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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張洪秀美太平紳士

基督教勵行會總幹事
青海省政協委員及港澳區委員召集人

作為現代女性，應該能掌握基本的理財概念及知識，而一套審

慎理財投資的策略，不但能夠增加財富，改善生活質素，讓自

己做喜歡做的事，更可回饋社會，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及弱

勢社群。例如，讓更多孤兒得到適當的照顧、讓更多病人得到

治療、讓受天災影響的人民得到救助等等！

張佩儀小姐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我十分欣賞她對慈善不遺餘

力的精神。如聖經所說：「個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

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林後9：

7）她不但擁有豐富的理財投資經驗，且經常協助非牟利機構及

獨立婦女實現理財目標；更不時鼓勵客戶作慈善捐獻，例如成

為基督教勵行會的青海兒童之友、幫助本會在中國青海的扶貧

及孤兒項目、參與本會的賣旗及義工服務等等。對她來說可能

是微不足道，但背後的意義卻十分重大，因為捐獻助人可以讓

我們心靈上獲得富足。她亦身體力行，經常帶領員工參與慈善

活動，期望帶動社會行善的風氣。

張小姐在本書中樂於與大眾分享她的理財心得，希望不只是女

性，而是更多大眾社會人士都能累積財富，並奉獻一份心意回

饋社會，那麼社會上便能有更多人可以受惠了！

張小姐主張投資前，必須先掌握相關知識，不鼓勵投機，對此

我十分認同。本人並非財經專家，故不能為讀者提供任何財經

意見。正如張小姐所說，本書所載僅為作者的建議，其中細節

及方法需由讀者自行判斷，並必須根據個人需要，擬訂適合自

己的投資計劃，必要時還應找專家商議，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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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贏錢而希望越贏越多，但不知道贏錢來做甚麼的人，是貪

財的人，金錢成為了他的主人，主宰和耗盡他的時間和生命。

懂得贏錢卻不願意花錢，不斷將錢儲起來的人，成為了守財

奴。

懂得贏錢、用錢和理財的人，才是金錢的主人。

在基督徒世界，常常會記掛聖經說：「貪財為萬惡之根」，而忽

略了主耶穌的教導有三分之一和金錢有關，可見金錢對人來說

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舊約有一個很著名的「賢德婦人」（箴31章）之描述：「才德的

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這位賢德婦人不

單只懂得打理家庭，也懂得理財和營商之道，「她作細麻布衣裳

出賣，又將腰帶賣與商家，能力和威儀，是她的衣服。」這種

女性皆為男性所傾慕。

張佩儀小姐，身體力行，從一名普通大學生，藉著投資理財，

在30歲前成為百萬富女。她更樂意將自己的實戰經驗與眾人分

享，這種無私的心更令人敬服。整本書不是教我們「貪財」而

是「理財」，書中內容不獨是針對單身的女性，已婚或退休的女

性也適用。

在經濟上倚靠男性，對舊約聖經的賢德婦人已不適用，更何況

是現代的女性呢！

序二
林以諾博士

香港阡陌社區浸信會主任牧師
飛躍網絡國際義務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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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本書作者Denise很多年，聽說她要出有關女性理財的書也

風聞已久，如今真的成事，能被她邀請寫序，實在是我的榮

幸；我答允她的邀請，基於以下原因：

1. 與她交情非淺，盛情難卻；

2. 	她句句實言，真的以其理財智慧達成《30歲做百萬富

女》，所以只要妥善管理財富，要成為百萬富女，並非空想

虛談，絕對可以成為事實；

3. 	我得到她實際的幫助，幾年間由充滿經濟壓力，達到財務自

由。

2005年因為丈夫決定讀書四年，協議我負責家庭開支，才驚

覺我的戶口沒有錢剩餘！沒有錢又何來理財？找理財顧問豈不

「運吉」？與Denise傾談下，她非但沒有覺得我「運吉」，還

教我如何開源節流，將每月省下的金錢再作投資，一年下來已

漸見成績；我開始學習管理財富：留意市場走勢，敏銳市場變

化，評估各類風險，並在她協助下，投資獲得雙倍增幅，更使

我由一個對錢銀數字「矇查查」的人，學懂積聚與分享，為財

富設定目標，還使我那個小本經營的一人企業「好好戀愛學

堂」在沒有政府資助、沒有任何教會奉獻的情况下，有充足的

資金營運，以「不借貸、不欠債」的方針有尊嚴地發展，我實

在感謝她。

本書講述女性理財，真的由讀書時代到拍拖、結婚、生子，到

離婚、退休都有提及，相信不論那個年齡層的女性，都會得著

幫助。書中每篇都內容豐富，且切實可行，並有三條實用的小

貼士供讀者反省和檢視自己的情况。

學習理財：不怕太早，亦不會嫌遲。

序三
杜婉霞 好好戀愛學堂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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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百萬富翁或富婆，在今時今日已不罕見。調查顯示，2009年香

港接近40萬人擁有一百萬元或以上的流動資產（不計算物業在

內），當中52%為女性，報章大事報道〈香港富婆多過富翁〉。

單單擁有一百萬元，就連一個住宅單位都買不到，只能付首

期。

可是，30歲就擁有一百萬元，卻是一項不小的成就，因為那意

味著你有本錢、有時間累積更多的財富，退休前做千萬富婆絕

不是難事。

要30歲賺到一百萬，並不需要很特殊的條件。我就是一個活生

生的例子。

我是打工仔出身，生於一個平凡家庭，在公共屋邨長大，是家

中長女，家庭環境不很富裕，從小就要作為大家姐照顧弟妹，

所以很早就要有錢的概念，也很希望及早自力更生，一來減輕

父母的負擔，二來改善家人生活。

每年我都把利是錢儲起來，也會做暑期工賺外快，務求多儲一

些本錢。讀大學時，我申請了政府助學金及貸款，也做兼職供

自己讀書。畢業後，我努力工作，不相信賭博，從未買過六合

彩，也不喜歡打麻將。

那時候的我，因工作太忙，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更何況是理

財？在偶然的機會下，感謝主的帶領，我發現「人生是要變

的」，不想再做工作的奴隸，於是毅然放棄別人眼中的優差及成

功的事業，由零開始，轉投金融行業，每星期不斷進修，學習

讓財富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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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之前已很有紀律地儲起了一筆本錢，藉著理財投資，我在

30歲前便成功晉身百萬富女。

轉眼間在金融界已經15年了，真的非常感恩，理財不但幫到自

己，亦能幫到我身邊的朋友，協助他們把財富增值。

事實上，理財並不複雜。儘管投資理論可以說得相當深奧，但

理財也可以是生活化的，從生活小節做起的，只要有心，任何

人都能勝任。成功的理財秘訣，與做人處事的態度一樣，要付

出、忍耐、堅持、分享。投資有起有跌，要懂得適時放手，「活

到老、學到老」，它能成就更精彩人生。

即使你錯過了在30歲賺取一百萬的時機，但任何時候都未為晚

也，千萬別怕遲而不去理財，那是你自己努力儲起的財富，一

方面要保守它的價值，別讓它被通脹蠶食，另一方面也可以用

錢生錢的方法，讓財富增值。

我希望透過此書，以簡單易明的方式，與大家分享不同人生階

段的理財技巧、重要事項等。有失必有得，投資也是一樣，謹

記書內〈投資十戒〉及〈女性投資全面睇〉，可以將投資變成樂

趣。建立投資策略前，也可以先利用附錄一的〈透視你的投資

個性〉來測試自己的投資取向，這有助你發掘適合自己的理財

方式。希望大家讀畢此書後，能學以致用，終身學習，不必再

為錢財憂心，並作為精於理財的成功女性而驕傲。

很榮幸可跟各位分享我對女性理財的心得，也非常感謝主賜

恩，讓我有機會出書分享過往的經驗。

張佩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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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
要理財獨立

中國傳統推崇「女子無才便是德」，千百年來許多女性的財政

大權都掌握在父兄或丈夫手裡。然而時代已經改變，如今的女

性，有能力也有必要財政獨立。

你清楚什麼是經濟獨立嗎？

新女性怎樣才叫獨立？事業有成？有車有樓？很多女士認為自

己的收入不錯，足夠負擔自己的生活，已經算是經濟獨立了。

但實際上，經濟獨立並非那麼簡單。如果遇到下面的情況，你

是否能夠應付？

•金融海嘯，導致失業或減薪

•突發事故，例如患病或遇意外

•婚姻結束，生活失去依靠

•養兒育女，開支突然大增等等

總而言之，這是你的人生，
幹嗎讓其他人來指揮你的人生呢？

——股神巴菲特

1.1

真正的獨立，不只是「搵幾多，使幾多」，而是要有自己的理財

計劃，不論賺多少，都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並懂得居安思危，

未雨綢繆，自由運用自己的資產，應對生活的變化。也就是

說，現代女性要懂獨立理財。

兩性理財大不同

面對金錢的態度，女性和男性大有不同。籠統概括而言：

•男性重視權利，女性重視安全

•男性喜歡冒險，女性傾向保守

•男性主動採取行動，女性被動接受後果

•男性喜歡競爭，女性喜歡順應

男性理財一般較為進取，喜好高風險的投資，期望獲得高回

報；女性理財的優勝之處，則在於具有如嚴謹、細緻、穩健等

的特點。根據調查顯示，女性最常使用的投資工具是儲蓄和保

險，這是因為女性性格上特別需要安全感，理財時更注重保

障；而男性多使用窩輪、牛熊證等高風險的衍生工具。當然，

現代女性許多都「巾幗不讓鬚眉」，理財時可能採用比男性更為

進取的方式，並且獲得成功，這就要看每個人不同的性格了。

LE
VELL

IN
G U

P



30歲做百萬富女 30歲做百萬富女24 25

不同階段有不同需要

經濟獨立的一個基本條件，是要養得起自己。論到賺錢，一般

人多只想到二十多歲至四十多歲的職業女性，但其實在不同人

生階段，包括入職前與退休後，都應有不同的理財計劃。

女性於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理財需要，有的可能為了進修，有

的可能為了結婚。無論如何，最重要是可以負擔自己的生活而

不用靠家人，不用靠男人，更不用靠借貸，避免以後的日子要

「還債度日」。因此，女性應有一個妥善的理財大計，按著年

齡、人生階段作理財分析。後頁是筆者為女性各階段作粗略的

分類，並按不同階段的人生目標和特點，分析理財需要。

女性不同人生階段的理財分析

特點

年紀尚輕，宜在事業上訂

立目標，在學的可以為繼

續升學或就業作預備；在

職的初出茅廬，應努力爭

取工作經驗與賺錢

婚 後 的 生 活 環 境 有 所 改

變，除了事業，還要兼顧

家庭；會有不同計劃，如

置業、生兒育女，並要考

慮教育基金等等

人生階段

少女

在學 / 就職

工作1至3年

的在職女性

已婚女性

理財需要

就職以後，開始有穩定

收入，物質引誘較大，

宜盡早建立基本理財概

念，並學以致用，好好

管理自己的財富

有穩定工作及收入，可作

些儲蓄計劃，預留一筆資

金作往後的人生規劃和發

展

應考慮自己的保障如人

壽、醫療、危疾保障等

是否足夠。可以透過儲

蓄計劃，讓自己先有一

筆資金，以備不時之需

有 一 定 的 積 蓄 及 生 活 需

求，例如置業、持續進修

或創業資金，並具體地落

實人生計劃

工作4年或

以上的

在職女性

累積了投資經驗及積蓄

漸多，可按短、中、長

期的投資目標，建立不

同的投資組合，配合人

生不同階段的需要

有了家庭及孩子，開支

會大大增加，亦要為未

來預算開支作準備，因

而更需要妥善管理好家

庭財政

Tips

1. 現代女性需認識何謂經濟獨立

2. 學會理財是經濟獨立的條件

3. 按照不同人生階段，建立不同人生目標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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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方百計
愛上投資

投資的好處多不勝數，但愛上投資的理由呢？「投資達人」都

必定喜歡投資，除了因為能得到可觀回報外，還因為他們懂得

從中尋找樂趣！

學習錢搵錢：

我們不再為金錢工作，讓金錢為我們工作

普通打工仔如只靠打工賺錢，能儲蓄到的財富始終有限，用錢

搵錢的方式，就可以較快地令財富增值。在累積財富上，投資

理財所產生的複息效應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就如滾雪球

般，本金生利息，利息加本金再滾存更多利息，產生連本帶利

愈滾愈多的效果。複息與單息最大的差異在於其「利生利」的

威力，隨著年期的增長，財富可望翻幾番。

不要懵懵懂懂的隨意買股票，
要在投資前紮實的做一些功課，才能成功！

——美國投資宗師威廉．歐奈爾

1.2

做喜歡的投資

喜歡，就是堅持下去的關鍵！投資時，找些你感興趣的產品，

才能保持興致及動力去學習更多相關的知識！當你樂在其中，

享受投資的過程及賺到回報時，成功感油然而生，便會更喜愛

投資。

享受投資的樂趣

有些人對投資敬而遠之，是因為對投資存有誤解，其實只要明

白箇中道理，人人都可以迷上它。投資有助擴闊視野，增加對

不同產業及產品的認識，及了解市場經濟的運作。其次，在研

究投資的過程中，我們可以領略不同機構的經營模式、管理策

略及優勝之處，可作為將來自行創業的基礎。再者，當遇到有

相同投資興趣的朋友時，能增加話題，促進彼此投資策略及見

解的交流，是為一樂也。而觀察市場所得的經驗，若能應用到

自己的工作上，更是錦上添花，有助提升事業發展。

小本投資可變一桶金

開始投資的時候，你並不需要擁有一大筆資金。大部分投資者

都是從小額資本開始，只要投資得宜，例如投資於有潛力的工

具上，經過多年增長，便可變為一筆偌大的資金！當資產增

值，無論是十萬還是一百萬，都能帶來成功感及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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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並非人云亦云，需要做足準備工夫，以下是筆者的幾點投

資心得：

充分利用市場資訊

在這資訊發達及網絡資源豐富的時代，要找有關投資理財的資

訊並不困難，可以透過講座、報章雜誌專欄、網站，甚至是手

機，隨時隨地獲得投資資訊。但市場上充斥著各種良莠不齊的

訊息，我們必須懂得加以篩選及分析，否則可能會導致投資失

利。懂得有效及適當地利用市場資訊，投資必能事半功倍。

找個好的投資教練

運動員要有一個好教練，才有機會躋身國際，成為世界級運動

員。投資理財也需要教練，股神巴菲特說過：「我的血管裡85%

流著葛拉漢的血，15%流著費雪的血。」結合了兩位大師的理

念與邏輯，巴菲特的價值型投資法，創造了驚人的財富。

若有資深的投資者從旁提點，因應市場狀況決定採用何種策

略、投入資金的比重多少、何時撤資或加碼，便可大大減少錯

誤投資的可能，將損失減至最低。靠自己探索亦可，但較花時

間，且可能損失資金作為「學費」。如果願意付學費進修，則可

以最短時間掌握知識。諮詢投資教練或獨立財務顧問是個不錯

的選擇，他們不隸屬任何金融機構，也不會與客戶利益構成衝

突，能針對客戶的狀況給予專業意見。

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方法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風格，投資理財亦一樣，不可照抄如儀，切

忌盲目跟隨別人的步伐，必須訂立一套適合自己的投資方法。

附錄一的〈透視你的投資個性〉，可以幫助你測試自己的投資取

向。「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所以「知己知彼」是理財最基

本原則。

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我們會有不同的理財需要及目標，如日常

開支、住屋、子女教育費、進修費用等等；因應不同目標，投

資方法也不盡相同。謹記在投資前，先釐清自己的理財目標、

財務狀況及承受風險的能力，因而制訂相應的理財規劃。

不要把目標訂得太高

有些人妄想一夜致富，孤注一擲地把錢財投資在高風險的產品

上，結果大多令人失望。我們投資時，期望不能過高，尤其是

初入門者缺乏實戰經驗，更需耐心地等待時機，一邊學習、一

邊檢討。

嘗試新投資，保持新鮮感

投資市場無時無刻都在改變，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投資機會出

現，投資者如果故步自封，只死守既有的投資產品而不願作新

嘗試，有可能錯過不少賺錢的大好機會。因此，投資者不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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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新產品，並且多作嘗試，把握良機。若回報理想，便可加

注。當出現新的投資機會時，應當馬上考慮三點：第一，該產

品是否符合自己的投資策略；第二，回報率如何；第三，自己

的周轉資金是否充足。

從投資經驗中找尋方向

在投資世界中，經驗就是致富的竅門。明白了投資的基本概念

後，必須加以實踐、吸取及檢討經驗，才能真正體會到在實戰

中的應對方法。

參考成功人士投資法

做投資成功人士愛做的投資，例如巴菲特的價值投資、彼得．

林奇的雞尾酒會理論、葛拉漢的證券分析方法等。只是，基於

每人的情況各異，千萬別盲目跟隨專家的投資策略，須根據自

己的實際情況及目標作出相應調整。

「錢搵錢」是要學的

曾任美國財政部財務長的約翰．坎貝爾說過：「投資不僅僅是

一種行為，更是一種帶有哲學意味的東西！」的確，投資理財

是專門的學問，僅僅依靠直覺是注定失敗的。投資者需要學習

的，包括要怎樣訂定理財計劃、平衡收入及支出、令資本增值

等等。

投資既長遠，也短線

有些人以為投資只為長遠目標如退休等作理財策劃，要等上數

十年才能獲得可觀的回報。其實投資也應該包括短線的，短至

半年或一年，以滿足短期目標，例如添置傢俱或電器、購買心

儀的物品、短線旅行等小額花費。也可訂立中期目標，「三年小

成，八年大成」，籌措進修或修葺家居的資金等亦可。

殷勤人的手必掌權，懶惰的人必服苦。

──聖經．箴言12:24

Tips

1. 發掘投資的樂趣，產生推動力

2. 掌握投資心得，讓投資變輕鬆

3. 享受投資，樂趣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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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投資
全面睇

現時更多女性有獨立理財的需要。以下是筆者接觸的一般女性

的投資特點：

投資原因：

1. 投資是獨立女性的理財工具之一。

2.  女性尋求經濟自主，為了更妥善掌握自己的財政，會尋求度

身訂造適合自己的理財計劃。

投資目標：

現在的香港女性已少有「等人養」的心態，同時女性較著重家

庭，往往會視婚姻、生兒育女為人生大目標，會特別為此轉向

投資理財，成立結婚理財計劃、或子女教育基金等，及早為人

投資不僅僅是一種行為，
更是一種帶有哲學意味的東西！

——美國前財政部財務長約翰．坎貝爾

1.3

生大事和家人準備資金。倘若未遇到如意郎君的，也會注重財

富的累積和增值，為單身生活籌謀。

投資取向：

女性一般追求安全感，因此較多會進行穩健的理財計劃。市面

上的保本基金或較低風險的投資，都是不少女性的首選。

風險承受度：

女性多喜歡穩定，相對而言，能承受的風險較低。

投資偏好：

開始工作後，財富開始累積，並初步接觸投資，由於對投資市

場認知不足，一般喜歡作儲蓄或投資外幣。

投資習慣：

1.  以往不少女性會將資金放在銀行，較少作投資計劃，在理財

方面一般較為被動。亦有些女性經常依賴別人的意見，少有

自己訂立理財策略。

2.  現時銀行息口極低，不少女性開始改變把積蓄全都放進銀行

的習慣，轉而嘗試不同類型的儲蓄計劃，例如基金投資、儲

蓄壽險等低風險投資。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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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性格、背景……都會影響你的投資取向，舉例說，如果

每逢市況稍微下調，你都會變得很敏感的話，你就應該選擇較

保守的投資計劃。投資前應先了解個人特質，有助你更易選擇

合適的產品。

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

預備將來，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聖經．提摩太前書6:19

四種不同儲蓄方式比較

方式 優點 缺點 適合的投資者類別

月供基金、股票

港幣零存整付

外幣定期存款

•較適合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投資者如退休人士

• 對外幣具認識的人士，例如：澳元息口高，但如購入價太高，便須面對匯

率下跌的風險，而匯率一般與各國經濟表現有關

•回報較高

•選擇多

•可隨時停止

•風險低

•靈活性低

•存款期限可長可短

•入場費低

•外幣種類選擇多

•靈活性高

•存款期限可長可短

•入場費低

•風險低

•回報相對存款高

•入場費視乎產品而定

儲蓄人壽保險計劃

• 部分認購費昂貴，可高

至5%

•風險高

•回報低

•續期息率或會有變

•須承受匯率風險

•續期息率或會有變

•靈活性低

• 年期限制較長，最少5

年以上，甚至超過30年

•贖回費高

• 專為儲蓄而設的計劃，並同時享有低風險及資本增值的優點；但參與計劃

前宜先考慮清楚，以免中途停止而被收取高昂的行政費，適合中長線投資

者

• 選擇月供基金及月供股票能享有較高回報，以及有更多投資選擇；投資者

宜因應各人風險要求及個人需要，揀選適合自己的投資；較適合對投資市

場具認識的投資者

Tips

1. 應以目標為本

2. 充分了解自己後，才可改正陋習

3. 儲蓄不一定能保值，別一本通書讀到老

LE
VELL

IN
G U

P



早開始，早受益
勇敢踏出第一步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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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出第一步，
學習金錢管理

有些女士認為：「男人賺錢，女人管錢」，但當金錢到了她們手

上時，不少女性卻只做兩件事：第一，花費購物；第二，存放

在銀行。今時今日，「管錢」不只是管理家庭收支那麼簡單，也

包括投資理財，過度保守可能會變成女性理財的致命傷。

理財是要學的，筆者跟各位分享以下學習方法，只要大家多花

一點時間和心思，必定可以把金錢管理妥當。

多元化的學習方式

很多人說，「八卦」是女人的天性，筆者建議女士們善用「八

卦」習慣，將之轉為求知欲，如讀一讀世界暢銷書《富爸爸，窮

爸爸》、參加各類型基金和投資講座，以及日常多看報章雜誌，

其實世界上沒有傳奇，
只有不為傳奇而努力；

其實賺一億並不難，
難的是讓理財方式適合自己。 

——英國劇作家蕭伯納

2.1

例如專家專欄、理財小竅門等，還有電台、電視台的財經節目，

可嘗試從中了解有效的金錢管理及財務管理等基本概念，培養興

趣，這樣必能事半功倍。建議可從學習經濟術語及行內用語開

始，繼而了解影響回報的基本因素，例如通脹、貨幣戰爭、利息

加減、信心指數、國民生產總值、資金流向及市盈率等，以至社

會及政治問題。

累積財富知識

所有知識都是靠累積得來的，理財知識也一樣，欲速則不達。只

要虛心學習，不斷從成功和失敗中積累經驗，有朝一日，必能裝

滿你的財富知識錢箱。在這過程中，你可以建立一個屬於你自己

的知識資料庫，將不同類型的知識分類儲存，標示（highlight）

重點及注意事項，以便日後有需要時翻查。

每天一小時

事業型女性忙於工作、交際應酬，家庭主婦則忙於照顧丈夫兒

女、打理家頭細務，對於學習理財，她們一致的說：「我沒有時

間。」其實，理財不需要耗費太多時間，經過最初的學習階段之

後，每天只需花些少時間已足夠。只要及早計劃，好好分配時

間，專心一致，每天多騰出一小時學習，你便會發現，金錢和時

間，都能夠掌握在你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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