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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类相当多，我们这里介绍的是“十字星”，一般都称

为“十字线”。日本人的名堂比较多，他们认为十字线的长

相，酷似基督徒坟墓上的墓碑，因此，又称十字线为“暮碑

”。读者们想一想，既然称它为墓碑，是不是意味着“结束

”或者“终了”的意思？所以，股民们对十字线的观点大都

已经先入为主，一般有以下两种看法： 1．当股价在涨升状

态下出现十字线时，暗示涨势结束。 2．当股价在下跌状态

下出现十字线时，暗示跌势结束。 很显然的，一般人对十字

星的观点，其时空的观念太过于模糊。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

，股价具有周期循环的特性，因此，股价无论在涨势或者跌

势中，都必须与周期循环相结合，否则没办法估计股价目前

的“相对位置”。所谓相对位置，就是判断股价是否正好接

近估计中的波段高点或低点？ 为了寻找波段的高低点，我们

必须透过“波浪理论”或“日私六段循环”的基础，对行情

下一个概略性的预估(注意！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大约的估计)

，判断它的波段大约位于第几浪或哪一段的循环？以波浪理

论为例，读者应观察行情走势，假设股价已明显地进行了三

波段，那么，你可以透过波浪理论的公式验算其可能的高点

。如果，在你验算的高点或低点附近，股价出现了十字星，

那么，此时的十字星较具参考价值。(注：并非在第三波段时

的十字星才属有效，凡是任一波段高低价圈附近的十字星，

都可视为有价值的K线形态。如：第1浪高点或衰退期的末期)



由上述的说明可知，如何判断波段似乎相当重要。然而，何

谓“波段”？除了我们在理论上的说明之外，在实际的图表

中，它其实蛮抽象的。为了加强读者判读波段的能力，我们

另外再从英文字母“N”这个字型，为大家解释波段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股价走势会波动，在其波动的趋势中，我们又

将它划分成几个波段，然而，这些波段其实是一个N字波与N

字波的结合。英文字母的N与波段的波动相类似，我们从图

表的外观一眼就可以明了，只不过真正的波段是一个大“N

”字型，而大“N”字型是由许许多多的小“N”字型所组成

的，我们所在乎的是波动较明显的大“N”字波。 当我们在

股价图表上，发现了明显的N字波走势时，为了测量该波段

大约的涨幅或跌幅目标区？通常我们会采用波浪理论的波幅

计算公式，或者从日本式六段循环的角度，利用“黑洞”的

原理，测出其涨跌幅目标。 话说到此，如果读者朋友对“波

段”的观念够清楚的话，那么，相信对于十字星出现的时机

应该已经有几分拿捏的把把握。实际上，在实战市场中，K

线“十字星”形态的确经常立大功。如果图表上的波段够明

显，则在任何一波的循环低点附近出现十字星时，股价通常

都容易形成波段低点(或者至少暂时止跌)；在任何一波的循

环高点附近出现十字星时，股价通常都容易形成波段高点(或

者至少暂时遭遇压力)。由于十字星形态在K线学上，扮演着

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这种重要性也经常被有心人所利用

，如：庄家、炒手⋯⋯他们利用股民对“十字星”的信赖心

理，在他们可以掌控的个股中刻意“做线”，以引诱散户达

到其进货或出货的目的。因此，为了谨防“十字星”的骗线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下列三种特殊状况：①主力骗线，②技



术巧合，③起跑。 ①主力骗线 十字星形态的骗线，最常发生

在小型股或股性投机的股票上。由于市场上为数众多的股民

，经常盲目地崇拜“技术形态”(注：意指对技术分析一知半

解或全然不解者)，因此，庄家利用这种“技术心理”，与散

户反向对做。例如：庄家为了达到吃货及洗盘的目的，通常

在股价上涨一段距离之后，刻意让股价以十字星形态收盘，

不明就里的散户，如果以此信号认定股价将反向回挡，而将

股票卖出，正好中了庄家调虎离山之计。庄家在诱斯散户零

乱的筹码抛出之后，由于市场的浮额及潜在卖压减少之故，

庄家通常会再大幅拉升一段行情。相反地，股价在下跌一段

时间之后，庄家为了达到其出货的目的，也会刻意让股价以

十字星形态收盘。当散户误以为股价已经止跌之后，庄家正

好趁此机会，大笔的抛出持股，让散户来个措手不及。其主

要的目的，在于先套牢散户，让股价再大跌一段，以便在更

低的价位回补股票，借以赚取价差。(注：“洗盘”表示摆脱

持股从心不足。“筹码”是股票的另一种称呼。“浮额”代

表散户信心浮动，随时都有爆发卖压可能的持股。辨别十字

星骗线的方法，除了须视股票的特性之外，最有效的方法就

是判断其波段的循环。一般而言，主力营造十字星形态的时

机，大都与波段循环高低点的位置不符，因此，细心的股民

可以从“波浪理论”中发现其破绽。另一方面，如果读者是

专业的股民，平常有时间盯着盘面上的行情波动，此时，你

可以注意其收盘的走势，倘若收盘的那一刹那，突然有天外

飞来的几笔大买卖单，说巧不巧的，正好让股价以“十字星

”收盘，此时，应警觉！庄家做的可能性相当高。 ②技术巧

合 股价在遭遇技术线形的压力或支撑时，经常会出现十字星



的K线形态，例如：平均线压力、前波段的套牢区、平均线

支撑⋯⋯等技术线型区。以K线与平均线的关系为例，当股

价在涨升途中，恰逢平均线反压的压力时，股价通常会留下

一条上影线，表示上挡卖压沉重，此时，十字星是其中常见

的一种形态。不论股价遭遇平均线的压力或支撑，它所产生

的十字星信号，虽然也会造成股价回档或反弹，但是其幅度

与时间都非常短暂，只能以行情暂时休息看待，不能将其视

为波段的结束。 ③起跑 我们一再强调波段循环的重要性，如

果股民对波段的概念及位置不清楚，则会因为“时空”不同

的关系，使得误判形态的概率大幅提高。例如：当行情经过

一段时期的下跌后，正从“衰退期”转型至“复苏期”，此

时，股价正在进行初升段的爬升。在这段期间内所出现在十

字星，读者若将其视为波段结束信号，则将显得有点牛头不

对马嘴。 我们经常发现，股价在涨升的初期，由于前波段下

跌的阴影，导致股民们不敢过分的看好股市，因此，看好与

看坏后市行情的股民，大致上仍维持势均力敌的态势。在多

空都不敢轻举妄动的情况下，虽然影气循环已经逐渐复苏，

可是，股民们似乎仍处于“爱在心里口难开”的阶段，整个

行情欲迎还拒。此时，如果仔细检查个别股票，会发现某些

个股已经领先上涨，其幅度比其他股票要来得大。然而，如

前所说，股民对于这种行情仍然欲迎还拒，因此，行情一直

在忐忑不安中害羞地上涨。 由于前一波下跌套牢了许多人，

所以，股价初期上涨的过程，将会不断遭遇解套的卖压。从

技术线形上看，前一段下跌波所形成的高点，或者其高点与

高点之间边结成的切线，都是压力所在。当股价接近压力区

时，一般都会产生振荡，但是，在特别的情况下，个股会以



“跳空”的方式越过压力区。 当股价以跳空的方式越过压力

区后，照道理说，压力应该已经解除了，然而，股价却以十

字星形态收盘，这种信号让股民心中感到相当不安，因此，

大部分股民通常会选择在这个价位先卖出股票。孰料，这类

型的十字星并非行情终了的信号，反而是股价急涨前的特征

。由于前段行情混沌不明，涨势始终有气无力，直到这类型

十字星出现后，行情才正式展开主升段。因此，读者们应注

意！未来若在涨势的初期，遭逢跳空私的十字星时，应特别

把握其是否将进行主升段上涨？相反的，股价在跌势的初期

，也可能出现“跳”式的十字星，这也非止跌信号，而是急

跌段的开始。只是，这种跳空私的十字星，出现在初升段的

概率比出现在初跌段高，而且可**度较佳。 “吊”线这个名

称，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吊”有点上吊的意思，其K

线形态的外观就像一个人上吊后，双手下垂奄奄一息的模样

。对不起！笔者并非有意吓唬大家，只是，为了加强读者的

记忆，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另外，依其K线的外观，也有人

将吊线称为一支“小雨伞”，因为，其外观就好像撑起来的

雨伞一般。吊线的特征，在于其整根K线中，实体的部分占

的比例相当小，而下影线的长度比实体大了好几倍。标准的

形态中不会出现上影线，就算有，也只能凸出一点点，如果

上影线太长，则不能称为吊线，其另外有别个名称及作用。(

注：吊线的实体部分，可以是阳线也可以是阴线，但是，一

般以实体为阳线者较为标准) 吊线形态的重点，在于它拥有一

条长长的下影线，这条下影线正是玄机的所在。读者们想一

想，开盘时的价格开的比较高，随后往下杀盘，由于其下影

线特别长，代表杀盘力道相当强，而且幅度也相当大。这股



杀盘的力道，可能来自两方面：(1)庄家，(2)最后总卖出的卖

压。当杀盘告一段落之后，料想不到的是，股价竟然迅速回

升，甚至收在开盘价之上。 吊线可以出现在底部区，也可以

出现在头部区。当吊线出现在波段高挡时，其意味着行情在

一二天之内，可能面临向下反转的危机。试想，能左右股价

的人应非庄家莫属，如果是散户卖压所造成的杀盘，庄家一

般没有理由在高档区，还刻意将股价拉升至开盘价之上，毕

竟此举所花费的成本太高，除非庄家另外别有用心？因此，

吊线出现在头部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种： 1．散户卖压涌

现，庄家手上筹码来不及卖出，因此，刻意在尾盘做价拉抬

，让散户产生“卖错了”的错觉。然后，在第二天以后，以

高盘价格开出，营造股价强势的假象，诱斯散户回头抢补股

票，再伺机一股脑儿地将股票倒给散户。 2．股价已接近庄

家预定的目标，庄家趁着盘势一片大好，而散户失去戒心之

际，冷不防地狂抛股票，造成股价瞬间急挫。庄家采取先下

手为强的策略，先让散户来不及卖股票，然后再花少量的资

金，将股价往上推升，推升后再往下一波急杀，再向上急拉

。如此往复几次之后，散户已经搞不清楚，庄家到底是在洗

盘或者出货，然而，就在这连续几波杀盘中，庄家手中的股

票已经清大半。股价最终苏盘时仍留下长下影线，散户误以

为庄家只是在进行洗盘，正庆幸自己的判断相当明智之际，

第二天，股价从开盘之后，一账不振了。 当行情下跌了一段

时期之后出现吊线形态，通常是一种止跌信号。读者们倘若

曾经研读过“波浪理论”，相信大家一定记忆犹新，波段行

进的速度，不论上涨或下跌，一般都是越走越快，好比车子

的行进，由一挡、二挡、一直加速至五挡。因此，股价在下



跌的过程中，也会以加速度的方式，越跌幅度越大。 从投机

心理的角度探讨，股民通常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心

态，这是一种相当奇怪的现象，而且普遍存在大部分股民的

操作手法中。当行情处于初期下跌段时，大部分股民仍保持

怀疑的态度，直到股价持续下跌后，一些“后知后觉”的股

民才慢慢加入卖出的行列。然而，大部分的股民都是属于“

不知不觉”型的，非得新眼见到股价已无力回天时，才甘愿

妨痛杀出股票。殊不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当这一群“后知后学”的股民，不约而同杀出股票时，这股

力道促使股价甫开盘即大幅下挫，这就是所谓的“最后的总

卖压”。然而，刹那间，潜在的卖压全部解除，因此，股价

很轻松地在尾盘回升，导致K线出现一支“小雨伞”的吊线

。 吊线的信号出现在波段低点时，代表股价在此形成底部的

机会大增，此时，股民应留意当时的气氛，是否有那种“总

卖出”的肃杀味道？但是，吊线的形态也可能出现在非波段

低点的位置，此时，吊线形态也会造成股价反弹，不过，只

是反弹而已，可能二三天，也可以六七天。总之，如果不是

在循环周期的低点所出现的吊线，不能将其视为底部信号。 

“孕”线就是怀孕的意思，K线的外观好像女人大肚子怀

小100test的模样，它也暗示股价将诞生一个新生命。孕线通

常由一根阳线或阴线，搭配一根十字星所构成，其左方的阳

线或阴线，一般不会有上、下影线，就算有，也只能是较短

的影线，否则，不能以孕线视之。在上升趋势或下跌趋势中

所出现的孕线，其形态有点差别，作用也有点不同。上升趋

势中所出现的孕线，其左方的K线通常是阳线；下跌趋势中

所出现的K线，其左方的K线通常是阴线，这虽然不是硬性规



定，但是，以上述现象的信号较为可**。 所谓育“孕”新生

命的意思，如果发生在上升趋势，表示行情会产生继续向上

的新生命；如果发生在下跌趋势，表示行情会产生继续向下

的新生命。然而，K线理论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它并不是很

生硬的学问，经常会有例外及变形产生，如下列几种状况：

1．左方的K线也可以带一点上、下影线； 2．右方的K线不见

得一定是十字星，只要其实体较小，另外带着上、下影线也

可以。 3．一般其育“孕”的新生命，都与行情先前的方向

相同，而且是发生在趋势的中途，但是，孕线也可以发生在

头部或底部区，其中又以发生在底部区的机会较多，头部区

较少发现。当孕线发生在头部或底部区时，其育“孕”出的

新生命，是与先前波动方向相反的，也就是说，波段循环高

点出现孕线时，股价会育“孕”出下跌的新生命；波段循环

低点出现孕线时，股价会育“孕”出上涨的新生命。不过，

以底部区的孕线为例，出现这种形态的底部，其行情的复苏

通常非常缓慢，毕竟新生命的小100test，只会一天一天慢慢

地长大，而不可能一夜之间长大成人，这也是大自然间一定

的道理。 4．孕线如果发生在波浪理论所称的“第4浪”时，

其孕线不只只有两根K线，而是数根K线不断的育“孕”。 最

后，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当股价在趋势进行的途中出现孕线

时，股价虽然会朝原来的方向前进，但是，有时候并不是马

上前进，而是先反弹再下跌，或者先回挡再上涨。这其中的

差别在于行情的进行较缓慢时，股价先反弹再跌，好比我们

小时候被老师打手心，老师会先把藤条向上举得高高的，往

下挥的力道才会大。至于先回挡再上涨，好比我们必须先蹲

下来，才跳得高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行情的进行速度较快



速时，则出现孕线时，股价就不会反弹或回挡，这是因为惯

性定律，股价的加速度原理。 “包”线与孕线的形态相反，

包线右方的K线包覆了左方的K线，不论右方K线是否只包覆

左方一根K线？或者包覆左方好几根K线？都一律视为包线，

又称为“包覆线”。包线必须发生在波段循环的高点或低点

才有意义，它是一个反转信号。股价经过一段时期的上涨，

突然间成交量大增，并且以一根大阴线，包覆了左方的K线

，这种现象被视为上升波段结束的信号。相反地，股价经过

一段时期的下跌，突然间以一根大阳线，包覆了左方的K线

，这种现象被视为下跌波段结束的信号，注意！此时的成交

量不需要大幅增加。 包线是一种极为强烈的反转信号，不仅

信号明显，而且暗示其力道非常强劲。如果在包线之后，更

紧接着连连击出数根大阴线或大阳线，那么，这种情形都表

示后市是一个大跌势或大涨势。当然，第一根大阴或大阳线

是最重要的，其长度的大小，及吃掉左方K线的多寡，都可

以用来衡量其力度的大小。 包线经常在股价趋势进行的中途

出现“骗线”，也就是俗称的“假阴线”或“假阳线”。出

现“假包覆线”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种：1．庄家刻意做线

，意在摆脱跟风的散户。 2．纯属技术巧合，例如：股价在

行进途中，恰巧遭遇平均线压力、大自然数字的压力区、前

波密集套牢区等等状况。 这些情况，都是因为股民心中，对

后市的看法仍有疑虑，因此，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引发庞大

的卖压，形成一条超长的大阴线。注意！假阴线是出现在多

头趋势，而假阳线则是出现在空头趋势。(注：多头趋势中，

一般股民心中如果仍存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则股价续涨的可

能性就相当高。反之，当大部分股民都看好后市时，反而是



暗藏危机的时候。因此，假阴线及假阳线出现后，表示股价

仍将朝原来方向前进)假阴线及假阳线还有一个技术名词，叫

“反打前三”。为什么叫做反打前三呢？它的意思是说，在

多头趋势中，前面连涨了三根阳线，今天一根大黑棒就把前

面三根红棒吃掉；在空头趋势中，前面连跌了三根阴线，今

天一根大红棒就把前面三根黑棒吃掉。你想，这种盘势吓不

吓人？尤其在股民心中仍存有疑虑的时候，大部分股民都会

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退出市场。当这些没有信心的股民

离开市场之后，股价却仍然朝原来方向前进。 假阴线出现后

的股价回升，并不是立即快速的上涨，而是由于大黑棒的右

方缓慢地上涨，直到股价完全吃掉这根大黑棒的价位后，价

格才会迈步前进。反之，假阳线的状况也是如此。当然，读

者们亲身遇到这种行情时，一定会很在意股价是否能够顺利

吃掉“大阴线”或“大阳线”。关于这一点，读者如果不健

忘的话，可以运用ASI指标的技巧，提前得到一些启示。 在

此，我们另外以空头市场所出现的假阳线，向大家做一个报

告。读者们想一想，一段下跌的走势，一根阴线又一根阴线

，阴雨绵绵的日子，股民们个个闷得发慌。此时，如果突然

间出个大太阳，保证大家笑逐颜开。可是，下跌趋势中的阳

线反打前三，其本质是一个空头大骗局，当大家以为行情已

经雨过天晴时，孰料，暴风雨才正要开始下。辨别这种阳线

大骗局的方法，除了从周期循环的角度观察之外，嗅闻“群

众心理”也是重要的依据。试想，凡是底部区，通常都是人

心最脆弱的时刻，如果仅仅只凭一根大阳线，就能重拾股民

的信心，那么，这个阳线是“假阳线”的机会很大。反之，

当出现大阳线上涨，而股民们却犹豫不决时，它才是真正的



底部信号。 所谓“秃”就是没有“毛”的意思，而在K线学

中的“毛”就代表上、下影线，也就是没有上、下影线。从

另外一个角度解释，秃就是两根K线并列，其高、低价位相

同，不会凸出去的意思。这两根K线是阴线或者阳线，基本

上没有太大区别。 严格说，标准的秃线，几乎不能有上、下

影线，就算有，也只能带一点点影线。但是，从过去的历史

行情中发现，有些不怎么标准的秃线，一样也能发挥功效。

例如：两根K线的长度稍有高低，或者各自带有一些影线，

然而，虽然各自留有一些影线，但是，其高低价位置不会相

差太远。依笔者意见，我们只能尽量寻找标准的形态，以便

将失误的概率降至最低。 秃线会发生在重要的底部，或头部

区，也可能出现在一般的小低点及小高点，一般以出现在小

低及小高点的概率较大。秃线带有“再确认”的意思，例如

：股价在一般下跌行情，越跌越快，最后出现一根长阴线。

这根长阴线还不能确认短期底部已成立，直到隔天再收一根

与长阴线长度相同的阳线，此时，由于最低点连续碰触两次

的结果，经此再确认程序，股价短期底部才宣告成立，也就

是两根K线同时到达一个低点或高点价位的意思。 正常情况

下，秃线只会出现两根K线，很少有三根或者四根并列者。

而且，秃线出现在低点的概率，也比出现在高点的机会多。

因为，除非是涨升力道较弱的行情，否则，依大陆、台湾股

市，散户见涨就追的特性，连续两根K线到顶的信号，恐怕

还无法浇息股民兴奋的情绪。 所谓的“塔”，其实就是倒T

字形，日本人称之为“塔婆”，至于日本人为什么称呼这种

形态为“塔婆”？笔者至今仍搞不清楚。倒T字形在K线学上

的意义，不管是上升趋势或者下跌趋势，凡是在波段循环的



高点或低点出现“塔”形态时，都代表“停止”的意思，好

比我们开车时，看到“禁止通行”的标志一样。 “塔”是由

一杠“开收盘同价线”，及一条上影线组合而成的形态，这

个组合是不能变的，也就是说，它不会有其他变形存在。由

于“塔”留有一条上影线，这条上影线可以解释成“卖压”

、“拉高出货”或者“压低吃货”。股价在波段循环高点出

现“塔”时，我们可以看出，价格从开盘后立刻向上拉升，

一副行情即将喷出的模样，这种态势摆明了就是庄家设计散

户的“请君入瓮”手法。当散户受不了诱惑而跳进市场买股

票时，庄家正好来一招金蝉脱壳，一股脑儿地把股票倒给散

户。因此，整个盘势在尾盘变成残局，留下长长的上影线，

庄家拉高出货之后，上升行情宣告结束。 除了上述的状况之

外，“塔”出现在波段低点时，也是代表“停止”的意思，

空头卖方到此为止禁止通行，股价即将上涨。此处所出现的

“塔”，与在波段高点出现的“塔”，一样都残留一条上影

线，然而，在波段高点残留的上影线称为拉高出货，在波段

低点出现的上影线则称为压低吃货，为什么呢？在此，我们

还是再次强调时空的重要性，时空环境的不同，看待K线形

态的角度与观点也必须随之转变，这是学习K线学最重要的

基本要领。当股价已经下跌一段明显的波段之后，显然地，

必定会吸引一些逢低承接的买盘，因此，股价刚一开盘之后

，立刻因买盘介入而向上拉升。此时，有些庄家为了减轻未

来拉抬重量，有计划地清洗浮额，会利用手中的筹码刻意掼

压股价，让K线留下一条上影线，借以营造股价“涨不上去

”的错觉。因此，部分短线“帽客”，因担心股价隔日续跌

，通常会在尾盘以“当轧”的手法把股票冲销掉。(“当轧”



就是当日冲销的意思)如此一来，因为这些不稳定的筹码消失

之后，隔日股价上涨的机会便大增。 K线基本六法的内容，

我们就为读者说明至此，最后，还要提醒大家。K线的方法

用得好不好？绝对与你本身对时空环境、循环、量能、指标

统计数据及反群众心理等等客观条件有关，甚至于说，你对

人生的“体会”有多少？则你对K线的了解就有多少，只不

过，这当中多了一个抽象的名词体会相关资料： #0000ff>证

券知识：头肩顶反转形态 #0000ff>证券知识：双底和三重底

的反转形态研究 #0000ff>证券知识：神奇的二十四节气与江

恩测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