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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家觀點

投資有時候不用搞得太複雜，能夠化繁為簡，反而可以創造
出「投資越簡單，越會賺」的效益，就像是愛因斯坦終其一生，
創造了一個簡單的公式：E=mc2，不僅徹底改變人類的能源歷
史，更說明越聰明的人，越能簡單表達，不需要一堆複雜的公式，
就能將問題簡單化，找到真正的核心，此外，武打明星李小龍也
說過一句話，不怕會一萬招的人，就怕一招練一萬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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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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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龍長期所主張的「月 KD」妙用的投資策略，同樣也具備
「投資越簡單，越會賺」的精髓，一方面看似簡單到幾乎很傻瓜
的內容，但其背後能夠創造的投資勝率與投資績效，相信足以打
趴市場一堆所謂的理財達人、專家、老師。
整體而言，月 KD 指標的投資策略，可衍生出三種妙用的方
式：
(一)高勝率的買低賣高策略：
步驟相當簡單，只有二：
1、當月 KD 出現在低檔黃金交叉時，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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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低檔，一般情況指得是 D 值在 20 以下，有時慶龍也
會放寬到 25 以下，極少情況會再放寬到 30 以下，甚至 50 以下，
主要是套用在 ETF 或金融股身上。
2、當月 KD 出現在高檔死亡交叉時，賣出。
所謂的高檔，一般情況指得是 D 值在 80 以上，有時慶龍會
放寬到 75 以上，極少情況會再放寬到 70 以上。

超簡單與傻瓜的贏家策略

慶龍長期所主張的「月

看似

KD」投資策略，除了
具備「越簡單，越會賺」
的精髓之外，其背後能
夠創造的投資勝率與
投資績效，相信足以打
趴市場一堆所謂的理
財達人、專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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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範本數高達 1100 次的情況下，依然可以維持超過
71%的平均勝率，以及超過 84%的平均報酬率，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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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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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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心法

(二)不要小看族群性的意義。
整體而言，當同一族群的指標個股，不約而同出現月 KD 在

月 KD 指標

低檔黃金交叉，通常可視為這個產業的趨勢已由空翻多，反之，

三大妙用

倘若當同一族群的指標個股，不約而同出現月 KD 在高檔死亡交
叉，通常可視為這個產業的趨已由多翻空。
舉例來說，檢視台股 4 月與 5 月出現月 KD 在高檔死亡交叉
的標的中，金融股不但出現族群性的死亡交叉，更可視為這一波
金融股的多頭行情正式結束的轉折點。
@開發金(2883)
2020 年 4 月月 KD 指標在 34 附近黃金交叉，一方面開啟
了股價從當月月底收盤價的 9.06 元，飆漲到波段最高點 20.1 元
的序曲，一方面即使以 2022 年 4 月月 KD 出現在 89 附近死亡
交叉，當月股價收在 17.95 元作為停利的參考，單純以月 KD 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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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操作，波段的獲利在不包含股利的情況下，依然高達 98%。

開發金(2883)2020 年到 2022 年月 KD 指標與走勢圖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檢視台股 4 月與 5 月出
@玉山金(2884)。
現月 KD 在高檔死亡交
叉的標的中，金融股不

玉山金(2884)2020 年到 2022 年月 KD 指標與走勢圖

但出現族群性的死亡
交叉，更可視為這一波
金融股的多頭行情正
式結束的轉折點。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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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月 KD 指標在 43 附近黃金交叉，一方面開啟了
股價從當月月底收盤價的 23.95 元，上漲到波段最高點 35.7 元
的序曲，一方面即使以 2022 年 5 月月 KD 出現在 76 附近死亡
交叉，當月股價收在 30.6 元作為停利的參考，單純以月 KD 指
標操作，波段的獲利在不包含股利的情況下，依然有 27%
@第一金(2892)
2021 年 4 月月 KD 指標在 46 附近黃金交叉，一方面開啟
了股價從當月月底收盤價的 22.9 元，上漲到波段最高點 30 元的
檢視台股 4 月與 5 月出
現月 KD 在高檔死亡交

序曲，一方面即使以 2022 年 4 月月 KD 出現在 84 附近死亡交
叉，當月股價收在 27.8 元作為停利的參考，單純以月 KD 指標
操作，波段的獲利在不包含股利的情況下，依然有 21%。

叉的標的中，金融股不
但出現族群性的死亡交

第一金(2892)2020 年到 2022 年月 KD 指標與走勢圖

叉，更可視為這一波金
融股的多頭行情正式結
束的轉折點。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兆豐金(2886)
2021 年 3 月月 KD 指標在 42 附近黃金交叉，一方面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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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股價從當月月底收盤價的 31.9 元，上漲到波段最高點 45.4 元
的序曲，一方面即使以 2022 年 2 月或 4 月月 KD 出現在 87 附
近死亡交叉，當月股價分別收在 37.6 與 41.6 元元作為停利的參
考，單純以月 KD 指標操作，波段的獲利在不包含股利的情況下，
分別為 17%與 30%。

兆豐金(2886)2020 年到 2022 年月 KD 指標與走勢圖

檢視台股 4 月與 5 月出
現月 KD 在高檔死亡交
叉的標的中，金融股不
但出現族群性的死亡
交叉，更可視為這一波
金融股的多頭行情正
式結束的轉折點。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中信金(2892)
2020 年 12 月月 KD 指標在 44 附近黃金交叉，一方面開啟
了股價從當月月底收盤價的 19.7 元，上漲到波段最高點 30.95
元的序曲，一方面即使以 2022 年 2 月或 5 月月 KD 出現在 83
與 82 附近死亡交叉，當月股價收在 27.15 元作為停利的參考，
單純以月 KD 指標操作，波段的獲利在不包含股利的情況下，依
然有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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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金(2892)2020 年到 2022 年月 KD 指標與走勢圖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三)可從家數變化，窺知大盤落底的訊號。
在排除 KY、TDR、債券型 ETF、槓桿型 ETF、ETN 之後，2
月底合計有 41 檔標的月 KD 出現 25 以下黃金交叉，3 月底上升
當台股有越來越多的

到 54 檔，4 月底與 5 月底再上升到 66 檔，換言之，台股的結
構正在轉強中，也可視為大盤落底的訊號之一。

標的，不約而同地出現
月 KD 在 25 以下黃金
交叉，不僅代表台股結
構正在轉強中，更可視
為大盤落底的訊號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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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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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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交叉的股票一覽

月 KD 在 25 以下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新一輪透過「月 KD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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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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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以上

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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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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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Q1 財報已全數公布完畢，最新一輪的合約負債選
股，其條件有三：
(一)22 年 Q1 合約負債較 21 年 Q1 增加金額年增率超過 90%。
(二)22 年 Q1 合約負債佔股本比率超過 20%。
(三)近 4 季 EPS 與 5/23 股價所計算的本益比在 20 倍以下。

合約負債選股：依增加金額年增率排序

依照 2022 年 Q1 合約
負債增加金額年增率，
由高至低排序如右。

說明：單位為元、億元；資料來源：投資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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