分析。
2. 試從特區政府已推行的措施，如生涯規劃津貼，探討個人、學校、社會方面可以幫忙的地方。
3. 先界定「尼特族」，再指出其有沒有地域限制。
4. 選擇題型，同學宜先指出青少年難以獨立的諸多因素，再討論樓價高企是否主因。
5. 開放題型，同學宜先指出責任的可能承擔者，再指出誰應負最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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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香港青少年成為不就業、不升學、不進修

的「尼特族」，有人認為是因為新一代青少年不能吃

苦，又沒有方向感，也有人認為因為香港的經濟欠多元發展，令這批學

歷較低的青少年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而這些青少年往往因為可以依賴

家人、不愁衣食，故此失去升學或工作的動力，無法自立。姑勿論如

何，試想如果「尼特族」變成社會新一代的主

流，會為社會帶來甚麼影響？下文將加以剖

析。 ■鄧婉君、古俊彥

聖公會梁季彜中學通識科老師

越大越懶 「「尼特族尼特族」」啃老啃老

心理學家：父母要改變想法，
捨不得兒女吃苦，到最後只會令他
們不會長大、依賴父母，所以為人
父母要決斷，不再接濟兒女，迫使
他們面對，而非逃避困難。

港專校長陳卓禧：當局政策多屬
長期措施，難於短時間內見效，我們建議當局將現有職
前培訓及訓練推廣至20歲至24歲群組，並促進產業多元
化，加強該群組的競爭力，減少雙失青年數目。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目前眾多工種包括護理
業、建造業和零售業均需要人手，年輕人和家長應改變
「非白領工作不做」的傳統觀念，朝向多元發展。局方
過去亦曾游說僱主為所屬行業提供5天工作制，希望縮
短工時，吸引青年人入行。
學界人士：校內支援學生升學就業的都是專業教師，

大家都需要兼顧教學工作，再加上出路資訊太多，實在
難以照顧每一位學生的需要。因此，校方或會委託坊間
機構，為學生策劃各種職業
體驗，讓學生透過參與，了
解自己是否對有關參與的工
作有興趣，進行生涯規劃。

逾20歲尼特人數升 整體將跌

張建宗倡5天工作制
不少年輕人無法負擔房租，於是一直
與雙親同住，久而久之依賴父母照顧，
而非獨立成家。他們不一定沒經濟能
力，但共通點是不想負擔獨立後的生
活支出，令自己失去享受青春的機
會，於是選擇留家或不斷進修，推遲

踏入社會的時間。
對這些「尼特族」而言，長時間迷失於思考人生

方向，欠缺實質行動，長遠將失去謀生技能。更甚

者，「尼特族」終日無所事事，容易誤交損友和誤
入歧途，對個人前途帶來負面影響。
對這些「尼特族」的父母而言，兒女長大卻未能

獨立，不但未能負擔起回饋父母的責任，更長期依
賴父母，加重他們的經濟負擔。
對社會而言，「尼特族」數字高企，顯示社會勞

動力不足，窒礙經濟發展；而部分「尼特族」或會
誤入歧途，淪為犯罪集團的一分子，從事非法行為
（例如販毒等），影響社會秩序。

有意見指，特區政府可以調整支援政策，不只着
重15歲至19歲青年的升學，多調撥資源協助20歲
至24歲的青年就業。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成立3億
元配對基金，據樂觀估計，若撥款全數批出，今年
第四季20歲至24歲的尼特人數有望從3.82萬人中
減少1萬人，對紓緩青年壓力能起積極作用。
教育局早於2014/15學年起，向每所開設高中的

公營和直資中學提供每年約50萬元的經常性津貼
（生涯規劃津貼），支持學校推廣生涯規劃，幫助
同學訂立目標，提升方向感，及早準備未來升學或
就業的路向。教育局亦積極推廣「商校合作計
劃」，為學生
提供不同的職
業探索機會和

與工作相關的活動，為投身社會做好準備。
然而，也有人質疑，有些學校對生涯規劃概念的

掌握薄弱，只顧以簡便方法用完津貼，甚至把津貼
用於非生涯規劃用途。
教育局回應指，在2014/15學年計劃剛開展的首

數個月內，該局已到訪102所學校，有接近九成的
學校運用超過80%的津貼增聘教職員、舉辦生涯規
劃活動，提升校本升學和就業輔導服務，情況明顯
有別於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去年7月至9月計劃開展前
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
家庭方面，父母也可以改

變管教模式，對兒女應多加
鼓勵而非縱容。 ���

教局每校年撥50萬 盼助學生規劃生涯

三方面影響：個人、家庭、社會

成因眾多 創意工業僧多粥少
父母管教模式：父母附和年輕人對工作的不
滿，甚至向「三失」子女提供資助，反而可能
令他們失去工作動力，對他們有害無益；對
兒女不但沒有鼓勵改變，更支持他們留在家
中無所事事，經濟支援直接令「尼特族」有
充分的藉口不上學不找工作。

生涯規劃不足：不少「尼特族」在學時完
全沒有想過將來就業或升學的志願，故此在
完成基本學業後也完全沒有方向感，找工
作不知道從何找起。

專上課程欠實用性：有些專上課程欠缺
針對工作軟技巧，如培養學生的刻苦精神
和自學能力，導致畢業生難以在業界持續
發展。

政策支援不足：20歲至24歲尼特群組增加，與港
府推出的青年措施大多只針對19歲或以下青年有
關，因增加學位和提供職前培訓，都只能惠及在學
青年，畢業生面對求職時，往往束手無策。
就業培訓不足：愈來愈多畢業生對創意工業有興

趣，但行內空缺有限，青年對有關行業的培訓也不
足，往往難以入行。

年輕人抗拒部分工種：部分青年有「非白領工作
不做」的傳統觀念，抗拒從事勞動工作，但個人的
學歷又未達要求，故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
青少年抗逆力低：青少年初出社會尋找工作難免

碰釘，但部分人因此陷入低潮，感到難以吃苦、難
以適應，而被辭退或自行請辭。

■早前有雙失16歲少女涉嫌販毒被扣查，引起社會
廣泛關注這一族群對個人、家庭、社會的影響。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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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特」為NEET的音譯，是Not in

Employment
, Education or Training

（不就業、不升學、不進修）的縮寫，

意指15歲至24歲的無業無學青少年。

美國教育家米
雪寶帕（Mi

chele Borba）
提出的自尊五

感理論，

包括了建立自
尊感的5種不

同元素，或有
助理解以上現

象。

1. 安全感

即身心、情感
都感到舒服，

以及有受保護
的感覺，能夠

信賴別

人，而且不會
對將來發生的

事感到憂慮。

2. 獨特感

感到自我是獨
特的，而且知

道個人價值，
清楚知道自己

在現實

中的獨特性、
角色。

3. 聯繫感

即社交能力
，在人際關

係方面感到
被接納、認

同、欣賞、
尊

重，並有歸屬
感。

4. 能力感

對於自己能完
成重要的事情

感到自豪，並
有成功感，覺

得自己

有效率有能力
。知道自己的

強項之餘，也
接納自己的弱

項。

5. 方向感

人生的方向，
有生命的目標

和推動力，由
定下實際、可

達的目

標建立自信，
同時也為個人

行為決定引致
的後果負責。

另外，青少年
需要掌握不同

的生活技能以

應付成長的挑
戰，訂立目標

、財政管理、
時

間管理、解難
能力、情緒管

理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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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感析心理成因

養老金養老金
因因「「非白領不做非白領不做」？」？

香港歷年失業率

■資料圖片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尼特族」現象
影響
1. 個人
2.家庭
3.社會

背景
有研究指出，截至去年第三季，本港約有
6.25萬名15歲至24歲的尼特青年。

成因
1. 父母管教模式
2.生涯規劃不足
3.專上課程欠實用性
4.政策支援不足
5.就業培訓不足
6.年輕人抗拒部分工種
7.青少年抗逆力低

解決方法
1. 中學開展生涯規劃
2.家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