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焦點片段》錄像 
（錄像字幕） 

 
第十一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考察 是 
檢視心態 
 
發現 
消費者在做甚麼 
 
《單車》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高級組優異選題獎、特別推介：美術風格 
 
單車 
 
這是我看見的世界， 
而我， 
是你看見的世界。 
 
單車 
駛過我的生活 
 
好像聽見單車輾碎落葉的聲音了。 
 
清脆得像結他聲一樣， 
恨不得我就有一把。 
 
張開眼那刻 
我發現我從沒有擁有過 
一輛單車呀。 
 
只是 
單車滿滿盛載在我的生活裡。 
 
這是我生命中的 
其中一種情意結。 



解畫一 
我消費的不是單車，而是單車的浪漫或詩意。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會對某些事物有特別的情意結， 
我的生活總是充滿情意結的，由它們去給我的生活上色。 
單車便是其中一項。 
 
解畫二 
如果生活就是文化， 
如果消費不是單單的一種買賣 
或是一個得到與失去的問題...... 
太多的如果，都不過是一輛單車。 
是一個象徵， 
是日常生活中的體會。 
 
單車，是消費過程給我們的禮物 
我把我最嚮往的心情畫給你看了， 
也希望你能明白我所感受到的生活。 
 
 
《從消費中尋找快樂》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高級組最佳選題獎 
 
從消費中尋找快樂 
 
快樂 可以買的嗎？ 
如果快樂可以買的話，又是如何買，在那兒買呢？ 
 
藍天 
我不是一個物質主義者 
消費不是我快樂的來源。 
不用付出，卻能使我快樂開心的，就是藍藍的天空， 
柔和的清風，美麗的景色。 
但我相信，有些消費可以使人生開心快樂的。 
 
郵 
我多久沒有買過郵票和信封了。 
記得小學時還常常買一些可愛的信紙， 
寫信給遠方的表姐妹和最好的朋友。 



但後來，我們有了電腦。郵票，信紙不再出現了。 
但是「郵」，不用三塊錢， 
就可以把無限的祝福和思念，或是說不出的關心，傳給你愛的人手中。 
可是，很少人會用這不環保，又廉價，又費時間的方法了。 
我依然無法忘記收信的興奮幸福的感覺。 
 
自由自在 
沒有自由的人生，是不會快樂的。 
旅行，就是最好的辦法。 
去到不屬於自己的世界，投入一個空白的自由，欣賞陌生的寧靜，給自己一個換氣的時

間。有着另一個身份，成為一個過客。 
不過，對於沒有經濟能力的中學生，這種消費太昂貴了。 
或許，我們不需要到另一個世界，另一個身份。 
 
塔門 
是香港的一片浄土 
這裡沒有很多人。沒有很多商店，沒有南丫島和長洲的野心。 
就彷如回到開埠前的香港，依舊是那片山那片水。 
心靈也跟着景色回到最平靜。 
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做。 
一程 16 元的旅程，是多麼的寶貴。 
 
法國自助餐 
不屬我的世界，不屬我的消費 
在高級法國餐廳裏，我總是覺得格格不入，好不自在。 
在用餐的過程，從不感到享受。 
在那裏，我不能尋見我的影子，更不會得到快樂。 
人生如是，消費如是。 
 
尾聲 
與其說是總結，不如說是領會和成長。 
快樂的消費經歷三十多頁又怎夠表達呢？ 
只是不希望大家在消費後只記得： 
我們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 
人生只不過是過程，快樂亦是一個過程。 
那消費呢？ 
 
 



考察 是 
剖析行為 
 
辨別 
他們付出了甚麼 
 
《距離爆炸還餘多少分鐘》裘錦秋中學（元朗） 
初級組優異獎、優異選題獎 
 
距離爆炸還餘多少分鐘 
 
青少年的「爆分鐘」狀況 
（受訪者：72 名 12-18 歲青少年） 
43%（31 人）曾經試過「爆分鐘」。 
68%是由家人支付電話費 
57%沒有定期查詢自己通話餘額習慣 
 
受訪者（青少年家長）︰怎樣講也不聽，通常在街上傾電話之外，在家中也傾電話，與

朋友聊，朋友不開心，要了解。 
 
在曾經試過「爆分鐘」的青少年當中 
45%的是經常「爆分鐘」 
72%不理會剩下多少分鐘，也會繼續使用電話 
68%會在「爆分鐘」後繼續通話 
39%不會因此而減少通話 
71%是為了「煲電話粥」聊天，6%是為了需要 
 
受訪者（駐校社工）︰肯定自己在朋輩中有一定的角色和地位，（電話）一個重要的工

具。 
 
最後，61%認為以「爆分鐘」的價錢來購買一份感情是值得的。可見，青少年認為錢也

比不上感情的重要。 
39%不值得 61%值得 
 
受訪者（青少年家長）︰總之不能不傾，又說什麼私隠，要進房間傾。 
 
 
 



《命中注定我愛你——大減價》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初級組傑出作品獎 
 
命中注定我愛你——大減價 
 
1. 你是否喜歡大減價？ 
是：95%；否：5% 
2. 當你在逛街時，你是否會特別留意或尋找一些有大減價的商店？ 
是：60%；否：40% 
受訪者大部分的第一反應都是： 
「誰會不喜歡大減價？！！！」 
 
3. 你平常所買的物品是否大部分都是減價物品？ 
是：34%；否：66% 
5. 你認為減價的幅度最少達至哪種程度才可稱為大減價？ 
最少是七折：20%；最少是八折：17%；最少是九折：4%；六折或更多：59% 
當付出汗水買到一件便宜了 
（也許他們真的省了錢）的減價商品時， 
心理上會得到極大的滿足，認為自己嘗到了「甜頭」。 
 
8. 你是否會因大減價而購買已擁有或不需要的貨品？ 
是：42%；否：58% 
10. 家中現時是否會有不少因大減價而買下的貨品，且已經很久沒有使用或從未使用？ 
是：44%；否：56% 
 
9. 承上題，你曾否後悔自己的不理智購物行為？ 
是：72%；否：28% 
一旦興奮的購買慾消失後，正常的判斷力便會回復， 
後悔的感覺也會從中而來。 
 
 
考察 是 
透視表層 
 
查探 
他們得到了甚麼、 
得不到甚麼 
 



《冒險樂園．十八不禁的賭場？》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初級組傑出作品獎 
 
十八不禁的賭場？ 
 
推錢機大受歡迎，甚至成為冒險樂園的標記。 
玩推錢機沒有方法和技術可言，卻蘊含着投注、 
彩數、機會率、贏與輸等的賭博元素。 
 
38%的受訪者每天都會上冒險樂園一次 
61%會花＄200 以上買代幣 
11%會花＄500 以上 
72%花的錢一直增多 
 
現場觀察 
一些玩家會十分緊張。 
對身邊所發生的一切事都不聞不問，每當輸錢的時候， 
會用盡五花八門的方法去拍打遊戲機，務求令金幣掉出來，他們甚至會大喊、尖叫， 
嚴重的話更會「講粗口」！ 
 
這𥚃𥚃本是小朋友的夢幻樂園， 
近年，賭博性的機種卻愈來愈多了， 
難道這兒已經變成「十八不禁的賭場」嗎？ 
還真的是「老少皆宜」嗎？ 
 
 
《大吉．大利》高主教書院 
初級組傑出作品獎、優異選題獎 
 
大吉．大利 
 
「意頭」這個詞語，但是它絕不會在字典中出現， 
卻深深滲透在我們的社會，早已習慣成自然。 
數字：2、3、8、9、18、23 ...... 
衣服：「喱士」繡花設計的內衣是「利是」， 
「褲」子象徵「富貴」 
飲食：把「肝」改稱「膶」， 
「舌」改稱「脷」 



 
商人會利用消費者對帶有「意頭」貨品的心態， 
來達到經濟利益。 
例如天滙「88」層事件、 
玲玲師傅的「增運」內衣廣告、 
酒樓的「發財好巿」等。 
其實，天滙只有 40 層， 
玲玲師傅所推銷的只是紅色的內衣， 
而「發財好市」只是髮菜和蠔豉。 
 
「作為一個中國人，『意頭』文化會使我開心， 
是為了一份希望。」 
79%消費者認為在農曆新年期間， 
擁有「意頭」的貨品很重要。 
同意：79%；不同意：8%；沒意見：13% 
 
費樂仁教授（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 
購買具「意頭」的商品，無論是為己或贈人， 
可以分享自己的祝福，是一種道德的行為。 
但將「意頭」當作成一種銷售手段， 
亦沒有幫助別人的心態，卻提高售價， 
就完全是不道德了。 
 
 
考察 是 
尋常生活 
 
領悟 
人們為甚麼要這樣做 
 
《用不完的擦膠》明愛聖若瑟中學 
高級組傑出作品獎、優異選題獎 
 
用不完的擦膠 
 
在這個世界 
很多東西都有 
用盡，用完的一日 



 
但是 
「擦膠」呢？ 
 
有人試過用它完嗎？ 
 
訪問員︰你有多少次真的把一個擦膠用盡？ 
女受訪者︰（思考中） 
訪問員︰看你的樣子也沒有吧 
女受訪者︰未試過。 
男受訪者︰用五年都用不盡。 
 
最後，我們一共訪問了 50 位學生 
49 個都沒有試過 
 
同學們大部份時間 
都只能用到一半 
之後就會換新的 
 
為甚麼？ 
 
受訪者︰因為被狗咬。 
俾狗咬！？ 
 
受訪者︰一次就不要。 
一次就換！？ 
 
受訪者︰這麼小的擦膠，外國人以為我沒有錢，擦膠用一次就不要了。 
 
真是浪費 
 
很多時候 
同學們只能用了原有擦膠的 
一小半 
 
很多人一生中沒有試過用完一塊擦膠 
 
因為擦膠是很難用完的 



 
但我們就不能節省一點嗎？ 
 
用不完的擦膠 
 
 
《STOP!》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高級組傑出作品獎、優異製作獎 
 
於澳門拍攝，燦爛的向日葵能襯托出當時的季節，亦反映了攝影者當時的心情，這幅相

片就是她的無價之寶。（攝影︰劉小姐） 
愛上拍照的原因 
拍照可以留住回憶是因為可以留住那一剎那。例如︰有些地方可能只會去一次。 
 
最近我在家中收拾房間時，看見自己童年的照片；它令我重新回憶起那童年的種種經歷

和片段。 
雖然現在某些親人已經不在自己的身邊，但是照片能夠令我想起從前跟他們一起生活的

時光。 
還有一些以前讀書的朋友，雖然現在已經沒有聯絡了，但看到他們的照片時就會令我想

起以前跟他們讀書的畫面和一起玩的回憶，這些場面都會一直停留在我的腦海中。 
（攝影︰Queena） 
照片可以保留最珍貴的回憶。 
 
水是我喜歡拍攝的，我喜歡它的無常和一迅即逝。 
（攝影．文︰ZEN） 
拍下那一瞬間 
 
玫瑰花，用逆光的方式拍攝； 
清楚地攝下它的輪廓。 
（攝影．文︰ZEN） 
ZEN︰ 
一張照片其實比你寫一千一百個字更加重要； 
有些事情不是你用言語或文字就可以形容的，照片可能只是簡簡單單的，但保留的東西

會更加多，更加真實。 
 
我們相信只要有情 
就算有瑕疵的照片也能引起共鳴！ 
 



 
《痛．靛．思痛…》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高級組傑出作品獎 
 
三個紋身者的故事（一） 
澳洲藉老師 Mr. Ball： 
「每個紋身背後都會有一個故事。」 
「並不介意別人的看法。因為紋身是為了給自己看，而不是去吸引別人。」 
 
三個紋身者的故事（二） 
中五女生： 
她想成為那班擁有紋身的朋友的同類。 
但後來，那班朋友離她而去，但紋身卻跟隨她一輩子。 
對於這個記錄著一段黑暗過去的紋身， 
她選擇刻意隱藏。 
 
三個紋身者的故事（三） 
復康導師 Elle： 
「只想死的時候，可以有一樣東西陪住自己走。」 
 
標奇立異 
其他人沒有，自己卻有， 
紋一個獨一無二的圖案，顯示自己的存在感， 
所以才會被他人注意， 
成為一個出眾的人？ 
尋找認同？ 
沒有紋身，就不是該群體的一分子嗎？ 
是為了得到一種認同， 
還是因為自卑， 
想以一個紋身來確認自己的身分呢？ 
 
諾言？烙印？ 
紋了身，圖案便跟住你一世。 
紋身是一輩子沉重的承諾。 
維持一輩子的合約，又有多少人願意遵守呢？ 
多變的思想真的可以用一件永恆的東西去紀錄嗎？ 
 
 



永久的消費 
產品越耐用便越物有所值。 
當耐用可以達一輩子時， 
會否是個讓人透不過氣來的包袱呢？ 
用幾百元換來一個永不磨滅的圖案。 
這種能夠買到一個永久保質期的消費， 
你會不會去嘗試？ 
 
 
考察 是 
體驗故事 
 
關懷 
他為甚麼不得不這樣做 
 
《我們是這樣長大的》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初級組季軍、最佳選題獎 
 
我們是這樣長大的 
 
前言 
這是香港人的成長故事。 
我們訪問了三零年出生的莫婆婆，及成長於六十、七十和八十後的人。 
聽他們講童年生活，我們有機會重温幾代人的經歷。 
時代改變，環境改變，我們的消費習慣仍然保留著歲月的痕跡，那是我們的成長紀錄。 
 
時光倒流……  
莫婆婆，1930 年出生 
生活慳儉、喜囤積舊物，如報紙、餅盒、瓶子、蓋子 
 
粒粒皆辛苦 
「我地果代人，食物無變壞，唔會倒咗佢，因為捱過吖嘛，好辛苦。」 
「舊芋頭食唔食呀，唔食減番落隻細碟度，聽日蒸番嚟食。」 
炒菜的菜水，她會喝掉；撕出來的蒜頭衣，可以用來蒸排骨。 
 
受訪者：方老師 
成長在香港經濟起飛之時 
 



方老師 
兄弟姊妺多，為了節省開支，衣服因為長大了穿不下，便留給家中的弟妹。 
記得童年時，很渴望擁有一個會眨眼的洋娃娃，一頭曲髮，手腳可以轉動那種。但我並

沒有要求父母買。 
我對潮流並不敏感。 
自己的消費模式受家庭影響，也試過一時快感買衣服，但回到家中又覺得花了無謂的錢，

但次數不多。 
 
受訪者：郭先生 
 
郭先生：  
父母很搏殺，經常在家中加工玩具。家中沒錢，很少玩具。  
最喜歡的活動是去理髮廳看「老夫子」。  
那時沒有零錢，至中學才有飯錢和車錢。  
 
我小時連餿咗嘅飯都會食。媽媽教我們要刻苦，餿咗都要食。 
長大後，我是這樣教子女的：「有飯要食，有得食就好幸福。現在你們有飯都不食，食杯

麵！」 
好少花錢 (自己帶午飯吃)，錢花在家庭上，希望子女升學受優質教育，儲多些錢希望退

休安定些。 
 
帶你進入九十年代…… 
在想什麼？ 
基本資料 
FiFi Lee 性別：女性 
2010 年 2 月 24 日 -  回應  讚好  分享 
1．童年記憶 
2．從小到今，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3．媽媽下班回家聽見我和工人唱歌，就替我報了合唱團。 
4．我的錢多花在精品店，丟得最多係衣服。 
5．對自己的消費態度：no comment 
 
在想什麼？ 
基本資料 
湯仔 性別：男性  
2010 年 2 月 24 日 -  回應  讚好  分享 
香港印象：金融中心，香港人好有米，社會貧富懸殊。 
金錢大過天，套套電視劇 ge 主角都係為錢勾心鬥角。 



燒錢大計： 
1. 最想一試街邊垃圾食物，點解？因為未試過，爸媽唔俾食。 
2. 每星期花 88 元買點數咭，玩咗 2-3 年，花咗 2000 元。  

唔買唔得，不買便不夠別人勁，我會玩到厭為止。 
3. 新年打麻雀，輸咗 500 元。  
4. 金錢：源源不絶。 
5. 消費原則：應買得買。 
 
昨日．今日 
昨日：「著過的衫留俾細佬妹。」 
今日：「沒有細佬妹。」 
昨日：「餿的飯都要食，有得食已好幸福。」 
今日：「吓，又係食魚！」 
     「唔鍾意食魚，食雞吖。」 
昨日：「過年，媽給我 100 元，係花園街５元買了一件Ｔ恤。」 
     「新年無買新衫。」 
今日：「新年打麻雀輸咗 500 元。」 
 
成長。生活。消費 
他們的成長故事，讓我們了解不同年代的人的生活，也想到生活裡的消費和浪費的問題。 
這次專題考察，讓我們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態度。 
 
 
《眼盲心不盲》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高級組季軍、優異選題獎 
 
盲人的消費概念如何？ 
 
受訪者（失明人士）：我覺得與平常人沒有太大分別。我們去買東西時，問題是動機上強

一點，想做的事我們會縮窄範圍，以及想清楚入去以後，有什麼是我們想要的，想像成

一幅圖，想好需要的東西，然後再與對方溝通。 
 
我們真的扮「盲」去消費了……. 
原來朦著眼去進食，都不是太困難吧！ 
在結帳的過程中，我們就如平常一樣，給錢，找錢， 
只不過是朦了眼，眼看不到錢幣的面額罷了。 
幸好，我們有紙幣量度器，幫助我們辨別錢幣的面額。 
 



回程 
一直在走著 
誰不知走錯路 
William 帶回正路 
想不到「回程」原來才是去 
「食」的消費過程最危險的。 
「$68 的茶餐」賠上了 
「生命」？ 
 
體驗完結了，我們似乎感受了很 
多的困難，但是，這就能代表能感 
受到盲人所感受到的呢？雖然，我 
們和盲人可能仍生存在兩個世 
界中，但是距離拉近了。 
 
我們明白「人生觀」能影響「消費行 
為」，William 的樂觀心態，讓他獲得消 
費的滿足。以「計劃消費」代替「感性 
消費」達至「精明消費」再延伸到 
「享受消費」。盲人眼盲，心不盲，心中 
充滿著色彩。 
 
 
考察 是 
細味人情 
 
解讀 
其實他們在消費甚麼 
 
《續牌？逐情？》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初級組亞軍 
 
續牌？逐情？ 
 
為甚麼 
政府只准中環的大牌檔續牌， 
而其他地區如深水埗的大牌檔就 
不能續牌？ 



 
客人 
中環 蘭芳園 
要顧客快點食完，不要霸佔座位。 
員工為了金錢才去服務顧客； 
顧客則是為了充飢、填飽肚子。 
 
客人 
深水埗 耀東街蘇記 
都光顧了幾十年， 
已經不再只是消費者和供應者的關係， 
檔主會幫客人湊仔、看車， 
客人可以賒數。 
 
客人與客人 
中環 蘭芳園 
沒有任何對話，不會和鄰桌搭訕， 
大家毫無交流，只活在自己的世界。 
如陌路人，只是為填滿肚子， 
然後急急離去。 
 
客人與客人 
深水埗 耀東街蘇記 
這兒是很多深厚友誼的出生地。 
都是拿出真心，沒有機心的朋友， 
可以互相取笑而從不介懷， 
這兒是讓他們忘記寂寞的地方。 
 
深水埗大牌檔的社區角色 
深水埗的大牌檔有著多重身份， 
是一間食肆， 
又是一個不同階層共同擁有 
二十四小時開放的「吹水區」和「聚腳點」。 
 
中環大牌檔的「中環價值」 
快捷方便，高效率。 
這樣，經濟才會增長， 
城市才會發展， 



香港才會繁榮！ 
 
中環價值 VS 舊區情懷 
快，不等於香港情懷。 
關係，是需要時間建立的。 
在深水埗， 
一個香港的舊區， 
我們找不到中環價值， 
反而找到一種在中環找不到的情感、 
一種金錢交易背後更深層次的關係。 
 
保存？ 
政府要保存的是一種高效率的速食文化？ 
還是舊日社區， 
那些不能用金錢買到的情感？ 
 
 
《手信、守信？隨手而來？》聖士提反堂中學 
高級組亞軍、優異選題獎 
 
人們到底是以什麼心態去「送手信」？ 
「千里送鵝毛，物輕情意重」， 
但當真的收到一條鵝毛時， 
你又會怎樣想呢？ 
 
手信＝一份紀念品 
是紀念甚麼呢？ 
是要紀念這次旅行，喚起那段回憶？ 
但收禮者又怎會因此勾起任何回憶， 
或是有親身的感受？ 
 
手信＝具當地特色的物品 
收禮者是怎樣知道當地有甚麼特色？ 
帶一塊石頭、一撮沙泥回來作手信，可以嗎？ 
 
手信＝証明自己有到過該地 
為甚麼要証明？ 
是象徵著一定的經濟地位？ 



由此得到一定的虛榮感以及滿足感？ 
 
手信＝一種投資 
是人際關係的強化劑， 
打好關係，以換取日後的援助。 
這是否近似賄賂？ 
 
手信＝關係指標、一份心意 
「表達對親友的好意，關懷以及重視」 
象徵關係密切，表示重視對方 
所以，誠意應由手信的類型來判定？ 
「手信店」內的「方便手信」 
代表著有心意 
還是沒誠意呢？ 
 
手信＝一種禮儀、是應有之物 
是一種流傳已久的禮數， 
一種社會規範， 
不遵從的話，會有壓力！ 
不按「潛規則」做事，就會被視為「不懂禮教」！ 
 
手信＝不再有禮的禮 
大多數人選擇會大批量購買同類型的手信來送贈， 
「手信」回復了原來的意思： 
「信手」──順手、隨意而巳！ 
 
 
考察 是 
明白他人處境 
 
思考消費 
還可以怎樣 
 
《書困．紓困》沙田官立中學 
初級組冠軍、優異製作獎 
 
旁白︰這些是一個中三同學上一堂用的書，盛惠$282.6。 
這些是他上一日課的教科書和參考書，盛惠$1169.1。 



這些是他一個學年會用到的教科書，再加上字典、光碟和電子辭典，還有一大堆補充練

習，盛惠$6008.9。 
不過我們這些精明的消費者，可以將每年$6008.9 巨款，縮減至$3874，為什麼？繼續

看我們的報告啦！ 
 
「書困．紓困」 
教學用書的消費文化 
 
（作品內頁截圖） 
BOOK ONE 
TEACHER’S EDITION 
 
（作品內頁截圖） 
CHAPTER ZERO 前言 
CHAPTER ONE 教科書 
CHAPTER TWO 工具書 
CHAPTER THREE 補充練習 
APPENDIX 附錄 
 
（作品內頁截圖） 
CHAPTER ONE 教科書 
 
（作品內頁截圖） 
 
有沒有必要購買新書 
新書和舊書的價格相差九百多元，足以為家長帶來財政負擔。 
沙田官立中學 2009 年度中三級教科書書單 
 
1.5  教學光碟真的對教學有幫助嗎？ 
大部分學生認為光碟對教學沒有幫助。 
光碟的內容，例如那些簡報，只是重複老師的講解， 
而且很多都是課程以外的， 學生並不會用到。 
沒有幫助：51%；有少許幫助：15%；有些幫助：22%；較有幫助：7%；很有幫助：1% 
 
老師的意見： 
教科書附有光碟，出版商就可以以成本增加作理由， 
提高教科書的售價。  
教學光碟對教學有幫助嗎？  



沒有幫助：6%；有少許幫助：19%；有些幫助：19%；較有幫助：56%；很有幫助：0% 
你有使用教學光碟嗎？ 
從不：0%；甚少：13%；間中：54%；經常：33% 
 
電子課本還是傳統印刷課本較適合現時的教學？  
電子課本：6%；沒有所謂：31%；傳統印刷課本：63% 
 
（作品內頁截圖） 
CHAPTER TWO 工具書 
 
（作品內頁截圖） 
CHAPTER THREE 補充練習 
 
 
《從心出發 重新出發 》裘錦秋中學（元朗） 
高級組冠軍、優異選題獎 
 
旅行如何使消費者放鬆呢？ 
為什麼消費者選擇出外旅遊， 
而不留在家中或者香港呢。 
 
受訪者 A︰有人服待你，你又不用煮飯買菜。 
受訪者 B︰放鬆下本身緊張的心情。 
訪問員︰為什麼在香港做不到？ 
受訪者 B︰其他人又不認識你。 
受訪者 C︰我可以做一些我身份不能做的事。 
 
「工作」需要法定的勞工假期， 
 
我們的「角色」， 
也需要放一個悠長的假期！ 
 
變成一個過客， 
 
放下平時生活的種種 
「責任」。 
 
受訪者 B︰關係沒有那麼複雜。 



 
在紐約迷路叫「冒險」， 
如果在香港呢？ 
是「冒險」還是倒楣呢？ 
 
為什麼是冒險而不是危險呢？ 
不怕家人擔心嗎？ 
 
一切都很美， 
因為它， 
還是因為你？ 
 
旅行中，因放下香港的一切， 
去到另一個陌生的地方。 
沒有壓力，沒有角色，沒有責任。 
 
心態上已經放鬆了自己， 
而這種放鬆令我們心情愉快， 
複雜的東西想也不想。 
 
看到什麼， 
經歷了什麼， 
都不會用負面的角度看待。 
 
我們從消費者最難忘的事裡， 
發現了什麼？ 
因為香港的沒有， 
消費者發現了，香港所擁有的…… 
 
受訪者 C︰回到香港發現更珍惜在香港安心的感覺，起碼吃飯的時候不用夾著袋子，怕

被人拿走。 
受訪者 C︰知道自己的東西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知道自己的角色，也知道香港的角色。 
受訪者 D︰你不要以為只顧看風景、吃東西，你比較看看發現香港真的是一塊福地。 
 
考察 
消費 
文化 
消費文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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