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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经济学基础 主讲教师 马云驰 

章节名称 
第三章 学会理性消费 

第一节 了解消费与幸福感 
授课对象 2019级旅游管理 

授课时间 1学时（45分钟） 所在单位 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学背景 

 

 

 

 

经济学基础是经济和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为后续专业课程学

习提供分析方法、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通过前面两章内容的学习，学生掌握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价格理论

的内容，有了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储备，为价格形成后的消费者的理性消费决策学

习提供前期理论支持。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充分理解效用的概念； 

2． 熟练掌握效用的三点含义（尤其是效用的主观性）； 

3． 掌握效用理论发展的过程和分类； 

4． 充分理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二、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推证的能力；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逻

辑推理能力，为将来参与创新性经济与管理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素质目标 

在案例探究过程让学生体验用经济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感受生活中的经

济学，树立“经济理论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的经济理论应用意识。 

 

教学重点 效用的概念；效用的含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教学难点 效用的含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课程思 

政理念 

 

 

 

“三新”

与 

“三共” 

 

 

 

“三新”标准精炼思政要素，师生实现情感“三共”。 

“三新”即新素材、新理念、新视角。新素材——选取的思政素材时注重素

材的时效性，选取经济热点、时事新闻、社会新动态做为思政素材，通过介绍

改革开放的成就，增强学生的国家荣誉感和文化自信；新理念——教师用新思

维选取和诠释思政素材，敢于向“经典“挑战发问，讨论中引领提高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能力、学以致用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新视角——思政素材选

取过程中教师必须进行角色转换，用学生视角选取学生的兴趣点和关注点，让

学生乐于接受课程中融入的思政元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共”即共鸣、共情、共振。要使课堂成为思政教育的有效载体，教学方

法必须注重提升课堂的有效性，采用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和情景教学，教师

从学生感兴趣的案例和话题（如：什么是幸福、校园贷、啃老族、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切入，进行互动讨论探究，学生形成对理论的认知，师生情感上实现

共鸣、共情、共振，教师培育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全方位育人，

帮助学生构建品德、公民意识、审美、创新、社会责任与担当等多维度的价值

体系，承担起课程思政应具备的精神塑造、价值观培养等职责。 

 

教学方法 

采用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和情景教学等教学方法，促进学生通

过参与和思考，实现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的认同，以“课程思政”的教育方

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教学视频+智慧教学平台 

 

 

 

 

教学内容 

 

 

 

 

 

课程导入：通过“幸福是什么”和“萨缪尔森幸福公式”来对学生提问“幸

福是什么，你的幸福是什么？” 

（1）     探讨欲望和幸福的关系（引入清人古诗《不知足》）【课程思政点】 

（2） 导入什么是“效用”，引出课程第一个内容，效用的概念。 

     

    理论内容： 

    一、效用的概念 

    （一）概念：效用是指消费者从消费某种商品或劳务中所获得的主观上的满

足程度。  



 

 

 

 

 

 

 

 

 

 

 

 

 

 

 

教学内容 

 

    （二）效用概念的含义：【课程思政点】 

    二、效用理论的发展 

    （一）基数效用论：效用大小可计量，可加总求和。 

                      分析方法：边际效用分析法 

    （二）序数效用论：效用大小无法计量，也不能加总求和。效用大小只能用

序数来表示。 

                      分析方法：无差异曲线分析法【课程思政点】 

    三、基数效用论 

          总效用与边际效用： 

    1.总效用 TU （Total Utility）：指人们从商品的消费中得到的总的满足程

度。 

    2.边际效用 MU （Marginal Utility）：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商品消费量所增加

的满足程度。 

    （二）总效用与边际效用的关系： 

    当 MU > 0, TU↑ ；当 MU < 0, TU↓ ； 当 MU = 0, TU 最高点，总效应达到最大 

    （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1.内容：随着对某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所获得的总效用会先呈现上升

的趋势然后再减少，人们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个消费单位中得到的满足程度逐

渐下降。【课程思政点】 

    2.原因：（1）是生理的或心理的原因    

   （2）物品有多种用途：商品的主要用途和次要用途。 

 

 

 

 

 

 

 

课堂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 具体教学内容和过程 设计意图 

 

课前预习 

 

课前通过学习通发布课前任务给学

生，让学生查阅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

的经济学成果的相关资料，并将查阅结

果上传学习通，教师进行评阅，并选出

两名任务完成较好的同学课上进行汇报。

教师提问：幸福是什么？你的幸福是什

么？与学生一起互动讨论，最后导入，

资料中提到了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 

 

 

 

 

 任务教学法+互动教学法 

    1.线上教学不是简单的把学习

环境搬到线上，需要教师通过巧妙

的课程设计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

极性。通过课前布置任务，培养学

生自己查阅资料、获取信息的能力。  

    2.通过课上简短的学生汇报，

培养学生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和语言

的表达能力！ 

    3.通过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及其

家族在经济学领域的成就的了解，

让学生学习他们勤恳的奋斗精神和

严谨求实的科学品格，培养学生科

学素养，培育学生不畏艰难、刻苦

专研的科研精神。 

 

案例导入 

（5分钟） 

课程思政点 

 

教师以“幸福公式”为切入点，推

导幸福和欲望的反比数量关系，再借助

古诗《不知足》说明欲望的无穷性。 

《不知足》 

 

 

 

 

 

 

师生探讨：【话题】欲望和理想的

关系，怎样实现个人理想？（怎样能获

得奖学金？A.让老师给高分  B.靠自己

努力）【思政要素】     

幸福是什么？你想获得幸福吗？ 

那就要学会知足，控制自己膨胀的

    1.以清人通俗易懂的古诗案例

进行导入，增加内容的趣味性，调

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2.理想是理性的，是基于对现

实的思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未

来的合理估计；欲望，即在个人发

展过程中随客观世界的变化而产生

的欲望，比如求富欲，这种欲望是

感性的，没有经过理性思维的分析，

纯粹是一种空想主义的追求。当然，

如果欲望能够立到实处，也就成了

理想；理想如果好高骛远，最终也

不过是欲望！教会学生树立符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砥砺前

行，为之奋斗，认真做事，认真做

人，争当新时代的有为新青年！ 

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

衣食两般比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

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

买得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

槽头拴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

县丞主薄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

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http://www.so.com/s?q=%E7%90%86%E6%80%A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E%B0%E5%AE%9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E%B0%E5%AE%9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C%AA%E6%9D%A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C%AA%E6%9D%A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E%A2%E8%A7%82%E4%B8%96%E7%95%8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4%9F%E6%80%A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90%86%E6%80%A7%E6%80%9D%E7%BB%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9%BA%E6%83%B3%E4%B8%BB%E4%B9%8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欲望！【思政要素】 

    在控制欲望的同时，人们还要提高

自己的效用，以此获得幸福！ 

    导入本节课第一个知识点——效用

的概念 

 

    

 

 

   案例教学法+探究互动式教学方法 

    3.案例分析导出怎样获得幸

福，在追求效用的同时，要遏制自

己无穷的欲望！引导学生在未来工

作中，要学会守初心、担使命，坚定

自己的理想信念，抵御诱惑，磨砺

自己的意志品格！ 

    4.树立效用理论的产生是来源

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的应用意识；

体会如何将实际问题转换成经济原

理！ 

效用的含义 

（10分钟） 

课程思政点 

 

效用的三层内含： 

    1.效用是主观心理感觉。（案例讲

授） 

通过“什么是最好吃的食物”和一

张原始人类穿越到现代社会的图片来说

明效用是人的心里的感受，正所谓“甲

之佳肴，乙之砒霜”，效用因人、因地、

因时不同而不同! 

2.效用不具有客观标准。 

（教师提问，学生发言，教师总结，

导入思政要素） 

问题：吸毒和酗酒能不能给吸毒者

和酒鬼带来效用？ 

   分析：从微观角度分析，酗酒和吸毒

    1.对于效用概念要求准确掌握，

由引例，引出三层含义，学生理解

和接受较容易；便于学生理解逻辑

关系，扎实记忆。 

    2.通过酗酒和吸毒效用的分析，

让学生学会明辨是非和对错，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坚定自己的意志品格，不随波逐流，

做新时代的有为青年！ 

    3.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推导效用

的含义，培养学生理论分析和推证

能力，达到学以致用，形成对理论

实际应用价值的正确认识！ 



能给你带来满足，对个人而言是有效用

的。但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要增

强个人道德和公德，弘扬社会正能量，

为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贡献自己的力

量！【思政要素】 

3.效用可大可小，可正可负。 

（创设场景，师生互动推证） 

通过对午餐吃什么？吃多少？你的

满足程度的测度和评价进行师生之间的

互动教学，推证出效用可大可小，可正

可负！ 

  讲授法+案例法+互动推证法+提问法 

效用理论的

发展 

（10分钟） 

课程思政点 

 

1.基数效用论 

 通过教师讲授基数效用下的效用可

以计量，可以加总求和。 

 首先，在教师启发引导下，学生可

以计算自己消费 100 元获得的满足程度

是多少。 

 然后，最后教师要对基数效用论下

的效用计量和加总不限于同一个消费者，

可以进行不同消费这的贾总求和再进一

步强调！ 

 最后，提问效用的含义！（导入序

数效用论） 

2.序数效用论 

借助上面的提问效用的含义，再次

发问：既然效用具有主观性，不同人的

评价标准不一样（没有统一客观标准），

那么基数效用论下的加总求和科学吗？

（分组讨论，教师总结）【思政要素】 

    1．系统认识理论发展过程，有

助于学生把握未来经济学的发展方

向，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2.借助学生小组讨论，对两个

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替代关系的推证，

证明过程采用目标启发式方法，有

助于学生系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培养学生的逻辑分析推证能力，树

立学习自信心，同时让学生领会学

习中要善于分析、发现和总结。形

成严谨的科研品格！ 

    3.小组讨论，有助于学生培养

团队合作精神，培养学生的职业素

养和责任心！ 



    通过问题的讨论得出基数效用论的

“漏洞”，进而导入序数效用论！ 

 讲授法+探究式教学方法+小组讨论法 

基数效用论 

（10分钟） 

1.总效用（TU）和边际效用(MU) 

边际分析法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分

析方法，边际效用是第一个边际量，对

两个概念的讲解中侧重于 MU的讲授。 

（1）案例：为什么“水比钻石便宜

——价值悖论”。通过案例对边际效用的

概念进行诠释。 

（2）再借助场景案例（沙漠喝水）

分析推证每瓶水的感受是什么，让学生

从理性上认识到边际量测度的是“增加

的一单位”。 

2.总效用和边际效用的关系 

    从函数表达式出发，对 TU和 MU 进

行函数关系推导，推证出 MU为 TU 曲线

斜率的结论，教师再借助图示分析出 MU

和 TU曲线上特殊点对点的对应关系！ 

案例教学法+探究互动式教学方法 

    1．在前期理论基础上，借助案

例学习边际效用，趣味性十足，学

生积极性高，培养学生对课程的学

习兴趣！ 

    2.曲线图形的分析推证变量关

系，让学生学会观察、分析和理解

图形的形态、变量对应关系和曲线

变化趋势，提高学生的图形分析能

力，为之后更多曲线的学习奠定坚

实基础。 

    3．鼓励学生从函数和图形多个

角度分析变量的对应关系，学生体

会不同表达方式的妙趣，感受经济

学的美学价值！  

边际效用递

减规律 

（9分钟） 

1.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教师借助案例法（罗斯福三次当选

总统）说明同一件事情多次发生，心里

    1．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教学内

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经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



课程思政点 

 

感受的不同，推证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消费过程中随着

消费数量的增加，消费者从单位产品上

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是递减的，买的多，

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满足感，所以消费

决策要理性，才能达到自身效用（满足

程度）最大化。列举改革开放 40 多年

GDP 和贫困人口的数据，在生活水平提

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浪费、过度消费和

啃老等不健康的消费观。【思政要素】 

2.原因 

教师通过情景设置（沙漠中水的用

途）对原因和学生进行讨论分析，推证

心理和生理、用途多样性的结论。 

 启发式+探究互动式教学方法+案例法 

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

平显著提升，同时也出现了浪费、

不断奶的啃老和奢靡消费的倾向

（大学生的校园贷、精致的利己主

义者），引领学生提升个人的价值追

求，理性消费，建立健康的消费观！ 

    2.师生互动的探究式教学，教

师引领学生自主探究分析原因，让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变被动吸收为主

动参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培养

学生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 

课堂小结 

（1分钟） 

由教师对本节知识点进行归纳和总

结,再次强调效用的含义和边际效用递

减规律。 

    对本节的重、难点，进行归纳

和总结，使教学过程完整，使知识

更系统。 



教学延伸 

课程思政点 

 

思考题：（学习通发布课后任务） 

    1.请用经济学原理解释一些成语中

的经济学原理？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碳

两者相比，哪种做法令人印象更深刻？

【思政要素】 

    2.从经济学和美学角度分析为什么

“春晚越来越难看”？ 

    1.借助课后思考题巩固课程内

容，让学生掌握的更扎实，为下一

个教学任务提供理论支持！ 

    2.成语内容的比较分析，让学

生学会与人为善，培养乐于助人的

高贵品格！ 

 

板书设计 

 

第三章 学会理性消费 

第一节 了解消费与幸福感 

一、 效用的概念 

（一）概念：                                  主观心理感受：没有客观统一标准 

（二）效用概念的含义：                            甲之佳肴，乙之砒霜                                                   

二、效用理论的发展 

（二） 基数效用论：边际效用分析法 

（一） 序数效用论：无差异曲线分析法             

三、基数效用论 

（一）总效用与边际效用：（第一个边际量，难点） 

（二）总效用与边际效用的关系：                当 MU > 0, TU↑ ； 当 MU < 0, TU↓ 

                当 MU = 0, TU 最高点，总效应达到最大  

（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1.内容：  

2.原因：（1）是生理的或心理的原因   （2）物品有多种用途 

教学反思 

 

教学过程中，注意使用案例讨论法、师生互动法等教学方法，师生身份互换，让学生变



被动为主动，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点到为止的启发引领，促使学生推证得出结论，授之以

“鱼”的同时更注重授之以“渔”。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主动

获取知识的能力。 

教学手段因为疫情采用学习通平台+教学视频+多媒体课件的方式，充分理论平台教学资

源和丰富多样的网络资源，生动多样教学资源让学生耳目一新，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后教学的延伸，在巩固课程知识掌握的同时，还有助于学生用理论分析生活中的经济

现象，让学生充分体会经济学的应用价值，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通过本节课对效用概念和含义、效用理论的发展、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学

习，教学过程中紧密结合实践案例和中华传统文化，在完成知识传授的同时，引领学生形成

正确的消费观，提升学生的个人价值追求和思想道德修养。在经济原理和经济案例分析中提

高了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能够做到用理论分析解决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让学生认识到了学

科的实际应用价值，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在之后的教学中，教师要强化“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结合”的课程目标，强化显性思

政，细化隐性思政，构建全课程育人格局，使经济理论内容和课程思政要素有机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