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敬老逊内地  跨代沟通待改善 

 

每当提 到香港 与内 地的文 化水 平，一般 港人都 自认遥 遥领 先，批评

内地人 会随地 吐痰、胡乱插 队、随 处便 溺。然而，香港集 思会 的「年

轻长者 」研究发 现 ，内地 人在「 敬老文 化」一环 的表现 较香 港为佳 ，

在内地 的公共 交通 工具上 经常 有年 轻 人主动 让座 ，反 而香港 人的 敬

老意识 愈来愈 薄弱 ，很多 新一 代青 年 不懂尊 重长者 。  

 

调查访 问了逾 千名 55 至 74 岁的 年轻 长者， 被问及 香港 一般人 是

否尊敬 ／关顾 长者 ，认为 「尊 敬／ 关 顾」及 「一般 」 的 比 例 相 若 ，

约 为 45%。他们 觉得 以往 的香港 人很 尊 重长者，但随 着时代 转变 ，

大家开 始失去 人情 味，有 人就 慨叹 ： 「现在 这一代 人 真 的 很 冷 漠 ，

不像以 往会互 相照 顾、互 相帮助 。其实 都有些 人会让 座，但 亦有 些

人会跟 你争位 。」  

 

至于最 令他们「 激心」的，是年 轻一 代 愈来愈 自我中 心，例 如在公

共交通 工具上 不是 长期当「 低头 族」，就是只 顾尽情 睡觉。有受访

者 指出：「 现在有 很多 年轻人、中学 生 只挂着 玩游戏 机，不 会去理

你，那 些行动 不方 便的人 上车 要 扶 着 慢慢行 ，都没 人让 座。 」  

 

内地多让座  港视而不见  

不少受 访者也 拿香 港跟国 内比 较，指内 地人的 人文质 素虽 然有待 改

善，但大 部分 人都会 自觉 地 让座 予长 者 和残疾 人士，相反，香港很

多年轻 人会装 作看 不见长 者，掩饰 不想 让座的 私心 。有经 常回 内地

的受访 者就称 ：「 以北京 为例 ，无 论 巴士、 地铁， 也 会 有 人 让 座 ，

或者叫 人让座 给老 人家，但香港 就不 是 ，大家只 会扮 睡觉，不会理

睬你。 」  

 

有被访 的学者 指出 ，香 港是一 个功 利社 会，年 轻人 常觉得 年老 的人

「无用」、退休的 人会 依赖别 人，形 成 对长者 的负面 印象。亦有社

福机构 代表认 为，现今 的年轻 人不 了解 长者的 处境 ，才会 欠缺 尊重

与 包容。提到 一般香 港长 者与 其他世 代 的人的 沟通，近 6 成 受访长

者认为「 一般 ／普通 」， 28%觉得「 好 ／非常 好」，认 为「差 ／非

常差」 的则 有 13%。有受 访者 就苦笑 ：「沟 通不是 太好 ，距离 个

『好』 字很远 。」  

 



从小培养  敬老护老意识  

香港能 有今天 的发 展，全赖长 者年 轻时 的努力 ，但 他们步 入人 生的

下场，理应 得到大 家的 尊重与 关爱 。可 惜香港 现时的 教育 制度逼 得

太紧，只 着重 学生的 成绩，没有 平衡德 育的发 展。政 府可考 虑参 考

新加坡 的做法，将「敬 老教育」纳入 正 规教育，除了在 课堂 讲解中

国孝义 文化的 美德 ，亦 可在课 外活 动、其他学 习经历 中 加 入相关 元

素，从 小培养 孩子 敬老、 护老 的意 识 。  

 

值得一 提的是 ，不 少受 访者提 到家 庭教 育同样 重要 ，若父 母对 家中

长者敬 爱有加 ，下一 代亦 会不自 觉地 学 习其行 为。因 此，政 府与学

校亦须 进行家 长教 育，鼓 励父母 藉着 身 教、以身 作则，鼓励 子女实

践孝道 ，重视 跨代 家庭承 担， 令家 庭 关系更 为和谐 。  

 

至于社 福机构 亦扮 演着重 要的 角色 ， 透过与 学校、 相 关 团 体 合 作 ，

举行长 幼共融 的活 动，有助增 加长 者与 不同世 代互相 交流 、学 习的

机 会。 从去年 开始 ，香港 长者 协会 将 每年 11 月 第二个 星期 日，定

为一年 一度的「 祖父 母日」，希 望宏 扬 传统孝 道，鼓励 年轻 人在长

者身上 学习优 良的 品德 ，这类 活动 应加 以推广 及发展 ，积 极促 进跨

代 共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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