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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探究方法：14+5天的親身實驗

為了感受一下現金的好處和壞處，我們決定連續兩星期只用現金，期間不使用八達

通及其他電子消費。

在這14天裏我們會每天寫消費日記，互相監督只准使用現金，一旦使用了電子支

付——例如八達通——便屬破戒。

為了盡力只用現金， 大家議定的實踐方法如下：

1) 不帶八達通，將八達通放在抽屜裏，讓自己絕對不會破戒，另外帶備一個小
袋子作散銀袋，專門放備硬幣，以備坐車之需。所以每次外出時，隨了帶上

錢包，還帶多個散銀袋。（有同學索性表示：如果只係去學樂器，平時會搭交

通工具，但這兩星期就行去免卻麻煩）

2) 只帶現金出街，與家人外出時把八達通交給他們保管，自己錢包只放零錢和
紙幣，不放八達通。由家人監督，令自己使用八達通的機率大大減少。

完成這兩週體蔚驗驗後，我們發覺這個探究方法未夠全面，於是大家同意做相反的

事：額外多做五天不使用現金的體驗*——遊戲規則只有一個，就是可以用八達通
和任何電子支付，總之就不能使用現金

(*註: 本來想做更長時間, 但因第五波疫情爆發, 大家根本不會落街消費, 所以減為
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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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消費記錄 - 只用現金的第1-14天

以下先用表格方式，簡單概括我們14天的消費日常：

日期：25/1 - 7/2

只用現金 鋭 谷 謙 堯

第一天 冇出街，but叫
外賣用cash，我
俾咗齊頭. 2個
飯蝕6蚊,當時擔
心別人不收

非常狼狽咁搵散
銀上巴士

俾cash去便利店
買咗30蚊薯片,
去到蔡意橋輕鐵
站竟然搵唔到用
現金的購票機!
唯有用八達通
(破戒x1)

發現用八達通買
外賣會有折扣，
但我不能用，感
覺蝕了，八達通
更划算

第二天 遇到一啲自動
買賣機，想買嘢
飲但係得八達
通，硬仔又唔夠
錢，選擇唔買

因為唔知點處理
輕鐵車飛，在朋
友面前出醜

冇用錢 因為購票而錯過
了一班輕鐵，無
奈，現金的不便

第三天 冇用錢 由於天黑睇唔清
，我比平時更狼
狽摷銀仔上巴士
，另外俾咗$350
現金敷藥

搭輕鐵發現買單
程票冇學生優惠,
最後唯有屈服用
八達通 (破戒x2)

冇用錢

第四天 冇用錢 冇用錢 冇用錢 冇用錢

第五天 冇用錢 冇用錢 冇用錢 坐輕鐵，買衣服
，用現金有點煩

第六天 去到商場先發
覺林尾漏咗買
嘢，但係又唔可

以出動電子支
付嘅情況下，選
擇左放棄買

冇用錢 冇用錢 坐輕鐵，買衣服
，因為不舒服而
用八達通回家，
現金的不便

(破戒x3)

第七天 冇用錢 冇用錢 同媽媽去
HANDS食lunch
商場有活動可以
用電子消費嘅單
攞去換利是封

冇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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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消費先得!!!

第八天 冇用錢 去超市買嘢，但
係因為找錢問題
搞到場面有啲混
亂

冇用錢 冇用錢

第九天 買嘢飲,但係好
長龍，到我買嗰
陣時就卡住咗
感覺好似累街
坊

冇用錢 冇用錢 冇用錢

第十天 冇用錢 冇用錢 今日早啲出門口
，行路去學小提
琴， 平時會去搭
車．為了不用八
達通，寧願走路!

冇用錢

第十一天 冇用錢 冇用錢 冇用錢 想網購但不能使
用電子支付，無
奈，現金的不便

第十二天 冇用錢 冇用錢 冇用錢 冇用錢

第十三天 冇用錢 睇到有誠實商店
只能用PayMe俾
錢，只能離開

冇用錢 去了街市和超
市, 但人多卻不
能用自助付款通
道，現金的不便

第十四天 冇用錢 冇用錢 冇用錢 冇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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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消費記錄 - 只用電子支付 (第15-19天)

完成14日的只用現金消費體驗後，我們開會商討，大家一致覺得可以做相
反的事去探究更多，但因第五波疫情逐步迫近，我們決定簡單一點只做五

天。以下表格簡單概括我們這五天的消費日常：

日期：10/2 -14/2

只用電子支付 鋭 谷 謙 堯

第十五天 冇用錢 去超市買嘢，因
為可以用八達
通，感覺方便好
多

冇用錢 買外賣時發現
該店只能使用
現金，發現現金
的大眾化

第十六天 可以稅分 冇用錢 冇用錢 冇用錢

第十七天 冇用錢 冇用錢 冇用錢 冇用錢

第十八天 發現有些店不
接受電子支付

去超市買嘢 好似平時咁用八
達通搭車

坐輕鐵，一拍即
可，八達發真的
很方便

第十九天 冇用錢 去超市買嘢，但
唔夠錢，先知道
八達通嘅自動
增值只能一日
一次

去置樂附近買窗
簾，去到比較入
面嘅位置收唔到
網絡，用唔到
PayMe，唯有用
cash

冇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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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消費體驗 - 我們對現金的仇

陳楠謙

第1日:不可以用現金的挑戰，搭輕鐵回家的時候，去到蔡
意橋站，月台居然沒有售票機！見到對面月台有，但輕鐵

已經到站，最後唯有屈服用八達通啦。

第3日:挑戰的另外一日，今次在市中心月台有售票機，安心地走去買飛，仔細看清楚，
發現原來學生要用八達通至可以享有學生優惠，結果用了雙倍的價錢。

發現到原來用八達通除了更方便以外，亦都更加著數，令我感到恍然大悟。

陳芷銳

第1日:由於唔可以使用電子支付, 我喺外賣Apps入面選擇左當面比現金，可能食店員
工睇個Apps都會覺得奇怪: 點解有人會選擇比現
金？但係為咗唔可以破戒, 我堅決用現金。

~外賣到嗰陣時嘅情景 ~

叔叔：$57唔該
我   ：OK OK（其實暗地裏為咗唔俾人等咁耐求其喺
銀包度拎咗一張$50一張$20）
叔叔：使唔使找返俾你？

我   ：Ummm唔使…要…..都係唔使啦

睇到呢度當時嘅心情好矛盾,事後又覺得好蝕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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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懷谷

第8日:第到百佳幫媽媽買東西一共$90.6，但我當時手上只有$40…

我:(細聲同阿媽講)咦？唔夠錢wor
(接著我媽媽拿出一張$100出來，放在那個職員面前。)

職員:有無6毫子？
我:有，等等

(我給了6毫子他，他收好了$100,6毫子和那張40元)
阿媽:俾咗100蚊咁所以嗰40蚊可以找番。
職員:咦！係喎。

(然後佢有點兒手忙腳亂地把40元, 和原本要找續的10元給我)

當時我心想: 做咩無緣無故俾10蚊我嘅？走了一會兒，我才知道為何。我有留意職員的
眼神和神情，由一開始我拿出現金，到我在散銀袋裏找6毫子，我都不覺得他有鄙視或者
歧視我，當時我感到有點麻煩，本來用現金付款比八達通付款的時間已經長了不少，我
這才發現用現金找續也很麻煩，還有可能找錯數。

林鈺堯

第５日:與家人去買衣服。

我: 我有散紙喎
爸:咁你而家去俾你阿媽啦

(衝過去俾散紙佢)

(俾完錢)
媽:下次用返八達通算，好麻煩
我:無計啦….

這次挑戰，用現金付款的時候覺得找零錢真的很麻煩，有的時候還會阻了下一個人，受

到他的壓力。那陣子買衣服，母親幫我排隊，因為要付現金，所以要湊零錢，來來回回用

了好幾次才湊到零錢付，連家人也覺得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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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現金的怨

陳芷銳

現在各大商場都有個人會員積分的環節，每$100就可以有一個獎賞，當初14天沒有電

子支付挑戰內, 我在商場使用了將近$400的現金，本來抱着比較興奮的心情去積分，沒

想到要電子支付。聽到這句話後，當然是很不服氣和感到很不公平，現金和電子支付都

是錢，憑甚麼要區分他們？大家都是真金白銀，沒理由要排斥用現金的消費者。經過這

件事,我才發現原來在沒有這個挑戰的時 候,其實我並沒發覺有甚麼問題，但現金在這個

社會其實有很多不着數的時候。

陳楠謙

第七日:出外到愛定商場吃飯。
路牌上寫着「消費滿$80以上，憑收據即可到客戶服務中心換取利是封乙份」，下面亦有
行細字寫着：只限電子消費。食完飯，去到客戶服務中心，我同媽媽就拿收據去換領。

：請俾張收據我睇睇…咦，想問呢，有冇另外一張收據寫住用咗八達通㗎？
：冇喎！
：但係通常都會有㗎喎，不如你返去餐廳嗰邊問吓。
（之後我哋走咗返去問，但係餐廳表示並沒有

：餐廳嗰邊都話冇喎…其實我有八達通record，不如俾你睇吓。
：喔，好好好。你想要邊款利是封…

我一直都認為用現金抑或電子支付，我所付出的金錢和我所得到的都一樣，但使用電子

支付，付出會更少而所得會更多。你可以用coupon以更低的價錢去付款，以電子消費的
付款方式去獲得更多禮品或coupon。

另外，我亦都諗：點解商場要規限只可以用電子消費？商場有咩著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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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鈺堯

第一天:買外賣的時候看到有個牌寫著外賣用八達通有八折優惠，那時才發現原來用八
達通會便宜那麼多。

第十三天:在超市購物時, 人多可以用自助付款通道, 多一個選擇, 節省時間。當日我買
東西的時候有很多人，但不可以用自助付款通道付款，真的有點無奈。

伍懷谷

第十三日:行山經過一間的誠實商店，可以買紀念品，原本想買，畢竟只要二十元一個，
在選擇要哪個的時候，發現桌子上有張貼著qr code的紙，上面寫着Payme，我才知道原
來只可以用Payme付款，就歎了口氣，無奈地離開了。

我不明白為何一個這麼小的買賣市場(商品全部$50以內)竟然連現金付款也不能。小時
候亦見過誠實商店，那時只能用現金付款，八達通不能。現在現金已被取代了，中間隔
了不夠十年的時間。

(後續：完成探究後，有次我再去那兒遠足，也再次看到了那個誠實商店，今次不但多了一個裝
著飲品的箱子供人購買（裏面有保礦力，可樂等飲品），還多了一個錢箱，讓人們投入現金購買

商品，不過，我肯定上次沒有這個錢箱，因為這個錢箱正放在Payme的qr code紙面前，上次不
可能看不見，也許上次忘了放吧，我看著錢包裏剩餘的21元現金，心想難得出來一次，買件紀
念品吧，就左看右看，選擇心儀的貝殼作為紀念，最後，選好貝殼，投了錢，拍了照，就離開

了。

我忽然覺得我也已經算是老人家了，見證著從現金支付的誠實商店，到電子支付的誠實商店，

中間相距不過十年，連誠實商店這種給人一種古老的感覺的商店都已經使用電子支付，十年

後現金的地位還真的很難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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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對我們的恩

陳芷銳

曾經自己星期六要去上游泳班的課堂，當天太趕急並隨手拿起自己的袋就去了巴士站

等車。當自己上車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原來沒有帶到八達通，款不了錢上車，當時再摸一

下褲袋，真的很幸運有5元硬幣，非常之驚險。這時我才意識到單單帶電子支付（八達通）

是不可行的，要萬事據備現金傍身。

陳楠謙

第十八日:這日只可用電子支付，但我卻要搭的士，本身非常擔心的士司機接不接受用
八達通付款。

😅：Sorry我想問可唔可以用八達通俾錢啊？
🚕：喔…可以嘅…
雖然司機語氣貌似不太願意，但亦都很自然地攞出自己部手機出來，用八達通app，
「嘟」向我張八達通到。

我當刻的心情其實十分忐忑，一直對的士有個故有印象，只可以以現金付款，但電子付

款的方式如此普及，當時便以一個試一試的心態付款。或許是我好運，遇上一個接受的

司機，但我的確成功了。

伍懷谷

有一次，回到學校時，發覺自己沒有帶錢包，回到教室，馬上向我一個好朋友借錢

我：（好緊張）可唔可以借住兩蚊雞先，唔係嘅話我無錢坐車，我唔記得咗帶銀包

佢：okok  （慷慨地給了我6元）
我：多謝大佬...多謝大佬...多謝大佬，聽日一定還

這時我才鬆一口氣，我很感恩我有這樣的一個朋友，願意幫助我，我也很感恩那6元，不然我
就要走路回家了。最後，我成功坐巴士回家，也在家裡找到我的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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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鈺堯

某次外出時，雨下得很大，跑到巴士站，發現自己沒有帶八達通，打開錢包，包內只有一張紙

幣和一個一蚊，我有些害怕，不會要走路回家吧…我看着排在我前面的姨姨，鼓起勇氣問了她

我：唔好意思呀，因為我唔記得帶八達通，可唔可以借少少錢俾我搭巴士返去？

姨：當然可以！我應間俾埋你個份車費啊！

就這樣，她連同我的車費一起付了。我當時真的很感動，也和她道了很多句謝謝，她也只是搖

搖頭，微笑着說到，這只是件小事罷了。可能對於她而言只是很微小的事，但對我而言卻是一

件大事。

那個硬幣，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感受到濃厚的恩情，或許現金對人們的身份已經改變，但我

依舊相信那份現金帶給我的恩情是不會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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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懷谷

第１９日： 我帶弟弟到百佳幫媽媽買東西，買齊之後，就將東西帶到去自助販賣機度掃條碼，

掃到最後，總共是三百多元 (唔記得實際幾多，可能係因為諗住可以用八達通就失去咗對數字
嘅敏感)，結果付款的時候，機器顯示「餘額不足」

弟：咦，唔夠錢喎

我 : (極度疑惑)吓？阿媽個八達通唔係可以自動增值嘅咩？

我們試多了幾次，結果都一樣，過程中我一直滴汗，害怕到死，無計可施嘅情況下，我只能忍

痛叫細路把我原本打算買的藍罐曲奇放回原位，在少了九十幾元要付款的情況下，我們總算

成功付款。

最後，問媽媽，才知道原來自動增值最多只可以一日一次，我才知道原來我誤會了十年。

如果最初我帶的是現金，我應該不會這麼狼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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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綜合分析: 現金會被淘汰嗎?
正方 反方

　　vs

現金長遠也不會被淘汰 　　 現金暫時不會被淘汰

，但總有一日會

　　　　　　　　　　　　　　　　　　　　　　　　

3 　1

反方發言：

伍懷谷

我認為，暫時來說（大約這20年間），現金都不會被完全取代，但之後，我認為現金終有被完全
取代的一天。舉個例子，大家可以見到現在有一些店舖也沒有再做放現金的錢包，這是為什

麼？這就是因為商家已經預視到人們將來或者現在使用銀行卡信用卡次數已經比使用現金更

加多，於是便會製造並大量售出卡套。除非有甚麼必需要用現金，不然我認為現金終有被淘汰

的一天。

有必需要用現金的事嗎？

餐廳結帳可以使用電子支付，付車費可以使用八達通，而在我「14+5」的經歷中，我看過連誠
實商店也能使用PayMe來付款，好像在我的認知裏已沒甚麼一定要使用現金，所以我認為在
這大約10年間，隨著八達通被逐漸普及化，現金將成為第二選擇，而作為第一選擇的八達通，
則因為比現金更方便，更衞生，而比現金更多人使用。

現金有比電子支付更好的東西嗎？

我認為是有的，只能使用八達通的挑戰中，我到超市購物時，在結帳時才發現餘額不足，讓我

認為八達通裏的金額較為「虛無」，因為我們並不能確定八達通裏的金額，只有在結帳時才能

知道，而現金就沒有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只要打開錢包就能一目了然，就能清楚知道我們還有

多少錢。

不過，我並不認為因為現金有這個優點，就能讓它永遠不死，因為八達通只會被一直改良，直

到這個優點也成為了八達通的優點時，現金就真的沒有比電子支付更好的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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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發言：

林鈺堯

經過這次經歷後，我認為現金不會被電子支付完全取代。

首先，現金比起電子支付有一個更大親切感。

現金在幾十年前已經有人使用，比起電子支付是近幾年才出現的產物，現金有更多人懂得如

何使用，就像我的經歷，一間只能使用現金付款的餐廳，依舊有很多顧客，這證明了現金還是

有很多人使用現金的。

但由於電子支付是近幾年才出現的付款方式，有不少人仍對它很陌生，大眾的接受程度也較

低，因此在這方面，現金是不能被完全取代的。

另外，現金帶給我們的人情味也是電子支付不可取替的。

在我的經歷，一位姨姨在我沒有零錢搭巴士時幫了我，這讓我感到溫暖和感動，也令我看見了

一份恩情。

但電子支付比現金有更大的優勝之處。

首先，它比現金更方便，因為它不需要像現金一樣找贖。在我的經歷，我因為用現金找贖出現

了問題而感到不好意思和尷尬，假設我用的是八達通，只要拍卡即可完成，不用找贖，也不用

數要付的金額，避免阻礙下一個人付款。因此，現金在這一方面會就比較遜色。

再者，因疫情影響，多了很多人在網上購物，由於網購只能使用電子支付，如只使用現金就不

能網購，因此，電子支付比現金更便利，用途也會更多。

綜合以上，它們各有利弊，但總括來說，電子支付有更多好處，但現金的大眾化，是不可能被

完全取代的，但根據現在的趨勢，有一些電子支付的確會比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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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芷鋭

我認為現金是不會被取代的，今日正立辯題辯題原因有三：

1）減少不公平化的待遇的現象

從14日的實驗得知，雖然電子支付比現金的受益， 就像商場的積分兌換禮物換取一樣，這些

事都是不會發生在使用現金的客戶上，對於這點，我認為商場有機會亦都可以為了貼合大眾

化，亦都為使用現金的客戶爭取利益，這樣就不存在於不公平的現象，人們對於呢點不公平的

想法也漸漸減少於是使用現金的機率是有機會增加的。

2）現金的針對人群

現在的消費人群，除了現在的年輕人其實還有老一輩的長者，他們的生活主要現在街市商場

等地方消費，之前一位同學已經提過，由於電子支付是近幾年，或者迎合現在疫情的情況之下

才對於老一輩的長者使用電子支付的技巧還味很純熟甚至是非常陌生，因此現今是對他們的

最好並唯一的選擇，如現金已被代替，將會有很多人對於消費的適應程度未能很高。

3）現金比電子支付減少出現過度消費的現象

使用現金的時候我們會不多不少也會注意錢包的厚度是多少，估計還剩下多少錢，到了某一

個程度上我們會下意識地減低消費金額，因為餘額不足或者想儲錢。 但是我們使用電子支付

的時候其實並沒有很多地方可以更加準確或者提示我們八達通卡或者銀行卡的餘額是多少，

因此便會造成現代現象「碌爆卡」。

由此可見，隨着電子支付被普及化的同時，現金很多情況也會被比較，我們都可以見到現今並

非比電子支付差很多，有很多細節例如人情味，電子支付替代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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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楠謙

現金不會被電子支付完全取代

經歷過「14+5」的挑戰之後，我體會到兩個明確的觀點。

電子支付確實比現金優勝。

電子支付在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場景愈來愈多，而電子支付所帶來的便利和好處等等，受到消

費者和經營者的支持並互相鼓勵去使用，促進了電子支付的使用。進行挑戰之前，我認為使用

現金亦或電子支付，我所付出和獲得的都是一樣，但我發現其實並不。

電子支付 | 現金

時間 較少         |    較多 >付款過程所用的時間
金額 較少         |    較高 >款得折扣/優惠卷等
回饋 較多         |    較少 > 現金回贈/禮品等

現金至今仍然優勝的地方。

我認為現金勝在其擁有的穩定性。現在使用電子支付仍然有其限制，若果未有滿足其條件，便

不能順利使用電子支付付款。

使用電子支付有要求

1.消費者及商戶都需要一部可用的手機/電子設備
2.消費者及商戶都需要對電子支付系統了解及清晰
3.有良好的網絡

根據以上觀點，我認為電子支付的確逐漸將電子支取代，但現金仍然有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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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總結

最初大家都同意做呢個題目嘅時候，覺得做挑戰呢個主意好好，不過，雖然當時都

知道只能夠用現金係會有啲麻煩，但係都係擔心兩樣嘢：首先，我哋只有十四日嘅

故事，會唔會唔夠嘢寫？第二，我哋都好擔心或者根本只能夠用現金對我哋根本

就無咩影響，以致到連故事都無。

而家回望番，份報告個份量其實又幾多喎。我哋開呢份報告嘅檔案嘅時候，都擔心

點樣將一份空白嘅Google document變成大約二十頁、四千幾字嘅報告，對我地只
係中二、未做過專題研習嘅人嚟講，都真係幾難，而家再睇下份報告，都真係有D成
功感。

而做呢個專題亦令我們有D從來沒有的經歷和反思，例如其中一位組員落街坐巴
士，咪日日都一樣有俾錢，然後照樣坐車？好難好似電視劇裡面咁峰迴路轉喎。結

果探究期間落去坐巴士，發覺真係比電視劇劇情更峰迴路轉：我好慌張咁喺散銀包

左摷右摷搵散銀，俾錢俾耐多幾秒鐘，就覺得自己好似拖累咗全車人咁，我搵個位

坐低，先發覺自己已經成頭冷汗，仲有啲喘氣，唔講仲以為我啱啱打劫完銀行。

最後，由做報告嘅開始到而家，一次又一次開會，一次又一次打document打成粒鐘，雖
然有啲老土，但都真係見到自己都進步咗唔少，亦都學到唔少嘢，無論係同人討論嘅能

力，定係專注力，呢次都可以話獲益良多。不過，如果問我地下年想唔想再試多次，我地

又會好老實咁講: 唔會啦，真係幾辛苦。

來到這個報告的尾聲，其實我們四位組員都有一個共識就是現金是不會完完全全被電

子支付取代，就像我們14日的實驗入面,發現了現金的優點和電子支付取代不了的東西

就是歷史價值，人情味和普及化。但是我們這個預測只是局限於21世紀，其中我們有組

員表示再之後這個科技世界入面現金是有機會比電子支付取代的可能性。

回想起做這個報告的時候，四位組員從重組懵懵懂懂甚麽想法都沒有，到而家整個報告

成形，其實當中學會了很多東西不單止局限於這個報告的知識，而是在我們大家商討的

時候學會了團結如何分工合作，當中我們可能有少少爭執對於這個報告,但是都能順利

完成。我們非常之感謝消委會能夠有這個消費文化報告讓我們參賽，令我們獲益良多！

最後都非常之感謝我們班的同學在我們做資料蒐集的時候更能非常之合作地幫我們填

寫表格。同時感謝有份指導我們的消委會導師，他們的意見使我們的報告更好，也很感

謝我們的指導老師蔡Sir，當中帶領了我們完成這個報告也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意見，這個

報告的成功離不開老師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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