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nQ e-会讯
第40期 | MonQ e-会讯

NEWSLETTER ISSUE #40 04/2019 For Internal Circulation Only

T: 06- 6011122
F: 06- 6011122

Premier Provider of MonQ Learning Programme For Children, Youth and Adults

45-1, Lorong Haruan 5/2, Oakland Commerce Square, 
70300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E: 2116@monq.my
W: www.monq.my

炒猴子

养母鸡
VS



第40期 MonQ e会讯 | www.monq.my2

11 会心一笑

理财知多少05
租屋买屋的利弊

09 亲子理财
追求心灵财富

主编的话03
炒猴子 VS 养母鸡

财务工具分析
投资重价格还是价值

17 心声分享

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
20	 人生小语

12 每期一点子
快乐与理财

心灵驿站
三只钟的故事

19

目录

理财信箱
孩子可以在学校做
生意赚钱吗？

15

07



几天前有一位朋友把下例的文章，贴在一个社交平台，并
邀请其他人给一些个人看法：话说有一个商人来到一个

小村，村子周围的山上住满了许多猴子。商人就和村子的农
民说，我要大量的猴子，100元一只。村民不知是真是假，
试着抓了只猴子，商人果然给了100元。于是全村的人都去
抓猴子，因为这比耕种划算得多了。 黄凯顺	硕士

MonQ财商学院执行长

主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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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猴子 VS 养母鸡

		 很快的，商人买了两千多只猴子，山上猴子很少了。商
人这时又出价200元一只买猴子，村民见猴价翻倍，便又纷
纷去抓，商人又买了，但猴子已经很难抓到了。

	 商人又出价300元一只买猴子，猴子几乎抓不到了。

	 商人更出高价到500元一只，山上已没有猴子，三千多只猴子都在商人这里。

	 这天，商人有事回城里，他的助手到村里和农民们说，我把猴子300元一只
卖你们，等商人回来，你们500元卖给商人，你们就发财了。村民疯了一般，把锅
砸了卖铁，凑够钱，把三千多只猴子全买了回去。助手带着钱走了，商人也没有回
来。

	 村民等了很久，起初他们坚信商人必定会回来以500元买他们的猴子，后来
终于有人吃不消了，因为猴子还要吃香蕉，还需要花费，于是纷纷把猴子放回了山
上，最终山上又是到处猴子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股市！
	 这就是传说中的信托！
	 这就是传说中的黄金市场！
	 这就是传说中的房市！
看清市场讯息	勿被谣言误导

	 首先，这位朋友发表她个人的感想，说当她看了这篇文章后，感觉整个社会的
经济体系原来是那么的诡诈和危险，因此，顿时对现代金融体制感到失望，对投资
市场感到不安，同时也感觉前途好像失去光明，自己的信心也受到极大的打击。

	 不久后，另外一个看法很快就进来了，认同上市公司都是耍手段的。
	
	 他以前的老板就是这样。



	
	 一开始的时候，就以各样的承诺和令人鼓舞的投资预测公告天下，以这些令
人难以抗拒的“风声”和“信息”吸引投资者。

	 待投资者不疑有虑地纷纷把血汗钱都投进公司以后，
却完全没有实践将所承诺的出来，最后还索性把公司
一把火给烧了而关门大吉。

	 接下来便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在道出江
湖险诈及老百姓的无奈等等……顿时好像前
途茫茫，天空突然变得暗淡。

间中，当然也有人尝试以一些正面的信息，
试图把情况扳过来，
然而看起来还是正不敌邪！
难道这真的就是我们社会所处于的状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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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群之马唯利是图

	 还没有为大家分析这情况之前，我有两个消息要告诉大家：一项是好消息，
一项是坏消息。

	 以我过去的经验，大家都惯于先听坏的！坏消息就是：我们的社会的确就是
如此糟糕！

	 如果你还有“力”再听下去的话，好消息就是：我们的社会其实是一片好
景！最公平的是两者之间全由你决定！

	 是的，我们的社会的确充斥着唯
利是图的害群之马，因此，在某些时
候某些人可能会利用某些不正确的手
段来达到自己的私利。

	 但我们不应就以偏概全地认为：

	 所有市场上的投资都是不好的！
	 所有的报告都是一些“有心人士”
	 在设陷阱骗人的！
	 所有的时候全部人都是在作弊的！
人云亦云误踩陷阱

	 当有人在散发风声的时候，讲的人不错（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在做工），
听的人也没错（因为你无法阻挡不当的信息传到你耳朵），只有那些随意跟风的人
才大错特错（因为你不做功课，没有好好的分析事实的真伪，不求证就当真）。

	 市场的黑暗，可怕的不是股票、基金、地产、黄金，最可怕的是那些没有付
出，却因为贪念驱使而贪求快速致富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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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社会上充斥着这些心怀不轨的想法，当有心人士在设陷之际，就这
么容易得逞。
	
	 如果说整个股票市场都有问题、都是骗局，巴菲特早就葬身股海了，何时轮
到他单靠股票投资，就能成为世界第二首富？
	
	 当然，当我如此说的时候，并不代表我对所有的股票、基金、地产、黄金等
投资都表认同。就如我刚才所说，世界是公平的，你如何看待一件事情，你也将
获得同等的回报！
	
	 假如你以为投资为不必付出，只要投入一笔，就期待快速致富，其实你已将
自己置放于投机性的金钱游戏。
	 别忘了，在这个游戏里，当你急于赚别人的钱之际，别人也正有此意，可惜
的是，这场金钱游戏并不由你来主导，那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要赚钱先做功课

	 也许大家很想告诉我，其实我们是无辜的，我们只是受害者，因为不懂到底
他们在做什么？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我也只能告诉你，是你心甘情愿的选择了当受害者。世
界上有这么简单的道理，不懂自己在做什么就能赚钱？

	 许多人一讲到投资就急着要赚钱，然而我认为成功投资的首要原则，并不在
于你能赚多少钱，而是不可以失败。

	 如果连本都没有办法保住，还谈什么成功？在这前提下，投资者首要考量的
是自己必须掌握所投资的项目。
	
	 可惜的是，许多人在还没搞懂自己在做什么之际，已被急功近利的贪念驱
使，还希望能快速致富，结果是在糊里糊涂的情况下“下注”，后果如何大家可
想而知！

炒猴子不如养母鸡
	 也就是这个原故，我一直强调，身为一个有责任的投资者，我们务必对投资
有正确的认知，同时也不断地在办课程，引导投资者明白自己投资的目的、并通
过对市场、各类投资项目及相关报表的认识，清楚自己投资的公司、选择自己可
以掌握的管道。

	 当市场上有很多人在“炒猴子”之际，我们不断的在教导如何以正确的心
态，开农场牧养会生蛋的“母鸡”。

	 我们活在这世界，但不要效法这世界，反之要以MonQ的精神来转化这个世
界，这就是MonQ的创业理念。

	 会生蛋的母鸡何处寻？日后且让我们慢慢的找！



理财知多少

租屋买屋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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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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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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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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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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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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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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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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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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工具分析
投资着重价格还是价值？

			 相信各位读者，不论是投资新手、老手又或是门外汉，对於“买低卖
高”的投资原则也至少有所听闻。顾名思义，即就是在价格偏低的时候买
入并於日后升高时卖出方能获利的投资原则。因此，众多投资人在作出投
资决定时，价格成了首要的考量因素。让我们由以下的对话例子中一起探
讨个中的原因。

	 陈先生（以下简称陈）：“我近来买入了一只股票。”
	 杨先生（以下简称杨）：“你买入的价格是多少？”
	 陈：“每股RM6。”
	 杨：“那么贵？我的投资方式就和你不一样。我是专挑价钱较低的	
	 	 			股项。一来，可以买到较多的股。二来，又能以较便宜的价

	 	 			钱买入，做到‘买低’的原则。”

	 陈：“可是，我听朋友说，以目前的价格来看，这间公司还是值得
	 	 			买入。而且，听说还会起呢！”

	 以上的情景是否似曾相识呢？究竟陈先生与杨先生的投资方式，何者
值得我们去参考呢？在还未继续探讨下去之前，让我们来看看这同样的情
景也会发生在我们前往超级市场购物的时候。

	 超市的疏果部，经常会将物品进行分类。依据不同的品种、原产地、
重量等标上不同的价格，对於稍欠新鲜的物品亦会另以较低的价格出售。
此时此刻，聪明的读者会不会只看价钱就马上掏腰包，专挑最便宜的就大
买特买？还是会先仔细观察疏果的色泽，表层是否有腐坏的迹象，又或是
菜叶是否有太多枯黄的部分等等施展一番无师自通的“蔬果研究法”。如
果各位有这么做的话，这其实就是正在做着购物的“功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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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读者也许会想，这还用说吗？如果不检查清楚，万一买了回去才
发觉“货不对版”，丢掉又可惜，这样的情形纵使让我们买到便宜货，
又有何用？由此可见，购物时，我们会明智地针对物品进行品质检验，
当物品能符合标准，一一过关能为我们带来应用的“价值”时，才付钱
而不是一味捡便宜。

	 回到之前提及的股票投资，究竟我们是要买便宜的又还是贵的才
是上策？相信各位读者心中有数，如果我们投资是凭着感觉走，也不清
楚该上市公司的业务情形，当公司不幸面临倒闭，股票变成一文不值的
厄运时，不论我们是买在RM10,又或RM1，同样会“公平”的沦落到血
本无归的境地。因此，我们不能单凭所付出的价格来判断陈先生或杨先
生的方式才能带来回酬，而是要了解该投资能否为我们带来价值，比如
说：公司的盈利情形，股息回酬、发展前景等等。与其累积满手自己不
了解的“垃圾股”还不如精选几支优质且能掌握的股项，让我们的金钱
运用的更有效率，方能增加投资胜算。

	 谨记，投资讲求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只有勤做功课的投资者才
能“慧眼识英雄”，选出深具价值的投资项目，待日后该项目的价值被
彰显出来之际，回酬自然会水涨船高。反之，只单由价格随意作出决定
却没有发觉自己上了一艘破船，待日后别人水涨船高时，我们就只有淹
船喊救命的份了。

	 最后，如果各位读者在投资以前都记得本文的“蔬果研究法”，着
重物品的价值而非价格，自然就可免去许多不必要的亏损。因为，股神
沃伦.巴菲特亦有一句名言道：“价格是你付出的代价，价值才是你获得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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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理财

	 「阿宏，去云顶演唱会的票买了吗？」
	 启文这句话，让阿宏在发呆沉思中惊觉过来。阿宏一个人呆坐
在课室外的树下，心里其实就是在想着这件事，上回谢霆锋来云顶
开演唱会,他绞尽脑汁,使尽浑身解数,就是无法说服老妈子答应让他
去。

	 「一张票至少150令吉，太贵了！」妈妈上回说的话至今仍在
他耳畔回旋著。阿宏也知道爸妈赚钱不容易，可是班上的同学大部
分都去了，就只有他没去，真是丢脸极了。

	 「阿宏，你的票到底买了没有？」启文又再问了。

	 「我。。。我。。。」

	 「什么我，我，我。。。吞吞吐吐的，我正好要去买，如果你
还没买就帮你多买一张，听说这次的演唱会棒极了！我们全班差不
多全都会去！错过了这场演唱会，哦！我将会遗憾终生。。。。」

	 其实，错过了这场演唱会，阿宏也会十分遗憾。那位歌手是他
最崇拜的偶像，为了买他的卡带，照片，海报，阿宏已经花了不少
钱了。如今一张票至少要200	令吉，他哪来的钱呀！

追求心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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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呢？很多父母，甚至孩子本身都感
到疑惑，成年人有实际的工作经验，比较能体会钱得来不易，再加
上人生体验比较丰富，抵抗「诱惑」的能力与定力，也比较好一
些。可是，对这群青少年来说，心中偶像出唱片了，海报酷极了，
哇，赶快去买！同学一邀，打保龄球，唱卡拉OK，说走就走！这样
一来，几十令吉甚至上百令吉就不翼而飞了。难怪常常埋怨钱不够
用。

	 为了满足欲望，很多青少年会去打工。打工具有正面的意义，
但有必要为了欲望，而将宝贵的时间用在工作上吗？毕竟在这学习
阶段，学生就应该以课业为主，打工应该是用来磨练以及增进社会
经验，而不只是为了赚钱。

	 我相信父母亲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为了满足欲望，而外出打
工。可是又没有那么多钱供应；更重要的是不愿意孩子们变得太虚
荣，沉溺玩乐，一味地去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却又想到孩子
们的活动多半是受到同侪的影响，一再的限制恐怕会引起孩子的叛
逆，该怎么办呢？

	 我深信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及追求心灵的财富才是最重要的，其
实心灵财富是垂手可得的，例如，图书馆就是丰富心灵的好地方，
你几乎是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许多丰富的宝藏。除此之外，出席讲
座会，戏剧，音乐会，艺术创作等等都是累积心灵财富的方法之
一。

	 一个懂得追求心灵财富的人，对物质的需求会相对地减低，也
可以判断出什么才是最有价值及最重要的。身为青少年的你如果能
及早拥有心灵财富的话，就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时时当「伸
手将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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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二人经过五星级饭店门口，看到一辆十分豪华的进口轿车。

儿子不屑地对他的父亲说：“坐这种车的人，肚子里一定没有学
问！”

父亲则轻描淡写地回答：“说这种话的人，口袋里一定没有钱！”

豪华轿车

卖苹果的喊道：“新鲜的苹果，进口货。便宜买了啊。”
过路人一听进口货，便你一斤、他一斤地买上了。
有人尝了尝说：“这很平常的苹果吗，是进口货吗？”
卖苹果的：“您这一张嘴，它不就成了‘进口’货了吗？”

进口货

我：“鸡蛋多少钱一斤？”
卖鸡蛋的：“三块。”
我：“太贵了吧！×××超市才两块八。”
卖鸡蛋的：“超市？小伙子，看你这样子还没结婚吧？”
我：“是	啊，没结婚，怎么了？”
卖鸡蛋的：“有女朋友吗？”
我：“有啊，你问这干吗？”
卖鸡蛋的：“去×××超市一般要带着女朋友去吧！”
我：“对啊！”
卖鸡蛋的:“到超市不会就买鸡蛋吧，一定忍不住买点别的东西吧！”
我：“……”
卖鸡蛋的：“最后谁掏腰包？”
我：“……”
卖鸡蛋的：“那现在我的鸡蛋还贵不	贵？”
我：“一点儿不贵！给我来十斤！”

买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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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一笑



	 之前我曾经谈到以正面思维战胜钱不够用，刊出后接到许多读者鼓
励的电话，分享文章中的思维如何让他们的生命得到帮助。当中的分享
也让我发现到一个人除了要拥有正面的思想观念外，还要选择过一个快
乐的生活。你可能在这时候正面对经济上的困难，或者前面有着极大的
阻扰，你有最好的理由让自己快乐不起来。但是，一直不快乐并不会让
你的经济情况好转；负面消极的苦恼也不会对事情有所帮助。

	一个总觉得钱不够用的人，
许多的苦恼就会如藤萝般盘据心中，
快乐不起来，因为心里总有许多的
不满感尚未填满，满肚的抱怨尚未发泄，
导致日子无法充满喜乐与平安。

	 其实想要赚更多的钱时没有错的，但是有些人却认为要靠微薄的薪
水赚大钱太辛苦了，就希望靠投机赚钱，因此心中打的如意算盘是：如
果能买张万字发财，是最好不过了，不然就希望每天买低卖高，无需用
大脑也能轻易算出，只要投资一点钱就能赚大钱了！事实上，如果赚钱
真的如此简单就能达到的话，那还有谁愿意勤奋工作用劳力换取呢？此
外，一旦其	投资不如所预算的理想，只会让这种已经不快乐的人更不快
乐，下场比不投资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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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期 一 点 子

快乐与理财

其实理财除了学习技术外，
也要学习让自己先快乐起来。
即使现在的财务状况不好，
也要以正面的态度接受事实，
过着赚多少就过多少钱的日子。

如果能抱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
先让自己感到满足，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快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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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人接受现实，本本分分的生活，知足常乐之后，就可以轻
松的理财，不仅可以专心工作，全心投注在自己的事业上，使本业做
好而增加财富，同时在理财规划方面也可循序渐进的实行，到时理财
会是保护工作所得的工具，同时取得合理的回酬，无须一边工作，一
边分心於短线进出股市，将投资当成投机赚钱的代替品，而妄想一夕
致富。一个生活满足快乐的人，内心的喜乐与平安更能胜过家财万贯
而无法知足的人。

								此外，我们也别一昧的盲目跟别人比较，正所谓人比人，气死
人。人往往喜欢拿自己最弱的一方面跟别人比较，而忽略了自己所拥
有的。比方说一个人所有的资产就只有那一辆名贵的车，而我们却偏
偏拿自己的二手车与他比较，忘记了我们除了车以外，我们拥有美好
的家庭，乖巧的孩子，一帆风顺的事业，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却富
足及喜乐。

								与人比较，希望自己也像他人一样的穿着讲究，开豪华轿车，住
高楼洋房，或穿戴名贵首饰，徒然的只能让你处在低人一等，矮人一
截的思想与处境，无法带给你快乐及健康的心理。同时也会让我们不
自觉的花费了本来不需要拥有的东西，不但不能按照自己本身的能力
许可去拥有，也未能按照计划去实行。万一你真的拥有了不是你能力
范围所该拥有的，这些东西可能带给你的是负担而不是欢乐，因为你
可能开始为着下一期的贷款偿还抓头皮了。

	 无论你现在身处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都要了解自己的经济能
力，照着‘先分配，后花费’的理财原则，立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方
向，按着自己的能力，不做妄想的投资，一步一脚印地做好本身的事
业，不把自己与他人比较，保守你心，搞好心情，做个理财有方向目
标的快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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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可以在学校做生意赚钱吗？

孩子想在学校做生意赚
钱，身为父母该怎么做？

问题：

	 身为父母的对于还是在籍学生的子女但求学业进步，听教听话就已是
心满意足了。倘若孩子还能在其他方面如体育或才艺有出色的表现更加是
锦上添花。因此，父母多半也不会介意孩子多学几样课外技能，充实生活
之余也能培养兴趣。话说回来，如果孩子从小对才艺方面兴趣缺缺却有做
生意赚钱的念头时，各位父母的反应又是怎样？

	 其实，孩子从小就有这种观念并没有问题，反而是值得鼓舞。不管我
们心中的即时反应是怎样，身为父母的都不能先入为主马上给这位“小商
人”下定论。更多的时候是应该鼓励孩子发表他们的“商业计划”，抱着
先了解他们的想法为出发点。籍着与孩子交流的机会，父母亲首先必须确
保孩子所经营的生意不是违法及不道德的。这一点显然非常重要，否则孩
子从小就会对生意产生不正当的观念，变成唯利是图。如果孩子的生意经
过我们“审查”后宣布过关，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如何去看待呢？让他继续
经营又怕影响学业，勒令他收档又太过专制。

	 还是让我们暂时放下矛盾及复杂的思绪，先和各位分享一段关于股神
华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童年事迹，看看其中能否带给各位一些启
示。

	 巴菲特从小就展现了对金钱的
热爱与经商的头脑，还是5-6岁时就
懂得由祖父所经营的杂货店以25美
分买入六瓶装的可口可乐再以每瓶
5美分卖出给附近的邻居。

	 此外，他也挨家挨户兜售过口香糖及派送报纸并从中累积资本。于是
在11岁时就买下人生的第一只股票。14岁那年，他买下一片40公顷的农
田并将它出租给佃户从中收取租金。也许有父母亲会担心那么巴菲特的学
业有受到影响吗？事实却是巴菲特在学习方面并不因为经营生意而退步，
他最后在哥伦比亚商学院顺利毕业。

理财信箱



	 当孩子由生意赚取的钱越来越多之际，他们对于金钱管理的责任也随
即增加。父母亲必须了解到虽然钱是孩子赚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
以任意花费，为所欲为。因此，父母亲也可趁机教育孩子学习“先分配，
后花费”的理财原则将零用钱与生意收入精明地分配致即时花费、财务目
标（长期与短期）及捐献等三大领域。为了给予孩子更大的发挥空间，我
们亦可选择鼓励他们设立较为新鲜且他们有兴趣的目标如:长期投资于信托
基金以多元化孩子的金钱管理能力。

	 话虽如此，尚若孩子坚持“我的钱是我的钱”，花费的决定由我做
主，父母又该怎么办？举例孩子用生意赚取的钱购买电子游戏后大玩特玩
导致荒废学业。然而这并不是理财又或是做生意引发的问题，而是牵涉到
我们欲望管理的课题。纵使我们不给他钱，但他很想要的话，还是会想尽
办法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虽然我们不能阻止他们购买电子游戏但我们可以
针对玩乐的时间和孩子协商，做到给予自由的权利但不允许孩子滥用自由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谓：“因材施教”，既然孩子在生意方面展现出他们的兴趣，为人
父母不应该过分担忧而白白抹杀孩子学习的机会。生意虽小但孩子从中得
到的人生经验却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让孩子可以一展所长，也同时给他
们体会到赚钱的辛苦与挑战，为日后出来社会打拼筹集了“宝贵”的竞争
本钱。

理财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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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做生意本身并不会使孩子荒废学业
或变成“势利眼”。主要是父母亲如何去引导孩子
在这一方面发展才是关键。因此，我们在鼓励孩子
之余也要注意灌输他们做生意应该以服务别人、服
务社会为目标而不是不择手段谋求暴利。从小让他
们明白到只要我们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能惠及他
人的话，金钱也不再是我们要忧虑的了。



第40期 MonQ e会讯 | www.monq.my 17

MonQ 营 及 Super MonQ 营 2018

	  谢谢你们这三天两夜所谓我们付出的一切一切…三天很快就过去
了，这几天都很尽力地去完成了你们所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任务过后
的感觉，不是一般所能体会得到的那种满足感。虽然第一天你们对我
们蛮严厉，但我能理解你们的用心良苦，真的真的很谢谢你们。
 三天都熬过去了，我也觉得现在的心态和时间管理的方面我已经
都在进步了。心态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心态太过消极真
的完成不了任何事情，谢谢你们让我改变这两点。
 希望以后我们还能见面，I will be back!

Super MonQ Camp 2018 – MonQ Land Joycelynn 学员

心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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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MonQ Camp 2018 – Kuching 学员
	 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在想：我过后的三天要怎么熬过去啊？但是
后来我明白你们十分严厉的训练、磨练，就是要让我们从一个懒散、堕
落、没纪律、慢吞吞等的性格改变，突破自己。

 我在这个营会真的学到许多，不止如何理财的问题，还学会了人
生的价值，成为一个不仅负责又有纪律的人。

当营长说下粪池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又不可以违反营
规，所以只好下去，尝试不曾这样的自己，直到刚才营长才说原来那只
是个沼泽地而已，但我很高兴，因为我成功从思想上克服自己了。

 之后的晚上还有死亡挑战，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勇气独自在黑暗的
森林里，可是老师之后开导了我，我也思考了许久，决定挑战自己，去
突破自己，成为不一样的自己！我没后悔接受了这个挑战，也克服了对
黑暗的恐惧。进入了森林，反正伸手都不见五指，不如闭上双眼，想自
己爱的家人，自己想做的事，这样恐惧就会渐渐地减少了。

 我十分感谢在这三天所经历的事情，所学到的课程。我也会学以
致用，去改变我接下来的生活。朝着目标前进，永不放弃，突破并坚持
到底，超越极限！谢谢!



	 	 一只新组装好的小钟放在了两只旧钟当中。两只旧钟“滴答”、“滴
答”一分一秒地走着。其中一只旧钟对小钟说：“来吧，你也该工作
了。但我又有点担心，你走完三千二百万次以后，恐怕就吃不消了。”

　　“天哪！三千二百万次。”小钟吃惊不已。“要我做这么大的事？
办不到，办不到。”

　　另一只旧钟说：“别听他胡说八道。不用害怕，你只要每秒滴答摆
一下就行了。”

　　“天下哪有这样简单的事情。”小钟将信将疑。“如果这样，我就
试试吧。”

　　小钟很轻松地每秒钟“滴答”摆一下，不知不觉中，一年过去了，
它摆了三千二百万次。

	 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幼时的梦想越走越远，风霜的磨
砺和肩上的重担时时让我们不知所措，于是我们不知道下一步的方向。
每个人都希望梦想成真，成功却似乎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倦怠和不自信
让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放弃努力。当你初次接触富饶事业时，也许你
会感到害怕和担心，质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天
空？

	 然而事实证明，再伟大的事业也是一点一滴努力奋斗的结果，走
出第一步之后，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好学、勤奋、上进、善良的心，事业
的成功就孕育在每一点滴的努力当中。真正惊讶的，是当你一个月、一
年后将自己的劳动所得拿到手中时的感动，努力没有白费，付出必有收
获。不必再怨天尤人或是妄想未来，需要的仅仅是你现在的点滴付出。
每秒“滴答”摆一下，成功的喜悦就会慢慢浸润我们的生命。

三只钟的故事
心灵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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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
										有一个富人，害怕自己死后财产将对他毫无作用。他的朋友建议他做一
些善事，这样在他有罪的时候就会得到原谅。他采纳了朋友的意见，但他有一
个条件，就是只帮助对生活完全失去希望的人。
　　
　　一天，富人走在街上，他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正坐在垃圾上。富人
想，“他一定是一个对生活丧失信心的人。”于是便丢了100枚金币给了那个
人。
　　
　　富人的举动让穷人很吃惊，他问富人为什么要送给他那么多金币，全城有
很多的穷人为何偏偏选中了他？
　　
　　富人告诉他自己曾发誓只帮助对生活完全绝望的人。听到富人的话，穷人
抓起那100枚金币扔还给了富人，弄得富人狼狈不堪。富人埋怨穷人不仅不感
激他，还侮辱了他。
　　
　　穷人回答说，因为富人给予的礼物不是出于善意，恰恰相反，这个礼物太
恶毒了。只有死了的人才没有希望，所以富人的礼物简直就是死亡。
　　
【大道理】：

　　恰恰是富人对生活完全失去希望。

财富并不能代表希望，我们的希望不是来自于财富，而是发自我们丰富的内心
世界。

人生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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