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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基金 股債比例宜6:4

勿過份投資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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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疑難專家幫你
如果你在理財路上有 何疑難，歡迎

你寫信來，只要你寄來的資料夠詳盡，並
附上聯絡電話，理財版會幫你安排與理財
專家面談，免費為你度身訂做更適合你的
投資組合。

傳真：2370 3886；電郵：money@
appledaily.com；郵寄：將軍澳工業邨駿
盈街八號《蘋果日報》二樓理財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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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女士在補習社兼職，每月收入6000元，
足夠個人生活，每月盈餘 3000 元。雖

然家庭支出由丈夫負責，但丈夫未能兼顧劉女
士退休生活費，所以幾年前分段購入 7 隻基
金，為退休準備。「用了共 75 萬元買基金，
但現值只 66 萬元，蝕了一成多！」僅一隻基
金的現值高於買入價。

75萬投資基金 蝕逾10%
假設每年通脹率 4%，退休後投資年回報

率5%，若退休後每月有現值6000元生活費，
劉女士在 65 歲退休時，需有 397.9 萬元，才
足夠 22 年退休生活。CFP 財務策劃師李朗溢
指，每月盈餘有收入一半（圖1），沒有其他債
務，財務狀況良好，建議將 12 個月支出，即
3.6 萬元作應急錢，餘下 2.4 萬元現金一筆過
作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另外每月盈餘 3000 元

作月供基金。
李朗溢解釋，劉女士缺乏投資經驗，透

過基金投資一籃子股票或債券，比投資單一公
司股票，風險較低。將一筆過 2.4 萬元作強積
金自願性供款，原因是強積金操作簡單，收費
較一般零售基金低，並且受積金局監管。
假設強積金及基金年回報 5% 及 7%，26

年後分別有 44萬及 648.8 萬元，加上現金 3.6
萬元，共 696.4 萬元，生活費可由每月現值
6000 元，增至 1.05 萬元。此外，劉女士或可
提前在 57 歲退休，若通脹率及退休後投資年
回報，分別為 4% 及 5%，18 年後，劉女士
需 382.2 萬元退休金，可維持每月現值 6000
元生活費，直至 87歲。
假設投資金額，以及年回報不變，18 年

後共得 383.9 萬元（表 1），足夠退休生活費所
需。

劉女士將每月收入的一半作

儲蓄，並將積蓄購買基金，冀為

資產增值，亦為退休做準備，但

事與願違，基金價格潛水。因劉

女士缺乏投資經驗，理財專家建

議股債比例為六比四，並調配基

金組合，平衡風險之餘，亦可爭

取高回報。   記者：陳皓怡

劉女士現有基
金的股、債投資比

例，股票佔60%，餘下40%為債券。
雖然劉女士尚有 26 年才退休，惟李
朗溢指風險承受能力較低，不宜冒進
博取高回報，建議保持六、四比例，
平衡風險。新增月供 3000 元基金，
可按上述比例，投資股債混合的均衡
或增長基金。

按晨星（亞洲）截至上周四資料，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表現標青，投資亞
太區（不包括日本）股票及債券，其中
股票佔六成，一年回報有 19.11%（表
2）。
雖然股票基金已佔六成，但金磚

四國、亞洲、中國及新興市場共佔
53.3%，風險過份集中新興市場（表
3）。建議將新興市場及中國，分別剔
出及減磅，將合共 13.1%轉投環球基
金，利用不同地區板塊作風險平衡（表

4）。
強積金方面，現有賬戶中，股票

佔六成、債券佔四成的平穩增長基金
及大中華股票，各佔組合一半，整體
股票比例為八成。
專家建議把平穩增長基金比例，

由五成增至九成，餘下一成則為大中
華股票。至於新增自願性供款，建議
組合比例與基金相同，股票佔 60%，
債券 40%。

讀者：劉女士（39 歲）    職業：兼職文員
家庭狀況：已婚            月入：6000 元 
每月支出：3000 元
資產： 現金 6 萬元、基金市值約 66.21 萬元、

強積金市值約 4.6 萬元
目標： 65歲退休後，每月有現值6000元生活費

劉女士投資回報（表1）

項目 金額 年回報
預計可得

18 年後 26 年後
現金 一筆過$3.6萬 0.01% $3.6萬 $3.6萬

基金
一筆過$66.21萬

7%
$223.8萬 $384.5萬

月供$3000 $129.2萬 $264.3萬

強積金
一筆過$7萬

5%
$16.8萬 $24.9萬

月供$300 $10.5萬 $19.1萬
合共 $383.9萬 $696.4萬

所需退休金 $382.2萬 $397.9萬

劉女士收入使用分佈（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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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建議
現有基金比例（表 3）

類別 比例
環球債券 33.2%
亞洲股票 25.8%
中國股票 15.4%
亞洲債券 7.1%
金磚四國股票 6.7%
天然資源股票 6.4%
新興市場股票 5.4%

建議基金比例（表 4）
類別 比例

環球債券 33.2%
亞洲股票 25.8%
環球股票 13.1%
中國股票 7.7%
亞洲債券 7.1%
金磚四國股票 6.7%
天然資源股票 6.4%

部份均衡及增長基金表現（表 2）

基金簡稱
過往回報（%）

本年迄今 一年 三年 五年
景順亞洲平衡 +11.93 +19.11 +4.20 +9.35
施羅德
平穩增長 +3.59 +9.04 +2.92 +6.51

摩根富林明
環球均衡 +2.04 +7.23 -0.28 +3.83

霸菱傾亞均衡 +0.78 +6.16 -3.38 +8.88
安盛增長 -0.67 +10.8 -6.11 +4.09
鄧普頓
環球均衡增長 -2.83 +2.11 -6.06 +0.74

註：截至9月9日� 資料來源：晨星（亞洲）

亞太區股市
指 　 　 數 上周收 升跌 （%）
恒 生 指 數 21257.39 +285.89 （+1.36）
H 股 指 數 11835.93 +68.52（+0.58）
日 本 9239.17 +125.04（+1.37）
澳 洲 4560.30 +19.10（+0.42）
新 西 蘭 3161.00 +53.57（+1.72）
新 加 坡 3022.28 +19.72（+0.66）
馬 來 西 亞 1437.78 +2.11（+0.15）
泰 國 924.57 -5.33 （-0.57）
台 北 7890.11 +59.90（+0.76）
南 韓 1802.58 +22.56（+1.27）
菲 律 賓 3902.56 +167.86（+4.49）
印 尼 3230.89 +66.61（+2.11）
印 度 18799.66 +578.23（+3.17）

內地股市
指 數 上周收 升跌 （%）
深 綜 指 1187.44 +9.18 （+0.78）

深 A 指 1244.16 +9.74（+0.79）
深 B 指 709.34 +1.04（+0.15）
滬 綜 指 2663.21 +7.82（+0.29）
滬 A 指 2790.20 +8.22（+0.30）
滬 B 指 258.85 +0.21（+0.08）

歐美股市及美債
上周收 升跌 （%）

美 股 道 指 10462.77 +14.84 （+0.14）
美 股 納 指 2242.48 +8.73（+0.39）
美股標普 500 1109.55 +5.04（+0.46）
英 國 5501.64 +73.49（+1.35）
德 國 6214.77 +80.15（+1.31）
法 國 3725.82 +53.62（+1.46）
美國10年期債息 2.79 厘 +0.09 厘

貴金屬及商品
上周收 升跌 （%）

盎 斯 金 # 1246.25 -0.50 （-0.04）
九 九 金 11553 -37.00 （-0.32）

白 銀 # 19.8875 +0.00（+0.01）
白 金 # 1543.75 -11.50 （-0.74）
倫 敦 期 銅 # 7486 -160.00 （-2.09）
紐 約 期 油 # 76.45 +1.85（+2.48）
CRB 商品指數 275.14 +2.37（+0.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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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78 9.8497 -0.17
日           圓＊ 84.15 9.8307 +0.61
英           鎊 1.5356 11.9294 -0.08
瑞           郎＊ 1.0198 7.6178 -0.03
澳           元 0.9265 7.1968 +0.07
紐           元 0.7285 5.6602 +0.06
加           元＊ 1.0367 7.4935 +0.01
人    民    幣＊ 6.7692 87.16 -0.33
＊為每美元滙價

二手速遞二手速遞 香港 九龍 新界

維港灣低層  12年賺60%
▲中原林海燕表示，大角嘴

維港灣 5座低層 F室，609方呎，
以453.8萬元沽出，呎價7452元。
原業主 98 年以 283.8 萬元一手購
入，賺 170萬元，升值 59.9%。

曼克頓山低層  三年升48%
▲中原黃惠霞表示，荔枝角

曼克頓山 3 座低層 D 室，716 方
呎，以 480 萬元成交，呎價 6704
元。原業主 07 年以 324.9 萬元一
手購入，進賬 155.1 萬元，賺幅
47.7%。

都會軒中層  半年漲15%
▲世紀 21 東方姚錦凌表示，

紅磡都會軒 1座中層 5室，626 方
呎，成交價 437 萬元，呎價 6981
元。原業主今年 3 月以 380 萬元
購入，獲利57萬元，升值15%。

昇悅居中層  三年賺45%
▲置業 18 黎應龍表示，長

沙灣昇悅居 5 座中層 C 室，689
方呎，成交價 397 萬元，每方呎
5762 元。原業主 07 年以 273.8 萬
元購入，獲利 123.2 萬元，升值
45%。

沙田中心中層  三年升79%
▲利嘉閣羅航星表示，沙田中

心佳寧大廈中層B室，452方呎，
成交價 245 萬元，每呎 5420 元。
賣方 07 年以 136.8 萬元購入，獲
利 108.2 萬元，升值 79.1%。

浪翠園低層  五個月賺6%
▲利嘉閣劉國舷表示，深井

浪翠園 7座低層 F室，544方呎，
以 194 萬元易手，呎價 3566 元。
賣方今年4月斥資183萬元購入，
獲利 11萬元，升值 6%。

嘉湖山莊高層  一年升28%
▲祥益謝利官表示，天水圍

嘉湖山莊樂湖居 11 座高層 B室，
814 方呎，以 245 萬元易手，呎
價 3010 元。原業主去年以 191.8
萬元購入，賺 53.2 萬元，升值
27.7%。

海典居中層  五年漲37%
▲中原袁國貞表示，馬鞍山

海典居8座中層A室，1225方呎，
日前以 765 萬元獲買家承接，呎
價 6245 元。原業主 05 年以 560
萬元買入，獲利 205 萬元，升值
36.6%。

峰景大廈低層  14年漲1.4倍
▲中原區國良表示，北角峰

景大廈低層 G 室，面積 1470 方
呎，連車位以 1238 萬元成交，每
呎 8422 元。原業主 96 年以 520
萬元買入，升值近 1.4 倍。

丹拿花園中層  三年半賺59%
▲世紀 21 日昇黃文龍表示，

北角丹拿花園 1 座中層 G 室，
面積 1016 方呎，成交價 813 萬
元，呎價 8002 元。原業主於 07
年 2 月以 513 萬元購入，升值
58.5%。

海怡半島高層  17年升1.3倍
▲美聯葉志偉表示，鴨脷洲海

怡半島（圖）9 座高層 C 室，面積
790 方呎，以 588.8 萬元成交，呎
價 7453 元。原業主 93 年以 254
萬元買入，獲利 334.8 萬元，升
值 1.3 倍。

股票
60%

債券
40%

適
當

的投資比例

月入六千元   18年儲384萬

只喺補習社做兼
職文員 ， 但透
過適當的股債投
資比例，18 年
後可退休！

■李朗溢（左）指劉女士每月盈餘佔收入一半，
沒有其他債務，財務狀況良好。 李潤芳攝

【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