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焦點片段》錄像 
（錄像字幕） 

  
 
字幕：本簡介的片段全部皆輯錄自「第四屆消費文化考察告奬」參

加同學的作品和評判在配合活動上演講錄像。 
All the clippings in this introductory video are excerpts from 
participating reports from the students and lectures by adjudicators 
in the Consumer Culture Study Award IV (2002-03) 

 
字幕：第一次的消費 

第一次的文化 
“Consumption” of the first time 
“Culture” of the first time 
 

字幕：評判：周志堅博士 
   Adjudicator: Dr. Cyril CHOW 
 
周博士：我們說的消費文化是把這個消費過程裡面把它的特徵，特

別是把它影響別人，形成一種潮流風氣習慣，把這樣的現

象把它描述出來把它分析。 
Consumer Culture means… 

 
字幕：評判：陶傑先生 
   Adjudicator: Mr. TSAO Chit 
 
陶傑先生：文化，什麼都是文化，其實沒有這麼多文化，只是一個

習慣而已。 
Consumer Culture is no more than consumer habits. 

 
字幕：《齒頰留香的傳說》聖母院書院 

The Legend of Chewing Gums by Notre Dame College 
 
學生 A：你認為你對香口膠的消費文化意義？ 
學生 B：唉……我覺得，不知道，我覺得很多人浪費金錢去吃香口膠。 
    The culture of chewing gums is... 
 



字幕：評判：吳俊雄教授 
   Adjudicator: Prof. C.H.NG 
 
吳教授：即他們一方面覺得消費這種東西香港是不錯的，但「邊講

邊滴汗」，這個就是香港消費文化的真諦。 
In Hong Kong, when you spend, you always feel enjoyable and 
ill-at-ease at the same time. 

 
字幕：評判：盧子健博士 
   Adjudicator: Dr C.K. LO 
 
盧博士：有些題目可能大家覺得很無聊，但點解去到有些人手上變

成一個有意思題目。 
    A trivial topic can be meaningful. 
 
字幕：評判：呂大樂教授 
   Adjudicator: Prof. LUI Tai Lok 
 
呂教授：你做街頭訪問，你做得點大量都好，但都不等於有代表性，

即是說你未必整天要去做一些題材是很有代表性。 
    Field interviews may not produce representative samples. 
    Topics need not be representative too. 
 
字幕：評判：周志堅博士 
   Adjudicator: Dr Cyril CHOW 
 
周博士：在訊息混亂的上一層，為什麼有這樣的事件發生，有什麼

外在因素，有什麼內在因素，有什麼心理上的因素，有什

麼誘利的因素，令這一個的現象突然間會在香港裡演化出

來，有什麼不利的因素，會令這種東西消失或者繼續存在。 
 
我們去看下一層，對於他們個人的影響，個人的心理，生

心的影響，個人的保護的影響，對於社會的影響，對於跟

外國的經驗去比較。 
 

    Need to look into the various aspects of consumer culture. 
 
 



字幕：評判：馬傑俊教授 
   Adjudicator: Prof. Eric MA 
 
馬教授：不同的學術名詞，不用怕的，很多問責局長都是亂說話的，

那我們也可以亂說話的，但不是真的完全沒有根據，你可

以嘗試，不怕別人說你錯誤，而大膽用一些新的角度去了

解事物。 
Don’t be bothered by technical terms. 
Say whatever you think. 

 
字幕：買個菠蘿包原來可以振興經濟！ 
   上街做問卷會不會刺激消費？ 
   If buying a piece of bread helps revive Hong Kong’s economy, what 

about conducting field interviews? 
 
字幕：《碟上的 7733》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Dishes at 7333 by Madam Lau Kam Lung Secondary School 
 
學生 A：你會吃什麼做早餐的？你是自制的，外賣的還是去茶餐廳。 
學生 B：我會出外吃的，中式有西式都有。 
學生 A：你是會光顧什麼類型的茶餐廳。 
學生 B：食物的質素固然好重要，環境也是一個次要的因素來的，但

員工的態度也是很重視的。 
學生 A：你大約會用多少錢去吃早餐。 
學生 B：20 元之下。 
學生 A：20 元之下，那麼經濟需求會否影響你吃早餐的價錢呢 
學生 B：是不會的，因為始終需要吃的。 
A field interview on spending habits on breakfast. 
 
字幕：《星星打動我的心？》觀塘瑪利諾書院 
   Celebrities and Fans by Kwun Tong Maryknoll College 
 
學生 A：那麼你大約一個月會用多少錢，用在買護膚品產品身上呢？ 
學生 B：大約 2-300 
Spending on skin care products. 
 
 



字幕：在那裡考察？ 
Where to study? 
 
字幕：評判：周志堅博士 
   Adjudicator: Dr Cyril CHOW 
 
周博士：假如今天我說我會跟大家一起去北極去考察 
    To the North Pole. 
 
字幕：第一次落球場做訪問 
   “Field interview in the football field” for the first time. 
 
字幕：《齒頰留香的傳說》聖母院書院 
   The Legend of Chewing Gums by Notre Dame College 
 
學生 A：我們現在正準備跟這些在踢波的青年做訪問。 
（學生 A 走往學生 B） 
學生 A：先生你方不方便幫我們做訪問？ 
學生 B：Ok 
Filed study in the football field. 
 
字幕：評判：周志堅博士 
   Adjudicator: Dr Cyril CHOW 
 
周博士：最開始，任何的考察方法，最開始呢，都不是做問卷開始

的。 
    Questionnaire is not a must. 
 
字幕：《碟上的 7733》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Dishes at 7333 by Madam Lau Kam Lung Secondary School 
 
學生Ａ：你這裡生意好不好？ 
老人Ａ：他這裡的當然好，過得去啦。 
學生Ａ：呀，好生意。 
老人Ａ：白粥！ 
學生Ａ：白粥！ 
老人Ａ：用白豆的！ 



學生Ａ：用白豆的！ 
老人Ａ：傳統的！ 
學生Ａ：即其實這是一個賣點來的？ 
老人Ａ：這個是特製的。 
學生Ａ：即只此一家的？ 
老人Ａ：是的，第二間沒有的。 
學生Ａ：那麼現在…… 
老人Ａ：不信的話給兩碗來，白粥！ 
學生Ａ：（笑）我們現在先做訪問，我們等一下吃！ 
老人Ａ：好呀好呀！ 
Take an interview 
Take a bowl of congee 
 
字幕：評判：周志堅博士 
   Adjudicator: Dr Cyril CHOW 
 
周博士：任何的考察的目的，都不是為了有趣。 
    Studies are not just for fun 
 
字幕：《盆滿缽滿》中華基金中學 
   The Basin Feast by Chinese Foundation Secondary School 
 
學生 A：回顧一下盆菜有什麼材料，就有，油雞啦，蘿蔔啦，蝦啦，

枝竹啦，冬菇啦，手打魚蛋啦，還有…… 
    The fun of being presenter. 
 
字幕：評判：周志堅博士 
   Adjudicator: Dr Cyril CHOW 
 
周博士：訪問就不是，可能不是拿著四十條，接著問完後就說拜拜

那樣。 
    There is no limit for field interview 
 
字幕：《印誘你。。。》聖保羅男女中學 
   Coupons by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同學 A：我現在手持自 CosmoGIRL! 剪下的 Biotherm coupon 進去換

粉底液，由於現場不知可否拍攝，我們稍後會報告情況。 
 
字幕：換購 1：Biotherm 粉底 
   Into the shops a test buy 
 
字幕：評判：盧子健博士 
   Adjudicator: Dr C.K.LO 
 
盧博士：香港的學生其實有很多創意，不過不知道創意去那裡發揮。 
    Ideas can be everywhere 
 
字幕：最後一次消費 
   “The Final Consumption” 
 
字幕：《睇你點死！》佛教大雄中學 
   Funeral Services by Buddhist Tai Hung College 
 
字幕：殯儀的消費是先人在世上最後的一次消費，無論那消費用的

金錢是子孫，還是先人遺下，這次的消費也是因為先人的去

世而出現的。 
Funeral service is the final service of everyone as a consumer 

 
字幕：第一次拍 video 

“Shooting” for the first time 
 
字幕：《Spider Net（知諸網）》沙田官立中學 
   Spider Net by Shatin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學生：現在是二月九日約七時二十分，在旺角的西洋菜南街跟奶路

臣街交界。 
 
   仍然是那麼多人的，那麼多網絡供應商在這裡。 
     
   We are now in Mong Kok. 
   So crowded. 
   So many internet services providers. 
 



字幕：第一次做導演 
   “Directing” for the first time 
 
字幕：《Spider Net（知諸網）》沙田官立中學 
   Spider Net by Shatin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受訪者：多少人一組？ 
學生：七個。 
受訪者：你是導演？ 
學生：我不是導演，我是拿攝錄機的。 
受訪者：你是拿攝錄機的那一個，「四眼仔」是導演？ 
學生：？ 
受訪者：「四眼仔」是導演呀？ 
學生：導演啦你？ 
受訪者：「咪扮野啦」，導演啦！ 
Are you the director? 
Are you joking? 
 
字幕：評判：吳俊雄教授 
   Adjudicator: Prof. C.H.NG 
 
吳教授：這是一個正當的做法，不正當的做法就是自己扮顧客去二

樓書店那裡偷聽二樓書店的人在看書的時候自言自語，是

講什麼的。 
    Imposing oneself as a customer is improper. 
 
字幕：第一次扮顧客 
   “Imposing as a customer” for the first time 
 
字幕：《「印」誘你……》聖保羅男女中學 
   Coupons by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Time Square） 
職員：（在介紹中） 
同學：有沒有試裝的？ 
同學：說試裝服務的時候，她最初說是免費的，但後來她再問她的

coordinator 相關詳請，就原來這個 service 不是免費的。 



字幕：他們最初說是免費的 
   後來經理回答確實要付$180 
Imposing as a customer 
 
字幕：第一次的愛心 
   “Kindness” of the first time 
 
字幕：《擦過時空一生”鞋”》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Shoe Shining by CCC Rotary Secondary School 
 
學生：然後呢，那兩位老闆，都很友善，讓我們做訪問，他還說了

很多很寶貴的「擦鞋」故景資料給我們，還替我們其中一位

組員免費擦鞋，還說，如果以後我們去擦鞋的話，都可以享

有免費服務。 
   Gained a shoe shining service for free 
 
字幕：《齒頰留香的傳說》聖母院書院 
   The Legend of Chewing Gums by Notre Dame College 
 
學生：你覺得這份報告可唔可以了解到那些資料？ 
受訪者：我覺得，這裡的男女比例有點……有點問題，女性 40%，

男性 30%；我想男女各 50%會好一點。 
受訪者：這裡……也有很多人可以吃很久 
Questioning the questions of the questionnaire. 
 
字幕：《星星打動我的心？》觀塘瑪利諾書院 
   Celebrities and Fans by Kwun Tong Maryknoll College 
 
學生：其實你是否那麼喜歡 Sammi 
受訪同學：是的，Sammi 又靚女，唱歌又好聽，我真的是很喜歡她 
I like Sammi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字幕：評判：陶傑先生 
   Adjudicator: Mr TSAO Chit 
 



陶傑先生：因為他追求的不一定是「price」，不一定是價格，而是價

值，是「value」，「price」不等於「value」。我們現在整

天都說「價值觀」，這個是「value」。 
     Consumers could be in quest of values, not just price 
 
字幕：評判：陳黃穗女士 
   Adjudicator: Mrs Pamela CHAN 
 
陳女士：是不一定要用錢去換的行為才是叫做消費呢？ 
    即是除了給了錢之外，他還付出了什麼呢？ 
    Does every consumption involve money? 
    Apart from money, what else has been expended? 
 
字幕：就算能偽造成從前的大笪地「一模一樣」，亦不能回復昔日的

消費文化，因為社會變遷，環境轉變。 
What’s done cannot be undone. 

 
字幕：……無數的香港市民在不知不覺間交織出一種消費文化……

就好像現在的上環大笪地並不能夠沾上昔日光采，就連營造

一種新的消費文化也不成氣候。 
   The reconstructed “Poor Men’s Nightclub” at Sheung Wan cannot 

restore the consumer culture of its good old days. 
 
字幕：看來大笪地的命運其實是由消費者來抉擇了，絕非政府能用

行政手段來主導的。 
   In spite of all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字幕：《從過去「笪」到現在》何文田官立中學 
  Past & Present of “The Poor Men’s Nightclub” by Homantin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字幕：第一次的後悔 
   “The Regret” of the first time 
 
字幕：《搞乜鬼奪命牌子》香港鄧鏡波書院 
   Power of Brand Names by HK Tang King Po College 
 



學生：這個project，我覺得真的很無聊。因為呢，有試過幾次，在銅

鑼灣街路拿著部機去影呢，好像一個「白痴仔」。跟住，還要

做問卷，更加像一個「白痴仔」！ 
   Holding a video camera. 
   Shooting interviews. Looking foolish. 
 
字幕：Naive ≠ 膚淺 
   Naive not equals shallow. 
 
字幕：《擦過時空一生”鞋”》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Shoe Shining by CCC Rotary Secondary School 
 
學生：我們站在街上等客人來擦鞋的時候，真的很想去幫他，拉幾

個客人來給他擦鞋，等他在那一日有多幾個 20 元的收入。其

實一個 20 元午餐的價錢呢，不算很多，但老闆還是每天只有

五、六個 20 元。可能還需要照顧他的家人。但老闆好像不在

乎他能夠在那一天賺幾多個 20 元。他說賺夠吃就足夠了，他

似乎不單止為了生活，亦都是為了去擦一對黑色的鞋感到驕

傲。他還說他見到學生經過，對鞋很穢，就會硬拉他來幫他

擦鞋，都頗搞笑。 
 

另外，有些老闆就不願意接受我們訪問，我們見到他不願意

接受訪問。我們估他應該是自覺他的職業很低微，不願意接

受訪問，但其實職業沒有貴賤，只要能夠提供到一件貨品，

一項服務給消費者，令到他們滿意的時候，這份職業就是一

份好職業。而最緊要最緊要就是你自己享受那一份職業，從

中得到滿足。 
   Wishing to help gathering customers for him, get him more income. 
   He feels proud of himself in making the shoes shining. 
   Others refused our interview. 
   Are they feeling inferior? 
   Every job is of equal importance. 
   Satisfaction is what counts. 
 
字幕：第一次學會 
   “Learning” for the first time 
 



字幕：《搞乜鬼奪命牌子》香港鄧鏡波書院 
   Power of Brand Names by HK Tang King Po College 
 
學生：明白這件事很中性，你說有錢你去買都沒有什麼問題，但是

你沒有錢就最好不要太沉迷。即是你買沒有問題，但你太沉

迷令到自己怎樣做就不太好。不知道今次我做報告，都學

到……都幾有趣，都學到很多事。以前做的事有點不同。以

前的報告就是，今次的報告是在消委會，這個是消委會的比

賽來的，即是，今次做報告要做得認真不少。 
   Buy less famous brands if you have no money. 
   Unlike the other projects, this one must be taken a little more 

seriously. 
 
字幕：第一次物有所值 
   “Feeling worthwhile” for the first time 
 
字幕：《絕世好吧》沙田培英中學 
   Cyber Café by Shatin Pui Ying College 
 
學生：其實，我當初做這份報告的時候，是很不投入，整天「玩玩

下」，好彩各位組員都原諒我寛恕我同接受我，簡直令我很感

動，令我都有少少想為這個組出一分力。其實我做這份

project 都沒有給予太多意見，可能是他們，網吧這個主

題……（笑）選擇網吧這個主題就剛巧我去過網吧，所以着

量地給予很多，不少的意見，令到我幾開心，可以為這個

team 出力。 
   At first, I am just fooling around, not really involved. 
   It happens I’ve been to cyber café, I can give them some ideas. 
   Eventually, I wish to contribute a little. 
 
字幕：《洩漏天機》張沛松紀念中學 
   Mobile phones by Chang Pui Chung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學生：我今次做這個project，我真的估不到原來做一個研究報告這麼

辛苦。因為之前見別人的研究報告，問卷問題，就以為很簡

單，很快就可以完成好易分析，但其實需要用很多時間。 
   Completed the project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老師：最後問大家一條問題，你們覺得今次參加這個研究比賽，這

麼辛苦你們覺得值不值得？ 
學生們：值得！ 
老師：好，多謝各位！ 
It’s worthwhile! 
 
字幕：下次呢？ 
   What about the next time? 
 
字幕：《搞乜鬼奪命牌子》香港鄧鏡波書院 
   Power of Brand Names by HK Tang King Po College 
 
學生：不過呢，下次做project，唔該呢，可不可以，不做「乜乜」調

查，純粹給我們發揮下創意，將東西弄得新奇一點會好一點。 
Next time, I expect more creativity and more fun! 


	《第四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焦點片段》錄像（錄像字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