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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Q财商学院执行长

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想要活出当下最好的生活，时常面临最大的挑
战之一，就是自我为中心。由于我们都想让自己获得更
多，更好，因此我们很容易会陷入一种微妙的自私心态。
不过，当你不仅去避免坠入这种陷阱，同时学习向别人施
予的时候，你的喜乐将会比你所想像的更多。

	 社会教导我们功利主义，像是：「这对我有什么好
处？我会帮你，但我能得到什么回报？」我们已经意识到
这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世代，而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也会
被带入我们与家人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之中。

	 朋友，如果你想经历喜乐的新境界，就必须把焦点
从自己身上移开。你必须学习成为一个给予的人，而不是
索求者。不要再去想别人能为你做什么，要开始想你能为
别人做什么。
当我难过或担忧，或当我失去喜乐时，我第一件自问的事
就是：「我在意的是什么？关键是什么？我在想什么？」
我十之八九都在想我自己的烦恼，我在想生命中的挫折与

	 现今许多人大肆喧嚷并毫
不羞耻地只为自己而活，他们对
其他人漠不关心。他们没时间去
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只在意自
己的需要，以及他们认为对自己
最有利的东西。讽刺的是，这种
自私的心态反而让他们活在空虚、
没有意义的生活中，无论他们为自己索求多少，他们永远
也无法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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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我在想明天我应该要做什么。当我沉浸在「我」的
思考中，导致我的挫败与沮丧，我们必须将焦点从自己身
上移开。

	 你也许难以理解这道理，因为一直处在你问题之中
的都是极为自我的，你一直想著的只是你所想要的，而你
也鲜少注意到身边人的需要。而真理是当你有问题时，最
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去协助别人解决问题。如果你想要梦想
实现，就要去协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梦想。很难理解，更难
接受是嘛？别光说
是你，连我自己本身也挣扎了一段好长的时间
才悟出这个道理。因为我是一位理科班出身
的学者，在科学的角度来看，凡是都必须分
析，并讲究逻辑的，而这种原则却一点也不逻辑。
但这的确就是真理的原则，也只有当你先以身试
法去实践过后，你才能经历它的真实性。

	 因此，如果你有财务上的困难，就要起身去帮助比
你更有需要的人，你可能会说：「我已经没有东西给了。
」你当然有！你可以给予微笑，可以给予拥抱，可以探访
医院里或老人院里的病患，你可以与别人分享并鼓励别
人。有人需要你的微笑，有人需要你的爱心，有人需要你
的友谊，有人需要你的鼓励。

	 「我哪有时间做这些？」也许你会说：「我太忙
了！」
	 你称赞别人会花多少时间？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告
诉妻子：「我爱你，你真棒，我真高兴娶到你？」你要花
多少时间才能告诉员工：「你做得很好，我很感谢你的殷
勤工作？」
称赞只靠想的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将它们表达出来，所谓
「没有行动的爱，就不配称作是爱。」我们每天起床后都
应该想著：「我今天要让某人快乐，要帮助满足别人的需
要。别以索求者的身分过活，要作个施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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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自己都还有这么多需要与问题。。。」

	 的确，但若你将心思从自己的问题中移开并开始帮
助他人，就不必担心你的需要。有时当我们将焦点从自己
的问题上移至身旁有需要的人身上时，超自然的神迹就发
生了。						如果你想活出当下最好的生活，必须建立一
种给予的生活方式：要为了施予而活，而不是为了接受而
活。要抱持一种态度，就是想著：「我今天能祝福谁？」
而非：「我今天要得着些什么？」

	 俗语说：「当你能让很多人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时，你也必定能得到你要的东西。」圣经则有下列的话
语：「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们了。」及「给人就有给你的。。。」

	 所有上述真理的前提都是强调如果我们“先”为别
人着想，我们也绝对不会被亏待。然而，这些真理恰好与
世俗所奉行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自私自利，甚
至斗个你死我活的思想完全相反。因此，如果你过去已经
尝试过为了饱足自己的私欲而尽了最大的努力，最终却仍
然还是那么的空虚，及感觉上还是一无所有的话，今天你
是否可以做个选择，换个角度看世界。说不定你就是下一
个真正体会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咯！到时候可别忘了通
知我，让我知道这世上又多增了一位幸福的人喔！

贫穷与富足并不在于你拥有几多，而是你要求多少。
我们虽然无法确保物质富裕，但却能选择心灵富足。

      -- 黄凯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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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知多少？

财富的定义
与理财

	 何为“财富”？是否一定要晋升人称百方，千万富
翁的地位才算有“财富”？难道收入较低的人就和财富无
缘？许多持有这种观念的人都犯了理财定义上最大的迷
思，终日给自己的理由是因为无财可理，所以不必理财。

	 其实说穿了，每个人每天不论贫富都在理财。因为
只要有钱经过我们的手，将它运用或处理后，就已经是在
理财。小至生活中琐碎开销，大至购屋买车，这些都是理
财的一部份。既然理财已是如同用餐，睡觉般和日常生活
密不可分，要是还强说无财可理，不是很好笑吗？

	 虽说理财，有人理得
好，所以有财富。有人却理不
好，白白让财富溜走。前者因
为懂得“财富”的定义，所以
积极在管理方面着手。后者误
解“财富”的定义，只顾拼命
赚钱就期望自己的财富因为赚

了更多钱而多了起来。许多人误以为有钱=有财富，故对那
些能赚取丰厚收入的人另眼相看，也对自己不能赚取高收
入感到与财富无缘，谈到理财便显出消极无奈的态度。如
果事实是那么简单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出现连天皇巨
星也报穷的报导。要是论收入，名歌星Michael	 Jackson
明显地比普通老百姓高出许多。如果你们是认为有钱=有财
富，当Michael	 Jackson	 也得报穷时，那我们岂不是只能
坐以待毙。

	 没错！无可否认Michael	Jackson确实是很有钱。只
是相比之下，我们之中大部份的人却比他更有“财富”，

5



至少我们还不须报穷或靠典当度日。由此案例来看，有钱
的人未必会有“财富”，那么究竟由什么因素来去决定一
个人的财富呢？	在了解各种原因之前，我们还是得回归
到“财富”的定义。
财富是指：“让一个人生存多长时间的经济能力。”

其方程式乃为：

	 让Michael深陷财务危机的绝对不是他过去所赚取过
得“钱的数目”，而是他的支出。根据报导，这位天王巨
星每月的日常开销高达三百至四百万美金。单单是维持日
常的列常开支就是花个三、四百万美金了，再加上他挥霍
成性，动不动就出手大笔的消费欲下所做过的项目如：兴
建梦幻岛，购买豪华房车、住宅的开销等等。你就不难想
象到要满足如此一个消费欲望之人，所须的金钱数目之庞
大。

	 因此，Michael之所以不能拥有“财富”的原因不在
于$的数目而是“支出”的管理能力。缺乏纪律与毫无节制
的花费让他陷入债台高筑的局面，更多的钱并没有协助他
减少财务上的压力，反而助长了他的欲望导致入不敷出使
他原有的金山银山也随即烟消云散。

	 非常幸运的，我们从这“反面教材”中到了解到原
来$的数目并不是决定财富的一切，否则没有天文数字收入
的我们就永远都无法拥有“财富”，永无翻身之日了。

	 其实说穿了，财富并没有什么秘密，只要我们懂得
量入为出，过着有纪律、有规划的生活再配合理财，懂得
平衡“钱的数目”和“支出”，人人一样可以拥有“财
富”。

 财富	= RM100, 000
RM800/月

= 125月

钱的数目							
	支出		 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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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10,000,每年投资收入〉RM	9,600,每年支出
财富=“∞”							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后的经济来源来自非工作收入。按照
上述例子，所谓的非工作收入（Passive	Income）指的是
母金（RM100,000）以“钱生钱”的方式投资后所得到的回
酬，10%。（可以是租金、股息）当你的投资项目可为您带
来源源不绝且足以支付你日常生活开销的稳定收入时，你
就已经经济独立了。经济独立后，每年的RM10,000投资收
入扣除了RM9,600的每年支出后还有多出RM400。只要此情
形能维持下去，各位的“财富”已是到达了“永无止境”
的境界。此时，我就得恭喜你了，因为我们的“经济独立
俱乐部”从此就多了一位新会员。经济独立的可贺可喜之
处不在于不必工作而是摆脱了财务困扰后，人生还有更多
有意义的事等着我们呢！

RM	100,000	x	10%	=	RM	10,000	
RM	800	x	12	=	RM	9,600

财富	=

	 倘若维持上述例子的金钱数目与开支，小陈可以
有“生存”125个月的财富。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财富
并不取决于赚多少，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生活习惯与管
理能力。也许有人还会问道，按上述例子而言，再有
财富也不是会有用完的一天？125个月后还不是一无所
有？其实，人们也只对了一半。当你已清楚了解到“财
富”的定义后“经济独立”和你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7



财务工具分析

投资犹如穿鞋子？

	 由此来看，在日常能触及的范围内，似乎都看不出
有什么投资能让我们“稳赚”之余又能免除令人担惊受怕
的风险，难道世上真的不存在所谓的最好投资吗？我们又
如何去定义何谓“最好”呢？这类的问题恐怕再问下去也
不会有答案，让我们换个角度，由你我都熟悉的日常生活
例子来探讨这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投资难题。

	 先问各位鞋架上哪一双鞋在任何场合与时间是最好
的选择？也许各位看了想反驳说道，这哪里会有答案呢？
最好品质的运动鞋穿来跑步、打球自然是物尽其用，最适
合不过了。然而，若要穿去上班或出席公共场合则会有些
不伦不类，毕竟在这类正式的场合，一对整洁的皮鞋才是
较合礼貌的装扮。

	 什么是最好的投资？也许是
众多投资人最关心的热门问题了。
这也难怪，因为在百花齐放的投资
世界里，我们所能触及的产品实在
是令投资人措手不及。举例说，人
人都懂投资股票的潜在回酬吸引非
凡，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却听闻股
市是一个鳄鱼潭，让许多投资人有

去无回，又或是有者建议说投资在房地产收租最牢靠了，
殊不知还不是照样有投资人一次又一次上演房产即租不
出，也卖不掉，还欠下银行一大笔债的投资悲剧。

	 各位读者现在可以先将思绪放
到家中的鞋架上的鞋子。有者也许会
哗然，心想怎么那么严肃的投资课题
竟会和鞋子扯上关系？先别急，因为
万众期待的难题即将被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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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规划也是顺应着同样的逻辑，在不同的人生阶
段，应对不同的财务目标时，配以不同的投资工具：-

（一）财务目标：经济独立的长期投资，投资工具：优质
公司的股票或股票基金
    
						举例说，刚出社会打拼且没背负沉重家庭负担的22
岁年轻人为日后经济独立作出投资规划时，由于还有较长
的期限（假设要在55岁达到经济独立，则还有33年的时间
来规划），故可选择自己能掌握且回酬较高的股票基金或
优质公司的股票，让投资能随着时间累积与增值，进而达
到自己经济独立后所需的数目，而不需过于在意市场的短
期波动。

（二）财务目标：婚礼，购买房子头期钱，投资工具：债
券基金或银行户口
      
						随着年纪的增长，当这位年轻人到了接近成家立业
的阶段时，投资方向也要随即见风使舵。比方说近期内要
用于婚礼又或是购买房子的头期钱，必须在1-3年之前的时
间将所需的部分转移到较为安稳且保本的债券基金或银行
户口已确保我们不会面临在要动用到该笔钱时正逢股市下
调，被迫卖出的窘境。

（三）财务目标：经济独立后的收入	，
	 投资工具：已成型且有现成租金的产业或高股息股
票或基金

	 若我们是到海边去游玩的话，相信不用多说，各位
也会自动换上简易轻便的拖鞋或凉鞋，因为再好的运动鞋
又或是皮鞋在这种情况也只能落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
局面。这类针对不同场合而替换鞋子的动作并非理所当
然，而是我们清楚了自己的目的后所做出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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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拼多年后，最终在完成了人生各阶段的财务目
标，迎向经济独立之际，则需要将投资转入能为我们带来
投资收入的工具如：已成型且有现成租金收入的产业，高
股息股票或基金以支付

	 我们的日常生活开支，不再依靠工作收入。因为此
时，我们要着重的不在于投资回酬的高低而是该投资是否
能带来维持合理日常生活开销的持续投资收入。

						谈完了各式各类的投资工具后，聪明的读者是否都
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绝好投资？简而言之，投资工具本身皆
有其优缺点，重点在于投资人清楚自己的目标后才能选出
适合并能达到目标的投资工具。谨记，投资就如穿鞋子，
没有任何一种会在所有时刻适合全部人的“最好”产品。

法國一個偏僻的小鎮，據傳有一個特別靈驗的水泉，常會
出現神蹟，可以醫治各種疾病。有一天，一個柱著拐杖，
少了一條腿的退伍軍人，一跛一跛的走過鎮上的馬路，旁
邊的鎮民帶著同情的回吻說：”可憐的傢伙，難道他要向
上帝祈求再有一條腿嗎??”

這一句話被退伍的軍人聽到了，他轉過身對他們說：”我
不是要向上帝祈求有一條新的腿，而是要祈求祂幫助我，
教我沒了有一條腿後，也知道如何過日子”。

默想：

學習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納失去的事實，不管人生的得
與失，總是要讓自已的生命充滿了亮麗與光彩，不再為過
去掉淚，努力的活出自己的生命。

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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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理财

教育孩子正确地花$

	 教育孩子理财，并不表示单单的只留住钱财，攒钱
越多越好。其实，当孩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钱财时，如果
只是一味地积攒而不会购物，不把钱流通起来，那么也就
失去了金钱作为货币流通工具的真正意义了。但是，孩子
的通病之一就是乱花钱，不懂得计划，父母给多少就花多
少，甚至不知道节制。所以身为父母的就要帮助他们处理
好这个问题。

对这点，首先父母要教导孩子正确的管理零用钱，其步骤
如下：

	 1.记录每周从各种管道能获得的钱

	 2.采用『先分配，后花费』的理财原则。假设他们
的零用钱是10令吉，可教导孩子分成3份，以1：1：8为此
列。

第一个:为孩子的短期目标，如一个价值5令吉的玩具车，
孩子则必须存下5个1令吉才能达到目标；

第二个:为长期目标；余下的RM8则是孩子的基本消费。要
知道，理财≠守财，为了购买心爱的玩具而节制基本消费
是不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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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可以从旁教导孩子消费购物前须注意的事项，例如：
•	 商品的价格与质量
•	 购买商品将花多长时间
•	 产品的耐用性如何
•	 所买的商品多长时间使用一次
•	 购买商品的必要性如何
•	 这次具体的花费
•	 是否现在就能支付得起这种商品的花费

						另一方面，许多父母怕孩子吃亏上当，便主动地购
买孩子所需要的东西。殊不知这么做，不但累坏自己，孩
子也未必感激你，更糟的是这会让孩子失去了学习的机
会。即使孩子刚开始时买了不实用的东西，孩子也能从错
误中学到教训。

							此外，孩子通常对商品的概念很模糊，也没有经验
去鉴别商品的优劣和商品的实际使用方式，但并不表示避
免孩子进行交易商品。当孩子与商家完成看似一项简单的
货币与货物交换时，孩子已经学习如何自主的完成一项交
易了。

						零用钱的使用，则由孩子全权负责，父母通常不直
接干涉。一旦孩子因使用不当而犯错时，父母也不轻易帮
助孩子渡过难关。因为只有如此，孩子才能懂得过度消费
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学会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负责。

项目
百分比
建议
(％）

RM 例子

i)		储蓄：短期目标
（少过一年）

10 1.00 	买书，玩具，手表

ii)	储蓄：长期目标
	(超过一年）

10 1.00 脚车，模型车

iii)	开支 80 8.00 乘车费，文具，
食物，饮料

总数 10.00

12



有个生意人下了飞机，走出机场搭上一部计程车，一上
车，他对司机说：『快点！快点！我快来不及了尽你所能
得快往前开。』

于是，司机开动车子，踩下油门，尽他所能地往前开。
过了一会，乘客问司机说：『快到了吗？！』
司机回答：『我不知道啊！』
乘客生气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司机说：『你只叫我快往前开，并没有告诉我要去哪，我
怎么会知道快到了没有。』

识别广告
在这方面，父母可以从旁协助孩子学会识别广告，例如哪
些广告是鼓励人们赶时髦，追潮流；以名人示范和保证推
荐某种产品；以情绪感染观众提高购买力，以及试图让人
相信其产品比其他牌子要好，但又不提供严格的证据。

因此，要告诉孩子，广告中存在虚假成分是公认的事实。
这种虚假对成人有害，对孩子更加危险。因而要认孩子认
识这些东西：产品本身、包装、收据、价格标签等等。让
孩子懂得怎样正确地花钱，并不是一件小事情。今日的孩
子很小就认识钱，如有一个错误的花钱观念而不及早纠
正，将会影响孩子将来的财务状况。就算他将来赚再多的
钱。很有可能还是『月光族』一名。因此，尽早教育孩子
学会正确地花钱，是很有必要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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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理财的当儿，投资者都希望投资于高回酬领域，赚
取投资收益，往往忽略了投资的目的何在。在毫无目标的
投资里，赚到钱后也会毫不吝啬的花掉。因为钱来得容
易，去得也快，无法达到累积的目的。

就以我的一位客户为例。在还未接触我们之前，他的投资
模式是以300，000令吉为资本，投资于股票与信托基金。
在投资过程中只注重眼前利益，当赚到钱后，便把赚来的
钱大吃大用，以奖励自己，反正这些都是投资多赚回来
的，不花白不花。

然而亏了就被迫省吃减用，再以日后的收
入来补贴亏掉的本金，继续再投资。这种
作法如同原地跑步，不管跑得多快，也丝
毫不会有进展。身为一位投资者，这是我
们希望得到的吗？

然而，投资致富的首要重点是在于有目标及策略性的累积
财富，并非一味的只是追求高回酬，而忽略了投资的意
义。这样才能让我们按步就班的达到投资的目的。

当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财务目标时，投资计划就会变得毫
无方向及没有纪律，往往会不了了之收场。即使偶尔赚了
一些钱，也会因某种因素而把钱花掉。假如有目标成为我
们的指引，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投资的目的何在，如必须存
多少？何时达成等。相信在整个投资的过程，就会变得有
意义及能持之以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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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理财是需要有计划、目标、耐心与策略的，绝不能贪
多贪快。而且必须是按步就班的长期跟进，绝非毫无目标
的买进卖出，如同原地跑步。对于投资者而言，首先我们
须设立一个明确 的目标，清楚知道所须累积的数额后，再
按“先分配，后花费”的原则，拨出该投资的数额，每月
或每年定时定额投资，并按时检讨及作出评审，是否有达
到预期的目标！

只有这样不断的跟进与检讨，有目标和策略性的应用现在
的经济资源，再加以有效率的投资管理，这才是有效率的
理财之道。

拟清了投资理财的意义后，如果我们还是单凭感觉一味只
追求高回酬，而没有一个适当的财务目标与策略，投资理
财之路便有如汪洋中的一艘无罗盘的船，毫无方向，同时
也无法解决我们的财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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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的聚会里，碰见几位多年不见的中年女士，
问起我最近在哪一方面发展，我就告诉她们说是在推广理
财教育。还不等我说完，她们便好像有所领悟似的，立刻
打断我的说话，然后就是你三言，我两语，交头接耳的在
她们的圈中大谈特谈：-

『理财教育？理财也要教育吗？有钱就有钱，没钱就是没
钱，难道还理得出钱来吗？』

『可不是吗？以前我们的祖父祖母连理财都没有听过，还
不是过得好好的？』

我相信，除了这几位女士之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
还有许多人存有类似的想法！

问: 从前的人也没有理财， 
还不是很好？

						话又说回头，从前我们祖父祖母的时代，有多少人是
持有驾驶执照的？而今天又有多少人可以不持有驾照呢？
既然汽车已由昔日的奢侈品演变成今日的必需品，难道理
财不比驾车来得重要吗？更何况在现今的社会，无论是金
融体系或是财务商品，没有一项不比以前复杂。以前，如
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现钱，我们便无法拥有房子和汽车。今
天，只要你拥有10%-20%的头期款，你就可以马上拥有许多
你目前经济能力还不及的一些物质享受。最近，在许多情
况下，你甚至可以完全不付任何的头期款，就能先拥有更
多的东西。
	 然而我们都知道，这并不是天掉下来的免费便利，
这只是制造我们先用未来钱的其中一项现代金融结晶品；
再加上林林总总，日新月异的财务商品，更不是一般老百
姓所能招架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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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金融体系空前发达的年代里，教育孩子确认复杂
的金融体系和建立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生活技能是必要的。
在孩子未来的生活，会有大量与金融体系打交道的机会。
若能及早让孩子认识，那么对他们日后的理财道路会有很
大的帮助。当渐渐走向知识型的经济社会时，基本的理财
技能知识已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如果让孩子可
以掌握到理财技能，他们可以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财务状
况和聪明地运用金钱。

						再说，随着竞争白日化的市场,广告和促销活动已经
把整个社会环境摧谷至一个消费的大环境。消费的诱惑加
上融资的便利足以让人失去理智的掉入消费陷阱的无底深
渊。因此,『卡奴』,『月光族』等过去未曾听过的新名词
也应运而生。这种种因素都在慢慢的腐蚀一个人的财务状
况，最后摧毁一个人的一生。这些“前所未有”的现象如
今已演变成严重的现代社会问题，假如我们还是若无其事
的让它发展下去，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又会演变到什么程
度？孩子的理财教育，你还能说“不”吗？

留下财产给孩子，只能让他们暂时拥有金钱；
培育孩子的学识与技能，也只能让他们赚取金钱；
只有给孩子们良好的财商教育，才能让他们长久掌
握财富。

- 黄凯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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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8月
至 2013年12月

MonQ

主题 日期及时间 地点 讲师 联络人

投资掌握好，
不必做到老。

7-8/9/2013
9.30am-6.00pm

MonQ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26-27/10/2013 诗巫 黄凯顺
敬祥

016-8520081

经济独立个人
辅导与规划

1-2/10/2013
MonQ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4-5/11/2013 汶莱 黄凯顺
Kathy

+6738737823

23-24/11/2013 MonQ Land,Pedas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股票投资课程 26-27/10/2013
MonQ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Vincent 
Low

伟强
017-2760202

MonQ交流会
22/8/2013
19/9/2013

MonQ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父母成长营
13-15/12/2013

3天2夜
MonQ Land,Pedas 张宝幼

Susan
012-2580988

MonQ 营
13-15/12/2013

3天2夜
MonQ Land,Pedas MonQ 团队

Susan
012-2580988

超级MonQ营
13-15/12/2013

3天2夜
MonQ Land,Pedas MonQ 团队

Susan
012-258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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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Q (Money Quotient)是妥善管理钱财，活出心
灵、关系、观念与物质全面富足的智慧。在2012年，透过
凯顺老师的眼界，看见现代青年人一踏入社会就面对钱不
够用，甚至沦落为卡奴、月光族。因此，凯顺老师特为青
少年人撰写《赢向财富由MonQ开始》这一本书，希望透过
此书教育正确财富和金钱观念，装备青少年成为有的智慧
和品格的金钱好管家。

 ISI MonQ财商学院在2013年初，特别借着这本书的
理念，加上精彩生动的独创教学方式创办了《赢向财富由
MonQ开始》之青少年财商启蒙教育系列，协助学员在欢乐
中体验正确的金钱与人生价值观并建立高尚的财商品格。
首届营会在马六甲SMK Gajah Berang华文学会的受邀及配
合之下，于6月6日及7日在MonQ乐园展开，共有40位学生参
与。此财商启蒙教育营透过多媒体的呈现方式让学员确认
财富的定义；互动的交流模式，更让学员把错误的理财观
纠正过来。此外，本营会也着重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原则，
建立中学生有社会责任的观念，进而成为一位对社会有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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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人。当然，『先分配，后花费』的理财原则，更是学
员学习的重点之一，也让学员回到家中也能以零用钱管
理，实践理财生活！

 这一系列的营会不只是惠及西马，更在东马斗湖许
敬祥夫妇的搭档之下，也在加略山教会“劲力青年”的受
邀之下，在8月8号至10号举办了一连三日的《赢向财富由
MonQ开始》的营会。此营会也运用了多元的教导模式，再
加上精彩的活动与教学让青少年人从中深受其惠，得到有
效和实际的帮助。

	 有别以上两天一日的营会，在这一连三天的营会，
课程大幅度的增加了学习范围，当中包括了《建立MonQ生
命，成为金钱好管家》，《MonQ智慧，精明消费》，《在
籍学生能否拥有自己的手机》等，一系列的理财关键理
念。

	 最后，MonQ财商学院盼秉持着理财是一种生命的信
念，能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在年轻时就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以
致在他们成长的路上更能享受自由与富足的生活！



～ 學了很多。從遊戲中，表面上是呈現了許多樂趣，但裡
頭卻隱藏著如何做個精明的消費者。知道了一樣小小東西
的價值和如何提升一個人的價值。我學到了人生的意義。
要有目標、夢想才會使我們的人生更有意義。只有不放
棄、堅持我們的夢想才會成功。一個人的成功或許需要一
個教練、貴人來磨練和鼓勵。各人的奮鬥、繼續、加油、
不放棄，也只有在不同的嘗試，才能發掘自己真正的潛
能。

～ 没有目标及梦想的人，不
会发现自己的潜在能力。我们
必须为自己定一个目标，这样
我们才会进步。一个人的成功
必须得到别人的支持及鼓励。
我们必须感谢所有支持过我们
的人。

～ 我觉得在人生中有许多考验，但只要努力去克服，没有
什么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我们一开始面对考验就退缩，
纵使前方再美丽，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人生的意义是由
态度来决定的。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就应该成为什
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个培训营让我学会了很多
知识。除此之外，我们都要接受一些
磨练，因为这能让我们变得更加独
立。我也对华文学会有了更深一层的
了解。此外，我对财商也更了解。我
们都应该抱有坚强、永不放弃的学习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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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马六甲	SMK Gajah Berang     日期：6-7/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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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的森林十分黝黑，一隻膽小的兔子，彷彿得了
焦慮症。牠非常害怕自己的影子，覺得影子就像緊緊追隨
牠的怪獸，似乎正等待機會，一口將牠吞噬。

	 某一天，正當牠為了逃避影子，發狂似地在森林裡
狂奔時，突然被一個慈祥的聲音叫住：「孩子啊，你在害
怕什麼呢？」說話的是一隻老貓頭鷹。

	 「我害怕我的影子。我愈是想擺脫
它，它就追得愈緊！」兔子焦慮地說。

	 貓頭鷹笑了，牠用翅膀指了指天空。

	 兔子抬頭一看，漆黑的森林上空，
竟掛著一輪皎潔的明月。兔子懷疑著，不知道為什麼從來
沒有注意過這麼美的月亮？

	 「孩子啊，你何必害怕影子呢？」貓頭鷹說：「有
影子的地方，表示光明就在不遠處。」

	 美國柔道選手凱拉.哈里森（Kayla	 Harrison)在日
前風光地拿下奧運金牌。有媒體形容「美國歷史會永遠記
住這個名字」，原因不僅是她出色的競賽成績，而是她勇
敢地公布了一段黑暗的過去：她十四歲起，持續數年遭到
性侵害，而施暴者竟是她的柔道教練！她一度痛恨自己，
痛恨人生，甚至痛恨她最愛的柔道，再也不願意練習。可
是，她終究克服了陰影，選擇走向陽光，並重回道場。前
幾年，她勇敢地說出這段不欲人知的過去，與惡狼教練對
簿公堂，讓對方受到了應有的法律制裁。

《有影子的地方，
	 	 就有光明！》



	 得獎後，她被媒體包圍，講出了一段極為感人的
話：「就算你是個受害者，你依然能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情。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你，只要你想做。」

	 另一種生命中可能遇到的傷害，「加害者」未必是
別人，而是我們自己。誰沒有過不懂事的時候呢？每個
人，或多或少都曾做出讓自己後悔的事。

	 有個女明星剛出道時曾經拍過色情片，即使她現在
已經成為國際巨星，但這段歷史還是常被提起。

	 有一天她出席新片發表會，有個記者又問起這段過
去。這女明星不但沒有動怒，反而坦然地說：「我不但不
會否認過去，反而欣然接受。因為如果我不經歷過去，就
不會擁有現在。」

	 是的，正是過去的一切，造就了現在的我們。無論
那些過往，有多麼讓你難堪、讓你痛苦、讓你不安……但
是，它都已經成了你的一部分。你不可能改變過去，只能
坦然接受，然後，想辦法將生命中的阻力轉為助力。

	 不要害怕身後的影子。因為，只要我們轉個方向，
就能看見影子前方，其實就存在著光明。如果你不經歷過
去，就不會擁有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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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勇敢的人，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
辱，不以身外的荣辱介怀，用息事宁人的态度避免
无谓的横祸。 ——莎士比亚



你有实行道理吗？
有两个人一起散步，其中一个是传教士，另一个是肥皂制作
商。这位肥皂制造商滔滔不绝地说话，而那位传教士却一直
在听。

肥皂制造商对传教士说：「请告诉我，教会有什么好？你的
讲道有什么好？圣经有什么好？人活在世上尽是麻烦，有人
偷窃、有人相互残杀、有人彼此怨恨。

教会至今已设立两千多年，讲道、阅读圣经也两千多年，但
却没有使一切更美好。人，还是一样，他们仍然在争夺、偷
窃、杀害、仇恨。	」

这位传教士没说什么，他只是聆听，过了一会儿，他们路过
一个地方，这里有好多小朋友在泥浆中玩耍。这位传教士就
和肥皂制造商说：「你说肥皂可使人干净？我不相信。你看
看这些小朋友，他们多脏啊！肥皂有什么好？
肥皂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可是，即使世上到处都有肥皂，这
些小朋友却还是被泥浆所弄脏？	」

那位肥皂制造商就说：「牧师呀！除非人把肥皂拿来使用，
否则它发挥不了功用。」

「完全正确！」传教士说：「肥皂本身无法使人干净，除非
人拿来使用才行。这个道理和耶稣的道理是相同的，耶稣的
道理没办法改变人，除非人们把祂所说的道理实行出来。」

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
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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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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RM 25   东马:RM 28   汶莱:B$ 15

西马:RM 25   东马:RM 28   汶莱:B$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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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因MonQ而自由 CD & DVD珍藏版
不再受市场起伏不定牵制  不再为孩子金钱教育烦恼
包含专题讲座及学员生命见证，附加黄凯顺老师媒体专访。

西马：RM 60    东马：RM 68   汶莱：B$ 30

CD/DVD

MonQ 财商产品系列

黄凯顺硕士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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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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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RM 25   东马:RM 28   汶莱:B$ 15

Mo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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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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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RM39.80   东马:RM43   汶莱: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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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马:RM23   汶莱:B$12

西马:RM10   东马:RM10   汶莱:B$5

西马:RM10   东马:RM10   汶莱:B$5

ISI MonQ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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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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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理财工具

供
孩
子
使
用
一
年



『先分配，后花费』2116 ISI Planner

2116 PLANNER

2116 Planner是我们独创研发的一套理财工具，无论成
人或小孩，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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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RM30   
东马:RM30   
汶莱:B$15



MonQ亲子财商游戏

好书介绍

西马:RM78   东马:RM88   汶莱:B$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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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Q game



 

 

热辣新书出炉， 推介

《赢向财富
    由MonQ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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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	:	RM	29.80	 东马	:	RM	33.00	 汶莱	:	B	$	20.00

本书采用多年来在MonQ	营引用，
被证实有效的方法和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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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Q漫画》
把学校没教，社会欠缺的e-世代孩子必修
科	——	MonQ财商教育

带入精彩生动的漫画….
当人类因无知、贪念和无止境的欲望，掉
入恶魔的陷阱而斗争、迷茫、犯罪等痛苦
深渊之际,	MonQ	圣斗士出现了…
亲身经历MonQ	圣斗士如何击倒心中的
MonD	恶魔，学习如何管理零用钱，告别
钱不够用，成为金钱的好管家！！

西马	:	RM	18.00		东马	:	RM	18.00		汶莱	:	B	$	10.00



MonQ-CARD

MonQ-CARD

MonQ-CARD



NO 产品系列
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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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向财富由MonQ开始》 29.80 33.00 20.00
13 孩子 MonQ Card 10.00 10.00 5.00
14 父母 MonQ Card 10.00 10.00 5.00
15 2116 PLANNER 30.00 30.00 15.00
16 生命因MonQ而自由 60.00 68.00 30.00
17 MonQ 亲子财商游戏 78.00 88.00 40.00
18 Now Everyone can Achiev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68.00 78.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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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16 Planner 130 140 80
22 (8-14)亲子理财配套 + 2116 Planner 155 170 95
23 (1-16) 产品配套 280 300 175
24 (1-17) 产品配套 330 360 200
25 MonQ 财商漫画 （一） 18 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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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 Email:

[付款方式 ] 日期:

现款 RM _____________

划线支票/汇票,银行汇款请写: ISI MONQ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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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

(H/P)  (Office)

MonQ-CARD

MonQ-CARD

MonQ-C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