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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家觀點     2 月中旬開始追蹤的華新(1605)，目前股價還在持續飆升，

不僅再度印證《投資家日報》總能領先市場，做對投資與做出績

效的專業價值之外，更讓許多訂戶收益豐富，以下是其中一位同

學的真實回饋，分享給大家，共勉之！  

 

日報訂戶的真實回饋文 

 

華新(1605)2022 年 1 月到 4 月股價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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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98262
http://smart.businessweekly.com.tw/Dvd/detail.aspx?id=04DV201608
http://smart.businessweekly.com.tw/Dvd/detail.aspx?id=04DV201609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9667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JthBchDkrwSJKeJGymEJ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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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心法 

股神特質 

四季投資法 

 

    然而，檢視近期的台股，平心而論，除了華新(1605)之外，

其餘的標的，基本上都開始進入原地踏步，甚至進一退二的狀

態，相信面對這樣的局勢，會磨煞了許多訂戶的耐心，所以今天

的日報，慶龍想跟大家分享「股票投資」該有的正確定見，畢竟

理財前要先理好心。 

 

 

 

    被譽為「德國股市教父」、「歐洲股神」的安德烈科斯托蘭尼

（André Kostolany），在 65 年的投資經歷中，不但見證了詭譎

多變的金融市場，更總結了一個畢生的投資理論，他認為，想要

在股票市場中成為長期贏家，必須具備 4 項特質：想法、耐性、

閒錢與好運。 

@特質 1：有想法──分析觀點領先市場 

所謂的「想法」，指的是投資人在買賣股票之前，必須對未

來的股市或個股先有看多或看空的想法，因為有想法才能形成信

念，有信念才能形成決策。 

 

歐洲股神科斯托蘭尼，

在 65 年的投資經歷

中，不但見證了詭譎多

變的金融市場，更總結

了一個畢生的投資理

論，他認為，想要在股

票市場中成為長期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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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投資股票必須先有方向，有方向才能決定策略；當

然，這個方向必須經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過程。 

除此之外，科斯托蘭尼眼中的「有想法」，其實強調的是，

想在股票投資中創造優異的績效，關鍵在於領先市場的分析觀點

（即使只多領先一步）；換言之，當「生米還未煮成熟飯之前」，

真正的股市贏家已經「能預先聞到滿屋的飯香」，而提早卡位了。 

然而，「有想法」只是建立在「大膽假設」的基礎上，假設

要能成立，還必須透過「小心求證」才能確認。在股票投資分析

中，最有力的驗證，就是每月與每季公布的財務報表，每月 10

日公布的前 1 個月營收，更是投資人掌握公司營運最即時的股票

資訊。 

 

 

 

@特質 2：有耐性──理性看待市場起伏 

談完了「有想法」之後，接下來就是買進股票後，會面臨到

考驗「耐性」的挑戰。整體而言，科斯托蘭尼認為，「耐性」可

分為兩個層面：(1)心臟夠大；(2)沉得住氣。 

有時股票一開始的走勢並不如原先預期，此時心臟要夠大，

才能承受短線的震盪，只要「當初看好的理由沒有改變」之前，

 

「有想法」只是建立在

「大膽假設」的基礎

上，假設要能成立，還

必須透過「小心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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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應理性看待市場的起伏，才能避免掉入「太早賣掉」好股票的

遺憾中。 

此外，當看好某家公司未來的發展，並買進該公司股票之

後，能否「沉得住氣」，則是觀察是否具備股神特質的重要指標；

尤其當股價原地不動，長達一段時間之後，更是檢驗的標準。 

 

 

 

@特質 3：有閒錢──才能好整以暇地投資 

第三個股神的特質是「閒錢」投資，所謂「閒錢」指的是生

活開銷以外的資金。 

閒錢的計算方式，通常可用總資金扣除 6 個月的生活費用；

假設 1 個月的家庭總支出是 10 萬元，閒錢就是扣除 60 萬元（10

萬元×6 個月）生活準備金的剩餘資金。 

「閒錢投資」最大的好處是投資心理上的優勢，因為閒錢投資

才能承受得住短線的起伏震盪，也才能好整以暇、耐心等待。 

 

@特質 4：有好運──成功都要有點運氣 

最後，世上所有的事物要能夠成功，「好運」或多或少都會

造成影響。 

 

 

科斯托蘭尼認為，「耐

性」可分為兩個層面：

(1)心臟夠大；(2)沉得住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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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決定結局，態度決定高度。」在股票投資中，慶龍始

終堅信，財富累積的過程應揚棄追求 5%、10%的蠅頭小利，透

過「大賺」的格局，才能創造出優異的結果。因此，慶龍一直宣

揚的投資理念是，面對股票市場每天的起伏，秉持不隨波逐流的

態度，才能更專注在產業與個股的研究上，尋找被市場低估的好

股票，逢低布局且長期投資。 

另一方面，大賺的格局加上長期投資的原則，反應在股票投

資上，就會呈現出一種類似農業社會的節氣循環，姑且命名為「四

季投資法」，指的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概念，將農業

社會的節氣循環，運用在股票投資的布局策略。 

 

 

 

「春耕」指的就是努力尋找「好公司」，在市場尚未引起注

意時，利用「好價格」的條件默默買進、逢低布局，並等待日後

營運的發酵。之後從每個月的營收公布，與每季獲利的財報數

字，觀察是否進入「夏耘」階段，通常財報數字或營運展望上會

出現一些利多訊息，因此會讓市場上其他投資人開始注意到這檔

股票。因為在春耕期是以較低的成本建立持股，所以會開始享受

到第一波獲利的喜悅，獲利大約會落在 20%～30%之間。 

 

「春耕」指的就是努力

尋找「好公司」，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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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可以讓投資人享受到賺大錢的喜悅，則必須得仰

賴「秋老虎」的發威。因為只有在火熱的太陽帶動市場投資人瘋

狂追逐時，才能創造出好整以暇、逢高出脫的機會，此時正值「秋

收」的階段。最後「冬藏」，則是將股票的獲利落袋為安，並且

將滿滿的現金好好收藏。冬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當下一個春耕

來臨時，手上有豐沛的籌碼可以再一次逢低布局。 

上述的 4 個階段中，其實「春耕」是最苦悶的，因為必須忍

受市場先知的孤獨，要看到別人還未看到的商機，一方面要堅持

專業分析，另一方面則需要不「人云亦云」的勇氣。 

 

 

 

相信有些投資人會提出一個疑問，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跳

過苦悶的春耕與難熬的夏耘，直接進入股價狂飆的秋收階段呢？ 

如果慶龍成仙的話，應該就有能力預測並捉到市場中每檔正

在狂飆的股票。可惜的是，慶龍終究只是個凡人，在股票投資的

布局上，也只能循著過往的成功經驗，並深信一個投資的道理：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要有甜美的收穫，就必須先懂得勤奮耕耘。 

總結而論，還是老話一句：股票投資其實是一門克服人性的

學問。  

 

真正可以讓投資人享受

到賺大錢的喜悅，則必

須得仰賴「秋老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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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家 SI

驚奇指數 

 

 

 
說明：4/1 開始上升；資料日：4/15(每周更新)；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恐懼與貪婪指數 

 
 

 

\ 

 

@延伸閱讀：【從多頭排

列的家數，領先掌握台

股上漲的虛與實!】 

 

@延伸閱讀：【恐懼與貪

婪指數：逆市場操作以

台灣 50(0050)為例 】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57757515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57757515
http://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57757515
https://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9423730
https://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9423730
https://luckylong.pixnet.net/blog/post/6942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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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袋名單

大數據決策 

 

合約負債選股：依增加金額年增率排序 

 

合約負債選股：依增加金額年增率排序 

 
說明：*為股票面額不是 10 元，單位為億元，股價基準日 4/15；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依照 2021 年 Q4 合約

負債增加金額年增率，

由高至低排序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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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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所有的上市櫃公

司已公布完 3 月營

收，合計有 30 檔股

票，符合近 4 月營收年

增率超過 30%、本益

比在 15 倍以下、近 5

季並未虧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