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25 -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亞里斯多德把「人們都想過好的生活」--換言之，人們都追求幸福（eudaimonia）--當作 

明顯的事實（簡成熙主編,1997：134）。 

 

奢侈在現在社會的氾濫成災，顯示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的不平等結構在社會生活方式

方面的直接表現。現代消費活動的多樣性、付款工具的多元化，決定了奢侈生活方式的

出現及其多樣化、大眾化和社會化。德國學者宋巴特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中＞（Sombart, 

1975）中分析了奢侈生活方式的大眾化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密切關係，在宋巴特看來，資

本主義社會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的道德觀念，同樣也改變了人們對於奢侈生活方式的看

法。因此儘管在資本主義橫掃全球之際，許多學者大聲疾呼資本主義理性化以及節儉生

活方式的提倡，卻一點都不妨礙資產階級追求奢侈生活方式。宋巴特分析資本主義的發

展與十六世紀資產階級模仿封建貴族奢侈的宮廷生活方式有關，從宮廷生活方式到中產

階級生活方式，再到社會大眾生活方式不斷推進歷程，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現

象。如同流行的模仿本性一樣，奢侈也是一種模仿行為。奢侈生活方式不僅存在於西方

社會，在古代的中國奢侈生活方式也不遑多讓，晉朝太尉石崇的生活以鏤簋朱紘來形

容；一代賢臣管仲，住家山櫛藻梲；紂王荒淫奢侈無度，鎮日酒池肉林；古時候的帝王，

常建置許多的別宮作為避暑避寒之用。 

因為全球化的影響，一般文獻咸認為資本主義的生活態度普及化，台灣媒體也傳達

年輕世代崇尚物質享樂的形象。但這種普遍印象是否正確？是否具代表性？本研究的四

位研究對象似乎與時下這股奢華風潮明顯脫鉤，因此同一世代之間的消費態度、信用卡

使用觀念似乎存在著很大的個殊性。本研究以年輕世代為研究對象，以深度訪談及敘事

研究的訪談方法，來探討年輕世代消費價值觀、信用卡消費型態、對於消費法規的認識

及消費糾紛的處理，期望所得的結果能引導社會大眾，正視消費價值觀變遷的事實，並

呈現年輕世代消費價值觀、信用卡消費觀、相關消費議題的介紹，以提供未來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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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或課程法令制定之參考。本章依序分為研究結論、研究建議與研究限制三個部分，

第一節是針對本研究之發現作簡要說明，第二節則是依據研究結果，對相關對象提供建

議，第三節則是就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所遇到的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根據以下四個研究問題，提出研究結論如後。由於四位受訪者對於消費相關法 

規認識匱乏，由此可見成人消費教育有其實施的必要性，因此第四個研究問題將在第二

節研究建議中進行討論。 

 一、年輕世代中的六年級生和七年級生的消費能力與經濟觀念是否存在著差異？ 

 二、年輕世代的刷卡消費動機、消費價值觀為何？ 

 三、年輕世代對於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的認識如何？ 

四、如何推動成人消費教育以減緩目前的信用卡負債消費問題？  

 

壹、年輕世代之消費能力與經濟觀念因成長背景不同而存在著差異。 

年輕世代的消費能力與經濟觀念會隨著成長背景而有所差異，受訪者A1、A2、B1

對於童年時父母的節儉持家，身教的力量遠遠大於言教，三位受訪者對於節儉及儲蓄未

來的觀念從小就養成；尤以A2身邊的同學朋友，都是十分克勤克儉，加上從小就有工

作的經驗，因此對於得來不易的金錢，更是妥善保管及運用。與三位受訪者不同的是B2，

由於從小就沒有金錢的匱乏經驗，加上居住的地區及就讀的學區，週遭大多是社經階層

較高、家境也較富裕的同學朋友，因此，B2對於金錢，大有一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

氣勢，即使把當月的零用錢消費殆盡，下個月一樣會有零用錢入帳，因此較沒有儲蓄的

動機及行為。     

    與四位受訪者不同的是，台灣另外一股購買精品的年輕勢力潮流。台灣麗晶精品在

去年九月首度舉辦「年輕萬歲！超級時尚夜」活動，瞄準廿到卅五歲的消費新貴下手，

不惜出動加長轎車接送年輕貴客。業者宣稱：「年輕化的趨勢」與「平民化的力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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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品世界裏迅速蔓延。而台灣這股年輕世代奢華風似乎也快速蔓延，研究者在大學時

代從來沒有名牌商品觀念，頂多就知道有些商店的物品比較昂貴。在銀行工作之後，遇

到許多從空姐退下來的同事，才開始知道她們時常會相互比較身上穿戴的名牌，給人一

種互別苗頭的感覺。印象較深刻的是她們會比較手錶的價格，每個人的手錶都要上萬元

起跳，不然就好像見不得人似的。一直到進了研究所之後，更覺得週遭充斥談論名牌的

景象，同學們時常談論一些我聽不懂的牌子，就連上課的老師穿戴什麼名牌衣飾，都可

以成為討論的熱門話題，而新聞媒體對於影藝圈、名人生活也爭相報導，例如：近日頗

為流行的小S鑽戒金額系列報導、陳致中以及黃睿靚的豪華婚禮也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

導。時下年輕人不斷接收豪門貴族的消費生活，不免心中也興起憧憬嚮往的心態，因而

造成追求物質生活、超額消費的社會現象出現。 

 

貳、年輕世代之刷卡消費動機以紅利積點、刷卡回饋金、參加抽獎、贈獎活動、延後繳

款、作善事（回饋公益團體）、便利安全因素、理財因素、避免付現、交友從眾、

安全可靠、衝動性購物、獨立尊重等等因素。個性節儉、量入為出者，在使用信用

卡時同樣趨向保守，不負債消費、不使用循環利息及預借現金等功能。 

    年輕世代使用信用卡刷卡消費，都有不同的動機及目的。四位受訪者當中，A1的持

卡張數最多，總共六張；A2、B1各持有兩張信用卡；B2目前則只有一張信用卡。A1使

用信用卡消費目的，主要是要藉由使用信用卡消費這件事情上獲得最大利益，因此A1

刷卡時會考慮較多因素，例如：紅利積點、刷卡回饋金、參加抽獎、贈獎遊戲、延後繳

款、作善事（回饋公益團體）、便利安全因素、理財因素、避免付現等因素。受訪者A2

平時的消費都十分儉樸，加上A2認為至少消費一千塊以上才使用信用卡，因此A2使用

信用卡的機會顯得更少。A2持卡時間已經七年，在這過去七年當中，A2使用信用卡消

費只有出國時購買機票以及新年添購新衣時才會使用。利用信用卡購買機票，主要是因

為可獲得高額保險；使用信用卡添購新衣，主要是每次購買總金額都在三、四千塊上下，

透過信用卡交易較現金安全方便。B1利用信用卡消費，主要是利用信用卡分期付款的功

能來代扣每個月的保險費用，與A2相同的是，B1也認為一千塊是使用信用卡消費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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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因此B1只有在大賣場、服飾店等消費金額較高時，才會使用信用卡。受訪者B2喜

歡購買流行的衣飾品，每月消費金額約因此使用信用卡的頻率較高，因為B2認為利用

信用卡消費比較安全便捷，B2比起其他三位受訪者較特別的一點，是她認為使用信用卡

消費代表是大人的象徵，因此有獨立尊重的感覺。從以上受訪者的回答當中，清楚顯示

出年輕世代成人使用信用卡消費皆有其動機及理由；而是否使用循環利息及預借現金也

跟消費行為呈現正相關，意即愈保守消費的持卡人，使用循環利息及預借現金的比例則

愈低。 

    以上的研究結論與之前相關研究有許多契合之處，例如：葉玉梅（1992）認為持卡

者重視的六大信用卡使用特性：使用方便因素、安全可靠因素、功能及簡便因素、信用

及附卡因素、付款因素及炫燿因素；呂春榮（1992）信用卡使用四大動機：成就炫燿因

素、便利安全因素、家庭理財因素、避免付現因素，以及李信宏（1992）年歸納的持卡

動機：安全可靠、良好行員態度、自我實現、交友從眾、獨立尊重，只是四位受訪者皆

未提及銀行行員的態度會影響其辦卡原因。倒是A1及A2都會因為人情請託而辦卡。與

先前研究從未出現過的持卡消費動機，則是四位受訪者不管國內、外旅遊皆會使用信用

卡刷卡，主因在於透過信用卡刷卡可免費獲得高額保險。 

 

參、年輕世代對於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的知識嚴重匱乏，

突顯成人消費教育之重要性。 

從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四位受訪者，除了A1有遇過消費糾紛之外，其餘三位

受訪者則沒有類似的經驗，B1認為如果真的遇上消費糾紛時，屆時再想辦法解決。A1

去年底的旅遊加收費用糾紛，最後也是透過媽媽與旅行社進行溝通斡旋，實際上並沒有

參與解決。四位受訪者中只有A2有詳閱過發卡銀行的信用卡使用條款，反而其餘三位

較常使用信用卡的受訪者，對於切身使用的信用卡，從未詳細閱讀過信用卡相關條文。

四位受訪者都有聽過消基會及消費者保護法，但是對於公平交易法、信用卡定型化契約

範本，則是完全沒有聽過，因此研究者在附件四、五、六增列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

法及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提供消費大眾參考。由研究結論更呈現出國內消費教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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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並突顯出成人消費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研究者將在下一節次中獨立節次來說明消

費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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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章依據研究結果，首先針對消費者教育並分別對信用卡持有人、金融業者及政府

機關提出下列數點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壹、消費者教育 

    台灣的信用卡市場發展關鍵主要有二，一是1980年代初美國以301條款向台灣政

府施壓，開放外商銀行進入信用卡市場；二又因為政府開放成立新銀行的政策，銀行為

開拓業務、獲取利潤，消費金融在台灣逐漸轉型為消費社會下，變成銀行經營的重點之

一。各種行銷方式、卡片設計推陳出新，吸引消費者辦卡，信用卡持卡人成為一架慾望

機器，使用信用卡、現金卡擴張經濟資本，轉換成各種形式的個人資本。過度消費的社

會同時也是風險的社會，持卡人往往因為過度消費而背負卡債，進而衍生出更多不可預

期的風險，等待背負卡債者面對、處理。社會新聞中的卡債者形象，大多呈現負面樣貌，

例如：敗家、無力償還而自殺、拖累家中經濟、患有精神疾病等現象，原本是私領域的

個人風險也漸次反應在公領域的結構上。最近政府陸續發布政策管制發卡，金融機構為

了降低呆帳比例則修訂風險管理流程，目的都是降低金融資本的危機。 

  年輕世代成人成長於信貸交易頻繁的年代，不再將負債視為負面的印記，因此如何

降低他們對負債的容忍度，以及降低對負債消費的接受度，進而降低信用卡超額消費的

現象。因此，政府機構除了針對信用卡使用行為進行宣導及規範之外，有關當局也必須

加強消費者心理態度層面上與使用信用卡的教育工作。基於上述情況，建議政府部門應

徹底落實消費理財教育，培養信用卡持卡人對於自身財務的負責態度，才能根本解決成

人信用卡負債問題及後續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信用卡持卡人會因為所具備的理財知識

而影響信用卡負債程度與使用行為，對理財知識愈陌生者，愈是依賴信用卡循環信用功

能，最後可能導致信用卡負債過多甚至面臨破產的窘境（常如君，2004）。據此，本研

究建議政府相關單位除了在法令上積極立法保護信用卡持卡人權益之外，更積極的治本

方式應朝向加強成人財務與信用卡知識著手。唯有具備充足的財務知識，方能夠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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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消費及從事其他理財活動上，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明確判斷與選擇，成為一個

明智的持卡人。 

 

貳、對信用卡持卡人的建議 

消費者在申辦信用卡時，有以下注意事項： 

一、在申辦信用卡時，能事先審閱銀行所提供的定型化契約，以保障自身的權益。  

二、保存每一筆消費的簽帳單及發票，並逐筆核對帳單。如果帳目不符，應立即向銀 

    行詢問並請求處理。  

三、卡片遭竊時，必須立即以電話向銀行掛失。  

四、勿將信用卡與密碼放在一起，以免遭歹徒偷竊盜領。 

信用卡與現代生活的連動性已經愈來愈高，因此持卡人在使用信用卡時，有必要了

解這個消費工具所帶來的消費權益及消費義務，以免只把信用卡當作享樂的工具，在刷

卡之後，卻逃避清償信用卡款的義務。信用卡持卡人使用信用卡刷卡消費時，大多是屬

於個人有意志的行為，因此也要養成對自己行為負責任的態度，並希望持卡人能建立如

同信用卡申請書之上的警語「謹慎理財，信用至上」的觀念，並抱持以下正確的消費態

度： 

 （一）刷卡時，要事先考慮本身的償債能力，不要過度擴張個人信用。      

 （二）使用信用卡預借現金時，要注意借貸的實際成本，切勿被廣告所迷惑。  

 （三）若無力償還信用卡債款，可以參考「金融機構資產評估損失準備及允許催收帳 

       款代辦處理辦法規定」跟銀行協商分期付款或要求利息暫時掛帳（只還本金）。  

 （四）如果和解不成，也可以依「破產法」，向法院申請「破產法」上的「和解」或 

      「宣告破產」。千萬不要鋌而走險，向地下錢莊借錢，反而使債務雪上加霜。 

 

參、對金融業者的建議  

金融業者除了重視企業營收成本之外，也應發揮企業良知善盡消費者教育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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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逾放比例居高不下的狀況下，金融業者應思考穩健發卡的必要性與社會責任。

因為消費者的財務危機，相對來說也是銀行的財務危機。  

二、依照政府規定，適當、明顯的揭露相關訊息，以避免消費者過度消費，引發財務 

 危機。 

三、銀行催款若能配合各種制度面的建立，再加上一些彈性空間，可能救人一命，不

致將消費者逼上絕路。 

 

肆、對政府的建議 

消費者往往因為同儕、廣告、精神方面疾病、社會風氣影響而陷入盲目刷卡、過度

擴張個人信用。因此政府有責任幫助消費者建立正確的金融商品使用觀念，在政府方面

可提供以下策略：  

 一、加強消費者財務管理的相關教育，讓消費者明瞭過度擴張信用，可能帶來信用破 

     產的可能風險。  

 二、明確立法規範金融業者，使業者透過各種管道，以明顯字體揭露：發行現金卡、 

     信用卡的重要業務及財務資訊，以及持卡人可能負擔的利率及各項費用。  

 三、規範金融業者必須於申請書、廣告中，以明顯字體充分揭露有關借款利率、還款 

     方式、帳單之寄送、、延滯期間利息及違約金之計算、違約處理程序等事項、終 

     止契約程序，並以淺顯文字輔以案例具體說明利息、違約金之計算方式。於訂立 

     契約前，應給予申請人合理契約審閱期間。 

    雖然政府已立法保護消費者相關金融消費權益，但是大多數的消費者仍處於消費及

法律弱勢，且消費者對於規範條文往往一知半解，因此研究者整理相關金融消費條款如

下，建議政府規範金融業者將這些與消費者息息相關的法律條文，加註在金融商品契約

中，以保障消費者知的權利。 

（一）民法第二百零六條：債權人除限定之利息外，不得以折扣或其他方法，巧取利 

息。（若金錢消費借貸於利息之外加收手續費，似有巧取利益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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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為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商品廣告之禁止）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之一：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三

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如違反該規定者，其條款

不構成契約之內容。 

（四）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

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註：業者如果無誠意履行廣告中零利率的

承諾，還可以依本條規定強制其履行） 

（五）銀行所公布的利率如較同業為低，卻以按月加收手續費的方式，以致實際上所 

收取的利率比同業高（註：台銀與土銀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及其他許多小額信

貸實質利率均遠低於17.8%），這種變相加收利息的行為，可能已構成公平交易

法第二十四條所謂「其他足已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而不得

為之。 

（六）財政部已於86.4.28函各發卡機構所為信用卡廣告促銷活動應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二十二條規定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 

（七）財政部又於91.10.1函令各銀行從事現金卡（小額循環信用貸款）等業務廣告

之促銷活動，不得有誇大不實或誤導消費者之情事，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

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所提供之服務及有關消費者應負擔

之開辦費、管理費、手續費、貸款利率、延滯利息等一切費用及其他義務，均

應於契約中以明顯字體充分揭露，以利消費者瞭解，並於訂立契約前，給予消

費者合理審閱契約之期間。 

（八）91年8月20日財政部金融局台財融（一）字第○九一一○○○四四三號 令明

定：銀行辦理消費性貸款如向客戶收取手續費時，不得按月隨利息收取；收取

「規費」或「開辦」性質之手續費，銀行應向消費者充分告知，並將手續費收

取標準以書面方式明確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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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列舉的部分法令條文對於消費者在貸款、銀行利息收取、廣告、銀行手續費

部分都有所規範，提醒消費者在面臨消費糾紛時，除了可向消基會等消費糾紛調解機

構求助之外，也可以事先閱讀相關法律條文藉以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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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研究者個人能力、精力與經費的限制，故有下列之困難與侷限： 

一、本研究旨在了解年輕世代之信用卡消費觀，由於樣本少，研究範圍狹隘，故研究

結果僅供類似對象的解釋參考，並不做母羣推論之用。 

二、本研究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為主，研究結果會受到研究參與者表達能力、研究題

目的限制。因此對於研究對象的經驗描述無法十分詳盡，而隨著研究對象自我瞭

解程度、對研究者的信任度，而有個別差異。 

三、研究對象的消費觀，以個人主觀陳述為主，研究者並未與受訪者一起生活、共同

體驗，故對於掌握研究對象陳述內容的真實程度，難免有所疏漏。 

四、研究者關心的是研究對象對於消費觀「心理真實」的主觀描述，而非企圖由訪談

資料來驗證其想法或行為，是否如其陳述的「物理真實」。因此，本研究達成的

是理解消費價值觀對個人消費、持卡行為的意義，若意圖由研究結果做進一步行

為預測或控制皆不適當。 

五、研究者所具備的背景知識、對消費的觀念、訪談技巧等，都會影響訪談內容的獲

得，也會影響研究者分析資料時，對訪談資料的理解。所以，研究結果會受到研

究者主觀條件的影響。 

六、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年輕世代，四位受訪者皆介於20歲至40歲之間，屬於成年

期早期階段的成人，是使用信用卡消費接受度最高，也是最常使用信用卡的族群

（資料來源：金管會網站），因此本研究藉著與研究對象的對話中，可以發現成

年期早期的成人在信用卡消費型態方面，特定面向的差異或共通性，這亦極具意

義與研究價值。 

    在此就本研究所遭遇的困難、研究設計不周之處及研究心得。提出下列幾項建議供 

未來相關研究參考： 

 

壹、研究對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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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受到時間、人力、經費、取樣方法等限制，研究對象僅以四名年輕世代為主。 

未來的研究在研究參與者的選取方面，可以將研究觸角延伸至成年期中期（張慧芝譯， 

2002）40-65歲族群，藉以比較不同時期發展階段、任務的不同是否會影響其信用卡消 

費型態。 

    此外，從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受訪對象與研究者原本的關係，對於訪談的進行 

有著正反兩面的影響，一方面由於之前的熟識關係，可能增加彼此的信任，而使對方敞 

開心房；但有時容易偏離研究問題。因此對於訪談技巧方面，可依不同程度的親疏遠近 

關係，調整訪談的技術及技巧。 

    再者，研究者發現研究對象本身的表達能力和特質，可能會影響雙方互動的方式。 

研究過程中，女性受訪者似乎語言表達能力較佳，因此在訪談過程中能侃侃而談，相較 

男性受訪者，可能需要耐心等待。因此研究對象表達能力和特質的差異，亦是選取研究 

對象時必須注意的重點之一。 

 

貳、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是以質性訪談方式為主，並輔以訪談逐字稿的紀錄與訪談內容分析。研究者 

發現訪談的確是經濟而便捷的資料蒐集方式，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即深入了解受訪者 

的內在觀點及生活世界，而訪談技巧的培養是最重要的關鍵。以下提供幾項心得與讀者 

分享： 

一、訪談地點最好由受訪者選擇，以受訪者較熟悉的環境為主。但研究者發現訪談地

點須注意週遭的干擾程度，比如是否有噪音、音樂聲過大等皆會影響訪談的進行

及錄音的效果。訪談地點尤其避免有受訪者或研究者熟識的人進入，一方面訪談

可能被打斷，另一方面受訪者隱私有曝光之虞。 

二、訪談過程中，若察覺任何一方的不安或分心，可適時暫停訪談內容；先與研究對

象閒聊一段時間再開始，若還是一直無法進入狀況，則應取消訪談，不要勉強做

完訪談。 

三、錄音時最好同時準備錄音筆及傳統錄音機，避免錄音筆聲音檔轉檔失敗，必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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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訪受訪者的狀況發生。訪談正式開始前，最好能利用暖場時試錄並試聽，藉 

以確認錄音功能是否正常，並檢查電池電力是否足夠，以達到最好的錄音效果。 

四、對於第一次的訪談，不要抱持太高的期待，或是主動談較深入、私密、爭議性高

的話題，即使先前已建立友誼關係亦不例外。因此訪談的進行須有一段適應的時

間，研究者太過急切，將給對方帶來壓力，給自己帶來挫折。 

五、訪談逐字稿整理完成之後，宜在四周頁面留下適當空白，讓研究者可以將訪談觀

察及訪談心得紀錄在逐字稿旁，並反覆聽錄音檔，翻閱逐字稿，藉以整理出訪談

分析的思路。 

因為本研究是以年輕世代為研究對象的初探性研究，針對日後相關議題的研究方法 

，研究者建議或許可以採焦點團體的方式，讓不同世代的成人進行對話，或許可以激盪

出不同的火花；或者藉由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可以達到母群推論的目的。再者因為消

費價值觀不是固定不變的，日後研究還可以長期縱貫性的研究方法，探討研究對象消費

價值觀變動的軌跡與歷程。 

 

參、研究內容方面 

    從相關文獻探討中，國內以年輕世代信用卡消費現象探討，或是以不同世代成人信

用卡消費型態為主題的相關論文並不多見，過去信用卡研究相關論文的分析焦點，多以

信用卡消費型態、信用卡某項特定功能、持卡動機為主，較少觸及到世代的信用卡消費

類型比較，以及持卡人本身的成長背景及消費觀對於信用卡消費類型的影響。 

    就本研究內容而言，本研究中無法巨細靡遺得知受訪者的出生成長背景、父母同儕 

、消費價值觀與信用卡消費型態的關聯性。訪談過程中，研究者雖試圖引導受訪者將這

些經驗與現在的信用卡消費型態連結，但受訪者對於訪談內容大多是以切割式的方式回

答。事後檢討發現除了個人訪談技巧、或是研究參與者對研究者信任度的不足等可能因

素之外，也可能如前面研究限制所述，因研究參與者自我了解的程度、表達能力、訪談

時間及地點的限制，而限制其經驗描述的詳盡程度，以致影響資料的蒐集。受限於蒐集

資料的缺漏，本研究對於年輕世代的成長背景、父母同儕、消費價值觀與信用卡消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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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關聯性探討仍不夠深入，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以朝此方向發展。 

    另外，本研究探討信用卡消費型態與訪談對象成長背景、父母同儕影響、消費價值

觀等面向之關聯性，研究者發現每個面向的範圍過於廣闊，而無法深入探討每個面向。

因此後續研究可以縮小研究主題，或是探討不同面向的信用卡消費型態影響因素，而後

續研究從事相關主題研究時，必須注意變項定義的偏誤而造成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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