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关于作者
蒂 芙 尼 · 邓 (Tiffany
Tang) 曾 供 职 于 马 来 西
亚英迪教育集团 (美国
Laureate 国际大学联网
的一员)，担任财务总
监一职。在此之前，蒂
芙尼曾担任区域会计师，
这包括了新加坡，中国，韩国，印度，日
本诸国。具有大型跨国公司工作经验，涉
及零售业，大宗商品物流，电脑硬件以及
土木工程等行业。
截至目前，蒂芙尼共有超过 15 年
的工作经验，并取得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
学，应用会计专业荣誉学位，英国财务会
计师公会成员。

年轻人的精明理财指南

当蒂芙尼在亚洲区域工作期间，她
发现许多年轻人都缺乏个人理财的基本知
识，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而这
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蒂芙尼期
望通过书的管道，使所有的年轻人从小就
具备独立理财的能力，知识以及信心，为
他们的未来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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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四的大学生在毕业开始工作时，
都背负着“无法偿还的”的债务。

前言
写给年轻人 - 为什么要学习理财知识？
为什么要学习理财知识？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些事实：
1. 钱是导致离婚的第一大罪魁祸首。
2. 钱在自杀诱因中名列前茅。
3. 大约 75%的人都是月光族。
4. 不到 10%的高中毕业生在学校里接受
过理财教育。
5. 据 2003 年的一项线上职业调查显示，
有大约 61%的大学生表示会在毕业后
搬去同父母同住！
6. 一个地区的学生在理财考试中的分数
越高，这一地区的破产率就越低，二
者呈负相关的关系。
7. 当代人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的
存款可以保证其退休后的生活。
8. 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得到的不仅仅是毕
业证书，还有不断增长的信用卡账单
(这还不包括他们欠下的学费贷款!）。

以上这些事实，以及其它令人警醒
的发展趋势促使我开始写这本书。我希望
让你 -- 一个即将就业的年轻人-- 得到你所
能得到的最好的理财教育。
通过将本书中的理财知识和理财技
巧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你将学会如何理财
并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而这些良好的理
财习惯反过来也是你未来稳定生活的基石。
考虑到世界上的存贷款率，本书将提供给
你最具价值的理财课程。对于个人理财中
出现的一些概念，本书不仅提供易于理解
的解释，还设计了许多有趣的小活动，帮
助读者理解。
我是多么希望在我毕业的时候，也
能有这么一本书来指导我啊。使我在理财
上比我的同龄人能领先好多，少走一些弯
路。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让你能够
从一开始就可以正确理财！我希望你能够
好好研读这本书。关于你的钱的一切：收
入，储蓄，开支，投资，定期捐赠以及借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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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你都可以通过一个有趣又充满互动性
的方式来学到。更为重要的是，积累财富
将会贯穿你生命的始终。

他们做出更加重要的决定，例如消费借贷，
车贷，找工作，或是独立生活。教给下一
代如何投资未来，是我们的责任。

写给父母
对于现在的社会，我有着这样的一个抱负，
那就是使所有的孩子以及年轻人都能具备
独立理财所需要的技能，知识以及信心，
为他们的未来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了实现
这一抱负，我致力于协助广大家长朋友们
帮助他们的孩子学习如何理财。而这本书
便是实现此抱负的一个途径。

作为家长，您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能够教导孩子，帮助其养成良好的理财习
惯。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家长们应该根
据自己孩子的特点找到最适合的教育方法。
我个人坚信，理财能力强的家长最能培养
自己孩子的理财能力，因为只有父母最了
解自己的孩子，知道怎样才能将理财习惯
的培养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书中的
材料的使用，您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意愿，
同孩子进行互动，保证您的孩子得到世界
上最好的理财教育。

这本书不仅适合年轻人去读，也适
合家长去读。虽然书的语言并不艰涩难懂，
青少年完全可以独立完成它的学习，但是，
我还是建议家长能同孩子一起研究学习本
书。
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比现在更需要我
们的年轻人在离开大学时就学会理财以及
规划未来更为重要的了。现如今，我们的
孩子接触金钱的年龄越来越早，因此，他
们就需要更早的学会如何在收入，储蓄以
及开支方面做出理智的决定。将来还需要

本书中提供的知识以及工具将为您
的孩子在踏入社会之前，养成独立良好的
理财习惯打下坚实的基础。
祝您成功与幸福，
蒂芙尼·邓 (Tiffany Tang)
http://tiffanyta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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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1

钱是什么？
钱是什么？
大约在公元前 9000 年的石器时代，人们
发现了农业耕作，通商开始交易。为了糊
口，人们开始交换手上的物品。通过交换，
多余的食物被卖掉，换取所需要的物品。
举个例子，两打鸡蛋可换到四瓶牛奶。这
种交换发生的前提是交换双方都有彼此想
要的东西。这种交换被称为物物交换
(bartering)。而物物交换的问题是，你必
须找到一个人，这个人手上的东西是你想
要的，而你也恰巧有他/她想要的。
杰森：我有一桶小麦。我想换你的一只羊。
克里斯多夫：不行。这不公平。我的羊比
较贵。

表 1：物物交换过程
从以上的交谈中可以看出，这个争
论将一直持续直到到达一个双方都满意的
交换标准为止。慢慢的，随着社会上的物
品越来越丰富，不同的人们生产着不同的
产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一般等价物
的必要性。这样，钱币
钱币就出现了。用现在
钱币
的词来说，就是货币
货币。
货币
公元前 1200 年到公元前 50 年，世
界各地出现了不同的货币。中国人使用一
种贝壳做的贝币以及金属制的钱币，土著
印第安人使用的是经过打磨的火山石作为
货币。将物品作为货币使得交易者有了支
付方式。交易者再也不需要去找一个双方
都恰巧有彼此想要的东西的人了。但是，

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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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是出现了。作为货币媒介的物品不
容易分割（无法找零）。还有就是货币的
种类太多，无法进行统一交易。

表二：公元前 16-18 世纪中国贝币

表三：经过打磨的火山石
安东尼：我花了 5 贝币买这个花瓶。因此
我想要 5 石币。
约瑟夫：1 石币要比 1 贝币值钱的多。我
只给你 3 石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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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理财能力的养成秘籍
良好理财能力的养成开始于对不同理财技
巧的理解与熟练的掌握下功夫。它需要好
的开支习惯的养成，健康的储蓄习惯，以
及好的投资计划，使你过上收支平衡的生
活。
良好理财的规划就由建立个人预算
为开端，而这对个人来说也是最为困难的，
但成效也是最大不过了。许多人都被建立
预算这一想法给吓到了，因为它看起来是
那么的复杂。但是实际上却恰恰相反。预
算只不过是简单的开支计划，它能帮助你
更好的管理自己的钱财。它帮你做出买或
是不买的决定。通过对开支项目重要性的
排序，它可以帮助你最终达到你的人生理
想与目标。
当你尝试着学习建立个人预算的时
候，你将会明白你的财务状况究竟是如何
的。建立个人预算同时也是理解公司复杂
的财务报表的基础。

制定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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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预算模板
如果你还是对如何建立个人预算不是很清
楚的话，你可以使用下面提供的模版。你
可能会需要对模版做一些小的修改，以使
其更符合你的情况。个人财务预算包含两
个十分重要的表格 -- 损益表与资产负债
表。我会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释这两种
表格，而不是用传统的双输入复式记账方
法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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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入明细表
描述
收入
薪水
零用钱
利息收入
分红
商业收入
总收入 (A)
储蓄 （B）
支出
房租
食物开支
服装费
汽油费
停车费与过路费
汽车分期贷款
汽车保养
学费
保险
水电费
电话及上网费
总支出 (C)
预算盈余（
预算盈余（赤字）
赤字）(A-B-C)

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