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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服務 前瞻 創新



國際股市 收盤 漲跌 漲跌幅 台灣股市 收盤 漲跌 漲跌幅 成交量

道瓊指數 32,420.06 -3.09 -0.01% 加權指數 16,032.12 -145.47 -0.9% 3253.41億

NASDQA 12,961.89 -265.81 -2.01% OTC指數 200.34 +0.96 +0.48% 616.75億

標普五百 3,889.14 -21.38 -0.55% 上市融資餘額/億 2271.28/+18.26 上市融券/萬張 74.83/+0.41

費城半導體 2,953.97 -40.24 -1.34% 上櫃融資餘額/億 687.79/+0.63 上櫃融券/萬張 6.89/-0.19

東京日經 28,405.52 -590.40 -2.04% 台幣匯率 28.53

韓國綜合 2,996.35 -8.39 -0.28% 布蘭特原油期貨 60.8

香港恆生 27,918.14 -579.24 -2.03% 黃金現貨 1731.32

上證A股 3,529.23 -46.65 -1.3% 昨日借券賣出
新光金、群創、華邦電、聯電、緯創

以上資料僅供內部參考，投資人應審慎考量本身之投資風險，並應就投資結果自負其責，不保證操作得失。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一、全球主要股匯市資訊



昨日強勢族群：LCD-TFT面板、汽車、紙業

昨日弱勢族群：顯示器、IC-代工、IC-DRAM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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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盤走勢分析

加權指數昨日下跌145.47點，收在16032.12。主要是受到台積電下跌的影響，台積電今天開盤重挫，
拖累台股早盤跌逾200點。英特爾宣布斥資200億美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新建兩座晶圓廠，並設立代工
服務部門，市場解讀與台積電較勁意味濃厚，使台積電股價下跌。加權指數目前高檔盤整，資金往中小
型股靠攏明顯。操作方面，權值股近期以觀望為主，跌破3/9低點15381則需停損看待。

櫃買指數昨日上漲0.96點，收在200.34。台積電下跌，資金湧入中小型類股，櫃買指數維持強勢格局，
近一個月中小型股如之前所述是市場資金聚集地，多家公司紛紛公佈績優財報以及所配發股利，類股方
面，生技醫療、光電、鋼鐵類等類股較為強勢；電子通路、紡纖類、電子零組件等類股較為弱勢。操作
方面，持股續抱，可佈局財報良好、殖利率高的個股，前波低點190.05為停損點。



1. 執行長基辛格親口證實 英特爾CPU釋單台積電
2. 人民幣LPR凍息近一年，未來動向值得關注
3. IDM 2.0計畫啟動 英特爾砸200億美元 蓋晶圓

廠
4. 英特爾執行長基辛格回應本報提問：地緣政治

催生晶圓代工服務
5. 看衰英特爾 外資：台積回檔就低接
6. 小資族力挺 台積零股 爆698萬天量
7. 長榮卡住運河 觸動油、運價
8. 供不應求 運價欲小不易
9. 個股期貨人氣 擠下台積 長榮成最愛
10.限水來了 苗栗台中將供五停二
11.科技部：園區不受限水影響
12.聯發科 首季挑戰賺進一股本
13.中華電5G 加速又加量 基地台年底上看一萬二千

座
14.元大寶華：台幣28字頭成全年常態
15.梁國源：留意景氣是否過熱

16.新台幣 貶至近三個月新低
17.國泰台大上調GDP成長至4.2%
18.售日盛金股權獲利75億日圓日本新生銀 風光出

場
19.公公併有譜？ 財長澄清 目前沒有進展
20.數位發展部 政院今拍板成立
21.永慶：Q2房市不容過度樂觀
22.基本工資 有機會調漲
23.軍公教明年調薪 有希望
24.以區塊鏈技術 創新貿易便捷
25.美元指數 衝抵四個月高點
26.歐美製造、服務業 喜迎春燕
27.商界示警：加稅將危及復甦
28.高盛：振興案有望消化衝擊 調升企業稅 影響美

股有限
29.高盛警告：電池成本走高 恐吃掉車商獲利
30.晶片缺 本田北美廠延長停產 現代4月產能也受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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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日政經產業與個股要聞



郭明錤：預期揚明光打入蘋果 AR/MR 頭戴裝置 HMD 鏡頭供應鏈(財經新報)

先前預測蘋果將在 2022 年中期推出 AR/MR 頭戴裝置的中資天風證券知名分析師郭明錤，在最新研究報告中
指出，預期蘋果 AR/MR 頭戴裝置的 HMD 影像式穿透鏡頭將會採用菲涅爾透鏡 (Fresnel lens) 作為超短焦鏡
頭的設計方案，而揚明光因為與蘋果合作較早的情況下，將預期成為其主要供應商。
郭明錤強調，目前市場上的 VR HMD 雖已經普遍採用菲涅爾透鏡，但仍有很大改善空間。而必須改善的方面。
首先是在提升 FOV 與降低重量與厚度方面，目前 VR HMD 普遍均採用菲涅爾透鏡設計，作為超短焦鏡頭設計
方案。然而，目前 VR HMD 重量普遍仍為 300~400 公克或以上且外觀仍厚重，故在產品設計仍有很大改善空
間。

VR概念股:台積電、聯發科、揚明光、宏達電、瑞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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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題材股資訊



單位:億元NT|資料日期：2021/3/24 買進 賣出 買賣超

外資 645.04 1,002.90 -357.85

投信 31.71 29.73 +1.98

自營商 87.49 129.09 -41.6

合計 764.24 1161.72 -397.47

排名
外資當日買超 投信當日買超 自營當日買超

名稱 張數 名稱 張數 名稱 張數

1 3481群創 55,133 3481群創 23,102
00632R元大台

灣50反1
14,008

2 2409友達 51,024 2409友達 11,650 3481群創 4,248

3 6116彩晶 18,965 2883開發金 2,181
020022元大電

動車N
2,985

排名 外資當日賣超 投信當日賣超 自營當日賣超

名稱 張數 名稱 張數 名稱 張數

1 2330台積電 -60,746 9933中鼎 -4,701
00715L期街口布

蘭特正2
-30,310

2 2303聯電 -20,916 3714富采 -3,466
00882中信中國

高股息
-22,051

3 00715L期街口布
蘭特正2

-18,590 2451創見 -2,655
00642U期元大S

＆P石油
-1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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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大法人買賣超



排名 名稱 漲幅% 名稱 跌幅% 名稱 成交量

1
期元大S&P原油反1 5.02 期街口S&P布蘭特油正2 -9.01 期富邦VIX 209,051張

2
元大美債20正2 2.81 期元大S&P石油 -4.88 期街口S&P布蘭特油正2 173,580張

3
國泰20年美債正2 2.57 富邦恒生國企正2 -4.67 元大台灣50反1 105,119張

4
富邦恒生國企反1 2.38 FH香港正2 -4.22 期元大S&P石油 68,326張

5
富邦日本反1 2.34 富邦日本正2 -4.20 元大滬深300正2 67,49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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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股ETF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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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群

代號 個股 幣
別

收盤 漲/跌 漲跌幅 族
群

代號 個股 幣別 收盤 漲/跌 漲跌幅

半
導
體

INTC.US INTEL 美元 62.04 -1.44 -2.27 水
泥

0914.UK 海螺水泥 港幣 49.40 -1.05 -2.08

AMD.US AMD 美元
76.48 -1.90 -2.42

3323.UK 中國建材 港幣
10.26 -0.28 -2.66

QCOM.US 高通 美元
127.18 -5.34 -4.03

塑
化

0386.HK 中石化 港幣
3.98 -0.08 -1.97

NVDA.US NVDA 美元
505.72 -17.11 -3.27

0883.HK 中海油 港幣
8.11 -0.15 -1.82

MU.US 美光 美元
83.00 -2.40 -2.81

0857.HK 中石油 港幣
2.78 -0.03 -1.07

AMAT.US 應用材料 美元
121.10 +4.72 +4.06

生
技

PFE.US 輝瑞 美元
35.61 +0.25 +0.71

A
D
R

TSM.US 台積電 美元
108.96 -5.93 -5.16

MRK.US 默克 美元
76.24 -0.03 -0.04

UMC.US 聯電 美元 8.14 -0.30 -3.55 JNJ.US 嬌生 美元 161.91 +1.56 +0.97

ASX.US 日月光 美元
7.42 -0.23 -3.01

ABT.US 亞培 美元
118.02 -2.47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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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群

代號 個股 幣
別

收盤 漲/跌 漲跌幅 族
群

代號 個股 幣
別

收盤 漲/跌 漲跌幅

軟
體

MSFT.US 微軟 美元
235.46 -2.12 -0.89

汽
車

2238.HK 廣汽汽車 港幣
6.75 -0.23 -3.30

ORCL.US Oracle 美元
66.83 -0.44 -0.65

2333.HK 長城汽車 港幣
18.94 -1.76 -8.50

IBM.US IBM 美元
130.62 +0.16 +0.12

GM.US 通用汽車 美元
55.81 -0.35 -0.62

網
路

GOOG.US Google 美元
2,045.06 -7.90 -0.38

TSLA.US 特斯拉 美元
630.27 -31.89 -4.82

AMZN.US Amazon 美元
3,087.07 -50.43 -1.61

1211.HK 比亞迪 港幣
168.20 -12.40 -6.87

CSCO.US Cisco 美元
49.65 -0.36 -0.72

航
運

1919.HK 中遠海控 港幣
8.49 -0.83 -8.91

FB.US 臉書FB 美元
282.14 -8.49 -2.92

1138.HK 中遠海能 港幣
3.32 -0.17 -4.87

BABA.US 阿里巴巴 美元
229.59 -8.08 -3.40

0316.HK 東方海外 港幣
75.00 -4.05 -5.12

0598.HK 中國外運 港幣
2.70 -0.38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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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群

代號 個股 幣
別

收盤 漲/跌 漲跌幅 族
群

代號 個股 幣
別

收盤 漲/跌 漲跌幅

手
機

AAPL.US Apple 美元
120.09 -2.45 -2.00

零
售

3308.HK 金鷹商貿 港幣
6.99 +0.00 +0.00

NOK.US Nokia 美元
3.92 -0.06 -1.51

6808.HK 高鑫零售 港幣
6.70 -0.14 -2.05

005930.KS 三星 韓圜 81,000.00 -800.00 -0.98 COST.US Costco 美元 338.04 -2.30 -0.68

PC HPQ.US HP 美元
29.37 -0.21 -0.71

WMT.US 沃爾瑪 美元
133.11 -0.83 -0.62

0992.HK 聯想 港幣
9.72 +0.02 +0.21

金
融

1398.HK 工商銀行 港幣
5.39 -0.08 -1.46

太
陽
能

FSLR.US 第一太陽能 美元
80.72 +0.20 +0.25

2388.HK 中銀香港 港幣
27.80 -0.75 -2.63

SPWR.US SunPower 美元
30.69 -1.46 -4.54

0005.HK 匯豐控股 港幣
44.35 -1.00 -2.21

LE
D

CREE.US CREE 美元
101.17 -0.59 -0.58

GS.US 高盛 美元
328.65 -3.12 -0.94

RBCN.US Rubicon 美元
10.82 -0.23 -2.05

C.US 花旗銀行 美元
70.08 -0.83 -1.17

食
品

0220.HK 統一中控 港幣
9.93 +0.44 +4.64

WFC.US 富國銀行 美元
38.12 -0.12 -0.31

0322.HK 康師傅 港幣
13.92 -0.16 -1.14

JPM.US 摩根大通 美元
150.62 +1.16 +0.78

0151.HK 中國旺旺 港幣
5.91 +0.12 +2.07



近期辦理減資個股一覽

股票代號 股票名稱 停止交易起始日 開始買賣日期 備註

3526 凡甲 2021/3/18 2021/3/29 現金減資

2109 華豐 2021/3/18 2021/3/29 減資

3230 錦明 2021/3/17 2021/3/24 減資

5205 中茂 2021/4/8 2021/4/19 減資

1438 三地開發 2021/3/19 2021/3/29 減資

5475 德宏 2021/4/8 2021/4/19 減資

6142 友勁 2021/4/8 2021/4/15 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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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