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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多種與政府有關的
投資產品推出，包括安

老按揭及政府年金，隨此以
外，不少長者也有自己的投
資，有見及此，筆者想和大
家談談長者的投資問題。

 
投資宜趁早
老實說，學投資應該是

在年少時，因為輸得起，賠
了錢也有機會賺回來，退休
以後便難以賺回。現在的財
金市場日新月異，但萬變不
離其中，都是回報與風險的
問題。高回報的，風險大，
即不能保本。能保本的，回
報低。近年政府每年都推出
銀色債券，年息與通脹掛鈎，
最低也有 1 厘，是不錯的選
擇，可惜購買有上限，而且
年期較短，否則大額買入而
賺取息率 3% 便可以帶來現
金流。

可以大額投資而帶來穩
健回報的投資不是沒有，美
國政府的國庫劵是其中之
一，30 年期的可以有 3%，
問題是購買金額不夠大的
話，加上手續費，帶來的現
金流不夠生活。有物業收租
的長者當然歡顏，因為以租
金收入來應付每月的支出應
該沒有問題。

 
慎選投資種類

不少人鍾情外幣，我不
止一次在不同的場合指出，
除非有原因，否則不應買外
幣，這些原因包括旅遊、升
學和做生意等，因為這些活
動沒有外幣不成，那除此以
外，為什麼不鼓勵呢？主要
是在香港，買賣外幣的差價
大，而且外幣的升跌通常較

為長期，涉及很多宏觀因素，
包括經濟增長、貨幣政策、
政府政策和施政等，不是一
般人可以駕馭的，可以說，
除非你對某國家的政治經濟
環境相當熟悉，否則最好不
要投資於那外幣。有人可能
貪其高息，但可能輸了匯價
及買賣差價，得不償失，近
月的人民幣便是好例子。除
非你會用得著便不同了，如
在內地會用上人民幣，不用
兌換回港元，那情況便不同，
減少了買賣的差價。

股票投資對於某些長者
可能不會陌生，但從前的確
有不少投資者投資大額
投資於股票，後來股票
不派息，之後股價大跌，
他們損失慘重。長者買
股票最好是買有穩定派
息的那些，但派息也不
是永恒的，有些企業有
機會因為環境的不同，
如科技的發展而在往後
不能穩定派息，一些道
聽途說的最好避免，以
免招致損失。

 
公共年金

近日政府推出公共
年金，有些人覺得是件
美事，因為以 100 萬元
計，每年可獲約 5 至 7
萬元至終生，但這是包
括了本金那部份，正正
是因為這樣，有人覺得
不值，本金最後也沒有
了才可以有 5 至 7 厘的
回報。但從退休策劃來
看，不少人如果只有 100
萬元或更少作退休之用，
不動用本金，根本並不
足夠，因此有動用本金

的需要，如果想不動用本金，
一定要投資有道才行，如每
年的回報達 10%，才可以由
本金中賺取 10 萬元或每月有
8 千元，而且是持續的，相
信很多人也做不到。

本金多的人，如有 200
萬至 500 萬元，加上投資往
績不錯的話，每年 5％便可
以帶來每年 10 萬至 25 萬元
或每月 8 千至 2 萬元的「收
入 」，由此可見，本金的大
小影響至大，本金大的時候，
投資回報只要是平均的，生
活也很不錯 , 但本金的多少
是在工作生涯開始時便要預

備，否則在後來的日子才醒
覺便很困難。

 
安老按揭

政府另一個產品是安老
按揭，安老按揭令退休人士
有屋可居至終生外，每月也
可以領取收入，以一個 600
萬元的單位來計，每月領取
收入至終生，每月有 12,000
元，金額不會跟隨通脹而上
升，但對於想改善每月生活
水平的退休人士來說，安老
按揭是很好的選擇。

政府年金是為資產不多
的人而設，目的是想改善他

們退休後的現金流，
安老按揭的目的也是
改善現金流，但條件
是要有物業在手。

移居生活指數
較低的地方

沒有物業，本金
又不多的，發覺現金
流不足時，退休生活
會相當困難，就這種
情況，除了可考慮多
倚賴政府的服務，如
醫療和房屋等，還有
一個方法，就是搬到
生活指數較低的地方
生活。雖然現在深圳
及廣洲的物價相當
高，但仍然可以找到
較便宜的地方消費，
如在香港買某飲品要
6 到 8 元，廣東省內
卻是 2 至 3 元（人民
幣 ）。出外吃飯也可
以找到便宜的選擇就
最近我在杭州及深圳
的餐廳吃杭州菜晚
飯，三位男士吃得相

當不錯的，只花了 180 元人
民幣，這餐廳在杭州更是知
名旅遊網站的十大餐廳，如
果是在香港，180 元人民幣
相信是每位的成本，而不是
三個人的成本。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柬
埔寨 , 我剛和學生到那裡交
流，那裡的居住成本便宜，
到很好的中式酒樓一道菜只
是 4 至 5 美元，再便宜的也
有。於一間同樣是在知名旅
遊網站排名五大的餐廳，兩
位男士晚飯只是盛惠 20 美
元，吃得飽飽，也有飲料。
其他如居住的成本也很低，
較關注的可能是醫療。我想
指出退休時找低成本的地方
居住，生活水平提高不少，
台灣及東南亞的國家是很好
的選擇，大多數的成本減省
不少，足夠支付機票費用有
餘，而且這部份只是數千元，
不是太頻密來回的話，這方
案值得考慮。

 
投資之道

說了那麼多關於投資及
生活的問題，最後想說一下
投資陷阱，在寫文章之時，
又發生倫敦金騙案。倫敦金
不是新鮮事，長者投資的原
則（其實也可以應用於所有
人）是不明白的不投資，投
資回報太高的不投資，假手
於人的一定要了解對方的為
人，不熟悉的不要叫他們幫
你投資，投資產品最好放在
自己身邊，以倫敦金為例，
不是真黃金，又要假手於人，
危機重重，可免則免，買金
要買實物而不是紙的。

希望各位長者投資有
道，投資有成，生活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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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者 的 投 資
退休地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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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快樂！
佳節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