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法從0開始的現世界生活 - 金錢2
李東霖



動漫 - 異世界主題正夯

Re:ゼロから始める異世界生活

無職転生〜異世界行ったら本気だす〜

転生したらスライムだった件

蜘蛛ですが、なにか？

100万の命の上に俺は立っている

此生無趣/無望 (家裡蹲)，期盼有來生(異世界)



新生命 => 永生
約翰福音 John 10:10 - 盜賊來，無非是要偷竊、宰殺、毀滅；而我來是要

他們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The thief cometh not, but that he may steal, and kill, and destroy: I 
ca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may have it abundantly.

約翰福音 3:16  - 神愛世人，甚至賜下他的獨生子，好讓所有信他的人不

至於滅亡，反得永恆的生命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th o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中文標準譯本 (CSB Traditional) /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大綱

因為當年沒有人告訴我，害我 OOXX
所以我現在想提醒你們

關於金錢的知識，比什麼角色會什麼技能重要太多惹！

● 作金錢的好管家

● 複習 - 保險、現金流

● 快速致富，財富自由！？



關於金錢：千萬、千萬、千萬要記得

● 不作保

● 只買純保險

● 千萬不要碰「衍生性金融商品」



純保險
意外險 (定期)

癌症險 (定期/終身)

壽險 (定期/終身)

只買「單純」且「能力所及」(低保費、高保障) 的保單

 用來投資，例：投資型保單、儲蓄險 

保險歸保險、儲蓄歸儲蓄、投資歸投資，可以拿回來的都很貴

請找資歷深(經驗及知識豐富)的保險從業人員，完全了解內容後再投保





快速致富？財富自由！？
● 投資 ：房地產、股票、基金、債券… ( 自行 Google 樂活大叔 )

無知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知半解 => 不懂的東西千萬別碰

● 買彩券，作公益？背後的動機仍然是想快速致富。

● 多層次傳銷 / 直銷

● 東東個人認為：投機 = 賭博 (財務槓桿、借錢來投資？)

投資的路上，不要相信任何人說的 (包括網紅、大師、還有東東本人)

只要相信「符合信仰原則」的事物。 (神的話 + 生命成熟的前輩)



投資一定有風險，基金投資有賺
有賠，申購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

投資股票
就是



衍生性金融商品，千千萬萬：不要碰，不要碰，不要碰

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其價值由利率、匯率、股權、指數、商品、信用事件或其

他利益及其組合等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另依本會「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

業務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管理辦法」尚包含境內結構型商品。

      基本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包含 遠期（Forwards）、期貨（Futures）、交換

（Swap）及選擇權（Options）等四種。而境內結構型商品(Structured 
Investment；SI) 係指銀行以交易相對人身分與客戶承作之結合固定收益商

品或黃金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組合式交易。

      高預期報酬常伴隨高風險，如果衍生性金融商品連結標的之價格走

勢與預期不同即可能面臨投資損失，參與者應審慎操作，承作前並應清楚瞭

解市場、商品重要事項、風險及損益架構等。 (資料來源 - 金管會)



箴言 12
耕種自己田地的，必得飽食；追隨虛浮的，足受窮乏。

誠實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發財的，不免受罰。

看人的情面乃為不好；人因一塊餅枉法也為不好。

人有惡眼想要急速發財，卻不知窮乏必臨到他身。



提摩太前書 第六章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什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

當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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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r the love of money is a root of all kinds of evil: )



投資那麼恐怖，我傻傻存錢就好了
BUT 錢就算不埋在土裡存銀行，也會有蟲子咬

通貨膨漲：物價上漲、薪水沒漲 = 購買力下降

埋起來 活期存款 (0.15%) 定期存款 (1%) 通貨膨漲 (物價漲 3%) => 
就算放定存，也等同每年  -2%

1年 10,000 10,015 10,100 9,800

10年 100,000 100,829 105,668 89,634

20年 200,000 203,180 222,392 162,872



可承受風險的投資
每年持續投資 7.2萬 / 12萬 (每月 6千/1萬)

BUT 不要迷信「長期的複利效果」，因為…那是數學計算的理想狀態 - 僅供參考

定存 <1%
每年7.2萬

穩健投資 (5%)
每年7.2萬

傳說中的18%
每年7.2萬

穩健投資 (5%)
每年12萬

1年 72,720 75,600 84,960 126,000

10年 760,812 950,900 1,998,370 1,584,814

20年 1,601,222 2,499,786 12,457,512 4,166,310



龐氏騙局、老鼠會



多層次傳銷 / 直銷
● 好久不見…先別說這個了，你有聽過 

安x (如x、賀xx、雙x、艾xx、東x) 嗎？

● 單層直銷、多層次傳銷

● 西裝筆挺、OPP 創業說明會

● ABC法則、產品介紹、獎金制度

● 上線 (推薦人、指導者…)

● 下線 (苦主：我們)

● 幫助別人成功、自己會更成功？=> (東東的翻譯) 上線：你拉更多下線加入，我的獎金會賺更多

● 我一定做得到！(要做什麼不知道)

東東：因為有了「利益關係」，所以情誼(關係)一定會變質了



傳直銷話術？
● 包裝的慌言、只是隱瞞真相？

善意的謊言 => 還是謊言 (說謊者之父是誰！？)

● 行銷的概念是好的，但人類的罪性是醜陋的

● 不能跟長輩、朋友討論的東西，一定有問題 (只有單方面說法)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壞到極處， 誰能識透呢？ 我－耶和華是鑒察
人心，考驗人肺腑的， 要按各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結果報應他。 
(耶利米書 17)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如果再多說，就是出於那
惡者。(馬太福音 5:37)



加密貨幣、區塊鏈 - 金融創新？
加密貨幣及將造成下一場金融風暴？金融創新喊得口沫橫飛，只為了炒作、

圈錢！？ (曲博科技教室 Dr. J Cla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O_MIqRL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O_MIqRLss


180 萬

59 萬

 0.42萬

因為人性的貪婪，龐氏騙局永遠不會消失
只會換另一種樣子再出次



信仰 與 金錢



財富之根
若你對金錢的所有觀念都是錯的

會如何？

https://shop.campus.org.tw/

ProductDetails.aspx?

ProductID=000473743

https://shop.campus.org.tw/ProductDetails.aspx?ProductID=000473743
https://shop.campus.org.tw/ProductDetails.aspx?ProductID=000473743
https://shop.campus.org.tw/ProductDetails.aspx?ProductID=000473743


好好工作，敬虔 + 知足 = 大利 (天國18%)
腓立比書 4  新譯本 (CNV) – 我並不是因為缺乏才這樣說：我已經學會了，無論在

甚麼情況之下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富裕；我已經得了

祕訣，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或是飽足，或是飢餓，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

知足。 我靠著那加給我能力的，凡事都能作。 然而，你們一同分擔了我的患難，

實在是好的。腓立比的弟兄們，你們也知道，在我傳福音的初期，離開馬其頓的

時候，除了你們以外，我沒有收過任何教會的供給。 

提摩太前書 6 –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什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問題討論與分享

1. 分享你對「財富自由」的看法和想法

2. 你有買什麼保險嗎？為什麼？

3. 你有做什麼投資嗎？為什麼？

4. 分享今天主題的得著或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