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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成功的要诀-

财务智商(MonQ)

活在凡事讲求快捷、资讯爆炸的竞争年代，人们对于“成
功”的渴望更加强烈。人们已失去了慢慢摸索的耐性，所以各
种成功要诀的说法也应运而生。欲成为成功商人要懂得生意
经，想成为名厨当然少不了所谓的名厨要诀。因此，想要达到
财务成功者是不能不认识财务成功的要诀—“财务智商”。
财务智商,简称财商（Money Quotient, MonQ）是指一个
人在财务方面的智力，是理财的智慧。它包涵了认识财富的定
义，正确应用及管理金钱的能力。简而言之，财商代表：
（一）如何保存金钱
这显然是理财中的基本要求，否则你怎能奢望一个月口
袋“清光”的人能了解到保存金钱的重要性。赚钱能力再强的
人如果缺乏自制力也是无法将钱保存以作进一步的规划，终日
只是活在钱来钱往之间。当然，我们也要避免为了响应储蓄的
华人传统美德成为凡事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保存与花费的学问
在于中庸，做到即不挥霍，但也不至于过分守财，须拿捏好个
中的分寸得失。
（二）如何管理金钱
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钱管理的好，它就是
我们的“帮手”，管理不当，它可会成为我们助长欲望的“推
手”。管理金钱所奉行的金科玉律就是“先分配，后花费”，
也就是将现有的收入按百分比分配以兼顾到生活中各重要的层
面：基本生活开销(60%),保险规划（10%）,子女教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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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独立（20%）及3-6个月备用现金。（相关的详情请参阅上
一期“先分配，后花费”原则）
（三）如何利用金钱带来更多的效益
这里言及的效益在于发挥金钱的“质”
量。举例说, 活在现今百物通胀，生活水平也
水涨船高的社会里，如果不晓得如何通过投资
让财富增值（甚至如果投资回酬低于市场通货
膨胀率），那我们财富的价值便会与日俱减，
购买力也逐渐减低。金钱的“质”量也变得越来越差。
（四）如何利用金钱结出良善的果实
财商强调财富所带来的应该是平和喜乐而不是痛苦忧虑。
换言之，理财的过程是快乐的。然而这快乐的泉源却不是来自
钱财的多寡而是我们个人的感恩心与知足心。
对这两种心态没有认知的人，纵使家财万贯
也只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君不见社会上时
时都出现负债累累及胡乱跟风投资的例子。
此外，也有人为了钱，走上不择手段的不归
路而误将金钱标上不详的记号。反之，我们
若能乐施好善，将手中的钱捐献于有需要的
人就等于为现今冷漠的社会注入一股温馨的清流。当眼见善果
处处结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感到快乐与富足呢？
于2006年，股神巴菲特宣布将捐赠个人财产的85%给比尔
盖茨夫妇设立的盖茨基金会用于世界各地抵御疾病的传播和促
进教育的发展。作为世上著名富豪之一的巴菲特已亲身实践这
项结善果的行动，印证了金钱本身并无善恶之分，金钱一样能
用于回馈社会，结出累累善果惠及别人。
最后，不知各位是否有察觉到上四大财商要领根本没有一
项言及金钱的数目。这证明了有钱的人不一定有财商，但有财
商的人将会积累财富。只要我们抱有正确的心态及管好欲望，
悉心奉行财商的四大要领，不但可达致经济独立更可以活出丰
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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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生命必备的品格

- 节俭
在现代社会里，95%的人在95%的时间忙着赚钱，以逻辑来
说，理当大多数现代人都能在他们的一生中成功致富，但实际
的社会现象却恰好呈现出相反的一面：
1.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只有5%的人能达成经济独立的退休生
活。
2.在人均收入名列前茅的美国，拥有超过250元美金的人口
当中，18岁的年轻小伙子竟然多过68岁，奋斗了一辈子的
乐龄人士。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人辛勤奋斗了几十年的收入，
到底消失到何处？许多人努力赚钱，打拼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希
望自己在退休后，能够停手不停口，继续享有经济独立的生
活，但能真正达致此目标的人确实少之又少。一般人察觉到这
种现象之际，往往误以为是收入不足，因此会更努力的打拼赚
钱，然而只有少数懂得量入为出的人才会明白真正让他们财务
成功的要素是节俭的品格。
与节俭相对立的是挥霍，挥霍往往与个
人的欲望有关。人的占有欲往往是导致我们
浪费资源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在为了满足强
烈的欲望做出很多举动之后，突然会感到后
悔，甚至觉得当时的自己很可怕，这就是所
谓的冲动消费。如果你不想继续被挥霍的行
为牵制，在你很想拥有一件东西，并已经为
它做出了很多疯狂的举动之际，你必须马上
停下来仔细地想一想，你这样做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件东西
对你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占有它之后又会带给你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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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节俭的精神，社会就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如果我
们时常因为无法适当的节制自己的消费欲望，而导致入不敷
出，并长期靠借贷度日，不仅会成为一个被职场排斥的信用
不良者，甚至还会被越积越多的负债拖累。钱可以给人自
由，同样的也会成为绊脚石。而节俭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管
理和分配金钱，该花的钱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的花，但是不该
花的钱如果被我们花了，这就是罪过了。善用金钱，才能致
富。假如把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不但没法累积财富，一旦
有紧急情况需要用钱，还会让自己陷入困境。
节俭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在致富
过程中必须要持守的，也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养成良好的管理财富的习惯，而不
是在欲望的驱使下忘记自己的计划和目
标。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
，同时在节俭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我。
节俭和节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节俭的最
终目的是为了很好的驯服自己的欲望，让自己
在强烈的占有欲面前变得理智、清醒。而节省
则是单纯的为了省钱，是出于对财富增长的强
烈愿望做出的金钱积累甚至是有些吝啬的行为
。节俭会让我们懂得财富的真正内涵，但节省
只会让我们将双眼过多地集中在金钱上，这可
能导致因为不满意目前的现状自怨自艾，或者变成守财奴，
忽略了生活中最自由和美好的享受。
节俭的确是一种美德，它让我们对
钱更加尊重。节俭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创
造更多的财富，是在机会来临时，让我
们不会因为物质的匮乏与更大的财富擦
肩而过。可以说，节俭也是一种准备，
是你为成功积累的物质基础。这些积累
对于任何人都是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积累，我们的致富道
路将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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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懂得珍惜的人势必是一个节俭的人，因为他明白如何
珍惜来自不易的事物。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没理
由在辛苦工作之后将自己的劳动所得肆意挥霍，那是对自己
的不尊重，更是对生活的报复。这样的心态是不可取的。
如果到目前为止，你依旧希望自己会成为一个富有切自
由的人，那么就必须把节俭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并且要坚决
地贯彻执行于致富的过程中。这就如同你的本钱，如果把本
钱都花光了，何谈创业，又何谈发展。只有把节俭当作义不
容辞的职责的人，才不会在小的利益面前迷惑了双眼，忘记
了自己真正的使命。沉着冷静的头脑总是必需的，节俭就像
一味镇静剂，它会时刻提醒你：记得你的理想，记得你的目
标。

一位朋友谈到他亲戚的姑婆，一
生从来没有穿过合脚的鞋子，常穿着巨
大的鞋子走来走去。儿子晚辈如果问她，
她就会说：”大小鞋都是一样的价钱，为什么不买大的？”
其实，在生活里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姑婆”。没有什
么思想的作家，偏偏写着厚重苦涩的作品；没有什么内容的画
家，偏偏画着超级巨画；经常不在家的商人，却有非常巨大的
家园。
许多人不断地追求巨大，其实只是被内在贪欲推动着，所
以，不论追求什么，总要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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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房地产，
以小钱赚大钱？
投资房地产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房地产抵押，以区区的20%
甚至10% 的成本就可以获得80% 甚至90%的贷款，充份的发挥
以小钱赚大钱的杠杆效应。也许你还看不到以杠杆效应，钱
生钱的“威力”，看了下列的分析你就不难明白了：假如你用RM100,000的现钱投资一项产业，一年后产业增
值20%，那你只不过是赚取区区的RM100,000 x 20% = RM20,000
。但是，如果你以RM100,000的成本，向银行贷款90%，你
就可以购买总值RM1,000,000的产业。若是这些产业一年后
也同样增值20%的话，你的总回酬将是RM1,000,000 x 20% =
RM200,000。换句话说以同样的RM100,000成本，现钱投资你
就只赚得相等於20%的RM20,000，但以杠杆效应向银行借贷
投资，你则可获得高达200%的RM200,000投资回酬。以相同
的原理来投资於收入型的产业，要是有8%租金回酬的话，以
RM100,000现钱购买一间产业，你每年就只有RM8,000的租金
收入。但是向银行借贷90%作大笔投资，则可让你每年享有
RM80,000的租金收入。这就是向来许多“专家”非常强调：
以小钱赚大钱，投资於房地业这个公开的秘密！
看了这些分析，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想，如果你还未曾投资过房地产的
话，你一定会有一股冲动，想马上找
一些本钱来投资於房地产。要是你真
的想要投资於房地产的话，我想你也
会尽本能向银行借贷最顶限的贷款以
充份的发挥你的金钱效益，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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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还未轻举妄动作出决定之前，请先允许我向你泼一
泼冷水，让你清醒过来，冷静的思考、分析、再作决定好不
好？首先我必须提醒大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些
专家朋友所告诉你，如何通过借贷，在产业界以小钱赚大
钱，其重点并不在於水，而是你是否深懂水性，并能好好的
驾驶你的舟。要是你两点都能充份掌握的话，当然更多的水
能越让你航驶自如，充份发挥你的才华。尽管如此，也还有
不少的航海员在大风浪中没顶消失，倘若你即不暗水性，又
不懂行舟，更多的水，更大的海洋，对你而言是凶是吉，只
有你自己才知晓了。
当你想通过借贷，以杠杆的原理，多倍增加你的潜在回酬
的当儿，请别忘记，也许那些“专家”忘记了告诉你，其实
你也同样的以杠杆的原理，多倍增加了你潜在的风险。我就
曾经有过一位学员（当然有类似情况
的学员并不止这一位）在98年经济风
暴之前，抱着相同的理念向银行大量
借贷，一口气在Bandar Baru Nilai
和Bukit Beruntung两地买下了五间店
屋（我想熟悉这两个地方的人都知道，
事隔十多年，当地的产业还是大量的
丢空）。打着如意算盘，原以为这一次大展身手过后，就可
以大赚特赚，等待坐享其成的他，没想到一等就等了十多
年。如今，他不但彻彻底底的把自己毕生的血汗钱赔上，同
时还必须把自己接下来十五年的青春献上给银行，有吃没吃
不要紧，但就是必须“安分守己”的把每个月的收入送入银
行。最痛心的是，十五年后“大功告成”之际，他并不是功
果圆满而进入经济独立的状况，而只是仅
仅脱离债务纠缠的日子。十五年过后，才
能再一次的“重头再来”！各位，一世人
能有多少个十五年？讲的人容易，听的人
兴奋，只有深受其害的人才能深深的体会
到：一个错误的观念所换回的代价有时候
真的未免太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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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充份发挥杠杆的原理来赚取数倍的租金收入谁都可
以算得到，我们就暂且抛开投资的风险不谈或假设你是一个
非常资深，完全掌握投资策略，懂得如何物色最佳产业的人
（其实这种人也的确不易找）。倘若你的投资目的是要通过
产业租金，赚取投资收入（passive income）的话，虽然通
过贷款，充份发挥杠杆效应能让你赚取更可观的收入，但是
你一厢收取更多的租金，另一厢却要支付分期付款，除了为
银行打工，得一个“桔”字，你还能得
到什么呢？更何况有时候暂时租不出或
租户跟你耍太极，几期不交租给你，分
期付款又由谁来承担呢？也许你会说，
只要我“挨”过分期付款的期限，若干
年后，我不就可以收他一个干干净净，
又大又肥的净租金了吗？是的，你一点
也没有错，但这要看你是否能在“挨”过那漫长的分期付款
后，还有年岁来享用你的收入咯！
总结来说，凡事都一体两面，没有事情是绝对的，假如你
期望更大的回酬，你也必须要准备付出更大的代价。每当我
在讲堂上谈到有关产业投资这环节的时候，我的学员们往往
喜欢争论说那一种投资法（现钱或是借贷）最好？我总是告
诉他们说：只有你最清楚你要的是什么，也只有你最明白自
己的财务状况与风险承受度。只是我还想再一次的提醒你：1）投资房地产的关键不在于你能借多少钱，而是你精不精
通产业投资
2）每当你尝试以杠杆效应增加你的投资回
酬时，别忘了，你也在以同样的原理增加了你
的风险。
如果你明白了以上的道理「投资房地产」
和「以小钱赚大钱」还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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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理财

假期期间是否需要给
孩子零用钱?
众所周知，今时今日的学子们学习的压力可不容小视。除
了校内的各种科目、活动外更少不了课外的补习班、才艺班
等等。因此，身为学生的不管是长假、短假、年假又或是公
假，只要是假期，相信他们都是来者不拒
的。孩子尚且如此，做父母的也不容易。
平日除了要担心孩子的课业跟不上、在班
上不听话的问题外，也得为他们的金钱问
题烦恼。假期期间，父母亲们又得操心另
一件难题：人放假之余，是不是也应该让孩子们的零用钱
也“放假”？
其实这一切都与父母亲对零用钱的意义有
关。一般上的父母给孩子零用钱只是为了让他
们有钱，有自己的消费能力，能在上课时照顾
自己在吃喝等方面的基本需要。有这种想法的
父母，在给孩子零用钱之际，除了供应他们足
够的基本吃用之外，通常都不会让孩子拥有更
多钱，因为深怕给多花多，夜长梦多，干脆给
到刚刚够吃够用就好了。同样的原理，固然也不会在学校假
期给孩子任何零用钱，因为既然没有上课，基本吃用也由家
里供应，因此就没有必要再给钱了。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钱，也没有
机会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凡有什么基本需要以外的需求，
都必须由父母来决定。因此，难免时常会在该买或不该买的
事项上与孩子起冲突。在假期期间，这种问题就更显而易见
了。因为平时孩子还可以由零用钱省下些少，勉强还有属于
自己的一些钱。到了学校假期，当父母亲把零用钱给冻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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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立刻陷入瘫痪，连些少的零钱也没有了。没有上课的日
子，在家闲着无事，固然想要的东西也特别多，偏偏此刻却
完全没有自己的钱，每一件想要买的东西都得经过父母的同
意，想想看：可以买，不可以买，该花，不该花，父母亲的
角度又怎么会与孩子的角度相同？那岂不是把平时因为金钱
的纠纷在假期的时刻发挥得淋漓尽致？
再想想，要是给孩子零用钱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有自己的钱
花费，那么，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孩子除了只学会花
费，用钱，买东西之外，长大以后，还能如何处理金钱？由
此可见，父母亲怎么看待零用钱是何等的重要。这不但会牵
涉到父母亲应该如何给零用钱？何时该给？何时不该给等等
的事项，同时也对孩子日后的财商智慧有举足轻重决策性的
影响！
倘若我们由财商教育的角度为出发点，零用钱真正的意
义并不只是要让我们的孩子有消费的能力，它更是让孩子们
从小学习管理金钱最有用的工具。既然是要要让孩子学习管
理，父母亲就必须让孩子对自己的零用钱有决定权。而事实
上，这就是许多为人父母的最大挑战，因为担心孩子一旦有
了决定权后会随意乱花费。为了让孩子能自由的决定，让父
母能放心的授权，我们就必须在管理零用钱方面有很明确的
原则与协议。ISI财商教育在管理零用钱的原则是“先分配，
后花费”；那就是把要给孩子的零用钱先分配成几个主要的
部分，再引导他们如何有原则的消费，并很有纪律的做好消
费纪录，为每一分交托给他们的钱尽最大的管家责任。
零用钱分配的领域是：1）即时花费—那就是用于上课时所必须支付的固定开支
如：饮食，交通，文具等基本消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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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目标—除基本需要以外，孩子“想要”得到,如：
玩具，消遣，娱乐等个人的财务目标。当父母亲给了这笔钱
以后，就不必再为孩子们的“想要”领域烦恼，而是引导孩子
如何通过储蓄，用自己的零用钱来完成自己的目标。
3）捐献—除了自己的需要与想要之外，孩子们必须从小
开始学习把部分的金钱捐献於身边有需要之人的部分。

有了这些原则后，父母亲与孩子双方就会对零用钱的意义
有很明确的认知。当假期来临时又或是在没有上课的日子，即
时花费部分既然没有用上，当然可以不给，但孩子还是会有自
己想要的目标，因此，这方面的零用钱则必须继续给。如此一
来，这方面的问题不但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决，双方也不必再因
为钱的问题在假期起争端，孩子们更可以自小就很有原则的学
习管理金钱，并在他们的财商智慧上奠下良好的根基！

摘自黄凯顺硕士《财富人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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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更多的钱
一个人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接连几辆车都没有
挤上去。一气之下，他就跟着汽车跑了回家。
他虽然气喘吁吁，却高兴地对老婆说：“虽然
累些，但却省了一些钱。”
不料，老婆听了不满地说：“你真笨！为什么
不跟着出租车跑？那样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吗？”

落入眼睛
甲：“上星期，一粒沙子落入我妻子的眼睛里，医生要了我
30美元。”
乙：“你还算幸运的。上星期，一件皮
衣落入我妻子的眼睛里，结果花了我
300美元呢！”

时间就是金钱
父亲骂道：“你挥霍金钱的速度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快！”
儿子：“没错。我很快地把钱花掉，却节省了许多时间，而
时间就是金钱啊。”

14

住在乡村也要
懂理财吗？
每当和别人谈及理财的课题时，我都不禁觉得挺怪趣的。
可不是吗？不论从事各行各业，身处繁华闹市仰或是纯朴乡
区，也不管是赚多赚少，他们都不约而同和你说：“不是我
不理财，而是我无财可理！”听起来也确实有道理，尤其是
身处较落后乡区的人们眼见自己微薄的收入在七除八扣后也
所剩无几，也只好大叹自己和理财无缘。因此，对于收入较
高的城市人投以羡慕的眼光，认为他们比自己更有“本钱”
理财。
其实，这一切都只是许多人看不透的理财迷
思及对理财持有错误的观念所致。对他们而言，
理财的先决条件必须是要很有钱。这样子理下去
才会有多到用不完的钱，也就是大家终日梦寐
以求的“发达”情景。矛盾的事实却是，大家越
执着于这个目标，他们就越达不到。因为，许多
人都误解了真正财富的定义。
财富指的不是一个人有多少钱又或是几会赚钱而是“能支
持一个人生存多长时间的经济能力。”同时也可写为：

财富 = 金钱的数目
支出
用来衡量的标准为日子的长短或天数。
各位可别小看此方程式，它可是会一针
见血点出种种不能积累财富的盲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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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点（一）：金钱=财富？
财富 = RM 200,000 = 200个月
RM 1,000
此例子已证明了金钱不等于财富。拥有RM200,000
销RM1,000时，财富是等于200个月。

而每月开

盲点（二）：有钱就可以大幅提升花费？
财富 = RM 1,000,000 = 50个月
RM 20,000
有了RM1,000,000 却毫无节制的念头，每月开销大幅提升到
RM20,000 时，财富大缩水剩50个月。开支越高则财富越少。

盲点（三）：有钱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
如果任由欲望膨胀至超越现有的金钱数目，结果就只能看
着财富马上烟消云散。有再多的钱也不可能是用之不尽的。
综合上述论点，只要大家还是抱有错误的观点，继续让欲
望主宰花费则不可能会有财可理，更不用说拥有财富。
说穿了，理财注重的是个人的金钱管理能力多于金钱的数
目。因此，理财不在乎于收入的多寡而在于个人是否能按能
力规划做到量入为出并同时遵守“先分配，后花费”原则，
在财务上即不奢侈也不倾向守财，成为一个精明的金钱管
家。

16

“先分配，后花费”原则
理财的目的在于将收入按“2116”的比例分配至以下各领
域后按部就班完成人生各阶段的财务目标后达到经济独立。
其中的分配与花费的过程就确实考验个人对金钱管理的智
慧。除了“节流”将支出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外更少不了“开
源”即如何聪明的投资以“钱赚钱”的方式带来投资收入。
（如：股息，房租等）
财富 = 金钱的数目 = RM 500,000 x 10% = RM 50,000
支出
RM 4,000 x 12
RM 48,000
非工作收入（RM50,000）> 支出（RM48,000）
财富 = ∞ > 经济独立
此例子中，金钱数目为RM500,000,但每年赚取10%的投资
回酬，带来RM50,000的非工作收入。每月开支RM4,000 x 12 =
每年开支48,000。持续性的非工作收入多于开支，当此情形
维持下去就达到了所谓的经济独立。
由此可见，明白理财的真意后许多人会惊觉原来一个人
的“钱”途是可以有很多可能性。赚钱很多的人不一定有财
富，赚钱较少的人却未必没有财富。但是，有财富的人一定
要是会理财的人。这也正好回答了本文的标题，纵使你是住
在乡下，若是你想创造投资收入，不要停手就停口，懂得理
财是不二法门。
最后，不论你的身份地位、收入
多寡、身处何方，理财对你而言同样
重要。因为，只要坚持执行理财的原则
，人人都有同等的机会达致经济独立。
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选择，问题只是：
“ 今天的你开始理财了吗？”

17

由于我本身的工作十分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导致
问：
孩子终日都与手机、电脑为伍。随着日新月异的科
技发展，种种消费陷阱也层出不穷，我非常担心孩
子会掉入这类陷阱里。我想请教老师，该如何引导
孩子避免e时代的消费陷阱？

答 ： 活在现今这e世纪，我们的生活都被种种科技包围着，小
至手机、MP3, 大至电脑、电视等等都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
常客”。尤其是在生活条件日益丰裕的今天，孩子们的生活
方式也与我们以往有别。身为父母的我们应该不难发觉现今
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除了上课、睡觉的时间之外，玩手
机、上网、玩电脑等事项似乎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
既然子女们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这些东
西，我在此想提醒道，不知各位父母有否想
过子女身边的“手机”可以是别人眼中的“
商机”更是我们荷包的“危机”？
相信各位对於手机短讯与网络消费陷阱
的案件也略有所闻。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利用
短讯“好心”通知我们赢取了某抽奖活动的贵重奖品，并要
求我们先将相关的邮费与手续费等汇入某银行账号。当我们
还在痴痴地等待这“好运”降临在身上时对方老早已抱着我
们送上门的真金白银逃之夭夭。
再有则就是有关订阅娱乐、游戏、歌曲的广告短讯。这
些广告的特点在於其提供的便利订阅方式，即只要简单地输
入指定的号码再回复给对方后，马上就能启动该服务。殊不
知方便背后隐藏的却是惨痛的代价。由于在订阅之前，我们
没有弄清楚该服务的条款、收费情况、退订方式而最终演变
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一来，这类服务的收费
往往价格不菲，（一封短讯可以至几零吉不等）。二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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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订该服务时，不是服务公司号码占线就是毫无回应。可怜
的荷包只好乖乖被别人“吸血”，教中招者深感不平但却也
无可奈何。
试问连成年人也难免会踏入这类短讯陷阱中，况且是涉
世未深的孩子们。此外，时下青少年热爱的
网络游戏也是“有心人士”找吃的“温床”。 我也甚至听闻
有位青少年为了拥有游戏中的稀有道具而听
信网友的言语，将多年的储蓄汇入对方的户
口。岂料对方收到钱后却恰似人间蒸发。由
于是网络上认识的人，想查也无从查起。
随着网上购物的日益普及化，使现
代人纵使足不出户，也能享受购物的乐
趣。然而，心怀不轨的人却假借种种借
口向青少年身上着手，套取个人的重要
资料，如：身份证号码、银行户口号码
甚至父母亲的信用卡号码。孩子一时不
注意的情形下，可能就会把资料透露让
他人盗用了自己的钱财。
总结上述的手段，看似各有千秋，千奇百怪但内容终究
是“换汤不换药”，无非是抓紧了人性的贪及孩子们容易相
信别人的心态。因此，有必要悉心记着以下的E世纪消费原
则：
（一） 父母亲首先要教育孩子的就是“忌贪”，不论是任
何优惠，奖金，奖品等，一收到有类似字眼的讯息
马上删除以免夜长梦多。
（二） 此外，也要郑重叮咛孩子万万不可在网络或
手机透露私人重要资料如：身份证号码、
银行户口号码，信用卡号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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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孩子参与网络游戏或网上购物时则要引导他们去分
辨对方的可靠性。尤其是透过非正式的交易平台。
如：网上论坛，私人拍卖网站交易时，不要只为贪
图物品比市价便宜而不加考虑便将钱给出，落得任
人鱼肉的境地。
（四） 对於年纪尚小的孩子，也许还不懂得分析但父母亦
可教育他们紧记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不了解的
就不必给於回应，再不了解就通知父母亲。
最后，作为父母的我们亦必须了解到上述谈及的消费陷
阱也纯属冰山一角。随着社会的进展，日新日异的手法还会
层出不穷，但只要父母教导孩子铭记以上的原则就能见招拆
招，不会轻易掉入圈套。因为，我们要的是科技带来的“便
利”而不是让别人利用科技占我们的“便宜”！

一只公鸡在田野里为自己和母鸡们寻找
食物。它发现了一块宝玉，便对宝玉说：“
若不是我，而是你的主人找到了你，他会非
常珍惜地把你捡起来；但我发现了你却毫
无用处。我与其得到世界上一切宝玉，倒不
如得到一颗麦子好。”

这是说：自己需要的东西才是真正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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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1月
至 2011年04月
主题：
计算学习好，
理财少烦恼。

日期及时间：

地点：

讲师：

27/02/2011
8.30am-12.00pm

ISI Training Centre,
Taman Inderawasih,
Perai

Harriet
Teh

26/03/2011
9.30am-12.30pm

ISI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黄凯顺

19-20/02/2011
9.30am-6.00pm

Plaza Grand
Millenium,
Kota Kinabalu

黄凯顺

Day 1:26/02/2011
8.30am-5.00pm

ISI Training Centre,
Taman Inderawasih,
Perai

投资掌握好，
不必做到老。 Day 2:16/04/2011

Harriet
Teh

联络人：
Andy Cheng
016-4723874
Susan
012-2580988
May Chai
012-5052411

Andy Cheng
016-4723874

8.30am-5.00pm

Hotel Palm Inn,
Butterworth

黄凯顺

26-27/03/2011
9.30am-6.00pm

ISI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09-10/04/2011
9.30am-6.00pm

Sibu

黄凯顺

Fiona
016-8866398

23-24/02/2011
9.30am-6.00pm

Brunei

黄凯顺

Kathy Chai
+6738737823

05-06/03/2011
9.30am-6.00pm

ISI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Day 1:27/02/2011
8.30am-5.00pm

ISI Training Centre,
Taman Inderawasih,
Perai

Day 2:17/04/2011
8.30am-5.00pm

Hotel Palm Inn,
Butterworth

黄凯顺

23-24/04/2011
9.30am-6.00pm

ISI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E-trade
交流会

05/03/2011
26/03/2011
23/04/2011

ISI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陈之祥

陈之祥
017-2760303

MonQ Club
交流会

24/03/2011

ISI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17-19/03/2011

亚庇下南南建山

ISI 团队

May Chai
012-505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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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财务
规划 DIY

MonQ Camp &
Super MonQ
Camp

Harriet
Teh

Andy Cheng
016-4723874

亚洲未来十年大趋势，
投资者钱往何方？
讲座会
2008全球金融风暴让众投资人惊慌失措，对市场忧心忡
忡。而今市场极地回弹收复失地之际也同样让投资者在对高
涨的行情而举棋不定。
ISI于是特邀黄凯顺硕士及印尼第一投资顾问Mr Darmin
Liong展开巡回投资盛会（吉隆坡06/11，亚庇07/11，槟城
28/11）精心解剖亚洲未来十年大趋势，让各位掌握先机，做
对决定！
Mr Darmin Liong以其精辟的投资观点及亚洲
经济展望为讲座会掀开序幕。他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和民众一同解读种种区域的经济发展数据，如：国
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贫穷率、通胀率、
外汇储备，进而点出亚洲作为未来全球经济火车头
的大趋势。同时，也和各位分享一支13年回酬高达
47倍的海外投资基金，打开民众的海外投资视野与机会。
在进场投资前，黄凯顺硕士则
以其颠覆传统的探讨方式引领民众
认清投资的意义，免得让生活充满
“死命赶”。此外，亦传授各位如
何运用2116先分配，后花费原则，
再结合正确的投资策略来实践个人
的投资计划，以达到经济独立。
更难能可贵的事，此讲座亦附
加一项为人父母不可不知的财商教
育问答交流环节助父母们无论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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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钱，教出孩子会管钱！所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讲座的结束正是大家实践理财活出丰盛人生的开端。只有善用
金钱的人，才能摆脱金钱的枷锁，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二） 2010 MonQ营 / 超级MonQ营
何谓MonQ?MonQ 就是Money Quotient, 是学校没教，父
母欠缺的现代孩子必修科--管理金钱的智慧！由MonQ之父-凯顺老师亲自策划的2010MonQ营/超级MonQ营正式建立孩子正
确人生价值观，活出自由丰盛生命的起跑点。
ISI财商学院特别于2010年尾的学校假期分别在吉隆坡，
槟城，芙蓉等地举办了一系列的MonQ营在e世代孩子心中播下
MonQ精神的种子。
MonQ营通过多样化活动与生动教学的配合并让学员透过亲
手的体验来发掘出MonQ的真谛。此外，亦教导学员运用特制
的理财工具及学习已被证实有效的零用钱管理系统从而做个
精明的理财管家。
除了上述言及的教导，超级MonQ营更附加了兼具纪律和
挑战的超级“重头戏”如：“向黑暗挑战”、“创意晚餐”
，“急速冲凉”等等精彩万分的活动让学员来一一体会挑战
极限突破自我的磨练过程。
最后，有鉴于“理财是一种生命”，3天营会所点燃的
MonQ光芒是需在营会后师长的继续努力方能发扬光大。ISI的
老师也因此不辞劳苦在营会后给于爱心的跟进以了解学员回
到家后和父母一同迈入学习亲子财商教育的进展，势必和众
家长一起陪孩子走理财路--不管有钱无钱，都能教出孩子会
管钱！

23

坡
隆
吉

学员们从MonQ Game中认识到什么行
为将帮助他们建立财商。

在双福残障中心，通过小小的游戏，
学员们体会到残障人士在生活上的种
种不便。

槟城

在第二天的外展活动，学员们在访
问Sunshine Home里的残障人士。

由外展回来后，学员们深感施比受更
有福的道理，在义卖现场更大方地作
出捐献于有需要的人士。

芙蓉

这两位学员在物资有限的情况下成功地
起火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准备他们最难
忘晚餐的时刻。
24

时间到！这一组的营员把在限定的时
间内做好的晚餐让营长黄凯顺老师品
尝鉴定。

惠思（芙蓉超级MonQ营）

陈云裳
（槟城MonQ营）

25

五年来的早餐
一个很忙碌的早上，一个大约八十岁的老人家，想找一位
医生帮他拆线。他很赶；但医生正在帮人做手术，所以，他
一直等，不停地看表。
当时有个护士不是很忙，看老人家好像很赶似的，自己又
没什么事，「好吧!让我来帮他拆线吧！」她请那位伯伯先坐
下，然後，再把他伤口上的布一层一层地拆下，一边拆一边
和那位伯伯闲聊。
护士小姐好奇地问：「为什么你这么赶？」「是呀！因为
我约了人9:00，真不好意思，麻烦了你！」护士好奇的想：
「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应该不用上班的了，什么事情让他那么
赶呢？」老人家说：「是呀…是呀…我要赶去老人疗养院陪
我老婆吃早餐。」
护士小姐更加好奇：「啊呀！原来是进了疗养院啊！那
没有什么嘛？」老人家答：「啊！没事，柏金逊症罢了，都
好一段日子了。」护士小姐帮他拆好了线，看一看表：「哎
呀！你会迟到的，怕不怕你太太担心你呀？」老人说：「不
会，这五年来她都不认得我了，我去不去，其实她都不知
道。」护士小姐很好奇地问：「她已经不认得你五年之久
啦！？你还每天早上都去？」老人笑笑，拍拍护士的手说：
「她不认得我，但我认得她，那就够了。」接著他就慢慢转
身走了。

真正的爱情是接受，接受以前，现在和将来的对方。
26

人 生 小 语

意外的感动
一位先生在圣诞节得到哥哥送给他的新跑车。车子相当漂
亮，停放在门前。当他出来准备开著新车去兜风的时候，发
现车子旁边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绕著车子转，眼睛贪婪地看
著车子，一边用手摸摸车身，一边摸摸轮子，问：『先生，
这是你新买的车吗？』他说：『不是，是我哥哥送给我的圣
诞节礼物。』
男孩的眼睛立刻放出异彩，大声喊道：『哇！是你哥哥送
给你的啊！』得到肯定的回答後，男孩感叹道：『我多么希
望…』这位先生想，下面的话一定是：『我多么希望也有这
样一个哥哥啊！』
可是，男孩的话却出乎他的意料，男孩说：『我多么希
望我也是这样的哥哥啊！』男孩意外的回答让人感动。他决
定带这个男孩一同去兜风。男孩兴奋地上了车，并同时提出
一个要求，说：『先生，您能不能在另一条街区停一下？』
这位先生按照男孩的要求在另一街区的一所房子前停下
来。男孩飞快地跳下车跑到房子，不一会工夫从房子里背出
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他把男孩放在门前的台阶上，高兴地
介绍说：『他是我弟弟！』
那位先生看见他弟弟的双腿严重残疾，不能走路。男孩
兴致勃勃地对弟弟说：『弟弟，你看将来我要给你买的就是
这么一辆漂亮的车。你快看…』

时下的我们，得到和索取是否已经成了习惯性思维？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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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献

你是否被生活上不同的数字，通胀率，及月结单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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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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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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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i n a n c i a l C a l cu la to r )
彻 底 把这 问 题 解决 ！

财务计算课程大纲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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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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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 198
RM 258

开课前两星期 :

日期

对 的决定

*只

就是人

*2 人 报 名 ， 第 3 位 免 费
*夫妻报名，配偶只需付

50% 报 名 费

ISI MonQ Academy Sdn Bhd

地点

26/03/2011

一个

报名
表格

超值
优惠

选一

:

可

一次付费
终生学习 由即日起

时间

No. 4-3,Tkt 2, Jln SP 2/8, Tmn Serdang
Perdana, 43300 Seri Kembangan.

生的转捩点!

9:30am - 1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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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2580988

请马上联络：

*课 程 费 用 包 括 ： 讲 义
不 包 括 Financial Calculator ( 理 财 计 算 机 )

计算学习好 理财少烦恼

姓名：

RM
课程资讯来源：广告 / 网站 / 讲座会 / 其他

职业：

(只 供 夫 妻 报 名 )

（请圈一项）

配偶姓名：

HP10bII
财务
计算机

若朋友介绍，请列朋友姓名：

联 络 电 话 ： (H/P)

(O)

课程费

传真：

150

共

地址：

订金
尚欠

Email:
付款方式 ：

信用卡付款：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有效期至

所有报名一律不可退款，
只允许转换他人

信用卡号码
年

月，持卡人签署

日期

I/C

划 线 支 票 / 汇 票 ， 银 行 汇 款 请 写 ： ISI MONQ ACADEMY SDN BHD (Formerly known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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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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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您解除疑难，并让您掌握财富，达至财务成功。

ISI财务规划的步骤
分析目前财务状况。
设定财务目标。
制定计划和策略。
物色适合的财务配套。
实行财务决策。
适当的衡量及调整，
直至目标实践。

RM 3388
RM 3588
日期

导

师

：

黄 凯 顺 硕士
对 的决定
一个

超值
优惠

3 人以上 15% 优惠

选一

一次付费
:
终生学习 由即日起
开课前两星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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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报名，配偶只需付

可

1)
2)
3)
4)
5)
6)

ISI财务规划的好处

*只

05-06/03/2011

地点

超

值优惠

送
划
务规
财
位
方
，
ISI全 财 软 件 生 受 惠 。
理 资，终
随课

让您

一次

程附

投

*课程费用包括：

或

10% 报名费

ISI MonQ Academy Sdn Bhd

讲义、证书、午餐、茶点等
(手提电脑自备)

No. 4-3,Tkt 2, Jln SP 2/8, Tmn Serdang
Perdana, 43300 Seri Kembangan.

时间

9:30am - 6: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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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

报名
表格 全方位财务规划DIY

012-2580988

生的转捩点!

请马上联络：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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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资讯来源：广告 / 网站 / 讲座会 / 其他

职业：

RM

（请圈一项）

(只供夫妻报名)

若朋友介绍，请列朋友姓名：

配偶姓名：
联络电话： (H/P)

(O)

课程费

传真：

订金
尚欠

地址：
Email:

所有报名一律不可退款，
只允许转换他人

付款方式 ：

信用卡付款：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有效期至

信用卡号码
年

月, 持卡人签署

日期

I/C

划线支票/汇票，银行汇款请写： ISI MONQ ACADEMY SDN BHD (Formerly known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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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I MonQ

MonQ

MonQ就是Money Quotient: 是学校没教，父母欠缺的现代孩子必修科
管理金钱的智慧！
学习MonQ是建立您孩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活出丰盛生命的最佳途径！

由MonQ之父
凯顺老师
亲自策划和领导：
通过生动精彩教学，体验农村生活，兜售
自制手工，建立孩子正确的财富及金钱价值观。
通过知识与技能教育及参访金融机构，让孩子掌握
现代金融商品。
通过独特设计理财工具与“先分配，后花费”系统，
让孩子回到家中也能通过管理零用钱实践理财生命。

附加

超级MonQ营特色：
在高度纪律却又新鲜、
刺激的情况
下进行各种挑战，以激
发营员的潜
能、求生能力及培养自
立与纪律的
高尚品格。是现代青少
年脱胎换骨，
改造生命的最佳磨练。

培育孩子财商习惯，
胜过留下家财万贯。

日期
组别

地点
学费

MonQ营

超级MonQ营

17至19/03/2011
9am - 5pm

17至19/03/2011
3天2夜，9am 报到

A:7-9岁

B:10-11岁

赠送学员家长
价值RM298
《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
讲座1pm - 5pm

C:12-15岁
D:16岁以上

亚庇，下南南建山
RM 598.00
31/01/11前报名 RM498
28/02/11前报名 RM538

RM 888.00(特别优惠价）
31/01/11前报名 RM698
28/02/11前报名 RM798

*学费包含：讲义、证书、理财道具、午餐、茶点、出游交通载送及旅游保险
Tel: 06-6011122
Fax: 06-6013922
e(HQ): isithebest@gmail.com
e(KK): isi2116.kk@gmail.com
w: www.isi.my

为了您的现在和孩子的未来， 协办单位：
请马上联络：

012 - 505 2411
016 - 832 7628

ISI理财产品系列
CD/DVD

黄凯顺硕士讲座CD&DVD
迈向经济独立之路CD/DVD

黄凯顺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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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RM 25

东马:RM 28

汶莱:B$ 15

孩子的理财教育由父母开始CD/DVD 黄凯顺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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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Q）及良好品格的「富
孩子」。

西马:RM 25

东马:RM 28
西马 RM 50
RM 56
汶莱 B$ 30

2片一套特价：东马

=>

汶莱:B$ 15
西马 RM 40
东马 RM 45
汶莱 B$ 25

成人理财CD（一）：如何管理您的收入，支出与债务

凯顺老师以其精辟的见解，为您解答上述的疑问并一语道破“钱
不够用”的迷思。同时分享如何善用“先分配，后花费”原则，
让您活用手上的每一分钱，一步步迎向经济独立！

西马：RM 25

东马：RM 28

汶莱：B$ 25

成人理财CD（二）：如何处理您的资产分配

分辨您的资产与负债；详尽分析资产的种类；认识各投资工具的
特质；讲解如何将钱精明地分配於各项资产，协助您按部就班完
成人生各阶段的财务目标。

西马：RM 25

东马：RM 28
西马 RM 30
RM 34
汶莱 B$ 20

2片一套特价：东马

=>

汶莱：B$ 25
西马 RM 25
东马 RM 30
汶莱 B$ 17

黄凯顺硕士著

ISI理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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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RM38

东马:RM42

汶莱: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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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RM29

东马:RM32

汶莱: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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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Q不算富！高财商
（Mon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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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Q，让你也可以
「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

西马:RM29.80

东马:RM33

汶莱:B$20

超值3合1配套大优惠
西马 RM 96.80
东马 RM 107.00
汶莱 B$ 65.00

西马 RM 80
东马 RM 90
汶莱 B$ 55

*此优惠只限网上定购或直接与ISI接洽购买的客户

亲子理财工具

建立您孩子理财生命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

Money Management Handbook 中英双语零用钱管理手册
供
孩
子
使
用
一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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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RM18.80

ISI MonQ Card

东马:RM23

汶莱: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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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RM10

东马:RM10

汶莱: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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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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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RM10
东马:RM10
B套装（供孩子使用）

汶莱: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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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NER

“先分配，后花费”2116 ISI Planner
2116 ISI Planner是我们独创研发的一套理财
工具，无论成人或小孩，2116 ISI Planner都
可作为他们管理金钱的好帮手。
此工具内含四个口袋，分别代表着“先分配，
后花费”原则中收入或零用钱的分配事项：

西马:RM30
东马:RM30
汶莱:B$15

孩子（使用方式）

—分获零用钱后，让孩子将钱依据
个别用途放入袋子内（参看左边的
图样）。
—当需要用到钱的时候再由袋中取
出，储蓄时将钱放入，既安全又方
便。
—这样的做法有助于让孩子在同一
时期管理不同用途的零用钱，同时
也方便父母亲的监督工作。

成人（使用方式）

—成人也同样可将预先计划的花费
以支票式现金分别放置于袋内，同
时也可将相关的账单、收据收集在
袋内供事后检阅的用途。

事项

形式

经济独立投资： -定期（如：每一个月）开出远期支票（投资信托基
金、缴付保费）
家庭责任：
-现金（放置部份现金于袋中用来支付小额的项目。）
保险规划：
-银行对账单（用于核对事先安排的事项，如：自动转
账投资、保费等等）
生活开销

-日常开销的相关单据，如：汽油、伙食、水电费、网
络费等等。

如此的方式有助我们透过事先规划，适时检查、事后核对按
部就班来管理生活中大小的收入与支出，将每一分钱的效益
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ISI亲子财商游戏
西马:RM78

东马:RM88

汶莱:B$40

UNLIMITED FUN
& LEARNING !

Parent–Child

FQ game

适合年龄:七岁以上 Aged 7years and above

以上所有财商教育配套
原价：

西马 RM323.60
东马 RM358.00
汶莱 B$ 192.00

I-Card会员特价:
西马 RM220
东马 RM260
汶莱 B$ 150

好书出炉，热辣推介

你 不 理 财, 财 不 理 你
英文翻译本
By reading this book, you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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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ator
entary Financial Ca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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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your great assista
that would pro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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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independenc

西马:RM68
东马:RM78
汶莱:B$35

新书介绍

财富人

(一) & (二)

在现今经济空前发达的时代，尽管人们的收入日益提升，可是却
不见人人更有财富。相反的，钱不够用的问题不减反增，由此可
见，“财务问题并不是金钱的问题”。
这系列的小册子是凯顺老师集合了圣经的原则，过去由钱不够用转
向经济独立的个人经历及授课引导众多人获得财务自由的经验而
著。经一番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化千言万语为精简短句，因此，
句句都是精华，篇篇都蕴藏财富真谛；故称之为《财富人参》。
盼望读者能一字一句“慢咀细嚼”，如同吸取人参精华般领受每一
句的真理浇灌，从而建立茁壮的财富思想和观念，跨胜贫穷与钱不
够用的侵袭：—
在心灵上获得真财富，
在生活上获得真自由。
财
富
人
参
(一)

《财富人参》一项超值的投资….
少许的付出，就有三重的祝福：
1．自我进修，提升个人的财富
—自己蒙福。
2．送给他人，造就他们提升财富
—别人也蒙福。
3．捐助福利机构
—施比受更为有福。

财
富
人
参
(二)

ISI将以《财富人参》部分盈利捐献于
如下的福利机构：
1. 双福残障自强发展协会
PERSATUAN KRISTIAN SHUANG FU
2. SHAMMAH HOME

每本：西马:RM3.00

东马:RM3.00

汶莱B$2.00

isi-CARD

资讯 = 财富 ?
未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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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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参与，我们的随伴，今天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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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财务报告与指南
√ 每期一点子，让您活学活用，“金”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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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CARD 会员

Email

享有课程折扣优惠

: www.isi

2u.com.

my

欲成为会员或欲知更多详情，请拨电联络：
ISI OFFICE : 017-276 0202
普通会员

isi-CARD 申请表格
姓名（英）：

(RM35/年)
（中）

职业：

VIP会员

(RM150/5年)
资讯来源：广告 / 网站 / 讲座会 / 其他
（请圈一项）

身份证号码：

若朋友介绍，请列朋友姓名：

婚姻状况：

联络电话： (H/P)

(O)

传真：

地址：
Email:
付款方式 ：

信用卡付款：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有效期至

信用卡号码
年

月, 持卡人签署

日期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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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