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活动 

 

 

 

 

 

 

 

 

第二课 

赚钱 

 

 

 

 

 

 

 

实用理财技巧 

受用终生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评估你的个人兴趣、能力和职业目标 
 

根据你个人情况，回答以下问题： 

1：你在学校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2：你擅长什么技能？你觉得什么是你最擅长的技能或专业领域？ 

 

 

3：除了学校生活和工作之外，你的兴趣是什么？ 

 

4：描述一个你帮助别人组织工作的情况。 

 

5 : 描述一个你和一个团队一起实现目标的情况。 

 

6 : 描述一下你可能会喜欢的工作。 

根据上述问题的答案，描述两个或三个符合你标准的工作：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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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评估当前的就业市场                
 

选择两个你感兴趣的职业领域。利用图书馆，网络，以及访谈的方式，获得下列

问题的答案：              

职业 1        职业 2  

 

1. 这项工作一般要做些什么？ 

职责是什么？ 

 

————————————————————————————— 

2.这种类型的工作对身心有什么要求？ 

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是怎样的？                                                                         

 

————————————————————————————— 

3．这个职业领域需要什么培训和教育背景？ 

 

————————————————————————————— 

4 这些职业领域未来会不会受到欢迎？ 

 

 

———————————————————————————— 

5.这个行业的起步薪资以及高级薪资分别是多少？ 

 

 

————————————————————————————— 

6.这些职业的哪些方面吸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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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创建简历 

 

简历是求职时常用的个人资料表。它列出你的技能和经验，以便未来的雇主

可以看到你之前做过什么，你的经验是否符合工作的要求。填写以下各项，协助

你准备简历。 

教育背景 
 学位/课程完成情况，学校，地点，专业，起始日期 

 

工作经验 
职称，机构，日期，职责 

 

 

其他经历（志愿者工作，学校和社区活动） 

职称，机构，日期，职责 

 

 

荣誉/奖励 

称号，机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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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读工资单 
 

说明 

利用所附的工资单回答下列问题： 

1. 简的雇主叫什么名字？ 

2. 简在纳税前赚了多少钱？ 

3. 简每小时的工资是多少？ 

4. 列出简的工资扣除的项目。 

5. 彼德史密斯的工资支票的支付期限是什么？ 

6. 到 1999 年为止，彼得的工资被征收了多少联邦所得税？ 

7. 彼得的这份薪水中为退休计划贡献了多少？ 

8. 彼得实际上得到的工资是多少？ 

9.玛丽在哪里工作？ 

10.玛丽的工资是多少？ 

11. 从玛丽的薪水中扣除了多少钱? 

12. 玛丽在 1999 期间总共支付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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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读工资单 
————————————————————————— 

汉堡宫企业有限公司 

名字   领薪日    检查编号 

简   3/14/09      9343 

员工编号          总金额 

NO.L4325         87.50 美元 

     收入 扣税款 其他扣除项目 

类型 小时 金额 所得税 当前 总额 说明 数目 

定期 20 120.00 联邦 

所得税 

12.72 174.90 用餐 7.00 

   社会保险 7.44 102.30   

   医疗保险 1.74 23.93   

   州所得税 3.60 49.50   

当前  120.00      

年 初 至

今 

 1650.00      

 
香蕉面包盒      员工姓名：彼徳史密斯 

社保号   999-99-9999 
工资结算期   8 / 06 / 09 至 8 / 12 / 09 
领薪日   8 / 15 / 09   
检查编号 3259 
净工资  182.41 美元 

 

     收入 扣税款 其他扣除项目 

类型 小

时 

数目 所得税 当前 总额 说明 数目 

定期 40 140.00 联邦 

所得税 

35.28 429.84 401(K) 

计划 

30.00 

加班 6 54.00 社会保险 18.23 222.08 健康 

计划 

15.00 

当前  194.00 医疗保险 4.26 51.94   

年 初 至

今 

 3582.00 州所得税 8.82 1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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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工资单（接上表） 

 

员工姓名      玛丽 
员工编号#     A5926 
工资结算期    7 / 01 / 09 至 7 / 15 / 09 
领薪日            7 / 14 / 09 

 检查编号      3691215 号 
净工资           349.21 美元 

 

 

     收入 扣税款 其他扣除项目 

类型 小

时 

数目 所得税 当前 总额 说明 数目 

定期  448.00 联邦 

所得税 

49.95 385.62   

工资   社会保险 27.79 361.09   

当前  448.00 医疗保险 6.50 84.45   

年 初 至

今 

 5824.00 州所得税 14.56 1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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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课测验：

赚钱 

对-错题 

1.______ 职业规划过程开始于评估你的个人兴趣、能力和目标。 

2.______ 面试是职业生涯规划过程的最后阶段。 

3.______ 工作路上的通勤费用被认为是“隐藏”的工作成本。 

4.______ 员工薪酬是大多数员工普遍接受的一种员工福利。 

5.______ 工资总额是从收入中扣除各种扣减项后的结果。 

选择题 

6._____ 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阶段是:       C. 员工折扣 

  A. 确定工作机会                      D. 退休金 

  B. 面试 

  C. 评估个人兴趣和能力              9. ____以下哪一项员工福利对工作 

  D.  应聘职位                        的父母最有用？ 

7._______投递简历之后, 下一步通常是:     A. 股票期权   

  A. 面试                              B. 税务递延退休计划 

  B. 对必要技能进行培训                C. 社会保障金          

  C. 比较员工福利                      D. 产假            

  D. 准备个人资料表（简历）          10. ____通常一个人的工资单将扣除:        

8._____工作的隐形成本包括:               A. 工资总额 

A. 工资总额                           B. 失业税 

  B. 制服费                             C. 联邦所得税 

                                        D. 消费税 

 

案例应用                                  

苏·史密斯曾经在零售业工作九年。她正考虑重回学校读书然后换一个职业领域。

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她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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