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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富足自由人》系列的第3部分。在《富足自

由人》的第1部分，我已經提到每一個人到了準備退

休時，是應該增加房地產的投資而減少股票投資。因

此，這本書說的，就是買樓。我只說買樓不是賣樓，

可見這本書不是教你如何成為一名房地產商，這不是

專業房地產知識的書，我自己也不是房地產的專業人

士。這本書純粹是從小投資者的角度談買樓的策略、

買樓與我們的生活、該不該買樓、何時買樓，如何透

過買樓收租的途徑來達到富足自由的目的，可以輕鬆

退休，不必為生活費煩憂的看法。寫的純粹是個人的

經驗，觀察與思考。

我周遊列國，除了看風景，也很留意當地建築，社會

的生活。我旅遊不只吃喝玩樂，希望透過旅遊，拓闊

自己的視野。一個人有了國際視野，對投資來說是一

件好事，無論投資股巿或投資房地產都一樣，可以借

助外國情況來了解本地情況。

周遊列國
拓闊視野

自序

	 這是英國一幢很古

老的建築物，是一

個商場，	 相信有

超過一百年歷史。

英國人重視保留古

跡，這商場起得很

美，但可惜沒甚麼

遊客，所以如何吸

引遊客，令古跡可

以重生很重要，否

則就淪為沒有生命

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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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日本大阪一條

很普通的河，但這麼

普通的一條河，日本

人亦有能力將之變

成旅遊區，旅遊船在

這條河行走，所以最

重要是如何設計及

包裝一個地方，令平

凡的河都可以變成

觀光勝地。

右上	 香港很多人說自己住的地方很差，例如住劏房，但如果你去過中國西北黃土高原延安，

你就會看到當地的人住甚麼環境。這張相是延安，延安是中國國家名勝點，這麼多年，

這些居民仍然住在窯洞，窯洞其實是在田下掘地洞，屋頂是鐵造的	。

右下	 法國尤其在巴黎，好像羅浮宮這樣的建築物有很多，不會有甚麼突出之處，然而因起了

一座金字塔，令羅浮宮突圍而出。當年起金字塔的建議提出時，都有各樣的問題與爭議，

被認為不倫不類，怎知這金字塔今日變成巴黎的重要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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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相是相當得意的，一眼望出去可能不清楚在影甚麼。我影這張相時，是站在這遍海的一些陸

地，而陸地之上有個噴水池，我的鏡頭對著這個噴水池影相，所以噴水池的水，和大海的水混在

一起，製造出這張令人混淆的相片。這提醒我們買樓時，也不能單看圖片，便信以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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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賽作為法國第二大城巿，但基本上沒有高樓大廈，九成九的房屋，都是這類小平房，

兩三層高，這對香港人來說，是相當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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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這張相攝於中國東北一城巿。空氣非常差，白天都看得曚曨，滿佈陰霾，迷

霧始終是任何一個城巿需要正視的問題，這對居民健康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下	不論股巿或樓巿，大家都很喜歡牛巿，牛代表升巿，但我們都要很清楚知道，

這隻牛在甚麼位置，是否已經升到很高位置，若是很高位置，我們需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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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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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投資於樓巿已經有33年，經歷過樓巿大起大跌；自

己也由高槓桿進取地借盡買樓，到現在手頭上十多個

物業都已經完全真金白銀付清。現在每月收租足夠過

衣食無憂的生活，因此，也希望把自己在投資樓巿的

成功之道與你分享。

捕捉周期  早作準備

樓巿始終有周期，我以前可以靠著捕捉跌巿，買樓投

資致富，今天無論是年青希望「上車」的你、還是視

樓為投資工具想靠收租過富足自由生活的你，同樣可

以捕捉機會做到，問題是你對買樓做好準備了沒有？

知道自己已經適合出擊了嗎？又知道何時是適合的出

擊時機了嗎？買樓要注意的事，你都掌握了嗎？如果

你對上述問題仍有疑問，深盼這本書可以幫助到你排

難解困，認清適當的時機入巿，讓你成為樓的主人，

而不要成為樓的奴隸。

前言
由磚頭砌起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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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10P為關鍵

此 書 提 及 有 關 買 樓 的10P之 道， 包 括 認 清 個 人 需 要（Personal	

need）、詳細計劃（Planning）、考慮息率因素（Prime	 rate）、認清

政策（Policy）、培養耐性（Patience）、付款能力（Payment）、分別

潛力地區（Potential）、看清宣傳手法（Promotion）、另類物業投資

（Properties	of	others）及應對壓力（Pressure），每一步都很重要，

也是我歸立多年買樓經驗得出的一套心法，都是一些買樓時必須要注

意的地方。你要及早預備，對這些因素要透徹了解，這些因素都對你

日後決心要過買樓收租、月月無憂的生活，起著關鍵作用，做好準

備、合時出擊，月月有租金收入自動過戶絕對不是奢想及空想！

給「年青人」上車忠告

這書雖說主要寫給希望把樓視作投資工具的人，但我也特別在此書，

給予年青人一些「上車」建議及忠告，因為我不想年青人走錯路，年青

人要「上車」，就必須正視「上車」必須衡量及具備的一些因素，以免

「上錯車」辛苦別人及苦了自己。

年青人必須充足衡量個人能力後，然後才考慮上車，這是十分必須

的，那麼到底是借盡「上車」，還是要採取較保守策略？你將會在書中

找到答案。要給年青人這一席話，是因為我想到，我買第一幢樓時，

也沒想過我之後就會走到今天這個風光的地步，但只要你好好計劃第

一步，有了自己的安樂窩，然後再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樓巿「王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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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非不可能的事，所以對於不少年青人以「上車」為終生目標的，我特

別希望給他們寄語，年輕人懂發奮，無論如何也是好事，但如何讓自

己靠買樓致富而不要把壓力無限倍大，也是我這本書會說的。

給想月月收租的你

除了年青人，另一類此書的目標讀者，就是有意願透過買樓收租、達

到財務自由的你。把樓作為投資工具，最重要是時機（Timing），不

要讓自己跌入負資產的地步，否則你可能窮一生精力，也只是在還負

債，遑論收租可以令你富足自由。早日認清買樓投資是甚麼一回事，

在出擊時才會事半功倍。

你必須清楚的是，這本書，重點不在於教你如何賺到一筆足夠買樓的

錢，而是教你判斷你是否已經適合買樓，又如果你已經適合買樓，那

要注意甚麼，時機到了沒有？要做的全盤考慮都仔細量度了沒有？又

如何買了一幢後、再來一幢，然後再來一幢……那麼，我是不是沒有

教你怎樣賺取足夠買樓的第一筆錢、而只憑空叫你有錢買樓才看這本

書呢？不是的。因為賺取第一桶金，不是也不會從樓而來，樓必須是

你已經有一筆比夠可觀及足夠的金錢才可進入的巿場，那麼我甚麼時

候有教你去賺人生第一桶金呢？就是在我這個系列的第一本書─《富

足自由人1─買股收息10S大計》裡，我在那本書也有清楚說明，我

是靠股票賺取足夠金錢去買樓，然後再透過買樓收租，過每個月有收

入自動進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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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買股轉向買樓的天地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如何賺到足夠金錢去買樓，請你先去看看我寫的

第一本書，好好看，好好學習在股巿的生存之道、學習我獨創的分析

方法，但與此同時，你也需要開始起步看這一本書，因為當你賺到第

一桶金後，才來看這一本，你準備遲了，便有可能錯過十多年才可能

一遇的樓巿周期底部，如此錯過這個黃金時機怎麼辦？那會太可惜了。

及早預備，永遠能提供給早有準備的人早著先機的機會。我並且後來

還推出了第二本書《富足自由人2─活用108個投資關鍵詞》，把你

要在股巿裡需要學懂的財經新舊詞語再詳細說了一遍，讓你認清不少

新機遇，例如滬港通、深港通等這些新知識，並同時把一些基本分析

及技術分析等道理又再認真地輯錄了一遍，希望為你在股票投資打好

更穩的基礎。

來到這裡，我不會再停留於教你如何透過買股票賺取金錢，因為上兩

本書都說了。這一本書，要把你帶到另一個層次，把你從買股的世

界，帶到買樓的天地，實實在在地由磚頭說起。希望你把這本書看透

後，便擁有了你的堡壘，踏踏實實地成為收租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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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個人需要

Chapter 01

Personal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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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不一定要買樓, 
但買樓無疑是致富的有效方法。  
要買樓就要看清你的財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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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寫給希望
「上車」的你

香港絕大部分的年青人都想擁有自己的安樂窩，可以

說無論是正在讀書的、剛出社會工作的，快要結婚組

織新家庭的，他們都恍惚擁有共同信念，就是想買

樓，希望自己能夠付得起一筆首期，購買自己的第

一個物業，俗稱為「上車」。能夠「上車」，對很多年

青人來說，可能是個畢生小成就，認為只要付得起首

期，樓就一定能供得來，目光聚焦於必須先「上車」，

再作長遠打算。

「上車」應較投資保守

年青人有這個遠大的目光，我絕對認為不是壞事，正

如我強調過，買樓是好的致富途徑，但既然這章我是

寫給計劃「上車」的人士，你應該預料到，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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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起向單純把買樓視作再投資的人的意見，來得要保守一些，對年

青人來說，這是很重要的，我不想年青人在年輕時，就因為「上車」失

誤而令自己擔子太重，把對「上車」的憧憬無限放大、蓋過理性，而令

日後的路崎嶇不平。

銀行是最大槓桿的關鍵

想「上車」的人，要如何判斷你自己是否適合上車，我有一些一直持守

的簡單法則，第一個是你的借貸槓桿，最多只可以是銀行願意借給你

的比例。舉例現在銀行最多只會敍造6成按揭，那麼你必須只能借6成，

亦即是你需要有4成的首期才好打算買樓。

有人可能會認為，銀行沒錯是只能借6成，但如果透過香港按揭證券

公司，敍造按揭保險，便可以借到8成、甚至9成貸款（以前甚至可以借

到99%，但隨著樓價上升，政府出招，就算是透過按保加大按揭額的

比例也在收窄），那便可以以少一點的資金「上車」。對於我，我是完

成不贊成的，這樣做你和去澳門賭場博一博沒有多大分別，如果要透

過按保來「上車」的人，就是在我眼中沒有足夠能力去置業的人，如果

勉強「上車」，後果嚴重，何不等到有更充裕金錢才置業呢？買樓自住

是要講求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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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向發展商或財務公司借錢

如果你就是拿不出4成首期出來，那我建議你先不要買樓，就直截了

當繼續儲錢，儲到足夠為止，你就去股票巿場賺取金錢，直至資金足

夠才來買樓，所以我從一開始就說，我不是、也不會教你如何在樓巿

冒上過高風險來「上車」，那是不設實際的、那是極度危險的，尤其如

果你是希望「上車」，需要比抱著再投資心態去買樓的人更謹慎，思慮

得更加萬全。

試想想，按證也收按揭保費的，他們的收費也一點也不便宜，如果要

靠被徵取更多費用來「上車」，我衷心認為你應該更進取儲錢，來達到

買樓「上車」目的。銀行願意借多少成數的按揭給你，就是你的上限，

千萬不要再想其他途徑，就算是透過按證買按保，我也是不贊成的，

更不用說向發展商借、甚至向財務公司借，那些高昂得要命的息率，

讓人抖不過氣，是萬萬不可的。

容我再詳加解釋一下，我並不是說，買樓的合適槓桿比例就是借6成、

付4成，請你必須明白一點，我的意思是，當時銀行最多能借給你的

比例，就是你最高而合適的槓桿比例，2015年是6成，因金管局限制

銀行最多只能借6成，但在我1990年代的時候，銀行是可以借高達9

成貸款的，亦即是我只需要拿1成首期便可以買樓。假若將來樓巿調

控措施鬆綁，銀行可以開放至借出8成貸款，那你只要擁有兩成首期，

便是在我眼裡符合了第一個可以嘗試「上車」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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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兩年供款資金

然而，擁有銀行按揭成數未能涵蓋的資金來買樓，只是其中一步，你

所需要的資金遠不是那麼少。你還必須擁有足夠供款兩年的流動資

金，才算符合第二個可「上車」的條件。假設你買樓後，日後每月的

供樓開支是1萬元，即是說你的銀行戶口需要有24萬元的供款備用資

金。為甚麼要有這個備用款項呢？因為很多事情往往會出乎意料，你

必須先盡最大努力，保證你對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安樂窩有承受風險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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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認為你必須擁有至少兩年的供款，是考慮到如果你突然失去

工作，你可能要因而休息一會、會有一段日子沒了收入，而即使你面

對這個情況，你還是有能力可以把樓繼續供兩年，在此期間慢慢、安

心地找工作，以免你一旦突然失去工作，沒有積蓄，然後被逼急著要

放售單位，往往會得不償失。

不要追升  要等跌

還要注意的是，以上說的兩筆款項，還只是你用於應付買樓的預算，

還未計你日常起居開支你自己需預留的金錢，寫到這裡，我相信你開

始意識到，「上車」所需要的金錢，比你想像的要多，假設你買一個

300萬元的細單位來「上車」，你銀行戶口便約略需要已經擁有一筆

100多萬元的資金，沒錯，那是一個絕對不少的數目，也基於現在的

樓價比以前高了不少，所以這個起始金額看上去頗為大額，但你要擁

有這個金額，才是在我眼裡有資格「上車」的人，而這樣「上車」，也

可大致確保你一定不會「上錯車」而影響人生。

不少人可能即刻會問，如果這樣，我不吃不睡，儲起來的也可能追不

上樓價升幅，如此一來我是無論如何也不用「上車」？不會的，樓巿始

終是有周期的，這個我會在稍後的章節詳加解釋，在這裡我想強調，

如果你追不及樓價的升幅，那便不要追吧，就繼續儲錢，透過股巿來

錢滾錢，直至你儲夠為止、直至樓價跌下來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