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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球市場回檔�
是整理���是���臨�
 
眼看���⾃由���下跌�
原本�師�的⽀�⼀破再破���敗��
 
你是否賠��顫⼼��
卻⼜不知該�何是��
 
�竟怎�做才是��的�定�
停損�是加碼攤平��
 
其實⼈在賠錢��真的很容易失去理性�
不��錯�堅�⼰⾒�
�為⾃⼰的看法是對的�

尤其���友�
�為掌握了利�的�線�

或者�⼤量�間研�了�
基本⾯�EPS��息���

����都告�你�
�價�屈了�

那你更不會�賠�更會堅��
���到�彈�利才出場�

就��影常演的���
賭徒賭��錢���覺得下⼀把就會�回來�

但��往往就是�光�被��⼿�場�

�⾄�到傾家�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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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影��
�覺得怎��⼈�����
��執�不���

當⾃⼰�到��

才發覺�抽���覺��
�真的沒那��單啊�
 
投��到的�況�每個⼈都不太⼀樣�

�的���
買�⼀檔���看�它漲漲跌跌�
終於�到開��利�
 
在��上漲攻堅的��中�
你可��不住先賣⼀��
�可�⼜加碼賺更�了�

���⼀天忽��到⿊天鵝�
�價⼀下�轉⼤跌�

你⼜不願停利或停損�
��變成�損�

不僅原本的�利�部回吐�
�����⾃⼰原�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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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得⼩�才會⼤�
 
投�市場上�
�何事�都�可�發⽣�

不可��百�百�賺的���

技��析是�計學�
我們只是盡量挑�勝率⾼的�會�場�
 
但是�
�得停損是�重�的投����

每個⼈都會⾯臨�損�
�受�損很難�
����⼈性�

⼤家都不喜��的�覺�
�覺得⽌損了�就代表看錯�
⾃⼰就是個�家�

但那是因為看�交易的⾓度�了�
太�眼於⼀�⼀�的得失�

玩�圍棋嗎�
看�古代戰爭的�史��影嗎�

那�戰爭�家�玩�是什��
看的⼜是什��

是⼀�交戰的成敗嗎�

講⼀個�端�的例⼦�百戰百勝的項��
�終�給了⻑年敗在�⼿上的劉��
�到��的�才是真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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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沒搞��
我⽤現代⽣意的�式��給你��

假設你把⽌損當作開店��
打�告���贈品�樣必�的成本⽀出�

你會因為�了錢��⾄�告效果不佳�
就覺得⾃⼰做⽣意失敗嗎�

不會的�
因為你知���做的⽬的�
是個�試��是做⽣意必�的⽀出�

��付出�是為了找到成功的�式�
可�賺到更�的錢�

所��不�把停損當成失敗�

�個⾓度看�
把它當作交易中必�⽀出的成本�

但是�你仍���在每�的錯�中�

學會讓⾃⼰的⽌損�
��來更⼤的�利�

⽬�就是�⼀天�����少��到���

讓⾃⼰在�計上���賺得�付出去的⽌損��

�樣�完��

你�會覺得⽌損很難嗎�
�會覺得⽌損賠錢就是�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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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把⽌損當成做�告�促��的必�⽀出�

那��告作���促�做�巧的�
往往事�就成功�
交易�是⼀樣�

所�不是��的⽌損�
⽽是�學會��每�的⽌損�
學到更�的經驗��來更�的報�� 

停損是�市交易必�的基本功�
先捨得⼩��才��會⼤��

想在�市中�利�⼀定�練�狠下⼼來停損�
�不��賠��慘的�況是賠光本⾦�
 
即使⻑期存���做到停損�
因為��環境不同�
⼀定�客��判斷產�環境的發展�

�發現�當�預期的�形不同�
就�趕�停損�

�國柯��司曾是世界�⼀�⼆的軟�⼤廠�

但���位相�和智�型⼿��代來臨�
軟�很�成為��產品�

當�沒賣出�柯���的⼈
���不錯��慘的只賠到�下1/20�
我不是在�刺�因為��的更�啊�

�司沒下市�投�沒����很不錯了�
投�2億���下1000��2千����下100��200����10��

� � ⾃ 救 ⼿ 冊  by �球會⻑
http://Rich.World

�球�研�院

⽌損是為了賺更�

v1.1



我�個免費視頻��
巴�����踩的五個�
https://rich.world/ACYT/vOR8

裡⾯提到很�的�例�
����跌到20��之⼀的�

�種���⼀旦從⾼�買��但不�⽌損�
縮⽔的�度�可���神巴���變成⼩���
 
別再相信什�「⼿中����⼼中��價」�種講法�
真的⾃⼰�到了�

轉�沒�到�
�⽽是把�⾦卡住�
�喪失了�強��「錢�錢」的效益�

我寧可賠錢�
�不�『賠�間』�

錢賠掉了�可�再賺�
但⼀檔��被套牢5年�10年�
�去哪裡賺回�5年� 10年的���

因�那怕是投�成⻑��
成⻑停⽌就必須出場�
即使是當紅產�的成⻑��
�會⾯對成⻑趨緩的⼀天�

許�曾經的⾼價��
跌到變成⽔��的例⼦�
��許�⼈破產�

�許��專�經理⼈的企��投������曾吃⼤��
就是犯了不⽌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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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套牢��
絕對不�置之不理�

⽽是�採��當的應付對��
�危�為轉��

��停損�賠�
�把損失�制在⼀定的�圍��

讓你擁�繼續投�下去的�格�
⽽�從�市���
 
�⽽�當你發現⼀天到晚都在停損��
可�就��檢討⾃⼰的投��略�

或許是你的投��略��陷�
才會��你⼀直都在停損�

因�必須�整�略�
找到⻑期報�率為正的⽅法�

30天⾼�交易員培訓課���額�限�
https://rich.world/EB/30DaysVIPTrader

加碼攤平��攤���

加碼攤平的�略�
做到��的�應該是在�匯市場�

因為�匯交易�
可�從很⼩�⾦�例開�開��
因�可�加碼的��就可�增加�

我之����險基⾦的��⼿�
主�就是開發�匯的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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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個主��幣���交叉�幣對�
例��EURJPY GBPJPY GBPNZD...

打���兩百種套利組合�
�⼀個1000��元的帳戶來��
��定⼀年套出10％的�⾦�

⽽基⾦�司��產⽣額�的佣⾦收��
具��字�⼀�⼈想的��
牽扯到⼀��司的���密�
在�就不��了�

在�國��那段�間�
我曾經��那⼀波⾏��
幫�司的帳戶賺�超�500��元�
雖�不是挺�的⾦額�

但�⼀個1000��元的⼩�險基⾦�
���可��受的成績�

但是��10年⽇夜顛倒的⽣活�
加上⻑�間盯在������
開發�式交易�略�

讓我的健��眼�受的�⼤的損傷�
�終沒再繼續做下去�

�年的實戰�
我對�匯�略可��是�常的熟��

⾺丁格爾加碼法�
每��損就加��直到⾏��轉��

⼩⼩�利就��出場的�略�
就是在�匯�品上玩到��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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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研發���百種的�
⾺丁格爾加碼�略�

但��我�部放�不⽤了�
知�為什�嗎�

因為再�意的���
再�定的回測績效�
再⼤的抗跌�⾦準��

�會�到更⼤的⿊天鵝事件�
讓採⽤⾺丁格爾加碼�略的帳戶���

市場很�做�匯的���
⽤很��的績效��客�

我�不�擋⼈財路�
但因為你�緣看到�個⾃救⼿冊�

我�告�你�
我曾看�使⽤⾺丁格爾加碼�略的基⾦�

績效���賺了⼗年�
但那樣的�略�10年不出事�

⼀出事�就可�讓經�⼗�年�
�理�⾦�⼗億�元的基⾦�半天就倒閉�
�匯界很��⿊天鵝事件�就是瑞郎事件�

2015 年 1 ⽉ 15 ⽇�
瑞⼠�⾏��宣布��⾃ 2011 年 9 ⽉�來⼀直維��的
�元�瑞郎匯價 1.20 下限措��

���匯市場出現了 1970 年代�來�⼤的���
當�對�匯市場的衝擊��異於�星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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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碼攤平�
就是會讓你放⼤�損到破產的�略�

�沒破產�坦⽩��
是��暫����

我看�⼀�⽂章寫到� 

在 16年�� 300�元本⾦變成 230億元的⽇本神���⼿CIS曾��
攤平是��勁的交易技巧�

��「永不攤平�因為攤平�可�會⼀路攤到破產�」

���價值投�的�師��
當�收��利趨�已由強轉弱�
就�毅�賣出�停損�絕對不�合往下攤平�

�上建議�都提供給你當參考�
 
我提到賠錢的五個錦囊���
�結主��五個⾯向�

1.�⾦⾯�確�存��
2.�略⾯�確��出原則�
3.格局⾯��同做⽣意�看⼤局�不計較⼀�得失�
4.技巧⾯�提升交易技巧�
5.⼼�⾯�⽴志成為獨當⼀⾯的成功交易員�

�果��興�瞭�⾃⼰是否具�成功交易員的�質�
可���下列的�址
完成問�檢測�
https://rich.world/Form/8059selftest

�果你具�合格VIP  Trader的�質�
�注意我的email�知�

� � ⾃ 救 ⼿ 冊  by �球會⻑
http://Rich.World

�球�研�院

賠錢的五個錦囊��

v1.1



都看到�了�
別�⼿⽽��

�記得�你現在⾯臨的困境�
不是失敗�
只是暫�停⽌成功�

哪個專�的交易員�
沒�賠�錢��

只�你�⼼�
�����的學��

就�掌握到下�的�漲�
�頭會�去�
漲�會再��

結束��再�你⼀個重�提��

�注意�神巴��的建議�
別因為賠了錢就�向去放����

�神巴����:踩的五個��個視頻�
https://rich.world/ACYT/vOR8
你�果�沒看��記得先看⼀下�

 
【�球�研�院】
專注�球��漲停��
�球��讓財富倍增�
漲停�����上主⼒的便⾞�

Trader Academy
30天⾼�交易員培訓課���額�限�
https://rich.world/EB/30DaysVIPTr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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