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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参加《财务事项》的学习！
《财务事项》课程的宗旨是帮助你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务，从而更好地照
顾自己。我们将探讨如何在网上和日常生活中管理资金。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处境如何，思考和公开谈论金钱都可能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即使跟很熟的人谈论金钱也可能很困难。开始时，要对自己有
耐心。随着你了解的更多，你将越来越善于管理自己的资金。你甚至会在
谈论金钱时更加自信。

当你对自己的资金管理充满自信时，你的压力就会减轻。你会有更多的精
力去做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

你将学到什么？
在今天的工作坊中，你将学到：

• 我们购物的原因 

• 看待购物习惯的方式

• 怎样通过“比较购物”来省钱

• 做出明智购物决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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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购物
本学习手册的主题是购物。我们购买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东西，例
如食物和衣服。我们还购买我们想要的东西，比如生日装饰品或
一本新书。

购物的过程就是决定如何得到你想要或需要的东西。购
买、借用和交换是不同类型的购物。

“需要”是你必须拥有和不能没有的东西，比如食物。

“想要”是“有则更好，没有也没关系”的东西。 

有很多方法可以获得你需要和想要的东西。你可以：

• 从商店购买

• 从朋友那里借用

• 用你已有的东西交换你想要的东西

在加拿大，大多数人通过购买获得他们需要和想要的东西，因此我
们在本手册中主要讨论购买。但有时，借用或交换是获得你所需要
的东西的更好方式。

第 27 页列明了所有相关的财务词
汇及其定义。



3

学习手册 5：明智购物

有时，做出明智的购物决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你必须考虑：

• 你想购买的物品是否会有用 

• 在你的支出计划中，哪些采购项目最为重要

• 价格是否划算

思考自己是如何做出购物选择的，这可以帮助你在未来做出更好
的购物决定。

支出计划或预算是关于如何花钱的计划。它可
以帮助你计划好，你将如何为你需要和想要的
东西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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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算你的资金
想一想你的钱、你的家庭和你的生活。在为自己或家人买东西方
面，你会提前做好计划吗？

勾选最符合你的情况的陈述：

我喜欢到了商店后再决定当天我想买什么。

当我去购物时，我通常已经想好了我要买什么。但我不
会在购物前拟定购物清单或做任何研究，因为我可能会
改变主意。

我只买我真正需要的东西。在我去购物之前，我会到处
看看，以确定哪里的价格最优惠。

以上都不符合我的情况。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你是否觉得谈论购物和选择如何花钱是一件困
难的事情？好消息是：资金管理是一项技能。这意
味着你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改进自己的资金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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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丹增和莱利
丹增喜欢犒劳自己。他经常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光顾自己最喜欢的
电子产品店，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东西。他努力工作赚钱，当他全额
付现购买某样新东西时，他感到非常自豪。他特别喜欢拥有每个人
都在谈论的新商品，例如最新款的智能手机。有时，尽管他的旧手
机可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他还是会买一部新手机。

莱利保存账单、生日和其他事件的日历，因此她知道自己每周和每
月的开支。她计划每周逛一次杂货店，看看宣传单，了解有哪些特
价商品。当莱利确定她只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需要某样物品时，
她通常会尽量从朋友那里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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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谈谈
丹增和莱利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购物，他们也有不同的购物习惯。

• 丹增有哪些购物习惯？

• �莱利有哪些购物习惯？购物让她感觉如何？

• 在购物方面，你更像丹增还是莱利？

• 你有什么特别引以为豪的购物故事吗？

我们都有不同的购物习惯。花一些时间想一想你的购物习惯。你可
以在下面写下来，并在小组中分享。

某人的购物习惯是指他们在如何花钱、在哪些地方花钱方
面的通常模式。购物习惯分为好习惯、坏习惯和中性的习
惯。在你的一生中，购物习惯可能会发生变化。

我的购物习惯示例：

问一问自己…
• 我对自己的购物习惯感觉如何？

• 有什么我想改变的购物习惯吗？

• 有什么我想学习的新的购物习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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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学习购物
购物不是一件你一次性学完的事情。你可能有过很多不同的经历，
这些经历塑造了你对购物的看法和你的购物习惯。你的想法和感
受可能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勾选以下各项中适用于你的项目。你
也可以添加自己的想法。

以下这些因素塑造了我的购物习惯：

由于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购物。这是正常
的！做明智的购物者也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对别人而言有效的资金
和支出管理方式可能并不适合你。作为购物者，你需要自己决定哪
些购物习惯最适合你。

我小时候的经历

我的父母或祖父母

我对自己的感觉

我有多少钱

我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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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和支出
可能影响你对购物的看法和感受的一样东西是广告。广告通常寻
求影响你的情绪。发布广告的公司希望你相信，他们向你兜售的东
西具有改变生活的神奇力量。

广告就是劝你花钱或买东西的任何信息。你可能会
在公交车、电视、互联网上看到广告，或者，也可能会
通过邮件收到广告。

广告通常使用鲜艳的色彩和令人兴奋的语言，目的是让你相信，他
们销售的东西会改善你的生活，而你立刻需要这样东西。以下是你
会在广告中听到或看到的一些常见用语：

• 新款、改进型

• 限时优惠

• 你值得拥有

• 巨划算

• 立竿见影

让我们来谈谈
与一个伙伴或在小组中讨论这些用语。

• 你听说过或见过其中的某个用语吗？

• 你在哪里看到过这个用语，那个广告卖的是什么？

• 为什么每个用语都可能说服某些人买东西？

• �你认为企业使用的这些用语是否与其产品的真相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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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广告
看看本页的两个广告。它们使用哪些词、短语或图片来说服你购
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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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型消费
当你了解商家如何设计解广告以改变你的想法和情绪，这能帮助
你避免冲动型消费。

冲动型消费是指你购买某样并未计划购买的东西。冲
动型消费没有最低或最高价格。如果你在买东西之前
没有考虑过，那很可能就是冲动型消费。

冲动型消费并不总是坏事。有时，你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准确
地找到你需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经常在没有提前计划的情
况下购物，这可能会使你更难为大笔开支储蓄或为你真正需
要的东西付款。

以下这些小贴士可以帮助你避免冲动型消费。请添加你自己
或其他小组成员的点子。

防止冲动型消费的小贴士 

• 不要在疲倦或饥饿时购物

• �在购物前花点时间等待并考虑你需要什么

•  去商店之前列一个清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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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谈谈
购物计划可以帮助你在购买之前确保该商品确实是你想要的。

• 你之前有没有制定过购物计划？

• �对第一次制定购物计划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 你是否需要为你购买的所有东西制定购物计划？

• �买东西之前制定购物计划会让你觉得购物更有趣还是更有
压力？你小组中的每个人都同意吗？

制定购物计划
想想你计划购买的东西。为了决定购买什么以及在哪里购买，你需
要知道些什么？在做决定之前，你还需要了解其他哪些信息？

购物清单是购物计划的一个例子。它可以帮助你确保只购买你
需要的东西。

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当你有计划时，你可以做出更好的
购物决定。你的计划可以包括：

• 你想购买的东西

• 你需要花多少钱

• 哪些功能和选项对你最重要

• 你将在何时何地购买该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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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地点
你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找到一些物品，例如薯条和耳机。选
择购买物品的最佳地点可以帮助你省钱。

例如，便利店的食品种类通常较少，而且价格比杂货店要高一
些。有时某样东西你要得急，或者杂货店已经关门了，这时多花
一点钱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要得并不急，你可以花一些时间
了解你的选择。

你不必总是购买看到的第一件商品。比较购物可以帮助你找到
适合你的需求并且符合你的预算的产品。

比较购物的意思是，你在决定购买什么之前考虑两个或
更多同类的商品。这有时称为货比三家，因为你可以比较
两家或多家不同商店中相同商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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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店的单价
当你在不同商店比较类似商品或同一商品的价格时，有时很难判断
哪个的价格最优惠。

如果你要购买某样灌装的东西（例如一罐咖啡），最好看看单价。这
在杂货店特别管用，因为同样的产品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规格。

单价是你为某样东西的每个数量单位支付的价格，例
如每 100 克多少加分。这可以帮助你比较相同产品的
两种不同规格的价格，以找出最优惠的价格。

一些商店在货架标签上列出了单价。你可以查看产品价格旁边标
注的每 100 克、每盎司或其他计量单位的单价。 

如果你在网上查找产品，单价可能会列在产品价格的正下方。

OUR LOW PRICELITTLE OAT 
CIRCLES 
CEREAL 3.95425 GRAMS
017129 PER 100 GRAMS

UNIT PRICE

0.263

RED HILL FARM

Fresh Farm, 2% Milk
2 l

$4.59ea
$0.23/ 100ml

ADD TO CART

Quantity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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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计算：单价
如果未列出单价，我们可以使用财务计算来确定哪个选项最物
有所值。用价格除以产品的量。

示例：一罐 320 克的咖啡粉售价 4.00 加元。还有一种规格更大的
灌装咖啡粉，600 克售价 6.00 加元。

多花一些钱买一罐更大的咖啡粉划算吗？我们来算一下，哪罐咖
啡更划算。 

    $4.00

÷      320

 $0.0125

    $6.00

÷      600

 $0.01

    $0.0125 

×      100

 $1.25 

    $0.01

×      100

 $1.00

咖啡的价格

除以克数 

每克价格

咖啡的价格

除以克数 

每克价格

每克的价格 

乘以 

得到每 100 克的价格

每克的价格 

乘以 

得到每 100 克的价格

小罐咖啡

大罐咖啡

或每克 1.25 加分

或每克 1 加分

小罐咖啡每 100 克售价 1.25 加元，大罐装咖啡每 100 克售价 1 
加元。两罐都是咖啡，但大罐咖啡比小罐咖啡每 100 克便宜 25 
加分。

如果你现在买得起大罐咖啡，你每杯咖啡的成本将会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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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计算：单价
一瓶 550 毫升的橄榄油售价 3.00 加元。你也可以花 6 加元买一瓶 
1,000 毫升的橄榄油。哪一瓶橄榄油更划算？独自或与一个伙伴一
起，计算这两种瓶装橄榄油的单价。

    

  ÷        

 

    

  ÷        

 

    

×      100

 

    

×      100

 

这瓶橄榄油的价格 

除以毫升数 

每毫升价格

这瓶橄榄油的价格 

除以毫升数 

每毫升价格

每克的价格

乘以 

得到每 100 毫升的价格

每克的价格

乘以 

得到每 100 毫升的价格

550 毫升瓶装橄榄油

1,000 毫升瓶装橄榄油

核对答案：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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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谈谈
购买食品杂货可能需要你考虑大量信息并做出许多决定。

• 你有没有过利用单价来决定买哪个物品？

• �什么时候看单价最管用？ 
是否有某些类型的商品，其单价是很有用的信息？

• �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单价较高的商品而不是单价较低的商品
是明智的选择？

• �算单价可能很困难。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 �你总是在同一家杂货店购物，还是喜欢尝试不同的商店？

• �当你购买食品杂货时，你看重品牌或质量之类的因素吗？你
小组中的每个人都同意吗？

通常，你在货架或价格标签上看到的价格并不是你必
须支付的总金额。总价还将包括销售税，这一额外的金
额通常相当于标签上所列价格的 5% 到 15% 之间。具
体取决于你买什么以及你在加拿大的哪个地方购物。
你可以使用计算器来计算你将支付的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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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钱

想一想
即使你有支出计划并寻找便宜货，有时你还是会发现你买不起所
有想买的东西。

• �如实告诉别人你有多少钱，这容易吗？

• �你有没有过试图隐瞒你买不起某样东西的事实？

• �当你不得不对某样不在预算范围内的东西说“不”时，你的
感觉如何？

谈钱有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你可能不想让你的孩子或其他家
庭成员知道你在钱方面的一些困难决定。但公开谈论某个艰难
的情况会让它变得不那么可怕。你不必分享所有细节。你可以简
单地说“这不在我的支出计划中”之类的话。

在下列情况下，你会怎么说：

• 你需要告诉你的朋友，你没钱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

• 你需要告诉你的孩子，你不会给他们买新的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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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牌和普通产品
丹增去买食品杂货，他决定购买用作早餐的麦片。他轻易地在
货架上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麦片。包装是一个亮蓝色的盒子，
正面有一个卡通动物。在它下面的货架上，他看到了另一款看
起来相似、但价格更低的麦片。“真的是同样的东西吗？”他不
禁在心里问道。

杂货店和药房通常同时出售名牌产品和通用产品。 

名牌产品由大公司制造，这些公司在广告上花费大量
资金。你在商店比较容易认出它们的包装，但它们的
价格通常更高。

通用产品是专门为你前往购物的商店生产的。有时它
们被称为“零售商品牌”产品。它们的价格通常低于名
牌产品。很多时候品质是一样的。

过去，通用产品在杂货店最常见，在杂货店，数千种不同的产
品和数百个品牌被摆放在一起。现在，你也可以找到通用服
装、电子产品和家居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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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种更好呢？
购买名牌产品重要吗？还是说，通用或零售商品牌产品也同样好？

对于下面的每种物品，想一想哪个选项最适合你并勾选相应的选
项。答案无所谓对错。这项活动的重点是，思考哪种选项对你的生
活和预算而言比较合理。

要购买的物品
我倾向于购买哪种产品

名牌 通用 两种都买 我不买这种物品

麦片

饼干

咖啡或茶

胃药

家居清洁产品

洗发水

尿布

冬衣

日常鞋

T恤

钱包或背包

锅碗瓢盆

沙发

手机

电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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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价与折扣
对同样的商品，商店并不总是收取同样的价格。有时，商店可能减价，
以折扣价出售某样商品。你可能需要优惠券才能获得较低的价格。

折扣是指你可以以比平时更低的价格购买商品。折扣通
常以某个金额或总价的某个百分比表示。

优惠券是你享受折扣的凭证。你在为商品付款时出示优
惠券。它通常有有效期，过期后便不能再使用。

以下是了解减价信息的一些渠道：

• 商店橱窗中的海报或标志

• 商店或品牌的电子邮件列表或社交媒体

• 商店网站

• 广告或商店传单中的优惠券

当你看到减价或折扣时，你可能会考虑购买原本不打算
购买的某样东西。你最终可能会花更多的钱，而不是省
钱。在开始购物之前制定计划可以帮助你遵守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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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购物
有些人在网上购物的频率和在商店购物的频率相同。而对于另一
些人来说，网上购物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在决定网上购物是不是购买某个物品的正确选择之前，好的做法
是考虑一下网上购物的好处和坏处。你可以在以下各项的基础上
添加自己的想法。

网上购物的好处：

网上购物的坏处：

• 可以送货上门

• 比当地商店的选择更多

• 价格可能低于当地商店

• 

• 

• 

• 购买前不能触摸或试穿

• 太多的选择会使网上购物变得让人迷惑

• 不知道在线商店是否会保护你的信息安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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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谈谈
有时，在线购物更便捷、更划算。也有些时候，在线购物更加困难。

• 你以前在网上购物过吗？你感觉如何？

• 网上购物需要哪些工具和知识？

• �你知道有人在网上买东西后感到失望或感觉被骗了吗？

• �对于对网上购物感到紧张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请求帮忙
如果你不熟悉网上购物，最好寻求帮助或建议。与朋友、家人或其
他你信任的科技达人谈谈。

当需要在线支付时，一定要确保你的付款是安全的。看
看在你的网络浏览器顶部，在你所访问的网站地址旁
边是否有挂锁符号。

此外，寻找以“https://”、而非“http://”开头的网址。�
S 代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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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购物

购买二手物品的地方

大多数人喜欢买新货。但是，如果买到的某样东西虽然被别人使
用过，但对你而言是新的，这或许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购
买二手或老式物品是一种很流行的做法。有些人喜欢物超所值。
其他人喜欢购买二手货是因为这很环保。

有很多地方可以买到二手物品。你可以在以下清单的基础上添
加自己的想法。

物超所值的意思是，你以很好的价格或低于自己预期的价
格买到了某样东西。

二手物品是被他人使用过的东西。它的状况取决于上一所
有者。

• 旧货店

• 二手书店

• 寄售店

•  脸书市场

•  奇集集 (Kijiji)

• 

• 

• 



24

学习手册 5：明智购物

让我们来谈谈
与一个伙伴或在小组中讨论这些问题。

• �如果你购买的是二手货而不是新货，所买的物品是否就不是
那么特别了呢？

• 买新货有什么好处？

• 买二手货有什么好处？

• 你买过二手物品吗？

• 你是在哪里买的？

如果你从不熟悉的人那里购买，一定要注意安全。在
公共场所与他们见面，例如人流多的咖啡馆或当地
图书馆，不要让对方来你或去对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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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了解更多

你是否从本学习手册学到了一些知识，有可能改变你的购物方式
呢？你觉得你可以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定了吗？你还想了解什么？

“网络安全 (Get Cyber Safe)”是加拿大政府提供的在线工具，可帮
助你在网上保护自己的安全：�
https://www.getcybersafe.gc.ca/en

销售税计算器：�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
businesses/topics/gst-hst-businesses/charge-collect-which-rate/
calculator.html

Momentum 提供有关预算和购物等主题的在线课程，帮助你更多
学习如何明智购物：�
https://courses.momentum.org/

ABC Skills Hub 的一些课程能帮助你了解更多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
https://abcskillshub.ca

https://www.getcybersafe.gc.ca/en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businesses/topics/gst-hst-businesses/charge-collect-which-rate/calculator.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businesses/topics/gst-hst-businesses/charge-collect-which-rate/calculator.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businesses/topics/gst-hst-businesses/charge-collect-which-rate/calculator.html
https://courses.momentum.org/
https://abcskillshu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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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完成《财务事项》之“明智购物”学习手册。你学习了：

• 比较购物和省钱策略

• 冲动型消费与计划购物

• 不同的购物方式，例如在二手店和网上购物 

作为最后一项活动，我们希望你能做出一个承诺。

承诺可以是私下的，也可以与他人分享。

承诺是对自己或他人的郑重许诺。

我的承诺

我的行动计划

有时，承诺需要一个行动计划：即为了实现你的承诺，你将采取的步骤的清
单。

我承诺通过以下方式提高我的购物技能：

我需要首先做什么？

谁将为我提供支持？

我将如何克服挫折和障碍？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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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词汇 定义

广告 劝你花钱或买东西的任何信息。你可能会在公交车、
电视、互联网上看到广告，或者，也可能会通过邮件收
到广告 

物超所值 你以很好的价格或低于自己预期的价格买到了某样
东西

比较购物 先比较两个或更多同类物品，再决定买哪一个。如果
你比较不同商店的价格，有时这也称为货比三家

优惠券 你享受折扣的凭证。你在为商品付款时出示优惠券

折扣 是指你可以以比平时更低的价格购买商品。通常以某
个金额或总价的某个百分比表示

通用产品 专门为你前往购物的商店生产的产品通常产品比名
牌产品便宜

冲动型消费 不在你计划之内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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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词汇 定义

名牌 大公司制造的产品

需要 你必须拥有和不能没有的东西，比如食物

二手 被他人使用过的东西

购物 决定如何得到你想要或需要的东西。购买、借用和交
换都属于购物

购物习惯 某人怎样花钱、在哪里花钱的常规模式

支出计划 关于如何花钱的计划。它可以帮助你计划好，你将如
何为你需要和想要的东西付款

单价 你为某个物品支付的、按重量、体积和包装单位�
（每包又包含几件）计量的价格

想要 “有则更好，没有也没关系”的东西 



29

学习手册 5：明智购物

答案：第 15 页

$3.00    

  ÷       550

 $0.0055

$6.00    

  ÷      1,000

 $0.006

    $0.0055

×      100

0.55 加元或 
55 加分

   $0.006

×      100

0.60 加元或 
60 加分

这瓶橄榄油的价格 

除以毫升数 

每毫升价格

这瓶橄榄油的价格 

除以毫升数 

每毫升价格

每克的价格

乘以 

得到每 100 毫升的价格

每克的价格

乘以 

得到每 100 毫升的价格

550 毫升瓶装橄榄油

1,000 毫升瓶装橄榄油



谢谢你！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财务事项”学习手册 5 的学习，这是一个旨在帮
助你妥善管理资金的课程。

你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更好地了解如何通过良好的财务管理来
照顾自己。这就是所谓的金融素养。

我们希望你学到了可以在生活中应用的技能。我们也希望你以后能更
轻松自如地前往银行询问问题、获得建议并做出最适合你的财务选择。

欢迎你对此学习手册提供反馈！

请花一些时间填写工作坊评估表。

这将帮助我们改进此工作坊，并做出你需要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