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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家觀點

Fed 聯準會 5/4 雖然做出升息 2 碼的決議，但由於透漏不會
積極升息，因此一方面激勵美股出現報復性反彈，道瓊大漲 932
點，另一方面 FedWatch 升息次數的最高機率，也從 4/24 時的
11 碼(機率為 48.1%)，下降至 5/4 時的 9 碼(機率為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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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招獨門秘技：找出飆股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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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聯準會也同步公布縮表(編按：回收鈔票)的時程，預
計將從 6 月開始，每月從市場收回 475 億美金的鈔票，9 月以後
將提高到每月 950 億美金，逐步縮減 8.94 兆美金的資產負債表。
回顧過去 13 年以來聯準會透過「印鈔票救經濟」的量化寬
鬆貨幣政策，先是從 2008 年開始相繼祭出 QE1、QE2 與 QE3，
將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從 0.9 兆美金拉升到 4.5 兆美金，2015 年
雖然開始縮表，逐步降低至 3.8 兆美金，但由於 2020 年新冠疫
情大爆發，迫使聯準會祭出史無前例的 QE 無上限，暴力救市的
結果，雖然成功扭轉經濟衰退的趨勢，但也讓資產負債表一路飆
升到 8.94 兆美金，並埋下日後通膨怪獸強勢來襲的壓力。
時序進入到 2022 年 5 月，隨著疫情逐漸過去，加上美國通
膨日益嚴重，聯準會此時決定開始「縮表」
，不僅合理合理，也
為將來若經濟再度遇到大麻煩時，聯準會可以救市的籌碼。

美國

Fed 聯準會 2004 年到 2022 年資產負債表規模

聯準會此時決定開始
「縮表」，不僅合理合
理，也為將來若經濟再
度遇到大麻煩時，可以
再救市的籌碼。

資料來源：財經 M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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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盤總經
升息與縮表

整體而言，美國聯準會啟動「升息循環」對資本市場的影響，
主要有兩大塊，一是資金的多寡，二則是股票估值的改變。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美國聯準會啟動「升息
循環」對資本市場的影
響，主要有兩大塊，一
是資金的多寡，二則是
股票估值的改變。

(一)資金的多寡。
聯準會的升息，一方面會導致借貸利息成本上升，另一方面
在無風險存款利息也上升下，市場資金自然容易出現「減少向銀
行借錢」與「將錢存在銀行」的變化，進而影響到風險資產股票
的資金動能。
(二)股票估值的改變。
一般而言，財報分析計算股票價值的方式有兩大類：(1)內
在價值法，與(2)財務比率法，前者分析的邏輯以「現金流量折
現」為基礎，優點是容易理解，但缺點則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
與精力，才能建立一個合理的評價基礎，美國投資大師巴菲特、
彼得林區則是使用這個方法的佼佼者。
相較於「內在價值法」
，
「財務比率法」最大優點就是計算過
程簡單，而相關財務比率資訊又隨手可得，因此為目前市場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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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價評價方法，主要可分為(1)本益比、(2)股價盈餘成長比、
(3)股價淨值比、(4)股價營收比，與(5)現金報酬率，其中「本益
比」與「股價淨值比」
，則是慶龍常出現在日報的股票評價方式。

財報分析計算合理股價的兩大方法
財報分析計算股票價
值的方式有兩大類：(1)
內在價值法，與(2)財務
比率法。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了解了財報分析中關於計算合理股價的兩大方法之後，接下
來就可以來解釋「升息」對一檔股票股價估值的改變，其中主要
是發生在內在價值法，至於財務比率法則是會影響倍數的調整，
舉例來說，因為升息，將會導致一檔股票的「合理本益比」從
27 倍，往下調整到例如 26 倍，同理可證，「降息」則會導致一
檔股票的「合理本益比」從 26 倍，往上調到例如 27 倍，
此外，內在價值法的基本邏輯，就是計算一家公司未來 20
年能夠賺進多少錢？然後再給予適當的折現率之後，推算出目前
價值多少錢？
內在價值法的概念，也可用在評估個人的身價，舉例來說，
考上公務員之後，身價可達到 3000 萬元，計算方式，就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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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公務員在職與退休後的每月所得加總起來，便可得到此一數
字，簡單計算方式，就是平均每月可領到反應通膨之後的 5 萬
元，在職 35 年，退休 15 年，便可算出公務員一輩子可以領到
的所得總和為 3000 萬元=5 萬元*600 個月。
公務員是鐵飯碗，加上薪水都會隨著物價通膨調升，因此可
用上述公式初略計算，不過民間企業的經營就複雜多了，因此評
估上，除了只採用 20 年期間外，還會加上一個不確定的風險因
素，來評量未來 20 年獲利的總合。

內在價值法的基本邏

內在價值法的基本邏輯：

未來現金流量折現

輯，就是計算一家公司
未來 20 年能夠賺進多
少錢？然後再給予適
當的折現率之後，推算
出目前價值多少錢？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舉例來說，假設一家公司每年可賺 10 元，在完全不考慮不
確定風險下，20 年就可合計賺到 200 元，因此目前這家公司的
企業價值就是 200 元；然而實務上，企業經營是有風險的，因
此現在可年賺 10 元，不代表未來每年都可年賺 10 元，所以必
須得考量不確定風險後，折現出合理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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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不確定風險，包括經營企業的風險貼水，與目前市場的
無風險利率，兩者相加之後，除了得到「折現率」之外，還可推
算出目前的企業價值。
舉例來說，今年可賺 10 元，1 年後，若以 5.25%折現率計
算(編按：包括 5%風險貼水+0.25%的無風險利率)，現值只能算
9.5 元=10/(1+5.25%)^1，2 年之後，10 元價值只剩下 9.05 元
=10/(1+5.25%)^2，3 年之後，10 元價值只剩下 8.58 元
=10/(1+5.25%)^3，以此類推，20 年之後，10 元價值只剩下
3.59 元=10/(1+5.25%)^20；最後加總 20 年期間折現過後的價
值，便可得出 122 元是目前這家每年可賺 10 元企業的合理價值。
然而，升息將導致無風險利率上升，而企業的合理價值也會
跟著調整，其情境分析如下：
(一)合計升息 8 碼到 2.25%。
倘若這一次聯準會的升息循環，合計合計升息 8 碼到
2.25%，同樣的條件與同樣企業，合理的企業價值就會下降到
103.91 元，相較於原本 0.25%利率水準的企業價值 122.02 元，
需修正 14.8%。
(二)合計升息 12 碼到 3.25%。
倘若這一次聯準會的升息循環，合計合計升息 12 碼到
升息將導致無風險利
率上升，而企業的合理
價值也會跟著調整。

3.25%，同樣的條件與同樣企業，合理的企業價值就會下降到
96.38 元，相較於原本 0.25%利率水準的企業價值 122.02 元，
需修正 21%。
(三)合計升息 20 碼到 5.25%。
倘若這一次聯準會的升息循環，合計合計升息 20 碼到
5.25%，同樣的條件與同樣企業，合理的企業價值就會下降到
83.7 元，相較於原本 0.25%利率水準的企業價值 122.02 元，需
修正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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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無風險利率下的企業價值

同樣每年賺 10 元的公
司，利率 0.25%時企業
價值為 122 元，若升息
8 碼利率上升到 2.25%
時，企業價值就會下降
到 103.91 元，修正幅
度約 14.8%。

說明：假設風險貼水為 5%；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有了上述升息對企業價值影響的情境分析，相信訂戶不僅應
該更能理性地看待這一波的股市修正走勢，更可以透過 2022 年
市場預估聯準會升息次數將落在 8 碼與 9 碼的趨勢，去合理判
斷股市該有的修正幅度是多少%？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聯準會今年將升息 8 碼到 9 碼，
是一個還未發生的事情，因此目前股市的反應，都說明「小狗」
已經在到處亂跑了，最終還是會回到「主人」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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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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開始下降；資料日：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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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輪透過「月 KD 指

黃金交叉的股票一覽

月 KD 在 25 以下

黃金交叉的股票一覽

月 KD 在 25 以下

標」篩選的標的，請詳
見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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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交叉的股票一覽

月 KD 在 75 以上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影音觀點：台股處處是黃金，以彰銀(2801)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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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4XsGHOF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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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負債選股：依增加金額年增率排序

依照 2021 年 Q4 合約
負債增加金額年增率，
由高至低排序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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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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