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用支援 助力上軌

創業工時長 或「年中無休」

■前海夢工場明確提出將為香港創
業青年提供成長階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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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

主要困難
欠缺資金
競爭激烈
租金昂貴

創業不易創業不易 三思後行三思後行

1. 根據資料，指出香港
青年多受哪些因素影
響而有創業想法？

2. 根據資料，請試指出
香港青年創業的主要
困難。

3. 結合資料和個人理
解，你認為創業者需
要具備哪些條件和個
人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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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日 香 港 +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
近年本港青年創業風氣日盛，有人為求得到工作上的自由，亦有

人希望一圓夢想。為何愈來愈多青年想創業？創業需要什麼條件？

什麼性格的人才適合創業？創業者要面對什麼困難？下文將一一探

討。 ■胡家齊 資深通識科作者

缺錢 激鬥 租貴
為擺脫工時長、薪金低的困境，
不少青年都嚮往創業，一嚐當老闆
的滋味。不過，創業路上的重重難
關，或令青年難圓「老闆夢」。早
前，一項調查發現，本港青年認為
創業的最大困難依次是欠缺資金、
競爭激烈及租金昂貴。
香港青年．專業網絡訪問近千名
18歲至40歲青年，結果顯示，受訪
者發現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主要困
難包括工時長、薪金少及沒有滿足
感，三者分別佔 62%、55.3%及
52.7。另外，71.7%受訪者表示曾考

慮創業，但主要擔心資金問題，其
次是激烈的市場競爭和高昂租金。
青專網代表指出，現今香港社會
職位飽和、工種趨向單一化，青年
飽受高工時、低薪金困擾，工作只
為餬口，欠缺精神上的滿足感，令
有能力、有創意的青年難以盡展所
長；高昂的租金和消極的社會氣
氛，亦令這些青年不敢貿然踏出創
業第一步。青專網認為，年輕人若
創業成功，就能創造更多就業機
會，亦令年輕人更易向上流動，冀
政府予年輕人更多協助。

想 一 想

所謂「萬事起頭難」，若有人脈
及金錢上的資助，青年要創一番事
業就更易成功。政府及坊間機構均
有提供創業支援服務：

勞工處供一站式服務
勞工處青年就業起點（Y.E.S.）
專為15歲至29歲青年人提供一站
式就業及自僱支援服務。所有18至
29歲的起點會員，凡經營自僱業務
並以個人名義領有商業登記證，均

可申請成為商務會員，使用專為商
務會員而設的服務及設施，包括：
商務工作間、商務會議室、專業設
計基地及專業顧問諮詢服務等。

「港青創業」免息貸款
香港青年協會於05年成立「香港

青年創業計劃」，為有志創業的18
至35歲年輕人提供四項核心服務，
包括最多15萬元的免息貸款創業啟
動金、創業指導及專業諮詢、業務
支援、資訊及網絡。計劃一般於每
年3月、7月及11月接受申請。

工貿署資助中小企業
由工業貿易署提供的中小企業資

助計劃，包括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
金、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中小
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為中小企業提
供信貸保證、各種資助等。

1. 本題同學可引用資料作答，指出
現今社會職位飽和、工種趨向單
一化，青年飽受高工時、低薪金
困擾，工作只為餬口，欠缺精神
上的滿足感，令有能力、有創意
的青年難以盡展所長是導致青年
有創業想法的主要因素。

2. 本題同學亦可在資料中概括出答
案，指出一項調查發現，本港青
年認為創業的最大困難依次是欠
缺資金、競爭激烈及租金昂貴，
其他困難還包括無創業氣氛、有

想法但不懂得如何開始、不懂得
網上宣傳等。

3. 本題為半開放題，同學回答需結
合資料及自己的理解，言之有理
即可。例如，創業者性格應主動
穩陣勇敢、吃苦耐勞，若有合作
夥伴，相互之間要能互補不足，
亦要有有效人脈幫助入行。此
外，我認為創業者需對將要創業
的領域有十足認識，以保證自己
能應付創業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
題，亦能更好把握創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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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創 業 資 源

新 聞 背 景

創 業 條 件

資金是青年創業的最大難題，在缺乏資
金的情況下，貸款是其中一個解決方法。
但青年缺乏資產抵押，銀行不會輕易給予
創業貸款，令青年無法跨出創業的第一
步。不過，即使有資金亦不代表萬事俱
備。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創業者，以下條件
亦十分重要。

1. 性格主動穩陣勇敢
綜合創業者及青年組織的說法，並非人
人都適合創業。創業者要有敢於嘗試的性

格及改變世界的心志，不安於現狀，而且
有破釜沉舟的勇氣去追尋自己的夢想，才
能在芸芸創業者中突圍而出。
創業的過程充滿困難，面對接踵而來的
挑戰，創業者要有優秀的解難和執行能
力，加上良好的心理質素，才能在面對難
關時保持冷靜，作出正確決定。
主動的性格亦是創業者的必備條件。創
業者不能只躲在幕後默默耕耘，要推廣自
己的品牌，就必須主動出擊，讓潛在顧客
及合作夥伴認識到產品或服務的實力，開
拓商機。
另外，創業者要刻苦耐勞，了解到創業

比打工更辛苦，特別是創業初期，要付出
很大努力才能在市場站穩陣腳。

2. 合作夥伴互補不足
由於缺乏資金，不少創業者都會以合資

的形式創業。合作夥伴的性格及能力應與
自己互補不足，如個人性格較為內向，宜
選擇一位性格較外向的夥伴，自己集中內
部管理，夥伴則主力對外。理想的生意夥
伴組合應該涵蓋不同類型的人，既有大膽
者，亦有謹慎者，才能以有效分工建立良

好的團隊。
此外，青年財力有限，而且缺乏經驗，

在創業過程中難免犯錯。若能找到一位有
經驗、有財力的夥伴，在創業過程中從旁
指導，必能事半功倍。

3. 建有效人脈助入行
一些既有行業已被大財團壟斷，或市場
上已有一定數量的競爭者，行內老手已建
立人際網絡及利益集團，正享有既得利
益，新人很難以與之競爭，甚至可能被排
拒在外，因此新企業需要依靠人脈關係將
他們帶入市場及提供支援。創業者創業前
可先到相關行業工作，了解行規、營運方
法等，同時建立行內的人脈網絡。
不少行業都需要申請牌照或註冊，例如

食肆、學校、旅館等，程序複雜，但創業
者未必了解這些程序，導致申請時間曠日
持久，出現納空租及因違反消防、衛生等
法規而被罰款等情況。若有經驗者指導，
創業者便可以較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完成
註冊。另外，若青年要到外地或中國內地
創業，卻不了解當地情況，在當地的人脈
關係就可令創業過程事半功倍。

錢非萬能 還需個性人脈

本港青年創業所遇到的困難（可多選）
選項 百分比

欠缺資金 62.9%

競爭激烈 43.4%

租金昂貴 38.2%

無創業氣氛 34.1%

有想法但不懂得如何開始 25.8%

不懂得網上宣傳 19.9%

不熟識行業發展 16.3%

不了解相關法律 15.7%

推廣費昂貴 13.5%

欠缺專業知識 11.3%

資料來源：青專網「本港青年就業創業所遇到的困難」問卷調查報告

工時長加上薪金低，導致不少青年立志
創業，為求換取工作上的自由。根據瑞銀
今年發佈的全世界工時比較報告，香港為
全球工時最長的地方，平均每周工時逾50
小時，較全球平均工時36小時23分高出近
39%。
瑞銀以全球71個城市的15個工種為調查

對象，香港每周平均工時達50.11小時，為
全球之冠，比排名第二印度孟買的43.78小
時高出12.6%。泰國曼谷以42.13小時排第
四，台北為41小時排第八，東京和北京也
分別為39小時30分鐘及37小時42分鐘，

均仍遠低於香港。全球工時最長的10個城
市中，亞洲城市佔7個。
至於全球工時最短的10個城市全屬歐洲

城市，其中法國巴黎每周工時只為30.84小
時，為全球最短工時城市。

親力親為 費時費心
標準工時委員會為期三個月的工時政策

方向諮詢於今年7月結束。商界普遍認為，
香港勞工人手短缺，標準工時只會迫使勞
工加班，嚇怕投資者，因此反對標準工
時，建議以合約工時取代。有勞工團體認

為在勞資關係不平等下僱員沒議價能力，
合約工時反而助長僱主將長工時合法化。
打工時數長是青年創業的一大動力，

不過即使當上老闆，每日工作的時間也
未必因而減少，甚至可能會更長。不少
創業者指出，老闆沒有規定的上、下班
時間，需要處理的事情比員工多，而且
無時無刻要掛心公司，工作時數或比員
工更長。「單人匹馬」的創業者更可能
因缺乏資金聘請人手，凡事須親力親
為，付出的勞力和時間均多，甚至出現
「年中無休」的情況。

創 業 實 況

條件
主動個性
充足資金
有效人脈
可靠夥伴

■香港科技
園公司「科
技創業培育
計劃」畢業
公司在美獲
獎。
資料圖片

■香港創業青年陳文章認為，複雜事情簡單
做，你是專家；簡單事情重複做，你是行
家；重複事情用心做，你是贏家。資料圖片

■租金昂貴
是不少創業
人士面臨的
難題。
資料圖片

■■創業不只需要熱情創業不只需要熱情，，亦需要全面衡量自亦需要全面衡量自
己是否具備創業的能力己是否具備創業的能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