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自由 护照



在物质至上的时代,许多人竭尽所能努力赚钱,
以期有朝一日能“财务自由”,想什么得什么! 
 
MonQ 创办人黄凯顺也曾抱持“辛辛苦苦三几
年,轻轻松松过一生”的理想打拼。讽刺的是,在
名利双收的当儿,却面临了前所未有,日益严重
的钱不够用。这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深深体
会,财务问题并非单纯的金钱问题;若是缺乏财
商,更多的钱也许就是灾难的开始。 
 
洗心革面重新出发后的短短几年,他竟由钱不
够用变成经济独立。此后,他把这些经验结集
成 MonQ 财商教育系统,通过书籍和课程与人
分享。十多年来,证实有效地转化了许多人的
生命。自此,发扬 MonQ 教育已成为他人生的
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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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人姓名：  持有人姓名：    
 
护照号码：01121162116护照号码：01121162116 

此护照为导正持有人对财富,经

济独立,投资等理念的认知;倡导

[2116先分配,后花费]的理财原则;

好在累积个人财富,达成财务目标,

通往经济独立的同时,活出心灵,关

系,观念,物质全面富足的生命;进而

影响他人,转化社会环境！ 

 

发行机构：                 签证人：
黄
凯
顺
老
师0112116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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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Mo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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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金钱的态度
决定你人生的深度!!

哪一项是你的金钱观? 
(回答问题前,请不要往后页看)

X / √

1. 金钱能带来无限的自由！

2. 百物通胀,薪水不涨是钱不够用的
主因！

3. 不是我不理财,而是无财可理！

4. 没有专业知识,内幕和科技,不可能
投资成功?

5. 低买高卖,适时退场,就是成功投资
的关键！

6. 财务成功与否决定于一个人的赚钱
能力！

7. 负债为王,用别人的钱赚钱才是致富
之道！

8. 金钱就是财富,钱多了财富必然增
加！

9. 达成经济独立就有花不完的钱,可以
任意消费！

10. 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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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钱能带来无限的自由？
   真相是:  在低程度上是对的,一旦离开了基本需求, 放纵自由失

  自由,欲望的追逐只会让我们掉入无底深渊。

  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该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有自

  制才有真自由！

2.百物通胀,薪水不涨是“钱不够用”的主因?
   真相是: 钱不够用是21世纪最大的谎言,没有多少人够资格“钱

  不够用”,但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它！

  受害者心态只有期待同情,金钱管家才能告别钱不够用!

3.不是我不理财,而是无财可理！ 

    真相是: 无财可理?岂有此理!《你不理财财,财不理你》!

4.没有专业知识,内幕和科技,不可能投资成功?
    真相是: 在没有内幕,无需科技,不看行情之情况下投资是“专家

   不可理喻,平民经济独立”的MonQ独特之处!

5.低买高卖,适时退场,就是成功投资的关键！
     真相是: 这个道理从小就听过,如今尚未见过!真的有人知道何

    时为高,何时为低? 请向我推荐或毛遂自荐!

01121162116

一个人无法在财务上得自由因为接受了许多
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是扭曲了真理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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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财务成功的关键决定于一个人的赚钱能力！
    真相是:如果这句话是对的,麦可杰克逊就不会在赚了120亿
       之后,以负债2亿告终! 缺乏财商,更多的钱可能会是一个灾
       难。  

 7. 负债为王,用别人的钱赚钱才是致富之道！
        真相是:唯有心灵,关系,观念,物质都富足,一个人才会有真平安!
       除非有人负了巨债心里会有说不出的平安,关系也越来越好,
       否则为何要让钱来糟蹋自己的生命?

 8. 金钱就是财富,钱多了财富必然增加！
       财富的真谛请参阅第[8]页。

 9. 达成经济独立就有花不完的钱,可以任意消费！
        真相是:自古至今豈有钱花不完的人?
       却记:放纵自由失自由,有自制才有真自由！
       更多经济独立详情请参阅第[16]页。

10. 投资的目的就是赚钱！
         真相是:赚钱?如何衡量?多少才够? 许多人就因此终日患得
       患失与市场拼博,沦落为金钱的奴仆。
       更多投资详情请参阅第[15],[17]页。

一个人无法在财务上得自由因为接受了许多
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是扭曲了真理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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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MonQ理财观                                
   在全面富足的前提下,累积个人财
   富,以完成成各阶段的财务目标,达成
   经济独立。

妥善管理钱财，
活出心灵、关系、
观念、物质全面富
足的生命。            

2.确认财富,创造财富
     一般人以金钱的多寡来定义财富,MonQ则
     以“维持一个人生存多长时间的经济能
     力”来定义财富;用以衡量的是时间的长
     度。
     由方程式来看, 财富的多寡, 不单取决于金
     钱的量($)更是一个人的支出;只要在能力
     范围内维持合理的支出,每一个人都可以拥
     有自己的财富!

3.实践 2116先分配,后花费 !
    
    以2116的方案(自雇人士必须每月发固定
    的薪资),
  “先”将必须做的投资和储蓄分配好,
    "后”就可以把想要花的钱花得很开心!
    只要不与人比较:经济独立,人人可行!

01121162116

通往财务自由之路！

$
支出

财富 =

『维持多长时间的经 济能力』

MonQ 理财原则
『先分配，后花费』

*3-6 个月开支的后备现金

经济独立
投资

财务责任
已婚：子女教育,

未婚： 婚礼，贷学金

保险规划

衣、食、住、行、娱乐、
等基本生活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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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财务自由之路！

4.选对策略轻松上路!
    投资只为达成预设目标，无需劳神伤身与
    市场拼博来谋求最优厚的回酬。
    依照MonQ理念,只要立定目标,选对项目: 
    高也买,低也买,不高不低都在买;如此累积
   下去,不达标简直是奇迹!

以人为本,
以目标为导向的
投资!

5.累积源源不断的财富,达成经

   济独立!

    当累积的资产($)通过投资,能够衍生出足够
    维持基本生活开销(支出)的被动收入(%),在
    无需工作收入的情况,也能享有源源不断的
    财富(8);经济独立就是这么简单! 

投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开支

经济
独立

=$
支出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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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望子成龙,忙着装备孩子学习十八般
武艺的当儿,您是否有让孩子：

-懂得分辨想要和需要? 
-自小学习投资,理财的技能? 
-建立先分配,后花费管理零用钱财商? 
-建立感恩惜福,不与人比较的品格? 
-告别低头,培养有纪律的生活习惯?

您是否明白: 

-如何通过零用钱引导孩子理财? 
-引导孩子以自己儲蓄来买想要的东西？ 
-建立孩子财商品格的必备原则?

培育孩子财商习惯,胜过留下家财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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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今天RM100K的未来价值,你是否可以不投资？

3% 5% 8% 12%

5 115,927 127,628 146,933 176,234 
10 134,392 162,889 215,892 310,585 
15 155,797 207,893 317,217 547,357 
20 180,611 265,330 466,096 964,629 
25 209,378 338,635 684,848 1,700,006 
30 242,726 432,194 1,006,266 2,995,992 
35 281,386 551,602 1,478,534 5,279,962 

40 326,204 703,999 2,172,452 9,305,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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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Q 投资者与众不同之处
MonQ lnvestors VS Ordinary Investors

投资目的
Investment Objectives

花钱
Spending

赚钱
Making Money

没有钱
No Money     

一般投资者
Ordinary Investors

被动收入
Passive Income      

累积
Accumulating 

经济独立
Financial 

Independence    

MonQ 投资者
MonQ Investors

MonQ 投资者与众不同之处 
MonQ lnvestors VS Ordinary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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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投资课程系列

点击报名：https://forms.gle/LjaeUk1gjnCXZd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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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理财课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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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报名：https://forms.gle/GvJUJ6rs1aRBypL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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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投资课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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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财商系列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此书从正确理财之道，加
上财务计算软件，让你活
学活用，赢向经济独立！

无财可理?岂有此理!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你在用钱还是钱在用你》

细心的道出金钱管家的智慧
大胆的揭发产品包装的迷思
用心的传授赢向
财务成功之道
以确保“你在用钱”
而不是“钱在用你”！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英文译本

Now Everyone Can Achiev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理财CD/ DVD 系列
如何管理您的收入，支出与债务？ （一）
如何处理您的资产分配？（二）

投资&财务自由的真谛 双CD

以“先分配，后花费”
原则，配合适当投资
策略，在动荡不安的
局势也能化危机为转
机，达到经济独立！

迈向经济独立之路

成人理财系列双CD套装

《财富人参(一) & (二)》

此小册特点是化千言万语为精简短句。因此，句句都
是精华，篇篇都蕴藏财富真谛；故称为
《财富人参》。

理财CD/ DVD 系列
如何管理您的收入，支出与债务？ (一)
如何处理您的资产分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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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用钱管理手册》
中英双语零用钱管理手册，
适合所有在籍学生使用一年 ：
- 零用钱&捐献收支记录,
- 目标设定,零用钱协议书

      *点击书籍产品文字,立即购买!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此书从正确理财之道，加
上财务计算软件，让你活
学活用，赢向经济独立！

无财可理?岂有此理!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你在用钱还是钱在用你》

细心的道出金钱管家的智慧
大胆的揭发产品包装的迷思
用心的传授赢向
财务成功之道
以确保“你在用钱”
而不是“钱在用你”！

《财富人参(一) & (二)》

此小册特点是化千言万语为精简短句。因此，句句都
是精华，篇篇都蕴藏财富真谛；故称为
《财富人参》。

以“先分配，后花费”
原则，配合适当投资
策略，在动荡不安的
局势也能化危机为转
机，达到经济独立！

迈向经济独立之路

投资&财务自由的真谛 双CD

成人理财系列双CD套装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英文译本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如何管理您的收入，支出与债务?（一）

如何处理您的资产分配？（二）

》你在用钱还是钱在用你《
成人理财系列双CD套装

迈向经济独立之路

》财富人参(一) & (二)《

 Now Everyone Can Achiev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9510218730?smtt=0.4437334-1628125405.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9410219748?smtt=0.4437334-1628126365.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6776254132?smtt=0.4437334-1628126430.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5076335220?smtt=0.4437334-1628127379.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4876318288?smtt=0.4437334-1628127439.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8910021730?smtt=0.4437334-1628127295.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7376316429?smtt=0.4437334-1628126947.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7376334776?smtt=0.4437334-1628127518.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5276335748?smtt=0.4437334-1628127502.3
file: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9510218730?smtt=0.4437334-1628125405.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9510218730?smtt=0.4437334-1628125405.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7376334776?smtt=0.4437334-1628127518.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5276335748?smtt=0.4437334-1628127502.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9410219748?smtt=0.4437334-1628126365.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4876318288?smtt=0.4437334-1628127439.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5076335220?smtt=0.4437334-1628127379.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7376316429?smtt=0.4437334-1628126947.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6776254132?smtt=0.4437334-1628126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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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财商系列

《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

本书采用被证实有效的方
法和系统，以“先分配，
后花费”的原则，传授现
代父母如何建立孩子的
MonQ,让你也可以
“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

《赢向财富由MonQ开始》
以『先分配，后花费』的管
理零用钱原则及正面的金钱
价值观，指引青少年赢向一
生的财富及迈向
『目标导向的人生』！

《零用钱管理手册》

中英双语零用钱管理手册，
适合所有在籍学生使用一年 ：
- 零用钱&捐献收支记录,
- 目标设定,零用钱协议书

《MonQ亲子财商教育Q&A》

此书以问答方式探讨及解答最常
见的孩子金钱问题。

随书附送凯顺老师主讲
“亲子财商教育CD”

孩子的理财教育由父母开始
CD/VCD

凯顺老师亲子理财讲座

MonQ 卡

《MonQ 财商漫画(一) & (二)》

把学校没教，社会欠缺的e-世代孩子必修科—
MonQ 财商教育带入精彩生动的漫画…

《赢向财富由MonQ开始》
以『先分配，后花费』的管
理零用钱原则及正面的金钱
价值观，指引青少年赢向一
生的财富及迈向
『目标导向的人生』！

《MonQ亲子财商教育Q&A》

此书以问答方式探讨及解答最常
见的孩子金钱问题。

随书附送凯顺老师主讲
“亲子财商教育CD”

您是否期望建立孩子的理财生命却…
不知如何开始？
MonQ Card 财商教育卡就您的答案！ 19

《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

本书采用被证实有效的方
法和系统，以“先分配，
后花费”的原则，传授现
代父母如何建立孩子的
MonQ,让你也可以
“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

《零用钱管理手册》
中英双语零用钱管理手册，
适合所有在籍学生使用一年 ：
- 零用钱&捐献收支记录,
- 目标设定,零用钱协议书

《MonQ 财商漫画(一) & (二)》

把学校没教，社会欠缺的e-世代孩子必修科—
MonQ 财商教育带入精彩生动的漫画…

引导父母如何透过管理零用
钱，培育孩子的财商习惯！ 
以“先分配，后花费”的原
则，传授现代父母如何建立孩
子的MonQ智慧！

      *点击书籍产品文字,立即购买!

如何管理您的收入，支出与债务?（一）

》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 》赢向财富由MonQ开始《

》零用钱管理手册《
》MonQ亲子财商教育Q&A《

》MonQ 财商漫画(一)《
》MonQ 财商漫画(二)《

MonQ 卡(父母)

MonQ 卡(孩子)

陪你的孩子走理财路 
DVD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4376299489?smtt=0.4437334-1628129113.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4476311876?smtt=0.4437334-1628130386.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8110008214?smtt=0.4437334-1628130400.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5476298519?smtt=0.4437334-1628130414.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4576296917?smtt=0.4437334-1628130434.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6876305393?smtt=0.4437334-1628130452.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3776389630?smtt=0.4437334-1628131673.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7576290283?smtt=0.4437334-1628130489.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4576281758?smtt=0.4437334-1628130473.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7376334776?smtt=0.4437334-1628127518.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4376299489?smtt=0.4437334-1628129113.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8110008214?smtt=0.4437334-1628130400.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4476311876?smtt=0.4437334-1628130386.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5476298519?smtt=0.4437334-1628130414.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4576296917?smtt=0.4437334-1628130434.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6876305393?smtt=0.4437334-1628130452.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4576281758?smtt=0.4437334-1628130473.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7576290283?smtt=0.4437334-1628130489.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3776389630?smtt=0.4437334-1628131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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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戏和欢乐中：
* 让父母确认理财教育的原则与
   方法，以便能更轻松有效
   培育孩子的财商。
* 让孩子学习金钱的观念与管理
   的智慧与品格，以成为金钱的好管家。
* 加强亲子关系。

成人 + 亲子财商教育

《生命因MonQ而自由》

3 CD + 2 DVD
不再受市场起伏不定牵制

不再为孩子金钱教育烦恼

《MonQ 亲子财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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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因MonQ而自由》

3 CD + 2 DVD
不再受市场起伏不定牵制

不再为孩子金钱教育烦恼

      *点击书籍产品文字,立即购买!

》生命因MonQ而自由《

 MonQ 理财布袋

 《MonQ 亲子财商游戏》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3576385631?smtt=0.4437334-1628131915.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8209933184?smtt=0.4437334-1628131942.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9509978193?smtt=0.4437334-1628131957.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3576385631?smtt=0.4437334-1628131915.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8209933184?smtt=0.4437334-1628131942.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69325784/9509978193?smtt=0.4437334-16281319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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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 亲子财商教育

培训中心
MonQ Training Centre

No 12-4, Tkt 3, Jln SP 2/8,
Taman Serdang Perdana,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Malaysia

MonQ 乐园
MonQ Land Resort

71400 Pedas,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总部
MonQ Academy Sdn Bhd

45-1, Lorong Haruan 5/2,
Oakland Commerce Square,

70300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Tel:  +606-601 1122 
联络人：Susan (+6012-258 0988 / +6010-228 2116)

MonQ AcademyTel or Fax +606-601 1122 

Email 2116@monq.my

Website www.monq.my

联络我们 Contact Us
联络我们 Contact Us

Susan +6012-258 0988 
https://wa.me/60122580988

Anna  +6010-228 2116
https://wa.me/60102282116

Zax +6016-228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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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
groups/245224886214750

MonQ Follower 群组

https://t.me/joinchat/QYm3X-
FLk7iAT5k2LpNIKtA

https://goo.gl/maps/TVWLrb3t7nao941F6

https://goo.gl/maps/RAGWqtattEYRoDz87

https://goo.gl/maps/fiY6fPjsqpVW6HUp7

https://wa.me/60122580988
https://wa.me/60102282116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45224886214750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45224886214750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45224886214750
https://t.me/joinchat/QYm3XFLk7iAT5k2LpNIKtA
https://t.me/joinchat/QYm3XFLk7iAT5k2LpNIKtA
https://goo.gl/maps/TVWLrb3t7nao941F6
https://goo.gl/maps/TVWLrb3t7nao941F6
https://goo.gl/maps/RAGWqtattEYRoDz87
https://goo.gl/maps/RAGWqtattEYRoDz87
https://goo.gl/maps/fiY6fPjsqpVW6HUp7
https://goo.gl/maps/fiY6fPjsqpVW6HU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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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您能按照下列方式与 MonQ 保持紧密的联系：
1)点赞 MonQ AcademyMonQ Academy：

2)订阅“MonQ2116”“MonQ2116” :

3)游览 MonQ Academy 官网:MonQ Academy 官网:

4)逛逛 MonQ Shop:MonQ Shop:

https://www.facebook.com/monq.
academy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UCf3zbjWb1viIuI5Kb2F5JZw

/http://monq.my

https://shopee.com.my/
monq2116?v=fe2&smtt=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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