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股投資第一門課---偉克多 機器人學苑 

<<台股投資第一堂---技術拆解 特訓課程 >> 

 
 

我是陳老師，超過 20 年台股投資經驗，我是位退休老師，過去 25 年教學經驗

中，寫過超過十本程式設計相關參考書，目前專研"技術拆解"教學方法。創立  

[偉克多機器人學苑]，協助初學者或是社會新鮮人，經由提升程式設計能力，對

自己有信心，進入職場，增加工作機會! 我會分享我的個人無數工作經驗，並回

答您的問題。 

 

我們深信! 雖然[我不是精英]也可以經由<<台股投資第一門課>>，找到較好的獲

利方法或是合作創業! 

 

<<台股投資第一門課>> 經由"技術拆解"教法，及多元營收概念，教您台股投資

不敗術，適合剛入社會新鮮人學技術，學思考角度(心法)，心法往往比技術分析

重要。並規劃未來創業之路做準備！使會員少走冤枉路，即早體驗財務自由的日

子到來。老師教心法，２５歲到５０歲會員都適合，值得一上再上的一門課，我

也不斷由教學相長中，不斷累積成功經驗，對台股投資、工作、創業絕對有幫助。  

 

精彩內容： 

*S1 投資心法 

*S2 需要工具 

*S3 當天執行動作 

*S4 獲利來源 

*S5 操盤細節 

 

*S6 盤前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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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 盤後檢討 

*S8 資金規劃 

*S9 大數據累積 

*S10 台股投資與個人創業計畫 

 

這幾年我對台股投資越來越有信心，不是我的技術分析多厲害，而是我已經學會

分散風險，將時間及資金分配好，幾年下來經由經營工作室，建立每月固定的營

收來源，真正體驗"定靜安慮得"的投資心法。與有緣的您分享！其實要致富並不

難，難在有沒遇到對的老師，分享各種成功及失敗經驗！需要技術、工具及時間

效益！ 

 

============================================== 

S1 投資心法：定靜安慮得---作大事的思維 

1 天時心法 

2 以小博大 

3 借力使力 

4 利基強項 

5 天道酬勤 

…………………………………………………………..還有 5 點 

台股投資時間不對，就要專注本業，投資時間不對，硬是作多做空，最後血本無

歸!台股不可能天天都是您的提款機，網路上的專家，人家是經過無數慘痛失敗

經驗---練功而成為--端視個人造化!有人 3 年 5 年，有人試了一輩子也沒機會(大

部分人是)，股市高手---並非人人都可為，斜槓是有道理的！必頇學會分散風險、

學會多項技能、專注強項....，有關投資心法詳細解說，也適合個人創業用，還有

另外５點，訂購課程會有詳細介紹。 

 

讓您投資台股，見樹又見林，宜長宜短，創業都行，端視個人依不同年齡規畫需

求。老師可以當您的創業顧問！投資台股眼光要看遠就會成功，就當是創業規劃

選項之一，現在是上班族，沒人會想到 3、5 年後，會怎樣？特別是準備退休人

士，或是想轉換職場跑道人士，先學會一些技術及心法備用，上班時先累積未來

創業資金! 先學好心法……，耐心等待時間點到來，資金也備妥，技術也備妥， 

便可以 輕鬆提早體驗 財務自由 的日子到來。 

 

投資心法共有 10 點，是我研究"技術拆解"教法時，淬煉成的心法，與有緣人分

享。用"技術拆解"心法來創業，較易成功! 

 

============ 

S2 需要工具 



台股投資第一門課---偉克多 機器人學苑 

投資台股，需要工具如下： 

*下單卷商：離家近些方便整理資料、現場諮詢。 

*下單軟體：使用網路版或是手機版本 

*其他參考工具+至少一台可以上網的電腦或是筆電 

好的簡單工具，便可以投資、監控台股，若是上班族，便專心工作，下班後再研

究。上班族專注強項，主要營收來源很重要!先安排好時間順序! 

 

================= 

S3 當天執行動作 

*監控各股 

 

 

*損益試算 

 

*獲利了結 

映泰一檔已經獲利 1300 元，我當然獲利了結，時間 2 小時內，當天獲利! 

*即時對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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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線型資料 

不斷重覆觀察單天信號，可以空手模擬，直到最佳點進場，不敢進場繼續模擬， 

想賺又不敢進場，找老師學心法! 

 

=========== 

S4 獲利來源：以短線作多及當沖為例，波段原理同，但是不確定性及風險拉高！ 

*昨日庫存今日拉抬出脫，例如昨日收盤，少虧 50，今日開高，一定先出 

賺 800 

*今日同一支股再加碼，當沖出脫，+1300 

*當天獲利=800 +1300=2100 元---目前我的標準是 1500~2000 元全出，退出觀望 

*獲利平均日 1 週 2 天，每月 2000 x8 天=16,000    

*每月結算手續費折讓  2000  

因此每月台股投資平均獲利 18,000 元，使用資金少於 50,000，必頇的，因為

老師不是神，收盤時還是會虧損，適時留倉，需要資金繳交交割款。遇到大行情

時再加碼，有大資金的會員，可以擴大台股投資平均獲利，但是投入資金也有風

險! 自行評估!使用 成本１０萬內-甚至更少--非５０萬---以小博大！！！！ 

網路上高手---無本當沖術！太佩服了！需要大資金當後盾，沒告訴您而以。 

 

============= 

S5 操盤細節 

*何時買---打出平台後，如何監控，如何觀察？ 

*何時賣---漲不動賣出，如何監控，如何觀察？ 

*勿貪便是贏家---極短線便是+５％，波段+１０％全部出脫! 

*時間與風險---短線波段都有風險，依自己狀況評估，先評估最壞狀況，找有利

之局勢再進場 

魔鬼藏在細節中，台股操作更是如此!因為它是賺錢工具，也是虧錢工具，所以 

操盤細節很重要!台股是不是您的提款機，人人心中自有自己一套，但是學心法

最重要! 

 

=========== 

S6 盤前功課 

*今天漲哪些族群---哪些股價位適合？ 

*做多監看會漲股---哪些股昨天剛打些平台？ 

*昨天線型---看昨天哪些回檔？ 

*今日走勢預估---看過去預估今天 

*觀察法人買超股--法人買超股會漲還是小型股會漲？ 

股市有一句話!"能知明日富可敵國"，看似有理，也是陷阱。只能量力而為，用

心法及盤前功課來預測! 



台股投資第一門課---偉克多 機器人學苑 

 

============ 

S7 盤後檢討 

*今日操盤細節回顧--優化操作技巧 

*監控各股--調整視野 

*損益試算--成敗在哪些 

*即時對帳單--如何都是收款非支出，一檔換一檔! 

投資賺不到錢很正常，但是累積自己經驗內化為技術，日後把握機會必能成功。  

今日操盤細節回顧再優化成操作技巧，點滴成金! 

 

=========== 

S8 資金規劃 

*可用資金---比例投入，並做績效管理 

*最壞狀況---空手模擬 

*預估局勢---預先準備 

*創業資金---預留現金 

*資金籌措---沒資金如何開始？ 

沒資金就去工作，趁年輕就有工作機會!然後呢？繼續各種體驗及學習....？ 

即早建立斜槓多元營收來源!人是英雄，錢是膽，至少要有基本現金來運作。 

然後依照當時狀況，適時加碼! 

 

============= 

S9 大數據累積 

*股性：投機股、法人績優股 

*大盤：每年１２月時間點對，作多有利 

*獲利滿足點：１成或是更多 

*自有資金與融資比例：現股或是融資 

*法人籌碼：哪些量大又會漲 

這幾年來 AI(人工智慧)、大數據產業蓬勃發展，您自己也可以根據自己學習心得，  

整理出大數據資料，來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台股投資獲利 AI 法則。 

 

=========================== 

*S10 台股投資與個人創業計畫 

這幾年我對台股投資越來越有信心，不是我的技術分析多厲害，而是我已經學會

分散風險，將時間及資金分配好，幾年下來經由 經營 工作室，建立每月固定的

營收來源，真正體驗"定靜安慮得"的投資心法。與有緣的您分享！其實要致富並

不難，難在有沒遇到對的老師，分享各種成功失敗經驗！需要技術、工具及時間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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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股投資第一門課>> 數位課程 定價 800 NT$ ，  

因為是數位課程商品，訂購匯款後 無法退款! 
*線上 LINE 聯絡 訂購匯款，匯款 24 小時後，可以 LINE 收到[數位課程]馬上以

手機學習及技術諮詢服務 

  
*上課做 1 對 1 教學，兩小時，適合沒信心進場學員，費用 800 NT$ 

*現場上課 兩小時，費用 800 NT$，送會員 1 個月費會 

*會員服務：持股健檢、各股操作心法分析、每周推薦 4 檔操作參考、創業經驗

分享、合作、講師支援，當地安親班機器人 DIY 課程支援+服務 

*上課兩小時，我會與您分享我的股市經驗及創業心法，並回答您的問題 

*台股要賺 800 元，非常容易，也很容易虧 800 元、8000 元，入門一定要有 

 老師帶入門，一出手便成功!，好的開始，成功一半! 

======================================================= 

1 對 1 上課績效檢視： 

1 目的願景--學會規劃台股投資基本方式 

2 學會操作--賺錢需要先學---技術拆解 

3 開始行動--現場模擬教學及問答 

4 賺錢模式--了解台股操作如何賺錢--知識變現金 

5 技術拆解--經由老師分享，學到教學、學習技巧 

1 對 1 上課者，有機會成為<機器人學苑>合作夥伴，推廣各式數位課程。 

特別適合上班族，下班後 年輕人 學習 斜槓 技能體驗，可兼職做行銷。 

 

*報名上課 LINE 線上預約，地點：高雄鹽埕區，捷運鹽埔站 1 號出口附近 

平日班：週 1、5 ，下午 2:00~4:00     假日班：週 6 日，下午 2:00~4:00 

 

*不能來上課，可以留 LINE 諮詢，只買[數位課程]就可以了，或是以後有空再補 

上課就可以了，省下兩小時鐘點費用 

*線上 LINE 訂購匯款，24 小時後，可以 LINE 收到[數位課程]及技術諮詢服務 

 馬上以手機便可以開始學習 

*台股投資第一門課----數位課程商品---版權所有，任何合作及企畫，歡迎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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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客課程 教材開發：偉克多 機器人學苑 

*當地安親班 機器人 DIY 講師 培訓：http://vic8051.idv.tw/dtx.htm 

*各式創業+創客課程教材開發：http://vic8051.idv.tw/ 

*技術諮詢 LINE： 陳老師 on Line[avic8051] 

*技術諮詢 email：ufvicwen@ms2.hinet.net 

*檔案更新下載：http://vic8051.idv.tw/exp_dcxs.htm 

http://vic8051.idv.tw/dtx.htm
http://vic8051.idv.tw/
http://vic8051.idv.tw/line.htm
mailto:ufvicwen@ms2.hinet.net
http://vic8051.idv.tw/exp_dcx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