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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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探索为未来储蓄的不同方式 

• 了解利息以及利息如何增长

•  了解使用注册教育储蓄计划 (RESP) 为孩子的教育储蓄的方法

• 了解如何使用免税储蓄账户 (TFSA) 进行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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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储蓄的不同方式

本工作手册探讨如何储蓄，以及不同类型的储蓄帐户。你将了

解有助于你的资金随着时间而增长的方法。 

你将了解注册储蓄计划，这些计划可以帮助你为未来做好准

备。其中一些计划旨在帮助你为停止工作/退休后的生活储

蓄。

你有孩子吗？如果你有孩子，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一些注册储

蓄计划可以帮助你为孩子将来接受教育进行储蓄。 

在本工作手册中，你将了解加拿大政府提供的这些注册储蓄计

划：

• 免税储蓄账户 (TFSA)

•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RRSP)

• 注册教育储蓄计划 (RESP)

• 加拿大学习债券 (Canada Learning Bond)

• 加拿大教育储蓄补助金 (Canada Education Savings Grants) 

储蓄帐户是一个帐户，你在其中的存款可以取得利息。 

利息是为借钱而支付的费用。当你获得贷款或使用信贷

时，你必须支付利息。当你将钱存入储蓄帐户时，银行

将向你支付利息。利息金额通常以百分比表示。 

注册储蓄计划是在加拿大政府注册的储蓄账户。它们提

供税收优惠，有时还提供现金奖励，以帮助你满足未来

的需要。



3

工作手册4：RESP和其他储蓄方式

想一想自己的资金

想一想你的未来以及你所爱的人的未来。你希望10或20年后的生

活是怎样的呢？你的家庭成员的生活呢？要实现这些梦想，你需

要多少钱？

勾选下列陈述中最符合你的情况的一项：

我赚不到足够的钱，所以我无法储蓄。

或许我可以储蓄，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做。

我现在做一些储蓄，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得很好。

以上都不能说明我的情况。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4

工作手册4：RESP和其他储蓄方式

我们来谈谈

两两讨论或小组讨论以下问题：

•  支付食物，住房和账单费用后，你还有剩余的钱可以用来

储蓄吗？

• 关于为未来储蓄，你是否感到担忧？

• 储蓄对你来说重要吗？

• 是不是说，只有当你能大笔储蓄时，储蓄才有意义呢？

如今，许多人只考虑维持生计。他们并不操心为未来

储蓄。但是为未来储蓄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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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丹增和莱利

丹增 

莱利

丹增知道某些事情必须改变。他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花钱。他年纪

越来越大了，除了用信用卡购买的大屏幕电视外，他的辛苦工作

并没有为他留下任何东西。丹增担心自己的工作，因为他听到了

裁员的风声。如果丢了工作，他将没有足够的钱付清所有账单。

丹增决定每天自带午餐而不是在外面购买午餐。这样做每月可以

帮他节省约100加元。他还研究了自己的手机账单，看看他是否真

的需要所有的服务。 

莱利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太多机会。她想给孩子们这些机会，例如

能够上大学。但是莱利知道学费、课本费和校内住宿费用可能十

分高昂。 

莱利的孩子们还很年幼，所以她还有时间做计划。但是她仍然担

心他们的未来。她怎样才能负担得起他们的学校费用呢？在为孩

子们的教育储蓄方面，她能得到任何帮助吗？

储蓄不会自动发生，我们必须为储蓄进行规划。这非常重要。 

•  如果你不储蓄，一旦失业或生病你怎么办呢？ 

• 那些依靠你的人怎么办呢？

我们来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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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增和莱利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他们有不同的储蓄目的。

这是很正常的。在我们人生的不同时期，我们有不同的财务需

要。因此，我们有不同的储蓄方式。

你目前为哪些目的储蓄呢？ 

如果你没有在做储蓄，是为什么呢？

你目前为什么做储蓄？

我们来谈谈

你的财务需要和想要回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呢？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你会有哪些不同的储蓄目的呢？想一想这些

不同的人生阶段。请记住，其中一些可能会同时发生。

• 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青少年时期

• 全日制在校学生

• 独立生活的年轻成年人

• 受雇的成年人

• 靠固定福利收入为生的失业成年人 

• 学龄儿童的父母

• 子女已成年并独立生活的父母

• 为退休做规划

• 退休

• 

有些人的主要收入来自政府福利计划或养老金。这

些人每个月获得固定金额的福利收入。即使他们当

月要付的钱更多，该收入金额也不会改变。这就是

靠固定福利收入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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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自己的生活

想一想自己的生活。

你已经经历了哪些人生阶段？你未来还会经历哪些人生阶段？

把这些阶段写下来，包括你现在所处的人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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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与你处于同一人生阶段的人，形成一个小组。讨论这个阶

段如何影响你对储蓄的看法。

• 你们的财务需要是相同的吗，还是有所不同？ 

•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为什么要做储蓄？你的储蓄目的有

哪些？

•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做储蓄面临哪些困难？

储蓄的目的：

做储蓄面临的困难：

我们的人生阶段：

1.

1.

4.

2.

2.

5.

3.

3.

我们来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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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支付自己

许多人在储蓄方面存在困难，因为他们在付清所有账单之后就没有

钱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先支付自己”。 

“先支付自己”的意思是，从每笔工资中拨出一些钱，将其存入你

的储蓄帐户。然后，用工资其余部分来支付帐单和其他需要。

你的净收入的10％是多少？

将你的净收入除以10即可得出。 

我来试一试： 

莱利的每月净收入为2,200加元。她的净收入的10%是多少？

净收入是指你的工资扣除税款和其他扣除额后的金额。

扣除额是从你的工资中扣除的金额。扣除额通常被缴纳到加

拿大养老金计划和失业保险之类的计划

财务计算：百分比

莱利的净收入

÷   10  =

尽可能多地储蓄永远是明智之举。一个不错的起点是将净收

入的10％用来储蓄。如果这听起来太多，也可以从一个较小

的数目开始。尽可能多地储蓄。一点一滴都会有帮助！

你可以对照第29页检查自

己是否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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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多储蓄

假设你的每月工资净收入为500加元。

500加元的10％为50加元。这就是你要尝试从每月工资中储蓄的金

额。

但是，如果储蓄很困难怎么办？如果要“先支付自己”，你需要

找到额外的50加元。这可能意味着你需要减少常规支出。

与一名伙伴或小组成员集思广益，探讨通过减少常规支出来实现

储蓄的方法。你可以停止购买哪些东西？每个项目可以帮你省多

少钱？尝试想出一些点子，让你可以总计节省50加元。

提示：还记得丹增吗？ 

他做了什么来省钱呢？

500加元  ÷   10   =  50加元

省钱的点子 省钱的金额

少买快餐 每月约25加元1.

4.

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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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财务计划
想一想自己的消费习惯。你的净收入的10％是多少？

你可以使用该金额作为储蓄目标。如果从这个目标开始做有些

难，你可以选择一个更适合你的目标。

如果你没有想出足够的点子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要放弃。你可

以设定一个较小的目标并尽力而为地储蓄。记住，一点一滴的储

蓄都有价值。

你达到目标了吗？

我的目标： 

许多人发现，定期储蓄对他们来说会更容易。一种

做法是设置自动转账。也就是说，你的银行每个月

都会自动从你的支票帐户中提取资金，并将其存入

你的储蓄帐户。

我省钱的点子

总储蓄额：

我能省多少钱？

收集零钱 每天50加分1.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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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的资金增长 

你的储蓄如何增长

还记得我们在其他工作手册中谈到的债务吗？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的债务会增加，因为你需要支付利息。

储蓄账户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是这次是一件好事！你储蓄的

钱将得到利息。这意味着你无需做任何事情，你的储蓄就会增

长。 

假设你将钱存入储蓄帐户，并获得5％的利息。如果你将100加元

存一年，你可以额外获得5加元。

明年，你将获得105加元（而非100加元）的5％利息。你的资金

又增长了。这称为复利。

+

复利是指你的原始本金和你已经获得的利息都

可以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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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计算：利息

举例：

你来试试！

1.

2.

3.

看到自己的资金增长，会使你对储蓄感到更加兴奋。计算下面的

储蓄金额和利率可以让你赚取多少利息。

          使用计算器来帮助你计算。

储蓄金额：100加元 

利率：3%

储蓄金额：250加元 

利率：4%

储蓄金额：500加元 

利率：2%

储蓄金额：1000加元 

利率：5%

提示：

计算利息

100.00加元 

x     0.03

         3.00加元

在这里计算：

在这里计算：

在这里计算：

你可以对照第29页检查自

己是否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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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储蓄计划

加拿大政府有一些特殊的储蓄计划，帮助实现资金的更快增长。

这些被称为注册储蓄计划。这些计划中，是否有任何计划看起来

很适合你呢？

计划类型

注册教育

储蓄计划 

(Registered 

Education 

Savings Plan)

免税储蓄账户

注册退休储蓄

计划

注册残障储蓄

计划

简称

RESP

 

TFSA

RRSP

RDSP

定义

一个在加拿大政府注册的

储蓄账户。帮助你为孩子

的专上教育储蓄

一个在加拿大政府注册的

储蓄账户。帮助人们更轻

松地储蓄

一个在加拿大政府注册的

储蓄账户。帮助人们为退

休储蓄

一个注册帐户，可帮助你

为作为残障人士的亲属的

长期照护储蓄

注意事项

当你将钱存入RESP时，加拿

大政府也会往其中存钱。如

果你的收入较低，可能还会

获得更多的财务援助。你无

需为在RESP中赚取的利息缴

税。学生用这笔钱接受教育

时，需要纳税。

你每年最多可以向TFSA存入

6,000加元。你无需为从该帐

户中赚取的利息或取出的钱

缴税。    

在你从RRSP中提取资金之

前，你无需为存入RRSP的资

金或所赚取的利息纳税。 

你在该帐户中每存入1加元，

你就会获得3加元。政府每年

的供款总额取决于你的家庭

收入。有残障的亲属可以根

据自己的意愿花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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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教育储蓄计划

如何运作

还记得第5页的莱利吗？她担心自己能否为孩子的教育储蓄足够

的资金。她实现此未来目标的一种方法是为每个孩子开设一个

RESP。

你可以在孩子出生时开设RESP。你和孩子都需要有社会保险号 

(SIN)。

你存入RESP的钱越多，你获得的利息就越多。利息是额外的

钱，可以帮助你的孩子支付学费。

你存入RESP的资金的增长免税。孩子将这笔钱取出来用于接受

教育时，需要纳税。由于大多数学生收入不多，因此你的孩子

很可能不必缴纳太多税款。

加拿大政府还提供了其他一些方法，使你的RESP更快地增长。

查阅下一页有关加拿大学习债券和加拿大教育储蓄补助金的部

分。

有教育储蓄的孩子在高中毕业后上大学、学院

或培训学校的机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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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ww.canlearn.ca

加拿大政府如何帮助你的RESP增长

计划类型

加拿大学习债券 

(Canada Learning 

Bond) 

加拿大教育储蓄

补助金 - 基本

加拿大教育储蓄

补助金 - 额外

简称

CLB 

基本CESG

额外CESG

定义

加拿大政府提供的

资金，可帮助你开

始为孩子的专上教

育储蓄。 

加拿大政府提供的
资金，可帮助你开
始为孩子的专上教

育储蓄。

加拿大政府提供
的、额外于基本
CESG的资金。

注意事项

你的孩子可以立即得到500加元，以

帮助你开始储蓄，此后每年可获得

100加元，直到满15周岁。这笔给你

孩子的教育金最高可达2,000加元。你

自己不必向RESP存入任何资金即可获

得这笔补助金。

谁能得到？孩子在2003年12月31日

之后出生、并取得加拿大儿童福利 

(Canada Child Benefit) 的任何人。

相当于你的孩子年满17岁之前你向

RESP的供款的20％的补助金。这意味 

着，你每向RESP存入10加元，加拿大

政府将追加存入2加元。 

谁能得到？任何人。

你收到的基本CESG补助金基础上的额

外补助金。在一年中，你存入RESP的

第一笔500加元（或更少的金额）有

可能获得额外的10％或20％补助金。

谁能得到？这取决于孩子的主要照料

者的家庭净收入。

加拿大儿童福利 (Canada Child Benefit) 

是每月支付给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

庭的福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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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计算：储蓄 

选项1

选项2

选项3

莱利每年赚22,000加元。假设莱利的女儿10年后上大学。莱利在

这10年中可以储蓄多少钱呢？让我们比较一下莱利为女儿的教育

储蓄的不同方式。

莱利每月在厨房里的一个储蓄罐里放50加元。

莱利每月在一个储蓄账户存50加元。

莱利每月在一个RESP存50加元。她还从CESG和CLB收到补助金。

RESP将帮助莱利储蓄更多的钱，尤其是将利息算上时。

RESP能帮助莱利多储蓄多少钱呢？ 

每月50加元×一年12个月=

每月50加元×一年12个月=

每月50加元×一年12个月=

每年600加元

每年600加元+利息

每年600加元 + 120加元
（CESG）+利息

你可以对照第29页检查

自己是否算对。

每年600加元× 10年=

每年600加元× 10年=

每年720加元× 10年+ 1,400加元（CLB）=

6,000加元

6,000加元 +利息

8,600加元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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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谈

两两讨论或小组讨论以下问题：

• 你有子女或孙子女吗？

• 他们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  你认为他们的专上教育需要花费多少钱呢？他们将如何获

得这笔钱呢？

• 你可以为这个孩子开设一个RESP吗？ 

• CLB和CESG会帮助到你的家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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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教育储蓄

第1步：开设一个RESP

第2步：取得CLB

第3步：取得基本CESG

第4步：取得额外CESG

1. 你和孩子都需要有社会保险号 (SIN)

2.  致电你的银行、信用合作社、团体计划经销商或认证理财规

划师。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帮助你取得CLB或额外CESG

3. 如果他们表示可以，则开设RESP

1. 要求RESP提供商申请CLB 

2. 查看RESP帐户，看看款项是否已存入

3. 你自己不必向RESP存入任何资金即可获得CLB

1. 向RESP存款

2. 你的RESP提供商将为你申请补助金

1.  要求RESP提供商填写“额外加拿大储蓄补助金申请表”

。通过此表格，你可以了解你的孩子是否可以获得额外

C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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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MySmartFuture开设RESP

如何运作

你需要：

• 10分钟

• 你孩子的姓名、出生日期和邮政编码

• 你的邮政编码（如果不同）

你也可以在线开设RESP。加拿大政府有一个名为MySmartFuture的

网站，可以帮助你开设RESP。

•  通过MySmartFuture.org在线完成申请。大约需要5分钟。 

•  与你的银行预约。通常，你可以在线或通过电话预约。

•  携带政府签发的、带照片的身份证件和SIN前往银行。签

署申请表。 

•  银行将你的申请寄送给政府。现在，你的孩子有RESP

了！

•  如果你的CLB申请获批，政府将开始向你的新RESP存入资

金。

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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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谈

想一想你现在的生活。 

• 你需要钱做什么？

•  你是否想为孩子的教育以外的其他事情储蓄？

• 在退休之前，你打算还工作多少年？

• 你梦想的退休生活是怎样的？

•  想一想你退休生活的一些实际场景。你会在哪里生活？你将

如何使用你的时间？你会有哪些钱？会够吗？

•  回过头来看看你的梦想。你梦想的一部分可以变成现实吗？  

你需要多少钱才能实现？如何为这个目标储蓄？

RRSP是“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的缩写。这是一个注册储蓄

帐户，可帮助你为退休储蓄。

TFSA是“免税储蓄帐户”的缩写。这是一个注册储蓄帐

户，可帮助你为任何目标储蓄。它也是可帮助你为退休储

蓄的很好的工具。

如果你想为某个大额购买或退休储蓄，RRSP或TFSA可能是你的

理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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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购买

你的储蓄目的有哪些？

我们来谈谈

还记得第5页的丹增吗？他看到一则大屏幕电视广告，并决定

使用信用卡购买。 

信用卡能让你现在购买以后付款。如果你在到期还款日全额还

款，那就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不能全额还款，你的债务会

由于利息而变得更大。这意味着丹增的电视机可能会让他花更

多的钱。

其实，丹增可以不使用信用卡，而是先储蓄足够的钱，再购买

电视机。这样，他将确切地知道他要为电视机花多少钱，且不

会积累债务。

回顾第11页，你在其中写下了一些储蓄目标。这些目标是否需要

花费很多钱呢？储蓄一大笔钱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知

道自己储蓄的目的，这可以使储蓄变得更容易。 

与一名作伙伴或小组成员一道，列出你可以通过储蓄来购买的物

品的清单：

想一想你现在的生活。

• 你想开始为哪些目标储蓄？

• 设定目标是否让你对储蓄感到更加兴奋呢？

洗衣机

家庭度假

1.

4.

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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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规划

你每个月支出相同的金额吗？还是说，有些月份的支出似乎比其

他月份多一些？想一想： 

• 假期，礼物和额外的食杂支出

• 冬天，取暖费用更高

• 一年一次或两次的汽车保险账单

÷   12   = 

1.汇总一年以来的取暖费用： 

2.将该金额除以12，因为一年中有12个月

这就是你每月的取暖费用，即使你没有每月收到账单。 

提前规划意味着你可以每月“支付”相同的金额。有时，例如冬

天，你会把钱付给供热公司。有时，例如夏天，你会把钱“支

付”到你的储蓄帐户。这样，收到账单时你就不用担心了。

意外支出

我们的生活并不总是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即使是惊喜，有时也

会花费我们很多钱。想一想生活中的变化，例如：

一个好主意是，每月储蓄一点额外的钱以备不时之需，即使你并

不确切地知道要储蓄多少。有人将其称为“雨天基金”或“应急

基金”。每月在这个帐户中存一些钱，可以帮助你为意外支出做

好准备。

• 你多了一个孩子

• 你丢了工作

• 你收养了一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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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储蓄账户

如何开设TFSA

你是否希望为意外开支、大笔购买或退休储蓄呢？TFSA是一个

好主意。 

使用TFSA可以提醒你，这不是你可以消费的“额外”的钱。这

是专用于你的储蓄目标，例如暖气费、新电视机或退休的钱。

你的银行可以帮助你开设TFSA。你需要：

• 是加拿大居民 

• 年满18周岁 

• 有社会保险号 (SIN) 

每年，你最多可以向TFSA存入6,000加元。你的资金会增长，因为

你将获得利息。你无需为在TFSA中赚取的利息缴税。

你可以随时从TFSA中提取资金，并且无需为此缴税。你可以随

意使用这笔钱。但是请记住你的储蓄目标！你的储蓄是为了什么

呢？

TFSA是“免税储蓄帐户”的缩写。这是一个特殊的

储蓄帐户，你在该账户中的资金增长完全免税。

TFSA



25

工作手册4：RESP和其他储蓄方式

两两讨论或小组讨论以下问题：

• 关于为未来储蓄，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  你准备好去银行并开设适合你的储蓄计划了吗？你是否

需要更多信息？

•  你会为某个孩子开设RESP吗？或者，你还会为某个孙辈

开设RESP吗？

• CESG和CLB会帮到你的孩子吗？

• 你会为自己开设TFSA吗？

如需了解有关加拿大教育储蓄补助金或加拿大学习债券的更多

信息，请致电1-800-O-CANADA (1-800-959-8281) 与加拿大教育

储蓄计划署 (Canada Education Savings Programs) 联系，或访问

www.canlearn.ca。

我们来谈谈

了解更多信息

开设储蓄计划之前，可以询问多家银行。比较各种不同

的计划。哪一个最适合你的财务和未来需要呢？ 

找到一个高利率、低费用的帐户。你可能还需要考虑其

他因素，例如银行是否在你家附近或是否有应用程序，

你可以在网上将钱存入你的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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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完成了《财务事项》之“储蓄方式”工作手册。  

你学习了： 

• 为未来储蓄的不同方式 

• 利息如何帮助你的资金增长

• 为孩子未来的教育储蓄的方式 

• 为退休储蓄的不同方式

承诺是对自己或他人的一项郑重的诺言。

恭喜你！

我的承诺

我的行动计划

承诺可以是私密的，也可以与他人分享。 

作为最后一项活动，我们希望你能做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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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诺通过以下方式应用所学到的、储蓄方面的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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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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支付给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的福利金。

加拿大政府根据你存入的金额向你孩子的注册教育储蓄计

划 (RESP) 存入的资金。

加拿大政府根据你存入的金额向你孩子的注册教育储蓄计

划 (RESP) 存入的额外资金。适用于低收入家庭。

加拿大政府为你孩子的RESP提供的款项（如果你属于低收

入家庭）。

你存入的原始金额以及已赚取的利息都能生息。

从你的工资中扣除的金额。扣除额通常被缴纳到加拿大养

老金计划和失业保险之类的计划。

是指一个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政府福利计划或养老金。靠

固定福利收入生活的人每月收入固定。即使其在某个月中

的支出较多，该收入金额也不会改变。

加拿大儿童福利 

(Canada Child Benefit)

加拿大教育储蓄补助

金 - 基本

加拿大教育储蓄补助

金 - 额外

加拿大学习债券 (CLB)

复利

扣除额

固定福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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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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将钱存入储蓄帐户时，银行将向

你支付利息。

你的工资扣除税款和其他扣除额后的金额。

在加拿大政府注册的储蓄帐户或计划，可帮助你更快地

储蓄。

为孩子未来的教育储蓄的一种方式。

为退休储蓄的一种方式。

一个个人银行帐户，你在其中的存款可以取得利息。

一个在加拿大政府注册的储蓄账户。 

利息

净收入

注册储蓄计划

注册教育储蓄计划 

(RESP)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RRSP)

储蓄账户

免税储蓄账户 

(T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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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第9页

第18页

第13页

莱利的净收入为2,200加元。她的净收入的10%是多少？

莱利通过的RESP储蓄了8,600加元（包括利息）。

如果没有RESP，她可以储蓄6,000加元（包括利

息）。

通过使用RESP而不是常规的储蓄帐户，莱利可以

多储蓄2,600加元外加利息。

 250.00加元

x        0.04  

  10.00加元      

 500.00加元

x        0.02

  10.00加元      

  8,600.00加元

 -6,000.00加元  

  2,600.00加元      

1,000.00加元

x          0.05

    50.00加元      

莱利的净收入

÷    10  =

1. 储蓄金额：250加元 

利率：4%

2. 储蓄金额：500加元 

利率：2%

3. 储蓄金额：1000加元 

利率：5%

2,200加元          220加元



谢谢你！

感谢你完成《财务事项》工作手册4，本课程旨在帮助你妥善管理金钱。 

你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更好地了解如何照顾好自己的金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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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