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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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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優惠券善用優惠券，，巧當美國家巧當美國家

走進美國Cheerinus.com專稿：生活在美國的妳知道多少省
錢小妙招呢？要知道，在美國這個商家競爭十分激烈的國度，
coupon，返利可是十分常見的哦！學會使用優惠券，不僅能省下
錢來吃得更多玩得更high，也能為單調的美國生活增添壹絲生
活情趣哦！快來和小編壹起享受在美“精打細算”的樂趣吧。

我們常見的消費方式分為兩種：實體店消費和網上消費。小
編會從這兩種方式入手，分別傳授省錢妙招！
實體店消費

我們去餐館吃飯，去超市采購，去商場逛街都是實體店消費
的壹種。那麽常見的實體店優惠券有哪些呢？可以從哪裏獲得呢
？

印刷單張或報紙
不少商家會自己印刷或者通過當地媒體印刷優惠券，這些

信息都可以在商家的入口處，信息咨詢中心或當地報紙或雜誌
上可以找到。例如HMart、百佳、大華每周在達拉斯日報/美南日
報（各大華人超市入口處可免費拿取報紙）上有“特別優惠”的信
息。
推薦優惠券類型：超市、大型購物商場（問訊處有優惠券，例如
outlet)、雜貨店、眼鏡行、餐館等獨立商店

商家平臺
不少商家都有自己的互聯網網站、手機App或者微信平臺。

商家每日更新優惠，大家可以留心自己喜愛的商家是否有網站、
APP或者微信平臺，上去查詢信息。
推薦優惠券類型：超市、購物商場、品牌公司、眼鏡行、餐館等獨
立商店

電子郵件券
訂閱太多商家平臺，手機難免會信息爆炸。我們也可以登錄

喜愛的商家網站，註冊個人信息，訂閱喜愛商家的電子郵件券，
在閑暇時登錄到郵箱去看看“今日特惠”。小編提醒大家，註意用
壹個娛樂的郵箱專門接受優惠券哦，不然龐大的優惠券量會把
妳的郵箱擠爆的。
推薦優惠券類型：購物商場、品牌公司等商店

Groupon
Groupon 可不就是國內的團購嘛~登錄 www.groupon.com

查找需要的東西或服務，選擇購買。交易成功後，Groupon將把訂
單號郵件到註冊郵箱，可以打印出

來，帶上去消費。或者也可以存放在郵箱裏，消費時打開郵件提
取消費號碼哦。
推薦優惠券類型：打槍、跳傘等娛樂設施、按摩洗臉等休閑項目、
餐飲等

Gift Card
在美國很多連鎖商家都有Gift Card,很多朋友也會購買Gift

Card送朋友。壹般Gift Card都是等值購買的，但是也有很多時候
很多網站提供 Gift Card 促銷，例如價值$50 的 Target Gift Card,
只需$45，免運費送到家。這不就等於享九折了麽？

網上購物
網購是很多8090後的最愛。快捷方便，足不出戶就可以買到

心滿意足的好東西，何樂而不為呢？

折扣網站：
美國華人眾多周知的折扣網站有北美省錢快報。但事實上，

資深的購物達人知道的遠不止於此喲：Valpak.com，Coupon
Network.com，Coupons.com，Smart Source.com，retailmenot.com，
couponcabin.com和 RedPlum.com都是在線在線優惠券網站。如
果想在黑五、小長假等重大節日搶到好的DEAL,壹定要掌握更
多的優惠網站才行哦。這樣才能快、狠、準，壹網打盡最佳Deal!
返利網站：

返利網站是通過鏈接向商家引流量，從中抽成獲利。為吸引
消費者，會按照壹定比例返現給客戶。

具體說來，只要在返利網站註冊，並通過網站鏈接進入網上
商店購物，結賬後幾天內就會有相應百分比的現金返還回我們
在返利網站的賬戶。在美國常見的返利網有：Ebates，Extrabux，
Mr.Rebates，TopCashBack。不得不說，返利網深受大家喜愛，很多
海淘媽媽也通過返利網購買嬰幼兒品和化妝品等。
Ebates:

下是邀請註冊鏈接（註冊送5美金，下同）
http://www.ebates.com/rf.do?referrerid=WzN5Up7c0jds-
GDUHIRW8Ew%3D%3D
介紹：老牌的返利網，返利能自動提現到設置好的PAYPAL帳號
。
Extrabux:

http://www.extrabux.com/r/4f44b07825
介紹：後起之秀，界面簡潔，支持返利提現到信用卡，有中文頁面

。
Mr.Rebates:

http://www.mrrebates.com?refid=669730
介紹：跟Ebates類似。

TopCashBack（返利最高）
http://www.topcashback.com/ref/Kingore
原來英國的，現在有美國站，他有返利的網站壹般返利都是最高
的，Top Cash Back名副其實。

使用返現網站需要知道的兩個詞語：
返現指在購物網站消費後，相應百分比的金額返還回妳的返利
網賬戶，顯示為Cash pending。這只表示妳目前在該返利網的現
金累計，還不能提取使用；

提現指在經過壹段時間（如退貨有效期結束後）後，可以將
Cash pending中的金額打入到Paypal賬戶，成為妳真正可以使用
的現金。這部分金額在返利網賬戶中顯示為Cash paid。

另外其他使用優惠券須知：
1. 在美國購物消費對學生有特價，持學生ID在很多場所，例如
電影院、BananaRepublic等品牌商店等都有10%-30%左右的折扣
哦。所以結款前記得咨詢是否有學生折扣。
2. 靈活使用折扣。
有的消費是享受折上折的，普通折扣+會員卡折扣+gift card折扣
，多重折扣後，價格低到妳想象不到哦。
3. 多次結賬。如果優惠券不能疊加使用或有上限，結賬出來後妳
可以再回去用另壹種優惠券再買。
4. 善於Argue.我們常見的壹種情況是，剛買的東西就降價了。重
新退了再買？太麻煩，其實可以給售後部門去argue郵件，講述清
楚情況後，壹般他們會自動將妳的賬單降至最新的折扣，退款到
妳的賬戶哦。
5. 常見折扣術語：
了解經常使用的折扣術語的首字母縮寫。比如，BOGO（Buy
One Get One free）代表買壹贈壹，OYNO（On Your Next Order）
代表買第二件打
多 少 折 ， MIR
(Mail-In Rebate)
代 表 郵 寄 退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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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超市常見的美國超市常見的88种名不副實的食品种名不副實的食品

White Chocolate

白巧克力是最大的謊言，它壹點巧克力成分都沒有。白巧克力
是由壹種被稱為cocoa butter的原料做的。Cocoa butter是壹種
被用於lotion的植物脂肪。盡管這樣，white chocolate在FDA也
有專門明確的命名標準，必須含有20%以上的cocoa butter才能
被稱為white chocolate。

更多資訊請上
cheerinus.com
走進美國網站

【走進美國-專稿】近日The Food and Drug Adminstra-
tion 通知Hampton Creek公司不能再把自己生產的不
含蛋黃醬（eggless mayonnaise)的產品命名為Mayo。這
個事件背後折射的是FDA對食品市場嚴格把控的態度。
事實上在日常消費的食品中，很多食品都存在名不副其
實的問題。下面請跟著小編壹起來“打假”吧！

Velveeta“Cheese”

事實上像 Velveeta
和 Cheez Whiz 這
些加工過的所謂的
奶酪並不是由真正
的奶酪做成的。它
們是由壹種被稱為
cheese cultures的細
菌把牛奶發酵而制
成的。FDA 說這些
產品嚴格上講不能
被稱為奶酪。

“Bacon”bits

Bacon bits 並不含有任
何真正的 bacon 成分。
而且，為了讓人有 Ba-
con bits是bacon的錯覺
的，它的外形被做的十
分 像 bacon。事 實 上，
Bacon bits 是由大豆粉
和菜籽油和壹些食用
色素混合制成的。

Cool Whip-並非鮮奶油

Cool Whip這個品牌名很容易讓人聯想到Whipped cream（鮮奶油）
。事實上為了讓產品呈現出奶油的特征，Cool Whip 用了大量的
corn syrup和蔬菜油。2010年開始，生產商還把牛奶放進原料配單裏
面。

Just Mayo並非真的蛋黃醬

傳統意義上用的蛋黃醬是用雞蛋，油，醋做成的。Hampton
Creek把蛋這個原料換成了pea protein。然而Mayo其實是
Mayonnaise（蛋黃）的縮寫，會讓人聯想聯想到真正的蛋黃。
在FDA眼裏Just Mayo會讓消費者產生誤解，以為這是有
蛋黃成分的。

“Crab”meat

所謂的蟹肉幫棒並不是真正的蟹肉做的，而是用壹種叫Su-
rimi的魚做的。

“Maple”Syrup

除非妳願意花重金，否則妳是買不到真正的Maple Syrup的。
像 Aunt Jemima，Mrs.Butterworth’s 這些牌子，“Maple”Syrup
基本上都是用玉米和壹些香料合成的。

Soy“Milk”

Soy“Milk”嚴 格 說
來應該只能被稱為

“ Soy beverages”因
為實際上 Soy Milk
並不含有乳糖。而
乳糖是牛奶中最主
要的成分。其實早
在 2000 年，美國國
家牛奶產業聯盟就
和大豆食品協會及
FDA就Soy Milk這
個名字進行過交涉
，但直到現在，FDA
也沒有采取什麽措
施。

星期五 2015年10月23日 Friday October 23,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