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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目前電視投顧頻道商一覽表 
 

公司名稱  頻道總稱 
（簡稱） 

地址  聯絡電話  

非凡商業台 飛凡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非凡新聞台 

台北市光復北路 11 巷

35 號 5 樓  
(02)27662888 

中華福報財經網股份有限公

司  
中華財經台 台北市大安區光復南路

420 巷 2 號  
(02)27090088 

華人商業台

（ETCNBC）
長城網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旅遊台 

台北市中山區八德路 2
段 232 號 10 樓  

(02)27618889 

國衛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衛頻道 台北市大同區承德路 2
段 81 號 8 樓之 2  

(02)25586622 

運豐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

司  
運通財經台 台北市朱崙街 31 號 4 樓 

(02)55899966

鼎豐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恒生財經台 台北市朱崙街 31 號 7 樓 (02)55586999

財訊國際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財訊財經台 

台北市萬華區長沙街 2
段 159 號 1 樓  

通訊地址：台北縣三重

市重新路 5 段 609 巷 10
號 8 樓 

(02)22783696 

財經網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財經網 台北縣三重市重新路 5
段 609 巷 10 號 8 樓 

(02)2999-2939

(http://www.ncc.tw/newinfor/data/newinfor-951002-378-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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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電視投顧節目逐字記錄稿 
時間：95/11/30  15:00~15:30   88 頻道 非凡商業台 

      95/11/30  22:00~22:30  89 頻道 恒生財經台 

畫面 口述內容 

老師正面上

半身佔 1/3 畫

面 

你好  歡迎您收看的「世紀贏家」 

今天我的主題很簡單，我只有一個主題訴求，我希望，我真心的希望，所有電

視前的投資朋友，包括我的會員，我希望你們發揮你們的念力，你們的念力，

在你們的心裡，不要氣餒，再繼續為邵曉鈴加油，繼續為邵曉鈴加油，我不希

望投資朋友你只是因為新聞畫面，一時的激情、一時的情緒上湧、你只是一時

的感覺，然後那樣的熱度退掉了之後，然後你已經忘記你曾經做過的事。我記

得我曾在節目中的某一天，我希望所有的投資朋友一起來為邵曉鈴女士來加

油，在心裡面祝福她，今天我還再一次提醒你，她還沒有渡過難關，到今天為

止她還沒有渡過難關，或許此時此刻你的心情會和我一樣，不知道我們、我們

旁人能做什麼，生命是她的，我們旁人能做什麼？這個我知道，或許我張國治

愛莫能助，去設想如果是發生在我們家中，我們怎麼辦？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繼續再接再勵，去發揮你的愛心，至少有一件事情是你能夠做的，你做的來的，

在你心裡無時無刻去想著她、去祝福她、去替她禱告，不管你是什麼是佛教的、

你是信耶穌教的，你去跟耶穌講話、你去和釋迦摩尼講話，我希望大家一起來

發揮這樣的念力，如果全台灣的同胞，都能夠秉持這樣的心、這樣的念力，我

相信她一定有救的，眾志成城，至少我們努力過不是？ 

 

 

 

 

另外我還想到一樣事，另外我還希望第二件事情 

我希望你錯過廣宇的心情 一個這樣的心情 你要記得  往後的東西你不要再

讓它蹉跎掉了  為什麼今天我會這樣講  你難道沒有發現嗎  多頭它來真的  

狼真的來了  過去你會覺得好像狼來了  狼來了  狼才剛剛來  而且牠才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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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盤線圖 

(紅筆寫著)多

頭真的來

了，(藍筆寫

著)大盤還會

再漲  不會

善罷！ 

 

 

 

 

 

 

 

大盤線圖 

 

老師說話 

 

 

 

 

來兩個月  一個多頭至少走一年  一個多頭至少走一年 

你現在沒有開始建立應有的正確觀念 你真的會辜負我  為什麼我剛剛跟你說

過你錯失廣宇的那種遺憾 錯過廣宇的那種遺憾 你不要讓它在別的股票再發

生  因為以後會有很多股票  它會漲三倍  五倍  那就是多頭的魅力 那個就

叫多頭的魅力  親愛的投資朋友  那個就叫多頭的魅力   

從一路倒扁  你一路怕 你一路怕 我相信我該印證的  我一路給你印證     

當初來到這個地方  你最擔心的地方 我說過多頭不會善罷  還記得我說過的

嗎  它不會善罷  多頭它不會善罷的  還記得我的話嗎  我說來者不善  善

者不來  它敢過多空循環線 它敢過所謂的中多循環線  它敢來  勿恃敵之不

來  恃我有以待之   多頭來了  多頭真的來了 真愛真的來敲門時  你能夠

把愛給推出去嗎 可以嗎？我希望你趁一切還來得及的時後  你不要讓你錯過

廣宇那樣的心情  那樣的遺憾  你在其他的地方  再度的失去  我希望你牢

記我的話  不會錯的 我張國治不是一年到頭  每年都在做多的人  很多投資

朋友都很清楚 

量能還那麼溫和  看到沒有  從這個所謂的先行量  到今天為止 

它印證了什麼  到今天這個大盤  它的量能還是很溫和的在放大  它都沒有

失控  而且還很早  還早的很呢  你把我的話記下來就是了  到明年過年前  

我要把它再印證一次  到明年年底  一年就是二趟行情 明年年中行情是不是

會稍微淡去做個中期整理  那個到時後再說 到明年底之後  你回過頭來看我

說的 什麼叫真正的多頭 

慢慢去設想  為什麼外資的錢頻頻  頻頻一直進來台灣  為什麼台幣會一直

在升值  因為台灣目前就本益比的概念  它還太便宜 否則為什麼有人要去買

日月光兩千億了  為什麼它不去買其他的公司 為什麼對日月光有興趣  為什

麼對台灣的許多企業有興趣  相對於未來它回頭看  它撿便宜貨  它覺得值

得 簡單講就是值得兩個字  你慢慢去想 你不要用你的觀念來想這些事 你要

學會把格局拉大  去想那些金字塔頂端的人再想什麼 他今天之所以財富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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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數張 

 

 

金字塔頂端的人 有他的道理  聰明錢它自己會跑 你不要閉門造車  不要把

門關起來  自己在想自己的答案  就如同當初你在擔心倒扁  我從來不跟你

談政治  我說過  政治你把它擺兩邊 不管你是藍的綠的 你聽我的就對了  

你都要賺錢  你是藍的綠的 

股市沒有政治界線 結果事後一步一步都在我的預料當中 在我的預料當中  

我來講 今天大盤的部分 我不跟你贅述  因為太浪費時間 我只要你跟我做  

這是最實際的 因為這個大盤它還要再漲  它不會善罷的 你把我的話記下來

就對了 

比方說  我要問你  我有沒有印證 (連續秀出數張圖表)  你錯過了昨天 

我難道沒和你印證嗎？(連續秀出數張圖表)  這個點有沒有來？昨天有沒有

來？ 昨天有沒有來？今天呢？昨天我說什麼？(連續秀出數張圖表)  我說今

天還是有買點 (連續秀出數張圖表) 這叫什麼？這叫什麼？我不是一路畫這

條線給你看嗎？ 

你操作指數的人  你能不能在心裡回答我  我說千線萬線  你操作指數的人 

你都輸這條線  這是我多少年  十幾年來的心血結晶耶 怎麼會那麼剛剛好  

當初那個 7210  這次呢七千四上下 我難道沒有描給你看嗎？看到沒有？(連

續秀出數張圖表) 今天再度創新高  我想我不需要再多講  好的老師在哪 你

心裡面自然有一把尺 

國揚的線圖 今天我要節省時間  因為有太多話要和你談  昨天我的話還是熱的 我說過營

建這批主力太厲害了  它沒跑耶 是不是我說的 它不會善罷的 不是說營建股

拉回大家都看不懂耶 

為什麼今天我很高興 為什麼今天我很高興我所說東西它的全部一支一支來 

全部一支一支來 為什麼今天在盤中我在做慶祝活動 慶祝什麼  慶祝手中的

股票  我今天提前做所謂提前續約和升級的辦法  嘉惠給我的舊會員 我的舊

會員  今天在盤中我已經跟你們懇談過了  事後得到很大的迴響 這邊張國治

再次感謝  感謝所有長期以來支持我張國治的所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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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再接再厲的 我也希望你們會再接再厲 

塗掉個股名

稱、價位等，

只留線型圖

的圖表(紅筆

寫著這個主

力真是厲

害、漲到你會

怕、飆) 

看這裏 你自己看  這個主力真是厲害 真是厲害 短線先壓回  先壓回  你以

為它不漲了(連續數張圖)  漲到你會怕 導播這裡定格 ok 

是不是起到你會驚(台語) 我很多會員  尤其是最近才參加的  當初你錯過廣

宇  連它最後噴出的階段 我都沒有賺到啊  這也是事實  我也公開坦承啊  

但你們回想看看 我的眼光  為什麼我說這樣的股票你不要再錯過了 你不要

讓它再次發生  不要讓你錯過廣宇的遺憾  再一次發生  你先不要說漲到九

十塊 連我張國治都很乍舌 這代表什麼  這就叫多頭的魅力 我再強調一次 

這就叫多頭的魅力 你可能很多年沒看過什麼叫多頭  這就是為什麼當初我叫

你跟著我做  我張國志說我不做不做  早在七八月以前  我也很保守啊  不

是嗎  我說我不做不做  一旦我出手 我就是要手到擒來  我還在節目中講了

很多次 我說我將來要讓你看到什麼叫石破天驚  我一直提醒你  操作股票可

以操作到  你會起雞皮疙瘩  我的會員告訴我的 說張老師  當它再度漲停的

那一殺那  他心裡面 他用起雞皮疙瘩來形容也  這是我會員這一二天告訴我

的話  你能夠去體會嗎 什麼叫股票再度亮燈的時侯  那時候那種起雞皮疙瘩

的興奮之情  我說過的  我不做不做(台語)  我一出手我要讓你看到什麼叫

石破天驚。 

老師說話 一支一支來  你是不是錯過過廣宇 連後面噴出都會讓你咋舌 這叫多頭的魅

力 我要問你  當初我在這裡(指著線圖)  我難道沒有講嗎 嘿 當時它才要突

破整個型態  當現在全市場的人  陸陸續續越來越多人在談它時 我要問你  

為什麼做人要那麼現實 我在談廣宇時 我好孤獨喔  我好孤獨喔  今天已漲

到九十塊 我三十幾塊告訴你的   

那這一檔呢？(指著一個塗掉標的名稱的連漲個股圖)   為什麼近期我說你錯

過廣宇  這一檔你不要再錯過 結果現在市場很多 包括我的會員或者新參加

的會員或是別人的會員來參加我的會員  都陸陸續續告訴我 張老師現在很多

老師講的股票都和你越來越接近 越來越像  你知道為什麼嗎  你知道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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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因為張國志的股票很準啊 我不敢說百分之分 但事後會證明到 什麼叫拿

香跟拜(台語) 你慢慢去體會  我想其他話我不用多講  這檔股票我跟你推薦

多久了(指上張線圖)   你自己看  我寫說「強力推薦」 日線我也讓你看了 周

線我也讓你看了  我還一直告訴你 你要翻身你就看這檔了 你不要再去追什

麼廣宇 這是我在節目中給你的承諾  到今天我有沒有做到  我先請問在坐各

位   我張國治到底有沒有做到  有沒有做到  你自己看  漲不停也  什麼叫

飆股  一支一支來也  漲到你會怕漲到你會怕 這難怪乎我的會員告訴我的 

張老師  當它再度漲停的那一殺那  他會起雞皮疙瘩來形容  這是我會員這

二天在盤中電話告訴我的   

線圖 

 

 

老師說話 

還有一檔來(指著旺玖的線圖)  另外這檔股票你不要再去追了 我在這裏提醒

你  短線不要再追了 你看它真的旺很久了，你看從廣宇之後我跟你談什麼題

材，我從 VISTA  到 FLASH 等等等等 IC 設計  控制晶片  你去想想  我跟

你談的每一檔股票 事後 嘿  你短線不要去追囉  我再提醒你一次  哪怕要

買回 也不是現在 你不要去追  我提醒你還有一檔股票 我再提醒你一次 還

記得有一天我說你最好不要漲  我等你大漲   還記不記得這句話  我說我等

你大漲 今天我再講一次  我等它大漲  它就一定會大漲  今天我講白了  我

直接了當的講  他今天大漲了  我畫這什麼東西   點點點點點  很可怕對不

對 導播照遠一點     你是不敢相信  還是連想都不敢想  如果你不敢想  

它就永遠不是你的  當初你敢想嗎(指廣宇的圖)  不要說九十塊  九十塊不

是當初我三十幾塊我看到時我想到的價格   不過我看到六十  如果在三十幾

塊的時候  你知道會有這種結果 你會不會買  你會不會買 你當然會買  你

不只會買 你半夜都會去排隊  我講句實在話  如果早在二個月前  你知道我

跟你推薦的廣宇 它會是這樣的飊法  當初我告訴你  趕快來共襄盛舉  你聽

我的就對了跟著我一個口令一個動作 為什麼我常年提醒你  你跟著我就對了

一個口令一個動作  你不跟我做你要跟誰做(台語)  連現在枱面上的老師  

我不方便講別人  你跟著我就對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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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宇陸陸續續一支一支來  到近期這一支  到近期這一檔  都沒人要告訴

你 他們都沒有本事在這個地方告訴你 都沒有人要告訴你  你看這裏  在這

個地方告訴你  因為這個地方壓力重重  你看到沒有  都要等到噴的時侯  

然後投資朋友就被模糊了焦點  為什麼你們不同投顧公司推薦的股票的都很

像  你請他拿出證據來 他能不能拿出證據來  這麼厚厚的一疊 凡走過必留

下痕跡  就跟當初廣宇  這麼厚厚的一疊  看到沒凡走過必留下痕跡  有這

叫領先潮流 這就是你看到的答案  飆還是不飆  剛剛這檔股票 我再提醒你  

我再講一次喔 你看到它今天拉長紅 你絕對不敢相信 我會這樣畫  還是你連

想都不敢想   你不敢相信  你連想都不敢想 

老師說話 趁一切還來得及  回到我剛剛的主題來  不要讓你錯過廣宇這樣的遺憾  在

其他的股票發生  我再提醒你一次  我再提醒你一次  為什麼我會這樣講 因

為沒有你的共襄盛舉 你再度錯過它 你一再讓歷史重演 我張國治在這大聲疾

呼  又有什麼意義  當然我會帶我的會員你賺 而你  你真的要再一次錯過嗎

另外  我在前天節目有說過  我開放三天時間  我開放三天時間(手勢加強比

三)  讓所有要和我張國治做股票的投資朋友  我給你們包一個大禮  股票我

都準備好了 看你什麼時候來拿 你越晚來一天  你很可能越吃虧一天  到有

一天 你可能買不回來  你不敢追的那個時候 那時候很棘手 今天是我給你們

優惠的倒數最後一天 今天是我給你們優惠的倒數最後一天  也就是過了今天

我就全部截止了  另外我再重覆一次 我不但給你比照  這二天從前天昨天我

給你們的優惠之外  我再說一次 你錯過了這一次的優惠  配合這次我要給你

的個股  我只是希望我能好好鼓勵你們 你錯過了這一次  到今年的過年你一

定會後悔  因為那時候 我不可能再給你推出這樣的一個優惠  這個難得  為

什麼今天我在給我的舊會員提前續約跟這個活動辦法因為你們今天所有打電

話進來的 我給你們比照盤中辦的舊會員續約和升級辦法  那個一定是最便宜

最優惠  會期一定是最長的  所有所有今天打進來的 我給你們比照盤中辦的

舊會員續約辦法  因為它好過我昨天和前天給你們的優惠  我也希望你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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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了  我也希望你們好好的將廣告中的電話給撥通  將來我會節目中給你們

做印證 你不要問我為什麼  我會在節目中給你們做印證 這檔股票該是你的  

絕對跑不掉  你廣告中把電話播通就對了 

 廣告：經濟部能源局 

 廣告：國際大通投顧的 

 廣告：順手寄發票  救救植物人 

 廣告：國家圖書館 

老師說話 歡迎你們又回到節目現場 為什麼我有一個住在台南的會員  她寄了一大箱  

一大箱白柚來給我  理由在哪裏  理由在哪裏 (指著線圖)這也是我講過的一

檔我說很熱很熱  它進入換手區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  一天一天的過  我不

斷在節目中告訴你我的看法不會變 今天亮燈漲停板 有沒有創新高  還早喔  

還沒結束喔  你錯過了旺玖  你錯過了這檔  當初我告訴你的廣宇第二  這

檔股票才剛開始  你希望你好好把握  今天我再強調一次  今天是我給你的

優惠的最後一天  也是最好的一天  我給你比照盤中辦的舊會員續約辦法  

廣告中電話你把它播通就對了  跟著我張國治一個口令  一個動作就對了  

我們明天見 

 廣告：農委會等單位預防禽流感 

 廣告：國際大通投顧 

 廣告：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廣告：國際大通投顧 

 廣告：疾病管制局 腸病毒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