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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資金不足，平面設計師打算將所持物業套現。專家指

出，變賣家財不是創業唯一途徑，建議從生活習慣着手，

減少購買名牌，及每月清信用卡欠款，達成創業目標。 

 記者：甄嘉儀　攝影：梁鑑章

二手速遞二手速遞 香 港

樂陶苑高層  兩年半賺44%
▲跑馬地樂陶苑 B座高層 5 室，1211 方呎，成

交價 1700 萬元，每呎 14038 元。利嘉閣吳紹豪稱，
賣方 07 年 9 月購入價 1180 萬元，賺 520 萬元，升
值 44.1%。

南豐新邨低層  三年漲18%
▲利嘉閣施遠洋表

示，鰂魚涌南豐新邨
（圖）4 座低層 D 室，
627 方呎，連約以 338
萬元售出，呎價 5391
元。賣方 07年以 286 萬
元購入，獲利 52 萬元，
漲 18.2%。

杏花邨低層  年半升28%
▲中原黎妙蘭指，柴灣杏花邨 17 座低層 5 室，

631 方呎，以 372.5 萬元沽出，呎價 5903 元。賣方
08年8月以290萬元入貨，賺 82.5萬元，升 28.4%。

百福花園中層  兩年賺18%
▲北角百福花園景福閣中層 C 室，625 方呎，

成交價339萬元，呎價5424。世紀21日昇黃文龍指，
賣方 08年買入價 288萬，賺 51萬，升 17.7%。

殷樺花園高層  11年升71%
▲中原梁惠玲表示，西半山殷樺花園 1 座高層

F 室，1105 方呎，連車位以 1138 萬元易手，每呎
10299 元。原業主 99 年以 663.8 萬元購入，獲利
474.2 萬元，升值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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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花園高層  13年蝕20%
▲大埔居屋新興花園1座高層G室，685方呎，

外區租客在自由市場斥238萬元承接，呎價3474元。
中原方翰達指出，原業主 97 年 5 月連補地價以 299
萬元購入，蝕 61萬元，貶值 20.4%。

新都城低層  逾六年升80%
▲世紀 21 魏仕良

指，將軍澳新都城 3 期
都會豪庭（圖）3 座低層
C 室，573 方呎，成交
價 245 萬元，呎價 4276
元。原業主 03 年以 136
萬元購入，獲利 109 萬
元，升 80.1%。

銀禧花園高層  15年蝕使費
▲利嘉閣郭建民稱，火炭銀禧花園 4 座高層 A

室，644 方呎，成交價 245 萬元，呎價 3804 元。原
業主95年239萬元購入，賺6萬元，升2.5%，蝕使費。

麗都花園高層  10年漲2倍
▲利嘉閣姚頌唐指，深井麗都花園 5 座高層 G

室，806 方呎，成交價 328 萬元，每呎 4069 元。原
業主90年110萬元購入，賺218萬元，升值近2倍。

盈翠半島高層  11年升38%
▲美聯何勇方表示，青衣盈翠半島 6 座高層 B

室，951 方呎，外區換樓客斥 578 萬元承接，呎價
6078 元。原業主 99 年購入價 418 萬元，獲利 160
萬元，賺幅 38.3%。

君滙港高層  三年升值33%
▲置業 18 黎振傑指，大角嘴君滙港 6 座高層 C

室，702方呎，成交價579萬元，呎價8248元。原業
主07年斥435萬元買入，獲利144萬元，升 33.1%。

海逸豪園低層  三年賺28%
▲紅磡海逸豪園9座低層F室，681方呎，成交

價432萬元，呎價6344元。世紀21東方姚錦凌指，
賣方 07年以338萬元入貨，賺94萬元，升 27.8%。

港灣豪庭低層  兩年賺20%
▲世紀 21 中華魏鳳意稱，大角嘴港灣豪庭 5 座

低層D室，499 方呎，以 238 萬元成交，呎價 4770
元。原業主 08 年 3 月斥資 199 萬元買入，獲利 39
萬元，賺幅 19.6%。

淘大花園中層  三個月升3%
▲九龍灣淘大花園 P 座中層 1 室，480 方呎，

成交價 200 萬元，呎價 4167 元。美聯黃家明透露，
原業主去年 12 月以 195 萬元買入，微利 5萬元，升
2.6%。

碧海藍天低層  六年漲4%
▲中原許永生指

出，長沙灣碧海藍天
（圖）5 座低層 E 室，
679 方呎，以 358 萬元
易手，呎價 5272 元。
賣方 04 年以 342.8 萬元
購入，微利 15.2 萬元，
漲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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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樓平過租
低息時代

讀　　者：麥先生 年　　齡：30 歲
家庭狀況：單身，與父母同住，有一姊一弟
職　　業：平面設計師 月　　入：1.8 萬元（已扣強積金）
支　　出：1.6 萬元 月　　剩：2000 元
資　　產： 現金 5.8 萬元、股票市值約 5 萬元、自住物業 

（市值約 150 萬元、尚欠約 83 萬元按揭）
症　　狀：缺乏資金
目　　標： 儲 20 萬元，3 年後創業

麥 先生希望自己開設計公司，「由於父母已為退休做好準
備，加上已撥出約 10 萬元至父母戶口，作為應急錢，
可無後顧之憂，放心創業。」

不過每月儲蓄不多，而且經常不找清卡數，擔心
需要較長時間，才儲夠 20萬元。

麥先生打算將與家人同住物業套現，用
其中20萬元創業，餘下資金則購買樓價
100萬元物業。

若不沽售物業，亦計劃加
按套現，「因為單位已累積
一定升幅，希望把握機
會放售物業套現，
以取得所需資
金。」

分 析

由於準備資金時
間只有 3 年，不建議新增

投資至基金或股票，以免因
市況波動，影響可得資金。5.8

萬元現金為活期，保持資金流動性，
月剩 4000 元作零存整付，確保儲蓄屆

時發揮最大作用。
雖然零存整付需預設儲蓄期及供款額，兼

且不可中途停供，彈性較小，但息率較活期高。
市場上零存整付計劃的每月最低供款額由 500 元至
1000元，供款選擇期由半年至5年，供款期越長，
可得利率越高。不過，若供款期未滿取消戶口，不

但不獲利息，並有罰款，如大新「夢想
成真」取消戶口罰款 150元（表 3）。

麥先生所持 5 萬元股票，黃麗嫦指
因屬具增長潛力的內銀股，加上佔資產
比例不高，建議可繼續持有。

儲蓄同時裝備自己
香港商機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李根興

指，「由於設計主要靠技能，20 萬元足
夠開設計公司，但宜準備 6 個月營運資
金，即使生意欠佳，亦有能力應付。」
此外，建議可趁這 3 年時間裝備自己，
例如做兼職增加自僱經驗、客戶群和口
碑。

供樓
$5600
31%

麥先生每月開支（圖 1）

家用
$3000
17%

雜費及保險
$4400
24%

娛樂
$3000
17%

儲蓄
$2000
11%

CFP 認可財務策劃師黃
麗嫦認為，「由於麥先生對

創業資金需求並非急切，仍有 3 年時間預
備，因此無即時放售物業必要。」建議先與
家人商量才決定放售，並解決往後住屋需
要，「儘管樓價已累積一定升幅，但租金亦
同時上漲，放售物業改為租樓，有機會需
繳付比供樓更高租金，增加開支。」

新造按揭加按息率相若
黃麗嫦建議可藉現時低息繼續供樓，

並節省開支，增加儲蓄，以達成創業夢想。
現時麥先生每月在娛樂購物開支 3000 元
（圖 1），主要花在購買名牌衣飾，建議減
省購物開支 2000 元，使月剩由 2000 元增
至 4000 元。
假設麥先生將月剩 4000 元作零存整

付，息率 1.5%，加上 5萬元股票，若年回
報 5%，3年後分別可得 14.74 萬及 5.79 萬
元，還有5.8萬元現金，合共26.3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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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後投資回報（表 1）
工具 金額 年回報 預計可得

現　　金 $5.8 萬 0.01% $5.80 萬

零存整付 每月
$4000 1.50% $14.74 萬

股　　票 $5 萬 5.00% $5.79 萬
合共：$26.33 萬

零存整付月供$500起

部份信用卡逾期還款資料（表 2）
發卡銀行 逾期手續費 實際年利率
滙　　豐 5%（最低 $180、最高 $250） 28 厘
恒　　生 $180 28 厘
星　　展 $180 或 $250 ＊ 約 30 厘

註： 資料截至3月18日；＊上期月結單少於$1.5萬為$180，$1.5
萬或以上收 $250 資料來源：各信用卡網頁及熱線

■ CFP 認可財務
策劃師黃麗嫦指
樓價高 ， 租
金 料 亦 不
便宜。

究竟碌卡買名牌，定係
減支出儲錢創業好呢？

部份銀行零存整付存款息率（表 3）
銀行 中銀 工銀亞洲 永隆 大新

計劃 零存整付 零存整付 「萬利錢」 「夢想成真」
每月最低供款額 $500 $800 $500 $1000

供款期選擇 1 年 /15 個月 /18 個月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半年 /1 年 /18 個
月 /2 年 /3 年 /5 年

1 年 /18 個月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1 年 /18 個月 /2 年
/30 個月 /3 年

12 個月 0.01 厘 0.10 厘 1.00 厘 0.35 厘
24 個月 0.01 厘 0.10 厘 1.30 厘 0.70 厘
36 個月 0.01 厘 0.10 厘 1.50 厘 1.20 厘
取消戶口罰款＊ $100 $100# $50 ◆ $150
註： 資料截至 3 月 16 日；＊限期前取消不獲利息；# 不足 6 個月罰款，逾 6 個月只罰利息； 

◆不足 6 個月罰款，其後不設罰款 資料：各銀行熱線

投 資足夠創
業所需（表
1）。
若屆時設立更

大規模公司，所儲資金
不足應付，才將物業加按套
現。不少銀行接受按揭客戶加
按申請，最多可套現物業估值 60%
至 70%，再減去按揭餘額，息率則與
新造按揭相同。
假設 3年後自住單位尚欠銀行 69 萬元，而

樓價保持 150 萬元，屆時料可套現約 21 萬至 36 萬
元。
麥先生找卡數的習慣，不但未必準時清數，有時

甚至只找最低還款額。雖然麥先生除按揭外，沒其他
負債，黃麗嫦指拖欠卡數的逾期費用揦脷，不但支付
逾期手續費，又有約年利率 30 厘的利息。為減低開
支，建議應每月清還所有卡數（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