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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觀點
科技股投資重回獲利檢視，從價值出發

2022/4/28

 2Q22標普五百(S&P 500)企
業獲利預估成長7%

 2022年企業軟體支出金額年
成長達9.8%

觀點評析
重點摘要 《科技業雜訊多，惟受市場悲觀氛圍影響更大》

近期科技業受到傳出超額訂單砍單、中國封城以及市場擔心

消費需求下滑，等三大主要利空因素，科技股股價被明顯的

下修。從近期台灣科技股法說會以及美股財報公布展望可歸

納出幾點：

1. 廠內庫存充足的，中國封城下廠內仍可維持基本生產，

這與2021第四季限電停止生產不同，因此封城時間若不

超過2個月，對企業營運影響就在可控範圍內。

2. 廠內庫存缺乏，依賴供應鏈比例高的產業，因零組件無

法及時供應，無料可生產，2Q22營運呈現退，像是下游

組裝廠。

3. 超額訂單修正，讓晶圓廠空出少量產能可以轉接其他訂

單，短料供應增加，部分產業營運反而受益，2Q22營運

成長，像是網通類股。

4. 產業目前仍處在長、短料的調整期間，好的是短料緊缺

程度已經有明顯改善，企業營運成長持續改善中，產業

狀況不像市場想的悲觀，還是有道理可循。

《科技股投資重回獲利檢視，從價值出發》

在產業多、空訊息交錯，各家廠商展望看法不同，各家研調

機構預測假設論點也不同調等因素下，更加讓市場霧裡看花

分不清該如何分析訊息真假與影響。因此即便產業營運看好

不變，股價仍受到市場賣壓下跌。

此時投資策略在於「評價」，科技股股價領先大幅修正，基

本面佳的股票此時更具有吸引力，科技股接下來的投資，無

法再用「題材」想像獲利來撐住高估值的股價，回歸企業獲

利的基本面。

FACTSET預估2022企業獲利低速成長

資料來源：Factset Earnings Insight，202/4/22，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整理，2022/4/25

Factset預估標普500 各季年成長率



《軟體服務族群受惠數位轉型的趨勢，企業展望相對持穩》

目前正處美股密集財報公布期，已公布的軟體服務業者如

IBM(國際商業機器)，1Q22獲利雖遜於市場預期，然因公司

看好雲端軟體和諮詢業務轉型趨勢，仍上調年度獲利展望。

此外，Microsoft(微軟)亦公布優於市場預期的營收與獲利，

受惠遠距辦公與數位轉型需求，雲端服務和軟體相關產品強

勁成長，適度彌補受到供應鏈影響的產品銷售下滑，雖對於

本季度營收展望持穩符合市場預期，盤後激勵股價上漲5%。

整體來說，軟體服務族群因本益比偏高，本波段跌幅相對顯

著，然當市場正在擔憂與修正消費需求同時，機構卻上調企

業軟體與服務相關的支出金額，同時預估2022年企業軟體

支出金額仍有近一成的年成長。另一方面，過去兩年對於硬

體設備的需求正逐漸擴延至軟體服務，軟體服務業者亦正在

提高售價，如Microsoft亦於近期調漲部分Office 365軟體

訂閱價格，代表數位轉型並非一兩年的短暫計畫，而是系統

性、長期性的趨勢策略。本行評估短線指數仍有跌深反彈動

能，可留意長期角度的布局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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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動盪加大，建議強化抗震
與對沖通膨策略，科技股挑選
原則回歸公司基本面

觀點評析

企業對硬體設備的需求正擴延至軟體服務

資料來源：Gartner，2022/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2022/4/28

重點摘要

重點資產推薦
《市場動盪加大，建議強化抗震與對沖通膨策略，科技股挑選
原則回歸公司基本面》
全球經濟目前正同時遭遇烏俄衝突、中國防控政策、高通膨壓
力、央行鷹派政策四大逆風。短線在烏俄局勢疊加通膨和金融
條件收緊的共同打壓下，股債料仍持續波動。在利率上升時
期，防禦性產業與利率相關性較低，健護表現亦相對穩健，科
技股方面波動大且受利率干擾，挑選原則回歸公司基本面，建
議以軟體服務次產業或硬體次產業中評價相對合理的個股為
主。另可適度增加黃金部位以對沖地緣政治風險，並可搭配能
源及原物料等產業以掌握通膨攀升趨勢。



左圖：聯準會加速升息
及經濟成長放緩等多項
不確定因素降低投資人
風險偏好，美信用債利
差擴大

新興市場債市利差成熟債市利差

右圖：美加速緊縮貨幣
政策擔憂輔以美元指數
創歷年新高，新興債市
利差升至四月以來高點

資料來源：左，BofA ICE Indices，右，BofA ICE Indices ，虛線為對應指數之五年均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2/4/27

左圖：美股散戶投資人
情緒持續維持在歷史低
位

CFTC美元期貨投機部位淨多/空單美國AAII散戶投資人情緒指數-多減空

右圖：美元期貨部位維
持高度淨多單局面，
Fed加速退場帶動美元
多頭局勢

資料來源：左，AAII，2022/4/20，右，Bloomberg，2022/4/1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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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27 累計報酬率 昨日收盤價與各均線距離

收盤價 報酬率 近20日 近60日 近240日 月線距離 季線距離 年線距離

成熟市場股 2807.5 -0.1% -8.0% -8.0% -5.5% -5.3% -5.7% -8.6%

美國 4184.0 0.2% -7.6% -6.6% -0.4% -5.1% -5.0% -6.3%

歐洲 3668.4 1.0% -1.1% -1.8% 6.6% -2.1% -0.2% 0.6%

泛太平洋 164.5 -1.1% -8.8% -11.7% -20.4% -5.1% -7.9% -15.1%

新興市場股 1043.7 -0.5% -8.6% -13.8% -22.9% -5.7% -8.7% -16.3%

拉丁美洲 2322.2 0.1% -13.6% 1.7% -7.0% -10.0% -6.5% -2.0%

新興歐洲 87.6 -1.6% -9.5% -72.5% -74.4% -7.1% -45.3% -71.2%

新興亞洲 554.4 -0.7% -8.6% -13.9% -25.1% -5.5% -8.9% -17.4%

中國A 2958.3 2.5% -9.0% -12.0% -18.0% -6.5% -10.2% -15.3%

印度 56819.4 -0.9% -3.0% -3.3% 11.2% -2.5% -0.9% -0.4%

東協 680.9 -0.4% -5.0% -3.9% -5.4% -2.7% -3.9% -3.6%

科技 452.6 0.9% -11.9% -11.7% -2.9% -6.0% -8.0% -12.8%

非核心消費 353.1 -0.4% -10.3% -10.6% -12.7% -6.5% -7.7% -14.5%

核心消費 283.5 -0.1% 0.7% -1.6% 2.5% -1.0% 0.8% 1.2%

工業 300.0 -0.3% -8.3% -8.7% -12.7% -4.1% -5.9% -11.0%

金融 133.3 -0.6% -8.9% -12.7% -9.5% -5.7% -8.3% -9.3%

地產 247.2 -0.7% -2.0% -1.5% 2.3% -2.6% -0.1% -2.3%

原物料 341.2 0.9% -6.7% -2.3% -6.3% -5.5% -3.8% -3.0%

能源 219.5 1.0% -2.8% 6.1% 34.4% -4.1% 0.0% 19.5%

公用事業 160.9 -0.6% -2.7% 1.0% 3.3% -3.4% 0.5% 2.2%

健護 341.2 -0.2% -4.0% -1.2% 3.4% -4.6% -1.8% -2.5%

通訊服務 81.9 -2.3% -14.1% -16.5% -23.4% -10.2% -12.1%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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