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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論 

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範圍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九個

廣東省城市。有別於世界三大著名灣區（即三藩市灣、紐約灣和東京灣），這「9+2」

個區和市，不單發展出各自的優勢產業，更綜合形成「一國兩制」的多元制度優勢 ─

─ 以公共管治、法律和稅務等方面的制度差異促進中國的國際化、改革和創新發展。

從國家發展戰略的角度來看，大灣區不單純是一套關於深化區域合作、建構更完善的

產業供應鏈、「做大個餅」等的經濟發展概念，更重要的是它在推進中國改革開放中

所扮演的先行者角色，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獨特的試驗場、人才和經驗。 

大灣區整體持續發展的成功關鍵之一，在於社會各界 ── 尤其是青年 ── 通

力合作保持和發揮大灣區的多元制度優勢。青年擁有源源不絕的創意和活力，是未來

的社會棟樑；如何鼓勵香港青年參與香港及大灣區的持續發展，是香港特區政府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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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的課題。觀乎今年《施政報告》中有關協助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創業和就業的政策，

以及《施政綱領》中提出支持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創業和就業的倡議，可見香港特區政

府十分重視如何鼓勵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的發展。 

現時，除了粵港澳大灣區已確立為國家發展戰略和中國全球戰略「一帶一路倡

議」的重要支撐點，若規劃得宜並執行順利，大灣區將來的發展潛力和空間的確存在，

不少香港青年更於早年前往廣東乃至其他省份的城市尋找工作或創業的機遇，從中獲

得不少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但是，根據去年和今年不同研究機構（例如香港中文大

學亞太研究所、嶺南大學及中山大學、香港廣東青年總會、香港青年動力協會等）進

行的民意調查顯示，不少時下香港青年對大灣區感覺依然陌生，部份對中港融合或合

作的概念感到疑惑、矛盾甚至抗拒（HK01, 2018a、2018b），社會出現「政府愈大力

宣傳，民間負面標籤愈有增無減」的現象，例如「大灣區人」的概念難以獲得大部份

香港青年的認同、「推銷大灣區經濟發展好處即等同趕香港青年回內地」的意見不時

在主流社交平台出現等。 

因此，特區政府應首先探討是甚麼原因驅使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的發展。本文

嘗試從政策對象 ── 尤其是青年 ── 的角度出發，透過社會心理學的理論理解政策

對象如何形成不同程度的動機，以及該等動機對政策對象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思考香

港特區政府的應有角色，以及提出更有效的政策鼓勵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發展。 

 

2、動機成因理論與分析 

動機的成因眾多，人們做某些事情，可能是因為那件事情本身很有趣，或為了

獲得某些獎勵，也可能是因為被迫的。社會心理學提出經驗主義的「自我決定理論」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是探討動機成因的主要理論之一（Ryan and Deci, 

2000）。與其他視動機為單一概念的理論不同，自我決定理論以「基本心理需求」

（innate psychological needs）解釋如何產生不同種類的動機（Moller, Ryan and Deci,  

2006） 。除瞭解人類行為之外，自我決定理論更可以協助政策倡議及制定者設計社會

環境以達至人們最佳的發展和表現，對公共政策和法律有所啟發（Arvanitis and Kalliris, 

2017）。此外，自我決定理論也逐漸被應用在解釋基本心理需求如何影響生涯發展動

機歷程的關係（楊育儀＆陳秀芬,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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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該理論，三大基本心理需求是影響個體行為（亦即動機）的關鍵因素。首

先是「自主性」（autonomy），即感受到自己的行為是出於自主的選擇，可自行決定

做或是不做、以及怎樣做。無論是面對任何外在環境的機遇和挑戰，都可以自行掌握

和控制自己的決定，不受威迫或要脅。第二是 「勝任感」（competence），即解決問

題、完成任務或達成目標所帶來的成就感，例如接受挑戰以加強自我肯定和自信、工

作生產以體現自身的存在價值。第三是「關連性」（relatedness），即因屬於某特定

群組或關係而感受到被他人理解、認同和支持，進而產生連接感、親密感和安全感。

自我決定理論認為，人們之所以會產生動機做某些事情，無非就是為了個別或完全地

滿足以上三項基本心理需求。Greenberger, Steinberg 與 Ruggiero（1982）和 Loughlin 與

Barling（2001）分析青年的工作動機，認為就業質素對青年尤關重要，當中包括提供

需要學習和實踐技能的工作、社交機會以及自主機會，這些就業質素正好對應自我決

定理論所提出的三個基本心理需求（勝任感、關連性和自主性）。 

 

（圖片來源：Ryan and Deci, 2000, 第 72 頁） 

基於以上三大基本心理需求，自我決定理論進一步提出動機可分為兩種：「內

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和「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內在動機的

意思是指行為的因果關係都是從內在產生的，做某件事的原因是為了滿足本身那件事

而做的，例如享受那件事本身的過程和結果。自我決定理論強調，要產生內在動機，

勝任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Arvanitis and Kalliris, 2017）；但一個人不只需要有能力去做

那件事，更重要是有自主性，亦即感受到自己的行為是因為自己的決定而做的（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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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ci, 2000）。這表示任何外在的控制、威迫、「死線」、預設目標、緊迫的評估

甚至是達標的獎勵，都會降低自主性的認知，從而削弱內在動機；相反，有選擇和自

我引導的機會，由於人們感受到自己擁有更大的自主性，能達致提升內在動機的效果。

由於發自內心、真誠的動機，往往比從外加諸的動機更有趣、刺激和有信心，因而更

能提升表現、持久性和創意，例如真誠的工作態度往往比只為糊口的工作態度帶來更

優秀的工作表現；老師喚起學生學習的內在動機，學生便更有好奇心和更有信心接受

挑戰，更有機會獲得較佳的學習成果。至於關連性在推動內在動機形成的過程當中，

也扮演了間接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一個充滿安全感和關連性的人際環境下，自我決

定理論認為人們會更有條件產生內在動機、更積極探索新事物（Ryan and Deci, 2000）。

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設計和推廣政策時，應重視投放更多資源協助青年自行發展其社

會關連性，例如人際關係等社會資本，以協助增加安全感和關連性，提升內在動機。 

雖然內在動機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動機，但現實生活中事情往往都不是直接源自

內在動機的，尤其是年青人在成長的階段中，要面對不斷增加的社會壓力和新的責任，

外在動機往往逐漸成為不少行為的主要原因。外在動機的意思是指進行某一活動是為

了達到一些可分割的結果，例如一名學生真正享受做功課的樂趣，那便可以被視作為

內在動機；但如果他是為了將來獲得更美好的前途，又或者是因為受家長控制而做功

課，那便應視之為外在動機。當然，從上述例子中，我們不難發現「為了將來獲得更

美好的前途」比「受家長控制」含有較高的自主性。因此，自我決定理論根據不同程

度的「內在化」（internalization）和「融合」（integration），建構出以不同規範模式

（regulation styles）作為區分的外在動機光譜（見上圖中間部份）：左起是較不自主、

受身不由己的外在獎勵或懲罰（external regulation）規範的外在動機，而最右方是較

自主、與自己價值觀和需求完全一致的積極配合（integrated regulation）的外在動機。

內在化的意思是指人們接受和理解某一價值或規範，而融合是指進一步將該等規範轉

化成個人對自己的規範。越是內在化和融合度高的外在動機，自主性越高，其性質和

效果越接近內在動機。 

 

3、強調自主選擇，提升參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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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增加自主性對提升動機至為重要（其次分別為勝任感和關連性），若特區

政府希望有效地鼓勵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發展把握機遇，提升外在（甚至是內在）的

參與動機，其角色、政策和宣傳主調，應首先集中提升香港青年的自主性，提供選擇，

讓香港青年在計劃其事業發展時，感覺到參與大灣區發展是他們一個可以自由考慮的

可行方案，其次是提升他們的勝任感和關連性。但是，我們注意到，現時特區政府在

向青年推廣大灣區的發展機遇時，往往更側重提升青年的勝任感和關連性，相對忽略

了自主性；目前偏向宣傳移居的好處，往往只能喚起基本層次的外在動機，對提升到

更高層次的外在動機或達至內在動機，效果相當有限。 

首先，以「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和最近落成啟用的交通基建（例如高鐵和港

珠澳大橋）推銷大灣區的生活便利，讓香港青年能更方便快捷地穿梭各地工作；又以

「宜居」程度的提升推銷大灣區的生活質素，例如以低廉的價錢購買或租住面積更寬

敞、環境更優美的單位（相對香港），提供更接近香港教育模式的學校等；以及以便

利跨境措施吸引香港青年北上，例如前海於今年 3 月取消對區內工作的港澳居民辦理

台港澳居民就業證的要求，消除港人到前海上班的政策障礙。這些便民政策，的確有

助香港青年解決現實生活問題和實現成家立室等人生目標，在某程度上提升他們的勝

任感。但是，即使令大灣區生活更便利、舒適，亦無助提升香港青年的自主性，因為

沒有增加他們參與的選擇。若要鼓勵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的發展，政府應將「前往大

灣區生活和工作」視為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發展的選項之一，香港青年可以選擇去或

是不去。事實上，要把握機遇，重點是實務上的實際參與合作；而要鼓勵參與，則視

乎各界為香港青年提供了多少選擇讓他們參與（提升自主性），包括選擇在香港工作、

或是跨境地參與大灣區業務和合作。 

其次，政府乃至不少媒體的推廣許多時會以區域或個別城市的經濟增長速度來

推銷大灣區的發展前景，例如說「深圳的 GDP 已超越香港」、「大灣區的發展前景可

媲美世界三大灣區」等，藉此鼓勵香港青年把握大灣區經濟起飛的機遇，到大灣區創

業或就業。先不討論香港青年能分享多少大灣區經濟增長的成果，如此訴諸於經濟誘

因的說法，坊間最為常見，但如此推廣方法引起的提升動機效果顯然有限，原因有二：

1）對於求職者而言，即使內地的經濟迄今前景如何吸引，但現時的人均收入水準始終

普遍比香港的低，工資較可觀的工作只限於某幾類高增值行業，例如創新科技和專業

服務，香港青年的就業選擇有限（除非在內地工作但領取香港企業發放的香港水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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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2）對於創業者而言，大灣區可能會為他們提供更多選擇，例如更合適的業務夥

伴、較低的營運成本（例如租金和人力資源）、更多投資資金和更大的市場。大灣區

的經濟發展有助提升創業者的自主性，提升他們的外在動機參與大灣區發展。不過，

若從關連性的角度考慮，許多香港青年往往更屬意在香港 ── 一個自己更熟識的地方 

── 創業。再者，創業始終是少眾的，初創企業亦一般不會提供大量職位空缺；香港

青年北上發展，多數以求職、就業為主。因此，對於香港青年來說，便利創業的經濟

誘因最終只能引起某部份人的強烈參與動機。 

上述兩點解釋了為何經過政府的努力宣傳後，許多香港青年對大灣區依然缺乏

參與的動機。我們建議，政府今後更多強調參與大灣區的發展本身是一個選擇 ── 

應否參與、如何參與等問題，香港青年都可自行選擇和決定。  

 

4、特區政府角色建議 

基於香港青年現時前往大灣區就業或創業所面對的實際情況，本文建議特區政

府加強扮演兩個重要角色，提升香港青年的參與動機：1）為前往大灣區的香港青年提

供適時和到位的就業及創業支援；2）建立包括香港的大灣區資訊平台，為香港青年提

供便利和即時的相關就業及創業資訊，提供更多實際參與的選擇。若特區政府能充份

發揮兩個上述角色的功能，相信有助香港青年以至大灣區的持續發展。 

首先，針對選擇到大灣區發展的香港青年，特區政府和相關公營機構應提供適

時和到位的就業及創業支援，以增加他們的自主性和勝任感。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及會

向青年發展委員會下的「青年發展基金」注資三億，「資助香港非政府機構為在香港

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創業的香港青年提供更到位的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 2018），讓香港青年自行選擇在香港還是大灣區其他城市發展，增加了青年

的自主性，便是一個良好示範。假若特區政府日後推出有關大灣區的政策，在設計和

宣傳上皆如「青年發展基金」一樣，強調給予香港青年選擇和自主性，相信有望提升

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發展的動機。除了青年發展基金和上述的一系列便民措施以外，

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和機構，例如投資推廣署、香港貿易發展局和香港科技園，可以在

大灣區各主要城市增設服務中心或聯絡處，提供即時而簡單的諮詢（例如公共政策、

法律、稅務、投融資和市場）、商業指導和配對、就業轉介和經濟援助等服務，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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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源（包括資金及社會資本）更適時和到位地協助到大灣區就業及創業的香港青

年，提升他們的自主性、勝任感和關連性，進而提升他們更進一步參與的動機。 

其次，作為資訊流通的促進者，特區政府可建立一個大灣區資訊交流平台，為

香港青年提供相關就業及創業資訊。這個平台除了提供北上實習、交流、升學、就業

和創業以及各地政府一系列便民措施的資訊之外，更重要的是提供在香港進行的相關

資訊，例如在大灣區有實際參與的香港企業（包括大型跨國企業和初創企業）和機構

的招聘資訊、來自大灣區的企業和商會在香港的的活動資訊、在香港舉行的大灣區創

業博覽及比賽資訊等，讓選擇留港的青年參加和參考。平台除了主要面向香港青年之

外，也可以同時面向大灣區青年，為雙方提供商業配對資訊（例如商業夥伴、技術人

才、專業服務等），以促進香港和大灣區初創的跨境合作和發展。在形式上，除了網

上虛擬平台之外，特區政府也可以主動籌辦實體活動，例如與企業和大專院校合作舉

辦有關香港和大灣區就業及創業的巡迴講座和展覽，促進有關資訊的交流和經驗分享，

並透過活動親身接觸香港青年，聆聽他們的意見和反饋，瞭解他們的關注和取向，從

而蒐集或推出更多不同的就業及創業選擇。特區政府可透過平台表明「參與發展大灣

區不必等同北上」的訊息，為希望留港發展大灣區的青年提供更多不同的選擇，提升

香港青年的自主性、勝任感、關連性以至參與動機。  

 

5、結語 

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打破傳統地域界限。大灣區發

展的關鍵在於開拓跨區域及社群合作的意願，即走向全球 ── 包括廣東和全中國──

的心態，而不囿於辦公或生活的地點選擇。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之一在於多元，

而強調自主性、有選擇正是體現多元的途徑之一。面對眾多外地發展的機遇，香港青

年客觀上有很多選擇。而做好香港優勢產業，也是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的重要一環。

若香港特區政府重視如何鼓勵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的發展，首先應注重提升香港青年

的自主性，透過青年的自主思考，以及政府和社會人士提供的多元資訊平台，將有助

香港青年以至大灣區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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