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您开启理财之旅

澳大利亚理财
第一步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本指南将助您了解银行和理财。

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家银
行，200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的 
关键在于您有充分的知识帮助您做理财决定。
本指南由西太平洋银行金融教育服务机构戴维森研究
所（Davidson Institute）撰写。在此您能获取包括澳
元、银行帐户、信用卡、退休储蓄、预算和其他方面的信
息，以帮助您实现财务目标，建设美好未来。

您好！

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可邮件垂询我们的移民银行团队
migrantbankingteam@westpac.com.au

我们可用英文、普通话以及越南语与您进行沟通。

在微信上关注我们

mailto:migrantbankingteam%40westpac.com.au?subject=


目录
澳元 4
货币 4

获得财富 5

管理财富 5

支配财富 5 

银行 6
银行账户 7

借记卡 8

信用卡 9

澳大利亚劳务 12
领取薪水 12

工资单 13

税务 14
所得税 14

年纳税摘要 15

递交报税表 15 

养老金 16
养老金保障制度 16

个人缴纳 17

养老金投资 17

养老金支取 17

租房体系 18
寻找租赁房产 18

开始租赁 19

终止租赁 19  

预算 20
设置预算 21

预算示例 22

金融术语解析 23

备注 25 

3



货币
澳大利亚使用的货币是澳元（AUD$）。 以下是一些关
于货币的实用信息:
• 澳元的符号是: $
• 每1澳元相当于100澳分
•  现金包括硬币和纸币： 

– 银色硬币包含5澳分、10澳分、20澳分和50澳分 
– 金色硬币包含1澳元和2澳元 
– 由聚合物材质（塑料）制成的纸币有5澳元（粉色）
、10澳元（蓝色）、20澳元（红色）、50澳元（黄色）以
及100澳元（绿色）

5澳分四舍五入规则
澳元中没有1澳分或2澳分的硬币，因此，如果你需
要支付的现金额度不是5的倍数，那么将被四舍五
入为最近的5的倍数。例如，如果您花费3.98澳元
购买了一块面包，若以现金支付，将支付4澳元（舍
去尾数2澳分后保留整数）；若以电子方式付款，则
支付金额为3.98澳元。

澳元



获得财富
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人都通过工作赚钱，要么受雇于他
人，要么经营个人生意；也可通过投资获得利益，如银行存
款利息或者股票利息；若无法工作，则通过社会保险救济
金或其他保险获得一些保障。

管理财富
在澳大利亚的人一般将钱存在银行账户内，绝大多数人只
持少量现金。银行提供了一种稳妥、便捷的方式来保障您
钱财的安全，您在获得利息的同时，还可通过多种方式轻
松取款。(参见下部分的“使用现金”)

趣事
基于其特别的颜色，一些澳大利亚纸币有着有趣
的昵称。红色的20澳元有时被称为“龙虾”，黄色
的50澳元有时被称为“菠萝”。

使用现金
在澳大利亚，要获得现金，可以从银行账户中获取，也可通
过自动柜员机（ATM）。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带有现金功能的
销售点电子转账系统 （EFTPOS）进行提取。销售点电子转
帐系统通过电子方式将钱从你的银行账户转到卖家的账户
中。有些商店还允许您在使用销售点电子转账系统时取出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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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定义
在本指南中，我们使用“银行”一词来指代所有金融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房屋信贷互助会以及信用合作社等。
在澳大利亚，这些都是管理人们资金的机构。

银行的功能
银行在澳大利亚的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承
担着存储货币、转移货币和发放贷款的作用。银行受到严
格监管，以确保您的财富安全。

银行
多数银行允许您使用电脑、平板电脑以及手机，通过网上
银行服务办理银行业务。您可以在网上申请账户和贷款，查
询余额、交易信息及银行对账单，在个人的不同账户之间转
账、直接转账至他人的账户，或者通过其他电子支付方式
如BPay来进行支付。



7

银行账户
拥有银行账户是在澳大利亚生活重要的第一步，尤其是您
即将在此工作。
当您收取工资时，雇主通常会通过电子方式直接将钱款存
入您的银行账户，这种方式快速、便捷且安全。因此，您需
要向雇主提供一个银行账号。
下表展示了大多数人拥有的两种银行账户:

开户问题清单
储蓄账户？交易账户？还是两者都要？以下的清单可以帮助您选择您需
要的账户。

交易账户 储蓄账户

您是否希望工资直接汇入此账户？

您是否希望能从ATM机上直接取
钱？

您是否希望能使用EFTPOS进行支
付？

您是否想要在线查看您的账户信
息？

您是否想要从存款中获得利息？

建议.
请确保您网上银行和自动柜
员机的密码安全，以避免其他
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访问
您的账户。

账户类型 使用原因 使用方式

日常账户 把您的薪资和日常
开销存在一个安
全便捷的地方。

•  满12周岁后可以申请一张借记卡（Westpac Handycard），或者满14周岁后
可以申请一张万事达借记卡（Debit Mastercard），此卡可用于网络或海外
购物等处（可能会产生费用）。

•  多数银行也提供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服务，可以用它来查询账户余额、交易信
息、进行转账，及更多操作。

储蓄账户 把日常盈余的钱
存到能产生利息
的地方。

•  储蓄账户的设计不如交易账户便捷。
•  您可能只能在网上将资金转到另一个账户内，而不能在ATM机或EFTPOS上提

取现金。
•  此外，作为将财富存储在银行的奖励，并且鼓励您继续储蓄，银行可能会向您

支付存款利息。 



关于银行账户的相关信息

费用和收费
某些账户会收取按月收取服务费，或者以某种方式取钱的
手续费，例如在某家分行取钱，或者使用其他银行的ATM
取钱。建议您检查一下可能存在的费用，以及哪些情况下需
要支付此类费用，这样可以帮助您在减少或免除此类费用
的情况下使用银行账户。

提供所需的身份证明
您选择开户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需要验证您的身份，因
此，银行会要求您提供各类形式的证明，例如出生证明、护
照、医保卡、学生证等。银行还会询问您的税务档案号 
( TFN），更多TFN信息详见第14页。

管理好您的财富 
定期检查账户余额和交易信息（包括存款和取款）是确保
交易无误的好办法。银行需向您提供您的账户上所有交易
的清单，这被称为您的银行对账单，可以是以纸质副本形
式邮寄给您，也可以依照您的要求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
您也可以在ATM机器、网上银行或者手机银行APP上查询
您的账户交易信息。

借记卡

开户后，银行会给您一张塑料材质借记卡，可以在ATM上使
用，也可以通过EFTPOS终端机来存取账户内的钱。您亦会
获得一份个人身份证号码（PIN），可能需要输入该号码才
可进行交易。为了您的安全，您的PIN码必须保密，不应写下
来或存放在卡周围。
部分借记卡带有PayPass TM1或者PayWave TM2的标
志，这是一种嵌入式电子芯片，只需将卡接触EFTPOS终端
机，交易时无需输入密码。这也被称为 Tap & Go TM3 或
者“无接触式交易技术”。

脚注

TM1 PayPass是万事达国际有限公司的商标。

TM2 PayWave 是Visa国际服务协会的商标。

TM3 Tap & Go是万事达国际有限公司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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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

信用卡为您提供了信用额度，即用于购物或提取现金的贷
款。此类信用额度十分方便，但请记住，它本质上是一种贷
款，您使用的金额可能会收取相应的利息，也可能会产生费
用，并需要进行偿还。
信用卡可用于实体店、电话或者网上购物。部分信用卡允许
您取出现金，这就是所谓的现金预支。现金预支存在利息
和手续费。

申请和批准
在任何贷款被批准之前，银行会询问您的相关信息，以判
断您是否能够偿还债务。银行可能会查看您的财务状况，
包括收入和支出、目前住所的居住时长。他们也可能查阅由
信用报告机构提供的您的信用评分。

建议
初次来到澳大利亚，申请信用卡的难度会加大。在申请信用卡之前，您可以与银行工作人员沟通一下自身情况。

信用卡的种类
信用卡有多种不同类型可供选择。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卡之前，您应该考虑自己将如何使用这张卡。下表展示了不
同类型可用的信用卡：

因此，申请信用卡时请记得一定要检查产品披露声明（PDS）的完整条款以及使用条件，包括随卡保险。

1.经常检查您的信用卡的条款和条件，以便您的信用卡在免息期支付最低利息。

信用卡功能 功能介绍

免息期 •  消费的免息期最长为45至55天，不包括贷款人视为预付现金的任何交易。这包括了
通过自动取款机、金融机构或现金替代品（如使用您的信用卡帐户购买赌博筹码或
代币）获得现金。

•  如果您预备每月付清您的全部信用卡欠款，免息期将会起效。
•  如果您没有每月付清全部的信用卡欠款，您的新消费可能没有免息期。1

奖励 •  奖励计划使您在每次消费时可以获得相应“积分”，这些积分可用于兑换特定的物
品和服务（通常包含了旅游、服饰、电器商品、礼品卡或航班机票等一系列选项。)

•  与大多数无奖励计划的信用卡相比，匹配奖励计划的信用卡通常有较高的年费和
较高的利率。

费用低 •  不含有上述奖励计划、免息期的基础信用卡。
• 有较低的利率，以及较低或免收的年费。

保险 • 部分信用卡还提供各种保险，例如购物保险或者旅游保险。



管理信用卡
所有的信用卡都需要按月还款，若您没有按时还款，将被
收取逾期还款费。最低还款额通常以未还金额的百分比来
计算，一般为2%，此金额将在您的信用卡账单上出示。 
按时还款极为重要，既可以维持您的总支出，还可以保护
您的信用记录（见下文信用报告）。

信用评分和信用报告
在澳大利亚，银行依据信用评分和信用报告决定是 
否借贷给您。
每次申请信贷（无论是信用卡、电话支付套餐、住房贷款或
者商业贷款）。银行和信用报告机构都会留存一份信用记
录。您的还款记录以及任何逾期付款或者未偿还贷款的记
录也都会留存，这包括了你申请过的贷款、是否按时还款、
信用卡记录、电话费、水电煤缴费以及法律判决。这些记录
构成了您的征信，也称为信用评分，银行将在您每次申请信
贷时进行审查。 
因此，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十分重要，否则将 
来您可能无法借贷。
在澳大利亚，每人每年有权至少索取一份免费信用报告。 
更多信息请访问 creditsmart.org.au 
如果您初来乍到澳大利亚，您可能还没有信用评分和报
告，这可能会加大申请信用卡和贷款的难度。

建议
尽管很多信用卡只要求你每月还最低欠款，最好
的做法是偿还尽可能多的欠款，保持较低的还款
利息。 

建议
维持良好的信用报告将有助于您申请贷款。按时
支付账单，不使用太多的信用卡，并及时偿还贷
款，将有助于您保持优秀的信用评级。

http://www.creditsmart.org.au




澳大利亚劳务

领取薪水
首先，了解雇主为您支付的工资是如何计算的非常重要。
• 对于大多数临时或兼职工作来说，工资按小时来支付。小

时工资率依据在周末、公共假日、深夜或者早班工作的天
数而有所不同，通常会有更高的工资率，称之为加班费率
（penalty rates）。

• 全职工作通常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年薪，因此工资不会
在每周之间出现太大的变化，除非有较多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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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单
每次领取雇主的薪水时，您都将拿到一张工资单。您的工资单应该显示工作小时数、每小时的工资率以及工资总
额。此外，还应当列出雇主为您缴纳的税款、养老金以及支付给您的净工资。下面是工资单的一个例子:

有关在澳大利亚获取薪酬

现收现付（PAYG）扣除制 
每个纳税期缴纳的一定税款称为PAYG，这样在财政年结
束时就无需一次性缴纳更多税款。

养老金缴纳 
养老金，也称“super”，是从工资中扣除的金额，当您退休
后不再有收入时可以提取。雇主还需将您的养老金存入养
老金账户，因此您也需要向他们提供上述信息。有关养老
金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16页。

税务档案号（TFN）
为了记录您的收入和纳税情况，雇主会询问您的税 
务档案号。

公平且安全的工作环境
在澳大利亚，雇主不仅要依法为您的工作支付相应报酬，
还需要为您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每个行业的最低工作条
件按规定被称为“劳资裁定”（Award），雇主可能也有自
己制定的企业协议。有关工资单、工作环境以及劳资裁定
的详细信息，请访问澳洲公平工作监察署网站  
 fairwork.gov.au

建议 。
记录自己的工作时间，
然后对照雇主每个发薪
期应当支付的工资单来
进行核对。

工资单

雇员: 王秀英（音）

雇主: 企业注册号: 

发薪日期 薪酬时期 23/4/20  
至 6/5/20

应税收入 养老金

临时工:

工时: 税额

工资总额

纳税摘要

类别 本期 最近一年

总收入

税收扣除

净工资 $698.58 $13,971.60

http://fairwork.gov.au


税务
所得税
当您在澳大利亚获得收入时，就必须向澳大利亚政府缴纳
所得税。政府用税收来提供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服务。
所得税是根据您一年的收入来计算的（澳大利亚的财政年
是 本年的 7月1日到 来年的 6月30日），并在每个发薪日从
工资中扣除。

澳大利亚税务局（ATO)
为了记录您的收入和纳税情况，您需要税务档案号（TFN）
。该档案号可以从澳大利亚税务局（ATO）获得。
您可以进行在线申请或填写纸质申请表，并将其连同身份
证明文件的副本发送至税务局，或将其交至澳大利亚的联
邦服务（Centrelink）或者某些邮局。

年纳税摘要
在澳大利亚，财政年将于6月30日结束。在每个财政年结
束时，雇主需向您提供一份纳税摘要，列出您在该年度所
支付的款项，以及从薪金中扣缴的所得税金额。

建议
您可以访问税务局网站ato.gov.au/individuals/
tax-file-number/apply-for-a-tfn，获取更多如
何提交申请以及所需身份证明文件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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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报税表
您必须向税务局递交报税表，告知他们您的收入额，包括
银行存款利息、股息分红等，以及您已缴纳的税款。更多关
于您必须申报的信息请访问
ato.gov.au/Individuals/Income-and-deductions/
Income-you-must-declare 
在你的报税表上，你也可以申请减税，这将能减少你所需支
付的税款。

保留好自己全年的财务记录。
您需要全年保持记录，以支持您在纳税申报表中所提供的
信息。税务局会审核您的报税表，并告知您需要缴纳的所
得税金额。然后将其与您全年已纳税款进行比较，以此确
定您是否需要支付额外的税款，或者您是否有退税资格。
有关税率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网址： 
ato.gov.au/rates/individual-income-tax-rates
有关更多退税信息，请访问税务局网站:
 ato.gov.au/individuals

建议
每年，您可以申请一系列与工作相关的费用和其他
费用，作为可能导致调整和/或退税的税款减免。

请访问 ato.gov.au/Individuals/Income-and-
deductions/Deductions-you-can-claim

http://ato.gov.au/Individuals/Income-and-deductions/Income-you-must-declare
http://ato.gov.au/Individuals/Income-and-deductions/Income-you-must-declare
http://ato.gov.au/rates/individual-income-tax-rates
http://ato.gov.au/individuals
http://ato.gov.au/Individuals/Income-and-deductions/Deductions-you-can-claim
http://ato.gov.au/Individuals/Income-and-deductions/Deductions-you-can-claim


养老金
退休存款
养老金是是累积储蓄的统称，这笔储蓄是为了在以后工作
减少的时候使用。养老金储蓄计划（也被人称为Super）旨
在帮助人们退休后实现自力更生，无需依赖社会保险。为养
老金储蓄可能会有税收优惠。这笔钱只作退休金使用，一
般只有在65岁退休之后才可提取。

雇主缴纳养老金
您的雇主必须替您将一定比例的工资存入养老基金，这就
是雇主缴纳的养老金部分。因此您需要向雇主提供您的养

老基金的详细信息。目前，任何一个年满18岁且月收入超过
450澳元的人，其工资的一定比例将会在发薪日存入养老
金。您需要向他们提供您养老基金的详细信息，这样他们才
能够支付这笔钱。

选择您的养老基金
保持一个养老金账户是明智的做法，这样当您更换工作
时，无需为其他账户支付必需的费用。如果您没有自己的个
人养老金账户，雇主会为您设立一个默认的养老金账户，但
是别忘了向雇主获取账户详细信息，这样若您离职，账户仍
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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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缴纳养老金 
存入您的养老基金账户的钱称之为养老金。除了雇主缴纳
的部分养老金，您也可以自行缴纳。缴纳至养老金账户的
钱是免税的，以此鼓励您进行养老金储蓄。但要记住，通
常您只有在65岁之后才能支取养老金，因此，这笔钱应当
只用于养老金储蓄。

养老金投资
养老金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为您的退休储蓄积累更多的资
金。您的养老金服务方会将您的养老金投资于管理基金，
这类基金会将多人的养老金集中后进行不同的组合投资，
包括澳大利亚股票，国际股票，房地产和现汇等。您的养老
金提供方会向您收取管理和投资服务费，他们会在与您的
沟通中予以提示。

养老金支取
您可在下列情况支取您的养老金：
• 当您年满65周岁（即使仍未退休），或
• 当您达到最低年龄，并且退休，或
• 在退休过渡期，但仍继续工作。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提前支取您的养老金，例如特殊
医疗条件、严重的经济困难，或者临时居民离开澳大利亚时
可支取离澳退休金（DASP）。
您可访问税务局网站ato.gov.au/individuals/super，获
取更多有关退休金的信息。 
ato.gov.au/individuals/super

建议
myGov是一种依据单一用户名和密码访问政府在
线服务的安全方式。在这个网站，您可以通过澳大
利亚税务局（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福利
署（Centrelink）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等
获取服务。

myGov的收件箱可以安全、妥善、集中地留存您
的信件、声明以及信息。

您可以在myGov账户中更新您的地址和联系方
式，与您关联的会员服务也会进行相应的变更。

访问https://my.gov.au获取更多信息。

http://ato.gov.au/individuals/super


租赁体系
租房
在澳大利亚，人们普遍选择租房而非买房。尽管在澳大利
亚，您可以进行私人房屋租赁，但仍建议您使用房地产中介
服务，这样您可受到租赁体系法律的保护。您可在下列网站
找到所在州的相关信息：

新南威尔士州:  
fairtrading.nsw.gov.au/housing-and 
-property/renting
维多利亚州:  
consumer.vic.gov.au/housing/renting
昆士兰州:   
rta.qld.gov.au/renting
南澳州:   
sa.gov.au/topics/housing/renting-and-letting
西澳州:  
commerce.wa.gov.au/consumer-protection/
renting-home
塔斯马尼亚州:   
cbos.tas.gov.au/topics/housing/renting

北领地: 
consumeraffairs.nt.gov.au/for-consumers/
residential-tenancies

寻找租赁房产
澳大利亚的多数出租房产都会在诸如 realestate.com.au
或者 domain.com.au 等网站上刊登广告，您也可以到访
房地产中介公司。这些网站便于搜索，您可以在澳大利亚
全国范围内浏览，并配有方便的筛选功能，如卧室数量、价
格区间或学校周边，因此，您可以轻松找到符合自身所需的
住处。
与其他一些国家不同，澳大利亚的房地产经纪人一般不会
陪同您参观多处房屋。您可能需要联系几位不同的经纪人
来安排您参观心仪的出租房屋，或者您也可以参加房地产
中介广告中宣传的“开放日”。
 

申请房产租赁
当您申请租房时，通常会存在不少竞争。房产经纪会尽力会
房东寻找最合适的租客。您会被要求填写一份申请表，提
供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有关就业、收入和财务状况的信息，
可能还包括个人推荐信。

http://www.fairtrading.nsw.gov.au/housing-and-property/renting
http://www.fairtrading.nsw.gov.au/housing-and-property/renting
http://www.consumer.vic.gov.au/housing/renting
http://www.rta.qld.gov.au/renting
http://www.sa.gov.au/topics/housing/renting-and-letting
http://www.commerce.wa.gov.au/consumer-protection/renting-home
http://www.commerce.wa.gov.au/consumer-protection/renting-home
http://www.cbos.tas.gov.au/topics/housing/renting
http://consumeraffairs.nt.gov.au/for-consumers/residential-tenancies
http://consumeraffairs.nt.gov.au/for-consumers/residential-tena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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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租赁
若您成功申请租赁，那么在搬进来时，您需要完成一些
关键的事情。以下的“搬入清单”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终止租赁
在约定的租期结束时，房东和租客可以选择延长租期或者
终止租期。任何时候若您希望终止租赁，您可能需要频繁沟
通并最终确定。同搬进去时一样，搬离房子的时候，要记住
几件重要的事情。以下的“搬离清单”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搬离清单
    申请押金退回。您需要向政府机构或其他相应机

构（押金持有者）申请退还押金。

    退租房屋状况报告。当您搬离时，您的房产中介将
会准备一份退租房屋状况报告，并将其与入住时
的房屋状况进行对比，以确认您是否需要为任何
损毁担责。请查阅您所在州的政府租赁网站（上
文列出），了解哪些是正常居住痕迹，哪些是房屋
损坏。

    解决保证金索赔。若您对房东有欠款，或提前解
除租约，或您离开后房东需要对房屋进行修缮，那
么房东可能会要求扣留您的押金。

    腾出并归还钥匙。最后一步是在约定的截止日期
前搬离房子，并将所有钥匙归还给房产经纪 。

搬入清单 
   签署租赁协议。这是一份标准合同，规定了租金

条款以及租客和房东的权利与责任。

  支付押金。押金通常相当于一个月的租金，由政府
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相应服务的机构在租赁房产期
间持有。若租客没有因未缴纳租金、损害或者其他
费用而对房产经历或房东产生任何欠款，那么押
金一般会在租期结束时归还给租客。

  预付租金。租金是预先支付的，大多数房产经纪
的首选是设置定期电子支付，例如定期直接从您
的银行账户中扣款。预先支付的租期因州而异，
通常为2至4周。

    设施服务安排。这包括安排好水电、燃气和通讯 
（如网络）等公共设施服务。

    完成一份入住屋况报告。这份报告是您入住是房
屋的状况记录，并在您退租时以此确定是否在租
赁期间造成损坏。因此，确保当前房屋状况记录
准确是极为重要的。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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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预算
提到预算，人们总是会想到限制自己的支出。但其实预算
是一个可以帮助您达成财务目标的规划。

七步设置预算
下列是帮助您制定财务规划的步骤，你可以使用下一页的
模版来创建自己的预算。

步骤1：收入
记录每个星期/两个星期/月（一个时间段）内您获得 
的收入。

步骤2：存款
记录每段时间您想存下的金额。

步骤3：还款
记录您每月的固定费用，例如话费或者还贷等。

步骤4：生活费用
记录所有您需要支付的生活费用，例如房租、汽车燃油、 
登记和保险费、伙食费以及医疗费用等任何您 
所需的生活开支。

步骤5：个人开销
记录您为所想做的事情或者想拥有的东西（例如娱乐或者
运动，但并非必需）所需支付的费用。

步骤6：相加
将2、3、4和5四项相加，计算出总支出。

步骤7:用1减去1-6的总和
您还有结余吗？若有， 那太好了！现在您可以选择在哪部
分支出更多的资金。如果没有，那么您就需要检视分配给各
项的费用，看看哪项可以削减。

您的预算
在方框中填入您的金额，建立一份属于自己的预算表：

制定财务计划的好处在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理
财计划。

应纳税所得 来源或支出 此项收入应纳税额

1 收入

• 工资
• 其他收入，例如奖金等

 
$                       

$                       

总收入 $                        

2 储蓄 $                       

3 固定费用

• 通讯费
• 贷款费
• 房租
• 其他

 
$                       

$                       

$                       

$                       

4 生活费

• 伙食费
• 交通费
• 其他

$                       

$                       

$                       

5 兴趣爱好支出

• 娱乐
• 体育
• 其他

 
$                       

$                       

$                       

6 总支出 (Add 2+3+4+5) $                       

7 是否有结余？ 
(Subtract 1–6)

$                       



预算示例
看以下示例可能有助于您建立自己的预算。参考我们为王
某做的预算，注意每个预算都是基于不同的财务情况。

王某的情况
王某每两周工作收入约为1100澳元。由于她的大部分账单
都是按月支付，因此她的预算按照每月2200澳元收入作为
基础。
为购买一辆新车，她每月要存200澳元，而她每月要支付的
费用如下：
• 个人贷款: 每月165澳元
 通讯费:  每月50澳元
 房租: 每周200澳元

杂货: 每周150澳元

• 交通费: 每周40澳元
• 保险（健康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每月130澳元
娱乐费 :每周20澳元

建议。
预算表格电子模版可访问 westpac.com.au/
personal-banking/bank-accounts/
transaction/budget-planner 

应纳税所
得

来源或支出 此项收入应纳税额

1 收入

• 工资
• 其他收入，例如奖金等

 
$                       

$                       

总收入 $                       

2 储蓄 $                       

3 固定费用

• 通讯费
• 贷款费
• 房租
• 其他

 
$                       

$                       

$                       

$                       

4 生活费

• 伙食费
• 交通费
• 其他

$                       

$                       

$                       

5 兴趣爱好支出

• 娱乐
• 体育
• 其他

 
$                       

$                       

$                       

6 总支出  (Add 2+3+4+5) $                       

7 是否有结余？(1–6) $                       

2,200

2,200

200

50
165
800

600
160
130

80

2,185

15

http://westpac.com.au/personal-banking/bank-accounts/transaction/budget-planner
http://westpac.com.au/personal-banking/bank-accounts/transaction/budget-planner
http://westpac.com.au/personal-banking/bank-accounts/transaction/budget-pl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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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银行业术语解释
以下是您在澳大利亚可能遇到的所有主要财政术语的简单总结，以及它们的意思。

金融术语解析

ATM （自动柜员机） 常见于银行外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一种机器，可24小时用于提款或者向您的银行账户
内存款。

银行 允许为个人或者企业持有其资产，并向其发放贷款的企业。

银行账户 存放资金的地方。
银行账号 银行给予某个银行账户的数字。该数字与BSB（银行、州、分行号）一起可用于识别个人

银行账户。
银行贷款 银行借给个人的钱款。通常情况下，借贷者需要支付所借金额的利息，且款项需要在规

定的时间内偿还。
银行账户对账单 一份所有存款及取款的清单，包括在一段时间内存入和取出某个银行账户所产生的任

何费用。
银行分支号 BSB是识别某一家银行分行的号码。此号码可以与银行帐号一起用于识别某个个人银

行账户。例如732-001，73代表Westpac账户，2代表新南威尔士州，3代表的是某一家
分行。

预算 为个人、家庭或某项事业制定的资金收支计划。制定预算有助于您优化资金分配以实
现您的目标，确保日常固定开支，并计算出可用于伙食费、住房、交通费和储蓄的资金
额度。

公司股份 企业所有权的一部分。投资者通常会购买那些预计将给予他们分红的股票，或者日后
卖出时价值更高的股票。

复利 由利息所产生的利息。例如，若您存有100元，银行付给您10%的利息，到年底您就有
110元。若您继续将钱全部存入银行，明年银行就会付给您110元所产生的利息，这就
是所谓的复利。

信用卡 一种银行贷款，允许您通过或联网或者电子转账系统进行消费。消费所使用的资金是
银行借贷给您的，有一定限额，需要后续偿还。您所借的资金可能需要收取利息。您可
通过印有帐号的电子芯片塑料卡，或者带有电子芯片的可穿戴设备，或者您的手机来使
用此贷款。

借记卡 一种塑料材质卡片，允许您通过互联网或者电子支付系统以电子方式，使用您的银行资
金进行消费。此卡也可在ATM机上从您的账户中提款。

欠款 您欠他人的钱款。
存款 您存入银行账户的钱。可以是现金或支票，也可以是电子转账。

EFTPOS（销售点电子转账） 一种机器和程序，允许您不使用现金就可完成商品或服务消费。费用通过电子方式从您
的银行账户或信用卡转给卖方。

财务规划师 具备一定资质，可提供投资和保险方面金融建议的专业人士。



收入 您获得的钱款，通常是工资、社会保障金、经营企业或者投资赚得的钱款。

所得税 依据您的收入和可实行的减免项，支付给政府的资金。

保险 一种用于降低或免除您的风险损失或物品损坏的金融产品，例如您的汽车、房屋、收
入，甚至生命。

利息 依据您在储蓄账户的存款，银行付给您的钱款，或者依据您的贷款向您收取的费用。

利率 银行为货币使用而收取或支付的费率，例如每年5%。

投资 为了获得更多收益而进行资金的支配。例如，为了获得股息分红而购买公司股票；为了
收租而购买某处不动产；或者只是将钱存入计息账户。

记账本 记录所有花费的日记。一般包括日期、消费的物品及金额。进行记录有助于帮助您发现
零散开支或者建立合理预算。

零散消费 经常性发生的小额开销，例如每天喝一杯咖啡。随着时间累积，此类开销可能会阻碍
您实现理财目标。

网上银行 一项银行服务，允许您利用互联网进行资金管理和使用。

PAYG（现收现付） 您的雇主从每笔工资总扣缴的款项，并且在财政年年底缴纳给税务局，作为您应缴税
款的一部分。

支付ID 用来识别您银行账户的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或者ABN/ACN。它可以代替您的BSB
和银行帐号。

PIN码（个人识别码） 您的密码，银行用此来确认您的身份。此号码可在ATM机上使用，也可在EFTPOS机上
使用，甚至可以在移动电话或者网上银行使用。

存款 为未来消费或紧急情况而预留出来的钱。
储蓄账户 一种用来存储您的存款的银行账户。此类账户可能会向您支付存款利息。通常储蓄账

户内的钱较难支取，以此鼓励您进行储蓄。
养老金 通常简称为Super，即政府规定的退休储蓄。雇主必须将雇员工资的一部分存入养老基

金。您也可以自行缴纳部分养老金。这笔资金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支取，通常为退休
后。从您的养老基金中支取或存入资金可享受一些税务减免。

纳税档案号（TFN） 澳大利亚税务局分配给个人和企业的唯一号码，用于记录所欠税款和已缴税款。

定期存款 一种银行账户，有固定的储蓄或投资金融、固定的期限和固定的利率。例如，为期6个
月10000元的存款，利息为每年2.5%。账户内的资金在6个月内不得支取或追加，且6个
月内的利率是固定的。

交易账户 一种用于日常交易的银行账户，例如收取工资或支付账单。此类账户的利率通常比储蓄
账户低，但进行多笔交易产生的费用可能也更低。

提款 从银行账户中取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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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注意事项：本宣传册仅为一般性信息，在获得任何产品或服务之前，请查阅相关条款和条件或产品披露文件，以确保适合您。 ©西太平洋银行 ABN 33 007 457 141 AFSL ，澳洲信用代码 233714 WBC00664 
0519 本信息仅为一般性信息，编制时未考虑您的目标、需求和全面财务状况。因此，您应当考虑信息是否符合自身情况，如有必要，可寻求合理的专业建议。本册所述税务内容仅为一般性陈述，只作为指
导，不构成任何税务建议，以现行税法及其解释为依据。                     WBC 01528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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