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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成功企業家的理財家教 

        請告訴下一代      
付出，才有資格享受，把幸福視為當然，災難就會反撲 

    看過太多有錢人的潮起潮落，富邦金控

投資長蔣國樑如何教孩子面對金錢？在消費

叢林裡，他又用什麼方法為孩子指引明路？ 

去年十二月某一天晚上，蔣小妹在房間做功

課，上班回來的爸爸蔣國樑進入她房間，把

信用卡帳單放在桌上。他在這份帳單上用紅

筆畫了一條線，告訴女兒：「下面都是你去美

國刷的，算一算總共多少錢？」  

    剛考上大學，十一月跟媽媽到美國辦事

的女兒，拿出當時收妥的收據，一張一張核

對，把她刷的項目，用螢光筆畫下來。蔣國

樑一旁拿出計算機，一筆一筆相加，然後不

以為然的說：「你總共要還我一萬元，你看，

我上班都沒有你花得多。」 從這天開始，每

個禮拜，蔣國樑只要一想到，就會裝出討債

的聲音說：「你什麼時候還我錢哪？」 為此，

女兒除了每天中午吃省一點，不買衣服，乖

乖讓爸爸扣零用錢之外，念服裝科系的她，

還得在家打工，幫爸爸燙襯衫、修改褲子。 

1987 年回國當上國際投信總經理、1999 年被

安泰人壽挖角擔任投資部資深副總、2003 年

被富邦金控禮聘為投資長的蔣國樑，經常負

責百億資產的投資；對於孩子，他的財富教

育也毫不含糊。  

        家教一家教一家教一家教一：：：：有計畫的花錢有計畫的花錢有計畫的花錢有計畫的花錢 

        學舞要訂時限、目標，並考量效益  

身為「企業家爸爸」，他用管公司的方法管小

孩。孩子要出國度假、購買三Ｃ產品，都要

寫計畫書，自己計算所需金額，編列預算，

計畫資金來源。他再跟孩子討論可行性、資

金運用效益、爸媽相對補助金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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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現在大一的女兒想學街舞，蔣國樑要她

寫下的計畫書如下：   

預定計畫執行時間：大二  

所需經費 ：每個月兩千元（月票，可以上三

十堂課）  

上課地點 ：某某舞蹈工作室  

計畫目標 ：兩個月學會完整的兩支舞  

經費來源 ：一半從零用錢扣，一半爸爸補貼

這樣的做法，大概從他們高一時開始。  

一開始孩子會嚷：「爸爸，我是你的女兒，不

是你的員工。為什麼老是動不動就寫報告？」  

他回答：「你們走在（消費）叢林裡，如果我

不給你指一條明路，我就是害了你。」  

因此，他對孩子的財富教育有兩個方向， 第

一，須負擔自己的花費，量入為出。第二，

培養他們追求心靈上滿足的能力。  

「再有錢的人，如果欲望無法滿足，永遠是

貧窮的。」 一筆獲利交易、一樁成功的上市

案、一趟績效奪冠，就毫不手軟的「犒賞自

己」上等牛排、干邑好酒的蔣國樑，五年前

一次心臟手術，醫生在他的胸口和小腿劃上

一刀，抽出腿部的一條靜脈，替換掉他心臟

內塞滿油脂的血管。  

「意外不知何時來到，你準備好了沒有？」  

有過這樣的生死體驗，他常常跟孩子說：「心

無掛礙，無所恐懼。」  

在投資界二十年，他看過多少大企業家、名

人，現在都不在了， 「不是看你有沒有錢，

要看你有沒有紀律。 」吃喝玩樂，一天之間，

多少錢都可以蒸發掉。心靈上的滿足，才是

真的富有。  

 

        家教二家教二家教二家教二：：：：用勞力換金錢用勞力換金錢用勞力換金錢用勞力換金錢     

        出國旅費，做家事或打工自籌  

為了讓孩子真正瞭解金錢的價值，蔣國樑堅

持一條紀律：「所有的錢，都要用勞力換取。」

也就是，除了學費、基本的生活開銷外，孩

子的其他花費都必須由自己籌措一半（另一

半爸爸補貼）。  

蔣家雖然家裡有傭人，有司機，但是為了籌

錢，孩子要幫忙做家事，自己洗衣服、摺衣

服、燙衣服、拖地， 甚至還得到外面打工。 

例如女兒考上大學後想跟同學去東歐玩，為

了籌措旅費，她暑假花了快兩個月去餐廳打

工，每天辛辛苦苦的忙到晚上十一點，終於

賺到近兩萬元，其他不足部分，則每個月扣

零用錢。 不怕孩子打工會浪費他們讀書、學

習的時間嗎？ 「這是投資，」蔣國樑想得很

明白，這是教育的成本，省不得。  

「你不讓他體驗，直接給他錢，就是 cost（花

費），不是 investment（投資）。」  

其實為了讓孩子出去打工，他們夫妻更花心

思，更花錢。女兒在餐廳打工到深夜，為了

安全，他還得跟司機出去接她回家。但他認

為，若捨不得孩子「浪費」讀書的時間，只

會教出一個書呆子。  

「與其那樣，我寧可培養一個人格健全的常

人。」他說，現在太多孩子想一步登天，不

然就是沒有明天。他也找機會教小孩學會評

估花錢的效益，以及要付出的代價。  

例如孩子想去埃及玩，他看了女兒的計畫書

後，跟她討論：如果去埃及，不但要打工一

個暑假，還得每個月零用錢裡扣 50％才夠旅

費；但如果去印尼，只要打工兩週，零用錢

也只需要扣 10％，讓孩子自己決定每一項消

費決策與代價。孩子用錢，多少都還是會有

超支的時候，萬一這個月的開銷又無法省下

那麼多，得向爸爸預支

時，就得在下個月把

每一筆花費都記得清

清楚楚。如果還是

亂花，零用錢就被縮

減。  

    理財教育◆ 



 

◆ 台中市水湳儲蓄互助社通訊第 60 期 第 3 頁 

       家教三家教三家教三家教三：：：：付出才有資格享受付出才有資格享受付出才有資格享受付出才有資格享受     

       把幸福視為當然，災難就會反撲  

「到處都是教育的機會，我願意花更多小

錢，來培養他們對金錢的概念。」蔣國樑說，

像全家出門的時候，他和太太坐著司機開的

自家轎車，孩子就得頂著大太陽，自己搭公

車，轉捷運，去跟他們會合。 蔣小妹說，以

前她的零用錢也會亂買，但出去打過工後，

比較懂得金錢得來不易。像她自己上大學後

每個月有六千元零用錢（包括午餐、自己買

的衣服），她都會先把其中的二千元，定期存

到一個無法提領的帳戶。  

「也沒有一定要做什麼，只是覺得，該為以

後留下一些經濟基礎。」 孩子沒有正確的價

值觀，蔣國樑認為，父母要負最大的責任。  

「我可以吃鵝肝醬，也可以去路邊攤吃鴨肉

扁。」他常看到很多父母帶孩子去昂貴的餐

廳吃大餐，「把魚翅當粉絲」，他感嘆：「這孩

子已經被父母糟蹋掉了，因為孩子失去對金

錢的感覺。」 每年出國旅行，蔣國樑讓孩子

自己規畫，在有限的預算裡，學習如何節制、

省錢。他們全家只買一張商務艙機票，他或

是太太坐，另一個人就陪孩子坐在後面的經

濟艙。他們向孩子明確表示，「你們沒有賺

錢，沒有資格坐商務艙。」  

 

上班可以穿亞曼尼表現金融家專業形象的蔣

國樑，也可以和孩子逛到中山北路七段的暢

貨中心（outlet）， 買一件五百元的衣服。「那

些衣服也有很好的品質啊，」  

他乘機教孩子，價錢和價值不一定成正比。

甚至，當孩子要買東西時，他鼓勵他們上網

找到更便宜的價錢，享受那種聰明購物的成

就感與快樂。教孩子認識金錢的價值，他還

教孩子瞭解什麼是匱乏，瞭解真正的人生。 

他 和 太太去黃山旅遊，下山時走下來，看

到挑夫用血肉之軀，把那麼沉重的水泥、各

種物資一簍一簍的挑上去，他趕緊用攝影機

拍下這畫面，回家告訴孩子，這世界不是只

有美麗的風景，還有那麼多人是這樣辛苦過

日子的。  

        家教四家教四家教四家教四：：：：必須回饋親人必須回饋親人必須回饋親人必須回饋親人     

        找出照顧父母的方法，培養責任心  

去印度玩的時候，他則拍下無數的小兒麻痺

症的孩子，讓孩子知道，他們在和別人比香

奈兒、比古馳的時候， 有那麼多孩子連健全

的四肢都沒有。  

「小孩不知道還有另一個世界，以為他們過

的日子就是人生本當如此。我教他們，地球

是平的，今天把幸福 視為理所當然，明天災

難就會反撲。」 

  

人生其實只有『三天』， 

  昨天已成過去， 
    明天還在暮色裡， 

  唯一能抓住的， 

 

只有『今天』！  
 

    ◆理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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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國際儲蓄互助社節 

                    

                                        ----------------愛心義賣愛心義賣愛心義賣愛心義賣、、、、烤肉烤肉烤肉烤肉、、、、歌唱接力歌唱接力歌唱接力歌唱接力、、、、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日  期：10 月 23 日(星期六)上午 9:00 – 下午 2:00 

地  點：台中縣后里鄉中社觀光花市 

報名費：社員每人$100 元 

名  額：100 名(已額滿，請報名的社員注意集合時間) 

備  註：1.報名參加者當天報到時贈送白米兌換券一張，可至本社兌換 

       2.台中區會另贈參加者每人 50 元愛心折價券一張(限當日使用) 

活動程序： 

 08:00～08:30  本社一樓報到 

 08:30～09:00  出發至中社觀光花市 

 09:00～09:30  各社報到、參與愛心義賣活動 

 09:30～10:20  大會活動、頒獎 

 10:20～11:10  專題演講 

11:10～14:00  烤肉聯誼、歌唱接力、參觀花市 

                   

 

 

 

活動預告：愛心捐血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8:30 )8:30 )8:30 )8:30 ––––17:0017:0017:0017:00    

地  點：台中市學士路中正公園捐血站 

備  註：(1)當日請自行前往參加，可邀請親朋好友一起共襄盛舉 

        (2)社員當日前往報到者即贈送禮品乙份 

           (3)非社員當日捐血成功者贈送禮品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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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社員常年教育第二次社員常年教育第二次社員常年教育第二次社員常年教育----烏來一日遊烏來一日遊烏來一日遊烏來一日遊                                    
 

    本社舉辦2010年第二次社員常年教育--

部落文化生活體驗營，感受多元文化族群之

美，北台灣烏來泰雅部落之旅一日遊於 8 月

28日(星期六)清晨 6:00 展開了，原訂於 6:30

才開始報到，但 6:00 就有社員等不及陸續來

報到。 

    七點集合出發，上高速公路後三部遊覽

車的講師--蕭永信社長、李美潤教育主席及

吳麗卿主任即開始車上教育－再次強調參加

儲蓄互助社的好處、本社多元創新的服務、

安家 30 專案、9906 福虎生豐六年儲蓄專案、

各項互助基金業務....讓社員更明瞭本社所

推廣的各項業務與社員本身是息息相關的。 

到達烏來後，經由泰雅博物館導覽解

說、原住民文化工作室及藝術村的 DIY 活動，

部落風味餐……使參與的人更了解原住民文

化之美。接下來欣賞烏來瀑布、泡湯，雖然

途中因接駁問題有一段小插曲，由於工作坊

隨車服務人員熱誠接待張羅，大家也就隨遇

而安，盡情享受大自然美景及豐盛的文化饗

宴，並在深坑老街自由行中大啖風味美食後

滿載而歸!

◆教育旅遊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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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心臟輔酵素 Q-10』 

◢◢◢◢    健康管理需要自己現在做起    

現代人的工作壓力大，生活比較不正常，很

容易陷入失衡的狀態。工作忙碌，三餐不正

常，白天精神不振，晚上熬夜失眠，暴飲暴

食，偏食及營養攝取不均，缺乏運動，從小

孩到大人都在巨大的壓力下生活，生活習慣

嚴重不規律…等，造成現代人還等不到享受

之年，就被各種疾病所苦。 

衛生署公佈台灣人去年(2009)十大死因依序

為：1.惡性腫瘤（癌症）、2.心臟疾病、3.腦血

管疾病、4.肺炎、5.糖尿病、6.事故傷害、7.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8.慢性肝病、9.自殺及 10.

腎病。 

心臟疾病(heart disease)早已成為國人十大死

亡排列第二名，勸我勞苦功高的朋友，平時

當多加注意自己的健康生活和良好的飲食習

慣。畢竟，上帝創造了生命，健康卻要由你

自己去管理與照顧。保持健康的你，當然不

必看醫生；惟獨生病的才需要醫生。當然無

病無痛的人，在生理到達一定年齡的時候，

能夠開始使用保健食品，將能確保預防勝於

治療的果效。 

任何病症都是長期累積而成，過去的日子如

何已經無法改變，但你可以把握現在。從現

在開始注意自己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管理與保

養，這是聰明的你，可以馬上做的。不在意

或忽略，常是造成苦難的主要因素。 

◢◢◢◢ Q-10 與 心臟健康保養 

Q-10 在日本一直被用來治療心臟方面的疾

病，每年有六百萬位日本人使用。心臟輔酵

素Q-10 在阻礙老化過程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

角色，當然運動會增加心臟輔酵素在身體裡

的含量，使人身體保持活力。但對那些不常

做運動的人，就需要補充這

種物質以增加身體的活力。科

學研究發現，長期補充 Q-10

的人，罹患癌的機率非常低，

因為 Q-10 能抑制血脂肪過氧化作用（lipid 

peroxidation），這種過氧化過程會促進自由

基（Free Radicals）的形成。自由基是非常不

安定的氧分子，會致使細胞遭到破壞產生惡

性病變，引起心臟疾病，提前老化，甚至是

癌症等等。食用 Q10 能保護細胞，免受自由

基的破壞與攻擊。 

酵素- Q 10 很奇特的用途在於對牙周病患者

的好處。日本大阪大學的研究人員給一組牙

周病患者每日食用 60 mg 的酵素- Q 10，另一

組則給予安慰劑；8 週之後，前者比起後者

來，牙齦有了顯著的改善，不適及發炎的症

狀都減輕許多。酵素- Q 10還可降低血壓，進

而減少心臟病發作或中風的機率。此外，酵

素Q-10是極出名的強心補品，因為它對預防

鬱血性心衰竭的效果極佳。市面上 Q-10產品

眾多且良莠不齊，用人工化學合成的低價劣

質成分而高價賣的 Q-10產品，有許多原料是

以中國的煙葉茄尼醇合成取得，選購時請特

別注意成份標示與原料來源，最好選擇國際

間認可的知名廠家較有保障。 

本社所供的 Q-10係愛加倍自加拿大進口的產

品，經過台灣衛生署 GMP 檢驗，更通過世界

食品與藥品界最高級等 CGMP 的雙重認證，

是提供給社員最安全、最可靠、價格也最合

理的保健食品。ㄧ粒Q-10輔酵素軟膠囊(30mg)

的好處大於市面上 2-3瓶口服液，就保養與保

健，ㄧ天ㄧ粒 30mg 就夠，多食無益。 

下期將介紹維固力— 

天然的天然的天然的天然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葡萄糖胺(Glucosamine)  

敬請期待！

 

保健管理◆ 



 

◆ 台中市水湳儲蓄互助社通訊第 60 期 第 7 頁 

 

  
 

 

 

 

 

 

 

 

 

 

◆專案新福利 

◢ 參加對象 

    滿 15 歲-75 歲且為 1~4 類職業別之社員(自然人)均可參加。 

◢ 滿期金額 

    每一個單位 10 萬元，二個單位 20 萬元，三個單位 30 萬元…….依此類推。 

◢ 參加方式 

   1.填寫「福虎生豐」專案申請書，繳交第一期儲蓄金 1,350 元(每一單位)。 

   2.每單位每期(月)繳交儲蓄金 1,350 元，連續 72 期。 

   3.六年期滿可領回 $100,000 元的滿期金。 

$315 元 獎獎勵勵金金    社員按月如期繳款者，第 12、24、36、48、60、

72 期給予獎勵金。 

注注意意事事項項    

  1.本專案係為本社自行開發的儲蓄互助業務，每單位附加 

10 萬元意外險。 

2.每位社員至多參加五個單位。 

3.參加社員儲蓄期間逾期儲蓄超過二個月即視同中途解約， 

  並依中途解約的方式支領解約金。 

4.參加社員儲蓄期間身故可依中途解約的方式支領解約金 

  或另由法定繼承人續繳至其滿再領取滿期互助金。 

5.參加社員儲蓄期滿一年以上，可提出質借申請。 

繳款總額   1,350×72=97,200 元   

紅     利  100,000-97,200 = 2,8002,8002,8002,800 元 

獎 勵 金  315×6 = 1,890,890,890,890 元   

總 獲 利  2,800+1,890= 4,6904,6904,6904,690 元元元元    

獲獲利利分分析析    獲利率

1.54%   

社社社社社社社社員員員員員員員員新新新新新新新新福福福福福福福福利利利利利利利利        

99990066BB  

福       生豐 
六六年年期期儲儲蓄蓄互互助助專專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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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訊息◆ 

有朋自遠方來…. 

花蓮門諾社、屏東玉泉社

等友社幹部社員及高雄區

會委員來本社參訪，彼此

交換社務經營心得。 

新業務上路新業務上路新業務上路新業務上路 -- 通信貸款嘛ㄟ通ㄛ 

       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滿滿滿滿 20 歲以上社員限股金內額度歲以上社員限股金內額度歲以上社員限股金內額度歲以上社員限股金內額度(仟元止仟元止仟元止仟元止)。。。。 

1.先來電洽詢 

2.填寫通信借款申請書暨約定書(向本社索取)， 

 本申請書為重要憑證，若有塗改恕不受理。 

3.檢附資料：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匯款帳戶存摺影本 

4.郵寄地址：台中市北屯區平德路 115 號 2 樓) 

5.本社於收到申請書後即匯入借款人指定帳戶(匯款手續費由借款人繳付) 

右上圖 6.11 花蓮門諾社來訪 右下圖 7.23 高雄區會來訪 左  圖 9.7 屏東玉泉社來訪 
 

 
申

請
程

序
 

1. 兒童品格理財領袖營- 

對象：國小二年級~國中一年級 

每週六下午 2:30 至 4:30 

2. 電腦班-每週六下午 2:30~4:30 

3. 日語班-每週三下午 1:30~3:30 

分初級、中級、高級三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