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邊會把美股簡化成核心消費跟非核心消費 

核心消費: 

也被稱作必需型消費，也就是指民生必需品的消費。例如生活用品，這些公司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就是食衣住行育樂的重點觀察指標 

非核心消費: 

就是一些奢侈品或旅遊、娛樂等消費。這些是當我們消費者經濟能力不錯的時

候，會渴望手滑消費的品牌觀察他們的股價與盈利狀況，就是真實的反應消費

力道非常有效的 

 

核心消費 

WALMART INC , 沃爾瑪百貨-美股代號 WMT 

行業別:食品與主要用品零售 

公司介紹: 

沃爾瑪百貨有限公司全世界最大的連鎖零售業者，經營折扣商店、大賣場及商

場。折扣商店及大賣場的主要銷售商品有：服飾、家居用品、家用電器、電子

產品及硬體設備等。在全球以多種方式經營零售業務，提供種類齊全的商品和

服務。提供完整產品線的超級市場及有限度的一般商品。經營據點遍及全美和

全球各地 

 



PROCTER & GAMBLE , 寶僑-美股代號 PG 

行業別: 家庭與個人用品 

公司介紹: 

寶僑公司全球性家用消費品龍頭，世界最大的日用消費品公司之一，提供的產

品包括：洗衣及清潔產品、紙類產品、美容美髮護理、食品飲料，居家護理以

及保健用品類。主要透過大型量販商、日用品店、會員制商店、藥店，以及便

利商店來進行銷售。品牌包括飄柔、舒膚佳、玉蘭油、幫寶適、汰漬及吉列等 

文章: 美股 PG 寶僑收息族最愛，全球最大日用品公司 

 

 

COCA-COLA C , 可口可樂-美股代號 KO 

行業別: 食品與飲料 

公司介紹: 

可口可樂公司全球最大的飲料公司，在全世界從事非酒精飲料濃縮液和糖漿的

生產、分銷和市場推廣。亦經銷和行銷果汁及果汁飲料產品。銷售汽水、運動

飲料、乳飲品、果汁、茶、咖啡等。主要品牌包括健怡可樂、芬達和雪碧等。

於美國及全球各地經銷其產品予零售商及批發商 

 

 

https://www.samchoulove.com/us-stocks-pg/


ALTRIA GROUP , 高特利煙草集團-美股代號 MO 

行業別: 食品與煙草 

公司介紹: 

高特利集團世界第一大跨國煙草公司，是煙草巨頭菲利浦·莫里斯(Philip 

Morris)的母公司、“萬寶路”香煙品牌的擁有者，全球最大的煙草及食品集

團，世界捲煙市場排名第一。透過子公司製造及銷售香菸及其他菸草產品，包

括雪茄及煙絲。此外，高特利擁有一家啤酒釀造公司的股份。集團業務領域劃

分為煙草、食品和金融服務三大塊 

文章: 美股 MO 高配息股分析，全球最大煙草公司之一 

 

 

COSTCO WHOLESALE CORP, 好市多-美股代號 COST 

行業別: 食品與主要用品零售 

公司介紹: 

好市多公司美國最大的連鎖會員制倉儲量販店，在全球各地經營會員制批發倉

庫式大賣場，致力於以可能的最低價格提供給會員高品質的品牌商品。銷售多

種食品、汽車用品、玩具、五金、體育用品、珠寶、電子產品、服飾、健康及

美容保養品及其他用品。在全世界經營有數百家賣場，商品種類繁多 

 

https://www.samchoulove.com/us-stocks-mo/


ESTEE LAUDER COMPANIES , 雅詩蘭黛-美股代號 EL 

行業別: 家庭與個人用品 

公司介紹: 

雅詩蘭黛公司生產和銷售品牌護膚品、保養品、化妝品、香水和護髮產品，產

品行銷世界各地。品牌包括雅詩蘭黛，Aramis，倩碧，Origins，MzAzC，

Bobbi Brown，La Mer 和 Aveda 

 

 

TYSON FOODS INC , 泰森食品-美股代號 TSN 

行業別: 食品與飲料 

公司介紹: 

泰森食品公司世界最大家禽和肉類加工企業之一，肉類蛋白質和糧食生產的公

司。 生產、經銷並銷售雞肉、牛肉、豬肉、調理食品及相關冷凍和冷藏產品，

銷售對象為全國及地方的雜貨零售商、區域雜貨批發商、肉品經銷商、大賣

場、超市，以及工業食品加工公司。旗下擁有 Tyson，JimmyDean，Hillshire 

Farm，Sara Lee，Ball Park，Wright，Aidells and State Fair 等多個品牌 

 

 

 



GENERAL MILLS , 通用磨坊-美股代號 GIS 

行業別: 食品與飲料 

公司介紹: 

通用磨坊全球領先的品牌零售食品製造商和銷售商，美國著名食品公司，於全

球各地製造及行銷品牌與包裝消費性食品。 公司亦供應品牌及無品牌食品至食

物服務及商業烘培業。主要從事食品製作業務，為世界第六大食品公司。主要

品牌包括哈根達斯(Hagen-Dazs)、貝蒂妙廚(Betty Crocker)、綠巨人等，以及

多款早餐穀物品牌。產品超過 500 多種 

 

MONSTER BEVERAGE CORP, 怪獸飲料-美股代號 MNST 

行業別: 食品與飲料 

公司介紹: 

怪獸飲料公司銷售碳酸飲料及非碳酸飲料，含能量飲料及果汁等，控股公司，

透過旗下子公司，行銷並配銷能量飲料。飲料品牌包括 Monster Energy, 

Monster Rehab, MonsterEnergy Extra Strength Nitrous Technology, Java 

Monster 等多個品牌 

 

 

 



HERSHEY CO , 賀喜-美股代號 HSY 

行業別: 食品與飲料 

公司介紹: 

賀喜公司美國最大的巧克力製造商，也是最早的巧克力製造商，是全球巧克力

和糖果生產領導者，生產巧克力及糖果甜點。主要產品包括巧克力及糖果甜

點、口香糖與薄荷口氣清新產品，以及廚房用品，例如烘培材料、配料和飲

料、純巧克力、黑巧克力、巧克力冰淇淋等 

 

 

KIMBERLY-CLARK CORP, 金百利克拉克-美股代號 KMB 

行業別: 家庭與個人用品 

公司介紹: 

金百利克拉克公司全球健康衛生護理領域的領導者，個人健康護理用品、家庭

生活用紙和商用消費產品是公司的三大核心業務。產品包括：尿布、面紙、紙

巾、成人紙尿布產品、手術袍，及單次使用型面膜。擁有眾多世界級的品牌，

如：Kleenex 舒潔；Huggies 好奇；Kotex 高潔絲；Depend 得伴和 Kimsoft

晶柔等。產品行銷全球 

 

 



非核心消費 

IROBOT CORP, iRobot-美股代號 IRBT 

行業別: 耐用消費品 

公司介紹: 

iRobot 公司軍用和家用機器人研發及製造公司。 主要研發各式用途的機器

人，包括掃地機器人、擦地機器人等家用機器人，以及戰場偵察及炸彈處理用

的軍用機器人。機器人可吸塵、清洗地板，並執行戰場偵察和爆裂物棄置。透

過零售商行銷產品予消費者以及美國軍隊和全球政府機構 

文章:美股 iRobot 值得投資嗎?全球最大家用機器人公司 

 

BOEING CO/THE , 波音-美股代號 BA 

行業別: 航空製造 

公司介紹: 

波音公司全球最大的民用和軍用飛機製造商，開發、生產及行銷商用噴射機，

並提供全球商用飛機產業相關的支援服務，同時也是軍用飛機、直升機、衛

星、導彈防禦、人類太空飛行和運載火箭發射領域的全球市場領先者。波音由

四大主要業務集團組成：波音民用飛機集團、波音金融公司、波音聯接公司和

波音綜合國防系統集團 

文章:美股波音股票下跌 25%值得進場投資嗎，全球大型民航機製造商 

https://www.samchoulove.com/us-stocks-irobot/
https://www.samchoulove.com/us-stocks-ba/


HILTON WORLDWIDE HOLDINGS IN , 希爾頓全球控股

-美股代號 HLT 

行業別: 旅遊住宿 

公司介紹: 

希爾頓全球控股公司是黑石集團旗下的跨國酒店管理公司，經營飯店住宿業。

擁有、管理或特許經營多種品牌，其中包括華爾道夫酒店及度假村、港麗酒店

及度假村、希爾頓酒店及度假村、希爾頓逸林酒店、大使套房酒店、希爾頓花

園酒店、漢普頓旅館多家酒店品牌。在全球各地擁有並管理飯店、度假村及出

租房產資源 

 

TARGET CORP , 目標百貨-美股代號 TGT 

行業別: 零售 

公司介紹: 

目標百貨公司美國知名折扣零售商，美國前四大零售商。專注於商品營業活

動，包括：一般商品及食品折扣商店，與完全整合的線上業務。目標百貨亦透

過其品牌專屬信用卡，提供信貸予合格的申請者。通過實體商店和線上網站

Target.com 為客戶提供當今時尚前沿的零售服務 

 

 



CARNIVAL CORP , 嘉年華集團-美股代號 CCL 

行業別: 旅遊 

公司介紹: 

嘉年華公司全球最大的度假郵輪公司之一，擁有及經營龐大的豪華郵輪船隊。

提供多樣化的休閒設施，裝潢新穎、寬敞的客艙。提供包括：北美洲、英國、

德國、南歐、南美洲，及亞太等熱門渡假勝地的郵輪假期服務。透過旗下子公

司，擁有及經營飯店及旅館。與 CCL LN 為雙重上市公司 

 

 

HOME DEPOT INC , 家得寶-美股代號 HD 

行業別: 零售 

公司介紹: 

家得寶北美最大家居裝修用品專賣店，為全球領先的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美

國第二大零售商，銷售建材及家庭裝修用品的家居修繕零售商。銷售各種建

材、家居修繕及草坪與園藝用品，並提供多種服務。家得寶的據點遍及全美(包

括波多黎各、維京群島及關島)、加拿大、中國、及墨西哥等地 

 

 

 



ALIGN TECHNOLOGY INC , 艾利科技-美股代號 ALGN 

行業別: 醫療保健設備與服務 

公司介紹: 

艾利科技公司設計，製造，並推廣一款隱形矯正治療，口腔內掃描設備，電腦

輔助設計與電腦輔助製造數位化服務組成的系統。透明箍牙系統，用於治療牙

齒錯位的方法。矯正牙齒錯位使用的一系列透明可移動裝置，其可將牙齒移動

至需要的最終位置。系統被用於牙科，口腔正畸科，以及牙科記錄保存等領域 

 

 

VF CORP , VF-美股代號 VFC 

行業別: 耐用消費品與服裝 

公司介紹: 

VF 公司全球最大的成衣製造商之一，主要經營牛仔裝，內衣，運動裝、背包、

鞋類、戶外產品和工作裝。擁有多元化的品牌組合，銷售對象為專賣店、高級

商店、傳統百貨公司、全國連鎖店、以及量販店的消費者。旗下擁有 Lee，

Nautica，Wrangler，Vanity Fair，North Face 等多種品牌服裝。 

 

 

 



TJX COMPANIES INC , TJX-美股代號 TJX 

行業別: 零售 

公司介紹: 

TJX 公司是美國和全世界的服裝和家庭時尚折扣低價零售商。於美國、加拿

大，及歐洲經營折扣零售概念商店，提供多樣品牌及設計師商品 

 

以上是初步簡介了 20 家美股公司的內容，像是最為知名的「臉書

Facebook」、「蘋果 Apple」、「亞馬遜 Amazon」、

「Netflix」 與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有興趣的人可以

自行上網研究，有許多資料可以參考 

 

目前台灣有許多中文化的國際券商可以投資美股，操作方便簡單，

推薦使用 Firstrade 這個平台來投資美股，有興趣可以參考 

1.台灣常見五大美股券商推薦，最新免手續費分析說明 

2.Firstrade 開戶註冊圖文教學 

 

 

 

https://www.samchoulove.com/top-four-us-stock-broker/
https://www.firstrade.com/content/zh-tw/customerservice/contactus?id=706


【追蹤 Sam】 

FB 粉絲團-Sam 投資趨勢不定時分享投資理財相關資訊 

FB 社團-美股投資全攻略-個股價值投資、ETF 投資全世界、資產配

置資訊交流 

IG 帳號- Sam 投資趨勢每天獲得一則理財知識 X 自我成長的內容喔 

Telegram-Sam 斜槓人生研究室最新消息推撥 

 

目前 Sam 正在籌備《零基礎美股投資全攻略》線上課程，從零開始

手把手教你懶人理財輕鬆投資全世界，讓新手實際開始投資並有良

好的資產配置 

 

課程還在籌備中，想要有最新消息獲得超早鳥優惠價可以先加入等

候名單=>《零基礎美股投資全攻略等候處》 

https://www.facebook.com/SaminvestTW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usstockinvestment/
https://www.instagram.com/samchou_tw/?hl=zh-tw
https://t.me/samchoutw
https://lb.benchmarkemail.com/listbuilder/signupnew?UOpPXfYpHY4TaBGIQJJJFf5pwVnAjsSIQoENF%252BbY%252BDftO5iNRn8gSyp0RW5HI7%252FzNyIeD9VsXLU%253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