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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家觀點

檢視 10 月月 KD 指標在低檔出現黃金交叉的標的，第一檔
引起慶龍研究興趣的，就是核心業務在醫療耗材的邦特(4107)。
畢竟追蹤邦特 2005 年以來的股價走勢，每當月 KD 指標出
現低檔黃金交叉，似乎都預告了多頭行情即將再起的跡象，因此
當 2021 年 10 月底的月 KD 指標在 21 附近黃金交叉時，一方面
可視為這一波從高點 164 元滑落的修正走勢即將結束，另一方面
也可期待中長期趨勢「由空翻多」的轉折變化。

孫慶龍 Daniel

邦特(4107)2005 年到 2021 年月 KD 指標與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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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2005 年以來邦特(4107)曾經出現過 5 次月 KD 在 22 以下黃
金交叉的變化，分別為：
(一)2006 年 3 月：
月 KD 指標在 16 附近黃金交叉，預告了後續股價從 8.82 元，
上漲到波段最高點 55.3 元的多頭走勢，波段漲幅高達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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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9 年 2 月：
月 KD 指標在 22 附近黃金交叉，預告了後續股價從 21.25
元，上漲到波段最高點 55.9 元的多頭走勢，波段漲幅高達 163%。
(三)2012 年 2 月：
月 KD 指標在 15 附近黃金交叉，預告了後續股價從 27.1 元，
上漲到波段最高點 173 元的多頭走勢，波段漲幅高達 538%。
(四)2017 年 10 月：
月 KD 指標在 14 附近黃金交叉，預告了後續股價從 89.5 元，
上漲到波段最高點 164 元的多頭走勢，波段漲幅高達 83%。

邦特(4107)2005 年到 2021 年月 KD 指標與走勢圖
追蹤邦特(4107)2005
年以來的股價走勢，每
當月 KD 指標出現低檔
黃金交叉，似乎都預告
了多頭行情即將再起
的跡象。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五)2021 年 10 月：
月 KD 指標在 21 附近黃金交叉，對到月底的收盤價 109.5
元，是否會再度複製前四次多頭再起的走勢？確實值得投資人進
一步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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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動態
邦特(4107)
之1

成立於 1991 年的邦特(4107)，主要的生產基地位在宜蘭與
菲律賓，公司原本的起家產品應用原是在血液透析(俗稱洗腎)，
近幾年則是透過不斷開發新產品，成功跨入到介入放射科、泌尿
科、心血管科與加護病房等領域的醫療耗材。

邦特(4107)起家產品
應用原是在洗腎，近幾
年透過不斷開發新產

資料來源：邦特

品，已成功跨入到介入
放射科、泌尿科、心血
管科與加護病房等領
域的醫療耗材。

此外，若以今年前 9 月的營收分布來看，TPU 導管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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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達到 24.69%，其次是血液迴路管的 23.1%、外科引流管
的 16.7%、藥用軟袋的 12.15%、穿刺針的 7.35%。
不斷開發新產品的應用，也讓邦特(4107)近幾年的 EPS 獲
利，一路呈現節節高升的趨勢，從 2011 年時的 1.64 元，上升
到 2012 年的 2.12 元、2013 年的 2.71 元、2014 年的 3.43 元、
2015 年的 4.07 元、2016 年的 5.17 元、2017 年雖然一度下降
到 4.39 元，但 2018 年立刻又回升到 5.84 元，2019 年持續上
升到 6.7 元，2020 年再走揚到 7.05 元。

不斷開發新產品的應
用，也讓邦特(4107)
近幾年的 EPS 獲利，一
路呈現節節高升的趨
勢。

資料來源：邦特

2021 年雖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導致菲律賓停產 2
個月，加上非必要手術產品的需求大減，呼吸科產品需求大增的
產業變化，讓邦特營收的成長受到阻礙，但根據法人表示，要維
持與去年每股 7 元 EPS 的獲利表現，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換言之，若以 10 月底月 KD 在低檔黃金交叉時的收盤價 109.5
元計算，本益比約在 15.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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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評價

邦特(4107)近 1 年股價與本益比(滾動式)的相關走勢圖

@可至延伸閱讀：
【如何用本益比或淨值
比河流圖判斷好價格】

資料來源：飆股基因 APP

邦特(4107)近 1 年股價與淨值比(滾動式)的相關走勢圖

資料來源：飆股基因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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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各家券商推薦

資料來源：全曜財經

邦特(4107)2018 年 1/1 到 2021 年 11/2 期間價格與成交量

資料來源：C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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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不看盤投資
六堂線上課程

很高興看到以下許多這次已報名上過課的同學，都給予正面
且肯定的回饋，此外，為了提高同學的學習效率，報名這次課程
的同學，不僅都可以免費加入專屬的 Line 群、FB 私密社團、甚
至還有 Goog meet 線上討論的加值服務(編按：本月預計訂在
10/28 星期四晚上 8 點到 9 點半)，讓同學都可以學以致用，不
斷精進上課所學的 Know-How。

真實回饋文

上過課同學的

很高興看到許多這次已
報名上過課的同學，都
給予正面且肯定的回
饋。

慶龍始終相信，只有當你學會用「投資」的心態，而非「投
機、賭博」的心態來看待股票市場，才能夠真正體現股神巴菲特
所言「股票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資產」的精神。
換言之，投資人在看待一檔股票時，關注的焦點應該是要放
在「企業價值」
，而非「股票價格」
；至於企業價值要如何評量？
透過財報分析的方式，就能夠合理被推估出來，一檔股票的合理
價是多少？便宜價落在哪裡？昂貴價又是多少錢？並藉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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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投資人便宜價(買低)昂貴價(賣高)的賺錢契機。

股票投資的正本清源：是看

價值，而非看價格

這次的課程不僅與目
前坊間上主流教大家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看股價波動」的課，
有本質上的不同，與過
去幾年慶龍的課，也將
出現升級版的變化，主
要會以「企業價值評
價」作為核心教學的重
心，並以此發展出四個
學習目標。

再次強調，任何一檔股票都是可以透過「財報分析」的方法，
計算出企業合理的價值？慶龍除了會三不五時在日報中分享這
些方法之外，這次 10/1 與《Smart 智富月刊》合作所開設的線
上影音錄影課程，重點同樣也是放在「企業價值評價」的課題上，
進行系統性教學，不僅從初階到進階，相信上完這六堂課、合計
18 小時的課程之後，同學都能夠逐步建立起企業評價的 SOP 流
程。
整體而言，這次的課程，不僅與目前坊間上主流教導大家「看
股價波動」的課程，有本質上的不同，與過去幾年慶龍所開設的
課程，也將出現升級版的變化，主要會以「企業價值評價」作為
核心的教學重心，並以此發展出四個學習目標：
(一)認識企業價值與兩大分析方法
(二)財務比率法的基本架構：例如本益比、淨值比、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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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比率法的延伸應用
(四)內在價值法的個股應用

最後，主辦單位針對日報訂戶提供優惠價格，原價 21,600
元，訂戶價只要 16,800 元，不僅現省 4800 元，每小時更只要
主辦單位針對日報訂
戶提供優惠價格，原價

933 元；歡迎有興趣訂戶，可點選報名網址：https://reurl.cc/yeMjV8
；或洽詢客服專線(02)2510-8888，或在日報 line 群，私訊
@smart888 客服。

21,600 元，日報訂戶
價只要 16,800 元，現
省 4800 元。

【我要報名上課】：https://reurl.cc/yeMj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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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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開始上升；資料日：1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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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飆股基因》第 2 招：月 KD 的妙用

月 KD 妙用的投資策
略，2010 年到 2021
年的大數據決策：平均
勝率 71%，平均報酬率

黃金交叉的股票一覽

月 KD 在 25 以下

84%。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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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交叉的股票一覽

月 KD 在 80 以上

死亡交叉的股票一覽

月 KD 在 80 以上

10 月底出現月 KD 指
標在 76 以上死亡交叉
的股票，請詳見右表。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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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股聖經：依照本益比排序

台股目前合計有 36 檔
股票，符合 7%存股聖
經的條件。

存股聖經：依照本益比排序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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