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投资教我的事 

我踏上投资的路，缘起於自己相当欣赏的台湾作家，他有份主持的一档财经节目《下班经

济学》，每期都会邀来投资理财达人，分享自身的经验。当中有些达人年纪虽轻，却靠着投资股票

达成财务自由。虽然羡慕，但因节目聊的大部份是美股台股，体会自然不深，加上当时觉得，常常

听闻亏钱的大有人在，却没几个人能够做到所谓的投资致富，至少身边的人是如此。后来机缘之下，

看到了水星熊在脸书的分享文，一位三十多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靠着投资股票，年领六位数的股

息。竟然有人做到了，之前的以为其实是自己的匮乏而已。我一度悔恨，为什么懂得这么晚。 

刚开始，我买了两三本关於投资理财的书籍，阅读后对股票投资的概念仍然是模糊的。

（请不要误解以为单靠看书是学不到股票知识的，我所知道的水星熊，是靠着三本书来开始学习投

资的。我开始的方向错了，因为买的是台湾作者，术语都用台式的，且谈的是台股。其实看书是既

便宜又性价比高的工具，作者多年的经验，知识和智慧的积累，你可能只花几十零吉就学到了，那

不是高回报率的投资吗？） 

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认识了陈剑老师。在 2020 年 MCO 其间，赋闲在家，我大量的播

看陈剑老师的投资频道，从中学到了不少投资知识，认识了价值投资。然而，却也同时追随众多投

资老师专页，以为掌握了大量讯息，就可以找到赚钱的契机。看直播，看分享, 甚至於后来的付费

群，老师提到的个股，都觉得是好股。好在自己个性保守，不太会贸然冲动买股，试了一两次水温，

却因为担心亏损，早早就卖了。我发现自己买入甚至卖出动作，都只是参考老师，自己买卖的决策，

是没有依据的。 

 

太复杂化，什么都想抓住一点，以至於无法独立思考，执行起来其实困难更多。Less is 

more, 简单的投资法则，很多人都懂的道理，却知易行难，包括自己。 

深思熟虑之后，我在今年初加入了 BIS。 

原因之一，明白知识并不是上天赋之，而需学习，刚好在过年期间无意中听见命理师的一

句话———没有慧根，就要会跟，而突然有所顿悟。此前方法错误，投注了大量时间却无明显成效，

堪称浪费。GP 倡导正道投资，因此决定加入个人认为比较有素质的平台，希望藉此能够缩短摸索

时间，弥补之前的时间损失。。 

原因之二，觉得个性保守且懒惰的自己，价值投资的方式，较少操作的方式似乎比较适合

自己。 

            原因之三，请容我稍后叙述。 

利用了新年假期，我迫不及待打开了 BVE，开启了新的学习之路。 

有如文案，BVE 作为课后支援平台，累计了上千个投资机会视频。VS 是我公司的大客户，

此前股价涨了不少，所以我首先选看了VS的 BVE。看了 BVE，我才知道他是因为有了几个新客户，



新订单，推动了业绩增长，因而股价爆涨。上了 BIS 为期 21 天的课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些就是推动

股价的成长因子。 

我告诉了身边有投资经验的朋友 C，如果我早一点加入 BIS，大概就会抓到这一波行情，因

为 VS 在去年 7 月，向我公司购买好机台机器，自己确实是有 Fact Find 优势的。他说股市的钱赚不

完，寻找下一支爆涨股更为实际。投资的路上，有个时常会提点自己的朋友，是幸运的。在陷入迷

茫，疑惑时，至少还有人可以分享看法。 

Salutica，一间从事代工制造无线蓝牙耳机的公司，是第一个我想研究的对象。我在她身上

看到了 VS 的影子，新客户，新订单，大量聘请员工。我把想法告诉了朋友 C，因为我知道他在

2019 买入 Salutica 而小赚一笔，也因此大家有了共识。 

Salutica 在我们决定研究时是处於亏损状态的，管理层的诚信和执行力是被质疑的。 

透过 BVE 提供的讯息，我和朋友 C 尝试做了以下的资料收集： 

1） 新客户-Nuheara 

 HP 与 Nuheara 签了三年合约，生产 Ear Bud。而 Nuheara 则是应该 appoint 了 Salutica 帮他代工制

造耳机。於是，我们尝试从 Nuheara 身上做 Fact Find。 

 24/02/2021，在 stockhead.co.au 的网站, 我们看到一篇报道，因为 IQBuds MAX 让 Nuheara 的销售

额取得了 406%的大幅度增长。 

 

根据报道， IQBuds MAX 是一款专业耳机，是与全球科技巨头 HP 在 2020 年初合作的 而这款耳机

有 strong demand。在 2020 年 10 月，HP注入了$200mil 用与发展相关产品，同年 12 月与 Nuheara

签了三年合约，在宣布这项消息时，Nuheara 股价飙升了 23%。这项资讯对我们相对重要，因为如

果 Nuheara 取得了增长，并且扭亏为盈，相信 Salutica 肯定也跟着受惠。 

 



 
 

 

 

 

 
 

 



 

后来，我们找到了 Nuheara 2020 的 Annual Report, 除了上述已知的消息和数据，Chairman 

statement 除了谈到公司营运状况和未来发展。我们也看到了 Malaysia Manufacturer 的字眼。可以

更加证实 Salutica 就是帮 Nuheara 代工制造。 

 

 
 

同时，我们也在 Nuheara 官网，看到了 IQBuds PRO 获取 US FDA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and 

medical device listing，相信对 Salutica 业绩也会有帮助。 

 
 

 



再来，另一篇 2021 年 1 月的报导中，可以知道与 HP 三年合作项目所推出的第一款型号 Elite 

WirelessEar buds，开始发布销售 

 

在翻看 NuhearaQ3 的季度报告。里面也提到 HP Elite WirelessEar buds，在五月开始量产。 

 
 

 



 
销售数据和报告量产 

DTC 耳机的销售数据。 

 



 
有 HP 全球科技巨头 carrying Nuheara co-brand，基本上前景应该是不错的。 

 

 

          
Q3 FY21 report,显实了 Nuheara 的成长讯号。 

 

 



 
 

 

 

      

上网查看了 HP Elite WirelessEar buds 和 IQBuds MAX 销售价。 

 



 
 

尝试找了 HP 过往的 laptop 销售记录，只找到了 2017 年的数据，卖了 40million 的 laptop,

占了美国市场 30%。巨头的位子一般不容易取代 , 如果以这个数据看来，Elite Wireless 

Earbuds 销售量不容小觑。 

 

 

经过了一番时间的查找，我不确定这算不算 Fact Find。李永安老师曾经说过，就算没办法 Fact Find，

也要看找到的资讯是否 make sense。 

但相信这些讯息，也能间接反映了 Salutica 接下来的业绩和盈利表现。 

 

2）向公司 IR 发电邮 

我们向公司 IR 发问了几个问题，概括的问题如下： 

a) 公司未来的成长预期 

b) 招聘了大量员工，未来成果可期？新员工在 computer peripheral 和 ear bud 的分配

比例？现在的 Production Utilization rate? 

c) 公司目前生产几款耳机 model? 什么时候可以量产？ 

d) 目前生产线中 computer peripheral 和 ear bud 的生产比例？ 



公司的老板 James Chua很快就给予的了回复，所有的答复几乎是正面的。其中 对予C的回复，Apr 

– June 21会有 3个新的model开始量产，和D的回复- 将会於 June 21 开始 50% computer peripheral 

和 50% ear bud 的生产比例，这讯息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第一是量产之后可以 cost down,增加盈利。其二是 Bluebooth headsets 的生产比例提高，将贡献比

较明显的盈利，因为 margin 比较高，相比於之前都占据 60%以上生产比例的 computer peripheral，

却只有很少的赚幅。 

在三月份的 My Future Jobs 网站,还是可以看到公司在招聘员工，招聘职位显然增加，其中也包括了

生产线员工。其中的疑问是之前请不到员工？还是真的很多订单？ 

             

             之前的招聘广告       三月份的招聘广告 

 

            3） 向员工了解公司内部状况 

以上的疑问，内部员工或许有答案。可是我们并不认识内部员工，於是尝试在 FB 碰运气。 

朋友C在几年前老师参观 Salutica工厂的贴文中，发现了GP学生的留言。于是我们尝试加他为友，

可惜却得不到回复。 



 

借助 social media 的影响力，尝试加 Salute 员工为好友。 

 

BIS 的第 6 单元-事实调研，Fact Find, 寻找信息差，当时听了是觉得有挑战的。然而这一段时间对

Salutica 一层层的抽丝剥茧，心里确实觉得有小小的成就和满足感。越深入研究和了解公司，就会

降低投资风险。动作做到位，效果就不会太差。我对持股 Salutica 开始有点信心。 

然而，3 月份的季度报告, Salutica 还是交出了亏损的业绩。陈剑老师过后在 BVE 点评，无线蓝牙耳

机是一种趋势，行业发展空间大。中国市场耳机出货量 3150 万台，而大部份专注欧美，澳洲市场

的 Salutica，被指出或许吃不到这块蛋糕。赛道对了，选手却跑不出来。这或许是盈利不会上来的

原因。 

 

之前只专注在 Nuheara 的财务报告，觉得在 HP 的加持下，Salute 这季度应该会交出扭亏为盈的业

绩，因过度着重於某些数据而有了盲点，却忽略了其他数据的重要性，这是必需注意和学习到的。 



这次最新的季度报告，Salutica 终於扭亏为盈。股价虽然起到了 RM0.70 左右，却又在上个星期掉在

RM0.65 的区间。 这一点让我觉得疑惑，因为如果业绩回到 2016/17 的时期，2-3 倍的 PB，我本来

预估股价或许会回到当年的 RM1.50 左右。 

后来看了陈剑老师得实时点评， Salutica 是属於 Low volume high mix manufaturing，没有长跑得产

品，没有护城河，主要来自 project based，属於周期性股票。并用了 PIE 和 Salutica 这两个代工制

造做对比，讨论管理层的能力，很明显 Salutica 的管理层的承诺基本是没有被兑现的，股价能不能

被推动，还是需要继需观察的。 

这确实又启发了另一层思考，除了要追踪生意发展，其实也要看生意模式和风险，不能忽略的还有

管理层。 

来到最后，回到加入 BIS 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在工作上有挫折，饱受不公平的待遇。誓言要赚更

多钱悍卫自己的尊严，所以在买入 Salutica 的操作上，做的决定是带有急躁，有情绪在里头的。 

这次股价并没有如预期中的翻倍，经验尚浅的我却学到了要能带来财富，做功课是不可少的一环，

考验的是努力，耐心和坚持。除此之外，还要学会摆正心态，战胜自己的请绪。 

简单的事，除了要重复做，还要做的正确。 

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