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拒當小白股海賺錢技術分析一對一線上課程講義 

文字版權為林寶妮所有：嚴禁外流於第三方平台（人事物）經查證外流者願自負法律責任 

 

課前準備: 電腦(建議)或平板 / 手機+耳機 (不建議開擴音) 

股票分析軟體安裝(2 個都要裝唷):  

電腦版 : https://marketing.mitake.com.tw/mtks20210218/index.html 

手機 APP : 技術線 https://is.gd/T1d9BX 

籌碼面輔助ＡＰＰ：https://is.gd/Mz46SK 

主旨: 

技術分析是股票市場百年累積下來的【分析大數據】傳承! 

世間上的所有人為投資都一定有風險存在，投資人有賺有賠 

學會分析就是降低風險、買賣前更多了慎重避險與獲利率提高 

故 ★技術面>籌碼面>基本面>消息面 來審斷買賣獲利時機點! 

【相信技術 堅守紀律】是非常重要的 做股票心態唷 💕 

所以我們從最重要的部分開始學起就不會亂了方向與節奏 ! 

https://marketing.mitake.com.tw/mtks20210218/index.html
https://is.gd/T1d9BX
https://is.gd/Mz46SK


 

 

 

技 術 面  

★看懂各大關鍵詞，就能抓準趨勢與買賣點 

認識 K 線 (分析之母) : 是陰(黑)K 或是陽(紅)K，是長或是短，展現出當天市

場買賣能量與反應速度讓判斷市場動向效率提高! 

 
K棒: 每天買賣多空作戰內外盤的精準大數據的體現!掌握多空短線轉折 

實體 K棒: 代表買賣有價差   空心:代表直接漲跌停或跳空缺口 

重點: 留意紅黑棒的開盤價/收盤價位置不一樣唷 ! 

Ｔ＝ＭＡ （各平台代號不一樣） 

1.短中長期投資看  

日 K(5T/10T/20T 移動均線走勢) / 周 K (5T/10T/20T 移動均線走勢)   

2.長期投資:看月 K 趨勢大格局 (波段大獲利型) 

做短線亦要看長線 /長線會保護短線 

★開盤價:是誰決定開盤價 ?  絕對不會是散戶!! 而是關鍵主力決定的 

★最高價: 若在盤中進場往往容易買到最高價成本(建議 13:00 進場決定是否出手) 

★最低價: TEST 股價支撐 若 100元以上股價跌破 5T均線建議先跑 

★收盤價:突破昨高(轉強) / 跌破昨低(轉弱) 

 

上影線: 代表高點賣壓  長度代表:壓力強弱 

重點: 股票上漲時避免看到 超長上影線(俗稱避雷針)/ 長度為實體 K棒 2倍長起 

即可能發生: 開高誘多後下殺洗盤  或 主力拉高出貨 (漲多要下跌訊號) 



 

 

(當沖/隔日沖的股票要更注意股票籌碼面當天變化)與隔天 K棒表態(容易變盤) 

重點: 若隔天出現黑 K建議先跑 / 若隔天紅 K可觀察突破前高可續抱/可進場 

 

下影線: 代表低點支撐  長度代表:支撐強弱 

重點: 股票上漲時避免看到 超長下影線(俗稱吊人線)/ 長度為實體 K棒 2倍長起 

(盤中容易有空方出現) 下殺的洗盤換手 或 主力又多出貨, 若隔天出現黑 K建議

先跑! 下降趨勢間空頭反彈出現一樣建議先跑 ! 若隔天紅 K可觀察突破前高可

續抱 

★遇到變盤線 隔天開盤價的高低就很重要!!決定主力的多空心態 

 

空頭下降趨勢中容易(搶反彈)上漲的 K棒反映: 

1. 遇到黑 K 隔天出現紅 K代表要起漲 (但亦要小心空單回補短暫行情唷/看融資卷變

化) 

2. 遇到紅 K 長下影線且開低爆大量就會翻紅起漲/若開高就積極進場 

3. 遇到大長紅(沒有上下影線的)且成交量爆大量可積極進場 

 

多頭上升趨勢中容易轉折下跌的 K棒反映: 

1. 遇到長黑 K且成交量爆大量可先跑一趟 

2. ★騙 線:長紅(沒有上下影線的)遇到長黑(沒有上下影線的) 且成交量爆大量多為 

假突破要小心 

 

KD指標 : 低於 20相對低檔超賣 /高於 80相對高檔超買(過熱) 

 



 

 

黃金交叉 VS 死亡交叉 

股市的錢是等來的不是追來的 !!! 掌握最佳買點進場永遠免煩惱被套牢 

   當 K值 (快線) 突破 D值(慢線) 俗稱: 黃金交叉 

★紅穿藍且 2條線尾端需要往上走= 股價往上走參考點(適合進場) 

   當 K 值 (快線) 跌破 D值(慢線) 俗稱: 死亡交叉(適合出場或放空) 

多頭做多 + 黃金交叉起漲點位置進場往往成功率 7成以上 

 

趨勢:  

１． 股價多頭漲勢中 KD黃金交叉是參考買點！死亡交叉是（多）單參考賣點 

２． 盤整時 死亡／黃金 皆不建議進場！ （時間成本問題） 

1 KD 指標選股操作要配合技術分析結合趨勢多空，價位高低，均線，成交

量成功率才更高唷 

2 KD 指標反應短線轉折／搭配 MACD指標更勝一籌 

考慮操作的時程不同，一樣要看短，中，長期的 KD指標 

 

ＭＡＣＤ： 由 DIF 與 MACD 兩條線組成，DIF（快）短期，判斷股價趨勢的

變化。MACD（慢）長期，判斷股價進出場大趨勢。（選股適用） 

後來才加入柱狀圖，柱狀圖是用 DIF-MACD 所繪製。 

０軸為多空分界線 紅快藍慢趨勢線顯示趨勢 

趨勢：２線０軸上做多不做空／２線０軸上做空不做多 

 



 

 

ＭＡＣＤ ： 雙線必須穿越０軸向上了！進入多頭趨勢 

紅柱體漸縮且變色到水平軸下方（空）建議出場 

０軸上方（多）頭趨勢 紅柱越長／動能越強／股價越漲 

０軸下方（空）頭趨勢 綠柱越長／動能越強／股價越跌 

★ 柱體漸縮代表變盤轉折交叉點適合進退場時機 

★搭配ＫＤ短中線進場／ＭＡＣＤ判斷趨勢走長線賺高獲利波段 

 

移動均線： ５日均線／１０日均線／２０日均線 

 
★三線多頭向上 ／ 紅Ｋ成交量爆大量 （最佳進場時機） 

配合ＫＤ黃金交叉確認向上（多頭象徵確認＋上升趨勢） 

★何謂上升趨勢 ： 頭頭高＋底底高 （反之代表下降趨勢） 

★★終極飆股條件：２個月以上的均線糾纏（盤整）＋上述條件 

 



 

 

 

主要籌碼面：三大法人 ／ 千張大戶 ／ 內部關鍵人 

 三大法人： 外資／自營商／投信 

★佔每日的總成交額４５％－６０％ 

千張大戶：不用多作解釋，亦及擁有某檔股票千張以上的投資人 

內部關鍵人：掌握公司內部消息的人，一般指的是董監事、大股東 

融資：借錢來買股票（看好市場） 

融券：向券商借券來賣股票（看壞市場） 

股漲：融資減少，融券增加 （法人買） 

股跌：融資增加，融券減少 （法人賣） 

融資融券餘額使用率是散戶指標，代表著大盤的反指標， 

但判斷融資買進者是主力大戶還是散戶呢？ 

主力買→股價升 ★散戶買→股價不漲量增加 

 融券餘額/融資餘額：30％為分水嶺，券資高上漲力強，價易升 

通常是可以短線交易的選擇 

★觀察盤中買賣交易 （內外盤比例）也很重要唷 

法人買賣超排行榜可以看出 （大盤主流產業別）／但不建議去追高 

因未能上排行榜的往往都已經漲一波段了！成本高（非最佳買點）／利潤低 

因為 法人也知道小白們最愛看！電視台抬轎分析師也天天講（洗腦） 

所以 【選股細節與條件要注意】！避免去接刀唷！！！ 



 

 

盤後手中持股的 【籌碼面＋技術面】 可以判斷是否出場 

以便預測隔天漲跌之參考，至於等待進場的也能當選股的工具！ 

 

★股價漲，融資餘額減少和融券餘額增加 代表散戶不看好， 

但大戶覺得未來股價會漲。 ★(散戶看空大戶看多) 

  

股價跌，但融資餘額增加或融券餘額減少，代表散戶覺得 

未來會漲但大戶不看好它。 ★(散戶看多大戶看空) 

★★個股判斷：該股持股比是 散戶多？ 還是大戶多？ 

週轉率：周轉率越高，股票越熱（炒作風或集體共識） 

股價在低點，周轉率變高：可能是起漲點 

  成交量多，周轉率高，大戶可能在收貨，故起漲點贏面大 

  股價在高檔，周轉率過高過熱要小心， 

表示股票都在散戶上，而非投資人手中，股票反轉下跌的機率就很高 

 

★主力若階段性價鎖籌碼（股張多）控盤佳／周轉低代表作長線高 

反觀主力若當沖／隔日沖，周轉高都鎖價位（成本性大於籌碼量） 

  

基 本 面 

📈財報［基本面］重點： 

年報公布後，千萬別被［營收］創新高美化說辭給騙囉 ！ 因為可能破盤價的

業績對［純利］並沒有幫助，要看下面的數字，才是完美解析唷！ 

★毛利率★營益率★純益率 

三率必是檢視企業經營力的關鍵指標。因為「三率」的升/降，會牽動著股

價的變化，值得投資人了解與研究。  

公布出來一定要比去年＆前年好，最差打平！ 若是相較前 2年差代表獲利

是不好的，自然無法突破前高點（除非惡意炒股）風險買賣自然高！自然正

常的 ［初階投資朋友］不建議碰，除非妳有跟主力菁英團隊一樣的高超技

術才可以唷！ ★除權息日／ 法說會／股東會（內容聽聽就好），因為股價

永遠領先在這些消息前面提前反映出來的！ 

★ 股票在高點利多都變成利空／股票在低點利多永遠聽不到（利空當利多） 

 

★全球重要指數／台指期（夜盤） https://m.wantgoo.com/global 

道瓊（美股）／韓股／費半／那斯達克 

／權值股ＡＤＲ（台積電／聯電）／鴻海ＧＤＲ 

https://m.wantgoo.com/glob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