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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新丁的必修課 50後的拚搏精神

身為90後，當然要為 「我世代」平反一下。
在香港生活的 「我世代」接受 9 年或 12 年免費教育，而

且生長於互聯網等媒體迅速發展的年代，年紀輕輕便已經見識
廣博，不是前輩眼中思想單純、行為幼稚的黃毛小孩，而是有
原則、有見識的一群。

好像 「80 後反高鐵、保衛菜園村」一事，證明年輕一代
不只是關心吃喝玩樂，也會關心社會，而且勇於表達己見。有
人認為 「我世代」是反叛，我卻認為是不會逆來順受，對於不
滿的事提出訴求，這樣對社會進步有益。

另外， 「我世代」十分有創意，再拿 「高鐵」一事作例，
誰想到抗議的方法除了舉牌、叫口號、靜坐和遊行外，還可以
來個 「苦行」呢？只有年輕一輩才想到吧。年輕人還能夠在藝
術創作、設計、科技發明等比賽屢獲殊榮，對未來香港來說十
分有利。

每一代人都有其優點與缺失，當前輩嘆一聲 「一蟹不如一
蟹」的時候，是否以偏概全呢？

每一代人都有優缺
伊利沙伯中學 高三 謝諾翹

新世代的壓力源頭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中七 何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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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香港的 「80後」、中國內地的 「80後」或是西方
社會的 「我世代」（Generation Me），我個人來看，都是世
代的重要印記，重視時代變遷的同時，應該不可忽略不同的地
區的核心價值，也反思自己在生活上在做什麼。你們的日子過
得有意義？你在過你想過的日子？我常常關心中國內地的情
況，在通識科中的選修課題時，特別選了 「中國」和 「香
港」。

我是在香港長大的 80 後，需要善用通識的思維，先了解
自己身處的地區，中國和香港。因為我是出生於內地的年輕
人，年幼來港，在香港成長。

通識科的課堂上，我們常談論到中國的新一代年輕人。事
實上，今天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和 1970 年代，或是 1960 年代成
長起來的人真的不一樣。回想一下1960和70年代，那時社會
資訊很不流通、物資匱乏，當時的中國還在一個從全能型的國
家慢慢轉變的階段。在那個時代要買東西是很困難的，買一個
外國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誼商城，還需要外匯券；你要看外國
資訊是很複雜的，聽外國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種冒險。那時候成
長起來的年輕人會自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1980年代
之後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對他們來講，這是沒有必要的。我為
什麼不滿意？你剛剛出了iPhone，我有錢我也買得到，什麼外
國產品我都有，有錢買真貨、沒錢買假貨。

在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被教育成把 「自我」放在
最前面，強調做你們自己，你們可以成為任何你想要成為的角
色；但成年後迫於現實環境，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特別
是付不起飆高的房價，讓這個世代的年輕人變得焦慮與沮喪。

如果向今天的年輕人，多問幾個為什麼，就會發現他們，
今天以為必然的東西，並沒有那麼必然。這些 「必然如此」的
觀念，是整個社會加在孩子們身上的。於是大家都湧入同一條

路，所以壓力才會變得這麼大。我就問自己想當如何
的一個新一代？

所謂 「我世代」，是一些美國社會學家給
八、九十後年輕人的標籤。為什麼稱呼這一代
為 「我世代」？因為他們都較自我中心，極端
的甚至流於自戀。自我中心有特殊的社會基
礎：若不是個人主義興起，不可能產生自我中
心的一代。

個人主義一直是近代西方的主導理念。用
最簡單的話說，個人主義認為人人都是獨一無
二、不可取代的個體。每個人不應盲目的服從
權威（不論是國家、政府，學校、教會或父母
師長），而要自己獨立決定什麼是對、什麼值
得追求。每個人都要接受自己，建立自己的人
生目標，並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找到真正
的自我，人生才算有意義。上述的個人主義，
今天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信條，甚至不說自明
的 「真理」。

自視過高 缺同理心
社會越來越繁榮，男男女女都為了事業成

就，不願意多生孩子，大家庭被核心家庭取
代，令新一代越來越個人主義。五、六十後比
他們的父母更重視個人，八、九十後又比五、
六十後更重視個人。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還是
相當貧窮，父母要整天出外工作，孩子要兼顧
家務，年紀大的還要老早停學，打工賺錢，幫
補家計，供弟妹讀書。那一代人必須先照顧家
庭，才講個人的理想。今天，中產家庭的父母
把孩子看作家庭和婚姻的中心，孩子難免自視
甚高，甚至變得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不等於自私。最壞的自私是損人
利己，最好也不過是 「拔一毛以利天下，不
為」。自我中心則只是事事以我為先，根本不
想及他人。他未必有心損人利己，他只是沒有
同理心，連自己的行為會損及他人都設想不
到。另一方面，只要他認為對，他甚至會去做
義工，為人服務。

沒有禮貌 不懂感激
舉些例子。今天的孩子會問父母： 「你們

為什麼把我生下來？」彷彿父母有責任保障他
能順意的成長。又譬如：發生了孩子自殺的事
件，普遍的反應是：父母、師友都沒有及時察
覺孩子有異樣，而不是孩子太自我中心，錯誤
的覺得生存沒意義。學生沒有責任自動自覺的
學習，反而要教師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有大
學講師曾跟我說，一名學生表示自己很忙碌，
請老師減少他的功課。八、九十後年輕人對理
想愛侶的要求是： 「只要他／她對我好、關懷
我、愛惜我、遷就我便行。」

自我中心的人很易變得沒有禮貌。人人都
是獨特的個體，憑什麼我要禮讓你？或要我打
恭作揖？

急功近利 不願屈就
別人對他無微不至，他會認為這是他應得

的，又或者是別人選擇這樣做，他並沒要求別

人這樣做，為什麼他要心存感激？如此給人的
感覺是他被寵壞了。

自我中心的人往往以為成功來得很易，大
學畢業便應該找到一份好工，給別人的感覺就
是急功近利。找不到一份符合他理想或身份的
工作，他不願意屈就，寧可投閒置散，給別人
的感覺就是懶惰……於是， 「我世代」經常被

指責為 「沒有禮貌、寵壞、急功近利、懶惰」
的一代。究其實，他們只是自我中心而已。

少年在找尋身份、建立自我的時期，較為
自我中心，毋須深責。若成年後還是如此，甚
至變得自私自利，只顧合法的謀取私利，罔顧
人情倫理，便可能激發社會矛盾，有百害而無
一利矣！ 撰文：博文

當我們說一個世代的人
有着近似的性格、價值觀念
及行為等等時，我們是假設
了：社會的種種制度，導致
這樣的情況發生。不然，為
什麼不同階級、不論貧富或

中產，不論教育程度高低、
不論性別，甚至不論職業，
都會有着類同之處呢？要了
解一個世代，必須了解究竟
社會制度有什麼改變，這些
改變又如何影響新一代人的

性格、價值觀念及行為。單
單說 「我世代」生於物質豐
裕的環境，被寵壞了，不知
稼穡艱難，重視物質多過精
神 生 活 或 心 靈 ， 乃 是 太 簡
單、太想當然的講法。

社會制度影響一代價值觀

呂大樂把社會分成不同世代的隔
層，各自認同成長的背景具有不同的機
會和性格特質。筆者不完全信服這些硬
分法，甘心降服者與聽從命運擺布無
異，反而覺得能跨越世代的桎梏，可以
獲得更大的成就。

日前邀請了年輕作家黃擎天為高年
級同學分享，讓將要升學或就業的同學
有一個學習模仿的機會。他著述的作品
已達27本，也是學界享有盛名的勵志作
家；《踏足社會的 50 堂必修課》（右
圖）最切合這 「世代」主題。

黃擎天從事廣告宣傳創作、曾主持
電台節目，到過南北極考察旅行，寫了
趣 味 與 知 識 並 重 的 《 帶 南 極 企 鵝 回
家》。跟他認識於某年書展，我們都在書展中的小舞
台獻藝，他謙虛地誠懇地遞上名片。一次跟作家羅乃
萱茶敘，也談到黃擎天當年主動投稿《突破少年》的
軼聞。我間中會收到他來的電郵，亦有Whatsapp的祝
頌。與黃擎天的交往，隱約見到我以前的影子：主
動、熱誠、謙遜、廣結賢才、珍惜機會。邀約黃擎
天，也是給將要踏足社會的同學送上的禮物。

《踏足社會的50堂必修課》給同學的寄語： 「絕
頂幸運兒或天才只屬極少數，社會上大部分人的資質
和教育基礎都差不多，分別只是後天努力罷了。正因
如此，證明年輕人只要珍惜自己，刻苦自勵，確立正

確的價值觀，一定可以開創屬於自己的
人生。」

命運和成就也許不受掌控，但你試
過不斷訂立目標，打好基礎，拾級而
上，曾經努力而無負青春嗎？此書涉及
自我修煉及成長之道（篇幅所限，僅予
選錄）：求職篇：《以冒險精神勇闖新
領域》、《善用青春的優勢》、《辭職
時保持風度》；事業篇：《力爭上
游》、《把每一個機會視為最後一
次》、《戒除拖延的習慣》、《信譽比
才能更重要》、《把困難視作學習的機
會》、《敢於把自己看高一線》；自強
篇：《敢於表達不快的情緒》、《定期
學習一樣新事物》；人情篇：《多做一

點點以示誠意》、《罵人要有餘地》、《辨清美麗謊
言背後的真相》、《友誼要小心呵護》。說時容易，
細讀便知充滿成長的智慧，以人為師、以自己為傲，
謹慎而膽壯地邁開每一步。

最欣賞的兩篇 「寫在後面」：《感謝事業路上的
貴人》；《給80後的溫馨提示》，承先啟後，正是切
中 「世代」的主題！

延伸閱讀：黃擎天著《人生潛規則——20幾歲就
該知道》

優質圖書館網絡主席 呂志剛
sidneylui@gmail.com

陳冠中、呂大樂等學者將香
港人分成三代或四代，他們的主
張成了近年熱門的社會議題。學
者對於 80 後的青年已有大量研究
和調查，去年的高補通識科亦有
考核有關 80 後青年的問題，但對
上一代香港人的研究，則較為缺
乏。王浵世的《香港．上海．滙
豐故事》（香港：商務印書館，
2010 年）（右圖），是一部個人
工作回憶錄。當我閱讀本書時，
認識到作者對工作及對人生的態
度，從而窺見上一代香港人打拚
的心態。

王浵世於 1972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受
到家人的影響，立志進入滙豐銀行工作。他先
考入了一間本地銀行，每周 6 天工作，每天 14
小時。下班時間一般在晚上9時以後，有時更需
要到 12 時才能下班。作者在這間銀行工作了半
年，便考進了滙豐銀行。

1973 年，他加入滙豐工作，開始了人生的
新階段。入職培訓計劃為期3年，包括到6個部
門工作，每一部門為期半年。在第一個部門，
他近距離接觸到英國人的應對文化：不要讓別
人使我尷尬。明明是你踩到了別人，別人還先
跟你道歉。透過平日的觀察和反思，他開始認

識到一些在英資公司工作的文
化。

在這 3 年的培訓中，有些時
候被調到總行某個部門，有時候
又被調到分行，學什麼不最重
要，要學的東西自己決定。所
以，作者的態度不是來學習怎樣
幹活，要學的是哪些地方容易出
問題，不要讓 「水缸」有漏洞，
學會控制風險才是最重要的。

此外，員工須參加26天的外
展訓練，其中 3 天是完全單獨地
過生活。在完全孤立的情況下，
人才知自信心的脆弱，令人感到

自己的渺小。在獨處時，腦子才有機會徹底地
思考，把不安、焦慮的情緒放在一旁，提升勇
氣到最高點，衝破壓力。日後，作者發現外展
訓練體現的這一種精神，跟滙豐的企業文化很
接近，有助日後在工作上的發展。

本書在開首部分介紹了作者對工作的態
度，在其他部分則介紹他的工作情況，一步一
步登上了滙豐的管理階層。他的工作生涯，令
我認識到上一代人的拚搏態度，值得每個香港
人學習。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henrilee@graduate.hku.hk

▲去年選出的全港十大傑出學童，均具有
自理能力，拒絕做港孩

我世代我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