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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飆股公式



偉大飆股在初漲階段都具有CAN SLIN的
公式

一. C=當季每股純益

二. A=年度每股純益成長率

三. N=新產品、新管理階層、新股價高點

四. S=供給與需求

五. L=領導股

六. I=專業投資機構認同

七. M=市場走向



一、C=當季每股純益

1. 適合買進的股票應該是：與去年同季相較的當
季每股純益(最近公告一季)有高百分比的成長

2. 成功是建立在夢想及創意上，但仍須有一套準
則來指引你去尋找你所追求的目標

3. 當季每股純益成長幅度是推動股價的最重要因
素

4. 在多頭行情裡，我最喜歡大量買進每股純益成
長率為40%、50%、甚至500%的黑馬股票。既
然要買股票，為什麼不買最好的



5. 公司投注數年心力在研發上，不斷推出新產
品、更降低成本，這就是績優公司展現大幅當
季每股純益成長的根本原因

6. 投資人必須徹底了解每股純益成長加速或減速
的基本定義及重要性

7. 投資股票必須知道過去每股純益的成長趨勢

8. 依當季每股純益成長率來挑明星股：其當季純
益成長率至少應在20%-50%，或更高；最好的
純益成長率更可能高達100%-500%。總之每股
純益成長率8%-10%是不夠!你若想要挑出黑馬
股，這些是最基本的要求



9. 依每股純益挑股票時，要注意：

要設立當季每股純益的最低成長標準

不要理會非常態利得(業外收益)
小心每股純益連續兩季明顯減速的股票

觀察同類股票



二、 A=年度每股純益成長率

1. 選擇穩定成長的企業也正是選擇投資股票的要
件，一檔好股票過去五年的每年每股純益應較上
年度每股純益顯著成長

2. 你可以不計較其中某一年每股純益稍微滑落，只
要它能在為來一年內回升，並且爬升到歷史新高
點即可

3. 值得你買的好股票，應該在過去四到五年裡，每
股純益年度複合成長率達25%-50%，甚至100%
以上

4. 在一次多頭的初生階段，成長股通常會帶領大型
股往上衝，並率先創新高。重工業如鋼鐵、化
學、造紙、橡膠及機械業，則通常是落後指標



5. 當景氣循環股出現行情時，漲勢持續時間通常
較短，因此這些股票也較容易因為某一季獲利
水準未如預期，使股價迅速回跌

6. 一般來說，上市公司必須連續兩季出現大幅度
的盈餘回升，才能使過去三個月獲利接近或達
到歷史高檔區。如將每個月的每股純益繪成圖
表，則揚升角度越陡越好

7. 每股純益成長情況雖然最重要，但是過去五年
每股純益的穩定性也不容忽視

8. 一檔股票過去的每股純益成長紀錄良好，並不
代表這就是一檔成長股票。一般來說規模較
大、歷史較久的公司，獲利成長速度會緩慢



9. 我喜歡的股票必須是當季每股純益呈現加速成
長，或起碼維持住過去數季的盈餘成長趨勢。

10. 一檔表現優異的股票，必須在最近幾年有出色
的盈餘成長紀錄，更不能或缺的是最近數季大
幅成長的盈餘成果

11. 想要造就一檔真正成功的飆股，年度每股純益
及當季每股純益的成長情況必須同步向榮

12. 單憑本益比的高低，無法判斷到底應該買進或
賣出股票。高本益比時代的出現，時常是因為
多頭行情所致，除了景氣循環股可以視為特例
以外，低比益比通常伴隨空頭行情而來



13. 不要因比益比看起來很便宜，即買進一檔股
票。一檔股票之所以看起來便宜，經常有他的
道理。更現實的是，沒有人可以保證，一檔股
票不會從本益比8或10，跌到4或5倍

14. 只依本益比來評估股票，失敗的機率經常高過
成功率

15. 太相信本益比經常誤導投資人忽略股價的走向
和變化。一個多頭行情的結束，股價走勢下跌
時常是每況越下的

16. 另一種誤用本益比的狀況是，只比較同類股中
個股的本益比。若是某一股的本益比特別低，
即認為市場低估股價，然而事實是，這些股票
的獲利情況糟透了，這也是本益比低的緣故



17. 在真實的股票市場裡，股票價格常會隨時反映
該產業當時的價值。所以一檔可以維持高本益
比的價位，一定有它的道理

18. 在股票市場裡，股價價值多少，就會叫價多少

19. 一檔股票的本益比最終會到達頂點，不過通常
是大盤漲不上去的緣故，於是開始空頭市場，
股價不得不跟著回跌；或是因為這家公司的盈
餘成長速度趨緩

20. 能夠發展出革命性創新的小型公司而言，看似
很高的本益比其實很低。如1960年全祿本益比
高達百倍，股價仍上漲33倍



21.坊間的本益比論點完全似是而非，沒有實
際的用處。投資人應將分析的重點放在找
出過去五年來每股純益成長率明確增長的
潛力股。

22.不要聽信謠言，一檔好股票必須是：年度
純益成長與最近幾季每股純益成長同步向
榮



三、 N=新產品、新管理階層、新股
價高點(適時進場)

1. 公司展現新氣象，是股價大漲的前兆。它可能
是一項新商品或服務、新的領導階層或引進新
技術、或產品供不應求

2. 95%的飆股不是推出重要的新商品或服務、更
換經營層，就是在該產業裡出現有利的環境變
化

3. 股票市場裡的反群眾定理：大多數人認為不宜
追高的股票長越漲越高；而大多數大家「逢低
搶進」的股票反而越跌越低



4. 創新高的股票很容易創新高；而淪入創新低的
股票，反而很容易再創新低

5. 在一個多頭的行情裡，若首次登上創新高榜的
股票，同時伴隨著大額成交量，這檔股票很可
能會是一檔飆股，投資人應該特別注意；另外
有眼光的投資人應該在股票未登上創新低榜之
前，先行脫手

6. 一檔股票在修正或整理一段時間後，應該會接
近或創出新高價，整理期間通常為七、八週，
甚至長達十五個月

7. 當股票由漲勢修正逐漸止穩，進而向上邁向新
高時，正是投資人考慮買進的最佳時刻-最好在
股票突破盤整期之前就先買進。你千萬不要等
到股價已經漲逾突破買價5-10%後，才姍姍進場



8. 你要做的是，買入一檔多數投資人都覺得
有些貴的股票，然後等到股票漲到讓那些
投資人都想買這檔股票的時候，再賣出股
票

9. 除了挑選開發出新產品、新服務或更換領
導階層、改善環境的公司之外，更重要的
是：股價走勢若能在盤整區中轉強，向上
接近或穿越整理上限，則更值得投資

10.在股市裡，具有革新力與活力的新公司，
正式股市未來的明日之星



四、S=供給與需求

1. 日常生活中，幾乎各式商品的價格都是由供需
法則來決定。股票市場同樣也無法跳脫這項決
定基本價格的原則，供需法則遠比所有華爾街
分析專家的看法來得重要

2. 如果你考慮兩檔條件相仿的股票，通常流通在
外少的股票較具有股價表現的潛力

3. 一般而言，公司管理階層持股比率比較高的公
司，股價表現較佳

4. 除了供需的理由外，大資本額股票走勢較差，
是因為公司規模太大，以致成長步伐太過遲緩



5. 許多當今最成功的發明及創新商品來自於中小
企業的奮力研發，這些企業的管理層峰最具開
創性。因此這些公司成長速度也最快，他們都
將是明日的希望所在。而這些公司多半從事服
務業或科技業

6. 如果大公司研發出新產品，對公司的總收益往
往只佔總盈餘的一小部份，所以成長不大

7. 挑出股份數量不大的股票以後，應再進一步了
解這家公司的長期負債相對於股東權益的比
例，低負債公司通常較佳

8. 超低賤價、小股本、為受專業投資機構青睞的
股票，通常是品質低劣、是不適合投資的股票



五、L=領導股(選股原則)

1. 主流類股最強勢的兩、三檔股票，通常能
漲得驚天動地；但同類股的平庸各股，有
時卻連一點也漲不起來

2. 弱者恆弱。股市裡所謂的同情股票指的是
強勢主流類股中業績較差且股價走勢較弱
的個股。

3. 卡內基自傳在他的自傳裡的一句名言：
「第一個取走蚌肉，第二個就只剩下蚌
殼」



4. 一個簡單易記的法則，可以幫助你分辨領導股
與落後股。如果這檔股票的股價相對強度
(RPS，Relative Price Strength)。低於70%的
股票的表現將落後領導股，這不是說股價不會
上漲，而是指即使股價上漲，漲幅也會比較小

5. RPS最小及最大值介於1-99之間，越大越容易
大漲

6. 要成為股市贏家的法則就是：不買落後股，不
買同情股，全心全力鎖定領導股

7. 挑出底部型態中RPS在80以上的股票，只要研
訂買賣規則，並且確實遵行，一定大有幫助



8. 投資人普遍不知道或不願意建立並遵循一套選
股準則。在任何領域裡，都不應做出可能出錯
的決定，股市的征戰亦然。

9. 投資人應堅持買進最好的新領導股，摒棄三流
角色

10. 一般來說，成長性股票的波段回檔幅度會是加
權指數的150%-250%。但真正的強勢股，多半
回檔得較少，值得以較高價買進。相形之下，
回檔越深的股票，越不是好對象

11. 許多人常患的錯誤之一，就是在股價剛大幅回
跌時，便買進股票，結果卻跌得更多。經驗顯
示，市場會說話，凡是輕忽市場能力的人，終
究會吃虧



12.一旦大盤跌勢結束，最先向上反彈回升創
出新高的股票，幾乎可以肯定是領先股

13.在多頭行情，不斷創新高的過程會不斷發
生，大約持續三個月，最後創新高價的股
票數量通常不少

14.想成為一位頂尖的投資者，要學會釐清正
常股價波動與異常走勢之間的不同，當你
突破這個認知盲點以後，就會更專業

15.投資落後股很難使你致富，在股價十分便
宜的情況下，不買則以，要買就選領導股



六、I=專業投資機構認同

1. 股票需求必須擴大到相當程度，才能刺激股票
供給釋出。而最大宗的股票需求來自專業投資
機構

2. 一檔股票所以會漲，雖不全然是因為很多家投
資機構都搶著買進，但只少擁有三到十家共同
基金的認同是最基本而合理的

3. 要成成功的投資人，也要學習檢視專業投資機
構，找出過去表現較佳、選股能力較高的真正
好手，這就是對專業投資機構認同的品質分析



4. 專業投資機構的認同可以是來自共同基金、企
業退休基金、保險公司、大型投資顧問、避險
基金、銀行信託部門、或者慈善及教育機構

5. 證券公司研究部門、投資顧問、專業的報章推
薦不能算是專業機構認同

6. 許多報章定期彙整類似「五十大熱門股」等專
業投資機構最普遍買進的股票名單，其實這只
是一張在未來表現平庸、甚至有潛在危險的股
票黑名單。因為當股票漲到會吸引大多數的投
資機構眼光時，可能已經是日落之前的燦爛了



7. 其實專業投資機構和一般大眾沒有太大的
差別，都喜歡在股價下跌買進，他們也會
犯錯、賠錢

8. 知道有多少專業機構買進某一檔股票並不
是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去了解操作水準
較佳的專業投資機構的持股內容。至於知
道擁有多少家投資機構認同的唯一用途，
就是可以判斷最近一季的股市趨勢

9. 是於投資人買進的股票，應該是最近操作
績效良好的數家投資機構所認同的股票



七、M=市場走向(如何研判大盤趨勢)

1. 你必須學習一套簡單而有效的方法，來判
斷大盤究竟是處於多頭行情還是空頭行情

2. 研判大盤走向最好的方法，就是了解並追
蹤每日大盤指數的波動與走向

3. 為什麼每天都要仔細研讀大盤走勢呢?因
為行情每天都有可能反轉。我認為詳讀大
盤指數是投資人每天最重要的功課

4. 投資人必須學習解讀大盤指數及成交總值
增減之間所代表的意義



5. 除了指數外，至於解讀其他輔助指標來了解市
場行為模式、或閱讀股票專欄報導及技術分析
師對行情的研判，並不是那麼重要。報章媒體
的報導，有時會混淆投資人的投資心態，製造
不必要的懷疑與不確定感。投資大眾心中越是
充滿疑慮與不安，股市往往越漲越高

6. 當大盤指數到達頂點，開始大規模反轉時，個
體投資戶應該以市價賣出股票，而且起碼變現
25%的資金

7. 一旦出現一些重要反轉訊號，請不要遲疑，應
該趕在大盤真正轉差之前，立即釋出股票



8. 拿破崙說過，它在指揮作戰時從不遲疑，所以
才能屢戰屢勝。同樣地在股市廝殺，果斷者可
以存活，遲疑者很快即遭三振

9. 一般而言，大盤指數反轉時是行情真正反轉的
落後指標，個別領先股很可能在數天或數週前
領先做出頭部型態

10. 如果你不能及時察覺到大盤指數的頭部形成訊
號，很容易錯判行情，會導致你在操作上全盤
皆輸。最具挑戰的是，大盤的反轉，可能在
一、二天內突然出現

11. 確認大盤底部與頭部型態的出現時間對投資人
而言十分重要，這足以決定你的成敗，而且者
也是一般投資人非常欠缺的技巧



12.頭部訊號
美國股市過去大部分的頭部型態均出現在大盤
指數創新高後的第三個至第九個飆漲日之間，
新高通常在價量縮小時結束
在漲勢期間，必定有一日的成交股數會高於前
幾天，但是收盤時，指數卻未必能及時顯現現
出來。這時大盤指數每日最高點與最低點之間
的震盪幅度可能較前幾天擴大些，但不一定在
反轉日以低盤作收。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專業
投資者已經在出清股票了，接近股市最高的出
貨盤只要一、二天的光景即可出清，這時漲升
走勢仍在繼續。在股市行家倒貨給最後的套牢
族時，大盤指數仍持續上揚。這正說明了為什
麼只有極少數的人可以察覺出倒貨的進行



股市在第一次倒貨之後，股市會呈現一段
成交股市縮小、大盤指數下滑的真空期，
最長可能持續四個交易日。當大盤由最高
點滑落數天再企圖反轉時，正是我們確認
頭部反轉的第二個訊號



13.判斷第一次反彈失敗的三個方法

當出現第一次反彈，到了第三、第四、第
五日反彈日

單日成交股數較前一日減少

大盤指數較前一日差

或者大盤指數相對回整幅度未能回彈跌幅
的1/2以上

這都表示反彈無力，行情疲軟無力，該強而
未強



14. 小心反彈可能失敗
下跌趨勢裡的第一次反彈有時會突然失敗。在
反彈首日大盤漲起後，第二天會開高盤，但到
收盤時，大盤指數突然快速向下滑落。遇到這
種失敗的第一次反彈，你應該多賣出一些持股

15. 大盤可能以低量開始回跌
在大盤由頂點開始下滑時，因為大盤到達頂點
時已經出現大量倒貨，所以回跌量低是很正常
的
大盤繼續下跌數日或數週後，總成交股數會逐
漸擴大，多數投資人此時會察覺到大盤出現異
狀。毫無疑問地，如果你到此時還死守著持
股，損失必然更慘



16.有時候，強勢、投機股的股票指數很具有
參考價值，因為大盤走勢常為少數檔積極
攻擊股所左右。漲勢中的領導族群有時會
在其他股票之前提早結束漲勢。因此強勢
的投機指數可以幫助投資人再湧現大量
時，觀察出可能的一日反轉或大量出貨。
我稱這情況為「量大不漲」



17.盤中量價變化隱藏玄機

再可能出現反轉的敏感時刻，投資人不妨
觀察盤中每小時的大盤指數與成交股數變
化情形，並與上一交易日同時段做一比較

最佳的看盤時段是在大盤由頂點初步下滑
作首次反彈時，你要注意在拉升過程中，
交易是否漸趨冷淡?總成交股數是否漸漸
萎縮?
若你觀察到股價下跌，但成交量反而增
加，你可以在第一時間內，確認反彈結束



另一個值得仔細看盤的時段，是當大盤指
數滑至一個歷史重要低點，而且開始向下
跌破支撐區時。此時最重要的是推斷出賣
壓有多大，也就是說，盤中總成交股數是
急速增加或只是溫和反應?如果你觀察數
天後發現，總成交股數增加有限，而其中
一、二天交易量增加，大盤不再下跌，這
表示股價很可能在此反轉向上



18. 在大多數典型的空頭市場裡，跌勢可分為三階
段，期間常有一些足以讓投資人心動而買進的
反彈假象。有些裝得很像的反彈可長達15週，
害得很多投資人誤以為底部已現

19. 很多投資機構喜歡在反彈或反彈初期，帶動行
情反彈到非常誘人的地步，然後再將股票套給
散戶

20. 在空頭行情，你最好盯牢守中的現金，少搶反
彈，以策安全

21. 過去的紀錄顯示，當重貼現率連續調升三次之
後，股市通常邁入空頭行情，而且總體經濟景
氣也傾向衰退。一旦重貼現率調低，通常也意
味著空頭行情即將結束



22.但無論如何，重貼現率的漲跌不應該是投
資人最主要的參考指標，股市本身的走勢
才是關鍵所在

23.空頭市場的特色是開高走低，多頭行情則
是開低走高

24.投資人最常犯的大錯就是：必須花費一段
時間才能修正他們過於樂觀的看法。所以
要嚴格執行買點下7%的停損

25.在空頭市場要小心相當數量的前一波領導
股停止下跌的強勢假象，這種情況最多只
能暫時延緩趨勢，但許多投資人卻常誤判



26. 在大盤盤頭階段，沒有幾檔領導股適合買進。
此外在盤頭期間，落後股反而傾向轉強。在股
市高手眼中，一堆落後、賤價、低品質股票跟
著行情起舞，無非是行情將逝的最大警訊

27. 漲跌家數也是一項很有效的輔助指標。因為在
空頭走勢裡，投資人通常會遭遇數次的反彈，
觀察漲跌家數線的反彈，可以檢示出反彈的實
力。

28. 漲跌家數線如果落後大盤指數的漲升，而無法
穿越前波的壓力區，這種情況正是提醒你，雖
然大盤指數的反彈可能看似強勁，但整體股市
標的卻相當脆弱，所以反彈失敗



29.想要發展出一波新的多頭行情，不是只靠
少數領導股亂衝即可

30.在大盤頭部反轉訊號出現一、二天，行情
開始第一波下滑後，大盤可能呈現弱勢反
彈、反彈失敗或兩者皆備

31.要以客觀的態度來看待行情變化，並學習
辨認買賣訊號，讓大盤指數來告訴你市場
的動向

32.其實你無需去揣測市場未來是漲是跌，觀
察目前的走勢才能掌握獲利契機



33. 除了大盤指數外，就以領導股走向變化最為重
要。在股票上漲數年後，如果多數領導股到達
漲升潛力上限，你可以確認大盤出了問題

34. 還好，個別領導股常會有一些做頭徵兆。他們
多半在漲升到第三或四次中斷整理時下跌。而
且跌勢的中斷整理型態會比上升時來得鬆散，
股價波動範圍逐漸擴大而激烈；同時，股價型
態也充斥著突破失敗的特色

35. 投資人可以觀察每日或每週量價圖來分辨型態
異常之處



36.有些股票在連續上升二或三週後，到達行
情頂點，有些股票怎首次出現自頂點回
檔、但無力反彈的超弱勢走法；更有些股
票最近一季盈餘成長趨疲軟，導致基本面
產生變化



37.如何探知底部

行情轉成空頭市場後，最大的問題是需要
觀察多久?如果太早進場，反彈剛好套
牢，賠錢自是難免；但若未能探知底部，
延遲了進場時機，賺錢的機會也長一逝不
再

這時，大盤指數正式最好的觀察參考。請
你仔細反彈第三日至第十交易日的大盤指
數表現。我通常不理會首日即第二日擺出
的姿態，而將注意力放在往後數日走勢的
變化上。



若行情真能出現轉機，這幾天的總成交股數必
定會逐步擴增，每日的指數也應顯著上揚1%，
甚至更多

在市場底部區，投資人大量買進之前，應該再
次確認底部已形成，以策安全

道瓊指數跌深一段後的強力觸底，或第二日的
強勁漲升，通常是行情出現底部的第一個徵
兆。在反彈後的第四到七日內若有一天的指數
激增10%以上，成交總股數也較前一天擴大，
怎行情可視為強勢表現，這是對行情的第二次
確認，也是主要的買進訊號。



但若是這種強勁攻勢在反彈首日後十天出
現，怎表示行情較差

第二次的確認行情會讓你感覺到爆炸性的
力度、速度及果決，而不是不乾不脆地指
上漲幾點



38.其他空頭市場的警訊

若多頭行情領導股中挫無力，而一些低品
質或低價位的投機股反倒上漲，這正是空
頭市場出現的警訊，投資人一定要特別小
心

因為媒體會爭相報導低品質股成為市場上
的熱門股，但事實上，這不過是一些弱勢
股企圖領導市場風騷罷了。請切記一個真
理：如果優良的股票不能領導大盤，爛股
頂多只能風光一時，肯定持續不了多久



一般而言，多頭市場和空頭市場都不會輕
易地結束，通常需要至少二、三次的拉
回，才能甩掉黏手、情緒化的投機客，開
啟另一段新股價趨勢

39.投資人應該保持客觀，認清市場走勢，而
不是急著證明自己的預測才是對的。以自
我中心往往是破產的最大因素

40.經過仔細分析後，若確認空頭市場形成，
你只需將股票賣掉或放空，然後等待空頭
行情結束，你通常觀望九個月左右，空頭
長則兩年



41. 我不理會超買或超賣指標

42. 股市循環的階段

想當個股市贏家，就應了解典型的景氣循環如
何展開，以及持續多久，尤其要能解析最近幾
次循環的消長。但行情絕不會簡單到一直重複
過去的行情

股市行情通常不理會經濟景氣而提早觸底，分
析家稱這種現象為「反應未來」；類似的情況
也發生在經濟衰退未出現前，股市及先行做頭
反轉

如果落後產業開始快速成長且股價向上飆漲
時，就可以知道行情大概快要結束了



43.空頭市場通常分為三個波段下跌，但沒有
人可以保證一定如此。投資人應客觀地評
估整體經濟環境，才能知道市場走勢

44.想在股票市場賺大錢，就得依集中策略，
而非分散原則。同理也適用在投資顧問。



八、錯誤投資的危機處理

1. 股票市場的挑戰性很高，除非你能建構出
強力防守火線，盡力避免損失，否則股票
投資無法克竟全功

2. 股市致勝的秘訣在於，當你做錯決定時，
儘量將損失減到最低

3. 為了在股市求勝，你必須在失敗時，勇於
認輸，而且當機立斷地出清持股以減少損
失



4. 如何認定行情有異?這並不困難，標準在
於股價已掉到你的承接成本以下!你的艾古
再成本下每跌一跤，可能出錯的機率與損
失金額都將隨之增加

5. 巴魯奇提到「投機客指的是一件事未發生
前，預先洞悉且付諸行動的人」

6. 李佛摩爾認為「投資客是個大賭徒，他們
一旦下注，就抱股不放。若他們看走了
眼，他們即一錯到底」

7. 我時常感嘆，股市裡居然有那麼多的錯誤
訊息及對股市運作的無知。真是難以置信



8. 一檔股票的未來潛力，與數年前的買進成
本，或者你現在是賺是賠實在沒有太大的
關係

9. 賣出的決定不會讓你虧錢，因為損失早已
造成

10.投資股票像是做一筆生意，應該用作生意
的方式來看待

11.為所有買進的股票訂下損失時你準備停損
的價位及賺錢後可能的利潤幅度。然後寫
下白紙黑字，你就可以專心觀察股價是否
已經到達這些設定價位



12.為了要維持好不容易賺來的錢，我想，7
或8%應該是極限。如果你嚴格執行停損
而且動作快的話，所有的損失平均折損率
應該會減少至5%-6%

13.在購進成本7-8%的價位絕對是售出的底
限

14.停損賠掉的錢，就像買保險時繳的保費一
樣，可將風險降到你願意承擔的水準

15.千萬不要和市場作對!你的健康及心境的平
和永遠都比股票來得重要



16.快速停損以及快速獲利

17.放手讓虧損持續擴大幾乎是所有投資人可
能犯下的最大虧損!你一定要認清，即使最
專業的投資機構也會在標的及買賣時機選
擇上做出錯誤的判斷。事實上，如果你無
法貫徹停損，乾脆不要涉足股市，你總不
會開著沒有煞車的車子上街吧

18.所有股票都是投機股。一檔股票在重挫
50%以前，都曾下跌10%或20%。投資人
唯有勇敢地釋出股票，以平常心來承受損
失，才能避免更大的虧損



19. 決定與執行之間應當沒有時間上的落差，想要
成為股市贏家，「阿莎力」是必備的條件

20. 另一種危險的想法是： 「我的股票是績優股，
所以不用擔心股價下跌，而且我還有股利可領
呢!」這真是太天真的想法!如果你在錯誤的時機
買進股票，好股票也可能跌得和壞股票一樣慘

21. 如果想成為成功的投資人，就必須強迫自己做
一些原本不想做的事，才能提高股市的勝算。
你必須確認各項基本準則，然後嚴守賣出標準

22. 不要向下攤平股票



23. 一位偉大的操盤手曾說過： 「市場只有兩種心
情—希望與恐懼」應該恐懼時我們滿心期望，
而應該期盼時，我們卻又畏懼不前

24. 減低股市風險的秘訣在於—不要清點火雞的數
量(不要想股價)，而且盡速將黃色洋裝(賣不掉
的)降價出清

25. 能將股票賣得好的少之又少。適時賣出股票是
最困難的工作，也是一般人最不了解的股市學
問

26. 在股市裡，沒有好股票只有壞股票，除非他們
往上漲



九、賣出時機

1. 股票是商品的一種，投資人之所以買賣股票，
全是為了追求利潤，你必須賣出商品，才能實
現利潤。所以你最好能在股票上漲途中，所有
人還在觀望時，適時賣出股票。如此一來，你
不但可避免身陷於領導股週期性20-40%的回
整，更可減少股票向下的波動程度

2. 早賣早好，如果你不能早賣，你就會賣得太
遲，因為你不可能剛好賣在最高點。

3. 買股票的目標在於獲得豐沛的利潤，而非在股
價越走越強時，變得興奮、樂觀、甚只貪心



4. 多頭與空頭市場都有賺錢的機會，只有貪婪者
賺不到錢

5. 伯納得巴魯奇說：「我總是在股票還在漲的時
候獲利入袋，這正是我能在股市賺到錢的原因
之一。雖然有很多次因抱住股票而多賺一些，
但也可能因此在股價崩落時被嚴重套牢」

6. 羅斯查爾德的成功秘訣：「我賺錢，是因為我
從未在低價買入，也一直沒賣到最高價」

7. 喬甘迺迪說：「只有呆子才會為了在最高點賣
出而持股不放」



8. 傑洛德羅伯：「在股價漲到預期中合理或
超漲區域時，手中持有的股票數量應隨著
股價的持續上升而逐步定量出脫。」就好
像電梯上升時跳到其中一樓一樣，在股票
市場哩，實實在在地賺進一元要比帳面上
虛賺二元要強上許多

9. 投資股票最基本的目的是在總計賺賠後，
出現淨利潤。為了保住利潤，你得賣出股
票，才能收進利益

10.如果想要成為股市大贏家，就必須遵守法
則以及一個適切的利損計畫



11.獲利二倍基金的操作方法：每檔新進股票
都是在過去數年來的最高價買入。簡言
之，如果一檔股票在40-50元間徘徊好幾
個月，卓法斯基金會在創新高時於50-51
元間進場，因為這些股票在創新高前，會
顯現出一些可以清楚辨識的股價型態

12.在股市中能賺錢的方法，就是對的方法

13.李佛摩爾的金字塔進場法：在買進的股票
出現相當漲升後，在追加買進；若研判錯
誤，股價跌落至成本下一定的幅度，我便
殺出股票，停止繼續損失



14.幾次錯誤的深入分析，是我最後能成功掌
握行情的重要關鍵。你可曾認真分析過你
犯下的錯誤，從中學習?大多數人不會如
此

15.我的新版利損計畫是賺20%出場(除了超
強股以外)，虧8%停損

16.我發現成功的股票傾向於上漲20-25%，
然後向下構築新的底部，有時再漲出一
段。所以我規定自己很精準地在設定買點
買股，超過買點5%以上，即不再加碼，
而且再突破架以上20%時賣出股票



17. 分析自己犯過的錯誤後，我發現另一個重要法
則：大多數的股票之所以會止漲回跌，皆因大
盤指數已回整10%，甚至更多

18. 這結論後來發展出我對大盤指數系統的解釋，
更可以由大盤指數的轉向偵測出市場供需情況
的改變。

19. 我也是經過長久徹夜的研究才發展出可行的投
資準則及計畫。你不能期待每天晚上舒服地看
電視、喝啤酒，就可以得到像股票市場獲美國
經濟這類複雜問題的解答

20. 只要努力下功夫，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就一番事
業。朝九晚五以外的時段，正是讓自己與眾不
同的好機會



十、其它賣出準則

1. 買對股就已經是賣出的成功奠定一半的基礎。
如果在適切時機買進一檔剛自型態向上突破的
股票，而起在不超過太高的價位追進或加碼，
你多半可以步受日後修正拉回所影響。因為真
正飆漲的股票很少跌落到正確買點8%以下

2. 仔細研判在你買進一檔股票後，多頭行情出現
的大賣單。這些大賣單可能很短暫、很不一致
的出現，而且與以往的成交量相較也不算太
大。但此時最強的股票可能會出現一週或數週
較強的賣壓，你應當從全盤來看日股價與成交
量的變化，不要被正常的拉回嚇出持股



3. 如果一檔股票由底部向上衝出以後，某一天漲
幅較前幾天快速，這時你必須很小心，通常這
是已經到達或非常接近頂點的跡象

4. 行情最高點可能發生在成交量最大的那一天

5. 如果某檔股票向上急奔二或三週(8-12個交易
日)，請趕緊賣掉股票，這就是所謂的攀頂(噴出)
走勢

6. 如果因為股票分割(除權)而向上漲升一週或二週
(通常漲升25%或30%，有時會到50%)，就可以
賣掉持股。倘若一股票由型態中向上突破，又
宣佈要股票分割，你就應該要出清持股



7. 大戶會在市場買主願意接手股票時賣出持
股。因此，如果股價漲起，而這時好消息
也發佈出來，你要開始考慮賣出股票

8. 低量新高意味著股票需求暫時退去，賣壓
很可能緊接而來

9. 漲高後，若是量大不再漲，可能有人開始
出清存貨

10.股價頂部的幾天日線可能都出現上影線
(連續幾日以最低價收盤)

11.如果一檔股票由底部快速漲升一段後，出
現跳空漲升，表示行情可能已經接近頂點



12. 當股市變得熱絡，每個人都覺得股市還會再
漲，我建議你趕快賣掉它，否則為時已晚。捷
克卓法斯曾說：「當每個投資人都很樂觀，開
始鼓吹親朋好友買股票時，其實這些只能在嘴
上煽動他人，自己卻無法再將行情往上推升，
這時最好趕快賣掉股票。」相反地，在別人對
行情沒把握時買入股票，然後在大家一股腦看
好股市時就獲利入袋

13. 如果一檔股票崩落數天還為能反彈，請賣掉持
股

14. 如果一檔股票以幾週時間向上漲升一段，後來
卻全部跌光漲幅，就可以考慮賣掉



15. 若季盈餘成長速度明顯減慢，或連續一季衰
退，在多數情況下應當賣掉持股

16. 如果同類中另一重要的標的走得很差，應考慮
賣出

17. 小心因謠言或壞消息賣出股票，它們通常只能
造成短線衝擊，因為謠言是用來洗清餘額的幌
子

18. 避免在相對低檔區(也就是低於主要價格支撐區)
賣股

19. 若未再漲升階段賣出股票，也要在初跌時賣
出。第一次下跌後，部分股票可望出現反彈



20. 股票至高點回挫8%左右時，有時可以檢查此一
小波段的漲升、頂點、拉回，以判斷行情是否
結束，或只是正常的8-12%的修正，如果有高點
回挫超過12-15%，你有時應該賣出股票

21. 如果一檔股票已經漲了一段，突破出現漲升以
來最大的跌幅，則可以考慮賣出，不過也要等
到其他指標顯現賣出訊號後再與以佐證

22. 當你看到高點附近出現大量賣出，下一次的回
升若是量能萎縮、價漲勢弱，或只持續幾天，
你應該再弱勢反彈的第二、三天賣出持股，這
是趨勢線及支撐區再跌破以前的最後一次賣出
良機



23. 如果週末股價以大成交量收在主要趨勢線下，
或者跌落在主要價格支撐區，賣掉持股會比較
好

24. 在股票開始跌勢以後，價格上漲的日子將少於
下跌的日子

25. 靜候大盤扭轉的第二次確認，不要因為股票變
便宜了就急著買回

26. 從上次錯誤的賣出經驗中學習。將過去的買賣
點繪在圖上，作為檢討分析的依據

27. 在股票明顯賣出以前盡數出清。在跌破主要價
位以後才賣出股票，是很差勁的作法，這時停
損賣壓齊出，行情反而反彈起來讓空頭出手



28. 在某些情況下，如果股價達股價軌道上限，應
該賣出股票(股價上下限是各以連結股價最高及
最低點而成)。股價衝過軌道上限，通常適合賣
股

29. 當股票由底部三、四段漲升並整理在創新高
後，你應當賣掉持股。因股票市場的第三次漲
升，每個人都可以預見，行情恐怕也很有限

30. 從鬆散的型態中漲起並不可靠，應在創新高時
賣出股票

31. 如果一檔股票型態很弱，多數的日股價是型態
下半部，而且是在200天移動平均線下，則應在
創新高時賣出股票



32.在某些情況下，股票是以過去五年來的最
大量向下收低，應當賣出股票

33.有些股票可以在200天移動平均價上70-
100%時賣出

34.經過長期漲升後，若是200天移動平均線
開始向下反轉，則應考慮賣股

35.當一檔股票在刻度1至99的相對價格強度
降至70以下時，請出清持股



十一、耐心抱股的條件

1. 新買入一檔股票後，再股價畫出一條紅色
的防禦賣出底限，一旦價格滑落至此即停
損。在一波新多頭行情的前一年半到二年
時，你可以給股票一些下檔空間，繼續抱
住股票，直到停損價位出現才採取行動。
我不認為你應該隨著股票上漲而提高賣出
參考價，理由是你很可能因為一次正常的
回整提早出清持股。一旦你的股票賺逾
15%，便可以開始注意上檔目標價，於目
標達成時獲利入袋



2. 你的目標是在正確的時機買進盈餘最好的
股票，然後耐心抱住，證明自己的看法是
對是錯，但至少要給它十三週的時間，才
好下結論。當然，這個前提是這檔股票不
至於退敗到你的停損價位

3. 妳不能讓任何一檔已買進股票，在漲了
20%之後，再跌到賠錢價位。

4. 要留意大盤走勢。如果你在大盤作頭開始
要反轉時買進股票，出狀況的機率將很
高。大多數的突破，通常會失敗



5. 大行情需一段時間才能完成，不要再漲勢前八
週及獲利退場，出非股票出現嚴重問題，或者
因為宣布股票分割，行情連續兩、三週向上快
速出現做頭。除非股票本質不佳或缺乏投資機
構及大戶認同，在八週內出現20%漲幅的股票
應至少抱滿八週。在某些情況下，最強勢的股
票只需四或五週即可上漲20%或更多，整段行
情常可大漲100%-200%，甚至更高。只要大盤
沒有問題而且你也賺飽了利潤，不妨試著長期
持股

6. 你若持有領導股或領導類股中的一員，起碼可
以抱牢到週股價收盤跌破十週移動平均線為
止。 一些領導股常可漲到令人無法致信的地步



7. 一旦產生利潤，儘量撐過股票第一次短期修正

8. 在新多頭行情初段儘量抱股，有時，強迫抱股
才可以賺到大錢。記住，做股票不一定要全
對，而是在做對時賺到大錢

9. 李佛摩爾說：「賺大錢不靠看對行情，而是能
夠抱牢。」但是，能夠看對行情，又能夠抱牢
股票的投資人卻少之又少

10. 股票需要時間向上漲高，一波新多頭行情的前
兩年通常是抱牢的最佳時期。如果你真的了解
一家公司及它的產品，你會有信心度過幾次難
以避免的修正。只靠一檔股票賺到大錢，通常
要耗費一年只三年的時間及耐心



十二、持股多少

1. 即使是持有價值數百萬美元的個體投資戶，也
不應握有超過六或七檔股票。大量分散投資只
能凸顯投人的無知及毫無見地

2. 股市贏家追求的是逮住一、二檔真正飆股，而
非一堆無濟於事的小利。一些小損失及幾次的
大賺才能爆出利潤

3. 集中持股可藉由追進及一、二次較少量的額外
買進辦到；股價高過原先獲上次買進價的2%-
3%以上，怎可定下加碼點。同時，盡速在損失
擴大以前，清除掉損失中的股票



4. 到底該長期投資還是做短線?其實，時間長短不
是問題所在，在正確的時機買進正確的股票-最
強的股票-才是重點。一旦市場走勢或你的賣出
準則顯示該賣股票，就殺出股票。時間可長可
短，讓你的投資準則及市場走向決定股票究竟
要抱多久

5. 好的股票組合不應該出現連續六個月或更久的
虧損期。投資組合應該要跟得上市場的脈動--好
園丁永遠將碎花瓣丟掉

6. 不要當日沖銷，因為這比決定股價漲跌趨勢要
困難的多

7. 我奉勸投資人不要急著賺錢，羅馬不是一天造
成的



8. 剛踏入股市一、二年時，最好使用現金買賣股
票，比較妥當；若是能訂出一套完整的可行的
計畫及投資準則，則可以考慮融資買賣股票。

9. 動用融資最佳時機通常是在多頭行情的前兩
年。一旦你確認新空頭行情到來，應立即將融
資股票殺出

10. 如果你用融資買進的股票跌到需要補繳款項
時，經紀商會催你趕快繳錢，否則會斷頭殺
股。這時，千萬不要繳錢，就讓股票斷頭，十
次有九次是對的。因為股市已出現異狀，所以
應該賣掉股票減低風險，才不會在壞行市中再
丟進白花花的鈔票



11.放空股票的準則：

絕不在多頭市場放空股票

絕不放空小型股，這種股票很容易軋空

要有效率的放空股票，一定要等到大勢開
始向下反轉，而且大盤指數同步下滑的時
候

12.零缺點的時機掌握是放空最關鍵之處。妳
可能判斷正確，卻因過早放空，而被迫停
損補回。因此放空和買進股票一樣，都要
有停損的準備



13. 兩種最適合放空的股價型態：

頭肩頂形態。右肩應該較左肩略低，最佳的放
空時機應當是在右肩第二次或第三次拉升失敗
結束以後。對於先前的領導股來說，這些自低
點計起右肩拉升可達20%或更多。如果季盈餘
成長能夠減緩或是盈餘已經大幅衰退，也可使
放空更有把握。此外，股價相對強度線應至少
三或四個月以上明顯回跌，所以你可以肯定行
情確實築頭(多數的放空是在錯誤的時機進場)
股價以三或四次帶把杯狀或其他相似型態向上
推進以後，再一次向上放空卻失敗時，這支股
票應剛擴大成長量(而且股價向下跌破杯把區域)



14.在你加碼放空以前，要確認上一批放空部
位已經有一定程度的獲利，而且這種加碼
量不應太大

15.不要過度分散投資，最好將資金集中在幾
檔精選的股票上



十三、該買那一種股票及看圖

1. 一般投資人不應該買賣如選擇權等衍生性金融
商品，這些商品風險較股票來得高，而且價格
波動十分激烈。股市贏家的第一課是學習減少
投資風險，而非增加風險

2. 至於不學習讀股價型態的人，可謂愚蠢。判讀
股價圖示一種有條有理、高效率且省時的股票
分析方法，可以同時追蹤許多檔股票

3. 股價圖不僅紀錄股票的本質及真相，更忠實反
映出市場上公開喊價的供需情況，股價實際走
勢遠比股票市場絕大多數人的看法或學術理論
來得可靠且可信



4. 在股票市場裡，歷史一再重演。許多股價
型態及整理架構一而再出現。

5. 投資人一定要善用過去數年來明星股票的
股價型態，萃取出其精華與特徵，並引為
典範，進而尋找未來可能的明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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