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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家觀點

最近慶龍接到一些新加入日報訂戶的問題，反應每天《投資
家日報》的內容雖然很豐富，但由於自己還不熟悉，因此會常常
錯過許多重要的時刻，尤其看到近期日報許多追蹤的股票，都開
始飆漲，反而有一些失落。
關於上述新訂戶的困擾，慶龍認為最有效率的解決方式，除
了要加快自學的腳步(編按：老師的兩本著作要讀，也要多看老
師的 YT 頻道)之外，另一方面勇於尋求同學之間的互助，更是精
進與學習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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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前陣子慶龍與大學同學聚餐，一方面許多 20 年前的往
事浮現腦袋，另一方面，慶龍也很感謝那段歲月有他們在旁，因
為當時太熱衷課外活動，而忽略課堂的學習，但幸運的是每到考
試前，同學都會伸出援手，分享上課筆記、分享考古題，讓慶龍
可以「臨時抱佛腳」，安然度過大多數的考試；當然考試過後，
慶龍也都會請同學吃飯，感謝這些好朋友願意發揮同學愛。
換言之，幫助大家都賺錢，是我們的目標，而慶龍也會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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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量來分享釣魚的技巧，讓大家都可以看懂產業分析的精隨、
財報分析的眉角、技術分析的脈絡、與籌碼分析的關鍵，但同學
之間的討論，慶龍認為也是學習成長的重要一環。
最近看到許多同學，開始在日報 Line 群組中，分享讀完《投
資家日報》的收穫，分享看完慶龍在媒體節目的心得，相信這些
最近看到許多同學，開
始在日報 Line 群組

分享不僅能夠幫助大家更快速地掌握投資的精隨，成功度過每一
次股票市場的「考試」，也相信這些樂於分享的同學，未來也一
定會越分享越有錢。

中，分享讀完《投資家
日報》的收穫，分享看

股票投資的四大分析面向

完慶龍在媒體節目的心
得，相信這些分享不僅
能夠幫助大家更快速地
掌握投資的精隨，成功
度過每一次股票市場的
「考試」，也相信這些樂
於分享的同學，未來也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一定會越分享越有錢。
作為資訊的提供者，《投資家日報》會儘可能地提供多元且
有用的內容，而慶龍也會盡最大的力量來幫助每位訂戶都能賺到
錢，不過，慶龍更想要傳達的是「釣魚的方法」，因為「給你魚
吃，不如給你釣竿」，讓大家都學會可以自己判斷「誰是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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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可以進場？」「什麼時候該出場？」，不僅幫助大家把
股票投資的 Know-How 給學會，日後更可以創造源源不絕的被
動收入。
很欣慰看到有越來越多的訂戶，已經學成「出師」，而未來
也期許有更多的訂戶，可以跟著日報的規劃「富貴穩中求」；此
外，慶龍也希望未來能更營造出更好的學習與互動環境，讓每一
位加入《投資家日報》的訂戶，在投資的路上不再孤軍奮戰，而
是有一群很好的夥伴，與您一起前進，一起邁向財富自由的目
標。

企業動態
漢科(3402)
之 20
京鼎(3413)
之 24

近期半導體設備產業出現族群性的上漲，漢科(3402)不僅
一個月內股價從 30.05 元，上漲到 4/7 時的最高點 42.7 元，短
線漲幅達到 42%，更成功達陣日報 3/29 所引述的法人中線目
標價 41 元。

漢科(3402)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4 月股價走勢圖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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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科(3402)近 1 年股價與本益比的相關走勢圖

說明：根據法人預估，中線目標價為 41 元(4/7 達陣)；資料來源：3/29《投資家日報》

漢科(3402)與京鼎
(3413)這兩天雙雙達陣
日報所引述的法人中線
目標價 41 元與 280

鴻海集團旗下的半導體設備公司京鼎(3413)，一個月內股
價從 214 元，上漲到 4/8 最高點 281.5 元，不僅短線漲幅達到
31%，更成功達陣日報 3/26 所引述的法人中線目標價 280 元。

京鼎(3413)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4 月股價走勢圖

元，也再度印證《投資
家日報》做對投資與做
出績效的專業價值。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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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鼎(3413)近 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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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4/8 達陣)；資料來源：3/26《投資家日報》

半導體設備產業近期為
看到漢科(3402)與京鼎(3413)這兩天雙雙達陣日報所引述
何出現族群性的上漲？
3/26 的《投資家日報》
就已經做了領先市場的
分析論點。

的法人中線目標價，也再度印證《投資家日報》做對投資與做
出績效的專業價值。
至於半導體設備產業近期為何出現族群性的上漲？3/26 的
《投資家日報》就已經做了領先市場的分析論點，當時指出：
為了響應美國政府推動半導體自製率的政策，企圖扭轉美
國晶片製造占比從 1990 年 37%，大幅下滑到目前 12%的局
面，不僅台積電 2020 年宣布赴美投資 120 億美金，英特爾更
決定投入 200 億美金跨入到晶圓代工領域，並預計興建兩座晶
圓廠，此舉，不管對台積電的未來會不會造成衝擊？唯一可以
肯定的是，全球半導體設備產業，將因此大大受惠，畢竟「三
軍未發、糧草先行」，半導體產業的糧草，就是半導體設備。
此外，中國政府同樣也為了扭轉已連續 3 年每年都要從國
外進口半導體晶片超過 3000 億美金的窘境，因此也在積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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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製造在地化的政策，目標是 2025 年自製率要到 70%。
雖然 70%根本是「天方夜譚」，能到 40%就了不起了，畢
竟從 2015 年開始中國就在積極推動半導體自製率，原本預計
2020 年要到 40%，但最後實際中國本土廠商市占率僅有
5.8%，加上台積電的南京廠、三星等外資企業在中國產能之後，
才勉強達到 15%，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政府積極推動半
導體自製率的政策，全球半導體設備產業將因此大大受惠，畢
竟「三軍未發、糧草先行」，半導體產業的糧草，就是半導體設
備。

中國大陸推動

半導體自製率的目標

3/26 日報分析：受到美
中歐台韓都在計畫加大
半導體製造投資，全球
半導體設備產值 2021
年將成長到 760 億美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金，2022 年將攀升到
850 億美金。

再者，這一次全球車用晶片大缺貨的風暴，也讓歐盟開始
意識到建立自己供應鏈的必要性，因此目前歐盟正在研議「數
位羅盤」計畫，預計將投入 1500 億美金，期望 2030 年時能將
歐盟半導體產值從目前的 10%提升到 20%；姑且不論，此舉，
是否對目前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造成衝擊？但唯一可以肯定的
是，全球半導體設備產業，將因此大大受惠，畢竟「三軍未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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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草先行」，半導體產業的糧草，就是半導體設備。

半導體自製率計畫

全球三大經濟體的

3/26 日報分析：受到美
中歐台韓都在計畫加大
半導體製造投資，全球
半導體設備產值 2021
年將成長到 760 億美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金，2022 年將攀升到
850 億美金。

受到全球三大經濟體都在計畫加大半導體製造的投資，加
上原本的台灣與南韓也在不斷擴大設備投資，2020 年全球半導
體設備的產值不僅一舉突破到 690 億美金，改寫 2018 年 645
億美金的歷史紀錄，根據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 SEMI 今年 Q1 的
最新預估，2021 年產值將持續成長到 760 億美金，2022 年將
再攀升到 850 億美金，相近於 2016 年時的 400 億美金，短短
的 6 年時間就出現翻倍成長的力道，確實相當驚人。
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去年 12/4 日報所引述的數據來看，
全球的半導體設備產業，在過去這 3 個月時間，確實出現了相
當驚人的改變。回顧當時分析如下：
不斷增加的晶圓廠需求，也直接帶動半導體設備投資(編
按：300 奈米以下的設備)的支出，預估 2020 年不僅將突破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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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新高，年增幅度達到 13%，2021 年將持續上升到 600 億美
金，2023 年可望達到最高峰 700 億美金，年增幅度將爆衝到
20%，2024 年雖然會出現下滑 4%的可能，但總值依然可達到
670 億美金以上的歷史次高水準。

半導體設備 2011 年到 2022 年產值

全球

3/26 日報分析：相較於
去年 12/4 日報所引述
的數據來看，全球的半

半導體設備 2013 年到 2024 年產值

全球
導體設備產業，在過去
這 3 個月時間，確實出
現了相當驚人的改變。

資料來源：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 SEMI(20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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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評價

漢科(3402)近 1 年股價與本益比的相關走勢圖

目前日報【企業評價】
所引用的股價與本益
比相關走勢圖，或股價
與淨值比相關走勢
圖，資料來源除了來自

說明：根據法人預估，短線目標價為 44.9；資料來源：飆股基因 APP

漢科(3402)2015 年到 2021 年 EPS 與現金股利

【飆股基因 APP】之
外，其編制準則更是採
用滾動性方式，更能及
時反應目前市況的起
伏。

說明：近 5 年平均股利為 2.33 元，7%殖利率為 33.2 元，5%殖利率為 46.6 元，
(F)為法人預估；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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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鼎(3413)近 1 年股價與本益比的相關走勢圖

目前日報【企業評價】
所引用的股價與本益
比相關走勢圖，或股價
與淨值比相關走勢
圖，資料來源除了來自
【飆股基因 APP】之

說明：根據法人預估，中線目標價 296；資料來源：飆股基因 APP

京鼎(3413)2017 年 1/1 到 2021 年 4/7 期間價格與成交量

外，其編制準則更是採
用滾動性方式，更能及
時反應目前市況的起
伏。

資料來源：C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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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Podcast

慶龍的 Podcast 頻道已正式上線，期望能透過更多元的影
音服務，讓訂戶了解更多關於投資理財的學習議題，目前除了蘋
果手機系統 Podcast 外、KKBox、Spotify、SoundCloud 等平
台也同步上架，歡迎加入免費訂閱的行列。
下載與搜尋的步驟

很高興跟大家宣布，慶龍
的 Podcast 頻道已正式
上線，期望能透過更多元

掃描我，免費加入訂閱(Apple 系統)

的影音服務，讓訂戶了解
更多關於投資理財的學
習議題。

Apple 網址：https://reurl.cc/n0Lj7d
Spotify 網址：https://reurl.cc/Xkqar0
KKBOX 網址：https://reurl.cc/R1yly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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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4 月 08 日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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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開始上升；資料日：4/1(每周更新)；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恐懼與貪婪指數

@延伸閱讀：【恐懼與貪
婪指數：逆市場操作以
台灣 50(0050)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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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名單
大數據決策

月 KD 出現低檔黃金交

黃金交叉的股票一覽

月 KD 在 25 以下

死亡交叉的股票一覽

月 KD 在 79 以上

叉，是攸關一檔潛力好
股的起漲點，而月 KD
出現高檔死亡交叉，則
是一檔原本在走多頭的
股票，起跌點的重要跡
象。

說明：*為股價跌破 20 周均線；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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