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thechinfamily.hk

財務策劃



錢家有道簡介

錢家有道是個獨立及持平公正的金融理財教育平台，免費提供相關的資訊、教育資源及 
計劃。我們致力令學習金融理財變得簡單有趣，以協助香港市民計劃及管理個人財務。 
錢家有道由投資者教育中心管理，並獲教育局及四家金融監管機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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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財務策劃？

有效管理現在及 
將來的財富

財務策劃是一個透過適當的財務管理， 
訂立、規劃、實行和檢討人生目標的過程。

全面性的財務策劃不僅包括投資創富，亦涉及信貸和稅務責任、日常 
消費、成家立室、置業安居、為兒女設立教育基金、退休儲蓄、購買 
合適保險及作出遺產安排等等。一個全面的財務計劃應該涵蓋不同層面， 
環環相扣。

財務策劃是一門重要的生活技能，助你訂立切實可行的計劃、評估理財 
方案及採取有效措施，以妥善規劃未來及更有效地達致你的財務目標。

看起來困難重重？那並不然！透過本冊子所列出的步驟，你可以立即 
開始為自己制定一個基本的財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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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策劃的常見誤解

在接近退休時才開始進行財務策劃

財務策劃有助達致人生的各個財務目標；愈早展開

財務策劃，就可以愈早得益，而且有更多時間累積

儲蓄。

財務策劃只是投資的另一種說法

財務策劃並非只包括投資，它綜合處理個人財務 
的各方面事宜，助你實現人生不同階段的財務 
目標。

財務計劃一旦擬備，便可一勞永逸

財務策劃並非一次性的工作，你應該定期審視和 
檢討你的財務計劃，確保不會偏離目標。

只有擁有大量財富的人才需要財務策劃

財務策劃並非富翁的專利，不論收入或積蓄 
多少，每個人都能從財務策劃中獲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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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需要進行財務策劃？

財務策劃極為重要，能助你訂立計劃，達致人生不同階段的財務目標。 
審慎的財務策劃有助你：

透過檢討儲蓄和

開支項目，滿足

當前的財務需要。

未雨綢繆，儲備

應急錢以備不時

之需。

規劃退休生活， 

積累足夠財富應付

退休後生活的開支。

購買適當保險， 

為你和家人提供 

保障。

實現未來的財務

目標，例如為置

業和結婚等人生

大事作籌謀。

審慎  
的財務  
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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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策劃過程

制定基本財務計劃的步驟

1.
2.

3.

4.
5.

6.

 評估
財務狀況

制定預算

訂立
財務目標

了解風險
承受能力

制定並執行
基本財務計劃

定期檢討
和調整
財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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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

評估財務狀況

制定財務計劃的第一步，是了解你的財務狀況。 
只有清晰了解當前的財務狀況，你才能確定應該從 
何處著手，以及實現財務目標所需具備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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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淨值

負債資產

資產淨值

負債資產

資產淨值

負債資產

要評估你的財務狀況，你必須了解自己的資產淨值。 
你可先羅列你的所有資產和負債。

簡單來說，資產淨值就是資產減負債所得的淨值。資產是指你擁有的 
財產，包括儲蓄、物業、投資；而負債是指你的欠債，如按揭貸款、稅款 
及未償還債務。

如按揭貸款、 
稅款、未償還 
債務

如儲蓄、 
物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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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

制定預算
透過記錄資金進出情況，便可了解自己的理財習慣， 
從而妥善管理支出及儲蓄。

你可按輕重緩急，衡量本身的開支需要及意願，找出可以削減的非必要 
花費，從而節省開支。你應避免過度消費，尤其要慎防使用信用卡 
衝動簽賬購物。在決定借貸之前，你應確保有能力償還新的貸款， 
同時繼續應付現有的財務開支或承擔。

個人收支計算機

個人收支計算機可助你記錄所有資金出入，詳細劃分每星期、每月 
或每年在不同方面的開支情況，包括家居、交通、餐飲、生活消閒、 
購物、健康美容、教育及專業培訓、親友應酬、稅項、財務承擔等。

你可以將計算結果儲存在你的電腦內、列印作日後參考之用， 
或將預算數據表下載至你的電腦再制定你的個人收支預算。

你可到以下網址使用個人收支計算機：

www.thechinfamily.hk    工具及資源     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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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個人收支計算機的工作表來制定你的預算：

你的個人收支預算

收入
薪金 港元

配偶薪金 港元

其他收入 港元

 小計： 港元

儲蓄及投資
儲蓄／投資 港元

退休計劃 港元

小計：港元

生活消閒

 電影 港元

 音樂 港元

 興趣班／嗜好 港元

 其他 港元

購物 港元

健康美容

 醫療服務／牙科護理 港元

 保健食品 港元

 健身及美容服務 港元

 化妝品及護膚品 港元

 其他 港元

教育及專業資格 港元

養老準備 港元

財務及法律意見 港元

雜項 港元

其他 港元

其他 港元

其他 港元

稅項* 港元

 小計： 港元

支出
家居

 租金／按揭 港元

 管理費 港元

 公用事業（水電煤） 港元

 上網／電話／ 
 流動電話服務 港元

 收費電視 港元

 其他 港元

交通 港元

食品及飲品 港元

 食品雜貨 港元

 外出用膳 港元

 其他 港元

親友 港元

 供養父母及其他親戚 港元

 子女 港元

 其他 港元

財務承擔

 保險 港元

 還款 港元

 慈善捐款 港元

 其他   港元

收入 – 儲蓄 – 開支 港元

* 你可估計年內需要繳交的稅款，然後把稅款除以12個月，得出每月需要預留的金額，從而儲蓄所需繳納的

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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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社會

踏入社會開始工作，是人生其中一個最精彩的階段。在享有財政獨立

自由的同時，你應培養良好的理財習慣，以保持穩健的財政基礎。

理財首要目標

若有未償還的學生貸款或其他債務，應儘快清償。下一步則是儲備 
應急錢，以備不時之需。

注意開支，並開始扣起部分收入作為儲蓄。維持良好的信貸記錄、 
檢討你的保險需要，並開始制定長遠的財務計劃。

個人理財注意事項

• 制定預算，記錄財務狀況。

• 養成儲蓄習慣，從每月的收入中儲起 
一筆款項。愈早開始儲蓄，你便有較大的

機會實現財務目標。

• 預留資金交稅。

• 準時償還貸款和債務，維持良好的信貸 
記錄。

• 檢討保險計劃的承保範圍，確保計劃 
切合你的需要，可優先考慮購買醫療或 
人壽保險，以保障自己和家人。

• 為人生不同階段訂立長遠目標。儘快 
開始規劃退休生活，只有怕太遲而 
絕不會嫌太早。

生活事件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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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財務目標

第 3 步

當你對個人財務狀況有透徹的了解，便可嘗試訂立短、中、長期的財務 
目標，這將有助你檢討個人收支預算，並釐定投資時間表及適當的投資 
策略。透過具體清晰的目標，你將更容易監察自己的進度。

儲蓄目標計算機

正在為結婚、置業或深造而儲蓄？儲蓄目標計算機能助你計算實現 
儲蓄目標所需的定期儲蓄金額，或如果你定期儲蓄一定金額，計算 
達到儲蓄目標所需的時間。

你可到以下網址使用儲蓄目標計算機：

www.thechinfamily.hk    工具及資源     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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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後，我希望…

 儲備一筆應急錢  買車  進修

 置業  結婚

長遠來說，我希望…

 為兒女設立教育基金  創業  還清按揭貸款

 建立退休積蓄  離世後為家人留下一筆財產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100

在訂立財務目標時，你必須考慮：

你必須知道進行規劃的著眼點，你應列出所有需要及目標，並把重點 
放在管理日常支出上。常見的財務目標可以是度假、買車、深造、結婚、 
置業、還清債務或為退休作準備。

在釐定目標時，必須注意輕重緩急，確保目標切實可行。例如，如果你 
以較高利率借入一筆款項（如信用卡透支或其他私人貸款），則應儘量先 
還清該筆債務才考慮其他目標。你還需要詳列每項目標的成本，以及你 
需要多少時間進行儲蓄或投資（如投資年期）才能實現該項目標。

在訂立你的財務目標時，最重要是實事求是。你應經常檢討及修訂財務 
計劃，並評估風險承受能力，按需要對目標作出相應調整。

你的財務目標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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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  ▁  愈早愈好！
你愈早開始儲蓄，就愈早享受複息效應的好處，讓時間來增加儲蓄的價值。

複息效應就是在每次計算利息時，把前一期的儲蓄本金加利息，一併作為 
本金以計算下一期的所得利息，就如滾雪球一樣，本金生利息，利息加 
本金又繼續生更多利息，長遠能大大提升儲蓄的價值。

複息效應隨時間發揮作用

剛開始工作的阿傑在日常理財戶口之外， 
另開立一個儲蓄戶口並每月存入1,000港元，

年息2.5厘，每月複息計算。工作20年後，

阿傑已在這個儲蓄戶口內累積了310,975 
港元，共賺取了7萬多元利息，而較後年份 
的財富增長大部分來自「少數怕長計」的 
複息效應。

個案研究

350,000

300,000

250,000

200,000

150,000

100,000

50,000

0
第一年 第十年 第二十年

複息效應

所產生的

利息收益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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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100

你需要理財顧問嗎?

是否採用專業財務策劃師的服務，乃取決於你的具體情況。如果你

有時間，也有興趣自行搜集資料，並且對金融市場及金融產品有一

定的認識，那你可以選擇自行管理自己的財務。

如果你的財務狀況較為複雜，或需要作出非常重大的財務決定或 
計劃，你可以考慮請教理財顧問。

物色理財顧問時的注意事項

物色理財顧問或財務策劃師時，請確保你已查核下列事項：

• 在助你制定任何策略或向你推介金融產品前，他們必須了解你的

個人狀況，包括你的投資目標、投資期、知識及經驗（包括對衍生

工具的認識）、財務狀況及風險承受能力（包括虧損本金的風險），

並審慎評估你所屬的風險承受能力。

• 他們應妥善解釋所推介的投資產品適合你的原因，以及有關產品

的性質及風險。他們應以文件清晰記載其投資建議的依據，並為

你提供一份副本。

• 在提供涉及衍生工具產品的服務時，他們須確保你了解他們推介

的產品的性質及風險，以及你的資產淨值能承擔買賣衍生工具的 
潛在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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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向理財顧問提出的10個問題

在選擇理財顧問或財務策劃師時，你應提出10個基本問題， 
以評估他們是否適合助你規劃個人財務狀況。

 Q1 策劃師具備什麼經驗？

 Q2 策劃師具備什麼專業資格？

 Q3 策劃師提供什麼服務？

 Q4 策劃師的財務策劃取向如何？

 Q5 策劃師是否唯一與你合作進行財務策劃的人？

 Q6 策劃師以甚麽方式收取酬金？

 Q7 策劃師一般的收費是多少？

 Q8 策劃師的建議會否令任何第三者獲得不應得的利益？

 Q9 策劃師曾否於其事業上因違反法例或專業操守而受到 
  公開的處分？

 Q10 我們的協議是用書面記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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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大事
有情人從籌備婚禮到共同開展新生活，確是人生一大美事。維繫美滿

婚姻的其中一個秘訣，是雙方須共同進行財務策劃，使金錢問題不致

成為幸福婚姻的絆腳石。

理財首要目標

財務問題可以是離婚的導火線，所以雙方必須了解彼此的財務記錄 
和理財目標（包括償還債務），然後一起討論和規劃財務狀況。

夫婦之間並無所謂最佳的理財方法，重要的是坦誠商量，解決分歧，

並訂立一個雙方都接受的理財方案。

一起規劃財務狀況的注意事項

• 討論雙方在理財、儲蓄和借貸方面的經驗和看法，了解大家對 
共同處理和策劃財務的期望。

• 兩口子應共同制定預算，以了解彼此的理財習慣和改善家庭的 
財務狀況。

• 檢討和更新你的財務文件 
（包括保險計劃），讓至愛在你 
萬一遭遇意外時可獲得較穩妥 
的保障。

• 婚禮開支豐儉由人，你應與 
你未來的另一半商量理想中的

婚禮，以及如何應付有關開

支。制定預算，並就婚禮中的

活動環節達成共識。

生活事件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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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風險承受能力
財務策劃的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評估你的風險承受能力。

風險是指可能影響預期投資回報的潛在威脅。回報潛力較高的投資，往往 
亦附帶較高風險。你是否願意接受潛在損失以換取較高的回報潛力？

第 4 步

風險承受能力可以劃分為五個類別。 
你屬於哪一個類別呢？

保守型 不願意承受風險，寧可放棄回報潛力也不希望投資蒙

受損失。

適度謹慎型 願意承受有限的風險以提升長線的投資回報，但仍然

設法避免大幅度的短期波動。

平衡型 在權衡風險及回報時，平衡型投資者認為承擔一定程

度的風險，可以提高實現長期財務目標的機會。

適度進取型 為了令投資組合跑贏大市，適度進取型投資者願意承

擔較高的投資風險，而且不介意在市況下跌時承受略

高於市場水平的損失。

進取型 願意承擔較高風險，以博取遠高於市場水平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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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亦被稱為系統性風險，一般指與某特定

市場相關的風險。系統性風險源於有關市場的 
經濟、地理、政治、社會或其他因素。

 利率風險 很多投資活動都會受利率變動影響，包括： 
銀行存款、股票、債券及地產。

 業務風險 所投資的公司可能會出現盈利大倒退甚至破產。

 不良企業管治 所投資的公司有機會作出一些你認為有損股東 
權益的交易。

 貨幣風險 假如所持有的是海外投資，貨幣匯率突然轉向 
可能會令你蒙受損失。

 通脹風險 物價上升會令資金的價值相對下降，從而削弱 
購買能力。

 流通風險 把資金投資在難以套現或需要付出昂貴的成本 
才能套現的產品，將成為沉重的負擔。

 政策風險 政府政策及法規的轉變，可對投資造成深遠的 
影響。

 投資陷阱 要避免跌入陷阱，最佳的方法是憑常識小心判斷， 
時刻保持警覺。切勿誤信那些聲稱可助你一朝 
發達的投資計劃。

 證券行失責 假如證券行失責或破產，透過證券行所作的投資

可能會受到影響。最好只與持有牌照及信譽良好

的證券行進行交易。

了解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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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退休準備

2000  
生兒育女

1998  
成家立室

1993  
持續進修

1990  
投身社會

管理風險

完全迴避風險是不可能的。不過，你可以將風險控制在自己可接受的水平。

你必須清楚了解所投資的項目，認清潛在的風險。

你應該根據自己的投資目標、承受風險的能力及財政上的限制，相應地進行

策劃。切勿投資於所涉風險高於自己能承受的投資項目。其次，應花點時間

了解有意投資的項目。細心閱讀招股章程、銷售文件、年報及公告，留意文

件內有關「風險因素」或「風險警告」的資料。遇有疑問，應尋求專業意見。

人生不同階段的風險取態

志明剛剛大學畢業，開始人生的 
第一份工作。他與父母同住， 
日常支出相對較少，起居飲食也 
毋須操心。在這個人生階段， 
志明可以承受較高的風險，因為 
他前面還有很長的投資期。

八年後，志明結了婚，建立了自己的家

庭。由於需要償還按揭貸款，加上供養父母 
的擔子愈來愈重，志明的風險取態便趨於 
保守。雖然離退休還有一段時間，但志明 
仍採取較為審慎的理財取向。

現已退休的志明，風險取態又再出現變化。 
由於沒有每個月的薪金收入，志明的著眼點 
是保障他在職之時累積的財富，在退休的 
黃金歲月享受他辛勤工作的成果。

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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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100

100

未來開支

保險
負責任的 

借貸

遺產規劃退休計劃

制定基本 

財務計劃

第 5 步

制定並執行基本財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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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開支

未來開支包括人生各重大事件的支出，如深造、結婚、 
置業、生兒育女、供養父母、轉工、創業或退休。這些開

支可能會消耗你的資產，並可能成為長期的財務負擔。

保險

生活中的突發或緊急事故，如意外、疾病及死亡，或會 
耗盡你的存款及資產。為人生的不測事故購買足夠保險，

應成為你財務計劃中的關鍵一環。最低限度，你應考慮 
購買危疾保險及意外／傷殘保險。你亦應考慮從儲蓄或 
投資中抽調更多資金，以儲備一筆相等於三至六個月 
生活費的應急錢。

負責任的借貸

負責任的借貸是財務策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信用卡是 
簡便的付款工具，而私人貸款和按揭可助你實現財務目

標；但過度借貸足以破壞你的人生計劃。關鍵是你必須 
確保你能夠控制債務，而不致墮入債務的深淵。你過往的

信貸記錄也可能會影響你日後的借貸成本。

退休計劃

退休計劃是指透過一個策劃過程，決定如何預留足夠 
金錢，讓你在退休後仍能繼續享受生活。透過制定退休 
計劃，你可以知道退休後將需要多少金錢，並幫助你妥善

理財以應付晚年的生活開支。

遺產規劃

人生在世，有時需要作最壞打算，這點也許令人掃興， 
卻不能不作此準備。若你罹患重病、意外傷殘甚或不幸 
身故，你必須要有穩妥的財務安排，以減輕種種不測對 
家人帶來的壓力。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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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兒育女

為人父母是人生一大樂事。在這個人生的

轉折點，兩夫婦必須作出調整，以應付 
生兒育女所帶來的長期財務承擔。

理財首要目標

你應檢視家庭預算，並預留金錢應付嬰兒

出生前後的必要開支。你還需要為意料之

外的事情，如誕下雙胞胎或分娩過程產生

的額外醫療開支等作好準備，並為子女將來的教育支出妥善籌謀。

準父母進行財務策劃的注意事項

• 制定預算，計算新增的開支及相應將收入作好分配來應付。

• 制定財務計劃，確保家庭財務狀況長期健全。假如你已制定 
財務計劃，那麼不妨審慎檢討，查看是否需要作出改動。請確保 
考慮以下事項：

– 你需要面積較大的住所嗎？如果你是租住房子，你有足夠財政能力

轉租為買嗎？你需要搬到較接近學校的地方嗎？

– 你的保險計劃足夠為家人提供應付人生不測事故的保障嗎？

– 你需要聘請家庭傭工嗎？

– 你或配偶正考慮離開工作崗位在家照顧子女嗎？

– 你有足夠資金支付子女的教育開支嗎？教育開支可以十分 
高昂，常見的做法是儲蓄、投資雙管齊下，以減輕支付各種 
費用的財政負擔。

生活事件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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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是財務策劃中的重要一環，因為你可透過投資取得回報 
使資產增值，以助你實現財務目標。

你可從收入中扣除必要開支及儲蓄金額，然後將餘下的資金 
用於投資。一個精心規劃的投資組合能助你在投資市場起跌中

仍能將影響減低，並調整你所面對的風險水平。

投資是指持有一個符合你風險取態的投資組合，並包含多元化

的投資產品，以此策略令投資組合可於任何經濟環境中仍可 
發揮作用。

建立和管理你的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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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你的投資

你須以負責任的態度看待投資及管理財富。投資工具各具特點及 
下跌風險，對別人推介的任何投資產品，你應了解其性質及風險，並細閱 
銷售文件，了解有關該投資產品的詳情。

緊記先求知，再投資

你應了解投資所涉及的費用是否由你直接支付或是從投資金額中扣除。 
收費會降低你的投資回報，切勿掉以輕心。此外，投資工具的過往表現並 
不能作為日後價格的保證。

查問清楚個別投資工具是否在交易所還是在場外交易。這些市場的流通性 
各異，而流通性會影響你是否可以輕易地沽出你的投資套現。

切記便宜莫貪：如果某項投資看來吸引得令人難以置信，它很可能是個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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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風險與回報

一般來說，回報較高，風險也會相應較高。因此，「以最低的風險 
獲取最高回報」是不切實際的目標，而「一朝致富」的目標更可能 
令你承受不適當的風險。

了解你的風險承受能力

你的風險承受能力是指你承受投資價值下跌的能力和意願。年輕人 
一般可以承受較高風險，而較年長的一群則趨向較保守。

留意你的流動資金

對現金的需求愈大，所持有的流動資產便應該愈多。你應該考慮保留

最少相等於三至六個月定期開支的現金，以備不時之需。

你的財政資源有多豐厚？

如果你可以投資的資金有限，你大概不能承受太高的風險。投資時，

緊記量力而為。

100

100

100

投資前 請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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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投資組合風險

最簡單的管理風險方法就是分散投資，因為並非所有的市場或 
資產類別都會同步上落，同一資產類別的個別金融產品的表現也不會

完全一樣。分散投資就是將資金投資於不同的資產類別、行業、地區和 
市場等等。一個均衡的投資組合的波幅通常會低於單一投資項目，從而 
助你降低風險。

要分散投資組合風險，首先你須釐定每類資產在你整個投資組合的比重， 
例如股票、基金、債券和外幣等，然後再於該類別中選擇適合的投資項目。

即使是同一類別資產中的投資產品，

風險水平也不同，例如單一國家股票

基金的風險一般高於分散投資於全球

不同市場的股票基金。

進行投資時，你必須將風險限於個人

可以接受的水平。世界上沒有投資 
是全無風險的，因此，在作出任何投

資之前，你應充分了解可能承受的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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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黃金歲月作好準備

要安享舒適的退休生活，需要完善的 
退休計劃和作出長遠承擔。

理財首要目標

不管你正在籌謀退休大計還是已在安享退休生活，你都應以保本、 
審慎理財，並提供足夠保障為首要目標。即使你計劃進一步累積退休

基金，你亦應審慎行事，且應事先進行透徹的風險評估。

個人理財注意事項

• 決定你希望退休的時間和需要多少儲備才能維持希望享有的生活 
方式，然後制定邁向財務目標的個人財務計劃，並因應目標的轉變

而定期進行檢討。

• 妥善管理你的職業退休計劃或強積金。當你年滿65歲時，便可 
一次過提取整筆強積金權益，或繼續把權益保留在強積金制度內 
進行投資。你需要考慮清楚你在退休時如何處置你的強積金累算 
權益。

• 制定預算對退休生活至關重要。從小處著眼，可省則省，可考慮 
減少非必要的消費。

• 醫療費用可以十分龐大。由於醫療保費會隨年紀而遞增，因此你 
應及早檢討你的保險需要。

• 在建立退休基金時，記得檢討你的投資策略，確保其切合你的 
需要。尤其是在作出可能受到宏觀經濟環境影響的重大投資時， 
更須格外審慎。

• 保障你的資產！小心一些以長者為對象的騙財手法，如果有任何 
東西看起來好得令人難以置信，那很有可能就是假的！

生活事件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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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步

定期檢討和調整財務計劃

在制定財務計劃後，你應該嚴守紀律，貫徹執行所擬定的計劃， 
並不時檢討你現有的收支預算和投資組合。在達成財務目標的過程中， 
你必須定期檢討投資組合的表現，並於必要時調整投資，避免投資組合過分

集中於某個資產類別。

財務策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當你邁進不同的人生階段，或社會上的 
經濟環境出現重大改變，你便應該因應資源、個人需要及環境的變化而作出

調整，確保財務計劃切合你的財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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