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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Chapter One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教育 EDUCATION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教育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Technology Education (TE) KLA 
 
《任君選擇》文理書院（香港） 
 
（顯示小販檔口介紹圖（正面圖）） 
 
（顯示小販檔口介紹圖（側面圖））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教育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Science Education (SE) KLA 
 



《凝視「晶」緝檔案》迦密中學 
 
同學：這個實驗是要推翻水晶是有磁場的講法。我們所需要的物品有磁鐵、鐵

罐、膠公仔和水晶鏈。首先便試試磁鐵和鐵罐。 
 
（同學嘗試用磁鐵攝住鐵罐並成功） 
 
同學：真的很捧，真的有磁場的功效。接著便是試試膠公仔和磁鐵。 
 
（同學嘗試用磁鐵攝住膠公仔但不成功） 
 
同學：這樣是沒有任何反應的，所以是沒有磁場。 
 
同學：最後便是水晶鏈與磁鐵……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教育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Personal , Social & Humanities Education (PSHE) 
KLA 
 
《刺青》聖公會陳融中學 
 
自古以來，人類就開始了一種 
藝術文化——刺青。 
 
如今刺青因藝術文化而重新定位， 
已成為現代人體藝術中 
不可缺席的一環， 
讓我們以正常的心態 
來看待刺青。 
 
……過往刺青未普及化前， 
的確大部分刺青人士都有「江湖背景」。 
在傳統的江湖道上，刺青似乎有展現體力、 
耐力的功能，因為如果要渾身刺龍刺鳳的 
（傳統黑道大哥身上那種）， 
 
必定要長時間忍耐疼痛， 
再者因為身體有大面積的傷痕， 
通常會降低抵抗力而發高燒， 
並且一天往往無法完成，所以需要刺很多次， 
被刺青的人如果沒有相當強的意志力， 
很可能會半途而廢。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教育 
通識教育 Liberal Studies 
 
《小鳥衣人》香港鄧鏡波書院 
 
同學 A：大家好我是「小鳥依人」的組長。 
 
同學 B：請大聲點…… 
 
同學 C：可以令我更加了解有關女性的衣著是值得的。 
 
同學 A：我們的組員起初都不是太願意做這個訪問調查是因為他們……雖然他

們頗為英俊，但就是不敢面對女孩子。因為他們覺得……害怕問女孩子們……

好害羞……這是搞什麼鬼？！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教育 
兩文三語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優質標誌 標誌優質》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同學 A：Have you ever heard the quality tourist service scheme? 
 
男士 A：No, never heard that. 
 
同學 B：你覺得一個高素質的商戶該擁有什麼條件？ 
 
男士 A：高素質什麼？我聽不懂。 
 
女士 A：什麼件？什麼商戶？聽不懂。高素質，我懂……高素質的商戶應該擁

有什麼條件！ 
 
《茶良用》匯知中學 
 
男孩：這個「茶字典」是否也在計算在內？ 
 
同學 C：「茶字典」也是。 
 
同學 C：那麽你都是買樽裝飲品吧……看看先，為什麼你喜歡飲這類綠茶呢？ 
 
《迷奇老鼠》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 
 
同學 D：在花費方面會不會考慮一下價錢？ 
 



女士 B：不會……會呀… 
 
同學 D：會花費在什麼方面最多？ 
 
女士 B：這個……元寶蠟燭香 
 
字幕：在說什麼唔鹹唔淡嘅普通話…… 
 
字幕：天后廟的訪問 慈祥的伯伯 
 
同學 E：你到這裏多少次了？ 
 
伯伯：First Time 
 
同學 E：你花費了多少錢？ 
 
伯伯：A. Yes, A ($20-$49).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教育 
全方位學習 Life-wide Learning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教育 
背面 From the Back 
 
《刺青》聖公會陳融中學 
 
（刺青師傅在女士的右手臂刺青中）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教育 
前面 From the Front 
 
《迷奇老鼠》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 
 
同學：格價？是否全部都差不多的若買同一樣的貨品？ 
 
女士：我想應該是吧，因為我都沒有格價。 
 
同學：多謝妳接受我們的訪問。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教育 
側面 From One Side 
 
《無孔不入流》聖母院書院 
 
女士：（一位穿耳環及唇環的女子）是不會激烈的反對……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教育 
反面 From the Opposite 
 
《阿「訊」的故事》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你曾在課堂上傳短訊嗎？ 
大部份雲訪者都有在課堂上傳送短訊的習慣，而當中的 16%更足經常在堂上傳

送短訊： 
而 44%則甚少在課堂傳送短訊； 
其餘的 40%則從來沒有試過傳送短訊。 
 
爲甚麼高中生常於上課時間傳短訊？ 
主要有以的原因： 
第一，他們認爲課堂很沉悶或無聊，所以想與朋友閒聊一番。 
另外，他們認爲偷偷地傳短訊不會被老師發現及阻止比談電話安全。 
平常，他們會因急事或想問功課而傳送短訊。當然，也有些高中生是因爲追捧

潮流而在上課時間傳短訊的。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教育 
外面 From Without 
 
《給我一個包》裘錦秋中學（元朗） 
 
字幕：我們現在去消委會工作坊 
 
同學：準備出發去……消委會專題研習工作坊，預備出發！ 
 
字幕：現在分組討論 
 
（同學們在討論） 
 
（路標指示：第六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奬工作坊——多角度考察）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一章 教育 
終身學習  Life-long Learning 
 
《我和 M 記有個約會》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同學：你喜不喜歡在麥當勞開生日 party？ 
 
小朋友 A：（搖頭） 
 



同學：為什麼？ 
 
小朋友 A：不知道。 
 
同學：現就讀什麼年級？ 
 
小朋友 B：一年級。 
 
同學：你喜不喜歡在麥當勞開生日會呢？ 
 
小朋友 B：喜歡。 
 
同學：為什麼？ 
 
小朋友 C：因為有很多東西玩…… 
 
小朋友 B：因為有薯條吃。 
 
同學：多謝你 
 
《婚‧紛‧Fun》明愛聖保祿中學 
 
接著是媒人婆的訪問片段 
 
旁述：為了深入了解中式結婚的來龍去脈，我們訪問了一位曾經做過媒人婆的

婆婆。 
 
同學：男家是否需要上頭？ 
 
媒人婆：要，男女都要。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二章 Chapter Two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二章 
消費 Consumption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二章 消費 
消費心理  Consumption Psychology 
 
《整裝待髮，型出新意思》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同學：在什麼情況下您會轉換新髮型呢？ 
 
女學生：行街時無聊沒事做，又或是當被人取笑不好看。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二章 消費 
精明消費  Smart Consumption 
 
《富豪雪糕車》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點解會買富豪雪糕呢？？ 
 
不利因素 
在格價上：富豪雪糕的各種産品的都比其他地方昂貴。 
在地理位置上：富豪雪糕沒有固定的售賣地點、時間，失去了一班為求方便的

顧客。 
在產品，款式&口味上：市場上出現了不同款式及口味的雪糕産品，但富豪雪糕

的產品十年如一日，未能迎合消費者的需求。 
 
不過，當然富豪雪糕面對種種的不利因素，仍然能夠屹立香港 36 年，當然有其

優勝之處啦〜〜 
 
1. 吸引 
富豪雪糕車所停留之處，必定會播放首美妙動聽，耳熟能詳的音樂——《藍色

多瑙河》，許多人都會不自覺地買一杯香滑的軟雪糕，一邊聽著旋律輕快的音

樂，一邊品嘗美味的軟雪糕。而且，富豪雪糕車的外型獨特，顏色獨特。故此，

不少人人會被其外型和音樂所吸引，而去購買富豪雪糕的產品呢〜〜 
 
4. 懷舊 
還記得你小時候「扭計」嚷著要買雪糕嗎？縱使你經已忘記，但富豪雪糕車能

令你勾起兒時寶貴的回憶，這全因富豪雪糕陪著我們成長，所以在我們腦海裡，

富豪雪糕是古老及歷數悠久的，教人懷念。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二章 消費 
價格  Price 
 
《收唔收到》聖公會陳融中學 
 
同學：一間洋樓房要多少錢？ 
 
店主：這間比較貴，要三千塊。 
 



同學：平時是否多人來買東西？ 
 
店主：看情況。 
 
同學：顧客多數會買什麼東西？ 
 
店主：洋房、公仔、汽車…… 
 
同學：顧客願意花費嗎？ 
 
店主：都願意花費。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二章 消費 
產品安全  Product Safety 
 
《「套」得有理》北角協同中學 
 
雖然安全套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消耗品，……可惜他們沒有一個可靠及能夠事先

了解到品質好壞的標準。 
 
……原來大部分的消費者在購買避孕套前，並沒有對這種商品作出仔細研究及

比較。 
 
假如安全套未能達到預期的功用，則會為消費者帶來嚴重的健康問題及出生人

口控制的問題，對社會有難以預測的影響。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二章 消費 
保養 維修  Repair and Maintenance 
 
《整裝待髮，型出新意思》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受訪者：頭髮做了負離子是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是不可以這麼快便洗頭，

最少要過兩三天，所以都比較辛苦的。同時在睡覺時要注意身體或者頭的姿勢。

不可以太晚洗頭……現在我覺得好好。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二章  消費 
消費者責任  Consumer Responsibilities 
 
《拘「畜」一生，要你顧足一世》德望學校 
 



（紙公仔話劇） 
 
倉鼠：我是一隻倉鼠呀！但我主人不要我了。當初我只是寄賣在寵物店，主人

都只是為了追上朝流。我原希望他會養我一世的，誰知只相隔一短時間便放棄

我。 
 
貓：因為你花費大，主人養不起你。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二章 消費 
可持續消費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新轉機》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同學：但是在轉手機的時候，你們可否想過帶來影響呢？手機的電池含有一些

不能再循環使用的金屬，如鎳、鈷、鋰等。它們被埋在堆填區後，不但增加堆

填區的負荷，還可能帶來污染呢！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二章 消費 
用者自付  User Pays 
 
《整裝待髮，型出新意思》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訪問員：您常常轉換新髮型，是誰給妳那麼多零用錢呢？ 
 
女學生 A：媽媽。 
 
女學生 B：家人付。 
 
女學生 C：爸爸媽媽付。 
 
女學生 D：媽媽。 
 
《女人的佔有慾，如何令男人感到可憐無奈》聖嘉勒女書院 
 
圖表：男性陪伴不同女性（母親、伴侶、女兒、朋友同事、親戚）購物時的心

情比較 
 
……總括來說，男性陪伴女性購物時的感覺， 
亦關係於該男士與該女士的關係是否親密。 
理論上關係越親密會越開心， 
不過， 



有時太親密的關係可能會成為消費過程中的付款者， 
此亦會令男士產生無奈或傷心， 
反而，陪伴普通的女性朋友因不必要承擔經濟結果， 
心情可能會較輕鬆。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二章 消費 
理性消費  Rational Consumption 
 
《刺青》聖公會陳融中學 
 
刺青師傅：紋了身好像……（同學：威 D？）……悪 D！ 
 
他們認為，刺青後就成了惡人， 
那麼究竟是惡人才會刺青， 
還是自以為單靠刺青就成了惡人的人才刺青？ 
而且刺青就真的代表著惡人嗎？ 
難道沒有刺青的人又不惡，不威風？ 
簡單的說， 
學生眼中的訓導主任絕對是惡人一名， 
但卻看不見任何刺青圖案與他們身上， 
又可以解釋呢？ 
  
從另一方面看， 
究竟刺青的人是自卑還是自信？ 
自卑的人借刺青來遮掩，但其實又添加得了幾分自信呢？ 
極其量只可説他的外層加厚了一點， 
內裡依然像玻璃般不堪一擊；至於自信的人呢？ 
刺青對他們來説，可能是勇敢的代表，衝破社會規範， 
冒著找不到工作的危機以及被誤以為惡人的為藝術而犧牲， 
還是説到底——反叛心作祟？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二章 消費 
感性消費  Emotional Needs 
 
《收唔收到》聖公會陳融中學 
 
齊來估估以下紙紮製品的價錢…… 
紙車……答案 $700 
紙船……答案 $1,000 
三層高紙豪宅（傢具齊全、內有守衛）……答案 $3,000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三章  
消費文化 Consumer Culture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三章 消費文化 
文化 Culture 
 
《無孔不入流》聖母院書院 
 
表現什麼個人風格？ 
 
受訪者：這個裝束會比較襯我，是因為這有一種「爛撻撻」的感覺。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三章 消費文化 
文化承傳 Cultural Heritage 
 
《砵仔糕沒落之謎》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你認為傳統的砵仔糕還是現時的砵仔糕的分别是什麼呢？ 
 
男士：但是就可能好像沒有以前這麼好吃了，現在這些都是用保鮮紙包住的，

看起來好像好衛生、好好看、好好味。而且起碼用碗載著，買時才用什麼叉出

來给你吃，感覺好得意。現在所買的都不像砵仔糕……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三章 消費文化 
消費文化 Consumer Culture 
 
同學：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消費者委員考察……什麼？……這次是我第一次參

加消費者委員會消費文化考察報告（尷尬地笑） 
 
「做完都唔知個 project 叫咩名！？」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四章 Chapter Four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四章 
考察 Study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四章 考察 
測試 Testing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四章 考察 
成份測試 Ingredient Testing 
 
《睇你就信？！食物標籤的陷阱！》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片段背景為中學實驗室，內裡有數位學生正在做實驗，其中有一位女學生以

橙汁飲品進行成份測試。）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四章 考察 
心理測試 Psychological Test 
 
《各「傘」東西》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受訪者：携帶又方便，又短，這個都比較好，又有條帶子都頗美。 
 
同學：其實這是一把梁蘇記出產的傘子，要一百二十八元正；而這把只是一把

普通傘子只值五十四元正。 
 
受訪者：（笑） 為何相差這麼遠的呢？ 
 
同學：那麼請你現在再選擇多一次吧。 
 
受訪者：再選擇多一次也是選這個（深色）都正常……保護自己也可以，是一

種武器吧。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四章 考察 
體能測試 Physical Test 
 
《無孔不入流》聖母院書院 
 
同學：平均一個月可以花費多少塊錢？ 
 
（畫面拍下受訪者之一顆 3A 電池作為耳環） 
Sam 在穿環上的花費 
花幾十元在穿環上 
買耳環費用…… 
 
Sam，22 歲，髮型設計，左耳以 3A 電作耳環，型、潮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四章 考察 
運氣測試 Fortune Test 



 
《差額奉還》香港真光中學 
 
屈臣氏之差額奉還過程 
 
個案一：有附上「差額兩倍奉還」的標誌的貨品 
 
差額奉還五分鐘處理過程：（照片）給店員交單、五分鐘、已作差額處理） 
 
（單據）在過程當中很容易找到屈臣氏的貨品價格比其他貨品貴 
17.9 – 15 = 2.9 
（兩倍奉還）2.9 x2 = 5.8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四章 考察 
定力測試 Endurance Test 
 
《無比「糕」》迦密中學 
 
同學 A：我們進行的測試是為了要看雪糕溶化的速度，並且比較一下不同店舖

所出售的雪糕的份量會有何不同。我們這個測試會在室内進行，確保公平。 
 
同學B：剛剛才買了杯雪糕，但已看見杯雪糕已開始溶了。究竟它何時開始滴下

第一滴雪糕呢？ 
 
同學 A：經過一輪的測試，這間便利店、雪糕專門店的雪糕溶化速度、份量及

值得吃的指數已有結果。以下是我們的少少結論：我們發現……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四章 考察 
產品測試 Product Test 
 
《各「傘」東西》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梁蘇記傘及普通傘的對比實驗 
 
一．滑水度 
 
一、我們首先在洗手盤裡裝滿了水 
二、然後把兩把傘同時間放到水裡 
三、十多秒後再拿出来 
四、分别把它們懸掛起来 
 



二．防透光度 
 
一、我們首先準備一盞日光燈 
二、然後兩把傘打開，分别把它們放到日光燈前作比較 
 
我們發現光線透進普通傘的布料是較梁蘇記傘難的。但很可能是因為普通傘 
是把防紫外光傘的關係。 
 
三．它們所能承受的重量 
 
一、我們把兩把傘打開 
二、然後倒轉它們，固定在張椅子上 
三、接着把書本一本一本地放到傘裡直到它因承受不到重量而「反傘」 
 
四．防滲水度 
 
一．我們首先把梁蘇記傘套和普通傘套注入 200ml 清水 
二．然後觀察它們哪個的滲水程度較為嚴重 
 
經過五分鐘後，我們發現普通傘的滲水程度較梁蘇記的嚴重，漏出來的水也較 
多。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四章 考察 
等你測試 Pending Test 
 
《甜在心頭》福建中學 
 
同學：我現在已經在一間豆腐花店。這一碗是豆腐花，另外這些是是黃糖，那

麼我現在……就是要做一個試味。我都不知道要下多少黃糖……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五章 
考察 Study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五章 考察 
研究 Research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五章 考察 
定義 Definition 
  
《啡色誘惑》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 
 
為何菠蘿包裡面會沒有菠蘿呢？ 



 
但經過我們深入調查後，發覺原來一般顧客去樓上 cafe 竟然不是為了一杯咖啡，

那究竟為了什麼呢？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五章 考察 
多角度 Multi-Angle 
 
《久而’狗’之》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消費 = 付出金錢？ 
 
久而狗資 
 
養狗所要付出的 
不單是金錢 
還有…… 
 
久而狗之 
 
時間  
 
他們得到 
什麼  
 
久而狗知 
 
相知 相交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五章 考察 
街頭訪問 Field Interview 
 
《新轉機》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同學：你會否嘗試這些優惠呢？ 
 
男士 A：太少機款選擇了，應該不會。 
 
同學：為什麼呢？ 
 
男士 A：機款太少，現在的手機壞了才換。 
 
同學：請問你有沒有以「零機價」、「以舊換新」等公司推出的優惠來買較便

宜的手機？ 



 
男士 B：沒有。 
 
同學：你會不會嘗試一下呢？ 
 
男士 B：那些手機不適合我。 
 
同學：謝謝。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五章 考察 
統計 Statistics 
 
《身寵兒？！》香港真光中學 
 
試驗 
地點：旺角新世紀廣場  
日期：2005 年 2 月 13 日下午 
時間：1 分鐘 
目標品牌：nike / adidas 
目的：測試其普及程度  
 
（片段顯示途人穿著的鞋） 
 
結果： 
1 分鐘 20 雙（nike-9, adidas-11） 
平均 3 秒有 1 名穿著名牌鞋的人經過 
總結： 
由此可見，牌子 logo 在香港人 
心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甚至 
成為了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五章 考察 
直擊報道 Live Reporting 
 
《新轉機》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同學：現在我在鴨寮街，進行現場直擊報道。 
 
男士：都是放在這裏，都能夠賣出去的，不過會便宜一點。 
 
同學：那請問貴店的二手手機主要來源是從哪裏來的？ 
 
男士：收回來的，收回回來的。 



 
同學：即是別人賣給你，是嗎？ 
 
男士：是。 
 
同學：謝謝你。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五章 考察 
客觀分析 Objective Analysis 
 
《迷奇老鼠》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 
 
同學：你在這裏祈福大概會花費多少錢？ 
 
女士：你還沒有問這些呀？ 
 
同學：問了啦。 
 
女士：沒有呀！ 
 
吓吓吓！！！咩話？？？（甚麼、甚麼？？）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六章 
學習經驗 Learning Experience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六章 學習經驗 
AQ 逆境智商  
 
《身寵兒？！》香港真光中學 
 
同學：小姐、小姐！請問你能不能接受我們一個關於名牌和潮流的訪問呢？ 
 
女途人：沒有空！ 
 
同學：真傷心！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六章 學習經驗 
積極思維 Positive Thinking 
 
《險上加”險”》中華基督教基道中學 
 
同學 A：完成這一次訪問，覺得之前真是很辛苦！每次開會都要很夜才可以回

到家裡。但完成之後又覺得很有意義。令我知道何謂「只要有恆心，鐵柱磨成

針」！ 



 
同學 B：還有沒有其他感想啊？ 
 
同學 A：無啦！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六章 學習經驗 
Validation 總結經驗  
 
《Lunch of your business》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同學 A：在這一部分你們覺得有否其他問題？ 
 
同學 B：沒問題啊！ 
 
同學 A：那麼在這一部分裡面，你學到些什麼？ 
 
同學 B：我覺得我們學到的是怎樣分配時間。 
 
同學 C：還有可以學到時間管理。 
 
同學 A：還有其他嗎？ 
 
同學 B&C：無啦！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六章 學習經驗 
I have a dream ＺZz 夢想  
 
《夢斷「成」「西」》恆生商學書院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黃昏，少年人疲乏的望著夕陽 
「喂，細佬！你係度做乜嘢？！」（弟！你在做什麼？） 
是少年人三個多月來聽得最多的一句話 
每次少年人到藥房作實地考察， 
就必然聽到這「親切的問候」 
還有種種拒受訪者的「熱切慰問」，都令少年人永世難忘 
失眠，失眠，少年人在製作報告的過程當中就 
真正嘗到失眠的滋味 
如今，一切都結束了 
 
少年人呆呆的坐著，嘴邊卻掛著一抹笑容 
是的，製作過程雖然辛苦， 
但在把報告完成後的那份喜悅卻是難以形容 
過程中的各種甜酸苦辣，必然會成為少年人的畢生回憶 
「到底人類還要和失眠問題糾纏多久呢？」 



想著，想著，少年人就進入夢鄉了。 
 
夢斷「成」「西」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六章 學習經驗 
Care & Concern 社會關懷  
 
《婚．紛．Fun》明愛聖保祿中學 
 
同學 A：完成這個 project 之後，帶給我很多收穫，例如知道中式結婚的禮儀，

需要很多物品的準備，令我知道這一個活動之中，原來香港人一點同情心都也

沒有，都不願接受我們的訪問，像是我們阻礙他們做生意，令我們很失望。 
 
同學B：我覺得這個消費文化調查，大部分當中有很多深刻的經歷，例如：問卷

調查這一個部分，我們受到很多人的拒絕，即算他們有空，我們亦很禮貌，但

他們仍然冷漠。當我們努力了一天，都不成功很想放棄。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六章 學習經驗 
那類人會參加報告獎？ Who will join CCSA? 
 
同學：你覺得什麼人會這樣做呢？ 
 
女受訪者 A：很膽大的人吧！ 
 
男受訪者 A：那些 in（追得上潮流）的人，青少年人、或者那些會跳 break dance！ 
 
旁白 : 對不起……由於電波中斷……請等一等……（倒帶中） 
 
《無孔不入流》聖母院書院 
 
同學：你覺得什麼人會這樣做呢？（手持不同穿環人士的照片） 
 
男受訪者 A: 有自殘傾向。 
 
女受訪者 A：很膽大的人吧！ 
 
男受訪者 A：那些 in（追得上潮流）的人，青少年人，或者那些會跳 break dance！
總之是那類吧！ 
 
女受訪者 B：經常外出玩的那些人。 
 
女受訪者 C：不怕死的人。 
 
女受訪者 D：壞人！ 



 
男受訪者 B：有一點自卑，自信心很低的人…… 
 
女受訪者 E：經常出來玩的。 
 
 
學會學習小辭典 第六章 學習經驗 
I discover 我發現 
 
我發現 
 
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是會舉辦 
第七屆的！ 
 
還是會 
要 / 有人參加的！ 
 
第六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因篇幅所限，本辭典僅能收錄 
部份同學的詮釋。 
其餘 560 種版本， 
全部存放於 
消費者委員會資源中心圖書館， 
以供參閱。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亞士厘道 3 號 
 
（編者按：現已停止上述服務，如需參考歷屆主要得獎作品，請聯絡本會教育

部——電話：2369 4073） 
 
 
第六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由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統籌

局合辦，公開讓全港中學生參加，由一九九九年起迄今已舉辦六屆並成為全港

最大型的專題研究學習活動之一。 
 
參加者須選定與本地消費文化有關的課題，就消費者行為態度和價值等蒐集資

料進行分析，屆提交超過二千份的考察報告，全是根據同學實地考察所得到的

第一手資料寫成，增添了本地文化研究的參考資源。 
 
為進一步向學校推廣這個活動自第二屆開始加設了「舉校合作推動計劃」為參

加的學校提高培訓和活動資源。本屆共有廿五間學校參加這個合作計劃。 

 



為促進學習效益，「報告獎」亦舉辦多項培訓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研討

會及展覽等，本屆共有超過五千名學生及老師參加這些活動。 

 

第六屆「報告費。共有支自 114 間學校的 564 隊同學報名參加，六年來已有超過 
一萬四千名中學同學參加「報告獎」。 
 
CONSUMER CULTURE STUDY AWARD VI 
 
The Award first launched in 1999, is jointly organized on the sixth occasion by the 
Consumer Council and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HKSAR Government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territory-wide project-based learning Programme 
designed for local secondary schools. 
 
Participants have to conduct a study into a particular local consumer culture. finding out 
the consumer attitudes, values and behaviours in Hong Kong. The Award has generated 
a fruitful collection of over two thousand study reports of local consumer cultures based 
on firsthand data collected by students. Consequently enriching the archive of studies 
on local cultur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programme in schools a "School-Based Promotion Scheme"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fifth year. With the training and resources to the participating school 
in the scheme this year. 
 
Lectures, workshops, seminars and exhibitions are also organized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the Award. Over 5000 students and teachers 
participated in this year's extension activities. 
 
The Award in 2004-05 attracted 564 teams of secondary students from 114 schools. 
Over 14,000 student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Award sinc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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