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RODUCTION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ndards of the HKDSE Examination, authentic 
samples of candidates’ IES Reports in the 2020 examination are selected to form this 
set of exemplars which serve to illustrate the typical performance standards at different 
levels. 
 
There are three papers in this subject.  This set of exemplars is selected from 
candidates’ SBA work.  Exemplars illustrating the typical performance standards of 
the written conventional papers are available on a separate webpage. 
 
It is advisable to read this set of exemplars together with the marking guidelin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of IE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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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Appropriate methodology was deployed.  

 Some key terms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vaccination schemes were incorporated in 

Part B.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could have been organised in a more coherent 

manner.  

 In Parts A and B, the enquiry framework could have been more clearly delineated by 

explicit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accessibility’ and ‘adequacy’ of the programmes.  

 In Part C, the data were comprehensively presented.  

 The policies were analysed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e.g. for the old policy: adequacy 

of supply, safety measures, the accessibility in terms of cost, time and location; for the 

new policy: the adequacy of promotion and coverage, the timing), by deploying 

relevant secondary sources. 

 However, the details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new and old policies could have been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ogent if they had been based on a common analytical 

framework. 

 Evidence was not well-integrated into the arguments in some parts of Part C. For 

instance, the inference on the vaccination rate among children (p.9) and 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vaccines (p.14) were not well-substantiated.  

  While the structure and the acknowledgements were generally clear, some of the 

figures should have been explained in the texts for a better presentation (e.g. the 

figures on p.7 and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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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Introduced very useful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showe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nquiry. The concepts were also relevant to the enquiry question. 

But concepts which were more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should have been 

introduced. 

 Attempted to def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reference to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in the focus questions. More clarification of these concepts 

was needed in order to define the scope of the enquiry more clearly. 

 Abundant information was deployed in Part C from a wide range of sources. The 

discussion was logical and easy to follow. 

 However, the arguments were quite one-sided. i.e. only the positive side of the 

utilisation of solar energy in Hong Kong was provided. Not mentioning the limitations 

or side-effects in the discussion resulted in an ungrounded conclusion that ‘solar energy 

has great potential to be utilised in Hong Kong’. 

  The report was well-organised and structured in general. More graphs, tables of figures, 

etc. could have been used to illustrate the information more clearly.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通識教育科 

具規範的探究方法 

獨立專題探究報告

指定封面（適用於文字模式報告和非文字模式報告的短文）

探究題目：使用電子支付工具能否有助中學生建立健康理財觀念？ 

考試年份：2020

報告／短文字數： 4341 非文字模式報告觀看時間：

注意事項： 
1. 文字模式報告字數不得超過4 500字；非文字模式報告的觀看時間不得超過 

22分鐘，所附的短文則不得超過1 100字。計算文字模式報告和短文字數時 
，不包括封面、目錄、標題、圖、表、相片說明、標點、腳註、註釋、參
考資料、書目和附錄。

2. 考生有責任清楚計算其報告或短文的字數，並準確地在本封面註明。
3. 若學生的習作（獨立專題探究報告）被校本評核系統揀選作檢視，學校須
確保報告和短文內沒有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非文字模式報告中，也需
要刪去一切能辨識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包括學生的樣貌。

1 

Level 3 Exemplar and comments
(Chinese version only)



目錄 
  
A. 題目界定 頁 3-4 
  
B.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頁 5-6 
  
C. 深入解釋議題 頁 7-21 
  
D. 判斷及論證 頁 22-25 
  
參考資料 
 
附錄 

頁 26-27 
 

頁 28-42 
  

2 



A. 題目界定 
題目、研究背景及爭議性 
 
研究背景 
本港的電子支付早已在二十年前起步 ，八達通、信用卡現已隨處可見，市民早1

已習慣在日常生活使用電子支付 。 2

 
近年智能手機的普及，加上新興的行動支付 的出現，為市民的付款方式帶來34

改變，並帶來全新的購物體驗。行動支付「無現金」、「便利性高」和「新

潮」等特點吸引年輕人使用 。然而青少年在這成長階段容易受朋輩或消費主義5

影響，追趕潮流，因而過度消費。 
 

題目的爭議性 
本題目的爭議點為電子支付使青少年過度消費或有助建立健康理財觀念。 
 
電子支付有别於傳統使用現金的付款方式。第一，電子支付「無現金」的特性

，使它在付款時的「成本」比傳統支付方式少。在心理上，面對數字上金額的

減少所産生的痛楚比給商戶現金這個行為少 。第二，電子支付是網購 的支付6 7

方法。網購使消費者足不出戶便能以相宜的價錢買到心儀物品，為他們帶來心

理上的優越感和滿足感，覺得自己比朋友用了更聰明的方法，使不少消費者沉

浸在此購物體驗中，享受購物帶來的愉悅感，漸漸對網購上癮，最終過度消費8

。 
 
以上的特點使消費者更容易産生購物行為，使消費金額不為意增加，形成過度

消費。  

1“八達通於1997年正式推出。參考： 關於八達通 - 香港八達通網頁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octopus-cards/about/index.html 
2  全港99%的市民在搭乘交通、購物消費或外出用膳時可以八達通代替輔幣付款。參考： 關於
八達通 - 香港八達通網頁。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octopus-cards/about/index.html 
3 以行動儲存設備（如手機及平板電腦等）， 透過語音簡訊或近距離無線通訊等方式所啟動的
支付行為。見《各國行動支付發展趨勢及相關個案研究》 - 陳師群、張嘉琳 - 金融研究發展基
金管理委員會 P.1 
4 如支付寶HK，微信支付，PayMe等 
5 有研究發現使用行動支付的受訪市民以三十歲以下年青人為多。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 (05/02/2018)。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民調：六成市民未用過
「手機錢包」，逾四成市民支持推出政策鼓勵使用 
6 環聯 (11/06/2017)。【電子支付＝無痛消費？】使用電子支付的理財心理效應 
7 如淘寶、天貓和亞馬遜 
8 人民網 (10/04/2015)。你是網絡“購物狂”嗎 “剁手族”上癮背后有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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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ransunion.hk/zh/blog/credit-score/online-shopping-and-credit-score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2015/0410/c40606-26823035.html


在另一方面，電子支付工具 擁有可追蹤性，能紀錄過往支付紀錄，助使用者檢9

討每日消費。而且，部分新興的流動支付工具 能藉其手機應用程式，直接購10

買投資工具産品 。這讓消費者認識不同的投資工具，為自己的資産增值，從11

而建立健康理財觀念。此外，部分行動支付工具支援以銀行戶口增值或綁定信

用卡。此如同青少年使用附屬卡一樣，能使青少年接觸理財觀念 ，對他們未12

來的理財計劃大有助益 。 13

 
 

研究目的及意義 / 重要性  
行動支付工具的出現使中學生有更多機會體驗電子支付。然而，電子支付工具

是有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理財觀念，減低將來工作時財政管理 的困難，還是成14

為青少年過度消費，容易陷入財政困局的推手。這兩極化的結果使電子支付工

具對青少年的影響值得探究。 
 
因此，本研究藉著研究和分析青少年使用電子支付工具的消費習慣，是在過度

消費還是實踐健康理財觀念，從而判斷使用電子支付工具能否有助青少年建立

健康理財觀念，最後分析電子支付工具應如何加強其理財功能，使使用者能妥

善管理自己的財務。 
 

焦點問題 
1. 中學生使用電子支付工具的消費習慣如何？ 
2. 這消費習慣多大程度形成過度消費？ 
3. 這消費習慣多大程度形成健康理財觀念？ 
4. 電子支付工具應如何改善自身以加強其理財功能？  

9 如八達通、支付寶、信用卡 
10 如支付寶和Wechat Pay 
11 如第三方提供的保險。見附錄4，問卷第二題列出的九種流動支付工具的理財功能。 
12 如金錢、戶口和信用。 
13 Money101.Com.Tw (29/10/2015)。你應該給孩子一張信用卡嗎？ 
14 如儲蓄為置業和結婚等人生大事、購買適當保險和儲備應急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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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電子支付 
以網絡或電子支付平台為中介，紀錄資金轉移和處理情形，並利用電子設備以

連線方式傳遞收付信息 。其例子包括信用卡，非接觸式卡 ，行動支付應用程15 16

式 。 17

 
在本研究中本人會利用此定義，選擇在本港市場中常見的電子支付工具 作分析18

與比較對象，從而了解青少年使用這些電子支付工具的消費習慣。 

過度消費 
個人作出超出其基本需要和支付能力的非理性消費 。其行為例如：自己擁有的19

比需要多，相信購物可以帶來快樂和舒緩壓力，難以控制對購物的渴求和衝動20

。這使他們容易陷入財政困局 ，並損害人際關係 。如出現上述行為 ， 則表21 22 23

示該青年擁有過度消費。 
 
在本研究中本人會利用此定義，調查青少年出現以上行為的程度，從而判斷青

少年過度消費的程度。 

健康理財觀念 
理財是將資金做出最明智的安排及利用，使金錢產生最高的效率和效用。 而實24

踐行動包括而不限於： 
1. 量入為出，收支平衡；  
2. 養成儲蓄的習慣，定下限期和目標金額； 
3. 制定財政預算，列出限期內的收入開支儲蓄和投資預算； 
4. 根據預算切實執行，紀錄實際的收益金額； 
5. 不時檢討財政狀況，及時作出修訂。 

能夠實踐以上的行動即表示該青少年擁有健康理財觀念。  25

 
 

15 參考自《制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台灣)  第三條 中對電子支付機構的定義 
16 如八達通 和 Suica 
17 如AlipayHK、Tap&Go、轉數快等 
18 有以下四種：八達通、信用卡、EPS和流動支付手機應用程式。流動支付手機應用程式則有
以下八項：支付寶HK、微信支付、PayMe、Apple Pay、Google Pay、Tap&Go/拍住賞、TNG 
及O! ePay。 
19信報通識 (29/10/2015)。 過度消費 over-consumption 
20 東華三院 (2008)。東華及港大發佈香港人的消費模式及財務狀況研究 顯示過度消費患者易出
現焦慮和抑鬱問題 
21 如入不敷支 、欠債和破產。 
22 爽通識 (06/03/2016)。青少年過度消費問題 
23 即“擁有的比需要多，相信購物可以帶來快樂和舒緩壓力，難以控制對購物的渴求和衝動” 
24 見 《中學生對理財觀念的探討》P.2。蔡德顏、廖蕙君 (2009) 
25見：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第三版) 單元1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快速温習手冊 P.13。 
出版者：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日期：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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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本人會利用此定義，調查青少年實踐以上行為的程度，判斷青少年

實踐健康理財觀念的程度。 

研究方法及解說 

問卷調查 (中學生) 
中學生的消費習慣包含多方面 。這需要大量資料才能歸納出來。此能藉派發26

大量學生問卷，收集這些資料，從而得出中學生過度消費和實踐健康理財的程

度，以便之後分析。 
 

題號 內容 

1-5 調查中學生使用電子支付工具 時的消費習慣，以回應焦點問題127

。 

6 調查中學生使用電子支付工具的不同行為多大程度符合過度消費，

從而了解他們多大程度形成過度消費，以回應焦點問題2。 

7 調查中學生使用電子支付工具的不同行為多大程度符合健康理財，

從而了解他們多大程度實踐健康理財觀念，以回應焦點問題3。 

8 調查中學生對六個理財功能的實用性，從而了解那些功能是能協助

中學生理財，以回應焦點問題4。 

▲表1 問卷調查大綱 
 

二手資料 
透過搜集各電子支付工具現有的理財功能，並與問卷結果比較和分析，從而找

出電子支付工具的不足，並提出建議，改善其理財功能。 
  

26 如支付工具、金額、頻率和購買的商品等 
27 八達通、流動支付工具、信用卡和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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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深入闡釋議題 
1. 中學生使用電子支付工具的消費習慣 
本人透過問卷調查，分析中學生使用電子支付工具的消費習慣。 

▲圖1.1 
從使用電子支付工具的類型分析，中學生絕大部分以八達通 (96%) 為支付媒
介，其次為流動支付手機應用程式(55%)，接著是信用卡(30%)，最少則是
EPS。(20%) 

▲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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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場上的流動支付應用程式眾多，因此細問他們曾使用的流動支付應用

程式。中學生以使用Tap&Go/拍住賞 (36.17%)為主，其次是支付寶HK 
(34.04%)，第三位分别是微信支付及Apple Pay (25.53%)。 
有約二成半的受訪學生並沒有使用過流動支付手機應用程式。 

 
▲圖1.3 
從購買的物品分析，中學生主要透過電子支付工具購買食品及飲品(~75%)，
其次是支付交通費用(~63%)，其餘的用途不超過30%。 
 

▲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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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使用的頻率分析，超過一半的中學生每週使用4次或以上電子支付工具作支
付行為。同時有近30%的中學生平均每月只使用三次或以下。 

 
▲圖1.5 
從每次的消費金額分析，超過75%的中學生使用電子支付工具的每次消費金
額為$100或以下。有超過一半的中學生的每次消費金額為$50或以下。 

 
小結 
部分中學生經常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消費。 
中學生使用電子支付工具的消費習慣為：以八達通為首選、主要用在食品和交

通上、及平均每次消費金額為約$100 ，屬小額消費 。  28 29

28 平均消費金額計算：$(25.5*24 + 75.5*22 + 150.5*4 + 300.5*8 + 500.5*4 + 801*2)/94 ≈ $102.638 
≈ $102 
29 以台灣的電信業者小額付款爲例，他們不同的電信業者設下的每次付款金額上限為1000 - 
5000臺幣，約$256 - 1282 HKD。因此每次約$100 的消費是屬小額消費。 
參考自：Yahoo!新聞 (2017/9/1)。【電信服務】五大電信業者小額付款服務懶人包 
https://tw.news.yahoo.com/%E9%9B%BB%E4%BF%A1%E6%9C%8D%E5%8B%99-%E4%BA%94
%E5%A4%A7%E9%9B%BB%E4%BF%A1%E6%A5%AD%E8%80%85%E5%B0%8F%E9%A1%8
D%E4%BB%98%E6%AC%BE%E6%9C%8D%E5%8B%99%E6%87%B6%E4%BA%BA%E5%8C
%85-0400009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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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news.yahoo.com/%E9%9B%BB%E4%BF%A1%E6%9C%8D%E5%8B%99-%E4%BA%94%E5%A4%A7%E9%9B%BB%E4%BF%A1%E6%A5%AD%E8%80%85%E5%B0%8F%E9%A1%8D%E4%BB%98%E6%AC%BE%E6%9C%8D%E5%8B%99%E6%87%B6%E4%BA%BA%E5%8C%85-040000936.html


2. 這消費習慣多大程度形成過度消費？ 
本人會從三方面：財政、行為和心理 ，對問卷結果進行分析。 30

 
a. 財政 

▲圖2.1 
近80%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並不會造成負債。只有近20%的中學
生同意敘述。 

 
在財政方面，大部分中學生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並不會對他們造成財政負擔。 

30 根據Part B對過度消費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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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行為 

▲圖2.2a 
近80%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並不會令自己購買超出個人支付能力
的物品。只有約20%的中學生同意敘述，而當中只有極少部分的中學生 
(2.1%) 是大程度同意。 

 
 
▲圖2.2b 
超過60%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並不會令自己購買較預期多的物品
，有近35%的中學生則認為會使自己購買較預期多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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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c 
超過70%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並不會令家中出現更多沒有使用過
的完整物品，有近30%的中學生則認為會令家中出現更多沒有使用過的完整
物品。只有極少部分的中學生 (4.3%) 是大程度同意。 

 
從以上三個行為 分析，大部分中學生使用電子支付工具購買物品時能控制自31

己，不會作出超出其基本需要和支付能力的消費。因此，他們使用電子支付工

具並不會在行為方面形成過度消費。  

31即 “購買超出個人支付能力的物品”、“購買比預期多的物品”和“家中出現更多沒有使用過的完
整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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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心理 

 
▲圖2.3a 
約65%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並不會令自己視購物為減壓方式，約
35%的中學生則同意敘述。 

 
▲圖2.3b 
近65%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並不會令自己 經思考地購買物品，

有近35%的中學生則同意問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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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c 
有近60%的中學生同意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會增加購買物品的意欲，超過40%
的中學生則不同意。 

 
 
以上三項 能反映非理性消費的行為的調查，反映大部分中學生使用電子支付32

工具只會造成輕微的非理性消費。 
 
小結 
從財政、行為和心理三角度分析後，本人認為擁有以上消費習慣的中學生使用

電子支付工具小程度造成過度消費。他們在財政和行為上並沒有呈現過度消費

的徵狀。不過在心理上，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有機會增加中學生的消費意欲，繼

而增加形成過度消費的機會。  

32 即“以購物作減壓方式”、“ 經思考地購買物品”和“增加購買物品的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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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消費習慣多大程度形成健康理財觀念？ 
本人會從四方面：量入為出，收支平衡、養成儲蓄習慣、制定財政預算和根據

預算切實執行 ，對問卷結果進行分析。 33

 
a. 量入為出，收支平衡 

 

 
▲圖3.1a 
有超過一半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不會令自己（主動）記錄實際的

收入和支出金額。而接近一半的中學生則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會令自己

（主動）記錄實際的收入和支出金額。二者比率相近。 

33 根據Part B對健康理財觀念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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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b 
有超過60%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能令自己在過去一年保持收支平
衡，不足40%的中學生則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未能令自己在過去一年保持
收支平衡。 

 
b. 養成儲蓄習慣 

 

 
▲圖3.2 
約55%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並不會令自己定下儲蓄目標，以購買
心儀物品。近45%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並會令自己定下儲蓄目標
，以購買心儀物品。二者的差距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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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制定財政預算 

 
▲圖3.3 
有近60%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不會令自已定下每月財政預算和列
出消費上限，有超過40%的中學生則同意問題敘述。 

 
d. 根據預算切實執行 

 

 
▲圖3.4 
有70%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購買物品後不會感到後悔。有30%的
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購買物品後會感到後悔。 

  

17 



e. 其他 
 

 
▲圖3.5 
有超過65%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會令自已購買物品前分析物品的
優劣，然後才購買。約30%的中學生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會令自已購買物
品前不分析物品的優劣，而是直接購買。 

 
小結 
從以上四方面 分析，中學生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會小程度實踐健康理財觀念。 34

 
他們在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時能達到量入為出、收支平衡和根據預算切實執行，

顯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能實踐健康理財觀念。不過他們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時甚

少制定財政預算，可能他們大多是小額消費 ，而沒有相關的意識。而且他們35

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時並不大機會養成儲蓄習慣。 
 
  

34 即：量入為出，收支平衡、養成儲蓄習慣、制定財政預算和根據預算切實執行 
35 消費金額約為$100。根據Part B1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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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子支付工具應如何改善自身以加強其理財功能？ 
本人對問卷第八題的結果進行分析： 

 36

▲圖4 
六項理財功能中有四項都有近60%的中學生選擇。排行首位的是“自動記錄及
可檢閱每次的消費內容” (68%)，其次是“增加每月定額提醒” (66%)，第三位
是 “提供每月月結單，把各類消費一次過顯示” (62%)。最後一項是 “個人設下
每月使用上限” (59.57%)。 
可見中學生有意識到自己具有理財需要，不過需要提醒。 

 
 
本人也查看了問卷第一題列出的三種流動支付工具的理財功能 ，並把它們歸37

納成列表，如下： 

工具 \ 功能 查閱餘額 查閱交易紀錄 回贈 (例：現
金、積分) 

購買物品享有
優惠 

八達通 ✓ ✓ ✓ ✘ 

信用卡 ✓ ✓ ✓ ✓ 

EPS ✘ ✓ ✘ ✓ 
▲表2 問卷第一題列出的三種電子支付工具的理財功能 
 

36 「SMART」是由美國理財專家Rejda和McNaMara提出。指訂立理財目標時宜要有五大原則，
具體(Specific)、可量度(Measurable)、可達到(Achievable)、符合現實(Realistic)及具體的
(Tangible)。參考自 107年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一次過關。P.241。作者：可樂。出版者：
千華數位文化。出版日期：2018年7月。 
37 詳情請參見附錄3 —— 問卷第一題列出的三種電子支付工具的理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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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也查看了問卷第二題列出的八種流動支付工具的理財功能 ，並把它們歸38

納成列表，如下： 

工具 \ 功能 查閱餘額 查閱交易

紀錄 
設定消費
上限 

購買第三

方提供的

理財產品 

家長監控 

Wechat Pay ✓ ✓ ✘ ✓ ✘ 

O!ePay ✓ ✓ (按月、
已分類) 

✘ ✘ ✘ 

Tap&Go/拍住賞 ✓ ✓ (按月、
已分類) 

✘ ✘ ✓ 

支付寶HK ✓ ✓ ✓ ✓ ✘ 

▲表3 問卷第二題列出的其中四種 電子支付工具的理財功能 39

 
本人把以上七種的電子支付工具的理財功能和問卷第八題中首四項最有效的理
財功能作比較，並把它們歸納成列表，如下： 
工具 \ 功能 自動記錄及可

檢閱每次的消
費內容(如消
費金額、物
品、時間) 

增加每月定額
提醒(像每月
數據用量提
醒) 

提供每月月結
單，把各類消
費一次過顯示 

個人設下每月
使用上限(像
上台數據計
劃) 

八達通 ✓ ✘ ✘ ✘ 

信用卡 ✓ ✘ ✘ ✘ 

EPS ✓ ✘ ✘ ✘ 

Wechat Pay ✓ ✘ ✘ ✘ 

O!ePay ✓ ✘ ✓ ✘ 

Tap&Go/拍住
賞 

✓ ✘ ✓ ✘ 

支付寶HK ✓ ✘ ✘ ✓ 
▲表4 問卷第八題的首四個最有效的理財功能與以上七種電子支付工具的理財
功能的比較 
  

38 詳情請參見附錄4 —— 問卷第二題列出的九種電子支付工具的理財功能 
39 只列出四種的原因是因爲剩下的PayMe、Apple Pay、Google Pay、TNG因相關資料不足而未
能分析，故此只有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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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目前市面上的電子支付工具只提供簡單的理財功能。他們只能滿足中學

生小部分的需求：“自動記錄及可檢閱每次的消費內容”，小部分能滿足“提供每
月月結單”，未能完全滿足中學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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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判斷及論證 
我認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小程度幫助中學生建立健康理財觀念。 
 

1. 部分健康理財觀念能在電子支付工具實踐 
根據調查 ，中學生在電子支付工具中能量入爲出、收支平衡及根據預算切實40

執行，實踐部分健康理財觀念。 
 

2. 電子支付工具提供理財功能，方便中學生理財 
電子支付工具在協助理財方面在較現金優勝。 
 

a. 具自動記錄交易記錄功能 
電子支付工具內有自動記錄交易記錄功能，部分更會把交易記錄分類 ，並製41

成圖表，方便用戶查閱 。相反，使用現金需要消費者自行利用記帳簿記帳。42

根據調查，約一半的青少年有主動記帳的習慣 ，反映有部分青少年不會主動43

記錄自己的消費習慣。他們也覺得此功能能協助自己理財 。此功能能讓他們44

檢視自己的消費狀況，並就此作出檢討，協助他們收支平衡，例如檢視自己某

部分的消費 是否過大。如有的話便提醒自己減少消費。 45

 
b. 能設定消費上限，限制個人消費 

電子支付工具 內的設定消費上限能讓中學生自己計劃本月的消費，限制自己46

的消費不超過自己的收入。中學生容易受到朋輩影響而作出感性消費 。這確47

保中學生收支平衡，避免因上述的感性消費而入不敷支，幫助他們實踐健康理

財觀念。 
 

c. 提供獨有優惠 
電子支付工具經常提供不同優惠 ，而且這些優惠是電子支付工具獨有，現金48

不能享用。這些優惠能使消費者以較低的金錢購買相同的商品，提升金錢的使

用效率，達至理財。 
  

40 見本報告Part C3的分析 
41 如食物、交通、網上消費和增值等類別 
42 見本報告Part C4，表3，如Wechat Pay、支付寶HK、O!ePay及Tap&Go/拍住賞 
43 見本報告Part C3，圖3.1a 
44 見本報告Part C4，圖4 
45 如買飲料、點數卡或午飯 
46 見本報告Part C4，表3，如支付寶HK 
47 強調個人感性滿足而忽略實際需要的消費行為。參考自 通識教育334教室，六大單元概念詞 
http://dsels.com/concept.htm  
48 例如現金、積分回贈及購買特定商品有優惠。見本報告Part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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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中學生管理自己的金錢的機會，提升財務管理技巧 
根據一項調查 ，中學生雖有良好理財意識，但是他們管理財務的技巧有不足49

，反映他們空有理財意識，欠缺實踐經驗。提供實踐的機會是教育子女理財必

須的一步 。家長透過電子支付平台給子女金錢也是提供實踐的機會的一種。50

而且中學生子女也能在這平台實踐健康理財觀念 ，反映這平台有效讓子女學51

習實踐健康理財觀念。因此家長可讓子女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以學習實踐健康

理財觀念。 
 

4. 家長的角色更主動，控制權更大 
以往家長給子女金錢後，需等待子女直接向家長匯報，家長才可得知子女開支

習慣。不過，中學生正值青春期，或會反叛，使親子關係不和。子女不一定會

主動向家長說明自己的財務狀況，家長便未能從中教導如何健康理財。 
電子支付工具內有家長監控功能 ，能直接監察子女的帳戶，從而直接得知子52

女開支習慣，無需等待子女向家長說明。一旦察覺子女有使用金錢不當的情況

，家長便能提醒子女，教導子女使用金錢要量入為出及制定預算等健康理財觀

念。 
電子支付工具更可遙距實時開關子女帳戶支付功能 。家長在給子女零用錢時53

要和他們定下規則。他們遵守後家長才給他們下個月的零用錢 。如子女違反54

了規則，家長可以藉關閉子女帳戶支付功能作爲懲罰的一種，使子女逐步建立

量入爲出的健康理財觀念。 
 

不過，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也會有缺點。 
 

1. 部分健康理財觀念未能在電子支付工具實踐 
中學生在電子支付工具中未能實踐記賬、儲蓄及制定財政預算 ，未能實踐部55

分健康理財觀念。 
 

2. 使用電子支付工具增加中學生的消費意欲 
超過一半的中學生同意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會增加購買物品的意欲 。他們容易56

受朋輩和社交媒體 影響，會因朋友作出同類消費而跟從。有研究指出近五成57

14歲至24歲的年輕人會因擔心落後於朋輩的生活體驗而在沒有太大興趣下作出
同類消費 ，形成衝動購物 的現象。而且，他們大多的消費為小額消費 ，一58 59 60

49 香港商報 (13/04/2018)。三成中學生透支生活費 理財意識高不代表懂得管理財務 
50 參考自：錢家有道（由投委會管理）。教養疑難：如何給零用錢？ 
https://www.thechinfamily.hk/web/tc/parent/teach-your-kids/how-much-pocket-money-and-when-a-gui
de-for-parents.html 
51 見本報告Part C3的分析 
52 見本報告Part C4，表3，如Tap&Go/拍住賞 
53 見本報告Part C4，表3，如Tap&Go/拍住賞 
54 參考自：錢家有道（由投委會管理）。給孩子零用錢的5大誤解 
https://www.thechinfamily.hk/web/sc/parent/teach-your-kids/5-common-misconceptions-about-pocket-
money.html 
55 根據本報告Part C2的分析 
56 見本報告Part C問卷第6e題結果 
57 如Instagram，Facebook及Snapchat 
58 中國金銀理財網 (02/06/2019)。Charles Schwab調查發現 社交媒體正在破壞千禧一代和Z世代
的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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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chinfamily.hk/web/tc/parent/teach-your-kids/how-much-pocket-money-and-when-a-guide-for-parents.html
https://www.thechinfamily.hk/web/tc/parent/teach-your-kids/how-much-pocket-money-and-when-a-guide-for-parents.html
https://www.thechinfamily.hk/web/sc/parent/teach-your-kids/5-common-misconceptions-about-pocket-money.html
https://www.thechinfamily.hk/web/sc/parent/teach-your-kids/5-common-misconceptions-about-pocket-money.html
https://www.thechinfamily.hk/web/sc/parent/teach-your-kids/5-common-misconceptions-about-pocket-money.html
http://www.cngoldzone.com/finance/201906022250.html
http://www.cngoldzone.com/finance/201906022250.html


兩次的衝動購物並不會令自己意識到自己的消費增加了。在這三種因素在相互

影響下，他們作出衝動購物的機會會增加，不利建立健康理財觀念。 
 

3. 電子支付工具內的理財功能未能滿足中學生的需要 
中學生在理財上缺乏手段和需要提醒 。時下的電子支付工具 的理財功能並不61 62

完善，未能完全滿足中學生所認為的首四項最有用的理財功能，時下的電子支

付工具沒有一項能滿足全部中學生首四項最有用的理財功能 。因此，電子支63

付工具未能大程度幫助中學生理財。 
 

4. 中學生反而控制家長帳戶，取得額外金錢 
中學生生於互聯網時代，從小被各種科技產品包圍，習慣使用它們。相反家長

是生於互聯網出現前的年代，長大後才接觸數位產品，對它們或較不熟悉。因

此，中學生在使用電子支付工具及其手機應用程式時會較家長更快上手，甚至

對其使用方式更熟悉。他們有能力偷偷地取用家長的手機，並私自向自己的帳

戶匯款，取得額外金錢使用。有新聞報道一名小學生私自使用家長的帳戶購買

過千元的遊戲點數 。如果小學生也能如此胡亂消費，那麼更有能力和智慧的64

中學生也能。 
 
 
 
 

59 事前並無意識問題而發生的行為，或在進入商店前，購買意圖尚未形成而發生的購買行為。 
見《物質主義、產品資訊特性與衝動性購買行為關係之研究》。何照義、鄭婉玲(28/05/2005) 
60 根據Part C1的小結 
61 根據Part C4，問卷第8題的分析 
62 本人問卷中提及的電子支付工具。 
63 見Part C4，表4 
64 香港經濟日報 (07/03/2018)。電子支付影響金錢觀　小五生用Android Pay花千元買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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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u.edu.tw/ba/2005conference/2005paper/marketing2.pdf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024725/%E9%9B%BB%E5%AD%90%E6%94%AF%E4%BB%98%E5%BD%B1%E9%9F%BF%E9%87%91%E9%8C%A2%E8%A7%80%E3%80%80%E5%B0%8F%E4%BA%94%E7%94%9F%E7%94%A8Android%20Pay%E8%8A%B1%E5%8D%83%E5%85%83%E8%B2%B7%E9%BB%9E%E6%95%B8


建議 
以下本人會提出兩項建議，回應電子支付工具的缺點，改善其理財功能。 
 

1. 增加可供使用的理財工具 
a. 每月定額提醒和消費上限 

現時中學生雖有理財意識，卻需要提醒 。而時下沒有電子支付工具能提醒使65

用者的消費情況 ，以致他們容易過度消費。因此，本人建議在電子支付手機66

應用程式可參考手機中對使用者數據用量的提醒服務，增加每月定額提醒服務

和消費上限，使使用者能夠自行設定警告和限制額度。當消費金額超過警告額

度，應用程式便會發出通知。當消費金額超過限制額度，應用程式便會封鎖其

消費功能，用戶便無法消費，直到下一個月解鎖。回應缺點3 ，此能提供符合67

中學生需求的理財功能，協助他們實踐健康理財觀念。回應缺點2 ，提醒功能68

能在自己消費前再三反思，以免自己的消費受到短時間的欲望控制，減少衝動

購物的次數。而且回應缺點1 ，設定消費上限的時候使用者也會在腦海中定下69

一個簡易的消費預算，預計自己的消費。而限制消費上限更能確保自己能量入

爲出，收支平衡，並嘗試按自己的預算執行。 
 

b. 提供每月月結單，把各種消費一次過顯示 
現時大部分電子支付工具並沒有提供月結單 ，讓消費者能一清二楚地檢視自70

己過去的消費。而此功能正是中學生認為能幫助自己理財的功能之一 。因此71

，針對缺點3 ，本人建議流動支付工具提供每月月結單，仿效銀行信用卡的月72

結單，把各種消費一次過顯示，並顯示該帳戶的收入和支出，以提供符合中學

生需求的理財功能。回應缺點1 ，這能讓支付工具提供與記賬相似的功能，給73

中學生不時檢視自己每月的消費的機會，並做出修訂，實踐健康理財觀念。 
 

2. 加強家長電子支付應用程式的保安，減少被盜用的風險 
回應缺點4 ，家長除了避免使用個人信用卡給子女作支付用途之外，電子支付74

應用程式也可以增加多種保安認證 ，特別是生物辨識 ，減低被盜用風險。75 7677

生物辨識所使用的特徵是每人獨一無二，比傳統密碼更難被中學生複製，從而

有更高的安全性。當子女要盜用其帳戶消費時，這些需家長真人在場解鎖的認

證方法能有效保護自己的帳戶免於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子女盜用，避免子

女使用家長的金錢過度消費。  

65 見Part C4，問卷第8題分析 
66 根據Part C4 表4 
67 即“電子支付工具內的理財功能未能滿足中學生的需要” 
68 即“使用電子支付工具增加中學生的消費意欲” 
69 即“部分健康理財觀念未能在電子支付工具實踐” 
70 見Part C4 表4 
71 見Part C4 問卷第8題的分析 
72 即“電子支付工具內的理財功能未能滿足中學生的需要” 
73 即“部分健康理財觀念未能在電子支付工具實踐” 
74 即“中學生反而控制家長帳戶，取得額外金錢” 
75 例如密碼、一次性密碼、指紋認證、虹膜辨識、聲紋識別及人臉識別 
76 利用人體的生理特徵以及行為特徵來達到身份辨識或認證的目的。 
見 Hsinlan Chen (16/08/2016)。【硬塞科技字典】什麼是生物辨識（Biometric）？ 
77 如指紋認證、虹膜辨識、聲紋識別及人臉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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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6903-what-is-bio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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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塞科技字典】什麼是生物辨識（Biometric）？。Hisnlan Chen。INSIDE。
2018年8月16日 
 
〈信用卡理財術〉聰明刷卡四原則 刷越多省越大。鉅亨。2018年08月25日 
 
支付寶HK夥國壽海外　推保險投保服務。on.cc東網。2017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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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站 
香港八達通網頁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index.html 
 
Google Play網頁 https://play.google.com/store  
 
Tap & Go 網頁 http://www.tapngo.com.hk/chi/index.html 
 
易辦事網頁 https://www.eps.com.hk/chi/ 
 
比較低年薪門檻/學生信用卡2019 | MoneyHero 網頁 
https://www.moneyhero.com.hk/zh/credit-card/student-cards 
 
通識教育334教室，六大單元概念詞 http://dsels.com/concept.htm 
 
錢家有道 https://www.thechinfamily.hk/web/tc/index.html 
 
【電信服務】五大電信業者小額付款服務懶人包 | Yahoo！新聞 網頁 
https://tw.news.yahoo.com/%E9%9B%BB%E4%BF%A1%E6%9C%8D%E5%
8B%99-%E4%BA%94%E5%A4%A7%E9%9B%BB%E4%BF%A1%E6%A5%
AD%E8%80%85%E5%B0%8F%E9%A1%8D%E4%BB%98%E6%AC%BE%
E6%9C%8D%E5%8B%99%E6%87%B6%E4%BA%BA%E5%8C%85-040000
936.html  
 

3. 書籍 
107年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一次過關。作者：可樂。出版者：千華數位文
化。出版日期：2018年7月。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第三版) 單元1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快速温習手冊。
出版者：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日期：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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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news.yahoo.com/%E9%9B%BB%E4%BF%A1%E6%9C%8D%E5%8B%99-%E4%BA%94%E5%A4%A7%E9%9B%BB%E4%BF%A1%E6%A5%AD%E8%80%85%E5%B0%8F%E9%A1%8D%E4%BB%98%E6%AC%BE%E6%9C%8D%E5%8B%99%E6%87%B6%E4%BA%BA%E5%8C%85-040000936.html


附錄 

1. 問卷樣本 
 
您好！本人是一位中五學生。現正為「使用電子支付工具能否有助中學生建立

健康理財觀念」作出研究。電子支付工具指以網絡或電子支付平台為中介，紀

錄資金轉移和處理情形，並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信息。其例子包

括信用卡，非接觸式卡(如八達通)，行動支付應用程式(如AlipayHK，Tap & Go

，轉數快等)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回答，所提供的資料是會絕對保密的，並只

作分析及統計之用，在研究完畢後將全部銷毀。 

 

1. 請問您使用過甚麼電子支付工具？(可選多項) 

囗 八達通 囗 信用卡 囗 流動支付手機

應用程式 (如勾選

者，請作答第2題

，否則請跳過) 

囗 EPS 

囗 其他，請註明：＿＿＿＿＿＿＿  

 

2. 請問您使用過甚麼流動支付工具？(可選多項) 

囗 支付寶HK 囗 微信支付 囗 PayMe  囗 Apple Pay 

囗 Google Pay 囗 Tap&Go/拍住

賞 

囗 TNG 囗 O! ePay 

囗 其他，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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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用使用電子支付工具購買甚麼商品/服務？(可選多項) 

囗 服裝 / 飾物 囗 書籍 囗 文儀用品 囗 食品 / 飲品 

囗 活動 /  

     演唱會門票 

囗 交通 囗 美容 / 化妝品 囗 電子產品 

囗 體育用品 囗 其他，請註明：＿＿＿＿＿＿＿  

 

4. 請問您使用電子支付工具的頻率是？ 

囗 每日1次或以

上 

囗 每週4次或以

上 

囗 每週1次或以

上 

囗 每月4次或以

上 

囗 每月1次或以

上 

囗 每年1次或以

上 

  

 

5. 請問您每次使用的金額約是？ 

囗 $50以下 囗 $51-100 囗 $101-200 囗 $201-400 

囗 $401-600 囗 $601-800 囗 $801或以上  
 

6. 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會令您...... 

 大程度同意 小程度同意 小程度不同意 大程度不同意 

a) 負債 囗 囗 囗 囗 

b) 購買一些超出個人支付
能力的物品 

囗 囗 囗 囗 

c) 以購物作減壓方式 囗 囗 囗 囗 

d) 經思考地購買物品 囗 囗 囗 囗 

e) 增加購買物品的意欲 囗 囗 囗 囗 

f) 購買比預計多的物品 囗 囗 囗 囗 

g) 家中出現更多沒有使用
過的完整物品 

囗 囗 囗 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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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會令您...... 

 大程度同意 小程度同意 小程度不同意 大程度不同意 

a) 記錄實際的收入和支出
金額 

囗 囗 囗 囗 

b) 定下儲蓄目標，以購買
心儀物品 

囗 囗 囗 囗 

c) 過去一年能保持收支平
衡 

囗 囗 囗 囗 

d) 定下每月財政預算，列
出消費上限 

囗 囗 囗 囗 

e) 購買物品前分析物品的
優劣，再作購買 

囗 囗 囗 囗 

f) 購買物品後感到後悔 囗 囗 囗 囗 
 

8. 請您選出三個個人覺得在電子支付工具中最有用的理財功能。 

囗　提供每月月結單，把各類消費一次過顯示 

囗　增加「儲蓄」功能，利用「SMART」 定下儲蓄目標 78

囗　增加每月定額提醒(像每月數據用量提醒) 

囗　增加購買理財産品的功能(像內地的餘額寶) 

囗　自動記錄及可檢閱每次的消費內容(如消費金額、物品、時間) 

囗　個人設下每月使用上限(像上台數據計劃) 

  

78 由美國理財專家Rejda和McNaMara提出。指訂立理財目標時宜要有五大原則， 
明確的(Specific)、可量度(Measurable)、可達到(Achievable)、符合現實(Realistic)及具體的
(Tangible)。 
參考自107年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一次過關。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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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id=nmtqDwAAQBAJ&pg=PA240&lpg=PA240&dq=%E7%90%86%E8%B2%A1+%E5%AE%9A%E7%BE%A9&source=bl&ots=6i8fgAOoQ8&sig=ACfU3U3ZP8ro-S8Xwnkr8ZvYEy2K-e8kgg&hl=zh-TW&sa=X&ved=2ahUKEwiR4NX9jbnhAhUbAogKHUCQDNg4FBDoATAAegQICRAB#v=onepage&q=%E7%90%86%E8%B2%A1%20%E5%AE%9A%E7%BE%A9&f=false


9. 請問您的年級是？ 

囗 初中(F1-F3) 囗 高中(F4-F6)   

 

10.請問您的性別是？ 

囗 男 囗 女   

 

11.請問您每月零用錢約有？ 

囗 $1-200 囗 $201-400 囗 $401-600 囗 $601-800 

囗 $801或以上    

 

問卷完 

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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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卷原始數據 

有效問卷總數：94份 
 

1. 請問您使用過甚麼電子支付工具？(可選多項) (94人回應) 
 

八達通 90 (95.7%) 

信用卡 28 (30.0%) 

流動支付手機應用程式 (如没有勾選者，請在第2題選 
"我沒有使用過流動支付手機應用程式。") 

52 (55.3%) 

EPS 18 (19.2%) 

 
2. 請問您使用過甚麼流動支付工具？(可選多項) (94人回應) 

 

支付寶HK 32 (34.0%) 

微信支付 24 (25.5%) 

PayMe 16 (17.0%) 

Apple Pay 24 (25.5%) 

Google Pay 18 (19.2%) 

Tap&Go/拍住賞 34 (36.17%) 

TNG 2 (2.13%) 

O! ePay 8 (8.51%) 

其他 2 (2.13%) 

我沒有使用過流動支付手機應用程式。 24 (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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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用使用電子支付工具購買甚麼商品/服務？(可選多項) (94人回應) 
 

服裝 / 飾物 28 (30.0%) 

書籍 24 (25.5%) 

文儀用品 22 (23.4%) 

食品 / 飲品 70 (74.5%) 

活動 / 演唱會門票 26 (27.7%) 

交通 60 (63.8%) 

美容 / 化妝品 2 (2.13%) 

電子產品 24 (25.5%) 

 體育用品 14 (14.9%) 

其他 12 (12.8%) 

 
4. 請問您使用電子支付工具的頻率是？(94人回應) 

 

每日1次或以上 26 (27.7%) 

每週4次或以上 26 (27.7%) 

每週1次或以上 8 (8.5%) 

每月4次或以上 4 (4.3%) 

每月1次或以上 18 (19.1%) 

每年1次或以上 12 (12.8%) 

 
5. 請問您每次使用的金額約是？(94人回應) 

 

$50以下 54 (57.4%) 

$51-100 22 (23.4%) 

$101-200 4 (4.3%) 

$201-400 8 (8.5%) 

$401-600 4 (4.3%) 

$601-800 0 (0%) 

$801或以上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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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會令您...... (94人回應) 
 

 大程度同意 小程度同意 小程度不同意 大程度不同意 

a) 負債 4 (4.3%) 14 (14.9%) 26 (27.7%) 50 (53.2%) 

b) 購買一些
超出個人支付
能力的物品 

2 (2.1%) 18 (19.1%) 34 (36.2%) 40 (42.6%) 

c) 以購物作減
壓方式 

10 (10.6%) 22 (23.4%) 20 (31.9%) 32 (34.0%) 

d) 經思考地
購買物品 

4 (4.3%) 30 (31.9%) 34 (36.2%) 26 (27.7%) 

e) 增加購買物
品的意欲 

16 (17.0%) 40 (42.6%) 22 (23.4%) 16 (17.0%) 

f) 購買比預計
多的物品 

12 (12.8%) 22 (23.4%) 36 (38.3%) 24 (25.5%) 

g) 家中出現
更多沒有使用
過的完整物品 

4 (4.3%) 22 (23.4%) 38 (40.4%) 30 (31.9%) 

 
7. 使用電子支付工具會令您...... (94人回應) 

 

 大程度同意 小程度同意 小程度不同意 大程度不同意 

a) 記錄實際的
收入和支出金
額 

16 (17.0%) 28 (29.8%) 42 (44.7%) 8 (8.5%) 

b) 定下儲蓄
目標，以購買
心儀物品 

8 (8.5%) 34 (36.2%) 42 (44.7%) 10 (10.6%) 

c) 過去一年能
保持收支平衡 

14 (14.9%) 46 (48.9%) 28 (29.8%) 6 (6.4%) 

d) 定下每月
財政預算，列
出消費上限 

6 (6.4%) 34 (36.2%) 38 (40.4%) 16 (17.0%) 

e) 購買物品前
分析物品的優
劣，再作購買 

24 (25.5%) 38 (40.4%) 22 (23.4%) 10 (10.6%) 

f) 購買物品後
感到後悔 

4 (4.3%) 24 (25.5%) 40 (42.6%) 26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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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您選出三個個人覺得在電子支付工具中最有用的理財功能。(94人回應) 
 

提供每月月結單，把各類消費一次過顯示 58 (61.7%) 

增加「儲蓄」功能，利用「SMART」定下儲蓄目標 32 (34.0%) 

增加每月定額提醒(像每月數據用量提醒) 62 (66.0%) 

增加購買理財産品的功能(像內地的餘額寶) 10 (10.6%) 

自動記錄及可檢閱每次的消費內容(如消費金額、物
品、時間) 

64 (68.1%) 

個人設下每月使用上限(像上台數據計劃) 56 (59.6%) 

 
9. 請問您的年級是？(94人回應) 

 

初中(F1-F3) 10 (10.6%) 

高中(F4-F6) 84 (89.4%) 

 
10.請問您的性別是？(94人回應) 

 

男 62 (66.0%) 

女 32 (34.0%) 

 
11.請問您每月零用錢約有？(94人回應) 

 

$1-200 12 (12.8%) 

$201-400 8 (8.5%) 

$401-600 14 (14.9%) 

$601-800 10 (10.6%) 

$801或以上 50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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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卷第一題列出的三種電子支付工具的理財功能 
 

本人查看了問卷第一題列出的三種電子支付工具的理財功能。 
 

八達通：a. 有五種查閱餘額及交易紀錄的方法  79

 
▲圖5.1a 
八達通拍在八達通讀寫器上交易 

1. 每次交易拍卡時，餘
額都會顯示於八達通讀寫

器上及印於收據上。 

 

 
▲圖5.1b 
大補墟站內的八達通
查閱機 

 
▲圖5.1c 
拍卡查看八達通的餘
額 

 

2. 在港鐵車站內的八達
通查閱機，八達通服務站

及在港鐵車站內的客務中

心、 任何一間7-Eleven
便利店或OK便利店要求
列印最近10次八達通交
易紀錄（有關服務供應商

將每次收取服務費港幣3
元）。 
 

79 查閱餘額及交易紀錄 - 八達通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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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40315/photo/0315-00176-078b1.jpg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customer-service/check-balance/index.html


 
▲圖5.1d 
在八達通App查閱八達通卡的餘額 

3. 使用八達通App查閱八
達通卡的餘額、最近交易

紀錄。 

 
▲圖5.1e 
八達通PC閱卡機 

4. 使用八達通PC閱卡機
，在網上查閱最近的交易

紀錄。 

 
▲圖51.f 
填寫查閱餘額及交易紀錄申請表的屏幕截圖 

5. 在網上填寫查閱餘額
及交易紀錄申請表。 

▲表 八達通的五種查閱餘額及交易紀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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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ldnZQcL96I
http://goofyz.30sparks.com/2012/08/octopus-card-pc-reader.html


b. 參加八達通日日賞。透過惠顧 八達通日日賞參與商戶，賺取最少相等於消80

費總額0.5%的日日賞$。所累積的日日賞$可以以日日賞$1=港幣1元在參與商
戶使用 。這可以取得額外金錢，使金錢產生較高的效用。 81

 
信用卡：a. 設有月結單讓持卡者查看該月的消費記錄。 

 
▲圖6.1 信用卡月結單樣本 

 
b. 使用信用卡的優惠，例如積分回饋、現金回贈或是購買特定產品有優惠 ，82

提升資源利用。 

 
▲圖6.2 現金回贈信用卡 

80 不論使用八達通、現金或信用卡 
81 見：關於八達通日日賞 - 八達通網頁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rewards/about/index.html 
82  “理財專家郭莉芳建議，民眾不妨依照個人習慣與消費模式來選擇信用卡。例如喜歡看電影的
人，就申辦有戲院票折扣的信用卡......” 
見：鉅亨 (25/08/2018)。〈信用卡理財術〉聰明刷卡四原則 刷越多省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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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bs.com.hk/iwov-resources/support/images/article/card-statement-sample.jpg
https://www.dbs.com.hk/iwov-resources/support/images/article/card-statement-sample.jpg
https://www.moneyhero.com.hk/zh/credit-card/student-cards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rewards/about/index.html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rewards/about/index.html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189563


 
▲圖6.3 現金回贈，購買特定產品電影票有優惠的信用卡 

 
EPS：a. 在其手機應用程式 查閲繳費紀錄  83 84

b. 使用它提供的優惠，提升金錢使用效益。 

 
▲圖7.1 購買MCL正價電影戲票可享9折優惠  

 
▲圖7.2 購買運動家指定正價產品可享9折 

83 名稱：“PPS on Mobile” 
84見“ PPS on Mobile”在“Google Play”上的介紹。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pps.app&hl=zh_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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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neyhero.com.hk/zh/credit-card/student-cards
https://www.eps.com.hk/chi/specials_ylist.asp?Itype=6
https://www.eps.com.hk/chi/specials_ylist.asp?Itype=1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pps.app&hl=zh_HK


4. 問卷第二題列出的九種流動支付工具的理財功能 
Wechat Pay：能查看過去交易記錄和透過此平台購買第三方提供的保險。 

 
▲圖8.1 
過去交易記錄 

▲圖8.2 
界面中的“保險”選
項 

▲圖8.3 
不同保險的簡介 

查看過去交易記錄 購買第三方提供的保險 

 
O!ePay：能查閱餘額、狀況及按月查看過去三個月消費記錄和分類 ，能儲存85

電子月結單 。 86

◀圖9 按月查看過去已分類的交易記錄 

85 關於八達通App - 八達通網頁。“查閱已登記八達通卡過往三個月消費紀錄及分類” 
86 以PDF檔案儲存。見：管理你的賬戶 - 八達通網頁。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customer-service/faq/oepay/manage-accou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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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customer-service/faq/octopus-online-services/about-the-octopus-app.html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customer-service/faq/oepay/manage-account.html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customer-service/faq/oepay/manage-account.html


Tap&Go/拍住賞：設有賬目圖表功能，能按月查看過去各項消費及收款分佈。 
內裏提供了一項名叫PayMaster的服務。此服務能把家長和子女的拍住賞帳戶
連繫，成為主帳戶和子帳戶的關係，使主帳戶能隨時查詢子賬戶餘額、遙距轉

賬予子賬戶、查閱子賬戶的消費記錄、接收子賬戶的交易提示，及開關子帳戶

的付款功能。主帳戶最多能同時掌管五個賬戶。  87

▲圖10.1 ▲圖10.2 ▲圖10.3 

賬目圖表， 
查詢開支比例 

賬目圖表， 
查詢收款比例 

賬目圖表， 
可選擇不同月份之資料 

  

87隨時查詢子賬戶餘額、遙距轉賬予子賬戶、查閱子賬戶的消費記錄、接收子賬戶的交易提
示、開啟／暫停子賬戶網上付款功能、掌管 多五個賬戶。 
見：選擇PayMaster - Tap & Go 網頁。http://www.tapngo.com.hk/chi/par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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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pngo.com.hk/chi/parents.html
http://www.tapngo.com.hk/chi/parents.html


支付寶HK：能設定消費上限、查看過去交易記錄和透過此平台購買第三方提供
的保險 。 88

◀圖11 設定消費上限 
 
PayMe、Apple Pay、Google Pay、TNG：因相關資料不足而未能分析。 

88 東網 (07/08/2017)。支付寶HK夥國壽海外　推保險投保服務 
42 

https://hk.on.cc/hk/bkn/cnt/finance/20170807/bkn-20170807174303719-0807_00842_001.html


評語  
 

  背景、概念較簡單，但焦點問題能反映與題目之間的關係。  

  只有少許相關概念，但解說欠具體、仔細。  

  問卷題目的內容豐富，但所問的選項未能緊貼題目。  

  考生未能清楚說明電子支付工具與健康理財的關係；C 和 D 部也未

能具體展示兩者的關係，解說較簡單。  

  嘗試運用數據進行分析，但用作支持及判斷的證據和解釋不充分，

討論也欠深入。  

  探究題目和內容尚算有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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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題目界定 

引言 

由於香港多山的地勢，加上過去數十年經歷了大規模 的人口及經濟結構轉變，

本港的規劃及土地發展，從適時提供充足土地以配合人口及經濟增長，以至滿

足不同用途的需要方面，從來都是艱鉅的挑戰，1其中一項挑戰便是房屋需求供

不應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就政府統計處提供的 2011 年住戶收入及人

口普查數據進行分析，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百分之五十界定為貧窮線，2011

年的貧窮率為 17.1%，即有 115 萬人生活於低收入/貧窮家庭，當中以女性比例

略高。2 

而本專題研習探究對象，正是活在貧窮線之下的中低下階層人士，探討香港的

公營房屋對中低下階層的生活影響。 

 

 

 

 

 

 

 

 

 

 

焦點問題 

                                                      
1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文件第  02/2017 號  –  土地需求  (2017 年 9 月 )  

https://www.dev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54/Paper_02_2017.pdf   

 
2
 扶貧資訊網 

http://www.poverty.org.hk/taxonomy/term/19  

file:///C:/Users/Owner/Desktop/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文件第%2002/2017%20號%20–%20土地需求%20(2017年9月)
https://www.dev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54/Paper_02_2017.pdf
http://www.poverty.org.hk/taxonomy/term/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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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提供資助性房屋的現況 

2. 中低下階層受房屋問題影響的現況 

3. 資助性房屋多大程度上幫助中低下階層家庭解決住房問題 

4. 政府應如何舒緩中低下階層的住房問題 

                      

 

 

 

 

 

 

 

 

 

 

 

 

 

 

 

 

 

 

 

 

 

 

 

 

 

 

 

 

B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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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性房屋 

公屋 

公屋是為低收入家庭確立已久的安全網。於 2018 年第三季，約 216 萬人（佔人

口約 29%）居住於公屋單位，而公屋單位的數目則約為 820 800 個。 

政府會繼續透過公屋協助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房委會的目標

是為一般申請者（即家庭和長者一人申請者）平均約三年提供首次單位編配。

於 2018 年 9 月底，約有 150 200 宗一般申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5.5 年。 

房委會的一貫政策，是把公屋租金定於可負擔水平。根據《房屋條例》，房委

會須每兩年檢討公屋租金，並須按反映整體公屋租戶家庭收入的收入指數的變

動而上調或下調公屋租金。公屋的租金已包括差餉、管理和維修保養費用。於

2018 年 9 月底，公屋租金介乎每月 380 元至 5,159 元不等，平均月租約為 2,070

元。3
 

 

資助自置居所 

                                                      
3

 GovHK 香港政府一站通：香港便覽（房屋） 

https://www.thb.gov.hk/tc/psp/publications/housing/hongkongthefacts/index.htm  

https://www.thb.gov.hk/tc/psp/publications/housing/hongkongthefact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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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自置居所是房屋階梯的重要一環，既是中低收入家庭自置居所的第一步，

也提供機會讓經濟條件已獲改善的公屋租戶自置居所，從而騰出其公屋予正在

輪候公屋的人士。於 2018 年 9 月底，約有 407 600 個資助出售單位*，主要為

居屋單位。資助出售單位有轉讓限制。資助出售單位的業主如欲在公開巿場出

售其單位，必須先行繳付補價，以解除轉讓限制。業主亦可透過居屋第二市場

計劃無須繳付補價把單位出售。4
 

生活素質 

指人們對其生活各個範疇的滿意程度，藉此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財富和人民

的福祉「生活」的概念涵蓋了個人生活需要的各個方面包括物質生活和非物質

生活而「素質」指等級其改善或提升受政治社會經濟狀況等客觀條件和個人的

主觀感受所影響。5
 

 

 

 

 

 

 

 

 

 

 

研究對象:中低收入家庭 

                                                      
4
 GovHK 香港政府一站通：香港便覽（房屋） 

https://www.thb.gov.hk/tc/psp/publications/housing/hongkongthefacts/index.htm  
 
5
 生活素質—教育局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life-and-society/
Section_1_D1.pdf  

https://www.thb.gov.hk/tc/psp/publications/housing/hongkongthefacts/index.htm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life-and-society/Section_1_D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life-and-society/Section_1_D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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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以及訪問形式，即是以量化的方式以及受影響程度探討中

低下階層在現時香港資助性房屋政策下的生活現況。二手資料，主要從政府網

頁或媒體報導去研究現在中低下階層家庭難以置業，但需要長期等候公營房屋

單位排期的現況。 

問卷調查以及訪問，主要圍繞焦點問題，訪問中低下階層人士受住房問題現況

以及生活影響。 

 

 

 

 

 

 

 

 

 

 

 

C. 深入解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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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政府提供資助性房屋的現況 

公屋：鑑於新移民遷入本港數目呈上升趨勢，2018 年底人口更急升至 748 萬

6，令到公屋輪候時間再升，一般申請上樓時間由 2017 年的 4.5 年增加至 2018

年的 5.5 年，申請宗數更高達 26.7 萬7，在需求大於供應的情況下，本港公屋

的數目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而且房屋委員會作出修訂，讓年輕單身者被插

隊，令到部分港人更需輪候 9 年或以上8，苦等無果，對於他們而言，上樓變

得遙遙無期，可見房委會提供公屋數目和執行制度方面的不足，令到數十萬

的港人難以藉公屋「上樓」。 

資助自置居所：由於居屋或公屋的價錢比外界樓宇售價低，成為港人趨之若

鶩的「上樓」目標，吸引了為數不少有意置業市民申請，在競爭激烈和居屋、

公屋數目有限的情況下，中籤率由五成跌至不足 2%9，只能滿足部分港人「上

樓」的心願，但仍有大部分港人未能如願「上樓」，因此，資助自置居所的數

量仍未能滿足本港需求。 

 

                                                      
6
 去年香港人口 748 萬增 0.9% 一年錄逾 6 萬新移民遷入 67%為單程證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96880/去年香港

人口 748 萬增 0-9-一年錄逾 6 萬新移民遷入-67-為單程證  
7
 公屋輪候時間上升 一般申請上樓要等 5.5 年 申請宗數 26.7 萬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56497/公屋輪候時間再

升-一般申請上樓要等 5-5 年-申請宗數 26-7 萬  
8
 輪候公屋年輕等到白頭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80402/00176_012.html  

9
 抽居屋難過中六合彩？中籤率最高近 5 成跌至不足 2%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32004/居屋 2019-抽居屋難過中六

合彩-中籤率最高近五成現跌至不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96880/去年香港人口748萬增0-9-一年錄逾6萬新移民遷入-67-為單程證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96880/去年香港人口748萬增0-9-一年錄逾6萬新移民遷入-67-為單程證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56497/公屋輪候時間再升-一般申請上樓要等5-5年-申請宗數26-7萬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56497/公屋輪候時間再升-一般申請上樓要等5-5年-申請宗數26-7萬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80402/00176_012.html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32004/居屋2019-抽居屋難過中六合彩-中籤率最高近五成現跌至不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32004/居屋2019-抽居屋難過中六合彩-中籤率最高近五成現跌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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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小結： 

總體來說，香港政府在房屋供應方面仍不足夠應付港人需求，根據圖一，分

別有 57%和 25%的受訪者皆認為缺乏房屋供應，當中便包括了居屋和公屋。 

 

 

 

 

 

 

 

 

 

 

 

 

 

 

1% 4% 
13% 

57% 

25% 

1.香港的房屋供應足夠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4% 

17% 

57% 

21% 

2.你認為香港的資助性

房屋足夠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 

3.2 中低下階層受房屋問題影響的現況 

根據圖三指出，本港樓價高企，中低下階層的收入微薄，難以應付高昂樓價，

還有地少人多的問題也導致了中低下階層難以在本港成功置業，現今社會地產

霸權情況嚴峻，調查更指出樓價已佔港人家庭收入比率升至 20.9 倍10，而樓價

中位數為 717 萬，但直至 2018 年，本港每月男女就業收入中位數僅有 17000 港

元11，在本港樓價有增無減，港人收入則無明顯增長的情況下，港人負擔樓價的

能力漸漸受到削弱12，其次，本港地勢陡峭，適宜發展為住宅用途的土地寥寥可

數，加上發展商大量囤積土地和只利用手頭上少量土地興建和供應房屋，以推

高低價牟取暴利13，而且近年持單程證人口赴港上市，使本港人口急升至 748

萬的香港14，在缺乏充足的土地供應和人口稠密的情況下，導致中低下階層難以

置業，大部分仍需租住昂貴的樓宇，導致他們的生活素質下降。 

 圖三 

                                                      
10

 香港樓價全球最難負擔 21 年不吃不喝方能置業 https://ps.hket.com/article/2257104/香港樓價全球最難負擔%2021 年不

吃不喝方能置業  
11

 每月就業收入及性別劃分的就業入數 2019 年第 1 季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00_tc.jsp?productCode=D5250030  
12

 收入追不上樓價 港樓市槓桿高企 

https://www.mpfinance.com/fin/dailyp2.php?node=1506711045384&issue=20170930  
13

 爽通識：香港房屋問題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30626/18312997  
14

 人口 748 萬按年增近 7 萬 單程證佔逾 4.2 萬懂廣東話比例急跌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90219/5927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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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認為中低下階層為何無法置業？ (可

以多選) 

7.你認為中低下階層為何無法置業？ (可以多選) 

https://ps.hket.com/article/2257104/香港樓價全球最難負擔%2021年不吃不喝方能置業
https://ps.hket.com/article/2257104/香港樓價全球最難負擔%2021年不吃不喝方能置業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00_tc.jsp?productCode=D5250030
https://www.mpfinance.com/fin/dailyp2.php?node=1506711045384&issue=20170930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30626/18312997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90219/5927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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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四指出，中低下階層在缺乏穩定住所下，導致他們需要租住一些環境狹

窄和租金昂貴的住宅，甚或租住一些環境惡劣的分間樓宇單位，讓大部分港人

的收入大多用於租金方面，港人開支負擔更是有增無減，根據調查數據顯示，

本港市民月租負擔平均佔家庭月入 3 成15，而且港人在未能成功置業前，更會擱

置對於未來的安排，在「有樓有真愛」的風氣下，港人更會推遲結婚計劃
16
，

導致港人晚婚情況愈加嚴重
17
，可見在政府未有提供足夠的公屋和居屋的情

況下，令港人需要承擔昂貴租金、生活環境惡劣，以及影響其日後人生規

劃，造成港人的困擾。 

  

圖四 

 

                                                      
15

 港人租金負擔直逼國際紅線 租緊樓想上車有幾難？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55529/樓奴-港人租金

負擔直逼國際紅線-租緊樓想上車有幾難  
16

 青年置業難 共宅尋出路 http://stedu.stheadline.com/sec/sec_news.php?aid=16921&friendly_print=1  
17

 港男女比例繼續失衡 晚婚晚育成趨勢 https://www.dotdotnews.com/2018/07/27/data/港男女比例繼續失衡

%E3%80%80 晚婚晚育成趨勢  
圖片來源：香港房屋問題與可持續發展的衝突 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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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低下階層缺乏穩定住所的困擾 (可以多

選)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55529/樓奴-港人租金負擔直逼國際紅線-租緊樓想上車有幾難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55529/樓奴-港人租金負擔直逼國際紅線-租緊樓想上車有幾難
http://stedu.stheadline.com/sec/sec_news.php?aid=16921&friendly_print=1
https://www.dotdotnews.com/2018/07/27/data/港男女比例繼續失衡%E3%80%80晚婚晚育成趨勢
https://www.dotdotnews.com/2018/07/27/data/港男女比例繼續失衡%E3%80%80晚婚晚育成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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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判斷與論證 

4.1 資助性房屋多大程度上幫助中低下階層家庭解決住房問題 

鑑於本港樓價昂貴，憑中低下階層的收入是不可能在本港成功購置私人物業，

因此，他們只能藉著香港政府推出的資助性房屋計劃中的公屋和資助自置居

所「上樓」，但礙於地少人多導致房屋供不應求及房委會執行制度不足的緣故

等，使這群在社會中議價能力較低的中低下階層難以如願置業，根據圖五，

分別有 22%和 56%的受訪者認為現今提供的資助性房屋的數量未能有效幫助

他們，因此，由於資助性房屋政策的不足導致其在很小程度上幫助中低下階

層解決住房問題。 

公屋：鑑於持單程證人口赴港人數不斷攀升18，申請公屋的人口亦隨之上升，

新來港人士和原居民便出現了競爭的關係，而且港府亦未能履行當初說公營

房屋落成量可達九萬四千多個的承諾，實際新建單位只有一萬一千個，比預

期低出 88.3%，這是因為香港政府在土地資源方面分配不均19，才會衍生供不

應求的問題，在供應未能跟上急增的需求時，便令公屋輪候時間越來越長，

甚至有些非長者單身申請者苦等二十年無果20，導致民怨沸騰，在這個情況

下，大多中低下階層仍需租住昂貴、環境不佳的地方，如劏房、籠屋等，因

此，實際未能改善他們的住屋問題。 

                                                      
18

 去年香港人口增至 748 萬 4.23 萬人單程證來港 佔人口凈增長 6 成 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去年香

港人口增至 748 萬-4-23 萬人單程證來港-佔人口增長 6 成/  
19

 公屋輪候時間創新高 問題根本不是缺地 https://www.hk01.com/01 博評-政經社/111316/房屋政策-博評-公屋

輪候時間屢創新高-問題根本不是缺地  
20

 公屋供應大縮水 重中之重枉自吹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70610/mobile/odn-20170610-0610_00186_001.html  

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去年香港人口增至748萬-4-23萬人單程證來港-佔人口增長6成/
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去年香港人口增至748萬-4-23萬人單程證來港-佔人口增長6成/
https://www.hk01.com/01博評-政經社/111316/房屋政策-博評-公屋輪候時間屢創新高-問題根本不是缺地
https://www.hk01.com/01博評-政經社/111316/房屋政策-博評-公屋輪候時間屢創新高-問題根本不是缺地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70610/mobile/odn-20170610-0610_00186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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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自置居所：由於居屋的定價與市場價格掛鉤，一般為市值 7 成21，但現

今樓價有升無跌，更高達 970 萬，成為全球之冠22，若政府繼續坐而待斃，

不作出改變讓居屋定價與樓價脫鉤，將來不只是綠表人士未能負擔，即使是

白表申請人也未必有此負擔能力購置居屋23，故此，房委會所執行的制度仍

有缺憾，資助自置居所計畫未能有效協助中低下階層置業成功。 

 

 

圖五 

 

 

 

 

 

                                                      
21

 黃洛絲：居屋定價應與市場掛勾？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18-06/28/27764.html  
22

 香港平均樓價 970 萬冠全球！分析指租樓月均 2.2 萬元 https://www.hk01.com/地產樓市/317176/多圖-香港平

均樓價達 970 萬冠全球-分析指租樓月均 2-2 萬元  
23

 郭偉強指居屋售價隨樓市高企 無助中低層市民置業 http://std.stheadline.com/instant/articles/detail/636804-

香港-郭偉強指居屋售價隨樓市高企+無助中低層市民置業  

 

1% 4% 

17% 

56% 

22% 

7.香港政府提供資助性房屋數

量是否有效幫助中低下階層

的市民 

非常同意 

非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18-06/28/27764.html
https://www.hk01.com/地產樓市/317176/多圖-香港平均樓價達970萬冠全球-分析指租樓月均2-2萬元
https://www.hk01.com/地產樓市/317176/多圖-香港平均樓價達970萬冠全球-分析指租樓月均2-2萬元
http://std.stheadline.com/instant/articles/detail/636804-香港-郭偉強指居屋售價隨樓市高企+無助中低層市民置業
http://std.stheadline.com/instant/articles/detail/636804-香港-郭偉強指居屋售價隨樓市高企+無助中低層市民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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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政府應如何舒緩中低下階層的住房問題 

在收入升幅跟不上樓價攀升的速度和房屋供應數目有限的情況下，港人置業變

得難上加難，中低下階層只好被迫負擔昂貴租金，住在一些生活環境不佳的地

方中，導致其生活素質偏低24，尤其是屬於中產階級的港人，他們的收入水平是

有能力承擔較公屋昂貴的居屋，但是居屋價格與樓價掛鉤，即他們購置居屋單

位的能力受到了樓價掣肘，從圖六中得知，有 61%受訪者認為政府應加強規管

樓市，降低居屋價格，讓更多港人在本地成功置業。 

現在公屋及居屋 2 人或以上申請者入息限額分別為 11830 港元及 58000 港元，

但仍有部分人士的入息高於 11830 港元，超出上限，卻沒有足夠的能力支付居

屋的價格25，這群市民處於進退兩難的情況，由於政府故意壓低公屋申請者的入

息限額，以減少申請公屋的人數，使輪候時間有明顯的縮減，然而，這反而會

讓大批原本符合申請資格的市民無法成功透過租住公屋「上樓」，只要政府將申

請公屋入息上限調高 2.6%，便可讓 14 萬的港人藉公屋成功「上樓」26。而且房

委會在修訂了家庭入息限額，調低少於百分之 3 至 4，即 5.5 萬水平，若部分收

入較高的家庭便會錯失申請居屋的良機，只能透過購置私人物業如願以償，故

此，在圖七中有 47%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調整公屋及居屋的申請資格，才有效

幫助中低下階層解決住房問題。 

                                                      
24

 夾心階層上車無望 基層苦困劏房 新加坡模式可以救香港嗎？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16-hongkong-public-housing/  
25
當米線鋪侍應 隨時超出公屋入息 申請資格必須檢討  https://www.hk01.com/01 觀點/299783/當米線舖侍應-

隨時超出公屋入息限額-申請資格必須檢討  
26

 申請公屋入息上限或調高 2.6% 料 14 萬戶合資格 

http://www.orangenews.hk/finance/system/2018/02/27/010083810.shtml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16-hongkong-public-housing/
https://www.hk01.com/01觀點/299783/當米線舖侍應-隨時超出公屋入息限額-申請資格必須檢討
https://www.hk01.com/01觀點/299783/當米線舖侍應-隨時超出公屋入息限額-申請資格必須檢討
http://www.orangenews.hk/finance/system/2018/02/27/0100838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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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壓低樓市上升趨勢和調整申請資助性房屋的資格外，政府還可透過增設資

助性房屋的數量和成立委員小組舒緩中低下階層的住房問題。首先，香港政府

在土地資源方面出現分配不均的情況，香港從來不缺乏土地資源，缺乏的是一

個全面的規劃，理論上，本港仍有 378 平方公里的土地還沒被完善利用27，若政

府有完善計劃利用土地資源，以發展住宅用途為先，增設興建資助性房屋的數

量，以紓緩殷切的住屋需求28，助中低下階層置業，減少他們租住房屋的開支負

擔。其次，成立委員小組可調查原本已擁有私人住宅物業、入息或資產超逾相

關限額及拒絕申報的公屋富戶，並發出遷出通知書29，將這些公屋單位重新分配

給有逼切需要的中低下階層，以減少社會對房屋的需求量和幫助中低下階層上

樓。 

 

 

圖八 

                                                      
27

 我們不缺土地 缺的是策略計劃 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80418/s00022/1523972042943/

我們不缺土地-缺的是策略規劃  
28

 立法會——制定房屋政策紓緩殷切住屋需求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counmtg/motion/m_papers/cm20161207cb3-194-c.pdf  
29

 公屋富戶政策收緊 579 戶被叮走 房委會接租戶上訴 5 年減 38%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13784/公

屋富戶政策收緊-579 戶被-叮走-房委會接租戶上訴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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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政府如何幫助應中低下階層? 
 

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80418/s00022/1523972042943/我們不缺土地-缺的是策略規劃
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80418/s00022/1523972042943/我們不缺土地-缺的是策略規劃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counmtg/motion/m_papers/cm20161207cb3-194-c.pdf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13784/公屋富戶政策收緊-579戶被-叮走-房委會接租戶上訴5年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13784/公屋富戶政策收緊-579戶被-叮走-房委會接租戶上訴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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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總括而言，綜合文獻和問卷調查，香港的房屋需求量遠超於供應量，大部分港

人都認為政府在房屋政策方面仍有不足，尤其是中低下階

層又沒有經濟能力購置私人物業，只好透過公屋或資助自

置居所置業，然而，這些資助性房屋數量有限，僅能滿足

小部分港人，社會中仍有一大群市民在苦等上樓。 

由於住房問題，導致很多港人生活大受影響，如租住環境惡劣的房屋和擱置人

生計劃等，就現今政府提供的資助性房屋情況而言，只能

很小程度上幫助中低下階層的住房問題，除非政府能夠強

化不足的房屋政策和進行申請資格調整等措施，才能讓更

多的港人如願以償，成功置業，否則難以成事。 

鑑於資助性房屋政策的不足，令到中低下階層的生活開支越來越大，租住一些

環境惡劣的房屋，因此，本人認為現今政府所執行的資助

性房屋政策在很小程度上能夠幫助中低下階層提升生活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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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背景資料較簡單，只能粗略地說明香港低收入群體的比率，未有與

房屋問題扣上關係。  

  焦點問題大致上能呈現探究重點，但部分問題較著重事實性，未能

清晰凸顯探究空間。  

  概念集中說明香港現行房屋政策內容，但可作分析的概念不多。  

  報告主要建基於二手資料和問卷調查結果作討論，考生能清晰提出

立場及嘗試作出解釋，但解說主要指出香港中下階層在住屋上遇到

的困難及說明香港現有的房屋政策內容，兩者卻未有合理連繫，又

沒有解釋為何香港資助性房屋政策未能紓解中下階層市民的住屋

問題。  

  報告的表達尚算清晰，考生能妥善處理及組織資料；二手資料來源

也有註釋說明。  

 
  



Topic:How K-Pop culture affect Hong Kong’s teenagers? 
Part A:Problem Definition 

  Overview 
  Research 

K-Pop culture is a very popular things all over the world.In Hong Kong,most of the students
are all very into k-pop music since students love to listen to their music and they think that 
the idols are good at singing and dancing so a lot of teens nowadays would chase after the 
stars and will have a dream which they want to be a K-Pop star. 
  Most teenagers like K-Pop since their own countries don't have a lot of singers that is same 
as K-Pop stars which they can dance while singing and good looking.This make most of the 
teens want to be like then and become famous so they will be very into K-Pop,some of them 
may even want to join the company where their idols are in and became a part of K-Pop.Also 
their idols are all multi-talent,because beside from dancing while singing,they also know how 
to play instrument and write songs   
   Nowadays,Hong Kong teenagers like k-pop a lot,this cause teens start to be lack of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because they only stay at their own world in listening music.This 
action makes the teens’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arents and friends become worse.Also,one 
of the problem is that teens become addicted to their phones,it may cause their exam result 
bad and they would have a lot of argument with their parents.Parents will think teens should 
not waste their time in chasing stars and daydreaming which would start a fight in between 
them and teenaggers.I am also interested in this issue since I also like k-pop music very 
much.These things make teens lifestyle change a lot,some of them even learn and has 
attitudes towards different peop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K-Pop and other music is the style.Most K-Pop music is dance 
music since most singer are in groups and they will always dance while dance but for 
example USA,USA has more solo singer and most of their style is hip hop.For K-Pop has a 
lot of different general in their music like hip hop,fast songs and lyrical songs. 
   Teenagers will usually spend a lot of money in going to see the concert.More and more 
teens like K-Pop,this can also became a burden to poor families since they don’t have a lot 
of money.Since this is a popular culture,people will but the clothes to imitate the idol that 
they like.For example,the clothing style of different idols. 
   The number of teenagers like K-Pop music keep increase while K-Pop get more 
popular,this also create a great impact around the world.Now,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re 
also always listening to K-Pop,mostly teens.They would even argue with other and became 
very rude and have no respect toward their parents,friends or towards elders.And this will 
make the whole society become full of rude teenagers,this may affect their own self-image 
also our city’s image from good to bad. 

Focus Questions: 
1.What is the difference from K-Pop and other countries music?
2.Why K-Pop is popular among on teenagers?
3.Why does K-Pop culture will make teenagers spend more money?
4.What conflicts create between parents and teenagers?
5.What advantages can K-Pop bring to teenagers?

Part B: 

Level 1 Exemplar and comments



  I found the information by first hand.I found these related information on some essays 
which talk about K-POP culture and also with my own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to K-
POP culture and their music.Sinse I also love K-POP music a lot  compare to all of my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so I know a lot about the music and I understand the main 
reasons very well which is why teenagers were so into the Korean culture.My research  
method for the part A topic is to find some essays from the internet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topic,also since I also watch a lot of Korean dramas,movies and listening to a lot of the K-
POP music,songs so I can be better in understanding of the topic compare to my other 
friends and the topic would be more easier for me instead of other topics.And I can think a 
lot of informations for myself in doing this topic without looking up on the internet or asking 
other people for help in doing it. 
Methodology: 
  Why I choose this method is because I am also one of the teenager that love Korean 
culture a lot and this topic actually somehow related to my daily life in liking K-POP music 
culture,in my free time,I always watch K-POP on Youtube,that is why I know a lot about their 
music and dramas then all my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The first concept is social,you can make a lot of new friends while listening to K-Pop music 
because usually K-POP is an interest for different people if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person 
also likes K-POP,this can let you to meet and get new friends easily since both of you have 
the same interest and so that can talk about the same things in your daily life,also nowadays 
K-POP is  very popular all around the world,since it became a world-wide thing,you may 
even knew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ecause of K-POP music or dramas also since 
they love K-Pop,they won't waste a lot of their own time.Instead they will plan and do 
something for they own future.If teens have a target,it will be very good for them in all 
directions like in their studies,and the dreams can also be a motivation for their life so they 
will work harder and try to fulfill their own dreams,turning fantasy into reality,so it will be very 
useful for teenagers.  
  The second concept for this topic is about economic,because K-POP can make people but 
the product which is relate with the idols they like,this action can help the economic since 
they earn more money also K-Pop is a world wild thing so this can help the whole world to 
have a bet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hird concept is culture,because K-Pop can help people to know more about things that 
happen around them but not just in their own countries,this can wilden their eyesights to 
them since they will not be lazy and always stay at home,wasting time.Instead teenagers 
may be more hardworking because they want to be like their idols. 
  At last,this are the way I found informations for my part A and this were the three concepts 
that I found inside while I am doing the research.  
 
 
 
 
 
 
 
 
 
       
 



Part C: 
 
  K-Pop has benefits for teenagers more than cons and it is also the reason why K-Pop is so 
popular.The benefits include teens can make more friends and widen their eyesight but not 
always stay at home and not knowing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them. 
  K-Pop is very popular among teenagers,the reason is because the music is usu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they normally hear in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also the K-Pop stars are all 
very talented and good looking which lead to more number of people to like about them but 
not the stars from their own countries,since K-Pop has become a world wild thing today,with 
some peer pressure,teenagers will think if they like their own countries stars it will be weird 
since the friends around them are all into K-Pop culture,this peer pressure was also one of 
the main reason why K-Pop music and K-Pop culture is so popular among teenagers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is culture,teenagers ten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it is because this is relate to things 
and idol stars that they like a lot,with the addiction in teens toward their idols,they will spend 
more money just to see then,buy the things that their idols have or promote or send their 
idols gifts.These action will make a large amount of expense in their daily life. 
  The conflicts are parents and teens will have happen a lot of argue if the parents don’t 
understand about K-Pop and don’t respect what teenagers choose or their decision.For 
example,I also always listen to K-Pop music but my parents always get mad at me since I 
use my phone for a long time in a day.Luckily my parents than understand me and let me do 
what I want,in other families if they are straight with their kids,the parents will have a lot of 
big argument with teenagers and since teenagers are at the stage where they are rebellious 
so they won't listen to their parent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K-Pop music and USA music is their style.According to 
Koreaboo,American music will think that the person who come to audition for being a singer 
already have the singing and performance skills but for K-Pop,people was picked to be a 
singer has a lot of reason like their singing ability,their looks and for K-Pop music to be 
globalized,the company will choose different nationals,for example Twice have one 
Taiwanese and three Japanese in their korean group.Also most of the US singer especially  
for individual singer they will write their own songs but for idols they often write their own 
songs,mostly their songs are written by staff which only focus on their work,which is only 
writing songs.     
  The advantages of K-Pop music towards teenagers is that K-Pop can link different 
countries people together since they share the same interest and hobby,this can make 
teenagers to make more friends especially foreign friends since in their daily life they won’t 
know friends from other countries unless they study overseas. 
  In conclusion,K-Pop is popular among teenagers and it is a world wild thing. 
 



 
Since the K-Pop wave cover a lot of different areas like films,dramas and 
music,a lot of different company,stores and industry earn more profits 
from all age group of customers. 
   
 

 

 
As years goes by the Korean wave become more strong 
and popular,more and more people start to notice the K-
Pop culture. 
Part D: 



  In my opinion,I think that K-Pop culture was being popular since 2007 and the popularity 
are increasing along these years.Nowadays a lot of teenagers would mock and try to act like 
one of the K-Pop idols and some even dream to be a singer and go to Korea to become the 
companies trainees in hoping that they can debut and also become a K-Pop idol which is a 
part of the whole K-Pop culture and can see the idols that they like when they are still little. 
  Also,nowadays it is hard for local music like original Hong Kong music to attract a lot of 
teenagers because now Hong kong’s teenagers tend to like J-Pop(Japan Pop) and k-Pop 
(Korean Pop)more.That is why HK’s music industry are getting worse than before and they 
can’t earn a lot of profit since less customers like the music. 
    This also make more and more people stop listening to their own countries music since i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K-Pop.Which only the older generations people would still support local 
music,and since now K-Pop is so popular,people would compare K-Pop music with their own 
countries music,so teenagers will think local music is not good enough and well developed 
since there is a large gap of differences between K-Pop music and local music. 
  Nowadays,teenagers also wish to go to other countries to study which leads to a lot of 
potential and can work very well teenagers go to other countries to work and Hong Kong lost 
a lot of capable workers in the future which would effect Hong Kong’s economy development 
very much. 
  In conclusion,I support the the statement that K-Pop culture was popular among teenagers 
and popular in Hong Kong. 
 
 



Comments 
 

 The enquiry scope was quite wide. However, the three domains were appropriate for 

analysis. 

 In Parts C and D, the candidate made an attempt to respond to the focus questions, 

though the analysis was not in-depth. 

 The discussion about K-POP was too descriptiv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not fulfilling 

the requirements of evidence-based enquiry. 

 In Part B, concepts relevant to the enquiry questions were omitted, not to mention 

concept application. There was merely some reference to general perspectives. 

 In Parts C & D, the candidate mainly expressed his/her own opinions, rather than 

providing an analysi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impact on teenagers was not well 

substantiated with evidence. 

 The methodology was limited to mainly personal feelings. Instead, more objective 

analysis with more data should have been provided 

  Acknowledgements/references should have been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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