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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2年，生活類股在存股族裡很流行，而
被傳奇經理人彼得．林區（Peter Lynch）
視為奇才的喬爾．提靈赫斯特（ J o e l 
Tillinghast），在其著作《大利從小》中也指
出，生活類股的長期報酬率高於市場平均。

在本篇的一開頭，Mo編先說一個投資生活
類股的真實故事。

這是一檔存股族應該不陌生的股票─聯

華食（1231），Mo編的親戚在2003年時

生活類股的投資風
險

價值時光屋》Mo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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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這檔股票，剛開始也是聽朋友介紹，當

時股價只有9元多，沒錯，真的是9元多，現
在多數存這檔股票的投資人，平均成本應該

都在30元以上，可惜時光無法倒轉啊。

Mo編的親戚對股票有一點研究，當時這
檔股票的基本面還可以，雖然獲利一般般，

但是財務還算穩健；消息面則有公司正在處

分不賺錢的投資事業，獲利可望好轉。投資

人看到這裡一定很疑惑，為什麼股價會跌破

10元票面價，更遠低於其淨值呢？

股價這麼便宜，主要是兩個原因：其一、

當時股市低迷，壓低了整體股市；其二、當

時生活類股不流行。現在才進入股市的投

資人可能難以想像，但是，台股有一段長時

間，生活類股是比較被冷落。



名 家 觀 點
2018年12月7日

也因為當時的聯華食股價真的很便宜，低

股價淨值比、高股息殖利率，老實說，投資

的風險真的不大，就算本業轉機沒有如預期

發生，只要本業不惡化，一旦大盤轉佳，光

靠股價反彈，至少也有10%∼20%的報酬率
可期。

於是，親戚協同他老婆，兩人各自用自己

的帳戶買進，幸運的是，股市在幾個月後就

出現一波像樣的反彈，因為基本面不差，加

上低股價淨值比、高股息殖利率效應，所以

聯華食很快就有近3成的漲幅。

在當時，台股根本沒有存股這種說法，長

期投資者更是股市中的異數，多數股市參與

者還是以賺取波段價差為主要手段，因此，

比較懂股票的親戚當機立斷，認為兩鳥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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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一鳥在手，獲利了結入袋為安。豈料親

戚的老婆堅持不賣，她說，會漲表示這家公

司好，賣掉多可惜。於是一個賣了、一個

不賣，兩人各有堅持，也都等著看對方的笑

話。

15年過去了，從現在來看，誰贏誰輸應
該是一目了然，但是，我們還是來幫她算一

下這15年賺多少。

這15年，聯華食總共配出現金股利
14.37元，也就是說，就算不計股票股利，
親戚的老婆光靠配現金早就拿回全部的投資

成本了。更棒的是，還有股票股利，這15
年聯華食共配出3.78元，但是經過股子再生
股子的計算，大約是每張股票（千股），共

配得440股，如果用目前約36元的市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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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些股子大約可以折算為每股約15.8元
的現金。14.37元加上15.8元，光是股利
就可以拿回30.17元，是當年投入本金的3
倍有餘，這都還沒計算現在帳面上的股價可

是當年原始持股股價的4倍啊。

親戚的老婆當然很得意，強調全靠她守得

住這檔生活類股，才能有今天的高報酬。但

是，投資人如果不健忘，Mo編在上期的文
章也有提到，企業價值發展呈現水平，股價

具循環性的其中一類股票，就是市場需求變

動不大的生活類股。為何在聯華食或中華食

景氣循環股型態（持平）

企業內在價值

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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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5）卻不是這樣呢？解答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更深入看生活類股的本質，以免日

後不計價位誤買，最後得到的是難堪的長期

低報酬率。

兩大成長引擎推升生活類股需求

這邊先把生活類股做更明確的定義，它是

屬於生活消費必需品，而且偏向消耗品，必

須不斷補充。這類公司的特質是受景氣榮枯

的影響較小（不代表完全不受影響），市場

的競爭態勢也已經較明確，因此，未來的業

績容易預測。這是優點。

但是缺點呢？因為是生活必需品，所以

不容易有大的需求變動，如果要成長，必須

靠兩方面的動力：第一個是來自人口面，人

口大幅增加，或人口穩定但中產階級正在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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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口大幅增加出現在部分新興國家，不

過台灣早過了這個階段。人口穩定但中產階

級正在擴大，現在的中國、菲律賓、泰國等

國家正處在這個階段，可是台灣現在正面臨

中產階級萎縮的危機。

如果總體面無法指望，就只能靠第二個

動力，也就是企業在原有產品上的創新、加

值與找到新應用，或切入新市場。前者需要

很好的品牌力與研發力、後者需要很好的國

際運籌管理能力。中華食在產品創新、加值

等方面表現不錯，因此，其豆腐產品能長年

維持高市占，並且具有訂價能力。統一集團

則是兩件事都做得很好，因此發揮了加乘綜

效，集團勢力持續壯大。

不過，在台灣的總體人口與經濟面都不利



名 家 觀 點
2018年12月7日

的條件下，多數的生活類股，其實光要守住

其核心業務不衰退，就已經不容易了，投資

人不能因為這幾年的股價漲勢而過度樂觀。

以經營表現不錯的聯華食為例，雖然它

幫親戚的老婆賺了不少錢，但是，如果真正

根據時間去拆解利潤的來源，會發現它帶來

的大利潤，主要是因2003年以低股價淨值

註：統計期間2003年∼2018年　　資料來源：XQ全球贏家　　整理：編輯部

經過長時間的橫盤整理與金
融海嘯的衝擊後，聯華食的
股價在2011年才開始起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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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時買進，但是她買進後持有到2007年，
長達近5年的時間，股價大部分都處於小波
動的橫盤，並且在2008年金融海嘯時跟
著所有股票一起重挫，甚至跌破8元，直到
2011股市回到常軌，聯華食這8年提升經
營效率的努力也開始展現成果，然後這檔股

票突然變身為成長股，享受了2年股價大漲
的好時光，最近4年又回到以往的橫盤。

如果對照股價與獲利，每股盈餘（EPS）
最高點在2016年，但是股價卻在2013年
就已經見頂。如果是以2013年最高價56.8
元買進的人，就算年年有股息可以領，現在

還是處於大套牢階段。如果以長期平均價格

約35元買進的人，報酬率就跟每年的股息殖
利率相當（聯華食僅有小額的股票股利），

只能說，不滿意，但還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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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來看一檔這2年很紅的存股標的
─卜蜂（1215）。

從股價圖可知，這檔股票其實過去也是需

求變動不大的生活類股，主要業務為飼料與

肉雞、肉豬等，其中飼料為本業，過去的需

求變動不大，獲利好壞要看玉米、黃豆等原

物料價格的臉色，近期比較積極投入農畜牧

產品與消費食品，成為成長動力來源。

過去2年因為得利於景氣，加上新業務的
擴張，使得公司一躍成為生活類的成長股，

股價一路從20元附近，上漲到78.8元，其
股價模式，可以說與聯華食非常相似。但是

未來幾年，卜蜂還能再持續這個成長力道，

以推動股價很快再創新高嗎？還是在這波衰

退後，會沉潛一段長時間呢？這要等時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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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答案了，不過，以目前約46元的股價來
看，套在78.8元的投資人，恐怕要痛苦一段
不短的時間了。

從聯華食到卜蜂，即使是兩家營運不錯的

公司，它們的走勢大抵就是橫盤一段很長時

間（因為企業價值低成長或不成長），然後

出現大漲（企業價值有突破性成長），之後

註：統計期間2008.10.31∼2018.12.05　　資料來源：XQ全球贏家　　整理：編輯部

景氣加持，加上新業務擴張有成，使卜蜂的股
價從20元附近，一路飆漲至最高價78.8元，目
前股價約在46元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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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回到新的均衡軌道，繼續再橫盤一段長

時間。這個過程中，極低檔布局者因為大成

長期而暴賺，而在新的均衡價格期布局者，

已經沒有大成長紅利，只有股息殖利率的穩

定報酬可得。至於幻想著生活類股也能一路

高成長的投資人，只怕要悔不當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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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股技術解析
【本期解析力山（1515）／解盤： 張真卿】

力山旗下有工具機和運動器材兩大事業，

美中貿易戰開打後，部分工具機生產線已經

移回台灣，影響有限。運動器材事業為主要

的成長動能，目前幫P公司代工。由於P公司
為行銷公司，提供Online線上服務的商業模
式帶動整體業績，因此力山同步受惠，今年

出貨除了飛輪之外，更增添跑步機。

目前中國土地已經公告要賣出，預期6個
月內處分完畢，但是，帳款認列時間尚未有

確切時間表。力山在互動式教學跑步機帶動

下，運動器材事業將能持續成長，法人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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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營收可望達到24億4,200萬元，2018
年每股盈餘（EPS）估計為 2.51元，2019
年有機會上看4.59元，如果以15倍本益比
計算，股價將有機會來到68元∼70元。

目前股價的短中長期均線呈現多頭格局，

法人也持續買進，建議操作方式有兩種：積

極者可趁股價回測5日均線時買進、保守者
可等待回檔後日KD黃金交叉再買進。

註：資料日期為2018.12.05　　資料來源：XQ全球贏家、張真卿　　整理：陳君行、周明欣

均線多頭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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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解析雙鴻（3324）／解盤：《Smart智富》真．投資研究室 】

雙鴻為台灣前二大散熱模組廠商，具有

5G題材，10月營收年增率27.05%，外資
與投信連續買進，股價跟著一路溫和上漲，

投資人買進後可以設10日均線為出場點。

註：資料日期為2018.12.05　　資料來源：XQ全球贏家　　整理：呂郁青

投信買盤不斷累積

個股籌碼解析

股價溫和上攻，可以設定10日均線為出場依據

外資買多賣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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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Smart智富團隊從經由質化分析挑出的「存股名單懶
人包」中，整理出當週殖利率最高和最低的5檔個股，並追
蹤其近期的營運和股價表現。

註：本益比愈接近歷史區間的下限，代表股價愈接近便宜價；反之，愈接近上限，代表股價愈接近昂貴價

資料來源：XQ全球贏家、Smart自學網、Goodinfo！台灣股市資訊網　　整理：鄭　杰

存股標的殖利率追蹤表

殖利率最高的5檔個股

代碼 商品 12.05
收盤價（元）

殖利率
（%）

殖利率相較
11.28
增減

10月營收
年增率
（%）

本益比
（倍）

本益比
歷史區間
（倍）

1229 聯　華 30.65 9.14

�

5.91 11.52 9∼15

1216 統　一 69.30 7.94

�

6.88 9.89 10∼26

2912 統一超 318.00 7.86

�

8.63 10.89 9∼30

9951 皇　田 73.10 7.25 � 19.37 9.59 9∼23

9943 好樂迪 58.30 6.86 ＝ -8.84 9.93 7∼15

殖利率最低的5檔個股

代碼 商品 12.05
收盤價（元）

殖利率
（%）

殖利率相較
11.28
增減

10月營收
年增率
（%）

本益比
（倍）

本益比
歷史區間
（倍）

5903 全　家 212.0 2.59

�

11.24 29.28 26∼42

9910 豐　泰 187.5 2.67

�

10.23 25.27 18∼35

8341 日　友 219.5 2.73 � 12.49 32.96 11∼35

4119 旭　富 71.7 3.00 � 41.63 14.37 13∼35

1723 中　碳 133.0 3.46 � 49.68 20.98 14∼32

http://smart.businessweekly.com.tw/Reading/IndepArticle.aspx?ID=35478
http://smart.businessweekly.com.tw/Reading/IndepArticle.aspx?ID=3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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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商品
外本比增加值
（百分點）

排行名次

4152 台微體 12.22 1
4728 雙　美 7.53 2
3141 晶　宏 3.78 3
3563 牧　德 3.61 4
3596 智　易 2.76 5
2458 義　隆 2.39 6
3511 矽　瑪 2.18 7
1515 力　山 2.10 8
3234 光　環 1.77 9
6180 橘　子 1.68 10
3673 TPK-KY 1.38 11
3317 尼克森 1.37 12
4947 昂寶-KY 1.29 13
2367 燿　華 1.25 14
6176 瑞　儀 1.20 15
2448 晶　電 1.19 16
3491 昇達科 1.17 17
2444 兆　勁 1.12 18
1477 聚　陽 1.06 19
2368 金像電 1.05 20

近1週外本比排行前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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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統計時間2018.11.29∼2018.12.05；2.外本比的全名為「外資持股增加占股本比率」　　
資料來源：XQ全球贏家　　整理：蔡名傑

代碼 商品
外本比增加值
（百分點）

排行名次

4927 泰鼎-KY 1.03 21
3016 嘉　晶 1.00 22
6153 嘉聯益 0.95 23
3081 聯　亞 0.93 24
2379 瑞　昱 0.93 25
8406 金可-KY 0.92 26
3324 雙　鴻 0.92 27
6138 茂　達 0.86 28
6173 信昌電 0.84 29
6435 大　中 0.83 30

代碼 商品
投本比增加值
（百分點）

排行名次

3527 聚　積 4.75 1
6462 神　盾 2.22 2
6568 宏　觀 2.04 3
3227 原　相 1.94 4
2481 強　茂 1.79 5
6435 大　中 1.67 6
3037 欣　興 1.59 7
8046 南　電 1.35 8
3443 創　意 1.30 9

近1週投本比排行前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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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商品
投本比增加值
（百分點）

排行名次

2448 晶　電 1.24 10
6552 易華電 1.11 11
4947 昂寶-KY 0.93 12
2456 奇力新 0.91 13
4968 立　積 0.83 14
6182 合　晶 0.76 15
3324 雙　鴻 0.73 16
3455 由　田 0.73 17
5483 中美晶 0.72 18
3390 旭　軟 0.70 19
3491 昇達科 0.70 20
6238 勝　麗 0.68 21
8155 博　智 0.66 22
4953 緯　軟 0.56 23
6213 聯　茂 0.53 24
2492 華新科 0.52 25
3152 璟　德 0.49 26
6415 矽力-KY 0.45 27
3533 嘉　澤 0.43 28
8016 矽　創 0.43 29
3653 健　策 0.41 30

註：1.統計時間2018.11.29∼2018.12.05；2.投本比的全名為「投信持股增加占股本比率」　　
資料來源：XQ全球贏家　　整理：蔡名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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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統計時間2018.11.29∼2018.12.05；2.本表所列個股為外本比前30名與投本比前30名皆上榜之名單　　
資料來源：XQ全球贏家　　整理：蔡名傑

代碼 商品
外本比增加值
（百分點）

投本比增加值
（百分點）

6435 大　中 0.83 1.67 
2448 晶　電 1.19 1.24 
4947 昂寶-KY 1.29 0.93 
3324 雙　鴻 0.92 0.73 
3491 昇達科 1.17 0.70 

代碼 商品 轉強程度

8028 昇陽半導體 3星

5263 智　崴 3星

8349 恒　耀 3星

2520 冠　德 3星

1515 力　山 2星

1565 精　華 2星

3545 敦　泰 2星

2059 川　湖 2星

5439 高　技 2星

3376 新日興 2星

近1週外本比與投本比前30名
皆上榜

演算法籌碼新轉強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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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統計時間2018.11.29∼2018.12.05；2.程度強弱分為1星至5星，數值愈高代表程度愈強
資料來源：XQ全球贏家　　整理：蔡名傑

代碼 商品 轉強程度

1532 勤　美 2星

1305 華　夏 2星

6146 耕　興 2星

8016 矽　創 2星

3189 景　碩 2星

3390 旭　軟 1星

3491 昇達科 1星

4968 立　積 1星

2456 奇力新 1星

4947 昂寶-KY 1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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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 老 子
擅長用Excel從事財務分析，有「精算達人」的稱號，同時也是「怪
老子理財」站長。40歲才開始學理財，50歲達成財富自由，離開職
場後，以理財教育為終生志業。

避開不務正業的股
票
企業的獲利是推升股價的動能，有來自

本業營運的淨利及營業外的收益。唯有來自

本業的獲利才能年年複製，而業外收入如匯

兌損益、不動產交易及買賣股票損益等，多

半屬於一次性的。本業或業外獲得的每股盈

餘（EPS），對股價的貢獻度大不同，只要
確實了解本益比就知道了，因為本益比是用

於評估合理股價最簡單的方式，計算公式為

「本益比＝股價/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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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益比的實質意義就是投資回本的年數，

例如：中華電（2412）每年能獲利每股5
元，2018年11月9日股價每股107元，
所以本益比為21.4倍（107元/5元）。在
107元買進中華電，若每股每年都可以有5
元盈餘，那麼要等到21.4年才會回本。本益
比公式可以用來推出合理股價，計算公式如

下：

只要設定合理的回本年數（本益比），再

乘上EPS就是合理的股價。如果認為投資中
華電得等21.4年才回本太久了，那麼股價就
不值107元。但要特別注意，5元的EPS必須
年年都有，才能用本益比推算，一次性的業

外損益就不適用了。

合理股價＝每股盈餘×合理本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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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華電今年賣了一塊土地，EPS的貢
獻度2元，EPS因此增加到每股7元，如
果以本益比來評估合理股價為149.8元
（21.4×7），股價就會錯估，因為銷售土
地的盈餘只貢獻了1年，不能直接乘上本益
比，所以合理股價只有109元（5×21.4＋
2）。因此，用本益比推估合理股價必須將
一次性的業外收益剔除。

比對營業利益、稅前損益，揪出本業虧損

公司

業外收入並不是不好，只要了解對股價的

貢獻度即可，畢竟每家企業多少都會有一些

閒置資產，更何況企業常常為了穩定稀有材

料貨源，也會跟上下游廠商進行交叉持股，

這類型的業外收入不只沒有不好，而且對母

公司的營收是有幫助的，鴻海（2317）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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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日本夏普就是最好的例子。

最怕是公司虧損時就賣些房產或股票，企

圖掩飾營運虧損。這類股票只要透過綜合損

益表很容易就可以揪出來，綜合損益表中的

營業利益是本業獲利，再加上營業外收入及

支出才是稅前損益，若營業利益為負值，而

稅前損益為正值，就是靠業外收入來彌補本

業的損失。

看看宏達電（2498）2018年第2季合
併財報，前2季的營業淨損83億3,966萬
元，而營業外收入以及損失項目中的其他

利益為321億172萬元，所以稅前損益為
243億2,526萬元，EPS為23.19元。附註
有說明，業外收入主要為將手機部門售予

Google，顯然是一次性收入。
此外，還有一些股票雖然很賺錢，但每

年的主要獲利都來自業外，顯然就是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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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興泰（1235），
2018年第2季合併財報的總資產高達70
億5,516萬元，前2季的營業收入卻僅有
1,338萬元，營業淨損814萬元，靠著營業
外收入3,584萬8,000元，讓稅後的本期淨
利由虧損轉成獲利2,835萬元。
不只如此，其他綜合損益高達11億

3,696萬元，其中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損益就占了8億4,095萬元，
透過權益法認列之損益2億6,766萬元，幾
乎都是投資股票未實現利益所貢獻。真是可

怕，這家企業的本期綜合損益足足是營收的

85倍之多。
這檔股票的業外收入是年年都會有的，

從第2季財報的資產負債表上可以看出，總
資產70億5,516萬元，流動加上非流動部
位的金融資產就占了66億8,488萬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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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資產的94.8%都是金融資產，反而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只有區區1億8,202萬
元，僅占總資產的2.6%。這並不是2018年
才存在，而是年年如此，興泰的近10年金
融資產的比率，從2010年的61.7%一路上
升至2017年底的93.3%（詳見圖1）。這
家企業比較像投資公司，而非飼料製品加工

業。

2017年底興泰金融資產占比已逾9成圖1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整理：怪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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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泰2018年前2季的獲利看起來不錯，
光是來自於金融資產的獲利就高達11億
元，但我很懷疑能否維持，因為金融資產

過多，遇到股市重挫時損失就會非常可

觀。2016、2017全年度的綜合損益總額
雖然都高達13億元，但2015年就只有1
億6,000萬元，2014年3億9,000萬元，
而2013年不只沒有賺錢，反而虧損了1億
2,000萬元。也驗證了金融資產過多的企
業，獲利無法如一般企業的穩定。

金融資產過多的企業就有不當留置資金的

嫌疑，正常的企業財務管理，只有在內部有

不錯的投資機會，才值得將盈餘留在企業再

投資，否則就應該將現金配回股東，這才是

對股東負責的做法。將盈餘投資於業外的金

融資產，並非投資者所期待的。如果盈餘留

著只是放定存或者積極投資股票，還不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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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配出，讓股東自行決定運用這筆資金，

這才是經營者該有的做法。

業外的收益只是一時，唯有靠本業獲利

才是根本，競爭優勢愈強的企業，獲利就可

以愈穩定。例如：中華電依靠的是建立全省

密布的基地台及機房，只要有通信的需求就

一定有穩定的營收，獲利就會很穩定。投資

者可以大膽假設，每年的營收應該不會差太

多，所以獲利也會大致一樣。

一檔值得長期投資的股票，本業收益一定

不錯，而且也會很穩定，營業外收益所占比

率更不會太大。反之亦然，長期依賴營業外

收益的企業，獲利就無法穩定，股價容易大

起大落，也代表該企業不務正業，當然不值

得長期持有。

         （count_smart@bwn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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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真 卿
暢銷理財書作者，出版過《外匯投資初學指引》、《十五天學會外幣

買賣》、《100張圖讓新手也能找到隱藏版績優股》等70逾本著
作，曾在美國華爾街從事證券與期貨交易工作。

長線投資人可適度
賣股轉債
美國經濟成長受到稅改政策「減稅與促

進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激
勵，2018年第2季和第3季實質GDP（國內
生產毛額）年化季增率分別為4.2%和3.5%
（預估值），成長動能創下近4年同期單
季新高，預期第4季將成長2.7%；經濟基
本面回歸正常狀態，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月增率0.3%、年增率2.5%（未經季
節性因素調整），符合市場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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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歐元區工業生產指數（季調）月減
0.28%，歐盟則月減0.19%；10月份歐元
區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估值自9
月的54.1降至52，創2016年9月以來最
低；歐元區和歐盟第3季季經濟成長率分別
只成長0.2%和0.3%。
中國官方智庫示警，中國第4季經濟不太

樂觀，金融風險升高、房地產泡沫、企業成

本居高不下，預估第4季的GDP成長率只有
6.4%左右。
台灣經濟研究院表示，台灣景氣擴張已近

尾聲，要提防景氣下滑。2019年GDP成長
率估為2.2%，較今年更新後的GDP成長率
減少0.37個百分點。

各國央行傾向貨幣緊縮，QE將逐漸退場
各國央行朝資金收緊的政策明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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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準會（Fed）年底升息已成為市場共識，
如果12月如市場預期升息1碼，則今年Fed
總共升息4碼，預估2019年Fed將再升息3
碼，到時候利率將超過3%；日本央行總裁
黑田東彥已經明示，大規模量化寬鬆貨幣政

策（QE）不再適合日本；歐洲央行總裁德
拉吉（Mario Draghi）表示，歐元區經濟
前景風險大致平衡，年底QE將退場；根據
2018年11月8日台灣央行理監事聯席會議
議事錄摘要，有理事提出央行必須採取預防

性的升息，因此不排除央行將在12月升息。
由此看來，2008年各國央行為了挽救金

融海嘯而推行的QE，都將會逐步退場。

國際原油價格下跌，恐衝擊塑化類股

目前電子產業（含資訊、通訊和家電）的

需求仍有下修疑慮。資訊最大的需求來自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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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潮，無論是PC（個人電腦）或筆記型電
腦，今年基本上都沒有太大的換機需求，尤

其是英特爾（Intel）在今年1月被爆出晶片
可能存在被竊取數據的漏洞，也讓資訊產品

出貨不順。

在通訊部分，以手機和基地台為主。

手機需求的引爆點在於創新，今年蘋果

（Apple）新推出的iPhone因為價格太貴且
沒有新亮點，市場將iPhone XR的新品週期
出貨量從1億支下修到7,000萬支；安卓
（Android）手機出貨也不如預期，手機硬
體供應鏈中下游公司因而紛紛下修出貨量。

此外，台灣5G網路的規格還在最後制定
中，因此5G基地台的設置尚未啟動，預計
2020年才會正式推出5G服務。
家電的需求則與房地產的表現息息相關，

當購置新屋或換屋潮啟動，通常就是家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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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最佳的時候。房地產表現好，民眾購買家電

需求就上升；房地產表現不好，需求就下降。

近幾年中國政府積極打房，中國房價已

經由高點滑落；美國房地產目前也已來到高

點，購屋力道下降主因有兩個：一個是房

貸利率，一個是買房需求。2012年，美國
30年房貸利率年息約3.5%，如今已經來到
了5%，購屋的資金成本形成相當嚴重的壓
力；另外，美國的房價是中國人炒作，近期

中國資金匯出不易，加上人民幣大幅貶值，

因此美國房地產的買盤力道瞬間消失。

今年上半年缺貨、缺料、漲價的電子零組

件，部分產品開始出現通路商庫存過多、製

造商稼動率下滑的現象，主要原因是終端需

求下滑。

被動元件產業的MLCC（積層陶瓷電容）
和晶片電阻、記憶體的DRAM（動態隨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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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記憶體）和Nor Flash（編碼型快閃記憶
體），以及半導體的8吋晶圓表現不佳，但
是矽晶圓、二極體和MOSFET（金屬氧化物
半導體場效電晶體）表現仍然不錯，交貨期

拉到半年以上。因此，投資人應該要避開產

業確定下滑的電子零組件，買進仍在缺貨、

缺料、漲價的電子零組件。

2018年11月，國際能源總署（ IEA）
發表最新展望，認為原油需求將在2040
年見頂，而布蘭特原油也由10月3日的每
桶85.95美元一路跌到11月13日的每桶
65.22美元。這一波油價下跌的主因，在於
原油供給大幅攀升和庫存部位居高不下，投

資人持續對原油供給過剩感到擔憂，使得國

際油價走勢缺乏支撐。

油價下跌也讓塑化類股的報價下修，

台塑（1301）、南亞（1303）、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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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1309）、台苯（1310）、台化
（1326）和台塑化（6505）均是受害
股；不過，海運的長榮海（2603）和陽明
（2609）、空運的華航（2610）和長榮
航（2618）將會是受惠股。

景氣下行趨勢明確，用ETF降低個股波動
風險

註：統計期間為2017.02.17∼2018.11.15　　資料來源：XQ全球贏家　　整理：張真卿

頭部型態確立，暗示
多頭行情恐將反轉

費城半導體指數頭部明確，預告電子業不佳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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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普遍認為，2019年全球景氣下行方
向明確，特別是電子產業；而各國央行貨幣

緊縮政策的方向不變，建議長線投資人可以

賣股轉債，畢竟目前沒有風險的美國10年期
公債殖利率高達3.2%，很多投資等級的債
券也大於4%，若投資人願意抱至到期日，
報酬率加上風險貼水率將優於股票殖利率。

如果要投資股票市場，除非你對該檔股

票相當有把握，否則可以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為標的，建議採取定價定額的方式
逢低買進，等到景氣翻揚、報酬率轉正時再

一次賣出；至於原物料方面，建議大家可以

等通膨升溫後，再逢低買進原油ETF和黃金
ETF。

 （economics_smart@bwn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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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倫
原本只是名流浪教師，34歲開始鑽研股神巴菲特與價值投資之父葛
拉漢的投資法，專門布局民生消費類股，靠著「零股投資術」存到

3,000萬元的資產，每年穩領百萬元股利。

這2、3年的全球股市行情不錯，台股從
2015年8月底的7,203點開始一路上攻，
其間雖有短暫修正，但一直都能維持多頭

格局。自2017年5月23日站穩萬點大關之
後，展開了創歷史最長紀錄的萬點行情之

旅；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在2018年1月23日
達到波段高點的1萬1,253點，期間也大多
維持在1萬500點以上，直到10月11日才
跌破萬點大關。

汰弱留強才是正確
存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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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台股跌破萬點之際，在兩個月之內賠

光過去2、3年獲利，還倒賠、套牢的投資人
比比皆是。

如果說這幾年的台股上漲，是因為全球景

氣好轉所帶動的行情應該不為過。以集中市

場成交比重來看，占比最高的電子類股就高

達69%，加上水泥、鋼鐵、營建、橡膠與塑
膠等類股，則超過70%（截至2018年11月
21日），可以說，台股絕大多數的股票屬
於景氣循環股，當產業景氣成長，公司獲利

提升，受到投資人青睞而使股價飆漲是正常

的；一旦產業景氣轉弱，公司訂單減少、獲

利下滑，造成股價崩跌也就不足為奇了。

舉個例子，這是一位朋友在2018年8月
13日透過臉書（Facebook）給我的留言：
「老師，我進股市1年，你的股票我都不擔
心，但我看到新聞說旺宏（2337）業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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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我就在47元買進旺宏，目前套在47
元，讓我了解股票真的不能亂買。原本期待

9月解套換日友（8341），結果旺宏今天
跌停（跌停價為35.5元），我剛有個衝動想
賣日友救旺宏。不打擾老師，只是現在有點

難過，說說心情，不好意思。」

這位朋友的心情我能體會，因為我在剛

退伍、初入股市之際，也是看新聞買賣股票

的，完全不懂何謂真正的投資，當時只不過

圖個短線交易的價差。但後來我才發現，這

不是投資，而是投機。

投機的結果，就是讓我輸了好幾十萬

元，爾後我開始學習股神華倫．巴菲特

（Warren Buffett）的長期價值投資精神，
有閒錢就買好公司的股票，經過十幾年的存

股，才終於達成了財富自由。

回到這位朋友的狀況，又可分為2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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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分別說明如下：

問題1》長抱景氣循環股，波動大恐失去
複利效果

投資之前，要先了解公司的產業背景、

主要經營何種業務、長期獲利是否穩健或是

有望持續成長。旺宏是電子類股，本業是製

造記憶體；觀察歷年財報數字，可以發現它

在近10年的獲利並不穩定，屬於景氣循環
股（詳見表1）。我在之前的專欄文章中一
再強調，存股盡量不要存那些和景氣連動太

深，或者沒有護城河的股票；一旦你買在景

氣高點，要解套可能是若干年後的事情了，

甚至有可能長期無法解套，完全失去複利的

效果。

旺宏在2018年8月28日進行減資交易，
減資幅度為50.8%，也就是1張旺宏股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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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492股，減資後的旺宏股價則從33.65
元大漲到60.9元。
當時有關旺宏的新聞都是正面的消息，

摘錄《工商時報》在6月28日的報導：「旺
宏董事長吳敏求指出，今年以來記憶體市

場景氣逐漸好轉，價格開始出現止跌回升，

NOR Flash（編碼型快閃記憶體）市場天
天都有客戶排隊要產能⋯⋯」、「近幾年

NOR Flash供應商愈來愈少，需求卻明顯增
加，尤其新需求快速增溫，讓市況供不應

求。」

當你買進旺宏股票之後，你就是旺宏的股

東了，但是你真的了解記憶體的市況嗎？這

個產業的景氣供需都研究清楚了嗎？記憶體

市場有哪些公司是旺宏的競爭對手？萬一你

買在景氣高點該怎麼辦呢？

事隔不過兩個月，摘錄《工商時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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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日的報導：「旺宏第3季進入任天堂拉
貨旺季，但今年旺季成長幅度低於預期」、

「下半年高階NOR Flash及SLC NAND（快
閃記憶體）仍供不應求，但低階NOR Flash
面臨中國客戶競爭。出給任天堂的ROM
（唯讀型記憶體）拉貨動能不夠強，應與遊

戲機受零組件缺貨影響導致出貨量不如預期

所致。」

但當你看到這新聞時，旺宏股價已從

60.9元暴跌到19.15元（10月11日收盤
價）。

問題2》為救虧損標的，放棄金雞母是不
智之舉

前文這位本來想要賣旺宏、買日友的朋

友，卻因為旺宏跌停，變成要賣日友去「救

旺宏」，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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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開了兩家店，一家麵店生意興隆，

客人都要排隊才能進店消費，獲利豐厚；而

另一家冰店生意慘淡、損失慘重，就這樣經

過了2年，狀況都沒有改善，你會怎麼做？
要是我的話，我會把冰店收起來，然後擴

大麵店的投資。但若按照這位朋友買賣股票

的邏輯，他會把麵店獲利了結，然後收起來

近10年來，景氣循環股旺宏獲利不穩定表1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整理：華　倫

年度
稅後淨利（百萬元）

旺宏（2337） 日友（8341）

2008 4,515 12

2009 5,696 42

2010 7,783 57

2011 2,917 84

2012 -5,438 79

2013 -6,306 265

2014 -6,454 304

2015 -4,188 514

2016 -243 614

2017 5,518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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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救冰店」。如果你也是這樣做生意或投

資股票，應該賺不到大錢。

許多投資人常會犯的錯誤，就是「摘掉茂

盛的花朵，然後在雜草堆裡澆水」，但我們

要做的應是「讓獲利盡情高升，然後要讓虧

損盡速了結」。在A股票賠錢，不見得一定
要從A股票賺回來；在冰店虧的錢，也不見
得一定要從冰店賺回來，從麵店賺回來也是

可以的。

最後提供給喜歡存股的朋友一個建議，那

就是盡量選擇簡單易懂的民生消費股作為標

的，因為這些公司較不受景氣影響，獲利比

較穩定；相較於變化莫測的科技產業，更會

讓你吃得下飯，睡得著覺。

      （warrenc_smart@bwn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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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格 力
獨創每年賺30%的「購物車選股法」，不聽明牌、不靠線圖，只從
日常生活中的購物經驗來選股，提倡「績優股都在商店街，而非華

爾街」的理念，現為股感知識庫與商周財富網的專欄作家。

投資市場裡，每個人都有一套研判指標，

例如基本面、技術面或籌碼面。但我覺得最

重要的是非財務指標的「政策面」，因為不

管是長線存股或是短線交易都會受到政策影

響。

政策為領先指標，可協助預防投資風險

就像打球之前要了解比賽規則、開車要遵

守交通規則，公司的營運就是要遵循政府的

政策是最重要的非
財務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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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規定。俗話說：「站在風頭上，豬都會

飛」，當公司在有利的政策下，盈餘大增的

機率就相當高；反之，就會衰退。到底政策

會如何影響公司的表現？以下就從過往的實

際案例來查驗。

政策1》一例一休政策實施，重創物流、
通路業者

提到政策的影響就不能不提「一例一

休」，這法案不僅關係到勞工權益，對特定

人事成本占比較高公司的營運也是相當大的

衝擊。例如物流與通路都是人事成本相當高

的類股，此政策實施後，物流業者取消週日

送貨，以及通路業者大喊吃不消，就知道影

響甚巨。

知名的物流公司嘉里大榮（2608），
在2017年一例一休實施後的首季每股盈餘
（EPS）為0.42元、毛利率15.19%、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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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率10.64%，這3項財務指標相比前一
年同期分別衰退40.8%、27.76%及35%，
單從數據上就可以看出一例一休對物流業者

的大衝擊。

另 一 個 例 子 是 醫 療 通 路 的 杏 一

（4 1 7 5），營業利益率從前一年同
期的3.35%大跌至2.36%（衰退幅度
29.55%），導致EPS從前一年同期的單季
1.12元大幅下滑到0.71元。所以政策帶給
企業的衝擊真的是又急又快，投資在選股上

不可不慎。

政策2》中國禁止廢紙進口，影響環保類
股

除了一例一休之外，投資環保股更需要

關注政策方向，因為人事的問題可以靠產品

漲價因應，但是環保的規定很難有解套的方

法。如前陣子中國昆山的環保法規造成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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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撤離，就是很顯著的現象，高標準的環

保法規勢必會降低公司的毛利。

工業用紙大廠榮成（1909）2018年上
半年的營收年增35.6%，不過EPS卻僅有
0.87元（年減約5成），如果只看營收就買
進的投資人，真的會欲哭無淚。但搜尋相關

新聞即可發現，早在2017年底就傳出中國
禁止廢紙進口的政策，只有少數業者能拿到

廢紙進口許可證，當時已有報導指出，榮成

深受此政策影響而將使其成本大增。

從這個例子我們要學到，不能只關注營

收，了解政策更為重要。因為財報是「落後

指標」，而政策為「領先指標」，可預防投

資上的風險。

政策3》一旦加入CPTPP，畜產業者將受
衝擊

台灣在2019年有極高機率會加入「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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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其中關稅降低的部
分會衝擊畜產品，特別是白肉雞。所以我們

看到這則訊息就該聯想到國內飼料與畜產兩

大廠的大成（1210）與卜蜂（1215），
白肉雞的進口持續創高會影響國產白肉雞

銷售外，國內養的雞減少還會進一步影響

飼料的販售。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到大成
和卜蜂最大的營收來源都是飼料，分別占

營收54.87%與45.38%，其次則是肉品
的24.12%以及38.03%（又以雞肉為多
數）。

實際上大成跟卜蜂在台灣白肉雞市場合

計市占率超過40%，因此我國加入CPTPP與
否，相當值得其投資人觀察後續的影響。好

消息是兩家公司近年在肉品加工的消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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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有著墨，占營收比重也超過16%，唯有
透過持續增加較高毛利的消費食品比率才能

減少進口肉品的衝擊。

政策4》短期借款鬆綁法令，租賃雙雄受
益

金管會在今年10月底宣布鬆綁租賃業者
的短期融資限額，讀者們看到這個政策，應

該很清楚知道受益股就是融資相關個股，

例如租賃雙雄的中租-KY（5871）跟裕融
（9941）。修法後，將原本租賃業者的短
期融資限額從淨值的40%提升到100%，有
助於增加獲利空間，因為租賃業者就是靠借

錢賺利息。

此外，金融相關公司最容易遇到的呆帳問

題，其實也能從法令規範中找到答案，例如

裕融旗下的裕國融資在今年11月開始獲准
進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央行）」的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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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進而取得融資客戶過往的金流徵信紀

錄，如果客戶不還款也會被上傳違約資料，

如此一來便可以大大減少「呆帳」機率。比

起直接每季關注公司的呆帳比率，了解政策

更直接而且心安。

一例一休上路，嘉里大榮、杏一EPS皆大幅衰退表1

資料來源：財報狗網站　　整理：阿格力

公司
（股號）

2016.Q1 2017.Q1

EPS
（元）

毛利率
（%）

營業利益率
（%）

EPS
（元）

毛利率
（%）

營業利益率
（%）

嘉里大榮
（2608） 0.71 21.03 16.37 0.42 15.19 10.64

杏一
（4175） 1.12 30.51 3.35 0.71 30.18 2.36

大成與卜蜂的營收來源皆以飼料為主表2

資料來源：Yahoo!奇摩股市　　整理：阿格力

公司（股號） 2017年度營收比率
2018上半年

EPS（元） 年增率（%）

大成（1210） 飼料54.87%、肉品24.12%、消費
食品16.06%、大宗物資4.95% 1.64 27.13

卜蜂（1215） 飼料及加工性熟料45.38%、農畜牧
肉品38.03%、消費食品16.58% 1.47 -4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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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往的人事與環保政策，再到產業內特

殊的法規與協議，相信讀者們已經了解如何

應用在協助投資判斷。未來選股時，請務必

搜尋一下產業相關政策的資訊，才能讓投資

持盈保泰。

（analyst_smart@bwnet.com.tw）



黃 嘉 斌
擁有法人操盤經驗逾20年，2007年精準預測出盤勢反轉，成功躲
過金融海嘯，隔年在證券業創下76.3%的傲人績效，素有冠軍操盤
人稱號。著有《操盤手教你學會法人這樣賺台股》等著作。

台股戰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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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從年中就開始提醒讀者，要留意大盤

的風險，爾後談到風險管理、危機處理機制

的啟動刻不容緩，一直到明確地指出行情已

經走空。可是，這段期間還是有不少投資人

問我，「可以買股票嗎？」

在股海中的投資人要切記「順勢而為」，

同時要切忌「逆勢當出頭鳥」。我們只能試

著早一點看出誰是創造者，然後跟隨著他們

的步伐，分享他們帶來的成果，絕對不要妄

在台股黑暗期尋找
黎明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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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創造者。

趁逃命波來臨時減碼，切勿逆勢逢低布局

美國期中選舉落幕，選舉結果一勝一負，

符合人民的期待（美國人民向來不喜歡完全

執政）。選舉結果的影響筆者是不太在意，

只看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在11月期中選舉前的支持率達到47%，創
下上任以來的新高，並且超越前總統歐巴

馬（Barack Obama）在2010年期中選舉
前的水準。另外，根據CNN委託市調機構
SSRS所做的民調顯示，愈來愈多的美國人認
為，川普可能在2020年競選連任時獲勝，
這才是影響未來的重點所在，先留待後面再

討論。

至於11月24日的九合一選舉，牽動著國
內的政治板塊，甚至影響2020年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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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局。不過，當本篇專欄出刊時，一切結

果已經塵埃落定，而股市投資人最關心的行

情影響，也早就反映完畢，大盤又會回到原

來的軌道上。

一般而言，選舉行情結合年底作帳行情，

就過往的經驗來看，確實可以撐起一段期間

的行情，這也是筆者一直認為，縱使「頭

部」已經形成，而且將近3年的景氣擴張期
出現反轉，但是仍然有「右肩」的逃命波可

以期待，不過，這波行情是用來逃命而非逢

低布局。

再回到川普掀起的美中貿易戰，雖然有諸

多經濟學者與各方的批評聲浪，但是，美國

人民還是埋單，尤其是中間選民的支持度上

升了8個百分點。
日本與歐盟國家，從原本的憂心轉為支

持，還有「一帶一路」的「受惠者」也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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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來陳述，自身未蒙其利反而成為「受

害者」。這表示透過WTO（世界貿易組
織），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開放市場下，造成

中國的轉變與經濟強大的結果，並未讓它對

周邊國家與西方世界釋出同等善意、共享自

由經濟，反而使它更加集權，甚至挾經濟力

量輸出「專制」，等同於經濟侵略，這與西

方國家的期待背道而馳。

當川普開出第一槍，並且將問題攤在檯

面上後，對內集黨政軍三位一體堪稱「習皇

帝」、對外高喊「中國夢」的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正式與川普展開直球對決。

1970年代至1980年代，美日貿易摩
擦、加上「廣場協議」，使日本進入「失落

的十年」。美中貿易戰火的關鍵，不僅僅是

課徵關稅對經濟有所影響，更重要的是，先

進科技與關鍵零組件的圍堵，這足以延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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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傷害中國的核心競爭力，是否讓中國進

入「中國版的失落十年」雖然尚未可知，但

是，中國經濟一旦重創（目前中國經濟降速

已經屆金融海嘯的低點），不排除出現反習

的勢力反撲。

2019年為「5G元年」，高技術含量領
域最吃香

倘若2020年川普連任成功，他對中國不
會輕易鬆手，甚至會加大力度施壓，也就是

說，美中貿易摩擦的影響力現在才開始。黑

夜將至，空頭來了，現在做好因應，亡羊補

牢猶未晚矣。除此之外，也莫忘黑夜將至黎

明不遠，誰會是黎明的那一道曙光呢？

猶記得2008年金融海嘯後，正值4G網路
的崛起，時至今日已經10年，5G時代即將
開始。不過，面對5G的發展，實在有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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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4G的進程，其中有幾點要特別留意。
首先，第一階段5G標準的制定，已經於

今年第2季在韓國的釜山會議中，確認R15
版本技術規範與第一階段標準，後續電信

商、營運商可以依據此標準來建立商業化的

通訊系統，但是，初期5G系統是以4G網路
運作為基礎（意即初期網路建設採購規模有

限），因此初期鎖定商業應用為主，未能擴

及一般消費者。

市場估計要等到2019年，最終版本R16
確認下來後，才會是真正5G的實現。換言
之，要到了2020年相關產業的資本支出
才會開始大幅成長。從獨立市場研究機構

TechNavio與科技部落格The Edge of the 
Cloud所預估的資料顯示，2019年為5G元
年，但是，2020年的5G設備投資起飛年，
才是帶動商機的起始年（詳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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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建議投資人可以從下列幾個方向思考

5G的受惠族群：首先，5G規格技術與4G
的差異性，也就是何者共用？何者新增？開

放高頻譜的毫米波帶來不少改變，三五族

（III-V）半導體材料用量會增加。三五族化
合物是由元素週期表中三族的鋁（Al）、鎵
（Ga）、銦（In）與五族的氮（N）、磷
（P）、砷（As）、銻（Sb）、鉍（Bi）等
所組成，5G時代用量會更大。其中，5G基

2020年5G相關設備的市場規模將達95億美元圖1

註：2018年至2020年的數據為預估值　　資料來源：TechNavio　　整理：黃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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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至2020年，5G相關設備的
市場規模連年攀升，2019年達68億
美元，2020年達95億美元，而年複
合成長率為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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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台未來會以氮化鎵、碳化矽取代LDMOS
（橫向擴散金屬氧化物半導體）材料等。另

外，也將廣設小型基地台，以因應毫米波傳

輸距離短，同時體積縮小的特性。 
其次，從技術含量與成長性角度來思考，

也就是進入障礙高的技術更能獨享利益，因

此射頻元件中的毫米波元件，例如：濾波器

（filter）、天線（antenna）都是屬於技術寡
占且成長性高的領域。

不要當逆勢下的探頭鳥，要勉勵自己成為

看見清晨第一道曙光、飲下第一滴露水的早

起鳥，雖然辛苦，但是值得！

（stock_smart@bwnet.com.tw）



廖 繼 弘
台股技術分析大師，善於從基本面選標的、從技術面找方向，著有

《廖繼弘教你技術指標選對賺錢股》、《我的技術線型會轉彎》等

暢銷理財書。現為康和證券投資總監。

台股戰情室

201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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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10月下旬一度跌落5年線支撐，因跌
幅頗深（月跌幅一度達14.6%），加上市場
融資餘額大減（月減幅25%），出現跌深乖
離大的反彈行情，指數下跌至9,400低點後
止跌反彈，隨後因美國總統川普在美期中大

選前，釋出美中貿易戰緩解訊息，帶動國際

股市反彈，台股順勢彈回20日線及萬點附
近，不過美聯準會升息態度轉鷹派，使大盤

跟隨國際股市拉回整理，9日KD值攀升近80

大盤短線偏弱  
留意跌深反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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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檔後即轉折交叉向下，12日RSI彈至48即
拉回，短線反彈力道偏弱。

短期9,400點止跌反彈行情能否進一步強
化為較強的中期反彈，要看指數能否彈上萬

點，讓20日線轉為上揚助漲，12日RSI彈過
50以上，修正至低檔的9週KD值能否轉折交
叉向上而定；如12日RSI突破50向上，9日
KD值接著能攀升至80以上高檔鈍化，9週
KD值從低檔交叉向上，那反彈的空間才會較
大；若非如此，大盤短彈後仍會拉回測底。

台股欠缺基本面題材激勵，就看美中貿易

戰是否在11月底川習會後出現轉機，激勵美
股等國際股市上漲，帶動台股走勢。

目前大盤暫看5年線9,500點上下至萬點
震盪走勢，在未出現上述反彈強化的訊號

前，還是以搶跌深反彈因應，中期需20日線
向上助漲且9週KD值交叉向上時，才能較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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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選股操作，建議適度控制持股，逢回可留

意融資減肥、20日線及季線向上、且9週KD
值領先交叉向上業績股。

麗豐-KY》破季線向上，再採積極操作
受惠中國美容保養市場持續成長及持續展

店，麗豐-KY（4137）今年及明年營運展望
樂觀。

10月股災時，股價跌破年線馬上抽腳反
彈，但因9週KD值曾落入20以下鈍化，短
線由184元反彈至231元後，又再度回測年
線，在年線上下反覆震盪後彈升，突破中期

下降線壓力，向13週季線反彈修正，但週K
線以小紅突破，下降線突破有效度不足（詳

見Tips）。
由於13週季線至12月第2週才開始扣抵

234元以下低股價區，短線反彈至走低的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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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遇壓震盪難免，12週RSI如能彈至50多
空均衡點以上，接著扭轉季線趨勢向上，才

表示中期反彈力道進一步強化。

週K線爆出2萬9,588張大量的價位在
159元至209.5元間，年線至200元整數
關卡可視為支撐區，上檔壓力在半年線250
元上下，建議拉回低接、區間操作（詳見圖

1），能突破季線向上、且季線轉為上揚助
漲，才能積極操作。 

資料來源：大富資訊　　整理：廖繼弘

麗豐-KY上檔壓力在半年線250元上下，可採拉回低
接、區間操作

圖1

麗豐-KY（4137）還權週K線

2015 2016 2017 2018 11.16

13週季線走低

下降線突破有效度不足

週成交量未穩定放大

觀察12週RSI能否彈上50以上轉強

9週KD值短暫低檔鈍化

9週KD值低檔交叉向上

大量換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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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聯-KY》股價築底向上，中長期走勢將轉
強

特斯拉（Tes la）第3季財報出現3億
1,000萬美元的獲利，股價在10月份強勁
反彈，也帶動Tesla概念股貿聯-KY（3665）
止跌反彈，股價在10月上中旬觸及下降軌道

股價跌破支撐不需有量即可確認，但股價突破壓力則需有量才能確認；由高點延伸而下的下降

趨勢線，連結的高點愈多、角度為45度的下降線，趨勢有效度愈高，當股價突破有效度高的下降
線，需要帶量中長紅突破，其有效度較高。

下降線突破，須帶量支撐有效度

資料來源：大富資訊　　整理：廖繼弘

貿聯-KY股價短線遇中期下降線後震盪，於163元∼
172.5元間可低接

圖2

 貿聯-KY（3665） 還權週K線

2015 2016 2017 2018 11.16

年線壓力走低

週成交量放大

下跌軌道壓力待放量突破

12週RSI彈上50轉強，觀察能否站穩向上

9週KD值突破50向上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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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支撐後反彈向上，帶量突破13週季線和
172.5元頸線，週K線在172.5元至123.5
元間形成底部，13週季線走平向上，9週KD
值維持向上，12週RSI也攻過50，週成交量
放大，中期走勢明顯轉強，9月KD值也在低
檔收斂向上，表示中長期整理漸轉強；不過

股價短線遇中期下降線185元壓力後震盪，
週K線至少仍需以帶量中紅線補強其突破有
效度，建議可在拉回守住頸線172.5元至近
2週K線下影線低點163元間低接（詳見圖
2），上檔壓力在2年線208元至走低的52
週年線213.5元間，由於大盤偏弱勢，可採
區間來回操作因應。

（stockclass_smart@bwnet.com.tw）



權 證 小 哥
台股權證圈中知名的散戶，曾經是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三度賠光

積蓄，最後在權證投資上找到獲利心法，靠著10萬元本金，3年內
累積上千萬的資產，著有《權證小哥：贏家的智計》等理財書籍。

台股戰情室

201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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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20日，有媒體報導指出，生
技股康友-KY（6452）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黃文烈，9月減少133張持股，估計套現約
5,000萬元，而且沒有見到申報轉讓。法
人表示，依據規定，大股東、董監事與內部

人，如果要賣股票必須事先公告，並且於公

告日起第3個交易日才能在市場上賣出，但
是，如果每天在市場賣出的張數在10張以
內，則不用申讓。黃文烈不排除是每天悄悄

解讀康友-KY暴跌
暴漲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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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賣出，因此引起市場側目。

經營階層賣股消息曝光，引爆市場信心危

機

當小哥看到這則新聞後，就從籌碼K線找
尋是哪個券商分點，在9月每天賣10張以
內，且賣超總張數大約133張，結果發現台
中銀的某個分點，剛好在9月賣超133張康
友-KY，而且不只9月這樣賣，10月也連續
賣超（詳見圖1）。
再深入研究後發現，康友-KY不只股票出

貨，連波段權證也有出貨的痕跡。從小哥的

「玩家大戶大搜密」軟體中可以發現，元

富有個關鍵分點在康友-KY股價400元附近
時，開始大買看漲的認購權證，直到2018
年10月19日當天，康友 -KY創新高價達
538元時出清認購權證，這一天剛好就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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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KY崩盤的前一個交易日。當投資人發現
董事長賣股的新聞披露後，對這家公司的投

資信心就會變得相當脆弱，任何1根跌停都
會引爆後續的賣壓。

在康友-KY出現連3根跌停後，小哥在課堂
上就跟學員講，這檔股票可能會出現違約交

割，因為如果是在第1根跌停前用融資買股
票的投資人，在第3根跌停時就會收到融資
追繳令，還沒付交割款就被追繳，很容易讓

投資人乾脆不要交割，而不交割的結果更會

引爆接續的斷頭賣壓。事實證明，康友-KY
從10月22日起，連續跌停14個交易日，一
直到出現認售權證大賣的訊號為止！

11月8日當天，小哥的群組中還有學員認
為，康友-KY會跌到2位數。小哥就跟學員說
低點不遠了，理由就是小哥在盤中看到了主

力大賣康友-KY的認售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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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售權證是看空個股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11月8日當天，康友-KY的認售權證盤中賣
出金額高達4,883萬元（詳見圖2），但股
票還是一價到底跌停鎖死，在跌停價的委託

賣單尚有逾2萬張。小哥當晚研究主力收購
權證監控表後發現：凱基的內湖分點在當天

大賣認售權證，賺約千萬元（詳見圖3）。
小哥當時就認為，下個交易日康友-KY可能
開始反彈。

在看到康友-KY的董事長大賣股票後，小
哥當下就買了公司的認售權證，3天獲利高
達了468%；在看到主力大賣認售權證後，
小哥則是反手大買了認購權證，3天內獲利
更高達832%。此時市場有一堆人，勸告投
資人切勿買進權證，因為這些權證都被高估

了，買賣雙方都只剩下散戶，不見發行商的

造市買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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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急於用權證避險，導致標的隱波率

飆升

這個論點的確沒錯，但是太執著這個

論點，反而會失去獲利的機會，因為在康

友 -KY跌停鎖死時，個股的流動性出現問
題，權證的隱含波動率本來就會飆高，這是

因為多單持有者急著找尋避險管道，市場上

就只剩權證能避險，因此在發行商沒有提供

造市賣盤下，權證價格自然水漲船高。

對權證不熟的投資人還會認為是發行商

的坑殺，其實這是權證的自然現象。對權證

有些了解的投資人都知道，價格最終是由供

需決定，在跌停或漲停即將打開時，也就是

流動性不成問題時，權證的隱含波動率會出

現劇烈下跌，此時投資人就會發現權證價格

大幅降低，因此在出現3根跌停時不敢買認
售，跌停即將打開時不敢買認購。但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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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籌碼K線　　整理：權證小哥

康友-KY高層疑似透過台中銀分點出脫持股圖1

台中銀-復興分點在9月陸續賣出康友-KY，
數量與公司高層減少的張數相當，且10月
還在賣出

資料來源：全方位獨門監控　　整理：權證小哥

康友-KY的認售權證被大賣，預告跌停將打開圖2

康友-KY的認售權證，在11月8日個股出現
第14根跌停當天，被大量賣出，金額高達
4,883萬元，暗示康友-KY可能要開始反彈

資料來源：籌碼K線　　整理：權證小哥

主力趁康友-KY暴跌，用認售權證海撈上千萬圖3

主力在11月8日當
天，透過凱基-內湖分
點大賣認售權證

賣出金額達1,518萬
元，扣除成本後，粗
估獲利約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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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小哥卻都賺到錢呢？這段時間權證的混

亂價格背後的數據與含意，我們等到下期再

來慢慢說明。

（warrant@bwn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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