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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場的數學家賭場的數學家

要成為賭王之王，前提之一當然是要用好的方法 ( 統計算牌 )    另外一個重點是 " 牌桌上還有誰 " ，也就是你要贏誰的
錢

如果我們以賭桌作為比喻，那就是討論其中的參與者，大家在做什麼樣子的動作

所謂的主力，可以想成：資金雄厚，可能跟主辦單位關係良好，過去得過賭王頭銜

所謂的法人，可以想成：賭術學院代表，下注有理論依據，賭完之後還要寫報告

所謂的散戶，可以想成：肥羊，來賭場順便沉迷一下酒色，心情好就梭哈

所謂的大股東，可以想成，賭場主人親自下場來跟你賭一局，你要 allin 時有點心虛

在這賭局之中，你不確定還有沒有局外之局，有人跟你下 500 萬要贏你錢，

卻已經在場外下了 5000 萬自己輸 ( 不同商品間套利：股票、可轉債、股票期貨、權證 )



  

  期貨的特性   槓桿期貨的特性   槓桿

          橫跨多項商品   多空皆宜的國際性行業   

有價證卷  -- 股票   公債

非有價證卷 --  加權指數

大宗物資  -- 原物料  貴金屬

外匯  --  美元  歐元  

大宗物資與外匯以國外交易為主

                                                         
                                                              
                                                                
                                                                                         

                                                                                  
                  



  

快速了解台指期貨規則快速了解台指期貨規則
  最簡單的說法，他有點像是賭場裡頭的賭大小
  可以押大也可以押小，押對了就賺錢、押錯了就賠錢

  台灣操作標的是台指期貨，是一個會上下變動的指數

  在 8:45~13:45 這五個小時的開盤時間當中
  隨時都可押大 ( 做多 ) 或是押小 ( 做空 )

  要有 8 萬 3 千塊才可押一把，稱為原始保證金
  當然錢夠多一次可以押不只一把

  指數跳動一點是 200 塊錢  
  如果在 8000 點做多，指數漲到 8010 時出場
  就賺了 2000 塊

  出場這個動作叫平倉，當天進場當天平倉叫作當沖
  進場的單子在收盤前沒平倉就叫作留倉

  如果一直賠，賠到 6 萬 4 千塊以下
  就有人打電話叫你要補錢
  不補的話場內的單子就會被強制平倉
  必需要補到原本的 8 萬 3 千塊才可以繼續再押



  

交易畫面交易畫面



  

指數選擇權指數選擇權
標的為   台灣股價加權指數   50 元 1 點

分為買權  賣權    分別可以買進或賣出

小孩買西瓜    

老闆與小孩的期望

買進一個希望    未來會長大 看多

賣出一個希望給別人    賭他不會實現看空 



  

價內買權 價內買權 CALLCALL          

              價外買權  價外買權  CALLCALL

價外賣權  價外賣權  PUTPUT          

            價內賣權  價內賣權  PUTPUT



  

進入期貨市場的準備進入期貨市場的準備

期貨沒有公司的實質獲利    

完全是做價差  就這麼簡單  

擬定作戰計畫後

只要專注在價格走勢圖就好

既然賺取價差是零和遊戲

零和遊戲的關鍵就是：掌握優勢

只有在自己有相當勝算時才下注

否則就只是送錢給別人花



  

迷人的期貨市場  市場的參與者是誰迷人的期貨市場  市場的參與者是誰 ??



  

黑手的秘密黑手的秘密
台股是明顯為人為介入的盤 背後有巨大的黑手 

這是公開的秘密 

台股相對於世界主要交易市場 

散戶比例仍高    看看有線電視台 

最多的就是投顧老師林立的解盤財經台和宗教台 

可見股市和宗教是最與民眾相關的產業 

這黑手對散戶就有如諾亞方舟的劇情般 

上帝不高興想發洪水淹了這個世界就淹了 

想讓諾亞活下來 他就活下來了 劇情不是相同嗎 

外資或黑手可以策動短期 300-500 點行情

300-500 點相當於 6-10 萬  略多餘 8 萬 4 保證金

洗光你的保證金又不至於讓你違約毀了這個市場 

這不就跟上帝一樣 

我淹了你 又讓你繼續活著 繼續賺錢為我所用 

既然是黑手和散戶佔據的市場 

那麼必定是違反人性的市場 

當你興奮買進時必然會下跌 

當你恐慌出時必然會上漲 

有人說期貨很難做     但正因如此 所以好做



  

十大交易人的影響十大交易人的影響
期交所每日公佈 10 大交易人   

這 10 個是期貨 選擇權未平倉排名的前十名 

以 2012年 8月底 期權市場一日交易戶數約為 9 萬 

10 大交易人是在 9 萬名交易者中排名前 10名的人
物

賠錢的人是無法存活在前十名的

如果說 期權市場 1年有 200億的財產移轉 

那麼 必定有一半進了他們的口袋 

為甚麼呢 因為僅僅前 10名 

卻佔了市場 1/2 以上的未平倉量 

財富不移轉給他們要移給誰呢 難道情況剛好

但是反過來說

10 大交易戶每年從自己的帳戶移 100億到散戶帳
戶

這是最幽默的一句話 而且是黑色幽默



  

外資的影響外資的影響

外資期貨主力放在新加坡的摩根期貨

未平倉量常為 10-12 萬口  甚至 15 萬
口

外資手中握有大量現股、期貨、選擇權

的避險部位   又有幾近無限的銀彈供應

在台灣淺碟型的市場中  

往往是最大贏家

外資策動短期行情常在結算日前後

台股每月 2 次結算   一在月中  一在月底

既然台灣期交所有公佈這個訊息

你就不得不去參考他



  

站在巨人的肩膀站在巨人的肩膀
台灣的市場  資金來來去去就是那幾套流通  

玩的人也是那一掛人   除非是市場出現結構性的改變   

否則台灣市場的漲跌    永遠都不脫離那掛人的掌握    

你可以叫他主力、控盤、黑手、大咖   誰的銀彈多

就可以決定短期走勢要怎麼走   市場就是那麼簡單

 
股市當中歷史常常會重演

原因就是這些主要的力量  有他們固定運作的模式跟流程

你我的資金都不足以與其抗衡  螳臂擋車的下場   

只有被修理的份      

我們唯一能做的  就是追隨巨人的腳步

才能確保自己在多空角力當中站對邊

知己     知彼     百戰不殆

      不知彼    而知己    一勝一負

              不知彼   不知己   每戰必敗
                                                                                                                                                    孫子兵法  攻謀篇



  

  交易的賓士鍋交易的賓士鍋

要賺錢   先搞定自己的大腦       一個操盤手應該懂「兩個交易系統」

一個是「心智系統」

一個是「技術系統」（可以是俗稱的技術分析，也可以指基本分析）



  

列子射箭列子射箭



  

道法自然的人生哲學道法自然的人生哲學
道家   老子    道德經

上善若水       隨情勢調整

天生天殺       自然淘汰法則

柔弱              不躁進   不對決 

簡單              化繁為簡   買賣定義

放下              承擔責任   學會向市場認錯

     金融商品   多空都可以做   上善若水    跟隨情勢變化   

                自然有應對的方法  應該依此賺錢  無須驚慌失措



  

行事曆的設定行事曆的設定



  

作戰計畫的擬定作戰計畫的擬定

短線看勢  中線看人氣  長線看基本面

股市透過經濟選擇而產生演化     升降息等措施

技術分析是最大機率的找尋過程   短中期可  長期不可

有沒有聖杯系統    沒有

   基本面是槍   技術分析是板機



  

國內外股市的觀察國內外股市的觀察

台股三大板塊

電子   金融     資產內需



  

路況的設定與調整路況的設定與調整

順勢系統的跟隨    

速度偵測   黃金  白銀  白鐵

逆勢系統的啟動    

退場機制   引導反向單的進場

連續性的檢查   

上漲 下跌  橫盤



  

戰略圖戰略圖

庖丁解牛  刀刃者無厚  以無厚入有間

    游刃有餘  遵循脈絡行走   

        自然擺動切割  隨勢而為



  

多方噴出

一高比一高高

空方噴出

一底比一底低



  

加權日加權日 KK



  

加權日加權日 K+K+均線均線



  

美股日美股日 KK



  

徳股日徳股日 KK



  

韓股日韓股日 KK



  

美元指數日美元指數日 KK



  

歐元日歐元日 KK



  

澳幣日澳幣日 KK



  

常用交易工具常用交易工具

手機下單

網頁下單

卷商軟體



  

程式交易程式交易



  

自動程式交易系統自動程式交易系統

多種商品   股票 期貨 外匯

跨國際市場

24 小時監控 



  

交易面面觀交易面面觀

實戰的精神在於應變，不在預測    因為交易本身就是一場變換很快的遊戲

如果你不是進退有據的話   你可能賺也賺得莫名其妙   虧也虧的死不瞑目



  

資訊取得與資訊不對稱 常造成大波動資訊取得與資訊不對稱 常造成大波動

盤中個股即時利多新聞九成都是出貨用，

雖然有時候還是可以收高，

但是往往過一兩天就是往下，

因為個股的營收新聞或是利多的新聞，

公司派在昨天的收盤就知道了，

為什麼不在公開資訊站公佈呢？

難道剛好是今天盤中「突然就知道」，

盤中的利多除非是大盤的，

例如突然宣布對岸參股台灣金融機構，

這類的新聞就比較有可能是真的。

所以各位千萬不要成為主力控盤的工具。

請珍惜不景氣下的每一分錢。



  

投機的雲霄飛車投機的雲霄飛車
案發時間發生在 98年 9月 10號
期貨開盤早上 8 點 45分，

主力從 8 點 47分 30秒開始拉抬

7分鐘的時間從 7335往上拉到最高點 7758
423 點不到 2 萬口的交易量  16億新台幣資產轉

移

這 7分鐘的時間不管哪一家電視台

都是瘋狂放送超級利多消息，

什麼 MOU啊 !! 還是 ECFA啊 !! 

如果是真的大利多那該會發生兩根漲停的情況

問題是，九點一到，打回原形 ... 期貨立刻下殺，

因為加權指數沒有漲這麼多，

要知道一件事情，要撐住加權指數漲 400 點的話

新台幣沒有個 400億，那是絕對撐不住的，

你可以去簡單計算一下台積電鴻海這些權值股

要鎖住漲停板要多少新台幣 ??

但是期貨要拉抬，真的是簡單許多 >
大台多單七分鐘買進一萬口就可以拉到快漲停

這七分鐘的量能，連兩萬口都不到 ...
一口大台以 10 萬元計算， 10億保證金而已 ~
用兩倍的保證金來計算，也才 20億 . 
當時還沒九點，一堆人就算維持率不夠要補錢

這麼短的時間內你去銀行入金嗎 ?
網路入金不用時間嗎 ? 假如你手上有空單的人，

短短這幾分鐘除非你原本風險控管的概念很強

不然一定是斷頭                



  

逃生窄門效應逃生窄門效應
99年 5月 6日  道瓊地獄雲霄走一回 盤中跌近千

點

驚傳交易錯誤  創史上最大跌點９９９點  

市值在 8分鐘內蒸發逾七千億美元

那天周四美股尾盤的暴跌

可能是華爾街一家大型銀行

一位工作人員錯誤的程式交易引發這場暴跌

僅僅按錯了一個下單 enter鍵
一度使道瓊期指損失了９９９點

創下單個交易日內下跌點數的新紀錄

美股是沒有漲跌幅限制的

當天真的很恐慌   很多股票跟封閉型基金都大跌

甚至很多檔都跌到每股０．０１美元

根本就是快要倒了  然後隨後又像是雲霄飛車一樣

回到幾分鐘前的位置

當初為了保護本金而設定的程式

卻反過頭來成為某些人獲取暴利的途徑

除了這個是道瓊指數計算的缺陷外  

無漲跌幅的限制 也是促使大量程式交易的重要原因



  

忽略市場的反噬忽略市場的反噬

100年 1月 24日
當天加權指數開平

收盤小跌 6 點   無風無浪

因為市價單下選擇權的失誤

短短幾秒鐘之後………

帳戶的平倉損益

從４萬多瞬間變負的近千萬

期貨 OP 一買一賣才會成交

有人賠 960 萬…… .
就有人賺 960 萬……



  

統一證前總裁爆發台灣期貨史上最大違約統一證前總裁爆發台灣期貨史上最大違約
慘賠六億慘賠六億

轉錄自今週刊   100年 9月 26日

八月中旬，台灣期貨市場爆發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大戶違約交割事件

這位讓市場人士跌破眼鏡的違約大戶

就是股市老手、前統一證券總裁杜總輝。

只要股市資歷超過十年以上的投資人，幾乎都耳聞過杜總輝的名字。

一九九○年代，他曾帶領統一證一路殺進台灣前五大券商，

寫下美好的時光，也因此受到統一集團大家長高清愿的重用，

將他聘為統一證的總裁。

但這樣資歷豐富的老手，竟然也在這次股災中滅頂。

據悉八月五日，大盤一天狂瀉四六四點，當天已經重創杜總輝的老本，

三億本金賠光還不夠，還要倒貼數千萬元。

但股市殺紅了眼，也讓「老杜」誤判情勢，當天他不僅沒有停損平倉，

還決定再加碼五千萬元新部位；沒想到下個交易日八月八日，

又是一根三百點的黑棒，杜總輝因此大賠二億八千萬元。

如果加上原本本金約三億元，等於在這次股災中賠盡五．八億元，

兩根長黑棒，恐怕就此終結他的投資生涯。 



  

金融交易的大聯盟金融交易的大聯盟

交易者不猜測未來    

            
          只是緊緊跟隨市場腳步

                    適應市場者生存

交易員往往具備了

       
       自信卻又勇於認錯

              
             認錯卻又不會氣餒的個性



  

自信自信



  

勇氣勇氣



  

不氣餒不氣餒

停損是好朋友   

21 次定律

市場永遠是對的

        



  

致富之道致富之道



  

感謝老天賞飯吃感謝老天賞飯吃



  

     Investor  感謝您



  

2012/5月以來 台股類股漲跌幅



  

2012/5月以來最強商品  黃小玉  油金銅  漲跌幅



  

2012/5月以來  全球貨幣商品漲跌幅



  

2012/5月以來  債券商品漲跌幅



  

   全球經濟關鍵觀察

                                                   三個國家
                        

                          美國舉手    美元貶值   引導資金回流
                          

                          德國搖頭    統一財政   政治手段
                         

                         中國擦汗     降息   軟著陸   十八大疑雲重重

                                      三個事件

                 歐洲 OMT & 美國 QE3      注入流動性

                 總統大選     兩黨政治版圖將影響財政

                 財政懸崖     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共鳴 ? 



  

台指期貨台指期貨 55分分 KK



  

台指期台指期 60K6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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