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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金钱、财富等字眼，相信各位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如
果今天我给各位一个选择，你要钱还是要财富？只可选一的
话，你会怎样选呢？也许你会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我
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其实见怪不怪，许多人确实无法
分辨两者的差别，都以为有钱=有财富，所以才导致“多此一
问”。

关于“钱”，我相信都不必多说了，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些
钱，但我们要如何衡量自己到底有没有“财富”呢？事实
上，财富的定义是指能支持一个人生存多长时间的经济能
力。因此，用于衡量的标准为天数而非金钱的量。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财富定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但
这确实是一个人的财务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观念。试问各位
坐拥百万身家的人算得上有财富吗？也许百万是许多人梦寐
以求的财务目标，认为只要达到了这笔数目后，生活就可以
无忧无虑，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你要的是钱还是财富？

财富= 金钱的数目
支出

=
RM1,000,000
RM20,000/月 =50个月



当所赚的钱突破百万大关以后，人们大都会忙着提升现有的生
活水准来稿赏自己过去的辛勤奋斗，支出往往也是水涨船高。
此话一点都不难理解，人们奋斗过程时心中都会暗想：“我等
了那么久，就是等今天。”结果，有了百万身家后，普通的车
子根本都看不上眼了，起码都要以进口外国车代步才像样。
相信我也不必多说，车子升级后，房屋、穿着、饮食方面当然
也要同步提升。这样的“升级”费用保守估计都要高达每月
RM20,000。

别忘记，以一百万来应付RM20,000的每月开支，则只能有支
撑50个月的财富。更何况许多人拥有百万身家时，开支又怎
能“乖乖”维持在RM20,000呢？这时，人们对拥有的东西永远
觉得不够，每天都有想买东西的新念头，要是开支还要高过
RM20,000时，财富的寿命则只会越来越短。因此，贵为“百万
富翁”也只能拥有如此短暂的财富。由此
例子看来，要有长久的财富似乎一百万也
不够，是不是说我们还要去拼命赚更多的钱？

其实，这并不是必然的结局。没有一百万的
人也不必深感灰心，还记得文中我提到金钱
的数量并不是达到经济独立的唯一指标。接
下来的例子，我将向大家证明到个人的投资
管理与财务管理的能力才是决定一个人能否经济独立的首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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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 RM200,000 x 10% = RM20,000
RM 1,500 x 12 = RM 18,000

这位只有RM200,000的朋友深知财富的定义，所以在工作之
余也积极学习投资的知识，并循序渐进地“训练”钱为他工
作。对于自己没有一百万也不怨天忧人，反而更加懂得管理
自己的支出，克制自己的欲望将生活支出维持在合理的水
平。这样一来，当投资经验越来越熟练后，钱就开始为他更
有效的工作为他带来每年10%的回酬，每年享有RM20,000的非
工作收入。与此同时，他却没有因为自己越来越“厉害”投
资而支出也越来越“厉害”。他依然维持着每月RM1,500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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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即每年RM18,000的年支出。

各位聪明的读者，你是否经已看到这其中的奥妙所在？这位
朋友如果今天就停止作工，投资却能为他带来每年的非工作
收入RM20,000，扣除RM18,000后，还剩余RM2,000。这种情
形维持下去的话，这位朋友的财富已达到了“永无止境”的
境界，也就是达到到了所谓的经济独立。由这简明例子中，
你发现了什么？钱财多寡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的支出管理
及“钱生钱”的投资效率。

然而，社会上以赚钱为目标的人比比皆是。想赚钱的原则
一点都没错，问题在于如果人们赚钱只是为了展现自己
高人一等及体会有钱的“感觉”，那么到头来就真的是只
有“钱”而没有“财富”。因为，人们确实要花费很多钱才
能把别人比下去且买到他们要的有钱“感觉”

最后，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你要的是钱还是财富？别忘了
财富等于金钱的数目除以支出。如果人们只是很会赚钱，而
不懂节制自己的欲望，也没有掌握好投资知识，日益增加
的支出将会侵蚀他的财富，不用多久财富将所剩无几。要是
为了表现得出自己很有钱而放纵支出变本加厉到了过分的水
平，财富很可能马上烟消云散。钱是有赚了，也花了，只是
到头来没有财富可言。反之，懂得投资及管理支出的人才能
按部就班积累财富，过着既不守财也不挥霍的生活后让钱为
他永久工作，达到经济独立。你的选择是哪一个？



奢侈品、旅行等的生活享受一律视为不会理财的“罪过”表
现。因此，想为自己的享乐花钱时会感到内疚，花了也心有
余悸，守着钱财却眼看别人享受时却又心里不平衡，这样理
财生活岂非很痛苦？
 
理财其实是教导人们如何“开心”花钱的一种消费艺术。不
论是何种消费的性质，问题并不在于消费本身，人们之所以
会将这些举动和“乱花钱”、“财务问题”画上等号无非是
因为大多数的人在没有事先分配便茫茫然作出超出能力范围
的消费所导致。如各位也想体验如何能花得开心，买得安心
的乐趣就必须为这改变先付上小小的代价，因为日后所得的
收入是必须严守“先分配，后花费”的理财原则。此原则更
可简化为“2116”的“四字真言”即：20%经济独立、10%保
险规划、10%孩子教育、60%基本生活开销（包括上述所提及
的用餐、旅行、逛街、奢侈品等项目）。

无论家庭收入多寡，都可按此百分比给予配置。当该投资、
短期储蓄、保障的部分都各就各位了，剩余用在日常生活的
钱就应该花得潇洒、逍遥自在的去享受一番。这就是理财的
第二原则：“该省的一分也不花，该花的一分也不省；”。
如果你的60%分配确实可以让你享受优质生活的乐趣且还绰绰
有余，你又何必去苦思冥想要如何才能让自己活得符合“刻
苦耐劳”的标准？

如果你纯粹是为了能省就省，毫无目标地刻苦耐劳，甚至为
此牺牲了自己应有的生活水平，金钱因只有进没有出而越积
越多，那么你已不知不觉成为名副其实的“守财奴”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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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刻苦耐劳？
许多人以为善于理财的人必须表现得精打细
算、勒紧腰带，尽一切可能过着最朴素甚
至寒酸的生活，否则便称不上是“理财高
手”。因此，对于出外用餐、逛街消费、买



理财和守财是两码子的事，真正会理财的人是开心的，会分
配的人花钱时是无忧无虑的。守财的人却是很难开心的，因
为这些人不顺应能力内自然的消费需要，只要求坚守自己的
钱财，金钱也因此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苦了自己，也苦
了金钱。

一个家庭只要有符合上述的情况则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不能符
合别人眼中的“理财”标准而放弃现今的消费习惯。在教导
孩子方面该强调的是量力而为，量入为出的道理，让孩子首
先认识到每个人的消费能力都是有局限的事实。进而引导他
们从小学习分辨“想要”和“需要”，在能力范围内发挥他
们精明消费的艺术。

当然，刻苦耐劳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尤其是处身在现今这个
崇尚物质享受的社会，刻苦耐劳的精神不知是有效制止贪念
及欲望的心灵药石也是日后创业打拼及为自己长远财务目标
积累财富的制胜因素。因此，除了教育孩子理财，父母也应
当善用一些日常的生活教育去让孩子适时体验这口良药，让
他们体验以平常心看待欲望与物质的追求以免日后掉入无底
的消费陷阱，不能自拔。因为，一个人的财力是有局限的，
而欲望却是可以在电光火石之间迅速膨胀的，学习控制心念
远胜于控制钱财的效果。最后，许多消费事项本身并无好坏
或适合不适合之分，只要将消费控制在能力范围以内则人人
都能活得更自在、丰盛且享受到金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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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个偏僻的小镇，据传有一个特别灵验的
水泉，常会出现神迹，可以医治各种疾病。
有一天，一个拄著拐杖，少了一条腿的退伍军人，一跛一跛的走过
镇上的马路，旁边的镇民带著同情的回吻说：「可怜的家伙，难道
他要向上帝祈求再有一条腿吗？」
这一句话被退伍的军人听到了，他转过身对他们说：「我不是要向
上帝祈求有一条新的腿，而是要祈求他帮助我，叫我没有一条腿
後，也知道如何过日子。」

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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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ONE MALAYSIA基金，

也许你也是其中的一位局中人，也许你正是哪位排了大半
天，轮到你时却发现该基金刚好售完，无奈只好带着依依不
舍的心情离开银行。

如今，国民投资机构再次隆重出击，适逢
金融风暴阴影挥之不去之时推出“１个马
来西亚”（ONE MALAYSIA）基金。由许多
投资者看来这正好是久旱逢甘露。因为，
众多投资人都纷纷在这场风暴中翻船，有
者则被这种情形吓得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然而，现实情况
却是显得反应相对冷淡，排队的人潮也较少，导致还有剩下
许多待售的单位。究竟是因为我们的投资者的投资能力有所
提升，开始投资於其他的管道又或者是这次的基金所给予的
预测回酬（大马政府证券回酬3.7% -4%）吸引不了投资者的兴
趣？我相信是以后者居多，因为以往推出的基金表现都大约
介于6-9%之间，相比之下此基金的预测回酬显得较为逊色。

同样，此基金属于固定价格基金即购买及赎回的价格均为每
单位RM1。因此，以往推出的同样类型固定价格的ASW2020及
ASM政府基金自然就会被投资者拿来作根据。其实，政府基金
也因着其相对稳定的回酬及较低或无销售费的特点而深受投
资者所青睐，在局势风雨飘摇时依然能够派发稳定的分红。

以ASW2020政府基金为例，由1999年以RM100,000开始投资并
持有该基金至2008年。各位可以从表１：ASW2020由1999至
2008的表现(表1:A栏)中得知该基金纵使经历了2001年的科技
泡沫破裂，2003-2004年的沙斯风暴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

看待政府基金”

不知各位是否依稀记得过往每当国民投资机构
在全国发售任何形式的Amanah Saham基金时
人潮拥挤，大排长龙抢购的“激烈”场面？



“由ONE MALAYSIA基金， 暴，但其分红也只受到轻微的影响。回顾过往的分红都是介
于每单位6.60-8.80%，1999年甚至还给出特高的10.20%。

如此的回酬相比现今的2.5%定存年利率（国家银行2009年8月
数据）则确实显得非常吸引。此外，其固定价格的特质亦提
供投资者们保本的功能。依大家看来此类基金即保本又有高
回酬，在这个市场不稳定的时期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当然是
投资在这里最好不过了。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我想有必
要先来深入探讨此类型基金的表现，是否真的只此一家，别
无分店，真的值得我们大排长龙去抢购。

投资者还必须注意的一点则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政府基金是
处于“满额”的基金，换句话说当基金单位被大众全数认购
以后，每年的所分获的分红并不能享有“再投资”的好处。
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当有其他投资者赎回这项基金使其有
剩余的开放单位时，才能获得分红再投资的机会。

清楚了政府基金的回酬与限制后，是时候和各位共商投资大
计了。先问各位读者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的投资目的
是什么？”是单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完成一些有意义的
人生目标如筹备孩子的教育又或是为自己的退休做准备？对
于精明的理财者而言，投资的真正意义在于把我们部分的收
入分配给日后的用途，并加上有效的管理使它“增值”，同
时“累积”至达成个财务目标所需的数目。就上述提及的孩
子教育以及退休规划都是属于长期的财务目
标。因此，用于完成目标的投资项目必
须具备“增值”＋“累积”的效应。

接着，让我们来分析究竟政府基金
是否也符合了这２项条件。由表１
可见，当你投资RM100,000在ASW2020
基金后，在不能“再投资”的情况下
（参考表1:A栏），在整个投资期限里，
你的本金将保持不变。
第一年(1999)获得的RM10,200分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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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在投资但基金里，其余接下来的分红以此类推，也就是
说你所得到的只是单利(Simple Interest)而不是复利(Com-
pound Interest)。（单利所计算的年利只是以投资的资本来
计算，而复利率则是以投资的资本，再加上该年所累积的利
息，连本带利的计算利息）

由1999年至2008年间ASW2020总共派发了高达RM76,000的
分红。由于所获得的分红不能再投资，许多人都会把它当
成一笔额外收入。结果，花起来完全没有顾忌，给自己买
一只名表，和朋友吃几顿饭，给孩子更换新的手机或电
脑．．．．．．所有的分红往往就这样年复一年被消耗掉。
也因为少了“增值”＋“累积”效应，纵使有再高的回酬也
难以达到上述言及的投资的意义。如此高的回酬也只意味着
投资者从中只能赚到一些不能累积的“小钱”，所以最后也
是会被花个清光。因为试问对于这笔钱，又有多少人能严守
纪律“乖乖”把它投资在其他的管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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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投资

每年 本金 + 复利效应

（%） 分红(RM) 累积回酬 (RM) 的年回酬(RM)

1999 10.20 10,200 110,200 10,200

2000 8.80 8,800 119,898 9,698

2001 7.25 7,250 128,590 8,693

2002 7.25 7,250 137,913 9,323

2003 6.60 6,600 147,015 9,102

2004 7.00 7,000 157,306 10,291

2005 7.10 7,100 168,475 11,169

2006 6.80 6,800 179,931 11,456

2007 8.00 8,000 194,326 14,395

2008 7.00 7,000 207,929 13,603

总分红  RM76,000 总分红 RM107,929

本金  =  RM100,000 本金  =  RM100,000

投资累积  =  RM176,000 投资累积  =  RM207,929

*资料来源：国民投资机构（Master Prospectus 2009）

回酬率
分红再投资

本金 = RM100,000 购得100,000单位

表1： ASW2020回酬表现（1999年-2008年）

年份

A B



也许你会说自己不会投资，哪里还懂什么其他管道。好！就
让我们以最普通不过的银行定存来分析。事后你会惊觉投资
于缺乏“累积”与“增值”效应的基金没能将你辛苦赚来的
钱保值。假设同样一笔钱RM100,000放在银行定存为其10年，
按照现在2.5%的定存利率以复利方式计算则投资累积都会有
RM128,008。反观，投资在政府基金时基于“不能再投资”的
限制，再加上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将每年的分红花掉，10年
后的投资累积结果还只是原地踏步的RM100,000。因此，经此
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表面上如此高回酬的基金由于这关键性
的限制而导致没有投资累积的机会。如之前所言，累积的目
的是为了筹备足够用于完成目标的金钱，定存虽回酬不高但
胜在有复利的效应，10年后还是可以动用到累积的RM128,008
，也带有保护金钱购买力的作用。政府基金在我们要用到钱
时却没有投资累积，虽可保本却不能保护金钱的购买力。

让我们再到回（表１:B栏）“分红再投资”一栏了解“累
积”及“增值”的威力。假设所得分红可全数再投资，10年
后将会取得RM207,929。然而，高兴得别太早，这一切也只
是非常理想的“假设”，现实却是当你投资于此类型基金
时，“分红再投资”的决定却不是我们控制范围的事，更多
的时候是你有钱也不能再投资，既然是如此，在不懂也不能
掌握再投资机会的情况下投资者是肯定不能透过政府基金缔
造出这种“战绩”的。

如果你都已经清楚了自己的财务目标以及复
利的威力，再来和大家探讨当我们投资于一
项可由自己掌握，每年可重新“再投资”的
投资工具所能带来的回酬。同样，我们于
1999年以RM100,000投资于市场上一般信托
基金的指数型基金（投资于指数成分股，表
现紧随大市的基金）并于３个不同的时间点
来分析该基金的回酬。见表２：

11



同样是大家熟悉的基金，但此类型信托基金的受欢迎程度却
比政府基金来的逊色，可不是吗？一般的基金随着市场起
伏，风险又高，又没有保本的功能，许多人在选择投资项
目时早就把这些基金列入“黑名单”。因此，只是看“牌
面”都输了半载。但请别灰心，看了“底牌”后自然知道谁
会笑到最后。

发生了近一周年的金融风暴相信大家都还历历在目，当时的
股市冷风刮得每个投资者都心惊胆颤。先我们来看看一个不
懂高深投资技巧，只会呆呆看着股市大跌的投资者会有什么
后果。受到风暴的袭击，投资回酬当然也是受挫，但也成功
累积到RM184,515（表2:B栏）。纵使是在这种非常时期，指
数基金也还是胜过既保本又有高回酬的政府基金（表1:A-投
资累积）的RM176,000。

如果稍微会投资，懂得在这时候保持镇定不随众人将
手头的投资惊惶抛售。忍过了风浪以后，马上可以见
到灿烂的彩虹。基金随着股市的回弹水涨船高，直
到2009年10月时投资累积也回升至RM224,496（表2:C
栏）并已是高出政府基金许多了。假设我们是一位老
练的投资者，懂得在风暴前离场，所得到的投资累积
RM243,845（表2:A栏）更是会令许多投资者羡慕不已。
揭开“底牌”后，政府基金的光环早已是黯然失色。

12

基金 A B C

指数型信托基金
截至金融风暴前的

回酬
受金融风暴冲击的

回酬
金融风暴后的回酬

期限

99年1月 – 
2008年1月        
（共9年）

99年1月–2008年
10月  

（共9年9个月)

99年1月–2009年
10月  

（10年9个月）

平均年度回酬* 9.64% 5.80% 7.17%

投资累积 RM243,845 RM184,515 RM224,496

表２：以RM100,000 于1999年开始投资的指数基金表现　

*注：(1) 基金回酬已扣除销售费用6.5%
         (2) 所有分红重新再投资



其实，若你的目标是为了长期的计划，市场的波动将会是你
的“朋友”。因为，你可以弹性选择你离场的时间来决定你
要的回酬。市场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累积”与“增值”效
应，我们可以看到在3个不同的时间点，投资累积皆胜过政
府基金的表现。其中的神奇之处在于一般的基金分红可以重
新投资，在复利的效应下，你的本金和回酬每年都在不断增
加，累积的越多则越惊人。而且，透过这样的“累积 + 增
值”，也能更有效让“钱生钱”来帮助我们达到人生各阶段
的财务目标。

因此，投资者获得高回酬的同时又可自由自在笑看风云来决
定自己的离场时机，更不须和别人排一整天队苦等单位有限
的政府基金。当然，要获得此优渥的投资回酬并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我们还得悉心由学习投资的策略与心态开始。但是
这一切都是物有所值，因为当你能掌握你的投资让它能助你
达到财务目标时，试问你又有什么理由去羡慕别人排了整天
队才买到的政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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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印度教徒步行到喜马拉雅山的圣殿去朝圣。他虽然携带很少的
行李，但沿途走来，还是显得举步维艰。他走走停停，不断往前遥
望，希望目的地赶快出现眼前。就在他的上方，他看到一个小女
孩，年龄不会超过十岁，背著一个胖嘟嘟的小孩，也正缓慢地向前
移动。她喘气得很厉害，也一直在流汗，可是她的双手还是紧紧呵
护著背上的小孩。印度教徒经过小女孩的身边，很同情地对小女孩
说：「我的孩子，你一定很疲倦，你背得那么重！」

小女孩听了很不高兴地说：「你背的是一个重量，但我背的不是一
个重量，他是我弟弟。」

没有错，在磅秤上，不管是弟弟或包袱，都没有差别，都会显示出
实际的重量，但就心而言，那小女孩说得一点没错，她背的是弟
弟，不是一个重量，包袱才是一个重量。她对她的弟弟是出自内心
深处的爱。爱没有重量，爱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喜悦的关怀与无求
的付出。

爱没有重量



年留下美好的回忆。当然，有这样的想法自然是无可厚非，
但为人父母者如果能更深入地探讨到究竟这样做会对孩子的
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时他们的想法可能又会有所不同了。就
让我们来一起探讨究竟“富不过三代”是命运还是选择？

社会上普遍的观念都认定含着金汤匙出世
的人因为家庭富裕的环境，多半都会养成
挥霍成性，放纵生活的恶习。其实，这也
只是片面之词，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出生的环境，而是家庭教
育的原则问题。因为社会上家境不很好也照样“富”孩子的
例子也还不是屡见不鲜。

因此，父母亲如何教育子女的方式才是影响孩子品格与习惯
的关键因素和家财多少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举著名富豪李嘉
诚为例，他的孩子并没有因为富裕的家庭状况而变成游手好
闲的“败家子”。李嘉诚深知家庭教育对子女日后影响的重
要性固从小就对孩子要求严格，同时培养他们独立自强的能
力，特别不能让他们养成娇生惯养、胡乱挥霍的恶习。当儿
子前往美国留学时，他只给予基本的生活费，零用钱就要靠
自己打工赚取以让他们尽早认清凡事都得靠自己去努力及培
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就是因为他的“狠心”磨练，他的
儿子方能在今时今日成才。

理财是一种“生命”，因此，理财教育也是秉持着同样的道
理，是一种融合品格与技能训练的观念。这种生活教育是从
家庭做起，既是让孩子从小就养成帮忙做家务、负责任及劳
作的习惯。除了引用生活中的例子引导孩子认识理财技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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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
      理财 再富不能富孩子

东方社会有句话说“再富不能富孩子”否则
将会掉入“富不过三代”的陷阱。道理每个
人都懂，然而事实却是知易难行。毕竟只要
能力许可，试问天下有哪一位父母亲不希望
给孩子最好的呵护及物质享受以让他们的童



面的运算及分析技能，父母更要适时灌输孩子感恩、节俭、
分享及施舍的种种美德，让他们生命有更全面且平衡的发
展。

毕竟言传身教还不如身体力行，因此我非常鼓励为人父母者
抽出时间陪同孩子一起实地参访慈善机构如孤儿院，老人院
及残障中心。参访的目的无非是让孩子亲身体验自己的幸
福，也同时培养孩子的感恩，施舍的富足心。让他们体验到
金钱只有在和他人分享，惠及社会时，才是它充分发挥其最
丰盛价值的时候。而且，施者与受者也能同时感受到那份心
灵与物质上的富足，深深体会到生命的意义所在。
 
一直以来没有这种观念的父母看来，这种理财教育可真不是
简单的任务，一时之间也不知从何着手开始。因此，父母亲
选择让孩子参于有关理财培训的营会活动作为起点，可让孩
子对这种全面的理财教育有初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回家
以后，父母亲也要在日常生活中和孩子一起实践其中的行
动。因为，“理财是一种生命”，所以理财观念建立的不是
一朝一夕的，是须要循序渐进及父母以身作则的引导方能奏
效。

最后，我想让诸位父母了解到尽早认清“再富不能富孩
子”的教育观念非常重要。毕竟，沉溺于父母保护伞下
的“温室花草”往往会误以为生活上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
的，等到脱离父母的保护后才猛然发觉真正的世界并非如
此，一直以来受保护会造成他们缺乏
在社会上打拼奋斗的精神，难以融入
现实的生活。父母应适时从小培养孩
子面对现实生活的态度。这就犹如只
有在风吹雨打中成长的花草往往才能
生得更茁壮更亮丽。人生也是如此，
毕竟，孩子不能永远都活在“美好”的
童年回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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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赚钱最多

某次经济学教授上课时谈到：“同学们，外劳对国家发展的
影响很大，你们猜哪一国的外劳赚钱最多？是泰劳、越劳、
菲劳，还是......” 

某生抢先回答：“麦当劳！”

投资成功的一项

太太：“我在结婚前才四十三公斤，现在都快
五十三公斤了，好可怕！！”

丈夫：“是呀！这可是在我的各种投资中，唯
一有长进的一项！”

16

一位女士圣诞节大购物，在匆忙中丢失了钱包。有一个诚实
的小男孩找到了钱包并还给她。

女士看着钱包，说：“嗯，真有趣。我丢失钱包的时候，里
面有一张20元的钞票，但现在变成了20张1元的零钞。”

小孩马上回答道：“没错，小姐。上次我找到了一位女士的
钱包，但是她没有零钱作酬金。” 

丢失的钱包

专业顾“问”

一个专业财务顾问拿到新印名片，气急败坏的打电话到厂商
抗议:“我的名片印成“专业顾门”少了一个口，请更正。”

隔了数日，收到更正的名片，上面职务头衔印着：专业顾门
口。



着透过成功投资以累积财富是许多人向往的美好境况。说实
在，有谁会不希望在人赚钱之余也让钱为我们赚钱，双管齐
下助我们更快的积累财富。对许多人而言，成功投资意味着
高回酬，赚许多钱的投资。简而言之，越能赚钱的投资就是
越成功的投资。

谈何容易，高回酬的投资要往哪里找？许多人对投资回酬抱
有“奢求”的心态之余，却不肯脚踏实地的好好的学习，因
此投资使用“耳”不用脑，又要“听”到哪里有高回酬又不
必管理的投资，便不假思索，马上跳进去。

当然，许多投资者在投资之前也会去衡量种种的风险及回酬
等因素。只是，市场所推出的产品却似乎“好”到我们不需
多加考虑就可放心将钱投进去。可不是吗？各种高回酬投资
都少不了白字黑字的合约证明，再加上计划背后不是有大人
物撑腰，就是有大公司在经营。这还不够，最重要的还是有
回酬“担保”。这两个字眼再配合刚才言及的其他因素，任
由我们再怎么精明地去分析，也看不出该计划有什么不好的
地方。

其实，也轮不到我们作任何的分析。在
投资配套还没推出市面以前，商家们老
早已和一班“专家”在着手研究，如何
把产品包装到“顶好”或“绝佳”的境
界。试问，如果你是产品供应商，你会
把“次好”的投资配套公诸于世吗？

然而讲的人没错，听的人也没有错，可是竟有人听了后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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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投资的要诀
透过成功投资以累积财富是许多人向往的美
好境况。说实在，有谁会不希望在人赚钱之
余也让钱为我们赚钱，双管齐下助我们更快
的积累财富。对许多人而言，成功投资意味



信那些根本好到无法相信的东西，那才是大错特错！来看看
近来刚被揭发的连锁咖啡馆投资计划。该5年计划是以金字
塔方式进行，自己投资之余更可招人入股，一层层发展下
去。开始投资的首2年每月会获得RM300，接下来的3年则每月
RM150再加价值RM100的餐券。投入此计划的投资额以股份计
算，每股RM6000至RM6900。

计划推展时显得轰轰烈烈，也吸引了约3000人注资以免错失
这投资良机。然而，当骗局东窗事发以后，我们才得知有人
只在投资初期获得回酬，有者则由始至终都分文未获。大股
东们在收集了投资者们的“血汗钱”后卷款逃跑并以更换管
理层等等借口来和投资者“耍太极”。据报导，国内约有
3000人被卷走高达2千万元。

这种骗人的招式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几乎都是千篇一律，换
汤不换药，但社会上却还是有投资者不断“中招”。说到
底，推出计划的人都无非是抓住了贪婪及怕麻烦的人性弱
点，想要有高回酬却不肯付出努力去学习正确的投资，更不
想为自己的钱负责任，将钱“丢”给别人来替我们投资，下
场自然是不言而喻。此外，有的投资者在开始时得到回酬，
尝到甜头后，开始信心大增，加额投资，甚至不惜倾尽身上
的财物来和它拼搏。往往悲剧就是在我们把后一笔钱投入后
发生而导致许多人欲哭无泪。

如果你日后碰着种种顶好的投资计划，你会怎么应对？尚
若我们对于这些不能掌握的计划却还是抱着和它一博得心
态，那么我们将注定不能享获成功投资的果实。假设我们已
经尽力了，仍然无法找到能掌握的投资管道，大可将钱放在
银行或保本基金里，回酬虽不吸引人但胜在我们能掌握，还
好过将“钱途”寄托在自己不清不楚的管道落得血本无归的
下场。成功投资有二诀，第一，不可失败；第二，还是不可
失败。要做到不失败的前提就是只投资自己能掌握的领域，
对于不能掌握的领域，则回酬再高也不要沾手。想要有高回
酬，就要透过学习来增加自己对该领域的认识以增加投资胜
算。谨记，因为，成功投资的秘诀在于“不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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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且超出负荷的消费确 实可透过认识正确的理财原则来去
避免。

首先，李先生应该让女儿认清到正常的异性朋友交往，是不
会涉及额外消费的。更不可因为女儿开始交男友而给她更多
的零用钱来去应付双方约会的开销，助长她对你在财务上的
依赖性。日后的现实情况不会因为她日益增加的约会开销而
公司理所当然地给她更多的薪金。因此，有必要让他尽早认
清量入为出的重要性及学会面对现实。纵使是约会次数的增
加，也不可丝毫不考虑自身现今的财务能力而作出超额消
费。更不应该和别人比较，盲目追求自己不能支付的消费事
项来满足不切实际的虚荣心态。

再有，只要从旁协助辅助，教育女儿把心态摆正，她就会了
解到一般真诚的异性友人交往都不能抱有占对方便宜的念
头。此外，还是在籍学生的他们消费是更是应该根据AA制，
因为此时双方都还没有工作收入。

其实，约会的花费取决于对其方式选择的取舍。交往的用意
在于认识对方，所以不一定要涉及到昂贵的花费。比如说：
与其每次约会都选择到购物中心里看电影，唱K或用餐，不如
偶尔选择到郊区走走，登山远足。这样一来即使不用很高的
消费却也可以放松心情又可加深彼此得了解。

最后，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又经济，又棒”的约会贴士，只
要抱有正确的心态与金钱价值观则他们约会时自然会理智地
去规划他们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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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答：

我的女儿15岁，开始交男友了，请问该
如何教导她关于约会时与男友的消费与
花费方式？你有没有一些又经济又棒的
约会贴士可以提供参考？谢谢！

槟城-李先生

青少年在青春期结识并和异性朋友交往
是无可避免的。然而，交往期间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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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6月

活动预告
主题： 地点： 讲师： 联络人：

1) 13/03/2010  
9.30am-12.30pm

2) 22/05/2010 
9.30am-12.30pm

1) (Part 1)  
6/3/2010 
10.00am-5.30pm

2) 14/03/2010 
10.00am-5.30pm

3) (Part 2) 
27/03/2010 
9.30am-6.00pm

Hotel Sunway, 
Seberang Jaya, 
Pulau Pinang

黄凯顺 Ms Teh    
012-4777183

4) 13-14/03/2010 
9.30am-6.00pm

5) 22-23/05/2010 
9.30am-6.00pm

6) 24-25/04/2010 
9.30am-6.00pm

Plaza Grand 
Millenium, Kota 
Kinabalu, Sabah

黄凯顺 May Chai   
012-5052411

1) (Part 1) 
13/03/2010 
10.00am-5.30pm

Tmn Inderawasih, 
Perai, Pulau 
Pinang

Ms Teh Ms Teh    
012-4777183

2) (Part 2) 
28/03/2010 
9.30am-6.00pm

Hotel Sunway, 
Seberang Jaya, 
Pulau Pinang

黄凯顺 Ms Teh    
012-4777183

3) 20-21/03/2010 
9.30am-6.00pm

Plaza Grand 
Millenium, Kota 
Kinabalu, Sabah

黄凯顺 May Chai   
012-5052411

4) 17-18/04/2010 
9.30am-6.00pm

5) 29-30/05/2010 
9.30am-6.00pm

理财交流会 ISI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Seri 
Kembangan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Susan     
012-2580988

Susan     
012-2580988

Ms Teh    
012-4777183

Susan     
012-2580988

Susan     
012-2580988

槟城万民基督教会, 
Pulau Pinang

全方位财务规划DIY

ISI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Seri 
Kembangan

黄凯顺

26/03/2010成人理财教育  
讲座会

黄凯顺

18/03/2010 
15/04/2010 
20/05/2010

ISI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Seri 
Kembangan

黄凯顺

日期及时间：

计算学习好，理财
少烦恼。

ISI Training 
Centre，Serdang 
Perdana, Seri 
Kembangan

黄凯顺

Tmn Inderawasih, 
Perai, Pulau 
Pinang

Ms Teh投资掌握好，不必
做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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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他们对理财的认识，例如：对于中学以上的学员，我们也特别安
排他们到股票行进行实地参访，启发他们对股票投资的认识。营会
亦结合了精彩的教学与户外活动（如：参访原住民村、戒赌中心、
兜售自制手工等），使理财教育不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让学员们
马上“实习”，建立孩子正确的财富及金钱价值观。当然理财的学
习不会只在这短短的三天内完成，我们也特别增设亲子讲座的环
节，让父母也来认识理财教育，并通过独特设计的理财工具与系
统，让大家回到家中也能一步一脚印活出灿丽的理财生命。

ISI理财假日营
ISI理财培训机构于2009年12月3日-5日，假
吉隆坡尊孔独中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理财假日
营，为时下儿童与青少年打造一个翻转理财
生命的有效平台。我们对不同年龄（7岁-16
岁以上）的学员采取分班教学的方式，以增

学员们正在把带来的物资捐献给原
住民村的孩子。

教师们投入地解答学员们玩投资棋
时的提问。

在参观完股票行之后，大家一行人
在大厅拍大合照，以示到此一游。

D组的营员们试图“聚精会神”地
把黄凯顺老师的精彩讲解100%地
灌入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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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超级理财营
您说是否在为着如何让孩子学习正确
的金钱观与独立自主的问题无从着
手？2009年12月18日-20日的ISI超级理
财营是您的答案！除了教导理财原则与
实地参访的活动，营会更附加了众多高
难度挑战、刺激的活动从中激发营员们
潜在的求生律己能力。

导师在营会短短3天2夜的时间用心引
导学员如何边学理财，便学做人。透
过精心策划的团体活动如：“自煮”
晚餐、向黑暗挑战等活动让来自全国
各地的学员有更多的互动，学习到团
结、付出、感恩、互助的优良人生品
格。

营会亦特别安排亲身见证的活动环
节，分别邀请了信心戒赌会总干事、
恩青戒毒中心负责人及改过自新的叛
逆青少年向学员分享他们翻转生命的
心路历程。因此，融合了内在激发、
自我探索、身体力行的多种学习管
道无疑将冲击学员们对金钱的传统观
念，为他们带入全新的理财观念。

营员们在参访了恩青戒毒中心后集体
拍照留念。

最后，经历了营会的种种甜酸苦辣
后，我们希望营员们认清到金钱并
不是决定一个人生命是否丰盛的首
要条件，只有当我们拥有高尚的品
格再结合有智慧的金钱管理造就别
人、惠及社会时，才是丰盛生命的
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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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理财营
日期：18-20/12/2009 地点：Broga Excel Training Resort学员：郑慧淇



学员家长：黄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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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Tay Jia Chyi

学员: Koo Ying Hao



某天清晨,女儿为了追求那虚幻的梦离开了母亲身边.她趁母
亲睡觉时偷偷离家出走了.「妈,你就当作没我这个女儿吧.」
可惜这世界不如她想像的美丽动人,她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堕
落之途,深陷无法自拔的泥淖中,这时她才领悟到自己的过错.

经过十年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拖著受伤的心与狼狈的身
躯,回到了故乡.她回到家时已是深夜,微弱的灯光透过门缝渗
透出来.她轻轻敲了敲门,却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女儿扭开
门把时吓了一跳.「好奇怪,母亲之前从来不曾忘记把门锁上
的.」母亲瘦弱的身躯蜷曲在冰冷的地板,以令人心疼的模样
睡著了.

「妈……妈……」听到女儿的哭泣声,母亲睁开了眼睛,一语
不发地搂住女儿疲惫的肩膀.在母亲怀里哭了很久之后,女儿
突然好奇问道:「妈,今天你怎么没有锁门,有人闯进来怎么办 
」母亲回答说:「不只是今天而已,我怕你晚上突然回来进不
了家门,所以十年来门从没锁过.」

母亲十年如一日,等待著女儿回来,女儿房间里的摆设一如当
年.这天晚上,母女回复到十年前的样子,紧紧锁上房门睡著
了.

没有上锁的门家人的爱是希望的摇篮,感谢家的温暖给予不断
成长的动力.

没有上锁的门

乡下小村庄的偏僻小屋里住著一对母女,母亲
深怕遭窃总是一到晚上便在门把上连锁三道
锁;女儿则厌恶了像风景画般枯燥而一成不变
的乡村生活,她向往都市,想去看看自己透过收
音机所想像的那个华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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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小
语

因为要赶火车,没时间陪孩子吃早餐,他便匆匆离开了家门.一
路上担心著孩子有没有吃饭,会不会哭,心老是放不下.即使抵
达了出差地点,也不时打电话回家.可孩子总是很懂事地要他
不要担心.然而因为心里牵挂不安,便草草处理完事情,踏上归
途.

回到家时孩子已经熟睡了,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旅途上的疲
惫,让他全身无力.正准备就寝时,突然大吃一惊:棉被下面,竟
然有一碗打翻了的泡面!

「这孩子!」他在盛怒之下,朝熟睡中的儿子的屁股,一阵狠
打.「为什么这么不乖,惹爸爸生气你这样调皮,把棉被弄脏要
给谁洗」这是妻子过世之后,他第一次体罚孩子.

「我没有……」孩子抽抽咽咽地辩解著:「我没有调
皮,这……这是给爸爸吃的晚餐.」

原来孩子为了配合爸爸回家的时间,特地泡了两碗泡面,一碗
自己吃,另一碗给爸爸.可是因为怕爸爸那碗面凉掉,所以放进
了棉被底下保温.

爸爸听了,不发一语地紧紧抱住孩子看著碗里剩下那一半已经
泡涨的泡面,啊,孩子,这是世上最最美味的泡面啊!

孩子即使再年幼,也有他们的尊严,如果父母发现错怪了孩子,
要勇敢向他们说:「对不起!」

他是个单亲爸爸,独自抚养一个七岁的小男
孩.每当孩子和朋友玩耍受伤回来,他对过
世妻子留下的缺憾,便感受尤深,心底不免
传来阵阵悲凉的低鸣.这是他留下孩子出差
当天发生的事.

世界上最美味的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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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 的决定就是人生的转捩点 ! 

请马上联络：

姓名：  (个人 ) 

 ( 配偶 )

联络电话：  (H/P)       (O)            传真：

地址：

      Email:

职业：

划线支票/汇票，银行汇款请写：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数额RM   存入Malayan Banking Berhad, 户口号码：5050-1914-6230, 并将报名表格及单据传真至：06-6013922

E-mail:  isithebest@gmail.com
Website: www.isi.my

(只供夫妻报名使用 )

信用卡付款：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号码     

  信用卡有效期至       年   月，持卡人签署           日期    I/C      

所有报名一律不可退款，
只允许转换他人

你是否被生活上不同的数字，通胀率，及月结单混淆？

财务计算课程大纲

由即日起 :

开课前两星期 :

日期

超值
优惠 *课程费用包括：讲义

不包括Financial Calcula tor (理财计算机)
* 只

可
选

一

无论是金融贷款或是投资理财，准确的财务计算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事项。

ISI自助理财培训系列之 ...ISI理财培训机构 呈献

付款方式：

报名
表格 计算学习好 理财少烦恼

时间地点

课程费

HP10bII
财务

计算机

共

订金

尚欠

RM

一次付费
终生学习

所谓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别轻看这小小的数字偏差，假如你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你可能会被这些问题解决。今天就学习使用财务计算机 (Financial  Cal culator)
彻底把这问题解决！

    012-2580988 

*2人报名，第3位  � ��
*I-Card会员10%优惠

*夫妻报名，配偶只需付50%报名费

13/3/2010

22/5/2010
或

RM 198
RM 258

超低个人贷款年利率，每年只付10%利息？？

20年后的一百万相等於今天的多少钱？

变，变，变，一块变三块，30年超值大投资!!??

10年150%，资本回酬保证！！

 1) 如何使用财务计算机掌握财务计算
 2) 认识通胀效应及金钱的时间价值
 3) 认识不同利率的分别与计算方法
 4) 投资回酬率分析与计算
 5) 如何设立投资目标

要不是上了这一课，明白了投资回酬计算，我不懂还会被误导到几时？

过去的思想太天真了，从来没有想到通胀的后果会这么严重。还好，一切都还来得及！

上了这课后，你就会明白到不会有这么大只“青蛙”随街跳！

学员的见证:

9:30am - 12:30pm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No. 4-3,Tkt 2, Jln SP 2/8, Tmn Serdang 
Perdana, 43300 Seri Kemba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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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 的决定就是人生的转捩点 ! 

请马上联络：

姓名：  (个人 ) 

 ( 配偶 )

联络电话：  (H/P)       (O)            传真：

地址：

      Email:

职业：

划线支票/汇票，银行汇款请写：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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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www.isi.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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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报名一律不可退款，
只允许转换他人

你是否被生活上不同的数字，通胀率，及月结单混淆？

财务计算课程大纲

由即日起 :

开课前两星期 :

日期

超值
优惠 *课程费用包括：讲义

不包括Financial Calcula tor (理财计算机)
* 只

可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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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金融贷款或是投资理财，准确的财务计算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事项。

ISI自助理财培训系列之 ...ISI理财培训机构 呈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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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
表格 计算学习好 理财少烦恼

时间地点

课程费

HP10bII
财务

计算机

共

订金

尚欠

RM

一次付费
终生学习

所谓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别轻看这小小的数字偏差，假如你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你可能会被这些问题解决。今天就学习使用财务计算机 (Financial  Cal culator)
彻底把这问题解决！

    012-258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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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报名，配偶只需付50%报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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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变，变，一块变三块，30年超值大投资!!??

10年150%，资本回酬保证！！

 1) 如何使用财务计算机掌握财务计算
 2) 认识通胀效应及金钱的时间价值
 3) 认识不同利率的分别与计算方法
 4) 投资回酬率分析与计算
 5) 如何设立投资目标

要不是上了这一课，明白了投资回酬计算，我不懂还会被误导到几时？

过去的思想太天真了，从来没有想到通胀的后果会这么严重。还好，一切都还来得及！

上了这课后，你就会明白到不会有这么大只“青蛙”随街跳！

学员的见证:

9:30am - 12:30pm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No. 4-3,Tkt 2, Jln SP 2/8, Tmn Ser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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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个人 ) 

 ( 配偶 )

联络电话：  (H/P)       (O)            传真：

地址：

      Email:

职业：

划线支票/汇票，银行汇款请写：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数额RM   存入Malayan Banking Berhad, 户口号码：5050-1914-6230, 并将报名表格及单据传真至：06-6013922

(只供夫妻报名使用 )

信用卡付款：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号码     

  信用卡有效期至       年  月 , 持卡人签署          日期    

所有报名一律不可退款，
只允许转换他人付款方式：

ISI自助理财培训系列之 ...

为何需要财务规划？
您的开销是否超出预算？

您是否有足够的钱维持退休后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费？

您是否以合理的保费,获得周全的保障？

您的贷款,融资利率是否最经济实惠？

您是否有明确的投资目标？

您是否因为通货膨胀、利率飘浮不定以及市场上的财务产品林林总总，而对理财举棋不定？

如以上任何一项是您的问题，被证实有效的 ISI全方位财务规划系统，将通过下列步骤，

ISI财务规划的步骤 ISI财务规划的好处

ISI理财培训机构

1) 分析目前财务状况。 

2) 设定财务目标。 

3) 制定计划和策略。

4) 物色适合的财务配套。 

5) 实行财务决策。

6) 适当的衡量及调整，

  直至目标实践。

由即日起 :

开课前两星期 :

呈献

增加高达10%的投资收益。 

减少高达10%的债务

及数倍的保险费。

提高高达25%净收入。

提高净值。

依计划达成经济独立。

协助您解除疑难，并让您掌握财富，达至财务成功。

 超
值优惠

随课程附送

ISI全方位财务规划

理财软件，

让您一次投资，终生受惠。

最高元首委任陆军后备队少尉

财务管理硕士  (MScFP)及 FChFP, CFP, RF P, CLP .....  等国内外专业财务规划文凭

ISI理财培训机构创办人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在用钱还是钱在用你》、《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等书作者

东南亚各地多家报章杂志专栏作者及理财评论家

Ai-FM, TV2, 8T V, NTV7, RTB  等东南亚各电台、电视台嘉宾

马来西亚圣经学院及东南亚各大专学院特约讲师

国际理财研讨会、社团、公会、高等学府、学校、教会 ..... 等数百场的理财讲座会讲师及东南亚各地各阶层

人士的理财咨询与顾问

日期 时间地点

超值
优惠

  导
师
：黄 凯 顺 硕

士

*课程费用包括：

讲义、证书、午餐、茶点等
(手提电脑自备)* 只

可
选

一

大马证券发展中心认证10 CPE学分

一个对 的决定就是人生的转捩点 ! 

请马上联络：

E-mail: isithebest@gmail.com
Website: www.isi.my

报名
表格 全方位财务规划DIY

一次付费
终生学习

课程费

订金

尚欠

RM

I/C

9:30am - 6:00pm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No. 4-3,Tkt 2, Jln SP 2/8, Tmn Serdang 
Perdana, 43300 Seri Kembangan.

3位报名，第4人免费

夫妻报名，配偶只需付10%报名费

I-Card会员折扣10%

012-2580988

RM 3388
RM 3588

17-18/4/2010

29-30/5/2010
或

课程简介

课程的特色

想投资却不得其门而入，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除了那不及通膨率高的

定期存款外，往往都是‘投资处处钉’。我们都知道，无论多么能干，

我们总不能单靠‘手停则口停’的工作收入。唯有通过投资赚取非工作收入(passive income)才是达致经济独立的

不二法门。

 本课程将深入浅出的由正确的观念开始，让我们真正了解投资的定义，并教导如何通过目标设定逐一完成

人生各阶段的财务目标。此外，教育正确的风险管理与不同领域的投资策略，以获得平均8%以上的年回酬率亦是

课程的卖点。

 在投资课程教导不同的投资工具如：保险、股票、单位信托，房地产等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可是能以敏锐

的眼光，独到的分析，资深的经验及大胆的作风，揭发各领域的金融产品包装及市场行销手段的迷思则是黄凯顺

讲师在这方面的‘招牌’之作了。

 此外，要如何在这五花八门的环境下“众里寻他”，除了靠智慧，更不能缺少精准的分析与计算，

因此，课程强调实际计算操练，让你成为不但会“赚”而且会算的投资赢家。

ISI自助理财培训系列之 ...ISI理财培训机构 呈献

大马证券发展中心认证10 CPE学分

学员感言
“ 这课程使我的眼睛突然“亮”起来，认清了许多看而不见的产品包装 ”

“ 很遗憾走了这么多冤枉路，赔了这么多钱，现在才真正认识投资 ”

“ 投资掌握好,不必做到老,原来要达到经济独立并不难! ”

H

姓名：  (个人 ) 

 (配偶 )

联络电话：  (H/P)      (O)           传真：

地址：

      Email:

职业：

划线支票/汇票，银行汇款请写：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数额RM   存入Malayan Banking Berhad, 户口号码：5050-1914-6230, 并将报名表格及单据传真至：06-6013922

(只供夫妻报名使用 )

信用卡付款：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号码     

  信用卡有效期至        年  月，持卡人签署      日期      

所有报名一律不可退款，
只允许转换他人

付款方式：

由即日起 :

开课前两星期 :

最高元首委任陆军后备队少尉

财务管理硕士  (MScFP)及 FChFP, CFP, RFP, CLP ..... 等国内外专业财务规划文凭

ISI理财培训机构创办人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在用钱还是钱在用你》、《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等书作者

东南亚各地多家报章杂志专栏作者及理财评论家

Ai-FM, TV2, 8TV, NTV7, RTB 等东南亚各电台、电视台嘉宾

马来西亚圣经学院及东南亚各大专学院特约讲师

国际理财研讨会、社团、公会、高等学府、学校、教会 ..... 等数百场的理财讲座会讲师及东南亚各地各阶层

人士的理财咨询与顾问

日期 时间地点

超值
优惠

  导
师
：黄 凯 顺 硕

士

*课程费用包括：

讲义、证书、午餐、茶点等
* 只

可
选

一

一个对 的决定就是人生的转捩点 ! 

请马上联络：报名
表格 投资掌握好不必做到老

一次付费
终生学习

课程费

订金

尚欠

RM

I/C

E-mail:  isithebest@gmail.com
Website: www.isi.my

9:30am - 6:00pm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No. 4-3,Tkt 2, Jln SP 2/8, Tmn Serdang 
Perdana, 43300 Seri Kembangan.

012-2580988

*3人报名，第四位免费
*I-Card 会员10%优惠

*夫妻报名，配偶只需付50%
或

或

13-14/3/2010

22-23/5/2010
或

RM 888
RM 988



姓名：  (个人 ) 

 ( 配偶 )

联络电话：  (H/P)       (O)            传真：

地址：

      Email:

职业：

划线支票/汇票，银行汇款请写：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数额RM   存入Malayan Banking Berhad, 户口号码：5050-1914-6230, 并将报名表格及单据传真至：06-6013922

(只供夫妻报名使用 )

信用卡付款：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号码     

  信用卡有效期至       年  月 , 持卡人签署          日期    

所有报名一律不可退款，
只允许转换他人付款方式：

ISI自助理财培训系列之 ...

为何需要财务规划？
您的开销是否超出预算？

您是否有足够的钱维持退休后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费？

您是否以合理的保费,获得周全的保障？

您的贷款,融资利率是否最经济实惠？

您是否有明确的投资目标？

您是否因为通货膨胀、利率飘浮不定以及市场上的财务产品林林总总，而对理财举棋不定？

如以上任何一项是您的问题，被证实有效的 ISI全方位财务规划系统，将通过下列步骤，

ISI财务规划的步骤 ISI财务规划的好处

ISI理财培训机构

1) 分析目前财务状况。 

2) 设定财务目标。 

3) 制定计划和策略。

4) 物色适合的财务配套。 

5) 实行财务决策。

6) 适当的衡量及调整，

  直至目标实践。

由即日起 :

开课前两星期 :

呈献

增加高达10%的投资收益。 

减少高达10%的债务

及数倍的保险费。

提高高达25%净收入。

提高净值。

依计划达成经济独立。

协助您解除疑难，并让您掌握财富，达至财务成功。

 超
值优惠

随课程附送

ISI全方位财务规划

理财软件，

让您一次投资，终生受惠。

最高元首委任陆军后备队少尉

财务管理硕士  (MScFP)及 FChFP, CFP, RF P, CLP .....  等国内外专业财务规划文凭

ISI理财培训机构创办人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在用钱还是钱在用你》、《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等书作者

东南亚各地多家报章杂志专栏作者及理财评论家

Ai-FM, TV2, 8T V, NTV7, RTB  等东南亚各电台、电视台嘉宾

马来西亚圣经学院及东南亚各大专学院特约讲师

国际理财研讨会、社团、公会、高等学府、学校、教会 ..... 等数百场的理财讲座会讲师及东南亚各地各阶层

人士的理财咨询与顾问

日期 时间地点

超值
优惠

  导
师
：黄 凯 顺 硕

士

*课程费用包括：

讲义、证书、午餐、茶点等
(手提电脑自备)* 只

可
选

一

大马证券发展中心认证10 CPE学分

一个对 的决定就是人生的转捩点 ! 

请马上联络：

E-mail: isithebest@gmail.com
Website: www.isi.my

报名
表格 全方位财务规划DIY

一次付费
终生学习

课程费

订金

尚欠

RM

I/C

9:30am - 6:00pm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No. 4-3,Tkt 2, Jln SP 2/8, Tmn Serdang 
Perdana, 43300 Seri Kembangan.

3位报名，第4人免费

夫妻报名，配偶只需付10%报名费

I-Card会员折扣10%

012-2580988

RM 3388
RM 3588

17-18/4/2010

29-30/5/2010
或



黄凯顺硕士讲座CD&DVD

黄凯顺成人理财讲座CD/DVD
迈向经济独立之路
凯顺老师以深入浅出的方式，通过个案分析，助您
了解财富，创造财富。同时讲解如何以「先分配，
后花费」的原则，配合适当的投资策略，就算在动
荡不安的局势也能化危机为转机，加速达到经济独
立！
听君一席话，胜碰万次钉！

黄凯顺亲子理财教育讲座CD/DVD
孩子的理财教育由父母开始
许多人以为父母亲能带给孩子的就是：最好的物质供应
和最好的学识和技能培训，

然而
留下财产给孩子=让他们暂时拥有金钱
培育孩子的学识与技能=让他们赚取金钱

给孩子良好的理财教育=让他们长久掌握财富
凯顺老师要以此信息改变您对教育的观点同时唤醒父母
通过家庭教育，培育高财商（FQ）及良好品格的「富孩
子」。

2片一套特价：RM 50 =>  RM 40

CD/DVD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许多人以为自己没有钱，所以不必理财。事实是因为你
不理财，所以才没有钱。此书以观念教育为始，建立
正确的财富与金钱价值观，进而指引设定财务目标和执
行财务规划的方法后教导寻求财务配套时各金融产品的
知识。再加上随书附送的财务计算软件，让你能活学活
用，通过财务规划，完成人生各阶段的财务目标，达成
经济独立.财务策划员必备，自我理财者必读！

RM38

黄凯顺硕士著ISI理财丛书

ISI理财产品系列



                                                            

RM29.80

RM29

超值3合1配套大优惠

        RM80.00RM96.80 
*此优惠只限网上定购或直接与ISI接洽购买的客户

《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
e世代所面对最大的金钱问题不是“贫穷”而是钱不够
用”。金钱=财富，有钱无FQ不算富！高财商（FQ）的
金钱管家才能驾驭金钱，活出财富。本书采用被证实有
效的方法和系统，以“先分配，后花费”的原则，传授
现代父母如何建立孩子的FQ，让你也可以「陪你的孩子
走理财路」

《你在用钱，还是钱在用你》
别以为“你在用钱”，由于观念不对,理财知识不足,加
上广告资讯及市场行销的诱惑,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已
经让“钱在用你”。作者在此书 
细心的道出正确的金钱观及金钱管家的智慧
大胆的揭发产品包装及市场行销手段的迷思
用心的传授赢向财务成功的“经”钱之道以确保“你在
用钱”而不是“钱在用你”！

本书协助父母系统性的引导孩子实践
零用钱管理，进而建立孩子们的理财生命。
内容包括：
－ 零用钱管理手册使用原则
－ 零用钱管理系统样本
－ 零用钱协议书
－ 短期与长期目标设定（使用财务目标计  
   划表及财务目标收支记录表）
－ 捐献收支记录表
－ 即时花费零用钱记录表
（中英双语，适合所有在籍学生）

Money Management Handbook
中英双语零用钱管理手册

供
孩
子
使
用
一
年
 ！

      RM 18.80

亲子理财工具 建立您孩子理财生命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



“先分配，后花费”2116 ISI Planner

您是否期望建立孩子的理财生命不知如何开始？
ISI FQ Card 财商教育卡就是您的答案！ISI FQ Card 分为2 种套装：

A套装（供父母教育工作者使用）
*此卡设计巧，可如名片般随身携带,以方便忙碌的父母亲在排队,塞车,喝茶等
片刻的空当时间也能重复温习理财教育的点子。
*每套共十张，两张说明FQ的含义及理财教育的原则。
*六张印有Do’s #1 至Do’s #6的卡，分别提醒父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孩子们
六项重要的理财品德及操行。孩子的卡也同样的事项上印有Do’s #1 至Do’s 
#6的统一编号。
*两张印有Dont’s #1至Dont’s #2的卡，用以警惕父母亲避免孩子有关的偏差
行 动。孩子的卡也在同样的事项上印有Dont’s #1至Dont’s #2的统一编号。
*此卡设计精致，除教育性之外，亦可供孩子做书签收藏。
*不管孩子人数多少，父母亲各有或共有此套卡一套即行。

B套装（供孩子使用）
*全套共八张,六张印有Do’s #1 至Do’s #6的卡,使用以记录孩子值得表扬的
操行。
*每当孩子做到有关事项时，父母在卡后签名记录以示鼓励。当某张卡片已签满
21次，恭喜你，好行为持续21次就形成好习惯，你孩子在这方面的品格被建立
起来了，但还是要继续加油喔！
*两张印有Dont’s #1至Dont’s #2的卡，每当孩子触犯有关方面的行动时，父
母亦在卡后签名记录以示警惕；并提醒孩子这是不良的行为，少做为妙，避免
重犯！
*每个孩子须有各别属于自己的一套卡，以供个别的记录应用。

ISI FQ Card

每套原价： RM 10

每套原价： RM 10

单价： RM 30.00

ISI PLANNER

此ISI Planner内附4个间隔，让您以2116“先分配，后花
费”的理财原则规划您的收入与支出。



以上所有理财教育配套

原价：

RM293.60
I-Card会员特价:

RM200

原价： RM 68

原价：RM 78

预定价： 
 RM 48

推介价：RM 69.90

ISI亲子财商游戏

新书介绍

  The correct attitude that you should adopt towards 
handling your money.

  How to set your financial goals and work towards 
achieving them.

  Sufficient knowledge about a plethora of financial 
products.

  How to build your own financial portfolio.

Adding to this is our complimentary Financial Calculator 

that would prove to be your great 	  ist ant in a� aining � nancial 

independence!

By reading this book, you learn:

五
Financial Planning Series (5)

Parent–Child FQ game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英文翻译本

适合年龄:七岁以上 Aged 7years and above

UNLIMITED FUN & 

LEARNING

  The correct attitude that you should adopt towards 
handling your money.

  How to set your financial goals and work towards 
achieving them.

  Sufficient knowledge about a plethora of financial 
products.

  How to build your own financial portfolio.

Adding to this is our complimentary Financial Calculator 

that would prove to be your great 	  ist ant in a� aining � nancial 

independence!

By reading this book, you learn:

五
Financial Planning Series (5)

Parent–Child FQ game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英文翻译本

适合年龄:七岁以上 Aged 7years and above

UNLIMITED FUN & 

LEARNING



ISI理财丛书   黄凯顺著 -

ISI理财系列订购单

*订单总数RM100以下者，须另加邮费。

ISI VIP 会员费 (5年)

ISI理财讲座会CD/DVD

共计 (RM)

 1
成人理财必备，迈向经济独立  CD/DVD   25.00 

2 孩子的理财教育由父母开始  CD/VCD 25.00
双CD/DVD配套配套：   CD/DVD  40.001&2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38.00
4 《你在用钱还是钱在用你》 29.00
5  《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  29.80

6 《中英双语零用钱管理手册》 18.80

3-5 3书配套 :- 80.00

 7
亲子理财实践卡：

10.00
 8 -家长 10.00

 11 1-9产品配套 : 150.00

 15 150.00

另加邮费：东马 RM 15

14 ISI 普通会员费 (1年) 35.00

另加邮费：西马 RM 4

NO 产品系列 单价(RM) 数量 合计(RM)

-孩子

姓名 ：(中)                         (英）                                  I/C No:   
              
      
                
      
     
      
 现款 RM     
      
 划线支票/汇票 ，支票抬头请写 :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支票号码：     银行：    
 寄致 : 45－1, Lorong Haruan 5/2, Oakland Commerce Square, 70300 Seremban, N.S.D.K  
   
             银行汇款RM             存入Malayan Banking Berhad,户口号码 : 5050-1914-6230 
  汇款日期 ：     并将报名表格及单据传真至 : 06－6013922   
 
 信用卡号码     
 
             有效（月/年）              /                                         Visa       Master  
 
              数目RM：                                                                                              签名 :   

                                                                                          
                                                                                                                                                         D:brochure/book form 

  

地址 ：

电话 ：(H/P)                                       (O)                                        e-mail :

[付款方式]                                                                                      日期 ：

ISI PLANNER 30.00 9
 10 ISI亲子财商游戏 69.80

 12 1-10产品配套 : 200.00
1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英文翻译版预定） 48.00

 

 

 片面的商业广告资讯甚至会误导您失去财富。

              只有中立的资讯，能引导您作出正确的决策，增加您的财富。

           过去，我们许多的会员都由ISI所提供的资讯而获益不浅，

今天您能拒绝拥有它吗？

   一个对的决定也许就是您人生的转捩点。

isi-CARD

 资讯 = 财富 ?
 未必 !

您的参与，我们的随伴，今天就成为               会员isi-CARD
 

您领取引时并进的季刊会讯

  财务商品/配套讲解与分析

  最新市场资讯

  读者问答交流

  最新财务报告与指南

  每期一点子，让您活学活用，“金”算未来

  与的活动和资讯保持联系

  儿童与青少年理财教育版

参与理财交流会每月研讨会

√ 

√ 

√ 

√ 
√ 

√ 

◎ 

◎ 

会员优惠：

√ 

欲成为会员或欲知更多详情，请拨电联络：

ISI OFFICE : 017-276 0202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583947-T)

 ISI TM  理财 烦事变易   Financial  Planning ISITM Way
45-1, Lorong Haruan 5/2, Oakland Commerce Square, 70300 Seremban, N.S.       Tel : 06-601 1122   Fax : 06-601 3922                  Email : isithebest@gmail.com
No 4-3, Tkt 2, Jln SP 2/8, Tmn Serdang Perdana, 43300 Seri Kembangan.             Tel / Fax : 03-8948 7579                                      Website : www.isi.my

  

 

姓名(英)：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地址：

电话办：                      手机：                   电邮：

婚姻状况：                    职业：                   推荐人：                     

isi-CARD 申请表格
 普通会员          VIP会员

(RM35/年)             (RM15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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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诀窍

全方位理财



ISI理财丛书   黄凯顺著 -

ISI理财系列订购单

*订单总数RM100以下者，须另加邮费。

ISI VIP 会员费 (5年)

ISI理财讲座会CD/DVD

共计 (RM)

 1
成人理财必备，迈向经济独立  CD/DVD   25.00 

2 孩子的理财教育由父母开始  CD/VCD 25.00
双CD/DVD配套配套：   CD/DVD  40.001&2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38.00
4 《你在用钱还是钱在用你》 29.00
5  《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  29.80

6 《中英双语零用钱管理手册》 18.80

3-5 3书配套 :- 80.00

 7
亲子理财实践卡：

10.00
 8 -家长 10.00

 11 1-9产品配套 : 150.00

 15 150.00

另加邮费：东马 RM 15

14 ISI 普通会员费 (1年) 35.00

另加邮费：西马 RM 4

NO 产品系列 单价(RM) 数量 合计(RM)

-孩子

姓名 ：(中)                         (英）                                  I/C No:   
              
      
                
      
     
      
 现款 RM     
      
 划线支票/汇票 ，支票抬头请写 :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支票号码：     银行：    
 寄致 : 45－1, Lorong Haruan 5/2, Oakland Commerce Square, 70300 Seremban, N.S.D.K  
   
             银行汇款RM             存入Malayan Banking Berhad,户口号码 : 5050-1914-6230 
  汇款日期 ：     并将报名表格及单据传真至 : 06－6013922   
 
 信用卡号码     
 
             有效（月/年）              /                                         Visa       Master  
 
              数目RM：                                                                                              签名 :   

                                                                                          
                                                                                                                                                         D:brochure/book form 

  

地址 ：

电话 ：(H/P)                                       (O)                                        e-mail :

[付款方式]                                                                                      日期 ：

ISI PLANNER 30.00 9
 10 ISI亲子财商游戏 69.80

 12 1-10产品配套 : 200.00
1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英文翻译版预定） 48.00

 6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