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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人不会进步？

马可斯前总统也曾经野心勃勃的，拥有了菲律宾的半边天过后
对于未得到手的另一半天还不是不满现状吗？最后他为自己，
为国家带来什么进步呢？

        再说如果一个人就只是因为『野心』大，『不满现状』
而力求『进步』，但进步却只是为了迎合那永不满足的野心，
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许多人误以为一个懂得感恩的
人， 一定很容易满於现状而停止求上进。

        过去曾经有不少的家长质疑我们培养孩子感恩惜福的教
学方式会否导致孩子们太容易满於现状而失去上进心？这的确
是一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一般上的社会风气所提
倡的是：我们必须要有很大的野心，并且不可满於现状，唯有
这样，我们才能力求上进。然而我们所提倡的则是感恩的人才
能真正的富足，这两者之间是否能相提并论呢？

        当我们提到『野心』，『不满现状』和『上进』
这些字眼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探讨的是：你的动机是
什么？如果背后的动机只是为了赚取更多钱来满足自
己私欲的话，这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因为人的欲望是
永远无法满足的。再加上如果一个人对金钱的观念不
正，又不善于理财，这种『野心』和『不满现状』的
情怀除了有助於让一个人掉入金钱陷阱的
无底深渊之外，也不见得会带来什么“进步”。
君不见我们社会上许多起起落落，一直不断
在世俗打转，到头来除了『曾经』赚得家财万惯，
但却不见得带来进步的案例吗？

MonQ财商学院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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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这个时常被人错误认知的观念是对的话，我也情愿选择做
个感恩的人。至少这种观念能够为一个人带来喜乐。总好过因
为永不知足所带来那种没有喜乐和毫无意义的“进步”。我想
这就是为什么世上只有『知足常乐』没有『进步常乐』这字眼
的原因吧！

甚至自己获得的诺贝尔奖金毫无保留的奉献出去，自己却过着
非常清淡的生活。旁人实在看不惯，并且为她感到不值，因
此，忍不住问她为什么不过舒适点的生活，让自己活得更快
乐？特丽莎修女听了后，笑了一笑，坦然地回答说：『我有快
乐的自由，我可以随时随地，在任何的情况下都选择快乐，我
的快乐并不需要靠物质的享受！』

                                   更何况一个真正热爱生命的人，除了懂
                                   得感恩而活在当下之外，也会因着为人
                                   类，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在生命中
                                      立下宏观的理想，进而在远大的使命
                                       催促之下逐渐扩展对社会的贡献。特
                                        丽莎修女就是一个典型懂得热爱生命
                                          的人。在她的一生中，她绝对有能
                                            力选择过着更舒适物质享受的生
                                              活，可是为了完成她的使命，她
                                               愿意完全放下自己，并将自己的
一生献上给印度数以百万计的穷苦人民。 她把无数的基金，

       相比之下，那些原自个人利益的野心和不满现状而求进步
来满足私欲的作为，无论是对个人或对社会的意义而言，实在

是有天渊之别。因此，
如果我们还是说感恩的
人不会进步的话吗?
那我们对『进步』的含
义难免太过狭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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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定额

投资法

       信托基金的投资方式可分为两种，一是整笔投资，一是定
时定额投资。这两种投资到底有什么不同？

       整笔投资基金的方式所需要的资金较大，在股市低糜时获
利较高，适合已有基金操作慨念的投资人。而“定时定额基金
投资”是指投资人透过与基金公司，银行三者的约定，在每月
固定的日子从投资人的存款户口拨出一笔资金(通常以200零吉
为最低下限)，用来购买信托基金的一种理财方式。

        这种购买基金的方式是采取每个月买进的方式，是一个平
均分摊成本的投资法则。投资人不必考虑进场的时点，也不必
顾虑股市的涨跌，而是在固定时间，以固定金额购买特定的基
     金。换句话说，当基金的净
     值随着股市的上涨而上扬
     时，投资人买到的基金单位
     数量较少，但若是基金的净
     值下跌时，投资人买到的基
     金单位数量将随之增加。因
     此这种买进方式符合『逢高
     少买，逢低多买』的正确投
     资观念，也避免了投资实务
     上最忌讳的『追高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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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投资一千零吉，五个月共投资五千零吉

项目 基金净值 
(RM)

申购单位数

第一个月 0.90 1111.11

第二个月 1.00 1000.00

第三个月 1.10 909.09

第四个月 1.00 1000.00

第五个月 1.05 952.38

合计 -- 4972.58

平均净值 1.01 --

平均申购基金：RM 5000    4972.58
单位成本    ：RM 1.0055

       从上表的例子可知，透过定时定额的投资法，可以『将鸡
蛋不在同一时间内放在一个篮子里』。因此不管在股市下跌或
是上涨，投资人买到的平均单位成本都将比市场的平均价格还
低，这就是『平均成本法』的观念。

       此外，这种『每个月扣款买基金』的方式很类似银行定存
中的『零存整付』，因此兼具投资和强迫储蓄的功用，比起自
己投资股票或整笔购买基金的投资方式，更能让花钱如流水的
人在不知不觉中，每月存下一笔固定的资金。

       你一定要相信，愈早开始，你致富成功的机率就愈大。如
果你想等累积一笔钱再作投资，你很可能会错失时机。因为实
际上让你自己选择买点的时候，你常常会
反向操作，总是会因为一个股票正热门而
抢进，当它下跌时又急着卖出，结果常常
赔了夫人又折兵。
所以靠专家操作也是逼你沉住气，
不受市场风吹草动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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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心  泡  沫  
投 资 ！

       投资什么，最快赚钱呢？这是一个你和我都迫切想知道的
答案。对于『钱』，没有一个人会嫌少，只要是能赚钱的项
目，总会吸引一蜂窝的人潮，相争地进场投资。但往往这一股
『怕输』或『盲从』的风潮，让许多的投资者皆『败于战场』
，最终的结局即是面临『落花流水』的悲惨局面。或许你会
问，为何别人能在投资场上占据长胜军的位置，而自己却常常
败得一塌糊涂呢？这就是因为，你欠缺了投资者应具备的基本
观念和心态了！

       在70年代的美国加洲就已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当时，房
屋发展商早已看准投资者的心理，因而巧妙地使用策略来推展
屋业。发展商将整个房屋计划分成几期(如：十期)来推出。在
第一期时，发展商以十万的价格来推出。对于这首期推出的屋
业，市场的反应显得冷清，也没有引起投资者的踊跃回响。

       在人们还在冷眼旁观的当儿，发展商即以狂风扫落叶的趋
势，将第二期的房屋以略高的价钱，即十一万的价格推出市
场，让人们感觉到该项计划的确是如所传说般是『快速增值』
的。几个月后，发展商再以十二万的价格推出第三期的屋产，
每一期不断的把屋价提高而因此渐渐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
时，一些欲在投资项目稳赚一笔的投资者已在『自捶心肝』，
并认定早在几个月前购买，现已可赚20％了。于是，在不想错
失良机的情况下，有一部分的投资者已迫不及待地进场投资
了。当然，也有一些投资者仍抱着『小心驶得万年船』的想
法，在旁观望。



       的确，发展商的房屋出售策略非常地成功，但是否也意味
投资者也能投资或利呢？当时加入投资行列的投资者，纷纷被
眼前飚升的屋价『蒙蔽』了，却没有在进场前考虑到各方面都
可能会发生的种种问题。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考验现在才
真正开始呢！

       当时，人们并非以需求为出发点，而是因为那股势不可挡
的『产业增值』及抢购气氛认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纷
纷地进场购买。在原本没有需求，人们却相竟地购买的情况下
就产生了所谓的泡沫效应。在整个房屋计划完工后，发展商即
以『功成身退』的身段退出，而接下来的产业价格就由市场的
自由交易来定夺了。所谓的『自由交易』是指供与求之间的相
互条件。一旦供应太多，而需求却没有，那么整个屋产的价钱
即被降低，甚至可能还比第一期推出的价格还要来得低，不亏
即好，又怎能谈之赚钱呢！由此可想像，之后以较高价格来购
买的投资者就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他们的悲惨情况 -『欲哭无
   泪』。这个被称为『泡沫效应』的情况，
    就是说整个过程的抢购热潮是被制
    造出来的，并非是实际上的真正需
    求。如果说发展商是泡沫现象的制
    造者，那么投资者即是泡沫现象的
    效者。当制造者以价格作为卖点不
    断地鼓吹，效应者就会产生一个错
    觉，误以为这是一项值得投资的项
    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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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类似个案的泡沫现象也
不停地在马来西亚『上映』。
这些似乎已洞悉投资者心理的
发展商，只要把整个屋产的未
来发展前景和回酬刻画得天花
乱坠，必定能打动投资者进场
投资。当时，在吉隆坡国际机
场未被建立起来时，发展商就
看准附近的房地产计划必定能
引起投资者的注意。

       因此，在发展整个房屋计划时，发展商就以机场兴建后所
会牵动屋价增值回酬作为卖点，不断的在制造抢购热潮。还以
当时的梳邦城作一个对比，让投资者感觉到他们的投资是超值
的。只要以少许的付出就可获得如梳邦城般的高回酬产业。可
惜的是，在这一片热烘烘的环境中，有多少的投资者真正了解
到：罗马城不是一天造成的呢？ 梳邦城所以会成为当日的梳
邦城，并不是因为附近有一个机场，而隔夜间便爆发出来的。
事实上，它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一步一脚印的逐渐发展，
才演变成当日的梳邦城。

       可是每位投资者都抱着一种投机的心态，总以为只要机场
建成后，第二个梳邦城便马上会引爆出来。等一切都成为定
局，看见一排排的空楼及一片的『死城』后，才如梦初醒，自
叹倒霉。对於一些家财万贯，多一笔不多，少一笔不少的人，
这次的失算并不算得了什么。可是对於那些累积了毕生储蓄，
就是等到这次『黄金投资机会』而在此孤注一掷，接下来的退
休都靠它的投资者，又或者是那些听信传言，以为辛辛苦苦付
上头期款，较后的租金都可以超出每月供款而『挺而走险』的
投资者，又如何面对未来那漫长痛苦的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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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好的投资并不是送上门来的。在
还未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身为一位有智慧的投资者，我们
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在供求的因素，发展的趋势，本身的经济能
力，投资目标及风险承受度等各方面做足功课，才能确保我们
想投资的正是我们所要的，而避免再次上演一失足成千古恨的
经厉。因为你到头来又会有多少个百年身呢！

 一个自以为很有才华的人，一直得不到重用，为此，他
愁肠百结，异常苦闷。 

 有一天，他去询问上帝：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上
帝听了沉默不语，只是捡起了一颗不起眼的小石子，并把它扔
到乱石堆中。上帝说：『你去找回我刚才扔掉的那个石子。』
结果，这个人翻遍了乱石堆，却无功而返。 

 这时候，上帝又取下了自己手上的那枚戒指，然后以同
样的方式扔到了乱石堆中。结果，这一次，他很快便找到了那
枚戒指——那枚金光闪闪的金戒指。
上帝虽然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却
一下子醒悟了：当自己还只是一颗
石子，而不是一块金光闪闪的金子时，
就永远不要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平。 

 上帝给谁的幸运都不会太多，
面对不佳的际遇、一时的坎坷，大多
数的人都抱怨命运的不公、上帝的捉
弄，却很少有人能正视自己，问一问
是否已经将自己磨炼成一块金子，一
块熠熠生辉足以让人一目了然的金子。

打磨自己



       我相信许多为人父母可能以为，把最好的一切给予子女，
做一个有求必应的『活神仙』，就是称职的父母。但真实的情
况却是，当孩子从小就在这种『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环境
里生活，到他们长大成人后，怎可能去适应这个高度竞争的社
会？

       曾经有一位父亲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困
境：『我儿子19岁。有一部入口豪华车，
有自己的一张附属信用卡。他住在家里，
不须付房租；他什么都不缺。但是我怕他会没有
独立生活和追求自己目标所需要的能力。我太迟
与他讨论金钱的处理方式，现在我下定决心要开
始，请问你可以告诉我要从哪里开始吗？』

11

亲子理财

讓富裕孩子理财观

       我对这位慈爱的父亲深感同情。除了理财教育，他什么都
给了儿子。现在他想要找一条捷径，弥补他的疏失。他要如何
开始？

       我相信许多为人父母可能以为，把最好的一切给予子女，
做一个有求必应的『活神仙』，就是『爱』的表现。但真实的
情况却是，当孩子从小就在这种『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环
境生活的话，到他们长大成人后，怎可能去适应这个高度竞争
的社会？难道当他们到了社会工作后，上司会继续担当他们的
『活神仙』，让他们有求必应吗？所以说，父母们应该在孩子
还小的时候，便开始灌输理财教育，教导孩子正确理财观念，
使他们懂得珍惜身边的资源，不会胡乱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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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孩子更须具备理财知识

       此外，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家庭的孩子人数愈来愈少，但
投资费用却愈来愈多，很多父母都会把大量的金钱，放在孩子
的教育上。可惜的是，大部分父母只关注孩子的学习、分数及
成绩，却忽视了培养正确的金钱观，导致孩子长大之后，失去
节制能力，无法先忍耐后享乐，甚至无法忍受生活上的挫折。
对出身富裕的孩子而言，他们更须具备理财知识与技能，籍以
了解他们的财富，以及以更具深意的方式管理财富。

       首先，家长们可透过与孩子讨论家庭财务状况开始，让孩
子了解一些背景观念，介绍家族遗产：这些财富怎么来的？是
承袭自先前世代或是你的努力，以及得到这些资产之前和之后
的生活。换言之，务必表达财富的来源不是变魔术，而是某人
一路走来的远见、思想、承担风险以及努力工作的成果。

       除此之外，任何收入阶层的父母都有责任教导孩子，不管
是在富裕或匮乏的环境下，孩子应该要如何自处。即使有余裕
可以挥霍的时候，也要坚持节制中庸，而且要求孩子担其所应
担，为他们想要的事物工作，和他人分享，这些都是灌输责任
感最有效的方法。

       记得，千万别认为你有能力可以负担，就该满足孩子所有
的欲望：没错，正因为你有能力负担，这反而更能说明，孩子
要什么就给什么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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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在分配零用钱时，要
求孩子对储蓄，以及慈善捐款
账户提拨可观的比例。即使你
孩子能花用的钱比学校的同学
多，也没理由给他10倍于同学
花用的钱。但是，在储蓄和奉
献上，让他们练习以格局更为
宏大，心志更为高远的方式思
考，这对孩子学习理财的过程
是适宜而有助益的。

       如果，你不希望看到以上父亲的困境同样发生在你身上，
那么，就让他们在人生早期便熟悉理财技能：给他们学习的架
构，讯息及指导者，你便可以培育出身具实践愿景技能和经验
在握的愿景家，能够经营孕育家族遗产的守成者，以及能够实
现他们自己内心深处渴望的自立个体。

摘自黄凯顺硕士《财富人参（一）》



【 分 散 型 投 资 】

古代有一小姐，遇到一个上京赶考的穷书生避雨，小姐备纸墨要
求书生赋诗一首，发现书生真有才华，小姐以身相许。

次日小姐垂泪并送书生穿资，君若高中莫负妾身。

书生发誓后走了。

小姐让丫环把书生的名字纪录在册，

丫头说：『这已经是第五十个书生了』

小姐说：『没办法，分散型投资总有一个会真的考上进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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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先 跟 我 开 玩 笑 的 】

一应届生应征，老板问他：『你想要什么工作环境？』

他答：『月薪1万；包住；每年公费出国30天。』

老板：『我给你月薪2万；送你一栋房子；每年公费出国60天。』

他惊讶地说：『这么好！该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

老板：『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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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的意义
       在人类的文化里，『百万』这个字眼似乎太过被『高举』
或『美化』而导致在各领域或层面，『百万』一直以来都成为
众人响往的目标。不是吗，小学的时候老师给的作文题目是『
如果我是一个百万富翁』；少年时玩的游戏叫『百万富翁』；
长大后在工作上也有不少的行业以百万意表荣誉的象征，如：
『百万雄将』，『百万圆桌』，『百万元俱乐部』等等。

       在财经领域，『百万』这字眼更是层出不穷，如：创造人
生的第一个百万，百万身家排行榜等。最近更时常能从报章或
杂志阅读到有关现代人退休必须储备『百万』退休金的报导。
此外，无论在大城或小镇，也时常听闻各理财专家开讲，并传
授如何赚取百万退休金的言论。

       表面上看起来『百万』这数字似乎就是给人『安全感』的
财富指标。也就是说：称得上有财富的人就必须要拥有百万身
家或百万身家的人就等於拥有财富！如果这财富的定义是对的
话，那么所有的百万富豪便可以无忧无虑的过着经济独立的生
活。凡无法拥有百万的人便一世人与『退休』无缘，永远都是
『经济独立俱乐部』的门外汉了？

       可是根据过去的报导许多身家
不只百万，什至千万，亿万的天皇
级巨星都接二连三的面对许许多多
的财务问题，有者什至被判入穷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财富并
不等於拥有百万、千万或任何数字的身家这么简单；财富的定
义乃是：能让一个人生存多长时间的经济能力。 财富的方程
式是：金钱的数目/支出。



它所衡量的其实是日子的长短或是一个天数。当一个人所累积
的财富能衍生出投资收入，并足以供应他的支出直至他活在世
上的最后一天，这人便可以称得上经济独立。这时他的工作收
入已不再重要，而可以完全进入退休的状况。

       决定一个人是否可以达到经济独立的状况有三个要点，那
就是：

1）所拥有的金钱的数目
2）投资管理的能力
3）每年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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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们光有百万元的资产，却不晓得有效的投资管理，
只把钱存在银行，每年获利3％，而却维持在每月万元的开支
水平，这财富也敖不过八年便耗尽了。
（如图一所示）

                   资本数额 : RM1,000,000
   退休后每年开支(现今价值) : RM120,000
    估计投资回酬率(%) : 3.0%
           预测通膨率(%) : 5.0%

年
份

年头剩余 退休后每年开支
(5%通膨率的未来价值)

投资回酬 年终剩余

1 1,000,000 120,000 26,400 906,400
2 906,400 126,000 23,412 803,812
3 803,812 132,300 20,145 691,657
4 691,657 138,915 16,582 569,325
5 569,325 145,861 12,704 436,168
6 436,168 153,154 8,490 291,504
7 291,504 160,811 3,921 134,614
8 134,614 168,852 -1,027 -35,265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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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如果我们只能拥有五十万元的资产，但却懂得量
入为出，把支出维持在每月两千元，并且晓得如何投资理财，
每年能赚取10％的回酬率（如图二所示），尽管金钱的数目
少，这笔财富已足以让我们经济独立了。

                   资本数额 : RM 500,000
   退休后每年开支(现今价值) : RM 24,000
    估计投资回酬率(%) : 10.0%
           预测通膨率(%) : 5.0%

年
份

年头剩余 退休后每年开支
(5%通膨率的未来价值)

投资回酬 年终剩余

1 500,000 24,000 47,600 523,600
2 523,600 25,200 49,840 548,240
3 548,240 26,460 52,178 573,958
4 573,958 27,783 54,618 600,793
5 600,793 29,172 57,162 628,782
6 628,782 30,631 59,815 657,967
7 657,967 32,162 62,580 688,385
8 688,385 33,770 65,461 720,076
9 720,076 35,459 68,462 753,079
10 753,079 37,232 71,585 787,432
11 787,432 39,093 74,834 823,172
12 823,172 41,048 78,212 860,336
13 860,336 43,101 81,724 898,959
14 898,959 45,256 85,370 939,074
15 939,074 47,518 89,156 980,711
16 980,711 49,894 93,082 1,023,899
17 1,023,899 52,389 97,151 1,068,661
18 1,068,661 55,008 101,365 1,115,017
19 1,115,017 57,759 105,726 1,162,984
20 1,162,984 60,647 110,234 1,212,571



18

       拟清了事情的真相后，是否会觉得没有明确的目标，只凭
感觉的盲目追求『百万』丝毫没有意义呢？也许你无法赚取很
高的收入（其实这并不是很重要），但你绝对能管理你的支
出。经济独立的退休生活并不是百万身家一族的专利。身家百
万的人也未必能经济独立，因为理财的诀窍并不在於你能赚取
多少，而是你如何管理你的钱财。

答：

问：租屋而居的人有时不免会有这样的
想法：租屋子付房租除了租赁期
间有屋子住外，到头来是什么都没
有；买房子缴贷款最终却拥有一栋
房子，所以买房子比较划算。
真的是这样吗？

 答案是不一定，得视实际状况来衡量。举例来说，以每
月一千零吉房租来租房子，在吉隆坡租一间双层排屋应
该没有问题。但如果以每月一千零吉来付房贷呢？以二

十年期贷款，利率8%来计算，差不多是贷款12万零吉的每月
供款。若贷款以80%计算，房子总价约是15万零吉，在吉隆坡
连买个单层排屋都成问题，居住品质可想而知。

租屋负担轻，生活品质较好
所以，买房子好还是租房子好，不能只就上述因素考虑，应该
做更全面的盘算，就各自的所得及付出慎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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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租屋的优点是负担轻，以同
样的付出拥有较佳的居住品质；缺点则
是可能得看房东的脸色，常搬家(对方不
续租时)，较不稳定，没保障，不能随意
装潢，没有家的感觉，因为那到底不是
自己的地方。

购屋则可以有归属感和家的感觉等心理
层面的满足，较稳定，可随自己的意思
及喜好装潢。即使负担房贷很辛苦，只
要付清贷款后即可拥有自己的家，再辛
苦也会咬牙熬过； 缺点是负担较重，居
住或生活品质易打折扣，受到影响。

表一：购屋与租屋的比较

所得 付出
租屋 - 头期款和所生的利息 - 房租

购屋 - 增值潜能
- 头期款和所生的利息
- 购屋相关税费
- 房屋税及地税
- 每月房屋供款

买或租，视个人价值观与财力而定
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和重视层面都可能有差异，所以到底租屋
好？还是购屋好？就难有标准的答案。如果纯就金钱流动及得
失来考量，则可从以下几点进行盘算：

买房子的好处就是房子的增值潜能。在付出方面，则有购屋的
头期款及因其产生的利息，每月的房贷负担，购屋时的印花税
及律师费等。

就租屋而言，所得是购屋头期款的利息；也就是说，租屋可以
省下这笔钱。如果真有这笔钱，放银行还可以有利息收入，或
做其他投资获益。租屋的支出则是每月的房租，如果是购屋则
还需要每月房屋供款及失去每月供款衍生的利息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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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货膨胀因素
通货膨胀会带动房租与房价往上攀爬，所有在通货膨胀迹象趋
于明显时购屋自住，会因为房价增高，房贷比例相对较低而减
轻负担(因工资收入也会调高)，显得较划算；租屋而居则会因
房租随通货膨胀调高，增加负担。若通货膨胀不明显，或房地
产市况因供需失衡陷入低迷，房价疲软或持平，则以租屋而居
比较划算。

4)家庭状况，工作性质与生活形态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家庭成员较多，尤其有就学中的小孩
时，为顾及生活环境的安定，就不宜因租屋而常搬家，购屋居
住会比租屋而居来得适当。若家中成员简单，没有小孩，再加
上工作的关系，住处只是睡觉的地方，那么租屋而居会比较适
合。

5)财力状况
租房子和买房子的负担相差甚大，大城市的房价与一般人的收
入脱节情况十分严重，若勉强买房子必定会造成生活品质低
落。所以要买房子一定要考虑本身的财力是否能够承担，不要
逞强。

1)购屋的增值潜能
由于购屋的付出较多，再加上这些付出本身该有的收益，所以
必须是房子的增值潜力可以盖过所有的付出(及其收益)；也就
是说，日后售屋所得扣除成本后，获利应该保持不比其他投资
管道差的水准，才会划算。否则不如以较少钱租较好的房子，
省下的钱拿去做其他投资，将来以所累积的资金购买同样的房
子，可能还有剩余。

2)房地产景气与购屋时机
房地产本身的景气循环会影响到房子的增值潜力，如果景气不
看好，当然增值无望，购屋自住只是徒然增加负担，不如等景
气自谷底反弹再掌握时机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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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Q 2012年8月
至 2012年10月

主题 日期及时间 地点 讲师 联络人

投资掌握好,
不必做到老.

15-16/9/2012
9.30am-6.00pm

MonQ Land,Pedas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6-7/10/2012
9.30am-6.00pm

Kota Kinabalu 黄凯顺 May Chai
012-5052411

26-27/10/2012
9.30am-6.00pm

Brunei 黄凯顺 Kathy Chai
+6738737823

经济独立个人
辅导与规划

11-12/8/2012
9.30am-6.00pm

MonQ Land,Pedas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25-26/8/2012
9.30am-6.00pm

Kuching 黄凯顺 Ada
016-8837378

28-29/10/2012
9.30am-6.00pm

Brunei 黄凯顺 Kathy Chai
+6738737823

E-trade 交流会 8/09/2012 MonQ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Vincent 
Low

廖伟强
017-2760202

股票投资课程 8-9/09/2012 MonQ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Vincent 
Low

Susan
012-2580988

MonQ交流会 16/8/2012
20/9/2012
18/10/2012

MonQ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MonQ 营 7-9/12/2012 MonQ Land,Pedas MonQ 团队 Susan
012-2580988

超级MonQ营 7-9/12/2012 MonQ Land,Pedas MonQ 团队 Susan
012-258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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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Q 家庭营

 MonQ财商学院于2012年5月26及27日在MonQ乐园首次举办
了MonQ家庭营。让许多出席者能够亲临MonQ乐园尽情的享受及
一次过体验心灵、观念、关系、物质等全面富足的生命！

 MonQ家庭营首日既进行了『投资掌握好，不必做到老』课
程。此课程让学员们真正了解投资的定义，并由黄凯顺硕士亲自教
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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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也进行了MonQ与E-Trade双交流会。交流会进行期
间，出席者不但能够有机会认识财商教育及享受理财的乐趣之余，
也能通过Vincent Low讲师的讲解对网上股票交易有更深一层的认
知。

 除此之外，遗嘱规划课程也
在家庭营的第二天进行。此课程的
用意是要灌输人们正确的遗嘱观念
与认识。每一位参与者在遗嘱专员
的协助下，完成一份自立的遗嘱，
既可以保留自己的私隐权，也能确认遗嘱中各角色的定义与地位，
以免错立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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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自助餐

一位老人从东欧来到美
国，在曼哈顿的一间餐馆
想找点东西吃，他坐在空
无一物的餐桌旁，等着有
人拿餐盘来为他点菜。但
是没有人来，他等了很
久，直到他看到有一个女
人端着满满的一盘食物过
来坐在他的对面。

　　老人说，从此他知道了在美国做事的法则：『在这里，人
生就是一顿自助餐。只要你愿意付费，你想要什么都可以，你
可以获得成功。但如果你只是一味地
等着别人把它拿给你，你将永远也成
功不了。你必须站起身来，自己去拿。』
　　
　　人生是一顿自助餐，说得多好啊！
自助，就意味着你要靠自己，要主动
出击，寻找机会。成功固然需要机遇，
但是幸运女神不会垂青于守株待兔的人。

　　老人问女人怎么没有侍者，女人告诉他这是一家自助餐
馆。果然，老人看见有许多食物陈列在台子上排成长长的一
行。『从一头开始你挨个地拣你喜欢吃的菜，等你拣完到另一
头，他们会告诉你该付多少钱。』女人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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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两个人一同大学毕业，
但是几年后，两个人的境况却有天壤之别；我们也常常看到一
些成功者和失败者的例子：有人满腹才华却无出头之日，有人
却能大展身手、游刃有余……才华固然重要，但是，才华不等
于成功。成功还需要自己去打拼、去争取、去营造。

　　世事沧桑，物是人非，『是金子总会发光』、『酒香不怕
巷子深』的年代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一首歌词唱得好，『不是
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是啊，在这激烈竞争的年
代，优胜劣汰不仅是自然法则，也是人生法则。如何在这世界
上寻求一席之地呢？

       老人说得好：『人生就是一顿自助餐。只要你愿意付费，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各种各样的东西摆放在那里，只要你有
能力支付得起。但是，你如何能够支付得起你想要的东西呢？
你只有成功，而如果你只是一味地等着别人把它拿给你，你将
永远也成功不了。你必须站起身来，自己去拿。

多数人的毛病是，
当机会冲奔而来时，
他们兀自闭着眼睛，
很少人能够去追寻自己的机会，
甚至在绊倒时，还不能见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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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女孩，没考上大学，被安排在本村的小学
教书，由于讲不清数学题，不到一周被学生轰下台。母亲为她
擦了擦眼泪，安慰说，满肚子的东西，有人倒得出来，有人倒
不出来，没必要为这个伤心，也许有更适合你的事情等着你去
做。

 后来，她又随本村的伙伴一起外出打工，不幸的是，她
又被老板轰了回来，原因是剪裁衣服的时候，手脚太慢了，
品质也过不了关。母亲对女儿说，手脚总是有快有慢，别人已
经干了很多年了，而你一直在念书，怎么快得了呢？女儿先后
当过纺织工，干过市场管理员，做过会计，但无一例外，都半
途而废，然而每次女儿沮丧回来时，母亲总安慰她，从没有抱
怨。

 三十岁时，女儿凭着一点语言天赋，做了聋哑学校的辅
导员，后来她又开办了一家残障学校，再后来，她在许多城市
开办了残障人用品连锁店，她已经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老
板了。那么前些年她连连失败，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的时候，
是什么原因让母亲对她那么有信心呢？

 有一天，功成名就的女儿凑到已经年迈的母亲面前，她
想得到一个一直以来想知道的答案，母亲的回答朴素而简单，
她说，一块地，不适合种麦子，可以试试种豆子，豆子也长不
好的话，可以种瓜果，瓜果也不济的话，撒上一些荞麦种子一
定能开花，因为一块地，总有一粒种子适合它，也终会有属于
它的一片收成。

 听完母亲的话，女儿落泪了，她明白了，实际上，母亲
恒久而不绝的信念和爱，就是一粒坚韧的种子，她的奇迹，就
是这粒种子执着而生长出的奇迹。

人 生 小 语

坚韧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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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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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DVD

MonQ财商产品系列

西马:RM 25   东马:RM 28   汶莱:B$ 15

西马:RM 25   东马:RM 28   汶莱:B$ 15

2片一套特价：      =>  
西马 RM 50
东马 RM 56
汶莱 B$ 30

西马 RM 40
东马 RM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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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东马：RM 17   汶莱：B$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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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东马：RM 17   汶莱：B$ 10

2片一套特价：      =>  
西马 RM 30
东马 RM 34
汶莱 B$ 20

西马 RM 25
东马 RM 30
汶莱 B$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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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42   东马:RM46   汶莱:B$27

黄凯顺硕士著MonQ财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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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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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RM29.80   东马:RM33   汶莱:B$20

MonQTM 就是Money Quotient, 是学校没教，
父母欠缺的现代孩子必修科---金钱管家的智慧！

此书以问答交流的方式，与父母亲及教育工作者共同探讨：
-面对孩子的金钱问题，父母怎样做才对？
-如何导正孩子面对家庭与环境的影响？
-如何应对孩子金钱与物质的要求？
-如何教育孩子用钱的智慧？
-如何引导孩子存钱和理财？
-如何建立孩子的财商品格？

西马:RM39.80   东马:RM43.00   汶莱B$25.00

《MonQ亲子财商教育Q & A》

随书附送凯顺老师主讲“亲子财商教育CD”:
-如何以对的财商教育让孩子赢在起跑点？

-如何通过红包钱让孩子学习规划自己的金钱？



                                                            

ISI MonQ Card

西马:RM10   东马:RM10   汶莱:B$5 西马:RM10   东马:RM10   汶莱: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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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子理财工具 建立您孩子理财生命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

西马:RM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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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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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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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分配，后花费”2116 ISI Planner

ISI PLANNER

西马:RM30   
东马:RM30   
汶莱: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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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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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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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 形式

经济独立投资：

家庭责任：
保险规划：

-定期（如：每一个月）开出远期支票（投资信托基
金、缴付保费）
-现金（放置部份现金于袋中用来支付小额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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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您孩子理财生命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



   

新 CD & DVD 出炉!

 

热辣新书出炉， 推介

生命因 MonQ 而自由
3CD+2DVD

不再受市场起伏不定牵制
    不再为孩子金钱教育烦恼

专题讲座：
- 『高枕无忧，财务自由』的投资法
- 亲子财商教育之教出孩子会管钱
- 学员生命见证
- 黄凯顺 媒体专访

《赢向财富
  由MonQ开始》
只有高MonQ的金钱管家才能驾驭金钱，活
出财富。

本书采用多年来在MonQ营引用，被证实有
效的方法和系统，以『先分配，后花费』的
管理零用钱原则及正面的金钱价值观，指引
青少年免入歧途，一开始就做对，以此赢向
一生的财富。

此外，本书也也特别附加以圣经原则看『人生的意义』，引导青少年
迈向『目标导向的人生』！



以上所有财商教育配套
原价：

西马  RM441.40
东马  RM479.00
汶莱  B$  253.00

I-Card会员特价:
西马 RM300
东马 RM330
汶莱 B$ 190

MonQ亲子财商游戏

好书介绍

西马:RM78   东马:RM88   汶莱:B$40

西马:RM68   
东马:RM78   
汶莱: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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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eading this book, you learn:

你 不 理 财, 财 不 理 你
英文翻译本

Adding to this is our complimentary Financial Calculator 

that would prove to be your great assistant in attaining 

financial independence!

UNLIMITED FUN 
           & LEARNING !

Parent–Child FQ game

适合年龄:七岁以上 Aged 7years and above
 

热辣新书出炉， 推介



每本：西马:RM3.00   东马:RM3.00   汶莱B$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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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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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书介绍

财富人       (一) & (二)

 财
 富
 人
 参
(一) 

 财
 富
 人
 参
(二) 



From  :

或

财务困扰： 课程的效应：

呈献

钱来钱往，渺渺茫茫！岁月匆匆，何去何从？
没钱烦，有钱更烦？！
凯顺老师以实际经验，配搭理财软件，被证实有效地
引领过数以千计的人摆脱金钱困扰，达至经济独立：-

生意人公私不分，完全无法掌握
资产，负债，收入，支出。 

没有方向和目标，随意花费,导致
一事无成或钱到用时方恨少！ 

把保险当投资，导致保费超高,保
障不足，甚至钱不够用的地步。

被通货膨胀，利率飘浮不定及市场
上林林总总的产品所混淆导致给了
过高的利息及作了错误的投资而蒙
受巨大的损失也不知晓,又或因举棋
不定而囤积过多没有生产性的现钱。

通过软件的分析，让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资产
负债，收入，支出，并公私分明善加管理！

以2116先分配，后花费原则：脱离钱不够用，
并按部就班完成梦想计划，孩子教育等人生各
阶段财务目标，最后达成经济独立。

以合理的保费，获得足够的保障，并把剩余的
钱发挥得淋漓尽致，加速达到经济独立。 

个人的辅导与规划+精准的软件分析，不但临
危不乱，甚至能对症下药：选对产品，增加高
达10%的投资收益，减少数倍的债务和保费及
提高净收入和净值，加速经济独立！
 

 超
值优惠

随课程附送

经济独立个人辅导

与规划软件，

让您一次投资，终生受惠。

由即日起 :

开课前两星期 :

3人以上15%优惠

夫妻报名，配偶只需付10%报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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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各地各阶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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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住宿等
(手提电脑自备)* 只

可
选

一

一个对 的决定就是人生的转捩点 ! 

请马上联络：

RM 3688
一次付费
终生学习

9:30am - 6:00pm

         012-2580988

姓名：   

配偶姓名：

联络电话：  (H/P)      (O)           传真：

地址：

      Email:

职业：
(只供夫妻报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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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
表格 经济独立个人辅导与规划

课程费

订金

尚欠

RM

I/C

课程资讯来源：广告 / 网站 / 讲座会 / 其他
（请圈一项）

若朋友介绍，请列朋友姓名：

(Formerly known as ISI BUSINESS NETWORK SDN BHD)

RM 3488

(前名：全方位财务规划DIY)

  11 & 12/8/2012 MonQ Land,Pedas,N.S

E-mail:  2116@monq.my
Website: www.monq.my

划线支票/汇票，银行汇款请写： ISI MONQ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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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本：西马:RM3.00   东马:RM3.00   汶莱B$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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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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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Q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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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报名一律不可退款，
只允许转换他人

付款方式：

呈献

日期 时间地点

E-mail: 2116@monq.my
Website: www.monq.my

报名表格 股市投资课程

课程费

订金

尚欠

RM

I/C

9:30am - 5:30pm
ISI MonQ Academy Sdn. Bhd
No. 12-4,Tkt 2, Jln SP 2/8, Tmn Serdang 
Perdana, 43300 Seri Kembangan.

讲员
姓名

课程费用包括：

讲义、茶点
午餐

让你能掌握先机，

化危机为转机！

良机难得今已得，万勿错过，
请马上联络： 012-2580988

Vincent Low

8 - 9/09/2012

是危机、转机、还是白白错失良机？
这完全取决於你投资股市的

心态，知识和策略。

2012年将会是

另一个灾难年??

课程导师将以
实战经验：
揭发投资股市
失败的原因

传授投资者应
有的正确心态

并深入浅出的教导：
图表、本益比、及公司
年度报告分析
了解正确投资策略
评估股票潜在回酬

由即日起 :

开课前两星期 :

RM 1088
RM 1288







NO 产品系列
西马价格  
(RM)

东马  
(RM)

汶莱   
(B$) 数量 合计(RM)

成人财商系列

1
成人理财必备，迈向经济独立       
(CD/DVD)请注明 25.00 28.00 15.00

2 如何管理您的收入，支出与债务? (CD) 15.00 17.00 10.00

3 如何处理您的资产分配？(CD) 15.00 17.00 10.00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42.00 46.00 27.00

5 《你在用钱还是钱在用你》 29.00 32.00 20.00

6 财富人参1 3.00 3.00 2.00

7 财富人参2 3.00 3.00 2.00
亲子财商系列

8

孩子的理财教育由父母开始         
(CD/VCD)请注明 25.00 28.00 15.00

9 《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 29.80 33.00 20.00

10 《MonQ亲子财商教育Q & A》 39.80 43.00 25.00

11 中英双语 《 零用钱管理手册》 18.80 23.00 12.00

12 孩子 MonQ Card 10.00 10.00 5.00

13 父母 MonQ Card 10.00 10.00 5.00

14 2116 PLANNER 30.00 30.00 15.00

15 生命因MonQ而自由 60.00 68.00 30.00

16 MonQ 亲子财商游戏 78.00 88.00 40.00

17
Now Everyone can Achiev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68.00 78.00 35.00

18 赢向财富由MonQ开始 29.80 33.00 20.00

19 MonQ 普通会员费 (1年) 35.00 35.00 25.00

20 MonQ VIP 会员费 (5年) 150.00 150.00 100.00

21 (1-7)成人理财配套 110.00 120.00 65.00

22 (8-13)亲子理财配套 110.00 125.00 70.00

23 (1-15) 产品配套 250.00 270.00 160.00

24 (1-16) 产品配套 300.00 330.00 190.00

25 (1&8) 双CD/DVD配套: (CD/VCD/DVD)请注明 40.00 50.00 25.00

26 (2&3) 双CD配套: 25.00 30.00 17.00

27 (4,5&9) 3书配套 80.00 90.00 50.00

另加邮费： RM 5 RM 15 B$ 28

*订单总数RM100以下者，须另加邮费(只限马来西亚)

*汶莱订单一律征收B$28邮费。

姓名     :(中)                 (英) I/C NO:

地址 :

电话 :(H/P)               (O) Email:

[付款方式 ] 日期:

现款 RM

信用卡付款：持卡人姓名： I/C NO:

信用卡号码:

信用卡有效至：           年       月      Visa     Master                                   持卡人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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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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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报名表格，单据/bank-in slip 传真至 : 06－6013922

共计 (RM)

MonQ 财商教育系列订购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