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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 「共鑽研 創明天」 研究報告書 

本澳青少年的物質主義、網購現況及其影響 

1 引言 

隨著現今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網購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根據北京新

浪網（2013）心理醫師何日輝指出，網購成癮其實和購物癖有不少相似之處，例如都有強迫傾向。而

容易出現網購成癮的人大多是青年女性、青少年。其原因是因為他們內心空虛、對環境不適應、有交

往障礙等。何日輝指出，從種角度來說，只要是能夠改變大腦對外界的感知的物質或者行為，都可以

成癮。所以，任何東西、行為都可構成上癮。因此，網購也不例外。 

 

據《2012年中國網上購物消費者調查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網購達 8090 億元，占全國社會商

品零售總額的 4.4%，網購人數達到 2.12 億。而 2013 年淘寶網發布的網購族群報告亦顯示，深夜 11

時後購物的「夜淘族」總人數已經超過了 2200多萬人。（北京新浪網，2013） 

由此可見，青少年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漸漸對網購產生出一份依賴，瀏覽不同網購平台亦成為生活

日常。但同時，亦有數據指出，近年來國際網路蓬勃發展，使其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資

訊來，Moscheela（1997）指出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從系統時代轉移到個人電腦時代，至今已經發展

到了網際網路時代階段。另外，根據尼爾森媒體大調查 MI+LI 也顯示，2004-2008 年 9 月中，網路

購物（不論線上購物或競標拍賣）的比例逐年成長，網購者以有工作者較多，尤其是有工作的女性潛

力最大。據東方線上 EICP（2007）的調查結果顯示，網購產品或服務各品項都呈現成長之勢。由於網

際網路具有即時性、互動性、低成本、 24 小時、無空間與國界的限制等特性，使得線上購物成為近

年最流行的購物方式，成為了人們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資訊來源。（蔡明春，2011） 

但無論如何，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所以在享受網購為我們帶來便利的同時，是否也應該想一

下網購為我們帶來了不同的負面影響呢？ 

因此，我們想藉著今次的研究調查，了解網購對青少年帶來的各種影響。我們將會透過了解青少

年網購的次數及其金額，了解青少年的物質主義對其的網購習慣、人際關係及其心理健康所造成的影

響；從而分析網購對青少年所帶來的是偏向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並希望當青少年在看到網購帶來的

影響後，能夠在網購的利弊當中取得一個平衡從而逹到理性消費。 

 

綜合以上觀點，我們會在本次研究報告中探討： 

 本澳青少年的網購現況及物質主義 

 網購對本澳青少年人際關係的影響 

 網購對本澳青少年壓力程度的影響 

 網購對本澳青少年時間管理的影響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進行分析，並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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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的 

由於現今社會的發展，網購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成為了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有部分人更是網購成

癮。因此我們想籍着今次的調查，了解網購對青少年帶來的影響。我們會透過了解青少年網購的消費

習慣，網購次數及其途徑，並從多方面下手：例如家庭生活，社交圈子，學校生活，人際關係及個人

成長等。從而分析網購對青少年所帶來的影響是好處還是壞處，希望青少年在看到網購帶來的影響後，

能夠在網購和理性消費中取得平衡。 

 

3 文獻回顧 

3.1 網購的定義 

網上購物，簡稱「網購」，多指電子商務的中的 ₁C2C，₂B2C 和 ₃C2B 這三種交易模式。 它可以

消除交易程序上的時間和地理限制，各地的消費者可以透過網購平台了解更多不同的商品資訊，而商

人亦可以接觸更多、來自各地的消費者，減低時間成本，而且支付過程亦線上化，程序上更方便，買

賣雙方皆能得益。而網購亦可以理解成為互聯網、銀行、現代物流業發展的產物，通過互聯網的購物

網站購買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或者服務。簡單來說，網上購物就是把傳統的實體店直接「搬」回家，使

用互聯網直接購買自己所需的商品或者享受自己需要的服務。從專業的角度來說，它是交易雙方從洽

談、簽約以及貸款的支付、交貨通知等整個交易過程通過互聯網、網絡和購物界面技術化的一種新型

購物方式，是電子商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有人將此視為一個面向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大而統

的虛擬商場。(李平、鍾海東，2013） 

₁C2C:即指消費者（Consumer）與消費者（Consumer）之間的電子商務。 

₂B2B:即指企業間的市場活動，不侷限於最終交易對象的認定。 

₃C2B:即指消費者（個人）提供產品及服務給公司，向公司收費的商業模式。 

 

3.2 物質主義的定義 

以前的物質主義： 在以前的時代裡，人們使用金錢交易的方法，由繁雜的以物易物方式演變成現

今的金錢交易方式。以前人們總是會選擇能省則省、不亂花錢、節儉為首要的觀念在金錢交易上面，

甚至也有人們抱持著積小成多的觀念，累積生活些許的餘額，變成一大筆財富。在以前的時代裡，大

多還是呈現出，傳統型的物質主義。 並沒有太大的物質主義偏差和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出現，所以經

濟都一直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上。(李皓瑜，2008) 

 

現今的物質主義：但在現今的生活中，我們卻可以發現：現代科技越來越發達，生活也越來越方便，

不過貧富差距甚大。有人可以擁有一個麵包生活富裕，但也有人只能捨起地上的食物餵飽肚子生活困

苦。 現代的生活模式和貧富差距變的如此極端不同，但在現代使用金錢保守的人們卻佔了絕大多數，

通常較多的人選擇不花大錢的方法，或是省小錢變大錢的觀念， 如同以往的價值觀。但在這一個地球

上，卻還是存在著一群和以往的價值觀南轅北轍的人們，不選擇走保守路線，反而花大錢買名牌填補

自我的虛榮心。(李皓瑜，2008) 

  



 
 

3.3 網購趨勢 

根據中國 B2B 研究中心的報告，中國第一批電子商務網站於 1997 年開始發展，包括阿里巴巴和

易趣網；直至 2006 年，中國互聯網開始普及，B2B 的電子商務得以快速的發展；到了 2008 年的金

融海嘯，中國原先以出口為主的 B2B 企業轉向國內市場，C2C 亦在這之後隨著百度網的成立而發展起

來。而中國網購消費方式於 2010 年後發展非常快速。(韓鎧瞳，2017） 

 

負責調查的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主任陳瑞貞表示，隨著互聯網愈趨普及，加上網上銷售平

臺和產品的種類多元化，電子支付和商品配送愈來愈成熟，使青少年網上購物成為潮流趨勢。(香港青

年協會，2013) 

 

易研網絡研究實驗室於 2008 年公佈“澳門居民網上購物趨勢”調查結果。網民通過購物網站購

買過商品或服務的，在 2006 年到 2008 年有明顯的增長，以購買紡織品或服裝為主。該研究實驗室

研究總監張榮顯相信，現時通過購物網站購買商品或服務的網民已穩定，購買實物短期內不會再有突

破，但購買旅遊產品有上升趨勢。 

平均來說， 2008 年有網上購物或進行網上服務交易的網民，每月網購或服務交易為 2-3次。有網購

或進行網上服務交易的網民認為，網上交易能夠減少他們在一般商舖買同類貨品或服務的百分比。(澳

門創新科技中心，2008) 

 

3.4 物質主義的定義 

根據牛津字典的解釋，物質主義為：「全心沉迷於追求物質的需求與慾望，導致忽視精神層面的

生活方式，對物質的興趣完全表現在生活方式、意見及行為上。」  

許多學者認為，物質主義是一種重要的生活價值觀（Kasser& Ryan，1993）。 Fournier & Richins （1991）

認為，物質主義者將物質佔有視為其人生的重心，由消費行為來獲得生活上的滿足。 因此，對物質主

義者而言，財物及其獲得是他們個人的首要目標，是其生活的一種方式；物質主義者評價財物和其獲

得高於其它事物和生活的活動，物質就是他們的價值。 

 

而物質主義也可以理解成為一種強調擁有物質財富的重要性的個人價值觀。一般認為物質主義者

具有幾個典型的人格和行為特徵： 

 特別看重財物的獲得，渴望更高水平的收入，更重視經濟安全，而更少注重人際關係； 

 自我中心和自私，更願意保留資源為自己所用，而不願意與他人分享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追求充滿財物的 生活風格，不願意過物質簡單的生活，如在交通方面，他們往往會選擇汽車而非

自行車； 

 相對於非物質主義者，物質主義者對生活更不滿意。 

(唐姊妹，2017) 

  



 
 

3.5 時間管理傾向與網購的影響 

如果商品價格昂貴，消費者便會花費比較多的時間進行選擇。根據相關研究分析發現，問題性網

絡使用者會存在時間管理方面的問題。學習時進行網購對時間管理傾向的時間效能感維度方面有顯著

差異，其他維度沒有差異。推測的原因可能是時間效能感反映了個體對時間管理的信心以及對時間管

理行為能力的估計，時間效能感強的個體能夠合理利用上網學習時間，而時間效能感低的個體在上網

學習時會進行網絡購物，並有可能因為未按時完成學習任務而產生焦慮。(沈潔，2013） 

 

3.6 網購對壓力的研究 

從眾行為，是指個體在群體的壓力下改變個人意見而與多數人取得一致認識的行為傾向，是社會

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心理和行為現象。網絡購物可以宣洩心中的壓力、帶來所需要的榮耀、滿

足內心的慾望。減輕壓力是購物狂所需要進行的第一步，只有認識了壓力的來源，尋找到適合自己的

方法，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增進與周圍朋友的溝通 ，及時地排解焦慮和困惑，這樣購物狂

獨自在商場血拼的機會將減少。(梁淑華，2012） 

 

3.7 網購對人際關係的研究 

互聯網的普及和網上購物打破了傳統購物方式的絕對市場優勢。同時網上購物存在的商品安全、

質量保障以及由網購導致的人際關係疏離等問題也不容忽視。從消費者行為理論相關觀點並結合 社會

學的分析方法時其進行初步探究，並試圖對網購行為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路徑。(張慧，2012） 

  



 
 

4 研究方法 

4.1 抽樣方法 

在本次的研究調查中，我們採取的是量性研究方法的問卷調查法、非隨機便利取樣和滾雪球的方

法。我們分別在筷子基、黑沙環、塔石、高士德、水坑尾、祐漢、南灣、美富將大馬路、旅遊學院、

理工學院、台山以及青洲總共 12個地區進行問卷調查。 

 

4.2 研究對象 

在本次研究調查中，我們主要的訪問對象為本澳的青少年。根據教育暨青年局澳門青年指標，為

了兼顧初中生群體的完整性和統計工作的一致性，澳門青年的年齡定義為十三至二十九歲。故此，我

們研究對象的年齡便是十三至二十九歲的澳門居民。在年齡的基礎上，我們再把研究對象劃分為四個

年齡層，分別是：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及在職人士。 

 

4.3 問卷設計 

本次研究以量化方式進行。問卷分為五部份，包括網購現況和基本資料、物質主義量表、壓力指數

量表、朋輩關係量表和青少年時間管理傾向量表，總共 85題。 

 第一部份是關於網購現況和基本資料，總共有五題基本資料和八題有關網購現況的題目。 

 第二部份是物質主義量表，總共 14題，採用了李克特 5點尺度。它是用來判斷青少年的物質主義

和物質主義程度。(分數愈高，物質主義的程度愈高。） 

 第三部份是指壓力指數量表，總共 14題，採用了奇偶點數尺度量表。它是用來判斷青少年的壓力

程度。(分數愈高，壓力指數愈高。） 

 第四部份是朋輩關係量表，總共 23題，採用了奇偶點數尺度量表。它是用來判斷青少年的人際關

係程度。(分數愈高，和朋友的關係愈親密。） 

 第五部份是時間管理傾向量表，總共 21題，採用了李克特 5點尺度量表。它是用來判斷青少年的

時間管理程度。(分數愈高，時間管理能力愈差。） 

 

4.4 研究假設 

一、網購的次數愈頻密，和朋友的關係愈親密。 

二、有網購習慣的人比沒有網購習慣的人更加物質主義。 

三、網購的次數愈頻密，壓力程度愈低。 

四、網購的次數愈頻密，時間管理愈差。 

 

4.5 研究架構圖 

物質主義 

 

 

青少年的網購現況 

 

 

1.人際關係 2.壓力指數  3.時間管理 

  



 
 

4.6 數據分析 

我們將問卷蒐集完畢後，我們首先用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進

行整理。然後再繼續用 SPSS進行資料統計和數據分析。在數據分析中，我們分別用了獨立樣本 T檢定

（T-test）、交叉表、相關和卡方測試。 

 

4.7 樣本數目 

我們總共蒐集了 330份問卷。經過用 SPSS進行反覆整理後，我們得到的有效問卷為 312份。達到

了我們問卷的目標數量。 

 

4.8 研究限制 

在派問卷的過程當中，我們主要有以下兩大的研究限制： 

一、個人私隱問題：在我們設計的問卷當中，我們需要蒐集受訪者比較私隱的基本資料，例如：年齡、

零用錢。而有些受訪者會保持比較保守的態度，從而選擇克意填寫一些虛假的資料或留空。由於

會出現以上程況，所以會影響數據分析中得出的結果。 

二、抽樣方法：在本次的研究中，由於我們採取的是非隨機便利式抽樣方法。加上我們派問卷的覆蓋

範圍只有澳門大部份地區，並沒有到氹仔和路環進行到問卷調查。所以，我們所蒐集的數據並不

全面，從而影響我們數據的準確性和分析結果。 

 

  



 
 

5 研究結果 

5.1 受訪者基本資料 

5.1.1 受訪者性別 

 性別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有效 男 107 34.7 

 女 201 65.3 

總計  308  

根據表 5.1.1顯示，在受訪者中，女性有 201人（佔 65.3%），男性有 107人（佔 34.7%）。 

 

5.1.2 受訪者年齡 

 年齡 

平均數 19.20 

標準偏差 4.424 

最小值 13 

最大值 29 

根據表 5.1.2顯示，受訪者的年齡的平均數是 19.20，標準偏差是 4.424，最小值是 13歲和最大值是 29

歲。 

 

5.1.3 受訪者的職業別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初中生 74 23.7 

高中生 92 29.5 

大學生 75 24.0 

在職人士 71 22.8 

總計 312 100.0 

根據表 5.1.3顯示，受訪者的職業最多是中學生，有 166人（佔 53.2%），其次是大學生，有 75人（佔 24.0%），

再者是在職人士，有 71人（佔 22.8%)。 

 

5.1.4 受訪者的網購習慣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有 233 74.7 

 沒有 79 25.3 

總計  312 100.0 

根據表 5.1.4 顯示，有網購習慣的受訪者有 233 人(佔 74.7%)，其次是沒有網購習慣的受訪者有 79 人(佔

25.3%)。 

  



 
 

5.1.5 受訪者的網購金額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偏差 

受訪者的網購金

額 

234 5 10000 858.90 1466.210 

根據表 5.1.5 顯示，受訪者（N=234）網購金額的平均值是$858.90，標準偏差是$1466.210，最小值是

$5，和最大值是$10,000。 

 

5.1.6 受訪者的收入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偏差 

受訪者的收入 301 0 80000 6235.20 9349.099 

根據表 5.1.6顯示，受訪者（N=301）收入的平均值是$6235.20，標準偏差是$9349.099，最小值是$0，

和最大值是$80,000。 

 

5.1.7 受訪者所使用的網購平台 

網購平台 個數 觀察百分比 

淘寶 209 56.6 

京東商城 24 6.5 

亞馬遜 19 5.1 

Instagram 41 11.1 

Facebook 27 7.3 

微信 37 10.0 

其他 12 3.2 

總計 369 100.0 

根據表 5.1.7顯示，受訪者使用最多的網購平台分別為淘寶有 209人（佔 56.6%），其次為 Instagram

有 41人（佔 11.1%），再者是微信有 37人（佔 10.0%）。 

 

5.1.8 受訪者的網購原因 

網購原因 個數 觀察百分比 

方便快捷 142 33.1 

品種齊全 128 29.8 

價格便宜 102 23.7 

時間不受限制 51 11.9 

其他 6 1.4 

總計 429 100 

根據表 5.1.8顯示，受訪者網購的原因主要是方便快捷的有 142人（佔 33.1%），其次為品種齊全有 128

人（佔 29.8%），再者為價格便宜有 102人（佔 23.7%）。 

  



 
 

5.1.9 受訪者的網購的產品 

網購產品 個數 觀察百分比 

服飾鞋帽 158 37.2 

飾品 63 14.8 

電子產品 49 11.4 

生活日用品 80 18.6 

化妝品 22 5.1 

書籍 36 8.5 

其他 17 4.0 

總計 425 100.0 

根據表 5.1.9 顯示，受訪者最常網購產品的類別為服飾鞋帽有 158人（佔 37.2%），其次是生活日用品

有 80 人（佔 18.6%），再者是飾品有 63人（佔 14.8%）。 

 

5.1.10 受訪者的網購所使用的付款方式 

網購付款方式 個數 觀察百分比 

網上支付 186 76.2 

銀行轉賬 42 17.2 

其他 16 6.5 

總計 244 100.0 

根據表 5.1.10 顯示，受訪者最常使用的網購付款方式是網上支付有 186 人（佔 76.2%），其次是銀行

轉賬有 42人（佔 17.2%），再者是使用其他的方法來進行網上支付有 16人（佔 6.5%）。 

 

5.1.11 受訪者對網購的滿意程度 

網購滿意程度 個數 觀察百分比 

非常滿意 25 10.2 

比較滿意 158 65.0 

一般 59 24.3 

不滿意 1 0.004 

非常不滿意 0 0 

總計 243 100.0 

根據表 5.1.11 顯示，受訪者對網購的滿意程度最多的是比較滿意有 158 人（佔 65%），其次是一般有

59人（佔 24.3%），再者是非常滿意有 25人（佔 10.2%）。 

  



 
 

5.2 研究分析 

5.2.1 性別和網購習慣的關係 

5.2.1.1 性別和網購習慣交差列表 

 性別和網購習慣  

性別 有 沒有 總計 

男 71 36 107 

女 158 43 201 

總計 229 79 308 

根據表格 5.2.1.1，女性有網購習慣(N=158)比男性有網購習慣(N=71)多。 

 

5.2.1.2 性別和網購習慣差異卡方測試 

 數值 df 顯著性 

皮爾森 (Pearson) 卡方 5.496 16 0.019 

根據表 5.2.1.2，性別和網購有顯著性關係(p<0.05)。 

 

5.2.2 性別和消費關係差異 

5.2.2.1 性別和消費關係差異群組統計資料 

 性別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受訪者的網購

金額 

男 70 1091.07 1924.157 

女 161 768.30 1222.453 

根據表 5.2.2.1，在性別和消費關係群組中，男性有 70人，平均數是 1091.07和標準偏差是 1924.157。

女性有 161人，平均數是 768.30 和標準偏差是 1222.453。 

 

 

5.2.2.2 性別和消費關係差異獨立樣本檢定 

根據表 5.2.2.2，性別和消費關係是沒有差異(p>0.05)。 

 

5.2.3 職業和網購習慣的關係 

5.2.3.1 職業和收入關係 

5.2.3.1.1 職業和收入關係差異變異數分析 

 df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3 164.920 .000 

在群組內 297   

根據表 5.2.3.1.1，職業和收入關係是有顯著性差異 (p<0.05)。 

 

5.2.3.1.2 職業和收入關係差異多重比較 

(I) work (J) work 平均差異 (I-J) 顯著性 

初中生 高中生 -546.523 .949 

大學生 -3540.011* .004 

在職人士 -18581.413* .000 

 
F 顯著性 T df 

顯著性（雙

尾） 

受訪者的網

購金額 

不採用相等

變異數 
4.900 .028 1.294 94.093 .199 



 
 

高中生 初中生 546.523 .949 

大學生 -2993.488* .014 

在職人士 -18034.890* .000 

大學生 初中生 3540.011* .004 

高中生 2993.488* .014 

在職人士 -15041.402* .000 

在職人士 初中生 18581.413* .000 

高中生 18034.890* .000 

大學生 15041.402* .000 

 

5.2.3.2 職業和消費關係差異 

5.2.3.2.1 職業和消費關係差異變異數分析 

 df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3 29.738 .000 

在群組內 230   

根據表 5.2.3.2.1，職業和消費關係是有顯著性差異 (p<0.05)。 

 

5.2.3.2.2 職業和消費關係差異多重比較 

(I) work (J) work 平均差異 (I-J) 顯著性 

初中生 高中生 -143.361 .951 

大學生 -415.141 .409 

在職人士 -1945.922* .000 

高中生 初中生 143.361 .951 

大學生 -271.780 .679 

在職人士 -1802.562* .000 

大學生 初中生 415.141 .409 

高中生 271.780 .679 

在職人士 -1530.781* .000 

在職人士 初中生 1945.922* .000 

高中生 1802.562* .000 

大學生 1530.781* .000 

 

  



 
 

5.2.3.3 職業和物質主義消費關係差異 

5.2.3.3.1 職業和物質主義消費關係差異變異數分析 

 df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3 1.886 .132 

在群組內 289   

根據表 5.2.3.3.1，職業和物質主義消費關係是沒有顯著性差異 (p>0.05) 

 

 

5.2.3.3.2 職業和物質主義消費關係差異多重比較 

(I) work (J) work 平均差異 (I-J) 顯著性 

初中生 高中生 -.737 .915 

大學生 -2.440 .164 

在職人士 -.745 .930 

高中生 初中生 .737 .915 

大學生 -1.702 .410 

在職人士 -.008 1.000 

大學生 初中生 2.440 .164 

高中生 1.702 .410 

在職人士 1.694 .494 

在職人士 初中生 .745 .930 

高中生 .008 1.000 

大學生 -1.694 .494 

 

5.2.4 收入和消費金額的關係差異 

5.2.4.1 收入和消費金額關係相關 

 收入 消費 

收入 皮爾森 (Pearson) 相

關 1 .509** 

顯著性（雙尾）  .000 

N 301 229 

根據表 5.2.4.1，收入和消費金額關係有顯著性相關 (p<0.05)。 

 

  



 
 

5.2.5 網購習慣與物質主義的關係差異 

5.2.5.1 網購習慣與物質主義的關係差異群組統計資料 

 網購習慣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有 218 40.75 6.383 

 沒有 75 37.73 5.876 

根據表 5.2.4.2，在網購習慣與物質主義的群組中，有網購習慣的人有 218人，平均數是 40.75，標準

差是 6.383；而沒有網購習慣的人有 75人，平均數 37.73，標準差是 5.876。 

 

 

5.2.5.2 網購習慣與物質主義的關係差異獨立樣本檢定 

根據表 5.2.5.2，有網購習慣的人與沒有網購習慣的人在物質主義的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p<0.05）。 

 

 

5.2.5.3 物質主義的分數愈高,網購的金額愈大的關係相關 

 物質主義 平均月消費 

物質主義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1 .086 

顯著性（雙尾）  .209 

N 293 217 

根據表 5.2.5.3，物質主義的程度和網購金額沒有顯著性的關係（p>0.05）。 

 

  

 F 顯著性 T df 顯著性（雙

尾） 

物質主義 採用相等變

異數 
.383 .536 3.604 291 .000 



 
 

5.2.6 網購的次數愈頻密，壓力程度愈低 

5.2.6.1 網購的次數愈頻密，壓力程度愈低的關係差異相關 
 物質主義 頻率 

壓力程度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1 .039 

顯著性（雙尾）  .558 

N 305 233 

根據表 5.6.2.1，網購的次數和壓力程度沒有顯著性的相關(p>0.05)。 

 

 

5.2.7 網購的次數愈頻密，和朋友的關係愈親密 

5.2.7.1 網購的次數愈頻密，和朋友的關係愈親密的關係差異相關 

 人際關係 頻率 

人際關係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1 .039 

顯著性（雙尾）  .558 

N 305 233 

根據表 5.2.7.1，網購的次數和朋友的關係沒有顯著性的相關(p>0.05)。 

 

 

5.2.8 網購的次數愈頻密，時間管理愈差 

5.2.8.1 網購的次數愈頻密，時間管理愈差的獨立樣本Ｔ檢定 

  時間管理量表 頻率 

時間管理量表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1 .022 

顯著性（雙尾  .740 

N 308 236 

根據表 5.2.8.1，網購的次數和時間管理沒有顯著性的相關(p>0.05)。 

 

  



 
 

5.2.9 物質主義與網購產品的關係 

5.2.9.1 物質主義與書籍描述性統計資料 

 平均數 標準偏差 N 

物質主義 39.87 6.458 308 

書籍 1.85 .359 238 

根據表 5.2.9.1，在物質主義程度與書籍的群組中，有購買書籍的人有 238人，平均數是 1.85，標準

差是 0.359。其中物質主義的平均數是 39.87，標準偏差是 6.458。 

 

 

5.2.9.2 物質主義與書籍的關係差異 

根據表 5.2.9.2，有網購書籍的人和沒有網購書籍的人在物質主義程度上有顯著性差異的相關(p＜

0.05)。 

 

5.2.10 網購習慣與收入的關係 

5.2.10.1 網購習慣與收入的關係群組統計資料 
 網購習慣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標準錯誤平

均值 

收入 有 227 7278.74 10034.290 665.999 

沒有 74 3034.05 5806.156 674.952 

根據表5.2.10.1，有網購習慣的收入的平均數是7278.74，標準偏差是10034.290，標準錯誤平均值是

665.999。沒有網購習慣的收入的平均數是3034.05，標準偏差是5806.156，標準錯誤平均值是674.952。 

  

 F 顯著性 T df 
顯著性（雙

尾） 

物質主義 
不採用相等

變異數 
5.093 .025 -2.713 42.962 .010 



 
 

5.2.10.2 網購習慣與收入的關係獨立樣本檢定 

 

 

根據

表

5.2.

10.2，

有網

購習慣的人與沒有網購習慣的人在收入上有顯著性差異 (p＜0.05)。 

 

 

5.2.11 近三個月有沒有網購與人際關係的關係 

5.2.11.1 近三個月有沒有網購與人際關係的關係群組統計資料 

 近三個月有

沒有網購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標準錯誤平

均值 

人際關係 有 230 18.45 3.199 .211 

沒有 75 18.79 2.997 .346 

根據表 5.2.11.1，近三個月有網購的人有 230個，其人際關係的平均數是 18.45，標準偏差是 3.199，

標準錯誤平均值是 0.211。近三個月沒有網購的人有 75個,其人際關係的平均數是 18.79，標準偏差是

2.997，標準錯誤平均值是 0.346。 

 

 

5.2.11.2 近三個月有沒有網購與人際關係的關係獨立樣本檢定 

 

  

 F 顯著性 T df 顯著性（雙

尾） 

收入 不採用相等

變異數 

23.742 .000 4.476 217.695 .000 

 F 顯著性 T df 顯著性（雙

尾） 

人際關係 採用相等變

異數 
1.108 .293 -.798 303 .425 

根據表 5.2.11.2，近三個月有網購的人和近三個月沒有網購的人在人際關係上有顯著性差異 (p＜

0.05)。 

 



 
 

6 總結 

6.1 網購現況 

這次研究中，大多數受訪者都有網購的習慣，佔 74.7%(見表 6.1.4)，其中女性更是佔 65.3%(見

表 6.1.1)，中學生更是佔 53.2%(見表 6.1.3)，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使用網購的主要對象是女性和中學

生。當中大多數受訪者的收入或零用錢大多為$501-$1500，佔 22.6%(見表 6.1.6)，受訪者網購主要消

費的金額是$201-$500，則佔 26.5%(見表 6.1.5)，是受訪者中佔最大數。受訪者最常使用的網購平台

是淘寶，佔 56.6%(見表 6.1.7)。受訪者網購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方便快捷，佔 33.1%(見表 6.1.8)。受

訪者最常網購的產品類別是服飾鞋帽，佔37.2%(見表6.1.9)。受訪者最常使用的網購方式是網上支付，

佔 76.2%(見表 6.1.10)。受訪者對網購的滿意程度主要是比較滿意，佔 65%(見表 6.1.11)。 

 

6.2 受訪者的有無網購習慣與其物質主義有顯著的差異性 

如表 5.2.5 顯示，受訪者有無網購習慣與其物質主義有顯著的差異性(ｔ=4.476，p<0.01），所以

有網購習慣的人，物質主義的程度越高。 

從 SPSS 數據得知，有無網購習慣與其物質主義有顯著性的差異。有網購習慣的人比沒有網購習慣

的人更物質主義。因為網購的出現使購物變得更方便，而網購所帶來的便利使人們購物的次數上升，

從而使人們網購欲提升，這也可以理解成為什麼有網購習慣的人比沒有網購習慣的人更加物質主義。 
 

6.3 受訪者的網購頻率不影響其壓力程度 

從 SPSS數據得知，受訪者的網購頻率不影響其壓力程度，（p>0.05，r=0.039）。我們認為，在二

十一世紀中，網購已經成為現代人的生活模式，融入了日常生活中，就和日常所做的事情無異。網購

已經不像過往盛行時所帶來的效果一樣，因而再也不能再影響現代人的壓力程度。與此同時，每個人

舒緩壓力的方法都不同，不一定都會選擇網購這種“買買買”的方式來舒緩壓力。 

 

6.4 受訪者的網購頻率不影響和朋友的親密程度 

從 SPSS數據得知，網購的次數和朋友的關係沒有顯著性的差異(p>0.05，r=0.039)。由於現今網購

的普及，當你在網上購物的時候，並不會每買一次都和朋友傾談一次。久而久之，在自己買自己的情

況之下，朋友之間的親密程度並不會對自己網購情況造成影響。而同樣地，自己的網購情況亦不會影

響到自己的人際關係。 
 

6.5 受訪者網購次數的頻率不影響其時間管理 

從 SPSS數據得知，網購的次數和時間管理沒有顯著性差異(p>0.05)。由於現今網購的網站先進，

大多網站都設有篩選及信譽評分的功能，令消費者能在短時間內透過參考過往顧客的評分而選擇到心

儀的產品。這些功能都大大節省了花在網購的時間，而這些時間都不足以影響青少年對時間管理的能

力。 

  



 
 

7 建議 

7.1 網購前要三思，千萬不要因為網購便利而隨便購物 

在網購時，不要因為價格便宜而一時衝動購買更多不實用的產品，也不要因為可以使用信用卡付

款而先花未來錢，同時，我們建議青少年在網上購物時考慮以下幾點： 

 購物前要了解清楚和考慮產品的實用性，性能及必要性； 

 不要輕易因為明星效應和朋友的推薦而輕易購物； 

 購買前要看清楚店舖的可信度； 

 不要抱着人有我有的心態，盲目追求潮流而購買不必要的產品。 
 

7.2 青少年應多網購和書籍相關的產品 

根據研究顯示，在網購過程中，多購買書籍的消費者擁有較低物質主義的程度。因此，通過這一

點的結果，我們建議青少年在網購的時候，可以多購買正面的書籍，從而可以減低物質主義的程度。

建議澳門政府可以多宣傳書籍的好處，家長應在青少年年幼的時候幫助青少年培養出良好的閱讀習

慣。 

  

7.3 澳門政府應當多推廣關於網購的知識 

由於有關網購的資訊在澳門的透明度還不夠高，資訊不足可能會令消費者對產品產生誤解。因此

我們建議澳門政府可以多推廣和普及有關網購的知識，增加青少年對網購的認知。再者，澳門教育應

加設專門的課程去指導青少年正確的消費態度和理財觀念。與此同時，家長也應該以身作則，向青少

年灌輸正確消費模式，令青少年擁有正確儲蓄習慣，節制等理財能力，避免過度消費的情況。 

 

7.4 後續研究 

 在這次的研究當中，我們發現有許多的受訪者或多或少都有過網上受騙的經驗。因此，我們建議

若再做相關研究的人可以把網上店舖的可信性，例如網上受騙的次數，列入相關的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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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第八屆 共鑽研 創明天 

 

本澳青少年的金錢價值觀,網購現況及對其的影響 

 

本問卷主要用於「共鑽研 創明天」該次活動調查上,我們所調查的人士的年齡層介乎於 13-29 

歲的澳門居民,目的是去了解他們在日常生活生活中網上購物(以下簡稱網購)的習慣,並找出網 

購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請您放心,本次調查所用的問卷資料並不會公開,謹作研究之用,資料於 

研究後銷毀。(網購是指通過購物網站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或者服務。) 

基本資料 

1. 性別:男/女 

2. 年齡:______ 

3. 職業: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在職人士/其他___________ 

 

請問您有網購的習慣嗎(一個月網購一次或以上,網上課金也包括在內)? 

○ 有 ○ 沒有 

請問您的平均月收入(工作所得)或零用錢是多少? 

月收入/零用錢(每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有網購的習慣,請您回答以下問題: 

1. 您過去 3 個月是否曾經在網絡上購買東西? ○是 ○ 否 

2. 您每個月花費在網購上的平均費用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平時 1 個月網購的平均次數是? 



 
 

○ 每週 2~3 次 ○ 每週 1次 ○ 每月 2~3 次 ○ 每月 1次 ○ 少於每月 1次 

4. 您選擇網絡購物的主要原因是? (最多可選兩個) 

○ 方便快捷,節省時間 ○ 品種齊全 ○ 價格便宜 

○ 網購時間不受限制 ○ 其他____ 

5. 您主要在哪些網站上購買東西? (最多可選兩個) 

○ 淘寶網 ○ 京東商城 ○ 卓越亞馬遜 ○ Instagram ○ Facebook 

○ 微信 ○其他____ 

6. 您在網上主要購買哪些東西? (最多可選兩個) 

○ 服飾鞋帽 ○ 飾品 ○ 電子產品 ○ 生活日用品 ○化妝品 

○ 書籍 ○ 其他____ 

7. 網購時,您經常使用哪種付款方式? 

○ 網上支付 ○ 銀行轉帳 ○ 其他____ 

8. 總體而言,您對網購是否滿意? 

○ 非常滿意 ○ 比較滿意 ○ 一般 ○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最多可選兩個) 

○ 服飾鞋帽 ○ 飾品 ○ 電子產品 ○ 生活日用品 ○化妝品 

○ 書籍 ○ 其他____ 

7. 網購時,您經常使用哪種付款方式? 

○ 網上支付 ○ 銀行轉帳 ○ 其他____ 

8. 總體而言,您對網購是否滿意? 

○ 非常滿意 ○ 比較滿意 ○ 一般 ○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以下量表請用打√的方式來完整作答。 

 1 2 3 4 5 

1. 就物質的擁有而言，我試著保持簡單的生活。      

2. 對我而言，我擁有的物質，不是那麼重要。      

3. 我比大多數朋友更不重視物質上的東西。      



 
 

4. 我只要擁有生活上最基本的物質條件，我的人生就會很快樂。      

5. 一般人會以擁有物質多少來作為成功的象徵，但我並不會太過重視它。      

6. 假如我能擁有某些我想要但沒有的東西，我的生活將會更快樂。      

7. 假如我擁有更好的物質條件，我也不會很快樂。      

8. 假如我能買得起更多我想要的東西，我將會很快樂。      

9. 假如我買不起更多我想要的東西，會讓我很不快樂。      

10. 我羨慕那些擁有昂貴房子、汽車和服飾的人。      

1. 我認為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其中之一就是物質的擁有。      

12. 我喜歡花錢在那些不實用的東西上。      

13. 買東西會為來帶來很多的滿足。      

14. 我喜歡擁有奢侈品的生活。      

 

以下的情況如是符合您最近的現況，請打√。 

 是 否 

1. 感到緊張，覺得學習/工作總是做不完？   

2. 老是睡不好，常常失眠或睡眠品質不佳？   

3. 經常有情緒低落、焦慮、煩躁的情況？   

4. 經常忘東忘西、變得很健忘？   

5. 經常覺得胃口不好？或胃口特別好？   

6. 六個月內生病不只一次了？   

7. 經常覺得很累，假日都在睡覺？   

8. 經常覺得頭痛、腰酸背痛？   

9. 經常意見和別人不同？   

10. 注意力經常難以集中？   

1. 經常覺得未來充滿不確定感？恐懼感？   

12. 最近氣色不太好嗎？   

13. 綜上所述，您認為整個網購的過程是否能舒緩你生活上的壓力？   

 

以下量表請用打√的方式來完整作答。 
 是 否 

1. 您願意和別人一起出遊嗎？   

2. 您的朋友是否很容易受您的影響，接受您的意見？   

3. 您能否很快地跟您周圍的人熟絡起來？   

4. 當您離開某一地方時，您的朋友會感到難過嗎？   



 
 

5. 您覺得您所遇到的人，都很容易接近嗎？   

6. 當您想找任何人時，是否覺得很容易就找到？   

7. 您是否很容易和異性接近？   

8. 您覺得您喜歡很多人嗎？   

9. 課餘時有人會約您出去聊天嗎？   

10. 您是否很容易包容別人的脾氣？   

1. 別人是否常讚賞您的外表、才能和品行？   

12. 當您遇見陌生人時，您會猜想他是喜歡您或討厭您？   

13. 您能否很快記得別人的名字？   

14. 您很少和別人爭吵嗎？   

15. 別人能否很快地原諒您的錯誤？   

16. 您常被人邀請參加各種社交活動嗎？   

17. 別人是否常請您安排聚會或是野餐活動呢？   

18. 若您先想像參加聚會情景時，會感到快樂嗎？   

19. 是否常有人來找您聊天？   

20. 對於朋友感到有趣的事情，您是否也同樣感到有趣？   

21. 您身邊的朋友有網購的習慣嗎?   

2 . 您的朋友網購的次數頻繁嗎?(例：您經常看見您的朋友在網購或在討論網購．)   

23. 綜上所述，您認為網購是否對您的人際關係造成影響？（例：您是否曾經和朋有愉快地討論網購， 

因為網購而和朋友擁有共同的話題或你曾經被朋友推薦買網上的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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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量表請用打√的方式來來完整作答。 
 

 1 2 3 4 5 

1. 我通常把每天的活動安排成一個日程表。      

2. 無論做什麼事情，我首先要考慮的是時間因素。      

3. 我總是把最重要的學習/工作安排在活動效率最高的時間裡去做。      

4. 無論做什麼事情我總是既有短期安排又有長期計劃。      

5. 目前我尚年輕，浪費一些時間無所謂。      

6. 在每個學期/工作階段我都會製定自己的學習/工作計劃。      

7. 我認為我在學習/工作和課外活動/個人娛樂上的時間分配是合理的。      

8. 我總是把大量的時間花在做重要的學習/工作上。      

9. 在新一年開始的時候，我通常都要製定這一年中自己的奮鬥目標。      

10. 我認為時間是可以有效地加以管理的。      

11. 我通常把重要的任務安排在計劃表的重要位置上。      

12. 如果有幾件事同時要做，我經常要衡量它們的重要性而安排時間。      

13. 我經常對自己利用時間的情況進行總結。      

14. 我確定的目標通常都難以實現。      

15. 世上最寶貴的是時間。      

16. 我的時間大部分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17. 我常根據學習/工作的重要性來安排做事情的先後次序。      

18. 只要是重要的學習/工作，我一定要擠時間去做。      

19. 我常對自己的學習/工作在什麼時候完成沒有一個期限。      

20. 我每天什麼時候學習/工作, 什麼時候娛樂都有一個清晰的想法。      

21. 您的網購對您的時間管理造成了負面影響。（例：您曾經因為網購而延 

誤了您的學習/工作計劃或打亂了您的時間規劃．） 

     

 

~完~ 

~感謝您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