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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澳門這個經濟步伐急促發展中的城市，資本主義盛行，社會正逐步走向一個

向金錢看齊的世代，加上金錢、物質及消費主義興起，容易鼓吹無節制的消費，

這樣的情況會對家庭關係作出負面影響嗎？此外，中學生的收入不斷增加，而他

們的消費慾望也有所提高，倘若社會上瀰漫著一種「炫耀性消費」及物質主義時，

中學生便會容易被「消費」沖昏頭腦，反而忘了思考消費品是否自己真正的「需

要」，這些原因皆有可能破壞家庭的關係。 

現今社會常以金錢及物質掛帥，對於年青人來說，「金錢得來全不費工夫」，

數千元的名牌手袋只被視為生活中的「必需品」。那麼消費在中學生之成長中的目

的是甚麼呢？為了更加了解中學生對消費的價值觀，以及消費對家庭關係之影

響，所以在本次「青年關心社會，共鑽研 創明天」計劃中，我們便以《澳門青少

年消費模式與家庭關係》為題目，希望對青少年的消費模式與家庭關係作出多方

面的瞭解。 

    時下的年青人，可以有多種途徑來賺取金錢，當中主要是向父母拿取零用錢。

在經濟和以前相比大大改善，及現今的年長一輩更加疼愛年輕一代的情況下，跟

以前對比，時下的年青人比以前的有更多金錢，順理成章地也有更大的消費能力，

因此各類品牌也逐漸向年青人的市場發展，不斷吸引年青人消費；而年青一代心

智未必足夠成熟，容易被那形形色色的宣傳吸引，成為消費市場中的奴隸，他們

會否因此而使他們和家庭之間的關係產生了變化？ 

    澳門經濟不斷發展，在賭業興旺的情況下，澳門政府的收入大增，使政府出

現派發現金給市民的先例。但是，現今的澳門通貨膨脹嚴重，百物騰貴，樓價急

速上升，在這個金錢易得，卻物價高企的社會中，年青的一代會如何受到周遭的

環境影響？ 

    是次研究的對象為現今就本澳中學的中學生，關於他們消費模式與家庭關係

調查，主要是探討時下的年青人在這個物質充裕，多姿多彩的社會下，如何影響

著他們的金錢價值觀，以及他們的消費模式。他們金錢的來源是與家庭息息相關

的，因此，他們的消費模式也與家庭關係存在著一定的關係。為此，我們通過研

究澳門中學生的消費模式與家庭關係，找出兩者的關係，從而分析出如何在家庭

中，教育好下一代的正確金錢價值觀，培養出適當消費模式的習慣的根本方法。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消費模式 

消費模式的定義是甚麼？消費模式可以是丈夫或妻子一人說了算，成員只能處於

被動服從地位。成員的開支受到制約，自主權很少；重大決策權完全落在「家長」

身上，成員少有發言權。也可以是各自為政，各人自掃門前雪，各人花各自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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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其中一種的消費模式是奢侈型消費模式，是以追求享受和顯示富有為特徵。

這類消費者大多數是先富起來的，消費水平較高，熱衷於豪華、舒適、講體面、

講排場的消費，揮金如土，購買商品或勞務注重檔次、質量及自己的滿意度，很

少關心商品或勞務的價格。年青人在家中的決定權不如大人，因此他們的大部分

事情，包括消費，很多時由家長決定。家長的決定，性格和價值觀就左右了子女

的消費模式。而且，年青人的心智未必足夠成熟去控制自己對於消費的慾望，如

果他們從小已經容易得到金錢，再加上父母們不教導好他們如何理財，正如剛才

所說的，他們是先富起來，然後變成消費水平較高，揮金如土的奢侈型消費模式

消費者。 

 

有 14%的青少年在面對心愛的物品時，不會嘗試抑制購買念頭；44%會因忍耐力

不足而衝動消費。64%受訪者表示因「能擁有自己想擁有的東西」而得到消費後

的滿足；13%認為消費會令他們增加自信。40%的青少年表示父母或師長不會教

導他們有關消費原則。另有 72%表示，因「用錢太多」而與家人在消費事上發生

衝突。從數據可見，父母不教導他們消費，他們會胡亂消費，最後與家人因此而

發生衝突。 

 

2.家庭關係 

家庭系統有封閉式以及開放式兩種。封閉式的家庭系統裡，所有的關係結構以及

溝通都是僵化而固定的，他們的運作過程缺乏變化，不管是處理金錢、性、教養

或是親屬的問題，所用的模式都完全沒有變化。而開放的家庭系統卻具有高度的

彈性和創意，准許改變，也與家庭以外的許多資訊互通。家庭系統的不同，家中

大小事務的處理運作，包括消費，也會不同。 

 

3.中國家庭價值觀的變遷影響著家庭關係與消費模式 

在中國人的圈子裡，親密的家庭成員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群之一。在現代營銷

中，企業和市場研究人員也越來越關注家庭對消費者的影響，因為不僅大部分家

庭消費品常常在家庭成員的影響下購買，很多純粹的個人消費在消費決策中也會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成員的影響。這使得家庭消費模式對於營銷人員來說顯得

尤為重要。在現今的中國社會，由於家庭的影響力和市場潛力，使得家庭成為了

商家們的目標，在商家們的大力宣傳下，家庭價值觀會被影響，從而影響年青人

的消費模式。 

 

第三章 理論架構 

是次研究假設有兩個 

1. 年齡越高，教育程度相對較高，而收入相對也提高，因此消費增加，令家庭關



5 
 

係在某程度上出現負面影響。自變項：年齡、教育程度；依變項：收入、消費、

家庭關係。 

2. 父母收入越高，零用錢則越高，相對消費增加，令消費模式出現偏差，包括儲

蓄的習慣、節儉程度。自變項：父母收入，個人總支出；依變項：消費、家庭

關係、儲蓄佔收入的比例、節儉程度。 

 

第四章 研究方法 

1. 問卷設計 

是次研究採用量化的方式進行，問卷為封閉式結構問卷，主要分為五大部分，

合共 40 條問題： 

第一部分：背景資料 

這部分的問題包括受訪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受訪人的每月收入、家庭

背景包括父親職業、母親職業、家庭總收入和兄弟姐妹數目。以研究這數筆資

料會否跟消費模式或家庭關係存在著聯繫。 

 

第二部分：消費模式 

這部分問題包括收入來源、個人每月總支出、日常支出分佈表、是否有足夠金

錢作日常開支、會否向他人借錢、借錢的主要原因、儲蓄與消費比例、較喜歡

的購物方式、會否在收到零用錢/薪金後立即計劃如何花費、獲得收入後優先

花費在哪方面及發覺所購買的物品不合用會怎樣處理。希望具體地了解受訪者

的消費模式。 

 

第三部分：家庭關係量表 

共九條問題，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作為選擇，旨在

對受訪者與家庭的關係作一個詳細和深入的分析和了解。 

 

第四部分：消費模式量表 

延續第二部分消費模式的問題，同樣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

常同意作為選擇。以更了解受訪者的消費模式，分析出更精確的數據，以跟家

庭關係找出他們箇中的關係。 

 

第五部分：現金分享計劃 

本部分主要探討青少年在得到這一筆「意外之財」後，他們的消費模式會否因

此而大變，從而分析出此計劃為青少年的消費模式帶來甚麼影響。 

 

2. 數據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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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研究會採用兩種抽樣方式，透過隨機抽樣(Random sampling)及滾雪球抽樣

法(Snowball sampling)方式選取樣本，分別以隨機方式抽取全澳不同的學校，

到被抽中的學校詢問是否能夠幫助我們派發問卷，當學校拒絕接受時，就以組

員的交際網路，向自己所識的朋友幫忙派發問卷，達到一傳十，十傳百的目的，

以獲得更全面的中學生數據。 

本次研究共發出 1110 份問卷，在 2011 年 3 月至 5 月其間進行收集，其中有

526 份(47.3%)為有效問卷，其餘 584 份(52.6%)是空卷或無效問卷，均由學生以

自填問卷形式收集而成的。 

 

第五章 研究結果 

5.1 受訪者背景資料 

5.1.1 性別 

表 5-1-1 顯示受訪者性別的分佈狀況，在 526 份有效問卷當中，以男性受訪者

所佔的比例較高，有 52.3%，而女性受訪者佔 47.7%。 

 

表 5-1-1 受訪者性別分佈(N=526) 

性別 人數 有效百分比 

男 275 52.3 

女 251 47.7 

總和 526 100.0 

 

5.1.2 年齡 

在 516 位受訪者中，以 16 歲的人數為最多，佔 27.3%，其次為 18 和 17 歲，

分別佔 18.4% 和 16.9%。 

 

表 5-1-2 受訪者年齡分佈(N=516) 

年齡 人數 有效百分比 

13 19 3.7 

14 34 6.6 

15 75 14.5 

16 141 27.3 

17 87 16.9 

18 95 18.4 

19 41 7.9 

其他 20 3.9 

總和 5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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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教育程度 

是次研究的對象是本澳的中學生，當中最多的 35.8%為就讀中四的學生，其次

19.4%為中六學生，14.1%為中五學生，11.8%為中三學生，而中二和中一學生

所佔比例則較少，各佔 11.0% 和 7.8%。 

 

表 5-1-3 受訪者教育程度(N=525) 

教育程度 人數 有效百分比 

中一 41 7.8 

中二 58 11.0 

中三 62 11.8 

中四 188 35.8 

中五 74 14.1 

中六 102 19.4 

總和 525 100.0 

 

5.1.4 父母職業狀況 

表 5-1-4 和表 5-1-5 顯示受訪父母的職業狀況，當中 92.1%的父親有職業，而

81.8%的母親有職業。 

表 5-1-4 受訪者父親是否有職業(N=518) 

父親職業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477 92.1 

沒有 41 7.9 

總和 518 100.0 

 

表 5-1-5 受訪者母親是否有職業(N=521) 

母親職業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426 81.8 

沒有 95 18.2 

總和 521 100.0 

 

5.1.5 家庭總收入 

在是次調查中，家庭總收入以 10001 元至 15000 元(19.2%)為最多，其次為 5001

元至 10000 元（18.4%)及 15001 元至 20000 元(17.9%)，最少的為 35001 元至

40000 元和 30001 元至 35000 元，各佔 4.6%和 4.4%。 

 

表 5-1-6 受訪者家庭總收入分佈(N=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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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總收入（元） 人數 有效百分比 

5000 以下 23 4.9 

5001-10000 87 18.4 

10001-15000 91 19.2 

15001-20000 85 17.9 

20001-25000 64 13.5 

25001-30000 47 9.9 

30001-35000 21 4.4 

35001-40000 22 4.6 

40000 以上 34 7.2 

總和 474 100.0 

 

5.2 受訪者的消費模式 

5.2.1 基本消費模式 

5.2.1.1 受訪者收入來源 

由表表 5-2-1 可看出，受訪者的收入來源大部分都是來零用錢，佔 85.5%。；其次

為工作，佔 10.4%。 

 

表 5-2-1 受訪者收入來源分佈(N=512) 

 

收入來源 人數 有效百分比 

零用錢 438 85.5 

工作 53 10.4 

其他 21 4.1 

總和 512 100.0 

 

5.2.1.2 受訪者日常支出分佈及對其評價 

表 5-2-2 顯示受訪者的最多支出是在飲食、購物和娛樂三方面，分別有 96.2%、

78.8%和 76.7%的受訪會消費在這幾方面。 

 

表 5-2-2 受訪者日常支出分佈（N=523） 

日常支出分佈表 是 否 總和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飲食 503 96.2 20 3.8 523 

娛樂 396 76.7 120 23.3 516 

購物 410 78.8 110 21.2 520 

交通費 334 64.6 183 35.4 517 

學習 238 46.5 274 53.5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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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269 52.3 245 47.7 514 

其他 22 5.8 358 94.2 380 

 

而對受訪者對自己支出多少的評價方面，大多集中於評價「適中」，例如在受

訪者最多消費的三大方面：飲食、購物和娛樂，均有 65.5%、62.4%和 70.7%

的受訪者認為是「適中」。 

 

表 5-2-3 受訪者對自己日常支出的評價 

受訪者對各方面消費的評價 過多 適中 不足夠 總和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飲食 69 13.9 340 65.5 87 17.5 496 

娛樂 24 5.7 297 70.7 99 23.6 420 

購物 33 7.9 262 62.4 125 29.8 420 

交通費 19 5.2 290 80.1 53 14.6 362 

學習 18 6.3 214 74.8 54 18.9 286 

興趣 15 4.9 226 73.9 65 21.2 306 

其他 2 4.3 31 66.0 14 29.8 47 

 

5.2.1.3 受訪者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 

表 5-2-4 顯示出，36.6%的受訪者認為適中，其次為足夠和不足夠，分別佔 23.5%

和 21.9%。 

 

表 5-2-4 受訪者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N=524) 

是否有夠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十分不足夠 55 10.5 

不足夠 115 21.9 

適中 192 36.6 

足夠 123 23.5 

十分足夠 39 7.4 

總和 524 100.0 

 

5.2.1.4 受訪者會否向他人借錢 

表 5-2-5 顯示，46.8%的受訪者有時會向他人借錢，表示從來不會的有 29.4 %，

而只有 2.9%的受訪者是會經常借錢。 

 

表 5-2-5 受訪者會否向他人借錢(N=517) 

會否向他人借錢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從來不會 152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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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無僅有 108 20.9 

有時會 242 46.8 

經常會 15 2.9 

總和 517 100.0 

 

5.2.1.5 受訪者的借錢原因 

表 5-2-6 顯示，大部分受訪者借錢的原因皆是因為突發事件，佔 63.6%，因日

常消費而借錢的有 24.2%，而因為購買奢侈品及幫朋友的則較少，各有 3.9%

及 3.3%。 

 

表 5-2-6 受訪者的借錢原因分佈(N=363) 

借錢原因 人數 有效百分比 

突發事件 231 63.6 

日常消費 88 24.2 

買奢侈品 14 3.9 

幫朋友 12 3.3 

其他 18 5.0 

總和 363 100.0 

 

 

5.2.2 受訪者使用購物方式的次序 

表 5-2-7 指出，89.0%的受訪者會以現金為首選的購物方式，使用附屬卡的有

7.4%，而網上付款的有 3.7%。 

 

表 5-2-7 受訪者的購物方式分佈 

受訪者的購物方式 首選 二選 三選 總和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現金 268 89.0 18 6.0 15 5.0 301 

附屬卡 22 7.4 133 44.6 143 48.0 298 

網上付款 11 3.7 149 49.8 139 46.5 299 

 

5.2.3 受訪者會否在收到零用錢後立即計劃消費 

表 5-2-8 指出，47.8%的受訪者有時會在收到零用錢後立即計劃消費，33.1%不

會，只有 19.1%會在收到零用錢後立即計劃消費。 

 

表 5-2-8 受訪者會否在收到零用錢後立即計劃消費(N=517) 

收到零用錢後立即計劃消費 人數 有效百分比 

不會 171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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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會 247 47.8 

會 99 19.1 

總和 517 100.0 

 

5.2.4 受訪者獲得收入後優先花費的方面 

從表 5-2-9 可見，受訪者在獲得收入後會優先花費在食品、儲蓄和衣著三方面，

分別有 34.6%、20.1%和 14.0%。 

 

表 5-2-9 受訪者獲得收入後優先花費的方面分佈(N=492) 

 

 

 

 

 

 

5.2.5 受訪者怎樣處理不合用的物品 

從表 5-2-10 可以看出，38.1%的受訪者會送給別人，而其他，例如留在家中或

待着用，也佔 23%，網上拍賣、捐給慈善機構和賣給別人也各佔 16.2%,13.5%

和 11.5%。 

 

表 5-2-10 受訪者怎樣處理不合用的物品的分佈(N=480) 

怎樣處理不合用的物品 人數 有效百分比 

送給別人 183 38.1 

其他 107 22.3 

網上拍賣 75 15.6 

捐給慈善機構 62 12.9 

受訪者大獲得收入後優先花費的方面 人數 百分比 

食品 170 34.6 

儲蓄 99 20.1 

衣著 69 14.0 

娛樂(包括電影、卡啦 OK、約會等) 58 11.8 

電子產品 40 8.1 

飾物 16 3.3 

書籍 14 2.8 

其他﹕如興趣 14 2.8 

化妝品 12 2.4 

總和 49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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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給別人 53 11.0 

總和 480 100.0 

 

5.3 受訪者家庭關係指數 

表 5-3-1 顯示出受訪者的家庭關係指數。家庭關係指數是透過問卷 Q 三的家庭

關係量表中的答案而計算出來的，1 分為最低，越接近 1 分代表家庭關係越差，

5 分為最高，越接近 5 分代表家庭關係越高。從表中可見，受訪者的家庭關係

指數主要集中在 3.50-4.49 和 2.50-3.49，各佔 45.4%和 38.4%。 

 

表 5-3-1 受受訪者家庭關係指數分佈 (N=526) 

受訪者家庭關係指數 人數 有效百分比 

1.00-1.49 4 0.8 

1.50-2.49 32 6.1 

2.50-3.49 202 38.4 

3.50-4.49 239 45.4 

4.50-5.00 49 9.3 

總和 526 100.0 

平均數 3.52 

中位數 3.56 

標準差 0.72 

 

5.4 受訪者節儉指數 

表 5-4-1 顯示出受訪者的節儉指數。節儉指數是透過問卷 Q 四的消費模式量表

中的答案而計算出來的，1 分為最低，越接近 1 分代表越不懂得節儉，5 分為

最高，越接近 5 分代表越懂得節儉。從表中可見，受訪者的家庭關係指數主要

集中在 2.50-3.49 和 3.50-4.49，各佔 43.2%和 41.4%。 

 

表 5-4-1 受訪者節儉指數分佈 (N=526) 

受訪者節儉指數 人數 有效百分比 

1.00-1.49 2 0.4 

1.50-2.49 54 10.3 

2.50-3.49 227 43.2 

3.50-4.49 218 41.4 

4.50-5.00 25 4.8 

總和 526 100.0 

平均數 3.33 

中位數 3.38 

標準差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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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受訪者現金分享計劃使用分佈表 

表 5-5-1 得知，受訪者在現金分享計劃的使用中，有選擇儲蓄的佔 70.3%，食

品有 59.1%，衣服有 49.8%。 

 

表 5-5-1 受訪者現金分享計劃使用分佈表 

現金分享計劃使用分佈表 是 否 總和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儲蓄 360 70.3 152 29.7 512 

食品 303 59.1 210 40.9 513 

衣服 254 49.8 256 50.2 510 

電子產品 194 38.0 317 62.0 511 

捐款 147 29.1 359 70.9 506 

其他 109 24.2 342 75.8 451 

旅遊 89 17.6 416 82.4 505 

化妝品 74 14.6 432 85.4 506 

 

5.6.1 「實足年齡」與「教育程度」、「個人每月總支出」、「是否有足夠金錢作

日常開支」、「會否向他人借錢」及「儲蓄佔收入比例」之相關 

-透過 Pearson 相關檢定，從表 5-6-1 顯示出，年齡與教育程度呈現顯著正相關，表

示年齡越高，教育程度越高，此乃正常現象。 

-而年齡與個人每月總支出無關，可見個人年齡越低也不代表總支出也隨之而降

低。 

- 分析年齡與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兩者是成顯著低度負相關，顯示出受

訪者年齡越高，越不夠金錢作花費。 

-而年齡與會否向他人借錢呈現出顯著低度負相關，表明實足年齡越低，越會向他

人借錢。 

-年齡與儲蓄佔收入比例並無相關，可見即使年紀越大，儲蓄金額也未必會越多。 

 

表 5-6-1 實足年齡與其他項目之相關(N=516) 

 

 

 

 教育程度 個人每月

總支出 

是否有足

夠金錢作

日常開支 

會否向他

人借錢 

儲蓄佔收

入比例 

實足年齡 0.665** -0.086 -0.104* -0.090*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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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p<0.01, ***p<0.001 

 

5.6.2 「教育程度」與「會否向他人借錢」、「個人每月總支出」及「儲蓄佔收入

比例」之相關 

-表 5-6-2顯示出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和會否向他人借錢的次數成顯著負相關，表示

出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訪者，向他人借錢的次數亦相對較少。 

-而教育程度和個人每月總支出則成顯著低度負相關，這表示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訪

者，他們的個人每月總支出就越低。 

-而在分析與儲蓄所佔收入比例方面並無關係，可見接受教育時間越長受訪者，也

並不代表他們會越多的儲蓄金額。 

 

表 5-6-2 教育程度與其他項目之相關(N=525) 

 

 

 

*p<0.05, **p<0.01, ***p<0.001 

 

5.6.3「家庭總收入」與「個人每月總支出」、「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及「儲

蓄佔收入比例」之相關 

-從表 5-6-3中可看出，家庭總收入與個人每月總支出成顯著低度正相關，表示家

庭總收入越高，個人每月總支出也會隨之上升。 

-而家庭總收入和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或儲蓄佔收入比例皆呈無關，顯示出

即使收入越高，對金錢的足夠使用程度和平日儲蓄的習慣均無直接影響。 

 

表 5-6-3 家庭總收入與其他項目之相關(N=474) 

 

 

*p<0.05, **p<0.01, ***p<0.001 

 

5.6.4「兄弟姊妹目數目」與「個人每月總支出」及「收到零用錢會立即計劃消費」

 會否向他人借錢 個人每月總支出 儲蓄佔收入比例 

教育程度 -0.116** -0.090* 0.005 

 個人每月總支出 是否有足夠金錢

作日常開支 

儲蓄佔收入比例 

家庭總收入 0.101* 0.049 -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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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 

-分析兄弟姊妹目數目與個人每月總支出亦呈現顯著低度正相關，表示兄弟姊妹的

數目會影響到受訪者的個人每月總支出。 

-中學生會收到零用錢後立即計劃消費，與其兄弟姊妹的數目成顯著正相關。這表

示出兄弟姊妹也會影響到受訪者的消費計劃和意慾。 

 

表 5-6-4 兄弟姊妹數目與其他項目之相關(N=404) 

 個人每月總支出 收到零用錢會立即計劃

消費 

兄弟姊妹數目 0.119* 0.138** 

*p<0.05, **p<0.01, ***p<0.001 

 

5.6.5 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與「會否向他人借錢」、「儲蓄佔收入比例」及

「收到零用錢後立即計劃消費」之相關 

-受訪者向他人借錢的次數與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則呈現出顯著負相關，這

表示當受訪者越沒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時，就會越傾向於向他人借錢。 

-儲蓄所佔收入的比例會因為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而變更，從表 5-6-4可以

看出，儲蓄所佔收入的比例與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呈現顯著正相關。 

-當受訪者越認為自己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他們在收到零用錢後立即計劃消費

的意向便越低，兩者是互成顯著低度負相關。 

 

表 5-6-5 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與其他項目之相關(N=524) 

 

 

 

 

 

*p<0.05, **p<0.01, ***p<0.001 

 

5.6.6 「會否向他人借錢」與「儲蓄佔收入比例」之相關 

從表 5-6-6 中可以看出，會否向他人借錢與受訪者儲蓄佔收入比例成顯著低度負

相關，代表著越經常會向他人借錢的人，便越沒有儲蓄的習慣。 

 

 會否向他人借錢 儲蓄佔收入比例 收到零用錢後立

即計劃消費 

是否有足夠金錢作

日常開支 

-0.134** 0.181**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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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6 會否向他人借錢表與其他項目之相關(N=517) 

*p<0.05, **p<0.01, ***p<0.001 

 

5.6.7 「家庭關係指數」與「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總收入」、「兄弟姊妹

數目」、「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會否向他人借錢」、「儲蓄佔收入比例」、

「儲蓄佔收入比例」、「儲蓄佔收入比例」及「收到零用錢後立即計劃消費」之相

關 

- 透過 Pearson 相關檢定，從表 5-6-7 中可見，家庭關係指數與年齡呈現顯著低

度正相關，這指出倘若受訪者年齡較大，他們的思想較成熟，懂得關心家

人，從而對家庭的歸屬感較高，所以家庭關係會較好。 

- 而在教育程度方面，家庭關係和教育程度兩者並沒有出現相關。這表示受訪

者教育程度的高低並不是影響家庭關係好壞的因素。 

- 在受訪者的家庭總收入中，分析顯示與家庭關係指數並沒有關係，這可反映

出無論受訪者家庭總收入多少，都不是影響他們家庭關係的主要因素。 

-  此外，受訪者擁有兄弟姊妹的數目與家庭關係指數也是沒有相關的。表示不

管兄弟姊妹數目的多與少，跟受訪者的家庭關係的好壞程度也沒有顯著關

係。 

- 當受訪者有越良好的家庭關係時，便會越認為自己有足夠的金錢作日常開

支，兩者是互成顯著正相關的關係。由此可推測受訪者有好的家庭關係時，

所以減少主動再向家人拿取金錢以及埋怨家人不給予足夠零用錢的情況出

現，自己也會好好地利用金錢。 

 

表 5-6-7 家庭關係指數與其他項目之相關(N=526) 

*p<0.05, **p<0.01, ***p<0.001 

 

 儲蓄佔收入比例 

會否向他人借錢 -0.109* 

 年齡 教育程度 家庭總收入 兄弟姊妹數

目 

是否有足

夠金錢作

日常開支 

家庭關係

指數 

0.101* 0.085 0.080 -0.053 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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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 5-6-8 的相關分析中， 受訪者會否向他人借錢與他們的家庭關係指數，

表現出顯著負相關的關係， 即是越經常問他人借錢的受訪者比起不會借錢

的，家庭關係越偏向惡劣。前文也曾提到，受訪者會因埋怨家人不給予足

夠零用錢而影響家庭關係。在不夠錢用之際，受訪者只好向他人借錢，繼

而認為家人沒有理解他們的狀況，造成誤解，從而影響了彼此的關係。 

- 分析受訪者的儲蓄在收入中的比例和家庭關係指數成顯著正相關，即是當受

訪者家庭關係越好，他們的儲蓄佔收入比例就會越高，形成良好的儲蓄習

慣。 

- 由表 5-6-8 中可見，家庭關係指數與受訪者收到零用錢後會立即計劃消費的

傾向亦沒有呈現關係。表示不論家庭關係好與壞，也不會影響受訪者收到

零用錢是否立即消費的意欲。 

 

表 5-6-8 家庭關係指數與其他項目之相關(2)(N=526) 

*p<0.05, **p<0.01, ***p<0.001 

 

5.6.8「節儉指數」與「教育程度」、「每月收入」、「家庭總收入」、「兄弟姊妹」、「個

人每月總支出」、「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會否向他人借錢」、「儲蓄佔收

入比例」、「收到零用錢後立即計劃消費」及「家庭關係指數」之相關 

 

 

-透過相關檢定，由表 5-6-9 中可以看到，在教育程度方面， 節儉指數和教育程度

成顯著負相關，表示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訪者反而越不懂得節儉。 

-受訪者的每月收入與家庭總收入與節儉指數相較下，呈現出顯著低度負相關， 即

是當個人收入(包括零用錢) 和家庭總收入越高時，受訪者會越偏向於不節儉。 

-而兄弟姊妹的數目也影響著受訪者的節儉指數。兄弟姊妹越多的受訪者反而會比

較不節儉，由表中可以看出他們是成低度負相關的關係。 

-然而，受訪者的個人每月總支出與節儉指數的關係，分析顯示兩者並沒有出現相

關。 

表 5-6-9 節儉指數與其他項目之相關(1)(N=526) 

 會否向他人借錢 儲蓄佔收入比例 收到零用錢後立

即計劃消費 

家庭關係指數 -0.140** 0.182**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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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p<0.01, ***p<0.001 

 

- 從表 5-6-10 得知，當受訪者越認為自己有足夠的金錢作日常開支時， 他們會

傾向於越節儉， 兩者是互成顯著低度正相關的關係。 

- 分析受訪者會否向他人借錢與他們的節儉指數，表現顯著低度負相關的關

係，即是越經常問他人借錢的受訪者較不節儉。 

- 受訪者的儲蓄在收入中的比例和節儉指數顯著低度正相關，即是當受訪者越

節儉，他們的儲蓄佔收入比例就會越高，即他們會將大部分的錢都儲蓄起

來。 

- 由表中可見，節儉指數與收到零用錢會立即計劃的傾向互成顯著低度負相

關。代表著受訪者越節儉，他們就會在收到零用錢後不立刻計劃消費，相

反，節儉指數越低，他們就會在收到零用錢後立刻計劃如何消費。 

- 是次研究的其中一項假設，表示節儉指數與家庭關係指數是有關的。透過相

關檢定得出兩者是成顯著正相關，表示受訪者的家庭關係越好，便越節儉。

由於受訪者懂得節儉，他們在金錢管理上相繼較好，這可能有賴於家人對

受訪者的教導有關。家人給予受訪者適量的零用錢，繼而向他們施加引導，

這樣受訪者便能懂得管理金錢，引申出他們不會因金錢問題處處向家人爭

執影響彼此的家庭關係。 

表 5-6-10 節儉指數與其他項目之相關(2)(N=526) 

*p<0.05, **p<0.01, ***p<0.001 

 

 

 

5.6.9「性別」與「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會否向他人借錢」、「家庭關

係指數」及「節儉指數」之平均數差異 

 

是次研究推斷不同的「性別」在「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會否向他

人借錢」、「家庭關係指數」及「節儉指數」這幾方面有差異。以獨立 T 檢定性

 教育程度 每月收入 家庭總收入 兄弟姊妹 個人每月總支出 

節儉指數 -0.139** -0.124** -0.110* -0.146** -0.008 

 是否有足

夠金錢作

日常開支 

會否向他

人借錢 

儲蓄佔收

入比例 

收到零用

錢後立即

計劃消費 

家庭關係

指數 

節儉指數 0.159** -0.147** 0.292** -0.106* 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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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分別在 Q 二.1.d 「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Q 二.1.e「會否向他人借

錢」、Q 三「家庭關係指數」及 Q 四「節儉指數」之間的差異。 

 

表 5-6-11 顯示 (1) t=-1.907, p=0.057>α，未達顯著水準，受訪者性別與「是否

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沒有顯著差異。 

           (2) t=0.345, p=0.730>α，未達顯著水準，受訪者性別與「會否向

他人借錢」沒有顯著差異。 

           (3) t=-1.104, p=0.270>α，未達顯著水準，受訪者性別與他們的「家

庭關係指數」沒有顯著差異。 

           (4) t=-1.104, p=0.000<α，達顯著水準，顯示受訪者性別與他們的

「節儉指數」有顯著差異。 

 

表 5-6-11「性別」與「是否有足夠金錢作日常開支」、「會否向他人借錢」、「家

庭關係指數」及「節儉指數」之獨立 T 檢定 

 

  平均數 t 值 P 值 

是否有足夠金

錢作日常開支

(N=524) 

性別  -1.907 0.057 

男 2.87   

女 3.05   

     

會否向他人借

錢(N=517) 

性別  0.345 0.730 

男 2.25   

女 2.22   

     

家庭關係指數

(N=526) 

性別  -1.104 0.270 

男 3.4840   

女 3.5539   

     

節儉指數

(N=526) 

性別  6.086*** 0.000 

男 3.5004   

女 3.1483   

*p<0.05, **p<0.01, ***p<0.001 

 

5.6.10「收入來源」與「年齡」、「教育程度」、「每月收入」、「個人每月總支

出」、「儲蓄佔收入比例」、「家庭關係指數」及「節儉指數」之平均數差異 

 

是次研究推測不同的「收入來源」在「年齡」、「教育程度」、「每月收入」、「個

人每月總支出」、「儲蓄佔收入比例」、「家庭關係指數」及「節儉指數」這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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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差異。以獨立 T 檢定收入來源分別在 Q 一.2 「年齡」、Q 一.3「教育程

度」、Q 一.4「每月收入」、Q 二.1.b「個人每月總支出」、Q 二.1.g、「儲蓄佔收

入比例」、Q 三「家庭關係指數」及 Q 四「節儉指數」之間的差異。 

 

表 5-6-12 顯示 (1) t=-4.711, p=0.000<α，達顯著水準，顯示受訪者收入來源與

他們的「實足年齡」有顯著差異。 

           (2) t=-2.638, p=0.010<α，達顯著水準，顯示受訪者收入來源與他

們的「教育程度」有顯著差異。 

           (3) t=-3.542, p=0.001<α，達顯著水準，顯示受訪者收入來源與他

們的「每月收入」有顯著差異。 

           (4) t=-3.014, p=0.004<α，達顯著水準，顯示受訪者收入來源與他

們的「個人每月總支出」有顯著差異。 

           (5) t=0.696, p=0.489>α，未達顯著水準，受訪者收入來源與他們

的「儲蓄佔收入比例」沒有顯著差異。 

           (6) t=1.498, p=0.139>α，未達顯著水準，受訪者收入來源與他們

的「家庭關係指數」沒有顯著差異。 

           (7) t=2.783, p=0.007<α，達顯著水準，顯示受訪者收入來源與他

們的「節儉指數」有顯著差異。 

 

表 5-6-12「收入來源」與「實足年齡」、「教育程度」、「每月收入」、「個人每月

總支出」、「儲蓄佔收入比例」、「家庭關係指數」及「節儉指數」之獨立 T 檢定 

 

  平均數 t 值  

實足年齡

(N=482) 

收入來源  -4.711*** 0.000 

零用錢 16.427   

工作 17.415   

     

教育程度

(N=490) 

收入來源  -2.638* 0.010 

零用錢 3.89   

工作 4.49   

     

每月收入

(N=457) 

收入來源  -3.542** 0.001 

零用錢 1027.563   

工作 2153.480   

     

個人每月總支

出(N=462) 

收入來源  -3.014** 0.004 

零用錢 775.931   

工作 149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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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佔收入比

例(N=448) 

收入來源  0.696 0.489 

零用錢 30.396   

工作 27.781   

     

家庭關係指數

(N=491) 

收入來源  1.498 0.139 

零用錢 3.5319   

工作 3.3778   

     

節儉指數

(N=491) 

收入來源  2.783** 0.007 

零用錢 3.3399   

工作 3.0696   

*p<0.05, **p<0.01, ***p<0.001 

 

5.6.11「怎樣處理不合用的物品」與「家庭總收入」、「個人每月總支出」及「儲

蓄佔收入比例」之平均數差異 

 

是次研究推斷受訪者不同的「怎樣處理不合用的物品」方法在「家庭總收入」、

「個人每月總支出」及「儲蓄佔收入比例」這幾方面有差異。以獨立 T 檢定性

別分別在 Q 一.5.c 「家庭總收入」、Q 二.1.b「個人每月總支出」及 Q 二.1.g

「儲蓄佔收入比例」之間的差異。 

 

表 5-6-13 顯示 (1) t=1.879, p=0.036>α，未達顯著水準，受訪者的「怎樣處理

不合用的物品」方法與「家庭總收入」沒有顯著差異。 

           (2) t=1.378, p=0.057>α，未達顯著水準，受訪者的「怎樣處理不

合用的物品」方法與「個人每月總支出」沒有顯著差異。 

           (3) t=2.314, p=0.016<α，達顯著水準，顯示受訪者的「怎樣處理

不合用的物品」方法與他們的「儲蓄佔收入比例」有顯著差異。 

 

表 5-6-13「怎樣處理不合用的物品」與「家庭總收入」、「個人每月總支出」及

「儲蓄佔收入比例」之獨立 T 檢定 

  平均數 t 值 P 值 

家庭總收入

(N=218) 

怎樣處理不合用

的物品 

 1.879 0.064 

捐給慈善機構 4.82   

送給別人 4.10   

     

個人每月總支 怎樣處理不合用  1.378 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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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N=229) 的物品 

捐給慈善機構 1105.614   

送給別人 766.593   

     

儲蓄佔收入比

例(N=219) 

怎樣處理不合用

的物品 

 2.314* 0.023 

捐給慈善機構 37.944   

送給別人 28.630   

*p<0.05, **p<0.01, ***p<0.001 

 

5.6.12「性別」與「怎樣處理不合用的物品」之交叉分析 

是次研究假設「性別」會影響受訪者「怎樣處理不合用的物品」的方法，從表

xxxx 得知 480 位受訪青年中，把不合用的物品送給別人佔 38.1%，當中女性佔

整體 21.3%，而男性佔整體 16.9%，而選擇網上拍賣的佔 15.6%，當中女性佔

整體 8.1%，而男性佔整體 7.5%，而捐給慈善機構的佔 12.9%，當中女性佔整

體 5.8%，而男性佔整體 7.1%。卡方檢定的結果顯示 x2=0.005<α，達顯著水準，

顯示出性別與受訪者怎樣處理不合用的物品的方法有顯著影響。 

 

表 5-6-14 「性別」與「怎樣處理不合用的物品」之交叉分析(N=480) 

怎樣處理

不合用的

物品 

性別 總和 

男 女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送給別人 81 32.0 102 44.9 183 38.1 

網上拍賣 36 14.2 39 17.2 75 15.6 

捐給慈善

機構 

34 13.4 28 12.3 62 12.9 

賣給別人 37 14.6 16 7.0 53 11.0 

其他 65 25.7 42 18.5 107 22.3 

總和 253 100.0 227 100.0 480 100.0 

x2=0.005<α 

 

第六章 總結 

是次的研究結果發現， 受訪者在家庭關係和消費模式其實有很直接的關係， 這

次結果也符合我們的研究假設和預期。 

一、整體消費模式概論 

1. 隨著經濟環境的轉變，大多數的受訪者父母均有職業，令家庭總收入上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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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 5001-20000 元，因此子女所得的零用錢也隨之上升，這使他們的個

人總支出也逐漸增加。而且支出分佈上均較健康，其中一部分也會作為儲蓄，

整體消費模式處於正常狀況。 

 

2. 整體而言，青少年的消費模式是正向的。從優先花費項目分佈表和現金分享計

劃使用分佈表可看出，學生的花費大概都是在飲食、儲蓄和服裝這三方面。而

娛樂和電子產品等奢侈品所佔的比例也不是十分高，可見澳門中學生在選擇支

出時也基本懂得節制與衡量。而對消費的自我評價大部分均為適中，而認為個

人收入不足夠使用的不是佔多數，未算有太嚴重的奢侈風氣 

 

3. 而受訪者的收入來源多是零用錢，所以父母的管理其實很重要。關於借錢的問

題也不是太嚴重，只有少於 5%的受訪是經常借錢，一半的受訪者有時會因，

大部分均是突發事件，而向他人借錢，而因為購買奢侈品及幫朋友的則較少。 

 

4. 而購物方式太多以現金為首選，多數都不太依賴附屬卡，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

大部份年紀還小而不能使用附屬卡，這樣也有種好處，可以使青少年不容易「先

駛未來錢」。而對於自己不合用的物品，多數會待著用或送給別人，不會太過

浪費。而且整體節儉指數也是偏高，風氣比較良好，整體上差異不是太大。在

現金分享計劃推行後，受訪者的消費模式也沒有太大的轉變，只是    把部分

金錢放在購買電子產品上 

 

二、影響著家庭關係的因素 

1. 在整體家庭關係方面，家庭關係指數多是由 2.50-4.49，是中等偏高的水平，

表示家庭狀況良好， 而整體差異也沒有太大。這反映了青少年與家庭的家庭

關係雖不會惡劣，但不至於去到絕佳的水平，是仍有進步的空間的。而且，本

次研究也顯示出青少年的消費模式與家庭關係是十分密切的，所以家庭關係越

好，對於青少年的理財和正確消費的概念建立，以及他們的心智發展，都大有

幫助，因此值得各家庭成員通力合作。 

 

2. 分析發現，受訪者年齡較大，他們的思想較成熟，便開始懂得關心家人，從而

對家庭的歸屬感較高，家庭關係也較好。但在與家庭總收入的相關研究方面，

卻不是家庭關係好壞的決定因素，真正的取決因素是父母對子女的愛與關懷，

不是每月給了他們多少零用錢就等於給了他們多少愛與關懷。而且從相關分析

指出，當家庭總收入上升的時候，個人的節儉程度反而會有所下降，這可反映

出在越富裕的環境中，學生便會越缺乏正確消費的觀念，家庭教育也明顯做得

不足。因此在消費的時候，便會難以控制自己的支出。 

 

3. 收入不是主因，取而代之父母怎樣對待與子女的關係。而兄弟姊妹數目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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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家庭關係的因素，意味著家中的獨子也不一定是給予最多關懷的。 

 

三  探討出  家庭關係 等 影響著消費模式的因素 

1. 在教育程度與節儉指數相較之下，並沒顯出有太大的關係，顯出教育程度不會

很大地影響到個人的節儉程度。相反，家庭關係才是箇中最為重要的環節，這

可從表 5-6-10 看出。 

 

2. 除此之外，透過今次的研究分析，發現家庭關係與消費模式其實蘊含著十分密

切的關係。當受訪者有越良好的家庭關係時，便會越認為自己有足夠的金錢作

日常開支，由此可推測的是，當受訪者有良好的家庭關係時，便會減少主動再

向家人拿取金錢或者埋怨家人不給予足夠零用錢，在這基礎上，自己也會好好

地利用金錢。 

 

3. 而越經常向他人借錢的受訪者比起不會借錢的，家庭關係越偏向惡劣。前文也

曾提到，受訪者會因埋怨家人不給予足夠零用錢而影響家庭關係。在不夠錢用

之際，受訪者只好向他人借錢，繼而認為家人沒有理解他們的狀況，造成誤解，

從而影響了彼此的關係，更甚的便會形成惡性循環，令他們更加不去得節儉，

而經常向他人借錢。 

 

4. 從這次研究的眾多數據顯示，所以家庭關係與消費模式絕對是互相依存的，   

若果家長從小沒有好好教育與管制子女，否則當子女長大後才施以教導，只會

繼續加深誤解，進而影響家庭關係。所以消費模式也是會倒過來影響家庭關係

的。 

 

5. 受訪者家庭關係越好，儲蓄佔收入的比例便會越高，從而形成良好的儲蓄習

慣。但反而個人收入和家庭總收入越高時，受訪者會越偏向於不節儉。這顯示

出在舒適的環境下，青少年便越不懂得節制，所以，家庭教育便在此擔當十分

重要的角色，家人給予受訪者適量的零用錢，繼而向他們施加引導。 

 

怎樣計劃去消費，不應依賴借錢，這樣受訪者便能懂得管理金錢，繼而令他們

不會因金錢問題處處向家人爭執而影響彼此的家庭關係。而且兄弟姊妹的數目

也會影響，越多兄弟姊妹的受訪者反而會比較不節儉，最親近的人可能會左右

著他們的消費計劃與意慾，所以整體而全面的家庭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 

 

6. 家庭總收入越高令個人每月總支出越高，對但對他們個人  是否有足夠金錢作

日常開支或儲蓄佔收入比例皆呈無關。當受訪青少年越認為自己有足夠金錢消

費， 便越懂節儉，而且是否足夠其實視乎各人的對金錢使的計劃和自我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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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而這意識也其實基本是來自從小的家庭教育。當家庭關係越差時，青少

年便會越不節儉，也越認為沒有足夠的錢以供花費，對家的歸屬感也降低了，

或許會外出兼職以增加來源。從研究分析中可知收入來源與  每月收入、個人

每月總支出及節儉程度皆有顯著差異。 

 

 

 

第七章 建議 

建議 

從整體的研究結果中可以看到，澳門的青少年對於消費及金錢價值上也有一定

的認識，但這些概念亦隨著教育程度的上升而漸漸忘卻了，可見政府應為教育

程度高的青少年提供關於消費、金錢上的認識，用以減低因為消費時的揮霍而

令到和家人的關係下降。只要政府多和民間組織合作，舉辦更多關於青少年消

費模式的講座或活動，讓青少年更深入地了解對消費的認識，從而讓更多的家

庭不會因為子女在消費上的揮霍而令關係變差，從而提昇家庭關係水平的目

標。 

 

7.1 推動家庭教育 

《禮記‧大學》之中有一句說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統治好

整個世界，必須要一步步來，由根本開始做起，首先要有良好的個人收養，慢慢

再擴展到整個家庭之中，這一切都只是基礎，正如要建造一座大樓，必先要打好

根基，有了一個良好基礎後方可治理國家，當一個國家能夠治理得好，才是統治

天下的開始，正如知識一樣，要先打好根基才可以學習更深層次的東西。 

 

在此建議所有政府官員，能夠以民為本，重視各樣細節，重視社會上的家庭教育，

向相關機構建議或提出有關家庭教育之講座、課程，使作為父母的家長能夠在這

一方面接觸和了解更多，從而令父母增加了相關的知識，再而和自己的子女作深

入的溝通，去深了解子女現時的情況，作出處理的方案。 

 

7.2 向高中生推廣正確消費的重要性 

現今社會物價高漲，貨品種類繁多，青少年很容易就會變得揮霍起來。再加

上青少年正值發育時期，對於新的產品往往都是愛不惜手，毫不猶豫就買了下

來，造成胡亂消費的情況出現。 

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訪者越不懂得節儉。他們即將投身社會，完全掌

控自己的消費，一旦無法控制，便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因此，相關政府部門和

民間機構必須加大力度宣傳，向他們推廣和教育正確消費的重要性。 

 其實現今大部分商人都會利用青少年好奇心這一點來吸引青少年消費，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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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亦沒有接觸到相關的認識，令到大部分青少年沉淪於消費裡。有些青少年

當心裡感到不快時就會去消費，而且有時候消費的金額都尚算多，造成一個不

正常的消費模式出現。所以政府應該要在教育上帶給青少年正確的價值觀，加

上現時的青少年對於是非黑白仍未分得清楚，什麼時候做什麼事，他們都不會

多加考慮，以致許多時被電視上的廣告吸引著，而自己又不會加以考慮是否值

得去買，造成浪費以及胡亂消費的情況。所以在教育上政府應該要加強灌輸正

確的消費知識，而在推廣的同時，亦要加強對商人的管制，以免商人欺騙消費

者。以求達到優化青少年的消費模式，繼而加強他們和家人的關係。 

7.3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今次的研究是關係消費模式與家庭關係，從研究中可發現，消費越高的青少

年和家人的關係就會越差。這可以看到要改善和家人的關係就必須要改善青少年

的消費模式。 

 家人難免會和青少年在金錢上出現磨擦，始終都是兩輩子的人，思想難免會

有不同，但我相信每個家庭都不會教導子女去揮霍、浪費金錢。所以教導青少年

必須要由基本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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