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心理学与金融

金融危机开始时，空气中弥漫着恐惧气息。政府显然对爆发系统性的
金融危机忧心忡忡。谁都看得到，美联储的那帮人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地推
出一连串史无前例的问题解决方案。他们动用央行权威，强迫最大的银行
拿出数百亿美元，他们接管了房利美、房地美以及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这
样的金融机构，吸纳了数千亿美元的债务。1
在 2008 年的头三个季度，股票市场按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计算下跌了
18%。在第四季度，市场在恐慌中又下跌了 19%。2009 年第一季度，市场
继续加速下滑，截至 3 月 5 日，市场下跌 25% 创出新低。当然，投资者不
知道这就是市场底部。他们看到的只是市场已经下跌了一年多，下跌幅度
超过了 50%，再就是当时的损失异常惨重。那些散户投资者当时在做什么
呢？他们都在抛售股票。在最后的两个季度，他们出手了价值超过 1 500
亿美元的股票基金份额。大多数都是卖在了底部。作为比较，同样是这些
投资者，在市场到达顶部的那个月，净买入的股票基金份额是 110 亿美元。
甚至到了 2012 年，散户投资者仍没有像往年那样开始买入股票。这大概就
作 者 的 意 思 是 散 户 投 资 者 总 是 卖 在 底 部， 买 在 顶 部， 与“ 高 抛 低 吸 ” 的 操 作 完 全 相
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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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
理智上大家都懂得，想在股市赚钱就得低买高卖。然而数据显示散户
投资者显然很不善于把握市场时机。在市场大幅波动的时候，由于情绪效
应被放大，心理偏差就产生了特别大的破坏力。
但是，在经济动荡时期，并非只是散户投资者的认知偏差暴露出来，
那些金融专业人士的错误也袒露无遗。企业和机构投资者试图创造出各种
精巧的模型，以便能囊括影响投资价格的所有因素。他们变得越来越依赖
这些模型，以至于过度自信导致其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在某些时候，有的
风险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晓，他们是在拿企业的命运当赌注。后来就发生了
那些预料不到的事情—纳西姆 · 塔勒布称之为“黑天鹅”事件，这个说法
的典故是，欧洲人曾认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直到有一天他们在澳大
利亚意外地发现了黑天鹅。
而这一次出现的罕见的重要事件是美国住房价格开始下跌，人们开始
在抵押贷款上违约。许多金融机构发现，由于自身的骄傲自大，它们过度
使用了杠杆并且开始快速被拖下水。数百家银行陷入了困境。多家投资银行
被破产清算或者强迫出售。政府拯救了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对冲基金被清算
了。投资专家们用模型与事业前程和雇用他们的企业打赌的结果是惨败。
为什么投资者和投资专家会频繁作出糟糕的决策？尽管有些人可能是
因为缺乏信息或者接受的训练不足，然而这些错误却经常是由高智商且受
过良好训练的人作出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根源于认知错误、心理偏差和情
绪。这些问题没有在传统金融教育中探讨过，它们是“行为金融学”讨论
的话题。

传统金融与行为金融
传统的金融学观点认为投资者的心理并非妨碍投资者作出正确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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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一。过去 30 年中，金融学的发展演进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假设：
• 人们会作出理性的决策。
• 人们对未来的预测不存在偏差。
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金融学界创造出了一些供投资者使用的
强大的投资方法。例如，投资者可以利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在任何给定
的可承受的风险水平，获得最大的预期收益。定价模型（如资本资产定价
模型、套利定价理论及期权定价理论）可以帮助投资者对证券进行估值，
并且有助于了解预期的风险和收益。这类有用的理论，在投资类教科书中
比比皆是。
然而，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一直认为这些假设是不合理的。人们通常
的行为似乎并不理性，而对于未来的预测也常出错。例如，传统金融学理
论假设投资者是排斥和规避风险的。尽管投资者主观上不愿意冒险，但如
果预期收益足够大的话，还是会冒险的。传统金融学还认为投资者的行为
会始终保持与自身的风险规避程度一致，而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往往与上
述假设背道而驰。例如，投资者在投保时表现出回避风险的心理，但是在
买彩票的时候，却表现出愿冒风险的心理。
长期以来，
“经济决策中存在可预见的偏见”这种观点被金融学界接受
的程度一直都很低。早期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曾被视为离经叛道。然而，
在过去的十年，有证据表明，“心理和情感因素会影响金融决策”的观点变
得越来越有说服力。今天，人们不再将那些早期的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视
为异教徒，而认为他们是有识之士。虽然关于心理因素在何时、以什么方
式、为什么会影响投资的争论还在继续，但自从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
发给心理学家丹尼尔 · 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家弗农 · 史密斯，许多人相信这
一行动证明了这一领域已被认可。
现在，金融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投资者可能作出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实际上，投资者的决策失误是可以被预测到的，也会影响市场发挥其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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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行为金融学的贡献包括 ：记录了投资者的真实投资行为 ；记录了与
传统模型中理性投资者行为不一致的市场价格表现 ；为这些投资行为和价
格表现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1
最重要的也许是投资者的推理失误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并最终影响到
他们的财富。如果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受到了心理偏见的控制，即便懂得
现代的投资方法，也可能遭遇投资失败。通过阅读本书，你可以：
• 学到许多可能影响投资决策的心理偏见。
• 了解这些心理偏见如何影响投资决策。
• 看到这些错误决策怎样侵蚀你的财富。
• 学习如何识别和避免投资中的失误。
本章的其他部分将阐释这些心理问题在实际投资中是真实存在的。如
果你参与到论证中来，就会发现作者的观点相当令人信服。

预测
大脑并不像计算机那样运转，相反，为了缩短分析时间，它往往借助
走“捷径”和“情绪过滤器”处理信息。通过这种信息处理方式作出的决
策，和不这样做的决策结果往往大相径庭。这些过滤器和捷径就是所谓的
心理偏差。了解这些心理偏差，是避免陷入误区的第一步。一个普遍存在
的问题是投资者通常过高估计其所获信息的准确性和重要性。下面将对这
一问题进行阐述。
投资非易事，这是现实。即便是在信息可能不充分或不准确的情况下，
投资者也必须作出决策。不仅如此，还必须能理解并高效地对这样的信息
作出分析。然而不幸的是，人们往往在作预测的时候总是犯一些屡见不鲜
的错误。
先看看表 1-1 中的十个问题。 2 你可能现在还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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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做的就是按照自己最有把握的估计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区间。具体地
说，就是分别给出你认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以使正确
答案有九成的可能落入这个范围。当然，不要为了确保囊括正确答案而给
出一个很大的范围，但也不应过小，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正确答案超出你
给出的估计范围。如果你坚持按要求给出估计的答案范围，那么这十个问
题中，你应该能答对九个。现在开始吧，尽力做到最好。
表 1-1

给出你认为最有可能的答案的范围（最大值和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1）请问一只成年蓝鲸一般有多重？
（2）请问《蒙娜丽莎》这幅画是达 · 芬奇在哪一年创作的？
（3）请问到 2012 年联合国有多少独立的成员国？
（4）请问法国巴黎到澳大利亚悉尼的空中距离是多少英里？
（5）请问人的身体共有多少块骨头？
（6）请问第一次世界大战共死了多少名士兵？
（7）请问到 2010 年年底美国国会图书馆共有多少藏品（包括书、
手稿、缩微记录、乐谱等）？
（8）请问亚马逊河有多少英里长？
（9）请问地球在赤道处的自转速度是多少（英里／小时）？
（10）全球每年有多少次地震会被美国国家地震信息中心观测到并
公布出来？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某个问题的答案，给出的估计范围就应该大到让你
有九成把握可以容纳那个正确答案。反之则可基于你的了解程度给出一个
较小的范围。现在让我们看看正确的答案：
（1）25 万磅；
（2）1505 年；
（3）
193 个国家；
（4）10 543 英里；
（5）206 块骨头；
（6）830 万名；
（7）1.47 亿件；
（8）4 000 英里 ；（9）1 044 英里 / 小时 ；（10）2 万次。如果答案在你估计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就算正确。那么你答对了几个呢？
大多数人答错的题目不少于五个，但是，如果你按照九成把握来划定
答案范围，应该只会答错一道题。事实是即便对问题所涉及的领域没有任
何信息或不了解，你也会对自己的答案表现得过度自信。在这方面，哪怕
那些学过概率理论的人，跟其他人也没有很大分别。大多数金融学教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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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答错了五道题。
这个测试表明，人们在正确评估自己掌握的知识和信息的准确度方面
存在困难。现在我们知道疑难在哪里了，你还有机会作出改善。因为这本
书是将心理学与投资活动联系起来，请考虑以下这个问题：
1928 年，道琼斯工业指数迈进了新时代，涵盖的股票也增加
到 了 30 只。1929 年， 该 指 数 从 300 点 开 始 起 步， 到 2011 年 年 底
上涨到了 12 218 点。道琼斯工业指数是用价格加权计算出的平均
数，不包含股息。如果将每年的股息再投资，那么 2011 年年底的
道琼斯工业指数会是多少点呢？
请留意看表 1-1，对确定上面那个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答案区间（最大值
和最小值）有所帮助。当然，这次你还是要有九成把握让正确答案落在你
选择的范围内。
因为你有九成把握确保正确答案就在你选择的范围内，所以你基本应
该能答对这个问题。准备好了吗，现在公布正确答案。 如果将每年的股息
再投资，那么 2011 年年底的道琼斯指数将达到 332 130 点。3 这个答案让
你很惊讶是吗？看上去不太可能是吗？我从价格和收益角度重新表述一下
这 个 问 题。 借 助 金 融 计 算 器， 我 算 出 道 指 从 300 点 起 步，83 年 后 上 涨 到
332 130 点，年均回报是 8.81%。那么说，一个接近 9% 的股票市场年均回
报水平是合理的吧？即便是在了解到大多数人会将预测范围定得过窄而且
自己接受过教训的情况下，人们还在继续犯错。请留意在这个问题上，框
架效应是相当重要的。
这个例子也反映了一种投资者心理，叫作锚定现象。考虑这个问题的
时候，你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2 218 点这个水平上，也
就是说，你将自己思考的起点定在了这个数字上。然后，你可能在这个被
锚定的数字的基础上，试图增加一个合适的数量，以便能够把股息的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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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效应囊括进去。投资者会锚定他们的买入价和最近的最高价格。

行为金融学
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难免受到心理偏差的影响，但是传统金融学却认
为人的行为与心理因素不相关。传统的金融学认为人是“理性的”，并告诉
投资者如何去做到使财富最大化。从这些观点衍生出了套利理论、投资组
合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
与此不同的是，行为金融学研究人们在金融环境下如何进行投资。 4 具
体地说，它研究的是情绪和认知偏差如何影响金融决策、企业和金融市场。
本书侧重于其中某些方面，即心理偏差如何影响投资者行为。真正了解这
些心理偏差的投资者也会更全面透彻地 了 解 传 统 金 融 学 提 供 的 那 些 投 资
方法。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图 1-1 中展示的决策制定流程。为
了评估一个具有风险或不确定性的决策，大脑使用当前的事实和估测的发

事实

可能性 对结果的预期

推理

情感

决策 / 行为

图 1-1

决策过程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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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概率，尝试对不确定性进行量化计算。然而，投资人此时的情绪以及对
决策结果的预期也会成为评估不确定性的因素。既然人们的情绪牵涉其中，
那么经常得到有偏差的决策就不足为奇了。我们通常认为这个过程更接近
计算机那样的自动处理，其实更有趣的是，认知过程中的“自动处理”（如
推理、逻辑，思维划分）也会造成系统性的和可预知的认知错误。所以，
无论情绪是否起到作用，投资者的决策及其后果总是存在偏差。

认知错误的原因
投资者的许多行为都可以用期望理论来解释。该理论描述了投资者在
不确定的情况下怎样作出决定，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评估。5 首先，投资者
基于和特定参考值相比较得出的潜在损益，作出自己的选择。框定效应是
一种普遍存在且不可忽视的行为，对观点和决策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见第 5 章）。虽然投资者锚定的参考值各不相同，但是看上去重要的是购
买价格。其次，投资者依据图 1-2 中的 S 形价值函数评估潜在损益。
请注意图 1-2 中的价值函数的特征。第一，收益是凹函数。当投资者
获得 500 美元收益时，他们会感觉良好（效用较大）。当然，如果能赚到
1 000 美元，他们的感觉会更好，但并不比获得 500 美元时的感受好一倍。
第二，注意，当遭受损失的时候，函数的形态是凸函数。这意味着，
当投资者出现亏损时，他们会感觉不适，而且，两倍的亏损不止让他们觉
得比原先糟糕一倍。
第三，损失函数要比收益函数的形态更陡峭。收益和损失的这种不对
称导致了投资者在处理盈利头寸和亏损头寸时采用不同做法（见第 3 章）。
期望理论还讲到，投资者为了追踪收益与损失，会将每个投资账户分
开，并定期复查每个账户的头寸。这种分开处理账户的方法被称做“心理
会计”（见第 6 章）。6 将每个账户单独看待而不采用投资组合的方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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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投资者使风险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能力（见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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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Prospect
Function

处理投资心理的另一种方法是将行为偏差按照来源进行分类。7 首先，
(See Chapter 6.) Viewing each investment separately rather than using a
一些认知误区是由“自欺”心理产生的，因为人们通常觉得自己比实际表

portfolio approach limits investors’ ability to minimize risk and maximize
return. (See Chapter 7.)
现要更好。这种心理能帮助人们骗过他人，以便在自然选择的过程生存下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e psychology of investing is to categorize behavioral biases by their source.7 Some cognitive errors result from self-deception,
来。其次，偏差的另一个来源是“启发式简化”
。简单地说，其存在是由于
which occurs because people tend to think they are better than they really are.
This self-deception helps them fool others and thus survive the natural selec某些认知限制（如记忆力、注意力和处理能力）
，迫使大脑把复杂的分析过
tion process. Another source of bias comes from heuristic
simplification. Simply
stated, heuristic simplification exists because constraints on cognitive resources
程加以简单化处理。一般认为，期望理论是启发式简化的结果。最后，偏
(like memory, attention, and processing power) force the brain to shortcut complex analyses. Prospect theory is considered an outcome of heuristic simplifica差产生的第三个来源是人的心境，情绪往往能够战胜逻辑推理。
tion. A third source of bias comes from a person’s mood, which can overcome
reason.
Human interaction and peer effects are also important in financial decision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同群效应在金融决策过程中也很重要。互动是指
making. Human interactions are how people shar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e feelings about the information. The cues obtained about the opinions and
人们如何分享信息，并交流对信息的看法。从他人的观点和情绪中得到的
emotions of others influence one’s decisions.

暗示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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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偏差对财富的影响
本书将向读者阐释心理偏差、认知错误以及情绪如何影响投资决策。
此外，也将展示这些被误导的决策对财富的影响。换句话说，投资者不仅
会犯这些可以预见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也会导致他们的财产损失。本书
的基本目的是帮助读者了解并控制自身或在与他人交流时产生的偏差。另
外，一些读者可能会从他人失误的决策中找到获利的机会。
举个例子，投资者在预测未来的过程中过于重视他们所观察到的少数
现象。考虑一下，当抛出硬币时出现这样三个结果：正面、正面、正面。我
们知道，从长期来看，抛出正面和反面的次数应该是一样的。在看到出现
了三次正面这样不均衡的结果时，会让人觉得下一次出现反面的机会更大。
因为我们了解正反面出现的分布规则（50% 的概率是正面，50% 的概率是
反面），所以我们倾向于一个面出现过多的情况会得到纠正。这种情况被
称为“赌徒谬误”，也被视为对“小数法则”产生较大误会的一种情况。 8
让我们来看看这种行为如何影响玩彩票的人。大家都知道，从长远来
看每个摸彩号码的中奖概率是相同的，每个号码命中的次数也应该是一样
的，人们会尽量避免去选最近才中过的号码，因为人们觉得这些号码不太
可能很快又再次中奖，所以这种心理谬误让人们在选号时产生了行为偏差。
你可能会问，这种效应是如何影响财富的呢？毕竟他们选择的号码也同样
可能被其他人选到。假设买彩票的人（除了我以外）都避开最近才中过的
号码，那么我就反其道而行之。请记住，彩票奖金池要在所有中奖者之间
平分。如果只有我选的号码中了，那我就是唯一的中奖者，就可以获得全
部奖金。如果你中奖了，也许要与其他人一起平分奖金，这样，你所得到
的也就只能是奖金中的一小部分了。我们中奖的概率是相同的，但是“随
大流”行动的人会陷入赌徒谬误，从而只能分得比预期少的收益。请注意，
通过了解这种心理偏差，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决定，避免受其影响。这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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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比那些受此偏差影响的人赚到更多钱。
信奉“小数法则”的人在股市中的表现则有所不同。就抛硬币打赌和
买彩票而言，我们自以为了解各种结果的分布规律，但对于不同股票和基
金来说，我们承认无法获知其收益的分布规律。事实上，我们又认为其中
一些股票和共同基金优于其他。我们来看一些有关未来预测的几种典型结
果。人们相信意外的成功会再次出现。当人们确信自己了解结果的分布规
律时，他们预言与异常结果相反的情况将会出现 ；相反，如果他们不了解
分布规律的话，会认为异常结果将连续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投
资者往往会追捧上一年收益率较高的共同基金。

后续章节的内容概要
本书接下来的七章将讨论对人们日常生活有影响的心理偏差现象。每
章的论述采用的是相似的结构。首先，用日常行为方面的事例来说明和解
释相应的心理现象，接着引用研究成果展示这些心理偏差如何影响人的行
为，最后考察这些偏差对投资者的影响程度。
第 2 章到第 4 章讨论了情绪和框架效应如何影响投资决策过程，如之
前的案例所示，人们把供选择的范围设定得过于狭窄，这属于自我认知中
的所谓“过度自信”问题。这类投资者往往频繁交易，承担了太多的风险，
收益却并不高。我们将在第 2 章具体讨论这个话题。第 3 章讨论投资者对
自己的看法是如何驱使其回避遗憾懊悔、寻求自豪感的。投资者往往过快
地售出有盈利的股票，而将亏损的股票长时间留在手中不愿认赔出局。第 4
章讨论了投资者对风险的认识，以及他们是怎样随着时间和分析的变化而
改变决定的。这些不断变化的冒险行为对投资决策过程有显著影响。实际
上，随着时间推移，你对过去失败的印象可能会不断弱化遗憾懊悔的感受。
第 5 章到第 7 章讨论了启发式简化效应对投资者产生的影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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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对手中持有的股票是否亏赚的看法，都会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第
5 章）。假设你在 5 年前以 30 美元的价格买进了一只股票，曾经涨到 60 美
元，现在的市价只有 45 美元。那么这只股票对你而言，是盈利了还是亏损
了？你的判断将引导你采取特定的行动 —继续持有或者卖出。现在考虑
一下，你每天都被各种信息“轰炸”，大脑中会采用一种被称为“心理会
计”的处理流程，用于存储和跟踪重要决定和结果。
第 6 章展示了这一处理过程如何导致人们作出糟糕的金融决策。第 7
章讨论的是投资者如何看待投资组合的分散化，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大脑也经常走“捷径”以便能够快速处理信息。而这些“捷径”会导致对
信息的误读，这会引发投资者的代表性和熟悉性方面的思维偏差。我们将
在第 8 章讨论这些问题。
本书的最后三章的结构与前面章节略有不同。第 9 章讨论投资活动怎
样融入我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学、群体心理和投资行为之间的互动作用带
来了市场恐慌和价格泡沫。互联网也和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并强化了心理偏
差。投资者受到周边人决策的影响，这种现象变得非常重要。第 10 章重点
讨论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情绪和心情的角色，投资者的乐观或悲观程度会影
响其所做的交易决定。第 11 章讨论了如何在面对这些心理偏差时保持自我
控制。投资的规划、动机以及经验法则都有助于规避一些常见问题。该章
还描述了根据人们的心理偏差所设计的一些方法，帮助读者获得更大收益。
最后，第 12 章描述了心理因素在抵押贷款行业和引发金融危机方面所起的
作用。那些贪婪的放贷人创造了次贷产品，将高昂的代价深深地隐藏在不
被人注意的角落，使得情绪紧张的房主成为众矢之的。

小结
大多数正规的金融教育将传统的金融概念当作核心内容，然而，心
理学在金融决策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本书论证了认知错误、启发推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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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偏差以及情绪如何影响投资者的决策。不幸的是，那些受到心理偏
差引导的决策产生的结果，经常会对投资则会的财富产生负面影响。

思考
1. 为何传统的理性决策假设可能对投资者是有用的？
2. 说出期望理论包括哪四个方面。
3. 描述期望理论之外的三个导致认知错误的来源。
4. 情绪和感情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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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能会过度自信。心理学家认为过度自信会导致人们高估自己的知
识水平，低估风险并夸大自己掌控事件的能力。过度自信的现象是否存在
于投资者的决策过程中呢？挑选证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正是在这类
事情中，人们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表现在两个方面：错误估计和自负。前一个指的是人们对某事
的概率分布范围估计得太窄小。第 1 章举的给出十个问题的最有把握的答
案范围就是这样一个示例。后者是指人们对自己抱有不现实的良好判断。
人们认为自己的能力、知识和技能要优于平均水平。这种效应能够解
释下面这个问题：
你是个好司机吗？ 和在街上碰到的司机相比，你的开车水平与
平均水平相比，是更高、相当于还是更低呢？
你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如果不存在过度自信这个因素，应该大约
是各有 1/3 的人分别回答高于、相当于和低于平均水平。但是人们通常对自
己的能力过度自信。在一个已公开的调查结果中，被抽样的大学生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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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认为自己的开车水平高于平均水平。1 显然，许多人的想法并不正确。
被调查的学生中有许多人高估了自己的开车技术。对开车技术的过度
自信可能还不至于影响到你的生活，但问题是人们对于自己在做诸多事情
的能力方面普遍存在过度自信现象。这会影响到个人未来的财务状况。
现在看一个与财务有关的例子。创业是一种冒险，事实上，大多数新
公司倒闭了，但是 2 994 名新公司的老板被问及如何看待成功机会时，大多
数人认为他们有 70% 的机会成功，只有 39% 的人认为成功机会与同类的公
司是一样的。 2 为什么那些新老板会认为自己的成功机会是别人的两倍呢？
答案就是他们过度自信了。
有趣的是，人们在觉得自己掌控了局面的时候往往更过度自信，哪怕
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例如，据记载，当人们在赌抛一枚硬币会出
现几次正面、几次背面时，大多数人在硬币被抛出之前，下的赌注会比较
大。也就是说，如果硬币已经抛完而结果没有公布，人们往往会下小一些
的赌注 ；相反，如果是在硬币抛出之前下注，往往会更大一些。人们的行
为看上去似乎是认为自己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抛硬币的结果。3 在这
种情况下，对于能够控制结果的感觉显然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同样，这种
想法也存在于投资行为中。即使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人们一般也会
认为自己持有的股票肯定比自己没买的股票好。然而，拥有股票只是给人
一种能够控制结果的错觉而已。
盖洛普 / 潘恩韦伯在 2001 年对个人投资者所作的调查，显示出人们普
遍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值得注意的是，在被调查的人中，很多都经受了
近年科技股泡沫崩溃破裂带来的损失。在被问及他们认为在接下来的 12 个
月里股票市场的回报率时，回答的平均数是 10.3%；再被问及期望自己的投
资组合的回报率时，回答的平均数是 11.7%。通常情况下，投资者期望得到
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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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自信会影响投资决策
投资是一个复杂困难的过程，它包含信息收集、分析以及据此作出决
策等几个步骤。然而，过度自信导致我们对信息的准确性产生误解，以及
高估自己分析信息的能力。在我们刚经历了成功之后，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自我归因”的心理偏差让人们认为成功源于自己能力超群，而将失败归咎
于运气不佳。投资者在市场上取得一定的成功之后，可能作出过度自信的
行为。
我们来看看金融分析师的行为。分析师会公布其对公司的未来收益预
测情况。吉尔斯 · 希拉里和莱尔 · 曼兹利做了个研究，在作出了一系列正确
的收益预测之后，看看那些分析师后续预测的情况。 4 发现如果分析师将之
前正确预测主要归功于个人的信息和能力，那么他们下一次分析的准确度
就可能会低于平均水平，而且与其他分析师的预测有出入。在调查了 40 000
多个季度收益预测之后，他们发现成功的经验会滋生过度自信心理。前几
个季度预测较准的分析师倾向于作出与其他分析师不同的预测，最终他们
的失误也会更多。
过度自信造成投资者作出诸如过度交易、冒险交易的错误决策，并最
终导致投资组合受损。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观点过度自信，所以会增加交易
量。投资者的观点一方面来自于对其所掌握信息的准确性的判断，另一方
面基于其信息分析能力。 5 过度自信的投资者更相信自己对股票的估值而较
少被其他人的观点影响。
过度自信的交易
心理学家发现，在那些被认为是男性居主导地位的领域中，如金融管
理，男性往往比女性表现得更过度自信。6 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更相信自
己的投资决策能力，因此男性投资者要比女性投资者交易更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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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对一家大型折扣经纪中介机构的调研中，金融学家布拉德 · 巴伯
和特伦斯 · 奥丁调查了 l991 ～ 1997 年的近 38 000 个散户的交易行为。7 他
们分别检查了单身男性、单身女性、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四类账户拥有者
的交易状况。用于衡量交易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周转率”，指的是投资组合
中的股票在一年时间内发生变化的百分比。例如，50% 的周转率指的是在
那一年里投资者售出了投资组合中一半的股票，并买入了新股票。类似地，
200% 的周转率指的是在一年内投资者卖出投资组合中的所有的股票以买入
其他股票，接着再卖出那些股票并买入第三套新股。
该研究显示，单身男性的交易量是最大的。正如图 2-1 所示，单身男性
以每年 85% 的周转率进行交易，而已婚男性的交易周转率为 73%。单身女
性和已婚女性的年周转率分别为 51% 和 53%。请注意，这种情况与过度自
信是吻合的，也就是说，与女性投资者相比，男性投资者更过度自信，因

组合年周转率（%）

此他们的周转率也更高。

单身
女性

图 2-1

已婚
女性

已婚
男性

单身
男性

按性别和婚姻状态的投资组合年周转率

换个角度看，也许是男性并非更过度自信，而是可能因为他们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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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面具有优势。如果你真得掌握了更全面更准确的信息，那么据此交
易就应该会带来更高的回报。
一般情况下，过度自信的投资者的交易量更大，可是更高的周转率和
更多交易是否就意味着结果更糟糕呢？巴伯和奥丁也研究了这个问题。 8 他
们抽样调查了 1991 ～ 1996 年的 78 000 户散户，并研究了周转率与投资组
合回报率之间的关系。假设一名投资者掌握了准确信息且能彻底解析这些
信息，那么基于他的能力和高质量信息，其频繁的交易就应该带来高回报。
实际上，收益在扣除交易成本之后，应该足以跑赢买入持有策略。反之，如
果投资者并不具备超强分析能力，却又受到过度自信心理的影响，那么高周
转率所带来的收益将不足以跑赢买入持有的策略以及覆盖交易成本。
根据抽样中投资者的交易水平，巴伯和奥丁将他们分为五个小组。周
转率最低的 20% 的投资者为第一组，投资组合的年平均周转率为 2.4%。周
转率次低的 20% 的投资者为第二组，依次类推，周转率最高的 20% 的投资
者为最后一组—也就是第五小组，年平均周转率高达 250% 以上。
图 2-2 记录了这五个小组中每个小组的年平均回报率。注意这五组的年
总回报率都是 18.7%，周转率高的投资者并没有因为付出了更多努力而得到
更高回报，而且买卖股票都要支付佣金，这对那些频繁交易的投资者会有
更大的影响。如图 2-2 所示，周转率高的投资者所在组的净回报（除去佣金
后的回报）远低于其他组。周转率最低组的年平均净回报率为 18.5%，相比
之下，周转率最高组的年平均回报率只有 11.4%。
周转率最高和最低的这两个组之间相差了 7 个百分点的回报，这个差
距十分惊人。打个比方，周转率最低的一组的投资者在 5 年里投资 10 000
美元，年回报率为 18.5%，他们将获得 23 366 美元 ；周转率最高的一组的
投资者投入同样多资金，但由于他们的年回报率为 11.4%，所以仅得到 17 156
美元 ；差距超过了 5 000 美元。就积累财富的角度来说，建立在过 度自信上
的交易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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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交易导致的不仅仅是高交易佣金。可以看到，过度自信不仅导致
过于频繁的交易，还会让投资者买错股票。巴伯和奥丁将自己的分析限制
High commission costs are not the only problem caused by excessive
在只针对某些经纪人的账户—这些账户在三周内就会将买入的股票脱手。
trading.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overconfidence leads to trading too frequently
as well as to purchasing the wrong stocks. Barber and Odean limited their analy他们追踪了接下来的四个月和一年里这些账户买卖新股的状况。
sis to a sample of brokerage accounts that had complete liquidations of a stock
followed by the purchase of a different stock within three weeks. Then they
他们希望看到出售股票 A、买入股票 B 的行为是否总是正确的决策，
follow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ocks sold and purchased over the subsequent
four months and one year.
显然不是。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那些被售出的股票的收益率为
2.6%，而
They wan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selling stock A and purchasing stock
新买入的股票只赚了
B typically was a good0.11%。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售出的股票跑赢了新买入
decision. Apparently not. The stocks that investors sold
earned 2.6 percent
during
the following four months, whereas the replacement
9
股票
stocks5.8%。
earned 过度自信一方面会使投资者频繁交易，把钱浪费在支付佣金
only 0.11 percent. In the year following the trades, stocks that had
been sold outperformed stocks purchased by 5.8 percent.9 Not only does over上；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投资者卖出表现好的股票，买入表现差的股票。
confidence cause you to trade too much and burn money on commissions, it can
also 对巴伯和奥丁研究成果的一个批评指出，他们一开始就假设交易频繁
cause you to sell a good-performing stock in order to purchase a poor one.
One criticism of the Barber and Odean studies is that they essentially as的投资者是过度自信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把交易量当作了量度过度自
sume that high-volume traders are overconfident. In other words, they use trading volume as an indication of overconfidence. However, does overconfidence
信的一个指标。那么，过度自信真得会导致过度交易吗？马库斯 · 格莱塞和
really cause overtrading? Markus Glaser and Martin Weber examined this question by
studying investors at an online German brokerage.1010They
surveyed the
马丁
· 韦伯研究了一家德国在线经纪商的投资者的情况。
他们通过对那些
investors by asking questions to assess their level of overconfidence. For example,
投资者提问对其过度自信的程度作出评估。比如，一个问题是“你们经纪
they asked questions like “What percentage of the customers of your brokerage
have better skills than you in identifying stocks with above-average return pros行有多少比例的客户在筛选具有超过平均水平回报率的股票方面的技能比
pects?” Since the authors had the investors’ past portfolio positions and trading
records, they could assess whether the investors really were better skilled. Interestingly, they found no correlation between investors’ answers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 They found, however, that this better-than-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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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强？”由于他们了解每个投资者的组合仓位和交易记录，所以很清楚投
资者是否具有更高的技能。有趣的是，他们发现在投资者的回答和交易表
现之间不存在相关性，然而，过度自信却和高交易量是正相关的。这说明
过度自信的投资者确实会更频繁地交易。
过度自信的心理与市场
如果同时有很多投资者受到过度自信心理的影响，那么反映这种趋势
的征兆有可能在股市中表现出来。通过折扣经纪中介的账户调查发现，过
度自信的投资者存在频繁交易的情况。那么这种行为是否也会表现在总体
市场中呢？有些研究人员认为确有影响。具体地说，由于股票市场上涨，
投资者会将盈利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因此变得过度自信。这种心理会导致
大批投资者增加交易，对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总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调查股市的月收益率以及 40 年来交易量，发现在高收益率的月份之后
会出现较高的交易量。 11 例如，某个月的收益率高达 7.0%，那么接下来的
6 个月里会出现高交易量。这样，在正常情况下 7 个月的交易量被挤压在
6 个月内完成。相反，在股市下滑之后，股票的交易量也较平时更少。投资
者似乎会将一个表现好的月份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并开始增加交易。糟糕
的交易表现会使投资者不那么过度自信，随后的交易活动就会下降。这可
能就是华尔街资深人士警告投资者不要被牛市忽悠的原因。

过度自信的心理与风险
过度自信还会导致投资者的冒险行为。理性投资者试图在风险最小化
的情况下让收益最大化，然而，过度自信的投资者通常会对风险作出误
判。毕竟，如果投资者自信地认为所选的股票会获得高收益，怎么会看到
风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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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自信的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会面临较大的风险，这有两个原因 ：第
一，他们倾向于买入高风险股票。一般情况下，高风险股票来自较小公司
和成立时间较短的公司 ；第二，倾向于分散程度较低的投资组合。我们可
以用以下几种方法来测量一般的风险，即投资组合波动性、b 系数以及投资
组合中所涉及公司的规模。投资组合波动性衡量的是投资组合的涨跌程度。
高波动性投资组合的价格波动较大，也说明投资组合比较单一。b 系数是一
个变量，常用于投资行业中衡量证券的风险程度，它测量了投资组合随市
场改变的程度。b 系数为 1 指的是投资组合紧跟市场。较高的 b 系数预示该
证券的风险较大，比股市整体的波动更大。
巴伯和奥丁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也更大。
他们发现单身男性的投资组合的风险最大，然后依次是已婚男性、已婚女
性和单身女性。也就是说，单身男性的投资组合的波动最大、b 系数最高，
而且更倾向于购买小公司的股票。在按照周转率划分的五组中，与低周转
率组相比，高周转率组更愿意购买小公司的股票，而且他们的投资组合的

b 系数也更高。总体上说，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往往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是很
冒险，而事实并非如此。

知识错觉
过度自信的心理是从何而来的呢？ 它部分是来自投资者关于知识的幻
觉 — 人 们 倾 向 于 认 为 自 己 对 未 来 的 预 测 会 随 着 信 息 的 丰 富 而 更 准 确，
也就是说，信息的积累会加深一个人对某件事的了解，进而提高其决策
的水平。 12
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如果我掷出一个有 6 个面的骰子，
那么你觉得会出现什么数字呢？ 你对自己的答案有几成把握呢？ 显然，你
可在 1 ～ 6 这 6 个数字中选择一个，而你答对的机会是 1/6。如果最近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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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骰子，每次得到的都是数字 4。我准备再掷一次，你认为会出现哪个数
字？你猜对的机会有多大？我要告诉你，如果这个骰子没有什么特别的话，
你得到的无非仍是这 6 个数字之一，赢的机会仍是 1/6。增加的信息不会提
高你正确预测掷骰子结果的能力。然而，许多人认为数字 4 出现的可能性
要更大一些（概率高于 1/6），也有人认为再次掷出 4 的可能性较小。人们
认为自己猜对的机会要比实际猜对的概率大。也就是说，即便猜对的概率
并没有发生改变，新的信息会让人们对自己的预测更自信。
尽管有价值的信息可以改善预测的准确度，但是自信程度可能提高得
更快。换言之，接收更多更好的信息导致人们在作预测时自信爆棚，而实
际上，信息最多只能有限地改善预测准确度。一系列试图预测大学足球赛
结果的试验也展示了这个效应。 13 试验参与者得到了一些统计信息（但不是
球队名称），要求他们预测获胜方和比分范围。他们也对预测正确的概率进
行自我评估。随着提供给他们的比赛信息增多，他们对预测和自我评估作
出修正。参加者在每次比赛里都会得到 5 轮信息，他们要作出 15 个预测。
结果表明，更多的信息并没能提高预测准确度。1 轮信息能保证 64% 的准
确度，但是 5 轮信息的准确度也只有 66%。另一方面，参与者的自信程度
却从 69% 上升到了 79%。在另一个试验里，这些研究人员对每轮信息的质
量进行排序。一些参与者发现随着每一轮信息的导入，信息质量也得到了
改善，而另一些则是从最好的信息开始作预测，发现后面的信息越来越没
价值。结果是一样的 ：人们接受的信息越多就变得越自信，即便他们的预
测准确度并没有提高。
借助互联网，投资者可以接触到海量信息。其中有诸如成交价格、收
益、企业经营表现等历史数据，以及实时新闻、报价、成交量等当前信息。
然而，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缺乏专业投资培训和经验，因此对如何准确解读
信息缺乏信心。也就是说，因为缺乏准确解读信息方面的培训，这些信息
所能给予他们的知识也并没有预期那么多。这就是智慧和知识之间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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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对投资者作决策有用的那类信息。考虑一下未过滤
的信息和过滤后的信息。前者直接来自信息源，如公司财务报告，由于这
类信息充满了术语和复杂的会计法则而难以理解；后者是指那些原始数据经
过专业人员的解释和包装，然后提供给一般投资者使用的信息，如来自分
析师和信息服务机构“价值线”（Value Line）的报告。对于投资新手来说，
搜集未过滤的信息比较容易，而且成本低。然而，由于他们无法准确理解
这些信息，很可能会被知识错觉愚弄而作出糟糕的决定。所以他们最好是
使用过滤后的信息，直到在这方面获得了足够多的经验。有一项金融研究
对各种信息、经验和投资组合回报进行了分析，发现当经验较少的投资者
更依赖未过滤信息的时候，回报率也较低。而依靠过滤后的信息，提高了
这类投资者的回报。14 较有经验的投资者使用未过滤信息也能获得较高回报。
大概是经验帮助他们把知识变成了智慧。
许多个人投资者意识到自己解读投资信息的能力有限，因此求助于互
联网。投资者可以从网络上获得分析师的推荐建议、定制专家服务、加入
炒股群，或者从聊天室了解别人的观点。然而，这些投资者必须慎重判断
聊天室里所说的话，并非所有的推荐都真的出自专家之口。
事实上，网上聊天室里的股票推荐很少出自专家。最近的一项研究调
查了张贴在两个互联网炒股群里推荐股票的信息。15 大多数被推荐的股票，
要么是最近表现特别好的，要么是最近表现特别糟糕的。上个月表现特别
好的股票被推荐买入（动量交易策略），但是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里，这些股
票通常跑输市场 19% 以上。在推荐买入的股票中，有些是上个月表现特别
差的股票（价值策略），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里，跑赢了市场 25% 以上。整体
来看，推荐买入的股票的表现与股市整体走势的差异不大。
另一项研究发现，在 RagingBull.com 论坛上，关于股票的正面消息的
帖子与次日或者下周股票的正收益并无直接联系，16 然而，大量的帖子会带
来更大的交易量。从这些研究可得出一个结论，论坛上的股票推荐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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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投资者认为这些消息增加了他们的知识，他们就有
可能对自己的决策过度自信。更高的交易量说明情况有可能就是这样。
是谁过度自信
我们通常将股票市场投资者分为两类 — 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哪些人更容易过度自信呢？庄和苏斯梅尔这两位学者比较了中国台湾股市
上的这两类投资者的交易活动。 17 他们特意考察了导致过度自信交易行为的
市场条件，比如在牛市获益之后，或者在个别股票上狠赚一笔之后。
两类投资者在这种过度自信的时段都进行了更频繁的交易活动，相对
而言，在个人投资者身上表现出的效应更明显，而且他们也更倾向于买卖
高风险股票。个人投资者在赚钱之后表现出既频繁交易又敢冒风险的情况，
说明他们更倾向于过度自信。在赚钱之后，个人投资者不仅交易行为更激
进，他们的表现也比机构投资者更糟糕。

控制错觉
另一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关于控制的错觉—人们常常相信自己对一
些不可控事件的后果具有影响力。产生这种错觉的主要因素包括：选择、结
果序列、任务熟悉程度、信息以及积极参与。18 网上投资者通常会遇到这些
因素。
选择
作出一项积极的选择可能会引发控制错觉。例如，与随机抽取号码的
彩民相比，自己选择彩票号码的人往往会自认为中奖的机会要大一些。由
于网上的股票经纪人并没有给投资者提供具体的建议，因此他们必须自己
作出买卖股票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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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结果
结果发生的方式会与控制错觉有很大关联。与早期出现消极的结果相
比，早期积极的结果会给人更大的控制错觉。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投
资者就已经开始通过网络管理他们的投资。因为那时处于牛市后期，所以
投资者很可能经历了很多积极结果的激励。
任务熟悉程度
人们对任务的熟悉程度越高就越觉得自己能够控制它。稍后这一章将
会讨论投资者正在慢慢熟悉网络投资环境，已经成为积极的交易者和网上
信息服务的参与者。
信息
投资者得到的信息数量越多，控制的错觉也越大。关于互联网的海量
信息已经有人作出不少解释。
积极参与
当一个人参与任务的程度越高，那么他觉得自己掌控着事态的感觉也
会同比例增强。网上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的参与程度高。通过折扣经纪机
构（如网上经纪）进行投资的人必须自己作出投资决策。这些投资者要收
集并评估信息、作出交易决策并处理交易。
互联网通过提供交流媒介，如投资聊天室、消息论坛和炒股交流群等
促进了投资者积极参与程度。互联网投资服务提供商如雅虎、莫特利富尔、
硅谷投资者、Raging Bull 等，都在其网站上设立了信息论坛，投资者之间
在那里进行沟通交流。通常情况下，交易所每只股票都可以在消息论坛上
讨论。使用者可以用别名将公司的相关消息发布到论坛上，或者仅浏览上
面的消息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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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的成功
过度自信的心理来自于过去的成功经历。如果某个决策是正确的，人
们将其归功于自己的技能超群。如果某个决策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人们
将其归因于时运不济。人们经历的成功越多，就越会将其归功于自己的能
力，即便其中包含了很大的运气成分。
在牛市时期，个人投资者往往将成功主要归功于自己的能力，这就使
得他们自信过度。结果是，过度自信的行为（如大量交易和冒险行为）往
往在牛市要比熊市发生得更多更显著。 19
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牛市和之后到来的熊市里
都有所表现。随着牛市的大幅上涨，个人投资者的交易量也比往常多一些。
此外，投资者在股票上的配置比例也随之上升，投资较高风险的公司，甚
至借钱进行杠杆投资。 20 随着牛市消退和熊市来临，过度自信减弱，投资者
的行为逐渐逆转。

网上交易
布莱德 · 巴伯和泰瑞 · 奥丁调查了 1 607 名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他们都
是从电话交易系统转向采用网络交易系统的折扣经纪商。21 在投资者开始上
网交易的两年前，他们的投资组合的平均周转率大约是 70%。在上网交易
之后，这些投资者交易的周转率立即升到 120%。部分升幅转瞬即逝。两年
之后这些投资者的周转率仍回到了 90%。
另一个不同的研究调查了美国 401（k）养老金计划。22 共有两个公司
的 100 000 名计划参与者，可以利用网络服务对其 401（k）计划中的资产
进行交易。该项研究的优点在于，这些交易发生在一个完善的养老金计划
里，不必考虑因为流动性需求和纳税因素而卖出的情况。所有交易都被认
为是投机性的。研究结果与过度自信的交易是一致的。具体地说，他们发

advantage of studying these trades is that because they occurred within a qualified pension plan, liquidity needs and tax-loss selling were not factors. All trades
can be considered speculative. Their conclusions were consistent with overconfident trading; specifically, they found that trading frequency doubled and port第2章 过度自信
folio turnover increased by 50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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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ing the market by 3.5 percent.
The他
successful
before
going
might
易 前，
们 的 投 资performance
相 当 成 功， of
如 these
图 2-3investors
所 示， 年
收益率
将 近online
18%，
比整
have fostered overconfidence due to the illusion of control (via the outcome
个股票市场的收益高出
2.35 个百分点。然而，上网交易之后，这些投资
sequence).
This overconfidence
might have caused them to choose an Internet
trading service. Unfortunately, the Internet trading environment exacerbates the
者 的 收 益 有 所 problem,
下 降， 他inducing
们 的 平 均excessive
年 收 益 率trading.
仅 为 12%，
跑 输 市investor
场 3.5 个
百
overconfidence
Ultimately,
returns
are reduced.
分点。
17.90%

20

12%

15
10
5

2.35%

市场调整收益率
Market-Adjusted
Return
Total
Return
总收益率

0
25

转向网上
Before
Going
Online
交易前

23.50%

转向网上
After
Going
Online
交易后

FIGURE
Annualized Market-Adjusted Return and Total Return of
图 2-3 2.3
投资者转向网上交易系统前后的市场调整年化收益率和总收益率
Investors Before and After Switching to an Online Trading System

由于控制错觉的存在，投资者在上网交易之前的优异表现会强化过度
自信心理，这可能导致他们选择网上交易服务。不幸的是，网上交易的环
境进一步加剧了过度自信，包括过度交易，最终的结果是投资者的收益减
M02_NOFS4897_05_SE_C02.indd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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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个人投资者对于自己的能力、知识和对未来的预测会存在过度自信
的问题。过度自信会导致过量交易，进而降低投资组合的收益。这种低
收益源于大量频繁交易要支付更多佣金，以及投资者大多买入走势不如
已售出的股票的新股票。过度自信还会导致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这
是因为投资组合不够分散，投资者集中投入 b 系数高的小公司。最后，
利用网上交易账户的趋势正在促使投资者变得比以往更加过度自信。

思考
1. 你认为投资者会在牛市还是熊市中变得越来越过于自信？为什么？
2. 如果投资者变得过度自信，那么该投资者在 1995 ～ 2000 年的投资组
合可能产生怎样的变化？
3. 互联网如何让投资者觉得自己很有智慧？
4. 与线下经纪人相比，采用网上经纪服务是如何导致控制错觉的？

第3章
自豪与懊悔

人们会避免那些事后会懊悔的行为，去寻求能让自己感到自豪的行为。
懊悔是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产生于认识到自己之前所作决定是糟糕的；而
自豪是一种快乐的情绪体验，来自于认识到自己之前的决定是正确的。
以买彩票为例。1 假设连续几个月里，你每周都在买同样的一组号码，
至今未中奖，但这其实并不奇怪。这时，你的一位朋友建议你选另一组不
同的号码，那么你会改选新号码吗？
显然旧号码与新号码的中奖机会相同。在这个例子里，存在两种导致
懊悔心理的可能情形。一种情况是，你仍坚持买旧号码但新号码中奖了，
这可以称为“忽略（不作为）的懊悔”。另一种情况是，你买了新号码而旧
号码却中奖了，这种被称为“行动（作为）的懊悔”。那么哪一种会更让人
痛苦呢？ 极有可能是弃旧买新的行为，因为你在旧号码上倾注了大量的感
情资本，毕竟你已经坚持买了好几个月。因此，通常是作为的懊悔比不作
为的懊悔让人更痛苦。投资者经常为采取了行动而后悔，却很少后悔没采
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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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效应
避免懊悔及寻求自豪的心理倾向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但是它如何影响
投资决策呢？两位金融经济学家赫什 · 舍夫林和梅尔 · 斯塔特曼对投资者决
策心理行为进行了分析。2 分析表明，正是这种避免懊悔、寻求自豪的心理
导致了投资者往往过早套现盈利股票，而过久持有亏损股票。他们将之称
为处置效应。
假设你想买入一只股票但手头上的现金不足，因此不得不出售另一只
股票以筹资买新股。此时你手中有两只股票，可以卖出任意一只。自买入
以来，A 股票已盈利 20%，而 B 股票亏损了 20%。你会卖掉哪只股票呢？
如果你卖出 A 股票表明你认为原先买它的决定是明智的，套现并锁定利润
会让你感到自豪。如果亏本卖出 B 股票，意味着原先的决定是错误的，这
会让你痛苦。处置效应能够预测到，你将会出售已经盈利的股票，因为这
会引发你的自豪感，让你避免遭受懊悔的痛苦折磨。

处置效应与财富
为什么说投资者套现盈利股票的行为多过卖出亏本股票是一个问题
呢？ 这与美国的税收制度有关。征税的做法使得卖出亏损股票成为一个可
使财富最大化的策略。套现盈利股票可使资本收益得以兑现，所以应缴纳
税款，这些税款会减少收益。另一方面，卖出亏损的股票可以让你有机会
减少纳税，因而也减少了损失。让我们再重新看一看前面提到的例子，假
定资本收益税率为 15%（见表 3-1）。如果你持有 A 股票和 B 股票的头寸都
是 1 000 美元，那么 A 股票的买入价应该是 833 美元，B 股票的买入价应该
是 l 250 美元。

第3章

表 3-1

资本收益与税收

A 股票（美元）

B 股票（美元）

1 000

1 000

税基

833

1 250

应税收益（亏损）

177

出售收益

税收抵免（以 15% 计）
税后收益

自豪与懊悔

26.55
973.45

(250)
(37.50)
1 037.50

如 果 你 卖 出 A 股 票， 可 以 得 到 l 000 美 元， 但 要 缴 纳 26.55 美 元 的 税
收，因此你的净收益为 973.45 美元。如果你卖出 B 股票，可以得到 l 000
美元，另外得到 37.50 美元的税收抵免（可以冲抵其他的资本增值税），那
么你的净收益为 1 037.50 美元。如果税率高于 15%（例如在买进股票一年
内兑现收益时的税率），卖出亏损股票的收益就更大。有趣的是，即便卖
出亏损股票可以使财富最大化，处置效应仍预言大多数人会套现盈利股票。

避免懊悔及寻求自豪测试
对于投资者来说，大多数人是理智地卖出亏损股票，还是因为受到心
理因素影响而倾向于套现盈利股票呢？ 一些研究结果证明投资者的行为与
处置效应所预测的行为更接近（盈利套现）。这些研究一般可以分为两类 ：
对股票市场的调查和对投资者交易情况的调查。
例如，史蒂芬 · 费里斯等人研究了价格改变后的股票交易量。3 如果投
资者交易的目的是使财富最大化，那么他们就会出售亏本股票以获取税收
抵免。此外，他们会避免卖出有价格收益的股票以较少纳税。所以，亏损
股票的交易量要多于盈利股。
另外，投资者倾向于避免懊悔、寻求自豪，在此情况下，他们将继续
持有亏损股票，而卖出盈利股票。所以，盈利股票的交易量高，而价格下
跌的股票的交易量低。这与处置效应是一致的。
费里斯等人在分析中使用了一种方法，可以设定每一只股票的预期的

31

ume expected for each stock. They reported results that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form of abnormal volume; that is, a negative abnormal volume indicates less
trading than normal, whereas a positive abnormal volume indicates more trading than normal. Using the 30 smallest stocks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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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NYSE)
and the American Stock Exchange from December 1981 to January 1985,
they grouped each stock into categories based on the percentage gain or loss at
each point in time. The results are presented in Figure 3.1.
Note that the stocks with losses of more than 22.5 percent are grouped in
the
left column. The loss diminishes in each column to the right until the mid正常交易量。他们报告的结果中出现了非正常交易量的情况，即一种是低
dle of the graph, where stocks had small losses or gains. Stocks in the far-right
于正常水平的负的异常交易量，另一种是高于正常水平的正的异常交易量。
column
had a gain of more than 22.5 percent. In general, stocks with gains had
positive abnormal volume, whereas stocks with declines had negative abnormal
他们调查选取 了 1981 年 11 月 至 1985 年 1 月 在 纽 约 股 票 交 易 所 和 美 国 股
volume. Higher volume in stocks with gains and lower volume in stocks with
decline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isposition effect.
票交易所的
30 只最小型股票，并根据每个时点的百分比收益或损失进行分
This analysis was performed separately for stock volume in December
组，结果见图
and
the rest of 3-1。
the year because people are more aware of the benefi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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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在亏损和盈利后的股票交易量

请注意，亏损超过 22.5% 的股票分在左边一组，从左往右，亏损逐渐
减少，在图 3-1 的中部，那些股票无论盈利还是亏损，比例都不大。在最右
07/12/12 9:23 AM

边一栏是收益超过 22.5% 的一组股票。一般来说，盈利股票交易量超过正
常水平，而价格下跌的股票具有比正常水平低的交易量。这个现象与处置
效应是一致的。
这个分析是将 12 月的交易情况与其他月份的交易情况分开进行的，这
是因为人们很明白在 12 月份卖出亏损股票获得税收抵免的好处。因此，与

其他月份相比，人们更可能在 12 月采取财富最大化策略。然而，图 3-1 显
示，投资者在 12 月里也会避免懊悔及寻求自豪，这种心理的影响几乎和其
他月份一样。
其 他 一 些 研 究 也 分 析 了 个 人 投 资 者 的 实 际 交 易 和 投 资 组 合 的 情 况。
在 较 早 的 采 用 一 家 本 国 经 纪 行 的 交 易 数 据 的 研 究 中， 史 拉 鲍 姆 调 查 了

investors. In an older study using trades from a national brokerage house from
1964 to 1970, Schlarbaum et al. examined 75,000 round-trip trades.4 A round-trip
trade is a stock purchase followed later by the sale of the stock.
They examined the length of time the stock was held and the return that
第3章 自豪与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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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received. Are investors quick to close out a position when it has taken a
loss or when it has had a gain? Consider the behavior implied by the disposition effect. If you buy a stock that goes up quickly, you will be more inclined to
sell it quickly. If you buy a stock that goes down or remains level, you are more
4
1964 ～to1970
75 000
回转交易指的是将股票买进之
inclined
hold年进行的
while waiting
for轮回转交易。
it to go up. Therefore,
stocks held for a short
time tend to be winners, and stocks held longer are likely to be less successful.
后再将其卖出。
Figure
3.2 shows the average annualized return for a position held for less than
1 month,
1 to 6 months, 6 to 12 months, and more than one year. The figure in他们调查了股票持有时间和收益。投资者是否在股票亏损或盈利的时
dicates that investors are quick to realize their gains. The average annualized return
for stocks purchased then
sold within 1 month was 45 percent. The returns
候就马上清仓抛售呢？
我们来看看处置效应影响下的行为。如果你买了一
for stocks held 1 to 6 months, 6 to 12 months, and more than one year were 7.8
只快速上涨的股票，你更倾向于快点卖掉它。如果你买的是一只正在下跌
percent,
5.1 percent, and 4.5 percent, respectively. It appears that investors are
quick to sell winners.
或者价格没波动的股票，你就更倾向于继续持有直到它上涨。因此，持有
Using a more recent sample, Terrance Odean studied the trades of 10,000
trading
accounts from a nationwide discount brokerage from 1987 to 1993.5 At
时间较短的股票一般是盈利股票，而长期持有的可能不是很成功的股票。
each sell trade, Odean calculated the amount of gains and losses the investor
had
in his or her portfolio.
If ～
the6investor
a winner,
then
Odean
图 on
3-2paper
表明持有时间少于
1 个月、1
个月、6sold
～ 12
个月以及
1 年以上的
calculated the gain on the stock and divided the value by the total paper gains
股票的平均年化收益。该图显示投资者一般倾向于尽快兑现收益。在一个
available
to the investor. The result is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gains that the investor realized with the sell trade. If the stock sold was a loser, then the proportion
月内买入再出手的股票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45%，而持有股票时间为 1 ～ 6
of total losses realized was computed.
Odean
that when
investors sell winners, the sale
represents和
234.5%。
per个月、6
～found
12 个月和
1 年以上的股票的收益分别为
7.8%、5.1%
cent of the total gains of the investors’ portfolio. Alternatively, when a loser is

这表明投资者一般会尽快卖出盈利的股票。

Annualized Return
年化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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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2

Annualized Return for Different Investor Holding Periods

图 3-2

不同的投资持有期的年化收益率

再看一个较近期的例子。特伦斯 · 奥丁研究了一个全国性的折扣经纪机
构 1987 ～ 1993 年 10 000 个账户的交易记录。5 对于卖出的每一笔交易，他
都会记录投资者的投资组合账面盈亏金额。如果投资者卖出盈利股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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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就计算获得的盈利，再除以总的账面收益，得出该投资者通过出售股
票所实现的收益的比例。如果卖出的是亏损的股票，那么计算的就是总亏
损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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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丁发现，如果投资者卖出盈利股票，这笔金额占到投资组合总收入
的 23%。而当卖出亏损股票时，这笔金额占到投资组合账面浮亏的 15.5%。
平均来看，投资者卖出盈利股票的可能性比卖出亏损股票要高出一半。
尽管看上去卖出有较高盈利股票的倾向较大，换言之，投资者通过实
现较大的盈利能体会到更大的自豪感。但是在卖出亏损股票时并不是这种
状况，6 投资者不愿意卖出亏损股票。无论亏损程度大小，这种不情愿的心
理都是差不多的。懊悔的感受看上去是用亏损来度量的，而亏损的程度在
避免懊悔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大。
处置效应的国际测试
研究者发现处置效应很有说服力。芬兰、以色列和中国的投资者都显
示了这种行为。格林布拉特和马蒂 · 科罗哈昱调查了 1995 ～ 1996 年芬兰投
资者交易情况。 7 他们发现前一周的大涨会明显增大投资者下一周出售股票
的可能性。相反，如果股价大跌，投资者持有股票的可能性也会大增。他
们还发现股票损益发生的时间越近（比较上周与上个月），卖出盈利股票、
持有亏损股票的倾向越强。有趣的是，他们也发现金融机构受处置效应的
影响几乎和个人投资者一样严重，尽管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相比，卖
出亏损股票的可能性更大。在以色列的投资者中，祖尔 · 沙皮拉和依特扎
克 · 委内泽亚发现个人投资者持有盈利股票的平均时间为 20 天，而持有亏
损股票的时间为 43 天。8 投资者持有亏损股票时间是持有盈利股票时间的
2 倍！中国投资者也表现出兑现收益比亏损大，且持有亏损股票的时间要长
10 天。9
股市之外的处置效应
关于处置效应的大多数证据在全球各股票市场都有发现。避免懊悔、
寻求自豪的心理在其他市场上有多大影响呢？一些研究发现，期货交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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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农产品、债券、货币以及股票指数期货合约）持有亏损仓位的时间明
显比持有盈利头寸的时间要长，而这些持有仓位较久的交易者赚的利润也
更少。 10 获得员工期权的企业经理在行权意愿方面也表现出了处置效应。 11
在房地产市场，房主不愿意以比买入价更低的价格出售房屋。12
其中一个看上去不存在处置效应的领域是证券投资基金。一些研究发
现，投资者更愿意卖出亏损的基金份额，而不愿意卖出盈利的基金份额。13
这种行为与避免亏损和处置效应正好相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投资者如
果能够将亏损责任归于他人的话，那么他们就会不太介意出现亏损问题。
如果投资者可以责怪基金经理或者投资顾问，懊悔感也会减弱。

兑现收益过快，持有亏损股过久
处置效应不仅预言了卖出盈利股票的现象，也指出了投资者过早卖出
盈利股票及过长持有亏损股票的问题。这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过
早卖出盈利股票意味着股票在出手之后会继续上涨，持有亏损股票过久则
说明这些下跌股票会继续表现不佳。
奥 丁 发 现， 投 资 者 卖 出 的 盈 利 股 票 在 下 一 年 一 般 会 平 均 跑 赢 市 场
2.35%，14 而投资者持有的亏损股票一般平均跑输市场 1.06%。投资者倾向
于卖出那些会带来高收益的股票，而继续持有低收益的股票。
要留意的是，避免懊悔、寻求自豪的做法会从两方面损害投资者的财
富。首先，由于投资者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而不是亏损股票，这样就须缴
纳更多税款。其次，由于投资者过早卖出盈利股票，过久持有继续表现不
佳的亏损股票，所以其投资组合只能获得较低的收益。
马丁 · 韦伯和科林 · 凯默勒为学生设计了一种股票交易实验。15 在实验
中，他们创造了六种可供交易的“股票”，然后给学生展示了每只股票的最
近三次交易价位。他们设计让股价沿着趋势变化，也就是说，价格上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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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可能继续上涨，而价格下跌的股票可能会继续下跌。每只股票未来可
能出现的价格已经告知学生。根据实验规则，亏损的股票应该卖出，而盈
利的股票应该继续持有（与处置效应正好相反）。与财富最大化策略相反，
学生们倾向于在股价低于买入价格时只卖出很少股票，当股价高于买入价
格时股票的交易量较大。结果仍然表现出处置效应。

处置效应与消息
一项研究对 1990 年 11 月至 1991 年 1 月纽约股票交易所 144 家公司里
个人投资者的所有交易活动进行了调查。16 这项研究特意调查了投资者如何
对与公司和经济状况相关的消息作出反应。结果表明，有关公司的消息主
要影响该公司的股票价格，而与经济相关的消息则会对所有的公司产生影
响。关于公司的好消息会促使股票价格上涨，这会诱使投资者卖出（盈利
股票）；有关公司的坏消息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是持有亏损股票）。这
与避免懊悔、寻求自豪是一致的。
然而，有关经济状况的消息却不会促使投资者进行交易。虽然好消息
会使股价上涨，而坏消息会使股价下跌，但这些消息不会导致投资者卖出
股票。事实是在获悉有关经济的好消息时，投资者反而比往常更不愿意卖
出盈利股票。这个现象与处置效应不一致。
这个现象展示了懊悔情绪的一个有趣特征。当股票亏损时，如果亏损
可能与投资者的决策失误有关，他们就会感受到比较强烈的懊悔情绪 ；然
而，如果投资者将亏损归因于一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那么懊悔情绪就
会轻一些。 17 例如，如果你所持有的股票下跌而整个股市上涨，就意味着
你的选择是糟糕的，这样你的懊悔情绪就会比较强烈。但是，如果在股市
下跌的时候，你所持有的股票也在下跌，那么这就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因素，
因而你的懊悔情绪也就不会那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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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与公司相关的消息时，投资者的行为与处置效应是一致的，因
为他们的懊悔情绪比较强烈，但是对与经济相关的消息，因为个人无法控
制那些结果，投资者的懊悔情绪也就没有那么强烈，造成了与处置效应的
预测不一致的行为。

参考价格
获得收益的愉悦和遭受损失的痛苦是人类行为的强大推动力，然而，
要想判断某些投资的盈亏可能并不容易。例如，鲍勃以 50 美元的价格买入
一只股票，该股票在当年年底的市场价达到 100 美元，此时鲍勃为了记录
和确定自己的净资产，并监控自己达到财务目标的进度情况，对自己的投资
头寸进行了重新审查。六个月后，鲍勃以 75 美元的价格出售股票，这样他
每股赚了 25 美元，但是与上年年底就卖出股票相比，每股少赚了 25 美元。
显然，他赚了每股 25 美元利润。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赚钱了
还是亏损了呢？
这个问题与参考价格有关。参考价格指的是我们用股票现价与之作比
较的那个股价。股票现价为每股 75 美元，那么参考价格应该是每股 50 美
元的买入价格，还是年末的每股 100 美元的市场价格呢？选择参考价格具
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决定了我们感受到的是获得收益的愉快情绪，还是遭
受损失的痛苦情绪。
首次上市发行是展示参考价格的重要性的一个例子。马库 · 考斯迪亚考
察了 IPO 过程中价格分别高于和低于首发价的股票交易情况。 18 对于股票
交易，必须要有一个卖方。处置效应认为投资者更愿意卖出盈利股票而不
愿出手亏损股票。所以，对于价格超过发行价的股票而言，由于已经取得
盈利，受处置效应的影响，其交易量应该较大。他发现对于那些价格低于
发行价的股票，投资者不愿意卖掉这些亏损新股。价格高于发行价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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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量较大，说明投资者更愿意通过出售快速兑现收益。实际上，股票
收益越高，交易量也越大。
早期有关投资者心理的调查是将买入价假定为参考价格，IPO 因此成为
最佳的测试，因为那些在上市第一天卖出股票的投资者都知道买入价是多
少，容易作出判断。然而，投资者审视并记得其投资表现的时间在一年以
上，如果买入的时间是在很久以前，那么投资者倾向于采用一个时间较近
的价格作为参照点。
近期的哪一个股价作为参考价格呢？ 有可能被选为参考价格的是上一
年的股价平均值或价格中位数。此外，媒体通常都会公布 52 周最高价格
和 10 周最低价格。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投资者会将 52 周最大值作为参
考价格。 19
对于个别股票来说，有一个有趣的关于股票期权行权的调查提到了参
考价格。20 在基本价值之外，股票期权还有一个来自行权价与当期价格不同
产生的溢价。换言之，价外期权具有正的价值。这个溢价在期权到期时会
减小为零。由于溢价的存在，在期权到期前行权的做法几乎从来算不上较
好的选择。如果交易者想锁定收益，那么卖出期权会比行权获得股份的做
法受益更大。但是，艾伦 · 波特士曼和维塔利 · 塞宾发现，在交易所交易的
股票期权存在早期被大量行权的现象，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期权到期日前
的几个月。是什么原因促使投资者选择了这种非理性行为呢？
他们发现，当股价达到或者超过了 52 周高点时会出现一个引发这种行为
的因素。这说明近期的最高股价对于投资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价格。事
实是这确实是一个投资者非常重视的参考价位，一旦股价攀升超过了这个价
格，投资者会迫不及待地套现以锁定收益。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会不理性地
行权。看上去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折扣经纪行的客户所进行的非理
性交易要比那些传统经纪行的客户更多，而专业投资者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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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点调整
在前面的那个示例中，鲍勃会采用哪个价格作为参考价格？是买入价
50 美元，还是最近一年的收盘价 100 美元，或者是其他某个价格？ 换个说
法，投资者会随着时间改变而调整他们的参考价格吗？
答案是肯定的，投资者确实会随着时间改变而调整参考价格，这种过
程类似于处置效应！看看第 1 章展示的期望理论中的效用函数的图形。在
鲍勃的股票已经有 50 美元浮盈之后，他对此非常满意。看上去投资者能够
通过简单地更新参考价格，继续持有股票并锁定盈利的快乐。有一篇论文
通过调查考察了这种可能性，研究者向人们提问第二次价格涨多大幅度才
会得到和前一次盈利一样多的快乐。 21 通过将答复与期望理论的效用函数
作对比，作者可以得出有多少投资者在股价上涨后改变了他们的参考价格。
关于股价下跌的情况也进行过类似分析。
研究结果是与期望理论一致的。根据效用函数的图形，投资者如果有
过两次各 50 美元的收益，就会比获得一次 100 美元的收益更快乐。这从一
个方面解释了处置效应。投资者为了感受快乐而迅速卖出盈利股，再把钱
投入另一个交易去获利。看上去投资者在盈利之后会更新参考价格，并将
持有的股票看作一个新的交易。同样可以据此分析亏损后的痛苦感受。投
资者试图继续持有亏损股而将懊悔减到最小，以免陷入负面情绪之中。那
么亏损的情况下，是如何影响到参考价格的呢？投资者不愿意像在盈利时
那样更新参考价格，从而让痛苦情绪积累下来。这就是该项研究的结论。
人们对于盈利股要比对亏损股更乐意改变其参考价格。
回到鲍勃的例子，由于他在年底对投资作估值的时候，会将参考价格
更新为 100 美元，因此他可能会觉得亏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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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效应是否会影响市场
辛格尔和徐研究了共同基金的投资组合和交易情况。22 如果很多投资者
都受到处置效应的影响，那这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吗？安德里亚 · 弗拉兹
尼提供证据认为确实会有影响。23 考虑一只股票的价格上涨使许多投资者
获得了资本收益的情况。如果该公司发布好消息（如巨额盈利），那么卖出
套现行为会暂时抑制股价升到本该达到的更高价位。从这一较低价位来看，
后续收益会更高。这种价格模式被称作对消息的反应不足，或者是公告后
的价格漂移。弗拉兹尼指出后者主要发生在有浮盈和浮亏的股票上。
弗拉兹尼首先分析了股票投资基金持仓情况，也发现处置效应。事实
上，即便是表现最差的基金经理，也不愿意对亏损股清盘止损。为了评估
每只股票未实现收益（或亏损）的数额，弗拉兹尼计算了基金的平均成本，
也就是与股票现价作比较的参考价格。现价高于它则被认为是带有未实现
资本收益的盈利股票。在发布好消息之后，会出现大幅价格上涨，出现大
量浮亏 ；在发布坏消息之后，会出现大幅价格下跌，出现大量浮亏。这个
模式与处置效应一致。投资者迅速卖出盈利股票，抑制了股价上涨到新的
水平。处置效应影响下的投资者也通常不愿意卖出亏损股票，这样就导致
了对相关公司的负面消息反应不足。

处置效应与投资者老练度
回避损失 和 处 置 效 应 会 影 响 到 所 有 投 资 者 吗？ 我 们 可 以 学 会 避 免 它
吗？希望我们在学习了行为偏差之后，能够在投资方面更精明，避免这类
问题的出现。实际上，老练的投资者在回避损失和处置效应方面做得比经
验少的投资者更好。例如，获得较高收入的投资者比那些收入较低的投资
者表现出程度较弱的处置效应。以投资为业的人比非专业投资者表现出的
处置效应更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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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投资者也会表现出处置效应吗？整体上讲，答案是肯定的。正如
前面所述，专业的期货交易员、股票投资基金经理以及其他基金经理倾向
于比止损更快地兑现收益。这是因为亏损头寸在未来会有比盈利头寸有更
好的表现吗？还是因为这些头寸会给基金经理带来情感沉没成本？金和舍
碧娜似乎认为答案是后者。他们研究了当股票投资基金更换新的投资组合经
理时的变化情况，发现新经理对于接手的头寸没有回避懊悔的心理，相比其
他股票基金和表现好的头寸而言，他们会更快地卖掉表现不佳的头寸。 25

买回之前卖出的股票
存在一种看似背离了传统金融理论的投资行为，即投资者倾向于卖出
一只股票之后再买回它。事实是投资者经常不断买进卖出同样一只股票。
在这种重复买卖行为中，懊悔心理扮演了一个角色。对已完成的交易的收
益感觉开心的投资者想重现这种愉悦体验，因此会再次购买同样的股票。
而不愉快的交易体验会被避免重现，所以那些带来懊悔情绪的股票不会被
买回来。
特伦斯 · 奥丁和布莱德 · 巴伯、米沙尔 · 安 · 斯特拉列维茨共同对这种
行为作出了解释。26 他们展示了股票被售出之后情绪的表现过程。如图 3-3
所示，股票出售后产生的情绪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交易利润以及出售
后的股价变化。当投资者以亏损价卖出时，懊悔的负面情绪是非常令人痛
苦的，以至于不会有任何愿望去买回那只股票。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可能会认为卖出盈利股会让人产生正面
情绪，尽管情况确实是这样，这种情绪维持的时间很短，而且受到股价随
后如何变化的影响。如果价格继续上涨，那么快乐的情绪开始转变成懊悔，
投资者会后悔自己卖得太快了。在开始的快乐和稍后的懊悔之间，负面情
绪弥漫其中，因此也就不会重新买回。然而，当一只股票被售出而股价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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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hether an investor will repurchase a stock. Investors who are happy with
the outcome of a completed trade want to relive that happiness and do so by repurchasing the same stock. An unhappy feeling with a trade is not to be relived;
it 投资心理学
is to be avoided. So, stocks that bring back regret are not repurchased.
42
Terrance Odean teamed up with Brad Barber and Michal Ann Strahilevitz
to explain this behavior.26 They illustrate how emotion is induced after the sale
of a stock. As Figure 3.3 shows, there are two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motion created from a stock sale—the profit of the trade and the movement of the
后下跌，投资者会因获利和把握了最佳的卖出时点而感受到双倍的快乐。
price
after the sale. When investors sell a stock at a loss, the negative emotion
of regret is painful enough so that there is no desire to repurchase the stock.

他们更可能再次买回这只股票。
卖出
亏损股

价格

卖出
盈利股

上涨

价格下

FIGURE 3.3

跌

懊悔之前买入这只股票

不再想
买回

懊悔卖出太快

不再想
买回

对收益和卖出时机很满意

更有可能
重新买回

The Dynamics
of Repurchasing
a Stock Previously Sold
图 3-3
买回先前卖出股票的机理

在研究了 1991 ～ 1999 年投资者的实际交易情况后，他们发现重新回
购之前卖出的股票的频次与在之前交易中体验到的情绪是一致的。与亏损
股票相比，如果一只盈利股票在卖出之后股价下跌了，出现投资者重新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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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情况要多 3 倍。这真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小结
人们会采取行动（行动可能失败）去避免懊悔、寻求自豪，这就使
得投资者过早卖出盈利股票而过久持有亏损股票 —这就是处置效应。
这种行为从两方面损害了投资者的财富。首先，由于出售盈利股，他们
需支付高昂的资本利得税。其次，由于那些被出售的盈利股不久之后继
续上涨，而那些持有的亏损股后续表现仍不佳，导致投资者只能得到较
低收益。处置效应可以在投资者交易、市场成交量以及诸如房地产和衍
生品交易市场上观察到。一项避免处置效应发生而影响到你的经验法则
是“砍掉亏损，让盈利奔跑”。

思考
1. 考虑一位投资者的声明 ：“一旦这只股票的价格回到了当初我买入的价
格，我就抛掉它 !”请描述本章中哪种心理偏差会影响该投资者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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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资组合中持有的股票数量如何影响处置效应？
3. 处置效应会对财富产生怎样的影响？
4. 处置效应如何影响到市场价格？
5. 投资者总是频繁重新买入他们之前持有后来又卖出的股票。请解释哪
类股票他们更有可能重新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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