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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黄凯顺	硕士

MonQ财商学院执行长

放纵自由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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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许多“大师”、理财畅销书、成功大会、创业说明会、
投资讲座等等都在提倡及推广。

  奉行此信念的人，一想到达成财务自由后要什么就有什么，听
到都爽啦！到时上餐馆岂不是只看左边（的菜单），不必看右边
（的价钱）？
  在一个产业投资讲座，有一位产业投资“专家”在台上道出他
的投资威水史，并引以为荣向现场观众炫耀：“……在现实社
会，拥有很多钱就能随心所欲、要什么有什么、过着财务自由的
生活。我投资了过百间的产业，因此，我能财务自由！”
  台下顿时引起一阵轰动，有的啧啧称奇，有的为之咋舌……
我百思不解，到底拥有过百间的产业与财务自由有什么关系？
再说买百间房产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呢！
  刚刚想到这里，讲员更嚣张地向大家宣称：“到目前为止，我
向银行贷了整两千万。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台下又是一阵
哗然！
  此刻，我更是莫名其妙，曾几何时，我们的社会竟然把借贷视
为极之光采之事？更奇怪的是，难道这也是通往财务自由之道？

借贷财务自由
  这时，讲员向观众抛出了一个问题：“你们当中，谁有投资房地产？”现场过半的人
都举起手来。第二道问题又来了：“举着手的人，有谁是没有向银行贷款的请继续举
手。”这时上千只的手顿时都放了下来，全场就只剩下稀稀落落的三两只手，我也是其
中之一。
  讲员继续讲道：“此刻手仍然举着的是老祖母方式（Old Grandmother Way）的投资
者。如果能以别人的钱赚更多的钱，为什么只满足于自已的小钱？”最后还多加了“最
给力”的一句：“Stupid！”
  此时，那几只“笨蛋”的手想“缩”都来不及，哄得全场大笑起来。而我却一点儿也
不觉好笑，反而莫名纳闷。并非因为我被视为笨蛋，我原本就不算是什么料子，被叫笨
蛋也没有关系。  
  再说，一个知道自己是谁，并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有所改变。
让我忧心的是：尊贵的讲员，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聪明的群众，你们可知道自己在
笑什么？

财务自由＝要什么有什么？
  当你有了“什么”，就能安于“什么”，不会再要些什么了吗？
难怪这位讲员声称买了过百间的产业、欠了近两千万的贷款只是一个开始！就是因为他
对自己想什么就要什么的财务自由意识心知肚明，而且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并
越来越大，与自己无穷尽的欲望相比，现在这些怎么不是“才在刚刚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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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节制欲望才算自由
  任凭自己的欲望扩大，每个人都会，但别搞错了，那不是
什么财务自由，而是放纵欲望！
只有能做到收得回、放得下，能节制自己欲望的人，才真正
称得上自由。
  话说回来，当时我也有几间在收租的产业，可是，我已经
对那烦人的维修和管理工作吃不消，现在也只好缩减到剩下
一间。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同一个时间必须管理过百间产业
的状况。
  我很很好奇，这种“财富自由”的定义是什么？
  用别人的钱赚钱？当然很动听！但可否想一想，就算利息
不高于租金回酬，又假设所有产业都能出租。这头进来（租
金）那头出（贷款利息），也只不过是充当银行的收租代理
而已。
  此外，大家都知道，利率和房价都有周期，现在是产业
起、利息低时代，盘算当然打得响。有朝一日两头U转，利率
起、房价跌，到时不懂是用别人的钱赚钱，或是用力帮别人
赚钱？

庞大贷款压心头
  那些为了在产业赚快钱而债台高筑的，整个心情就被变化无穷的利率与市场风险左
右，这种大起大落的心情，还可以称得上自由？就以两千万的贷款来说，先别谈本金如
何摊还，只要利率微涨1%，每年就必须多还20万利息，到时看是你自由还是银行比你自
由？
  虽然目前还不见产业市场有显着的泡沫现象，然而，只是蜜月期过去了，梦也醒了：
产业已建好、分期付款开跑了，房子只是不如想象中容易出租和脱售，就已经有许多的
人因“顶不顺”而纷纷来上课“求救”了。
想要财务自由？千万别因放纵自由而失去自由！



理财知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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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投资定成败

钱只跟好管家
  将心比心，假如你是这些钱，你会选择到回这个主人的身上吗？不但会，我保证你
还会说服许许多多的“钱兄钱弟、钱伯钱叔”们，一起到来这个善待钱财的好管家身
旁，对不对？
  金钱只会跟随善用钱财妥善管理的好管家，就是这个道理！不相信？
你不妨多加留意，那些开口闭口就说：赌股票、玩地产、炒外汇……对金钱做出玩、
炒、赌、丢之辈的人，下场会怎样？十之八九就是赌输、玩残、烧焦、丢失……。至
于其余十之一二还没有看到问题的，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啊！
  每当你看到这种报应发生，应该为此感到欣慰，因为这正是显明了真理的彰显。
假如这个世界没有真理的主宰，我们的社会将会给这些不负责任，唯利是图之辈“
玩”到怎样？“炒”到如何？至于那些曾经或正在面对金钱游戏的报应之人，还是奉
劝各位：回头是岸，早日学习如何妥善应用钱财，以真理之道投资于正当之处，让自
己富足，社会蒙福吧！

  每当提起黄凯顺这个名字，大家都会联想到什么？
  这是我惯常的讲座开场白。你的答案又会是什么呢？
  相信大家的答案和讲座现场的观众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钱！对吗？感恩大家为
我树立的“品牌”。
  可想而知，我所接触过最常被问及的问题就是：“投资在那里是最好的？”一般人
的想法就是：投资是很复杂的事，既然你已掌握好了，我却还是一窍不通，你只要告
诉我投资在那里，我跟着做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再不然，我把钱“丢”给你，
让你去管就是了！这就是许多人期待已久的“投资之道”了。好了，听清楚，我就要
告诉大家啰！
  首先就是筹备好相等于一辆Toyota Camry的款项，然后就是作好心理准备让这笔
已经“丢”出去的钱一去不复返！你听了一定在想：这简直就是开玩笑嘛！我很像
在开玩笑吗？这么大笔钱，开什么玩笑？首先，大家试想想，如果连你自己本身都不
想管，而要把它“丢”给别人的东西，还会返回来吗？设身处地，假如你是那笔钱，
听到主人说要丢给别人，以后你还要到回这主人的身边吗？一定是一去不复返，对不
对？说不定还会告诉身边的“钱兄钱妹”们，千万别光顾这种不会爱惜金钱的主人
呢！
  我的做法就有所不同：对于已经来到我身边的钱财，我会很花心思地善待它们，跟
据MonQ2116先分配，后花费的理财原则妥善管理，并把可投资的部分，安排投入社会，参
与服务人群的事业。



给鱼不如教捕鱼
  几个月后，由于我无法向他“保证”肯定能把Camry赚回来，他就不顾一切地以“
亏少当赢”心态黯然离场。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料到，假如他能真正掌握投资，同时
因明白投资的真谛而坚持下去，10年之后，到了2013年的1800-1900点水平，他的盈
利已是300%，也就是相等于15辆的Camry。

  然而，残酷的事实是：他在一年里亏掉了一辆Camry,而我却赔上让他蒙受亏损的尊
严！也因为这个事故，我决志放下“受人钱财，让人嗦摆”的行业性质，决心只从
事“给人吃鱼，不如教他捕鱼”的教育工作。
因此，假如今天还有人向我说：“你只要告诉我投资在哪里，我跟着做就是了！”
你想我会如何回应呢？

股市急U转大亏
  岂料，这笔钱才投入不久，便遇上股市急速U转。虽然只是降回大约20%（由2002
年3月的750点，降回2003年4月的630点水平），但资金的庞大导致所蒙受的亏损，
就已相等于一辆Camry的价值。往后的几个月，每当我向他提呈投资报告，他都在追
问：“你让我亏掉的Camry，何时才能赚回？“天啊，几时搞到是我让他亏了一辆
Camry？！

谨慎投资忌冲动
  至于为何需要一辆Camry的款项？其实它是有典故的，在2001年，当我还是以财务
规划为主要业务时，就曾为一位客户以他的收入、支出、资产、负债、财务目标、风
险承受度等详细资料“量身订做”出一份财务计划书，并依据他的情况，协助他物色
适合的管道进行投资理财。恰逢刚开始投资的前几个月，就遇上了一个小牛市，轻而
易举的就给他赚了整20%的回酬（由2001年11月的630点，至2002年3月的750点水平）

  这时，他的胆子被涨大了，头脑却被冲昏了，吩咐我把原本规划好要以平均成本投
资法进行分批投资的资金，也一次性投入股票基金。我意识到此种冲动的投资法，会
增加他的风险，因此力阻他如此行，并建议他分批投资，以便遇上股市下调时，无须
蒙上巨大亏损，同时可以趁低继续投资。然而，他却回应我说他有的是钱，因此无视
股市下调的风险。若是果真如此，他也还有更多可以趁低投入的钱。既然如此，我也
无话可说，只是提醒他投入股市的资金必须是长期的。

理财知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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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工具分析

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

 随着资讯的发达，如今，投资的方式和管道变得越来越多了。过去我们祖父
母的时代是处在钱多是存放在银行里，缺少其他的投资管道。今天，你我却处
在另一种情形：面对太多的投资管道而常常有无所适从之感。现在，许多人常
遇到的问题是：到底投资什么好？什么投资最好？其实，市场的每一种投资管
道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不存在一种投资方式比另一种投资方式更好的问
题。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和掌握各种投资管道的特点，知道自己的投资目的和目
标，找到最符合自己条件和喜好的投资方式。也就是说，市场上没有所谓最好
和不好的，只有最合适自己的投资方式和管道。

 有时候，人之所以会投资失败或掉入投资骗局，原因只有一个‘贪’字。贪
婪的人常常希望在没有付出任何劳力的情况下，可以轻易得到回报，或对其他
意外之财想入非非。比如说，我们时常收到的手机短信，内容是：“祝贺你中
了某某大奖，奖金若干元。请将您的身份证复印及银行户口号码传真到某某号
码，以便我们将奖金汇入您的户口”。更有一些吸引人的广告，说不需要成本
投资，不需要辛苦奔忙的工作，轻轻松松就能赚大钱。

  这些所谓的各种投资圈套，手法千变万化。有些手法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让
人有所警惕，但有些手法却历久不衰，让企图不良的人屡试不爽。换言之，只
不过是旧瓶新酒，也一样让人不断的落入圈套之中。
 
  结果不少人上当受骗，直到新闻曝光揭露出来，人们才猛然醒悟，才知道自
己这点可怜的水源已经为别人解了渴，自己也差点成了别人的佳肴。很奇怪的
是，虽然报纸新闻都在告诉教导大家各种已经上当受骗的例子，都还会有人抱
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这一次是不同的，一定会发财的！”以是乎，上当被骗
破财的各案天天在不同的地方上演。
  
  其实，每个人都明白投资理财的重要性，但对如何投资理财却十分迷惘。这
个社会上多的是人云亦云的盲目投资者，或者容易陷入“随众心理”误区的跟
风之辈。比如，当股市上涨时，许多人不需要你教都会蜂拥而入，有人拿生活
费、老婆本、棺材本、养老金甚至借钱去炒股；当保险流行时，又有不少人未
能理性分析自己的保障需求，盲目购买，过后才醒悟所购买的保险超多了或不
合适的；还有人根本不懂艺术品的价值，盲人瞎马般的闯入风险巨大的收藏市
场……当中的结果相信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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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工具分析

  对于一个投资理财者来说，财力或许有大小，知识或许有多寡，能力或许
有高低，但只要你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选择投资理财配套和确
立投资理财策略，都是共通不可缺的原则。
  
  显而易见的，并非每一个投资项目、策略和方式都适合每一个人。个人所
能够承受的风险也决定了投资理财的方向。比如，一个极端保守的人，较
不敢冒险，也无法承担巨大风险的考验。如果投资在高风险的项目，如股
票一类，可想而知是难能获得很好的回报的。因为股票的起起落落，让他
总在担心害怕，患得患失中徘徊，缺乏果断决绝的勇气，而投资良机往往
就在一瞬间错失，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最后他可能完全丧失在这个领域
内投资的信心和勇气。但是，保守的人优点是比较稳健，不太轻易冒进，
假如投资物业或购买信托基金，则是不错的选择，这种人往往有坚定的信
念和耐心，能以平沟投资法做长期投资。相反，如果个人是能够承受市场
的起起伏伏和风风雨雨的，则可进行较高风险的投资项目。

  除了了解自身所能够承受的风险外，投资理财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及特长和
能力也非常重要。如今的理财投资项目日趋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尤其在现
今高通胀，且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投资者们常会转而投资实体资产，认为
投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就算其价值下滑，东西也不会消失。但仔细
观察，成功者总是与其个人的兴趣爱好息息相关。例如，投资红酒或香槟
酒者，都是品尝此类的酒爱好者，他们对这类产品有极大的认识与兴趣。
同样的，在收藏市场上浸淫多年的人，往往对限量版、古董收藏品，字
画、艺术品，稀有钱币或文物非常热爱，而且对艺术品价值天生敏感。其
他如炒金，炒汇等，无不如此。而一个“门外汉”如果贸然进入这样专业
性很强的市场。很有可能被撞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对某投资理财产
品、项目根本没有兴趣，那也更谈不上爱好，根本不可能去熟悉了解，自
然也不能获得丰厚的收益。当然，投资成功与否，关键还取决于个人的能
力，既能否将兴趣爱好转化为“生产力”，能否驾驭投资理财项目的操作
要求和风险压力。换言之，如果不充分结合自己的特长和能力，仅靠兴趣
爱好，风险仍然是比较大的。

  世界上聪明人大有人在，社会法则到现在，如果还有回酬高，风险小的机
会，早就挤破头了，还等得到你来吗？投资理财，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要
的是什么，先学习掌握你所要的投资项目与策略，然后根据本身的经济能
力实行。那就是最适合你的投资了。 



儿童理财教育的十大原则
亲子理财

随着理财风气的普及，许多父母也开始注意孩子的理财教育。当父母训
练孩子理财的时候，应注意以下十大原则：

1)儿童教育是一门富挑战性的学问
许多人误以为儿童教育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其实这当中需要经历许多考验。当你
过于严肃，会让孩子在心里留下阴影；当你过于随和，则孩子就会骑到你的头
上，不把你的话当一回事。所以，教育儿童理财是一门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必须
以相当的才智配合创造力，才能应付孩子的各种问题。

2)不要有求必应
现代的父母因为过于溺爱孩子,不忍让孩子伤心失望.往往对他们的要求有求必应. 
而有些父母则是因为自己过去在生活上受过苦, 不忍孩子也过着物质匮乏的生活, 
所以倾向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殊不知过分爱你的孩子等于害了他. 父母的这种行为
不但对孩子毫无益处,反而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果孩子认为金钱是不劳而获，来
得何其容易，又怎会好好珍惜呢？

3)让孩子利用储蓄来完成心愿
人都有梦想与欲望，儿童当然也不例外。当他们相中某玩具时，做父母的与其掏
钱包替他们买下来，不如教导他们利用零用钱进行储蓄，来达成自己的目标。这
么一来，孩子在养成储蓄的习惯之余，也会更珍惜自己的玩具。

4)不要以金钱来利诱孩子
有些父母经常把‘忙’字挂在嘴边，而用金钱来打发孩子。当要求孩子做事时，
就以金钱为诱饵或奖赏。这种做法，不但使亲子之间的关系变得功利，更令孩子
养成做任何事都要求酬劳的贪婪恶习。

5)凡事应以身作则
有些父母，开口闭口骂孩子胡乱花费，不懂节俭，而本身却是出手阔绰，想买便
买，屋子里丁零当啷堆满许多无用的杂物。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父母本身
就挥霍无度的话，又怎能希冀孩子节俭呢？因此，在训练孩子理财的路上，父母
必须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榜样供孩子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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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理财
6)从儿童的角度出发
儿童的思考模式有别于成人，成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儿童可能并不以为然。因
此，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不能一味以成人的观点来作解释，而应该从儿童的角度
出发，从他们的眼睛去看他们眼中的世界，这样才能理解儿童如何作出判断。

7)适当的平衡
在理财的培训过程中，适当的平衡是很重要的。过度的训练，可能使孩子变得物
质主义，凡事都以金钱来衡量，生活重心都绕着‘钱’打转。而一些较激进的父
母，可能以扣零用钱来惩罚孩子的理财不当，这些激烈行为只会引起孩子的不
满，使理财培训事倍功半。

8)不要一厢情愿
许多父母喜欢以“这是为你好”的强硬手法来命令孩子做事，并不管孩子内心真
正的需要。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经常会弄巧反拙。因为孩子所需要的往往和父
母所想的不一样。因此，在训练孩子理财的过程中，应事先了解并配合他们的需
求，解释各项训练的原因与目的，让孩子在拥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下，开始理财培
训。

9)避免物极必反
当孩子理财不当时，许多父母会不厌其烦地反复提醒或批评孩子，目的是不要让
孩子重蹈覆辙，犯下同样的错误。但是所谓物极必反，这样的行为可能不但无法
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令孩子不胜其烦，产生和父母对抗的心理。因此，孩子就
算理财不当，父母应尽可能只批评一次，或换另一种方式重复批评，以避免物极
必反。

10)孩子最需要的东西，是父母的陪伴
你的孩子或许调皮，或许文静，或许机灵，或许憨实，但无论哪一种孩子，最需
要的都是父母的关怀、呵护与陪伴。这些亲子天伦都不是金钱所能取代的。可
惜，现代父母往往因为工作而忽略了孩子。零用钱大把大把地给，却不能抽出多
一秒的时间来陪伴孩子。但金钱填补不了孩子心灵的空虚，所以，父母无论怎么
忙，都应该拨出时间来关心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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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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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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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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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赚钱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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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成功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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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命比乞丐心

每期一点子

  请问各位读者，你们对现在的生活是否感到过一丝丝的心满意足？还是心中琢磨着
其实有许多方面应该可以更好？打个比方说，也许大家对现在所赚取的收入还感到不
够，又或是对于现在所拥有的车子，房子等觉得始终输人一等？更奇怪的是，这种不
满意的感觉不会随着生活条件的提升后有所改善。因为不论我们再怎么努力奋斗，总
会发现比我们好，难道这就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真实写照？
  
  由于大家心中都被种种不满的感觉盘据着而导致一天24小时里也难有几分钟是快乐
的。结果，到处都可见到每天自叹“命水”不好的现代人。或许你还未曾想过，这群
自认“命水”不好的人其实都过于“自谦”了。因为，照我的观察来看则他们已过着
连古时皇帝都羡慕不已的超级豪华生活了。

  讲到这里，大家也许会马上露出不相信的眼神说自己每个月都过着钱不够用的苦日
子，贵为一国之君掌握着全国财富的帝皇们怎么可能会“思想倒退“来羡慕我们呢我
也不多说，直接来看看皇帝对比我们的生活是如何的物质“缺乏”。
  
  古时皇帝出门的排场自然就不必多说，除了有开路的管理，保镖，宫女及其他大小
随从外，更少不了各种车长仪式，一路上还得大吹大擂，果真气派非凡。照我们看来
身处精致轿子中的九五之尊心中每出一次门肯定是心感到自己非常了不起，似乎带有
傲视天下的感觉。反观，现代人想出门的话，拿起车钥匙一上车后马上绝尘而去，整
个过程绝对不超过5分钟。此外，你人为皇帝乘坐的以“人力”来扛抬的轿子能和我们
以“马力”计算的车子相比吗？纵使是在我们看来毫不起眼的“老爷车”在速度，舒
适感与方便来说早就不知胜过这种豪华轿子“几十条街”了。
  
  再来看看帝皇们的膳食方面又是如何的乏味。总是宫廷网罗当时国内的名厨，皇帝们
吃来吃去还不是一样的“中国菜”。而每天喊钱不够用的现代人则幸福多了。今天吃
腻了中餐，明天环法国餐，后天再来写清淡的日本菜，偶尔转味试试印度餐。这种“
跨国际”的口福可不是皇帝们所能想象的。
在古时候，就算你是皇帝也罢，想知道远方的消息，最快的方式也不过是所谓的飞鸽
传书或飞马探子,但有碍于时空与地理因素的种种局限，这种方式再快也有限。然而，
我们现在使用的方式比皇帝可高明多了，种种手机，电脑，电视，收音机等让我们在
弹指之间就能将天下大小事务一览无遗，不怕你找不到，只怕你收不完。
  
  请问要拥有这些享受难吗？相信普通人如你我早就对这些东西习以为常了。所以，各
位所拥有的何止是“皇帝命”，简直比皇帝还来得更“好命”！只是非常讽刺的事实
却是，现代的人表面上是活着皇帝的命，内在却充斥着“正宗”的乞丐心。物质方面
是毋庸置疑的高级享受，但心中永远不感到知足，沉溺于无止境的物质追求。因此，
这种心存“不足”，“贫乏”心态的现代人不是都符合了乞丐的条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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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投资的要诀

问题：如何寻找成功的投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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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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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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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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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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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分享

投资掌握好，不必做到老

  期望把所有负债偿还干净，将剩余的钱充作投资作用，为将来的生活换取
一个保障与安心。
  此外，我会把2116先分配、后花费的理财原则实现在我的生活开销里，我
相信这个原则理念肯定能够帮助我在将来达到经济独立的一天，摆脱金钱的
烦恼。
  早在多年前便开始一直追听黄凯顺老师在电台所分享的理财原则。黄凯顺
老师是我很敬佩的人，也感谢MonQ的所有人，感谢MonQ提供那么好的平台给
我们学习。

孙庆裕

经济独立个人辅导与规划课程

  透过投资课程让我发现减少支出的重要性以维持一个简单与清淡的生活开
销。黄凯顺老师的理财法则“2116”是个很合理的分配，让消费者能够控制
支出和进行资金分配。此外，我也了解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往后让我更有目
标地向经济独立迈进。投资课程也使我对股票、基金及房地产有了新的认
识，鼓起了我的勇气要尝试投资股票。
  感谢黄老师的清晰讲解，两天的学习颠覆了我很多传统的观念。这些观念
将会影响我走向更积极的人生。

王晔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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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释站

人生可以隨時開始

  一個部落首領的兒子在父親去世後承擔起了領導部落的任務。但是，由於他花
天酒地，遊手好閒，部落的勢力很快衰退下來；在一次與仇家的戰役中，他被仇
家所在的部落擒獲。仇家的首領決定第二天將他斬首，但是可以給他一天的時間
自由活動，而活動的範圍只能在一個指定的草原上。

  當他被放逐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時，他感覺，這個時候，自己已經完全被整個世
界拋棄了，天堂將很快成為自己的最終歸宿。他回憶起曾經錦衣玉食的日子，想
起了自己部落辛苦勞作的牧民，想起了那些英勇的武士賣命效力，他追悔莫及。

  他想，如果能讓我重來一次，上天再給我一次機會，絕對不會是這樣一個結果。
於是，他想在自己生命的最後24個小時做一些事情，來彌補自己曾經的過失。

  他慢慢地行走在草原上，看見很多貧苦而又可憐的牧民在烤火，他把自己頭頂
上的珍珠摘下來送給他們；他看見有一隻山羊跑得太遠，迷失了方向，他把它追
了回來；他看見有孩子摔倒了，主動把他扶了起來；最後，他還把自己一件珍貴
的大衣送給了看守他的士兵……他終於做了一些自己以前從沒做過的事情，他覺
得自己內心還是善良的，可以滿意地結束自己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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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行刑的時候到了，他很輕鬆地步入刑場，閉上眼睛，等待劊子手結束
自己的生命。可是等了很久，劊子手的刀都沒有落下，他覺得很奇怪。當他慢慢
把眼睛睜開的時候，才看見那個仇家首領捧著一碗酒微笑著站在他面前。

  那個首領說：“兄弟，這一天來，你的所作所為讓我感動，也讓我重新認識了
你，我們兩個部落的牧民本來可以和睦愉快地相處，卻因為一些私利互相仇視，
彼此殺戮，誰都沒有過上太平的日子，今天，我要敬你一杯酒，冰釋前嫌，以後
我們就是兄弟，如何？”

  之後，那個紈絝子弟回到了部落，再也沒有紙醉金迷地生活，而是勤政愛民，
發誓要做一個優秀的部族首領。從此以後，這兩個部落的牧民再也沒有發生過戰
爭，彼此融洽和平地生活在草原上。

  人生可以隨時開始，即使只剩下生命中的24小時。一個人只要還能思考，還充
滿了夢想，就一定可以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可為什麼，有時我們明明知道自己
已經錯了，還是要繼續錯下去，或是已深陷痛苦之中，卻仍然不願逃離出來呢？
在“不敢”或“不舍”將自己陷於困局？如果明知這條路不適合自己，再走下去
的結果也只是枉然，何不立即捨棄重新開始呢？

  日本作家中島薰曾說：“認為自己做不到，只是一種錯覺。我們開始做某事
前，往往考慮能否做到，接著就開始懷疑自己，這是十分錯誤的想法。”

  人生隨時都可以重新開始，沒有年齡限制，更沒有性別區分，只要我們有決心
和信心，夢想，即使到了70歲也能實現。　　

  今天是一個結束，又是一個開始。昨天的成功也好，失敗也好，今天都可以重
新開始，重新開拓自己的人生。昨天失敗了，不要緊，今天忘了它，總結失敗的
教訓，繼續新的努力。即便昨天是成功的，今天依舊要重新開始，在成功的基礎
上繼續努力，爭取更輝煌的進步。

   人生就是不斷重新開始的過程，隨時都可以有新的開始，新的希望，新的天
空。

心灵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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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语

  印度有一位农夫，在他田地的河边见到一颗很漂亮的
石头。

  他将石头带回家给小孩玩，小孩玩腻后，就将那颗石
头随手扔进堆杂物的角落里。

  有一天，一位珠宝商路过他家，告诉农夫在此附近有
一条河，河里盛产钻石。农夫心想，种了一辈子的田还是那么辛苦，又
赚不了多少钱，就把农地卖掉，去寻找那条盛产钻石的河。

  农夫找了许多年，徒然无功。没想到有天闲来无事整理家里时，在杂
物堆里发现了那颗以前在河边捡来的石头，这才赫然发现，那竟是颗价
值连城的大钻石。原来那条位于他卖掉田地旁的河，正是他多年来苦心
寻找的钻石河。

  人往往喜欢舍近求远，一迳追求，却忽略了周围的一切，其实最大的
财富，常常就在自己的身边，而人们往往不自觉。

不自觉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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