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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財規劃專家講座」活動詳情 

中國註冊理財規劃師協會港、澳、廣、深、珠、江培訓特區於 2014 年 6 月 28 日

在香港科技大學校舍內舉辦了「理財規劃專家講座」，本會邀請了 8 位來自中、

港兩地金融業經驗豐富的理財規劃專家就不同的主題分享分得及交流經驗，講座

共有 8 個主題，參加者可自由選擇有興趣的講座，吸引超過三百名會員及業界人

士參加。 

主題 講師 

1. 中國保險和財富管理業的發展與香港

人發展國內金融業務須知 

李智先生 Mr. Leslee 

康宏深圳執行總監及康宏廣東培訓部總監 

2. 中港金融融資渠道和安排 
陳祝祥博士 Dr. Ivan Chan 

長江證劵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3. 成功天書 – M Club 市場攻略 
溫潔英女士 Ms. Rita Wan 

富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區域總監 

4. 中國稅務策劃 
陳卓華先生 Mr. Ray Chan 

大華繼顯(香港)有限公司聯席董事 

5. 中港兩地商標法異同淺談 
歐鴗澲先生 Mr. Alan Au 

佳迷知識產權服務有限公司副董事 

6. 品質管理驗證機構認可作業要點: A 

Mark of Turning Up Your Sales Volume 

陳宏傑博士 Dr. Markus Chan 

ASIC HK Representative 

7. 遺產與承傳 
許偉忠先生 Mr. Sammy Hui 

安盛金融有限公司營運總監 

8. 樓房投資在理財規劃中的角色與價值 
劉家駒博士 Dr. Apollo Lau 

富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區域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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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講師及主題介紹 

主題:  

「中國保險和財富管理行業的發展與香港人發展國內金融業務須知」 

講師: 李智先生 Mr. Leslee  

康宏深圳執行總監及康宏廣東培訓部總監 

 

講師簡介 

現職：康宏深圳執行總監及康宏廣東培訓部總監 

 中國理財規劃師協會港、澳、廣、深、珠、江培訓特區專家委員 

 荷蘭鹿特丹工商管理學院商業經濟及國際管理雙學士 

 法國巴黎歸正神學院•神學導論及辯證學課程認證 

 NLP 神經語言學執行師 

 國家註冊心理咨詢師 

 深圳市南山區教育局 幸福家長學校 特約品格理財學講師 

 

李先生在荷蘭及法國遊學工作 7 年，專職從事留學生心理輔導及華人社區的非牟

利團體構建參與及建立了【中國留荷青年會】【戰鬥在荷蘭網絡社區】，【華人留

學團契】及【荷蘭華人青年商會】等組織。 

2007 年回國後投身于第三方跨境理財行業，主要負責產品篩選及人才培訓工作。

近年來專注于行業模式運作及建立聯通歐洲及中國之間的家族財富辦公室行業

的搭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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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內容 

首先，從歷史和體制了解中國底層文化。在五千年文化裡面，影響中國的根基文

化是“重農抑商”。這導致人們普遍懷有以農業為主導、抬高土地價格、地域概

念嚴重、權力崇拜模式和輕視商業行為等保守觀念。而中國五千年來的發展模式

只有一個——農民革命，直到改革開放，中國開始歷史新的篇章。改革開放的第

一波是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在當時個體戶屬於非主流；第二波是證券化及股份制

改革，股票買賣開始流行，國企不再是鐵飯碗；第三波是土地經濟改革，中國福

利分房制度終止，投資投機狂潮開始出現，中國金融業初步開放。中國用幾十年

完成了世界幾百年的股票發展。快速的發展也帶來一些問題，如經濟發展不均、

社會風氣浮躁等。 

接下來，介紹了“香港人”的根由及拓展內地的優勢。從四十年代開始，內地開

始資本和人才轉移到香港這個避難所，逃過了內戰和文革的清洗，同時保留西方

政治法規的習慣，到了八十年代，香港再將通過熏陶後的資本和人才還給內地從

而換取更大的發展市場。 

然後是關於國內保險及財富發展的

概述。中國保險業的開端是 1805 年

英國東印度公司鴉片部經理達衛森

在廣州發起成立了諫當保安行，

2001 年加入 WTO 後，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90's 開啟中國人對財商的概

念，國人才開始了財富的管理的想法。發展到目前，國內主要的金融機構有銀行、

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險公司和信託公司。而目前的理財工具更是多種多樣的

（股票、債券、信託、  PE、 基金、保險等）。然而，目前國內的財富管理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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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和法律規範嚴重滯後，私人財產保護法律的穩定性差，體系嚴重不完善。

造成財富積累與現實法律的衝突。 

最後，分別用三國的曹操、劉備、孫權來表示國內保險公司的發展模式。曹操型

公司：個人能力卓著，有名望，同時能任用合適的人才或渠道能佔領市場，但是

後來被渠道做大，反而吃掉自己的公司。劉備型公司：公司名聲不錯，雖市場能

力不強，而能禮賢下士，身邊有足夠多的專才及渠道打拼。同時忠誠度控制比較

好。但是比較意氣用事，往往不能看清主要市場所在，以致耗資過多在不必要的

投入中，最終不景氣收場。孫權型公司：繼承悠久的歷史及公司實力，而且管理

層也相對賢良。資源不缺，人才不缺，能很好的佔有市場。但是有可能會偏安一

隅，不求進取，不求變通，從而遲早是要被市場淘汰的。然而，不能忽視三國時

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司馬懿。對於財富管理行業而言，掌握客戶末梢的公司

一般都可以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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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中港金融融資渠道和安排」 

講師: 陳祝祥博士 Dr. Ivan Chan  

長江證券融資（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講師簡介 

 特許投資分析師 (CFA) 

 英格蘭威爾斯特許會計師 (ACA) 

 特許公認會計師特許公認會計師 (FCCA) 

 全球風險管理專業人協會資深會員 (GARP) 

 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執業會計師 (FCPA) 

 香港證券專業學會正式成員 (MHKSI) 

 註冊國際投資分析師協會之註冊國際投資分析師 (CIIA) 

陳先生於融資、財務、監察及審計方面有豐富經驗。陳先生曾任大唐域高融資有

限公司、卓怡融資有限公司之企業融資董事及三星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投資銀

行及私募投資業務執行董事兼項目執行主管。此前，彼曾分別于香港聯合交易所

及畢馬威會計師行任職。陳先生現時為長江證券融資（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及投資銀行業務總裁，主要負責策劃及執行企業上市工作，及向企業提供融資

及財務建議。陳先生現時亦為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香港分會理事及肇港

青年交流促進會常務董事，亦曾為蘇芳交流促進會常務董事及香港青年交流促進

聯會創會理事。此外陳先生亦曾為香港公開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擔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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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內容 

講座內容分成六個部份。 

第一部分：上市的原因。企業上市是由於

上市能帶來許多好處，包括獲得更多的融

資渠道、擴大股東的基礎、激勵員工、提

高國際地位和知名度、有利於獲取更好的

信貸條款、改善公司治理結構。 

第二部分：香港資本市場概括。截至 2013 年底， IPO 募集資金總額為 1,665 億

港元，繼紐約之後成為全球第二大集資市場。中國的開放為香港交易所締造了由

地區交易所轉型成為真正全球領先交易所的機遇。 

第三部分：香港上市一般條件。最重要的要求是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所有權和管

理層在最近一年及三年內基本維持不變；上市流程包括：重組——盡職調查及文

檔工作——投資故事及估值——市場推薦及簿記建檔——定價及分配——穩定

及後市支持。 

第四部分：香港 IPO 的上市結構。上市結構包括紅籌上市及 H 股上市。H 股上

市是指中國境內註冊的企業直接申請在海

外上市，香港上市的很多國有企業採用此

方式；紅籌上市指的是境內企業在境外設

立控股公司，將境外控股公司在海外上市。

採用紅籌方式的原因是在中國境內註冊的

公司如果直接申請在海外上市，需要獲得中國證監會的審批，而審批手續較為繁

瑣，大多數民營企業採用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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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香港上市的專業工作團隊及準備工作。長江證券融資（香港）作為發

行人的顧問，是發行人與資本市場之間的橋樑。專業中介團隊的素質及能力對於

IPO 的成功進行有重大影響。 

成功上市準備工作的關鍵在於①公司的目標定位及確定

上市意向。②任命公司內相關員工負責上市籌備工作。③

聘任各中介機構。④準備整體上市工作計劃。⑤進行盡職

調查和準備各種文件。 

投資銀行的任務。一個的投資銀行能夠有效和各中介機構

進行溝通，分配任務，掌握時間表，合理控制進程，保證

個環節工作順利進行。長江證券融資在項目執行過程中擔任的角色包括保薦人、

主承銷商、全球協調人、賬簿管理人。 

香港 IPO 的一般承銷架構：一個好的承銷架構可以收集到最大的股票需求、提高

上市股票定價，有助於發行股票的公司在最有利的條件下籌集資金。 

第六部分：分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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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成功天書 - M Club 市場攻略」 

講師: 溫潔英女士 Ms. Rita Wan  

富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區域總監 

 

講師簡介 

現職：富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區域總監 

 2013 工商管理碩士 

 中國註冊理財規劃師協會香港分會顧問 

 2014 LUA 傑出人壽保險經理獎項-傑出區域總監大獎冠軍 

 百萬圓桌會會員-MDRT  Honor Roll Member 

 團隊人數 130人，當中 10位為百萬圓桌會會員(MDRT), 一位為內閣會員。 

 

美麗的火鳳凰，當牠處在美麗的颠峰，無法再向前飛的时候，就會火焚自己，然

后再重生繼續生命。 

富通保險公司－區域總監 RITA WAN 在保險界 20 多年的管理經驗，個人團隊均

獲獎無數，於 2010 年決定突破自己的事業，將心態歸零，將過去的經驗放空，

從頭開始建立專業團隊。經過數年的努力，自我提昇，今日已擁有近 140 人的團

隊，10 位百萬圓桌會會員, 2 位內閣會員，連續３年獲得公司傑出區域總監大獎，

近年團隊更招攬一批內地文化的精英人才，RITA用心打造令團隊文化得以共融。

更以卓越。團結。為管理的核心價值。這正是她的鳳凰傳說－從低谷至高嶺的事

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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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內容 

要成功開啟女性的保險市場，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女性市場

概況。數據顯示，女性平均壽命高於男性，高達 86 歲；老

年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使得女性對有養老保障的需求更

大；香港女性的整體健康狀況的自我評估低於男性；女性

患慢性病的幾率高於男性；就讀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

助的高等教育課程的女性人數已超越男性；香港離婚率維

持在 25-30%。 

成功開啟女性保險市場的第二步是探討女性特質。女性的心理特質包括感性（容

易接受新事物，幫助弱者）、消費心理（購物慾強、攀比心態、愛著數、著重回

報）、安全與歸屬（財務獨立、需要安全感、有周詳計劃）、愛與母性（重視家庭）。

一個女人有五次重生：出身、職業、男人、兒女和自己。即使你一次次錯過了生

命的幸運，也還有機會一次次重生，而最重要的， 也是最后的機會，還是把握

自己。 

成功的第三步：提供合適女性的保障。對於剛進入社會的女性，由於其經濟基礎

有限，故推薦重大疾病保險、住院醫療、防癌險等健康以及意外險等產品。對於

將步入婚姻殿堂或新婚階段的女性，

由於其開始有積蓄，並需要承擔繁

衍後代生養子女的社會職責和家庭

責任，可以向她們建議購買疾病保

險和新生嬰兒保險產品。對於處於

穩定婚姻期的女性，由於其擁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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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收入，對於生活也有更長遠的 規劃和期待，建議通過穩健的保險方式進

行長遠規劃,女性疾病保障, 子女教育基金。對於單親媽媽，由於其經濟負擔可能

較雙親家庭重，建議通過,女性疾病,意外保障, 子女教育基金。對於玫瑰一族（年

齡已近 30 及以上的未婚女性），其特質為獨立經濟基礎充裕的中產階級及以上的

女性，建議通過,女性疾病, 醫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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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中國稅務策劃」 

講師: 陳卓華先生 Mr. Ray Chan  

大華繼顯(香港)有限公司聯席董事 

 

講師簡介 

陳卓華先生讀書時期在牛津大學主修金融策略，現於上海財經大學修讀企業管理

博士學位。除本身為大華繼顯(香港)有限公司聯席董事外，陳先生亦擔任大專院

校的兼職講師，包括香港樹仁大學及高峰進修學院，負責稅務策劃和中國稅務制

度的學科，亦多次為中國稅務這課題演講。曾為超過 20 間金融機構提供培訓, 包

括: 匯豐銀行、宏利財富管理、富通保險、英國保誠、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及

吉林銀行等。 

主題內容 

陳卓華先生今次為「理財規劃專家講座」演講「中國稅務策劃」，共分為九部份。 

1. 中國內地稅務系統 

2. 增值稅 

3. 營業稅、消費稅 

4. 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 

5. 土地增值稅、房產稅種 

6. 預提稅 

7. 納稅流程 

8. 會計帳目與稅務銜接 

9. 未來長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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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介紹中國內地稅務系統，包括稅收體制、

具體稅種及稅收管理制度。中國稅收制度按照稅法

徵收物件的不同來分類，可分為流轉稅、所得稅、

財產稅和資源稅。 

第二至第六部份，陳先生在演講中深入淺出介紹各

項稅種的涵義、特點、徵收的範圍、納稅人、稅率及計算方法等，讓觀眾清晰明

白中國內地稅務。首先是增值稅，陳先生介紹增值稅的概念與特點，增值稅是中

國對境內銷售貨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就其

取得的貨物或應稅勞務銷售額以及進口貨物費額計算稅款，並實行稅款抵扣的一

種流轉稅。此外，簡單介紹計算應納增值稅的方法。接著是有關營業稅和消費稅，

營業稅的徵收範圍廣，而且稅源普遍，按照不同的徵稅範圍會有不同的稅率，差

別亦很大。以交通運輸業和娛樂業為例，前者只是 3%，後者則是 20%。消費稅

在 1994 年中國改革稅制中在流轉稅新設的一項稅種，徵稅範圍如奢侈品、高能

耗及高檔消費品。第四部份是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詳細解釋這兩項稅種的

計算方法及籌劃，特別講解當中扣除的範圍和標準。在其他稅項中，演講亦涵蓋

土地增值稅、房產稅和預提稅，用了多個例子解釋這幾個稅項，讓人更容易明白。 

演講的最後部份，講者詳盡地講解整個納稅流

程，開業稅務登記的步驟，以及將會計賬目與

稅務銜接，為個人或企業帶來相當有用和實際

的資訊。陳先生透過納稅義務人、徵稅物件和

中國可能推行的稅收優惠這三個範疇來帶出他

對中國稅務未來的展望，並總結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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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中港兩地商標法異同淺談」 

講師: 歐鴗澲先生 Mr. Alan Au  

佳迷知識產權服務有限公司副董事 

 

講師簡介 

歐鴗澲先生擁有英國倫敦大學法學碩士學位及英國萊斯特大學市場學理學碩士

學位，由 1996 年起，已開始為知識產權代理機構工作，負責香港的聯絡和業務

拓展工作。於 2003 年更成立知識產權服務有限公司，繼續發展知識產權相關的

業務。歐先生曾聯合香港政府部門和社會團體多次舉辦智識產權保護研討會， 熟

知中國及香港專利、商標申請的各項事務和程序，代理商標註冊案和商標侵權等

相關法律事務， 處理的專利申請包括國際專利、 歐洲專利和美國專利等。 現

時的客戶是中小企業、 大學、 電子及生物科技行業的公司。 

 

主題內容 

歐先生透過下列標題講解「中港兩地商標法異同」。 

1. 商標類別 

2. 商標組合 

3. 商標顯著性 

4. 商標註冊有效限期 

5. 商標使用 

商標是一個公司的重要標誌，認清和了解商標法，可有效地保障公司的利益和避

免競爭者的挑戰。鑒於中國和香港兩地營商關係密切，但中港兩地的法律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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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差異，有見及此，本會特意邀請歐先生演講「中港兩地商標法異同」這個

題目。 

首先，歐先生先簡略地介紹了商標的

類別，不同的類別分別代表特定的商

品。然後結合提供的實際商標圖案，

講解商標的組合包括文字、平面圖形、

立體圖形、讀音和色彩。歐先生亦提出了設計商標時應著重商標的顯著性，商標

設計上不一定要和所代表的商品一致，但需具有代表性，讓人耳目一新，自然而

然地聯想到代表的產品。 

歐先生提出了商標註冊時需要注意的事項，就是要留意商標註冊的有效期限為十

年，以免因超過期限而惹上官非。另外一點需要注意的，若超過三年無使用商標，

其他商家有權向相關機構提出註冊此商標，因此，商標持有人若長期無使用商標

但又不想給他人使用，歐先生建議通過刊登廣告的方法以證明有使用該商標。 

歐先生又通過著名的 G2000 服裝品牌商標

爭議案和 ELLE 時裝雜誌商標註冊糾紛來說

明中港兩地商標法異同。 香港服裝品牌

G2000 進軍內地時，由於內地商標 2000 已搶

注襪子、皮帶、手套等產品類別，導致 G2000

不能在內地銷售相關產品，更被控侵權。雖然最後通過庭外和解的方式解決了爭

端，但 G2000 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律師費。而國際時尚雜誌 ELLE 在內地註冊商

標時也遇上困難。出版社向中國商標局申請註冊 ELLE 時被駁回，原因是因為是

存在先有商標“百麗 BELLE”和“ELIE”。原告不服，遂向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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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行政訴訟。原告通過提出“ELLE”的圖形、讀音、意義與引證商標“百麗，

BELLE”、“ELIE”不同的證據，最終獲得勝訴，判決撤銷商標評審委員會作出

的商標駁回復審決定。通過這些具代表性

的實際案例，使得學員們能夠透徹地了解

到兩地商標法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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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品質管制驗證機構認可作業要點：A Mark of 

Turning Up Your Sales Volume」 

講師: 陳宏傑博士 Dr. Markus Chan  

ASIC HK Representative 

 

講師簡介 

陳博士現為英國權威認證機構 Accreditation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College (ASIC) 

的香港地區代表，同時也是英國私立擴充暨高等教育審核委員會  British 

Accreditation Council (BAC) 成員。 

在私募基金、債務證券及投資銀行等行業內，

陳博士擁有接近 20 年的經驗。陳博士也在

1997-98 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擁有管理基金的

經驗。 

陳博士曾為新華銀行（中國銀行集團成員之一）草擬保單貸款及敲定信用服務

承諾，也為三菱東京日聯銀行分公司建立固定收入的投資債券組合。陳博士在

多間香港及英國的註冊公司都有在金融部門的領導工作經驗。 

在教育和培訓方面，陳博士也曾協助多項高等教育、進修教育、學院教育及公司

內部培訓部門等取得政府及認證機構的正式承認，以提升它們的專業程度。也曾

協助部分私立學院提升為香港私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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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內容 

第一部份: 培訓認證 

解釋什麼是培訓認證，並詳細列明企業培訓認證或高等教育認證的條件，及相

關認證程序。 

第二部份: 國際培訓及教育: 國際培訓驗證標準的好處 

介紹取得培訓驗證的優點，包括成本節約、提升客戶滿

意度、進入新的市場、增加市場份額、環境效益等等。 

第三部份: 培訓品質驗證的認可 

詳細列出和介紹培訓品質驗證的認可的各個原則。 

第四部份: ASIC 介紹及取得 ASIC 認證的好處 

為英國權威認證機構 Accreditation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College (ASIC)作簡單介

紹，包括背景資料及網站資訊，及詳列取得 ASIC 認證的各種好處 

第五部份: ASIC 的影響力及成員 

介紹 ASIC 的全球性影響力，及分佈各地的

不同群體成員 

第六部份: 如何取得 ASIC 認證 

列舉數項取得 ASIC 認證的申請提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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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遺產與承傳－信託策劃」 

講師: 許偉忠先生 Mr. Sammy Hui 

安盛金融有限公司營運總監 

 

講師簡介 

許偉忠先生在 1987 年於香港中文大學畢業。許先生畢業後投身保險界，先於 1990

年至 2011 年為英國保誠保險有限公司（SBM）工作，其後在 2011 年至現今轉投

安盛金融有限公司（DA），現擔任營運總監一職。許先生在保險界擁有接近二十

四年的豐富工作經驗。 

許先生擁有多項專業資格，包括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CFP）註冊理財規劃師、

Registered Financial Planner（RFP）註冊財務

策劃師、 Certificate of Insurance Financial 

Planner（IFPHK）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專業

證書、Society of Trust & Estate Practitioner

（STEP）國際性信託及遺產從業員組織成員

及 Life Underwriting Training Council（LUTC）美國壽險理財院士。 

許先生以豐富的行內經驗，曾榮譽多項業內獎項，包括 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

（MDRT）百萬圓桌會會員，Distinguished Agent Award 傑出人壽保險營業員獎，

Distinguished Manager Award 傑出人壽保險經理獎，Presidents Club 美國國際集團總

裁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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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內容 

第一部份: 香港知名爭產案例 

列舉部分香港曾被大肆報導的知名家庭爭產案

例，如恒豐集團大股東前媳索取贍養費案、鏞

記酒家兄弟爭產案、「富豪飯堂」福臨門酒家爭

產案等，分析其中事件起源及信託的重要性。 

 

第二部份: 家庭信託的概念起源 

家庭信託的最初概念起源於十字軍東征時代，演講中簡介了當時西歐及地中海

沿岸國家的背景狀況，及十字軍東征所帶來的影響，衍生出的家庭信託的概念。 

 

第三部份: 基本信託概念 

詳細介紹基本信託的概念構成，由成立人、受託人

及受益人三方組成的信託契約，三方擔任的角色及

當中資產的流向方式。 

 

第四部份: 適合辦理信託的人士 

列舉其中幾種適合辦理信託的人士和原因，包括「不希望家人一次過繼承所有

家族財富」、「希望保障家人的利益」、「擔心遺產所引起的爭產糾紛」、「計劃作

出節稅安排」等多種不同需要人士。 

 

第五部份: 常見意願書問題 

列舉部份在簽署意願書時的常見問題，並

一一解答。 

 

第六部份: 多種信託形式 

解析多種不同的信託形式，詳細解釋其組成及資產分配，包括：全權代管信託、

保險信託、備用信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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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樓房投資在理財規劃中的角色與價值」 

講師: 劉家駒博士 Dr. Apollo Lau 

富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區域總監 

 

講師簡介 

劉博士自 1989 年入職保險界，至今已擁有 24 多年

的經驗，同時也連續 24 年成為 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 Member 國際圓桌會會員，並在 2000 年正式

成為 MDRT 永久會員。 

劉博士在2007年取得商管教練及培訓碩士，在2007

年間至 2009 年間不斷進修再取得商管博士及心理

學學士身份。 

劉博士現任職富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區域總監，在多年來一直參與保險銷

售訓練工作，獲委任為公司內的 Master Trainer 資深導師。 

劉博士曾榮獲多項業內獎項和專業資格，包括 International Quality Award（IQA）

國際優質獎，Chartered Insurance Agency Manager 特許保險經理，Life Underwriting 

Training Council（LUTC）美國壽險理財院士，中國企業培訓師及企業培訓師資二

級國家職業資格，美國北維珍尼亞大學香港分校 Adjunct Professor，中國註冊理財

規劃師協會CFP及AFP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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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內容 

第一部份: 保值／增值在理財範疇中的重要性 

解釋為什麼理財中要包含保值／增值，並解釋其重

要性和投資能達到的成果。 

第二部份: 選擇投資工具 

投資者需要選擇合適的投資工具，有效工具可能包括雙重或多重效益，如投連

壽險、樓房。 

第三部份: 投資效益 VS 成本效益 

從利率、回報率、風險率三項要素比較物業的投資效益和成本效益。 

第四部份: 2014 年中國內地及香港樓市展望 

根據收集的資料，分析和預計香港住宅市場的價格將下調，但在按揭息低的環

境下不會顯著回調，而不明確的因數則來自美國；中國內地的小部份一線城市

房價漲幅明顯，其他大中城市的漲幅卻

只有它們的一半不到，三四緞的城市甚

至房價下跌，以至中國政府需連續多年

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以抑制部分房

價過快上漲。 

第五部份: 其他地區的樓市 

列舉其他地區如日本的房價，並分析其可投資性。 

第六部份: 樓房投資在理財上的應用 

列舉促使樓房投資可行性的各種理由，包括投資者和自住者的不同心態，樓市的

變動，裝修房子以增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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