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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涉及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 

到底我們投資時，涉及了甚麼風險？ 



投資風險 

對一些人來說，在高橋上「笨豬跳」是樂趣；但對於另一
些人來說，從五米高的跳水台躍下可能已是匪而所思。
這一切其實完全視乎個人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有多大。 

投資時，大家應將風險控制在自己可以接受的水平。 

世上沒有投資活動是完全沒有風險的。放在枕頭下的鈔票
可能會失竊；存放在銀行的存款，也可能因銀行倒閉而
頓時化為烏有。故此，在進行任何投資之前，都應該先
了解潛在的風險。 



風險的分類 

 投資風險是指對未來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在投
資中可能會遭受收益損失甚至本金損失的風險。 

 1. 購買力風險 

 在經濟繁榮的社會，通脹嚴重，即使將錢存入銀行，
貨幣都會逐漸貶值，使購買力降低。這種風險迫使投
資者將金錢投資出去，以維持貨幣的購買力 

 2. 財務風險 

 當投資者買入一間企業的股票，而該公司業績欠佳，
派息減少，股價下跌，便是財務風險 



風險的分類 

 3. 利率風險 

 當銀行存款利息上升，投資者就會將資金存入銀行，
債券價格便會下跌。這種因利率水平改變而遭受的損
失被稱為利率風險 

 4. 市場風險 

 市場價格常常會出現波動，這種波動受經濟、心理、
政治等因素影響。例如購買了股票，其後股價下跌，
遭受損失，這就是市場風險 



風險的分類 

 5. 變現風險 

 當買入的股票，未能及時在合理價賣出，不能收回資
金，投資者需要以低於正常價格賣出股票，就是一種
風險。很多時都出現在成交疏落的投資產品身上。 

 6. 事件風險 

指由於突發事件使企業受到突如其來的衝擊。這些突
發事件包括突發的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等，例如戰
爭，石油危機，水災等 

 7. 匯率風險 

如果你投資外幣/外國資產，當你的他國貨幣兌港元／
美元的匯率上升，便須承受兌換貨幣的虧損 



1. 投資股票的風險 

香港的股票市場沒有漲跌停板機制，股票的價格可
以十分波動。當市場、經濟、政治、企業業務出
現不利因素時，股價可以大幅下跌。 

渣打銀行受洗黑錢 
事件影響, 股價持續下跌 
圖片來源: 經濟通 



當股票有重大事件發生，監管當局可以叫停股票交
易，待不明朗因素澄清後才繼續交易。這種停牌
機制可以持續半天，數日，甚至幾年。如果股票
長時間停牌，投資者的資金便被凍結。 

旭光自3月停牌至今 

圖片來源: 經濟通 

1. 投資股票的風險 



上司公司可能會管理不善，導致盈利大倒退甚或破
產。這些情況下，股票價格會大幅下跌，或是股
票需作為公司資產進入清盤程序。屆時，投資者
能取得的份額將取決公司清盤後的餘額。 

1. 投資股票的風險 

圖片來源: 網上圖片 



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並不設有莊家報價。某些股票需
額外承擔難以變現或變現成本高昂的風險。低市
值股票的流通性一般較高市值的股票低。 

1. 投資股票的風險 

利興發展,成交少, 
股價差價大,難以變現 

圖片來源: 經濟通 



在香港購買外國的股票，需承擔匯率的風險。例如
購買日本的股票，即使股價不變，投資者實際上
已虧損掉日元兌港元的匯價 

1. 投資股票的風險 



與股票不同，債券的交易沒有一個既定的交易所，
而是取用「場外交易」方式，因此，債券價格的
透明度會較股票低 

長江的債券, 圖片來源: 彭博 

2. 投資債券的風險 



債券的資金靈活度普遍較低，如果需要在債券到期
前沽出債券，但債券在二手市場的流通量欠佳，
則可能難以沽出債券套現 

2. 投資債券的風險 

山水水泥債券，只有很少流通量及報價 

圖片來源: 彭博 



利率上升時，較多投資者傾向將存款放於銀行，因
此定息債券的價格通常會下跌；若利率下跌則會
推高定息債券的價格。如果投資者在到期日之前
沽售債券，所得金額可能會低於買入價。 

 

另外，與股票一樣，投資外國的債券亦需承擔匯率
的風險。在投資某些貨幣未完全開放的地區時，
更需要留意每日兌換及提取貨幣的限額（例如中
國及菲律賓） 

2. 投資債券的風險 



投資債券需額外承擔企業違責，未能如期支付利息
或償還本金的風險。特別是高息的債券，債務評
級一般較低，違約的風險也比較高 

2. 投資債券的風險 

來源：老虎財經 2014年9月1日 



2. 投資債券的風險 

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 



2. 投資債券的風險 



2. 投資債券的風險 

雅居樂主席陳卓林失蹤，股票停牌，投資者在恐慌下大舉拋售雅居樂債券 

圖片來源: 彭博 



某些債券會有特別的條款，例如：提早贖回、可換
股、延遲派息等，或會令債券預期的收益受損。 

2. 投資債券的風險 

圖片來源: 港交所 



普通股 優先股 債券 

持份者身份 擁有人（股東） 擁有人（股東） 債權人 

投票權 有 無 無 

利息 非必然，數額不定 必然，數額固定 必然，數額固定 

股票與優先股的分別 

當企業清盤時，償付的次序是： 
債券持有人＞優先股持有人＞普通股持有人 



不少投資者喜愛投資衍生工具，因其需要的本金少，
「來錢快」。但因為回報愈大，風險愈大，投資者
更需要謹慎應對。以較多人投資的期權及牛熊證作
例子： 

 

 

其中，買入認購／認沽期權是付出期權金，以獲取以
特定價格買入／賣出股票。當到期日價格未及行使
價，期權便失去其作用，變相是完全損失掉期權
金。 

 

 

 

 

3. 投資衍生工具的風險 

買入認購期權 

沽出認購期權 

買入認沽期權 

沽出認沽期權 



而另一方面，沽出認購／認沽期權是收取期權金，
承諾以特定價格買入／賣出股票。當到期日價格
大幅超過行使價，投資者可能以十分高昂的價格
購買／非常低的價格沽出股票。這造成一個獲得
利潤有限，虧損卻無限的情況出現。 

 

此外，期權具有時間限制這個特性，當愈來愈接近
到期日，期權的價值也會下降 

 

 

 

 

3. 投資衍生工具的風險 



在投資牛熊證方面，成交量不足是他的致命傷。很
多價格比較遠的牛熊證成交量是極低的，導致投
資者想沽出套現十分困難。 

 

這些牛熊證大部分都是莊家 

報價，因此莊家可以很大程度 

控制牛熊證的價格 

 

 

3. 投資衍生工具的風險 

圖片來源: 經濟通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牛熊證具有收回機制，當正股／
指數觸及收回價，投資便會「完全虧損」（或只
能取回極少剩餘額） 

 

如果指數剛好觸及收回價便掉 

頭，牛熊證便會完全虧損， 

使投資者蒙受極大損失 

 

 

3. 投資衍生工具的風險 

圖片來源: 經濟通 



4. 投資房地產的風險 

房地產的投資往往牽涉大筆的金額，而這筆資金是
不容易立即變現的。當中包括尋找買家、處理法
律文件等。因此，投資者需要承受不能靈活運用
資金的風險。此外，額外印花稅的設立，更增加
了短期賣出房屋的成本，使房地產買賣更難作短
期投資 

 

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 



4. 投資房地產的風險 

由於房地產的投資牽涉民生，政府可能會以政制來
控制樓價，因此房地產並不是穩嬴的投資。 

 

例子包括1997年的「八萬五建屋計劃」及2012年
的額外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均對房地產價格帶
來負面影響 

 



4. 投資房地產的風險 

房地產投資對利率上升特別敏感，因為加息將會令
供樓負擔加重 



4. 投資房地產的風險 

房地產是實體商品，有機會折舊、破損，因此需要
承受天災或意外的風險，並定期進行適當的保
養，否則一旦房屋因天災受損，或有第三者因為
你的物業而受傷或死亡，損失可以極嚴重 

圖片來源: 網上圖片 



5. 投資外匯的風險 

外匯風險，是指一定時期的國際經濟交易當中，以
外幣計價的資產或負債，由於匯率的波動而引起
其價值漲跌的可能性。 

匯率波動由幾種因素構成，其中包括利率及通脹。
當通脹上升或利率下跌時，匯率都會下跌。最近
日本的無限量量化寬鬆政策，便令日元跌至近年
低位。 



規避風險 

既然到處都是風險，投資者應如何避免？ 

－－不去投資？ 

－－將錢放家中也有機會受天災，失竊等風險 

－－將錢放在銀行？ 

－－低息環境下回報可能跑輸通漲造成購買力損失 

 

投資者應選擇適合自己風險承受程度的投資 



規避風險 

通常年齡愈大，承受風險的能力愈低，愈接近退休
年齡，應選擇較多保本的投資，以免經濟周期逆
轉時無法回本。 

 



規避風險 

妥善了解投資產品才去投資 

在雷曼迷你債券事件上，很多投資者以為迷你債券
是債券的一種，屬低風險投資。事實上，迷債是
信貸違約掉期的金融衍生工具，屬於高風險投
資，有機會蒙受巨大損失。 

因此，在投資時，特別是你不熟悉的投資產品時，
應先詳閱產品說明，了解產品特性及風險是不是
你要求的，才好去投放資金 



規避風險 

購買保險： 

某些風險可以藉著購買保險來迴避，例如樓宇第三
者保險、火險等 

 

另外，香港擁有存款保障計劃，保障於銀行內的五
十萬元存款。因此，如果有大額的存款，可以分
散於不同銀行存入，防止一旦銀行倒閉而不能取
回資金的風險 



規避風險 

對沖 

對沖交易即同時進行兩筆行情相關、方向相反、數
量相當、盈虧相抵的交易。適當運用衍生工具可
以達到對沖效果，減少市場大幅波動時的損失。 

例如你買入了匯豐銀行的股票，但害怕匯豐銀行會
大跌，這個時候你可以買入數量相等的「認沽期
權」，鎖定賣出價，以少量金錢避免大額損失。 



規避風險 

分散投資 

「不要將雞蛋放入同一個籃子裡」是投資市場的老
生常談。將資金分散的投入不同的行業、企業、
市場、投資產品等等，可以避免任何一個板塊出
現問題時將所有資金鎖住或損失掉。 

不過，也要注意過度分散投資的問題；過度分散投
資會無可避免涉足到一些不太熟悉的行業，造成
投資錯誤；而投資者也需要額外的時間去監察自
己的投資組合 



問答環節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