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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你的财务目标 

 

短期目标（一个月之内）  

  

目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估计费用 ______________美元 

  

目标日期 ______________美元 

  

每月金额 ______________美元 

 
中期目标（2-12 个月）  

  

目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估计费用 ______________美元 

  

目标日期 ______________美元 

  

每月金额 ______________美元 

 
长期目标（一年以上）  

  

目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估计费用 ______________美元 

  

目标日期 ______________美元 

  

每月金额 ______________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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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利息 

 

说明  

计算下面例子中的利息。 

1. 你把 200 美元存进一个每年支付 5%单利的储蓄账户。你将在 5年内赚多少利息？ 

  

__________ x _______________ x 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 

存款 x 利率 x 年数 = 所得利息 

账户总金额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把 150 美元存到一个每年支付 6%复利的储蓄账户里。3年后你能赚多少利息？ 

  

(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 x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 

(存款 + 所得利息) x 利率 = 所得利息 

(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 x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 

(存款 + 所得利息) x 利率 = 所得利息 

 (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 x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 

(存款 + 所得利息) x 利率 = 所得利息 

你的账户总金额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将 1000 美元投入到一个储蓄账户中，每年支付 6.5%的单利。12年后你的账户里

有多少钱? 

  

__________ x _______________ x 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 

存款 x 利率 x 年数 = 所得利息 

你的账户总金额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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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选择 

说明 

在空格处写下代表储蓄方法的字母。每个字母可使用不止一次。 

1. _____支票和储蓄账户的结合。利率随余额的多少而变化。 

2. _____结合支票和储蓄账户的好处。每个月对账户里未使用的钱支付利息。 

3. _____利率通常与存折账户相同。  

4. _____银行在固定的时间内对固定金额支付固定的利息。 

5. _____利率通常低于存折或月结单账户。.  

6. _____如果在截止日期前支取资金，通常会收取罚款。  

7. _____每一次存款或取款都必须出示一本小册子。 

8. _____账户持有人每月只能写有限数量的支票。 

A.  存折账户 

B.  月结单账户 

C.  赚取利息的支票账户 

D. 大额存单 

E. 货币市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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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课测试：存钱 
 

选择正确的答案。 

1.     “先付钱给自己”指的是： 

a. 定期储蓄  

b. 拿到薪水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c. 把钱放在支票账户里还账单  

d. 把所有薪水都存起来.  

2.      在选择储蓄账户时，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要考虑的因素？ 

a. 利率  

b. 费用、收费和罚款 

c. 要求的余额 

d. 银行存折的工本费  

3.      通常在哪个账户能赚取最低利率？ 

a. 货币市场账户  

b. 存折账户 

c. 大额存单 

d. 支票账户  

4.      通常在哪个账户能赚取最高利率？ 

a. 货币市场账户 

b. 存折账户 

c. 大额存单 

d. 支票账户 

5.      在大额存单里存钱的好处是： 

a.  固定期限以内无法取钱  

b.  没有风险 

c.  风险很大但利息高  

d.  提前支取需付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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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课测试：投资 
 

选择正确的答案。  

1.      利用 72 法则计算利率为 6%的资金多少年金额能翻倍？ 

         a. 6 年  

b. 8年 

c. 9年 

d. 12 年 

2.      从投资中获得的资金被称为:  

a.投资组合 

b. 回报 

c. 个人退休账户 

d. 以上全部 

  

3.      以下哪一项是在固定的期限内向投资者支付固定利息？ 

a. 股票 

b. 债券  

c. 共同基金  

d. 个人退休账户  

4.      以下哪项允许投资者拥有公司的部分所有权？ 

a. 股票  

b. 债券  

c. 共同基金  

d. 个人退休账户 

5.       包含各种投资，由专业人士管理的投资组合叫做： 

a. 股票 

b.  债券  

c.  共同基金  

d.  个人退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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