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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家觀點

隨著半導體設備股瑞耘(6532)連續第二個交易日亮燈漲停，
今天 1/3 股價最高來到 62.1 元，若以 12/2 日報開始追蹤時的股
價 43.35 元計算，波段漲幅不僅已達 43%，更再度印證《投資家
日報》總能領先市場，做對投資與做出績效的專業價值。

瑞耘(6532)2022 年 1/3 股價分時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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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家日報》之所以會開始追蹤瑞耘(6532)，關鍵原因除
了基本面的成長趨勢之外，月 KD 指標出現低檔的黃金交叉，同
樣也是吸引到慶龍目光的一大原因，回顧 12/2 的日報內容如下：
檢視 11 月底出現月 KD 在 25 以下黃金交叉的口袋名單，第
一檔引起慶龍研究興趣的，就是日報在 2020 年 2 月曾經追蹤過
的半導體設備股瑞耘(6532)。
瑞耘在 2020 年 3 月到 5 月，上演過一段讓市場非常驚豔的
噴出行情，3 個月期間，股價就從最低點 25.95 元，飆漲到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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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波段漲幅高達 257%。
不過激情過後還是得回歸到基本面，由於公司獲利未能再持
續走高，因此股價便出現了長達一年多的回檔修正，從 2020 年
5 月的最高點 92.8 元，回跌到 2021 年 10 月的最低點 35.5 元，
下跌幅度高達 61%。
然而，股價跌深就是最大的利多，加上 2021 年 11 月瑞耘
(6532)的月 KD 指標，在 20 附近出現了黃金交叉的轉折，似乎
預告了中長期的趨勢有機會「由空翻多」。

瑞耘(6532)2019 年到 2021 年股價走勢圖

日報之所以會開始追蹤
瑞耘(6532)，關鍵原因
除了基本面的成長趨勢
之外，月 KD 指標出現
低檔的黃金交叉，同樣

資料來源：2021 年 12/2《投資家日報》

也是一大原因。
從目前的股價發展來看，透過月 KD 指標的低檔黃金交叉，
來挖掘被市場忽略的潛力好股，確實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而這
也是慶龍每個月都必須做的一項研究功課：整理台股所有上市櫃
公司，那些股票出現月 KD 在低檔黃金交叉？哪些股票出現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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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 在高檔死亡交叉？前者攸關一檔潛力好股的起漲點，而後者
則是一檔原本在走多頭的股票，起跌點的重要跡象。
此外，月 KD 妙用的投資策略，其步驟相當簡單，只有二：
(一)當月 KD 出現 20 以下黃金交叉時，買進。
(二)當月 KD 出現 80 以上死亡交叉時，賣出。

《找出飆股基因》第 2 招：月 KD 的妙用

透過月 KD 指標的低檔
黃金交叉，來挖掘被市
場忽略的潛力好股，確
實具有很高的參考價
值。

整體而言，月 KD 妙用的投資策略，不僅已成功運用在 2011
年以來日報許多追蹤標的成功經驗上，即使套用在台股所有符合
資條件的標的上，一樣也可創造通過大數據分析，且結果令人印
象深刻的績效表現。
所謂大數據分析，指得就是：只要台股 1700 多家上市櫃公
司，符合上述的買進條件，在完全不管任何基本面、產業面、籌
碼面、甚至技術面等因素，就直接列入買進名單，並且 Buy&Hold
到月 KD 出現在 80 以上死亡交叉時賣出，在 2010 年 1/1 到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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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28 期間的歷史回測，統計結果如下：
(一)總進場次數：1,110 次。
(二)平均賺錢勝率：71.34%。
(三)平均報酬率：84.38%。
(四)投資組合累計報酬率：194%(大盤同期 105%)。
(五)投資組合年化報酬率：9.92%(大盤同期 6.52%)。
(六)投資組合年化報酬率標準差：17.36%(大盤同期 15.44%)。
(七)Beta 值：0.75。
(八)夏普指標 Sharp Ratio：0.53。
(九)最佳報酬率：2045%。

月 KD 指標大數據分析

2010 年到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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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整體而言，上述的投資策略即使範本數已達 1100 次，仍可
維持超過 71%的平均勝率，以及超過 84%的平均報酬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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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客觀的數據來看，確實是一個相當完善、且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的投資策略之一。

影音觀點：月 KD 的妙用，找出飆股基因

更多關於月 KD 指標妙
用的分析內容，歡迎點
選收看影音觀點。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LPAi3T3B-Og

投資心法
月 KD 指標
2021 年 12 月

時序進入到 1 月，新一輪透過「月 KD 指標」篩選的標的，
除了排除 KY、TDR、債券型 ETF、槓桿型 ETF 之外，
「黃金交叉」
的篩選條件，做了以下兩點調整：
(一)近幾個月的月 KD 曾出現過黃金交叉。
(二)12 月底 D 值在 25 以下。
「死亡交叉」的篩選條件，也做了以下兩點調整：
(一)近幾個月的月 KD 曾出現死亡交叉。
(二)12 月底 D 值在 7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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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交叉的股票一覽

月 KD 在 25 以下

時序進入 1 月，新一輪
透過「月 KD 指標」篩
選的標的，請詳見右

死亡交叉的股票一覽

月 KD 在 75 以上

表。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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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不看盤投資
六堂線上課程

任何一檔股票都可以透過「財報分析」
，計算出合理的企業
價值？慶龍除了會三不五時分享在日報中，
《不看盤投資》的線
上影音課程，更將進行系統性教學，從初階到進階，合計 6 堂課
18 小時，協助同學建立企業評價的 SOP 流程；此外，上課同學，
還可加入專屬 Line 群、FB 私密社團、與 Goog meet 線上討論
等加值服務。

影音觀點：不看盤投資課程的學習大綱與目標

原價 21,600 元，日報
訂戶價只要 16,800
元，現省 4800 元，訂
戶專屬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ye
MjV8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e5FwwK_-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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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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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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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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開始上升；資料日：1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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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有進行

大擴產能準備的企業

檢視目前台股 1700 多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家上市櫃公司中，合計

2020 年有進行

大擴產能準備的企業

有 50 家公司在 2020
年做了大擴產的準備，
當年度資本支出佔股本
的比率超過 80%。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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