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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長腿叔叔信箱服務

孩子理財觀念與態度知多少？
問卷收集：Jenny

撰文：Ferry

儲蓄零用錢
在回收的 40 份有效的問卷中，有 65% 少年表示他
們有零用錢，並有儲蓄的習慣。他們一星期的零用錢
由 5 元至 1,000 元不等，平均零用錢為 123.4 元；而儲蓄
則由 2 元至 900 元不等，平均儲蓄為 82.4 元。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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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65% 少年表示有足夠的零用錢使用。
（見圖表 1）
在金錢
運用方面，有70%少年表示不會將零用錢作儲蓄之用，
其次有 65% 少年會用作購買書本、文具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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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兒童理財已經成為一種學問與潮流，亦因
而孕育出嶄新的理財服務 — 由專業理財導師教授兒童
金錢的概念與應用。在國際金融薈萃的香港，從小學
習理財無疑對將來是有幫助的；但少年人本身又如何
看待自己的理財態度呢？我們透過信箱服務網絡，向
小四至中三的少年發出問卷，以了解他們的經濟狀況
及對處理金錢的看法。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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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現代人都相信﹕
「有錢縱然不是萬能， 但
沒有錢真是萬萬不能﹗」你又
是否對這句說話深信不疑
呢？難道人一出生就要被這
個信念所捆綁， 窮一生為
金錢賣命， 成為金錢的奴
隸， 然後無形的把自己的
意念和行為灌輸予後代？我
們在不斷滿足物質生活所
需， 心靈會否因此變得困
乏呢？

學習理財有助運用金錢

在理財觀念上，大部分少年都認為捐獻 / 捐錢是很
重要的
（見圖表 2）
，而有多達 80% 少年認為儲蓄習慣是

你覺得捐獻 / 捐錢是重要的
十分同意 15﹪

同意 45﹪
一般 40﹪
圖表 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長腿叔叔信箱服務‧第六期‧心流

子

隨 著 經 濟 發 展，
愈來愈多孩子年紀小小已有
一定的金錢儲蓄， 而他們
的消費力似乎相對上一代
的青年人也有所提升。 然
而， 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的社會， 也有些家庭經濟
拮 据， 生 活 足 襟 見 肘，
每月儲蓄二百元簡直是異想
天開的事﹗究竟新一代的孩
子如何看待金錢和管理自己
的「財產」？有餘錢可花的
孩子會好好運用自己的金
錢， 還是揮霍如土？「身
無分文」的孩子是否難逃
人窮志短的命運？社會上又
會否有人關注來自基層的孩
子， 減低跨代貧窮對他們
造成的影響？窮孩子可以富
起來嗎？就讓我們走入不
同的社區去尋找答案吧﹗

覺得儲蓄習慣是重要的
十分不同意 5﹪

不同意 5﹪
一般 10﹪

十分同意 55﹪

同意 25﹪

重要的
（見圖表 3）
，至於消費
（吃喝玩樂）
也有半數少年
認為是重要的
（見圖表 4）
。另外，雖然有 60％的少年不
同意投資是重要的
（見圖表 5）
，但所有參與問卷調查的
少年均表示學習理財對他們在處理金錢上有幫助。

自我理財能力平均 7.4 分
在處理金錢的態度上，能夠經常和大部分時候在
消費時量入為出的有 35％（見圖表 6）
。另外，有 90%
少年表示甚少先
「駛」
未來錢
（見圖表 7）
，有 90% 少年表
示甚少借錢給別人，亦有65%少年表示從不向人借錢。
總體上，少年人給予自己的理財能力的平均分為7.4分。

我會先「駛」未來錢

圖表 3

間中 5﹪

很多時 10﹪

我覺得消費（吃喝玩樂）是重要的
一般 35﹪

同意 15﹪

偶爾 40﹪
不同意 25﹪

十分不同意

從不 45﹪

圖表 7

25﹪
圖表 4

假如我也有 $6000……

我覺得投資錢是重要的
同意 15﹪

一般 25﹪

十分不同意
30﹪

不同意 30﹪

圖表 5

消費的時候，我會量入為出

從問卷統計裡，我們發現大部分少年都有基本的
理財認知及儲蓄習慣，而且逾六成少年更認為捐獻 / 捐
錢是重要的，反映大部分少年不僅關心個人財政，更
不會遺忘社會上其他需要關顧的人士。另外，我們向
少年提出了假設性問題：
「如果你有 6000 元，你會用來
做甚麼呢？」
（見圖表 8）受訪的少年表示會將 $6000 用
作消費
（旅行或買喜歡的東西如：衣服、遊戲機、學習
用品等）
、儲蓄及捐獻
（捐給有需要人士或爸爸媽媽）
。
同時，調查亦反映少年人對投資的概念不多，也可能
因此認為投資對他們而言相對不太重要。
雖然受訪的少年年紀小小，但他們已為自己訂下
良好的理財觀念及習慣，懂得把儲蓄和量入為出等理
財概念付諸行動，相信這也是香港人的小小驕傲呢！

如果你有 6000 元，你會用來做甚麼呢？

從不 5﹪
經常 15﹪

20﹪

偶爾 15﹪

33﹪
很多時 20﹪

圖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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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4﹪

買學習上的物品 /
學興趣班
儲蓄
買自己喜歡的東
西 / 去旅行
捐獻

間中 45﹪
圖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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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搜記（一）中產家庭兒童
為了解中產家庭兒童的理財及消費觀念，筆者訪
問了三位來自居屋家庭的高小學生。他們分別是斯文
的綽瀅
（女，十二歲）
、俊朗的詠軒
（男，十一歲）和精
靈的秋韻
（女，十歲）
。以下是我們綜合所得的答案：
問：有賺取零用錢嗎？誰給你們零用錢？
答：零用錢都是來自父母，每週約五至二十元；他們亦
會幫忙理家務，從中每次賺取一至二元，秋韻還
會教妹妹彈琴，每次可賺五元，但她笑言妹妹
「好
難教」
呢！
問：零用錢夠用嗎？怎樣使用？覺得如何分配零用錢
最恰當？
答：夠用。一般用來買零食，或買文具，秋韻還會買
筆給妹妹，取諸於民，用諸於民啊！詠軒很會守
財， 多 把 零 用 儲 起 來， 需 要 購 買 東 西 時 便 問 父
母。分配零用錢方面，大家都覺得把錢儲起來或
買
「心頭好」
較好。
問：你們有沒有儲蓄的習慣？會採用甚麼方式儲蓄？
答：小朋友都有儲蓄的習慣，但沒計算過每週可儲多
少，通常除了買零食和
「心頭好」之外，都盡量用
錢罌或
「紅簿仔」
把零用錢儲起來；秋韻儲了一百元
「私己錢」
，詠軒更已儲了七千多元存放在銀行。
「紅簿仔」
由父母保管，他們都沒有過問或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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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Ferry, Nada 撰文：Nada

問：你們有儲錢的目標嗎？
答：大家都希望可儲得一萬元，綽瀅希望用作大學的
學費，天真的秋韻想用來買樓以改善家人的居住
環境，詠軒則計劃用來學魔術，他想做個業餘魔
術師呢！
問：你們知道投資理財是甚麼嗎？
答：綽瀅表示不知道；秋韻也不大清楚，但知道媽媽有
買股票；詠軒認為受僱
「打工」
賺取收入最
「穩陣」
，
賺了錢可以投資自己的公司。話雖如此，小朋友
都知道投資會有賺蝕。詠軒和秋韻都表示，在滿
十八歲後會考慮購買六合彩。
問：若有一筆意外之財，例如六千元，會如何使用？
答：綽瀅和詠軒會把錢存放在銀行；秋韻則會送二千元
給父母，因為喜歡看書所以會用來買書，但不會
買玩具。
問：你會怎樣把財富累積起來？
答：女孩們表示會儲蓄，但不會考慮借錢；詠軒說除儲
蓄外，會考慮買股票，若買樓時會考慮借錢，然
後分期還款。
綜觀三位小朋友對理財的態度都很正面，作為他
們的家長，看到孩子們的表現，大可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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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搜記（二）基層家庭兒童

訪問：Ferry, Jenny, Tomai 撰文：Tomai

除了中產家庭，編採人員亦走訪了四位初中生，
了解他們的理財狀况，被訪者包括就讀中三的女同學
展文和瑋珊，還有唸中二的俊朗男孩 Eric 與 Marco。

對 Marco 來說，6000 元的意外之財數額頗大，他
卻只願花費其中 100 元作娛樂，自己儲起 1000 元外，餘
下 4900 元全給家人。作為他的家人，真的很幸福啊！

計劃周詳

額外收入

向胡亂花費借貸說「不」

Eric 的
「 收 入 」最 有 彈 性， 每 天 40 元 的 零 用， 上
學的車費另計。他是一個很有計劃的孩子，既不亂花
錢，也不會刻薄自己，平日開支包括最多 25 元的午膳
和 10 元的下午茶，故每星期約有三、四十元的儲蓄。
他把儲蓄分別放於兩信封內，一是
「不動用儲蓄」
，另
一是
「可動用娛樂費」
，前者若不達致某目標，絕不會
動用後者。他喜歡玩電腦遊戲，故多花費在購買
「點數
卡」
上，但他很有節制力，絕不會花多於 100 元。
與大部分小孩一樣，利是錢對他而言是重要的收
入。Eric 只保留父母給他的兩封，放在抽屜內，其他的
則由父母替他存放在銀行戶口中。
Eric 四年級開始擁有手機，主要與母親聯絡，沒想
過要換新款的，因款式很快便過時，不值得經常置換。
由於對投資認識不多，Eric 因而十分重視儲蓄。曾
因沒帶錢包而問同學借 20 元，但試過替同學買價值 200
元的點數卡但尚未全數收回，使他懂得
「應借給信得過
的人」
。
在 1-10 的理財自評給分中，Eric 覺得自己理財頗
有計劃，很有信心地給自己 8 分。若有資格獲政府派發
6000 元，他會儲起其中 3000 元，1500 元用作娛樂費，
1000 元請家人吃頓飯，餘下 500 元作文具等雜費﹔果真
是一位有計劃的理財者

理財之道：知慳識儉
媽媽每月給 80 元零用錢予 Marco，極之重視儲蓄
的他完全不捨得動用，因此，他實際可調動的款項便
從每天 19 元的飯錢省下來，平均每星期只有一天全以
19 元購學生餐 ( 飯盒連飲品 )，其他 4 天只吃炒粉麵 ( 例
如五寶麵 )，於是每星期可有十多元的儲蓄。他知道
午餐對他來說營養不足，但可在晚飯補充。精打細算
的他，除了購文具外，根本不捨得花錢，即使是利是
錢，也交由父母，用以支
付學鋼琴的學費，偶然打
保齡，亦與同學合資。不
過有一次不小心遺失了身
份 証， 花 了 335 元 補 領，
令他心痛至今。

全數儲起

由 於 自 備 午 飯 飯 盒， 母 親 另 付 車 費 及 課 餘 活 動
費，兩位女同學便缺了這方面的零用錢可調動。瑋珊
的
「收入」
是母親給予購買文具的餘款，以及星期六、
日家中不舉炊時可以取得的飯錢，可惜她往往受不住
零食的引誘而花掉了，故能儲蓄的只是利是錢。她把
利是錢放在衣櫃內較少穿的衣服口袋中，以備書展時
母親沒額外津貼，便可用作購書。
瑋珊沒有手機，常需向學校借電話聯絡母親，父
母曾提過購買，但她寧選擇長大後購買最好的，目前
不持一部不合心意的，此想法不無道理。
因常會花費一些無謂的使用，瑋珊自覺理財只算
合格，給自己 6 分。她曾向別人借錢買零食，亦間中會
借手頭上的錢給人，但衣櫃內的儲蓄絕不會外借。也
許較少儲蓄，故毫不考慮地會把 6000 元意外之財全數
儲起，絕不動用，很有決心哩！

知足常樂
展文是一位知足的快樂女孩，自備飯盒、不愛零
食，不是學校的活動可以不去，需要購東西時母親自
會支付，不必煩憂；她認為別人可以不需要零用，自己
也可以做
「慳錢人」
。7、8 歲開始把利是錢儲在抽屜中，
偶爾動用也只是與同學合資送生日禮物給友人。她十
分滿意姨母送的手機，沒想過需要置換。
展文給自己 9 分的理財評分，自覺對投資認識甚
少，希望能通過選讀經濟科加深了解。雖然少花錢，
但她卻很有計劃地分配 6000 元的意外之財：儲蓄 4000
元，投資 1500 元作為讀大學的基金，500 元改善生活：
如與家人吃頓飯、購買自己喜歡的東西及送點禮物給
家人，令人深感其待人的真切與温暖。
當社會充斥着眾多倚賴父母不懂關心別人的港孩
之際，我們發現身邊仍存在着很多懂事而體諒家人的
小朋友，他們省吃儉用毫不埋怨的
態度，應該讓大家對港孩有所改觀
吧？但願他們如自己所願，學懂投
資知識後，善用儲蓄，為自己鋪上
美麗人生路。

雖不捨得，但亦曾想
過置換新手機，姨母勸他
不必與同學相比，達到與
母親聯絡的目的便可，乖
孩子欣然接納意見。
理財自評方面，Marco
肯定地評上 10 分，因覺得自己的節制力强，不論借錢
給別人或向別人借，都不超過 5 元 ( 若需借 15 元，便問
三位同學借，這樣較易成功 ) 。最近有女同學提出送禮
物的要求，他說會利用 e-mail 傳送該禮物的圖片給她。
難怪自評 10 分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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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孩子圓夢 從儲蓄 200 元—開始——城市睦福團契
記得父母從小便教導我們積穀防饑，因此儲蓄便
成了理財的不二法門；現在理財觀念不單是儲蓄，更包
含了消費、投資和捐贈等多項概念。同時，社會上有
很多機構為兒童理財提供服務，而城市睦福團契的
「兒
童發展基金計劃」
便是其中一項。

月儲 200 元 向夢想出發
據該團契副總幹事姚小鳳女士介紹，這項服務針
對基層家庭兒童，計劃自 2010 年 7 月開始向 10 至 16 歲
的小朋友推廣，經面試、篩選及簽約核實後，有 200 個
家庭參與。參加者須連續兩年每月儲蓄 200 港元，成功
完成兩年目標儲蓄計劃的，會獲至少 1：1 之配對金額，
及政府額外獎勵金 3,000 元，即約共獲得 12,600 元，第
三年開始參加者可運用此款項以實踐其個人發展計劃。

遙不可及的夢？
姚女士說，小朋友的夢想很廣大，如當醫生、教
師、律師、飛機師，或開茶餐廳、補習社﹔有部份希
望學習一些課程，如時裝設計、程式設計、樂器、急
救等等，亦多夢想進入大學，約佔總參加人數百分之
十；也有些比較具體的夢想，如利用款項為自己出一
冊台式漫畫繪本。因此，在兩年儲蓄期內，服務機構
會安排一位友師共同參與，友師定期與小朋友見面，
深入了解他的夢想，提供與夢想相關的現場探訪、活
動或有關課程的資料，讓小朋友從中瞭解自己夢想所
需具備之條件，根據自己的潛能修正夢想，務求達至
實現。

小朋友來信
地址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 1 樓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長腿叔叔信箱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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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荔枝角長順街 20 號時豐中心 1202 室

電話

852 2673 2160

傳真

852 3692 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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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lchk.org.hk/service/unclelongl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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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Ada

可是，每月 200 元供款，對基層小朋友而言，是不
可能做到的，只有少數年長又有兼職的才能自己承擔
供款，所以供款普遍來自家庭，可是仍然有些參與家
庭間中會遇到供款困難，此時，友師會盡量協助他們
解決。當中友師感受到，小朋友雖非直接供款者，但
也受到供款支出所帶來的影響；最直接的是他們的零用
錢減少了，由於他們的零用原已不多，大概一星期數
拾元左右，且須支付如膳食費和交通費等生活必需，
小朋友不免有抱怨情緒。一些較成熟的會明白儲蓄是
為了他們的將來，便自動自覺減省支出。一些小朋友
認為儲蓄計劃是父母的事，不是他的事，不懂想法減
少支出，或維持以往的消費習慣，這便需要友師的輔
導。

從遊戲中學習 分享比風險重要
除了友師輔導，機構還提供模擬社會遊戲。遊戲
設計予參加者定額金錢，目的是讓小朋友們從遊戲中
學習低成本高效益、投資和分享的概念。在遊戲過程
中，發現當小朋友擁有較多金錢的時候，會較願意把
金錢投放在長遠的未來如股票、樓宇、學位、電腦等
項目而非眼前的消費品上。遊戲亦教導小朋友如何面
對虧本時不開心的情緒，有些小朋友雖然知道借錢給
別 人 可 能 帶 來 壞 賬 風 險， 但 也 願 意 借 給 有 需 要 的 朋
友，因為他們認為分享比風險重要。由此觀之，透過
社會或父母的教育，是可以向小朋友灌輸一套全面而
健康的理財概念─消費、儲蓄、投資、捐贈，使之有
效使用金錢，量入為出，不致陷入無止境的消費泥沼
中！

那些年 我們沒財可理
回想還是「小學雞」的時候， 父母都是胼
手胝足， 我們只有飯錢和車錢， 鮮有零用錢，
故可以蓄下的錢不多， 更枉論理財了！可能是年
幼無知， 能買到一點「心頭好」己經很滿足，
並不感到經濟壓力， 只是， 人長大了， 踏足社
會， 尤其在成家立室， 養兒育女後， 才體會到當
下需要理財的現實， 才開始認真思考理財之道。
然而， 任憑智者千慮， 一個金融風暴， 一對雷
曼兄弟， 身旁的親友， 鮮有不被波及的！這不禁
令人對「食幾多， 著幾多是整定的」深信不疑，
真是「財來自有方， 唔使咁狼
忙」， 錢 — 夠用就好， 實在
不必為它太傷腦筋。 也許， 積
財於天， 比較穩妥， 對不？心
靈飽足不是讓人更感富裕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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