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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撐起消費半邊天 資本主義是人類終點？

超前消費模式必須改
福建中學（小西灣） 5A 溫永信

心靈滿足非靠超豪消費
通識探索者 黃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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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爆發後的一年，美國公布涉及300萬個
家庭的 「美國社區調查」結果，顯示近1/3的15歲以
上美國人稱自己未婚，創 10 年新高。未結婚的人群
中，20多歲男性佔未婚男性的3/4，20多歲女性佔未
婚女性的2/3。社會學家指出，經濟危機下，年輕人
找工作困難，經濟獨立時間被推遲，結婚時間也被延
遲。

美國人的生活受到衝擊，以至改觀。調查顯示，
75%的美國新人為省錢，選擇縮小婚禮規模。離婚夫
婦也減少，因為離婚是 「從金錢上來講最不划算的選
擇」。其次，面對危機，美國人開始反思借貸消費模
式的弊端，也開始學習中國人知慳識儉的消費習慣。
第三：為找到一份工作，很多美國人幾乎抓狂：到地
鐵口掛牌子、自我出租、直闖政府求職、當補習老
師……

失業率高企9%
有道是，好了傷疤忘了痛。在美國政府和聯儲局

印鈔救經濟、大事鼓勵消費的措施下，2011 年 11 月
底美國借貸總額高達2.48萬億美元，借錢消費10年新
高，失業率高企9%，消費借貸竟大增204億美元。

美國私人消費 2011 年底呈反彈之象，雖然失業
率仍高企9%以上，但聯儲局公布資料稱，2011年11
月底美國消費借貸出乎意料急升，大增204億美元而
達到 2.48 萬億美元，創 10 年之最，比彭博通訊社預
料的多1倍。借貸增長除顯示消費者信心回復外，亦
意味着就業市場開始改善，使美國人能購買較高價貨
品。美國家庭更趁零售商大減價促銷而購物、買車，
甚至借貸讀書。

聯儲局資料顯示，期內包括教育貸款、汽車貸款
及流動房屋貸款等，這類非循環借貸增長 148 億美
元，為2005年2月以來最高。包括信用卡等循環貸款
則升 56 億美元，創 2008 年 3 月以來最大升幅。據
Ward's Information Products 市場統計，2011 年 11
月汽車銷售按年為 1359 部，為 2009 年 8 月以來最大
升幅。美國三大車廠，通用汽車、福特汽車、佳士拿
汽車於去年12月銷售全都優於市場預期。

更出乎經濟分析師意料的是，去年 12 月美國的
消費者信貸，又增加193億美元，足足比市場預期的
77億多了百億，主要是美國人借錢買車和進修。

削減醫療開支
雖然美國經濟增長有加快跡象，但距離復蘇之路

仍然漫長，美國人迫不得已削減醫療保健開支，這方
面增長跌近2010年的3.9%歷史低位。

資料顯示，2010 年美國醫療保健開支總額達到
2.6萬億美元，等於每人8402美元。分析指出，高失
業率、私人保健保險持續虧損，導致醫療保健開支增
長逐漸萎縮，雖然 2010 年 3 月美國通過醫療保健法
案，但無助推動 2011 年相關開支增長，因為主要的
法則在2014年後才生效。（齊來說美國．六之四）

撰文：呂少群

金融海嘯驅使由奢入儉
超前消費是美國經濟長期繁榮的基礎，但金融

海嘯令樓市、股市雙雙插水，連帶信貸緊縮，令美
國人不得不改變豪情血拚的消費習慣。

美國《紐約時報》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調查
稱，逾半美國人減少在商店及網上購物的時間，近
半減少非必需品的開銷。

省錢開始成為美國人第一考慮因素，從名牌產
品轉向零售商自有品牌，從運動多用車轉用小型
車，從完全服務商店轉投大幅折扣店。

普遍消費者一改 20 年來對高價新奇產品和奢
侈品的追捧，開始在基本生活用品精打細算。

礦泉水、100 卡零食和兒童午餐，被自來水、
簡易包裝的零食和自製午餐代替。

消費者更多採用一站式購物，每次採購數目
多，購物頻率減至每周 1 次或每月 2 次，以節省汽
油。

購物時按購物單採購，更大事使用優惠券。
人們不再去休閒餐廳，更多在家用餐，全家選

用同一牌子的洗髮水，不再是每人一種。
大型零售連鎖店沃爾瑪也改變策略，月初在貨

架擺放較多大包裝商品，因為那時候顧客剛發薪，
手頭寬鬆，月底則換成價格較低的小包裝產品。

80 年代末，隨着蘇聯共產
陣營的土崩瓦解，冷戰亦隨之結
束。全球各地的政經界、學術界
紛紛對當時全球情勢作出評估，
預測未來世界的走向。當時，香
港的書局亦湧現了大批探討全球
局勢的書籍，不少香港人（包括
筆者）都對這個問題產生興趣。
90 年代初期，其中一本深受全
球讀者追捧的話題書籍是福山
（李永熾譯）的《歷史之終結
─與最後一人》（台北：時報
文化，1993 年）（右圖）。作
者的野心是向世界宣布：資本主
義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
等制度）已戰勝了共產主義制度，成為全球人類
歷史發展的終點，未來世界各國最終亦會成為資
本主義國家。

我認為書中對資本主義的一些價值觀過於美
化，令往後 20 多年之後出現了一些社會問題。
早在上世紀 60 年代，有社會學家提出資本主義
產生出的消費文化，正日漸削弱傳統的工作倫
理，導引人們去追求休閒，而不是追求工作的滿
足感。當時，許多研究指出，工人的專業氣質、

自我修養和工作欲念的降低已成
為美國人的普遍現象。到了80年
代，美國許多階層都面臨生活水
平下降，他們為了維持以往的生
活水準必須更努力工作。這種追
求私人利益而刺激工作的倫理，
令當時一代的人相信，欲望是推
動工作的強勁力量。這種嶄新的
價值觀，完全否定了傳統的工作
倫理，例如：自我修養、誠實和
對純粹娛樂的厭惡。

這種新的工作價值觀，鼓吹
消費，推翻了過往傳統的一些美
德，令美國人失去了一次反思生
活的契機。這種過於樂觀的想

法，令美國人更進一步追求消費，沉迷享樂。直
至到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危機迫令美
國人深入反思。加上近兩年來全球經濟的波動，
更令部分美國人對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提出疑問。
未知福山博士又會如何預測未來全球的局勢呢？
又會對 「資本主義是人類的終點」這一主張有何
新見解？歷史真的已終結嗎？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henrilee@graduate.hku.hk

罕見的金融風暴席捲了華爾街後，美國經濟陷
入衰退，整個美國都變得一片蕭條。這次金融海嘯
之後，美國人的消費模式也開始改變。

眾所周知，美國人以往都是以借貸消費的模式
生活，這要追溯到羅斯福當政時期大事鼓吹自由主
義，當中就包括在欲望追求上的自由，這也造成美
國出現一種不斷地過度消費的模式。2008 年金融
風暴爆發，這種貪婪的消費模式開始出現了問題。

經過了一次的經濟危機之後，很多美國人都紛
紛開始反思這種消費習慣的弊端，而轉向學習中國
人知慳識儉的習慣，不少美國家庭紛紛到超級市場
購買一些減價商品；以往很多人都會選擇外出用
膳，但現在開始減少這些用膳的次數，轉而留在家
中吃飯。

這連串的改變，正正體現了美國人對以往消費
模式的反思。

有趣的是，美國上層社會卻並沒有改變任何消
費習慣。自從金融海嘯之後，超富階層的收入未受
衝擊，反而收入增加了不少。許多奢侈品銷售額不
跌反升，甚至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同樣是美國
人，情況竟然大相徑庭！究其原因，主要與美國政
府的稅收政策有關，美國政府對於富豪的稅收只佔
了很少的一部分，反而更多的稅收則來自中產階
層，才會導致今日這種消費狀況的出現。

無論如何，美國以往那種超前消費的模式
必須改變，否則經濟危機只會
不斷地重現。

受到經濟不景氣影響，美國長者以至年輕人都
改變了工作態度及消費習性，由原本的 「先使未來
錢」改為儲蓄。相反，中國經濟越來越蓬勃，個人
及家庭收入多、消費力強勁，國人消費額在歐美各
國名店均名列前茅、被歐美各國零售業視為大客
戶。

但國人強勁消費力的背後卻引申出國人正出現
「泛消費主義」。泛消費主義主要是指人在購買時

表現出的特殊消費心態，購物不只購買產品的實際
功能，亦是購買產品所帶來的滿足感和慾望。例
如，國人近年熱愛到歐美、本港購買名牌服飾，甚
至全球限量幾十輛的名車、名表等，除了購買產品
的實際用途外，更重要是向親朋戚友展示其品味及
財力，造就歐美的名牌奢侈品如雨後春筍般在本港
及中國大陸各城市紛紛設立旗艦店或分店。

縱然國人的消費習慣仍未去到超前消費的模
式，但由這種泛消費形式衍生的問題卻需要正視。
例如，內地 90 後因生活環境有所改善及 「一孩政
策」下，父母紛紛給予他們好食好用，在同儕影響
及比較心理下容易形成了炫富行為；例子有去年在
內地的用錢點煙的 「燒錢男」及冒認為中國紅十字
會商業總經理的郭美美等。雖然現今社會生活繁榮
和富足，但需知道人的心靈滿足及自我認同非單靠
物質去填滿，是應從個人品格、高尚或正確行為等
方面得到的。

眼看歐美年輕人為了讀書要向政府借貸，畢業
即背上一大筆債，又要為找工作而煩惱。身在香港
或內地的年輕人應借鏡，養成定期儲蓄習慣及了解

自己的經濟能力、量入為出；要獲得別人
認同非靠衣裝，更重要的是個人努

力及才能。

內地朋友到香港遊玩， 「掃
貨」是最重要的任務。名牌手
袋、各類化妝品、電子貨品從
iPhone、Mac Air、相機……應有
盡有。她們認識最尖端的型號，
住的是香格里拉頂樓的豪華層。
藝術節門票800元，還是只怨買不
到最佳座位。曾收過朋友的短
訊： 「我留港只有一天，請先給
我了解一下專業相機的型號，我
的預算是六萬元。」

面對如此全方位的女性消費
族群，專業相機也出了不少 「無
單反」可換鏡的，除了強調質
素，還要輕巧易用，並要髹上不
同顏色，才能滿足個性和喜好！
總之，好像在宣示，男人有的，我也要！當世代消費
不求實用，曾聽過顧客的回應： 「才不要那樣耐用，
轉眼又過時了。」

《女性撐起半邊天：亞洲女性消費力報告》（右
上圖）描述亞洲11國女性消費新勢力的動態，從女性
社會角色的變遷，探討她們將蛻變成何種面貌的消費
群。針對未來10年亞洲新經濟的發展趨勢。透過市場
區隔與人生階段，具體呈現各族群的消費取向、偏好

及不同的價值觀。
世 界 銀 行 研 究 院 的 Dr. R.

Paul Shaw 說：此書是個金礦，揭露
了女性在亞洲消費市場扮演舉足輕重
的角色。最新估計，2014年自由開支
可達 5000 億美元的，此書將市場研
究的廣度與深度提升到一個嶄新的層
次。運用最佳質化與量化技巧，深入
淺出闡明亞洲女性現況，且預測未來
趨勢。

我們在許多亞太市場見證到，女
性讓人口老化的影響微妙傾斜。即將
退休的嬰兒潮世代握有豐厚資產，女
性較為長壽，於是，大筆資產將在她
們七十多歲、八十多歲，甚至九十多
歲時汩汩流入。女性一方面毋須擔憂

退休資金，另一方面她們還更有能力繼續兼職，因為
她們活得更久、更健康，也更活躍。她們經常積極旅
行，熱切投身各種消遣娛樂。除了健康醫療，她們需
要更多個人服務，還有以女性為主的財富管理等相關
金融服務。年輕單身族，將更願意花費在自己身上，
也因婚姻的延後，而掌握更多支配金錢的能力。

優質圖書館網絡主席 呂志剛
sidneylu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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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錢世界，消費大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