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為財務心理學
Behavioral Financial Psychology



• 行為財務心理學的背景及概念介紹

• 剖析投資者的常見理財心理行為

• 提高對投資理財心理陷阱的警覺性

• 處理來自客戶對投資理財的心理偏見和誤解

課程內容



行為財務心理學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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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財務心理學的背景

 行為財務心理學的概念

 為什麼要研究行為財務心理？

 推動行為財務學的原因



行為財務心理學的背景

1930年代
傳統財務管理

• 以會計及分析財
務表為主的研究

1960年代
現代財務管理

• 財務經濟學的興
起，主要研究理
性假設的市場價
值

1990年代
行為財務學

• 從理性經濟人
(Econs)的行為
，探討投資價值
與金融市場

財務理論的進化過程：



研究發現現代財務理論越來越多出現異常現

象(anomaly)，促使學術界開始反思財務理

論傳統架構的正當性。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與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本來是現代經

濟理論中重要的兩大基石。但近年許多實證

研究都確認，在現實世界中很多現象都違反

了這二個基本理論。

行為財務心理學的背景



行為財務心理學的背景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CAPM) 效率市場假說 (EMH)

風險性資產期望報酬率(或稱必要報酬率)
的理論模型，從資本市場如何決定股票
收益率，而決定股票價格

市場價格可以快速且正確地反
映出有關資訊

背後的假設：
• 市場是完美的：完全競爭，投資者的買

賣行為不會對股票價格產生影響。
• 市場無摩擦 (frictionless)：擁有充分的

流動性，無交易成本、稅收等。
• 所有的投資人都擁有相同的先驗信

(homogeneous prior beliefs) 。
• 所有投資者都同時得到相同的有關影響

價格的資訊。
• 個別投資者在選擇投資目標時，只會關

心風險與期望報酬間的利益，而投資者
不會關心其他因素，例如：股利政策、
公共形象等。

背後的假設：
• 投資者是理性的，因此可以精

準地判斷資訊對於公司價值的
影響如何。

• 投資者是理性且追求最大利潤，
對於股票分析是獨立的，不受
相互影響。

• 若投資者是不理性的，隨機性
的交易能消除價格變化，抵銷
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力。如投資
者有相同不理性行為，套戥
(arbitrage)可使價格回復理性
價格。



試想想運用哪些金融經濟學理論可以解釋，

以下問題：

• 為什麼股市會發生泡沫？

• 為什麼自動投資的策略會失敗？

• 為什麼價值投資能夠帶來不錯的績效表現？



行為

財務學

行為

財務學

財務學財務學

心理學心理學

行為學行為學

社會學社會學

行為財務心理學的概念
行為財務學（Behavioral Finance）是⼀個新興的

研究，是相對傳統經濟學的逆向思維，當中交叉運

用以下學科，嘗試揭開金融市場上的非理性行為及

決策規律。



行為財務學集合於研究心理，認知，情感，文

化和社會因素對個人和機構的經濟/財務決策

的影響，以及這些決定與經典理論所暗示的決

策有何不同。

行為財務心理學的概念

行為財務學 – 主要關注：

經濟主體的合理性界限

行為模型結合心理學，神經科學和微觀

經濟理論的見解



行為財務心理學的概念



認知心理學 (Cognitive Psychology)
• 受到外來刺激經感官輸入後，做出相

對的刺激反應
• 受知識經驗介入知覺後，從不同訊息

中作出反應

展望理論 (Prospect Theory)
• 大部分人作決策時，多取決於心中想

法，而不是以實際結果為依歸
• 每個人會基於參考點位置的不同，對

風險會有不同的態度

行為財務心理學的概念



概念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s)
• 每個人會根據自己的規範、習慣、認

知等，在決策上產生不同的框架，再
受這些心理因素影響從框架中作決定

信念偏見 (Belief Bias)
• 對⼀樣事物已有預設觀點，並不會因

為客觀的事實或論點而改變對事件的
看法

行為財務心理學的概念



為什麼要研究行為財務心理？

現代財務學 行為財務學

研究假設 人是理性 人是有限心理
（包括有限理性、有限情緒等）

研究焦點 市場價值行為

行為者
（包括個人，也包括 眾多個人
所形成的組織和市場，重視行
為者本身及其所處環境等各種
因素）

研究對象
以市場價值為焦點之
財務相關行為，以公
司理財為主

以人為焦點之財務相關行為，
以個人財務行為為主，但亦漸
擴及公司與市場

研究取向 應然性（理論） 實然性（實踐）



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包括如何做出市場決策，

以及推動公眾選擇的機制。

行為經濟學中3個流行的主題是：

1. 啟發式 (Heuristic) – 95% 的決定是來自

人類使用心理捷徑或經驗法則

2. 框架 (Framing) - 用主觀心理去理解及

回應大部分事件

3. 市場效率低 (Market Inefficiencies) -

非理性決策和錯誤定價

為什麼要研究行為財務心理？



• 於1990年代末期開始，有些學者已經將行

為財務概念應用在公司的財務管理議題。

這些學者曾提出以下問題：

為什麼要研究行為財務心理？

若不理性的市場投資者，因投資買賣造成價格
偏離基本價值………

假設⼀：
理性的公司經營者是否會影響其融資、投資和
其他財務決策？
假設二 ：
不理性的公司經營者，其融資、投資和其他
財務決策會受到什麼影響？



2017 年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 －

理 查 德 · 塞 勒 (Richard H.

Thaler) ，被尊稱為「行為經濟

學之父」，甚至更暱稱為「全球

唯⼀臨床經濟學家」。他認為人

類在投資、消費等不理性的行為

是值得研究及探討。他的獲獎代

表的是行為財務學終於獲得認可，

並運用在生活和投資上。

推動行為財務學的原因



理查德·塞勒在讀書時，對傳統經濟學並不是

很擅⻑，連他的論文指導教授都承認，「我

們對他沒多大期待。」這或許是因為，理查

德·塞勒根本不相信學校教的經濟學理論。

推動行為財務學的原因



理查德·塞勒認為那些理論假設的對象，有如

稀有的獨⾓獸：他們都跟經濟學家⼀樣，聰

明的不得了，而且意志力超強，吃東⻄有節

制，還會乖乖存錢，是所謂的「理性經濟人」

（Econs）。

問題是，大部份的人類早就放棄要收支平衡，

因為做起來太痛苦，我們很難存夠錢養老，

也很難抗拒美食的誘惑；我們就是「普通人」

（Humans）。

推動行為財務學的原因



所以過去四十年，理查德·塞勒的目標就是要把

真實的人類，納入經濟理論中。我研究行為經

濟學，就是要突顯真實的人類和主流經濟理論

中的理性人，有多麼不同。

推動行為財務學的原因

行為財務學如何協助投資者在非常人性層

面下，學懂聰明地投資呢？



投資理財個性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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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理財個性小測驗

 不同個性對投資理財的看法



�憑你的直覺，選出你最喜愛的動物。



投資個性小測驗

透過簡單的小測驗，
檢視你的投資個性！



不同個性對投資理財的看法

鷹 – 藝術型投資個性

•有敏銳的直覺

•習慣獨自工作

•不喜歡管人或被管

•由於這類型的人通常會對
於畫面或直覺有較高的敏
感度，因此在投資上很適
合以圖形為主的技術分析

投資心理陷阱：“專家口吻，大隻講”

• 由於自我保護意識較強，導致過度分析，
甚至顯得保守。



不同個性對投資理財的看法

獅子 – 企業型投資個性

•精力旺盛，做事有計畫
並且有行動力

•能善用自己在人際上的
說服力與領袖特質，成
為團體中的焦點人物

•由於有組織與規劃工作
的能力，能以企業經營
的⾓度看待投資

•願意花間鑽研過往資料，
信心爆棚，有衝刺力

投資心理陷阱：“耐力驚人，不懂止賺”

• 好勝心強，容易利慾薰心，往往因⼀時貪
婪，大上大落，甚至要損手離場。



不同個性對投資理財的看法

殺人鯨 – 紀律型投資個性

•做事按步就班，精打細算

•有效率、仔細並有責任感

•較不愛改變與創新

•精於比較分析、做事有紀律

•在投資上很適合針對大環境
的景氣循環來投資，即在谷
底時低價買入，高峰時高檔
賣出

投資心理陷阱：“盲頭樁樁，⼀味靠跟”

• 不願走出自己的舒適區去嘗試新事物，
對風險的警覺性不高。



不同個性對投資理財的看法

花豹 – 偵探型投資個性

•喜歡用邏輯、用頭腦按
照自己的步調解決問題

•工作時傾向不會按照固
定的規矩行事

•能尋找新方法解決問題，
但通常對於解決事情的
細節較沒有興趣

投資心理陷阱：“有勇有謀，執迷不悟”

• 過份偏重個人喜好作投資策略，有時因為堅
持己見、不報輸及好勝心而作出錯誤的決定。



不同個性對投資理財的看法

海豚 – 社交型投資個性

•喜歡溝通與傾聽，願
意花時間與精神去幫
助別人

•在投資上，最重要的
不是方法，而是可以
跟朋友⼀同分享成⻑，
跟志同道合的朋友⼀
起切磋投資理財心得

投資心理陷阱：“順其自然，毫無機心”

• 相信親朋好友的意見，只要有人認同，容易
受身邊的人影響投資策略，往往隨波逐流，
甚至希望可以有信任的人協助作投資決定。



不同個性對投資理財的看法

棕熊 – 實幹型投資個性

•情緒穩定，有耐心

•較愛實際行動並按既定的
步驟操作

•擅⻑對機械或工具的操作

•由於性格穩定，能對日常
生活自己操作過的事物有
較大的感受力，在投資上
建議可以從自己的工作或
擅⻑的領域尋找投資標的

投資心理陷阱：“大安旨意，懶洋洋”

• 容易按自己的價值觀去看世界，若不善於理
財，便不關心其他因素對投資的影響。



股神?估神!

你是…



投資者的理財心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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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理財心理行為(⼀)

認知偏差 (Cognitive Bias)

人們往往會因為第⼀個印象(認知) 先入為主 ，
從而影響其後的判斷。

你看到什麼？

A

B



常見的理財心理行為(二)

問題(1) 

1a) 遇到以下兩個情况，你的投資決策是？
A. ⼀定賺$1,000
B. ⼀半機會賺$1,500 ， 但⼀半機會賺$500

1b) 遇到以下兩個情况，你的投資決策是？
A. ⼀定蝕$1,000
B. ⼀半機會蝕$1,500 ， 但⼀半機會蝕$500



風險迴避 (Risk Aversion)
人們總考慮到風險因素的影響，令預期達成的
目標有所偏差。因此，風險承受能力是調整、
改變某種決策的風險處理方式，能夠準確地對
內在條件和外在形勢作客觀的風險屬性的認識，
減少損失。

問題(2)
2a) 如果你賺$3,000 ，並
全數投資；你的決策是？

2b) 如果你賺$5,000 ，並
全數投資；你的決策是？

A. ⼀定賺$1,000 A. ⼀定蝕 $1,000
B. ⼀半機會賺$2,000 ，

但⼀半機會無錢賺
B. ⼀半機會蝕$2,000 ，

但⼀半機會無蝕錢

常見的理財心理行為(二)



問題(1) ：

你準備去聽⼀場期待已久票價$1,000的演唱會, 當你打算
從家裏出發時, 你發覺你有⼀張價值$1,000元的百貨公司
禮券在家中不翼而飛, 最後, 你會如期去聽演唱會嗎?

問題(2) ：

你準備去聽⼀場期待已久票價$1,000的演唱會, 當你出發
前⼀天發現演唱會票不見了, 你會再購票並如期去聽演唱
會嗎?

常見的理財心理行為(三)



心理帳戶 (Mental Accounting)
人們心裏面有⼀套會計系統，會將收入或用途
不同的「錢」放入不同的帳戶，並鎖起來，不
讓預算在各個帳戶間互相流動。心理帳戶機制，
賦予帳戶不同的意義和功能，因而影響到花的
每⼀分錢。

常見的理財心理行為(三)



你會選擇睇最高點，還是最低點？

1989 年6 月
2,219.00

常見的理財心理行為(四)

1993 年12 月
11,888.40

1997 年7 月
16,365.70

2000 年3 月
17,406.54

2007 年10 月
31,352.58

2011 年4 月
24,138.31

2015 年5 月
28,060.98

1992 年12 月
5,192.70

1995 年1 月
7,342.70

1998 年8 月
7,275.04

2003 年3 月
8,634.45

2009 年2 月
12,811.57

2011 年9月
17,668.83 2016年2月

19,285.50

2018 年1月
33,154.12

2019 年5月
30,081.55

2018年10月
25,601.92

恒生指數
INDEXHANGSENG: HIS
27,353.93 +86.80 (0.32%)

5月24日 下午4:09 [GMT+8]



錨定效應 (Anchoring)
� 人們對其東⻄做估值時，時常會將特定數

值作為起始值，起始值像錨⼀樣制約著估
值。做決策時，會不自覺地給當初特定的
估值而影響決定。

� 人們傾向於對將來的估計和過去的估計作
聯繫，當對某事件的好壞做估測時，其實
事件不存在絕對的好與壞，關鍵在於如何
定位。定位就像⼀隻錨⼀樣，只要鎖定，
評價也就定了，好壞也就評定出來。

常見的理財心理行為(四)



投資理財心理陷阱及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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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投資心理陷阱

過度自信
(Over-confidence)

目標飄移
(Target Drift)

反應過敏
(Allergic Reaction)

羊群心理
(Herding)

歸因偏見
(Attribution Bias)



過度自信–“Nothing is impossible”
� 墮入陷阱的徵狀 ：

� 產生「知識幻覺」，滿以為做足功課，
對自己有限的預測能力，深信不疑

� 保持自尊、減低焦慮，高估自己對投資
的知識和能力，自認「投資高手」

� 從不止蝕，只作溝淡，相信明天會更好

常見的投資心理陷阱(⼀)



近20年香港人記憶猶新的股市爆破

�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1)
� 受惠內地改革開放步伐加快，香港在1990年代轉口貿

易和金融業不斷拓展，逐漸崛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 隨着內地大型國有企業如上海石化、青島啤酒等公司
紛紛在香港上市，美國摩根士丹利等國際投資銀行和
國際基金不斷加大港股投資組合比例，恒生指數在
1997年8月7日創造16,673點歷史新高。

� 但泰國於1997年7月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度，菲律賓、
印尼、⾺來⻄亞相繼跟隨，索羅斯等國際炒家乘勢鎖
定香港為目標。受對沖基金狙擊，香港恆生指數在
1997年10月22日至28日間，下跌3,343點，累計跌幅
達27% ，樓市匯市亦崩圍。

過度自信的經典例子：

資料來源：束網



近20年香港人記憶猶新的股市爆破

�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
� 金管局臨危受命入市，為推高炒家成本，香港銀

行同業隔夜拆息⼀度扯高至差不多300厘，全城
震驚！嚇得恆指即時暴瀉1,200點，1997年10月
23日1天之內下挫逾1成。1998年1月已跌破
8,000點，到8月13日指數最低跌至6,660點。

� 整個救市行動中，香港政府消耗近13%外匯基金，
動用超過150億美元，遠超1993年英國政府在
「英鎊保衛戰」中約77億美元。

資料來源：束網，美聯社

過度自信的經典例子：

1997年10月29日，恒指收報10765.3點，
當日彈升1705.41點。恰恰與前⼀日呈相反，
1997年10月28日恒指大跌1438.31點，即
市曾跌1722.32點，收報9059點。



近20年香港人記憶猶新的股市爆破

� 2007年次按風暴引發的2008年
金融海嘯
� 在中資狂熱加上大炒「港股直通

車」之下，恒生指數在2007年10
月30日最高見31,958點，創當年
新高。

� 其後，雷曼危機加上美國次按問
題困擾，2008年10月恒指跌勢加
劇，⼀度低見10,676點。

過度自信的經典例子：

資料來源：束網



Source: ThomsonOne; Bullion Management Group Inc.



近20年香港人記憶猶新的股市爆破

� 2015年「大時代」
� 港股4月9日成交額創下2,915億港元的歷史紀錄。恒

指由4月初近25,000點水平，到4月27日時最高升至
28,588點，創下全年高位，惟這個升浪十分「短命」，
5月走勢開始反覆偏軟。

� 2015年6月，中央為了防範內地股⺠過度借孖展炒A股，
嚴格清理場外配資；到7月8日，滬綜指由全年最高的
5,178點，下跌32.3%或1,671點至3,507點；同日恒指
⼀度大挫2,138點，創下最大單日點數跌幅。

� 及後8月11日，中央突然讓人⺠幣貶值，即後來市場
所稱的「811匯改」，由於貶值毫無先兆，造成投資
者恐慌，擔憂內地金融經濟危機，恒指直到9月29日
見20,368點，才觸及當年低位。

過度自信的經典例子：

資料來源：束網，經濟日報，太陽報，蘋果日報



目標飄移 –“十五十六人生交叉點”
� 墮入陷阱的徵狀 ：

� 把持不定，見高追高

� 忘記初衷，因市場波動而轉移目標

� 過份依靠過往利好消息作預測，令意向
飄忽不定

常見的投資心理陷阱(二)



普遍散戶的遭遇 -“贏粒糖，輸間廠”
� 無論經過無數的歷史教訓，人們總會在損失

時接受風險，除不肯止蝕外，更會買入更多
來博⼀博

資料來源： The Warfare of Investment Psychology, 林⼀鳴博士著

嬴粒糖沽貨，
賺$1,000

不敢高追

由於曾經見過$20,
就覺得$18 抵買?

股價下跌，覺得
更抵買，溝貨

只想不輸錢便
心滿意足

徹底失望，
完全凊倉

目標飄移的經典例子：



反應過敏 - “船頭驚鬼，船尾驚賊”
� 墮入陷阱的徵狀 ：

� 市況令人心惶惶作出恐慌性拋售

� 謠言滿天飛，盲目轉移投資策略

� 食住「驚風散」撈底

常見的投資心理陷阱(三)



短訊造謠生事，2008年東亞銀行擠提事件
� 雷曼兄弟迷債爆破，令數以萬計的投資者損

失慘重血本無歸，市場信心瀕臨崩潰。此人
心虛怯之時，有人透過互聯網及手機短訊，
散布消息謂本港第五大銀行東亞（00023）
危在旦夕，使東亞股價大跌，並且爆發擠提
風潮。

資料來源： CAPITAL WEEKLY 資本壹週 第150期

反應過敏的經典例子：



羊群心理–“You jump, I jump!”
� 墮入陷阱的徵狀 ：

� 看見市況傾瀉，心亂如麻，你走我又走

� 過份依賴專家或權威的意見

� 十五十六，群眾壓力，只能和議

常見的投資心理陷阱(四)



經典的泡沫，1634年的荷蘭鬱金香狂潮
� 世界上最早的泡沫經濟

� 事件分成三個階段：

� 第1階段：供需不平衡而變得高價

� 第2階段：投機者開始進入市場

� 第3階段：捲入了缺乏資本的平⺠

� 到了第三階段之後開始泡沫化，價格暴跌導
致市場上⼀片混亂

資料來源：businessinder.com

羊群心理的經典例子：



香港2000年科網泡沫爆破
� 踏入千禧年互聯網崛起，不少科

網公司申請上市，沒有盈利的新
經濟股卻以擁有大量用戶作賣點，
令投資者相信公司投資愈大被炒
高，隨著泡沫爆破。

� 美國納斯塔克指數見頂後大拆，
亞洲股市跟隨急挫，香港恆生指
數累跌24%。同年底科網股終於
爆破，大批散戶不單發達夢碎，
並變成科網大閘蟹。泡沫爆破導
致美國2001年陷入衰退。

羊群心理的經典例子：

資料來源：束網



歸因偏見 - “意見接受，態度照舊”
� 墮入陷阱的徵狀 ：

� 堅持己見，就算某些投資表現⻑期每
放愈下，但仍然忠心相隨

� 個人情義結，對不同的市場環境、投
資組合規模作出了限制

常見的投資心理陷阱(五)



2009年滙豐世紀供股，感情包袱港人144
年滙豐情緣
� 在2009年3月2日滙控股宣佈供股後，在3月9日

滙豐(0005)收市暴插至33元，單日跌10.5元，
達24%，股價重返1995年7月的近14年新低，
單日跌幅更超越87年股災創下的紀錄。

� 身為香港人，不可能沒聽過「有買貴，無買錯」
這句對買入豐信心十足的豪情壯語；「聖誕鐘，
買滙豐」，更是形容滙豐股價總在年底為投資
者送來厚禮的「⺠間智慧」。

資料來源： 蘋果日報

歸因偏見的經典例子：



總結：投資心理陷阱

每件事並不會只存在⼀個陷阱，
當局者迷便會泥足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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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經常墮進的投
資理財陷阱



因為不熟悉某股票的行業和業務狀況，只是該
股票有親切感及情義結， 而且深信自己投資多
年常有獲利， 所以二話不說便入市

過度自信 目標飄移 反應過敏

羊群心理 歸因偏見

投資理財心理陷阱 – 例子(1)



過度自信 目標飄移 反應過敏

羊群心理 歸因偏見

因為不熟悉某股票的行業和業務狀況，只是該
股票有親切感及情義結， 而且深信自己投資多
年常有獲利， 所以二話不說便入市

投資理財心理陷阱 – 例子(1)



過度自信 目標飄移 反應過敏

羊群心理 歸因偏見

投資理財心理陷阱 – 例子(2)

選擇股票/基金時，過份依賴朋友/專家的意見
甚至盲從附和「佢揀乜，我又揀乜」的心態，
沒有了解自己能承受的風險及真實市場的狀況



過度自信 目標飄移 反應過敏

羊群心理 歸因偏見

選擇股票/基金時，過份依賴朋友/專家的意見
甚至盲從附和「佢揀乜，我又揀乜」的心態，
沒有了解自己能承受的風險及真實市場的狀況

投資理財心理陷阱 – 例子(2)



投資理財心理陷阱 – 例子(3)

對經濟分析的市場預測資訊深信不疑，沒有銷
定自己的投資目標，常常給市場牽着鼻子走：
看見市場持續下跌，便「果斷」買賣股票/調配
基金；看到市場持續上升，又趕住追買。

過度自信 目標飄移 反應過敏

羊群心理 歸因偏見



過度自信 目標飄移 反應過敏

羊群心理 歸因偏見

投資理財心理陷阱 – 例子(3)

對經濟分析的市場預測資訊深信不疑，沒有銷
定自己的投資目標，常常給市場牽着鼻子走：
看見市場持續下跌，便「果斷」買賣股票/調配
基金；看到市場持續上升，又趕住追買。

歸因偏見



客戶的投資理財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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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常常墜入偏見和選擇失誤？

 如何理性地避免慣性投資思維和傾向性的選擇？

 投資理財備忘錄

 總結



為什麼常常墜入偏見和選擇失誤？

慣性投資思維

基於過去的經驗和

思維框架作未來的判斷

不願根據環境的變化

做出調整

傾向性的選擇

基於不希望看到

自己的決策失敗

選擇風險回避：

過早賣出、過久持有



普遍投資者的心理特徵
• 主要有四個特點：

念舊情結 慣性避險

追求時尚 三心兩意



秋官效應 (Adam Cheng Effect)
� 「丁蟹效應」之說，源於演員鄭少秋（人

稱「秋官」）於1992年演出股災新劇
《大時代》開始，其主演以沽空期指致富
的⾓色丁蟹。其後由秋官主演的多齣劇集
播放期內均適逢港股暴跌，至近20年每當
秋官有任何作品亮相，市場都會將跌市與
其聯繫起來，故又有稱為「秋官效應」。

� 新⼀輪除「丁蟹效應」，由秋官主演的電
視劇《詭探前傳》於2019 年5 月在Viu
TV播出。

資料來源： HKET 香港經濟日報



秋官效應 (Adam Cheng Effect)

資料來源：HK01, HKET 香港經濟日報



歐洲最富盛名的投
資 銀 行 里 昂 證 券
(CLBS) 於2004年就
此 發 表 報 告 拆 解
「 Adam Cheng
Effect 」 ， 統 計 了
1992年至2003年秋
官劇集播出時，股
市通常都跌，跌幅
介乎0.1%至25%，
使這個現象受到⼀
些其他國家的投資
者所認識 。

秋官效應 (Adam Cheng Effect)

資料來源： HKET 香港經濟日報



� 里昂分別於2004年及2012年就「丁蟹效應」
發表研究報告，當中2012年的報告指出，自
1992年《大時代》播出後，每逢有秋官劇集播
放，7成時間恒指都會下跌，加權平均跌幅為
6.6%。更驚人的發現是，里昂在該份報告中加
入「悲慘評分」（Tragic score），指劇集結
局愈悲慘，恒指跌幅愈大。

� 不過，「丁蟹效應」威力也許大不如前。1995
年5月播放的《香帥傳奇》曾錄得11.9%升幅，
而最近兩套電視劇2018年的《將夜》及2012
年《心戰》恒指在劇集大結局時均錄得升幅。
而最近兩套電視劇2018年的《將夜》及2012
年《心戰》恒指在劇集大結局時均錄得升幅。

秋官效應 (Adam Cheng Effect)

資料來源： HKET 香港經濟日報



� 「五窮六絶七翻身」的本港股⺠傳統智慧，意
思是港股多於每年5、6月期間表現慘淡，待7
月才見起色。

� 這也是華爾街的順口溜「Sell in May and Go
Away」，看淡第二季尾股市表現的市場巡邏
如出⼀轍。

� 統計過去20年中，港股⼀半月份的平均回報錄
得負數，當中以1月、5月、8月的表現最差，3
者的平均回報皆為-1.4%。另值得留意，過去
20年，7月份的平均回報達2.2%，「七翻身」
之說似乎仍有⼀定可信度。

香港股⺠傳統智慧

資料來源： HKET 香港經濟日報



資料來源： HKET 香港經濟日報



� 根據巴隆周刊（Barron's） 的統計，6、8、9月
份才是美股表現最差的月份。過去30年，標普
500指數於6、8及9月的平均回報分別為-0.4%、
-0.8%及-0.4%，是全年12個月中表現最差。反
觀，5月份的平均回報達1.1%，表現不算差。
「五窮六絕」僅應驗⼀半。

� 若用「五窮六絕七翻身」進行實際操作，未必
可幫投資者贏大錢。巴隆周刊統計，過去30年
中，追隨「五月賣出」(Sell in May)理念的投資
者，每年平均回報僅多0.7%。

美國股⺠傳統智慧

資料來源： HKET 香港經濟日報



資料來源： HKET 香港經濟日報



如何理性地避免？

慣性投資思維

要明白世界在變化，時代在
變遷，無論哪種投資方法或
策略都存在⼀定的局限性，
⼀味守株待兔並非明智之舉，
故步自封的心態實是不可取

傾向性的選擇

謹慎檢視事實證據，客觀分
析自己的選擇，明白每個選
擇都存在正反，適當時要面
對現實



投資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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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備忘錄(1)

“The investor’s chief problem, and 
even his worst enemy, is likely to 
be himself.”

“投資者最主要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他的
最大敵人，最可能就是他自己”

Benjamin Graham (1894-1976)

價值投資之父、著名美國投資家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market: Fear, Greed, 
and Greed.”

“影響市場的三個因素：恐懼，貪婪，和貪婪”

Market folklore

投資俗語

投資備忘錄(2)



“Be fearful when others are 
greedy and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在別人貪婪時恐懼，在別人恐懼時貪婪”

Warren Edward Buffett

股神巴菲特

投資備忘錄(3)



總結：研究投資者心理行為
� 揭示普遍投資者在行為決策方面有以下特點：

• 厭惡損失

• 過於自信

• 對事物的外在現象比較敏感

• 易於產生認知偏見



總結：行為財務心理學的成果
� 投資要成功，取決於分析，評價還有心理學。

� 傳統的觀點認為市場是有效的，投資者的行
為是理性的，但實際上市場和人們不理智、
難以預測的行為⼀而再，再而三的上演。

� 行為財務學是⼀個正在發展的領域，它結合
了行為和認知心理學以及傳統理論，用來解
釋情緒是如何干擾財務決策的

� 投資要成功，必須分析這些心理陷阱和偏差。



總結：要做個精明理的投資者
� 謹記：

• 了解自己的投資偏誤

• 訂立明確的投資目標

• 建立量化的投資準則

• 維持簡單的分散投資原則

• 控制你的投資環境以減少行為偏誤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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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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