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道氏理論原理介紹 

近年來金融市場蓬勃發展，各種金融商品推陳出新，投資人在觀察投資標

的進場時機時往往因找不到良好時點而猶豫不決，所以找到一個規則可參考遵

循，就顯得非常需要。要提起波浪理論(Wave Principle)就必需先由道氏理論

(Dow Theory)說起，這種以統計自然波動而產生的走勢根據，是很值得深入探討

的一門學問。 

據說查爾斯‧道(Charles.H.Dow)多年在海邊觀察潮水的起落和波浪的變

化，在1884年發表了二個理論應用在股市不斷出現的波動中： 

一、 股市的主要走勢如果是向上的，就會出現三段向上的擺盪。他認為第

一波向上擺盪是因為前一波向下走勢的過度悲觀而產生的反彈，第二

波擺盪是為了要配合日漸好轉的經濟與獲利景象；第三波擺盪是因為

對價值的過度低估。 

二、在市場的擺盪中，不論是向上還是向下，都會在某一刻出現一個反轉，

抵銷掉擺盪幅度的八分之三或更多 

尼爾森(S.A.Nelson) (1903) 將其專欄著作集結出書，而撿到“道氏理

論”，闡述如下： 

一、 天災外，所有指數皆已折現一切影響之因素。 

二、 趨勢可區分三種型態：1.主要走勢起碼一年以上甚至多年。 

                         2.中級次要走勢可達數星期甚至數月之久。 

                           (可回折到主趨勢的1/3或2/3處) 

                         3.細微修正運動達一星期或數星期之久。 

                           (任一中級趨勢可產生二~三次細微修正)   



 

三、主趨勢歷經三個階段： 

1. 承接期：價格水平到達相對低點，精明的投資人開始進場。 

2. 多頭市場：更多投資人開始加入買方，價格迅速上升，劣質股亦上 

漲。 

3. 出貨期：精明的投資人將持股拋給仍欲購買的承接人。 

四、指數必須相互確認：鐵路與工業指數要相互確認買賣訊號始視為有效

(即第三節中描述第三波主升段的應證點)。 

五、成交量必須與趨勢確認一致。 

六、趨勢將持續直至確定反轉訊號出現。 

 

道氏認為，趨勢一旦形成，短期不易改變；因此，反轉訊號的確認非常不

易，但又非常重要。現在，技術分析中的各種工具就是試圖明確訂出反轉訊號的

判定準則，由此觀之，道氏理論就成了技術分析的基礎了。 

 

道氏理論之應用： 

道氏理論的中心思想就是“順勢而為”一言而已，由道氏理論我們可以加以應用

以下幾點論點。 

A. 研究股市變動，掌握大勢最為重要，因為大方向抓對了就不會逆勢而為，造

成愈買愈賠的下場。 

B. 多頭市場的明顯象徵即為底部愈盤愈高，頭部亦愈漲愈高，反之空頭則底部

愈盤愈低，頭部愈跌愈低。 

C. 我國指數（加權指數）過去因金融股及權數大之股價市值過大而失真，現在

納入股數較多，它們的影響性有越來越小的趨勢，故也越來越有參考性。 

D. 多頭或空頭走勢一旦很明顯時，絕不能為短期跌而迷惑，多頭市場裏不要隨

便拔檔，空頭市場不可亂搶反彈，除非反轉信號確定否則不可改變方向。 

 



 

第二節 波浪理論原理探討 

1978年佛洛斯特(A.J.Frost)和普里查德(Robert Prechter)合作刊行<<艾

略特波浪理論>>(Elliot Wave Principle)開宗明義指出： 

波浪理論乃是一項具有特殊價值的工具；而其中最令人激賞的特點就是它

的普遍性(generality)與精確性(accuracy)。因為它的普遍性，使得我們在大多

數的時候都能藉以預知市場的未來發展；而它的精確性是表現在確認以及預測股

價走勢的變化上，有時它的準確性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勞夫‧尼爾森‧艾略特(Ralph.Nelson.Elliott)觀察華爾街股市75年的股

價變化，於1934年整理出一套結合道氏理論與費波南西(Fibonacci)級數的完整

架構，並在1938年出版了波浪理論用以解釋股市的漲跌；波浪理論中有三項討

論波動的要素 

1.型態：艾略特從股價資料中抓出十三個一再出現的型式(也就是「波浪」)。 

2.比率：指的是上升波段與回檔，下降波段與反彈的幅度或目標價位區所在。 

3.時間：所指的是各波段（次級波段）型態整理完成所需的時間。 

基本守則(Basic Tenets) 

 
根據波浪理論，股市的走勢是由有意義的訊息製造出來的，然後再製造出有

意義的訊息。每一筆交易一旦生效就會進入市場架構之中，然後將這些交易訊息

傳遞給投資人，讓其他投資人可以依據這些訊息來進行決策，如此不斷交互影

響；這種交互影響是由人的社會天性所操縱，因為人具有這樣的天性，於是就衍

生出形式，而這些形式一再重複，所以便具有預測的性質。 

艾略特的心血結晶，大部分均已呈現在這套令人嘆服、條律化的思考程序之

中。經由這程序，使他得以建立一套複雜的原則，足以解釋 1940年代中期之前，

他所能知曉的一切市場行為，並證實了它適用於研判道瓊工業指數的走勢發展。 

一般而言，多頭市場(Bull Market)為一個包含三個向上推升，以及兩個向

下修正的五波運動。在1938年出版的『波浪理論』一書中，艾略特一再的指出：

股票市場的發展，乃遵循著五波上升，以及三波下降的基本節奏或型態，而形成



 

一個包含八個波動的完整週期；而後面的三個下降波(A、B、C波或a、b、c波)

可視為前面五個上升波(第一、二、三、四、五波或第1、2、3、4、5波)的“修

正”。如圖2-1所示，a、b、c波為前面五波的修正。 

特殊用語(Terminology)及標記(Labeling) 

艾略特選擇了下列的名詞─超大循環波、大循環波、基本波、中型波、小

型波、細波、微波、次微波─對其所探討的九種不同大小的波動，予以精確地

分類。然而在實際分析上，確實的波動名稱並不重要，我們所真正關心的應該

是相對的級次。 

在艾略特所使用的特殊用語中，“循環”一詞是指稱某一特定級次的波動；

但大多數的分析師，在基本波或循環波發生的場合，所較普遍使用的術語是“初

級走勢”或“初級多頭市場”。 

再者，所謂的多頭市場(Bull Market)，在波浪理論中，乃是指一個由五波

所組成的上升趨勢；而空頭市場(Bear Market)則是指任何修正上升趨勢的波動

序列。 

以台灣加權股價指數為例(可參考表1-1至2-3)，由於台灣股市的成立時日

尚短，所以超大循環波尚未確立(即大循環波走完五波為超大循環波的一波)，目

前先定義大循環波已形成三波(見表1-3可知：第一波由0à688，第二波由

688à421，第三波由421à10844)，目前正處於大循環波的第四波整理中，而基

本波為大循環波的下一級次，我們以大循環波的第三波來探討(見表1-2)，其中

的第一基本波為421à969，第二基本波為969à636，第三基本波為636à4797，

第四基本波為4797à2241，第五基本波為2241à10844，大約每個基本波都走了

數年；而中型波為基本波的下一級次，我們以基本波的第五波來探討(見表

1-1)，其中的第一中型波為2241à8814，第二中型波為8814à4646，第三中型

波為4646à10249，第四中型波為10249à7699，第五中型波為7699à10844，

大約每個中型波都走了數月之久，而小型波為中型波的下一級次，其餘依此類推。 

 



 

推動波的變異型態(Variations) 

波的延伸，係指波的運動發生放大或拉長的現象；當波動發生延伸時，將

會使此一波動序列形成大小相似的九波，不同於一般的五波。此外，有時發生

延伸的波動部分，其每個延伸波的波幅及時間，幾乎相當於其它四個主要的波

動，也就是原本的三個上升波變成五個上升波(請參考圖2-2)。大部分的波動，

在其三個推動波中的一波且僅有一波，會出現延伸波。假如第一波和第三波的

波動長度相當，則第五波將很可能出現一個延伸波─尤其是在第五波的成交量

較諸第三波擴增時，如圖2-3。反之，若第三波衍生延伸波，則第五波理應只是

一個和第一波相似的簡單結構，如圖2-4；此外，在股票市場中，延伸波中的延

伸波，最常發生在第三波之內。  

在長期觀察市場行為之後，我們獲得一重要法則：當一個推進的第五波衍

生延伸波時，其後的A修正波的走勢，將會反轉直下，拉回到延伸波中第2波的

低點附近；雖然實際例子有限，但A波反轉至先前第五波的延伸波中的第2波的

水準，卻是一個相當明顯的現象，如圖2-5。另外，第五波的延伸現象，往往具

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它對於市場將發生的戲劇性反轉，提供了預警的功能，而

這法則也可適用於空頭市場上。 

如果走勢如圖2-6由左而右之三個圖中，第一及第二圖為不正確旳標示，第

一圖因第四波不可重疊第一波，第二圖因第三波不可是最短，所以第三圖是正確

的標法之一，請參考本章第三節相關法則和指標的第一段。 

 

未完成的第五波(失敗型態) 

艾略特使用“失敗型態”的字眼，藉以描述第五波的運動未能突破第三波

結束時的價格水準，可參考圖2-7。當未完成的第五波出現時，往往是市場走勢

即將逆轉(轉弱或轉強)的前兆，顯示有關股市生命消長的道理不易掌控。 

 

傾斜三角(Diagonal Triangles)型態 



 

傾斜三角為推動波中的一種特殊型態，主要發生在第五波的位置。艾略特

認為在股市中，一旦有一段走勢呈現快速拉升或趕底的現象，其後常會伴隨產

生傾斜三角型態。此外，不管傾斜三角型態出現在第五波或者是C波，它所出

現的地方都正是較大級次的波動型態結束的位置，代表著原來的市場主要走

勢，至此已呈疲軟。 

傾斜三角型態，有時會在兩條逐漸收斂的直線之間形成一個楔形走勢；當

市場出現上升楔形時，往往是空頭走勢的先兆。其後常有一段急跌，回檔的幅

度則至少會拉回至此傾斜三角型態剛開始時的水準。反之，一個下降楔形的出

現，則意味多頭市場即將來到，其後經常會有一段強勁的向上反彈，如圖2-8。 

儘管傾斜三角型態在其最後一天或一個小時，常以鉅大的成交量作為結

束，但在其行進的期間內，成交量皆趨於萎縮。 

不論是第五波的延伸波、未完成的第五波、抑或是傾斜三角型態，它們皆

顯示著一件相同的事情：市場在其結束後，立刻會發生戲劇性地逆轉走勢；但

若這些型態中的任兩種同時發生在不同級次的波動時，將使走勢逆轉法則不再

成立。 

 

修正波 

與市場主要趨勢同向運動的推動波相比，修正波的型態，一般而言，較不

易清楚地加以辨識和分割。在研究不同型態的修正波之後所獲致的法則是：修

正波的型態絕對不可能是五波，惟有推動波才是五波行進。 

修正波，主要可分為下列四種型態： 

1、鋸齒型(zigzag)：多頭市場的鋸齒型態，是一個簡單的三波下降走勢，以

A-B-C標記之。它的波動可細分為一個5-3-5的形式，其中B波的波? 明顯地

低於A波的始點水準，如圖2-9。 

在空頭市場中，一個A-B-C鋸齒型態的修正波，其行進的方向恰與多頭

市場相反，因此我們有時會把空頭市場裡的鋸齒型態，視為一個反轉鋸齒



 

型。 

有時─特別是第一個鋸齒型態未能達到正常的目標時─市場會連續發生

兩或三次鋸齒型態。每一個鋸齒型態之間由“三波”所隔開，就會產生所謂

的“雙重”或“三重”鋸齒型態，如圖2-10。 

2、平台型(flat)：一個平台型態的修正波，和鋸齒型態不同之處是其細分為

3-3-5形式，平台型態的修正波，對於先前推動波的拉回力道，常小於鋸齒

型態。其出現時機，通常在主要趨勢力量相當強勁的市場循環中，因此，它

們通常伴隨在延伸波之後發生；且市場走勢越強勁，其平台整理的時間就越

短。 

在修正波A-B-C中，凡可細分為3-3-5者，皆可使用“平台”一詞；但在

艾略特的用語中3-3-5架構的修正波由其外形的不同，而被賦予不同的標

記： 

(1)常態：在常態平台型的修正波中，B波結束的位置大概在A波的始點附

近，而C波在稍稍低於A波終點的位置便告結束，如圖2-11。 

(2)擴張：所謂的擴張平台型態，就是在其波動期間所出現的價格高點，將會

超過在其之前的推動波。艾略特將其稱為“非常態的”平台型，在“非

常態”的例子裡，3-3-5形式中的B波，其結束的位置往往超過A波的始

點水準甚多，而C波的結束位置則會明顯地跌破A波的低點水準，進一步

持續探底，如圖2-12。 

(3)強勢：在3-3-5平台型中，有一種較少見的變化形式，我們稱為“強勢的

平台型修正波”，其B波結束的位置，也是超越A波的始點水準，但C

波則在尚未跌破A波低點的水準時即告結束；這例子很顯然的是由於市

場市主要趨勢上的力量相當強勁之故。一般而言，強勢的修正波比較有

可能發生在走勢凌厲、行進速度迅速的市場中，如圖2-13。 

3、三角型(triangle)：三角型態是一種具有重覆形式的五波，其每個波皆可細

分為三波，即為3-3-3-3-3型態。當市場成交量的價格波動減小時，經常會



 

伴隨著產生橫向運動，三角型態的出現，即反映此種運動背後的力量，如圖

2-14又可細分為圖中的四種。 

一般而言，三角型態是與市場較大趨勢同向的最後一個波動發生之前出

現─即第四波或者B波。股票市場上，當一個三角型態完成之後，後面的推

動波，常會呈急拉之勢，而拉升的幅度則大致為三角型態最寬部分的距離。 

根據對三角型態的研究發現，延長先前形成的三角型態的上下兩條邊界

線，則此兩條直線彼此將會在未來的某點上產生交會，其交點通常是市場走

勢開始產生變化的關鍵點。 

4、雙重三波及三重三波(double three and triple three)：一個單一的“三

波”，就是我們先前所說的鋸齒型或平台型。而一個雙重三波或三重三波，

則是較少見的修正型態。它們是由鋸齒型、平台型或三角型等較簡單的修正

波型態所組成的，以與平台修正波相同的方式，作一個橫向延伸的運動。 

一個雙重三波是由七個腳所組成(如圖2-15右下方的雙重三波中a、b、c、

x、a、b、c)，而一個三重三波則是由11個腳所組成(如圖2-16右上方的雙重

三波中a、b、c、x、a、b、c、x、a、b、c)，如果此三波中，有一個為三角

型態，則會多出兩個腳(如圖2-16左下方的雙重三波中a、b、c、x、a、b、c、

d、e)；在一個雙重或三重三波的型態內，與先前走勢同向的波動，必定可細

分為三波(或三角型態)；而在修正波方向的波動，則端視此波動結構中所形

成之較簡單的修正波型態為何而細分為三波或五波。此外，這些波動分量的

型態，在形式上往往具有交替出現的特質。 

              

傾斜三角的第二種型態(Type 2) 

當傾斜三角發生在第五波或C波的位置時，它們的形式為3-3-3-3-3。然而

近來我們在鋸齒型的A波，以及某些相當不尋常的情況中，“五波”中的第一

波，都曾陸續發現此種型態的變化型；其中仍保有標準傾斜三角型態，但其波

動細分的情形則與標準的傾斜三角不同，為5-3-5-3-5的型態。相對於標準傾



 

斜三角型態中，其次級波細分為三波，意味著“波動中斷性”。因此第一種型

態(或為結束傾斜型態)一般出現在第五波或C波；而第二種型態(或為前置傾斜

型態)則出現在第一波或A波(如圖2-16)。 

        

第三節 相關法則和指標 

波數計算法則：波動的交疊和長度 

在『自然法則』一書中，艾略特指出一個五波序列，若非發生傾斜三角的變

異型態，第四波和第一波的上下波動範圍不應有所交疊。此外艾略特又進一步

的指出，在五個波序列當中，第三波經常是三個推動波中最長的波動，即使不

然，也絕不會是最短的波動。 

 

交替出現(Alternation)原則 

交替出現原則幾乎和波浪理論的每一個部分皆有很密切的關係，它有利於

我們分析波動組態並預測其後市場發展的可能性，在幾乎所有波的運動中，波

動的型態可以說是交替出現的形式；舉例來說，若第二波的修正走勢為簡單俐

落地反轉直下，那麼第四波的走勢應是一個橫向整理的格局，反之亦然(請參考

圖2-17)。 

        

修正波的縱深(Depth)原則(空頭市場的極限情況(Limitations)) 

修正波的縱深原則指出，修正波─特別當它們是第四波時，傾向於在先前

較小一級次的第四修正波的波動範圍內，完成其最大的回檔幅度，以台灣加權股

價指數為例(可參考表1-2)，大循環波的第四波最大的回檔幅度應在2241(第三

大循環波的第四基本波)，目前只來到2485。由過去經驗，任何空頭市場的極

限，尤其當這個空頭市場本身又是第四波時，通常都落在前面低級次第四波所

遊走的區間；但假如行進中的第一波是延伸波，那麼第五波之後修正波的極



 

限，就應是低級次第二波的低點。 

 

波的等性 

波浪理論有一個守則：五波行進中的推動波，會有兩波具相等的時間，大

小也相同。若有一個推動波是延伸波，特別是延伸的是第三波時，其他兩個非

延伸波就具有這種等性。果真無法百分之百相等，那麼兩波極可能具0.618的

比例(可見表1-4的統計，第三波等於第一波和第五波等於第一波皆為各種比例

中出現最多次)。 

 

成交量 

艾略特說，成交量順著波浪理論的波型，獨自在行進著；他也認為，在任

一個多頭市場裡成交量會隨著走勢自然擴張或收縮。而在後來的修正局面裡，

成交量的減少經常就表示賣壓減輕。成交量的低點常常與市場轉折點不謀而

合。他也指出，第五波的成交量如果等於或大於第三波，那第五波可能會延

伸。第一波與第三波如果幾乎等長，經常就有這種結果。 

 

波性 

艾略特波裏，每一個波的波性，都是具體反應大眾心理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每回沿著一條類似的路走所造成的狀況，也都可以在波的結構中找到相對

的類似狀況；這些特性使分析師能在推測下一個行進時有所預警。 

第一波：第一波有50%其實只是整個波行“基地”的一部分，因此，總會

遭第二波嚴重的修正。第一波在技術上較具有建設性，成交量以及寬度的增

加，都進行得極巧妙。因大多數人相信整個走勢還在低迷的階段，所以會很明

顯地有大量的賣空。這樣開始的第一波總是生氣蓬勃，即使回跌也相當溫和。 

第二波：第二波經常把第一波拉回一大段，以致於在第二波結束時幾乎賠

掉了第一波所獲的利潤。第二波也常製造出跌勢中的非應證狀況以及道氏理論



 

所謂的“買點”，此時的低成交量與價格的不穩表示賣壓已漸乾涸。 

第三波：第三波是可觀的奇蹟，既強大又寬廣；它通常會造就最大的成交

量與價格變動，是一系列波中最常延伸的；不僅會有突破、跳空、成交量擴

增，空前的寬度，道氏理論中主趨勢的應證點(於本章的第一節曾提及)以及永

不停止的價格變動，且視波級的不同製造最大的獲益。最後，所有股票都加入

了第三波。除了“B”波的波性外，第三波所突顯的波性，最能給波計數提供有

價值之線索。 

第四波：第四波的深度是可以預測得到的，為了給最終第五波打底，第四

波常常是複雜的。蹣跚的股票都是在此波段達到高點並開始下跌；這種初見於

市場的衰退現象，是第五波非應證點的肇因，同時也預示了後來的弱勢。 

第五波：第五波通常不那麼地強勁有力，在其上揚行進當中，市場一片樂

觀氣氛，無視於次級股票的遲緩表現；但較諸前行修正波的回升情形，此時的

市場的確較為活絡。 

“A”波：在空頭市場的“A”波裡，投資世界一般都相信，這個反轉只是

下一個上漲走勢必經的回跌過程而已；因此小戶投資人仍無視具殺傷力的裂

痕，仍? 湧買進。 

“B”波：“B”波是多頭陷阱；在“B”波活動的股票經常只是有限的種

數；“B”波在技術上很少是強勁的，而最後也總注定要完全被“C”波拉回。 

“C”波：下跌的“C”波極具破壞性。投資人在這跌勢中，除拋售求現之

外，別無它法。 

“D”波：除了擴張三角形裏的“D”波，其它的“D”波經常都會有成交量

的增加。 

“E”波：三角形裡的“E”波對大多數市場觀察家來說，是新頂點之後，

另一個下跌走勢的戲劇化開端；也因為“E”波是最末波，所以表現地也較為不

穩定。 

基本要點 



 

假如分析師不信自己眼睛所見的，那他的計數就具主觀成分了，主觀極危

險，也會破壞市場方向的價值，波浪理論則是一套客觀的方法，讓虧損有個極

限。 

在任何市場分析，只要能“辨識”時機，都是很不同凡響的，但只有波動

原理的分析法能提供“預測”的指標，以及辨識市場的轉折點。 

艾略特的格言是─消去法式推理是最好的方法。利用延伸、交替、畫軌

道、成交量等的所有法則，分析師就有驚人的爆發力。在股市分析裡，波浪理

論無疑是唯一最面面俱到的方法。 

 

第三節 比率分析及費波南西時間數列 

艾略特撰《自然法則》時，特別說明費波南西數列為波浪理論提供了一個數

學基礎；在費波南西的《算學》一書中，因為一個問題的提出而引發了一系列的

數字：1、1、2、3、5、8、13、21、34、55、88、144⋯⋯一直到無限大，這些

數字就是今日所稱的費波南西數列(可見表3-1)。 

費波南西數列具有下列性質： 

1. 後面的數字是前二數字之和。 

2. 後面的數字除以前一數字之值愈來愈趨近於1.618。 

3. 前面的數字除以後一數字之值愈來愈趨近於0.618。 

4. 數列中任何兩個間隔的數字，比例接近0.382，而反比則接近2.618。 

請參考表3，表中列舉了數列中從1到144之間的各個比例。 

                       

一直推演下去，結果仍是一樣。最後，我們注意到(√5+1)/2=1.618及

(√5-1)/2=0.618，而√5=2.236，是波動原理及對數螺旋形(the logarithmic 

spiral)。1.618(或0.618)又稱為黃金比率(the Golden Ratio)或黃金平均數

(the Golden Mean)。 

 

比率分析 

比率分析是波浪彼此間之時間與波幅的比例關係；在辨識股票市場循環運動



 

中，五波上升三波下降的黃金比率活動時，在完成任何多頭階段後，隨之而來的

修正波在時間及波幅上與前一波會符合黃金比率的關係。艾略特波浪的實踐者在

研究股市波動幅度的關係後，往往會著迷於其重要性，因為幾乎每個波段的波動

幅度(用算術或比例來衡量)，都與相鄰的波段波動幅度產生比例關係，這個比例

關係就是費波南西數字之間的比例之一。 

計算時間及波幅比率之公式如下： 

波幅比率=修正波的點數/行進波的點數 

時間比率=修正波單位的點數/行進波單位的點數 

比例分析已經顯示出許多精確的價格關係(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印證)，這樣

的關係可分為兩大類：回檔與乘數。 

 

回檔(Retracements) 

修正波常會以「費波南西比例」的幅度來對前一個驅動波做回檔，如果這個

回檔是推動波的2波、B波或多重鋸齒的X波時，此劇烈的修正回檔往往會是50%

或61.8%；側邊修正波通常會對前一個驅動波回檔38.2%，尤其如果回檔是4波

的時候，因為衡量回檔幅度很容易所以大部分分析師會過於注重回檔的比例。反

而下一段要介紹的乘數是比較精確且可以信賴在交替波之間的關係，或者是在往

同一個方向開展的波浪長度。 

驅動波的乘數 

第一波、第三波和第五波之間往往會具有費波南西的數學關係，不管是均

等、1.618或者是2.618的比例關係(1.618的倒數是0.618，2.618的倒數是

0.382)，推動波之間的比例關係通常要用百分比來表示。所以要對價格取半對數

才能顯示出這種關係。 

如果第三波產生延伸時，第一波和第五波就會趨近於均等或0.618的比例關

係；如果第五波發生延伸，則第五波的長度會與第一波到第三波的長度有費波南

西比例關係，通常會是1.618倍。 

如果第五波沒有發生延伸則第五波的長度會與第一波到第四波的比例會為

0.382比0.618；如果第一波發生罕見的延伸時，第一波與第二波到第五波成黃

金比例(1:0.618)。所以如果第五波沒發生延伸，則第五波的長度為整個驅動波

長度的0.382；如第五波發生延伸，則第五波的長度為整個驅動波長度的0.618。 



 

 

修正波的乘數 

在鋸齒型當中，C波的長度常與A波相等或1.618和0.618倍，在常態平台

修正中，A、B、C幾乎相等，在擴張平台修正中，B 波的長度通常是A波長度的

1.236或1.382倍，C波通常是A波的1.618倍，有時會向下修正到A波長度的

0.618倍。 

在三角型中，至少有二個交替波會彼此形成0.618的比例，在擴張三角型

中，這個比例關係是1.618，上述很少會發生在相鄰波。第四波和第二波之間往

往會具有費波南西的數學關係。 

 

在進行比例關係分析之前，一定要先做波浪形式的分析，以便決定從哪一點

來作比例分析的點；雖然在以艾略特波浪理論來預測時會有一些迷失，但我還是

認為，只有波浪理論能較準確地對未來做出預測，即使它對市場走勢的預期沒有

成真，波浪理論還是會不斷地警告我們，讓我們可以對下一波可能的走勢畫出圖

形，也就是說，目標價位都是根據最有可能的波浪計算而得出的，因此如果市場

行情未達到預測點或超過太多時，就得及時對先前的「最佳選擇算法」做修正，

並研究下一波行情最好的修正算法。 

 

費波南西時間數列 

艾略特說時間因素一般會遵循波浪的型態，而我們也常常觀察到，一段行情

所持續的時間與跟它發生的時間點之間本身就反映出費波南西比例的關係，這可

幫助我們判斷可能的轉折時點，尤其這個時點是跟目標價格或者波浪的計算互相

吻合的時候，將更為準確。 

在”The Elliot Wave Principle – A Critical Appraisal”一書中，

Hamilton Bolton把費氏時間數列用在市場型態的時候曾指出:「時間的排列似

乎是無限發展的」，還說:「時間會顯示出頂點到谷底，頂點到頂點或谷底到谷底

的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