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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家觀點     紡織股宏遠(1460)今天股價再度延續前兩天的強勢，不僅一

開盤就亮燈漲停，股價來到 11.85 元，更寫下連續第三天漲停的

紀錄，換言之，若以 6/2 日報開始追蹤時的股價 7.89 元計算，

半個月漲幅已達 50%，再度印證《投資家日報》總能領先市場、

作對投資做出績效的專業價值。 

 

宏遠(1460)6/19 股價分時走勢圖 

 

 

    看到日報追蹤的股票，連續三天漲停，訂戶在歡喜之餘，相

信也有不少訂戶會感到惋惜，理由或許是太早賣？或是根本還來

不及進場？ 

    不管您現在的心情是歡喜？還是惋惜？慶龍想要跟大家說

的，只要方法對了，只要有信念，市場總是充滿各種賺錢的機會，

有掌握到這一次的獲利，為你按讚鼓舞，即使錯過了這一次，也

還會有下一次機會，畢竟連續三天漲停板的股票，在主筆《投資

家日報》12 年的時間，平心而論，常常看到，因為只要方法對

了，只要有信念，市場總是充滿各種挖掘飆股的賺錢機會。  

 孫慶龍 Daniel 

現職：投資家日報總監 

學歷：英國 EXETER 大學財務管理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學士 

證照：證券投資分析師(CSIA) 

      教育部大專院校合格講師證書 

      MIC 高科技產業分析師 

經歷：鑫圓滿證券投資總監 

      致理科技大學財金系講師 

      理財周刊 執行長 

商周編輯顧問 BWE 

著作：《源源不絕賺好股》 

《發掘未來 10 年產業趨勢：半導體設備》 

《發掘未來 10 年產業趨勢：電動車》 

《12 招獨門秘技：找出飆股基因》 

@日報訂戶專屬 LINE 群組：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98262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352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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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691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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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1460)6/17 股價分時走勢圖 

 

 

宏遠(1460)6/18 股價分時走勢圖 

 

 

 企業動態 

宏遠(1416) 

     成立於 1988 年的宏遠興業(1460)，資本額 50 億元，全球

員工人數 7300 人，是一家以「掌握原料」與「後加工整合」等

兩項核心技術的紡織公司，擁有自主的原料技術平台，也具備從

 

宏遠(1460)連續第三天

漲停版，不管您現在的

心情是歡喜？還是惋

惜？慶龍想要跟大家說

的，只要方法對了，只

要有信念，市場總是充

滿各種賺錢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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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撚、撚紗、織布、染整、印花、貼合塗佈等垂直整合的能力，

本身除了具備研發能量與一貫化的作業經驗之外，更是台灣第一

家導入工業 4.0 智慧生產的紡織公司。 

 

宏遠(1460)總經理葉清來現場解釋工業 4.0 的流程 

 
照片來源：投資家日報 

 

     談到宏遠的研發能量，就不得不提起 2003 年成立，目前

研究員達到 59 人，每月以開發 200 多種產品的速度，等級可媲

美國家級研究中心的尖端技術研究所(Everest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尖端技術研究所的成立，除了涵蓋防風、防水、高透濕、防

燃等物性測試之外，還包括了原物料、特殊化學、奈米科技、塗

佈貼合等研究，讓宏遠不但擁有開發差異化產品的能力，更可反

應在快速上市、快速量產、快速回饋客戶需求的企業競爭力上。  

    「我對技術很重視，每年至少投入營收的 3%~4%來支持研

發，尤其在 2003 年決定從運動服飾，跨入到 outdoor 領域之

後，由於機能性功能增加許多，因此才有成立尖端技術研究所的

 

尖端技術研究所的成

立，讓宏遠不但擁有開

發差異化產品的能力，

更可反應在快速上市、

快速量產、快速回饋客

戶需求的企業競爭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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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宏遠總經理葉清來接受慶龍獨家專訪時表示，運動服飾

所要求的功能其實很單純，並不是什麼高科技，只要一台機器將

布料浸泡一下藥劑，出來之後烘乾，就可以達到吸濕排汗，浸泡

另外一個藥劑，就可以防潑水了，「但 outdoor 的服飾，起碼要

同時有 5 種，甚至 10 種的機能性功能，因此不但會複雜許多，

還必須得從原料、從合成膜的過程中，不但還把功能效果做出

來，還要能夠克服成本的問題。」他說。 

 

宏遠(1460)國家級研究中心：尖端技術研究所 

 
照片來源：公司 

 

     長期在技術研發的投入與能量的累積，讓宏遠每次在重要

的轉折階段，都能成功獲得下游客戶的信任，並成為營運更上一

層的支柱。 

    葉清來回憶，宏遠興業自 1988 年成立以來，平均每 5 年就

會歷經產品的升級與轉型過程，第一個與第二個 5 年透過日本顧

問的協助，平均每年花費 4~5 千萬，來突破原料技術的瓶頸，「一

般日本會將技術分為 ABC 三個層次，C 是只要你成為他的客戶，

他就會教你，B 則是要付顧問費來買，至於 A 則是非常深入的東

 

長期在技術研發的投入

與能量的累積，讓宏遠

每次在重要的轉折階

段，都能成功獲得下游

客戶的信任，並成為營

運更上一層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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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永遠不會賣給你，」他進一步有感而發，不過由於自己在企

業經營上，始終維持即使賠錢也要信守承諾的原則，因此才有機

會接觸並學習到 A 的技術，並且讓宏遠在研發上，不僅做到紗

的突破、原料的突破，布的突破，最後也展現在女裝薄料，與男

裝厚料的產品競爭力上。 

 

 

 

    研發技術的累積，讓宏遠第三個五年轉型計畫，有了跨入運

動機能用布的契機，並且成功打入美國體育用品大廠 Nike 的供

應鏈中，「紡織品進口到美國，都有很高的關稅，但只要能做到

例如防水的機能性功能，便可降低 2~3 成的關稅，」葉清來進

一步解釋，當時日本人發明了一種不需要塗膠就可以防水透氣的

布料，深獲 Nike 的喜愛，不過一碼布的成本要價 3.7 美元，也

讓 Nike 思索尋找替代品的可能，而宏遠利用樹脂填補多一點紗

和紗之間的孔隙，並搭配潑水劑的使用，不僅成功創造與日本相

仿的防水品質，更將一碼布的成本下降到 2.3 美元，便宜近 38%

的價格優勢，也讓宏遠獲得 Nike 的大單，並奠定第三個五年計

劃的營運基礎。 

     研發技術的累積，讓宏遠第三個五年轉型計畫，有了跨入

 

研發技術的累積，讓宏

遠第三個五年轉型計

畫，有了跨入運動機能

用布的契機，並且成功

打入美國體育用品大廠

Nike 的供應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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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機能用布的契機，並且成功打入美國體育用品大廠 Nike 的

供應鏈中，「紡織品進口到美國，都有很高的關稅，但只要能做

到例如防水的機能性功能，便可降低要付給的 2~3 成關稅，」

葉清來進一步解釋，當時日本人發明了一種不需要塗膠就可以防

水透氣的布料，深獲 Nike 的喜愛，不過一碼布的成本要價 3.7

美元，也讓 Nike 思索尋找替代品的可能，而宏遠利用樹脂多填

補一點紗和紗之間的孔隙，並搭配潑水劑的使用，不僅成功創造

與日本相仿的防水品質，更將一碼布的成本下降到 2.3 美元，便

宜近 38%的價格優勢，也讓宏遠獲得 Nike 的大單，並奠定第三

個五年計劃的營運基礎，「我們還引進日本那一套結合流行與功

能運動的產品思維，用來改造 Nike，」他補充說明，當時美國

機能性的運動服飾，功能就是功能，花樣單純手感不好，是宏遠

透過學習日本，加上本身具備研發原料與特殊染整加工紗的能

力，因此再加入自己的 DNA 之後，提供給 NIKE 在產品上的改

造思維，得以創造出兼具優雅與功能的運動服飾。 

 

獨家專訪宏遠(1460)總經理葉清來 

 
照片來源：投資家日報 

 

「我對技術很重視，每

年至少投入營收的

3%~4%來支持研發」宏

遠(1460)總經理葉清來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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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宏遠(1460)的尖端技術研究所，目前所展現的

研究能量，絕非一蹴可幾，而是經歷過漫長的累積過程，先從成

立陽春的實驗室，再進入到符合 SGS 標準的實驗室，最後才統

整成為目前所看到的尖端技術研究所。 

而投入研發資源的關鍵時間點，可追溯到 2000 年那一段爭

取美國體育用品大廠 Nike 訂單的故事，並且為了更加符合不同

國際運動大廠的生產流程，與縮短產品上市的時間，葉清來開始

投入成立符合 SGS 標準的實驗室(SGS 是目前全球在檢驗、查

證、測試和驗證服務的領導廠商，在全球擁有 1650 多間的實驗

室)，一方面期望能減省每年高達 1000 萬元的委外實驗費用，另

一方面則建立起自己就能發表合格檢驗報告的能力，「宏遠的實

驗室從不合格到合格，雖然花了 3~4 年的時間，但建立起自己

可以出報告的能力，不僅大幅縮短產品交期的時間，更有利於爭

取國際大廠的訂單，」他表示目前宏遠在全球合作的品牌夥伴已

超過 300 家，其中著名品牌包括 Nike、The North Face、

Columbia、patagonia、lululemon、UnderArmour 等等。  

 

宏遠(1460)目前下游合作的品牌客戶 

 
資料來源：公司 

 

宏遠(1460)的實驗室建

立起自己可以出報告的

能力，不僅大幅縮短產

品交期的時間，更有利

於爭取國際大廠的訂

單，目前全球合作的品

牌夥伴已超過 3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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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評價 

 

 

宏遠(1460)近 900 日股價與淨值比的相關走勢圖 

 

說明：根據法人預估，中線目標價 12.5；資料來源：Cmoney 

 

宏遠(1460)2018 年 1/1 到 2020 年 6/17 期間價格與成交量 

 
資料來源：Cmoney 

 

@可至延伸閱讀： 

善用【企業評價】，樂

當聰明投資人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5385823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538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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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 

鑽石菁英班 

 

 

 

 

    《Smart 致富月刊》預計將在 7/11、7/25、8/8、8/22、

9/5、9/19，開設一系列包括技術分析、財報分析、產業分析、

籌碼分析，並橫跨三個月的教學課程。六堂合計 18 小時。 

 

 

 

 

為了能讓訂戶更加了

解日報內容與精隨，

《Smart 致富月刊》預

計將在 7/11、7/25、

8/8、8/22、9/5、

9/19，開設一系列包

括技術分析、財報分

析、產業分析，並橫跨

三個月期間的教學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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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在鑽石菁英班中，您可以獲得以下收穫： 

(一) 系統性學習，從初階到進階，建立起財報分析、技術分析、

產業分析、籌碼分析的 SOP 流程，培養出投資的一技之長。 

(二)長達三個月課程，與老師同學們之間可歷經各種金融事件的

實戰過程，上課內容不僅學以致用，投資路上更不再單打獨鬥。 

 

 

 

 

 

在鑽石菁英班中，您可

以系統性學習，從初階

到進階，建立起財報分

析、技術分析、產業分

析、籌碼分析的 SOP 流

程，培養出投資的一技

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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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家 SI

驚奇指數 

 

 

 
說明：4/20 開始上升；資料日：6/15(每週更新)；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花旗驚奇指數 2015 年到 2020 年走勢圖 

 
 

 

 

 

 

@延伸閱讀：【從多頭排

列的家數，領先掌握台

股上漲的虛與實!】 

 

@延伸閱讀：【獨家揭

密：花旗驚奇指數與台

股的關係 】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57757515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57757515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57757515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7447083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7447083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744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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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袋名單

大數據決策 

 

獨門密技第 10 招：彼得林區選股 

 

 

獨門密技第 10 招：彼得林區選股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考量近 4季 EPS與目前

股價所計算出來的本益

比，可整理出「營運正

在成長，且「股價又便

宜」的潛力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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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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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黃底為股價站上 20 周均線；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檢視 5 月底出現月 KD

在 20 以下黃金交叉，

合計有以下 88 檔，此

外，為了進一步縮減選

股的範圍，因此多加計

股價必須站在 20 周線

以上，作為底部翻轉、

中長期趨勢由空翻多的

確認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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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KD 在 20 以下黃金交叉的股票一覽 

 
說明：黃底為股價站上 20 周均線；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月 KD 在 20 以下黃金交叉的股票一覽 

 
說明：黃底為股價站上 20 周均線；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檢視 5 月底出現月 KD

在 20 以下黃金交叉，

合計有以下 88 檔，此

外，為了進一步縮減選

股的範圍，因此多加計

股價必須站在 20 周線

以上，作為底部翻轉、

中長期趨勢由空翻多的

確認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