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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訪談內容及個案介紹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總數共四人，六、七年級男女各一位。本研究中六年級男（A1）

為1973年出生，六年級女（A2）為1977年出生，七年級男（B1）為1982年出生，七

年級女（B2）為1981年出生。以下研究者將摘錄研究者自編「信用卡消費型態訪談大

綱」中研究對象所回答的基本資料，配合訪談逐字稿內容，雙方互動過程的紀錄，對研

究對象逐一作簡要描述。介紹方式為引用他們當時敘說或撰寫的原版內容詳實呈現，以

期讀者對他們有初步且貼近真實的了解。為了使訪談逐字稿和相關書面資料的編碼與分

析更有效率，並讓研究者在反覆查閱確認時更方便，研究者先將研究參與者六年級男以

A1編號，六年級女以A2編號，七年級男以B1編號，七年級女以B2編號。 

引用研究參與者所說或所寫的任何資料時，研究者將盡量維持原貌呈現，除非為了

顧及閱讀的理解性，可能會視實際狀況以括號補足語意不清的部分，以刪節號「⋯⋯」

表示將研究對象部份相關性較低的內容省略跳過，呈現內容以不失研究對象原意為原

則；此外論文撰寫時，凡引自研究參與者的文字或口述資料，一律採用小一號的不同字

體、縮排等方式呈現以利分辨，研究者在詮釋談話內容的過程中，將本研究特別強調的

觀點部分加上底線表示。本章將針對四位訪談對象進行訪談內容及成長背景介紹，本章

節次安排第一節為受訪者A1的訪談內容及背景介紹；第二節為受訪者A2的訪談內容及

背景介紹；第三節為受訪者B1的訪談內容及背景介紹；第四節為受訪者B2的訪談內容

及背景介紹。 

 

第一節     A1（1973年出生）訪談內容及背景資料 

 

壹、背景資料  

A1是一家傳統產業上市公司的企劃人員，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這家公司上班，目前

已工作將近八年。家中共有五人，母親是家庭主婦，父親是公務人員退休，大姊已結婚



- 78 - 

多年，哥哥也在今年初結婚，A1已於前年購屋，最近有結婚打算。A1由於不需要貼補

家用，因此從工作之後就開始存錢，A1目前的工作已即將邁入第八個年頭，與一般六年

級生一年換三百六十五個頭家不同的是A1從沒換過工作，其實A1對於目前這份工作也

不盡滿意，但由於A1的個性是屬於慢郎中型，行動力較低，因此這份工作晃眼間就將

近八年。由於A1個性節儉，加上工作多年，A1目前已小有積蓄： 

有收入以來，最早的是從大學的時候，開始有工讀就有儲蓄，賺的錢都是 

自己零用錢，譬如說像學費大筆的支出會跟父母要，從工讀之後，就沒跟父母 

要過錢，雖然（賺的錢）不多，但存下來的都夠用，一般花費都夠用，除非買 

摩拖車、買電腦會跟父母要，前年我靠著自己存的錢買了一棟房子，目前手上 

還有股票及基金投資，如果萬一失業，可以當成生活預備金。 

A1的父母在台北市有兩處房地產，哥哥也於幾年前在台北市置產，而A1則於前年

購屋，因此A1在經濟生活上不虞匱乏，研究者詢問A1是從何時開始有的儲蓄觀念： 

小的時候就有，其實那時候有金錢觀念，但是很怪的是的壓歲錢都是父 

母幫忙保管，但是保管到最後常常都變成父母的。 

A1的這種經驗似乎是大多數小孩子的經驗，記得研究者小的時候，父母並不會把研

究者把壓歲錢收走，但過了一段時間，媽媽會跟我借錢，並且說過幾天會還我，但從來

都是有借無還。A1回憶自己為什麼會養成儲蓄的習慣，除了小時候父母的身教之外，另

外大學時的工讀經驗也是很重要的啟蒙， 

一開始是說學習一些經驗，學習經驗就試過蠻多種的工作，你就會發覺你 

可能站在那邊，譬如在展覽會場賣過玩具，站了一個小時才 60-70塊，你就會 

換算，去唱個歌就要好幾千塊，很多東西你會去盤算，要付出多少勞力才能作 

那些享受？ 

A1很強調成本計算的觀念，A1說他跟家人外出聚餐時，即使吃得再飽，也會把剩

下的菜跟哥哥一起努力吃完，而此時媽媽就會露出欣慰、微笑的表情，無論如何就是一

滴也不能浪費。A1表示他從小就有儲蓄的觀念及行為，但從小就很少花錢，一直到了大

學，頭髮幾乎都是媽媽理的，花錢時也會先思考再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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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小時候父母就有教導儲蓄的觀念，父母小時候就是給銅板，有小豬讓你 

存，小時候會教這個，不過像那個小豬就是存進去之後，就會想挖出來，去買一 

些零食，那觀念那時候就養成的，有錢就會先存起來，有用途再跟挖豬一樣把它 

挖出來，拿去使用時，都會稍微考慮一下。……….小時候的家境雖然是小康，但 

是父母平常沒有給零用錢的習慣，所以你就沒有花錢的習慣，偶而父母會給你一 

些錢，例如母親去買菜剩下來的銅板，會投到小豬裡，平常不會花用，除非要去 

買某些東西，可能挖錢不好挖吧！拿錢困難就不想拿。 

 

貳、父母的影響 

A1時常自嘲自己是個記性很差的人，他對於童年的一些記憶已不復清晰，但有一個

記憶卻深鎖在他的記憶寶盒中。小時候家中僅僅靠著爸爸公務人員的薪水養活全家大

小，家境雖算小康，但當時居住的房子仍在付貸款，所以媽媽非常的節儉。A1小學三、

四年級時，校園裡很流行掌上型電動玩具，類似現在的Game Boy掌上電玩，忘記當時

什麼原因媽媽答應要買一台給哥哥玩，於是媽媽帶著哥哥和A1到當時的後火車站(當時

後火車站的商店多是大盤商或中盤商，商品售價較便宜)，走到一條巷子內的玩具店，

叫兩個小孩自己挑一台。當時有一種日本進口可兩人對打雙螢幕的電動玩具叫「依賀對

甲賀」，因為是雙螢幕所以售價也是其他種類的兩倍，也是當時最貴的機種，全校內大

概只有一兩個人擁有。兩個小孩都希望能買那一台，媽媽在試著拿其他較便宜的機型詢

問過幾次，都被小孩們否決，最後終於答應購買，售價是當時的一千元。A1回憶二十幾

年前國民所得還不高，物價水準也偏低，因此當時的一千元的價值很高，換算起來是一

般家庭近一個月的菜錢，但是媽媽為了滿足小孩們的慾望仍答應購買。 

我到現在還記得，媽媽小心的由一層一層塑膠袋中，拿出一張張十元與佰元 

鈔票湊足一千元的神情，那種融合了捨不得花這麼多錢但卻又疼愛小孩不忍小孩 

失望的矛盾神情。 

這個畫面在年幼的A1還無法完全了解金錢代表的意義時，這種神情已深深烙印在

腦海，也許A1後來節儉的心態也是受此一童年記憶的啟蒙。事實上，A1的母親出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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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富裕的企業家庭，A1外公是上市公司老闆，由於中國人有很深刻重男輕女觀念，因

此在A1外婆連續生下八個女兒之後，領養了一個男孩。外公過世之後，外婆竟然將全

部財產轉移給領養來的舅舅，從此一個千金小姐下嫁給一個普通公務員，並心甘情願作

了一輩子家庭主婦，從奢華到量入為出，而A1超級節儉的個性，據A1說主要是家庭教

養之故。 

 

參、同儕的影響 

A1從小是個功課很差的小孩，個性內向且帶點小憂鬱，因此並沒有太多好朋友，僅

有跟一位鄰居的同學以及住天母一位同學感情不錯。大學後覺得鄰居的這位同學並不是

很正派，因此漸漸跟他疏遠，天母的同學則由於出國唸書，因此也漸漸失去了連絡。A1

回想國小到高中的同學家中的經濟狀況， 

其實那個年代家裡有錢的人，你知道他家裡有錢，你從他的服裝或用品， 

可以看的出來。一個班上大概一、兩個家裡有錢，他們有錢可能放學有汽車接 

送，但是，你感覺他們也不會特別炫耀，就是只是文具好像比較高級，只是同 

學可能都會講，他就是每天會有司機來接送。然後一個班級有一兩個比較有錢， 

但是有四、五個感覺家裡比較沒錢。我不會羨慕上面的階層，也不會覺得沒錢 

的那群不好。 

    A1從小就不會在意社經階級的高低，研究者問他會不會希望自己小時候也有高級汽

車接送，或者希望生在有錢人家，A1表示他從不會有這種想法。但是長大工作之後，想

法有了一些改變， 

       看到偶像劇以及像「裝亮你家」（第四台節目），看到別人住得好、穿得好 

，就會想到自己，會想跟他們一樣過好的生活，也不是偶像劇的影響，這樣說 

好像太膚淺了。 

 

肆、信用卡使用概況簡述 

     A1由於哥哥、姊姊以及女朋友在銀行工作的關係，因此A1陸陸續續辦了許多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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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卡，回憶第一張信用卡是在退伍前夕申辦的，  

久了囉！最早的富邦大概已經辦了…大概有 6年了。…..最早一張是剛當 

兵回來，….所以那時候在退伍前夕辦了一張軍人可以辦的信用卡。 

    A1的記性不是很好，在回答研究者問題時，索性將皮夾內的信用卡再檢查一遍，一

邊回憶一邊回答研究者的提問。由於研究者對於A1所說「軍人可以辦的信用卡」感到

有些不解，因此A1解釋如下： 

因為那時候的發卡審核還比較嚴。 

研究者回想民國87年年初在銀行服務時，發卡審核的確蠻嚴格的，我當時在銀行

上班，如果年薪未滿五十五萬，銀行就會核發普卡，因此我的第一張信用卡是普通卡，

額度五萬塊。但只經過不到一年的時間，1998年年底當我申辦他行信用卡時，所有核發

的卡片都是金卡，即使現在已經沒有正職收入，而我也將所有卡片取消到只剩下一張，

每月平均刷卡金額不會超過一千元，刷卡次數每個月大約兩次，但這家銀行仍在今年將

我的金卡直接升級成白金卡。還記得1997年正當國內信用卡大戰點燃時，除了銀行發

行信用卡之外，坊間還有著許多專門發行信用卡的公司，但是不過幾年光景，這些信用

卡公司幾乎已被浪掏盡，紛紛退出台灣市場，校園熱鬧擺攤的景況已不復見。A1目前卡

片持有張數及使用狀況如下敘述： 

等於總共曾經辦了 8張卡，….剪掉了 3張卡，手上剩下 6張卡，….都有各 

有各的目的辦的，像目前最常用的一張中華商業銀行的，當時是人情卡，但是因 

為現在它的紅利的點數累積較快，目前都是常使用這一張。 

    A1的卡片張數是四位受訪者中最多的，持卡時間八年，但由於A1自嘲記性很差，

又想詳實敘述自己的持卡狀況，因此A1常常一邊敘述，一邊修正自己的談話內容，或

者暫停研究者的訪問，努力地回想自己持卡狀況。從A1的敘述當中，可以發現A1申辦

每一張卡都會有其理由，使用卡片也會依照卡片的附加價值而決定，A1目前最常使用的

是中華銀行的信用卡， 

當時為了積紅利點數（指中華商銀）換禮物送我女朋友，…..之前比較常用 

是富邦的那一張，因為富邦紅利點數是終生累計，後來發現富邦是 30元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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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禮品較差，後來改刷中華商銀這張卡，因為 20元一點，而且是慈濟聯名卡 

，可回饋慈濟，我另外會辦中國信託這張卡也是，因為可回饋給慈濟，….其實 

那時候是不會想換贈品，後來改刷星願卡，其實是跟慈濟比較相關。 

    從A1的言談中，他除了辦卡、刷卡會事先考量每張信用卡的用途之外，他也會為

了女朋友或者回饋慈濟慈善團體等原因選擇使用哪一張信用卡。而中華銀行信用卡兼顧

紅利回饋、女朋友、回饋慈濟等三種功用，因此目前這是A1最常使用的信用卡。A1本

身並沒有宗教信仰，但是他認為慈濟的慈善工作成效比政府好很多，因此A1非常認同

信用卡刷卡可回饋給慈濟功德會的功能， 

錢是用在有需要的人，覺得有點變成你變相的捐錢給它，它（慈濟）會用 

在應該用的地方。 

A1回憶有一陣子時常使用富邦信用卡，主要是富邦銀行當時舉辦「刷卡對對碰」活

動， 

之前刷卡對對碰有在刷，有對中一次，但是沒有把簽單寄回去，對中一百塊 

，因為寄回去還要寄掛號，放著放著就過期了。 

由於當時對中的金額太低，幾經思量，A1最後並沒有將簽單寄回富邦銀行兌換獎

金。就像A1一樣，許多持卡人常會因為對中金額太低，而自動放棄領獎的機會，因此

銀行總成為最後的贏家，推出活動吸引持卡人大量刷卡消費，並提供成千上萬的小獎，

但由於兌換過程繁複瑣碎，因此持卡人常常就會放棄兌獎的機會。A1每個月刷卡金額從

一千多塊到八千多塊不等， 

少到一千多塊到七、八千多塊都會發生，那要看那個月有沒有特別去買 

什麼東西？一般都是去賣場可刷卡就刷卡，大概是超過一百塊，我一般超過 

一百塊就會刷。 

A1將一百塊以上作為自己的刷卡金額下限，因為A1認為刷幾十塊有些丟臉，而且

當結帳時還有人在排隊。A1消費的時候，若是商店有提供刷卡服務，幾乎都會利用信用

卡消費，他認為使用信用卡消費有以下優點： 

它是先消費後付款，然後雖然最後也是要付啦！你也是付出同樣的錢啦！ 



- 83 - 

你會想從中間得到利益，我會看紅利點數刷卡會送什麼東西，而且你某些東西 

都是一定要買的啦！用現金和信用卡，信用卡會帶給你另外的利益，所以會選 

擇信用卡付。 

每個人使用信用卡消費都有其偏好及理由，A1認為只要消費的行為發生，就一定要

付出金錢，而使用信用卡消費比使用現金消費附加價值來的高，因此A1屬於只要有機

會刷卡就會使用信用卡付款。A1是四位受訪者中唯一有感受過刷卡高人一等的感覺， 

第一張拿到金卡，會！那時候連白金卡都沒有，87、86年核卡標準較嚴 

格…….，但是到後來信用卡競爭，後來拿到的（金）卡都覺得跟普卡差不多， 

第一張拿到時會覺得你的財力有到某一種程度才能辦這張卡。 

A1對於自己用卡多年從未使用過循環利息、預借現金等功能，感到頗為自豪。 

研究者：「是否用過循環利息？」  

A1：「沒有，對！never！」 

研究者：「是否曾忘記繳款？」  

A1：「遲繳是有發生啦！都是沒收到帳單，打電話來就會去繳，都會取消循環 

利息，我手上有在用的卡，都有去辦自動扣繳。」 

研究者：「有預借過現金或辦現金卡嗎？」  

A1：「沒有，never！」 

研究者：「有被催繳過嗎？」  

A1：「那也不算催繳，有幾次是真的放到忘記，其實是忘記。」 

 

伍、消費糾紛及對於消費法規的認識 

A1對於消費方面相關法規，比較熟悉的是消費者保護法， 

消費方面的法規…應該就是消費者保護法吧好像沒有其他的食品 

衛生法算嗎？ 

A1述說著曾經碰過幾件消費糾紛的事例，印象比較深刻的一件是，去年媽媽在旅遊

展中抽到了帛琉來回機票一張，因此媽媽邀A1跟她參加同一家旅行團，一起出國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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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旅遊時發生糾紛，就是…等於是我跟我媽媽去國外玩的時候，那時候 

跟一個旅行社，那個旅行社在出發前，才臨時加價，拖到很晚沒有其他團時， 

才說要加收刷卡費跟一個類似服務費的東西，總共兩個人加收了快兩千塊吧！ 

好像一千五百多塊。 

    A1說抽獎得來的機票有搭乘期限限制，必須在一、兩個月之內就要出國，由於機票

很快就要到期，而原本已經跟旅行社談好出團價格，旅行社卻在出團前一天打電話給媽

媽，表示除了團費之外，還要另外加收信用卡刷卡費用以及額外服務費用，為了擔心出

國的服務品質，因此兩個人決定先支付這筆額外金額，等回國之後再想辦法處理。 

出團前怕他（旅行社）動什麼手腳，（因此）沒有（跟旅行社）反應， 

回國之後才經由他們（旅行社）的申訴專線申訴，最後拿回一千塊，等於 

多收五百多塊而已。 

    對於能拿回一千塊，A1跟媽媽就已經感到很滿足，原本打申訴電話也只是嘗試性

質，因此能拿回部份的金額，A1覺得這樣就足夠了。但是A1對於之後如果有再抽到類

似機票這種抽獎品，則會更加謹慎處理。 

可能要求紙本，原本我媽那邊都是電話口頭說明，證據不明確，（將來） 

可能要求業務員傳真紙本的報價給我，以後比較容易據理力爭。 

A1也有在超級市場買到過期飲料，拿回超商換貨的經驗， 

ㄟ，那個算嗎？就是有一次去超級市場買了一瓶飲料，後來被女朋友發現 

那瓶飲料已經過期了，後來拿去超級市場，他（店員）也換了一瓶給我。 

A1對於超級市場店員的處理態度感覺上還蠻滿意的，談到如果當時店員不同意A1

換貨的話，A1的想法如下：  

那就算了，因為飲料很便宜，如果貴一點就會據理力爭。 

A1所謂的「貴一點」是指大約一千塊以上的商品， A1是個強調成本概念的人，他

會計算凡事的機會成本，因此A1認為如果為了區區小錢，卻要大張旗鼓，他覺得並無

此必要。 

其實就是說，這就是看狀況，有時候比如說你買一個東西一千多塊，你要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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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你值不值得花那麼多時間去寫存證信函？要不要花時間金錢去作一些事情？ 

或其他作為，比如說去網路上揭發類似的事情。 

    在使用信用卡方面，A1認為第一次利用信用卡繳所得稅款的經驗並不是很愉快， 

那好像是前一兩年信用卡繳所得稅那一次，用信用卡繳所得稅，我記得他 

（銀行帳單上）說不用手續費，那時候好像有銀行要照你繳的錢收取費用，但 

是這家（A1使用信用卡繳款的銀行）最後沒有收手續費，是收了一百塊服務費。 

A1對於多繳一百塊服務費感到耿耿於懷，事後A1打了電話到信用卡客服專線抱

怨，但客服人員跟A1解釋帳單上有詳列出，利用該行信用卡繳交所得稅必須收取服務

費，因此無法退款並請A1諒解。A1雖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默默接受這個事實，  

我有打電話回去抱怨，抱怨完也沒有用。但是他們（客服人員）說我沒看清 

楚，其實也是，（帳單上）也寫要收服務費，可是很小字,（帳單上）已經有告知 

了，只怪我沒有仔細看。 

    當前幾年信用卡開放繳交所得稅時，持卡人往往希望透過信用卡繳款，省下一筆利

息支出，同時利用信用卡繳款不啻是一種便利的繳款方式。但是許多發卡銀行卻利用不

同的名目來加收服務費或手續費，因此持卡人無形中都成了銀行待宰的肥羊。因此，A1

今年在繳交所得稅時，就益形地小心謹慎， 

像我今年繳這個（所得稅），就特別小心，選一家（銀行）什麼都不用收的。 

    由A1的切身經驗中，我們可以了解在跟銀行交易時，必須謹慎看清楚銀行條約規

定，避免事後發生求訴無門，啞巴吃黃蓮的尷尬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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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A2（1977年出生）訪談內容及背景資料 

 

壹、背景資料 

A2家中共有七人，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姐姐，下有兩個妹妹。A2表示因為

老一輩的觀念都會希望生個男生，因此媽媽連續生下五個女孩子。所幸家裏的姊妹都蠻

爭氣的，因此爸爸媽媽不會覺得沒生下男生是非常遺憾的事。由於家庭環境的關係A2

從小就幫忙家裡做生意，而自己有時也會跟爸媽做起生意， 

我會（跟爸媽）說我幫你洗衣服，你給我五塊。 

    因此A2說她從小就開始存錢，大學時由於家中只給四千塊零用錢，因此大學時代

就開始打工，曾經做過許多不同類型的工作， 

我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我就應徵證券公司當小妹，他（老闆）也問我你怎 

麼會想來打工，那時候感覺怎麼大學生會來打工？ 

    在證券公司打工當時的時薪大約是每小時七十塊左右，而A2當時是某國立師範大

學歷史系的學生，理當可以找到時薪較高的家教工作，但A2表示她想多學習一些社會

經驗及歷練，而父母親也不會干涉她的決定。A2的父母認為只要工作能增加一些額外的

收入，並且不要做違反道德良心的工作即可。A2表示從大學工讀開始，每一份工讀收入

都必須如數交給媽媽，  

是被規定了，看你賺多少就拿多少回去，我們家是共產主義。 

A2將工讀所得全數給父母的這種行為是時下六七年級生較少有的現象，但是A2一

個月才四千塊的零用錢，時常會有不夠用的狀況，這時A2會再跟媽媽「請」錢，正式

工作之後，A2每個月要交給媽媽兩萬五千元，逢年過節還要給父母親紅包，因此A2表

示自己並多少積蓄。A2的兩個姊姊都已經結婚，但仍然按月要拿錢回家， 

人家都稱讚我們家很孝順，我兩個姊姊都結婚了，我大姊是住婆家，我兩 

個姊姊的男朋友都交往很久了，（交往）七、八年了才結婚，她們結婚之後還是 

要拿錢回家。 

A2認為姊姊結了婚仍然要拿錢回家，是件正常不過的事情，而且兩位姊夫在跟姊姊 



- 87 - 

交往的過程中，就已經知道家裡的狀況，因此姊姊的婆家都可以體諒這種行為。 

 

貳、父母的影響 

相較於A1的健忘，A2對於她幼年時點點滴滴的回憶，仍然可以清晰呈現，她記得

小時候住在雙連捷運站附近。A2記憶中，現在的雙連站與中山站之間的捷運地下街，在

她年幼時，當時的地面上是一條鐵路，她還記得小時候常在鐵路上面玩，而現在位於雙

連捷運站出口附近的文昌廟，是由於鐵道附近土地徵收，才遷廟的。回想起小時候爸爸

從事的西服訂做生意，不禁感慨起來：  

  我爸爸說是因為蔣經國當總統的時候都不穿西裝，他身邊的人怎麼敢穿西 

裝，我印象是有點模糊，我是有幾個叔叔在我家學，也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家前面有鐵路，我之前有在那一帶逛，我知道在寧夏夜市路上有西裝店，我知 

道它有賣衣料及毛線球，我只知道他的學徒都走了，我本來問我爸我們家不是 

本來是作西裝的嗎？ 

    關於蔣經國先生不穿西裝，間接導致台灣西裝業沒落的故事我不曾聽過。但是現在

的行政院長謝長廷提倡「棄西裝、穿短袖」結省能源的觀念，倒是可以看到謝院長身邊

的幕僚人員大家都是清一色穿短袖，因此政治高層的穿著對於某些特定人士的確會造成

一定程度的影響。時光倒回到二、三十年以前的台灣，隨著成衣工業的興起，一般布行

以及訂製服的生意可以想見會大受影響，而從A2的回憶中我們也可以窺見當時傳統訂

製服及成衣業的更迭。由於訂製西裝生意已經愈來愈差，加上在雙連租屋的房子面臨被

徵收的命運，因此爸爸斷斷續續找尋新的生意地點，並且決定轉行賣燒臘。剛開始爸爸

在汐止賣燒臘，媽媽則在民生社區一帶的店面賣燒臘，後來等熟悉新的生意之後，才搬

到汐止買了市場的攤位從事燒臘生意。 

你知道從拿剪刀到拿菜刀，雖然都是做生意，轉變卻很大！ 

  A2的爸爸從國小畢業之後，就是西服學徒，後來自己開店當老闆，因此在面臨西裝 

業沒落，繼而轉行成為燒臘店老闆，雖然老闆的稱謂都沒變，卻是兩樣心情。從小爸爸

媽媽就灌輸A2錢不好賺的觀念，而A2自己也深刻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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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繳學費的時候，你就會發現爸媽四處在籌錢。 

A2家裏的姊妹上的都是公立學校，而公立的學雜費應該不至於會對一個雙薪（父母

皆在工作）家庭造成太大負擔，但是A2說自她有記憶以來，每一次繳學費就會看到父

母四處籌錢，A2的陳述讓研究者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後來A2才道出心中的秘密， 

這還有一個秘密，因為我媽媽會玩股票，我們家應該賠的有那個錢吧！沒 

有一千（萬）也有八百（萬）。 

因此A2家中的姊妹對於賭博這件事一直敬謝不敏。不過A2在工作之後，仍然有從

事股票的投資，但是她對於自己的投資會設停損點及停利點，同時她也沒有太多閒錢可

以投資股票。 

 

參、同儕的影響 

A2雖然從小在台北長大，但居住的區域從現在的雙連捷運站到汐止，是座落於台北

比較落後的地區，而A2對於同學朋友的家庭狀況，有著這樣的描述： 

國小國中都沒有特別有錢的同學，國小有在一個同學家補習，他們家是柑仔 

店，原來每個人家裡都小小的，兄弟姊妹都很多。 

    A2覺得週遭的同學好像家境都不是很好，但是她很喜歡這種環境之下所陶冶出來的

節儉品格， 

我覺得小時候幫忙家裡做事的，通常都會比較節儉。我們家是賣燒臘，我 

同學她們家是賣魚的所以更節儉，因為魚腥味很臭，工作之後才知道錢的價值 

更容易節省。 

由於研究者家中也是做小生意的，因此我對於A2的許多陳述頗有共鳴，A2認為做

生意時常得看別人臉色，因此更能體會到賺錢的辛苦及珍惜所賺來的錢。而A2一直認

為家中的經濟狀況不好，應該也是養成日後節省的原因。 

 

肆、信用卡使用概況簡述 

A2在就讀大學二年級時申辦了第一張信用卡，當時由於台新銀行在學校擺攤推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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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卡，並且受到當時台新銀行推出的「認真的女人最美麗」這支廣告的影響，因此申辦

了第一張信用卡，後來由於親戚在台北銀行服務，因此A2接著也辦了台北銀行信用卡。  

應該是大二嗎？…..那個台北銀行的是親戚推銷的，台新才是第一張，認 

真的女人最美麗（台新銀行信用卡廣告詞），我是先台新自己辦的，台北是推 

銷….. 就是想辦一張，…可能廣告又打得很兇，那個廣告是蠻吸引人的，誠泰 

跟中信是比較後來（申辦的）。 

     由於A2是第一次申辦信用卡，對於塑膠貨幣的使用觀念並不清晰加上保管不善，

因此A2在大四時，就面臨信用卡被竊、盜刷的命運。A2表示她都會將所有的卡片通通

放在名片夾中， 

我覺得塑膠貨幣的觀念還沒有很正確，之前去（學校）圖書館找資料，那 

個人好聰明，那時候一張卡（額度）是三萬，我覺得就是塑膠貨幣觀念不正確 

，我把信用卡全部放在像名片夾裡面。……我就十天後才發現，…那個人厲害 

，就是他只有抽走卡片，其他證件都在。 

    A2覺得偷拿她卡片的人應該是學校裏的人，在發現卡片被竊之後，A2就在學校的

BBS刊載了十個版面提醒同學小心自己的信用卡不要離身以免被盜刷，但由於學校BBS

最多只能刊載三個版面，因此A2辛苦登錄的資料全部被BBS版面管理者刪掉，在與銀

行進行盜刷問題處理時，A2對於銀行的處理態度感到十分氣憤，反而對於盜刷者的憤怒

還遠不及對銀行，A2有時還會誇獎盜刷者很聰明， 

我還去調資料（信用卡簽單），每筆資料一千塊，每個銀行都一樣，後來 

去警察局備案，我是一家家打電話去（按簽單資料打去商店），請問你們（商店） 

可不可以調錄影帶？他們（商店）說一個禮拜（錄影帶）就洗掉了，他（盜刷者） 

都刷八千塊，電子辭典之類的高價產品。……台北銀行我根本沒刷過。 

A2自從大二辦卡之後，一直到大四卡片被盜刷這段期間，刷卡的次數不會超過十

次。更令A2感到諷刺的是台北銀行的信用卡，她從來沒有使用過，但是她一拿到信用

卡就馬上開卡並且在卡片背後簽名，儘管後來A2調閱的信用卡簽單上的簽名與A2的並

不相同，但是台北銀行堅持A2要全額付款，台新銀行則提出雙方各付一半的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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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是被說服的，因為那個小姐（台新銀行）態度非常惡劣，（她說） 

我們私下和解，不然就送法院，送法院就曠日費時，她有提出我們一人付一半 

（卡款），台北銀行我根本沒付，從此這兩家銀行都被打 X，台北更大，後來 

是姊夫把錢付掉的，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 

    A2雖然對於自己輕易地支付了盜刷的信用卡款感到生氣，但因為A2一直拘泥於銀

行的制式條約，以致於認為是自己理虧，因此支付了這筆盜刷金額。 

如果是當天（發現信用卡遺失）我會跟它（銀行）抗爭到底，…也有考慮 

到想說以後的信用會有污點，本來不想付錢，付一半也是虧啊！可是已經十天 

了。 

A2表示在簽立或辦理任何有提供契約的產品時，她都會事先詳閱契約內容。因此當

A2申辦信用卡時，她已經事先逐條閱讀信用卡條文、在收到信用卡時也仔細看過信用卡

條款、在得知信用卡遺失被盜刷時，一樣重新再仔細閱讀信用卡使用條款，因此A2一

直讓自己拘泥在信用卡條文中，被信用卡條文中的「當信用卡在國內遺失或被竊時，請

立即以下列電話向本行報失：TEL：⋯.」、「在通知掛失之前24小時起，持卡人可不負

擔任何被冒用之損失。」諸如此類訂型化的制式契約限制住，同時也害怕扯上官司，雖

然媽媽有到銀行理論，最後銀行仍然堅持A2一定要支付盜刷金額，否則就要移送法院

處理。 

我媽有去吵，我爸怕丟臉。 

  由於當時A2還在念大四，因此這筆盜刷金額是由家裡幫忙支付，自然免不了也挨

了媽媽一頓罵。由於研究者之前曾在銀行服務多年，因此對於A2媽媽到銀行去爭吵不

付款這件事，大多數的銀行處理這種「無」理取鬧的客戶，只會加深銀行堅持對方付款

的態度。唯有理性訴求，提出不支付盜刷款的理由及證明，才能爭取到持卡人的利益。

A2雖然卡片被盜刷，對於信用卡產生不信任的態度，但是，A2後來由於出國旅遊之故，

因此又辦了兩張信用卡，這次A2異常小心地保管她的信用卡，由於鮮少刷卡的習慣依

然沒變，因此A2新申請的信用卡平常幾乎都是放在家中，只有計畫當天要使用信用卡

刷卡、或者出國時，才會將信用卡帶出門，雖然A2從未在國外刷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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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帶卡）以備不時之需吧！我考慮過再也不辦了，我幾乎都是現金交 

易，一年多大概兩年，後來是因為要出國（才又辦了信用卡）。….（對於銀行 

及信用卡）都不太信任，再發生（盜刷）我一定會槓到底。 

    A2在工作之後，又申辦了兩張信用卡，延續大學的用卡習慣，每年刷卡次數大約一、

兩次，大部分是由於出國刷機票，或是春節添購新衣服，金額超過一千元以上才會使用

信用卡付款，A2從未使用過循環利息或者預借現金等功能，主要是受到姊姊的影響， 

我覺得循環利息比較貴，我姊姊刷一千塊，用循環利息，結果（利息）要 

兩百多。我很得意一次都沒用過循環利息，家人除了大姊那一次之後，就沒用 

過循環利息。 

    A2雖然不清楚循環利息實際的計算方式，但由於姊姊的案例，因此A2從來不動用

循環利息，而A2對於現金卡更是反感， 

絕對不辦，因為五萬塊現金卡，就等於借貸。我有去看過那個條文，我有 

看過一下，它（五萬塊現金卡額度）代表的就是你的負債，現在徐若瑄不是有 

那個廣告（1995生命線專線），我覺得很好，早就應該出來了，中國信託有， 

（廣告及信用卡契約）也出來理財要謹慎。 

    A2對於強調理性消費、謹慎理財的銀行頗為稱許，A2認為刷卡消費必須量入為出，

對於消費名牌的態度，則認為別人有能力就可以刷，但若是自己有一大筆錢時，會將錢

花在出國旅遊、購屋等支出之上。 

 

伍、消費糾紛及對於消費法規的認識 

與訪談對象A1類似的是，A2對於消費法規方面，也只聽過消費者保護法。A2是個 

只要消費商品有提供制式契約就會從頭至尾仔細閱讀條款的消費者， 

買東西我都會看清楚，之前辦卡的時候就會看，我會看，我不曉得為什麼 

？主要是基於對它（信用卡）的不信任，所以我才會這麼被它（信用卡條文） 

一天內（掛失信用卡）拘泥住了。而且我知道七天之內訂貨可以退貨，…….我 

覺得我是一個怪人，我去跟旅行社說你的定型化契約，是不是應該給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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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我要看一下，才有辦法簽（約），（契約中）有問題的地方，我會用螢光 

筆作記號。 

    A2在回答研究者問題時，時常會拉回幾年前卡片被盜刷的場景，由於自己堅持要看

定型化契約，還因此嚇到旅行社的小姐，服務業對於這種感覺上在找砸的客人，特別會

繃緊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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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B1 （1982年出生）訪談內容及背景資料 

 

壹、背景資料 

B1家中共有六人，大姊66年次；二姊68年次，已婚；大哥69年次。大姊目前是

國小老師；二姊是會計人員；哥哥則繼任爸媽的裝潢事業；目前爸爸媽媽都已退休。從

小父母親就忙於賺錢養家，因此許多學用品、衣服等等都是舅媽代為打理。B1是七年級

一班的男生，有著七年級生的年輕帥氣，卻沒有時下草莓族、月光族的習氣。 

我不是摳也不是小氣，我會把錢用在該用的地方，然後就是買東西會思考兩 

三個禮拜之後才會去買。 

B1所謂的思考兩三個禮拜再去買的東西是指Net販售的衣物，他認為Net的衣服雖

然不貴，但是打折的時候更便宜，買布鞋的時候也是同樣的狀況，他會等鞋子穿壞的時

候再去買，而每一次買東西都會再三思考才會決定是否購買。B1的想法跟時下年輕人真

的有著很大的迥異，B1說他從小最大的心願就是賺很多錢，可以買自己想買的東西。 

 

貳、父母的影響 

小時候，我爸媽都不會買東西給我，因為我爸我媽之前都在工作，比如一些 

玩的東西，都是舅媽買給我，我爸媽很省，我爸媽很少在買一些玩的東西，都是 

靠自己存錢買，我爸媽有錢都是自己存起來，然後作我們孩子的教育基金。 

……我覺得自己家裡的狀況影響比較大，家裡的父母幾乎把賺的錢都存下來，家 

裡的親戚會透支去買很貴的家具，譬如說開個店，店倒了，又放不下身段去做一 

些事情（勞力工作），….（所以）去銀行貸款，錢繳不出來，房子被拍賣，而且 

人都不見了（躲債）。 

B1十分欣賞爸爸媽媽金錢的規劃方式，他認為爸爸媽媽在一些日常的支出上都竭盡

所能的節省，並且把這些省下來的錢用在全家較大的支出上，他認為這是很好的理財方

式。因此B1從國高中時就嘗試靠自己的勞力賺錢， 

我國中還有廟會，我去抬轎一天三千塊，賺錢啊，一天三千塊，我從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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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鬼，升大學暑假作一個月，領八千，早上八點作到下午五點。 

高中升大學的暑假的打工經驗對於B1的影響很大，B1深刻體會到賺錢的辛苦，每

天辛苦工作八小時，一個月才領到八千塊的薪水，換算起來每個小時領不到五十塊的薪

水。因此上了大學後，一方面是對軍旅生涯充滿憧憬，一方面是軍方補助學雜費，大二

時順利考上志願役軍官，每個月國防部會提供零用金，加上自己打工的收入，因此大學

畢業後，就有了十幾萬的存款。雖然B1在真正下部隊帶兵時，適應得並不好，但是只

要想到每個月的薪水，就是支撐他繼續服役最大的力量。雖然B1考慮過服役十年後退

休，但對於未來的規劃尚未成型，但是很確定的是他不會有開店當老闆的打算。 

我是比較不會想自己開店當老闆，我覺得如果自己投資所有金額下去當老闆 

，因為現在市場並不是你投資錢下去就會賺錢，像自己開店有可能倒店，我覺得 

爸媽影響我較大。 

B1由於父母身教的影響，從小耳濡目染，因此從小就立下要賺很多錢的心願，雖然

現在的軍旅生涯並不如意，但是想到每個月四萬多塊的薪水，就能快樂地迎接每一天， 

想到薪水心情很好，錢是支撐我活在世界上的力量！ 

     B1回答問題時都會稍微停頓一下，但或許是七年級生的特色，講話總是直來直往，

不加以修飾。B1大二時畢業時就已經有十多萬的存款，入伍服役後就購買年繳六萬元，

為期十年期的儲蓄險，對於未來已經有一些規劃 

我自己有存錢觀念，保險都是我自己付，（保險期滿金）到時候會規劃買房子。 

     B1雖然本身很節儉，月收入比起一般七年級生來說也高出不少，但由於他不定期

會給家裡錢，加上從大學時代起，就要幫女朋友支付一些生活費，因此，B1在講到他目

前的存款時，不禁大笑起來， 

（我現在的存款是）2萬塊。 

     B1並沒有記流水帳的習慣，當研究者問他現在存款怎麼會是個位數時，B1馬上解

釋為何目前存款會這麼少的原因。 

沒有，之前還有繳年繳 12萬，零存整付大概 5萬，（加上服役前）三個月的 

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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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有一位親戚在保險公司上班，因此B1家中成員都跟這位親戚買了許多保險，B1

自然也不例外，除了保險之外，B1仍會將錢定存在銀行。目前為止，B1的理財方式都

顯得十分保守、穩重，沒有從事基金或股票的投資。 

 

參、同儕的影響 

B1的父母親年輕時非常努力地工作，加上十分節儉，因此目前在台南有購置一棟透

天厝，家中有兩部汽車。B1對於車子似乎有特別的偏好，因此在問到他就讀國小、國高

中是否有特別有錢的同學，他是這麼回答： 

我講國中，國中是印象比較深，有一個同學爸爸是兩線三星的警官退下來 

，去當公務員，退休就考上公務員高普考，他家住豪宅，他爸開一台車，他媽 

開一台車，你進去（他家）就是一種很豪華的感覺，前幾年聽說他們全家去美 

國，他爸好像要考律師，沒考上就全部（全家）回來，現在在地政事務所，聽 

說他爸開一台 Lexus，大概兩三百萬，我同學高中的時候去美國念一年書，晚 

我們一年，現在在台北大學（念書）。唉！一台馬自達 6，我覺得還 ok。就是 

他媽媽有一點炫耀。 

    B1表示他再存一陣子錢也想買一台車，感覺上擁有一台車，似乎是許多男生長大共

同的願望。B1對於國中小時期是否有家境較貧窮的同學，他印象中則是沒有這樣的同

學。高中時，班上的同學開始會買一些比較昂貴的球鞋， 

高中那時候大家就比較有自己的想法，有人每個月換兩雙球鞋，一雙三千 

多塊。 

研究者詢問B1當時是否也想像同學一樣買名牌球鞋，B1則覺得買那麼貴的球鞋，

壞掉很可惜，可是小學時曾經因為看到同學的玩具槍，卻克制不住自己的慾望，偷了媽

媽的錢， 

我會偷我媽媽的錢，偷一千塊，買一支槍，剩下六百多塊，藏起來慢慢花 

，我看到同學玩，我克制不住自己的慾望，我要去買一支更帥的，我媽有發現， 

我媽以為我爸拿走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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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B1的父母一直忙於工作，每天回到家都已經很晚了，因此也沒機會發現B1新

買的玩具槍。B1回憶這件童年往事時，感覺上有點得意，因此一邊笑一邊敘說，接著他

還談到小時候常常會謊報學校的費用， 

學校交兩百塊，我會說五百塊，剩下去福利社吃東西。 

對於這些兒時的回憶，B1微笑地說那都是小時候不懂事，國小畢業後就沒有再發生

這些事了。上了大學之後，班上有一些同學看起來特別有錢，穿著感覺上也都蠻高級的， 

我們出去買東西會先看價錢，但是有一些人都不會看價錢，T-shirt比如說 

有些人買 1000多，休閒鞋就買當季公雞牌。 

    但是班上的同學並沒有人為了穿名牌就超額消費，B1本身也不會特別想跟有錢的那

一群同學交往，B1每個月的花用狀況如下： 

扣除房租大筆（的開銷），我自己大概五千，我同學大概一萬，吃的加上買 

一些有的沒的。 

    B1對於許多同學每個月零用錢是他的兩倍，並不會覺得同學很浪費，但他以自己很

節儉為榮。他認為他同學會花比較多錢，是因為他們娛樂費用支出較高，例如：看漫畫、

小說、上網咖以及唱KTV等等。 

 

肆、信用卡使用概況簡述 

B1從大學二年級開始申辦第一張信用卡，由於當時在補習班打工，辦理薪水轉帳戶

時同時辦理了第一銀行信用卡，大約辦卡半年後，B1覺得中國信託的形象很好、銀行規

模較大，因此主動到中國信託銀行辦理了第二張信用卡。 

第一張是第一銀行，在補習班打工，是大二的時候，大三那時候辦中國信 

託銀行帳戶，前後不會超過半年，覺得中國信託好像比較大，我是去門市（中 

國信託分行）辦的。 

    B1目前持有的第一銀行信用卡額度四萬，中國信託信用卡原核發額度兩萬，第一銀

行的信用幾乎都沒有再使用，因為B1認為使用中國信託刷卡累積紅利點數後可享紅利

回饋金。今年一月時，B1曾經致電中國信託，希望將額度提高到六萬，最後中國信託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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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五萬，但是B1並不會很在乎額度沒有調整到他的要求， 

去年一月打電話進去（中國信託）說，要改六萬。 

    銀行對於信用卡額度的授權會參考信用卡持卡人的持卡時間、繳款情況、職業類

別、年收入、他行信用卡核發額度⋯等等原因進行核定。雖然B1的月薪達四萬三千塊，

但由於B1的職業是職業軍人，銀行對於軍人、業務員、自營商..等等行業的人，都是

列為較低階層的客戶，主要是覺得這些行業的人流動性高、收入不定、倒債比例較高、

信用紀錄較差，因此B1並沒有如願調整到希望的額度。B1每月的消費金額從兩、三千

塊到三、四千塊不等，最高刷卡金額是八千塊，使用信用卡刷卡金額的下限是一千塊， 

就因為我個人認定，一千塊（才刷卡）是一個上限，….（每月刷卡金額） 

大概兩、三千塊，平均一個月三、四千，消費大概是一、兩千塊，就是你不會 

刷超出自己的能力，…最多刷八千多塊。 

     B1從來沒使用過循環利息及預借現金，因為B1刷卡都會依照自己的能力，不會過

度消費， 

我覺得用信用卡，就是要一次繳清。 

    B1從大學二年級工讀以來，就不再跟家裏拿零用錢，雖然從大二開始每個月工讀金

加上國防部零用金，每個月都有兩萬多塊可供花用，但是B1每次購物前都會思考兩、

三個禮拜才會採取行動，堪稱為七年級生節省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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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B2（1981年出生）訪談內容及背景資料 

 

壹、背景資料 

B2家中共有五個人，在家裏排行老二，爸爸媽媽都是公務人員，爸爸在菸酒公賣局

工作，現在已經退休，媽媽在中央印製場工作。印象中自己從小就是鑰匙兒童，國小時

每天在學校上完課輔班之後，跟著姐姐一起回家。由於從來沒有感受到經濟的壓力，或

許是這種原因，使得B2雖然有儲蓄的想法，但從來沒有真的存下錢來。B2的家境雖然

算不上十分富有，但由於從來不愁吃穿，因此B2並沒有儲蓄的觀念， 

大學完全沒有儲蓄觀念，會全部花光，我沒有作統計，現在回想起來可能買 

東西，應該不是買衣服，我大學完全不會打扮，應該是唱歌、看電影、吃東西。  

    研究者曾經詢問B2國小階段，學校是否有全校儲蓄的活動，B2表示國小從來沒有

儲蓄的觀念，也沒有存過撲滿的經驗，這讓研究者想起小的時候看過鄰居哥哥姊姊的國

語課本，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個畫面，大人小孩扶老攜幼的走向捐款箱，雖然已經忘記

課文的確切內容，但仍然清晰地記得畫面中小朋友抱著撲滿捐款的影像，而研究者也從

小時候就養成儲蓄、節儉的習慣，在問及B2是否有聽過財政部有一個儲蓄推動委員會

時，B2表示毫無概念，當研究者說出這個委員會目前已經遭到裁撤時，B2的反應是： 

    難怪會被裁撤，從來沒聽過。 

 

貳、父母的影響 

從B2的談話中，感覺她從小到大從沒有感受過缺錢花用的經驗，B2一路從幼稚園

到高中都在台北就讀，因此也都一直待在爸媽身邊，一直到考上中部的大學，才第一次

離家，大學時家裏每個月都給一萬塊零用錢， 

        我大學零錢一個月一萬四，如果扣掉房租、水電，一個月大概一萬塊。我大 

一住宿沒有多出來的四千，一個月是一萬塊，我覺得差不多，因為我同學也差不 

多是這個錢，我在大學跟我比較好就是台北人、高雄人，也有比較少，大概四千 

或六千，會花得比較少，他們都有去打工，他們可能覺得不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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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的觀念當中，認為每個月父母給一萬塊零用錢事十分稀鬆平常的事情，因為她週

遭的同學也是跟她一樣。這讓我想起我的小妹，她跟B2是同年，由於妹妹唸大學時，

我已經在工作，因此每個月我都會給妹妹固定七千塊的零用錢，當然這不包括住宿、書

錢或參加活動的費用，而妹妹有時會跟我抱怨我錢給的太少，因為其他的同學每個月都

有很多錢可以花用。我想這是許多七年級生的現象，他們會把身邊同儕的狀況，作為衡

量自己每個月的支出是否合理的標準。 

B2從小就讀的學校雖然都是公立學校，但都位於明星學區，因此從小身邊的同學朋

友有許多父母都是社經階級地位較高。雖然從大學開始就斷斷續續地打工，目前就讀研

究所的B2，父母仍然每個月會給兩千塊的零用錢。 

兩千塊！我畢業一年才考上，那一年我有在打工，他們有問我要給我多少，我 

說兩千，因為他們覺得你還是要以讀書為重，所以還是會給我零用錢。 

B2的媽媽曾經說她是月光族，而B2對於這點也不否認。對於大學時每個月家中固

定給的零用錢，也是以花光為原則，B2表示自己雖然有儲蓄的觀念，但是一直存不下錢

來，B2認為是自己個性的關係，  

我覺得（我的個性）就比較自由，感覺比較自由，不受拘束，對！所以我現 

在要拘束我自己，對！覺得說就是不要作後悔的事，像我買那一套書就覺得蠻後 

悔的。 

    B2曾經在大學時被業務員說服，購買一套價值三萬多塊的故事繪本，對於這件事

B2一直耿耿於懷。B2表示剛購買這套書時，並不會感到心疼，一直到了信用卡分期帳

單寄達，B2才意識到每個月至少要支付三千多塊的分期款，但是又不敢讓家裡知道自己

買了這一套昂貴的童話繪本，因此這筆分期卡款就得從自己每個月的零用錢及打工薪水

中支付， 

沒錯，因為我根本不好意思說，我買這一套書，後來要付錢，就開始後悔， 

每個月都有帳單，你就會後悔，後來我回台北，我媽她在南勢角還有一個房我就 

把一些東西跟那套書放在那邊，因為它（繪本）真的很精美。 

參、同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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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就讀小學及國中的時候，班上同學社經背景差距頗大。上了高中之後，由於就讀

的台北市排名很前面的中學—中山女高，班上同學的家境大部分都蠻富裕的。 

我唸光復國小，到了（仁愛）國中，可能學區的關係，可能是公立，分布 

很平均，那個學區附近的巷子裏，現在還有貧民區，班上有唷，兩個住那裡， 

也有家境不錯的，然後就是大部分都跟我差不多吧！到了高中我是念中山嘛， 

班上經濟狀況也都還好，那時候沒有覺得，後來不是大學都選擇出國唸書大概 

有三分之一，父母有可能是當老師、牙醫、會計師，出國沒有說是貸款，都是 

家裏出錢，可是我覺得家裏經濟佔很大因素，像我國中同學沒畢業就出國唸書 

，都是家裡有錢，我覺得家裏的狀況會影響到成績，我覺得家裏經濟狀況好的 

人，子女經濟狀況也比較好。 

B2認為家庭的社經背景是影響未來子女是否能夠有較高成就重要的決定因素，她國

中同學有四分之一出國唸書，高中同學則有三分之一出國唸書，而B2則在大學時曾經

到過英國遊學。談到班上較富有同學的一些消費模式，B2舉了高中以及大學兩位同學作

例子： 

我覺得好像也還好，不會特別感受到他們特別，會有一個住遠企高級住宅 

區，可是她超省，每天只花公車錢及一個饅頭的錢（高中同學）。……. 

…….我拿我最近的，我（大學）室友她家就超有錢，她交一個男朋友是朝 

陽科技大學，她說他（男朋友）竟然會每個月都把錢花光，她沒辦法想像戶頭 

的錢怎麼可能會花完？她也會買名牌包包，有一次弄一個髮型八千塊，她不會 

炫燿，因為她覺得她可能跟人家不太一樣。 

B2身邊有許多有錢的同學，但是並沒有碰到特別會炫燿家裏有錢的同學，俗話說半

瓶水響叮噹，而真正有實力有錢的同學，也許是父母已經事先叮嚀要低調行事，也或許

富有到了某一個階段，自然態度會更謙沖吧！研究者本身也認識一位家中十分富有的朋

友，家中土地、房地產交易常常動輒入帳數千萬，但是每次談起家裏的經濟狀況，總說

自己是鄉下人，小時候成長環境就比較差。事實上，她跟姊姊都是高中時就出國，兩姊

妹都在國外念完碩士才回國，身上穿戴也幾乎都是名牌商品，或許愈有錢的人愈會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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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保吧！ 

    B2大學以及研究所的同學大多都有打工，推究原因就是零用錢不夠花用，因此B2

覺得零用錢少一點，就靠打工再賺一些錢花用，是大學校園中很普遍正常的現象。大學

畢業後，班上有三分之二的同學都選擇直接就業，有時候跟這些老同學聚餐，B2發現她

們工作之後，許多人的金錢價值觀都改變了。 

我一些同學畢業去工作，我們吃飯都會聊天，她們一個月至少都有三萬 

多塊，你會覺得她們大學對於金錢概念都很模糊，可是現在她們都會想投資， 

可能她們都住在家裏吧！我覺得吧，她們出去工作，才知道賺錢的辛苦，因 

為學生天塌下來，都有父母檔著，她們都是女生將來會嫁人，不會再跟父母 

拿錢，她們沒有拿錢回去，我有同學覺得拿死薪水賺不了什麼錢，以後想開 

店，像我同學金牛座的，現在變很多，例如：她現在工作一個月只要花一萬 

塊，她會把錢領出來放抽屜，她出去的時候，可能會抽一、兩張，她只花抽 

屜裏的錢。.⋯⋯因為她也是那種買一樣東西都會想很久，她之前就有一點， 

現在會想更多。 

B2對於同學工作之後，對於金錢價值觀的改變，感到有點吃驚，受到昔日同學的影

響，B2也開始思考儲蓄以及投資理財的問題。 

 

肆、信用卡使用概況簡述 

B2申請的第一張信用卡是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B2與其他三位受訪者有著截然不

同不同的辦卡原因，她笑著表示，擁有信用卡感覺上就是大人的象徵，這讓研究者想起

一位朋友，這位朋友覺得持有信用卡的女生都不是處女，兩個人都把持有信用卡這件事

當作某一個事件的分水嶺， 

第一張是大二（申請的），第二張是大三（申請的），現在只剩下一張，大 

二那張已經到期，後來我就覺得沒有必要（再續卡），那時侯剛好在外面（大 

學第一次離家住宿）覺得信用卡是大人的象徵，之前信用卡審核很嚴格，所以 

印象很深，覺得是大人的象徵，我就讀國小（時），大概 82年，我媽媽去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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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會刷卡。 

B2回憶小的時候，媽媽在百貨公司刷卡的情景，由於當時持有信用卡的人數較少，

審核條件也較嚴格，因此在B2年幼的心中，認為信用卡不是小孩子所能擁有的，至少

要像媽媽有一定經濟能力才能辦卡。當時刷卡消費的地方，也都是在較高級的餐廳或百

貨公司。B2回想當時班上同學曾經有人為了消費名牌不惜負債， 

她是我高中同學，大學時辦的（信用卡），她會為了買名牌，刷卡負債 

，她大學一畢業就去工作（還債）。 

    B2的這位同學會負債消費，但是其他大部分的同學都會依照自己的能力，不會過度

消費，B2在大二時由於被業務員說服購買了一套三萬多塊的童話繪本，雖然同學曾經提

到循環利息很高，但當B2無法繳清信用卡全額時，也會使用循環利息， 

因為我同學就是會買一些名牌包包啊，所以她會一直循環下去，因為我同學 

跟我說循環利息很貴。....有時候繳最低金額，就算我沒什麼錢，我也會繳最低應 

繳金額，因為信用很重要，以後跟銀行往來會不好。 

    B2大二時申辦的是富邦銀行的萬事達卡，因為大三至英國遊學，受到電視廣告的影

響，認為美國當地威士卡的接受度較高，因此申辦了中國信託的威士卡。B2當時申辦的

信用卡，富邦銀行核發額度5萬，中信託額度是2萬，平均每月刷卡約三、四千元，由

於上大學之後一直都在打工，因此信用卡費用都是自己支付。 

 

伍、消費糾紛及對於消費法規的認識 

截至目前為止，影響B2最大的消費事件，當推屬大二時購買的那套價值三萬多塊

的童話繪本，而這件事情的陰影也一直烙印在B2心中。雖然B2宣稱自己是個消費自由

派，但在購買高價繪本之後，B2只要有大筆消費時，都會因為回憶起心中的痛而斷然取

消刷卡的衝動， 

有參加一家健身中心，我是跟她（同學）一起去參觀，我本來有要簽（約）， 

可是我想到買書（的事情），它（健身房）那時候的費用一個月一千塊，一年才一 

萬二,……可是，後來我想到買書的經驗，我想我要回去想一下，….後來我朋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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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突然不簽，我的朋友都傻眼了。 

B2回憶這件事情時，仍然覺得當初預定簽約的健身房費用很低。但是，每次想要進

行大筆消費時，總會浮現當時買書之後每月支付信用卡款的淒涼情景，因此，B2的購物

衝動就會及時踩煞車。感覺上，B2心中似乎同時居住著衝動消費天使以及魔鬼，每次購

物都要經過天人交戰。大學剛畢業時，B2為了臉上坑坑疤疤的青春痘問題傷透腦筋， 

像我之前有長很多痘痘，那一陣子走在路上，都會有人叫我，要介紹我很 

好的醫生，…..那時我抱著好奇跟一探究竟的心情（到了那家診所），等了很久 

還排隊，他們講得很專業，說我要一套療程要兩三萬，可是我想到那套書，我 

想說我如果買那套療程可是我的臉沒弄好，我就要去告它（診所）。但是後來 

我想到那套書還是拒絕它了。 

     B2對於消費似乎欠缺先天免疫力，但是，總在一腳踏入消費漩渦之前，消費天使

會在關鍵時刻，帶著她逃離消費的汪洋之中。因此研究者打趣地跟B2說，其實那次的

購書經驗，事實上「救」了她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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