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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语录

免责声明

02.

本电子书的内容版权皆属于各自作者。 
MCM制作此类内容旨在加深我们对各主题的深入理解。

本电子书中的内容以非营利形式分发给
那些对主题表示兴趣的人以作研究和教育用途。

本电子书中的所有语录仅用于资讯和教育用途，
您不应视其为特定的投资建议。

尽管我们认为这些语录都是通用的投资指南，
但您应寻求相关专业人士的独立建议

以确认所采用之策略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所有MCM通过任何资料、
网站或面子书所表达的信息和观点均来自
团队和社群成员的个别研究和经验。

在进行任何交易前，
请进行了您认为适当的查询和评估，
您不可依赖MCM给予咨询或作出建议。 

您不应将这些语录或资料作为您的任何业务，
法律或任何其他决定的基础。

尽管已尽最大努力确保所有信息都是准确的和最新的，
但偶尔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错误或打印错误。



“意识形态的偏见主导人们的行为，
并且影响许多人们的财务领域。”

03.

“对于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看来，
世界就像一颗钉子。

他的意思是，
不同的问题要用不同的思维模式去解决。
用单一思维解决问题的人，会扭曲事实，

使问题符合他的思维模型。

投资语录

彼得•考夫曼
《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



避免别人犯过的错误，
是达到成功投资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它几乎可以确保这一点。

04.

“正确的选择对投资者而言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它要求投资者作出一定程度的付出，
而这显然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做的。”

投资语录

塞思•卡拉曼
《安全边际》： 献给思而后定者避险型价值投资策略



“明智投资的三个原则：以长远的角度分析、
规避亏损以及不要被疯狂的回报率引诱。”

05.

“永远不要相信市场先生（市场波动），
他在短期或中期内可能会非常不合理。”

本杰明•格雷厄姆
《智慧型股票投資人》：最具权威的价值型投资书籍。

投资语录

“您可以在每项投资中使用严谨的评估公式，
这会使您的投资更美好。”



“在现实中，非流动资产将带来折扣。“

06.

“发生亏损不在于倒霉，而在于分析不当。”

大卫•艾因霍
《空头之王》

投资语录



“我常提起若想投资赚大钱就必须时刻保持耐心。

07.

“即使在早期，找到真正优秀的公司并
坚持与它们一起度过市场的波动起伏，
事实证明会比大多数试图以便宜的价格
买进并以高价卖出的人获取更多的利润。

菲利普•费雪
《怎样选择成长股》

投资语录



”如果您想要致富，
您必须对您所做的事情有具体的想法。

然后，您必须有勇气坚持下去，
并承担起起伏伏。

它不是很复杂，而且还很老套。“

08.

成功的投资者必须对过程感兴趣。
它与从事木工、园艺、育儿无异。
若您不享受财务管理的过程，

那么无可避免地会造成糟糕的结果。
但不幸的是大部分的人对财务管理和他们

对牙根治疗的态度一样不感兴趣。

特兰•格里芬
《穷查理的投资哲学与选股金律》

投资语录



“价值投资的美妙之处体现于它在逻辑上的简洁性。
它基于以下两个再简单不过的原则：

价值多少和永不赔钱。”

09.

“我们可以肯定'交易频率是复利的敌人'，
长期持有一家优质的公司可能更明智。”

克里斯托弗•布朗
《价值投资》

投资语录

“在全球进行投资，
但要投资在已发展的市场里。”



“投资者的大脑容量
不会比大脑掌控情绪的能力来得重要。”

10.

“巴菲特说，我们不仅依赖错误的东西（价格），
而且我们还经常查看它，

当我们接收到不符合自己心意的消息时，
我们会下意识地躲避那些不利的消息。”

罗伯特•海格斯壯
《沃伦·巴菲特之路》

投资语录



“时间是优良企业的朋友，是平庸企业的敌人。”

11.

“如果您把自己想成一生中只能打出20击拳，
而每个财务决策都会用了一击拳。
您会抗拒随意浅尝即止的诱惑。

您将做出更好的决定，
并且做出更多重大决定。”

艾莉斯•施洛德
《雪球：巴菲特传》

投资语录



“最优秀的投资者可以清晰明确地
表达他们所寻找的东西、

他们寻找的理由以及在哪里寻找它。
他们有一个定义明确且

始终如一的方式进行研究和分析。
此外，价值投资者了解微观因素，

例如公司的竞争优势，
并且只有在能够得出具有

安全幅度的结论时才采取行动。”

12.

“不确定因素实际上是长期价值投资者的朋友。”

约翰•海恩斯和惠特尼•提尔森
《价值投资的艺术：世界上最好的投资者是如何战胜市场的》

投资语录



“无论何时投资任何公司，
您都在考量它的市值上升。

除非买家为股票支付更高的价格，
这使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否则这不会发生。”

13.

“知道自己拥有什么，知道为什么拥有它。
了解您所拥有公司的性质以及持有股票的具体原因。”

彼得•林奇
《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

投资语录

“事情几乎从来不会十分明朗，
或者说一旦事情明朗化时，

再想要从中谋利已为时太晚。”



“您必须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
一个认识自己的人可以走出自己，
像观察者一样观察自己的反应。”

14.

“贪婪和恐惧是市场上最强烈的情绪。
没有人喜欢看别人比他们赚得更多。
而且，我们讨厌失去多过赢得胜利。”

亚当•斯密
《金钱游戏》

投资语录



“我们喜欢认为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环境，
但事实是它改变了我们。
因此，我们必须格外小心，

选择合适的环境与合适的人一起工作，
甚至与合适的人交往。

理想情况下，
我们应该与比我们更好的人保持亲密关系，

使我们变得更像他们。”

15.

“我们的环境比我们的智力强得多。
很少有业余或专业投资者真正了解这一关键点。”

盖伊•斯皮尔
《华尔街之狼从良记》

投资语录



“如果想要在一年内也能获得很高的资本回报率，
至少，该公司的业务暂时性存在一些特殊之处。
否则，竞争将使资本回报率下降至较低水平。”

16.

“在考虑风险时，除了要使事情变得不必要地复杂之外，
关于投资策略，您实际上需要了解两件事：

葛林布萊特
《打败大盘的获利公式》

投资语录

1.长期遵循该策略会有什么亏损的风险？

2.从长远来看，有什么风险会让您选择的
策略表现得比替代策略更糟糕？”



“成功的投资与智商的高低没有太大的关系，
您的智商只需高于100即可。

除了拥有正常的智慧，
您还需要善于控制会让人陷于投资困境的情绪。”

17.

“年轻人有能力在今天只做简单的决策，
把艰巨而困难的事情拖到明天。

当我们长大后，这种能力日益熟练，
成年后他们往往会做出更糟糕的选择。”

詹姆斯•蒙泰尔
《行为投资学手册：投资者如何避免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投资语录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18.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黑天鵝效應：如何及早發現最不可能發生但總是發生的事》

投资语录



“支出和冲动是股票基金投资者最大的敌人.”

19.

约翰•博格尔
《常识投资的小书：确保你公平分享股市回报的唯一方法》

投资语录

“想象中的完美计划是一项好计划最大的敌人。
坚持实行好的计划”



“增长需要再投资。”

20.

阿斯瓦斯•达莫达兰
投资估值：评估任何资产价值的工具和技术

投资语录

“成长型企业从他们期望在
未来进行的投资中获得更多的价值，

而从已经进行的投资中获得的价值则更少。”

“我很自然地被数字吸引，
但是与数字打交道的讽刺之一是，
我与数字打交道的次数越多，

我对纯粹数字驱动的论点就越持怀疑态度。”



“您拥有的信息不是您想要的信息。
您想要的信息不是您需要的信息。

您需要的信息不是您可以获得的信息。
您可以获得的信息所花费的
成本比您想要支付的更多。”

21.

彼得•伯恩斯坦
与天为敌：风险探索传奇

投资语录

“'风险' (risk) 一词源自意大利
早期的风险 (risicare)，意为'敢'。
从这个意义上讲，风险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命运。
我们敢于采取的行动取决于我们做出选择的自由程度。

这就是所谓风险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定义了它对人类的意义。

“这是规避风险的本质，也就是说，
我们愿意做出可能会激发他人做出

对我们产生不利影响的决策的程度。”



“投资者关看济基本面；交易者互看对方； 
‘数字热衷者’看数据。”

22.

约翰•凯
别人的钱 

投资语录

“股市不是把钱投到公司的一种方式，
而是一种把钱拿出来的手段。” 



投资知识尽在您的掌握之中。

23.

下载
MCM GIC
应用程序

投资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