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氏矩阵图/价格推算 
股市不传之秘 

简介、基础学习步骤 

1、学习观念 

2、基础看图法 

   A.大数推算 

   B.基础角度线推算 

 



放空自己 

 

    学习矩阵图其实要从观念开始，在正式课程中，第
一节课就是从沟通观念、建立观念开始。这里我们
先从最基本的『放空』开始：『放空自己；空杯进
入』。这是老生常谈，不过，您还是要重复的说......
放空自己；空杯进入......放空自己；空杯进入......，
直到成为您的一部份，成为思维的惯性，成为下意
识、成为真实的行为表现。别的长篇大论都不用说，
就是从简单的『放空』开始。 



● 

  0 

    您一定要做到！做不到，就很难学好矩阵
图，或说，会学得很辛苦，而到头来，您
还是得放下现在舍不得放下的，还是得放
下所有阻碍您的过去种种，还是得放下所
有让您辛苦莫名的背负！也唯有如此，您
技术分析的生命才得以重生。 



矩阵图最初的学习，没什么秘诀 

只要按部就班的走即可 

以下说明新手的学习顺序 

   学习矩阵图不像一些技术分析，有
些过程可以含糊带过，或跃跳式的
走过，随意翻阅本书是没有学习效
果的，如有心研习，一定要按部就
班的来。 

第一章 



矩阵图-A 



游戏 

这是一个游戏-祇是游戏 

 

遇到「算命」先生您问他： 

『我给你一个出生年和出生月， 

  能算出生日是那一天?』 

大约他会骂您神经病， 

因为大部份算命的都不会这招。 



 

• 44~45页矩阵图角度线的说明先要看。 

• 可以从47页的『游戏』，如何“推算生日”
开始试着使用矩阵图，算是学习前的热身
动作。跟著书中说明的步骤，一步一步照
着做，应该不会太难。这『游戏』现在大
家已知，其实是时间推算的部份，而这些
年来，有多少人肯深入探究呢？ 

● 



请对照矩阵图A 
此一矩阵图上面有四条线分别为： 
左右两条对角的交叉线(即甘氏成名的45度角) 

一条直的垂直线 
一条横的水平线 
 
四条线交集的中心『 1 』，即是数字的起点称为『基数』。 
从『 1 』展开，将图形中的四条线分隔为八条线。 
『 1 』为基数起点以螺旋状旋转，从九点钟位置由左至右顺 
时钟方向旋转2、3、4、5、6、7、8、9、10、11、12 ….. 
 
这四条线将图分成：四个正方区域 
八个等腰三角形区域 
两条对角的交叉线：为支撑及压力区(以下简称角线)。 
垂直线和水平线：为多、空交战区(以下简称十字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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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算生日 

1967年出生，月份是8月，要推算的是：
『8月的那一天出生？』 

在矩陣例圖1-1上，可以見到我們有67這
『暫時基數』及其兩條45度角上的數字，
接下來推算8月的某一天。 

方式是，先減掉8月之前的天數；1 ~ 7

月的時間，就是從1月到7月的210天 (每個
月以30天做計算，7個月×30天=210天) 

8月1日在矩陣圖裡是數字211。 

那，8月一整個月就是211+ 30天至240。
於是，我們很清楚的知道要找的出生日期
在數字211~240中。 

 現在，請看一看矩陣例圖1-1，以67為
中心基數劃出的兩條交叉線，線上有211 

~ 240之間的數字嗎？    

                                                   P48 



辅线与百分比之使用 

   0 

认识完角线、十字线之后，65~70页说
到辅线的角度线关系，及矩阵图缩小、
放大百分比的使用（这部分是使用矩阵图

的基础，一定要弄清楚）。然后，可以正
式进入认识、使用矩阵图学习阶段，
就从查看波段的高低落点开始。 



矩阵图各角度线代号 矩阵图-B 

65页 



如何以一张图表 

来推算所有金融商品的秘诀 

    0 

   我们知道各商品的价值不同，其价位表现
亦不同，指数有到5位数以上的，股价有个
位数的，外汇有小数点，如何在一张图表
上统一使用？ 

★诀窍就是将数字缩小、放大百分比来使用 

基本上我们最常使用的比例分别是100:1、10:1及1:1。 



缩小、放大百分比 

缩小百分比：(小数点无条件舍去) 

A、加权指数12682缩小百分比10:1约为1268 

                                  缩小百分比100:1约为126 

B、加权指数2485缩小百分比10:1约为248 

                                   缩小百分比100:1约为24 

     
放大百分比：(有小数点，则无条件舍去) 

A、台泥‧股价20.85放大百分比1:10约为208 

B、味全‧股价8.13放大百分比1:10约为81 

69页 



82~164页 
是12682以来历史波段的比对 

 

• 这就是学习矩阵图最初的根基！更是
学习矩阵图心态与耐心的训练！一定
要用功勤练到熟悉看图，多重复比对
几次，您一定会有所收获，或许您还
可以“顿悟”到矩阵图最高的心法，
而这些都已揭露在其中。 

（功课的开始） 



加權指數月K線圖-1  
74頁 



功課的步驟 

 
• 將這些波段內的次級波段高、低的數字位置先在矩陣圖上

找出來，這部分是最初使用矩陣圖的練習，是認識矩陣圖
的開始。您開始學習如何在密密麻麻的數字堆中，找到要
查看的價格位置，即熟悉查價。開始學習、知道如何有條
理、系統的〝看圖〞，眼睛在圖上亂瞄一通是沒用的。 

• 先以矩陣跑圖程式，列印出矩陣圖（或Copy書末頁的矩陣圖）然
後把書中每一波段的高低點，以縮小百分比10：1的數字，
放在矩陣圖上，觀察位置所在。 

• 譬如高點7135，10：1即是713，低點5422，10：1即是
542（尾數無條件去除）這樣一列一列，一波段一波段的進行，
過程中即會發現，或體會，數字與數字之間相吸相斥的關
係；波段與波段之間對應的關係，這就開始認識、感覺數
字與角度線的關係了（有時間可多做幾遍）。 



第二章 基础看图法 
˙ 

经过了历史的波段比对，应该在矩阵图上   
查价不是问题了，也就是您会看这张密
密麻麻的数字图了，很好，这一章开始
说明，如何以这张数字图做推算？ 

从165页进入矩阵图的正式推算，这章有两
个部份： 

˙大数推算--中长线的趋势推算法  

˙基础角度线推算--短中线、波段的推算法  

˙这即是矩阵图的推算基础『基础看图法』
的部分，学会这部份，您就可以以一张
数字图走天下，进入没有商品不能推算
的“无坚不摧”境界。 

165页 



大数推算中长线的推算 

   0 

最先从推算趋势的100：1大数推算-开始 
推算口诀为： 

『角线对角线‧十字对十字』 
 

    记得这句大数推算的心法口诀， 
大数推算就会了一半了 

而那里是角线？那里十字线区域？ 

看下一张风车图 

171页 



角线、十字线区域-风车图 
这张风车图中：深色区域为：角线区域 

                                浅色区域为：十字线区域 172页 



 

• 有注意到风车图中十字线区域范围大于角线
深色的区域范围？ 

• 您会觉得十字线的范围大于角线范围很多，
会不平衡？ 

• 不用担心，十字线区域之内其实还包含了现
在用不到的『辅线』范围，所以不会不平衡 

• 值得一提的，也是因为十字线区域比角线区
域大，还会产生高、低落点因为差一格，而
产生“差一格差很多”的奇特现像，这亦是
您去体会『每一落点必有其意义』的起点。 



大数推算有两个部份 

• 一、主基数推算 

          以历史大波段高、低点为基点 

          的对应推算  

• 二、次级（次要）基数推算 

           以次级波段高、低点为基点 

           的对应推算 



一、主基数推算 
     何谓主基数？ 
     简单说即是主要的推算基数。 
• 如12682、2485、6365、3098、7228、 
       4474、10256、5422、10393、3411 169页 



 主基数推算103~34 

0 

• 10393是台股历史第
二高点，也是这些年
我们使用的基础推算
点(固定基点的使用）。 

• 从高点103到低底34
下跌了近7000点，最
后结束在圆周1/4位置
(37~31的1/2位置），从
这里开始了再一段十
年周期的多头走势。 

174~195页 



二、次级(次要)基数推算 

. 

★推算要点： 

    所有波段的高、低点，在没有成为 

    主基数前，都是次要基数。 

    以次要基数做大数推算时，只观察 

    一个对角度，越过抑或跌破所观察的 

    对应角度之后，即不再使用该次要基 

    数，转而回到原先的主基数路径再 

    进行后续推算。 
P195 

197~214页 



次要基数推算 

矩阵例图2-12 
矩阵例图2-13 



次级基数之基数转换 

说明 

《价格推算》加入次级基数推算之 
『基数转换』说明，即是加入在最初 
如何确认波段高点、低点成立的分析 

是大数推算之高阶使用之一 
（2006年首先在《时间篇》中使用） 

 
参考215~242页说明 

215页 



基础角度线推算 

0 

当盘势越过一个角度时，则会往下一个角度前去 
这是基础角度线的使用心法。推算口诀： 

 

『角线看撑压，辅线看动能，十字线表多空』 
 

短中线、波段的推算 

顾名思义 
‧角线是显示支撑、压力 
‧辅线是观察动能的表现 
‧十字线则是多空交战区域 

243页 



基础角度线的使用有三大项 

 

一、大数趋势分析后， 

        分割段 落区间的使用 

二、16条线都要看/包含二部份使用 

三、短波段及波段的推算使用/ 
           连续二个角度以上的推算运用 

245页 



一、大数趋势分析后， 
            分割段落区间的使用 

   我们将大数的100:1对应路径分割完后， 由此中长
线的推算，就转向以百分比10:1的短线看图。 

• 大数推算是以100:1进行，即是一格中内含100点行情，但我
们是看不到这100点之中较细部的撑压表现，转到以10:1看
图的基础角度线后，大数一格100点变成10格来显示；一格
中包含10点，我们能看到什么？请您准备好矩阵图作对照。     

行情自4555弹升，碰到的第一个角度是49：矩阵例图2-42 

• 49大数转向以10:1来看撑压是在B5角的490/491， 

•                                                            及C3角的496 

• 53大数转向以10:1来看撑压是在A1角的530， 及B1角的535 

• 57大数转向以10:1来看撑压是在B4角的571， 及A3角的577 

• 61大数转向以10:1来看撑压是在C4角的613， 及B8角的619                                                                                                              

246页 



矩阵例图2-42 

249页 



二、16条线都要看/包含二部份使用 

• 使用16条线（即使用整张矩阵图)， 

       为碰线即是撑压的极简推算法。 

• 可以由此观察当日走势的撑压， 

       或以收盘价，观察明日的撑压。 

• 除此也可以借『辅线与辅线之间的移动』 

       推算短趋势，或以『角线与角线之间的 

       移动』来观察短波段多空的力道表现。 

A.短线推算的使用252页 

B.明日撑压推算的使用 

250页 

260页 



三、短波段及波段的推算使用 
     连续二个角度以上的推算运用 

  包含三项基础推算 

  A.辅线与辅线之间的移动-- 

                     二个角度的1/8区间 

  B.角线与角线之间的移动-- 

                     四个角度的1/4区间 

  C.辅线与辅线的对应角度-- 

                     八个角度的1/2区间 

267页 



A.辅线与辅线之间的移动 
二个角度的1/8区间 

268~279页 



B.角线与角线之间的移动  
四个角度的1/4区间 

280~302页 

288页说明到：
『如何以基础角
度线推算来分析
短线、短波段见
高、见低？』 
 
此部份为基础角
度线的进阶推算。 



C.辅线与辅线的对应角度 
八个角度的1/2区间 



 

●  从翻开书自『游戏』开始体会，到学习会
看矩阵图的波段高低落点的比对，算是入
门阶段。  

 

●到第二章，『基础看图法』的『大数推算』、
『基础角度线推算』是推算矩阵图的基础
阶段。在您还没有熟悉这阶段之前不要进
入第三章。 

 

●您学习到这里，达到都了解的阶段，应该会
花几个月的时间，也可能不够，或不需要
这么多时间，这与您每天花多少时间来学
有关，一天3个钟头，与8个钟头的学习时
间当然有差异。也就是说，您要给自己一
个学习规划，才不会事倍功半。 



 . 

      比对，是学习矩阵图的基本功课。 

  比对，是自己去证实矩阵图可不可用的途径。 

  比对，是装进属于自己的东西。 

 
    程序的说法是，中长线大数推算的对应是什么？

经由比对开始学习，从而知道其准确性有多少， 

    知道一个切线角度一定会到达的道理，知道为什
么短线是一格半的误差？波段可以到4格半？知
道............ 



 

    知道其可行之后，在广泛、重复的比对中，
领悟、体会到诀窍、快捷方式，这就开始有
自己的东西了。这不是多数学习技术分析的
过程吗？要不怎知十字晨星比晨星还具攻击
力，或6天、12天比较好用，还是5天、9天？
80以上超买，盘势一定会下来吗？顿化、背
离是转折的征兆？......是的，比对的功课不是
只有用在学习矩阵图上，学习任何一种技术
分析都一样，只要是学习，必会有一个艰苦
的过程，要有所得，必要付出代价。 

 
● 



 0 

以上为新手进入甘氏矩阵图的基础学习观念 

 及推算简介，亦是可进行的学习步骤。 

 基于推广的目的，本简介我们欢迎有兴趣学 

 习的朋友传递，但请注意： 

 1、请注明来源为：『甘氏矩阵图研究会』 
                                                        http://www.squares-gann.com 

 2、切勿更动、变更内容 

 3、严禁商业使用 

2008/10/2 

 
★ 

http://www.squares-gann.com/
http://www.squares-gann.com/
http://www.squares-gan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