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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八、九十年代，澳門經濟落後，正處於經濟建設剛剛起步，人均收入程度不

高，消費品以及消費內容不豐富，使人們的消費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當時消費者

是很儉樸。 

 

  回歸以來，澳門經濟迅速發展，自從 2002 年澳門特區政府實施開放賭博市場

政策後，吸引不少遊客，為澳門帶來了經濟來源。據澳門統計局的數據指出，2008

年澳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達三萬九千零三十六美元，是亞洲最富有地區之一。

澳門近幾年來隨著經濟的迅速增長，消費品種類愈來愈豐富，市民的生活水平和質

素提高，對生活物質的追求也愈來愈高。 

  目前，澳門近大部份的高中學生擁有手提電話，而學生主要的消費內容為飲食、

高科技產品、服裝和娛樂。據一項比較廣州、香港、澳門三地青少年消費模式的調

查發現，青少年大多把錢花在看電影、唱卡拉 OK 和購置服飾上。調查發現，在閱

讀習慣方面，就以廣州的青少年佔優。69%的廣州青少年表示會購買參考書閱讀，

而香港只有 32%，澳門則有 27%，澳門青少年對於書籍的消費相對較少。由此可見

澳門青少年更著重於物質的需求以及社交活動上，學習上的消費並不太重視，而且

青少年心智還不太成熟，對消費的概念及價值觀容易受社會的發展、經濟的迅速增

長等社會環境等的因素影響，所以瞭解現時高中生消費模式，有助於分析高中生消

費價值觀及其引發的問題，並提出正確的消費觀念及建議，後而提升社會人士對高

中生消費模式問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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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為了解現時的高中生的消費行為，在文獻回顧方面較著重在消費行為的兩大觀

點：一‧高中生購物時是否理性消費，如在購買時考慮其功能、用途、合適稱身或

耐用。二‧會否因為朋輩影響而購物，需要朋輩的認同才會購買，又或是因朋輩而

過度消費。 

 

 

名詞解釋 

消費者行為「消費者行為就是指消費者在消費項目上所表現的內在和外在行動」(林

欽榮，2002)。「消費者行為可以定義為：消費者在搜尋、評估、購買、使用和處理

一項產品、服務和理念時，所表現的各種行為」(林靈宏，1994)。綜合上述的兩項

說法，消費者行為可以說是消費者在進行消費活動時所表現的行為，包括內在行動，

如：態度和觀念；以及外在行動，如：實際的購買行為。消費者為了滿足需求，所

表現出對於產品、服務、構想的尋求、購買、使用、評價和處置等行為即是消費者

行為(Schiffman 、Kanuk，1991)。 

 

GDP 即是本地生產總值，是一個領土面積內的經濟情況的度量。它被定義為所有

在一個國家內一段特定時間（一般為一年）里所有生產產品和貨物的總值。 

 

「正向思想」就是將自己的思想導向一個 “正面” 的方向。擁有 「正向思想」，

不但內心會覺得安然些，還會加強自己處理問題的能力，對周圍環境也有正面的影

響。青山醫院臨床心理學家 曾羅美姿博士（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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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消費特性 

   在青少年的消費文化方面，邱莉玲（1990）的研究指出，台灣青少年的消費特

性為：1.該花就要花；2.重視感性消費，我喜歡我就要的消費者行為；3.講究品牌

與流行掛帥；4.標榜自我意識以及自我個性；5.實質是其次，表徵最重要。  

 

 青少年消費態度 

   邱瀅憓（1993）分析青少年的消費態度為：1.不受經濟繁榮影響其購買欲；2.

消費金額不高，但購買金額頻繁穩定；3.最易受廣告影響的族群；4.對家庭的購買

具有一定之影響力。 

 

青少年購物時會傾向實際嗎? 

   香港電台（2005）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的學生在傳播系副教授陳家華博士的指

導下，調查香港青少年崇尚名牌的情況。問題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要求青少年講

出名牌服裝及耐用品的名稱；第二部份探討青少年使用名牌的原因；最後部份查詢

青少年使用名牌主要受甚麼人物影響。 調查結果顯示，香港的青少年對名牌有一

定的認識，平圴每位被訪者都能列出 4 至 5 個服裝品牌和 4 至 5 個耐用品品牌。在

被訪者提出的耐用品品牌中，主要是一些電子產品的品牌，青少年列出耐用品的次

數與服飾相約，可見青少年除了留意名牌服飾打扮外，亦對名牌耐用品有相當認

識。 

 

    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2009）突破機構青年媒體經理梁柏堅表示，青少年在

消費態度上傾向「實際」。功能、價錢、用料等考慮，在消費行為中較被重視，顯

示一般青年人不單不是盲目消費，更對消費品本身多有研究。然而，消費品除了具

體功能、用料等元素外，同時包含文化層面，亦與個人身分認同的建立有關。青年

人會透過消費行為來表達個人的信念價值、珍貴回憶、與他人不同的品味等，藉此

建立自己身分的獨特性。是以所謂「實際」或「功能」的考慮，除了指向產品本身

的功能特點外，也指向使用時所產生的實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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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影響 

   張銳（2007）「城市青少年消費行為研究」調查指出，在 895 名受訪者中，超過

八成人主要以現金作為日常付款方式，他們每月主要的支出為飲食（92.4%）、娛樂

消遣（90.5%）及儲蓄（90.2%）。當中只有 188 名青年曾在網上購物，「方便」（60.3%）

是最吸引他們在網上購物的原因。他們的消費模式，最主要受朋輩（51.3%）影響。 

 

   香港聖公會（1988）日本最大的廣告公司之一「博報堂生活總合研究所」觀察

日本青少年的生活態度和型態，當今日本社會消費強調的是差異化、個性化的商品，

消費對日本的青少年而言並不只是購買商品，沒金錢消費就會失去朋友。因為要保

持與朋友一樣的生活水準，例如衣服、飾品要跟得上朋友，與朋友外出、吃飯要花

得起金錢，都是借消費來增加彼此間的感情。他們並不是為了需要要購買，而是把

消費當作成一個消閒活動，藉著逛街與朋友共度時光。 

    

Wilkie（1994）認為＂羊群效應＂是指消費者為了取得朋輩的認同，符合朋輩

的期望，會採取與朋輩相似的思想或行為。Lascu & Zinkhan（1999）曾指出從眾行

為是為了建立團體規範的傾向，使得個人能趨向或遵從團體的規範。青少年在青春

期比起其他年齡層，傾向於和社會有較多的接觸，因此，在所有年齡層當中，青少

年容易產生從眾的壓力，亦即為了取得群體認同，符合群體的期望，會遵從團體的

規範，與其他群體中成員採取相似的思想或行為。 

 

  梁啟賢（2007）青少年時期，是他們探索、建構自我的時期，他們可能會問自

己「我是誰？」、「我的形象應是什麼？」在這個尋找自我的過程中，年青人多對父

母反叛，以示獨立，因為獨立才算是「自我」，而在這個尋找的過程中，迷惘、不

安和不肯定的感覺是必定會產生的，因此朋輩的支持和肯定是他們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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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上述文獻的整理，發現青少年在消費時都先考慮其功能、價錢、耐用度等，

說明青少年偏向理性消費，而不會因一時的喜好而胡亂購物，也會按當時的實際情

況而購物，如是否有足夠的金錢購買、購買後會使用等，而青少年的消費模式亦受

朋輩的影響。 

 

整理文獻後，得出以下的研究架構： 

自變項、依變項 

‧自變項：高中生的家庭收入； 

          高中生有否做兼職； 

          高中生是否處於戀愛中； 

          高中生的收入(零用錢、兼職工作薪金等) 

‧依變項：高中生的花費； 

     高中生是否擁有名牌服飾 

假設 

‧高中生的消費能力有限，導致他們的消費行為趨向於理性消費 

‧高中生的花費的多少會依家庭收入的多少成正比 

‧高中生的花費，主要是社交活動、服飾方面 

‧戀愛中的高中生的日常花費比沒有處於戀愛的高中生多 

 

研究目標 

綜合文獻，主要認為影響高中生消費的因素有以下三點： 

一． 朋輩 

二． 媒體 

三． 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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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式 
調查對象：澳門高中生 

抽樣方法：一‧概率抽樣法－簡單隨機抽樣 

     二‧非概率抽樣法－滾雪球抽樣 

回收樣本數量：373 份 

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本次調查的研究對象是澳門高中生，調查以問卷形式進行，400 份問卷中有 373

份有效問卷。調查的對象針對澳門高中生，調查的抽樣方法以概率抽樣法和非概率

抽樣法進行。 

概率抽樣法 

首先，在教青局網頁上的各間中學的名單中，將各間中學編號，然後系統化地

進行簡單隨機抽樣，抽樣後的樣本有 2 間男女校，1 間男校，1 間女校，分別是培

道中學、新華中學、慈幼中學、嘉諾撤聖心女子中學。我們分別寄邀請信（詢問校

長是否能夠在高中部派發問卷給學生填寫）給以上各間中學的校長，各間中學的回

覆不理想，只有培道中學校長給予回覆並答應，在培道中學中共收回了 32 份有效

問卷。 

非概率抽樣法 

   由於簡單隨機抽樣法回收問卷的數量不理想，便以非概率抽樣法的滾雪球抽樣

法繼續進行抽樣，我們的組員在自己學校（教業中學）裏進行問卷調查，共完成了

243 份有效問卷。其次，也透過其他中學的朋友，以朋友的名義派發問卷給各間中

學的學生完成，包括培正中學及慈幼中學，以此方式，共成功回收了 98 份有效問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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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圖 1.1 受訪者的男女比例圖        N=373 

如圖顯示，男性受訪者占 51%，女性受訪者占 49%，比例接近 1：1。 

 

  受訪者父母的每月總收入的中位數：$25,000（MOP） 

  受訪者每月平均收入(包括零用錢、兼職薪金等)的中位數：$1,000（MOP） 

  受訪者每月平均花費的中位數：$800（MOP） 

  受訪者的工作時薪的中位數：$40（MOP） 

  受訪者每月平均工作時數的中位數：24h 

 

表 1.1 受訪者對自己每月平均收入(包括薪金及零用錢)滿意程度  N=307 

滿意程度 數量 百分比 

非常不滿 26 8.5% 

不滿 26 8.5% 

一般 121 39.4% 

滿意 103 33.6% 

非常滿意 31 10.1% 

總計 307 100% 

根據上表，對自己每月平均收入滿意程度為一般最多，占 39.4%；其次，滿意程度

為滿意為 33.6%。由此可見，大部份受訪者對自己的每月平均收入偏向滿意，合共

只有 17%的受訪者對自己的每月平均收入感到不滿。 

男 

51% 

女 

49%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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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受訪者收入來源 N=372 

根據上表，大部份的受訪者（78.2%）收入都是來源於家人，其次是兼職（14%）。 

 

 

 

 

 

 

 

 

表 1.3 受訪者收入分配 N=368 

收入分配 數量 百分比 

儲蓄 222 39.6% 

給家人 30 5.3% 

購物/消費 281 50.1% 

進修 18 3.2% 

捐獻 
10 1.8% 

根據上表，50.1%即約一半受訪者的收入分配都是用來購物/消費，其次是儲蓄，占

39.6%，只有少數受訪者（1.8%）會把收入捐獻。 

收入來源 數量 百分比 

兼職 63 14% 

家人 352 78.2% 

親戚 22 4.9% 

獎學金 1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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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受訪者是否戀愛中比例圖 N=371 

受訪者中，大部份人（84%）表示沒有戀愛，只有 16%的受訪者表示戀愛中。 

 

 

 

 

圖 1.3 受訪者做兼職的比例圖   N=367 

受訪者中，大部份人表示沒有做兼職，共有 15.3%的受訪者表示有做兼職。 

 

16% 

84% 

戀愛中 

是 否 

15.3% 

84.7% 

兼職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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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受訪者的兼職原因  N=95 

上表顯示，有32%的受訪者做兼職的原因是為了獲得更多金錢消費，其次是為了儲

蓄21%和善用時間18%。 

 

 

 

 

表 1.4 受訪者的購物方式：網上購物的次數(過去一個月) N=373 

頻率 次數 百分比 

0 187 50.1% 

1 51 13.7% 

2 51 13.7% 

3 38 10.2% 

4 10 2.7% 

5 1 0.3% 

6 或以上 35 9.4% 

總計 373 100% 

上表顯示，77.5%受訪者在過去一個月內網上購物的次數頻率不高（兩次或以下），

22.5%受訪者在過去一個月網上購物的次數達三次或以上。總體而言，受訪者較少

在網上購物，一半（50.1%）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個月沒有網上購物。 

 

0

5

10

15

20

25

30

35

兼職原因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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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受訪者的購物方式：逛街次數(過去一個月) N=373 

頻率 次數 百分比 

0 55 14.7% 

1 42 11.3% 

2 66 17.7% 

3 78 20.9% 

4 27 7.2% 

5 13 3.5% 

6 或以上 92 24.7% 

總計 373 100% 

上表顯示，14.7%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個月沒有逛街，其餘受訪者在過去一個月都

曾經逛街，而24.7%的受訪者高達6次或以上。 

 

 

 

 

 

 

 

 

 

表 1.6 受訪者的購物方式：非必要外出食飯(過去一個月)     N=373 

上表顯示，只有 14.5%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個月沒有非必要外出食飯，而且有 30.6%

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個月的非必要外出食飯次數高達六次或以上。 

 

頻率 次數 百分比 

0 54 14.5% 

1 38 10.2% 

2 54 14.5% 

3 56 15% 

4 36 9.7% 

5 24 6.4% 

6 或以上 111 29.8% 

總計 37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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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花費最多的項目  N=362 

由上表可見，53.3%受訪者大多在衣服、鞋和社交活動方面花費最多。 

 

 

 

 

圖 1.6 受訪者擁有過名牌服飾比例圖 N=370 

大部分受訪者沒有擁有過 2,000MOP 以上的名牌服飾，然而有 23%的受訪者擁有過

名牌服飾。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受訪者花費最多的項目 百份比 

23% 

77% 

擁有過名牌服飾(超過2000MOP以上)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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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使用名牌產品的原因         N=93 

上圖顯示，超過三份一擁有名牌服飾的受訪者都是認為名牌服飾有品質保證。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受訪者使用名牌產品的原因 

百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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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促使受訪者購物的方面 N=356 

由上圖可見，促使受訪者購物的方面約有四份一受訪者受朋輩影響，約四份一受訪

者受不同形式的優惠影響，其次，時尚、潮流和各式各樣的媒體及廣告也是主要促

使受訪者購物的因素。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促使受訪者購物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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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有做兼職的受訪者工作類別 N=56 

根據上圖，60.5%表示有做兼職的受訪者的工作類別都是補習導師、侍應或服務員，

16%的受訪者的工作類別是店員，8.6%受訪者的工作類別是接待員，12.3%的受訪

者的工作類別是宣傳推廣，2.5%的受訪者是其他工作。 

 

 

 

因情緒影響受訪者購物 

(由問卷中促使購物的因素其中五條量表所決定：見到新款衣服或電子產品，會想

辦法擁有、購物令自己感到開心、因心情不佳而購物、經常從購物中得到滿足、會

經常衝動消費) 

受訪者五條量表所得的平均數是 3.07，說明受訪者受情緒影響而購物的程度一般。 

 

受訪者的理性消費 

(由問卷中促使購物的因素其中三條量表所決定：購買電子產品時首先考慮其功能、

購買衣著、飾物時考慮稱身舒適、購物時考慮價錢) 

受訪者五條量表所得的平均數是 3.97，說明受訪者偏向理性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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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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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有沒有擁有過名牌服飾與朋輩影響的關係 N=365 

朋輩影響受訪者購物(由問卷中促使購物的因素其中四條量表所決定：有名牌令自

己在朋友間受歡迎、沒擁有名牌衣飾令自己在朋友間感到壓力、沒有新款產品影響

朋友間的交往、擁有新款產品會提升朋友間形象) 

 

P 值為 0.02，P 值<0.05 證明兩者關係上的數據可靠，說明受訪者受朋輩影響購買名

牌服飾。 

 

 

表 1.8 受訪者每月平均花費與父母每月平均收入的關係 N=293 

 

P 值為 0.00，P 值<0.05 為可靠，說明受訪者的每月花費與父母每月收入成正向關係。 

 

 

表 1.9 受訪者每月平均花費與受訪者是否戀愛中的關係 N=369 

 

 

P 值為 0.00，P 值<0.05 為可靠，說明受訪者的每月花費絕對與受訪者是否戀愛中有

關，戀愛中的受訪者花費比所有受訪者每月平均花費的平均數高。 

 

 

 

 有沒有擁有

過名牌服飾 

人數 平均數 T 值 P 值 

朋輩影響受訪者購物  是 82   2.45   2.34   0.02 

 否 283 2.23   

  受訪者每月平均花費 

受訪者父母每月平均收入 P 值 0.00 

 皮氏相關系數 0.21 

 受訪者是否

戀愛中 

人數 平均數 P 值 

受訪者的每月平均花費  是 59 1495.76 0.00 

 否 290 9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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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高中生是將踏入成年或已成年的一群青少年，高中生處於學生時代，但又介於

接近成年的階段，這個時期的中學生是人生變動或轉捩點的階段，有自己的想法和

對事物的追求，由於高中生心理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響，社會經濟環境

變化會影響高中生的價值觀，澳門高中生消費意識也隨著價值觀的變化而影響。澳

門高中生在經濟上尚未獨立，即使所擁有的金錢有限，但他們對於物質和社交活動

等生活質量的需求，使他們成為消費者中一個重要的角色。 

 

父母收入愈高的受訪者，其每月花費愈高 

  受訪者主要收入來自父母，將受訪者的父母每月平均總收入與受訪者的每月花

費進行數據分析，得出結果 P 值為 0.00，說明受訪者的每月花費絕對與父母的收入

有關。父母的收入愈高，受訪者的每月花費也愈高。 

  

高中生的網上購物次數不頻繁 

  77.5%的受訪者在過去 1 個月網上購物的次數只有兩次或以下，其中一半受訪

者表示在過去一個月並沒有網上購物，可見高中生在網上購物並不頻繁，原因估計

是部份高中生怕麻煩、不懂得網上購物的程序，而且部份網上購物需要申請銀行帳

戶進行付款，高中生未必足夠年齡申請銀行帳戶。 

  

高中生重視社交活動 

    30.6%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個月的非必要外出食飯次數高達六次或以上。此外，

受訪者花費最多的項目為衣服、鞋，有 27.8%，而社交活動則有 26.5%。由此可見，

高中生社交活動約佔花費的四分之一，高中生的社交活動頻繁，數據顯示，高中生

在衣理上的花費約佔每月平均消費的四分之一，同時說明了高中生注重朋友之間的

相處，為了有更好的相處，高中生注重自己在朋友間的形象。高中生重視社交活動，

重視朋友間的關係和在朋友間的個人形象。 

  

高中生偏向理性消費 

    研究結果顯示，高中生是偏向理性消費的。促使高中生購物的因素上，有 25.3%

受訪者會因商舖減價時而購物，說明高中生考慮物品價格。另外，有 77%的受訪者

未擁有過 2,000（MOP）以上的名牌服飾，擁有名牌服飾在高中生的階段中並不常

見，而 23%擁有過 2,000（MOP）以上的名牌服飾受訪者中的 37%受訪者認為名牌

服飾品質有保證，高中生即使擁有名牌服飾，也多因為名牌服飾的品質保證而使用。

事實上，高中生的金錢有限，購買力有所限制，是導致高中生偏向理性消費的主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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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拖使高中生的花費增多 

    調查結果顯示，16%表示戀愛中的高中生每月平均花費為 1,495.76（MOP），

而 84%表示沒有戀愛的高中生每月平均花費為 929.77（MOP），戀愛中的高中生的

每月平均花費比沒有戀愛的高中生的每月平均花費高出 600（MOP），很明顯說明

拍拖會使高中生花費更多的金錢。 

  

高中生做兼職工作主要是為了獲得更多金錢消費 

    調查結果顯示，有 32%的高中生做兼職工作的原因是為了獲得更多金錢消費，

21%的高中生是為了儲蓄，可見金錢在高中生階段已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部份。另外，

表示有兼職工作的受訪者中有 32%的工作是侍應，27%的工作是補習導師。高中生

主要的兼職工作是侍應或補習導師。侍應和補習導師的入職條件簡單、門檻低。服

務業人力資源需求大，所以侍應便成為了高中生兼職工作的熱門選擇。補習導師的

工作亦相對簡單，是高中生的能力範圍內可以應付的。 

 

高中生重視朋輩的認同 

    根據“表 1.7 有沒有擁有過名牌服飾與朋輩影響的關係＂顯示高中生在購買名

牌服飾方面會受朋輩影響，是說明高中生重視朋輩認同的一項可靠數據。心理學家

Erikson 表示青春期的青少年需透過別人的認同來肯定自身的價值。高中生要保持

與朋友一樣的生活水準，例如衣服、飾品要跟得上朋友，與朋友外出、吃飯要花得

起金錢，都是借消費來增加彼此間的感情。Lascu & Zinkhan 亦曾指出從眾行為是

為了建立團體規範的傾向，使得個人能趨向或遵從團體的規範。青少年在青春期比

起其他年齡層，傾向於和社會有較多的接觸，這都可以解釋高中生的消費模式受朋

輩影響。因此，在社交活動中，朋輩的接納和認同能讓他們在團體中獲得存在價值，

也令到他們追隨朋友的消費內容。高中生的消費模式受朋輩影響，也可以看成是

“羊群效應＂的作用。Wilkie （1994）認為“羊群效應＂是指消費者為了取得朋輩

的認同，符合朋輩的期望，會採取與朋輩相似的思想或行為。因為“羊群效應＂，

導致高中生放棄或改變一些原有的看法、行為和標準，改為與朋輩相似的性質，如

追求物質、崇尚名牌、崇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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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綜合研究結果，作出以下四點建議： 

 

家長應灌輸正確的消費觀念 

  澳門高中生的消費能力主要來自於父母，然而父母收入與高中生金錢上的花費

有關，父母收入愈高，受訪者高中生在金錢花費上就愈多，說明了收入較高的父母，

較願意給予更多的零用錢給子女。父母作為家長，有責任給予子女幸福的生活，家

長們把零用錢、物質給予子女，作為對子女的一種關愛，使子女有足夠的消費能力

追求物質的享受，但同時往往忽略切身的溝通、關心，過份充裕的物質享受也會令

到子女浸溺在「幸福」的環境中，使其價值觀出現改變，把所享受的一切認為理所

當然，萬一環境改變，他們便承受不起轉變。所以，父母作為家長，與子女有良好

的溝通與教育，父母的關心往往比物質需求更重要，在健康家庭的環境和正確消費

觀念的灌輸下，子女才能在心理上得到成長。 

 

高中生的理財教育 

  調查結果顯示，有 15.3%的高中生受訪者表示正在做兼職工作，其中有超過一

半的受訪者表示做兼職工作的原因是為了獲得更多的金錢消費，說明澳門高中生的

收入來源除了來源於父母給予的零用錢，亦有一部份的收入來源兼職工作，面對更

多的收入，高中生是否能夠適當地使用所擁有的金錢是與其消費的價值觀及理財概

念有直接的影響。故此，家長和學校對子女教育正確的理財方法，這是十分重要的。

高中生處於一個學習階段，未必會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財富，在投身社會之前，應

學會如何理財，為日後的社會生涯作一個良好的準備。家長要教導子女理財，讓他

們明白消費節制的重要性，並且應以身作則培養子女良好的儲蓄習慣，成子女學習

的榜樣，擁有定期儲蓄的習慣使澳門高中生減少胡亂消費、揮霍無度。教育暨青年

局應支持學校或有關的組織舉辦理財教育的活動，例如：校園講座、有關理財知識

的比賽或培訓等，從而建立學生的健康理財觀念，提升學生的理財知識，改善澳門

高中生不良的消費行為，亦使他們的人生路上學會對自己的財富進行規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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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廣義的生涯規劃 

  調查結果顯示，戀愛中的高中生每月平均花費金額比沒有戀愛的高中生高出

600（MOP），可見拍拖使高中生花費更多的金錢。然而，高中生的財力有限，談戀

愛會否令高中生的金錢支出入不敷之，亦是關於高中生談戀愛引申的問題。在現今

社會，高中生談戀愛的情況已不出為奇，事實上，在高中生這個階段談戀愛亦沒有

絕對的好處與壞處，要了解高中生戀愛的情況，學校應正視高中生談戀愛的問題及

高中生談戀愛的影響，然而政府所推行的生涯規劃教育及學校輔導高中生進行生涯

規劃的部份也應把談戀愛的話題涉獵在內。現時生涯規劃教育主要目標是學生對未

來的職業路向、升學計劃及選科等傳統的規劃教育，事實上，這些生涯規劃教育可

有效提升就業市場的了解，但住住忽略了全面生涯規劃的重要性，廣義的生涯規劃

教育應包括組織家庭、戀愛教育等部份，從而提倡高中生理智地談戀愛，讓他們學

會在戀愛關係中良好相處，適當分配時間和精力在學業、戀愛等各方面。故此，生

涯規劃教育應更加全面，政府在生涯規劃方面的宣傳、資訊、教學計劃和教學活動

等各方面相應配套應更加完善，增強推廣生涯規劃教育的力度，有助學生規劃未來，

使學生對未來人生的發展有更清晰的藍圖。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朋輩是影響高中生購物的重要因素，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影響高中生購買名牌

服飾與朋輩影響有關，然而他們重視朋輩的認同。梁啟賢（2010）指出青少年時期，

在這個尋找自我的過程中，迷惘、不安和不肯定的感覺是必定會產生的，因此朋輩

的支持和肯定是他們追求的。事實上，高中生受朋輩的影響有好有壞，而高中生受

朋輩影響是無可避免的。故此，高中生在成長階段自小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可減低

朋輩的負面影響。政府可推行教育計劃訓練學生「正向思想」，學校的教育內容也

應包括學生「正向思想」的培育。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擁有「正向思想」的

心理，可以加強學生處理問題的能力，對事物有正面的看法，從而避免外界各種因

素對他們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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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問卷 

         問卷編號:_____ 

澳門高中生的消費行為研究調查 

    你好，我們現正參與由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主辦、澳門理工學院社會工作課

程協辦、教育暨青年局資助，「共鑽研 創明天」的學員，我們現正進行一項 

關於<澳門高中生的消費行為>的研究調查，希望你可以騰出幾分鐘的時間填寫這

一問卷。 

*閣下所填寫的資料絕對保密*  

“ 全卷請用√號表示 ”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1    性別： ☐ 1.男         ☐  2.女 

1.2   年齡： ______ 歲 

1.3     宗教信仰： ☐ 1.無信仰     ☐ 2.天主教       

                    ☐ 3.基督教     ☐ 4.道教 

                   ☐ 5.佛教       ☐ 6.回教 

          ☐ 7.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 

1.4     年級：☐1.高一     ☐2.高二     ☐3.高三 

1.5     你父母的每月總收入：____________（澳門幣）   

1.6     你的每月平均收入（包括薪金及零用錢）：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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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你對你每月平均收入（包括薪金及零用錢）滿意程度 

請圈出最能代表您的想法的描述 

                        非常不滿     不滿    一般     滿意     非常滿意 

                                 1          2       3        4          5 

1.8   你的每月平均收入來源（可多選）： ☐1.兼職    ☐2.家人     

                                       ☐3.親戚    ☐4.獎學金 

1.9    你每月收入的分配（可多選）：           

    ☐1.儲蓄   ☐2.給家人  ☐3.購物／消費  ☐4.進修  ☐5.捐獻 

1.10 你每月平均花費：_______________ 

1.11 是否戀愛中： ☐1.是         ☐2.否 

1.12 有沒有兼職：☐1.有(如有做兼職，請回答問題 1.13-1.16) 

                 ☐2.沒有(直接回答第二部分) 

1.13 工作時薪：__________ 

1.14 平均每月工作時數：__________ 

1.15   為甚麼要做兼職（可多選） 

    ☐1.滿足好奇心   ☐2.獲得更多金錢消費    ☐3.家境問題，需要工作 

        ☐4.朋輩影響    ☐5.儲蓄    ☐6.善用時間    ☐7.其他：__________ 

1.16  工作類別(曾經及現在的工作 可多選) 

       ☐1.補習導師   ☐2.店員    ☐3.侍應/服務員(快餐店/茶餐廳) 

       ☐4.接待員     ☐5.宣傳推廣(如：派傳單)    ☐6.其他：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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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消費習慣 

2.1 購物方式(過去一個月) 

  a.網上購物(次數) 

  ☐0   ☐1   ☐2   ☐3   ☐4   ☐5    ☐6 以上 

  b.逛街(次數) 

  ☐0   ☐1   ☐2   ☐3   ☐4   ☐5    ☐6 以上 

  c.非必要的外出食飯(次數) 

  ☐0   ☐1   ☐2   ☐3   ☐4   ☐5    ☐6 以上 

2.2 購物範圍 

2.2.1 花費最多的項目(最多可選三個) 

 ☐1.衣服、鞋   ☐2.電子產品及電玩   ☐3.飾物、袋   

 ☐4.網上遊戲物資(例如：點數咭) 

 ☐5.社交活動(卡拉 OK,食飯)  ☐6.美容﹑化妝﹑護膚品等     

 ☐7.參考書籍、課外讀物     ☐8.潮流雜誌     ☐9.上網吧    

☐10.其他：_______________ 

2.2.2 有沒有擁有過名牌服飾(價錢超過 2000 以上，例如：鞋、袋、衣服、飾物、

手錶等)? 

 ☐1.有   ☐2.沒有(跳過 2.2.3，回答 2.3 促使購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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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使用名牌產品的原因(最多可選三個) 

 ☐1.潮、型、威        ☐2. 人有我有         ☐3. 與朋友有話題  

 ☐4. 滿足虛榮感、 彰顯身份地位、 高人一等    ☐5. 建立自信     

    ☐6. 吸引異性／引人注目     ☐7. 品質保證     ☐8. 其他：__________ 

2.3 促使購物的因素 

請圈出最能代表您的想法的描述 

                                   肯定不會    不會     一般     可能會    肯定會 

擁有名牌令自己在朋友間受歡迎          1      2      3      4      5 

沒擁有名牌衣飾令自己在朋友間 

感到壓力                              1      2      3      4      5 

見到新款衣服或電子產品，會想辦法擁有  1      2      3      4      5 

購物令自己感到開心                    1      2      3      4      5 

沒有新款產品影響朋友間的交往          1      2      3      4      5 

擁有新款產品會提升朋友間形象          1      2      3      4      5 

因心情不佳而購物                      1      2      3      4      5 

經常從購物中得到滿足                  1      2      3      4      5 

會經常衝動消費                        1      2      3      4      5 

購買電子產品時首先考慮其功能          1      2      3      4      5 

購買衣著、飾物時考慮稱身舒適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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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時考慮價錢                        1      2      3      4      5 

 

2.3.1 促使你購物的方面是(最多可選三個) 

☐1. 各式各樣的媒體及廣告        ☐2. 朋輩         

☐3. 不同形式的優惠（例如：大減價或買一送一等）     

☐4. 時尚,潮流    ☐5. 明星偶像   ☐6. 必需品或其產品功能有效、實用             

☐7.其他：__________ 

 

 

 

 

 

 

 

 

感謝你的參與 

<全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