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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峻淇博士認為，身教很重要，賺

錢是生活的需要，而教育則是教導

我們學會如何運用金錢的智慧。

葉凱蓉說，在理財上，溝通表達技

巧很重要，父母在家里傳達給孩子

們的訊息，很多時候都是依據生活

工作環境所吸取的經驗，再以他們

認為正確的知識來教導孩子。

有人將小孩比喻為純潔的天使，而金錢就是萬惡之首，要如何將天使與

惡魔聯合在一起而又不會受影響呢？在從前，要讓天使了解惡魔的性情，看

來是個不容易的任務；然而，回到如今的社會，這個艱難的任務或許能夠輕

易地實現。

無論如何，以前的我們就算沒有學習到理財知識，多少也能自制地控制

自己的支出，因為物資需求不多，能花費的開支也就較少，但如今的社會充

斥金錢物資的誘惑，究竟有多少人能夠控制自己的慾望，而不受誘惑呢？

話說回來，我們該如何教育下一代，讓小孩認識金錢，學會理財呢？這次，我們特地專

訪兩位來自不同領域的理財專家─意寶通咨詢有限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員葉凱蓉，以及拉

曼大學經濟系的會計與管理助理教授白峻淇博士，一起探討小孩理財管理。

首先讓我們先來了解金錢管理

（money management）的定義，它是進

程的理財管理，包括投資、預算、金融

以及稅務。由于它是一個過程，所以學

習理財不是一次性的學習，而是須要付

出終生的努力。

此外，在管理金錢這一塊，我們則

必須依據屆時的情況才能作出回應，這

些回應可能是多方面的，需要不同的方

式和方法才能奏效。

因此，有效的金錢管理不會局限

于一個或兩個方法或技術，而是無止境

的學習再學習，從我們知道如何花錢那

天，直到有一天我們無法消費為止。 

理解金錢管理定義后，每一個環

節的社會機構，如家庭、教育機構（學

校、學院、大學）和政府都有責任教育

和致力提升理財知識。在這方面，財務

管理組織也可以發揮關鍵作用。

家庭是關鍵推手

葉凱蓉和白峻淇博士皆贊同，家庭

是小孩學習理財的關鍵推手，理財教育

應該從家庭開始著手，再循序漸進到小

學、中學、大學以及社會層面。

小孩一出生，第一個接觸的人就

是父母。父母就是小孩的楷模，所謂的

「教育」不僅僅是養育孩子成長，還要

教導孩子學習。

理財知識並非一朝一夕就可融會貫

通，其影響也無法立竿見影，它是我們

人生過程中一點一滴、細水長流的生命

教育。也許就算是到了白髮蒼蒼，我們

也未必能夠很好地掌握理財的精髓。

作為孩子第一個金錢管理的學習中

心─家庭，父母是非常重要的榜樣，因

為他們將是第一個教導孩子使用金錢的

關鍵人物。

白峻淇博士對此發表其見解：「金

錢乃是萬惡之源─這是一個『曼怛羅』

（mantra，詛咒之意），我們應該讓孩

子知道，雖然錢是至關重要的生存必需

品，但得到的錢應該是干淨和自公正管

道取得的。此外，孩童必須學會不要成

為金錢的奴隸。」

「我還記得小時候上幼兒園的前一

天，祖母給了我一封紅包，她告訴我，

教育可以彌補這紅包的不足，教育我們

珍惜辛苦賺取的每一分錢。」

他認為，身教很重要，賺錢是生活

的需要，而教育則是教導我們學會如何

運用金錢的智慧。

溝通表達技巧重要

另外，葉凱蓉則說，在理財上，溝

通表達技巧很重要，父母在家里傳達給

孩子們的訊息，很多時候都是依據生活

工作環境所吸取的經驗，再以他們認為

正確的知識來教導孩子。

「有時候，父母之間因為缺乏溝

通，沒有一套教學方案，甚至會憑上一

代老式的教育方式，依盧畫葫地傳育給

孩子，這是不公平的。」

理財是一門廣泛的學問，小孩雖然

不會賺錢，卻會花錢，要小孩充份了解

理財，就需要各方全面的學習與努力。

在孩子成長的不同階段，應該教授不同

的理財教育知識。

打個比方，家長可以開始讓孩子

接觸小數額的金錢，比如在用餐或購

物時，教導小孩如何用錢與外界聯繫交

易，這有助于建立小孩信心，更重要的

是，可以培養親子之間的信任感。

此外，小豬撲滿可鼓勵孩子養成每

天節省及儲蓄的習慣，讓他們知道儲蓄

的重要性，並懂得未雨綢繆。當小豬撲

滿填滿后，帶小孩前往銀行，教育他們

如何存款。

白峻淇強調，教小孩將儲蓄的一部

份用于捐贈，也是理財教育的一部份。

讓孩子知道，儘管金錢是我們個人辛苦

賺取的，然而，雪中送炭，幫助更需要

的人也是很重要的。

「我看到許多家長會在農曆新年期

間帶著孩子到孤兒院，教育孩子分發禮

物和紅包給孤兒們，讓孩子們學會同理

心，這是個不錯的教育點子。」

白峻淇表示：「羅伯特清崎的《富

孩子，聰明孩子》（Rich Kid Smart 

Kid）是一本教育小孩理財的良好起步指

南。然而，那些所謂可行的方法，並不

是都可以套用在所有人身上。」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濟背景，並

非某人推薦的每個方法都能奏效，這得

依據我們所面臨的約束因素（例如經濟

條件）而定。」

小孩與錢
細水長流生命教育
小孩與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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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簡

單的理財方式，我們可以經常做

財務規劃表和預算開支，並從財

務規劃和實際支出中，檢查所有

的差異。

如果我們無法控制購物喜

好，最好的方法是不要持有任何

信用卡。你將會感到驚訝，有些

大學畢業生由于每月超支而需以

借錢度日。

大學生理應是中小學生的典

範，他們應養成每月償還貸款的

習慣，否則，連銀行業者也會對

他們敬而遠之！

白峻淇表示，身為成年人，

我們應該清楚金錢管理的基本概

念及知識，諷刺的是，我們卻不

願意實踐這些知識。誰不知道我

們在討論的課題已是老生常談，

但人們是否接受及實踐則是個人

的選擇。無論如何，只要我們擁

有教育知識，自然就會學會金錢

管理。

價值判斷問題令人擔憂

葉凱蓉也一針見血地道出，

現實的社會都在教大家如何賺

錢，金錢在我們的生活已不能

分割。如果我們從小開始掌握理

財知識，長大后或許能夠營造一

個公平的社會。至少有標準和門

檻讓我們知道社會的金錢運作方

式，在有條件的競爭下，就算失

敗了，我們也不會責怪埋怨。

未來的社會或許甚至將形

成金融語言的潮流，大家都用術

語溝通，因互相了解彼此語言溝

通，而促使市場健康動態的發展

趨勢。然而，最引擔憂的便是價

值判斷問題，在掌握金錢觀念的

同時，我們也要加強道德倫理教

育，這樣社會才會平衡運作。

觸類旁通、舉一反三  理財學習可以很生活

推廣理財循序漸進 培養正確觀念為重

掌握理財知識 有助營造公平社會

我國也慢慢吹起理財風潮。

越來越多的理財機構、社團、媒

體也在積極推廣理財教育，其中

也將目標鎖定在小孩身上。

例如：現在適逢學校假期期

間，通過電台或社團機構，我們

獲知市場上開始出現有關小孩理

財的訊息與活動，如小孩理財假

日營、親子理財教學營等。

除此之外，一些銀行也看

準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

態，推出各種兒童儲蓄配套，灌

輸孩童儲蓄觀念。

白峻淇表示，這幾年來，

理財課程在高等學府逐漸受到關

注。這可能是由于我國金融市場

和金融機構不斷成長，促使我國

財務管理需求不斷增加。

因此，為了跟隨金融領域

的步伐，大學也正積極地將金融

技巧教學列入教學大綱，藉此培

育和訓練畢業生參與和服務金融

業，而金錢管理則是優先事項。

他說：「在我所教學的大學

裡，我們有提供如『個人理財』

的課程，幫助學生了解如何管理

自己未來的資金和資產。我們教

導學生如何開始使用金錢管理，

了解基本的規則，但首先是要保

護自己的個人隱私權。」

應將金錢管理制度化

他認為，學生可能沒有收

入，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理財對

他們不重要。

就算是呼吸每一口氣，都有

金錢管理的聯想。我們為了生存

而呼吸，為了繼續工作而學習、

為了未來，甚至為了賺取金錢而

活著。

現在的學生都缺乏理財觀念

以及正確的金錢認知心態。

例如，大部份大學生都申請

高等教育貸學金（PTPTN）或國家

貸學金。

最近，我們也在新聞報導

中得知，這些畢業生拖欠貸款不

還，因此，對高等教育基金和國

家而言，這些人就如同不良貸款

（NPL）。

白峻淇認為，金錢管理的本

質應該是將它制度化，並融入學

生生活的一部份。這樣一來，將

來這些學生畢業后，才會有適時

償還貸款的責任感。

學生需要了解金錢管理，這

樣他們才能學會如何規劃預算、

監視以及控制。

譬如：學生從父母或貸款

得來的金錢，多數是用來支付租

金和日常開銷，這些金錢或許有

限，因此，如果管理不當導致開

銷透支，他們可能將會向朋友借

錢度日。

這是個糟糕的開端，也是

人生噩夢的開始。當你第一次開

始向人借錢之后，在一次生兩次

熟的催使下，便會對借錢毫無戒

心，這將是一個失控的多米諾骨

牌效應。就好比從一個洞挖掘土

壤，以填補其他洞口，將永無止

境地持續著。 

白峻淇說：「我堅信，我們

賺多少錢不重要，我們花多少錢

才是所有禍害的根源。」

葉凱蓉認為，理財管理其實

並不難，就如數學的加減乘除法

一樣，理財也可以列入學校的教

學綱要里，就如學習道德般教育

小孩理財的觀念。

雖然將理財列入課程綱要這

課題在我國並不熱門，但是，最

近在其他國家卻已掀起輿論，討

論是否該將理財納入教學範圍，

成為考試項目。

當然，這項課題也難免會出

現反對聲浪，像暨南大學前校長

李家同就嚴斥學校不應教授理財

課程，因為這只會凸顯貧富城鄉

的差距，學生若懂了理財之道，

將會是一場災難。

也有人認為，現今學子的課

業已經十分繁重，再多加一科考

試項目，豈不是讓莘莘學子喘不

過氣？況且，將理財知識納入考

科之一，最后恐怕也會淪為填鴨

式科目的下場。

雖然如此，葉凱蓉依然認

為，理財應該列為科目教學，因

為理財涉及的範圍太廣泛了。

「我們可以從小學開始，直

到大學，課程綱要由淺入深。」

就我國的大學課程而言，

科目選項多多少少都與理財有關

聯：例如會計管理教你如何管理

公司財務，只差沒教你管理個人

的錢財。

其實，我們可以將所謂的

理論運用在我們個人身上。譬

如：市場管理的消費者行為學

（consumer behavior）的一些原

理也適合運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中，就看你如何觸類旁通、舉一

反三了。

理財不是唯物論者

葉 凱 蓉 也 強 調 ， 小 孩

學 習 理 財 並 不 是 唯 物 論 者

（materialistic），五花八門的

社會隱藏很多誘惑和陷阱，學會

理財后，至少我們可以知道何謂

金融產品，不會太容易受騙。

加上資訊發達，現今的小孩

已變得十分精明，有些甚至在小

小年級就已經學會賭博、欺騙。

而且，現今社會中，很多父母都

會滿足小孩的物質慾望，這更加

渲染小孩視金錢為生活中重要的

一部份，有些甚至借助金錢的揮

霍，發洩心中的不滿，娛樂消遣

人生。

假如我們無法教導小孩正確

的金錢觀念，那么，社會上只會

彰現更多金錢的奴隸，這也證明

了我們對金錢掌控力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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