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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课 

 广告的影响  

 

 

 

 

 

 

 

实用理财技巧 

受用终生 



 

                              广告的影响 互联网 

 

如今，我们的生活被广告和消息狂轰滥炸。在复杂且有时混乱 的消

费者信息和选择中，学生需要合理、切实地决定他们的金钱。 

本节课的相关链接和资源，请访问: 

practicalmoneyskills.com/teen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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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的影响 课程大纲 

概述 

在如今的现代社会中,我们所看之处似乎都是广告：网络,电视,广告牌, 杂志,

报纸,公交车,购物车,甚至手机。 

此外,一些形式的广告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影片中策略性放置的苏打

水罐。我们作为消费者，情不自禁地被它们影响和操纵。在这节课中,学生将了

解到用于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各种广告技巧和诉求。 

警告必须响起。本节课会讨论不道德的销售技巧,如“诱导转向法”，以及

常见的欺骗性促销如“快速致富计划”。紧接着，节目长度的商业广告（也叫“专

题广告片”）的相关信息也会被讨论到。 

 最后,学生会被要求制定一些用于查看和评价广告的指南。这个技能将帮助

他们在非常复杂的和不断发展的市场中做出理性的决定。 

目标 

    识别广告技巧是如何及时影响购买决策的。 

课程目标 

■ 理解并识别基本的广告技巧和广告诉求 

■ 理解并识别欺骗性的或可疑的广告技巧  

■ 举出常见的误导广告实例，并在每个实例中，识别出具有欺骗性或 可疑的广

告诉求和技巧。 

■ 在印刷广告和电视广告里区分事实和未经证实的表述 

 

        幻灯片目录 

10-A 常用的广告技巧  

10-B 销售技巧  

10-C 非道德手段  

10-D 误导广告的例子  

10-E 节目式广告(电视购物)  

10-F 广告的评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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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的影响 课程大纲 

学生活动 

10-1 什么吸引你?什么不吸引你?  

■ 本节课的前两周,让学生收集他们喜欢和不喜欢的的广告实例。同时让学

生们关注电视和网络广告。  

    ■ 让学生特别注意广告中的事实和未经证实的表述。  

    ■ 让学生在教室周围贴上印刷广告。  

    ■ 针对学生已经收集的或观看的广告，讨论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 

10-2 具有欺骗性或误导性的广告实例  

    ■ 让学生寻找他们认为具有欺骗性或有误导性的广告并带到课堂上。  

    ■ 让学生在教室周围贴上他们收集的印刷广告。 

    ■ 讨论每个广告中用到的具有欺骗性或误导性的技巧和诉求。 

10-3 运用在广告中的技巧，你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  

    ■ 讨论贴在教室周围的印刷广告使用的技巧和诉求。  

    ■ 如果你有电视商业广告的例子,讨论从中找到的广告技巧和诉求。 

10-4 尝试——做一个商业广告 

    ■ 把班级分成组。让每一组研究一个产品或服务。  

■ 请每一组为其产品或服务准备一个“商业广告”,使用一些在课堂上讨论

的技巧和诉求。 

■ 让每组向整个班级呈现其商业广告。让班级确定每组使用的诉求和技巧。  

    ■ 回顾本节课已经讨论过的识别各种广告技巧和诉求的方法。  

    ■ 强调如何发现事实和未经证实的表述之间的区别。 

10-5 测试你的广告知识 

     让学生完成有关各种广告技巧的书面活动。 

10-6 第十课 测验 

 

更多信息，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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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青少年        年轻人       成年人 

                  （14-18）     （19-25）     （26+）    

 

                                广告的影响 目标群体 

第十课 适合不同目标群体的学习活动 

 

 

 

    

学生活动 10-1                             

调查/访谈                 

实地活动    

学生活动 10-2    

网络活动    

学生活动 10-3    

小组活动    

学生活动 10-4    

学生活动 10-5    

第十课 测验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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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的影响 教学笔记 

什么吸引你?什么不吸引你?         

1. 印刷广告                         

   ■ 例子(来自学生带来的广告)  

   ■ 你喜欢什么?                    

   ■ 你不喜欢什么?  

   ■ 你会购买这种产品或服务吗?   

2. 电视广告  

   ■ 例子(来自学生带来的广告)        

   ■ 你喜欢什么?                     

   ■ 你不喜欢什么?                   

   ■ 你会购买这种产品或服务吗?     

3.其他(如：在线/电子邮件广告,广告牌,广播)    

   ■ 例子(来自学生带来的广告)              

   ■ 你喜欢什么?  

   ■ 你不喜欢什么?  

   ■ 你会购买这种产品或服务吗?   

讨论 
 
 
 
 

学生活动 10-1 
 
 
 
 

调查/访谈： 
 
 
 
 

让学生和几个朋友
或亲戚谈谈，以获
取他们使用广告的
相关信息。 
问题可能包括： 
广告帮你获得价格
信息了吗？ 
你最常看到打广告
的品牌是什么？    
 

常见的广告技巧和广告诉求                         

针对每种方法,讨论它是什么，并从学生带来的广告 

中找一个例子。同时讨论哪种技巧对于青少年来说往往是 

最有效的。 

1.信息  

2. 身份 

3. 同辈认可 

4. 英雄代言 

5. 对他人的身体吸引力  

6. 娱乐                                       

7. 智商  

8. 独立性  

9. 未完成的比较                                             

 

讨论 
 
 
 
 

实地活动 
 
 
 
 

让学生收集来自报
纸杂志或影片的不
同广告技巧的例子 
 
幻灯片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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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的影响 教学笔记  

销售技巧                                            

针对每个技巧,讨论它是什么，并从学生带来的广告中

找一个例子。同时讨论哪种技巧对于青少年来说往往是最有

效的。 

1. 保证  

2. 稀缺性  

3. 感知对比  

4. 科学的或数字化的声称  

5. 消极优先购买权 

 
讨论 

 
 
 
 

幻灯片 10-B 
 

非道德手段                                                                                           

针对每种方法,讨论它是什么，并从学生带来的广告中

找一个例子。同时讨论哪种技巧对于青少年来说往往是最有

效的。                                            

1.“诱导转向法”                                    

2. 利用恐惧和疑虑 

3. 潜意识广告 

4. 夸张描述 

讨论 
 
 
 
 

学生活动 10-2 
 
 
 
 

幻灯片 10-C 

常见的误导性广告                                                                

针对每一种广告类型，讨论它是什么及它倾向于使用                  

的技巧，并寻找其在广告中出现的征兆。                                                 

1. “快速致富”计划                                    

2. 医疗欺诈行为                                                                                               

3. 信用修复                                           

4. 产品虚假表述      

讨论 
 
 
 
 

网络活动： 
 
 
 

去 fraud.org 获得
常见的欺骗消费者
的信息 
幻灯片 10-D  

哪些技巧吸引你？                                                              

                                                          

             

学生活动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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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的影响 教学笔记  

节目式广告(电视购物) 

1. 它们是什么？ 

2. 如何取识别它们？ 

3. 使用的诉求和技巧  

讨论 
 
 
 
 

幻灯片 10-E  

评估广告的基本规则 

1. 广告感染你的情绪吗?尽量将你的虚荣心搁置一旁，

找出广告中有关产品或服务真正说出的(或者没有

说的)信息。 

2. 这个产品的特点是什么?你需要那些特点吗?  

3. 搜索广告中的欺诈和骗术。 

4. 提防误导性的广告(那些关于产品或服务不合理的

表述)  

5. 仔细阅读细则或倾听。   

讨论 
 
 
 

小组活动  
 
 
 
 

让学生设计一种评
价广告有用性的方
式。 
幻灯片 10-F 

尝试——做一个商业广告！  

1. 小组项目 

2. 班级展示 

3. 班级讨论 

学生活动 10-4 

测试你的广告知识 

1.书面测验                                                                                       

学生活动 10-5 

第十课  测验                                                                                  

                                                         

测验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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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你的广告知识  习题答案 

在划线处，填入下方表述内容所对应的广告技巧或诉求的对应字母。 

  a) 加入团伙                                  h) 消极优先购买权 

  b) 英雄代言                                  i) 信用修复 

  c) 未完成的比较                              j) 数字化的声称  

  d) 独立性                                    k) 保证 

  e) “快速致富”                              l) 廉价吸引力 

  f) 利用恐惧和疑虑                            m) 有科学依据的声称 

  g) 身体吸引力                                n) 感染性的短语和口号 

1.  h  今天返还这张卡片,开始每个月收到三张 CD。任何时候,如果你决定不再

要 CD，十天内归还即可。 

2.  d  如果你是能够自己思考和行动的那种人,驾驶我们的汽车吧, 你会相信你

买不到比这更平稳的车。 

3.  k  我们承诺你的新电池能够持续使用一生，否则退钱。 

4.  c  清洁剂对油脂和污渍的去除效果更好。 

5.   j  四分之三的牙医推荐这种牙膏。 

6.   a 每个人都使用这个产品。你为什么不呢？ 

7.   l   价格美好，时间有限！所以现在买吧,因为你不会再看到这样的价格了。 

8.   m  经过一流医生的多年研究,我们研制了这一药丸。餐前一小时服用，你

就可以吃任何想吃的东西而没有增重的烦恼。 

9.  n 你发现自己无意识地唱着商业广告中的曲子。 

10.  b 如果著名的运动员先生/女士穿这种类型的内衣,难道你不应该穿吗? 

11.  g 只要喷我们的古龙香水,你再也不会独自一人度过星期六! 

12.  e  在你的家里工作,兼职,每周最多赚 10,000 美元。 

13.  i 无论你的信用多么不好,花费少量费用,我们可以帮助你得到你一直想要

的汽车或货车。 

14.  f  我们完整的家庭课程,配套补充的录像带和工作笔记,旨在增加你获得更

好成绩的机会，无论哪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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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你的广告 知识习题 

在提供的空白处回答以下问题 

15. 解释并举例说明“诱导转向法”广告技巧。 

通过给便宜货打广告诱惑你进入商店。一旦进入，你会得知这一商品是买不到的。

然后店家会展示给你一个更高质量的类似产品，但价格更贵。  

 

 

16. 解释并举例说明“超市特价“广告技巧。 

广告产品要么缺货，要么消费者无法以广告价格购买。  

 

 

 

17. 解释并举例说明使用“有科学依据的声称”的广告。 

在没有法律所要求的证据的情况下，广告做出的“有科学依据”的声称。 

 

 

 

18. 解释并举例说明使用“廉价吸引力”的广告。  

人们倾向于买便宜货。但大部分所谓的“便宜货”根本不是真正的便宜。  

 

 

 

 19. 列出三种方法来发现节目式的商业广告。 

寻找类似于节目内容的商业广告。     

检查赞助商身份。 

警惕声称这一产品比其他产品“更好”的节目。  

 

 

 20. 如果你从节目式广告中买东西，列出两件你可以做的事情，以保护自己。 

    使用信用卡来支付商品。 

通过邮件订购或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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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测验：广告的影响 习题答案 

对-错题  

1.  t   广告中的“未完成的比较”会给消费者提供不完整的信息。 

2.  t   缺货的广告特价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技巧。  

3.  t   由于向信贷困境中的消费者做出了承诺，信用修复服务广告可能会误导

消费者。 

4.  f  电视购物是一种类型的“诱导转向法。 

5.  f  购买者对商业广告中的产品所做出的评论，通常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 

选择题 

6. D  使用著名人物所做的广告  

  是      广告技巧的例子。 

  A.同辈认可 

  B.未完成的比较  

  C.身份  

  D.英雄代言  

7. D  书籍、磁带和音乐 CD 在销售中 

   通常使用: 

  A.感知的对比  

  B.数字化的声称  

  C.未完成的比较  

  D.消极优先购买权  

8. B  是一个不道德行为的例子。 

   A.电视购物  

   B.断章取义的引用 

   C.在家工作的机会   

   D.比较广告里的定价  

9.  C 一个节目式广告通常被称为:  

    A.“诱导转向法”  

    B.感知的对比  

    C.电视购物  

    D.行动保证  

10. A  广告里最有用的信息是:  

    A.价格  

    B.产品用户的评论 

    C.产品配件的列表 

    D.来自名人的代言 

案例应用 

最近的电视节目和商业广告提供一种烹饪的新方法，可以省钱、减少脂肪,

并改善风味。看起来这个烹饪设备真的很不错。一个人在花钱买这种产品之前，

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购买之前,应该进行几种类型的研究。联系当地或州消费者

机构，确定是否有人对公司进行过投诉。跟买过这个商品或类似商品的人聊一聊。

搜集图书馆研究或互联网研究以获取额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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