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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規定 

 本文所引用相關圖片，不得再次下載引用。 

 資料與圖片引用來源為財訊、JOF期刊、今
周刊、鉅亨網、AFP法新社等。 

 第三人可摘取報導，但不得引用複製抄襲。 

 本簡報電子檔，不提供第三者無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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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市何時才有再進場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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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市場在暴風雨中越戰越勇 

 影響現代全球化經濟的幾次金融危機： 

 一為2008年全球次級房貸金融危機，席捲全
球金融市場。 

 二為2018年1月底起美中貿易戰爭，股市受
到波及，從年初跌到年底。 

 三為2020年COVID-19冠狀肺炎病毒；危機
對全球金融市場與經濟帶來恐慌期；美股至
少四次暴跌、觸動熔斷機制。 

 四為2020年5月，白宮開始針對華為、中興、
中芯半導體進行科技封鎖禁售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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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在2019年初開始出現溢價報酬： 

2020年道瓊股價指數觸及30,000點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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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最大的NADAQ高科技股價： 

因2009年QE與2020年無限量QE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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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時候資金行情落幕？ 

Fed低利率將維持至 2022 年之後 

 Fed將重貼現率維持 0.25%，超額存款準備
率 (IOER) 維持 0.1% 。 

 原本預估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利率預
估為 1.6%、1.9% 和 2.1% ，但皆因無限量
QE而下調至 0.1%。 

 預期2022年資本支出需求始會顯著增加，屆
時Fed仍將無限QE、維持0.1%利率，直到平
均通膨達2%成長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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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波資金回台浪潮首要推手： 
2014年OECD的CRS規範 

 歐盟與美國等開發國家，在2014年7月OECD

推 CRS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in Tax Matters，共同申報準則)建
立「國際之間金融資訊交換準則」 

 參與CRS國家需要將非居民資料與金融帳戶
資料，傳遞到帳戶所有人報稅國家，對方國
家也要做同樣資料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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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行情由2016年至少持續到2022年 

 2016年中國大陸發布CRS中國意見稿，2017
年執行；這些措施觸動台商敏感神經；中國
在2018年中完成調查之後，並於2018年9月
進行第一次進行資料國際交換。 

 當中國大陸在2016年發布CRS意見稿後，台
商資金回流潮流展開；締造這一波台股榮景。
無限量QE已經使美元弱勢，Fed在2022年
之後，才會檢討無限量QE是否停止。 

 



10 

台股：2012年至2016年是初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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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多頭真正起跑點： 

2016年1月16日7,320.8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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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下半年台股指數漲破歷史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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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指數站穩12,682.41點後 
未來只有選股問題、莫再浪費時間測指數 

 1.12,682.41點與7320.88點距離5,361.53
點。 

 2.5,361.53點的0.181倍為970.44點，指數
位置為13,652.85點。 

 3.5,361.53點的0.382倍為2048.10點，其指
數位置為14,730.51點。 

 4.5361.53點的0.5倍為2,680.77點，指數位
置為15,363.18點。 

 5.5,361.53點的0.618倍數為3,307.25點，
指數位置為15,989.6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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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下最得利的是中國大陸與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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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與RCEP、CPTPP攸關長多格局 

 台商之所以群聚於大陸，商業模式是台灣接單、大
陸加工生產與出口。大陸出口到美國與歐洲等地，
享受國民待遇、低關稅的優惠；但這種情勢，在
2018年因美中情勢對力而丕變。 

 最大產品生產者的移動，才會引發中下游業者、整
個「產業聚落」(Industry Cluster)跟進遷移。2016年
蔡總統，早已積極推新南向政策，台灣公民營銀行
業者漸漸轉到東南亞，設立經營據點；鼓勵台灣分
散對外投資風險。多數廠商選擇越南、印尼、印度
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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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加入RCEP與CPTPP的實力 

 台灣無法及時加入，由中國主導的RCEP，中國藉
由RCEP打通一帶一路中的一帶，台灣石化、紡織
成衣、鋼鐵、工具機產業受到韓國與日本競爭壓力，
增加5%到30%的關稅成本，解決這項不可忽視的
成本，相關廠商將重新思考新南向。 

 日本安倍晉三將權力交給菅毅偉之後，日本權力核
心親中派系抬頭，中國大陸外交表態，與日本共商
CPTPP，讓美中經濟對立情勢舒緩；日本與韓國重
視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台灣是否可以在區域經濟圈
外突圍，在中國大陸保持優勢，關係2021年之後
股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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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1日之後美國貿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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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I財務金融期刊說 

多頭應會有7年以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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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COVID-19突然襲擊 

 2020年第三季疫情蔓延法國與美國、義大利、西
班牙、英國、美國等國。上述各國宣布，國家進入
緊急狀態；宣告「封城」、「斷航」等隔離措施。 

 原貨暢其流、金流與人員穿梭不斷；突遭交通中斷、
與自我禁錮，各國商務、旅遊消費、與觀光、旅遊、
航空產業陷入慘淡經營狀態。  

 2020年底美國疫情延燒再起，對未來實體經濟復
甦不敢寄以厚望，一年失業救濟將在2021年到期，
美國國會需要擴大財政支出，短期股市將因為該政
策已被預期到，股市將進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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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的無限量QE 

因為股價大漲、未來再刺激效果邊際遞減 

 



21 

台灣產業競爭力將蛻變升級 

 2019年11月是台灣景氣領先指標高峰期，但股
市還是一路上揚到2020年，於3月中受COVID-

19疫情考驗，才回頭大跌。 

 未來2021年當COVID-19疫情完全復甦後，應還
有台商回流、與資金返鄉延續性潮流。 

 某些外資機構詮釋，2020年1到11月，在台灣地外
資之所以賣超台股7,000多億新台幣，是因為外資投
資機構認為，在新台幣匯率由33.33兌1美元，升值
到28.2兌換1美元，是將台灣資產價格帶入泡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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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印鈔：特里芬難題支撐美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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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兌換美元匯率 

從2016年33.33升值至28.3兌換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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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5日之後 

新台幣兌換美元加速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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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無限量QE轉弱、資金全球橫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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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一：2020年7月27日 

台股指數正式突破歷史新高12,682.4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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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二：新台幣兌換美元銳不可擋 

 
 從2016年1月1日33.33 
升值到2020年12月4日28.3兌換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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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匯率升值可持續多久？ 

 2020年1至11月底，年外
資賣超台股7,000多億元
新台幣，淨滙出5,900億
元，但新台幣匯率升值。
2020年11月後，外資又
買超台股1,560億元，台
幣升值壓力持續。 

 過去外資賣超台股，台股
大多下跌，2020年外資賣
超史上最多，台股卻創下
最大漲幅；顯見締造新台
幣升值的是，台灣海外資
金回流力量的改變，長期
多頭會有7年到10年循環
以上趨勢。 

 相關的歷史經驗：1985
年新台幣從40.6元兌1美
元，開展5年升值循環，持
續到1990年升值至25.56
元兌1美元，之後台灣資金
流向中國，新台幣匯率長
期貶值到30到35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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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認為匯率升值推動的是股市泡沫行情
但在賣超7,000億後台股還是繼續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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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鑑不遠：大立光在這次大漲行情中失落 

 以當代台股股王大立光股價循環為範本，該
公司在月線圖上所顯示；到目前為止、其歷
史最高股價為2017年 8月31日6,075元/股。 

 若以2018年的每股淨值997.08元計算，其
市價淨值比為約6.09倍。以此再去檢視其它
該公司股價，搭配個別公司業績成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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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大立光市價淨值比最高是6倍 

 如果6倍市價淨值比是台灣蘋果概念股，一
個股價或公司市值可供參考標準；則還在持
續成長股票，它的市價淨值比應可達8倍、
或9倍。 

 如果以8倍市價淨值比、去估計其它還在成
長公司，則70元/股淨值的公司合理股價即
是560元/股；而9倍合理股價則為630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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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立光股價月線偏空走勢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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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股指數火熱頻創新高之際 
大立光2020年竟然走出破底空頭趨勢 

 月線是代表長期趨勢；由大立光股價月線圖
檢視，嚴格來講大立光股價從2017年8月31

日之後，就呈現空頭趨勢格局。雖然到目前
為止它仍是台股股王、單股股價最高；但是
由周線圖再度檢視，2020年1月17日反彈到
5,210元/股後，遇上COVID-19疫情系統性風
險，跌到2020年3月20日3,240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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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股價短中期 
接近市價淨值比滿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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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為502元/股的台積電 

每股淨值約為70元/ 股，市價淨值比7倍 

 



36 

台積電股價短中長期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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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技術優勢領先多少？ 
台灣半導體排放符合歐盟ESG標準？ 

 除先進製程技術與產能領先三星，台積電搭配先進
封裝技術，整合 SoIC(系統整合晶片)、InFO(整
合型扇出封裝技術)、CoWoS(基板上晶圓上晶片
封裝) 等 3DIC 技術平台為 3D Fabric，以服務 
Google、超微等封裝需求。 

 三星也會以 3D IC 封裝技術 X-Cube，在旗下 7 
奈米與 5 奈米製程技術進行驗證；但台積電在先
進封裝技術上已與 Google 共同開發 SoIC新封裝
科技，且先進封裝產能將在2021年啟動建置，並
於 2022 年開始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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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30日 
集中市場爆出歷史性高量3,85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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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戰速決？時不我予？ 
是甚麼力量使久蟄的股價突然大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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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股價 
繼續受中芯事件影響而邊際價值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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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股價一樣被投資者速戰速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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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是外資2020年前11個月 
大賣超台股原因 

 大立光股價2020年10月14日重跌至2,940元/股，
呈現在指數多頭趨勢未變之下，股價竟然出現破底
格局；2020年11月19日股價只反彈到3,615元/
股。在外資投資機構概念中，它仍是最優越公司，
但實際趨勢卻已經呈現中、或長期空頭走勢。 

 在大格局多在走多頭之際，大立光股價卻不領情；
這應該是投資者，在2021年對蘋果概念股要特別
注意之處。大立光是蘋果當代智慧型裝置，最領先
的手機的光學顯示器產業；蘋果公司其總市值目前
位居全球前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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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向投資的三種主流產業 

 可投資的產業：一為：半導體、IC設計、及
IC設備供應鏈；台股市場中，前兩類族群在
集中市場，後者則為櫃台市場。二為電動車
產業供應鏈，電動車、無人駕車為人類速度
與行方便性革命，台灣在電動車製造供應鏈
中，占有60%以上的能力。三為生物科技
產業，COVID-19疫情也為人類帶來意外，
未來這種意外只會更頻繁，生物科技成為未
來人類突破壽命極限的主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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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投資隱藏龐大商機？ 

由大立光的輝煌到爆紅、回到冷淡與黯然，本文認為半導體
個股股價高檔不遠。外資會因為股價高不可攀，2021年新台
幣匯率又高檔盤旋，因此調節IC與IC設計、IC設備供應鏈股
票。改選擇台灣出口產業，例如鴻海、或是機械產業；或是
景氣循環股TFT LCD、及與內需相關的鋼鐵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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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裝置代工被APPLE要求降製造成本 

 但它對供應鏈的選擇已經多元化，我們從大
陸立訊的代工崛起，及大立光的股價天價已
過，多可以思索到美國大廠。 

 它對於利潤的要求是擠壓大工廠，形成為它
代工業者多方面的競爭，以利於它產品售價；
在貨幣購買力下跌之際、I Phone 12仍然
可以維持與I Phone 6價格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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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鴻海股價黯然？ 
幾年前外資報告不說每股值數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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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匯率停止升或回貶時 
鴻海等等代工公司股價委屈是否能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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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東京奧運觸動TFT LCD需求 

TFT股價的優勢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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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TFT LCD股價吻合F.F.三因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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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外資用力加碼液晶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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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2021年新台幣兌換美元回貶？ 

受惠的機械股價有機會再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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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升值循環中途的回貶 

會暫時緩和工具機出口價格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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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吹紅了鋼鐵類股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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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股的大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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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類股的台積電？？ 

 



56 

中鋼等股價基期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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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轉好的實體經濟要 
面對當代火紅的尖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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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COVID-19會被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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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有效需求2021年會轉佳 

 在2020年油價，有效需求、引伸性需求並未復甦，
出現停滯或衰退。與國際金融學理論一致，貨幣市
場金融資產價格快速反應貨幣政策；但由於需要複
雜轉嫁過程，因此實體產業經濟復甦需要比金融更
長時間，時間點就落在2021年中。 

 金融市場非預期到(Un-Anticipation)效果，使
2020年金融有價證券；債券與股票價格在崩跌之
後，迅速恢復回到原有繁榮水準，但消費行為並未
重返榮耀。當消費水準復甦前，相關產業的有效需
求將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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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財政政策如何影響股價 

  1.2020年3月23日的
無限量QE政策，以低
利率其強化台灣廠商
擴產、與家庭兩者增
加資本支出。 

 2.2021年拜登時代若
能善用財政政策，增
建美國(科技高速鐵路
網)，則會將股市的預
期推向到另外一個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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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財政政策有意料不到的佳音 

 2021年金融市場對無量QE的驚喜、非預期
到的效果將逐步遞減，美國與各國政府需要
推出，出乎預料之外的擴大財政支出。 

 這會使得金融市場繼續繁榮；如果財政政策
是驚喜、預期不到，則股價與債市將持續絢
爛與繁榮。 

 預估2020年的無限量QE，將刺激2021年廠
商資本支出，失業率將逐步下降、費者信心
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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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科技將顛覆美財政政策 

 所有生活數位化；數位化使生產力提升、效
用更便捷順暢，寄望未來美國高鐵建設。 

 1964年日本新幹線、2004年1月中國規劃四
縱四橫高鐵、2007年台灣高鐵行車速度達
300公里/小時 。 2010至2018年中國大陸進入
高速鐵路全面建設。 

 馬斯克顛覆汽車產業，美政府將運用高科技
整合與顛覆高速鐵路概念？ 



63 

科技衝撞金融監理規範：螞蟻金服 

 螞蟻金服IPO金額340億美元，在IPO前兩天、
上海金融論壇後，人行與中國金監會約談馬
雲、井曉東等主管，認為螞蟻金服存貸業務
無法規範，將帶來金融風險。 

 中國上證與香港交易所，以風險無法受金融
監控，停止史上最大金額IPO案。 

 2020年第四季，中國大陸與美國司法部不約
而同，啟動反壟斷法，將針對某些大企業，
進行反壟斷調查與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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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現在的金融監理制度是落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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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是電腦革命先鋒：標準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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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心臟：INTEL的CPU給TS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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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MC如何守成與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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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裝置：APPLE如何維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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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電商與FIN TEC科技金融 

 已經顛覆現代金融管理規範的數位金融網路，
螞蟻金服的「花唄、借唄」。 

 由網路書店銳變為最大電子商務，亞馬遜公
司；阿里巴巴、騰訊、螞蟻金服(IPO突然剎
車) 。 

 支付寶、電商、網路銀行、遠距會議、教學、
網購，APP，數位化潮流已無法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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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從網路書店到最大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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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中國大陸網購最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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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大數據先行者之一：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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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益比最狂的公司：TE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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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最大網際網路馬化騰與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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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廣告直播、行銷與社群巨擘：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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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臉書：SNAP？ 

 



77 

台灣產業要持續維持強勢競爭力 
股價才會繼續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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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向投資策略：選股由此概念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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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外掛牌企業尖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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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三星緊追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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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挑戰台灣的韓國三星 

 三星的半導體發展設定目標， 2023 年以 3 奈米
製程超越台積電。 

 台積電現階段仍具備先進製程技術與產能優勢，並
以先進封裝服務滿足金字塔廠商需求，且與客戶沒
有競爭關係也是優勢。 

 三星 3 奈米要以 GAA (Gate-All-Around)架構迎
戰台積電，須建立新 GAA 生態系統，良率、技術
成熟度等多要與台積電短兵相接。這是雙方先進製
程競賽中，量產時間最接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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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台灣強悍對手？ 

韓國FTA覆蓋遠遠超越台灣！ 

 韓國2003年起國務院致力於多邊、與雙邊自由貿易
協定談判(FTA)，成為全球FTA覆蓋率最高國家。
2003年到2014年韓國共簽定了至少9個FTA，涵蓋
了48國；2014年這些FTA所創造貿易總額近4,000億
美元。  

 2014年後，韓國續與中國、加拿大、墨西哥、澳洲、
紐西蘭、越南、日本、繼續洽談FTA。總計2014年
到2017年，韓國談判所簽訂FTA，涵蓋國家共有54

國、FTA數目有1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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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陶醉沉溺在半導體產業時？ 
韓眾多科技產業可能強勢、霸道超車！ 

 韓國已聚焦電子科技產業，半導體產業，通
訊產業、及生物科技。 

 與台灣最大不同是，生物科技的發展領先領
台灣發展，三星生物製藥(Samsung 
Biologics) ，佔總市值前5大。 

 賽特瑞恩(Cell Trion) 、LG生活健康、多
是總市值前十大的上市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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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順向與逆向策略多應交叉運用 

 貨幣政策(LM)的驚喜效果與實體經濟(IS) ，在
2021年與2022年，將呈現平整(LM)與溫和上揚
(IS)的交叉。 

 因此股市的投資，以順向投資策略觀點，強者恆強
的代理操作模式，優勢股價價值持續上揚趨勢，將
持續茁壯成長。 

 但隨著實體市場的緩慢復甦，弱勢股價的上揚機會，
機率將漸漸增高，尤其在2021年底之後，或許解
封的機會將使N型即將失落不見的產業，獲得重生，
逆向投資策略的運用也要同時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