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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家觀點     每個月到了月底時，慶龍都有一項研究功課必須得做，就是

整理台股 1600 多家上市櫃公司，那些股票出現了月 KD 在 20

以下黃金交叉？那些股票出現了月 KD 在 80 以上死亡交叉？前

者攸關一檔潛力好股的起漲點，而後者則是一檔原本在走多頭的

股票，起跌點的重要跡象。 

    舉例來說，3D 感測概念股的穩懋(3105)，2014 年 3 月出

現月 KD 在 22 附近黃金交叉的變化，不僅預告這一波從 26.65

元飆漲到 350 元的飆漲走勢，直到 2017 年 12 月月 KD 在 80

以上死亡交叉之後，才算正式結束這一波的大多頭行情，相較於

去年 12 月月 KD 出現死亡交叉時的收盤價為 283 元，對照近期

股價已快速跌落到最低的 144 元，股價幾乎腰斬一半下的同時，

也再度印證慶龍所主張的這套投資邏輯，確實有很高的參考價

值。 

 

穩懋(3105)2010 年到 2018 年走勢圖與月 KD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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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更多月 KD 的妙用，有興趣研究的訂戶，可參閱慶龍的

新書《12 招獨門秘技，找出飆股基因》第 2 招的章節。 

 

《找出飆股基因》第 2 招：月 KD的妙用 

 

 

月 KD在 20 以下黃金交叉的股票一覽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7月底出現月KD在20

以下黃金交叉的股

票，一方面提供給訂戶

參考，另一方面也作為

日報8月尋找潛力好股

的依據。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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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台股 7 月底出現月 KD 在 20 以下黃金交叉的股票，

整理如上表，一方面提供給訂戶參考，另一方面也作為日報 8

月尋找潛力好股的依據。  

 

 

 投資心法 

月 KD 

 

 

 

 

    再者，台股 7 月底出現月 KD 在 80 以上死亡交叉的股票，

整理如下表，值得留意的是，6 月底時被動元件的國巨(2327)同

樣也出現月 KD 在 80 以上死亡交叉，當時收盤價為 1125 元，

至今股價最低已跌至 758 元，似乎也呼應了抓一檔股票「起跌

點」的參考價值。 

 

月 KD在 80 以上死亡交叉的股票一覽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至於另外三檔被動元件的股票華新科(2492)、禾伸堂(3026)

 

台股 7月底出現月 KD

在 80以上死亡交叉的

股票，整理如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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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電貿(3090)，由於同步在今年 7 月，相繼出現月 KD 在高檔

死亡交叉的變化，因此也隱約透漏這一波被動元件「無法無天」

的飆漲走勢，似乎已經出現了敗象。 

    原本產業前景都「晴空萬里」的被動元件，開始出現敗象，

其實早在今年 6/12(星期二)慶龍在非凡《錢線百分百》的節目

中，就已經從產業分析與財報分析的角度提出警訊，當時國巨

(2327)的股價為 1,135 元，雖然後續股價曾一度上漲至 7/3 時的

最高價 1,310 元，但隨著目前股價出現直直落的走勢，似乎也前

後呼應了慶龍一個半月前的觀點。 

    詳細的影音觀點，訂戶可點選收看以下的連結，除了有被動

元件產業的分析內容之外，更可透過幾個關鍵時刻的轉折，來洞

悉台灣被動元件產業未來的機會與挑戰。  

 

影音觀點：被動元件的風雲變色 

 
影片連結：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6890802 

 

 

 

 

被動元件出現敗象，早

在 6/12 慶龍在非凡

《錢線百分百》的節目

中，就已經從產業分析

與財報分析角度提出

警訊，當時國巨(2327)

股價為 1135 元。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6890802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6890802


 

  
 

 

 

 

 

 

5 

 

  2018 年 08 月 01 日 5/6 
 

Smart 智富月刊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2 段 141 號 4F  電話：(02)2510-8888  客服信箱：http://smartservices.bwnet.com.tw 

本公司所提供之資料是與投資家日報合作，係為客戶提供投資市場各類資訊，惟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任何資料或數據的有效性、即時性、完整性或適用性，亦不構成投資、稅務、法律或任

何其他建議。投資人應審慎考量本身之投資風險，自行作投資判斷並獨自承擔責任。如有任何遺漏或疏忽，請即通知本公司修正，本公司任何董事或受僱人，對此不負任何法律責任。 

 

 投資家 SI

驚奇指數 

 

 

《投資家 Surprise Index 驚奇指數》歷史走勢圖 

 
說明：2/26 下降至 20 分，目前投資策略：選股不選市；資料日：7/30(每週更新) 

 

 

 
說明：7/9 開始下降；資料日：7/30(每週更新)；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延伸閱讀：【投資家

Surprise Index 驚奇指

數，台股大盤的領先指

標!】。 

 

@延伸閱讀：【從多頭排

列的家數，領先掌握台

股上漲的虛與實!】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2717786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2717786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2717786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2717786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57757515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57757515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5775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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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袋名單

大數據決策 

 

符合危機入市選股條件的股票一覽表 

 
更新日：7/27；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2017 年進行大擴產準備的企業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延伸閱讀：【85%葛拉

漢+15%費雪=股神】。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5961046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5961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