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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大學費用資料（表1）
假設每年通脹率4%，16年後所需

國家 /地區 香港 美國 英國 澳洲 加拿大
每年平均
費用＊（萬元） 4.5

# 35 26 18 20

在學期（年） 4 4 3 3 3
總支出（萬元）33.7 262.2 146.1 101.1 112.4
註：�＊包括學費及生活費、折算為港元計；#不包括生活費

內地存款息率（表2）
存款期 息率 存款期 息率
活　期 0.36厘 一　年 2.25厘

三個月 1.71厘 三　年 3.33厘

半　年 1.98厘 五　年 3.60厘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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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認可財務策劃
師何家驥稱，黃女士財

政狀況並無太大問題，每月收支平衡，
又有儲蓄習慣（圖）。「雖然有責任為兒
子準備好教育經費，但並非要成為投
資專家，在能力範圍內安排已可。」
假設每年通脹 4%，按每年在美國

及澳洲升讀大學要 35 萬及 18 萬元，
16 年後到美國升學 4 年約需 262.2 萬
元。澳洲學制 3 年，16 年後需 101.1
萬元，較美國少 161.1 萬元（表 1）。

國內定存手續繁複
另外，何家驥不建議黃女士到國

內開戶做定存，他解釋：「雖然在國內
開立 3 個月人民幣定存息率有 1.71 厘
（表 2），比在香港定存不足 1 厘高，
但既然並非打算送兒子到國內升學，
做人民幣定存會面對滙率的風險。」而

且手續繁複。
建議將方案二及三合併，進可攻

退可守，「由於資金不多，將月剩分成
兩部份投資，可切合其保守穩健的投
資取向。」
假設將 1 0 萬元現金，及月剩

5000 元其中 3000 元投資基金，若年
回報有8%，16年後可得150.5萬元，
足夠送兒子到澳洲升學（表 3）。

至於餘下月剩 2000 元，何家驥建
議月供儲蓄保險，當兒子 18 歲時，保
證可得約 43.5 萬元，足夠本港大學 4
年學費。
如果屆時基金回報較預期理想，

及儲蓄保險有非保證回報，假設額外
有16.4萬元，即合共可得210.4萬元，
差不多夠到美國升學。否則，應選擇
到學費較低國家升學，如澳洲、加拿
大或英國，在資金安排上可更鬆動。

升學地點視乎投資回報
分��析

揀大中華基金
高回報

何家驥建議分別將一筆
過現金，及透過月供形式，
長線投資一籃子股票基金，

分散風險。因為亞洲區受金融海嘯
影響較小，復原能力較高，市場預期
區內經濟可持續增長，來年表現亮麗，

建議投資大中華市場，爭取較高回報。假
設投資年回報為 8%，16 年後，一筆過 10

萬元及月供 3000 元，共得 150.5 萬元。

預計16年後投資回報（表3）
項目 金額 年回報 預計可得

基　　金
一筆過 $10萬 8.0% $34.3萬
月供 $3000 8.0% $116.2萬

儲蓄保險 月供 約$2000 1.66%＊ $43.5萬
合共：$194 萬
註：＊為保證回報

投保免基金投資失利

室
療
診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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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保險能保證可
獲金額，如英國保誠「新

生代 19」，按黃女士 2歲兒子
投保，月供約 2000 元，供款 16

年，共供款 38.5 萬元，期滿保證
可獲 43.5 萬元，年回報 1.66%。除保

證回報外，若紅利每年 5.07 厘，期滿的
非保證回報有 16.4 萬元（表 4）。雖然保證回

報較低，但若基金投資回報表現
不如理想，這 50多萬元亦足夠在
本港完成大學課程。
何家驥提醒，選擇儲蓄保

險時，要留意有否投保人身故保
障，即投保人在供款期內死亡，
在沒有繼續供款的情況下，受保
人的保證金額仍然到位。

由 於丈夫收入已用作供樓、父母家
用、退休及應急錢，黃女士負責其

他家庭開支，及兒子的教育儲備，月剩
5000 元為將來到海外升讀大學之用。「資
金不多，但又希望可以做一些較穩妥的投
資，令兒子日後可有更好的學習環境，能
到美國或澳洲升讀大學。」

冀覓穩妥投資
黃女士想了三個方案，希望請教專

家意見。「方案一：在內地開立人民幣戶
口，並做定存以享較高利息。方案二：
把現有10萬元，長線投資藍籌股或基金，
以獲得高回報。」至於方案三，黃女士考
慮購買教育基金，但對產品不太了解，擔
心不切合實際需要。

獨力安排兒子升學的黃女

士，手頭資金不多，但希望儲夠

教育費，送兒子到海外升學。專

家建議將可用資金，部份分

配至有保證回報的

教育基金，即使風險

較高的基金投資表現

不如理想，亦有足

夠資金作為本

地大學學費。

� 記者：甄嘉儀

� 攝影：李潤芳

個  案
讀　　者：黃女士（30歲）
家庭狀況： 已婚、有一個2歲半兒子
職　　業：物業管理 月入： 2萬元
支　　出：1.5 萬元 月剩：5000元
資　　產：現金10萬元 症狀：資金不足
目　　標： 為兒子儲蓄教育費到海外升學

工人
$4,000
20%

黃女士每月開支
兒子學費
$1,000
5%

固定儲蓄
$5,000
25%

生活雜費
$10,000
50%

部份儲蓄保險計劃資料（表4）
假設受保人2歲、男性，月供約$2000

計劃 滙豐目標儲全寶 中銀安兒保18 英國保誠新生代19
總供款金額 $36.0萬 $38.4萬 $38.5萬

保　證
期滿價值＊ $38.3萬 $42.95萬 $43.5萬
年回報率 0.69% 1.31% 1.66%

非保證
紅利價值＊ $5.24萬 $1.9萬 $16.4萬
預設紅利率 4% 4.75% 5.07%

註：資料截至3月1日；＊假設投保人於16年後悉數提取� 資料來源：各保單建議書

■何家驥（左）
稱，黃女士可
將月剩分成兩
部份籌備教
育基金。

■到海外升學所費不菲。�資料圖片

月供$5000儲蓄保險基金

二手速遞二手速遞 香港 九龍 新界

美孚新邨中層  七個月升11%
▲荔枝角美孚新邨 7期萬事達

廣場 9 號中層 B 室，621 方呎，
以 325 萬元易手，呎價 5233 元。
中原邱少明指出，原業主去年 8月
以 293 萬元購入，獲利 32 萬元，
升值 10.9%。

維港灣低層  逾兩年升15%
▲置業 18 葉紹麟表示，大角

嘴維港灣 3 座低層 G 室，609 方
呎，作價389萬元，呎價6388元。
賣方07年 12月購入價338萬元，
賺 51萬元，幅度 15.1%。

鯉灣天下高層  四年蝕使費
▲油塘鯉灣天下高層 A 室，

面積621方呎，成交價340萬元，
呎價 5475 元。中原陳鳳霞稱，原
業主 06 年以 339.5 萬元購入，微
利 5000 元，僅上升 0.1%，蝕使
費。

凱帆軒高層  四年獲利 25%
▲香港置業文愛寧透露，大

角嘴凱帆軒 1 座高層 D 室，面積
613 方呎，成交價 405 萬元，呎
價 6607 元。賣方於 06 年以 323
萬元入貨，獲利 82 萬元，升值
25.4%。

邁亞美海灣低層  六年賺57%
▲祥益黃慶德表示，屯門邁

亞美海灣 2 座低層 H 室，面積
520 方呎，成交價 135 萬元，呎
價 2596 元。原業主於 04 年以 86
萬元購入，獲利 49 萬元，升值
57%。

嘉湖山莊高層  兩年漲33%
▲天水圍嘉湖山莊景湖居 2座

高層E室，581方呎，以165.5萬
元轉手，呎價 2849 元。美聯黃國
良說，原業主 08 年入貨價 124.5
萬元，賺 41萬元，漲 32.9%。

新寶城高層  五年賺29%
▲利嘉閣黃偉倫指出，將軍

澳新寶城 1座高層E室，面積 603
方呎，成交價 295 萬元，每方
呎 4892 元。賣方於 05 年以 228
萬元購入，獲利 67 萬元，升值
29.4%。

第一城低層  逾三年升59%
▲中原黎宗文表示，沙田第

一城 10 座低層 H 室，面積 395
方呎，成交價 176 萬元，呎價
4456 元。賣方 06 年 12 月斥 111
萬元入貨，獲利 65 萬元，升值
58.6%。

藍灣半島高層  一年賺14%
▲利嘉閣楊家寶表示，小西

灣藍灣半島 9 座高層 E 室，面積
721 方呎，成交價 400 萬元，每
方呎 5548 元。賣方於去年以 350
萬元買入，獲利 50 萬元，升值
14.3%。

太古城高層  21年漲3.7倍
▲鰂魚涌太古城南山閣高層 A

室，635方呎，以492萬元售出，
每呎 7748 元。中原趙鴻運稱，
原業主 89 年以 105 萬元購入，賺
387萬元，幅度 3.7 倍。

杏花邨高層  兩年升值48%
▲利嘉閣黃銳平表示，柴灣

杏花邨（圖）48 座高層 8 室，974
方呎，以 838.8 萬元沽出，每呎
8612 元。賣方 08 年斥資 568 萬
元購入，獲利 270.8 萬元，升值
47.7%。

亞太區股市
指 　 　 數 上周收 升跌 （%）
恒 生 指 數 21209.74 +421.77（+2.03）
H 股 指 數 12173.28 +245.91（+2.06）
日 本 10751.26 +382.30（+3.69）
澳 洲 4818.10 +50.90（+1.07）
新 西 蘭 3225.14 +10.50（+0.33）
新 加 坡 2881.36 +91.07（+3.26）
馬 來 西 亞 1311.20 +11.42（+0.88）
泰 國 733.34 +9.38（+1.30）
台 北 7748.33 +82.07（+1.07）
南 韓 1662.74 +28.17（+1.72）
菲 律 賓 3072.91 +3.28（+0.11）
印 尼 2666.51 +87.74（+3.40）
印 度 17166.62 +172.13（+1.01）

內地股市
指 數 上周收 升跌 （%）
深 綜 指 1147.44� -13.98�（-1.20）�

深 A 指 1204.14� -14.99�（-1.23）�
深 B 指 615.07� +2.98（+0.49）
滬 綜 指 3013.41� -17.65�（-0.58）�
滬 A 指 3159.83� -18.32�（-0.58）�
滬 B 指 247.91� -4.54�（-1.80）�

歐美股市及美債
上周收 升跌 （%）

美 股 道 指 10624.69� +58.49（+0.55）
美 股 納 指 2367.66� +41.31（+1.78）
美股標普500 1149.99� +11.29（+0.99）
英 國 5625.65� +25.89（+0.46）
德 國 5945.11� +67.75（+1.15）
法 國 3927.40� +16.98（+0.43）
美國10年期債息 3.7厘 +0.02厘

貴金屬及商品
上周收 升跌 （%）

盎 斯 金 # 1101.9 -32.75�（-2.89）�
九 九 金 10303 -185.00�（-1.76）�

白 銀 # 17.065 -0.29�（-1.67）�
白 金 # 1607 +28.50（+1.81）
倫 敦 期 銅 # 7445 -100.00�（-1.33）�
紐 約 期 油 # 81.24 -0.26�（-0.32）�
CRB商品指數 273.31 -3.62�（-1.31）�
#單位：美元

主要貨幣滙價
上周收 上周 升跌
兌美元 兌港元 兌港元

歐������������元 1.3769 10.6801 +0.10
日������������圓＊ 90.56 8.5654 -0.03�
英������������鎊 1.5204 11.7947 +0.04
瑞������������郎＊ 1.0578 7.3334 +0.11
澳������������元 0.9151 7.0987 +0.05
紐������������元 0.7014 5.4422 +0.03
加������������元＊ 1.0192 7.6108 +0.07
人����民����幣＊ 6.8255 87.99 +0.05
＊為每美元滙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