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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在现今社会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目
前，每一个手上有点钱的人都希望为手上的钱寻找一

条“好”的出路；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积极地加入理财的
行列。	
但是，我总还是听到有人在叹息：“我手上没钱，如何理

财，理财是有钱人的事，等我有钱再理吧！”理财是富人的专利？这理论在现今社
会已不成定理了。如果今天你还抱持这种想法，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众所皆知，社
会上真正有钱人毕竟只占少数，中产或中下阶层却仍占极大多数。由此可见，投资
理财，就像家里的柴米油盐一样是生活上的需要，不管你是有钱，没钱，打工族，
无固定收入族都不应逃避的事。即使你现在捉襟见肘，微不足道的1令吉储蓄也
能“聚沙成塔”，如运用得当，说不定可能成为你“翻身”的契机呢？

黄凯顺	硕士
MonQ财商学院执行长

主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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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我们身边，不乏一些光喊穷的人，时而抱怨物价太高，老板发的薪
抵不上高涨的物价；时而又自怨自艾，恨不能咬着金锁匙出世；或认为投资理财
是件很“俗世”的事；更甚者是把投资理财与“有钱人”划上等号，加以煲贬。
殊不知，这些人都陷入了予盾的思想逻辑--	一方面深切体会金钱对生活影响巨
大，另一方面却又不屑于追求财富的聚集。

	 当下，我们应该改变过去旧式的思想模式，学习正确的金钱观念。我们既
然知道金钱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就应正视它的实际价值。当然，过分看重金钱
也会扭曲个人的价值观，成为金钱的奴隶，甚至为了钱，不惜一切，做出违背良
心，伤天害理的事。因此，你需要选择诚实地面对自己，究竟自己对金钱抱有怎
样的看法？自己的所得是否与生活不成比例？金钱问题是否已成为自己“生活中
不可避免的痛”了？

 理财是富人的
 专利吗？



	 财富能带来生活安定，快乐与满足。适度的创造财富，不要被金钱所
役，所累是每个人都应有的生活之道。因此，我们要认识到：“钱财不是万恶
之根，贪财才是罪恶”，同时，“贫穷并不可耻，有钱也非罪恶”，认识理财
确实能改善生活，让生活更有目标与方向。
	 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富足的人生。而富足的人生是须要经过无
数的选择。首先是你要选择正确的观念和思想，告诉自己是富足而且是有盼
望，会过得越来越好的。再来是要选择正确的行动，你要学习投资和理财及有
明确的财务目标。
	 要圆一个美满的人生梦，除了要有一个好的人生目标规划外，也要懂得
如何应付各人生不同阶段的生活需要，而将财务做适当计划及管理就更显得重
要了。因此，既然理财是一辈子的事，何不及早认清人生各阶段的经济目标，
制定符合自己的财务规划呢？
	 谨记，理财不是富人的专利。不管有钱没钱，只要有钱经过你的手，你
都有责任的去管理手上的每一分钱，按着百分比去分配。只要不是贫穷到一无
所有，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达到经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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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投资问题纠结你一生！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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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知多少

在现代经济发达的社会里：
每一个人都知道投资很重要，
许多人都在投资或有过投资的经验，
却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掌握投资！
现代人与投资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最为难的是：原本在这方面已经没有问题的我，切必须经常为别人的问题烦恼。
我的手机、电邮、短信、微信、Whats	App、面书等等各种社交网络几乎每一天
都会收到源自世界各地类似下列的询问（有些时候一天甚至不只一宗）：	

“保险/基金/股票/黄金/白银/期货/外汇...可以买/投资/炒/玩吗？”
“xx直销好吗？可以做吗？”
“xx外国xx可以投资吗？”
“已经赚了xx的股票/基金/房地产...可以卖了吗？”
“xx高回酬的网上生意/投资...可以做吗？”	

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其他讲之不完，数之不尽，各式各样的“投资问题”。其实
这都是些换汤不换药，只是	What,	Where,	When,	Who,	How	稍微有异，性质上
尽都相同的问题。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原本就已经非常忙碌，日常生活中还必须周而复始地面对
着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投资问题，你说日子怎么会好过？
	 初出道时，本着怜悯和慈悲心肠，我总是来者不拒、积极尝试为所有的问题
寻求解决方案。忙碌折腾了一段日子后才发现，我如此做不但帮不上忙，反而把
自己搞得快要精神崩溃。
	 初出道时，本着怜悯和慈悲心肠，我总是来者不拒、积极尝试为所有的问题
寻求解决方案。忙碌折腾了一段日子后才发现，我如此做不但帮不上忙，反而把
自己搞得快要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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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问题如果真的那么容易解决就不算是问题了。然而这些都不是三言两语或
是一个标准答案就能解决的问题。
带着问题的人开始的时候是问：	

“可不可以买？”
过不久则问：“几时买？”
接下来再问：“买哪一个？”
转个身又问：“何时卖？”
卖了过后又再问：“几时可以再买！”	

天啊！这些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没有把这些问题彻底解决，却经常在问题中打
转，这不正是现代人痛苦的根源？	

	 然而，就如我们之前所提及，假如一个人要达成经济独立，就不能单靠“停
手就停口”的工作收入，而必须有延续不断的投资收入。既然投资对每个人都那
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地正视它，通过课堂上的学习，将所有的投资问题解
决并把投资掌握好？
	 为了让群众有所省觉，同时也让自己以后好过一点、不必没完没了的一直扛
着许多人的问题，我开始改变方针，以教育的方式引导群众正视问题。
因此每次被问及有关投资问题时，我都尝试以反问的方式让他们省思：
	
“你的投资目的是什么？”
你想，群众会怎么回答？
“赚钱”
“赚钱啰！”
“当然是赚钱啦！”
甚至有人反问：“不是赚钱是什么？”
当我再问：“那，赚钱的目的又是什么？”
若是你听了我这道问题，是不是轮到你被气得发疯？	

其实我想问的还不只这些呢！可是许多人还不等我有机会继续问下去，就很直接
地回到他起初的问题并强调：“你只需要告诉我’可以’或’不可以’就好了，
何必讲这么多？”
看！这样的对话往往就是搞到不欢而终！



财务工具分析
到底是你在为保险单打工
 还是保险单在替你打工？

以下是我在一个群组看到的“名人买保险，让保险单替我们打工”的资讯，忍
不住要向大家说：
这种理论可行性有多少？也许是我的见识少，到目前我还没有见过！
在此也公开的邀请，离开了保障的范围，有谁正在享受或目睹过保单为一个人
打工而达至经济独立的案例告诉我，好让我能眼界被打开，增广见闻，先谢
啦！
相反的，每次在我课堂上出现的却是有无数人替保险单打工的现象！最爱莫能
助的就是那些：人已经退休，保单却还没退休的难堪处境！
当你看到这个信息，请不要冲动下结论：我在唱衰和贬低保险！
如果我不认同保险在保障方面的需要，MonQ 2116 其中一个1 的10%保险规划的
分配就完全没有立足点了。 
切记，保险被创造最原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和分担风险。
股票被创造最原始的目的就是为了集资和共同经营。 
海洛因被使用的目的是用于治疗。 
离开了这些原创的目的，被不恰当使用时，紧接下来的可能是灾难，而不是祝
福！
但愿大家有聪明智慧，晓得如何在年收入10%范围以下 ，适当地进行全面的
保障规划，以便能够让保险有效地解决保障的需要，同时脱离为保险打工的窘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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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理财

会储蓄就是懂理财吗？
	 相信诸位父母亲都会认同教育孩子理财是一门富有挑战性的学问。可不
是吗？许多人往往都对教育孩子的分寸拿捏感到忧心。这边厢担心过分注重
金钱会使孩子变成“算死草”，另一边厢又顾虑太过放松会使孩子骑上头反
过来向父母亲说教。然而，故事还没结束，孩子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呢！孩子
花钱如水且抱怨频频是诸位父母“头痛”的主因。反之，如果您的孩子很会
储蓄，在生活中亦非常看重钱，不乱花钱时，你是否应该深感欣慰？

	 孩子善于储蓄固然值得鼓励，但若是对于该花的钱也一毛不拔，甚至
还期望别人为他付出，更不用说慷慨捐献于别人时，父母不要认为孩子是在
理财。这样的行为确实是能积累到金钱但这绝对不是理财生命的体现，只是
贪念萌芽的展现。真正懂得理财的人对于金钱的态度是不分彼此的，珍惜自
己的钱的同时也会为别人的荷包着想。因此，这种不良的心态需及时纠正过
来。

既然已经成为了习惯，改变的过程时
不但只是孩子需要经历激烈的内心挣
扎，父母也同样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对于孩子应该用自己的钱来支付的项
目则无论如何都不可因为他贪图别人
为他付出，不舍得用钱而让自己生活
得刻薄就一时心软帮他支付。相信众
多的为人父母都会赞同今时今日的小
孩是“人小鬼大”的，他们的“诡计
多端”不是我们可以掉以轻心的，其
“察言观色”的本领更不是我们大人
们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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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还抱着不应和小孩计较太多的心态，在他们面前心甘情愿地
败下阵来，那么我们无疑让他们的计谋得逞，促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得
意忘形而误以为日后只要坚持这种方式就可以容易获得金钱。所谓“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如果小时没有得到父母的正确教导，日后长大时则会变本
加厉，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甚至作奸犯科走上不归路。因此，无论在何种情况
下父母都不可给予孩子妥协，否则“爱”他反而变成“害”他。	
	
	 对于孩子不舍得捐献的原因则很大可能是父母没有让他了解到捐献的
意义所在，他们不能了解为何别人和他非亲非故，为何要将金钱捐给他们。
因此，父母首先要做的是透过带他实地参访慈善机构让他有机会亲身体验别
人从他捐出的钱受益时，捐献对他而言才会有意义。比如说同样一笔钱花在
自己身上购买“想要”的东西以提高现有的生活水平充其量也只是锦上添
花，不能带来多大的意义。但是，这笔钱要是花在“需要”的人们身上可是
会带来雪中送炭的助益。因为这将改变他们的生活，让贫穷的人有机会上
学，治病及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

	 他此时更会深感自身的幸福，发觉到原来将手中的金钱慷慨地捐献于
需要的人为他人带来希望、爱心及祝福他人生命时，金钱才会更好地发挥起
作用，结出累累善果。若能让他了解到这真理，相信再怎么贪心、吝啬的人
都会乐意捐出金钱造福人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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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的妈妈是个企业的会计，经常带小明去银行存钱。有一天，小

明问妈妈：银行辛辛苦苦地帮我们管钱，为什么还要付利息给我

们？妈妈笑小明真是一个傻孩子，因为银行会把我们存的钱以更高

的利息借给别人，并赚更多的钱啊。

因此，小明回家就问爸爸：我们家到底有多少钱在银行？爸爸回答

道：银行里的钱除了别人家的剩下的都是我们家的。

小明想，那我们家不是有很多钱吗？原来我是一个富二代啊。

从此，小明到处炫耀：自己是个富二代啊。银行里的钱除了别人的

都是我们的。

后来长大了，要买房子、要娶媳妇用钱时才发现，原来银行里的钱

只有别人的，没有自己家的。

一直以为自己是富二代，原来被爹坑了

会心一笑

我妈经常跟我唠叨说：“你爸总不听我的，要不然咱们家早发了！”

有一次我想哄我妈开心，就表决心说：

“妈，我以后绝对不跟我爸学，肯定听我老婆的话，让她理财！”

我妈满脸黑线：“没出息的东西！”

没出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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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期 一 点 子

许多人总是看到别人身上结出的“果子”而加以羡慕、“幸运
化”和合理化。
看见马云的成功，就以为他很“幸运”在适当的时间做对适当的
事！
看见	Mother	Theresa	获得诺贝尔奖，就在羡慕，而加以模妨，
立志向诺贝尔奖进军！
看见别人的家庭和睦，就认为这个人很走运，娶到能干的老婆，
生到听话的孩子！
看见别人事业成功，就以为这人是福星高照、贵人扶持，而且刚
好做对行业！
再回头看看自己：因为我的环境是“这么糟糕”、孩子是“这个
情况”、配偶是“这个款”、工作条件是“这么差”。。。若是
我的环境、工作、孩子、配偶。。都变成这样那样，我就可以那
样这样了！
这时候让我想起中学林金汉老师的一句印度谚语：Ikra	Matega,	
Alkra	Pachi!	坐这山，望那山的人，永远只能发梦！
有没有想过？若你跟那些人调换位置，你就肯定有他的成功，
他也肯定如你般的糟糕？
一个人的成败，是取决于他的条件和环境？
若连这点都还没有搞懂，离开成功和理想的环境恐怕还远得很
呢？！
#黄凯顺老师
#MonQ财商学院

坐这山，望那山的人，永远
只能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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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教导孩子学投资？

问题：

理财信箱
	 提及“投资”二字，许多人都难免会同时产生即好奇又迷惑的心
理。他们心中期盼着投资所带来的潜在回酬而跃跃欲试却同时又害怕风
险而裹足不前。在本身也不是很了解投资且矛盾心理作祟的情况下，为
人父母者更不晓得是否该让孩子去接触投资？又或者，该由孩子几岁才
开始让他认识投资较为合适？相信这也是困扰许多父母的问题。

	 其实，学习投资理财是一项终身学习的活动。只要孩子开始懂事，
接触金钱后即可按他们的理解程度从小就开始灌输有关投资的知识如：
何谓股票，信托基金等等的简单介绍。这样一来，当孩子日后欲进一步
更深入认识投资市场时，就不会感到陌生。因此，我非常认同孩子从小
就应该认识投资市场。由于从小已经有了基础，当孩子日后具备了相当
的基本运算与分析能力时就可对投资作更深入的学习甚至进入开始实践
的阶段。	
	 一个人财务管理的成败有赖于财务智商，简称财商（Financial	
Quotient，FQ）是理财的智慧。它涵盖了对正确金钱观的认识，应用及
规划金钱能力。

	 财商的训练包括以下四项：

（一）	如何保存金钱

（二）	如何管理金钱

（三）	如何利用金钱带来更多效益

（四）	如何利用金钱结出良善的果实

	 由此可见，我之所以鼓励父母亲去协助孩子认识投资是因为它
是财商训练中有效增加金钱效益的第三项要领。

答：



如何教导孩子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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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让我们了解到如何有效透过投资达到资本增值及带来投资收入
以发挥钱生钱的效益。因此，对于要达到财务成功者，投资是个不可
或缺的重要环接。因为也只有透过投资赚取的“非工作收入”才能助
我们战胜通胀（金钱在过程中增值）之余协助我们完成人生各阶段的
目标后达成经济独立。亲子一起学习更有助领导孩子从小就有设立有
目标导向的投资观念。

	 因此，身为父母亲者也应抱着“有心不怕迟”的终身学习心态，
由自己开始以身作则排除恐惧，带领孩子来一起认识何为投资等相关
知识。

	 以广大的媒体如报章、杂志、书籍作为起点也不失为学习投资的
好开始。此外，也可留意公开给大众的投资课程与讲座会以通过和他
人的交流吸取更全面的资讯与经验分享。只要抱有正确的心态，父母
亲一样可以和孩子共同学习并成长。在实践家庭投资计划的过程中不
但会增加亲子互动的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家庭的财务状况。

	 在这里要提醒诸位父母亲一个重点，教导孩子认识投资的目的不
是要期望他能在短期内赚快钱，一夜致富。反之，是要灌输他投资的
正确意义，让他了解到投资是长期累积财富后用于达到人生财务目标
的过程。只有抱着这种正面心态的人在能在投资路上走得更长远以避
免加入短期投机炒作的活动，劳神费心之余也会带来更高的风险。

初学投资的人应时刻保持学习的心态并懂得衡量自身的财力与对投资
项目的认识后才开始投资。父母亲不妨可以和孩子从市场上便于接触
的股票与信托基金开始着手。这两项投资允许投资者以小数额的资金
开始，就以信托基金为例，只须RM1000即可开始，随后的投资数额
最低为RM100。因此，纵使是学生也有能力用自身的储蓄或红包钱
作投资所以也较符合初学投资者的能力。紧记，投资的过程是循序渐
进且需耐心学习的，当对基本的投资有更好的掌握后，亦可随自己的
兴趣与能力学习了解其他的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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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分享

  MonQ 学员 Ms Au 的生命见证分享！ 
	 当疫情发生，行管令开始，不能去工作的日子一天接一天之后，身边一
些没有固定收入的朋友开始感到焦躁不安，不停的在互相询问要如何寻找收
入来源, 有什么兼职可以做，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工，进而期望政府可以派更多
的钱给他们度过难关；大家互通的信息里都是忧虑与悲观。	

	 我也是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销售人员，这段期间没有做到生意，因为
没有底薪的关系所以这一个月完全没有收入，但我每天依然吃得放心睡得安
稳，每天晚上都期盼快点天亮，好让我刚刚学到的厨艺又可以在厨房大显身
手。心里还特别感恩这段行管期让尘封了很久的烤箱可以重见天日。每天的
日子充满着期盼愉悦与蛋糕香。	

	 我不是几百万没有开头，不是吃饱卖包，而是在疫情发生之前已经做好
了准备，除了金钱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了心态与行为的准备。
MonQ除了教我们如何用2116去做分配，要有三到六个月的储备金，如何投
资，如何理财这些技术性的事情以外，MonQ教我们最多的还是：钱，只是
我们人生里的一个工具，只有节制，简单生活，懂得珍惜最蒙福最自由。

	 看看那些焦虑的朋友，他们除了被困在日常的生活开销里以外，他们还
困在不知还有多少年才能供完的房贷、车贷和无数的保险里，更不可理喻的
这个时候居然有人说他们还想换一部更好的手机；疫情过后还可以去那里旅
行。

	 表面上他们是没有收入，实际上他们是被困在不断从心里涌出来的欲望
里，习惯性的用物质来满足自己的心态，欲望太多，钱不够用就成了一种结
果。在这个没有收入的时候，MonQ的简单生活观念显得比达到财务自由更
重要与实在。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颗种子，播种的事交给自己，收获的事就交给时
间。如果没有MonQ观念平实的引领，现在时间到了，我还能享受到如此的
轻松与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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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释站
拥有平淡就有从容

	 人活在世上，谁不希望自己生命如歌，每一天都欢乐溢胸、笑语盈耳；
花团锦簇、春意盎然？谁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意义，生命有价值，生活有活
力，心灵充满健康和快乐？谁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激情飞扬，轰轰烈烈，一路高
歌，春风得意？可是，人生万物，其精神、其美妙、其价值，不在相同，而在
于不同处。

　　其实幸福快乐来自于自己辛勤的劳动，来自于自己艰苦创业，来自于自己
辛勤的培育。	人的一生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甚至打击，每当遇到失意彷
徨的时候，只要心中有明灯，不怕路途险，就会昂起头微笑着面对困境，敢于
披荆斩棘，走出黑暗，必将迎来黎明。每当遇到失落痛苦的时候，只要心中有
目标、有追求，就会面对逆境的乐观、智慧和从容，心里就会有一股暖流在默
默地涌动，胸中会有一股激情在无声的迸发。

　　每个人不论在任何处境下，只要端正自己的心态，学会把握、学会知足、
学会感恩，生活就会幸福。同时，幸福也不是可以用你能得到多少财物拥有多
少名誉来衡量，社会的和谐、家庭的天伦之乐、身体的健康，才会让人感到真
正幸福生活像那一杯水，要靠自己慢慢去品味，细细去咀嚼，用心去欣赏，你
才能发现，原来，最幸福的生活，就是在那如水的平淡中活出精彩。

　　有一种美丽要用心去感受，有一种幸福要认真回味，有一种感情我们将隐
忍于怀，久久不愿讲出来，那就是平淡，因为平淡是真诚，平淡是深沉，平淡
是安静，平淡不是平，平中有醇美，淡中有深情，这就是人生中的品味，也是
人生中难得的一种境界。只要拥有平淡的真实，才会真正懂得品味人生，舒发
人生，才会拥有自我，心存淡泊。拥有平淡，那才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就是你
坦坦荡荡，自自然然的快乐。

　　生活中的点滴愉悦，都是生活中的原汁原味。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
都想平淡生活。拥有平淡就有从容，就会珍惜自己的那份坦然，宁静的心灵，
拥有从容，那是一种超脱和大度。平淡是清雅的人生，平淡是人生中的飘逸，
平淡也是人生中幽远的路。我对平淡开始了新的向往，平淡是自然的路，犹如
那花开花落，如四季的更换，也如我们宁静的生活，生命中会充满生机，活出
精彩	活出美丽，平平淡淡是人生一道最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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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曾经十分郑重地叮嘱自己的小女儿：“在小事情上要服
从理智，在大事情上要听从自己的心灵。”这里的心灵就是指人们源
于自然的那种天性，这种天性必定是以善良和正直为基础。可是，大
多数人在关键时刻几乎都会用世俗的理智去衡量自己的得失与利弊，
而建立在善良和正直基础之上的天性则被远远地抛到了一边。

　　在美国一处著名的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上，一位名叫马丁的德国
新教神父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开始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然后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也不说话；

　　后来他们又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仍不说话；

　　最后他们拿着屠刀直奔向我，再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为我说话。

　　无论是在历次世界大战，还是在其他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除去
侵略者一方的贪婪和残忍之外，造成亿万人民群众无辜受难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在灾难还没降临到自己时持观望态度，大家不
愿意一起站出来维护正义。

　　在生活中，一些小事同样能够反应出人们的这一弱点。

　　绿树成荫的马路上有一处被小狗的粪便所占领，那其实是老人们
经常打牌下棋的地方。现在那里已经是臭味十足了，老人们只好又挪
到另外一处地方去打牌下棋。

人生小语

违背心灵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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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以后，马路上遛狗的人很多，来来往往的人们看到那一处显
眼的小狗粪便都绕着走过。虽然大家心理感到不舒服，可是没有一个
人采取任何行动。有时候夫妻二人出来时，妻子想要批评几句，可是
丈夫指了指遛狗的人群，妻子马上伸了伸舌头又闭住了嘴。

　　第二天傍晚，散步、遛狗和打牌下棋的人依旧，只不过马路上那
处被小狗粪便侵占的地方又多了一些污物，有随手扔掉的纸片，还有
吃剩的果核，更多的是另外多出的小狗粪便。此处散发的气味人们远
远的就能闻到，大家匆匆地绕过了这个地方，依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指出其中的不当之处。
	
　　第三天傍晚，各种垃圾更多了，人们上下班路过此处时几乎没有
了下脚之处。

　　第四天傍晚，那个地方已然形成了一个小型垃圾场，苍蝇、蚊子
到处乱飞，从前在马路上散步和聊天的人们现在只能在闷热的家里看
看电视了。

　　第五天傍晚，正好是一个周末，几个孩子在回家的时候看到了这
处已经脏乱不堪的地方，“哎！以前每个星期回来时这里都干干净
净，今天这是怎么了？”其中的一个孩子说。然后他们选出一个人回
家里拿工具，其他人在这里向周围的人散发学校最近刚刚发给学生们
的环保宣传单。等拿工具的孩子拿着扫帚和铲子等工具回来时，传单
正好发完了，他们开始自发地将那些垃圾转移到不远处的垃圾筒里。
这里又恢复了以前的干净，整条马路显得宽敞又清新。

　　平常我们总是将维护公正挂在嘴上，可是当真正违反公正的事情
发生时，我们一般会掉转过脸假装没看见。理智告诉我们，事情普通
时，我们不愿意自己出头得罪人；事情严重时，我们害怕自己会受到
打击；结果等自己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我们再也等不到别人的帮
助。在这方面，许多成年人做的都不如天真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