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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管理 
人生大部份時間，都圍繞著錢財使用。我們的理財方式，會影響我們與主.、與人的關係，所

以我們必需要好好去計劃和面對金錢管理這回事。聖經裡有 2350 處經文是關於金錢管理，耶

穌講有關金錢的經文，比起講及有關天堂和地獄的經文加起來還要多！ 

 

一般人對金錢的價值觀，都是以『擁有』的心態行先。要把握每個機會，去爭取、去進升、去

投資，為的是要得著更多。安全感的多少，就是建基於擁有多少。為了要得到更多，有時會在

過程中，傷害了自已或別人，聖經對此給了我們一些忠告： 

提前 6:9-10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沉
在敗壞和滅亡中。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
透了。所以要努力避免跌入貪婪中，要常常警覺自己的內心！ 

太 16:26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有些人覺得金錢是污穢的；但有些人覺得金錢是高尚的。其實金錢是中性的，若我們能善用金

錢，便能使人得祝福；但若用得不適當，也可以使人跌入災禍中！ 

 

世界的價值觀： 

@ 趁年輕要搵多 D 錢 

@ 錢係最好的保帳 

@ 嫁個有錢人 

@ 讀多 D 書便可賺多 D 錢 

@ 李嘉誠是成功的代表 

@ 最好我是有錢人的兒女 

 

分享：有那一些關於世界的金錢觀一直都在影響你？                                                                

 

神是有絕對的主權，去主宰我們的生命，和這個世界。我們必需先承認神的主權在我們的生命

中是有效的。若主對我們的金錢有主權，那麼，我們每一次的支出，就都成為一種屬靈的決

定。 

 

在財富方面，神的角式，是一個供應者，祂有權和有能力去供應人的需要。而人的角式，就是

管家。林前 4：2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忠心理財的益處是： 

 

1. 與耶穌的關係更加親密，並得主欣賞。太 25：21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
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2. 造就品格。透過理財，便要操練節制，和培養誠實和責任感，使別人可以對自已建立起信

心來，把更大的責任交托給我們。路 16：11 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
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 

Luke 16:11  If you're not honest in small jobs,who will put you in charge of the store? 
(the Message Bible) 

 
3. 有序理財，得享其福。當有需要運用財富時，有足夠能力去運用；當想要奉獻支持神所感

動你的，亦有能力去回應。不會常處於擔憂和欠債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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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好管家，首先要培養自已成為一個誠實的人，對主人（神）忠心。神要求我們絕對誠

實，在現今的社會裡，人喜歡為了個人利益，已經不會把誠實作為優先次序。如果我們不誠

實，便是偷了別人的東西！一個敬畏神的人，必然會選擇誠實。當我們願意作一個誠實的人，

也能在未信主的人面前見證基督。倘若我們不持守一顆誠實的心，小小的不誠實，也能釀成災

禍。誠實是一個生命態度，必需要刻意操練，否則不會自然擁有！路 16：10 人在最小的事上
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在小事上不誠實，可能遭遇小

小的挫折，還能勉強承受；但在大事上大識實，可能導致一個令你一生遺憾的後果！ 

 

分享：你有關於在金錢上忠誠或不忠誠的親身經歷嗎？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你當時持著什麼

生命態度？這件事對你對你有什麼影響？                                                                                    

                                                                                                                                                      
 

如何保持忠誠？ 

 

1. 要敬畏神                

彼前 1：17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
在世寄居的日子． 

傳 11：9 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時當快樂．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歡暢、行你心所願行
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卻要知道、為這一切的事、 神必審問你。 

 

2. 帶著愛人如己的心，不要因著一己利益而令人損失        

腓 2：4-5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3. 順著聖靈，不順從肉體，撒旦常會用貪念去引誘我們，但我們必需要拒絕    

加 5：16-17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因為情慾和聖靈相  

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箴 30：8    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 

 

4. 遠離不誠實的人         

箴 29：24   人與盜賊分贓，是恨惡自己的性命；他聽見叫人發誓的聲音，卻不言語。 

箴 22：5     乖僻人的路上、有荊棘和網羅．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遠離。 

 

5. 憐憫貧窮人              

箴 19：17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箴 14：21 藐視鄰舍的、這人有罪．憐憫貧窮的、這人有福。 

 
 

債務 

 
箴 22：7 富戶管轄窮人；欠債的是債主的僕人。當人欠債的時候，便會失了自由，這便是欠債

的後果。今時今日在這個消費主義濃厚的社會裡，大部份人都會容易放縱自已去吃、喝、玩

樂！由於現時要得著信用咭，實在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這也可以是一個很大的陷阱。很多年

青人沒有好好計算自已實際在銀行裡有多少儲蓄，當見到『心頭好』便會先信用咭購物，不管

自已是否已經確定銀行裡的存款是足夠。亦會有人因為每個月都唔夠用，便簡單地直接用信用

咭透支，總是覺得下個月出糧便會還到。中國人有句說話：『不要先洗未來錢！』其實呢句絕

對是一句非常有智慧，亦合乎真理的說話。因為一日未到手的錢，都是不屬於你的！用一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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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你的，簡單地解釋便是『偷盜』！用不屬於自已的金錢換來的東西，不會使你用得安心！

若果你是有這樣習慣的，請你要重新建立在使用金錢上的新習慣 ---『量力而為』。不要為著

面子、虛榮心、人有我有的欲望和貪念，而叫你換來一身債！ 

 

如何脫離債務： 

1. 認罪悔改 

2. 向守望者開放分享，並邀請他/她定時守望你的情況 

3. 建立財政預算表 

4. 列出你已有的一切 -- 有什麼東西需要繼續擁有？有什麼可以賣掉嗎？ 

5. 列出你欠下的一切 

6. 制定還債計劃 

7. 在不影響你與神的關係下，增加額外收入 

8. 控制信用咭的使用 

9. 對現在的一切要知足，提前 6：6-8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為我們沒有帶
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10. 考慮徹底地改變你的生活方式 

真實見證 

 

林姐妹，母親在她出生後不久便離世，父親因著工作，就把她送到姑媽家中住。因為至幼家
貧，父親未能在物質上給予林姐妹滿足，眼見禮物都只是同住的堂妹有，但自已卻沒有，心中
滋味不好受！長大後，踏入社會工作，獲得穩定收入，便開始喜歡購物。從用現金購物，到慢
慢學懂用信用咭來分期付款式購物。可能感覺從小就欠缺愛，覺得自已什麼都沒有，所以長大
後便不斷以購物來滿足自已，而且這種購物欲亦越來越嚴重。最後，因為沉迷於購物，以致換
來超過十萬元的透支！於是林姐姐便向朋友借錢來還清銀行的欠債，這一次的巨額透支，並沒
有讓林姐妹醒過來，她仍然是繼續購物，繼續透支。今一回的購物，為她帶來了另一個更巨額
的欠債 -- 廿五萬！當時，林姐妹只有用一個應付的心態渡日。每個月只能向銀行還最低還款
額，心裡面已經知道自已還不了，預備好要一生要獨自背著這筆債，因為一直以來，林姐妹並
沒有向任何一個人分享她欠債的事，甚至連她的丈夫，她亦從沒透露過半點情況！廿五萬的欠
債，是滾存了四、五年的結果。感謝神在這段期間介入，讓林姐妹和她的丈夫有機會認識神，
並決志、受洗歸入基督。 

 

這廿五萬的欠債，並沒有因為林姐妹接受了耶穌基督而突然消失，她仍然要默默還債！直至有
一次，她和守望者在守望時，談及撒旦會用不同的東西來綑綁我們，叫我們失去自由，但當順
服聖靈時，便有能量去勝過撒旦這控制。當被問及生命中有沒有綑綁時，林姐妹就被聖靈提
醒，也勇敢地分享了她過去幾年，一直都不敢向人分享的這個金錢綑綁，感謝主！這是個開
始！接著在崇拜聽道，訊息關於『要常常喜樂，不要憂慮』，當時講員鼓勵弟兄姐妹寫下令自
已憂慮的事情，林姐妹又再一次寫下她欠債的憂慮。過了幾日，在小組聚會中，林姐妹便分享
了她這個欠債的情況，組長鼓勵她要向丈夫分享，並求原諒。完了小組，在回家的途中，林姐
妹心中向神禱告後，便主動向丈夫坦白一切。感謝神！丈夫因著愛神和愛妻子的心，不單原諒
了妻子，更願望與妻子一同面對、一同承受後果！ 

 

於是，林姐妹在丈夫的協助下，重定開支預算，丈夫每日只給她足夠搭車和膳食的費用，同時
林姐妹亦取消了所有信用咭，連提款咭都沒有，即是每日可以使用的，就是丈夫所給她的。這
個生命重整期開始後不久，林姐妹發覺自已銀包裡的錢，不單夠用，而且有餘！在神的祝福和
夫婦同心努力下，他們只用了兩年時間，就把廿五萬的欠債還清了！雖然債務還清，已經得了
自由，但林姐妹仍然持續這生命操練，每日只好好享用丈夫發給她的生活費！對於這個生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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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林姐妹有感而發：『雖然這個刻制，是一個不容易的鍛練，但卻挽回了我的生命和我的家
庭！』今日，林姐妹懂得凡事謝恩，不再需要用物質來滿足自已，因為深深經歷過主耶穌的愛
和拯救！ 

哈利路亞！ 

*** 假如你已經有了一筆債務，請你盡快和盡力清還 *** 

 
 

 

在聖經中亦有教導我們不要為人作擔保 – 
箴 17：18 在鄰舍面前擊掌作保乃是無知的人。 

箴 22：26-27 不要與人擊掌，不要為欠債的作保。你若沒有甚麼償還，何必使人奪去你睡臥的
床呢？ 

作擔保人，其實都有一個機會變成欠債人，所以除非你確定自已有足夠的資金能以應付，否則

不應作出自已所付擔不起的承諾，這樣會毀了自已一直努力建立的信譽和付上還債的責任。 

 

分享：你現在有為人作擔保嗎？有欠債的情況嗎？若有，請詳細分享，並寫下如何清還欠債。 

                                                                                                                                                      
 
                                                                                                                                                       
 
 

神賜給我們工作技能，祂賜成功，也是掌控升遷。只要保持忠誠的態度，殷勤服侍，必然得到

神和人的欣賞。箴 12：27 懶惰的人不烤打獵所得的；殷勤的人卻得寶貴的財物。我們每個人

都應該努力工作，不要指望有不勞而獲的金錢享用，而且工作是可以鍛練我們的品格。

弗 4：28 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做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西 3：22-24 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
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因你
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創世記中，約瑟是其中一個好榜樣。他無論服侍法老的內臣，還是在囚中服侍，他都是以敬畏

神的心而行，所以神亦使他百事順利。他盡忠職守，期望神要得著榮耀。 

創 39：2 約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華與他同在，他就百事順利。 

創 39：6-9 波提乏將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約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飯，別的事一概不知。約
瑟原來秀雅俊美。這事以後，約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給約瑟，說：「你與我同寢吧！」約瑟不
從，對他主人的妻說：「看哪，一切家務，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裡。在這
家裡沒有比我大的；並且他沒有留下一樣不交給我，只留下了你，因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
作這大惡，得罪神呢？」 

 

當我們忠心和盡力去服侍，緊守自已的崗位，不論是神或上司，都會欣賞！可能在堅持誠實的

過程中，偶然會遇到不公平的對待，或會受到委屈，但這只是暫時性的，因為我們在天上的父

神，必然會親自報答！就如約瑟，雖然因著主母對他的誣告而被判入囚，但神最後仍然使約瑟

被升回到那高位。創 45. ：8 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裡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
的父，作他全家的主，並埃及全地的宰相。神是監察我們的神，祂必然按公義和慈愛待我們。

不論是傭主或傭員，都應以敬畏神的心，彼此對待。 

 

分 享 ： 今 日 神 容 讓 你 在 現 有 的 工 作 上 要 訓 練 你 什 麼 品 格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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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到金錢管理，有三方面我們需要負上責任 
1. 社會上 ---  我們需要交稅，使國家或社會能持續運作，盡公民責任。 

 

2. 家庭上 ---  孝敬父母，減輕甚至負上照顧家庭的責任（不論在自組的家庭或原 

   生家庭），盡力負上作子女或父母之責任。 

 

3. 神的家 ---  聖經教導我們需要對神的家盡忠，盡神子民的責任。 

瑪 3：8-10  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你們卻
說：『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
一和當獻的供物上。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取我的供物，咒詛就臨到
你們身上。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
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
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很多人一想起奉獻，便覺得好心痛！但卻忘記了，耶穌用自已的生命，全然

奉獻給我們，救贖我們，使我們生命有新的開始！其實，創造主什麼也不

缺，但祂深知道人容易被錢財迷惑，以擁有為安全感。所以，祂要用另一種

方法，幫助我們脫離這綑綁，就是要我們學習『俾』！當然，在新約裡的教

導，奉獻應該是全人奉獻的。羅 12：1-2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
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
理所當然的。 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但作為一個初學者，大家可以嘗試以舊約

的教導 ---十分之一作為開始。所謂十分一，即收入的十分一。當然，若神感

動你要作出更多的奉獻，你亦可以超出這範圍去回應神。 

 

整本聖經，好清楚教導，人是不可試探神的，惟獨一處是可以試試神，就是         

瑪 3：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
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
可容。 

 
 

錢是我們需要用勞力去賺取的，但再一次提醒大家，其實我們只是個管家！不是一個擁有者！

所以我們有責任把神交托我們的錢財用得合宜。除了以上三個要作出貢獻的範圍，當然神都教

導我們要去關顧有需要的人。 

 

• 雅 2：15-17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
說：「平平安安的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
益處呢？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 詩 112：9 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他的角必被高舉，大有
榮耀。 

• 路 6:38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
流地倒在你們懷裏；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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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會刻意做一個十一奉獻以外的固定奉獻，奉獻給神感動他要回應的需要。也

有些人是隨意按著平日所見到的需要而回應。其實都可以，最重要是不要消滅聖靈

的感動，和不要漠視身邊有需要的人，使心變得自私和對人冰冷！ 

 

真實見證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英文：John Davison Rockefeller，1839 年 7 月 8 日－1937 年 5 月

23 日），美国实业家，慈善家，以革命了石油工业與塑了慈善的現代化結構而闻名。1870 年

他创立标准石油，在全盛期壟斷了全美 90%的石油市場，成为美國第一位十億富豪與全球首

富。他也普遍被視為人類近代史上首富，財富總值折合今日之 3000 億美元以上。另一方面，

洛克菲勒在人生的后 40 年致力于慈善事业，主要是教育和醫藥领域。他在 1897 年结束对标

准石油的直接管理。他出資成立洛克菲勒研究所資助北美医学研究，包括根除鉤蟲和黄热病，

幫助了野口英世的研究，也對抗生素的發現幫助甚大。另外難得的是，他對黑人族群非常關

照，並斥鉅資提升黑人教育，廣設學校。他也是个虔诚的北浸礼会教友，并在一生中支持了很

多教会背景的机构。今天的兩所美國頂尖大學[6]：芝加哥大學、與洛克斐勒大學都是他創辦

的。 洛克菲勒坚信他人生的目的是「盡力的賺錢，盡力的存錢，盡力的捐錢」。但他終生不

菸不酒，私生活嚴謹，一生勤儉自持。他並在晚年將大部分財產捐出資助慈善事業，開美國富

豪行善之先河，給今天如比爾·蓋茨與沃倫·巴菲特等富豪寫下了先例，成為美國近代史上最富

傳奇色彩與爭議性的人物之一。 

洛克菲勒出身貧窮，在家中六个孩子排行第二。父亲是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Avery 

Rockefeller，1810 年 11 月 13 日－1906 年 5 月 11 日），母亲是 Eliza Davison（1813 年

9 月 12 日－1889 年 3 月 28 日）。他父親是賣假藥的江湖郎中，犯重婚罪且在外男女關係混

亂，更時常長期不回家，不是個正直的人，故洛克菲勒一生都和父親有些疏遠。但父親精明的

個性也對年幼的他有所幫助。他父親曾這麼說：「我一有機會就騙我兒子。我要他們精明

點。」[7]然而完全相反的，其母卻是個虔誠的浸信會教徒，生活自律，並從小對他灌輸節儉，

勤奮等觀念，他的家庭主要是靠母親一手辛苦維持的。幼年的他已開始以幫父母做家事，賣馬

鈴薯，火雞，甚至貸款給鄰居收息等方法賺錢。學生時代，他對算術有強烈的敏感與興趣，但

別科成績約在平均水準。他並不屬於才華洋溢耀眼型的人，但永遠嚴格系統化，理性不帶感情

地處理問題。兒時同輩這麼形容他：「規矩誠懇，嚴肅沉穩，內斂謹慎」。 

 

16 歲的洛克菲勒在經過六個禮拜的求職後，在一間公司開始了第一分工作：簿記員。他前三

個月薪水總共是 50 美元，領到第一份薪水的他已開始固定捐出十分之一給教會。他對這第一

份工作極為熱愛且努力，也學習到很多。他日後回憶「我經商的所有方法與思維都是在那三年

學到的。」他的努力很快得到雇主賞識，因而不斷得到升遷。但在三年後的 1858 年，因為加

薪要求被拒絕，他離職與克拉克合夥开始獨立經營農產品批發的高風險生意。這時的他只有

18 歲。洛克菲勒從少年時期領到第一分薪水開始，就開始將其中十分之一捐給教會。隨著他

往後財富的增加，這份捐助也跟著增加，主要是教育與醫藥方面，科學與藝術亦有。1897 年

後，他的生活重心漸由商場轉向慈善事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5%88%E5%96%84%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6%B2%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7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7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87%E5%87%86%E7%9F%B3%E6%B2%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9%A4%E8%9F%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7%83%AD%E7%97%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8E%E5%8F%A3%E8%8B%B1%E4%B8%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7%94%9F%E7%B4%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6%88%B4%E7%BB%B4%E6%A3%AE%C2%B7%E6%B4%9B%E5%85%8B%E8%8F%B2%E5%8B%92#cite_note-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9D%E5%8A%A0%E5%93%A5%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9B%E5%85%8B%E6%96%90%E5%8B%92%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7%88%BE%C2%B7%E8%93%8B%E8%8C%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83%E4%BC%A6%C2%B7%E5%B7%B4%E8%8F%B2%E7%89%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6%88%B4%E7%BB%B4%E6%A3%AE%C2%B7%E6%B4%9B%E5%85%8B%E8%8F%B2%E5%8B%92#cite_note-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8%E4%BF%A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0%BF%E8%A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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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在小時候就立下他的兩個人生最大野心：1.賺到十萬美金(約為 2007 年的三千萬美金) 

2.活到 100 歲。第一個野心，他自然是達到且遠遠凌駕其上了。而第二個野心，他雖然在晚年

盡其所能地強迫自己延長壽命以達到幼時立下的目標，包括搬到佛羅里達，絕對嚴格的規律生

活，食物只攝取煉乳與蔬菜水果等等，但還是在離 98 歲生日兩個月時過世，離目標差了兩年

兩個月。 

 

分享：你是否在社會上、家庭上和神的家上，負上當所盡的責任？ 

       
----------------------------------------------------------------- 

 

有沒有遇到困難或扎爭呢？如何刻服？ 

 
---------------------------------------------------------------- 
 

      平常會否用十一奉獻以外的去服侍有需要的人呢？ 

 
      ----------------------------------------------------------------- 
 

平常每個月，你會如何分配你的收入呢？ 

收入 支出 

薪金 家用:  

1) 父母 

 
2) 自己 

 
3) 配偶 

 
4) 子女 

 

投資回報 車費 

零用錢 十一奉獻 

其他： 額外奉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BE%85%E9%87%8C%E9%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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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蓄計劃 (以下建議)： 

1) 個人持續培訓 

 
2) 子女教育 

 
3) 短宣 

 
4) 娛樂 

 

年終花紅 債務 

 稅項 

 其他 

  

  

  

  

  

  

總數： 總數： 

兩邊平衡後，剩餘金額： 兩邊平衡後，剩餘金額： 

 
 
平衡後出現的金額若不是 $0, 出現正數或負數，即表示你的財務管理需要調較。越細仔的項

目，便越容易管理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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