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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学习《财务事项》！

《财务事项》旨在帮助你更好地照顾自己的资金，从而更好地照顾自己。我们

将讨论如何在网上、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管理资金。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很多时候，思考和公开谈论金钱都是困

难的。即使与你很熟悉的人谈论金钱，有时也很不容易。开始这个学习时，请

给你自己一些耐心。随着学习的深入，你将会越来越善于管理自己的资金。到

时候，你甚至可能会开始感到轻松自如。

当你对自己的资金管理感到满意时，你的压力就会减轻。你会有更多的精力处

理对自己而言重要的事情。

你会学到什么？

在今天的工作坊中，你将学到：

• 什么是信贷

• 信贷是如何运作的 

• 信贷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以及如何管理它

• 借钱的方式

• 利息对你的欠款金额的影响

• 如何建立你的信用记录，以及信用记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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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钱

本工作手册探讨信贷：

• 什么是信贷

• 如何明智地使用信贷

•	 负债累累时如何控制

你将了解不同类型的信贷和借贷成本。你还将了解如何为未来的

借款需求提前规划。

信贷就是你现在购买以后付款。使用信贷时，你通常需

要支付费用。费用包括利息，通常还有服务费。

债务是你借入并需要偿还的钱。债务金额通常包括你借

入的金额加上利息。

利息是为借钱而支付的费用。当你取得贷款或使用信贷

时，你需要偿还借入的金额加上利息。利息金额通常以

借入资金的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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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自己的资金

想一想自己的钱、生活和家庭。你是否曾经使用信贷购物？

你是否觉得还清债务很困难？

勾选下列陈述中最符合你的情况的一项：

我对自己的资金管理感到满意。我没有任何债务，或者我有

一个可靠的计划来还清债务。

我不用太担心钱。我的债务管理可以做得更好，但我通常会

按时还款。

我担心我的债务。我因债务而无法入睡，有时甚至会感到焦

虑或巨大的压力。

以上都不能说明我的情况。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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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谈

许多人有债务，许多人使用信贷购物。债务和信贷是我们资金

管理的常见问题。有时债务和信贷会帮助我们，有时它们可能

会造成麻烦。

• 你认为债务是不好的吗？ 

• 你认为信贷是不好的吗？

•  你是否相信有“好的债务”或“好的信贷”？

• 你认为你可以利用信贷改善生活吗？ 

现在，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如何管理资金的。

• 你是否制定过支出计划？

• 它告诉了你什么？

• 如果你的开支超出收入，你会怎么办？ 

支出超过收入是常见的、积累债务的原因。如果你不

谨慎管理资金，债务会让你感到惊讶。



5

工作手册3：借钱

遇见丹增

丹增家附近的商店做了一次“立即购买，以后付款”促销活

动。他在宣传单上看到一台大屏幕电视机，他决定，这么划算

的买卖一定不能错过。丹增用信用卡买了电视机。 

他还有另一张信用卡，是一家百货公司发行的。有时，他必须

用一张信用卡透支现金，才能还另一张信用卡的最低还款额。

到目前为止，他还能设法按时还款。

信用卡是一张卡片，你可以使用信用卡立即购物并稍后付

款。如果你不是每月全额还款，则必须支付费用。

预借现金是你从现金兑换店、发薪日贷款人或信用卡获得

的贷款。 

最低还款额是你每月需要偿还的信用卡账单的最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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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债务、好的债务

回想一下丹增的故事。他正在快速陷入一个巨大的财务陷阱。你

看到任何危险信号了吗？

你是否曾经在“立即购买，以后付款”促销活动中购物？ 

还款规则是怎样的？ 

你的体验是好还是坏呢？

危险信号

1.

2.

3.

如果你在为所需要的物品付款方面有困难，不要参加“

立即购买，以后付款”促销活动。如果你未按时还款，

手续费和高利率将扩大你的债务。

此信息来自加拿大金融消费者保障署 (Financial Consumer 

Agency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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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丹增相比，莱利是如何使用她的信用卡的？

如果你保持谨慎，信用卡是很棒的工具。

仅在你有把握在月底还清账单时才使用信

用卡。

你知道信用卡或其他债务每个月的还款日期吗？

记住这个日期可以帮助你避免利息和滞纳金。查

看你的帐单上显示的还款日期。

认识莱利

莱利的银行建议她办一张信用卡。他们说，这将帮助她开始建立

良好的信用记录。莱利每月仅使用信用卡购买少数一些东西。当

她收到帐单时，她全额还款。让莱利很高兴的是，当她母亲生病

时，她可以用信用卡。她用信用卡买了火车票，去医院探望母

亲。

信用记录是有关你曾经向谁借款、以

及你花了多长时间偿还借款的信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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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况是怎样的？
阅读以下陈述。勾记最符合你自身财务情况的陈述。答案没有正

确或错误之分。这项活动是为了探讨你和你的生活。

1. 我按时支付账单

2. 我谨慎对待自己的债务总额

3.  我知道如果我逾期还款，会有什么后果

4. 我索取了我的信用报告

5.  我避免使用收取高额费用和利息的信贷

6.  我有一张信用卡，这是为了帮助我建立良好的信用记录

7.  我接受过信贷顾问的免费咨询

8. 我有自己的还款计划

陈述
我的情况

是 否 我不知
道

信用报告是有关你的信用记录的报告。它说明你向谁借过钱，以

及是否按时还款。

信贷顾问是你在管理债务方面遇到困难时可以提供帮助的人。

还款计划是偿还债务的时间表。其中的信息包括你何时还款、以

及还款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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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信贷

与一名伙伴或小组成员一道，列出不同种类的信贷的清单。 

与一名伙伴或小组成员一道回答下列问题： 

•  你或你的小组成员是否使用过这些类型的信贷中的任何一

种？ 

• 他们支付了多少借款利息？ 

• 如果他们逾期还款，会有什么后果？

有许多不同的借钱方式。还款期限也有许多不同的选择。这些都

取决于你获得的贷款类型。 

将你们列出的不同种类的信贷清单与下一页的“借款方式”表进

行比较。你是否学到了任何新的借款方式？ 

贷款是你借的钱。你同意在一定时间内偿还，

有时是分期还款。除了还清借来的钱之外，你

还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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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方式	

借款种类

发薪日贷款

立即购买，以后付款

先租后买	(Rent	to	

own)

当铺

租赁

银行信用卡

零售信用卡

定义 注意事项

费用很高。如果你没有在到

期日之前还清贷款，则必须

支付大量利息

现金兑换店发放的短期贷款

商店立刻向你出售商品，你同

意在某个到期日之前付款

你租用一件物品。还款一定时

间后，你便拥有或可以购买该

物品。开始租用时，你并不拥

有该物品

你可以通过典当自己拥有的物

品（例如手表或电视）来获得

贷款的地方

你租用了某个物品一段时间，

但不拥有它

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

信用卡

商店发行的信用卡

如果你没有按时付款，则可能

需要支付大量利息。利息通常

从你获得商品的日期开始计算

通常，你最终支付的总费用比

一次性购买要多得多

如果你没有在到期日之前还清

贷款，当铺将取得你典当的物

品

租期结束时，可能会产生额外

费用，例如租车的“磨损费”

信用卡的利率和费用各不相

同，但有低利率选择

利率通常远高于银行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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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借钱的方式

借款种类 定义 注意事项

银行信贷额度的利率通常低于信

用卡或其他种类的贷款 

一笔预先批准的贷款，让你可

以在需要时借钱

信用卡现金贷款

提款超过银行帐户中的余额的

借款方式

一种信用卡，你在使用前先支

付一笔款项

供你个人而非企业使用的贷

款。也称为消费贷款

帮助你购买房屋的个人贷款。

通常被认为是“好的”债务

政府贷款，用于支付学费和其

他费用。通常被认为是“好

的”债务

通常，你支付的利息要比信贷额

度多，但比发薪日贷款少

你需要为透支的金额支付利息

（直到你将其还清至你的帐

户），此外还有费用。透支的

成本低于发薪日贷款

信用额度通常与你预付的金额相

同

利率取决于你的信用记录

利率取决于你的信用记录和收入

等因素。如果你未按时还款，则

可能会失去房屋

利率通常较低。你离开学校后开

始偿还贷款

信贷额度

银行信用卡预借现金

透支

担保信用卡

个人贷款

按揭

学生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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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谈

你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借钱方式？与一名伙伴或小组成员讨论你

的想法。

•  不同的借钱方式各有什么利弊？

•  如果你必须借钱，你会首先选择哪种方式？

•  如果你不确定哪种方法最适合你，如何获得帮助？

此信息来自加拿大金融消费者保障署 (Financial Consumer Agency of Canada)。

当你使用商店的零售信用卡购物时，许多商店都会提供免息

交易。这是一种“立即购买，以后付款”交易。但是，如果

你没有在到期日之前还清所有欠款，则会从购买之日起向你

收取利息。 

零售信用卡的利率高于银行信用卡的利率。这意味着这种“

交易”最终会花费你很多钱。

让我们将发薪日贷款的成本与其他类型的短期贷款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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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是如何运作的？

+

+

+

+

+ +

+

假设你借了100加元。 

你的利率为每年20％（APR）。 

如果你未按时还款，你必须在已有欠款的基础上再

偿还20％。

如果你错过更多的到期日，你欠的金额可能会不断增加。

这是因为你将就所欠的全部金额（包括利息）支付利息。

这称为复利。 

当你逾期付款时，某些信用卡会收取罚息。他们可能会提

高你的年利率，因此你将支付更多的利息。有些卡还包含

服务费和年费。你欠的钱可能会很快增长。 

APR是年利率的缩写。它是一笔贷款每年收

取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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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支出

丹增的手机坏了。他找到了一家修理店，维修手机的费用为60加

元。他需要用手机，但没有现金维修。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时候，

就是必须借一点钱来获得我们需要的东西。

他如何才能付这笔钱修好自己的手机呢？假设他将在一年内偿还

这笔钱。他可以用信用卡、发薪日贷款或信贷额度支付维修费

用。让我们做一些财务计算，以确定哪种借钱方式是最有利的。 

借60加元一年的费用为：

• 发薪日贷款：25％ + 10加元服务费

• 信贷额度：5%

• 信用卡：20%

    60.00加元

×        25%

    15.00加元

+  10.00加元

				25.00加元	

    60.00加元

×        20%

    12.00加元

+  0.00加元

				12.00加元	

    60.00加元

×         5%

    3.00加元

+  0.00加元

				3.00加元	

贷款：

利息：
（计算器上为0.25）

总利息：

+服务费：

贷款总费用：			

贷款：

利息：
（计算器上为0.20）

总利息：

+服务费：

贷款总费用：			

贷款：

利息：
（计算器上为0.05）

总利息：

+服务费：

贷款总费用：			

发薪日贷款

信用卡 借款成本为：

信贷额度

发薪日贷款：		25加元	

信贷额度：		 	3加元	

信用卡：							12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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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的床垫已经凹凸不平。你想换一个新的床垫，这样可以改

善睡眠。但是你现在没有现金来更换床垫。 

假设新床垫的价格为200加元。你可以用发薪日贷款、信用额度或

信用卡付款。如果你打算在一年内还清贷款，那么你借200加元购

买床垫的费用是多少呢？

当你需要贷款时，请始终比较从不同地方借钱的成本。财务计算

可以让你做出明智的财务选择，帮助你省钱。

财务计算：短期贷款

你可以对照第33页检查自

己是否算对。

    200.00加元

     ×      25%

            加元       

  +  10.00加元

								    加元

    200.00加元

   ×      20%

          加元	      

  +  0.00加元

										加元				  

   200.00加元

×         5%

          加元       

+    0.00加元

										加元				  

贷款：

利息：
（计算器上为0.25）

总利息：

+服务费：

贷款总费用：			

贷款：

利息：
（计算器上为0.20）

总利息：

+服务费：  

贷款总费用：			

贷款：

利息：
（计算器上为0.05）

总利息：

+服务费：

贷款总费用：			

A.	发薪日贷款

C.	信用卡 借款成本为：

B.	信贷额度

发薪日贷款：			

信贷额度：		

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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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计算：利息

信用卡A：19％的利率，无年费

信用卡B：12%的利率，有年费

假设你打算花费500加元购买机票。你想办一张新的信用卡来付

款，因为你现在没有足够的现金，而这事很紧急。你计划在一年

内还清欠款余额。

选择哪种信用卡更明智？

信用卡A，利率为19％，没有年费？

 信用卡B，利率为12%，年费50加元？

为计算你一年需支付的利息，将余额乘以利率即可。将利率写

成小数。例如，19％为0.19，12％为0.12。

提示

欠款余额是你欠信用卡公司的款项。

欠款余额

欠款余额

利息

利息

年费

年费

年费用	

年费用	

（不包括欠款余额）

（不包括欠款余额）

500加元

500加元

（500加元 X 0.19）= 95加元

（500加元 X 0.12）= 60加元

0加元

50加元

95加元

110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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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计算：利息

举例：

使用你在第16页上学到的计算方法计算用不同信用卡借入不同金

额的费用。记得查看利率以及这些卡是否有年费。这将帮助你选

择适合你情况的信用卡。

哪种卡更适合欠款余额为1,000加元的情况呢：有年费的信用卡还是没有年费的

信用卡？

欠款余额

欠款余额

利息

利息

年费

年费

年费用	

年费用	

（不包括欠款余额）

（不包括欠款余额）

1,000加元

1,000加元

（1,000加元 X 0.19）= 190加元

（1,000加元 X 0.12）= 120加元

0加元

50加元

190加元

170加元

信用卡C：19％的利率，无年费

信用卡D：12%的利率，有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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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试试！

哪种卡更适合欠款余额为350加元的情况呢：有年费的信用卡还是没有年费的信用

卡？

哪种卡更适合欠款余额为200加元的情况呢：有年费的信用卡还是没有年费的信用

卡？

欠款余额

欠款余额

欠款余额

欠款余额

利息

利息

利息

利息

年费

年费

年费

年费

年费用	

年费用	

年费用	

年费用	

（不包括欠款余额）

（不包括欠款余额）

（不包括欠款余额）

（不包括欠款余额）

350加元

200加元

350加元

200加元

（350加元 X 0.21）=    加元

（200加元 X 0.22）=    加元

（350加元 X 0.18）=    加元

（200加元 X 0.12）=    加元

0加元

0加元

25加元

15加元

  加元

  加元

  加元

  加元

你可以对照第33页检查自己是否算对。

信用卡E：21%的利率，无年费

信用卡G：22%的利率，无年费

信用卡F：18%的利率，有年费

信用卡H：12%的利率，有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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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谈

与一名伙伴或小组成员一道回答下列问题：

• 拥有信用卡好吗？ 

•  如果好，哪种信用卡最好？对每个人都一样吗？

• 如果你现在有信用卡，它是最适合你的信用卡吗？

你可以选择。在你决定哪种信用卡最适合你时，可以考虑以下

几点：

1.	 	利率。不同信用卡之间的利率差异很大。选择利率较低的

信用卡可以为你节省很多钱。

2.	 	服务费和费用。有些信用卡收取年费。年费是否可以通过

降低利率来帮助你省钱呢？

3.	 	奖励计划的费用。一些信用卡会提供用卡奖励。奖励的价

值是否超过你的利息？

选择信用卡时，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你无法还清信用卡欠款余额，看看是否可以将

其转为较低利率的个人贷款或信贷额度。你所欠的

钱将少付一些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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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信息框

签订信用卡合同之前，请确保你了解费用和利率。 

获取这些详细信息的一种方法是阅读信用卡应用程序上的信息

框。在下一页中查看信息框的示例。

经签订的合同是一份法律文件，证明你与他人或企业之间的

协议。你应对所签署的内容负责，因此请确保你了解合同的

条款。

信息框是你的信用卡协议上的一个方框区域。你每个月收到

的结单或帐单上也有该信息框。它告诉你有关信用卡的重要

详细信息。

我们来谈谈

与一名伙伴或小组成员一道回答下列问题：

•  如果你在阅读或理解合同时遇到困难，该怎么办？

•  是否发生过“强势”的销售人员催逼你签署合同的情况？

“当你申请信用卡时，你同意接受所有条款和条件，包括利

率和费用。在提交申请之前，请仔细阅读全部申请条款。”

此信息来自加拿大金融消费者保障署 (Financial Consumer Agency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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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协议信息框示例

初始信用额度

年利率或利率

免息宽限期

利息计算

5,000加元

这些利率在你帐户激活之日生效。

消费的促销利率：前三个月结单的利率为4.99％

消费：促销期后：19.75％ 

预借现金：21.5％ 

欠款余额结转：21.5%

如果你发生以下情形，则下一期结单的利率将提高到24.75：

•逾期还款 

•超过信用额度 

•还款被退回 

•违反持卡人协议中的任何条款。

21天

使用该卡进行消费时，如果你在到期还款日前全额偿还欠款

余额，你将获得至少21天的免息宽限期。

预借现金或余额结转没有免息期。

如果收取利息，则以你的每日平均余额计算利息，并在每月

账单周期的最后一天从你的帐户中收取。

本表引自加拿大金融消费者保障署 (Financial Consumer Agency of Canada) 发布的《信用

卡：权利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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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的财务有条不紊	

每月还清你的全部信用卡欠款余额可为你省钱，因为你无需支付

利息。还清其他债务（例如信贷额度）也有相同的效果。偿还借

入的钱还可以帮助你建立良好的信用记录，并获得更好的信用评

分。 

如果你无法每月还清全部信用卡欠款余额，则仍然需要还最低还

款额，以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减少欠款，即使只是减少一点

点，都可以省钱，因为你支付的利息会更少。

你的信用评分或评级是一个介于300到900之间的数字。它表

明，根据你的信用记录，你还清贷款的可能性有多大。良好

的信用评分可以在你需要借款时帮助你降低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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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债务的第一步

如果你正在努力还清债务，或许你会觉得很难确定从哪里开始。

你可以尝试以下2种策略。有没有一种策略看起来对会对你有用

呢？

利率计划

查看不同贷款的利率。找到利率最高的贷款，然后先还清该贷款

的欠款余额。 

然后开始偿还利率第二高的债务。以此类推，直到还清所有债

务。长期而言，该计划可以帮助你节省最多的钱。

雪球计划

查看不同贷款的金额。找到金额最小的贷款，然后先还清该贷款

的欠款余额。 

然后开始偿还金额第二小的贷款。以此类推，直到还清所有债

务。该计划可以帮助你保持动力，因为你眼看着自己的债务越来

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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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人 贷款金额 利率	 其他费用

迈出第一步
写下你的所有借款，包括欠款金额和利率。你应该先还清那一笔

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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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你的资金

当我们使用信用卡和借记卡时，我们需要小心谨慎，确保没有他

人用我们的卡购物，从而窃取我们的资金。 

你可以采取以下步骤来保护自己的资金。你是否已经在使用其中

任何一种方法？

查阅你每月的信用卡结单，确保所有交易都是你自己的

输入密码时用手或身体遮盖键盘，确保没有人看到

选择别人很难猜到的密码 

谨慎保护你的密码

切勿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告诉任何人你的信用卡信息

了解如果你的信用卡被盗、或者你看到结单上有不是你

自己的交易，如何立即与你的信用卡公司联系

密码	(PIN)	是个人识别码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的缩写。这是你在银行自动柜员机上取

款或在商店付款时使用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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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信用很重要

你的信用记录可提供有关你过去使用信贷方面的信息。拥有良好的

信用记录可以为你提供几个方面的帮助。这四个群体可能使用你的

信用记录：

1.	 	贷款人，例如银行和信用卡公司，可能会用它来决定是否向

你提供贷款、信用卡或按揭

2.	 	房东可能会用它来决定是否要向你出租公寓

3.	 	保险公司可能会用它来决定是否会向你出售汽车或房屋保险

4.	 雇主可能会用它来决定是否雇佣你

你认为这些群体体中的任何一个很快会查看你的信用记录吗？

信用卡欺诈是指某人窃取了你的信用卡或个人

信息并使用该卡进行消费。 

我们来谈谈

与一名伙伴或小组成员一道回答下列问题：

• 你遭受过信用卡欺诈吗？

•  如果遭受过，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他人怎样窃取了你的个

人信息或信用卡？

•  你可以采取什么不一样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资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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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良好信用记录的小贴士

	使用信贷 

不使用信贷，你就无法建立信用记录。只要确保在使用时遵

循这些小贴士，你就能建立良好的信用记录。

	准时支付账单 

逾期还款会损害你的信用记录。记住到期还款日并做好资金

计划，以便你可以按时还款。

 全额还清欠款余额 

这是控制债务的好方法。如果你无法全额还清欠款余额，则

应在到期还款日以前尽可能多地还款。至少要尽力偿还最低

还款额。

	尽可能快地还清债务 

长时间负债会花费你大量利息，而且难以管理。

 留意你的信用额度 

尽量使你的欠款余额保持在远低于信用额度的水平。

信用卡和信贷额度都设定了你可以借款的最高金额。

你可以从贷款人借款的最高金额就是你的信用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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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谈

有时债务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与一名伙伴或小组成员讨论如何

面对债务。 

• 如果感到不知所措，你该怎么办？

• 可以去哪里求助？

非营利信贷咨询服务机构是免费帮助人们管理债务的机构。查找

你社区中的非营利信贷咨询服务机构的联系信息。

债权人是借钱给你的人或企业，例如银行或信用卡公司。

当你的债务太大而无法管理时，信贷咨询服务机构可以为

你提供帮助。其中包括致电你的债权人以降低你的利率和

滞纳金。

如果你无法支付账单，可以致电你的债权人。解释你的情

况。大多数时候，他们会与你一起制定还款计划。这可以

使你更轻松地还清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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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从本工作手册中学到的一些知识是否可能会改变你使用信用卡的

方式？你是否觉得你可以做出更好的借款决定？你还想学习什

么？

“管理债务”是加拿大政府提供的在线工具，可帮助你了解债务

以及如何偿还债务。该工具网址为：www.canada.ca/en/financial-

consumer-agency/services/debt.html

加拿大信贷咨询服务局 (Credit Counselling Canada) 列出了加拿大各

社区的非营利信贷咨询服务机构：  

https://creditcounsellingcanada.ca/

召开家庭会议，讨论省钱和减少债务的方法。当你的家

庭实现某个目标（例如还清某项债务）时，可以用一种

有趣而经济的方式庆祝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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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完成了《财务事项》之“借钱”工作手册。  

你学习了： 

• 借钱的不同方式

• 如何计算利息

• 信用卡是如何运作的

• 为什么管理债务并建立良好的信用记录很重要

承诺是对自己或他人的一项郑重的诺言。

我的承诺

我的行动计划

恭喜你！

作为最后一项活动，我们希望你能做出承诺。

承诺可以是私密的，也可以与他人分享。 

有时，一项承诺需要一个行动计划：为实现承诺而需要采取的步骤清单。

我保证通过以下方式应用我学到的借款和信贷新知识：

我首先需要做什么？

由谁来支持我？

我将如何克服障碍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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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率	(APR)

欠款余额

预借现金

合同

信贷/信用

信用卡

信贷顾问

信用卡欺诈

信用记录

信用额度

一笔贷款每年收取的利率。年度利率百分比 (Annual 

Percentage Rate) 的缩写。

你在某笔贷款或信用卡项下欠的钱。余额也可以指你在

个人支票或储蓄帐户中拥有的钱的金额。

你从现金兑换店、发薪日贷款人或信用卡获得的贷款。

一份法律文件，证明你与他人或企业之间的协议。

立即购买，以后付款。使用信贷时，你通常需要支付费

用。费用包括利息，通常还有服务费。

一张卡，可让你立即购买并以后付款，通常需要支付费

用。

一个可以帮助你管理债务的人。 

指某人窃取了你的信用卡或个人信息并在未经你同意的

情况下使用该卡。

是有关你曾经向谁借款、以及你花了多长时间偿还借款

的信息。

你可以从贷款人借款的最高金额。信用卡和信贷额度都

设定了你可以借款的最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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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报告

信用评分

债权人

债务

信息框

利息

贷款

最低还款额

还款计划

密码	(PIN)

有关你的信用记录的报告。它说明你向谁借过钱，以

及是否按时还款。

一个评分或评级，表明根据你的信用记录，你还清贷

款的可能性有多大。

借钱给你的人或企业。

你借入并需要偿还的钱。债务金额通常包括你借入的

金额加上利息。

合同、账单和结单上的方框区域，告诉你重要的详细

信息，例如你支付多少利息。

为借钱而支付的费用。当你取得贷款或使用信贷时，

你需要偿还借入的金额加上利息。利息金额通常以借

入资金的百分比表示。

你所借的、并同意在到期日之前还清的钱。通常会有

费用或利息。

你每月需要偿还的信用卡账单的最低金额。

偿还债务的时间表。其中的信息包括你何时还款、以

及还款的金额。

你的信用卡或借记卡密码。个人识别码(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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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15页

第18页

哪张卡更好？无年费的卡

哪张卡更好？有年费的卡	

C.	信用卡

A.	发薪日贷款 B.	信贷额度

     200.00加元

    ×        25%

      50.00加元							

  +   10.00加元

						60.00加元		  

     200.00加元

    ×       20%

      40.00加元

  +    0.00加元

						40.00加元				  

    200.00加元

    ×        5%

     10.00加元	

  +   0.00加元

					10.00加元				  

贷款：

利息：
（计算器上为0.25）

总利息：

+服务费：

贷款总费用：			

贷款：

利息：
（计算器上为0.20）

总利息：

+服务费：

贷款总费用：			

贷款：

利息：
（计算器上为0.05）

总利息：

+服务费：

贷款总费用：			

欠款余额

欠款余额

欠款余额

欠款余额

利息

利息

利息

利息

年费

年费

年费

年费

年费用	

年费用	

年费用	

（不包括欠款余额）

（不包括欠款余额）

（不包括欠款余额）

（不包括欠款余额）

350加元

200加元

350加元

200加元

（350加元 X 0.21） = 73.50加元

（200加元 X 0.22） = 44.00加元

（350加元 X 0.18） = 63.00加元

（200加元 X 0.12） = 24.00加元

0加元

0加元

25加元

15加元

73.50加元

44.00加元

88.00加元

39.00加元

信用卡E：

信用卡G：

信用卡F：

信用卡H：



谢谢你！

感谢你完成《财务事项》工作手册3，本课程旨在帮助你妥善管理金

钱。

你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更好地照顾自己的金钱，从而照顾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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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的知识。我们也希望你能更

轻松自如地前往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询问问题、获得建议、并选择对

自己最有利的财务管理方案。

欢迎你对本工作手册提供反馈！

请花时间填写工作坊评估表。 

这将帮助我们改进工作坊并做出你需要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