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恩簡介 
在 1892 年，如果你曾作爲一個商人在橫跨德克薩斯州的火車上你或許會從一個

高個子，瘦瘦的，年齡大約只有 13 歲的男孩那裏買過一份報紙或雪茄煙。當你

與同行的旅客談論有關投資方面的事情時，你或許會注意到那個年輕人正在全

神貫注地偷聽你們的談話。 

 

 如果你問他叫什麼名字，他會告訴你他叫威廉，而且，的確他對於商品很感

興趣，他的父親是安吉立納(Angelina)縣的一個農場主人，而且恰恰他所認識的

每個人也是這樣的。他們都很關心他們的棉花將會給他們帶來的收益。如果你

問小威廉長大後想做些什麽？是否也想在德克薩斯州的東部耕種土地？他會說

不，他沒這樣想過。他想成爲一個交易商。你或許會說：『噢！祝你好運，小威

廉 ，有一天你或許會有自己的事业，甚至會很有名，誰知道呢？沒有人能知道

未來。』 

 

在火車的過道上來回走過的年輕的偷聽者就是，威廉‧戴伯‧甘。 

他也許會想，真的沒有人能預測未來嗎？ 

 

 

威廉‧戴伯‧甘 Will iam Delbert Gann（ 1878/6/6~1955/6/14)  

出生在美國德州 Lufkin 市郊一個種植棉花的農場。甘氏自 1908 年在紐

約華爾街重新開始從事交易，直到 1955 年辭世，漫長的投資生涯中，這『矩陣

圖』一直是甘氏致力使用的推算工具，堪稱是甘氏一生的精華，是甘氏理論中最

簡易明確的技術分析。 

一張四方形的數字圖，其中竟隱含了所有金融商品的進退趨勢，是的，此圖可

以推算所有的金融商品，及所有與數字有關的東西，當然也包括股票。 

 

二十世紀初的世界，是甘氏活躍的時代，他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走過 1929

年股災，接著經歷著名的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及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些

動盪失序與經濟紊亂的漫長歲月裡，甘氏都安然渡過，且賺到錢，並活到 77 歲

高齡。 

 

甘氏是二十世紀初在華爾街有著神奇色彩的傳奇人物，他是金融市場史上最

成功的交易員之一，更是技術分析領域的超級大師、領導者。 

甘氏有 6本著作，5本小冊子，及龐大的課程講義……. 

 

甘氏理論是什麼？ 

甘氏發現金融市場同樣受著自然法則的規範，有其振動規律。市場價格的波

折、起伏不是紊亂的，而是可通過數學及時間週期來預測。因此甘氏用了 10 年



時間，創出擺動圖的曲線圖表之外，另以直的角度線，圓的螺旋角度，並加入時

間因子註來預測市場走勢。『價格的波動與時間的通過，必遵守角度的撐

壓關係。』這就是甘氏理論！ 
 

註‧ 

『甘氏理論』的獨特與神奇，即是加入時間的的運用，百年來，再無人出其

右。他解開了時間價格循環、對應的秘密，這即是金融市場中自然律的『振

動法則』(Law of Vibrat ion)，並透過他多樣獨特的分析工具做最有效的運

用。 

 

在推展這個理論之初，1908 年 6 月甘氏回到華爾街成立他自己的經紀公司後，

在 1909 年 10 月，接受一家在二十年代初期很風行的金融雜誌《報價與投資文摘》

的編輯理查 D.懷高，做專題的操作採訪，這是一個由記者在現場，實際全程監

看整個交易過程的採訪，且期間長達一個月。這就是百年來讓甘氏追隨者津津樂

道的神奇操作！甘氏在 25 個交易日中，進行了多空的 286 次操作，結果有 264

次獲利，只有 22 次是虧損的，他的操作資金到月底時，暴增到百分之 1000%。

這不僅僅震撼了在場監看的雜誌記者，這樣不可思議的操作績效，不但是前無古

人，至今亦未有來者。這樣的紀錄也撼動了華爾街，評論家、媒體紛紛撰文報導

這個開創股票分析新觀念，開始嶄露頭角的先行者，從而開始了『甘氏理論』的

千秋時代。 

 

研究技術分析的人都知道『甘氏理論』（Gann Theory），不過多數人卻不

是很瞭解甘氏理論，因為這部分的書與資料在國內真不是很多。所幸，拜科技

之賜，我們現在可以很容易在網路上找尋到許多資訊，但是找到是一回事，看

懂、學習像又是另一回事。 

 

甘氏以幾何、星相及數學的概念、發展出兩套分析系統，都非常有效的應用

在操作上，造就了甘氏在華爾街輝煌、多采多姿的一生。這兩套分析系統分別

是甘氏角及基準圖。 

 

膾炙人口的甘氏角大家應不陌生，幾乎在所有的分析軟體中都有它，筆者這

裡就不贅言這部分。另一套是基準圖的分析系統，在當時是甘氏的特別課程，

學費非常高昂，而且學員上完課後還不能向外人說，所以現在一般的甘氏的書

籍中是看不到基準圖的介紹，這些都在甘氏的特別課程教材中。筆者在 1993年

一個機緣中接觸到這部分，當時的環境，甘氏理論的資料更是絕少流通在上場

上，更別說是基準圖的部分了。 

 

基準圖 

甘氏基準圖包含有方的矩陣圖、圓的輪中之輪與六角形、三角形，其中方形的

矩陣圖是所有基準圖的基礎。 

 

 



簡介   

甘氏(江恩)矩陣圖 
 

『矩陣圖』是甘氏理論中最簡易明確的技術分析，是甘氏一直致力使用

的推算工具，堪稱是甘氏一生的精華，甘氏理論的精髓。一張四方形的

數字圖，其中竟隱含了所有金融商品的進退趨勢 (當然也包括股票) ，

此圖可以說，可推算所有有關數字的東西。 

 美國小說家，索爾‧貝婁說：『老朽的生命疲竭，而新的形式尚未出

現，人們彷彿在沙漠逡巡探勘，努力找尋新的形式。』這句話用於現在

的技術分析領域裡，顯得非常貼切。行情的變化往往於瞬息間，很多投

資人每天都在猜猜看，當然，猜對了有獎！可是有多少人猜中大獎？又

有多少人能連續猜對？ 

 任何有心於市場的投資人都知道，要想存活於市場絕非問問明牌、看

看上市公司相關財務報表數據，或簡單學個技術分析、畫畫線、瞄瞄指

標就可以掌握行情，可以傲視且屹立於市場！如果這麼簡單人人都賺翻

了，也不會猜對十次，還不夠錯一次大的。有一句話很好：『市場的錢

贏不完，口袋裡的錢卻輸得完。』 

 長久以來技術分析工作者、投資大眾，不論新手老手，一直在找尋一

種簡單明白、快速有效的分析工具，卻愈迷失在多如牛毛的技術指標、

深奧的理論與複雜的線形中。尤其拜科技之賜，現在的圖形分析幾乎全

在電腦上進行。電腦圖之速度，自是手工繪圖所望塵莫及的，但電腦圖

常見的盲點在於只能參考過去的線形，無法切劃未來較長的行進方向 

(邊度不夠) ；此外受限於電腦硬體的規格，或因軟體程式功能的限制

與壓縮圖形往往失真及變形，並不能做為推算依據。以一般技術分析軟

體上常使用的甘氏角為例，根本形同虛設。 

 因為：『甘氏角必需架立在矩形圖上才能使用，現在的電腦圖都是略

長形較多，更別說這套軟體的程式，也要是專為架設甘氏角寫的，且使

用甘氏獨特的線形圖。』現在大部份技術分析軟體都不符合這樣的條件，

是無法作用的。許多人不知道也用得很有意思（等有了問題才奇怪甘氏

角不好用？），這是盤後技術分析軟體該檢討的問題，也是使用者應知

道的事。 



 其實，每一種技術分析的指標及理論，都有其學習與參考的價值，問

題是絕大多數都無法提供我們對未來行情變化的肯定。哈佛工商評論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之研究報告指出：『要做到高獲利的持

有股票，這類指南的正確性必須高達 80%以上，可惜這些掌握市場趨勢

的專家們無法辦到。』是的，現在普遍所使用的技術指標，確實無法達

到上述目標，因為這些指標，大都只是依現在的行情變化而被動的變化。

難道技術分析的領域裡，沒有一種指標是超前的、確定的？ 

 不！不是這樣的，您要相信，當出現一個問題，就有一個解決的方法；

有一個疑問，就有一個答案。天地之間，一定存在一種均衡的力量。我

們現在不能突破困惑，那只是我們還沒發現突破的缺口，絕不是不存在！

在乍逢甘氏理論之時，就有這樣的感覺，這分析工具絕對是一種新的生

命形式。我在這些年間一直有一個疑問，『矩陣圖』這麼簡單的東西，

為什麼相關資料如此欠缺？為什麼沒有廣泛流通？我最後確定的答

案： 『就是太簡單了！』 

  我們從懂事開始，從懂得分辨善惡好壞開始，從懂得思考開始，我們

就隨著成長所增長的“智慧”而愈複雜起來，簡單的東西反而是不予置

信、不屑一顧的。在金融市場上，也是有許多人不相信有這麼簡單的分

析工具，於是視若無睹，束之高閣。我能有機會寫這本書，該要感謝那

些專注於甘氏理論中較複雜面的研究者，因為他們汲汲於較複雜的層面，

無暇兼顧全面，才能讓我有機會將最簡易的『甘氏矩陣圖』遞交給有緣

者，給有心憑持著技術分析以屹立於金融市場的新生命，及堅執要找尋

到，最終極的技術分析的您。 

 自然學派的分析認為：『大自然的一切變化，大自新宇宙的形成、星

體運轉，小至環境、個人，或高昂或低沈，皆有其脈絡依循。任何人為

的市場變化，無論盛衰榮枯、起伏變化，均在大自然律動中，以有形確

定的方向行進，不會在毫無徵兆、無預警的情況下，產生不規則的亂象。』 

 『矩陣圖』的應用即基於此等理論，將各個不規則的曲線簡化成數字，

克服了線形和指標中的盲點，從而在規律的脈動中，克服心理弱點、克

服人為的陷阱，看到方向。在預警的徵兆中提醒您及時動作，這些在矩

陣圖中都可以輕易做到。 

 只須觀察矩陣圖角度區域數字的對應現象， 

 就可輕易的研判商品趨勢，且明確顯示未來價位區。   

沒有比這還要輕鬆簡單的技術分析了。 準備好進入『甘氏矩陣圖』神

妙的世界了嗎？ 準備好開啟新的生命了嗎？ 唯一的規則，請帶著最簡



單的心、最單純的思維。 永遠不要忘了『最簡單的道理，才是世間最偉大

的真理。』   

矩陣圖 1 

 
 

請對照附圖 矩陣圖 1  

此一矩陣圖上面有四條線分別為： 

左右兩條對角的交叉線 (即甘氏成名的 45度角)  

一條直的垂直線  

一條橫的水平線  

 

四條線交集的中心『 1 』即是數字的起點稱為『基數』。  

『 1 』為基數起點，呈螺旋狀，從九點鐘位置由左至右順時針方向旋

轉 2、3、4、5、6、7、8、9、10、11、12 ……  

 

這四條線將圖分成：四個正方區域  

八個等腰三角形區域  



 

兩條對角的交叉線：為支撐及壓力區 (以下簡稱角線)  

垂直線和橫的水平線：為多空交戰區亦為動能區 (簡稱十字線)。  

 

★ 請注意‧剛好位在這四條線上的每一數目字，  

   它們都是矩陣圖中相當重要的關鍵數字。 

A、角線 (由左下角至右上角)  

361‧289‧225‧169‧121‧81‧49‧25‧9‧1‧5‧17‧37‧65‧101‧

145‧197‧257‧325  

 

B、角線 (由左上角至右下角)  

307‧241‧183‧133‧91‧57‧31‧13‧3‧1‧7‧21‧43‧73‧111‧

157‧211‧273‧343  

 

C、水平線 (由左至右)  

298‧233‧176‧127‧86‧53‧28‧11‧2‧1‧6‧19‧40‧69‧106‧

151‧204‧265‧334  

 

D、垂直線 (由上至下)  

316‧249‧190‧139‧96‧61‧34‧15‧4‧1‧8‧23‧46‧77‧116‧

163‧218‧281‧352  

 

以上這些數字，就是在矩陣圖上進行演算的基礎。 

這些數字在各個角度區間產生互相吸引或排斥的力量！這樣互相吸

引、排斥的現象，即是造成上漲、下跌的力量，此種關係明確反應於四

條線上，故可簡單的循線推算每一檔股票近、遠期的價位，尤其是可簡

易推算中長線趨勢，我們稱為『大數推算』，這在下一章中會做詳細說

明。 

『矩陣圖』之技術分析，其異於市場上所習用的各項技術指標，與傳

統曲線的線路圖之處，在於矩陣圖是以角度上的數字顯示路徑。以上所

有的數字永遠是固定的、順序的、規律的排列。我們才可以清楚的研判

股價的未來行進路徑，不會迷失在各種複雜的線形裡。 

市場行情的變化，皆在一瞬間產生，股價上下波動的同時，亦在波動

我們的情緒和判斷的思路。我們被這些不能自主的變化影響，因此時而

疑惑猶豫，時而肯定樂觀。在我們情緒低落懊悔時，或喜悅振奮的同時，



整個市場的多空氣氛也是如此動盪，因而更激勵股價的加速起伏，這就

是股票市場多空爭戰曲折、動人之處。 

行情是在瞬間發生的。但是我們要記得瞬間發生的動能，來自之前所

累積的能量。之前，是說一分鐘之前、是昨天或上個月之前；也就是說，

這一分鐘的價位，在前一分鐘已有跡象顯示；今天的價位，在今天之前

已有徵兆顯示，波段的走勢是更大動能的蓄積。問題是，我們如何在行

情變化之前，從徵兆裡預測可能的波動範圍？ 

  我們知道，商品價格，理論上是因市場的供需而波動，但供需的形成

在實際上並不單純，研討起來長篇大論，不是本書的主題。本書純以『甘

氏 矩陣圖』之技術面為主，您可以用較短時間學習，更不需要很多投

資經驗、學識，您只要對技術分析有高度興趣即可。 

  簡單一張數字圖，就可堪破所有商品玄機！我時時感念甘氏為我們留

下的寶貴資產。身處金融商品市場十數年，眼看弱勢之投資人，及有心

投入市場的新鮮人，苦苦啃讀各類投資書籍，費心、盡力學習最好的技

術分析。聽演講、訪明師，但是大部份人都持續在做事倍功半的事，不

能真正擁有自己的利器。我深深體會！在這非理性又無情的市場中，沒

有屬於自己的東西，是很難長久生存的。名嘴名師、基金經理人如此，

法人大戶、投信操盤、股票營業員如此，您也是如此，毫無僥倖可言。 

  因此我不敢藏私。在進入如何使用『矩陣圖』之前，要請您注意，若

已學習過其他技術分析，在學習『矩陣圖』時，請把以前所學的分析方

法先放置一旁，以“空杯”的心態進入，才會有乾海綿強力吸收的效果，

才不致浪費時間在各種分析的比較上。等掌握『矩陣圖』的使用，還有

興趣再與別的分析法去做比較時，您將知道它和別的理論和指標是相容

的，卻簡易得太多了。 

  最後，當您對以前種種學習過的技術分析頓足嘆息，或對現在『甘氏

矩陣圖』的種種奧妙，點頭微笑之時，請您也懷著對 甘氏感激的心。

在這金融市場中百餘年來，還有誰深研廣究一種理論長達十年之久，在

確定、掌握要訣後，才開始運用在實戰操作上？而後又著作、編寫教材

長達四十年以上，來告訴投資人他如何洞悉行情的？又有誰肯在賺取了

相當的財富後，還願意告訴投資人他是用什麼分析方式從市場賺到錢的？

而不僅僅只是陳述一種操作理論而已，是真實的從市場贏得財富，這個

人，是甘氏。 



矩陣圖 2

 

 

輔線‧動能觀察區 

‧矩陣圖 2‧和矩陣圖 1是完全相同的圖形， 

  差異在介於角線與十字線之間的『輔線』。 

‧矩陣圖 2‧是我們平常使用最頻繁的原圖，  

  注意『輔線』的使用功能。 
 

輔線有四條線其作用為，分隔過大區域。  

 

因為矩陣可至無限大，在正常狀態下，數字至 361是標準圖形。 

超越 361以上時，要用輔線做為角線與十字線之間的『動能觀察區。』

請看『矩陣圖 2』，在右上角以 785 ~ 799為例，中間的 792即為動能

緩衝觀察區。 



 

數目越過 785，下一關卡點是 799，位於中間輔線上的是 792，觀察當數

目越過 785到達 792時的力量是否充沛？是否能夠繼續上攻，或者須要

換手、休息？這裡的換手、休息並非回檔，通常是越過 785後應以 785

為支撐；抑或越過 785後直上 799，碰壓力後以 792以上為小型的支撐

區，如此則表示力道強勁，有再衝高能力。 

  

另一種相反的情形是，突破 785後並未到 792就回落。在技術上就可以

判定這 785是站不穩的，因為突破一個壓力時，上衝的力量，必須足夠

到達動能緩衝區，若只是通過角度而已，並非有力突破，我們就可判斷

這是一個短線高點，而採取應有的動作，因此能讓我們預防假突破與假

跌破現象。這『輔線』的動能緩衝觀察區觀盤法，您要花一些時間做驗

證，才會有較深的體會 ( 可先在即時盤上對照驗證 )。 

 

 如何以一張圖表來推算所有金融商品的秘訣 

我們知道各商品的價值不同，其價位表現亦不同，指數有到 5位數以上

的，股價有個位數的，外匯有小數點，如何在一張圖表上統一使用？ 
訣竅就是將數字縮小、放大百分比來使用。 

 

基本上我們最常使用的比例依序是 100:1、10:1 及 1:1。 

使用於指數時須縮小百分比 ( 過小數字可放大百分比 ) ，否則數字圖

形過大使用會不方便。所附之『矩陣圖 2』數字才 961點，已這麼大張。

加權指數高點有 10,000點以上，想想這麼大一張圖怎麼攜帶？我曾做

過 100cm×100cm數字達 9,800的大型圖，張貼在牆壁上倒像是掛圖。 (實

際上是用在時間計算上的) 以大多數的商品來說，這 961點的矩陣圖足

夠正常使用了。 

 

 縮小百分比： 小數點無條件捨去 

A 、加權指數 12682 縮小百分比 10:1 約為 1268 

縮小百分比 100:1約為 126 

B 、加權指數 2485 縮小百分比 10:1 約為 248 

縮小百分比 100:1約為 24 

C 、道瓊指數 14198 縮小百分比 10:1 約為 1419 

縮小百分比 100:1約為 141 

D 、上證指數 6124 縮小百分比 10:1 約為 612 

縮小百分比 100:1約為 61 

 

 放大百分比：  

A、台泥 股價 18.8 可放大百分比 1：10約為 188  



B、味全 股價 8.00 可放大百分比 1：10約為 80  

C、台塑 股價 34.2 可放大百分比 1：10約為 342  

 

縮小及放大百分比 100：1與 10：1，在矩陣圖上的落點，於角度線上是

看不出對應關係；但，仍可在角度線上看到分別的對應及撐壓關係。使

用觀念在於各商品的數字，其所對應的撐壓是獨立的，其循環性亦是獨

立的。或許有時我們會發現，商品與商品之間的循環或走勢，有其相關

性的連結，但其特性仍是各個獨立的。也就是說，當我們使用 100：1

時，其走勢的撐壓及對稱是一種關係；使用 10：1時又呈現另一種關係，

它們不會互相干擾，所以我們可以分開或放在一起使用。當然，在做一

較長趨勢的判斷時，我們通常是先看『大數』 ( 1~361基礎角度線的使

用 ) 。大數一般以 100：1的使用已足夠；再以 10：1做短期的撐壓推

算，這部份我們會在後面做說明及推演。 

 放大、縮小百分比的應用，主要是在矩陣圖上有更大的翺翔空間。如

果任何商品都以 1：1來做推算，也就是一格一點的看，那這張矩陣圖

得有多大？請記得，除了時間推算之外，所有的價格（指數）的推算，

我們都可以用增減百分比的方式來做最好的使用。尤其是現在的雞蛋水

餃股就是用 1：1也沒辦法看，但若以增大百分比的方式，它又是一尾

活龍。 

 如某股 2.57元，在矩陣圖上放大百分比為 257，這價位在 A3角，順時

針往前看為上漲壓力，下一角線是 A4角的 273。好，現在您是不是很輕

鬆的就可以知道它短線在2.73元有壓力。看遠一點就再往下一角線看，

下一角線為 A1角的 289，以 A3角位置直接看 A1角，就是一個 180度的

角線對角線（257~289，約 0.3元）。 

 下跌呢？從 257的 A3角往 A2角方向移動，A2角位置是 241，就是 2.41

元有支撐。如果也以角線對角線來看，還是直接看 A1角的 225，那 2.25

即為一個對稱角度的支撐。這就是百分比增大時很好使用的例子，其觀

盤法及角度線的使用技巧在後面都會做更詳盡說明。 以下為矩陣圖簡

單看線形使用之角度線代號。從左下角開始，順時鐘方向。 

 角度線代號：  

角線為 A1 - A2 - A3 - A4 。 

輔線為 B1 - B2 - B3 - B4 - B5 - B6 - B7 - B8 。  

十字線為 C1 - C2 - C3 - C4 。  



  

 
 

 

 

 

 

 

 

 

 

 

 
 



加權指數歷史波段高低點 

 
 

对应矩阵图角度位置 

 
 



基礎看圖法 

 基礎看圖法包含兩大部份： 

A、大數推算--中長線的趨勢推算法  

 一、主基數推算：以歷史大波段高、低點為基點的對應推算。 

 二、次級/次要基數推算：以次級波段高、低點為基點的對應推算。 

 

 
 

B、基礎角度線推算--短中線、波段的推算法  

       整個基礎角度線的使用有三大項： 

   一、大數趨勢分析後，分割段落區間的使用 

   二、16條線都要看 

   三、短波段及波段的推算使用 



 

 

  變盤日之定義與操作   

定義為： 

1、變更方向。 

2、接續盤勢的切入。 

3、劇烈震盪。 

 

配合的交易策略為：  

 

1、時間到價位到，入市。 

2、時間到價位未到，入市，或等待下一價位。  

3、價位到時間未到，入市，或等待下一時間。 



 

以下是交易策略的操作戰術。 

主題之時間以『下次大盤變盤時間』為主。 
 

價位部份的推算，就是現在您研習的矩陣圖上中長線、短線的重要角度

位置。我就不另外舉例，您用些時間去比對變盤時間與價位的相互關係

及其變化，相信這才能對您有所幫助。 

 1、 時間到價位到，入市。 

     當大盤進入變盤時間，且價位也進入相關位置，可於接近近期高

點、低 點或突破近期新高、新低時反方向入市，即定義之盤勢『變更

方向』。 

 2、 時間到價位未到，入市，或等待下一價位。 

     當大盤進入變盤時間但價位未到達相關位置，或已早一步越過相

關位置，即越過現在時間介於下一次變盤日之間，這意味盤勢不明、整

理，或盤勢繼續於一個方向延伸，為定義之『接續盤勢的切入』。 

 3、 價位到時間未到，入市，或等待下一時間。 

     入市，或等待下一時間、價位。可依當時市況為之，沒有絕對的

規則，就如盤勢也並非整齊劃一、規律如鐘擺。『下次大盤變盤時間』

及其定義、配合的交易策略和操作戰術，是提供您一個研判的參考，並

非全然性的，且定義與交易策略，也非順序、排列一致固定相同的，仍

有交互變更或相疊的情形發生。 

 

学习江恩矩阵图的必备工具： 

『Gann-9+时间价格跑图程序』免费下载 

下载：http://dl.136891.com/member/Login.aspx 

注册参考： http://www.squares-gann.com/goodf.htm 

 

Gann-9+移动装置 android 版： 

百度手机助手下载：Gann9+： 

http://shouji.baidu.com/software/7775876.html 

 

 

Gann-9+时间价格跑图程序使用說明：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xNDc4MTgw.html?f=26077571 

 

http://dl.136891.com/member/Login.aspx
http://www.squares-gann.com/goodf.htm
http://shouji.baidu.com/software/7775876.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xNDc4MTgw.html?f=260775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