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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一

Stephen邀我為他的新書《FQ思維：投資其實很簡單》寫推薦序，作為

芝加哥大學的同門師兄弟，我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股票市場的操作既講技術、規則和政策，更依賴的是瞬息萬變的市場消

息。眼光一時不好，訊息一時閉塞，一不小心，恐怕就會進入地雷陣或

者是萬丈深淵。因此，有一套健全、健康的投資心態去協助分析眾多不

同因素，從而做出相對正確的投資決定，無疑是非常重要。Stephen不

但是香港財經界的一支「健筆」，更時常走訪傳媒甚至社區，協助不同

社群深入了解市場的真實操作，致力帶大家走出「羊牯」圈，履行他的

財經界「名嘴」之責；他的毅力和一顆善心，令人讚嘆！

本書的價值在於，Stephen本身出身基層，靠自己的努力奮鬥一直考入

名校和投行，他不但會了解到一般小投資者在使用他們的血汗錢進行投

資時、會是甚麼的心態；他的投行經歷，更能把握到財經界及「大行」

的行事和決定方式。以他這種經歷去為讀者做一個整體分析，建立一套

普及化的投資指南，對於大家進行投資時做出一個平衡各種考慮的決

定，肯定是有其參考價值的。

本書的更重要價值，在於能將理財智商普及地推廣到尋常百姓家，或者

可以令大家在財富增值、甚至在經濟增長方面獲得更好的效益。與大家

一樣，我同樣期盼閱讀到新書內不同的心得和體會。謹向大家推薦！

黃友嘉博士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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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二

股市的魅力來自波動、互動和異動。萬眾淘金者在這劇烈的動態中如何

平衡投資的風險與回報，實在是一門技術，更是一種心態。技術助你避

險，心態決定盈虧。

股票價格圍繞價值漲漲落落，描繪出一張張交錯繽紛的宏觀藍圖，和一

幅幅維肖維妙的微觀畫卷。投資者用不同的眼光和心態審視股價漲落，

得出不同的結論，取得不同的投資回報。

黃元山教授《FQ思維 :投資其實很簡單》一書，以其生動簡練的筆觸勾

勒出股事的風風雨雨；深入淺出啟迪投資者如何把握投資心態；守正出

奇引領淘金者滿載而歸。因此，我希望這本書能盡快跟讀者見面。

謝湧海
中銀國際英國保誠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永遠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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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三

認識黃元山，是在一個電視台財經節目，他是其中一位主持，之後又因

環保及其他範疇的工作在不同場合碰面。每次見面都感覺他溫文儒雅，

像學者多過投資專家，書卷氣多過股票味。果然，這位曾經在華爾街及

倫敦打滾的投行人員，肚裡滿是墨水，最新著作是《FQ思維 :投資其實

很簡單》。在書內，黃元山用淺白文字，道出投資應持有的心態、教人

了解股票真正價值、資產配置的重要性、基金的知識等。

在這世上，股神沒有幾多人。就如黃元山在書中所說，投資並非看今

天。不同的人看這書或許會有不同的領悟，有些人或認為平均成本法最

合自己；有些人學會更理性分析。且看黃元山如何通過《FQ思維 :投資

其實很簡單》一書，教授讀者更多鍊金術。

陳智思
行政會議成員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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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書可以說是綜合我過去二十多年對投資和理財的反思和觀察。

從芝加哥大學念經濟開始，我就接觸到不同的金融和宏觀經濟學術理

論，雖然現時對當中不少會有不同的註釋和修正，但也為之後到真實金

融世界打滾，打下一個較紮實的根基，從而慢慢根據實際市場運作，作

出不同的演繹。

之後十多年的投資銀行工作中，我大部份時間都在紐約和倫敦，2005

年回流香港，也是花了不少時間見不同本身是大型機構投資者的客戶。

可以這樣說，全球最大的機構投資者，由美國、歐洲，到亞太地區如日

本和澳洲等地，很多我都已經拜會和傾談過，理解他們對投資的思維和

分析方法。與此同時，我在本身的國際投行內，也有不少頂尖研究專家

和團隊，而我置身於交易室，也有和不同的交易員有所交流溝通。

「大鱷」也有盲點

總結這些年來的經驗，我發現無論是大型機構投資者，投行交易員和知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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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得獎分析師，雖然均有其制勝之道，但也非完全沒有盲點。而且機構

本身的基建和位置，也或多或少造就了這些人的部份投資結果；正所謂

「位置是有價的」（there is a price to the seat），不少明星投資者從

崗位上退下來之後，由於沒有了機構其他的支援，所得的業績也只是很

一般。

神化了某些機構投資者，以為這些「大鱷」就必有過人之處，而散戶必

然不能立足於投資市場上，我認為只是誤解，使散戶不能充分發揮自己

的優勢，為自己的理財作出適當部署。

事實上，機構投資者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更有不少的盲點，而且有趣的

是，他們所犯的投資錯誤，很多時候都是一般散戶會犯的同樣問題。這

本書的分析，就是綜合了這些經歷中的觀察，把常見的錯誤寫下，也希

望綜合一些成功的簡單心法。

簡單心法  立足市場

過去幾年，筆者花了更多時間在財經媒體上，能接觸到社會上更廣泛的

不同階層，更深切體會到其實絕大部分一般市民，對理財的概念基本上

不合格，「理財通識」可以說是社會上最被忽略的部份。

這是一個頗驚訝的發現。因為香港是一個金融城市，香港人也以實際見

稱，更有不少人對「搵錢」非常熱衷，但卻往往忽略一些基本投資理財

的常識，結果他們不是純粹認為投資等於賭博買大小，就是往另一個極

端走，一朝被蛇咬，變得對投資市場非常懼怕，完全依賴他人，甚至完



1514

全卻步，導致長遠的回報追不上通脹，不能保障購買力。

這書就是希望找到一些簡單和具實際操作用途的投資原則，使投資者

都能輕鬆理財。巴菲特（Warren Buffett）說，投資是簡單，卻不容

易；是的，投資的學問，涉獵人性和營商見解，深不可測，只能精益

求精，但盼望本身能幫助讀者，先領略了投資的簡單入門概要，破除

坊間種種誤導的傳說和迷思，在風起雲湧的投資市場找到一個安穩的

立足點。

自序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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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除了常見的IQ（智商）和EQ（情商），FQ也漸受注目。FQ全寫是

Financial Quotient，亦即是理財商數，簡稱財商，一般解作一個人對

個人投資理財的智慧和能力，筆者則認為FQ是掌握理財智慧的竅門。

理財無疑是不少人面對的難題。前陣子，我主講了幾場比較大型的經濟

金融講座，其中兩場人數過千。在某個問答環節，一位嘉賓問了一個

頗有意思的問題：「我要供養快退休的父母，又要為六歲的兒子供書教

學，請問能否給我一些理財建議？」這實在是一個於某年齡層很普遍存

在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理財不只是某個年齡層，而是處於不同階段的

你，都必須學懂並致力做好的一個重要課題。

雖然很多人都想透過理財改善財政狀況，但真正懂得理財之道的人並不

多，換句話說，高FQ的人少之又少。

那麼，理財到底是甚麼？理財離不開增加收入與減少開支，而我在這本

書會集中討論前者──增加收入。拼命揾錢早深入香港人的基因裡，然而

我們從日常職位賺取薪酬後，有懂得好好投資，讓財富增值嗎？我認為

要理財得宜、投資有道，須要提升FQ，首要認清投資市場上的最大敵人。

提升FQ
富足之道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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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要管理情緒

投資其實很簡單，但又不容易。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認為投

資最重要的是情緒管理，克服貪婪和恐懼這兩大人性弱點。換句老套的

說話，投資最大的敵人，就是你自己。

金融海嘯期間，投資者必須面對自己恐懼的情緒；金融海嘯兩周年後，

市場在各國政府強力支持下逐步回穩，投資者的貪婪情緒也隨之引發出

來。貪婪和懼怕，本來就是人之常情，更是本能反應和求生技能：當危

機發生，比方說火警來了，我們本能會產生懼怕的情緒，叫我們立即逃

離現場。正如當獲利的機會來到，即如我們得知商店大減價，便本能會

產生貪婪的情緒，叫我們瘋狂掃貨，從中得益。

從某層面來說，順勢而行是基本人性，但投資者的問題是，處身投資市

場，我們卻要作出跟自己情緒和傾向相反的行為。例如股神巴菲特所

言：「在別人恐懼時貪婪，在別人貪婪時恐懼。」

控制貪婪恐懼  成敗關鍵

這個道理說易行難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投資策略基本上違反了人性和正

常情緒。所以，若投資者本身性格的情緒上落不大，便比較容易執行上

述的市場策略；相反，如果投資者本身性格比較感性，執行市場策略時

便會經歷情緒的波動，甚至感到不安。

對於投資者來說，控制個人的貪婪和貪念，並非只是一個道德問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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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投資成功或失敗的關鍵，應該是廣大理性投資者最注重的議題之一。

貪婪和恐懼，都是人性，都基於心理。股神巴菲特的老拍檔芒格

（Charlie Munger），在二十年前便說過，投資者必須了解心理學。他

二十年前說這句說話的時候，行為財務學（Behavioural Finance）還

不如現在普及。近年，金融巿場動盪，投資者開始多反思傳統標榜理性

的市場有效論（Efficient Market Theory）的不足之處，不過即使如

此，不少投資者仍然敏感度不高。

芒格重點推薦的一本書，是一部紅了廿年的經典暢銷書《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Robert Cialdini著）。書中引用

了不少心理學的實驗，去論證一些常見的經濟現象；不少故事的出發

點，是關乎行銷和市場學（Sales and marketing）手法等。如何把這

些理論直接應用在投資上，便要讀者自己心領神會。

「唔買走寶」捉心理

其中一章關於我們對「難得」（Scarcity）的追求：愈難得到的東西我們

愈愛（The way to love anything is to realize that it might be 

lost.──G.K. Chesterton）。市場行銷上，例子比比皆是：「減價最後

一天，咪走雞」、「業主明天出差，今天要落訂」、「你看，到處都是買

家，你旁邊的已經掃了幾間」、「限量版」等等。一手樓開盤時，刻意製

造人頭湧湧的氣氛，就是要創造一個「先到先掃」、「唔買就笨」的心理

作用。那些地產開發商的銷售主管被傳媒奉為「樓神」，其實是精於人

心的專家。

前言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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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止自己對「難得」渴求的心理影響，巴菲特和芒格因此從不

參與公開的拍賣（Open-bid auction），免得買貴貨而出現Buyer’s 

remorse（買家後悔）。事情有趣的地方，是即使明白了自己的心理反

射，也不等於能夠控制這個與生俱來的心態，反而盡量逃避，才是最有

效的方法。

針對人性弱點  部署投資

行為財務學的興起，不單止令我們更認識到自己投資時的弱點，提升思

維質素，更可以針對這些弱點，進行更好的投資部署。

其中，本人非常推祟的月供股票，正是克服心理弱點的好方法。風雨無

阻、每月定時定額供股票，投資者就不用理會市況短線波動，也不用受

財經報章和電視節目「明日升定跌」的預測左右，真正做到低位入市，

在別人恐懼時貪婪。

月供股票也幫助我們克服投資弱點──不喜歡儲蓄。這可謂人之常情，

有錢在手，倒不如今天先享受吧。不過，儲蓄是理財之本，很多人尤其

是年輕一輩就是覺得自己沒錢在手，又如何去投資，結果陷入惡性循

環，難以踏上累積財富之路。

又因為人性使然，我們總對自己的預測能力過份自信，亦喜歡「聽故

仔」，最愛捕捉「小道消息」，以為自己能買中股票，身家倍數上升，不

久後就會發達。可惜，能夠靠這些伎倆打敗大市的人其實少之又少，更

多是跑輸，而且今日贏不代表明天不會輸，最後可能只是勉強打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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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其這樣，不如直接追求大市的回報更實際更划算，即是本人亦十分推薦

的指數基金（Index fund）。

交易所買賣基金（Exchange-Traded Fund，ETF）就是這類指數基金

的典範，既能透過追蹤大市，輕鬆坐享升市機遇，而且被動管理，免去

蠶食回報的管理費。事實上，環球投資者也越來越了解ETF的好處，成

為近年來的投資界新寵。綜合以上，月供ETF就似乎是投資者相當不俗

的工具之選。

理財靠實力非靠運

另外，掌握信貸周期，了解經濟大局，也是提升FQ的要素，畢竟資產

價格的升跌總離不開經濟上落，尤其中國是投資大主題，但坊間關於

中國經濟的理論又是否正確？這正是投資者須要學懂信貸周期分析的

原因。

投資很簡單，但加強思維質素並不容易，可是我們只要了解到心理弱

點，利用月供股票及指數基金便可克服，再配合信貸周期分析，就能

夠輕鬆投資理財。

理財靠的不是運氣，而是實力，只有提升FQ，才可達至富足。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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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投資
月供股票

（一）

「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說投資「Simple but not 
easy」，簡單但不容易，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投資最重要一環
不是理性分析，而是投資心理；分析可以學，但控制心理卻不
容易。

投資場上，人性心理最大弱點就是恐懼和貪婪。因為恐懼，錯
過了低位入市的黃金機會；因為貪婪，蒙蔽對市況和企業價值
的判斷。

壞消息是我們都會受投資情緒影響，好消息是市場上的對手，無
論是專業或業餘投資者也無一倖免；我們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

只要透過紀律，定時定額入市，就可以對抗這兩種與生俱來的天
性。月供股票就是投資者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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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謂「投資最大的敵人是自己」，因為人的心理和情緒，都

會影響股票價格，左右投資者的決定，其中一大心理弱點

是「恐懼」（Fear）。恐懼是人性的自然情緒，很多時候，

「識得驚」可以幫助人躲避危險。不過在投資上，恐懼卻往

往使人錯過投資機會，或是在低位時候沽貨。所以，投資

往往不是輸在技不如人，而是輸給自己的心理質素。

我們現在玩擲銀仔：你有20元在手，玩一次遊戲的成本要1

元。假設你擲出「公」，你便贏2.5元；若你擲出「字」，你

便輸1元，你願意和我玩足20次嗎？

理論上，擲出公或字的機率是一半一半，因此聰明的玩家應

該玩足20次，照道理贏多輸少。計計數，每次玩遊戲預計

可賺到平均1.25美元，最終整體贏得25元，而最終竟然倒

蝕（差過完全不玩）的機會率只有13%。

不過，這個贏面高的遊戲，現實上卻有玩家選擇不玩。

恐懼
是投資天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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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批人參與實驗：一批為「唔識驚」的冷靜派（因為這批自願者患有腦

創傷，腦袋掌管恐懼感的部分不能有效運作），第二批為「識得驚」的普

通人。

結果顯示「唔識驚」的一批，玩遊戲比例高達84%，「識得驚」的正常人

卻只有58%。

原來當「識得驚」的人在頭幾次擲銀仔之中輸多過贏，便本能地產生恐

懼，覺得「黑仔運」降臨，於是浮現止蝕心態，繼而放棄玩下去，可見

恐懼原來主宰我們對投資機會的把握。

上述實驗說明了一件事，雖然機會率不會因為人性恐懼而改變，但

人往往卻會因為恐懼而產生危機意識，於是提早舉手投降，錯失最

終勝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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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彩高 不敵怕輸心理

雖然擲銀仔贏面高，但因為怕輸，不敢玩下去

字：輸 1 元
輸率：50%

公：贏 2.5 元
贏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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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嚇自己  錯失勝利機會

如何轉化「Simple」的投資成為「Easy」的投資，其中一個重要秘訣，

就是慎防自己情緒太受市場波動或坊間言論所影響。相反，市場上大眾

情緒高低迭起所造成的價格波動，若投資者能好好利用，就能帶來投資

機會。

事實上，股票回報長時期跑贏債券，是一個被廣泛研究的課題，因為這

反映了股票相對債券的額外回報，比相對的風險更多，並不符合有效

市場定律。就此，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Nicholas C. Barberis就以

行為心理學中的Loss Aversion（厭惡損失）解釋，認為股票的額外回

報，其實來自波動性，而股票平常的波動性並不大，最明顯的升幅，通

常在衰退期間發生，如果能把握到這些升浪，就有額外的回報；換句

話說，這個股票溢價（Equity Premium）其實是波動溢價（Volatility 

Premium）。

不過，投資者由於厭惡損失這個天性，根本就不喜歡波動性，亦往

往沒有勇氣於跌市時毅然入市，故錯過了股票的投資機會。

厭惡損失  反得不償失

所謂的厭惡損失，不單指人不喜歡損失，更指同樣的金額損失所帶來的

痛苦，會比贏同樣的錢所帶來的高興更強烈；賺了100元的快樂，遠比

不上損失100元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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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討上述的擲銀仔遊戲，「公」或「字」出現的機會率各半，但調整一

下回報，現在擲出「公」贏200元，擲「字」輸100元。如果單看預期

回報50元，我們都應該玩這個遊戲；但由於我們厭惡損失，「覺得」輸

100元的痛苦會抵銷贏200元的快樂，於是輸的感覺是雙倍的；在這個

情況下，我們的預期回報只是0，而不是實際上的50元。既然如此，不

參與這個遊戲似乎是一個「心安理得」的選擇。

由於人性有這個厭惡損失的特質，要賺取股票的額外回報，亦即是

Volatility Premium，就顯得份外困難，尤其是在經濟衰退或股票熊市

的時候。

成名已久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Daniel Kahneman），著作《快

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2011年一出版就成為經典，把

其畢生功力，用簡單淺顯的文字，呈現讀者面前。其中一節，康納曼提

醒投資者要有廣闊的視野，才能減少厭惡損失這種人皆有之的心態所帶

來的痛苦。

康納曼指出，這個想法的問題是，不止我們會因為「感覺」上的預期回

報是0，而非實際上的50元，放棄了爭取回報的機會；更重要的問題

是，就算把這個心理因素（損失感覺是雙倍於贏的快樂）計算在內，只

要我們不是只玩一次，而是有多次的機會，感覺上的預期回報其實也會

轉為正數。

舉例說，如果我們玩兩次，實際上輸兩次（即輸200元）的機會是

25%，贏兩次（即贏400元）的機會亦是25%，輸贏各一次（贏1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