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焦點片段》錄像 
（錄像字幕） 

 
生活——學習——消費 
紅綠藍三原色光線叠在一起 
光線像變得透明 
生活、學習、消費叠在一起 
所有的題材也會在辯證上 
愈辯愈變得清徹透明 
透視明白 研習探究的 生活意義 
好像 
 
************************** 
獨立批判的反思 
思量拜神祈褔的世故人情 
 
《求求祈祈》釋慧文中學 
初級組優異獎、優異選題獎 
 
元朗大樹下天后廟 
「七大求求祈祈消費活動」 
 
是是但但咁樣問 
燒香禮佛情況會有大改變嗎？ 
 
求求祈祈係咁答 
神明對善信 
一視同仁 
無分彼此 
 
二、最物超所值的消費 
 
物超其值的祭品是『橙』。 
 
我們卻對物超其值的意思有些新見解 
敬奉不同神明→ 
應奉上不同之祭品 
 



以往〈一神一份祭品〉→ 
十分講究 
 
現在祭品一份→ 
供奉所有虔信之神 
 
求神祈福係講心 
↓ 
唔講金！ 
 
你話係咪？ 
 
三、最理應要有，卻偏偏沒有的祭品 
 
祭祀不見了魚，奇怪嗎？ 
我們卻不覺得出奇，理由可能是… 
 
--保證活鮮奉神不易 
→求祈之際活魚嗚呼了、游起背泳來 
→不吉利 
→豈不褻瀆神明? 
所以 
魚，便成為最理應要有卻偏偏沒有的祭品 
 
四、最男女有別的消費 
 
--男善信→求財→問工作升職或轉工前景 
→沒有為家人祈福 
 
---女善信→求家宅安寧 
 
切合 
男主外、女主内 
儒家傳統文化 
家庭崗位不同兩性分工、各司其職？ 
 
************************** 
有價值的探求發掘 



認清知識和資訊的均富 
 
《高清．貧》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初級組傑出作品獎、優異選題獎 
 
右男︰淨買機頂盒都好貴。每個月的收入都剛好（應付）日常生活費用 
訪問員︰還有沒有（錢）剩？ 
女︰哪會剩啊！ 
左男︰身邊同學都轉了，而我沒有轉。所以我什麼也不知道，不能一起討論，會感到

好寂寞。 
女︰我遲些有錢便轉，現在暫時不會轉。 
左男︰想看沒有雪花的電視是怎樣的。 
女︰有錢便看到啊！ 
訪問員︰會否對他們很不公平？ 
女︰兒女還小，當然要「捱世界」，兒女長大了，用心讀書，將來便有出路。…遲一點

吧！ 
 
************************** 
探究性的討論 
考驗觸動的善心 
 
《為善最樂？》華英中學 
高級組傑出作品獎、優異選題獎 
 
訪問員︰你有沒有聽過 Pampers 疫苗捐贈計劃？ 
受訪者一︰未聽過。 
受訪者二︰沒有聽過。我覺得他有企業良心。 
受訪者一︰如果有做，他當然更值得我買。 
受訪者三︰我付出的金錢少了，我會覺得抵。 
受訪者一︰但如果他為了做這件事而加價，我便不贊同。變相是強逼顧客去做這一件

善事。 
受訪者三︰從消費者角度來說，我當然希望他減價，捐不捐錢是我的決定。 
受訪者一︰如果他沒有為了這事加價，而是作一個推廣，對社會有善心，我認為也是

一件好事。但我買他亦不是因為他捐更多疫苗。 
受訪者二︰買到貨品，考慮都是切合自己需要。其實慈善事業可以自己做，所以他能

夠做到只是錦上添花。 
 
************************** 



自主的學習 
結算興趣的培養和花費的期望 
 
《Love Actually》華英中學 
高級組傑出作品獎 
 
受訪者一︰我學英文、普通話、打籃球，還有鋼琴、游泳這幾樣。因為有些是重複學

幾次，還有學數學。 
受訪者二︰接近四五千元。 
 
構成負擔？ 
 
受訪者二︰其實有少少吃力。 
受訪者三︰成效是一點一滴，並不是一下子看到的。 
受訪者四︰有種成就感和滿足感。 
受訪者二︰又夜，又累，做功課時不是很認真。 
 
得不償失？ 
 
受訪者五︰如果他不喜歡，他不會跟我說。 
受訪者三︰他不喜歡的話，應該會跟我反映。 
 
總結 
 
受訪者六︰不可以認為用錢可以買到成果。 
 
************************** 
自省的歷程反思 
想象愛情的味道 
 
《愛是這樣甜》五旬節中學 
高級組傑出作品獎、優異選題獎 
 
20 世紀的青少年 
 
旁白︰好！今天來談談你們的拍拖經驗。 
受訪者一︰通常都是吃喝玩樂，行街，看電影，食飯等等。 
受訪者二︰我們兩個都比較窮，晚餐會自己煮飯。 



受訪者三︰平均一個月就看三至四套電影。 
受訪者二︰可以慳錢，培養感情，還令他知道我懂得煮飯。 
受訪者四︰月頭好像很富貴，即是可能叫很多食物，但吃不完的。但月尾就要叫一小

碟一起分享。 
受訪者二︰我們真的是挺節儉，食飯通常去大排檔，兩個人食一碗雲吞麵就一餐了。 
受訪者三︰平時外出都不用花自己的錢，當然也要買多些禮物哄他高興，他才會給我

多一些錢。 
受訪者四︰假如你看到朋友有，那當然自己都會想有，如果沒有就會好像沒面子。 
受訪者二︰漸漸變成二人世界，因為有時候要傾秘密，一群人就不能談。 
受訪者三︰一班人就好像比兩個人好，兩個人好像很單調，很悶。 
受訪者四︰對啊！有時交談太多會好像沒有話題，然後便會悶和沉默了。 
受訪者二︰當然就約十一時，會到校園內散步，大家一起談心，然後回宿舍休息。 
受訪者三︰不會，是假的！我們只會不停洗錢，不會這麼浪漫的。 
受訪者四︰我都沒什麼難忘的，每次出街都是亂行，一點也不難忘。 
受訪者一︰我自己都沒有什麼回憶。 
受訪者三︰對啊，只記得花了錢。 
 
************************** 
有根有據的評析 
揭示漂綠的有機還是商機？ 
 
《漂綠真相》裘錦秋中學(元朗) 
初級組季軍、最佳選題獎 
 
漂綠真相 
The Greenwash Truth 
 
第一章——綠色背後 

漂綠（Greenwash）是由 

「綠色」（green）和 

「漂白」（whitewash）合成的一個新詞， 

指一個機構宣示自身 

對環境保護的付出， 

但實際上卻是反其道而行。 

 

第二章——綠色疑雲 
綠營銷售特色 



走訪街頭，尋找綠色的店舖…… 
 
特色一： 
「有機」出現的頻率多得驚人！ 
但他們是否真的有機？ 
有機的定義人所共知嗎？ 
 
特色二： 
門面、包裝和產品宣傳 
都喜以天然的綠色或棕色為主， 
讓消費者相信內裡售賣產品是 
與有機、天然、環保有關的。 
 
特色三： 
貨品驟眼看來是沒有添加，不含防腐劑， 
沒有人造色素、有機天然。 
多一兩個綠色標貼， 
但它們是否借「天然」這兩個字來吸引消費者呢？ 
 
特色四： 
價錢高才是正貨？ 
 
特色五： 
將一些有機和健康的產品 
跟一些不是有機和健康的產品放在一起， 
真可怕！ 
 
特色六： 

部份的貨品標籤都是以英文為主， 

或用了很多化學名詞， 

讓很多消費者都會看不明白。 

 
店舖所製造出的綠色價值與幻象， 
的確值得消費者深思。 
 
第三章——真相大白 
誰漂走我的綠？ 
綠色商機處處，消費者很容易接觸得到； 



然而，漂綠陷阱也是處處！ 
漂綠危機的證據一定比我們現有所知的更多。 
 
真相背後，何去何從？ 
 
************************** 
有說服力的證據展示 
實驗廣告的虛擬價值 
 
《神通廣大》荔景天主教中學 
初級組季軍 
 
實驗一 
 
同樣都是樽裝水， 
品質和味道也相近， 
若撇開品牌因素， 
消費者會如何選擇呢？ 
 
結果：較喜歡那種蒸餾水 
 
實驗前（品牌的影響？） 
屈臣氏 82%；清泉 18% 
 
實驗中（沒有了品牌的影響？） 
屈臣氏 54%；清泉 46% 
 
實驗二 
 
同樣的水， 
放入不同品牌的水樽， 
能否試出不同的味道呢？  
 
結果：同樣的水，在不同的樽 
 
屈臣氏樽——盛載的水較可口：70% 
清泉樽——盛載的水較可口：30% 
 



受了廣告的影響？ 
廣告的能力真的這麼「神通廣大」？ 
 
女同學︰之前是飛雪，現在是屈臣氏。 
左訪問員︰為什麼你會購買屈臣氏蒸餾水？ 
女同學︰因為我要抽飛輪海演唱會門卷。 
左訪問員︰買了多少支？ 
女同學︰我買了約五、六十支。 
右訪問員︰你買的時候有沒有留意他的功能？以及是否切合你的需要？ 
女同學︰飛輪海代言的當然好！ 
右訪問員︰你是否知道這種水的特性？ 
女同學︰不知道，不是太清楚。 
 
************************** 
感人的表達 
體驗長者生活的寄附 
 
《「叟」望「商」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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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老化的白田村， 
街上有新的商店開業。 
令一群長者平靜的生活 
起了不一樣的變化。 
 
八十三歲的寶蓮婆婆 
和其他老人家， 
一點也不喜歡獨居。 
一有空就到公園或街上消磨時間。 
 
一天，婆婆付上兩塊錢， 
取得會員咭，就進入商店， 
每天聽講座，取贈品。 
 
當買了貨品，就可以蓋上印章， 
儲夠一定的數量就可以換取指定的產品。 
講座介紹的都是健康產品。 
而且每天都有老人家親身上台， 



講述服用這些產品後身體有多好。 
 
職員會和他們互吐心事，開玩笑， 
常逗得老人家哈哈大笑。 
 
每天在商店，大家都友善地互相問候， 
就像相識已久的好朋友一樣。 
令寶蓮婆婆每一天也想再來。 
 
但那裡一天只可進入一次， 
於是婆婆早上就去白田那一間店， 
下午就乘巴士到青山道那邊聽講座。 
雖然每次去都要付上一元車費， 
但她仍比較喜歡青山道那間， 
因為那邊的贈物比較大份，比較多。 
 
一個月後， 
婆婆與那些職員日漸相熟， 
又看到有很多人買，有些人更買了很多。 
加上過去取了不少贈品，有點兒過意不去。 
於是她就買了鯊魚丸， 
酵素等健康產品。 
 
寶蓮婆婆買的健康產品中， 
最貴的要三千多元， 
但婆婆都認為是值得的。 
她的名字又因為購買了 
價值二千八百元酵素 
而被貼在牆上表揚， 
而且買了酵素就不用在規定的時間入場。 
 
但是她卻不敢讓女兒知道， 
因為女兒不會贊成她買這些產品的。 
 
其他婆婆也有買健康產品， 
但是她們不是很記得自己買了甚麼， 
甚至不了解產品的功用。 
但她們完全沒有後悔， 



仍對那些產品讚不絕口！ 
 
她又買了兩條對健康有幫助的內衣褲， 
更稱:「每條只需八十元，實在很便宜呢！ 
而且穿了還可以加速血液循環！」 
 
「我買的已經算少了， 
很多人比我買得還要多，還要貴呢！」 
婆婆回答說。 
 
寶蓮婆婆往後的日子 
仍是每天去聽講座，拿取贈品。 
直至到她想去也不能去了…… 
 
他們不希望受到忽視， 
希望有人關心和注意他們。 
 
然而寶蓮婆婆並非一個特別的例子， 
還有很多很多婆婆也和寶蓮婆婆一樣， 
做著同樣的事。 
 
************************** 
討論表層的總結 
透明虛擬的市場 
 
《廿一世紀「易」手網絡》田家炳中學 
高級組季軍、最佳表達方式獎 
 
阿階 
以前我只會做消費者， 
但我覺悟了，我天生應該是一個「老板」 
 
第一次當「老板」 
升中以後，我變成了遊戲帳的「職業賣家」。 
 
每一次的交易，平均可以賺$150-180 的利潤，讓我和我的「荷包」均獲得更多的滿

足。 
 



自我保護策略 
每一次交易後，我會申請一個新帳號。 
有了新的身份，任何人也無從找我「尋仇」了。 
 
阿南 
我酷愛逛街，所以變成了一個在 
「不夜天的世界」 
"喪逛"的「夜行俠」。 
 
喪心逛街 
升上中四，學業繁重，不能外出，居於天水圍，難有機會逛街。 
網上討論區讓我找到了新的生活和購物習慣，成了"喪逛"的「夜行俠」。 
 
阿翠 
現實中，我是一個沉默寡言， 
不過，我已經在網上脫胎換骨了。 
 
我的自述 
每當進入「網上討論區」力世界，我便成了另一個人，總要逛上個多小時才能舒懷。 
 
我算是專家老手，累積滿 6 年的經驗。 
 
互動監察 
討論區「投訴版」的設立，能充當消委會一角，可以看到會員的投訴，是我們消費者

一定會觀察的地方。 
 
另類樂趣 
一大群網友，可以成為知己，不需隱藏什麼; 想說什麼，絕對自由; 不像與友伴逛街，

你等我、我等你；擔心說錯什麼，又怕什麼什麼，哪像網上來得舒暢？ 
 
************************** 
具洞察力的見辯解 
收結燒烤玩樂的率性 
 
《「燒」費文化》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初級組亞軍、優異選題獎 
 
你喜歡燒烤嗎？ 



受訪者們︰喜歡！ 
 
為什麼你喜歡燒烤呢？ 
訪問員︰為什麼會突然有這個念頭？ 
受訪者︰天氣好，天朗氣清。 
 
旁白︰我們發現人們在準備燒烤食物時，一般不會很注重價錢，與現時香港人精打細

算、斤斤計較的心態背道而馳，究竟為什麼呢？ 
 
旁白︰其實是因為人們從燒烤中得到的喜悅放在第一位，金錢放在第二位。對於人們

來說，間中一次半次燒烤就像節日消費般沒所謂。而且人們買的不只是燒烤食物，而

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樑，一個群體合作的機會，一種不受社會束縛的感覺。 
 
************************** 
原創性的分析 
統計時間的流動和光陰的虛耗 
 
《時間與消費》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高級組亞軍、最佳選題獎、優異表達方式獎 
 
時間與消費 
 
受訪者︰時間先。對啊，想快一點，不想浪費這麼多時間。 
 
HOW 怎樣 
快快快， 
我並不很忙碌， 
只是我嘗試去追趕一切。 
 
受訪者︰有時候趕時間，明知那間店舖貴一點也會買。 
 
影子總是伴著人 
說不定，在某些時候，人也是伴著某些「影子」的。 
 
受訪者︰都不是的，我要上班。為了錢，寧願多花一點時間買些便宜點的東西。 
 
我有我感受 
 



我總覺得 
時間微小得連它 
慢慢地滲走 
我也不會發覺 
 
又或許 
時間很強大 
強大得能把人捲走。 
 
訪問員︰你覺得值得？ 
受訪者︰值得。 
訪問員︰花時間去換錢是值得的？ 
受訪者︰值得。 
 
受訪者︰我覺得買得都幾叻，在這麼短的時間，家人亦欣賞。不過通常他們問價錢

時，我都不會回答。 
 
有沒有發現 
孤單的時候，最討厭到茶餐廳吃飯的？ 
反正，孤單的時候，時間和身邊的一切 
都像走得得很緩慢。 
 
************************** 
世情的觀察和環境的感召 
關愛進步城市和情感的保育 
 
《「中」「環」交錯 -- 中環嘉咸街街市》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初級組冠軍、優異選題獎 
 
消費只是單單一個金錢交易的動作？ 
例如在超級市場購物， 
我們從不會認識經營者， 
連那裡的員工亦未必認識， 
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 
只有一個「利」字存在。 
究竟我們的社會是否真的如此現實呢？ 
 
嘉咸街這條歷史悠久卻快要清拆的街道， 



這裡的消費文化和外界又有甚麼不同呢？ 
 
問卷調查出來的結果並不理想， 
我們明白到人情味是一種人的情感， 
並不是從問卷上可以發現的。 
我們轉用細心觀察和人物專訪， 
透過人們的動作和說話， 
體驗嘉咸街的人情味。 
 
大城背後的小故事 
 
人情味是一種很抽象的感覺， 
每個人的感覺都有所不同， 
但是有個條件是肯定的， 
就是這種感覺須要一群人才能產生。 
 
元素一：互相信任 
 
故事一：自動轉帳 
 
檔主叫那客人自己放下要付的錢，過程中， 
檔主姨姨沒有回頭看過一眼。 
檔主姨姨說，很信任街坊， 
並不擔心他們會做出一些不誠實的行為。 
這一份信任，令顧客感到被受尊重。 
 
故事二：大堆硬幣 
 
在茶餐廳，我們結帳時才發現只有三張 
二十元紙幣，其餘的都是一大堆的硬幣。 
而我們需要付一百一十二元， 
所以大家只好湊呀湊，湊夠錢付款。 
結帳時，老闆沒有金精火眼的數錢恐怕你少付錢， 
或以厭惡的眼光望住那堆硬幣。 
只是數都沒有數便收下來， 
並笑著說：「行了， 
多謝光顧！下次再來吧！」 
 



元素二：無分你我 
 
故事三：三百元的信用 
 
在中藥店內，老闆硬是不肯收客人那三百多元的藥費。 
在老闆心目中，友誼是大過一切的。 
不可以單單顧及自己的利益，要把所有的跟大家分享， 
不可以害怕吃虧，而把擁有的藏起來， 
這樣才叫「無分你我」！ 
 
元素三：互相關懷 
 
關懷，可以是一些實質的幫助， 
也可以是簡單的幾句噓寒問暖。 
但當大家都為了一個「利」字拼個你死我活， 
莫說是關懷，可能就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 
可是在嘉咸街，你卻會看到另一番不同的景象。 
 
互相互任、無分你我、互相關懷， 
為嘉咸街注入「人情味」， 
塑造了嘉咸街這種有「情」的獨特消費文化。 
大家付出和收到的不單是錢和貨， 
還有對方的一顆心。 
 
可惜重建的計劃， 
將會摧毀香港歷史最悠久、 
但仍然運作良好， 
並且服務了市民一百五十多年的露天街市， 
亦摧毀了一個極具文化價值、 
富有生命力的社區。 
 
************************** 
啟發自省的重新發現 
快快的吃逃離慢慢的活 
 
《Speed Up》聖保祿中學 
高級組冠軍 
 



有錢人用金錢換時間， 
窮人用時間換金錢。 
不過，快餐和這個定律背道而馳。 
因為，快餐除了快，更是十分便宜。 
因此，不論是誰，也能透過購買快餐 
而換取時間和節省金錢。 
 
但是，讓我們節省了時間， 
會不會是失去時間的開始？ 
快餐會不會其實是很昂貴的？ 
快餐的美味又是怎麼的回事？ 
快的背後，又需要付出甚麼代價呢？ 
 
任何事情也可有表面和深層的考慮 
 
說快餐快，長期食用有損健康。 
這樣就真的很快，很快向上帝報到。 
 
說快餐平宜，每個外賣快餐平均 
製造 7 件即棄餐具， 
從地球的角度看，是不是真的負擔得起？ 
 
說快餐美味，快餐的含鹽量高，易令人上癮 
味覺損壞了，以後還會津津有味嗎？ 
 
性相近，習相遠 
 
快餐店所代表的是快而粗的文化， 
茶樓則代表慢而細的文化。 
如果你有空閒，你會選擇快餐還是茶樓？ 
 
文化.= 生活態度 
 
1. 快成了趨勢 

為了提高效率，不惜節省進食時間， 
飲食不再被視為一種享受。 
一旦開始加速，要停下來容易嗎？ 

 



2. 做事的態度 
為了追求速度和產量，選擇把事情簡單化， 
開始忽略事物的質素。 

 
3. 即食文化的冒起 
 
快餐的快 
是源自它在準備過程中的慢。 
 
因為投放了大量時間在策劃如何 
加速食品生產，減少顧客的等候時間。 
 
然而，那些慢的準備過程，是顧客看不到的。 
 
因此，我們把快視之為理所當然， 
以為真的有「即食」這回事。 
 
快餐在表面上真的帶來很多的方便。 
 
不過，在匆忙中完成的工作， 
我們永遠只會記起 
心靈和身體的疲勞， 
而非過程中的享受。 
 
然而，在慢慢的工作中， 
我們可能有換過氣來的空間， 
可以停下來，想一想， 
好讓自己細味當中的滋味。 
 
************************** 
層層透疊的生活迴轉 
從消費我們嘗味生活 
從學習我們欣賞生活 
從關愛我們反思消費 
把生活、消費、學習、三色看得透明通達 
 
生活——學習——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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