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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投資新手想踏出投資第一步，但又不夠
「子彈」入手高門檻投資產品，而投資基金
可能是其中一個出路。作為新手，可能對
於基金了解或不多，主因以往其投資門
檻相對較高。不過，近年不少銀行、券
商經已降低基金入場門檻，有平台認購費低至
0.01 元起，部分亦豁免平台服務費，新手不妨邊實戰
邊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就投資工具以言，外匯、股票及樓宇等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詳，不過對基金了解又有幾多呢？
其實基金是匯集眾多投資者資金做投資的工具，簡單而言，如果新手買入基金，他所投入資金

將與其他投資者之資金匯集成一大筆資金，並分散投資如股票、債券、貨幣市場工具及其他資產等，
並由基金經理決定該筆錢將投資於哪些方面。

基金攻略
1 仙入場

投資領域風險有高低

年輕人對投資基金卻步原因

一般基金最少持有數十隻股票或其他證券，以達至分散投資風險目的，因此亦
未必能詳細列明在每項投資資產及佔比。不過，大多數基金都會列明投資分布
較多的資產板塊或區域，或投資佔比最高的幾個項目等，視乎基金的投
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亦會分為不同的風險程度，投資者或留意個
人風險胃納而作出投資決定。
至於收費方面，以往投資基金門檻相對較高，一般零售投資
者想投資基金、而手頭上子彈又不多的話，很多時都會被昂貴
手續費蠶食預期回報。雖然現時有不少銀行或券商推出低門檻的
基金投資服務，但新手投資者亦需切記，需要事先比較一下投資
基金收費，如平台服務費、認購費、贖回費及管理費，以免
最終賬面上升幅未必可彌補基金各種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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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門檻高

派息非必然
新手要睇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有調查發現，不少年輕人對基金卻
步，主因不外乎基金種類多、收費
貴、不了解及門檻高等。現時市面
上不少基金以定期派息作招徠，且
息率可觀，身處低息時代可謂分外
吸引，不過投資新手需留意每隻基
金的派息政策不盡相同，並非隻隻
都必須派息。
投資者必須事先了解基金派息政
策，不同基金之派息率、 派息金額
及派息次數都不盡相同，部分基金亦
選擇保留其可分派收入作再投資用途
來取代派息。至於基金派息率大多會
以年度化息率來顯示，而所謂年度化
息率即是基於最近一次派息計算。

市面低門檻基金平台比較

恒生Simply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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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不少傳統銀行除豁免戶口低結餘收費外，更推出低門檻基
金投資服務，繼滙豐早前推出 FlexInvest 靈活智投，入場低至
100 元，投資額 1 萬元以下豁免平台服務月費，並提供 10 隻基
金選擇之後，恒生最新亦推出 SimplyFund，入場更低至 1
元，投資額 5,000 元以下豁免平台服務月費，暫時提供 7 隻
基金選擇。如果單以入場費作比較，恒生 SimplyFund 暫是
全港銀行中基金入場門檻最低的。
如果嫌傳統銀行提供的基金選擇不夠豐富，亦可以考慮
其他低門檻的基金投資平台，如近年大賣廣告的富途基金
寶，提供的基金選擇涵蓋貨幣、債券、混合及股票基金。
當中，基金、債券基金入場費只是 0.01 元起，優惠期內認
購費及贖回費全免。
至於友信智投智選基金，同
樣 提 供 逾 50 隻 貨
幣、債券、股
票 及 混 合 基
金，不過入場
則由 1,000 元港
幣或 200 美元
起，基金認
購費介乎 0－
1.8% ， 贖 回 費
全免。

入場門檻

資料來源：恒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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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類別

隨時資本派息 賺息蝕價

平台服務費：5,000 元以下豁
債券、混合、
免；5,000 至 10 萬收 20 元；10
股票
萬以上 0.05%
平台服務費：1 萬以下豁免；1
萬至 20 萬收 28 元；20 萬以上
收 0.8%

10隻

貨幣、指數

逾 50隻

認購費：貨幣基金 0%；債券基
貨幣、債券、
金 1.5% ； 混 合 、 股 票 基 金
股票、混合
1.8%；贖回費全免

貨幣基金、債券基金
0.01元；混合基金、 逾 70隻
股票基金 100元

例如有基金聲稱派息率達 6 厘，
投資新手萬勿以為每投資 1 萬元，
每年就可保證穩袋 600 元。要留意
是，除非銷售文件列明，否則基金
的派息、派息金額或派息率都不應
視為保證，主因基金派息率通常會
根據以往派息來計算，投資者只能
視之為參考用途，切勿將之當作未

來實際可穩袋的股息回報。
就算基金如預期派 6 厘息，投資
者亦需留意基金的派息成分表，因
為基金可以從其資本派發股息，這
意味將降低基金的每股資產淨
值，並減少基金可供投資的資金，
或會影響基金價值，屆時或面對賺
息蝕價，隨時得不償失。

投資垃圾債 本金風險高
另外，如果個別基金聲稱可以頻
密地派發可觀股息，投資者或先要
了解其風險程度，尤其是一些高息
債券基金或投資高風險債。簡而言
之，基金投資垃圾債以爭取較高投
資回報，同時承受基金資產淨值隨
時大為縮水，甚至虧蝕本金。
投資新手還需注意，投資基金並
非如定存般穩陣的理財工具，每一
項投資都有風險，切勿道聽途說，
過分倚賴投資建議，必須了解清楚
基金收費、派息及投資分布等，加
上疫情下不少企業都受影響，隨時
波及部分基金投資項目，因此投資
者需按自己投資風險的胃納而作出
投資決定。

貨幣、債券、
認購費、贖回費全免
混合、股票
製表：記者 馬翠媚

■投資金融產品必須細看銷售文件。2008 年雷曼兄弟破產，其發行的信
貸掛鈎票據（迷你債券）價值暴跌，香港涉及金額達127億元。 資料圖片

從
「恐懼」
與
「貪婪」
看投資行為

第三季吼債券平衡風險

反而發展商推出新樓盤時，告訴大家
政府現在已沒有土地供應，買一層樓少
一層樓，人們就會恐懼，不買便沒有
了，樓價只會上升，會升到什麼程度，
大家都不知道，因為沒有供應了。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0
0
紀惠集團行政總裁湯文亮
今次跟大家說一下投資策略。我相信
有一位人士，大家會很認識，不論是中
國內地或香港，這個人就是巴菲特，他
年紀已經很大，差不多接近90歲了。巴
菲特有句名言：「別人貪婪我恐懼，別
人恐懼我貪婪。」意思是股價高時賣
出，股價低時買入，當股價升至不合
理，就是別人很貪婪的時候，又或者股
價已經很高時，巴菲特說當時他就會恐
懼，將股票賣出。
說回地產，貪婪與恐懼用在地產上會
更有趣。地產商在過去一段時間，當你
問他們樓價會怎樣升時，物業代理都會
說今年升百分之十，但大家都不感興
趣。為何不感興趣？因為他們是物業代
理、地產商，沒有人會相信，所以對刺
激銷情影響不大。

貪婪仍會計算自己能力
如果政府不增加土地供應或房屋不增加
供應，會令到市民有恐懼心理，樓價就會
因而上升。如果樓價因為貪婪而上升，反
而有限。因為貪婪買樓，仍要計算清楚自
己的能力。恐懼而上升，是不能預計。
現時香港國安法推出後，很多人都說
要移民。今年初移民數字上升，1月至3
月時並不是因為香港國安法，而是因為
社會動盪。現時社會因為有國安法而開
始穩定，移民人數會較少，因為有能力
移民的人，覺得社會穩定了，除非是自
身有些事情對國安有影響，否則不用擔
心。
有些人移民只是移居到別的地方，沒
有賣走香港的物業，心理上恐懼而離

開，另因貪婪而希望樓價繼續上升。這
種移民包括貪婪與恐懼的心態，他們不
一定會贏，也有可能會雙輸。因為移民
去別的地方，一定比香港的生活素質
低，而且找工作都會非常困難，但香港
樓價未必會無止境地上升。
所以大家做決定的時候，要注意是以
貪婪抑或恐懼的心態。如果以貪婪的心
態，例如買第二層樓，是屬於貪婪心
態，尤其是想買來賺錢，那計算時要量
力而為，如果能力不及便不買了。但
是，很多人買第一層樓時一定是恐懼心
態，因害怕樓價越來越高 ，以後買不
到又或會很貴。到時也要量力而為，自
己的能力守到多少、付出多少，還有工
作有改變的時候，收入能否繼續供款？
大家考慮買樓，買股
票，任何投資也好，
要知道以什麼心態
（做決定），這就是
符合巴菲特所說的貪
收看精彩訪問
婪與恐懼。（節錄）

環球股市於第二季由低位
大幅回升。展望第三季，在
3/ 多國央行加碼刺激政策、經
濟重啟繼續展開，就業情況
有所改善等因素支持下，市
場風險胃納短期內料不會大
幅轉向。但多國疫情已再度升溫、國際貿易
關係緊張，以及股市急升一輪後估值漸超出
合理水平，均為不可忽視之風險。筆者預期未
來股市面對高位調整的壓力不小，而波幅也將
上升，相信本季投資增持債券比重可有效降低
波幅及平衡下半年整體投資的風險回報。
本季債券市場首選仍是亞洲，目前同信貸
評級的亞洲美元債相對成熟市場美元債仍提
供較高之收益率。環球主要央行將維持政策
利率在超低水平，令環球資金有更大誘因於
成熟市場以外地區尋求收益。

.

疫情加劇美股波動
美國許多州份疫情未能受控令美國復甦增加
難度，市場早前憧憬之「V」形反彈有機會變

成「W」形復甦的可能性。此外，留意本周開
始美企將展開業績公布，根據路透統計，分析
員預測標指成份股第二季整體盈利按年或將下
挫43%，意味疫情對美國的衝擊相當嚴重。若
美股於本季由於復甦進度不如預期，或是其它
風險因素如美國總統選情變化而回調，可能會
出現一個較佳的中長線入市機會。

人行或收緊流動性
內地股市及香港股市方面，6 月以來有更
多投資者願意參與股市，滬深港股市量價齊
升。一些大型科技股集資活動亦帶動市場氣
氛。根據最新的通脹數據和其它經濟指標，
內地經濟活動已大致恢復疫前情況，所以亦
需留意人行未來可能會收緊部分市場流動
性。板塊方面，預期「新基建」、「工業升
級」和「綠色環境」等一些可能會被納入中
央政府下一個 5 年計劃中之主題板塊仍是市
場投資焦點。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資
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