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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家觀點

每個月，慶龍都有一項研究功課必須得做，就是檢視台股所
有上市櫃公司 10 號(編按：2 月因武漢肺炎，延後到 2/15)所公
布的營收數據，並且在考量近 4 季 EPS 與目前股價所計算出來
的本益比，整理出「營運正在成長(近 3 個月營收年增率超過
30%」
，且「股價又便宜(本益比在 15 倍以下)」的潛力好股，作
為《投資家日報》可能追蹤的口袋名單；關於此策略更多的分析，
有興趣研究的訂戶，可參閱慶龍著書《12 招獨門秘技，找出飆
股基因》第 10 招的章節：仿效彼得林區、棒棒全壘打。

孫慶龍 Daniel
現職：投資家日報總監

《找出飆股基因》第 10 招：仿效彼得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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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
「營運正在成長」且「股價又便宜」，幾乎不太
容易同時出現，畢竟一家營運正在走揚的公司，自然容易得到資
本市場的追捧，進而推升股價的上漲，不過，慶龍主張的這套選
股策略，從過去經驗顯示，每每都能領先市場，發現被忽略的遺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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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招：彼得林區選股(市場驗證)

獨門密技

6/15 日報篩選出來符
合彼得林區選股條件的
22 檔標的，截至 7/13
為止，高達 20 檔呈現正
報酬，績效最好前 4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名，分別為創惟(6104)
的正 55.09%，聰泰

第 10 招：彼得林區選股(市場驗證)

獨門密技

(5474)的正 53.61%、
鈊象(3293)的正
40.6%、京鼎(3413)的
正 26.95%。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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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以 6/15 日報所篩選出來的 22 檔標的為例，截
至今天 7/13 為止，只有 2 檔帳面是出現虧損，其餘 20 檔目前
都是呈現正報酬，其中獲利幅度超過兩位數的，分別為創惟
(6104)的正 55.09%，聰泰(5474)的正 53.61%、鈊象(3293)的
正 40.6%、京鼎(3413)的正 26.95%、台郡(6269)的正 22.27%、
松翰的正 20.66%、智冠(5478)的正 15.66%、義隆(2458)的正
11.46%、宇峻(3546)正 11.38%。

投資心法
彼得林區

新一輪符合下述三個選股條件的標的，合計有以下 15 家：
(一)近 3 月營收年增超過 30%。
(二)本益比在 20 倍以下。
(三)排除近 4 季 EPS 有出現虧損者。

第 10 招：彼得林區選股

獨門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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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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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Line 群組

考量每個人因加入的時間不同，或因投資背景程度的差異，
導致對每天日報的解讀有所出入，因此為了提供更多元的服務品
質，慶龍決定成立《投資家日報》訂閱戶的 Line 群組，只要掃
描以下的 QR Code 就能加入，不過，加入之前還是請大家務必
遵守以下的規範：
(一)此 Line 群組為《投資家日報》訂閱戶的專屬群組，請勿私自
邀請朋友加入！
(二)有任何問題雖可在群組上發問，但請大家留意發問品質，有
些問題，如能 GOOGLE 上網就找到答案，還請自行查詢。
(三)請勿詢問某一檔股票、股權性質有價證券等具金融投資性質
之有價證券要買？還是要賣？建議提出您的看法，譬如說：
為什麼注意到這檔股票或有價證券？你觀察到什麼？群組
同學可以發揮同學愛，自由參與討論。
(四)希望本群組成員能夠正面積極樂觀，請勿充滿負能量發言，
不當發言者，警告 2 次不聽者，就會請您離開社團群組。
(五)《投資家日報》的內容皆有智慧財產權，請勿隨意散佈，違

為了提供更多元的服務
品質，慶龍決定成立《投

反者我們將保留法律追訴權。

《投資家日報》訂閱 Line 群組

資家日報》訂閱戶的
Line 群組，只要掃描 QR
Code 就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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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家 SI
驚奇指數

@延伸閱讀：
【從多頭排
列的家數，領先掌握台
股上漲的虛與實!】

說明：4/20 開始上升；資料日：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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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揭
密：花旗驚奇指數與台
股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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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名單
大數據決策

符合

尋找有機會「賺股利，

說明：黃底為 6/30 股價站上年線；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又可賺價差」的好股
票，長期以來都是慶龍

7%存股聖經的股票一覽表

符合

7%存股聖經的股票一覽表

相當倚賴的投資策略。

說明：黃底為 6/30 股價站上年線；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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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7%存股聖經的股票一覽表

尋找有機會「賺股利，
說明：黃底為 6/30 股價站上年線；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又可賺價差」的好股
票，長期以來都是慶龍

符合

7%存股聖經的股票一覽表

相當倚賴的投資策略。

說明：黃底為 6/30 股價站上年線；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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