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
亲爱的借款人，
欢迎阅读学生贷款偿还指南，这是一份对当前在校大学生、近期毕业生、家长和任何
寻求偿还学生贷款信息人士的实用信息合辑。
本指南将帮助你理解你的贷款、权利、责任、贷款偿还方式，并让你了解可以从何处
获得更多的信息。它也解释了你的贷款服务商能如何帮助你，以及你应该怎么避免成
为诈骗的受害者。
本指南中的信息适用于联邦贷款的借款人。私人贷款，比如那些由银行、信用社或
学校出具的贷款，可能会受到不同规则的规范。
学生贷款偿还问题可能很难理解。为了帮助你，我们在此附上一份本指南中使用词汇
的有效词汇表。我们还包括了一份本指南所提到的所有网址的网址索引。
虽然在此已附有给借款人的某些一般提示，那些寻找关于如何支付大学费用信息的人
应访问康涅狄格州网站上的 Student Financial Aid 部分。
最后，编写本指南的目的是以此作为一个有益的起点，而非在作为对某位学生贷款借
款人有意义的所有信息的全面、确定资料的来源。在这里提供的信息为截至 2016 年
1 月的信息。

本指南由以下的消费者教育项目所编制的：

感谢下方列出的
允许我们使用其网站上信息和链接的组织：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Bureau
Connecticut Office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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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学生贷款的类型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有两个联邦学生贷款计划：
William D. Ford 联邦直接贷款（直接贷款）计划是最大的联邦学生贷款计划。根据这
项计划，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是你的贷款机构。有四种类型的直接贷款：
o

直接补贴式贷款是针对符合条件并且显示了经济需要的本科生的贷款，帮
助他们支付在学院或职业学校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

o

直接非补贴式贷款是针对符合条件的本科生、研究生和
专业学生的贷款，但学生并不需要证明其经济需要
就有资格获得贷款。

o

直接 PLUS 贷款是针对研究生或专业学生和经济未
独立的本科学生的家长的贷款，用以帮助支付未被
其他助学金所支付的教育费用。

o

直接整合贷款让你将所有符合条件的联邦学生贷款整合成一
笔由单一的贷款服务商统一管理的贷款。

直接贷款的利
率是固定的，
贷款数额每年
根据联邦法律
确定一次。

联邦 Perkins 贷款计划是为有迫切财务需要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的一个以学校为
基础的贷款计划。这项计划的贷款机构是学校。在本手册起草的时候，Perkins 贷
款不再适用于新的借款人。然而，如果你目前在处于贷款偿还阶段，你的贷款有可
能就是这个类别的贷款。
在康涅狄格州的其他借款选项：
Connecticut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al Loan Authority 是为了帮学生和他
们的家庭支付高等教育成本而建立的准公共性州立机构。CHESLA 是对身在或者来自
康涅狄格的不符合需要基础的贷款资格、需要借贷比其他贷款项目提供最高金额还多
钱的学生 ，或者寻求其他贷款方案和服务的学生的另一个贷款资金途径。来自
CHESLA 的贷款并不是联邦贷款。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关于学生贷款类型的更多信息？
•
•

联邦贷款对比私人贷款：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ederal Student Aid Office
“支付大学费用：你的联邦大学援助计划指南”，来自 State of Connecticut Office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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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贷款偿还计划
你的贷款偿还计划是为确保你的贷款按计划还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你毕业时、当
你只选修相当于全职学生的半数学分时，或当你从你的学术课程退学时，你将得到一个
为期六个月的宽限期来开始偿付你的直接补贴式和非补贴式
贷款。
根据资格，借款人偿
你的宽限期从你不再按照全职学生的至少半数学时上
学的那一天开始算起。一旦你的宽限期结束，你就必须
开始偿还你的贷款。

还贷款的时间可以为
10、15
或 30 年。

下面是我们建议你在贷款偿还期开始前所采取的措施：
请使用这些资源，制作一份你的所有学生债务的列表。
联邦贷款：登录到国家学生贷款数据系统(National Student Loan
Data System)
私人贷款：查看你的信用报告的免费副本

通过制作一份每月收入和支出预算表来确定你可以负担多少。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ederal Student Aid Office 有一个你可以使用的
预算工具。

根据你能负担得起的数额和你的资格来选择一个贷款偿还计划。
美国联邦学生贷款的借款人有几种贷款偿还选项，你应该在你的宽限期结束前审
查这些选项。如果你在宽限期内没有选择一项计划，你将被放置到“标准贷款偿
还计划”中。你的贷款偿还时间越长，你将支付的利息就越多。
即使你没有完成你的教育、不能找到一份与你的学习课程有关的工作，或者不满意你的贷款
所资助的教育，你也必须偿还你的贷款。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关于贷款偿还计划的更多信息？
•
•
•
•

偿还学生债务 Web 工具：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Bureau
贷款偿还计划：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ederal Student Aid Office
当你毕业或离开学校时：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ederal Student Aid Office
私人贷款：借款人应与他们的贷款服务商讨论可能的选项，使贷款偿还更容易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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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偿还计划
对于你的学生贷款，有许多种贷款偿还计划。许多贷款偿还计划将基于你所偿还的贷款
的种类、你当前的教育和就业状况而择定。

对于联邦贷款的借款人来说，有什么可供选择的贷款偿还方式？
1

2

3

4

5

标准贷款偿还：每月支付$50 或以上的固定数额，直到
贷款偿还完毕。该贷款偿还计划持续时间最长不超过 10 年。
延长贷款偿还：延长贷款偿还适用于 1998 年 10 月 7 日之后获得的超过$30,000
的直接贷款债务。这种贷款偿还期限最长不超过 25 年。你将从以下方式中作出
一个选择：
• 固定数额偿还：你每个月偿还相同的金额。
• 累进偿还：开始时偿还数额低，每两年增加一次。此偿还方式的期限最长
不超过 10 年。
按收入比例偿还（ICR）：在这个计划中，每月支付的费用数额按照每年根据调
整后总收入（AGI 加上你的配偶的收入，如果你已婚）、家庭规模、你的每年
直接贷款总额计算出。最高贷款偿还期限为 25 年。
基于收入的贷款偿还（IBR）：在这个计划中，所需的每月付款额根据你在有部分
性财务困难的任何时期中的收入计算。按月支付的费用数额，可以每年调整一次。
这种贷款偿还期限可能超过 10 年。
现赚现付偿还：该计划适用于那些符合“部分财政困难”条件的人。付款金额
每年可能会根据收入和家庭规模而增加或减少。符合条件的学生贷款包括直接
贷款，以及某些类型的联邦家庭教育贷款计划的贷款。

如何注册或更改我的贷款偿还计划？
•
•

你可以联系学生贷款服务商，以了解更多有关更改贷款偿还计划选项的信息。
访问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ederal Student Aid Office，注册基于收入
的贷款偿还计划。

如果你是现役人员，你可能有资格获得具体的贷款偿
还福利。你可以通过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on Military Deferment 找到关于服役期间贷款偿
还延期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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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贷款偿还选项下我的付款将是什么样的情形？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ederal Student Aid Office 贷款偿还估算工具 可以告诉你，
根据你的实际贷款信息(包括你的贷款偿还计划)，你的偿还额是多少。

注意：这个计算器是为尚未第一次支付贷款偿还额的借款人提供的。如果你
已经开始偿还贷款，FSA 建议你联系你的贷款服务商，要求得到在不同计划
下的偿还额的更准确估计。
整合你的贷款：
把所有贷款整合成一项付款可能会单纯些。较长的贷款
偿还结构可能会降低你的每月付款。然而，它们可能会
在贷款期限内增加你的总利息成本，使你的贷款成本升
高。

私人学生贷款没有资格获
得联邦贷款整合，但某些
金融机构(如银行和信用
社)可能提供再融资计
划。

如果你违约：
未能就你的贷款支付偿还款，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你的月付款额没有在截止日期前收
到，你的贷款就会首先成为违约帐户。对于大多数联邦学生贷款来说，如果你对贷款还款
逾期 270 天以上，就会被认为“违约”。在违约情况下的贷款，会加收滞纳金、合理的追
缴费用和成本、法庭诉讼费、律师费和可能被执行工资扣押，和/或州和联邦退税扣押。
如果你逾期支付贷款还款，请马上联系你的贷款服务商，找出使你的帐户保持准时付款
的方法。通过以下资源，你可以阅读更多有关准时偿还贷款或有关贷款重建计划的信息：
• 贷款重建计划：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tudent Aid Office
• 重建：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Bureau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关于贷款偿还计划的更多信息？
• 贷款整合：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ederal Student Aid Office
• 贷款偿还指引：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ederal Student Aid Office
• 联邦学生贷款整合：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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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贷款服务商
学生贷款服务商是负责收款、回应客户服务查询，并执行与维护学生贷款相关的其他管理任
务的公司。他们可能是你的原始贷款机构或是一个不同的公司。

贷款服务商可以为你做什么？
•
•
•
•
•
•

你的学生贷款每月偿还帐

为你解答有关学生贷款的问题
单将来自你的学生贷款服
针对如何使你的偿还贷款负担得起而提供咨询
务商。
确定可用的贷款偿还计划选项
在贷款整合方面提供帮助
处理延期和宽限事项
提供减免(forgiveness)、取消(cancellation)或注销(discharge)选择方面的援助

如何找到我的学生贷款服务商？
•

联邦贷款：
o 访问 National Student Loan Data System 来查看你的联邦学生贷款，并确定你的
联邦学生贷款服务商是哪一家。
o 访问 Federal Student Aid Office Website 网站查找联邦学生贷款服务商的联系信息。

•

私人贷款：
o 如果你有一笔私人贷款，请联系你的贷款机构，以确定你的学生贷款服务商是谁。

关于如何与学生贷款服务商合作，我应该了解什么？
•
•
•
•
•
•
•
•

不要忽略来自你的贷款服务商的信件；地址如有变动，要通知你的贷款服务商。
访问你的贷款服务商的网站，了解其联系信息和其他信息。
如果可能的话，与你的贷款服务商进行书面沟通。
与你的贷款服务商的互动日期和细节，要保存一份记录。
保留来自你的贷款服务商的所有帐单、收据、信件和电子邮件的复印件。
每一笔贷款都有自己的贷款服务商。然而，你的两笔或更多的贷款可能由同一个服务商
负责。
服务商可能在你偿还贷款期间出现变更。
如果你对来自学生贷款服务商的信息有任何疑问，你应该联系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Banking。

为解决与学生贷款服务商、第三方学生债务谈判者或讨债人的纠纷，我在哪
里可以提起投诉或寻求帮助？
•
•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Banking 1.800.831.7225
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Bureau 1.855.411.2372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学生贷款服务商的更多信息？
•
•
•

了解贷款服务商
有关贷款服务商的附加信息
与贷款服务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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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减免计划
贷款减免是指所有的联邦学生贷款余额或其中的某些部分被取消。如果你的贷款得到了
减免，你就不再为其负偿还责任。

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PSLF）
PSLF 计划是为了鼓励你进入全职公共服务岗位并持续在此工作而设立的。根据这项
计划，如果你在被某些公共服务雇主全职雇佣期间，已经支付了 120 次合格的还款，
你就可能有资格获得 William D. Ford 联邦直接贷款计划贷款余额的减免。任何
在直接贷款计划中未经违约的贷款均符合获得贷
款减免的资格。

你应该向税务专业人士咨
询，以确定贷款减免可能
如何影响你的个人所得
税。

教师贷款减免计划
教师贷款减免计划鼓励个人进入教学领域并持续从事教学工作。根据这项计划，如果你在一
些服务低收入家庭的小学、中学和教育服务结构全职任教连续五个学年，并符合其他资格，
你可能符合在直接补贴式和非补贴式贷款和你的补贴式与非补贴式联邦 Stafford 贷款上得到
总和不超过$17,500 的减免资格。如果你只有直接 PLUS 贷款，你就没有资格得到这种类型
的减免。

注意：如果你注册了基于收入的贷款偿还计划，你在 20 至 25 年后可能有资格获得
贷款减免。你可以从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inancial Student Aid Office
找到更多信息。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贷款减免计划的更多信息？
•
•
•
•
•
•

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PSLF)信息（PDF）
PSLF 常见问题解答（PDF）
减免、取消和注销：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ederal Student Aid Office
对于借款人：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Bureau
对于公共服务的雇主：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Bureau
美国学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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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辩护性诉求
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通过提交借款人辩护性诉求向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申请部分或全部贷款的注销。借款人辩护性诉求为你提供
了一种在你经历下面描述的情况时无须偿还贷款的可能性。

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提交借款人辩护性诉求？
如果他们使用联邦贷款去就读的学校出现了下列情况，联邦直接贷款的借款人就有资
格提交借款人辩护性诉求：
•

其作出的关于一个教育项目的价值或关于为一个教育项目付费的陈述是虚假的，
或是具有误导性的

•

致力于其他不正当行为或非法行为或不作为，其程度足以导致可在适用的州法律
下对该学校采取行动

如何提出借款人辩护性诉求？
•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正在制定一套简化的诉求流程，以备由希望提交
借款人辩护性诉求的借款人将来使用。一经问世，该部计划在其网站上提供关
于新诉求流程的附加信息。

•

如果你选择在新的诉求流程可用前提交你的诉求，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递交材料
到 FSAOperations@ed.gov，或邮寄至：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O Box
194407, San Francisco, CA 94119.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网站 Debt Relief for Corinthian Colleges Students
页上列出了所有借款人辩护性诉求所必须包括的资料的清单。

有什么类型的救济？

•

成功提交借款人辩护性诉求的借款人可能有资格获得各种形式的救助，其中包括
以下几种：
o 说明你没有必要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以及相关成本和费用的一个官方决定
o 声明你並未違約的更改贷款状态的文件
o 修正了有关你贷款的负面信息的更新信用报告

我可以在哪里找到有关辩护性诉求的更多信息？
•
•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关于借款人辩护性诉求的报告
Corinthian College 学生债务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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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己免受诈骗
学生贷款的借款人可能成为许诺帮助他们管理学生债务的骗子的目标。学生贷款债务减
免诈骗的一些迹象是：
•
•
•
•
•

非法预先收取费用
每月重复的月费
为可免费获得的政府表格而向你收费
迫使你签署代理授权书
使用的名称或标志令其听起来像官方机构或政府

我可以在哪里询问关于学生贷款公司的问题？
在你向自称是某第三方谈判人或讨债人的公司寄钱或提供个人财务信息之前，向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Banking 或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Consumer
Protection 查询。

我可以在哪里进行投诉？
如果你为了得到贷款整合、贷款偿还计划、宽容期或延期付款方面的帮助已经付钱给无
牌公司，你应该立即联系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Banking。

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保护我自己免受诈骗的更多信息？
•
•
•

可从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Banking 获得持有执照的讨债和债务谈判公司的完整列
表。进入该机构的网站后，请点击“Consumer Credit Licensing”。
如果你不确定某金融机构是否合法，请直接联系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Banking，索
要一份包括所有授权贷款机构的完整列表，电话是 1.800.831.7225。
联系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Consumer Protection，电话是 1.800.842.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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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
来自 StudentAid.gov 词汇表
取消(Cancellation)：借款人偿还学生贷款本金和利息的全部或指定部分的义务被取消。这也被称
为贷款的注销或减免。
整合：把一个或更多的贷款组合成一笔单一的新贷款的过程。
死亡注销：如果借款人死亡，那么其联邦学生贷款将被注销。如果你是一位家长 PLUS 贷款的借
款人，如果你死亡或者你為其取得贷款的學生死亡，则该贷款可能注销。
违约：未能按照借款合约所约定的条款偿还贷款。对于大多数联邦学生贷款来说，如果你在超过
270 天没有付款，你就将被视为违约。如果你违约，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
还款延期：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的还款延期；对于直接补贴式贷款、补贴式联邦 Stafford 贷款、联
邦 Perkins 贷款来说，在此延期期间本金不计利息。所有其他联邦学生贷款将在还款延期期间继
续计息。在还款延期期间产生的任何未付利息，都可被添加到贷款的本金余额中。
直接整合贷款：由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发放的联邦贷款，它允许你将一笔或更多的联
邦学生贷款整合为一笔新的贷款。经过整合，你每个月只需为你的联邦贷款支付一笔还款，你偿
还贷款的时间将延长。
直接贷款：一种联邦学生贷款，通过 William D. Ford 联邦直接贷款计划来实施，在参与学校就
读的符合条件的学生及其家长可直接向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借款。直接补贴式贷款、
直接非补贴式贷款、直接 PLUS 贷款和直接整合贷款是直接贷款的几种类型。
注销(Discharge)：借款人偿还贷款的义务被取消。
破产注销：如果你提交了第 7 章或第 13 章破产申请，只有在破产法院认定贷款偿还会给你和你的
家属带来不必要的困难时，你的贷款才可能被注销。这必须在破产法庭通过诉讼来认定。你的债
权人可能出庭，对该要求提出挑战。
联邦学生贷款：由联邦政府出资的贷款，用来帮助支付你的教育费用。联邦学生贷款是借给你
的资金，必须连本带利偿还。
FFEL 计划：联邦家庭教育贷款计划
联邦家庭教育贷款（FFEL）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私人贷款机构提供贷款给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学
生。这些贷款包括补贴式 Federal Stafford 贷款、非补贴式 Federal Stafford 贷款、FFEL PLUS
贷款、FFEL 整合贷款。在 FFEL 计划下的联邦学生贷款不再由私人贷款机构提供。直接贷款计划
下的所有新的联邦学生贷款都直接来自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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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 Perkins 贷款：是一种联邦学生贷款，由借款人的学校提供，针对证明了经济需要的本科生
和研究生。在本手册起草的时候，联邦 Perkins 贷款不再提供，虽然许多借款人仍然可能正在为
这种贷款而还款。
固定利率：固定利率意味着在你的贷款偿还期间，你的利率将保持不变。
宽容期(Forbearance)：在其间你不必按月还贷，或每月的偿还额暂时减少的一段时间。如果你
愿意偿还贷款但因为某些类型的财务困难而无法偿还，你的贷款机构可能会给你一个宽容期。在
宽容期内，对于本金的偿还得到延期，但其利息仍继续累积。宽容期内应计的未付利息将被添加
到你的贷款本金的余额内，导致你所欠的总金额增加。
宽限期(Grace Period)：在借款人毕业后、离开学校后，或在其所修学时低于全职学生半数学
时后，尚不要求借款人偿还某些联邦学生贷款的时期称为宽限期。某些联邦学生贷款将在宽限
期内累积利息；如果借款人未支付利息，当贷款偿还期开始时，它会被添加到贷款的本金余额内。
拨款(Grant)：是一种助学金，它往往是基于财务需要拨给的，不需要偿还（除非，举例而言，
你从学校退学而欠一笔退款）。
利息：因为你使用借来的钱而向你收取的贷款费用。利息由借款人支付给贷款机构。该费用的计
算方式为未付的贷款本金的一个百分比。
贷款减免：贷款减免是指取消联邦学生贷款余额的所有或部分金额。如果你的贷款得到了减免，
你不再需要负责偿还贷款的剩余部分。
贷款服务商：收集付款、回应客户服务查询，并代表贷款机构执行与维持联邦学生贷款相关的其
他管理任务的公司。如果你不确定你的联邦学生贷款服务商是谁，你可在 My Federal Student Aid
上查找。
新借款人：在特定日期或其后收到直接贷款或联邦家庭教育贷款（FFEL）项目的贷款时，没有
直接贷款或联邦家庭教育贷款（FFEL）项目余额的人。
PLUS 贷款：提供给研究生和未独立的本科生的家长的贷款，不管的贷款状态如何，其借款人承
担支付利息的全部责任。
私人贷款：由贷款机构，如银行、信用合作社、州机构或学校发放的学生贷款。
合格公共服务：对于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Public Service Loan Forgiveness Program)，一个
符合国内税收法典第 501（c）（3）法规规定的非免税非营利目的组织，如果它提供一定的公共
服务，就会被认为是合格的雇主。

12 | 页

服务义务：你必须签署后才能接收 TEACH Grant 的服务协议（ATS）中对于教学服务的要求。
通过签署该 ATS，你同意（1）全职、（2）在高需求领域、（3）在一个针对低收入者的学校或
服务于某些针对低收入者的学校的教育服务机构任教，以及（4 ）在完成你收到的 Grant 所支持
的学业（或停止就读）后八年内，至少有四个完整的学年在任教。如果你不完成你的教学服务协
议，你收到的 TEACH Grant 的金额将被转换为你必须偿还的直接非补贴式贷款，你还须支付从每
个 TEACH Grant 的发放日期起计算的利息。
补贴式贷款：基于财务需要的受补贴的贷款，当借款人在校、处于宽限期或延期状态时，联邦政
府为其支付累积的利息。对于在 2012 年 7 月 1 日和 2014 年 7 月 1 日之间首次发出的直接补贴式
贷款，借款人将负责支付在宽限期内的任何应计利息。如果没有在宽限期内支付利息，其将被添
加到贷款的本金余额之中。
完全及永久性残疾注销（TPD）：基于你的身体状况属于完全及永久性残疾这一个事实的注销
（TPD）让你不必偿还 William D. Ford 联邦直接贷款计划、联邦家庭教育贷款（FFEL）计划和/
或联邦 Perkins 贷款计划的贷款，或不必完成 TEACH Grant 规定的服务义务。你必须提供信息给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说明你的身体状况属于完全和永久性残疾，你的联邦学生贷款才
有可能注销，或你的 TEACH Grant 的服务义务才有可能免除。Department of Education 会评估
这些信息，并确定你是否有资格获得 TPD 注销。
未支付退款注销：如果你从学校退学，但学校没有支付它欠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或贷款机构的退款，你就可能有资格获得你的直接贷款或 FFEL 项目
贷款的注销。
非补贴式贷款：不管的贷款状态如何，其借款人需承担支付利息的全部责任的贷款。非补贴式贷
款利息从贷款发放日期累积，并在整个贷款期限内持续累计。
浮动利率：浮动利率意味着你的利率可能会在你的贷款偿还期限内发生变化。
William D. Ford 联邦直接贷款（直接贷款）计划：根据高等教育法的第四篇提供贷款给符合资
格的学生和家长的联邦计划。资金由联邦政府通过参加学校提供给符合条件的借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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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索引
第 1 页：欢迎光临
Connecticut Student Financial Aid: http://goo.gl/AS4DGH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ttp://www.ed.gov/
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Bureau: http://www.consumerfinance.gov/
Connecticut Offic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tohe.org/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http://www.ct.gov/ag/site/default.asp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Consumer Protection: http://www.ct.gov/DCP/site/default.asp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Banking: http://www.ct.gov/dob/site/default.asp

第 3 页：联邦学生贷款的类型
直接补贴式贷款： https://studentaid.ed.gov/sa/types/loans/subsidized-unsubsidized
直接非补贴式贷款：https://studentaid.ed.gov/sa/types/loans/subsidized-unsubsidized
直接 PLUS 贷款： https://studentaid.ed.gov/sa/types/loans/plus
直接整合贷款：https://studentaid.ed.gov/sa/repay-loans/consolidation
联邦 Perkins 贷款计划：https://studentaid.ed.gov/sa/types/loans/perkins
Connecticut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al Loan Authority：http://www.chesla.org/
联邦贷款对比私人贷款：https://studentaid.ed.gov/sa/types/loans/federal-vs-private
“支付大学费用”：http://www.ctohe.org/SFA/pdfs/SFABrochure.pdf

第 4 页：你的贷款偿还计划
登录到国家学生贷款数据系统： https://www.nslds.ed.gov/nslds/nslds_SA/
查看你的信用报告的免费副本：https://www.annualcreditreport.com/index.action
预算工具：https://studentaid.ed.gov/sa/prepare-for-college/budgeting/creating-your-budget
联邦学生贷款偿还方式选择：https://goo.gl/wgQyxf
偿还学生债务工具：http://goo.gl/sKKD3W
贷款偿还计划：https://studentaid.ed.gov/sa/repay-loans/understand/plans
当你毕业或离开学校时：http://www.direct.ed.gov/leaving.html

第 5 页：贷款偿还计划
注册参加基于收入的贷款偿还计划：https://goo.gl/8MjgFY
服兵役延期还贷：http://goo.gl/El7ueS

第 6 页：贷款偿还计划
联邦学生贷款偿还估算工具：https://goo.gl/d0r42j
贷款重建：https://studentaid.ed.gov/sa/repay-loans/default/get-out#loan-rehab
贷款整合：https://studentaid.ed.gov/sa/repay-loans/consolidation
贷款偿还指南：http://www.direct.ed.gov/inrepayment.html
重建：http://goo.gl/StVS6t
美国联邦学生贷款整合：http://goo.gl/xUS8st

第 7 页：学生贷款服务商
国家学生贷款数据系统：http://www.nslds.ed.gov/
联邦学生助学金- 贷款服务商：https://goo.gl/Vr52kJ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Banking：http://www.ct.gov/dob/site/default.asp
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Bureau 提交投诉：http://goo.gl/ohQcun
理解贷款服务商：https://studentaid.ed.gov/sa/repay-loans/understand/servicers
关于贷款服务商的附加信息：https://goo.gl/Y5Tk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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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贷款服务商合作：http://goo.gl/N7TLXS

第 8 页：贷款减免计划
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https://goo.gl/uwjO0k
教师贷款减免计划：https://goo.gl/J7fu06
Financial Student Aid Office 贷款偿还方式选择：https://goo.gl/ekb9eJ
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信息：https://goo.gl/u6ZRqr
FAQS on PSLF: https://goo.gl/XZXKAc
减免、取消和注销：https://goo.gl/HvSkqo
来自 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Bureau 的减免（对于借款人）：http://goo.gl/gfoybA
公共服务雇主信息：http://goo.gl/eVcWGU
美国学生资助贷款纠纷和注销：http://goo.gl/B2HevB

第 9 页: 借款人辩护性诉求
借款人辩护性诉求流程和信息：https://goo.gl/CzgrA5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port on Borrower Defense: https://goo.gl/ovhOmZ

第 10 页: 保护自己免受诈骗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Banking 援助表: http://goo.gl/84NbPx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Consumer Protection
联系页面: http://goo.gl/5oCFF6

第 11-13 页：术语表：
联邦学生助学金词汇: https://studentaid.ed.gov/sa/glo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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