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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幻影
最近看了一段有关一位「成功人士」的录影访
谈，很有趣的是这位「成功人士」一方面很“谦
卑”的告诉大家自己并不算得很“成功”，只是
有了那一点点的小成就，另一方面却又大肆炫耀

自己的那一点点“小成就”，重复不断的在影片中向别人展
示他那有如王宫气势的超级大豪宅并屋前摆放各式各样的
超级大名车。同时也畅谈自己所获得的各项成就和奖项。

 当我这样形容的时候，我想大家对於这种情节一点
也不会觉得陌生，尤其是在一些创业机会讲座会或表扬大
会，这种以「成功吸引成功」的做法更是司空见惯！在这
物质主义的社会里，社会传统就是以金钱和物质的拥有来
衡 量 一 个 人 的 成 败 。 因 此 ， 人 们 都 很 努 力 的 去 追 求 更 多
的 金 钱 和 物 质 享 受 ， 一 旦 达 成 目 标 ， 就 向 自 己 和 世 人 宣
告：「这就是成功人的人生了！」但，有多少人会意识到
当 我 们 自 以 为 功 成 名 就 时 ， 这 只 是 成 功 的 幻 影 ？ 因 为 我
们 用 来 衡 量 成 功 的 标 准 ， 并 无 法 量 出 整 个 事 实 的 真 相 ！

 当我如此描述时，大家可能期待我这时候会宣称：
『金钱买不到快乐！』或『金钱永远无法带来任何满足！』
然而，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这些话
并非事实！事实是：金钱可以买到一些
快乐、带来一些满足感及买到若干自由。
金钱可以使生活变得更舒适，就如脍炙
人口的一句话所言：『我曾经富裕，也
曾经贫穷，我觉得还是富裕比较好！』
实际上，问题不在於金钱无法令人满足，
而在於它能满足人，但是，它只能满足那些愿意活在只凭金钱
带来最大满足的低等生活里。

『金钱买不到快乐！』或『金钱永远无法带来任何满足！』

而在於它能满足人，但是，它只能满足那些愿意活在只凭金钱



 换句话说，成功的幻影就是当我们赚进大笔财富时，便
自以为成功，而事实上是我们可能把人生的目标降得太低，将
眼界定得太低了。我们以为，这必定是成功人生的滋味了，但
实际上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真正终极成功的影子罢了。

 曾经有一位学者研究四千一百二十六名企业主管和专业
人士，按社会的经济标准来说，这些人堪称是成功的，但是，
其中大部分的人（60%）表示，他们纵然在财务上感到满意，
但是生活却觉得空虚、无意义。

 他们均在成功的幻影之下，因为社会对个人成败的衡量
标准，认为他们很成功；但是他们深感困惑，觉得真正的成功
必定包括更多内涵，而事实确实如此。

你真的很成功吗？
 成功的定义是见仁见智的，
每个人对终极成功皆有不同的见
解。我们暂且抛开成见，不要互相争论成功的定义，倘若我们
单单为自己的人生定下终极成功的定义，那又会是什么呢？

 如果你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想过的话，先要了解自己内
心所渴望的终极成功其实也不难，试想想，如果你居住的地方
明天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你转眼之间失去了自己毕
生努力所赚取的一切物质拥有，包括你所有的家人，这时候你
还会为你一直以来所追求及所拥有的一切仍然感到成功吗？假
如你依旧如此的话，非常恭喜你，因为你已经拥抱了你人生中
的终极成功了。但如果此刻你会为着某些事情而深感遗憾的
话，这些事情就是你的成功模式中过去的缺陷部分了。
 也许你会沾沾自喜的说，这只是假设罢了，这种灾难怎
么可能会发生？是的，你说得一点也没有错，但你也不不等到
要走完人生旅程的最后一刻，才来分辨什么是人生真正重要的
事吧。
 不要安於成功的幻影，也别满足於钱买得到的肤浅满足
感。财富并没有什么不对，金钱也自有其用处，但是，这就是
你人生的追求和内心的满足感吗？



开支与投资的智慧
 在文章的开头，带各位来到一个处境剧场。剧情是这样
的，想象各位就是剧中的主角，并在偶然的情况下获得例常收
入以外的一笔额外收入。剧情来到这里，是各位读者发挥想象
力的时候了，请问各位将考虑如何“处置”这笔钱呢？

 说到花钱，相信不用多说，大家都早是各师有各法，对
於同样一笔数额的钱，在现今的社会却有千方百怪的不同开支
法，让我们天天都不缺花钱的新鲜感。当各位手中有钱的时
候，比较开支与投资，各位读者更喜爱哪一样？

 相信有部分人们会对开支感到较为舒适，因为投资为他
们带来了太多不堪回首的回忆，不是“烧伤手”就是血本无
归。反之，开支更能为他们带来满足感。 至少，将家中的古董
电视机换为集“扁、平、轻”为一体的新式LED电视时，在视
觉、听觉、又或是感觉上都有进步感，所以相较之下，钱花在
这方面更为值得。投资也许就是等到开支后有闲钱时才试一试
的活动。由于平时没有投资的经验及学习，投资往往都是在不
清楚、不了解、不知道的三不情形下发生，所投入的钱也一试
不回头，不知不觉地亏掉。

 其实，这种结局也不难预料，君不见消费者经常会为了
购买电视或其他日用品的开支费尽心思。且不说货比三家，我
们还会向身边亲友以“侦探”式的问法，从物品价格、品质、
使用方式、缺点、优点等等打探清楚才下决定。当场景转换到
投资市场时，态度马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就举股市投资
为例，众多投资者往往只听信风声后在不清楚公司业务、盈利
情景、管理层等关键资料的情形下，面不改色地在三两分钟内
不费心思下作出买卖的决定。



 因此，这类一有钱甚至还未有钱就先想到开支而非投资
的方式难怪会让众多消费者在花钱时带来“满足感”而在投资
方面则有说不尽的“失败感”。这也印证了“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的不变真理。

 反过来，还未赚进钱时就心中盘算到要如何在分配了应
有的基本开支后将收入中拔出的固定数目用作投资的人则有大
大的不同。这类人们首先在开支方面可是秉持着“该花的一分
也不省，该省的一分也不花”的原则，只求按能力过着合理的
生活，即不守财，也不奢侈。

 此外，他们对於生活素质不会费尽心思以求尽善尽美，
只求合理舒适就好，而把心思花在投资规划。因为我们都晓得
开支不论大小，只会让钱有出无进，只有投资才会让金钱增
值，变得更有生产性，让我们积累财富。因此，这类投资者在
过着合理生活之际也同时积极找寻、学习及认识更多的投资管
道与正确的投资策略，让金钱努力为他们工作，财富也因此与
日俱增。反观，若我们只把心思花在如何开支，如何提高生活
水平而忽略了投资的规划，那只会落得越花越多而钱不够用的
境地。因为，钱是赚了，但也花了，生活水平是提高了，开支
也高了，到头来也存不了钱，更不用说什么财富了。

 最后，穷人之所以穷而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观念上的不
同。各种差别在于，穷人还未赚钱，就先想如何开支；富人还
未赚钱，就先想如何投资。未赚钱，就先想如何投资。



通货膨胀：

  如何消费？
 物价上涨让许多人觉得钱不够用，因此在消费购物时不
得不更加的精打细算，务必让手上的钱花得有代价，也让钱发
挥应有的效应。为了要达到“钱尽其用”的目的，就要“精明
消费”不可，并且要掌握“该省的一分钱也不花，该花的一分
钱也不省”及“多赚一元，不如少花一元”的金科玉律，让你
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也能经济独立。

认清想要与需要

什么是「想要」？什么又是「需
要」？所谓「想要」就是一些会
主宰我们的情绪，牵动我们七情
六欲的物品。比如你朝思暮想的
是一枚钻戒，那么得到它，你自
然觉得无比兴奋；反之，你却会
情绪低落，闷闷不乐。但是，得
不到「想要」的东西，于我们的
日常生活并无防碍。手上缺了一
枚钻戒，我们还是活得下去。

 那什么又是「需要」呢？「需要」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物品，如：衣、食、住、行等。每个人都必须依据
自己的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想要」与「需要」之
间有时的确不容易区分，例如：同样是衣服，我们可以花区区
的RM5买到，但也可以用RM500购得；要吃一顿饭，花RM3可
以办到，但是花RM1000吃饭的也大有人在。只是，前者是「
需要」，后者却是「想要」。有时候想要的未必是贵东西，但
便宜的东西买了不用，就不算需要了。例如超级市场常会利用
大减价，大倾销等“创造想要”的手法，吸引人大肆抢购一些
不太用得上的东西，所以付账前最好弄清楚是否真的需要。



 其实，人的基本需要是简单的，但是欲望的黑洞却是无
穷无尽。人们感觉「钱不够用」，并非因为他们所赚的钱不能
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是在于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总
是在简单的「需要」外要求更多奢侈豪华的「想要」。

货比三家

 在采购物品时，不妨多问多看多比较不同商家的价格。
基本上，同样的东西，商家基本市场竞争常会以比较低的价格
来争取顾客，或打折促销。另外，同样用途的物品（如电视
机，冷气机等家庭电器）常会因品牌品质和少许的功能差异，
在价格上有很大的差别，尽可能多做比较，不迷信厂牌，才可
以买到物有所值的货品。

百分比的概念

 许多消费者只有金额
的概念，即使比价，也只
比较差价而没有百分比的
概念，因此常常无法做出
是否划算的判断。市场上的
商家时常利用差价加上赠品
来误导消费者做判断，例如某产品表明只要购买足多少钱，或
加买一种超过多少钱的东西就加送额外赠品，结果消费者往往
会因为数目不多，就进行了一笔十分不划算的交易。此外，赠
送的物品可能都不是你所需要的，最后，往往付出了超额的数
目而不自知，还沾沾自喜的以为拾到了便宜货。

来误导消费者做判断，例如某产品表明只要购买足多少钱，或

拒绝恐慌消费

 近期发生一连串的吨粮，抢购食油，排长龙打油等恐慌
消费现象，令本来已面对钱不够用的消费者面对巨大的压力，
殊不知，这种恐慌消费的现象，让原本已经短缺的市场，情况
加据严重。同时，商家也可能利用普罗大众预期涨价想抢购货
品的心理，吨积货品伺机提高价格。面对这种情形时，我们只
要认清情势，拒绝恐慌消费，物价才不会窜升，居高不上。



 物价上涨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无法避免的经济周期，要对
抗通货膨胀，维持一定生活品质，除了增加收入外，只有执行
『先分配，后花费』的理财原则，善用每一分钱，学习根据你
的收入分配来节制你的欲望，做个精明的消费者。



让孩子掌握
  财务智商

 现代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少，但相对的，父母投资在子女
身上的费用却越来越多。有感于孩子未来面临的挑战有增无
减，许多父母大多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但除了让子女具有良好的学历与一技之长外，最重要的是要提
高子女的理财智商。理财智商代表管理金钱的能力，即你能否
管理及利用现有的财富，为你带来更多的效益，赚取更多的欢
笑。
 世上最富有的人，并不是那些很努力，拼命赚钱的人，
而是最精于管理金钱的人。他们优胜的地方，除了生财之道
外，还懂得金钱的运作规律，使金钱帮他们工作，借着不停的
流动，创造更多的财富。有一个古老的故事是这样的。从前，
有一个很富有的父亲为了怎样把自己的资产分配给三个孩子而
烦恼。后来，他想到一个方法，就是给他们一个财商的测试。
他对三个孩子说：“我打算每人给你
们十万元，但现在只暂时每人给你们
五万元，要看你们怎样运用，才决定
应否再给你们另外的五万元。”
 大儿子拿到钱后，立刻把这五
万元花光，并时常问父亲何时才可给
他另外的五万元；二儿子把五万元收
藏于一个很隐蔽的地方，然后每天偷
偷看一次。每次均流露出愉快的表情
；最后，三儿子利用这五万元做了一些小生意，并取得不错的
成绩，一段日子后已累积了小小的财富。
 结果如何？那个做父亲的，当然是把自己所有的资产全
部交给三儿子！因为父亲知道只有他才懂得利用金钱，为自己
创造更多的财富。

简单来说，理财智商即代表:



 1) 你能否管理现有的财富；
2) 你能否利用这些财富，为你带来更多的效益;
3) 你能否利用钱赚钱的方法,帮助你的财富增值；
4) 你能否保存这些财富；
5) 这些财富能否给你带来欢乐，而不是负担？

换句话说，培养孩子的理财智商，是培养一个可以经济独立，
财务自由，创造财富，面对未来的成功者。

 传统的理财方式是先消费剩余的再做储蓄。导致目前进
入社会不几年就负债累累的案件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原有的理
财套路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拍，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子女年纪
轻轻即已信用破产，从小给予他们合理的消费指导，启发灵智
的财商，可说是当务之急。

 懂得在适当的时机用正确的投资工具，很容易就成为财
富重新分配的赢家，而这要的是财商，而不是智商。财商并非
财经专家的专利，父母如果懂得早一点给孩子提供学习环境，
未来的小富翁可能就生活在你家。就连投资大师华伦.巴菲特都
愿意花时间到小学去演讲，可见理财教育从小开始的必要性，
而子女财物的智商的启蒙，就靠父母是否及早行动。

 因此，我们应该培养一种新的观念，那就是:-

 留下财产给孩子       =  让他们暂时享受财富
 培育孩子得到良好职业  =  让他们赚取财富
 给孩子良好的理财教育  =  让他们长久掌握财富

 开展理财教育越早越好，其实学习理财就如学习其他东
西一样，需要经过不断的失败和尝试，才可步上成功之路，故
此孩子愈早开始便愈能得到更多学习的机会。在学习的过程当
中，就算孩子遇到失败，父母亦无须过份担忧，就正如学习
走 路一样，我们应放手让孩子尝试，他们才有机会学懂自己走
路。学习有财商的理财，就如学习其他的指示，例如：音乐、



画画一样，一定要从小开始培养兴趣，并经长时间不断学习，
才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由于我们正走向知识型经济的社会，一些基本的理财知
识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从小培养孩子
的理财智商及掌握理财技巧即能培养出优良的理财能力，也可
让他们长久掌握财富。

甲：如果你手里只有一块钱，怎么办？
乙：手里虽然只有一块钱，但皮包里有啊！
甲：要是皮包里也没有呢？
乙：银行提款卡有啊！
甲：要是提款卡里也没呢？
乙：那怎么可能！
甲：要是真的有这种可能呢？
乙：那就买一个碗吧！
甲：买碗？你吃什么？
乙：乞讨啊......

『 小费 』

某人在一家豪华的旅馆住了一星期，因为成天要给服务员付小费，
使他感到十分厌烦。这时，他又听见有人敲门。
“先生，您的电报。”
“你从门缝下面塞进来好了。”
“不行，先生。”
“为什么不行？”某人不耐烦地问。
“因为，”决心要小费的侍者应声说，“电报是放在盘子里的。”

如
果
只
剩
一
块
钱

 『

          』



借�$欲望

 现在刚出来社会工作的人，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拥有一张
或几张的信用卡。有一位朋友，持有信用卡两三年，也因而累
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无法一笔偿还。尽管清楚须付出高
利息，也只得保持一笔为数不低的循环信用来支付利息。结
果，他变成了发卡银行的“好客户”。银行从资料库当中发现
这是一位债信良好的客户，因此常打电话要他多借点钱。然而
他接这种电话已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甚至有一位银行职员契
而不舍的在电话上纠缠了几次，
加上诱人的各种配套，他差点动
心又去借钱了。

 我相信这样的情形
不断的在我们身边发生，
各种的优惠配套，从银卡，
金卡，白金卡到各种各样的卡，
无不游说你借更多更多的钱，我有时也会接到这种的电话，通
常一开口就说有一笔钱已经准备好借给我，只要我同意，马上
可以用上场。

 其实这种贷款手法让许多人难以抗拒，我们每一个人都
有尚未满足的欲望，当有人把钱送到门口，让自己能立即享
用，而且将来可以慢慢偿还，又不需要厚脸皮开口向别人借，
有些人可能在当下即按耐不住，就答应了。

 我们知道，无节制的消费导致无法储蓄是理财过程当中
最大的障碍，其实只要能清楚知道自己的需要，很多的消费是
可以避免的。现代的行销手法让大家冲动地消费，或者是为了
和别人比较而消费（别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态），因此，要在
这种刷卡及借钱如此方便的时代，尚能节制消费欲望，可说不
是件容易的事。

他接这种电话已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甚至有一位银行职员契
而不舍的在电话上纠缠了几次，
加上诱人的各种配套，他差点动

各种的优惠配套，从银卡，
金卡，白金卡到各种各样的卡，
无不游说你借更多更多的钱，我有时也会接到这种的电话，通



 即然如此，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拒绝别人对我们推销的认
何贷款。如果接到这类电话，马上告诉对方你无法接听电话，
而且不要同意再联络，甚至你可告诉对方，现在正在失业当
中，就快连基本的利息都付不起了，我肯定对方不敢再打电话
给你了。

 此外，我们还要知道，不管市场上给你再好的认何贷款
配套，这些借来的款项，不会就此让你“袋袋平安”，而是将
来你还是必须为这借来的钱，“连本带利”的逐一摊还。因
此，不要因一时的诱惑、心软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些人在认为某贷款配套值得时，从未深思或计算配套
中的优惠正的如所说的一般吗？如此方便的贷款配套，在摊还
时也是一样方便吗？偿还的款项及未偿还的利息如何计算等
等。凡此种种，通常都会载於申请书背面的“用卡须知”内，
但实际的情况是，多数人都不曾详细阅读，事到临头才喊吃不
消。

 其实拒绝借钱的最好方法就是做好财务规划，在其中详
细清楚知道自己的收入，支出及各种想要达成的长，中及短期
目标。你将会发觉如果不先分配，后花费，把该分配与储蓄的
钱规划好，将来你再借更多的钱，也其实只是寅吃卯粮。真正
的能让你财务自由的原因并不是你多会赚，多会借，而是你多
会存起来，逐渐的累积起你的财富。

 记得，如果能在这充满各种诱惑的花花世界里保持简单
的生活，就不会有借钱消费的需要。人的欲望多了，钱自然就
不够用了。如果这时候，你的欲望让你受苦，你要做的，应该
是放下欲望而不是用钱设法满足它们，不是吗？那你就不会再
有借钱的欲望了。



问：我家的孩子就只会花钱，成天只知
 道吃、喝、玩、乐，一点金钱意识
 都没有。我该如何教导他呢？

答：不少父母在理财训练中最感到头疼的事就是孩子缺乏金钱
的意识，只会一味胡乱花钱，遇到这种情况，父母该怎么办呢？
首先，父母应先自我检讨，孩子胡乱花钱的习惯，是不是自己一
手造成的。许多父母往往一边责怪孩子胡乱花钱，但当孩子有什
么要求时，又是大把大把的钞票给他。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很难
理解赚钱是一件困难的事。如果孩子不必存钱就能够享有金钱，
那么他们又怎能体恤赚钱的辛苦？

 此外，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必须让孩子了解金钱的实际价
值。许多孩子不懂得赚钱的艰辛，没有金钱的价值观念。在他们
的认识上，往往只知道用钱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同样数额的
钱在生活上的其他方面又可以派上多大的用场则全然不知。因此
便自我为中心的考虑问题，对金钱挥霍无度。父母可以有意识地
给孩子创造一些情境，比如带孩子到市场买菜，让孩子知道冰淇
淋的三块钱，能够买多少菜；鼓励孩子参加公益活动，比如省下
买一个名牌书包的一百元就可以资助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重返校
园；还可以让大一些的孩子利用假期做一些临时工，亲身体验赚
钱的艰辛。类似的环境教育，也许会比家长们长篇大论的大道理
更为有效地让孩子懂得珍惜，进而逐渐改掉乱花钱的毛病。

 在训练孩子理财的时候，必须注意孩子金钱意识的发展。
一般上，根据研究，孩子金钱意识的发展，大约有六个层次：

1）0～3 岁  ：没有金钱意识。视金钱为一种玩具。
2）3～7 岁  ：朦胧的金钱意识。不认识金钱，只知道钱可以
                      “换”东西。没有自觉的买卖行为。
3）7～11岁 ：简单的金钱意识。开始认识金钱，并能计算钱的
    多少，意识到钱可以买东西，有比较自觉的买卖
    行为。



4） 11～14岁：复杂的金钱意识。认识到钱的多种物质交换功
       能。有了金钱，可以购买吃、喝、穿、住以及
       学习、游玩等所需的各种东西。买卖行为不但
       具有一定的自觉性，且具有初步的独立性。
5）14～17岁：全面的金钱意识。认识到金钱具有物质交换功
       能、精神方面的功能以及社会功能。即用金钱
       可以买到享受、荣誉及地位。
6） 18岁以上：创新的金钱意识。即具备了运用金钱进行金钱
      增值的自觉意识。

 当然，以上的分析仅能提供参考。孩子的金钱意识其实
与家庭教育及父母的消费方式有着更直接的影响。因此，父母
必须通过孩子平常的谈话、行为来了解孩子金钱意识的发展水
平，一旦发现偏差，必须及早引导，及时调控，因为这对于孩
子将来踏入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培养孩子的金钱意识，也包括下列重点：

 教育孩子懂得一定的商品知识和购物常识，知道如何挑选、
       购买、算账、付钱、找零。
 教育孩子懂得一定的财务计算知识，使孩子从小就有目标与
       计划，并以先分配，后花费的方式管理零用钱。
 让孩子支配自己手中的零用钱，教他们认真管理好这笔钱，
      使他们在有限的零用钱分配、花费中，用自己的切身经验
      培养起金钱观念。
 让孩子懂得金钱与劳动的关系，培养劳动的观念，热爱劳动
       及劳动的成果。同时，还应当积极鼓励孩子负起一定的家
       务，树立起他对家中成员的责任。
 在家庭经济生活中，让子女参与家庭的财务决策与管理，通
       过家庭的理财规划，使孩子明白家中每月的收入与开支状
       况，使他们从家庭的收支管理中学到理财知识与技能。
  
 要培育孩子的金钱意识，其实也不一定要通过生硬的训
导方式。只要我们动一动脑筋，我们便大可在日常生活中，通
过环境课室，来达到这项目的。



           2014年2月
          至 2014年5月
MonQ

主题 日期 地点 讲师 联络人

投资掌握好，
不必做到老。

22-23/02/2014 MonQ Land, Pedas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1-2/03/2014 槟城 黄凯顺
Sylvia

013-4200333

22-23/03/2014 汶莱 黄凯顺
Kathy

+6738737823

5-6/04/2014 诗巫 黄凯顺
KS Hii

016-8520081

19-20/04/2014 MonQ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经济独立个人
辅导与规划

8-9/03/2014 MonQ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23/03/2014 汶莱 黄凯顺
Kathy

+6738737823

3-4/05/2014 MonQ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黄凯顺

Susan
012-2580988

股票投资课程 17-18/05/2014 MonQ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Vincent 
Low

Susan
012-2580988

MonQ交流会

22/02/2014
20/03/2014
17/04/2014
15/05/2014

MonQ Training Centre,
Serdang Perdana 黄凯顺 慧珊

017-2760303

MonQ 营
12-14/12/2014

3天2夜 MonQ Land,Pedas MonQ 
团队

Susan
012-2580988

超级MonQ营
12-14/12/2014

3天2夜 MonQ Land,Pedas MonQ 
团队

Susan
012-258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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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MonQ及超级
MonQ营是建立孩子正确人生价值观，活出自由丰盛生命的起跑点。
ISI MonQ 财商学院于2013年尾的学校假期在MonQ乐园举办了
MonQ及超级MonQ营。在e世代孩子心中播下MonQ精神的种子。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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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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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自煮晚餐”、“3分钟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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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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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家长教育孩子“如何面对未知的
未来？＂的概念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只要我们知道正确的教育方
法，养育子女也可以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ISI MonQ财商学院特别于2013年12月13至15日在MonQ
乐园举办了第三届的MonQ父母成长营之『创意爸妈魔法课堂』
。让现代的父母与张宝幼老师一起探讨孩子的学习方式及如何利
用有趣的魔术小游戏来提升孩子的学习兴趣、改变教育孩子的方
式。此营会教导包含：教学的艺术、卓越的创意思维及如何提升
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技巧，让MonQ父母成长营通过全面装备现
代父母来与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的挑战。

『创意爸妈魔法课堂』父母成长营

 除此之外，父母成长营
更附加了『陪你的孩子走理财
路』讲座会。通过黄凯顺老师
的教导，父母亲不但能认识财
富、建立财商，成为孩子学习
的榜样之外，父母还能学习
以『先分配，后花费』系统教
导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管理零用
钱。



姓名：曹韵芳   课程地点：K.L福音堂     职业：翻译员

姓名：刘立勤        课程地点：Sibu               职业：设计师





 有一位年輕畫家，在還沒成名前，住在一間狹隘的小房子
裡，靠畫人像維生。一天，一個富人經過，看他的畫工細緻，很
喜歡，便請他幫忙畫一幅人像。雙方約好酬勞是一萬元。 

 一個星期後，人像完成了，富人依約前來拿畫。這時富人
心裡起了歹念，欺侮他年輕又未成名，不肯按照原先的約定付給
酬金。富人心中想著：「畫中的人像是我，這幅畫如果我不買，
那麼，絕沒有人會買。我又何必花那麼多錢來買呢？」於是富人
賴賬，他說只願花三千元買這幅畫。

 青年畫家傻住了，他從來沒碰過這種事，心裡有點慌，花
了許多唇舌，向富人據理力爭，希望富人能遵守約定，做個有信
用的人。 

「我只能花三千元買這幅畫，你別再囉唆了。」

富人如此說，因為他居上風，「最後，我問你
一句，三千元，賣不賣？」

青年畫家知道富人故意賴賬，心中憤憤不平，他以堅定的語氣
說：「不賣。我寧可不賣這幅畫，也不願受你的屈辱。今天你失
信毀約，將來一定要你付出二十倍的代價。」

「笑話，二十倍，是二十萬耶！我才不會笨得花二十萬買這幅
畫。」

「那麼，我們等著瞧好了。」青年畫家對悻悻然離去的富人說。
經過這一個事件的刺激後，畫家搬離了這個傷心地，重新拜師學
藝，日夜苦練。皇天不負苦心人，十幾年後，他終於闖出了一片
天地，在藝術界上，成為一位知名的人物。 

跨过面前的石头！



至於那個富人，自從離開畫室後，第二天就把畫家的畫和話淡
忘了。

直到有一天，富人的好幾位朋友不約而同的來告訴他：「好
友！有一件事好奇怪喔！這些天我們去參觀一位成名藝術家的
畫展，其中有一幅畫中的人物跟你長得一模一樣，標示價格二
十萬，不二價。有趣的是，這幅畫的標題竟然是《賊》。」 

富人好像被人當頭打了一棍，他想起了十多年前畫家的事。

眼看這件事對自己的名譽傷害太大了，他立刻連夜趕去找那位
畫家，向他道歉，並且花了二十萬買回那幅人像畫。這個年輕
畫家憑著一股不服輸的志氣，讓富人低了頭。

這個年輕人名叫「畢卡索」。 

美國發明大王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1847-1931)說過：
「很多生活中的失敗，是因為人們沒有認識到，當他們放棄努
力時，距離成功是多麼近。」

保羅在羅馬書曾說：「我想，現
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
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當我們面對無名的屈辱，有意無
意的傷害，或生命中的挫折時，
我們是否就一蹶不振呢？或是，
我們可以暫時繞過這個生命中的
障礙，跨越這個阻礙目標的絆腳
石。

因為，我們實在沒有必要為了「
一塊石頭」，放棄所有的旅程。
除非我們能跨過這個面前的石
頭，否則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前面
的道路有多少驚奇！



 有一位朋友在调去美国受训回来后，完全变了另一个人
似的。脸上有笑容、生活有朝气，跟他以往总是唉声叹气、皱
着眉头的模样真是判若两人。

 他的改变引起了大家的好奇，结果大家设法拷问他改变
的原因。他说，到美国后，公司用巴士把他们载到一个山明水
秀的深山旅馆中，使他们除了吃喝拉撒睡，什么地方也去不
了，只能乖乖上课。

 第一天，老师叫他们做五分钟的自我介绍。他原以为很
容易，想不到不到两分钟，他便把学历、名片上的头衔，连家
庭成员都讲完了，剩下三分钟无话可讲。

 老师厉声问他，『你人生的经历难道连五分钟都填不
满？』他悚然而惊，对呀！活了快五十个年头，怎么连五分钟
都填不满？但是自己却真的想不起自己做了什么值得拿出来讲
的大事。他的生活重心一直是工作，但是眼前这些人都是同一
家公司的高阶主管，做到工作跟他都很相似，有什么好讲？除
了工作，其他乏善可陈。

 因此，他跟老师告饶说:『真的没有了』。老师反问他，
『你小时候的志愿使什么？』他想了一下说:『羽球国手』，
因为他父亲有一本珍贵的剪贴本，里面全是过去我国羽球赛的
剪报。看他父亲对羽球神往的样子，他曾立志做国手，为国争
光。当然，运动员是千中取一，他没有做成，但羽球一直是他
的最爱，只是工作忙，很久不曾碰球了。儿子屡次哀求他去
打，都没空。

名片拿掉，
 你还剩下什么？



 接着，老师叫他回想他儿子从一出生，一路成长到现在
的影像。他记得儿子刚出生时的样子、刚入学的样子，但是很
快就变成高中生的样子了，中间的十几年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好像一晃就过了。

 最后，老师说 :『你难道愿意死后墓碑上除了年月日，什
么都没留下？』他再度震惊，因为他已经明了他人生竟然是白
活的了。他开始了解他人生的优先顺序放得不对，时间不能逆
转，他们这些穿西装、打领带、坐冷气房的有钱人，表面上很
有成就，但是名片一拿掉就什么都不是了。

 人生的意义在心灵的富足，心灵的富足在对别人的关
怀、照顾与奉献，他在这些方面太贫乏了。连自己的家人都没
有照顾好，遑论对社会、对他人。

 所以他回国后，开始把白天做不完的工作带回家，想办
法跟家人一起享用晚餐，饭后还陪太太散步一小时后才进书房
继续工作。周末一定陪儿子打羽球，星期天则全家一起去菜市
场买菜、打扫家里。

 他说他的工作并没有少做，但生活充实了、家人对他的
态度也变好了，他的心情也不一样了。说完，我们大家都一脸
肃然，心中都在检讨自己的人生。







MonQ 财商产品系列







2116 PL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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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辣好书介绍，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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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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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