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軌道生命力》勘誤表 

頁數 行數 原始內文 正確內文 

21 第一行 再談布林通道之前 在談布林通道之前 

24 第五行 應該是為趨勢繼續發展的訊號。 應該視為趨勢繼續發展的訊號。 

28 第四段第四行 所滯礙難行 所窒礙難行 

53 第一行 再再都顯示出架構 在在都顯示出架構 

54 第三段第三行 又漲開強勢的上漲行情。 又展開強勢的上漲行情。 

70 第二段第一行 晟鈦在 2012 年 4 月週線底部 晟鈦在 2013 年 4 月週線底部 

74 表格下段第二行 達成 10%成功率僅 4 成 達成 10%利潤率僅 4 成 

90 第二行 1. 低於左腳的型態。 1. 高於左腳的型態。 

95 倒數第四行 從裸 K 線來看就是上面這 4 個步驟 從 K 線來看就是上面這 4 個步驟 

98 倒數第二行 假定我們已以週 KD 為多空的方向 假定我們以週 KD 為多空的方向 

99 第三段第一行 肯定會同期出現一些時機 肯定會同時出現一些時機 

107 第一段第一行 然後從 73.9 點下跌，30 個交易日後跌到 62.2 點 然後從 73.9 元下跌，30 個交易日後跌到 62.2 元

107 第二段第一行 最高價 78.2 點，最後更創下新高到 89.8 點 最高價 78.2 元，最後更創下新高到 89.8 元 

108 第一段第一行 15 個交易日後殺到 73.8 點 15 個交易日後殺到 73.8 元 

108 倒數最後一行 且續創新高到 109.5 點 且續創新高到 109.5 元 

109 第一段第一行 
但不過前高 111 點而下殺，29 個交易日後跌到

92.9 點止 

但不過前高 111 元而下殺，29 個交易日後跌到

92.9 元止 

111 倒數第二行 那就不是道聽途 那就不是道聽塗 

113 倒數第三行 台新金在 2013 年 5 月 台新金在 2014 年 5 月 

125 倒數第四行 再跌低點就破低軌 再跌破低點就破低軌 

133 倒數第三行 來看那裡買、那裡賣 來看哪裡買、哪裡賣 

138 倒數第二行 統統偏空看待 通通偏空看待 

145 第一段第一行 優遊自在 優游自在 

146 第三段第一行 在日線已經跌得淅瀝嘩啦 在日線已經跌得唏哩嘩啦 

156 第一段第二行 最高 27.1 點、最低 22.5 點 最高 27.1 元、最低 22.5 元 

157 第二段第四行 卻無法過 62.2 點前高的位置 卻無法過 62.2 元前高的位置 

159 第 7 點 7. 擠壓的位置有低檔底部擠壓 7. 擠壓的位置有低檔底部整理擠壓 

164 倒數第六行 股價在 70 點～90 點之間橫向整理 股價在 70 元～90 元之間橫向整理 

166 第二段第一行 宏達電股價見到 1300 點之後 宏達電股價見到 1300 元之後 

169 倒數第二行 大約會回到低軌道 本級大約會回到低軌道 

178 倒數第二行 似乎透漏著某些不好的訊息。 似乎透露著某些不好的訊息。 

191 倒數第四行 選好一批健壯的賽馬，只等它 選好一批健壯的賽馬，只等牠 

191 倒數第二行 等它衝出去就抓牢 等牠衝出去就抓牢 

206 第一段第四行 而不是只在某個小關節做文章 而不是只在某個小細節作文章 

211 倒數第五行 這個回檔不會妨害台 這個回檔不會妨礙台 

212 倒數第四行 以上低點和下一次低點的時間大約是 50 附近 以上低點和下一次低點的時間大約是 50 天附近

252 第三段第一行 錢輸了，就當做繳學費吧！ 錢輸了，就當作繳學費吧！ 

253 第一段第一行 采菊東籬下，悠然 採菊東籬下，悠然 



《軌道生命力》勘誤表 

頁數 行數 原始內文 正確內文 

278 第四段第一行 抱怨賺得錢要 抱怨賺的錢要 

281 第四段第二行 建立自已的 建立自己的 

293 倒數第三行 需  下心來細細把玩品味 需靜下心來細細把玩品味 

293 倒數第二行   虛度了此生 莫虛度了此生 

302 第一段第三行 將資金轉往他頭才是正道。 將資金轉往他投才是正道。 

316 第 2 點第一行 週 KD 也是第二次高檔鈍化中 週 KD 則是第三次高檔鈍化中 

330 第二段第三行 請各位不要放棄權力 請各位不要放棄權利 

336 第三段第一行 我們說日 KD 高檔鈍化會在本級或下級做 abc 
我們說日 KD 結束高檔鈍化會在本級或下級做

abc 

全書  其它 其他 

 



《軌道生命力》圖表勘誤 

頁數 行數 原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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