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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探讨与对比新中各年龄层对无现金付款的接受程度》（以北京和上海为例）

组员：林方哲(3O116) 蔡伟俊(3O106) 傅科善(3O212) 沈永恩(3O307)

1.研究基本

1.1 研究问题

为了提升新加坡人对无现金付款的接受程度，这项专题会研究各年龄层对

电子支付的偏好及障碍，并提出建议帮助解决这些障碍，改变人们的思想，让电子

支付更普及使用。调查中也会比较新加坡和中国人的消费文化差异、无现金付款

习惯的差异，从而了解政府如何在两国推广无现金付款，并从中国学习如何打造

一个电子支付更普及的社会。

1.2 研究目的与价值

伴随着电商的发展，电子支付也正在快速崛起。电子支付能让消费者、商家

和金融机构之间使用安全电子手段实现货币支付或资金流转的行为。新加坡若要

成为智慧国，就需要普及化电子支付并提升国人对无现金支付的接受程度。各年

龄层因为出生于不同的科技时代，会在无现金支付方面遇到不一样的障碍，有不

同的思想，需要有针对性的解决。新加坡要乘着自己是东南亚电子支付普及率最

高的国家，向更好的国家借鉴并学习，而中国一直以来科技一日千里，在无现金支

付这项领域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因此新加坡可以从中国学习如何推广电子

支付。

1.3 研究框架

● 从前人做过的研究以及报章上刊登的新闻做文献分析

● 制作调查问卷做数据调查

● 让新加坡及北京、上海的各年龄层完成调查问卷

● 选择北京、上海的原因是因为它们都是一线城市，与新加坡的发展程度及科

技水平相似，比较有可比性

● 做网上的采访，了解两国人对非现金及现金付款方式的态度



1.4 文献研究

从以下的调查可看出，不同年龄层倾向无现金付款方法的程度不一样，青少

年最喜欢使用无现金付款，年长者比率最少。因此，针对各年龄层推广无现金付款

很重要。

你认为无现金付款相对现金比较方便使用吗？

蓝色 - 无现金付款比较方便
红色 - 现金比较方便
橙色 - 两者没有差别

青少年 成年人 年长者

从以下的图表可见，无现金付款已经逐步变成新加坡人的一部分，没有一个

年龄层阶例外。每一个年龄层也都认为新加坡在无现金领域的投资很重要。因此，

提升新加坡人对无现金付款的接受程度对新加坡的发展至关重要。



你认为新加坡政府在无现金付款领域投资重要吗？

蓝色 - 重要
红色 - 不重要

青少年 成年人 年长者

2.研究内容

2.1 文献回顾

从前人做过的调查与研究，我们能够分析两国各年龄层对无现金支付的态度。

新加坡 中国

青少年 ● 喜欢P2P转账
● 随着潮流、时代变迁而使用

● 数码能力较高

● 有些小学曾推广POSB智能
付款手表

● 无论商场还是路边摊都

使用无现金支付

● 常用电子支付网购

成年人 ● 非常经常使用无现金支付

● 疫情期间数码支付的使用增

加77%
● 更多摊贩愿意让顾客用电子

支付

● 经营商因市场需求接受电子

支付

● 认为电子交易有迹可循

● 对治安有帮助

● 有一部分仍有疑虑，认为

失去卡片就无可挽回

● 大多数认为电子支付很

方便



年长者 ● 喜欢扫描二维码

● 仍有部分年长者认为电子支

付不安全、不可靠

● 依赖现金

● 疫情下因为卫生关系更常用

电子支付了

● 担心钱财被盗走

● 亲眼看到钱才比较踏实

● 相比新加坡，使用量比较

高

*内容摘自参考文献中的资料

2.2 调查问卷与采访

我们进行了新加坡以及北京和上海的调查问卷，每一个群组至少有20个有
效回复。由于新加坡的回复人数远超过北京和上海的回复人数，图表中使用百分比

会让资料研究比较准确，减少图表的误导性。

新加坡问卷：https://forms.gle/4fj42UrhKPctSiqX9
北京和上海问卷：https://www.wenjuan.com/s/EvMreiD/

图1a、1b（1：完全不用；5：天天都用）

https://forms.gle/4fj42UrhKPctSiqX9
https://www.wenjuan.com/s/EvMreiD/


若对比图1a和图1b，北京与上海的青少年及年长者对无现金付款的使用频
率比新加坡这两个年龄层的使用频率多很多，说明北京与上海的电子支付更普及

化，应用程序容易青少年及年长者使用，也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的书店、巴刹、快餐

店等随处可见，所以中国人的使用频率会更高。这也反映了虽然青少年出生于科

技发达的时代，但是他们使用的机会并不多，电子支付依然是一个成年人世界的

工具。

图2a、2b（1：非常不容易；5：非常容易）



根据图2a和2b，大多数的人都觉得电子支付方便，但北京和上海受访的年
长者比起新加坡，更多会表示很容易和非常容易，说明在北京和上海，年龄对无现

金付款接受程度的差距比新加坡小很多。然而，比起青少年及成年人，两国选5的
年长者悬殊，说明出生于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年长者用电子支付还有些障碍，政

府需要提升他们的数码能力。

图3a、3b（多选）



从图3a和3b来看，新加坡的青少年并没有那么常使用电子支付，因为自己
不买东西、不付账，反而北京和上海的青少年会在更大的程度上自己点餐、购物，

因此能推出中国点餐和购物的无现金付款应用程序更吸引青少年，也反映了北京

和上海的青少年会更独立的花零用钱，所以家长或许在青少年对电子支付的接受

程度扮演重要角色。

另外，两国人用无现金方式点餐与购物都很高，说明若要国人更接受无现金

付款，就要在这两方面鼓励经营商推出无现金支付，并设计容易使用的点餐、购物

程序。

经过采访，我们制作了以下的表列。

表1：倾向于无现金付款的原因

新加坡 中国

青少年 成年人 年长者 青少年 成年人 年长者

#1 容易使用 容易使用 方便带 容易使用 方便带 容易使用

#2 方便带 方便带 容易使用 安全 容易使用 方便带

#3 安全 安全 卫生 方便带 卫生 卫生



从表1可以看出，两国的受访者都认为无现金支付方便带，容易使用。两国
的年长者都比较在乎卫生，或许是疫情造成的担忧。两国青少年则喜欢无现金付

款的安全。这说明了若要让电子支付更普及化，电子支付的科技需要很方便，应用

程序也要浅显易懂。

表2：不喜欢无现金付款的原因

新加坡 中国

青少年 成年人 年长者 青少年 成年人 年长者

#1 没有卡/程
序

地方不让 程序复杂 没有卡/程
序

不安全 程序复杂

#2 不会用 现金有回

扣

不安全 地方不让 不方便金

钱管理

不安全

#3 不安全 不方便金

钱管理

地方不让 - 程序复杂 -

从表2可以看出：

● 青少年大多是没有卡片或没有应用程序

● 家长需要更开放

○ 不仅给现金的零用钱，也让孩子尝试用卡片，下载电子支付程序

● 对于年长者，复杂的程序还是一个问题，尤其在手机应用程序上

○ 不明白应该点击哪些按钮，不知道如何转账、充值

○ 因此两国需提供培训课程让年长者数码能力提升

● 年长者也认为无现金付款不安全

○ 不熟悉电子支付

○ 不懂得检查是否有盗款的发生

○ 担心上当而不用无现金方式转账、付款

● 另一个阻碍无现金付款方式使用的原因是“地方不让”
○ 政府需要鼓励更多商店推出非现金支付的选择，让经营者更放松的

让顾客使用电子支付



2.3 建议

● 新加坡

○ 学校可以让食堂、书店拥有卡片或手机付款方式

○ 政府做广告、活动鼓励家长给孩子电子转账

○ 公司设计能够控制孩子消费量的程序

○ 制作吸引青少年使用的购物程序

○ 设计安全的程序让年长者安心

○ 在巴刹、公交更普及化电子支付

● 中国

○ 在校内鼓励用电子支付

○ 企业家设计更安全的付款程序

○ 创造更多给年长者提升数码能力的课程

研究局限：

● 我们只采访了北京和上海人，不能代表全中国

● 我们采访的每一个群组只有20人，所以资料可能不足以做总结
● 我们是通过网络做调查的，所以受访者已有一定的数码能力，调查也许有所

偏见

3.成品解说

3.1 论文

由于这种调查比较有学术性，我们撰写了一篇论文，对这些资料加以分析。

论文链接：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dVPnpea28LHu0CSpsAUBphLwFgAlZZrG7
mjNxuVAFg/edit?usp=sharing

以下是论文的一些页面：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dVPnpea28LHu0CSpsAUBphLwFgAlZZrG7mjNxuVAF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dVPnpea28LHu0CSpsAUBphLwFgAlZZrG7mjNxuVAFg/edit?usp=sharing




3.2 网站

其次，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不一样的无现金付款，并学习使用无现金付款方式，我们

也做了一个网站，分享了一些常用的电子支付程序及如何使用，希望能提升国人对

无现金支付的接受程度。

网站链接：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6-25dianzizhifu/%E7%94%B5%E5
%AD%90%E6%94%AF%E4%BB%98%E8%B4%B4%E5%A3%AB/lazada

网站版面：

网页反馈：

别人都给予了很好的反馈：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6-25dianzizhifu/%E7%94%B5%E5%AD%90%E6%94%AF%E4%BB%98%E8%B4%B4%E5%A3%AB/lazada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6-25dianzizhifu/%E7%94%B5%E5%AD%90%E6%94%AF%E4%BB%98%E8%B4%B4%E5%A3%AB/lazada


4.反思

4.1 蔡伟俊

在科技迅速发展当下，我们更应该积极地把无现金支付融入生活中，改变习

惯，从而提升自己的生活素质。然而，人们却不幸地因自己生活的年代不同而对

无现金付款的看法和使用率不齐。比如说年长者因为多年使用现金付款而对新的

付款方式感到不适应，还是程序太过复杂而选择避免。还有青少年因为自己长时

间在学校里或者没有卡的情况下无法接触到电子支付。当然，无现金支付本身也存

有一些隐患如安全性问题和程序的复杂性。因此，从今年的专题作业中，我学到了

若要跨过年龄层的阻碍而达到智慧国愿景，不仅政府应该下足功夫，企业也有着

举足轻重的影响。人们也应该开放思想，尝试使用电子支付，让无现金付款成为新

常态。

4.2 林方哲

电子支付的普及化在我生活中一直都感受得到。疫情下，封锁中，我更常使

用了无现金付款方式，点餐、购物，并发现了电子支付的种种好处，想要让更多新



加坡人使用电子支付。经过这次专题，我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觉得电子支付浅

显易懂，无现金支付也并非十全十美。很多青少年，学校没有提供尝试用电子支付

的机会，家长也只给现金的零花钱。对于数码能力的年长者，应用程序复杂，看不

到现金也没有安全感。因此我也要懂得以多元视角看待事情，去看见别人的障碍，

并有针对性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也学到了，要我国迈向智慧国并不容易，我

们因此要更开放接受新科技，并且要愿意教不会使用的人，而不要把这些技巧视

为大家理应能掌握的。

4.3 傅科善

无现金支付，是一个全新的付款方式，是这科技时代的新产物。当初它问世

时，一度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有些人觉得十分新颖，抱着积极的态度迎接它，有

些人却充满抗拒，不愿意对这陌生的软件敞开心扉。当然这是因人而异、见仁见智

的，但由于现今世界已步入科技时代，要想迈向智慧国，国家必须重视无现金支付

的发展。这将不会是条容易的道路，不同的人对于电子支付都抱有不同的看法：出

生在科技发达的年代，从小便开始使用电子产品的年轻人自然会乐意尝试新事物；

跟上时代的中年人还能算得心应手；但许多不熟悉科技的老年人依然会倾向于使

用现金。这次的专题作业，不仅让我更深入地了解无现金支付的各种特征及各个

年龄层在使用它时面对的障碍，也让我意识到新加坡要想更全面推广无现金付款

及打造一个电子支付更普及化的社会，还必须在各方面多加努力，以进一步提高

各个年龄层的接受程度。最后，我也想感谢我的组员们，我们一直都在一个愉悦欢

乐的氛围中完成这份专题作业，不仅学习了很多，也加深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友情，

可谓是满载而归，获益匪浅。

4.4 沈永恩

在这个21世纪，科技开始变得越来越发达。随着时代的快速变化，我们付款
的方式也开始改变了。有了科技的帮助，无现金付款已经变成了普及化。在这次专

题作业，我学到了无现金付款能给我们社会的好处。有了电子支付，人们只要拿

着手机，不带现金也能畅通无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我也学到了社会中

的不同年龄层对于无现金付款方式有对此的意见。根据我们以上的调查，年长者

对无现金付款的方式有所迟疑，因为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这种付款方式比使用现金

更加麻烦与复杂。反而，大多数的年轻人都使用无现金付款的方式，因为他们对科

技的使用更娴熟。总而言之，为了让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无现金社会”，我们社会
的不同年龄层必须接受科技的发达，才能让我们的社会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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