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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黄凯顺 硕士

MonQ财商学院执行长

恐陷更大债务深渊
随后我就问他说：“若是你有了这一百万美金，你会做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要实践长久
以来名车、豪宅、豪华旅行等等梦寐以求的享受。后来我建议他把所有梦想清单连同价钱清
楚地列出并总结起来。
 结果统计出来的数字竟然比他梦想的财富还要多出好多。这表示若是有一天，他梦想成
真得到这笔百万美金财富的话，他便会随即陷入极大的债务深渊。

不善管理 横财反带来灾难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并不新鲜，而且算是司空见惯之事。许多突
然间获得一大笔退休金或赔偿金的人不都是有这样的下场吗？因此说财
富对于那些没有能力管理之人，不但不见其好处，反而可能会带来灾
难，就是这个道理！至于那些视财富为天文数字般遥不可及之人，我亦
会问他们：“你认为自己在这辈子会有财富吗？”这些人都会很无奈地
回答说：“很难”或“不可能！”是啊，其实他们很了解自己，这么大
的数字，就算自己的收入不吃、不用，全数存起来，到临终的那一天也
未必能筹够心目中认定的财富。

财富是什么？
财富这名词听起来很熟悉、看起来很切身、感觉起来却很遥远。

熟悉，因为由古至今，从小到大，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离不开
与财富的关系。
 切身，因为不管喜不喜欢、接不接受、金钱与财富已成为现今
社会每个人最关切的需要。
 遥远，因为大多数人打从踏入社会的那天起，便开始面对钱不
够用，而且这问题有日益严重的趋向，因此对他们来说，拥有财富似
乎是遥不可及的奢求。
 熟悉、切身又遥远，我想这就是许多人对财富错综复杂的感
觉。财富的真谛其实还隔了层层的面纱！
 每次当我在一些公众讲座公开抛出“什么是财富”这个问题
时，总是会引起一片哗然！有人会高声嚷道：“健康就是财富！”
。这个道理当然我明白，可是我们现在是探讨与金钱有关的财富。
当然更多人会说到：“金钱就是财富！”
 当我再问：“你认为要有多少钱才算是有财富？”各种各样的
答案会随之而来，我听过对财富要求最少的数字是：“一百万！”
，有的说：“一亿！”，也有的说：“越多越好！”

 这话也的确有它的道理，不是嘛？就算财富就是一亿，但一亿是多少却没有一个概念，
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去获得它！在中国大陆的一场讲座，就有一个年轻人反映，在
当今社会，至少要有一百万（而且指明必须是美金）才能算是有财富。

 听了他们的答案，有时候我会马上反问：“你知不知道一亿后
面到底有多少个零？”许多时候观众们一瞬间也回答不来，我也随口开个玩笑说：“财富是
不会找上不认识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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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青少年财富胃口大
那我也只能告诉他们说：“好可怜的一批一辈子没有财富的穷光
蛋！”大家听了都开怀“苦”笑！这也说明了对财富存有错误认知的
人，一辈子就只有与财富擦肩而过。

时下青少年的财富观又是如何的呢？
 自从出版了《赢向财富，由MonQ开始》这本青少年财商教课
书，我更多接触一些教育中心及教会的青少年，发现到在物质供应过
度泛滥的情况下，许多青少年的“财富胃口”也逐渐扩大。
 因此，他们都以永远花不完的钱为财富，而且花费目的都往往
以得到“世界之最”为目标，如：最名贵的跑车、最新款的科技、最
豪华的享受等等。

父母过度溺爱 孩子要求无止境
父母亲的溺爱也加害了孩子们错误的财富观，导致今天的孩子误以为无止境满足子女的要求
就是父母的天责。同时认定父母亲的一切，都理所当然是属于自己的财富。
我就曾经听许多父母讲述孩子们如何“指使”他们去完成子女的需要，而自己却唯命是从，
连哼一声都不敢。
最近也听说一个孩子在网上报名就读外国大学，等到一切就绪，到了交费用那一刻才知会父
母去还钱。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可喜之事，因为孩子已自立成人。
然而我始终认为这是没大没小、目无尊长的作为。要动用到这么大笔钱，就算是向别人贷款
或找慈善机构捐款也得经过许多的面谈、商议和恳求，几时由得你来下一道“命令”了事？
由此可见，若是对财富没有正确的认知，一个人非但无法拥有财富、掌握财富，甚至在一生
中也极可能会因为偏差的财富观而偏离了人生的意义。

最令我大跌眼镜的是，基本上一般的小孩和在教会主日学长大的小孩，在财富观方面并没有
多大的分别。唯一的分别就是教会的青少年多了一份信心：相信他们的上帝一定会供应他们
得到用不完的财富。信心是好的，很可惜目标依然是用于换取“世界之最”！
哈哈，好气又好笑！笑了过后代表着还有很多教育的工作要做。

若是对财富没有正确的认知，一个人非但无法拥有财
富、掌握财富，甚至在一生中也极可能会因为偏差的
财富观而偏离了人生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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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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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Q 金钱管家的要素

一个有MonQ的人，是清楚自已人生目的，又懂得善用金钱，将各方面的财务目标完成、
同时为别人带来助益、为社会缔造欢乐与和谐的智者。
也许你时常听说IQ、EQ等的词汇，这里的Q，是Quotient的缩写，中文译做智商。

是指一个人的智慧智商，
   是情绪智商。
在此，我要向各位介绍一个自创的新词汇，
那就是由 演绎而成的“MonQ”
，最接近的中文注释是金钱智商或财务智商。

 与一般的商数定议有别，我要带出来
MonQ的含义，是指一个人对金钱所持有的态度
和品格及管理金钱的智慧。它包含了正确认识金
钱、正确规划金钱，及正确应用金钱的能力。

价值观影响为人
常言道：要看一个人，只要看他对待金钱的态度就可以了。这反映出的事实是，金钱价值
观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人的某些最高尚品格，就决定于他对金钱的态度，比如：慷
慨大方、恩慈、正直、信实、公义和节制等。人的许多恶劣品格，也起源于对金钱的滥
用，比如：贪婪、吝啬、不义、自私、挥霍、浪费和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短视行为等。
 想要充分掌握钱财，成为金钱好管家，我们首先必须彻底认识自己及明白人生的意义
和使命。因为一个只管赚钱，却不知道自己是为何而活的人，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可言？
因此，一个有MonQ的人，是清楚自已人生目的，又懂得善用金钱，将各方面的财务目标完
成、同时为别人带来助益、为社会缔造欢乐与和谐的智者。

从基本定义来看，MonQ的要素包含：
1.如何保存金钱？
许多人虽然收入比别人多，但由于不会保
存金钱，惯性地任由钱财左手进而右手
出，这样，再多的钱也不会剩余。有朝一
日要用到钱，只好又硬着头皮向人要。
 因此，每当我们赚取收入的时候，必
须要有目标和计划地把部分的钱存起来，
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派上用场发挥
其更有意义的价值。当然，如果只会存钱
而不会花钱，这也不算是有财商，而是彻
头彻尾的守财奴了。



2.如何管理金钱？
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是如何管理呢？一般人的理财方式是先消费，后储蓄。就算在一般
的银行或理财机构所提倡的理财教育（派发给大众的理财教育手册）也强调：

收入-开支=储蓄。
 我个人认为这种理财方式还有许多“漏洞”，尤其是在这五花八门的消费环境里，有
多少人能经得起消费的诱惑，在每月开支后，还能有剩余供储蓄的钱呢？ 其次就是这种
理财方式，缺乏了目标和计划。在没有规划和目标的情况下，开支往往是被当时的情绪牵
着走，难免许多的钱就流失于不必要的开支上。
 要善用金钱，我们必须采用“先分配，后花费”的理财原则。这主要是引导我们在消
费以前先量入为出，把自己的收入适当的分配于所有的消费领域，避免因某方面毫无节制
的消费，而影响其他方面的开支。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花钱的局限：一个人的消费只能
局限于他赚钱能力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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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知多少？

3.如何增加金钱的效益？
有些人很会赚钱，也很会存钱，然而他们不懂得把金钱的效益发挥到淋漓尽致。一个拥
有一百万的人，如果只晓得以老祖母的方法，把钱埋在地底或藏在枕头下，那么即使家
财万贯，也称不上拥有优良的MonQ。就好比拥有一间大型图书馆，若只管把书保存得完
整如新，却不会利用书本来充实自己，那么再多的书本也是徒然。
 惟有利用现有的金钱来加倍增值，才是有智慧的金钱管家。更何况在百物通胀，通货
膨胀率高的现今社会，若不晓得如何通过投资来让金钱增值，或投资回酬率低于通膨率，
我们的购买力也会逐渐减低。

4.如何善用金钱？
MonQ强调财富所带来的，应该是自由和喜乐，而不是痛苦和忧虑。换言之，理财的过程
是快乐的。然而，有些人因为不会管理钱财，到头来反而负债累累，为钱所累，这也是
没有MonQ生命的结果。
 此外，许多不法之徒，为了金钱而犯下抢劫、盗窃甚至杀人放火等恶行，为社会衍生
种种问题，因而令人产生一种误解：金钱是罪恶的。
 其实，金钱和我们的良心应该是一胞双胎的，金钱的花开得越大、越灿丽，良善的果
实也将结得越大越红润。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富可敌国，然而他名下捐出的款项及成立的
基金会却惠及世界各角落。这即是以金钱结出善果的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明。



财务工具分析
小心投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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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遇上没有能力再支撑而被迫不惜成本脱售套现的人，市价便开始逆转，一旦发生，那
些盲目跟风的投资者，会被吓得惊慌抛售，一场产业泡沫风暴因而成型，接下来的情况
大家可想而知。
“老师，房地产可不可以投资？”
“你的投资目的是什么？”
“赚钱啊！”
“怎么才能赚到钱？”
“低买高卖啊！”
“现在的房价是高还是低？”
“就是很高才吸引人”
“房价高的时候应该是买还是卖？”
“理论上是卖，但应该还会继续上涨，看来还可以买。”
“会不会上涨你都知道了，看来你比我更厉害！何必还要问我？”
唉！这就是人心！总是会想尽办法来掩饰自己的决定！
 早在70年代的美国加洲，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发展商早已看准投资者的
心理，因此巧妙地设计了一套市场行销策略来赢得投资者的芳心。发展商将整个房屋计
划分期推出，比方说第一期以50万的价格推出。对于首期推出的房子，市场反应格外
冷清，无法引起投资者青睐，当然，这只是放长线钓大鱼的开始。当大家还在冷眼旁观
之际，发展商随即造势将第二期的房屋以略高的价钱，比如说60万的价格推出市场，
让人们感觉到该项计划“快速增值”。然而，连场的好戏还在后头呢！再过不久，发展
商再以更高的价格，比如说70万，推出第三期的房产。如此这般，每一期不断地把房
价推高一些，因此很快的就引起市场关注。

举棋不定盲目跟风
这时，一些在较早前举棋不定的投资者已开始心动，并认定若一早开始购买，现在已赚
得可观回酬。于是，抱着不想错失良机的心态，赶紧冲进场。当然，还有许多耐力比较
强的投资者仍抱着“小心驶得万年船”的想法，仍然在旁观望。发展商怎会就此罢休？
因此乘胜追击，继续以更高的房产价格陆续登场。这使到许多还在观望者越来越难耐，
眼看屋产价格一天比一天高，心中已认定机不可失，纷纷加入了抢购。
 



财务工具分析
随着每一期的价格继续飙升，仿佛是派了一颗定心丸，进场投资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最后，当发展计划完工后，继续往别的发展计划开发。当发展商“功成身退”后，接
下来的产业价格，就由市场的自由交易来定夺。所谓“自由交易”，就视当时市场的
供需。
 由于当初市场被炒得热腾，投资者并非以需求为出发点，而是因为那股势不可挡
的“产业增值”而抢购，在原本没有需求，人们却相竟购买的情况，就产生了所谓的
泡沫效应。当一切回复正常，由于供过于求，产业价格急速上升的好景不再，想要脱
售也找不着买主。买主大多数都是借贷投资，时间一久，在无利可图甚至要支付贷款
利率的情况下，许多投资者再也无法忍耐。
 当遇上没有能力再支撑而被迫不惜成本脱售套现的人，市价便开始逆转，一旦发
生，那些盲目跟风的投资者，会被吓得惊慌抛售，一场产业泡沫风暴因而成型，接下
来的情况大家可想而知。

投资者是泡沫效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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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者。当制造者
以价格作为卖点不断鼓吹，效应者就会产生错觉，以为这是天掉下来的“大礼”！
 其实，类似的泡沫现象，何止发生在加州？所谓好计不怕重复用，此后，这种行
销策略就不断的在各地上演，再加上全球化及资讯科技发达，跨国投资早已成型，房
价的趋势，不只深受地方性的影响，其他地方甚至其他国家的房市动态，也在相互产
生效应。
在2008年全球股灾被严重“烧伤手”后，中国的投资者暂时也不再敢触碰股市，一
股庞大的资金因此流向房地产。经过几年龙腾虎跃般的炒作，把中国房市炒得不亦乐
乎，这股房价上涨之势甚至漂洋越海，深深地带动全球房价上涨。
 当许多人眼巴巴看着短短几年房价就翻了几倍，大家都目瞪口呆，打从心底浮现
出猫王的成名曲“It's Now or Never……”心里在想：若再不进场买，恐怕房价继续
上涨，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买了！这种想法搞到原本对房地产没有需求也没有兴趣的投
机客，也一口气只买下多个单位，期望有朝一日房价飙得更高时能发一笔财。
 至于那些有需要但已经没有能力跟上市场价格的房屋需求者，拼死也得弄一间。
有许多原本“不信邪”，但眼巴巴的看着在短短几年里房价就翻了几倍，而躲在暗暗
的地方拿锤（暗锤）之人，也忍不住纷纷“跳”出来“抢”回几间。
这种局势，加上一些在市价高涨之际突然冒出头来的房地产“专家”鼓吹下，哈哈，
气势简直不亚于一支庞大的管弦乐队！

发展新城变鬼城
在我的课程里，就时常挖苦这些“勇士”，问他们说：“你买了这么多房子谁来
住？”他们都回答说：“我们是买来投资，不是买来住！”当我再问：“那谁来住
呢？”他们还是回答说：“我们是买来投资，不是买来住！”我又问：“现在没有能
力的人都至少买了一间，像你们这些有能力的人也不只买一间，到最后这些房子谁来
住？”他们还是回答说：“我们是买来投资，不是买来住！”哈哈，那就好了！只是
投资而已，不必有人住！
 过去的房地产泡沫使到大马留下了许多的“死城”。最近，中国也陆陆续续打造
了许多“鬼城”。这是不是泡沫的迹象？只有聪明的投资者才知晓！然而，投资者总
是会想尽办法来掩饰自己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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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理财
让孩子赢在起跑点

在现今竞争激烈以及“怕输”心理作祟的社会里，为人父母者都难免会有“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心态。爱子心切的为人父母往往会心疼见到孩子挨苦，以至对他
们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有者更甚而致“钱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地步。
 
 我们不难了解现代父母的苦心。他们的原意是想让孩子在舒适的环境中学习
并成长。难怪市面上的各种才艺课程中心犹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林立，叫人目不暇
给。然而，他们却似乎都遗忘了凡事都没有捷径这条硬道理。无可否认，才艺课程
可以让孩子们练就十八般武艺，这种盲目的跟风心态也造就了当今社会的“草莓
族”的问题。导致孩子们成为外表光鲜，内心脆弱，经不起挑战更不用说在社会打
拼生存的新世代。

 有位成功的青年企业家，有鉴于他童年时走过的那段创业坎坷路，都不希望
他的子女会步上他的后尘。从小对他们百般呵护，供他们上最好的学校并指望他们
往后能够继承现有的生意。他心中暗自以为这就是在帮助子女赢在人生的起跑点。

 令人可悲的是现实往往会与期望背道而驰，这种迷思在经过一段岁月后就会
不攻自破。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有位老年企业家凭着他独到的生意眼光和
老练的交际手腕，成功打造了他的生意王国。当他想退下休息找寻接班人时，才猛
然发觉儿女之中竟无一人能担此任。
 
 多年以来娇生惯养的生活已“培养”了他们成为挥霍无度的花钱能手。根本
不懂得父辈们赚钱的艰辛，和父母亲的关系也愈加恶劣。因为在他们眼中父母亲对
他们的关爱大都是以物质供给来表示，缺乏了真正的亲子之情。与此同时，在这种
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也不会为他所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却只会想方设法去赚取更多
的金钱来换取更奢侈的物质生活来满足那空虚的心灵情感。纵使家财万贯也难免会
陷入坐吃山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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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悲剧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倘若一个家庭拥有正确的金钱观念，这些问
题其实都可以迎刃而解。透过学习家庭理财的意义，孩子从小就被灌输要懂得感
恩，了解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他们将重新认识金钱的意义以及培
养正确的生命价值观，从而学习成为金钱的管家，快乐理财。

 父母亲也在此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得肩负起以身作则的重
任，在孩子学习理财的路上提供指引与支持。更重要的是教育子女们知道金钱并非
是生命的一切，让他们明白精彩的人生拼图也得要有其它的元素如：友情、亲情、
爱心，奉献社会的心等等。

 当亲子双方都秉持着这种一致的金钱价值观，家庭生活也将从物质以及心灵
的两个层面将获得升华。此时此刻，家庭成员都认识到心灵财富的重要性而不会去
强求物质层面的享受，也因此懂得控制无穷的欲望。为下一代也为社会播下了正确
理财观念的种子，使它一代接一代的发芽，成长并结果。

最后，我想引用《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一书中的三句话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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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孩子们良好的理财教育 = 让他们长久掌握财富
 
父母亲可以仔细品味以上的话并聪明地作出选择，看看自己是要成为孩子起跑点上
的“踏脚石”还是“绊脚石”？

亲子理财

理财是一种生命。可贵之处不在于你拥有几多，而是如何以所
拥有的活出丰盛的生命。

财富人参

摘自黄凯顺硕士<财富人生（一）



长线投资
　　一位8岁的女孩拿着三角钱来到瓜园买瓜，瓜农见她钱太少，
便想糊弄小姑娘离开，指着一个未长大的小瓜说：“三角钱只能买
到那个小瓜”，女孩答应了，兴高采烈的把钱递给瓜农，瓜农很惊
讶：“这个瓜还没熟，你要它怎么吃呢？”女孩：“交上钱这瓜就
属于我了，等瓜长大熟了我再来取吧。”

English 的发音
　　小时侯上学，把“English”读为“应给利息”的同学当了银
行行长；读为“阴沟里洗”的成了小菜贩子；读为“因果联系”的
成了哲学家；读为“英国里去”的成了海外华侨；而我，不小心读
成了“应该累死”结果成了打工的。

卖书 
一个很有名的作家要来书店参观。书店老板受宠若惊，连忙把所有
的书撤下，全部换上作家的书。作家來到书店后，心里非常高兴，
问道：“贵店只售本人的书吗？” 

“当然不是。”书店老板回答，“別的书销路很好，都卖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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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一点子
別让別人牵着鼻子走

 在這五花八门的现代社会里，要培育有良好的消费观的孩子也的确不容
易，因为孩子一旦上学，他们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跟同伴混在一起。当
他們渐渐长大時便会开始分享对這个世界的看法，定下各种跟他们在家被灌
输到不太一样的生活观念。這些都是正常的，通常也都是健康的事，有助于
年轻人从兩个不同的角度观察生活，进而塑造他们的自我认同。不过在培养
良好的金钱观念上，同侪压力有时候可能让平日的好孩子行为出轨。
 孩子的同伴对他金钱观念的影响有好有坏，而且有可能比你的影响力还
大。一份美国的研究显示，一个孩子住在好社区的坏家庭里，長大后比在坏
社区的好家庭生长的孩子过得好。同伴的影响力在孩子进入中学以后会愈加
明显，因此，家长必须要扮演好抗衡的角色，多一点与孩子们沟通，并为孩
子提供良好的引导与援助。
 当朋友之间流行什么新鮮的东西，自己如果沒有能力拥有时，便会觉
得「矮一截」，所以会千方百计地要求爸妈滿足他们的需求。每个人都希望
被自己的社会团体接受，這一点对孩子來说更为重要。因此，当他们的愿望
无法滿足时，很可能就会采用一种消极方式来抗争。這时候你如果不加以导
正，而以強硬的态度拒绝，可能会让孩子更加觉得委屈，甚至认为爸妈不再
像从前一样疼他们了。为了一次单纯的购物，而演变成家庭亲子间的关系恶
化，实在是不值得。因此，要培育孩子良好的消费行动，父母亲务必在各方
面下苦功，不但要做到导正的角色，同时也必须让孩子能接受我们的教导方
式，并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1. 确认产品的价值

 当孩子告诉你，同学们都买了某一样东西，他也想买的时候，不必急着立刻
拒绝，或浇他的冷水，反而可以藉着這个机会和孩子讨论，那件商品本身的价值何
在？为什么同学们都买它，是它真的很好，还是受了广告的影响？或是怀有「大家
都买了，如果我沒有买，就落伍了！」這种心理因素？弄清楚原因后，再給孩子一
个观念，买东西时是在选择一种你真正需要的品牌，而不是朋友所用的品牌。
 其实，孩子们很容易受广告和朋友的影响，多半是因为商品知识不够，所以在
平时，父母应该教导孩子认识商品，除了品牌、面子、身分之外，还有哪些会影响
购物的决定？同品质的商品又该如何选择等等。当孩子受到同伴的影响时，你应该
帮助他坚定自己的想法，同時让他试着和同伴沟通，表达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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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也可以带动潮流

 为什么要老跟在別人的屁股后面跑呢？潮流是创造出來的，如果能夠摆脱潮
流，穿上自己认为最好最帅的慢跑鞋，说不定也可以创造出另一股流行风潮呢！所
以，告诉你的孩子，当一个有主见的消费者，在他的同学朋友当中，首开风气，穿
上另一种品牌的鞋子或服装，当个创造流行的人。就算不能真的带动潮流，至少买
得实际，用得舒适，而不是当个盲目跟风的人。
 除此之外，你还必须給孩子一个清晰的观念：交朋友或归属于一个团体，目
的在于互相关怀、学习，而不在于互相竞争或完全一樣。团体中自有它的规范，但
是不表示连吃的、用的、穿的都得完全一樣才行，应该保有自己的特色与自由，并
且尊重別人的特色与自由。在团体中，或朋友相处时，也不要存有比较和竞争的心
态。別人有而我沒有，我就输人一等，矮了一截，这都是不对的观念。

每期一点子

别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我们是住在一个开放式的住宅区，这里的屋子全都不围篱笆，所以每天
到了傍晚时分，附近邻居的孩子都很自由的交流，玩成一片。一直以來，我
們都发现到一个很特別的现象：每当我家的小孩（今年是 7 岁和 10 岁）买了
什么新的玩具，我们就可以很快看到周围邻家的小朋友都接二连三的拥有同
样的玩具。甚至有一次我的儿子换了一辆较大的新脚车，不到兩个星期，所
有他的玩伴也都换了同款的脚车。然而，要是邻家的孩子先买了什么新玩意
儿，引起其他玩伴跟风之际，我家的小孩却未必是跟风的一份子。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一直与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当孩子提出任何
要求时，我們会与他们共同讨论那是需要还是想要。就算是有需要，也会按
照他们的目标計划表，以自己的零用钱慢慢的储蓄，等累计了足够的钱后才
买。（详细的做法请参阅：让孩子用自己的钱完成目标一章）我们绝不会因
为別人有，就要來纵容他们，让他们跟別的小孩一樣，毫无立场的跟风。当
然我们也不可奢求孩子们完全不会有欲望，看见別人有什么也无动于衷（如
果真是如此，我想我会担心多过高兴！），只是我们必须善用每一次的生活
教育，那就不至于因为过度纵容他们反而助长他們盲目的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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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己要的东西，用自己的钱买

如果孩子还是执意要买那样东西，你也不必过于強硬。如果你太过于坚持，一定会
遭受到這些半大不小，又具有反判性格孩子的強力反弹，甚至影响了亲子间的感
情。但你也別轻易妥协，最好的办法是：让孩子从自己的零用钱来完成目标，如果
零用钱不够，可以用做家事来抵付。只要孩子有决心购买，他会任劳任怨，以工作
获取报酬，这也是训练孩子规划财务的一个好机会。从辛苦储蓄、赚钱，到购得心
爱的东西，他会更加小心地使用，并加以爱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或许也更能体会
父母的苦心。

每期一点子
此外，我也时常鼓励孩子们通过创意，废物利用，自制自己的玩具。這种做
法不但有助于节制孩子们的购物欲望，也能孕育孩子们珍惜资源，爱护环境
的心态。每次当他们玩着这些「限量版」玩意儿的时候，往往会引起其他玩
伴的好奇与羡慕，有时甚至还会带动潮流，让其他的孩子也模仿自制玩具！ 
而当我们与孩子联手共同创造他们的玩具时，更能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及训
练孩子们的创意，这可说是一举多得！
 如今在我孩子的玩具堆中，有大部份都是「再循环」或通过废物利用自
制的玩具。孩子们不但不介意，反而更珍惜自己本身的「创作」。现在他们
已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每次想要有新玩具的時候，他們都會先找我商量
是否能够著手自制，只要是我们能够自己动手做的，他们都不会花钱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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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信箱

教育孩子何谓价廉物美的商品

请问：
我的孩子在购物时往往不善于挑选，请问要如何教导才会让孩子明
白何谓价廉物美的商品呢？

答：
 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从各式各样的品牌到各式的造型，无不令人眼花缭乱。
若您去市场逛一圈，单单是手机电话就有几十个种类，虽然功能差不多，但是价格却不
一样。我们知道，用合适的钱购买合适的东西，是理财教育里不可缺的教导。何谓价廉
物美的商品呢？从字面上分析，价廉，毫无疑问是价格便宜且合适；物美，所指的是物
品的好坏和优劣。
 什么样的东西才叫做好呢?首先它应该是件合格的产品。告诉孩子，合格的产品应
该有生产商家、生产日期、标准的产品合格证书（检验），此外，好的产品还需要完善
的售后服务体系。除此之外，有一些东西还要注意包装上有没有注明有效日期，特别是
真空包装的食品是不是有破漏等等。
 至于价廉就比较简单了，在品质相同的情况下，价格低的自然就属于价廉的。从
字眼来说，价廉物美其实就这么简单，但是细分起来却很复杂，而且价廉物美是理财支
出中重要的一环，不恰当往往适得其反，看似便宜实则大大的浪费了。因此，它需要很
多生活经验和消费知识，所以尽早让孩子去接触是有利无弊的。
 父母亲可让孩子有机会去挑选商品。例如：当父母亲携带孩子去超级市场购物
时，不妨把购物车交给孩子，让孩子做主采购东西、父母亲可以在一旁协助，但却勿给
予太多的干涉。给孩子挑选商品的机会是要训练孩子对商品的鉴别能力，同时提高孩子
们精打细算的能力。
 现在的产品多样化，每一样都盖有自己特色的烙印，如果仔细地去辨认商品的品
质和价格的等差，不难发现当中的差别。多告诉孩子关于各种商品的价格性差异。不同
品牌有不同的知名度，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价格，不同产地的同类型商品也有不同的价
格。父母亲可以问孩子一个问题：“进口的产品为什么比国产的贵？”那是因为进口的
货物都要加上入口税，因此，进口的货品价格就提高了。这样，孩子就会从父母亲身上
得到答案。在教导孩子时，要考虑到孩子的年龄程度，对较小的孩子就不要用太专业的
知识，因为孩子不一定能接受，因此，多用现实中的小问题来引导孩子思考，这样的效
果往往更好。
 产品的等级直接影响着价格，告诉孩子要价廉物美的同时，还要孩子注意产品的
品质。这样才不至于一味的追求价廉而忘了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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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分享
经济独立个人辅导 

Mr Jason Yap
“成也保险，败也保险”
当初，保险保单占了大部分的家庭支出。虽然是自雇人员，但已让我和太太必须付
出更多的时间去赚更多的钱来供保险，这也导致想经济独立已遥不可及。但感谢凯
顺老师所提供的2种课程，让我了解个人的财务状况及察觉自己当初以为“投资”
的保险，其实是负债的“投资”。经过老师的指导，重新规划自己的财务，重新出
击。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也已达到经济独立。不但如此，老师的课程也有教我们
如何投资，这让我们能把分配出来的资金做投资股票。信托是我们的首选，而都超
过8%回酬，财富逐渐增多，心灵开放、自由！

Ms Chee 
在经过了不断调整2116后，我的家庭开销，投资和保险规划都进入了正常水平。
因为收入的减少，导致开销巴仙率提升，但是还是在掌控之中。孩子的教育基金也
已经逐渐完成。相信就在今年就可以达到目标。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专注在经济独
立的投资当中。由于还有其他的开销导致我们的经济独立的投资还达不到10%。但
是，我们将会从其他基金填补这个不足。感谢老师的教导和悠悠不倦的叮嘱，让我
们从中学习很多很多。我们从无到有都是MonQ 之父 的教导有方。我们的获益何止
是良多！？简直是满溢！感恩！

MonQ 一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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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
偷懒的马终将失败

有这样一个故事。两匹马各拉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走得很好，而后面的一匹常常停下
来。于是人们就把后面一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一辆车上去，等到后面那辆车上的东西都搬
完了，后面那匹马便轻快地前进，并且对前面那匹马说：“你辛苦吧，流汗吧，你越是努
力干，人家越是要折磨你。”
 来到车马店的时候，主人说：“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干吗？不如好好地
喂养一匹，把另一匹宰掉，总还能得到一张皮吧。”于是，他便这样做了。
 可见懒惰是要受到惩罚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必然不可能享受到收获的快乐。

 在任何情形之下，你都不能对工作产生厌恶，这是最坏的一件事。有人觉得工作辛
苦，是由于他希望尽快把工作交差，好去休息或玩乐。这种急于解除负担的心情，会使
工作变得格外枯燥。
 人们对工作厌倦，一部分原因固然是工作繁重枯燥，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己
对工作不能胜任。当工作有成绩并得到赞赏时，本来枯燥的工作也就有了乐趣。
 努力工作，所需的是勤劳与坚忍；努力工作而又能快乐地工作，则是一种智慧。
应该在心中立下这样的信念和决心：从事工作，你必须不顾一切，尽你最大的努力。老
板不在身边却更加卖力工作的人，将会获得更多奖赏。如果只有在别人注意时才有好的
表现，那么你永远无法达到成功的顶峰。如果你对自己的期望比老板对你的期望更高，

那么你就无需担心会失去工作。同样，如果你能达成
自己的最高标准，那么升迁晋级也将指日可待。
  成功是一种努力的累积，如果想登上成功
之梯的最高阶，你得永远保持主动率先的精神。当你
养成这种习惯，你就有可能成为老板和领导者。如果
你的心中有一匹偷懒的马，那么，赶紧将其驱除吧，
小心它会将你拉往失败的道路！

成功是一种努力的累积，
如果想登上成功之梯的最高阶，
你得永远保持主动率先的精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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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顺老师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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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够拥有花不完的钱及无止境物质上的享受就是财务自由。
然而，要拥有金钱财务，就必须付出精力、时间及心思。
因此，往往在得到金钱上少许自由的同时却必须在生命上赔上更多的自由。
你的灵里是否感觉上帝要你把某些真实的或隐藏在你心里的东西交给他呢？
如果我们让这段修剪的过程继续下去，便会得着更多的自由，去祝福别人。
这种自由会渐渐取代原来想拼命紧抓的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年轻时在麦肯锡咨询公司
上班，当时她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律师。
　　
　　有一天，拉加德去见一个客户，争取跟对方签订长期合约。为此，她提前准备了一
星期，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但她仍然心怀忐忑，因为竞争对手实力强大。
　　
　　拉加德走在大街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毫无防备的她急忙脱掉鞋子，赤脚赶路，唯
恐淋湿了脚下的名牌皮鞋，因为客户就是这个品牌的拥有者。
　　
　　那天的谈判异常顺利，拉加德几乎毫无悬念地击败了对手，签下了合同，她暗自庆
幸自己准备充分。
　　

　　就在拉加德打算离开时，客户却笑眯眯地说：“
刚才下雨的时候，我就站在窗前看风景，正巧看到
你拎着鞋子光脚走路。看到你这么珍惜我们公司的皮
鞋，我没有理由不把这笔合同給你。”拉加德没有想
到，自己的无心之举居然赢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
笔合同。
　　
　　有时候，机会格外青睐懂得尊重和珍惜的人，因
为他们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这样保持良性循
环，一定会叩响成功的大门。

脱鞋走路赢来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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