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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艾里士和麥基爾兩位投資界最偉大的思想家，

集合才智完成了《投資簡義》這本出色的個人理財入門

書。兩位已分別著有《買市才會贏──成功投資終極策

略》（Winning the Loser’s Game: Timeless Strategies 

for Successful Investing）及《漫步華爾街》（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 The Time-Tested Strategy for 

Successful Investing）兩本金融市場最優秀的著作，他

們為何要再探討這兩部經典著作的議題？令人失望的

是，坊間給予散戶的建議盡是雜音，只有少數清醒的意

見。兩位作者合寫此書時，套用了愛因斯坦「凡事都應

力求至簡，但不能過於簡單」的名言，向普羅讀者提醒

投資的要義。

投資者在管理組合時有三項工具可用：資產分配、

適時進出（market timing）以及選股。資產分配牽涉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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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資產設定長遠目標，適時進出包括與長線資產分配目

標作短線打賭，選股則是投資者選擇建立的資產類別。

艾里士和麥基爾正確地聚焦於資產分配，因為資產

分配佔投資回報率逾100%。為什麼說資產分配的回報

超過了回報本身呢？適時進出和選股牽涉的成本不菲，

包括理財顧問的管理費及華爾街經紀的佣金，這些投資

管理成本的總和，代表着金錢由投資者轉移至代理手

中，必定令投資者跑輸大市。因此，適時進出和選股的

成本減低了一眾投資者可獲得的回報，並解釋了為何資

產分配的回報率高於 100%。

艾里士和麥基爾觀察到投資者經常作出錯誤的進出

市場決定，追逐熱捧股，沽出落後股。經過對互惠基金

交易的反覆研究後，他們發現投資者高買低賣，因而減

低了時機交易的價值。艾里士和麥基爾理智地建議投資

者採用一致的長遠策略，並持之以恆。

選股決定亦會進一步縮減回報。艾里士和麥基爾引

用令人沮喪的數據，說明大部分互惠基金經理的回報，

都未能跑贏低成本、被動及追蹤市場指數的策略。這些

慘淡的數字，只是剛開始告訴你情況有多嚴重。艾里士

和麥基爾引用的數據，只包括仍然存活下來的基金，即

互惠基金界中較成功的少數，其他回報慘不忍睹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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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根本無從計起，不少也已經消失無蹤。芝加哥大學

的證券價格研究中心（CRSP）收集了所有現存及倒閉的

互惠基金資料，截至2008年 12月共追蹤到 39,000個基

金，當中只有 26,000個仍然活躍，其餘 13,000個失敗基

金沒有在作者的過往回報研究內出現，因為這些失敗基

金都沒有現時紀錄（畢竟它們不存在了）。考慮到這些基

金的經驗，艾里士和麥基爾呼籲採取低成本及被動投資

方法的建議，便顯得更具說服力。

當然，即使聲音如何少，爭論還是會出現。我視自

置住宅物業為消費品多於投資資產，也對艾里士和麥基

爾在個人的成功選股個案中為選股含蓄背書，抱有懷疑

的態度。（兩位現代金融中最成功的人物，找出打敗市

場的方法，這點令人驚訝嗎？是的，他們可以選股，我

們其他人不可以。）我更斷然推薦領航（Vanguard）以及

美國教師退休基金會（TIAA-CREF），它們的非牟利營運

方式，消除了基金管理業界在獲利動機及信託責任之間

普遍存在的衝突。撇除這些小爭論不說，《投資簡義》仍

然傳遞了重要及根本性的寶貴訊息。

1970年代末期，當我還是耶魯大學的博士生時，我

的論文導師、諾貝爾獎得主托賓（James Tobin)建議我

閱讀《漫步華爾街》一書，了解市場怎樣真正運作。麥基



11

爾的精彩著作為我的學術著作提供了重要基礎。當我於

1980年代中期重回耶魯大學管理捐贈基金時，讀到了艾

里士的《投資政策》（Investment Policy）一書，而它正是

後來出版的《買市才會贏》的前身。艾里士不凡的著作，

在各方各面都影響了我的投資管理之道。現在，艾里士

和麥基爾聯手為我們炮製了一本宏大的入門書，遵從他

們的建議，在投資上取得成功吧！

斯文森（David F. Swensen）
耶魯大學首席投資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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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版推薦序

奧莎拉．麥卡迪（Oseola McCarty）於 1999年去世，

享齡 91歲。她臨終時把15萬美元（約 117萬港元）

遺贈給南密西西比大學，校方因此向她頒發榮譽學位，

美國亦向她授予第二最高榮譽的公民獎章──總統公民

獎，以感謝其慷慨捐獻。她的施贈之所以如此教人驚

嘆，是因為她畢生只靠洗衣服維生。

早在少年時，麥卡迪女士的母親已教導她節儉的

美德。她仔細權衡生活中的花費，只花錢在生活必需品

上，並摒棄其餘一切奢侈品：她擁有一台二手電視機，

但從來只收看免費的廣播節目；她沒有自己的汽車，寧

願徒步遊走各處；她居住在繼承自叔父的房子。她畢生

累積了可觀的財富，估計大約 25萬美元。

麥卡迪女士對於生活上的高度自律，是所有儲蓄者的

最佳典範。她的故事說明，少許的意志力再加上平日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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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儉的習慣，已足以積少成多，為生活帶來重大改變。這

是任何穩健理財計劃的第一課，亦是伯頓．麥基爾和查理

斯．艾里士於這本精彩著作中帶出的重要第一課。

過去數十年來，麥基爾撰寫的《漫步華爾街》以及艾

里士的《買市才會贏──成功投資終極策略》，已成功幫

助數以百萬計的人了解投資的基本法則，並達到其理財

目標。眼下《投資簡義》這本書，更是麥基爾與艾里士以

多年累積的個人經驗、智慧和心得精煉而成，引導讀者

訂立更明智的儲蓄和投資計劃。

有些基金經理會告訴您，只有最熟悉市場運作、最

頂尖優秀的專業投資人才方能作出成功的投資，他們也

當然聲稱自己正是其中一員。麥基爾和艾里士卻認為，

投資獲利不應只屬於少數投資專家獨有，就像美式足球

比賽也並非總是由最優秀的四分衞（quarterback）球員決

出勝負，而是在球場內的「戰壕」區域決出。同樣地，投

資者亦必須看準時機，在比併攻守應對的戰場上取勝。

《投資簡義》提供了路線圖，助你將儲蓄以倍數增

長，達至你的理財目標。此書由了解一些基本問題的答

案開始，例如你在什麼時候需要這筆錢？你能承受多大

的投資風險？解答這些問題能夠幫助你在股票、債券及

現金之間，作出合適的資產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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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途徑應該是平衡的，並把投資廣泛地分散。最

重要的是，作者強調投資的成本必須要低。關於投資的

一個事實，就是以一筆特定的回報來說，當你要投入更

多去賺取它的時候，你能保住的回報就會更少。作者結

論指實行你的計劃的最佳方法，是投資於低成本的指數

基金。

這個方法肯定不性感，在美式足球場上阻擋

（blocking）和擒抱（tackling）也不性感，但我敢說若每名

投資者跟隨這個策略，生活一定會變得更好。事實上，

這正是我們於領航所擁護的方向，並在多年來行之有效。

《投資簡義》的增訂版為現時環境提供了清晰的視

野，當中新增了一個篇章講述環球金融危機的餘波，及

其對人們重新思考投資之道的影響。愛在媒體上曝光

的專家聲稱舊規則已經不合時宜，又指因為我們正身處

長期的低回報高波幅環境，投資者應放棄買入及持有

（buy-and-hold）的策略，並變得更加投機。麥基爾和艾

里士對這些論調嗤之以鼻，我們領航亦然。

作者確認他們於《投資簡義》初版的觀點，並提供支

持論據。分散投資、重新調整，平均成本法以及低成本

指數化，仍是達致投資成功的最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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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為所有投資者必讀，無論他們是新手或已經投

資了一段時間。此書甚至應該成為高中學生的必讀書，

因為複合（compounding）的力量在年少時期尤其寶貴。

不過，投資老手閱讀此書，仍可從破解錯誤觀念及辨識

行為偏差中獲益。此外，為求不會在投資上誤入歧途，

讀者應每隔幾年重讀此書一遍。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一次又一次見證過此書所討

論的簡單法則，怎樣幫助平常投資者達致非凡成果。

紹特（George U. “Gus” Sauter）
領航投資總監（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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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推薦序

小時候，我常聽老師說：「讀書先要越讀越厚，然後

要越讀越薄。」我當時不甚理解，但印象深刻。最近我讀

了一本袖珍版的投資經典書，愛不釋手，似有所悟。這

本書叫《投資簡義》 ，作者是兩位身價不菲的七十多歲的

老人麥基爾和艾里士。他們分別是普林斯頓和耶魯大學

的教授，在學界和商界均有建樹。他們聯手把多年積累

的投資智慧加以昇華，用最簡練的語言獻給了大眾。

兩位老人的投資理念實在是簡單得無法再簡單了。

比如，書中引用了巴菲特（Warren Buffett）經常舉的一

個例子。如果你一輩子要經常吃漢堡包而又不養牛，你

是希望牛肉的價格不斷上升呢，還是希望它不斷下降

呢？如果你每過幾年就要買一輛汽車，你是希望汽車的

價格不斷上升呢，還是希望它不斷下降呢？對於這兩個

投資的最高境界是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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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每個人好像都能正確回答。

可是，第三個問題就比較微妙：未來五年如果你不

斷有儲蓄需要投資，你是希望股票的價格不斷上升呢，

還是希望它不斷下降呢？大多數人會把這個問題答錯。 

他們一買股票就希望股票開始漲，而忘記了自己還要不

斷地儲蓄，不斷地買股票。 股票價格上升會抬高自己以

後購買的成本，所以，股價上升對於長期投資者來說是

壞消息，就相當於牛肉和汽車價格的上升一樣，但當然

對那些準備賣股票並且洗手不幹的人有好處。反之，股

價下跌對於長期投資者來說是好消息，你應該越買越歡

喜才對。畢竟，買股票的最終意義在於分取公司長期發

展的好處（包括股票價格上漲和每年的分紅），因此，進

入成本當然越低越好。

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長期投資者，你就應該理解

「平均基本法」（dollar-cost averaging）。比如你每個月

投資 2,000元在股票上，在股價高的時候，2,000元只能

買較少的股票；而在股價低的時候，2,000元就可以買

很多的股票。從數學上可以證明，這樣做的結果是，你

的平均購股成本會低於你購股價格的均值。這不是玩繞

口令，大家可以用實在的例子算一算。從長期來看，這

種方法本身就是一種風險控制。「買股不買市」說的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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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個道理。不過，《投資簡義》這本書教導我們既不

要買股，也不要買市升市跌。那怎麼辦？

關於投資，此書的建議與領航基金公司的創始人博

格爾（John Bogle）有相類之處（請參考本人在「財經網」

的文章，〈股民和基民的悲哀〉，2009年 8月 18日）。他

們說投資首先要有長遠打算，他們七十多歲也還在做長

期投資。其次，一定不要以為自己有持續選擇入市時

機，或持續選擇好股票的能力，不要以為自己可以持續

地跑贏大市。在買賣股票的過程中必然有費用，而費用

會吃掉毛收益的很大一個比重。

此外，頻繁交易有時正好錯過市場（或個股）在幾年

甚至幾十年才遇到一次的大幅上升的好處。大家記不記

得剛剛賣掉某個股票或某個市場之後、該股票或該市場

便大漲的悔恨？即使不頻繁交易，長期持有若干愛股也

有很大的風險。它們會不會跑輸大市？它們會不會成為

下一個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貝爾斯登（Bear 

Stearns）、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安隆（Enron）

或北電網絡（Nortel Networks）？

本書對基金投資者也有勸慰：別徒勞了！找一個能

長期持續跑贏大市的基金或基金經理，比在稻草堆裏找

一根針還要困難，為什麼不把那個稻草堆買下來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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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基金中換來換去不僅有交易成本，而且事前預測某

一個基金在明年或後年的表現比預測股價還要難。本書

引用了大量歷史資料證明：（1）絕大多數基金是長期跑

輸大市的，（2）常勝將軍十分罕見，過去的表現不代表

未來的表現。

既然投資者費盡周折還不能跑贏大市，何不直接購買

大市呢？長期持有指數基金，風險小，也可以避免絕大部

分交易成本，而且可以心情平和，盡享經濟成長所帶來的

投資收益。長期持有指數基金是最徹底的風險分散。

另外，在入市時機上，兩位作者建議大家最好把自己

當傻瓜，假定自己完全不懂經濟學或市場，分時段均衡入

市，減少風險。他們也勸大家永遠不要預測大盤走勢，並

且引用了摩根（J. P. Morgan）先生作為榜樣。當別人問他

如何看未來股市的走向時，摩根總是這樣回答：市場會波

動（it will fluctuate）。兩個作者對技術分析（畫圖）不屑一

顧，認為那只是占星學（astrology）的小把戲而已。

現在的股民實在也是太忙碌了：資訊多、會議多、

研究報告多、證券種類多，應接不暇。有的人抱怨，一天

十二個小時坐在電腦面前，甚至連處理電郵和閱讀上市公

司公告的時間都不夠。兩位作者引用《華爾街日報》資深記

者史維格（Jason Zweig）的話說，你只有先向市場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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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才能徹底解放自己，並且最終征服市場。那時，你便

可以瀟灑地說，對於大市或者個股的走勢，我既不知道，

也不關心（I do not know, and I do not care.）。而向市場

投降就需要買入市場，也就是買入內涵最廣的指數基金

（包括國內股票和海外股票），並且長期持有。

作者也堅持長期儲蓄的重要。這兩位身價數億的

老人強調儲蓄是投資的泉源和起點。他們用自己的經驗

提供了很多分毫必省的技巧，從信用卡的使用，到喝咖

啡、買保險和上餐館。最重要的省錢技巧，是避開要面

子和消費攀比的困擾。湊巧，我前幾天接到我在湖北某

縣城工作的侄子的電話，他收入不高，但很想買一輛廣

州本田的汽車，我就跟他講了儲蓄的多種意義。

兩位作者認為，大家對股市的回報期望太高，也

太短期。他們認為中長期股市如果能夠平均每年有 4%

至 5%的實質回報（扣除通貨膨脹），已經相當不錯。其

中艾里士在他的另一本書《買市才會贏──成功投資終

極策略》中，談到了幾個發人深省的數字。比如，杜瓊

斯指數在 1968和 1982年均為 1,000點；在 1964年底和

1981年底均為875點。也就是說，在那漫長的17年間，

雖然企業利潤大增，但股票的大市毫無進展。原因是由

於通貨膨脹，利率從 4%漲到了 15%，這使得市盈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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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收窄。當然，投資者對經濟前景的過度悲觀也導致了

股市低迷。由此可見，預測短期甚至中長期股市的變

化，是完全不可能的徒勞。投資的最高境界是「無為」。

本人在投資銀行做了十多年的證券分析師，要完全

接受兩位作者的理論是不容易的，但也許是明智的，因

為那意味着一種解放和超脫。

兩位作者建議大家買全世界內涵最廣的指數基金

（包括國內股票和海外股票），但我覺得既然從長遠來

看，股票市場的表現取決於企業的盈利增長，而企業的

盈利增長又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基本同步，因此

中港兩地的投資者可以特別偏重當地的指數。還有一個

更為激進的做法，就是特別偏重成長性強的中小企業，

自己組建一個包括 50或 70個不同行業股票的十分穩定

資產組合。雖然這裏面可能會有幾個爛蘋果，但它們平

均的高增長率，也許完全可以超過以大股票為主的恒生

指數或者其他指數。這裏要強調長期持有，和避免頻繁

的交易。這種策略也許是兩個宗教的妥協？

張化橋
慢牛投資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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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結合我們合共 104年的研究和經驗（麥基爾 54年、

艾里士 50年），這本書的內容就是我們一直都知

道的投資簡義。經驗或是最好的老師，但學費非常高

昂。我們的目標是為投資散戶（包括我們可愛的孫兒）

提供一些基本法則，透過儲蓄和投資達致終生的成功理

財。這些內容在本書以直截了當的講解寫出，並可以

在兩個小時內閱畢。坊間有很多關於投資的好書（事實

上，我們曾寫了好幾本），但大部分的投資書籍往往在

400頁或以上，複雜的細節往往令一般讀者難以招架。

你可能和大多數人一樣，沒有耐性和興趣研讀這麼

詳細的著作，希望直入主題。不過，要取得不偏不倚的

理財決策資訊，避免代價高昂的投資錯誤，還是十分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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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們在這本簡單易讀、沒有專門術語的小

書中，傳授最重要課程的原因。若你碰巧熟悉史壯克

（William Strunk Jr.)和懷特（E.B.White）的經典著作《英

文寫作風格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你會認

出此書其中一個靈感來源，也就是此書如此簡短的原

因。若你不熟悉史壯克和懷特也不要緊，你只需知道他

們將強大寫作的藝術，簡化成一些用字遣詞及作文的基

本規則。在不足 92頁的篇幅中，他們分享了所有真正重

要的寫作要訣，簡潔及精準即成為美德。史壯克和懷特

這本超薄的經典著作已經風行數十載，肯定比我們更加

長壽。

我們現在膽敢在同樣重要的投資議題上，提出我們

的目標。有關這個頭痛議題的所有事項，竟然可以簡化

成屈指可數的法則，連我們也大感驚訝。是的，如果你

的頭腦清晰，沒有受到繁重的複雜事物影響，投資是可

以很簡單的。有沒有這些法則，分別將會很大。

我們保證：閱讀本書將是讓你自己走上長遠理財安

全正確之路的最佳機會。然後，往後的日子你可以重讀

此書，提醒自己若希望在投資中反敗為勝，什麼才是最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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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簡短直接的投資書。我們的目標是鞏固你

的理財穩健性，並把你帶到通往終生理財成功的

道路，尤其是在退休後可享有舒適和安穩的生活。

如果有任何人說，投資對一般人來說太複雜，這些話

其實你都不用聽。我們希望告訴你，每一個人都可以作出

健全穩妥的理財決定。但如果你沒有任何金錢可作投資，

要談獲得2%、5%甚至10%的回報，也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一切由儲蓄開始。

如果你沒有任何金錢可作投資，
要談獲得2%、5%甚至10%的回報，

也沒有任何意義。

一切由儲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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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儲蓄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