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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回顧過去短短幾年間澳門發展，博彩業的興旺，經濟的突飛猛進，生活環境的改善

等，探討“現金分享計劃”對青少年金錢價值觀的影響更顯得重要。本次透過調查大學

生如何使用現金分享計劃，了解他們在政府發放現金的政策下，自身消費模式與金錢價

值觀是否有所轉變。進一步探討他們對政府的滿意度是否因為現金分享計劃而有所提

升，亦或者，知識水平相對市民較高的大學生們，對現金分享計劃有更深一層的看法。 

 

  當第一次現金分享計劃開始時，但當時很多人認為政府派錢並不能解決問題，令人

擔心社會及經濟的轉變，可能在將來影響新一代青少年金錢價值觀，甚至製造家庭矛盾

及各種社會問題。但研究數據發現，現金分享計劃的出現反而令到受訪大學生更注意現

時澳門經濟的發展，他們不會以派發現金的多少作為對政府滿意度衡量的指標或是「理

所當然」，反而更著眼於現時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多數人普遍認為政府應該將

錢用在需要使用的地方，例如是照顧弱勢社群，或增加更多福利的政策，同時拉近貧者

與富者之間的距離，避免造成貧富懸殊。這都反應受訪大學生們不會在意眼前短暫的利

益，而將眼光放在更遠的位置。 

 

  在消費模式的調查中，亦都發現受訪大學生們較多仍對於儲蓄顯積極態度，不會因

為政府派錢而減少儲蓄的習慣。而娛樂消遣都成為受訪大學生們主要消費模式中的第二

多，這不難發現，因為政府派的這筆現金不屬於自己勞動所得到的，所以多數受訪大學

生會講這筆錢認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都花在自己所喜愛的產品上，比較不會考

慮其價格，消費模式普遍偏向喜好型消費。而值得令可喜的是，受訪大學生中不會在娛

樂博彩上用這筆錢，使現金分享計劃繁衍更多社會問題，他們多數投放於學業，衣服或

電子科技產品上。亦都是這個發現，政府應該對青少年如何使用這筆現金更加重視，雖

然消費可以刺激經濟，但對於青少年將錢用在娛樂消遣的用途上，政府應該可以做更多

調適的政策，令到現金真真正正運用到青少年身上，例如補貼更多課程的資助，這有助

他們的學習及成長。 

 

 

 

 

 

 

 

 

 



第一章 前言 

  在過去十年間，澳門經濟持續高增長，○二年開放賭權，在帶來大批客流的同時，

也激發其他持牌公司加快興建的步伐和競爭力。博彩收入在○七年已超越拉斯維加斯金

光大道和大西洋城的博彩收入總和，成為全球最大博彩城市，更成為亞太發展最快的地

區之一。（澳門日報，2010年 4 月 18日）旅遊博彩的興旺帶動澳門競技，失業率下降，

人均收入提高，消費能力也逐漸提高。當○八年第一次現金分享計劃（即派錢）開始，

政府便強調這是短期措施，但當時很多人認為，政府一時的派錢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批

評直接派錢乃短視，影響價值觀，甚至製造家庭矛盾。（澳門日報，2010年 11 月 19日） 

 

 

  派了四年，在百物騰貴的今天，每年拿到數千元卻為不少低層家庭解決了經濟的問

題，不少人也習慣了。何厚鏵提出還富於民，與民同享經濟發展成果，由零八年的五千

元，到零九年和一零年的六千元，受到市民歡迎，更令不少鄰近地區的人們羨慕不己。

不少市民希望這計劃能繼續推行，並調升金額至八千元甚至一萬元。一零年底，不少市

民等政府派錢來去旅行或買電子產品，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社會下，年輕一代更計劃收到

現金支票後，買電腦或 I字頭手機玩一玩。怎料二零一一年卻只派四千元，兩樣心頭好

都買不到。因此罵聲四起，本來並不贊成派錢的朋友，知道政府派少了也頓感心理不平

衡。這種現象是否代表澳門的市民對“現金分享計劃”已經視為「理所當然」？ 

 

 

   在“現金分享計劃”的推行下，人們的消費意慾有所提升，對生活的享受與物質的

追求也逐漸提高，在這個「物質主義」及「人有我有」的風氣盛行社會中，這個計畫會

否造成人們盲目消費呢？錢到他們的手中，又是否有真正地好好利用那筆錢，達到政府

派錢的根本目的呢？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針對將要踏入社會的澳門本地大學生們，從而了解他們在二

零一零年如何使用特區政府派的錢和影響他們消費的原因，進一步探討他們會否會因為

「有錢在身」，而乎視了自己或該消費的真正需要。再者，了解他們面對二零一一年特區

政府派四千元的措施，會否降低他們對特區政府的滿意度，亦或抱著「派錢可派，不派

亦可」的態度。 

 

 

 

 

 

 



 

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現金分享計劃” 

  “現金分享計劃”是什麼？它又稱為「派錢」，是澳門特區政府分別於每年向澳門

居民發放一次性現金的計劃；計劃發放目的是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協助居民應對通脹和

生活壓力。 

 

  近十年澳門的經濟急速增長，對於澳門收入來說，是十分有利的，不僅帶動澳門的

經濟發展，澳門的福利政策更比鄰近地區來的優越。不少大學生與青少年將“現金分享

計劃”標誌為「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這份禮物應該年年都掉下來，或有無都無礙？

它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對於一個經濟迅速發展的城市而言，是我們在未來值得注意及探

討的問題。 

 

 

2.2 金錢價值觀 

  回顧過去短短幾年間澳門發展，博彩業的興旺，經濟的突飛猛進，生活環境的改善

等，探討“現金分享計劃”對青少年金錢價值觀的影響更顯得重要。根據二零零五年的

「澳門青少年對博彩及金錢價值觀研究」中看出，對於新一代年輕人來說，金錢不僅能

帶來安全感或生活的享受，更顯現出澳門青少年的金錢價值觀直接影響消費及管理金錢

的模式。 

 

  在“現金分享計劃”推行之際，不少青少年普遍認定政府派錢是給自己，“阿爸阿

媽冇權攞返”，以及用這筆錢“買自己想買的，做自己想做的”。在如何用這五千元的問

題上，普遍與父母存在極大分歧，甚至爭吵不休，令親子關係大為緊張。（澳門日報，

2008年 7 月 13日）在“現金分享計劃”推行的四年後，青少年對金錢的價值與金錢的

定義會否因為“現金分享計劃”而有所偏差，又或者對物質的奢求日益增大？ 

 

  雖然這次受訪對象為澳門本地大學生，相對中小學生更會從多方面思考，收入來源

也主要是父母給的零用錢或兼職，但是，與還沒踏近社會的中小學生相比，大學生們更

能受到經濟發展迅速所帶來的影響。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E7%89%B9%E5%8D%80%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E5%B1%85%E6%B0%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E5%B1%85%E6%B0%91


 

第三章   研究目的 

本研究藉以探討現今澳門大學生在二零一零年如何使用特區政府派的錢，以及，在消費

方面的模式和影響其消費的原因，從而了解，本澳大學生會否因為現金分享計劃提高他

們對特區政府的滿意度。本次研究對象為年齡介乎十八至二十四歲及以上的本澳大學

生，透過以量化研究方式，於澳門大學、理工學院、旅遊學院以及聖若瑟大學內進行訪

問蒐集數據。 

 

 

 

第四章 研究方法 

4.1 問卷設計 

本次研究的問卷，主要分以下幾個部份：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第二部份：受訪者的個人和家庭經濟狀況 

第三部份：受訪者心態 

第四部份：消費模式及影響其消費的原因 

 

 

4.2 數據收集 

本次研究採用量化研究方式進行，並會採用便利抽樣方式，透過訪問員主動深入

大學校園訪問的形式進行，進行面對面訪問，務求能蒐集到準確的數據進行分

析。而所有受訪者的資料絕對保密，只供是次研究之用，絕不會外洩。 

 

 

4.3 研究樣本 

本次研究共發出 400 份有效問卷，並收回 388 份有效問卷，在 2011 年 3 月至 4

月期間進行收集，其中 200 份從澳門大學收集，100 份從理工學院收集， 50 份

從聖若瑟大學收集，50 份從旅遊學院收集，並由訪問員以面對面訪問形式收集

而成的。 

 

 

 

 

 



第五章  研究分析發現 

5.1 受訪大學生的經濟收入分布 

  從表一可以發現，超過一半（69.0%）的受訪大學生，他們的經濟主要收入

來源主要是兼職，次要（25.1%）則是家中給於的零用錢。表二將進一步顯示受

訪大學生的收入分布，每月收入以 1000 元至 3000 元居多，約佔 48.7%。這是因

為受訪大學生們在課餘的時間內，多數只能做兼職。因此，收入並不足以與全職

的收入作對比的他們，現金分享計畫的對他們消費模式所引起的影響不容忽視。 

 

（表一）受訪大學生的主要經濟收入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零用錢 98 25.3 

兼職 269 69.3 

投資 8 2.1 

其他 13 3.4 

總和 388 100 

     （N=388） 

 

（表二）受訪大學生平均一個月的收入金額 

每月收入 人數 百分比 

1,000 或 以下 67 17.3 

1,001 – 3,000 190 49.0 

3,001 – 5,000 83 21.4 

5,001 - 10,000 38 9.8 

10,001 - 15,000 8 2.1 

15,001 - 20,000 2 5 

總和 388 100 

（N=388） 

 

 

 

 

 

 

 

 

 

 



 

 

5.2 受訪大學生消費時對經濟收入的依據 

  從表三顯示，受訪大學生對家庭總收入處於「不知道或不清楚」（25.5%）

居多，結合表四「家庭需要」會否成為促使受訪大學生們消費的原因，「有」佔

36.9%，「沒有」佔 69.1%。這種情況有兩種較大可能性的解釋，一是多數受訪大

學生在消費時，因為不知道或不清楚家中的收入情況，所以，並不會優先考慮家

庭的經濟收入狀況，而選擇直接去消費；二是澳門經濟的繁榮，使多數受訪大學

生的家庭收入本身已經足夠，並不需要受訪大學生們的這筆錢補貼家中經濟。 

 

（表三）受訪大學生平均一個月的收入金額 

每月收入 人數 百分比 

5,000 或 以下 3 0.8 

5,001 – 10,000 24 6.2 

10,001 – 15,000 65 16.8 

15,001 - 20,000 54 13.9 

20,001 – 25,000 62 16.0 

25,001 – 30,000 34 8.8 

30,001 以上 47 12.1 

不知道／不清楚 99 25.5 

總和 388 100 

（N=388） 

 

（表四）促使受訪大學生消費的原因──家庭需要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有 143 36.9 

沒有 245 63.1 

總和 388 100 

（N=388） 

 

 

 

 



 

5.3 “現金分享計劃”政府支持度的影響 

  從表五中發現，「不贊成」佔 21.6%，「中立」佔 54.1%，「贊成」佔 19.3%，

不贊成與贊成的百分比非常接近，而中立的百分比則佔最多。這顯示可能基於受

訪大學生的教育水平較高，不會因為政府派錢，而對政府的支持度有所提高或降

低，也因為如此，他們對政府派錢的意見也有所不一。 

 

  表六中顯示，在 2011 年初政府派放金額下降至 4000 元，而受訪大學生對政

府滿意度下降的調查中「不贊成」佔 31.8%，「中立」佔 40.3%，「贊成」佔 18.2%。

在宣佈 2011 年派放 4000 元時候，許多市民都因為派放金額下降而不滿意，但是

本次調查所發現的是，受訪大學生對政府的滿意度不會因金額下降而下降的人數

居多，這都反應受訪大學生們不會在意眼前短暫的利益，而將眼光放在更遠的位

置。 

（表五）政府派錢政策，增加了你對政府的支持度？ 

贊成程度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10 2.6 

贊成 75 19.3 

中立 210 54.1 

不贊成 84 21.6 

非常不贊成 9 2.3 

總和 388 100 

（N=388） 

 

（表六）今年派放四千元，派放的金額下降，令你對政府的滿意度下降？ 

贊成程度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25 6.4 

贊成 71. 18.3 

中立 157 40.5 

不贊成 124 32.0 

非常不贊成 11 2.8 

總和 388 100 

（N=388） 

 

 

 



5.4 受訪大學生對“現金分享計劃”的意向 

  從表七中看出，政府派錢的同時，應該增加了更多福利政策中，「不贊成」

佔 3.9%，「中立」佔 13.1%，「贊成」佔 53.9%，有超過一半的大學生贊成派錢

同時應該增加更多福利政策。再從表八，你認為政府應該將錢用在公屋，醫療或

教育上，而不要派比市民，「不贊成」佔 3.9%，「中立」佔 28.1%，「贊成」佔

38.1%，多數人的意向為中立偏贊成。 

 

  這再次顯示基於受訪大學生的教育水平較高，不會因為政府派錢，而對現時

政府的政策滿足，相反地，他們對政府反而有更多的想法，認為在派錢的同時應

該增加更多福利政策，例如是醫療上，公屋數量上，教育上或其他方面，這些福

利政策都能改善市民，幫助經濟環境較差家庭的生活環境，更有受訪大學生認

為，政府應該不要派錢，用這筆錢去增加福利政策。 

 

    

（表七）政府派錢的同時，應該增加了更多福利政策？ 

贊成程度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111 28.6 

贊成 209 53.9 

中立 51 13.1 

不贊成 15 3.9 

非常不贊成 2 0.5 

總和 388 100 

（N=388） 

 

（表八）你認為政府應該將錢用在公屋，醫療或教育上，而不要派比市民？ 

贊成程度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109 28.1 

贊成 148 38.1 

中立 109 28.1 

不贊成 15 3.9 

非常不贊成 7 1.8 

總和 388 100 

（N=388） 

 

 

 

 

 



 

5.5 “現金分享計劃”刺激通脹 

  從表九中發現，受訪大學生認為派錢政策無降低反而提高左通脹的機會，「不

贊成」佔 10.3%，「中立」佔 31.4%，「贊成」佔 48.7%，絕多數人都對派錢是有

助於通脹的提高持中立偏贊成的。在 2011 年，特首崔世安亦表示，現金分享僅

會對普遍物價造成一次性的影響，據估算，每人每 1,000 元的現金分享會推高通

脹率少於 0.15%，長期而言不會進一步刺激通脹。（香港文匯報，2011 年 4 月 21

日） 

   

（表九）政府派錢政策，沒有降低反而提高了通脹的機會？ 

贊成程度 次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36 9.3 

贊成 189 48.7 

中立 122 31.4 

不贊成 40 10.3 

非常不贊成 1 0.3 

總和 388 100 

（N=388） 

 

 

 

 

 

 

 

 

 

 

 

 

 

 

 

 

 

 

 

 



 

5.6 “現金分享計劃”消費模式 

  表十中受訪大學生認為派錢政策是可以增加消費意欲的，「不贊成」佔

22.2%，「中立」佔 28.6%，「贊成」佔 41.2%，贊成“現金分享計劃”可以增加

消費意欲的受訪大學生較多。 

 

  表十一顯示，個人喜好成為促使受訪大學生消費的原因，「有」佔 79.9%，

「沒有」則佔 20.1%，有比沒有的次數整整高出三倍。表十二顯示，產品價格成

為促是受訪大學生消費的原因，「有」佔 39.9%，「沒有」則佔 60.1%。 

 

  從以上三個圖表綜合結論，有金錢就有消費，派錢令受訪大學生在消費的行

為上，偏向憑自己的感覺或喜好消費，而對政府所派放的這一筆現金，則是令到

他們能隨心所欲消費，不擔心產品價格的主要原因。 

 

（表十）政府派錢政策，增加了你的消費意欲？ 

贊成程度 次數 百分比 

非常贊成 22 5.7 

贊成 160 41.2 

中立 111 28.6 

不贊成 86 22.2 

非常不贊成 9 2.3 

總和 388 100 

（N=388） 

 

（表十一）促使受訪大學生消費的原因──個人喜好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有 310 79.9 

沒有 78 20.1 

總和 388 100 

（N=388） 

 

（表十二）促使受訪大學生消費的原因──產品價格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有 155 39.9 

沒有 233 60.1 

總和 388 100 

（N=388） 



 

5.7   受訪大學生的消費模式 

  由表十三受訪大學生的消費支出項目，顯示他們多用於儲蓄（51.3%）和娛

樂消遣（47.9%）。綜合表十四的數據顯示，受訪的大學生多仍對於儲蓄顯積極，

不會因為政府派錢而減少儲蓄的習慣，且儲蓄的女生比會儲蓄的男生多一些。而

值得令人可喜的是，受訪大學生中較不會用在娛樂博彩上用這筆錢，使現金分享

計劃達不到目地支於，繁衍更多社會問題，他們會將錢多數投放於學業，衣服或

電子科技產品上。 

  

（表十三）受訪大學生的消費支出項目 

消費支出項目 百分比 

儲蓄 51.3 

娛樂消遣 47.9 

學業 35.8 

電子科技產品 30.4 

衣服 28.1 

交通費用 22.4 

名牌服飾配件產品 11.9 

投資 10.1 

居住 4.6 

其他 1.8 

娛樂博彩 1.0 

 

 

 

 （表十四）受訪大學生性別和储蓄習慣  

性別 有儲蓄習慣 沒有儲蓄習慣 總和 

男 75 85 161 

女 104 124 227 

總和 189 199 338 

 

 

 



 

第六章  總結及建議 

現今的澳門經濟騰飛，到處都是商店和購物中心，年輕人消費的模式都與以前有所不

同，消費選擇亦變得多樣化。當○八年第一次現金分享計劃（即派錢）開始，政府便

強調這是短期措施，但當時很多人認為政府派錢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批評直接派錢

為短視政策，令人擔心社會及經濟的轉變，可能在將來影響新一代青少年金錢價值

觀，甚至製造家庭矛盾及各種社會問題。 

 

6.1  受訪大學生對經濟發展的問題持長遠看法 

  現金分享計劃實施了四年，經研究發現（表五），可能基於受訪大學生的教

育水平較高，不會因為政府派錢，而對政府的支持度有所提高或降低，也因為如

此，他們對政府派錢的意見也有所不一。在 2011 年初政府派放金額下降至 4000

元，許多市民都因為派放金額減少而不滿意，但是本次調查（表六）所發現的是，

受訪大學生對政府的滿意度不會因金額減少而下降的人數居多，這都反應受訪大

學生們不會在意眼前短暫的利益，而將眼光放在更遠的位置。 

 

6.2   “現金分享計劃”仍未達到自身目的 

  現金分享計劃的目的原在於紓緩通貨膨脹，還富於民，與民同享經濟發展成

果，但派錢始終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長久政策。經研究發現（表八），受訪大學

生普遍認為政府派錢的同時，應該增加了更多福利政策，例如是醫療技術上的改

善，增加公屋數量或其他方面，這些福利政策都能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和經濟狀

況。 

  雖然，派錢能令刺激消費，但最能從根本改善問題的政策，應該涵蓋並幫助

有需要的人們，在經濟發達的地區上，重點改善的問題應該是拉近貧富的懸殊差

距，解決「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問題。再者，要扶助社會上的弱勢社團或經

濟收入低下的家庭，令到沒有錢的人感覺自己真正有錢，這樣才能真正改善經濟

問題。 

 

6.3   受訪大學生們普遍偏向喜好型的消費模式 

  人們的消費意慾會跟隨經濟發展的步伐加快有所提升，對生活的享受與物質的追

求也逐漸提高，金錢即同消費劃上等號。據數據顯示，近八成受訪大學生在消費的行

為上（表十一），都會首先考慮自己的喜愛程度而用這筆錢作消費，加上大部份的大

學生們都有兼職可以支持到自己的消費，所以他們普遍偏向憑自己的感覺或喜好消

費；亦有近六成的受訪大學生都表示，消費時就不會考慮產品的價格。總結而言，政

府所派放的這一筆現金，被受訪大學生視為一份意外得到的禮物，而不是勞動所得，

這也是令到他們能隨心所欲消費，不擔心產品價格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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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關心社會，共鑽研創明天」計劃 

第十三組  教業中學 

 

澳門現金分享計劃對大學生消費模式影響的研究 

 

            問卷編號：            訪問者：             

          訪問大學：             訪問日期：             

 

 

 開場白：同學你好！請問你系咪本地學生？我係＜教育暨青年局主辦、聖公會澳門社會

服務處承辦、澳門理工學院社會工作課程合辦的「青年關心社會，共鑽研創明天」計劃

＞嘅社會調查訪問員，我地做緊一個調查，主要係想知道澳門嘅大學生點樣去用政府派落

黎嘅錢，請問你係唔係介乎 18-25歲呢？而家可唔可以阻你少少時間做個訪問？依個訪問

係唔記名。 

 

 

Ａ.  基本資料 

A.1 性別: ❏ 男       ❏ 女 

A.2 請問你今年幾歲？ ❏ 18 歲    ❏ 19 歲      ❏ 20 歲      ❏ 21 歲 

❏ 22 歲    ❏ 23 歲      ❏ 24 歲      ❏ 25 歲以上 

 

A.3 請問你就讀大學為？ 

 

 

 

 

A.4 請問你讀咩課程？ 

  

❏ 澳門大學   

❏ 理工學院   

❏ 旅遊學院   

❏ 聖若瑟大學   

 

_______________ 

 



（註：統計有效年齡為 18-24 歲的澳門本地大學生） 

 

   

 

 

B.  受訪者的個人和家庭經濟狀況 

B.1 你主要嘅經濟收入來源係？ (單選) 

       ❏ 零用錢    ❏ 兼職    ❏ 投資    ❏伴侶    ❏ 其他______ 

B.2  你嘅收入或零用錢(每月)平均幾多錢？ 

   ❏   $1000 以下 

   ❏   $1001  至  $ 3000 

   ❏   $3001  至  $ 5000 

   ❏   $5001  至  $ 10000 

   ❏   $10001 至  $ 15000 

   ❏   $15001 至  $ 20000 

      ❏   $20000 以上 

 

B.3 你家庭總收入一個月大約幾多？ 

   ❏   $5000 以下 

   ❏   $5001   至 $ 10000 

   ❏   $10001  至 $ 15000 

   ❏   $15001  至 $ 20000 

   ❏   $20001  至 $ 25000 

   ❏   $25001  至 $ 30000 

      ❏   $30000 以上 

      ❏   唔知道／唔清楚 

 

B.4  你認為以下那一項描述，係貼近你用政府派六千時候嘅傾向？ 

   ❏  突然嘅一筆錢，不知點用 

   ❏  我認為金錢會帶嚟混亂嘅消費，所以我會先草起佢 

   ❏  唔考慮支付能力，我只追求隨心所欲嘅感覺 

   ❏  只為體面花錢,唔考慮實用價值 

   

 

 

 



 

 

C. 受訪者的心態 

以下係一 D 對政府派錢嘅睇法，每個問題嘅你都可以選擇  ⑤分［非常贊成］ 

 ④分（贊成） ③分（中立）②分（不贊成）①分（非常不贊成）回答 

C.1 政府派錢嘅政策，增加左你對政府嘅支持度？ 

  ❏ ⑤非常贊成  ❏ ④贊成  ❏ ③中立  ❏ ②不贊成  ❏ ①非常不贊成 

 

C.2 政府派錢嘅政策，對你而家嘅生活環境係有幫助嘅？ 

  ❏ ⑤非常贊成  ❏ ④贊成  ❏ ③中立  ❏ ②不贊成  ❏ ①非常不贊成 

 

C.3 政府派錢嘅政策，可以改善經濟環境？ 

  ❏ ⑤非常贊成  ❏ ④贊成  ❏ ③中立  ❏ ②不贊成  ❏ ①非常不贊成 

 

C.4 政府派錢嘅政策，無降低反而提高左通脹機會？ 

  ❏ ⑤非常贊成  ❏ ④贊成  ❏ ③中立  ❏ ②不贊成  ❏ ①非常不贊成 

 

C.5 政府派錢嘅政策，增加左你嘅消費意欲？ 

❏ ⑤非常贊成  ❏ ④贊成  ❏ ③中立  ❏ ②不贊成  ❏ ①非常不贊成 

 

C.6 你認為政府派錢嘅同時，應該增加更多福利政策，如醫療券？ 

 ❏ ⑤非常贊成  ❏ ④贊成  ❏ ③中立  ❏ ②不贊成  ❏ ①非常不贊成 

 

c.7 你認為政府應該將錢用係改革公屋，醫療同埋教育上，而唔係派俾市民？ 

 ❏ ⑤非常贊成  ❏ ④贊成  ❏ ③中立  ❏ ②不贊成  ❏ ①非常不贊成 

 

c.8  你認為政府派錢會令到我地因為「有錢係身」，所以容易造成盲目消費？ 

 ❏ ⑤非常贊成  ❏ ④贊成  ❏ ③中立  ❏ ②不贊成  ❏ ①非常不贊成 

 

c.9  今年派了 4000 元，派放嘅金額下降，會令到你對政府嘅滿意度下降？ 

 ❏ ⑤非常贊成  ❏ ④贊成  ❏ ③中立  ❏ ②不贊成  ❏ ①非常不贊成 

 

c.10  你同意只要政府派錢佢就係一個陽光同健康嘅政府? 

 ❏⑤非常同意  ❏ ④同意  ❏ ③中立  ❏ ②不同意  ❏ ①非常不同意 



 

 

D. 消費模式及影響其消費的原因 

d.1    在２０１０年政府派左錢六千蚊，你依筆錢嘅主要支出項目，主要係

下列邊幾項？請係下面選出最多支出嘅”三項＂. 

              飲食  

娛樂消遣 

（包括唱Ｋ，旅行，睇戲等） 

 

學業  

電子科技產品  

名牌服飾／配件／產品  

衣服  

交通費用 

（包括巴士卡錢，入油費，修理費） 

   

居住 

（包括供樓） 

 

儲蓄  

投資 

（包括股票，基金，金飾買賣等） 

 

博彩娛樂  

其他＿＿＿＿＿＿＿＿  

 

 

 

 

 

 

 

 

 

 

c.11  你認為政府派錢計劃達到「還富於民，與民同享」經濟發展成果嘅目的？ 

❏⑤非常贊成  ❏ ④贊成  ❏ ③中立  ❏ ②不贊成  ❏ ①非常不贊成 



d.2 有咩原因促使你消費？？ 最多選擇三項。 

E.1 產品品質  

E.2 產品價格  

E.3 產品信心保證  

E.4 產品售後服務  

E.5 產品廣告  

E.6 產品外觀，新潮  

E.7 個人喜好  

E.8 家庭需要  

E.9 朋友推薦  

E.10 其他＿＿＿＿＿＿＿＿＿＿＿  

 

 

 

 

d.3  你用依筆錢消費嘅主要目的係咩？最多選三個。 

F.1  實際需要  

F.2  滿足自己／提高自信  

F.3   吸引／取悅異性  

F.4   為向朋友突顯自己  

F.5   提升／符合自己身分地位  

F.6  追上潮流  

F.7  自己喜愛知名牌子  

F.8   為得到朋友家人或伴侶的認同  

F.9   心理追求平衡，「人有我有」的心態  

F.10  其他  

 

 

 

＊訪問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