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在股票市場的頭一年，面對最嚴重的問
題是誤解股票、市場、以及市場經營者所
扮演角色的本質

2. 首先我聽人家說，買了一支股票，就真的
擁有一家公司的股份，這股的價值隨著公
司的相對榮面而升沉。既然如此，那顯而
易見該做的事就是徹底研究企業—找出那
些行業最強、那家公司前景最看好。如果
某個行業欣欣向榮，而那個行業有家公司
業績蒸蒸日上，那麼得到的結論是：它的
股票價格一定上漲



3. 我找到了瓊斯羅夫林鋼鐵，它所屬的行
業，就算不是美國整體經濟最關鍵性的行
業，也應該是十分重要的行業之一，而且
它的盈餘、獲利率、配發股利的紀錄，再
鋼鐵業的排名屬一屬二。它在市場上的價
格我覺得相當合理，而當我拿它和其他鋼
鐵股逐一比較，它比價格貴10到20點的股
票更勝一籌。整個鋼鐵股工業也正在市場
展現強勢，所以瓊斯羅夫林鋼鐵從任何角
度看，價格都十分便宜



4. 我深信我自己的推理鏗然有聲，急著在別
人聽到風聲之前搶佔先機，我覺得應該傾
我所有，下注在瓊斯羅夫林鋼鐵。結果我
虧了9000美元

5. 現在我看得很清楚，我的整個市場投資方
法，有什麼地方大錯特錯。看起來那麼具
有說服力的邏輯，就是沒辦法用到現實狀
況。先前我不懂基本面，只是一味下賭，
成果卻比較好。



6. 回頭檢討我買瓊斯羅夫林鋼鐵的理由，標
準普爾給他B+的安全性評等、股利率接近
6%、每年盈餘不錯，它是強大行業的一
家好公司、和貴得多的股票相比，它的價
格很便宜，但它就是漲不起來，我那裡錯
了?

7. 如果股價不看基本面，那要看什麼呢?
8. 後來我的注意力終於被一支德州灣生產公

司的股票所吸引，它生產什麼?我一點也
不知道



9. 我注意到德州灣的股票節節升高，我沒有好理
由，可用於推測德州灣生產的價格會繼續上
漲，也沒有任何理由說它不會。我又在賭博，
但這一次，至少我像賽馬場的賭客，懂得要注
意外表。我的那匹馬—德州灣生產—一直跑
贏。這具有某種意義，我決定下注

10. 後來德州灣生產，真的生產出利潤來。這是我
所知，十分確定的一件事。當同一股群，基本
面同樣吸引人的其他股票牛皮不動，為什麼它
會上漲，在我看來，仍然是個完全解不開的謎



11.股價會上漲一定有它的理由，也許是對這
支股票知道得比我能夠知道的還多的內部
人正在買進；顯然某些人正在進貨，否則
價格不會上漲，但我認為，如果有理由的
話，一定是我不可能知道的理由，而一旦
弄清楚，一切為時已晚

12.因此，我運用的主要方法，必須是根據市
場本身顯現的跡象，也就是從每天的股價
行情表看到的數字，以及仔細研究先前的
價格動向得到的結論而採取行動



13.換句話說，我要根據以前的外表和實際的
表現，放眼賽馬場，尋找可能勝出的馬。
知道如何飼養、訓練、騎師的聲譽、馬吃
的那一種燕麥，固然很重要，但我的第一
守則，是只賭跑在前面的馬。要是它顯露
疲態，是的，我會掉頭而去，另找跑在前
面的馬

14.我還沒找到選取贏家的科學方法，卻已經
開始依稀感覺到自己的理論，而且學到重
要的一課：業務歸業務、股票是另一回事



15. 正如我所看到的，某個產業或某家公司的業績
欣欣向榮，股價卻跌得七葷八素，而且我敢
說，相同的事情有可能反過來發生。總之，我
看的一清二楚，知道經紀商所推薦，視若珍寶
的經濟指標，無一是股市投資的必勝之鑰

16. 一支股票值多少錢?標準普爾和類似的參考手冊
不會告訴我答案。就我的目的來說，一支股票
的價值，正好等於我買它時必須支付的價格，
也正好等於我兌換籌碼時，能夠換到的價格。
天底下沒有好股票及壞股票之分，只有上漲的
股票和價格下跌的股票



17.一支股票，除了它根據供需法則，將在市
場賣到的金額，別無什麼內在價值。這是
就價值論價值，面對市場的務實方法。至
少對我來說，它已經用白花花的銀子，證
明有很高的價值



18.我徹底重新檢討我的股市哲學，得到一些
結論：

紐約證交所喊出的口號「美國企業有你的
一份」，純粹是譁眾取寵的宣傳，目的只
是說服美國大眾，拿出它們辛苦賺來的
錢，下注在那些表現不確定的企業上

泛稱為「股票市場」的那個龐大事業，從
營運它的人的角度來看，整個目的是炒熱
買賣數量到最高水準，好創造最高的手續
收入



19.我認為企業發行股票是新創企業募集資金
很有價值的一條管道，它也是賭博的籌碼

20.當股市大跌後，有許多小額投資人及一些
投資大戶，他們買股票不是為了迅速獲
利。他們買股票是為了領取股利，另一部
分則為了作為通貨膨脹的保值工具。這種
買盤為普通股提穩定了市場，尤其是市場
重挫、股市低迷之後

21.市場崩跌後，投資信託通常相當活躍，在
底部進貨，因此有助於股票止跌回漲



22.還有獨立的場內交易員，他們是證交所的
經濟會員—其中許多人總是和大眾對賭：
大眾買進時，他們賣出股票；大眾賣出而
導致價格下跌時，他們則買進。由於這件
事，華爾街又流傳一句挖苦人的話：「投
資大眾永遠是錯的。」

23.為了不讓這種話傳到投資大眾的耳朵裡，
經紀業者使出渾身解數，華爾街請一流的
廣告文案人才，為他塑造出來的形象，和
前面引用的格言剛好相反，我很好奇，想
知道他們發了多少錢



24. 營業員和撲克牌發牌員一樣，總是站在那邊抽
頭，你買進時抽一點，賣出的時候再抽一點，
所以我很少聽到營業員建議「什麼事都別做」
或「退場觀望」

25. 營業員和撲克牌發牌員有個不同點，發牌員通
常支領薪水，不介意看到任何人贏錢，只要我
們不贏光莊家的錢，害發牌員失業就行。相反
的，客戶的買賣金額直接攸關營業員的收入。
如果客戶獲有利潤，那再好不過，他還會再回
來。對營業員來說，重要的是要有交投活動—
客戶買進、賣出、以及支付手續費



26.我學到的另一件事，搶進殺出市場，賺取
蠅頭小利，十分刺激—我進出個不停，感
覺自己在做重要的大事情而興奮不已，沒
什麼比這令我的營業員高興；他從來不會
說不要換股操作。但我發現，即時操作股
票有賺錢，結算下來，還是賠本

27.營業員的工作是創造手續費收入，你不能
奢望他將你的利潤放到他的需要之前



28.對發牌員或營業員來說，華爾街的「你不
會因獲利了解而破產」這句名言說的一點
都不假。

29.他也蔚我上了一課，我因此給自己定下準
則：我絕不在一支股票正在上漲的時候賣
它。為什麼要甩掉跑贏的馬?而且，我絕
不持有跌個不停的股票。為什麼要死抱賠
錢股?等他跑道前頭，再騎也不遲。





1. 不管什麼時候，績優股的交投都遠比所謂
的「便宜股」熱絡

2. 對投資人來說，我發現所有的股票「價
值」，都是人為製造的—炒作之下產生的
價格波動，和供需自然發生價格波動，兩
者之間實際上沒什麼差別

3. 在我箱型理論還沒發展完美的境地時，我
已經知道，保護自己不受我的股票價格出
乎意料下跌的傷害，是極其重要的一件
事，所以停損單99%絕對有其必要



4. 每次的保命因素，都是我已經使用停損
單，曉得它的重要性，我從早先的經驗學
會用它，以求保住大部分的獲利。我在股
價上漲時，不斷將停損點往上移動

5. 我學到一個教訓：股票市場的便宜貨，總
是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在美國低價手續
費高)

6. 在我的走勢圖冊裡，隨便一翻都找得到不
曾重見天價的股票；而且每有一家揚眉吐
氣的老公司，便有另外兩家已經關門大吉



7. 同樣的，我發現不是所有的高價股都是好
貨，經驗告訴我，單看價格就買股票或其
他任何東西，是很愚蠢的行為

8. 回升之路可能十分漫長且崎嶇，許多股票
跌下去之後，便沒能爬上來

9. 進出的時機很重要，而且和基本面或甚至
和「成長」本身，一點關係也沒有；它和
股票在市場上的走勢有關



10.經驗警告我，一支股票的價格和它的盈餘
真的無關(除非有夠多的買方恰好認為有
關，並且根據他們的信念採取行動)

11.預期成長的心理，而非成長本身，是促使
投機性交投趨於熱絡，以及能從所謂的成
長股賺得厚利的原因

12.股票的名言是「買低賣高」。我卻有自己
的一套：當行情顯示價格將上漲，我會買
進，而且絕不後悔—不管買到低價或買到
高價都一樣。另外不管莊家有沒有在輪盤
上動手腳，也無所謂





1. 我在股票價格貴的時候買進，一有變便宜的跡
象時則賣出。我的營業員雖然看過我的帳戶，
即使看過我賺大錢，他還是打從心底深處相信
我根本不對—因為我用的方法違背他虔誠的信
念。在他看來，華爾街不是賭場，而是一座教
堂，他相信基本面、相信股市是一種投資、相
信「美國企業有你的一份」那套胡扯

2. 大部份營業員都和他一樣，他們親眼看見市場
怎麼走，卻沒從他們的觀察得到一些領悟。當
然，不能責怪他們，他們出於本能或理智，知
道被狂歡節上叫賣者吸引過來的呆瓜，變不出
什麼把戲



3. 人在買彩券時，總是希望說服自己，相信
他們買的不只是彩券，所以營業員必須找
到或發明頭頭是道的理由，勸誘他們的客
戶從一張彩券換到另一張彩券—如此手續
費才會源源不絕滾進

4. 當然也因為他們也淹沒在排山倒海而來的
建議、解釋、預言、宣傳之中。這些東西
都是「報馬仔」或情報販子大軍製造的



5. 如果我的營業員是華爾街聖教堂的忠實信
徒，那麼那些人就相當於金融圈裡的祭
司、江湖郎中、賣蛇油的走唱藝人，他們
從年薪高達10萬美元的市場分析師、到領
到每星期領150美元的經紀人的文案撰稿
人(向百萬富翁提建議，自己卻只能到自
助餐聽吃午餐)，在往下則是厚顏大膽的
情報販子，叫賣印在紙張上的「熱門股」
或「神秘股」，從每星期收1美元到一年
300到400美元不等



6. 營業員喜歡把自己想成從事高尚的行業，
或甚至博學多聞的行業，麥迪遜大街為他
們寫出的廣告文案，大多是強化這種形象

7. 如果醫藥業也如法泡製股票業的廣告，
「廉價無痛去除面皰!你的血壓太低嗎?試
試我們的快速血壓增強計畫。現代技術和
最新設備，任君使用。截肢超低價，僅限
本週!闌尾截除術比以前便宜!每次治療都
免費供應抗生素」，這種廣告你一定絕得
荒腔走板，但股票的廣告卻不會



8. 兩者的差別在於你不會拿你的健康去賭，
但你會拿自己的錢去賭，而這就是股票
「投資」的意思

9. 可惜的是在賭場提供建議的人，通常不是
很懂賭博，他們的業務是收取手續費。如
果是提供報明牌服務，則需要收費替人解
疑。

10.有些人發行市場快報，如果他的市場預測
真有那個價值，肯定留著自己採取行動，
才不會接受續訂六個星期，只賣2美元



11. 幾乎毫無例外，名牌服務社和茶葉算命師都有
一樣商品可以賣：和跑馬場的情報販子一樣，
他們宣稱知道贏家的名字，而且願意讓你偷聽
到那個秘密—只要你花點小錢。華爾街的情報
單上，在沒有下雨的時候，天氣永遠放晴，也
就是永遠都是多頭市場或多頭市場即將發動

12. 情報販子為什麼不自己去買那支成長股，投入
一點錢到那些沉睡的巨人行業，賺取特高的報
酬?他們講得讓人以為他們樂善好施，但是很明
顯的，如果他們願意賣特殊的情報給別人，那
是因為情報還不夠特殊，不必據為己有



13.要是科學發明能給預言家那支股票會是市
場贏家的資訊，他們就不會以「每個星期
一美元多一點」的價格賣它，他們一定留
著自己享用

14.華爾街上的預測者，整體而言，鐵嘴有多
準?當我需要最要緊的資訊，也就是某支
股票的價格會上漲還是下跌，胡猜亂想和
錢能夠買到的市場預測，準確度不相上下

15.高爾斯經濟委員會1933年、1934年做的
研究發現，頂尖預測人士所做的預測，他
們的準確性比完全隨機選股低4%



16.我發現，要找市場情報，最好的地方在市
場裡面

17.市場預測頂多只能告訴我，股票過去的表
現如何，或者現在的表現如何。可是我想
知道的是，我的股票在不久的將來，會有
什麼樣的表現

18.關於某支股票為什麼急漲或急跌，市場分
析總是能在事後找到很多解釋，例如傳說
要分割股票、預期將發佈盈餘升高多少、
總統心絞痛、謠傳古巴入侵—總是找到理
由來說明



19.一天的交易結束時所做的種種觀察，都隨
事後諸葛愛怎麼說就怎麼說。不管用什麼
理由來解釋，大多不過是將股市或股票表
現合理化罷了

20.事實上，市場怎麼走，是因為賭徒怎麼做
造成的。在賭徒操弄之前，沒人能夠知道
他們會怎麼做





1. 所有的股票都帶有風險，如果買賣股票不是賭
博，那就不會有報酬

2. 經驗告訴我，務必以務實的態度去看價格。股
票目前的價格是25美元，它就是25美元的股
票，不管我當初用多少錢買它。因此我必須把
它當作25美元的股票去評估它

3. 過去和將來的字眼，對股票市場都沒有任何意
義，因為它們不存在。存在的是現在。每個新
的日子、以及交易日的每一個小時，都需要做
新的決定。我不曾在過去行動、也不曾在未來
行動，我是現在決定



4. 所以決定留住賠錢股，和決定買進賠錢貨，是
完全相同的決定。有誰會到股票市場買賠錢或
和賣賺錢股?這是多麼奇怪的善舉!可是人們卻每
天在做這種事

5. 他們是因為無知，因為膽怯，也因為相信一些
迷思，以及認為他們的問題可以找到魔法來解
決，而不是靠理性的解決方案，所以做出那種
事，他們應該思考的時候，卻依賴感覺

6. 很多人賣掉賺錢的股票是因為不想貪心，可見
他面對巨大的資金市場的神秘面紗，懷有敬畏
的迷信心理—千萬不能貪心，否則神會生氣，
把他們給的東西收回來



7. 大部分小額賭客不敢信任本身的判斷力，
所以傾向於靠人多勢眾來壯膽或取勝。而
且他們不喜歡每天在市場裡決定要做什麼
事，所以會在金融世界裡找個聰明人，為
他們煩惱這些事。問題是，那個人一定是
個專業人士，他們考慮的一定是自己的利
潤。

8. 軟體也是，我們也希望有利潤，因為使用
軟體，每天都可以驗證，所以就必須和客
戶站在同一邊，希望客戶有利潤



9. 根據調查，投資俱樂部遵循指投資成長股和所
有股利都在成長的投資俱樂部，持股平均漲幅
是8%，成立五年以上的俱樂部，平均成長率據
稱是8%。這個數據是指俱樂部，不是來來去去
的投資人

10. 俱樂部有很多問題待決定，一般來說，俱樂部
決策是由一個小委員會作成，並由和股市有關
的某人提供諮詢顧問服務，由於明顯的理由，
那個某人可能是股票營業員。他可能免費奉獻
時間和建議，但他對俱樂部的興趣，不可能完
全無一己之私或者純粹出於社會服務。有些營
業員經手好幾個俱樂部的帳戶，這種情形下，
手續費的收入非常可觀



11.有很多共同基金的人找我掛名當頭，我總
回答：「不幹!」因為我不相信共同基金是
一種投資。簡單地說，連自己都不認為是
好賭博的東西，我不會請人把他們的錢投
入

12.投資俱樂部、共同基金、月投資計畫—都
是「讓小額投資人走進華爾街」運動的一
部份，至於小額投資人是否受惠，則是另一個
問題



13.我個人認為，集體操作所面對的風險，和
個人操作一模一樣，不管是個人買進股
票，還是集體買進股票，只要用來選擇和
買賣股票的方法紮實穩靠，便都有可能賺
得利潤

14.賭博終究是賭博，我個人不喜歡讓別人代
我下注，也不喜歡依賴任何賭場的莊家提
供的建議。在我看來，我們是坐在桌子相
反的兩邊，我要從市場賺取利潤，他們要
從我的身上賺取手續費





1. 我對於股票很認真， 也一直覺得買賣股票
是一種賭博，但我要怎麼做，才能把那些
賭博和風險的成分降到最低?這便是我的
問題所在，我想發展一套簡單明瞭的系
統。

2. 我發現我要在華爾街成功，第一個秘密就
是要自律和保持耐性。我必須等機會來，
用自己拿手的方式去玩，而不是依照別人
的方式。



3. 強迫型的賭徒沒更好的事可做時，可能會
在街角和小朋友賭些小錢。但我這種想和
賭場一拼高下的操作者—不是為了刺激，
而是擁有理性的目標和方法—必須以冷靜
的方法，睜亮雙眼去接近它。我曉得，必
須學會必要時等上一年，以求一出手便獲
勝；而且，不管在什麼情況下，我都經不
起折衷妥協推翻所用系統的原則，以致於
一點一滴耗蝕資金



4. 我發展出來的方法，後來被稱做漲勢市場中的
達拉斯方法。

5. 雖然我能夠在幾乎任何一種市場中賺錢，卻發
現我能夠掌握多頭市場的戲劇性機會時，操作
成果更好。由於我志在打敗賭場，所以要發展
一套為我效力的「系統」或「方法」

6. 初進股票市場，我看不出某些股票有非上漲不
可的理由，或者其他股票有非下跌不可的理
由。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用猜的，而且根據
小道消息、謠言、別人的建議，除了運氣好，
幾乎每回合都鎩羽而歸



7. 可是似乎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和未來有關的
任何事。直到我誤打誤撞買到德州灣生
產，才找到第一個有用的線索

8. 德州灣生產產生了可觀的利潤，讓我的財
務重新站穩腳跟。遠比這個重要的是，它
給我上了非常基本的一課。我是基於一個
理由，而且只因為一個理由而買這支股
票。原來，它看起來就是要上漲。後來的
經驗，證實了這堂課有其價值。



9. 日後我一再炮製，成功果如預期而來，有
了這個基礎，我下定決心：一支股票的價
格正在上漲我才去買它。這是我買它的唯
一理由；沒有出現這種事，其它理由都不
值得考慮

10.體會到這個原則，才打贏一半的仗。我仍
然有漫漫長路要走。如何才能區分肯定上
漲的股票，和這個星期可能漲個一、兩
點，下星期卻全部吐回去?簡單說要如何
才能察覺趨勢?



11.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我下苦功埋頭研究
幾百支個股每天和每週的價格波動。長時
間投入心力研究實際的價格波動，而不是
去看年報和股票經紀商的明牌快報，讓我
大開眼界，看到以前沒有發現的一些東西

12.和我原來的印象剛好相反，股票的走勢剛
好帶有某種一致性，往往沿著上升或下跌
趨勢往前走，因此可以根據他們現在實際
的表現，預測將來可能的表現



13.我見過股票上漲，也見過股票下跌，「行
進」是其中的關鍵字詞。一旦趨勢建立起
來，不管是向上或是向下，都會持續往那
個方向前進，好像被一塊強大的磁鐵吸引
似的。我知道其中的原因：買盤往往引來
更多的買盤，推升價格步步攀高。相反
地，在某個價格出現賣盤，很快會使在那
個價位承接的買盤縮手，迫使賣價下滑—
這個過程傾向於循序漸進



14.盡管如此，我發現極少股票一飛沖天，中
途毫不停頓，也極少股票急轉直下，毫不
停留。不管往那個方向，在各個價位，都
有可能遭遇阻力增強

15.檢視股價走勢圖，我可以看出這種阻力在
圖形上造成影響。我發現，股票上漲到某
個價位之後，好像撞到天花板，然後像網
球那樣彈回來，下跌途中遇到地板而向上
反彈，只是又像上次那樣遭遇相同的阻力



16.我開始見到，股價是在一個狹窄的上下限
之間來回波動，有如橡膠球在玻璃箱內彈
來彈去。我心裡看到的畫面正是那個樣
子—股票不再向蝙蝠般在鐘樓漫無方向，
四處亂飛亂舞，而是有秩序地行進，節奏
因為不同的個股而異，但每次行進都相當
有規律，容易預測，能在心裡描繪走勢
圖，以及理解為什麼那麼行進



17.再深入研究，我發現股票的每個上漲走
勢，是由類似的行進方式構成的—從一個
箱型移動到另一個箱型區，而且在每個發
展階段，價格會在明顯可見的上下限之間
起伏一段期間，然後突破，進入下一個箱
型區，在上下浮沉一段期間，如此持續下
去

18.因此，長期的價格走勢，不像隨意一眼看
到的那樣漫無章法，而是由一連串的走勢
構成。我可以把一連串的走勢想像成高高
疊起的箱子，一個疊一個



19.每個箱型區內，價格上下起伏或長或短的
一段期間，代表股票行進的一個階段，或
者說是正在蓄積力量，準備下一道阻力線
展開新的攻擊行動，向上或向下挺進到下
一個階段，延續已經建立起來的趨勢

20.我會注意兩個最重要的因素，其一是當天
交易的最高價格，另一是當天的最低價。
每天的最高價都高於前一天的最高價，表
示箱型區的頭部處於打開狀態，他要漲到
什麼地方，可沒有限制



21. 一般來說，我發現漲勢終究有其極限。經過一
段時間，買單減少、支撐漲勢的能量消散，股
價暫時失去往前衝的力道。接著我發現，再下
來每一天的高價位觸抵或者超越前一天的高
價。當我看到股價連續三天未能升抵前一天的
高價，箱型區的頭部便可以確立，現在成了新
上限，必須突破之後，股價才可望再次上揚。
建立新的上限之後，當賣盤湧出，股價便止跌
回軟。要確立箱型的底部，我只要觀察股票連
續三天下挫，沒跌破最低價格，便能確立新的
底部。股價會在這個箱型起伏，直到我注意到
有夠多的能量產生，出現新的突破，發出一段
新漲勢展開的訊號



22. 我不敢奢望能夠知道--為什麼一支股票會從一個
箱型區推升到下一個箱型區，而同一行業的另
一支股票卻反其道而行。但由於我對果的興趣
濃於因，所以我不太在意!對我來說，重要的是
能夠看出趨勢，以及掌握趨勢，此外，我對成
長最大化感到興趣

23. 簡單地說，我決定把股票看成跑馬場的賽馬，
並且從外表評判它們。意思是跑在後面的股票
便自動淘汰，即使它們以前可能領先也不管，
而且我要集中全力，投資真的自我超越，看不
出疲態的少數股票



24.一支股票曾經是領先股，假設一度升抵
150美元，現在跌到40美元，但逐漸上
漲，價格看起來相當便宜。不過，不要忘
了，它可是在後面苦苦追趕，落居極其不
利的條件，而且這支股票上漲的過程，肯
定有相當強大的心理阻力需要克服、龐大
的失土需要收復，才會再次看起來像是贏
家

25.有些馬也許能夠後來居上，但依我之見，
極少賽馬、賽跑選手、以及很少股票，本
身擁有足夠的衝力，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26.根據類似這樣的推論，我作成結論：只有
打破以前所有記錄的股票，才真的引起我
感興趣；這些股票不只價格上漲，而且落
在歷年來最高的箱型區內

27.我發現正確的時機十分重要，要知道這支
股票是不是落在金字塔的箱型區內，看線
圖就知道了。如果是的話，我會很感興
趣，準備好向營業員下買單，剩下要做的
事，是確定買進價格



28.我是在穿越點或者盡可能靠近穿越點的地
方找買價。穿越點累積的能量夠大，足以
推動股價一舉突破上限，進入歷史高點的
新箱型區內

29.如對於落在361/2，41箱型區的股票(假設
40元是這支股票以前的歷史性最高價)，
當我看到明顯的跡象，發現股價就要穿越
41美元的上限，也就是連續三天，每天的
最高價突破41美元的上限，那麼不管每天
的收盤價如何，我會遞出買單



30.我的選股

當年股價的最高價是最低價的2倍
當週的最高價等於或和當年最高價相差不
過數點

我從成交量找線索，我找平常交投相當清
淡，最近成交量卻顯著增加的股票。我抱
持的哲學是：不管是股票還是一般人，任
何種類的異常行為，總有它的意義。



31.我認為平常交投相當清淡，成交突然趨於
活絡，便可據之判斷進場買賣的那些人相
信—不管是根據他們那些神秘的理由—本
來缺乏人氣的股票就要搖身成為好股票

32.我不知道為什麼他們這麼認為—等我找出
答案，可能為時已晚，來不及行動了。但
他們這麼認為，這件事本身，對我來說已
經夠了，因為內部人和外部人一樣，總是
根據他們相信的事情去採取行動。我相信
他們的買進行動，而不是他們的想法，將
使股票價格上漲



33. 我在難以預測、資金多達數百億美元的華爾街
待得越久，對所謂的股票基本面越缺乏信心，
我自己對股票本身的簡單觀察則信心與日俱
增。但我不認為，和企業、產業有關的基本資
訊，在股票市場都沒有價值

34. 透過簡單的觀察，我還是發現，信託基金、投
資信託，以及其他大型機構買主，必須把他們
的錢—以及投資而得的利潤—投資某支股票，
還有，十之八九，他們的決定主要是根據具有
奇異魔力的盈餘對價格比(本益比的倒數，華爾
街十分虔誠地相信這個數字



35.我發現，選擇股票的時候，如果其它的因
素都一樣，實際或者預期盈餘最引人注目
的股票，是我最好的目標，因為許多交易
人會去買它；他們作出的集體決定，當然
會推高價格

36.由於良好的心理面理由，我決定：對於我
感興趣的股票，公司的事務除了絕對有必
要之道之外，其餘一概不去了解。人很容
易被不相干的因素影響。不過我還是必須
知道，選中的股票是從事靜如止水的行
業，還是活力充沛的行業



37.我發現自己選擇股票時，會比純用技術面
方法去觀察股市看得更遠，所以我在看沉
悶音樂劇，中場休息時，寫下我的投資方
法：(我稱之為技術基本派)      

技術面

箱型系統

成交量

歷史性高價和目前價
格的相對關係

到價買單

基本面

資本額

產業別

預期盈餘





1. 在我心裡，降低風險這個因素，一直擺在
最重要的位置。沒錯，我想賺大錢，因為
這麼一來，便能愛做什麼就做什麼，也為
了擊敗華爾街賭場這個極其美好的挑戰。
但我更在意的是，不要失去已經是我的錢

2. 我總覺得如果我用100美元買進一支股票
之後，價格跌到90美元，那麼我不再是
100美元的擁有者，而只持有一張股票，
他的市場價值是90美元(還需要扣除手續
費)，我沒辦法欺騙自己，說我的100美元
暫時去度假，馬上就會回來



3. 真實的情況雖然討人厭，但不得不勇敢面
對：我的錢—總共是100美元—已經落到
股票的賣方和營業員的口袋，它不再是我
的。我交換得到的一張股票，以前的報價
時100美元，現在只值90美元。或者80美
元、70美元，誰知道下個星期、下個月、
明年的價格是多少?

4. 根據這種推論，我只能擁有一種股票—價
格真的已經上漲，或者不久的將來可望上
漲的股票，而且那種希望，是根據到目前
為止那支股票的強勁表現而來。



5. 持有價格不斷下跌的股票，只能邊做白日
夢，邊看著有用的資金在眼前化為雲煙

6. 我的市場哲學，不是像華爾街的金科玉律
說的「買低賣高」，而是買進上漲中的股
票，賣出下跌中的股票—越早越好

7. 我發現太接近華爾街反而對我有害，我很
容易被市場一點小小波動、傳說即將展開
的企業合併、收購、股票分割所左右；在
這些事情的影響下，我絕對沒辦法堅持遵
循任何系統。相反的，遠離紐約，尤其是
在我環遊世界的那二年，操作獲利最多



8. 為了避免套牢在跌勢的市場，我必須作好準
備，在任何股票一有滑進下一個箱型區的跡象
時，立刻賣出。在紐約，我只要打電話給營業
員就行了，在其他地方，我就需要有個自動化
的安全機制—危險跡象一露，馬上替我賣出某
支股票，不管我能不能找到營業員。這個不可
或缺的安全機制，便是停損單

9. 有了停損單，箱型系統就十分完美。我能在距
華爾街幾千里遠的地方工作，成果不只和我在
現場一樣好，更應該說有過之而無不及。最重
要的是，我每天晚上都能睡個好覺，因為我知
道，不管華爾街發生什麼事，虧損都不會在我
睡覺時越滾越大



10.停損單一點都不複雜，和到價買單一樣，
都是事先遞出的委託單，指示股票跌到預
定的價格時賣出

11.我在接近向上穿越上方1點內的價位買進
股票，我會在接近箱型底部的下方1點之
內下停損單。在這之前當然慎重確定那個
箱型區的大小

12.停損單永遠是一張安全網

13.用箱型系統化股價走勢圖時，我看到了上
升趨勢。我沒辦法看到的，也猜不出的是
股票何時升抵它的最高價



14.我的折衷作法，是儘可能賣到最接近最高
價—明確地說，那一點是指股票已經到達
上層箱型區，卻反轉而下，跌破上層箱型
的底部，發出進入下跌趨勢的確實訊號。
為確保我能在距那個最高價幾點內賣出，
我要做的事，只是在股價上漲的同時，調
高停損單的位置。我並沒有賣到最高價，
但一定距它不遠

15.一路走來，我了解一件事：越是謹慎地遵
循自己的理論，我賺得越多，也越不需要
操心



16.不管什麼系統，都應該和使用它們的人合
得來。對某種個性的人來說管用的系統，
不見得適用於另一個系統。而且股票市場
和其他地方一樣，有空間能夠容納一定數
量，出於直覺的臆測。

17.不過，直覺錯了的時候，就得付出代價。
有時，我需要付出那種代價

18.當賠錢的股票似乎越來越多，而且沒有改
善的希望時，我敢脆停止買進。這是1962
年空頭來臨前的情況(5月崩盤)



19.那個時候，我才了解，我煞費苦心設計的
系統，最美的部分，不在創造我的財富。
遠比這件事無限重要的是—它讓我保住財
富





1. 導致股市波動的原因，，和使賭馬能夠進
行的因素相同—人的看法不同。有些人認
為會上漲，其他人認為會下跌。至於我，
則試著密切觀察那些人的行為，同時觀察
股票實際往那個方向走，然後我才下賭注

2. 被某樣東西燙傷之後，我會遠離它。我買
過便宜股，結果奇糟無比：虧損、虧損、
虧損，另外得負很高的手續費

3. 比較貴的股票，它們的漲跌比較有秩序和
容易觀察



4. 我的目標是選中上漲百分率最大的股票；
因為我長久以來認為，我不可能每次都選
對。因此，我必須做的事，是用這種方式
管理我的投機行為：賠的時候只小賠、賺
的時候則大賺

5. 談到減低虧損，停損單是我的主要武器，
嚴密運用箱型理論，是我所知選對贏家股
的唯一系統

6. 華爾街並不適合每一個人。它當然不適合
輸不起的人。如果我缺乏承受損失的能
力，就不夠資格坐上賭桌或進華爾街賭場



7. 華爾街不是個慈善機構，我走進這座賭場
的時候，是張大眼睛，就像走進拉斯維加
斯的賭場那樣。我不理會喧囂的話語，只
看股票的走勢，然後試自己的手氣

郭育志整理

www.speaker-kuo.com

http://www.speaker-ku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