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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经素养教育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素养 具有民族根基、国际视野、多元融

合、创新有为的现代公民。 

开启孩子幸福人生之门 



2017年10月接到课题申报通知 

1.组建教师团队凝聚学科智慧 

主动学习 积极研讨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2.落实学研并重指引实践方向 

利息利率知识调查问卷 

部分财经素养教育论文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课程目标】丰富学生财经素养知识，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财经

决策的能力，树立正确的财富与人生幸福观，做好人生各阶段财经规划，

成就幸福人生。 

知识层面： 

能力层面： 

实践层面： 

行为层面： 

心理层面： 

理解财经决策的基本概念 

掌握财经分析的方法，学会控制风险 

运用于生活，理性消费，合理储蓄，生涯规划 

塑造自律、守信、分享等良好的行为习惯 
把握自己和他人的真实需求，避免财经决策心理误区 

——北师大苏淞教授 

3.构建课程体系统筹课程资源 

过程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课程评价】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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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与学科融合 

• 以课堂教学

为主阵地 

跨学科融合 

• 以项目式学

习为主要方

式 

与生活融合 

• 综合运用知

识，解决生

活中的真实

问题 

4.推动学科融合面向全体学生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1）与学科融合——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 

数学 

• 存贷款的

利率计算

及损益的

数据分析 

物理 

• 效能应用

与消费决

策 

政治 

• 理性消费

及权益保

护、制度

影响经济

发展 

地理 

• 区域经济、

人口地理

与人口经

济 

历史 

• 货币的发

展过程、

重大经济

事件对人

类文明进

程的影响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4.推动学科融合面向全体学生 



【案例1】历史：《宋朝时期的都市和文化》 

【融合思路】将恩格尔系数引入历史课堂，让学生设计宋朝普通城市居民一个月的开支明细表，分析支
出中食物所占的比重。引导学生从文化消费的角度进行古今对比，让学生认识到宋朝城市居民大部分的
收入用于文化消费，反映出宋朝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之高。从而使学生重新衡量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的价
值，从而树立起正确的财富观、义利观。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
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1）与学科融合——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 

4.推动学科融合面向全体学生 



【案例2 】地理：《中国的工业》复习课 

【融合思路】用工业选址建立地理要素与经济发展的联系，进而培养学生用地理的眼光探索经济发展，

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运用地理知识。 

   甜蜜的事业:如

果将来有一天，你

想开一家糖厂（原

材料指向型），你

会选择开在哪里呢？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1）与学科融合——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 

4.推动学科融合面向全体学生 



【案例3 】物理：《电功率》 

【融合思路】综合运用实验

和调查法，并通过能效的计

算，分辨广告宣传语中的不

科学因素，从而能在日常生

活中作出理性的消费决策。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1）与学科融合——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 

4.推动学科融合面向全体学生 



（2）跨学科融合——以项目学习为主要方式 

        项目式学习与财经素养教育有机结合

能够发挥更大优势：更加优化学生知识结构

(跨学科知识的融合），丰富社会实践内涵，

强化能力培养。完成项目任务过程中提升和

培养正确财经素养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 

【案例4】《揭秘校园贷》 

【融合思路】融合历史、数学学科学科知识，
以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实际利率与当代贷款
利率的古今对比，认识贷款利率的历史变迁趋
势。通过数学计算揭示非法校园贷隐藏的利率
陷阱，使学生认识到非法“校园贷”在广告宣
传上误导青少年，其真实贷款利率远高于正常
银行贷款。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4.推动学科融合面向全体学生 



【案例5】《研学旅行》 

        ——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2）跨学科融合——以项目学习为主要方式 
4.推动学科融合面向全体学生 



• 文祖队的同学选择文化包装，组合发售。该组同学便计划将青梅装于

竹筒中，同时预留资金加以包装，在即将到来的莞外美食节义卖活动

中发售。所得资金计划全部捐给学校爱心助学基金。 

• 再比如，由于星梦连分队创造性地进行融资。项目启动资金只有120

元，在考察的过程中，共集资820元，加上120元原有项目资金，共

有940元启动资金。所得资金计划全部投入爱心助学基金。 

• 同学们在交流、分享与协作中，体验了劳动创造财富及合理管理财富、

回馈社会带来的快乐，实现了立德树人的课程目标。 

向韶关始兴初中捐赠助学基金 初二学生代表向韶关始兴小学捐赠图书 研学中的财经素养课程延续到美食节活动 

跨学科融合   ——项目学习【案例5研学旅行》】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3）与生活融合   ——综合运用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 

         学生不仅要能应用所学的学科知

识，还要懂得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将这些

知识学以致用，积极地收集信息、获取

知识、探讨方案，以此来解决现实生活

中的问题。 

这款背包单价是MB599； 
促销活动一：两件八折；
促销活动二：领箱包购物 

满199，减60； 

满499，减150； 

满1299，减300 

问题：如果不限个数，
怎样买单价最低？ 

件数【a】 1 2 3 4 4 4 5 6 
单价【b】 599 599 599 599 599 599 599 599 
订单拆分       4 2+2 3+1 3+2 3+3 
折扣【c】 1 0.8 0.8 0.8 0.8 0.8+1 0.8 0.8 
总金额【d】=a*b*c  599.00   958.40   1,437.60   1,916.80   1,916.80   2,036.60   2,396.00   2,875.20  
买满减【e】 150 150 300 300 150+150 300+150 300+150 300+300 
实付金额【f】=d-e  449.00   808.40   1,137.60   1,556.80   1,616.80   1,586.60   1,946.00   2,275.20  
实付每件单价【g】=f/a  449.00   404.20   379.20   389.20   404.20   396.65   389.20   379.20  

结论：在这次购物打折活
动中，并不是买得越多越
好，而是买3件的时候，
每件单价最低 

【案例6】《双十一省钱秘籍》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4.推动学科融合面向全体学生 



【案例7】《莞外GIA绿创生物微公司》 

学生自己耕种、自己经营校园绿色农场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3）与生活融合   ——综合运用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 

4.推动学科融合面向全体学生 



5. 规划职业生涯奠基幸福人生 

小学生角色扮演了解社会 高中生探索自我科学决策 初中生职业体验遇见未来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6.引入社会资源服务个性发展 

引进国外专业课程《My way 小小企业家》 与JA中国、VISA中国等公益机构合作开发校本选修课程 

二 、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 



展示分享交流 

1.学生发展 

（1）拉近了学科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教育接地气） 

（2）学生获得了真实的生活体验，提高了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为未来的生活奠定了基石 

（3）打破了唯分数的评价桎梏，激发了学习兴趣，学生

的个性化成长得以满足 

三、财经素养教育的意义 



开展跨学科研究 1.学生发展 

三、财经素养教育的意义 



2. 教师发展 

（1）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得以丰富（不再只关注自己

的一亩三分田，丰富了教学内涵，提升教学质量。） 

（2）跨学科教师协作团队得以形成并发展。 

（3）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和成就感得以提升。 

三、财经素养教育的意义 



3. 学校发展 

（1）财经素养教育实践顺应了国际与国内教育改革

的潮流，使学校站在了教育改革的最前沿； 

（2）近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品质。以财经素养教

育研究为契机，推动学校由注重“教与学”走向“教

学研”并重； 

（3）丰富了学校的校本课程体系，更好的培养学生

核心素养。激励学校积极推动包括财经素养教育在内

的综合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

终身发展。 

三、财经素养教育的意义 



4.家长发展 （1）孩子的追问倒推家长学习 

（2）孩子的成长促使家长观念转变 

三、财经素养教育的意义 



东莞外国语学校 
 

Dongguan Forign Language School 

         推进财经素养进课堂

的生活化、常态化实施，
让孩子们正确理解人与财
富、幸福的关系，学科融
合是一条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