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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智购物 网站 

 

理智购物网站 

 网络可能是我们社会最广泛最具动态性的信息来源。以下网站能为学生

等提供最新信息、帮助和与本课程有关的资料。“com”域名的网站是商业

网站，“.org”域名的网站是非盈利网站，“.gov”域名的网站是政府网

站。 

《消费者报告》 consumerreports.org 

消费者话题 consumerworld.org 

品牌、价格和特性比价网站

PriceSCAN  
pricescan.com 

美国消费者门户和联邦消费者信息中

心：政府信息来源 

comsumer.gov 

pueblo.g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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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智购物 课程大纲 

 

概述 

“我到哪去买 DVD 播放器，哪个牌子最好？虽然我喜欢的冰淇淋品牌正在促销，但购买

商店品牌的冰淇淋是否更便宜一些？” 

我们都想让手中的钱发挥最大的价值。但要成为明智的消费者，需要准确的信息和大量

的实践。本课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他们的购买选择，帮助他们锻炼寻找想买的商品的最

佳价格的技巧。 

第四课首先介绍比较购物的概念，并让学生意识到他们作为消费者的许多选择。接下来，

学生们将练习在服装或电子设备上做出明智购买决定的必要步骤。 

今天，我们对到哪里购物和怎样购物有许多选择。学生通过研究商店、邮购或网上购物

购买同一商品来比较不同的购物渠道。最后学生将学习从杂货店的众多购物选择中理清

头绪，包括对大多数杂货店使用的单位定价系统的解释。 

本课推荐了与学生学习目标相关的教学策略、教学笔记、活动、演示文稿和测试，课程

末尾还提出了帮助学生将理智购物的概念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思路。 

 

学生的成绩目标是： 
■
 认识到在购买前做比较的必要性。 

课程目标：学生将…… 

 4-1  比较他/她使用的物品的购物选择。 

 4-2 为做出明智的购物决定收集适当的信息。 

 4-3 运用比较购物技巧选择最合算的购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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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智购物 教学笔记 

4-1学生将比较他/她使用的物品的购物选择。 

有哪些购物选择？ 

     
■
  定义比较购物和与之相关的术语： “名牌”，
“普通品牌”，“折扣店”，“旧货店”。谈谈为什
么对于明智的购物者而言比较产品和购物渠道
是很重要的。 

     
■
  列出学生定期购买的物品的清单。收集商店为
这些商品做广告用的广告和商品目录。让学生
把他们喜欢的商家的广告或商品目录带到课堂
上，用这些资源比较商品的价格。 

     
■
  从不同的折扣店或商场收集商店广告，让学生
从中将想要购买的商品挑选和剪裁下来。 

     
■
  收集最近购买的物品的标牌和标签，包括从旧
货店和寄售商店所购物品的标签。 

     
■
  使用在线渠道查询所选商品的价格。许多大型

商店都有自己的网站。 

     
■
  用图表来比较每个学生最喜欢的软饮料的价

格。通过同样的活动来比较牛仔裤的价格。（活

动 4-1） 

     
■
  对各种可乐饮料进行味道盲测：百事可乐，可

口可乐和一种商店品牌的可乐。让学生们对

A、B 和 C 三种饮料进行抽样调查，将他们的偏

好记录在黑板上，谈谈口感如何。他们能辨别

出哪一个是商店品牌吗？ 他们最喜欢哪种饮

料？强调有时一个普通品牌或商店品牌的产品

与名牌产品一样好，或者比名牌产品更好，而

且通常更便宜。 

 

讨论 

互联网 

学生活动 4-1 

 

 

 

 

 

 

 

 

 

 

你应该知道的术语 

     
■
  比较购物 — 比较商品及其价格，找到符合我

们需求的最合算的商品的做法。做一个明智的

消费者需要计划和练习。花时间和精力把你的

钱用得更好是值得的。 

   

演示文稿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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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购物 教学笔记 

     
■
  名牌 — 一种产品或其商标的名称。一个响亮

的名字可以帮助顾客判断产品的质量（如魅力
牌卫生纸）。 

     
■
  普通品牌 — 没有品牌包装的产品。一般情况

下，买普通品牌的商品会省钱，因为顾客不会
为营销产品的额外成本买单。普通品牌和名牌
产品通常是在相同的工厂生产的。 

     
■
  折扣店 — 这类商店是能够以极具竞争力的价

格提供商品的大型连锁商店的一部分（如沃尔
玛）。 

     
■
  旧货店 —这种商店销售二手货或旧货，价格要

比购买新品便宜很多（如美国的公益二手商店

“Goodwill”）。 

 

选择对比 

这项活动鼓励学生在决定之前考虑各种选择。 

     
■
  学生调查每个选项的价格。 

     
■
  讨论不同的可选商品。 

     
■
  询问他们会怎样选择，为什么。 

     
■
  提醒他们答案没有对错之分。 

     
■
  鼓励他们去思考与不同金钱支出之间的差别。 

   

学生活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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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购物 教学笔记 

4-2  学生将收集适当的信息，做出明智的购物决定。 

决定购物的种类 

     
■
  解释消费者需要做决定。 

     
■
  讨论在比较商品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演示文稿

4-2a）。 

     
■
  给“保修单”下定义，展示过去购物的保修单。 

   

演示文稿 4-2a 

比较相似的商品 

     
■
  利用演示文稿 4-2b 和 4-2c来说明如何为特定产

品定做一个比较购物图表。 

     
■
  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让每组学生利用比较

购物技巧选择“购买”一件衣服（如皮夹克，
跑鞋）或一件电子设备（如便携式 CD 播放机，
电脑显示器）。 

     
■
  让每组学生为他们的购物设置一个预算限额。 

     
■
  然后学生们使用商品目录或互联网来确定购买这

一物品的三种备选方案，这三个备选商品可以

在一家店。让学生把他们找到的信息记录在一

个表格上（活动 4-2a 和 4-2b）。在对比完三个

商品的价格和各自的特性后，让他们将结果展

示给全班同学。 

演示文稿 4-2b, 

4-2c 

互联网 

学生活动 4-2a 

学生活动 4-2b 

比较购物渠道 

     
■
  在决定一个人的钱购买什么最合算之前，考察在

比较商品过程中应当考虑的价格以外的其他因
素。 

     
■
  通过头脑风暴列出一份购物清单。 

     
■
  让每个学生选择一种他们实际计划在不久的将来

要购买的商品。他们应该选择可以从多种渠道
购买的商品。 

     
■
  要求他们写下物品的名称、价格，以及可能出售

这种商品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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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购物 教学笔记 

     
 
   提醒他们要明确品牌名称，型号和品牌特色。

不同的商店不是总有完全相同的产品，尽管品
牌名称可能是一样的。 

     
■
  让学生比较通过商店、邮购或网购购买相同商品
的费用。学生可以查看商店的广告，亲自去或者
打电话给商店查询价格和其他信息，或者打电话
给商店了解他们的价格。他们还可以用邮购商品
目录和互联网收集相关信息。让他们研究商品并
将结果记录在活动 4-2c的表格中。 

  

 

互联网 

学生活动 4-2c 

决定购买的商品的类型 

做一个理智购物者意味着要问你自己这些问题： 

     
■
  我要什么？ 

     
■
  我需要什么质量？ 

     
■
  我能花多少钱？ 

     
■
  我要去哪里购物？ 

     
■
  产品有保修单吗？（保修单——商品的书面保

证。如果在保修期内产品的质量出现问题，将

免费维修或更换。） 

   

演示文稿 4-2b, 

4-2c 

对比类似的商品 

购物时除了价格还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买一条牛仔裤，

如果想穿得久，在考虑价格的同时还要关注质量。有时候

花时间和精力等待促销是值得的。通常同一商品的价格会

随地区、商店类型和季节的不同而不同。同样，你可能也

会发现，在同一商店同一种商品的价格也有差别（如收音

机），这取决于品牌或生产商。可供比较的因素包括：价

格、特性、功效、保修和商店政策。 

 

比较相似商品 

它们被用来组织你购物时需要比较的信息然后做出明智的

购物决定。你可以使用图表来比较类似的产品。你也可以

比较同一商品的不同购物渠道。 

学生活动 4-2, 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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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购物渠道 

购物渠道包括：百货公司、折扣店、旧货店、跳蚤市
场、旧货市场、仓储俱乐部、电视购物网络、邮购商品
广告目录，网络购物等。 

  

   

学生活动 4-2c 

第四课测试：购物决定    

测试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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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购物 教学笔记 

4-3学生将运用比较购物技巧选择最合算的商品。 

你如何选择最合算的商品？ 

     
■
   定义“单位定价”并解释它的原理。 

     
■
  让学生们对在杂货店里出售的产品进行头脑风
暴。列出这些产品的包装和销售所用的各种计量
单位，如夸脱、磅、盎司或份。然后通过用总价
格除以单位数量来帮助学生计算商品的单价。 

     
■
  谈谈如何使用基本的单位定价系统信息来寻找最

合算的商品（演示文稿 4-3a）。 

     
■
  利用演示文稿 4-3b 讨论我们比较常用商品的各

种技巧，如食品杂货和个人护理用品。 

     
■
  让学生在活动 4-3 中练习使用这些技巧比较价格

并找到最合算的商品。 

 

演示文稿 4-3b 

讨论 

学生活动 4-3a 

单位定价 

大多数杂货店都使用单位定价系统来帮助顾客比较不同品
牌的价格和产品的包装尺寸。产品下面的货架上有特殊标
签，标明产品的名称、价格、尺寸或重量，以及单价。单
位定价告诉消费者每品脱、夸脱、磅、盎司或其他计量单
位的产品的费用是多少。例如，它让顾客得以比较 3磅装
的胡萝卜和 2磅装的胡萝卜的价格，找到每磅价格最合算
的商品。 

  

   

演示文稿 4-3a 

计算单价 

1. 10 磅装的马铃薯，价格 2.60 美元，单价（每磅价格）
是多少？ 

2. 5 个装的热狗价格为 2.50 美元，那么单价（每份价
格）是多少？ 

3. 3 盎司灌装的肉桂促销价为 99 美分，单价（每盎司价

格）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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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购物 教学笔记 

单位定价（演示文稿 4-3a） 

     
■
  虽然 28 盎司的花生酱价格更高，但由于每盎司

的单位价格合算，这是更好的选择。 

     
■
  当一个品牌商品的价格是一罐的价格，另一个

品牌的价格是两罐的价格时比价比较困难。单

位定价能让你很容易地做到。请注意商品的规

格也是不同的。看看如果你购买商店品牌，你

将多得到多少玉米！ 

   

演示文稿 4-3a 

食品常用品比较购物（演示文稿 4-3b） 

     
■
  比较最佳交易每单位的价格。学习阅读产品下的
标签。 

     
■
  将同一产品的不同品牌进行比较，以获得最好的
价格。普通品牌或商店品牌通常比较便宜。 

     
■
  检查特定品牌的销售情况。大多数商店都为每周
一次的销售活动做广告。 

     
■
  阅读标签。标签列出了配料和重量，并告诉你按
照相应的价格得到了多少商品。他们还会给出一
个包裹里的份量，这样你就可以按照你需要的规
格购买。 

     
■
  在比较产品时看看产品的重量，而不仅仅是产品
的包装尺寸。 

     
■
  只有在实用的情况下才买较大包装的商品。确保
你会用完购买的商品，而且保鲜期要足够长。 

     
■
  在近处购物——不要去太远的商店。长途开车或
辗转于几家商店之间会花费你的时间和汽油费。
合并购物行程以节省汽油。 

     
■
  只在你使用的物品上使用优惠券，不要为你不喜
欢或不愿使用的物品使用打折优惠券。 

     
■
  在折扣店购买非食品杂货（肥皂、除臭剂、纸制

品等）。这些商品在杂货店的价格往往更高。 

   

演示文稿 4-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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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合算的商品 – 在学生完成工作表后（活动 4-3），询
问为什么购买“最合算的商品”对于你的情况而言可能不
是最佳选择。最合算的商品不一定都是最佳选择。工作表
中可能的示例有： 

1. 对于你来说，柔软的、袋装的产品比硬盒子包装的产
品更方便储存或运输。你不需要那么多的谷物。 

2. 相 比 “ Crispy ” 牌 的 椒 盐 脆 饼 干 ， 你 更 喜 欢
“Crunchy”牌的椒盐脆饼干的味道。 

3. 你只需要 10 份。你的冰箱里装不下一个大瓶子。你想

要盒装果汁，盒装果汁能更方便地与你的午餐打包在

一起。 

   

学生活动 4-3a 

 

第四课测试：比较购物 

   

 

测试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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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购物 

 

练习和推广理智购物相关概念的其他活动： 

     
■
  让学生带来最近购物的标签和标牌。用他们的标牌和学生从商品目录和广告上

剪下的各种商品和价格的图片制作一个广告牌。 

     
■
  带学生到旧货商店进行一次实地考察。考察之前，让学生们选择他们将要在旧

货商店寻找的衣服。要求他们研究并写下诸如运动鞋、牛仔裤、夹克或裙子等

一般商品的价格，如果这些商品是全新的话。如果在旧货店买了二手货，请他

们把相同商品的价格也写下来。 

     
■
  问学生主要买了哪些东西。他们对自己支付的价格和所购商品的质量是否满意？

请学生谈谈购物错误（或分享他们的故事）。向他们解释我们都会犯错并且从中

学习。每个人的衣橱、车库或房子里都有他们曾以为合算的商品，但它们并不

是。我们犯这些错误的原因有哪些？ 

     
■
   利用每周的杂货店广告，让学生计算出各种促销商品的单价。将这些价格与商

品的原价相比较。 

     
■
  以班级为单位组织一次派对或聚餐。选定菜单，让不同的小组负责购买不同的

物品。到杂货店实地考察，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让学生们查看商店的广告，

对比价格，列出具体的品牌/规格，提前剪下所需商品的优惠券。计算他们省下

的钱。 

 

www.practicalmoneyskills.com  理智购物  教师手册 4-xi 



 姓名                                                                              日期 

                                                
 

第四课测试：购物决定 
 

选择正确的答案。 

1. 
c 

 做一个理智的购物者要做到： 

a. 快速做决定 

b. 只要价格是最低的，去多远的地方购买都行 

c. 比较选择 

d. 总是购买名牌商品 

2. d  产品的书面保证叫做： 

a. 顾客 

b. 退款政策 

c. 品牌名称 

d. 保修单 

3.  c   最佳的购物选择是： 

a. 总是在品牌店购物 

b. 我的朋友买什么我就买什么 

c. 在购物之前比较各种选择 

d. 总是网上购物 

4. 
a
   我需要一件耐用的产品，那么我应该对比产品的： 

    a. 耐久性 

b. 价格 

c. 功能 

d. 品牌 

  

5. b  我需要尽快得到所购买的东西，那么我应该比较商店的： 

a. 品牌 

b. 发货期 

c. 运费 

d. 保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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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日期 

                                                
 

第四课测试：比较购物 
 

选择正确的答案。 

1. b  以下哪项不属于比较产品的可靠方法？ 

a. 每单位价格 

b. 包装的规格 

c. 标签上的重量信息 

d. 商店广告上的价格 

2. d    单位价格标签不包括以下哪项信息？ 

a. 产品成本 

b. 产品名称 

c. 每单位价格 

d. 产品新鲜度  

3.  a    一家商店宣传 24 罐苏打水售价 5.99 美元。那么 12 罐同样的苏打水的价格

是 3.99 美元。以下哪条信息能帮助你识别更合算的商品？ 

a.每罐价格 

b. 总重量 

c. 品牌名称 

d. 商店的地点  

4. b    你家旁边的商店牛奶的售价为每加仑 3.29 美元。10 英里以外的另一家商店 

牛奶的售价为每加仑 3.24 美元，为什么 3.29 美元的牛奶是更好的选择？ 

a.它不是更好的选择。另一家的牛奶便宜 5美分。 

b. 去另一家商店耗费的油费要超过 5美分。 

c. 它每加仑的价格更低。 

d. 贵的牛奶总是更新鲜。 

5. 
c
    32 盎司装的薯片比 12盎司装的每盎司价格低为什么。你应该买 32 盎司装    

的薯片： 

    a.因为包装更大。 

b. 即使你不喜欢这个牌子的薯片。 

c. 只要你能吃完它。 

d. 因为你始终应该购买促销的商品。 

www.practicalmoneyskills.com  理智购物  测试答案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