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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產品簡介 

一、 特色與功能 

※操作介面 

1.視窗介面，可開啟多畫面，鍵盤及滑鼠操作，使用便利，網路傳送，無遠弗屆。 

2.與精誠 eMIDST 系列介面相容，客戶無學習障礙。 

※報價走勢圖 

1.個股、大盤及類股走勢可並列顯示，掌握股市脈動。(台股、期貨、選擇權) 

2.自選九宮圖；全面監控，飆股族群無所遁形。 

3.上下五檔買賣強弱排行(委買賣比/委買賣差異張數)，多空強弱，一目瞭然。 

※技術分析 

1.80 多種盤中或盤後分析指標，最多可同時顯示 11 種指標，隨時掌握買賣時機。 

2.多種趨勢線輔助線，協助您做出正確的判斷，並提供技術分析資料試算及列印。 

3.重疊指標，透過指標重疊，尋找指標與股票的脈絡。 

※即時新聞 

提供財訊/中央社即時新聞，並具檢索及警示功能，快速完整掌握新聞資訊不遺漏。 

※期權報價 

個股期貨、指數期貨 (台指、電子、金融、Mi 台指、台指 50、10 公債、黃金 US、非金

電、櫃買期、黃金 NT、歐台指、摩台電、摩台指)選擇權(指數、短天期、個股選擇權)

等報價資訊。 

※國際金融 

1.提供國際股市指數及國際金融資訊，掌握全球金融現況。 

2.金融訊息：提供盤後定價及零股交易、美國重要個股報價、金融行情…等資訊。 

3.綜合資訊：個股新聞、全球主要收盤行情、外國個股行情、商品行情…等。 

※產業資訊 

完整的產業分類、群族化產業成份報價，完整詳細的產業報價(產業、集團、概念、時

事概念(時事概念分類僅富貴贏家產業版提供))掌握類股動態、即時性產業指標、產業九

宮圖排序。 

※核心資訊 

精選的核心指標，提供完整的核心行情、走勢、九宮圖、成份 

股報價等。 

※基本分析 

提供大盤分析、個股分析、總體經濟及產業資訊，徹底了解股票資訊。 

※統計排行表、法人券商排行表 

提供各類籌碼與統計排行資料，透過相關統計排行，尋找潛力股。 

※智慧選股 

盤中即時智慧選股功能，不錯過任何買進、賣出時機。 

※其他功能 

1.即時財務計算：動態資料交換（DDE），可將資料連結至(Excel)提供自訂財務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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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定桌面視窗組合：可自行設定功能鍵（Hot Key），輕鬆進入預設作業環境。 

3.多組自選股/綜合自選股：可設定多組自選股，將股票/興櫃/期貨/選擇權/國際指數(國

際指數僅富貴贏家專業版提供)顯示同畫面中。 

4.跑馬燈：可顯示出大盤、自選個股與新聞標題資訊，並可獨立成為單一畫面。 

5.成交回報：提供您可設定下單券商成交回報，讓您掌握下單成交狀況與帳務管理。 

 

※加值服務 

除了提供富貴贏家標準版與專業版(專業版：國際指數功能、盤中/盤後智慧選股、選股

評測、漏斗選股、自設指標)供選擇外，還有多種選購功能服務(包含：產業總覽、香港

資訊、期權大贏家、操盤快手、操盤密碼、預測贏家、券商分點進出，可做為參考。 

※多螢幕 

提供一對二，一對四、一對九之報價畫面，並且依個人喜好設定。 

 

二、 系統需求(建議最佳規格) 

1. 中央處理器(CPU) Core 2 Duo 雙核  

2. 記憶體 2G RAM 以上  

3. 硬碟空間 20GB 以上 (建議 40GB) (容納歷史資料) 

4. 安裝十年以上歷史資料光碟片，需配備或可外接 DVD 光碟機 

5. 顯示器（解析度 1024 ×768） 

6. 鍵盤及滑鼠等基本配備 

7. ADSL 512K/64K 

8. Windows 7 以上 32 / 64 位元 (不含虛擬作業系統或 Windows RT 之系統上) 

 

三、 『富貴贏家』使用步驟 

※連結 Internet 

您可以用光纖/ADS 或公司、學校的網路連上 Internet，相關的設定請參考 WINDOWS XP

以上的說明文件或操作手冊，如有設 Fire Wall，請先開啟權限再使用。 

※註冊 

請您先連線至 http://www.fmidst.com.tw/，「富貴贏家」會員專區中的會員註冊網頁，輸

入您的基本資料並完成註冊後，才能開始使用。 

(※請務必詳實輸入正確會員資料，以維護富貴贏家各項會員相關權益) 

※安裝 

本產品內附安裝程式，請將精誠『富貴贏家』光碟片置入光碟機內，『富貴贏家』安裝

程式將會自動開始執行檔案。詳細操作請見「貮、軟體安裝與執行」。 

※執行程式(首次執行前需先連上 Internet) 

完成註冊登記與連上 Internet 後，點選『富貴贏家』圖示二下，即可執行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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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報名專線： 

北區：(02)2363-6322 

中區：(04)2452-9696  

南區：(07)336-0680  

相關規定請見網站 http://www.fmidst.com.tw/ 

若有任何安裝或操作上的問題，歡迎來電或 E-mail 至 f-midst@systex.com.tw，我們會儘

速予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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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 軟體安裝與執行 
「富貴贏家」安裝分為系統程式與歷史資料二個部份，請您依照需要進行安裝。 

 
一、 安裝系統程式與歷史資料 
1.請先將「精誠富貴贏家」的光碟片放入光碟機內。 

2.放入光碟後，光碟機會自動執行；在目錄內共有「安裝富貴贏家軟體」、「安裝歷

史資料」、「會員資料」「網站首頁」…等項目，供用戶選擇。請點選「安裝富貴

贏家軟體」開始安裝。 

3.若未曾使用過本軟體，請分別點選「安裝富貴贏家軟體」與「安裝歷史資料」並依

照相關步聚進行安裝。 

4.當桌面上出現「富貴贏家」圖示產生成功的畫面時，表示安裝程序已完成，以後您

只要點圖示 就可立即執行功能超強的「精誠富貴贏家」。 

※ 如果您不是第一次安裝「富貴贏家」，請先檢查歷史資料區間，若資料區間大於

光碟所附資料區間，強烈建議您不要重新執行本項安裝，否則安裝完畢後，您的

歷史資料將會被光碟內的資料所取代。 

 
二、 程式執行 

使用富貴贏家會員帳號初次連線前，請先至富貴贏家官網完成註冊程序，方可開

始使用。(富貴贏家官網 http://www.fmidst.com.tw/ ) 

程式安裝與帳號註冊完成後，即可開始啟動「富貴贏家」，啟動後，請在畫面上

出現的選單中，選擇所其中一個連線伺服器位置，並按下〔連線〕，輸入帳號(不可

輸入會員代號)及密碼才能繼續執行，您可選擇「儲存密碼」，再勾選「開啟時自動

登入」，下次執行富貴贏家時，會自登入並開啟程式。除首次登入不可以不連線模式

登入外，日後若選擇〔不連線〕登入，系統只會讀取前一次退出富貴贏家程式時所儲

存的資料，並無法收即時資訊，部份需連線才可使用的功能，也將無法使用(例如：

盤後下載、產業總覽網頁…)。而〔歷史行情〕模式(需另外加值歷史行情功能)，提供

一個月內完整歷史行情資訊，請參考 3-17 加值服務中『歷史行情』操作功能說明。 

成功啟動程式後，畫面的右上方便會跳出「富貴贏家管理員」（如下圖），可協

助您管理相關功能畫面。  

 

 
系統連結                                         隱藏桌面管理員 

 

桌面管理員的每一個小方格都代表「富貴贏家」的一項主要功能，透過它您可以

同時開啟數個畫面，同時瀏覽個股報價、大盤走勢、技術分析線圖、即時新聞等資訊，

協助您做出最正確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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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將桌面管理員隱藏，只要按下右上角「─」的按鈕即可；如果要結束所有的功

能，關閉富貴贏家程式時，則可按下左上角「＝」的按鈕，再選擇〔關閉主程式〕，

所有相關的程式都將關閉，或在即時行情主選單畫面輸入<006688>+ <Enter>，之後會

出現關閉系統畫面。 

 

※ 您可選擇「不儲存」或「儲存」當日行情資料後離開系統，或者「取消」不離開

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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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畫面設計及設定 
一、 功能鍵操作 

功 能 鍵 功      能      說      明 

<Esc> 回到上一畫面 

<PageUp> 
1.有頁碼選擇，則為畫面移至上一頁 

2.個股走勢圖：則為選擇上一支股票走勢圖 

<PageDown> 
1.有頁碼選擇，則為畫面移至下一頁  

2.個股走勢圖：則為選擇下一支股票走勢圖 

<Home> 有頁碼選擇，則為畫面移至第一頁 

<End> 有頁碼選擇，則為畫面移至最末一頁 

<Enter> 執行鍵(一般輸入數字或中文股名後，須按此鍵方可執行) 

<Backspace> 刪除鍵 

<Space> 即空白鍵，進入技術分析 

<Insert> 報價/技術分析：加入預設自選股群組；走勢：進入技術分析 

<＊> 

1.個股量價走勢圖：可循環切換右下角的輔助畫面 

2.指數及成交量分析、分類股指數分析、國際股市指數分析可切換指

數刻度 

3.上市/上櫃江波分析圖：可切換四種圖形 

4.當日量價明細參考表：可切顯示或不顯示時間秒數 

5.即時智慧選股提示：可切換商品範圍(台盤全部(扣權債)、台盤自選

股...) 

6.技術分析：選擇讀檔型別(日檔、週檔、分檔…) 

<＋> 
1.量價走勢圖/報價畫面自動換頁 

2.技術分析：指標圖形放大 

<－> 
1.量價走勢圖/報價畫面停止自動播報  

2.技術分析：指標圖形縮小 

<↑> 
1.游標向上移動  

2.技術分析：向上更換股票  

<↓> 
1.游標向下移動 

2.技術分析：向下更換股票   

<←> 

1.游標向左移動  

2.個股、大盤走勢圖分時查詢線小幅向左移動  

3.個股、技術分析圖移動查價線小幅向左移動 

<→> 

1.游標向右移動 

2.個股、大盤走勢圖分時查詢線小幅向右移動 

3.個股、技術分析圖移動查價線小幅向右移動 

數字鍵 在功能選單，輸入數字進入該項資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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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畫面操作說明 
Row Based: 橫列畫面選取          Column based: 直列畫面選取 

  
                     (圖 1-1)                             (圖 1-2) 

 

【分割畫面功能說明】 

1. 點選桌面管理員的「即時行情」，即出現富貴贏家地圖首頁功能視窗。 

2. 拖曳視窗的邊框，即可執行分割畫面的功能，若第一次拖曳的邊框為橫向，則為

row base 模式，若第一次拖曳的邊框為縱向，則為 column base 模式。 

3. 執行完第一次拖曳的功能後，可按滑鼠左鍵點住分格線不放(如圖 1-1 及 1-2 標示

箭頭處)，直接拖曳修改視窗分割。 

4. 此分割畫面之功能將原本各種個別獨立開啟的功能視窗(即時行情、技術分析、即

時新聞…等)，全部整合成單一主視窗，除少數功能畫面外，其餘皆可被嵌入主視

窗內顯示。 

 
【畫面連動功能說明】 

1. 走勢圖及技術分析畫面右鍵功能選單提供「啟用連動功能」選項，可點選「商品

連動」或點工具列 ，啟動畫面同商品的連動功能。 

2. 當開啟多個技術分析畫面時，有啟用查價線連動之視窗，該查價線將會被動與正

在操作中的技術分析視窗同步連動。啟動方式，請勾選右鍵選單「啟用連動功能」

中查價線連動」或點工具列 。 

3. 點選桌面管理員中「系統連結/其他設定/多畫面設定」 或是「主選單」中「其他

設定/多畫面設定」下方可以設定「啟用連動功能時包含跨視窗連動」、「新畫面

預設啟用商品連動」、「新畫面預設啟動查價線連動」。 

啟用連動功能時包含跨視窗連動：啟動時，跨越不同視窗之所有已啟用連動功能

的畫面皆會互相連動；如未啟用，則只有在相同視窗中已啟用連動功能之畫面相

互連動，即非相同視窗，將不會產生連動關係。  

新畫面預設啟用商品連動：勾選時，新開啟畫面之商品連動功能預設為啟用。 

新畫面預設啟用查價線連動：勾選時，新開啟畫面之查價線連動功能預設為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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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別說明： 

(1) 網頁的股票代碼操作不會影響商品連動。 

(2) 報價畫面不被商品連動影響。 

 

【畫面縮放功能說明】 

於各類別畫面(即時行情、即時新聞、技術分析、產業總覽、金融訊息)按右鍵點選「畫

面縮放」，或點工具列點選圖示 ，則目前紅框所在的 Block(即目前作用的分割畫

面)放大至填滿全視窗，取消勾選則恢復原本大小。 

 

【畫面分割鎖定說明】 

於各類別畫面(即時行情、即時新聞、技術分析、產業總覽、金融訊息) 按右鍵點選

「畫面分割鎖定」或點工具列點選圖示 ，可鎖定目前的畫面分割狀態，即滑鼠移

至邊框無法拖曳出新的分割畫面；反之則為非鎖定狀態。 

 

【Split windows 說明】 

於分割畫面(Split windows)狀態下(圖 1)，點選右鍵選單之「畫面縮放」選項，放大任

一 Block，放大後當滑鼠游標移至下方邊框時，會浮現 Split windows 快捷列(圖 2)。

快捷列內容頁籤顯示各 Block 之視窗 Title(圖 2)，點選頁籤可直接放大該頁籤對應的

Block。 

 
圖 1、Split windows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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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任一 Block 放大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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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觸控功能(此功能限富貴專業版提供)  
觸控功能限於 Windows 7(含)以上有提供觸控功能之螢幕所使用。 

1. 綜合自選股報價畫面觸控 

可利用手勢作自選股的切換。單指左劃即可切換至上一個自選群組；單指右劃即

可切換下一個自選群組。 

 
2. 技術分析畫面觸控 

(1) 可利用手勢作線圖放大與縮小，兩指縮合可縮小線圖，兩指打開即可放大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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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利用手勢作商品上、下切換。單指上劃即可切換至上一商品；單指下劃即可

切換至下一商品。 

 

 
 

 

(3) 查價線顯示 

切換雙指重覆點擊即可切換是否顯示查價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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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價線左右移動 

若於查價線存在的情況下，單指往左拖曳查價線會往左移動；若單指往右拖曳

則查價線會往右移動。 

 
 

(5) 時間軸左右移動 

若於查價線不存在的情況下，單指往左拖曳則時間軸會往右移動；若於查價線

不存在的情況下，單指往右拖曳：往左移動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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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圖首頁(此為富貴贏家版提供)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進入富貴贏家則自動開啟地圖首頁畫面。 

方法 2.點選上方工具列 進入。 

 

【畫面說明】 

分為左、中、右三大區塊。左邊分別提供期貨報價、上市及上櫃之漲跌%排名報價與

上市及上櫃之成交量排名報價。中間部分則提供地圖式國際指數資訊、表格式國際指

數資訊與綜合新聞。右邊分別提供法人籌碼排行、融資融券排行、自選股報價。 

另外，還提供”主目錄”與”產品教學網頁”的選項。 

 

【操作說明】 

1. 各資訊內容皆提供”點選”再查看更詳細內容，例如: 點選「期貨」表頭，則會進

入「期權資訊/期貨報價/全部合約/指數期貨」畫面。其它功能以此類推。 

2. 點選「主目錄」功能，則會連結至原來的文字型主目錄。 

3. 點選「產品教學網頁」，則會開啟「線上教學」網頁。 

4. 設定預設首頁方式：於主選單中「系統設定/其他設定」及「桌面管理員/系統連

結/其他設定」選單底下，選擇「首頁設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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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下圖的「首頁設定」視窗，點選「地圖首頁」設定項(預設)，可將首頁設為「地

圖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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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即時行情 
  

 
 

 
【如何進入此畫面】 點選[富貴贏家管理員]之[即時行情]選項進入。 

【畫面說明】 

1. 資料輸入區 

2. 工具列（若勾選「自動隱藏工具列」，下次啟動後會先隱藏此列） 

3. 主要功能選項 

4. 功能選單（若勾選「自動隱藏功能列」，下次即啟動後會先隱藏此列） 

5. 系統時間 

6. 訊息行 

7. 延伸輸入框 

【操作說明】 

1. 以滑鼠直接點選欲選擇的功能，也可使用鍵盤輸入選項代號及 <Enter> 或使用 

<↑>、 <↓> 移動游標選擇，按 <Enter> 即可進入欲選擇之功能畫面。 

2. 可於「系統連結/其他設定/工具列設定」勾選是否要自動隱藏工具列。 

3. 可於「系統連結/其他設定/功能列設定」勾選是否要自動隱藏功能列。 

4. 在任何選項畫面之功能選擇方式均相同。  

5. 亦可按工具列的功能鍵，立即進入所需之功能畫面，工具列說明如後。 

6. 使用 Windows 下拉式功能選單，可直接切換至功能畫面，功能選單說明如後。 

【系統共同操作說明】 

1. 本系統之指令輸入區為螢幕右下方【      】可輸入功能選項、股票代號、

2 

3 

4 

5 

6 1 

7 



精誠富貴贏家 

 3-2-19

中文股名，當輸入六個數字以上，會出現延伸輸入框。 

2. 任何選擇畫面均可按 <↑>、 <↓> 做環狀選擇，或直接按數字代號來選擇功能。 

3. 螢幕上預設之資料數據顏色表示法： 

A. 個股報價文字顏色：  

[紅色]目前成交價為上漲，[白色]目前成交價為下跌，[綠色]目前成交價為平盤，

可按 <F12> 或按滑鼠右鍵選擇「設定/畫面顯示顏色設定」自行定義上漲/下跌

/平盤之報價文字顏色。 

B. 大盤委買委賣成交分析： 

[紅色]表大盤委買，[藍色]表大盤委賣，[綠色]表大盤成交。 

C. 個股內外盤單筆成交張數顏色區： 

[紅色]外盤價成交，[藍色]內盤價成交，[黃色]無法分辨內外盤可按 <F12> 或

右鍵「設定/畫面顯示顏色設定」自行定義內盤/外盤/不定盤之報價文字顏色。 

4. 請依實際股票代號（4~6 碼）輸入 [nnnn]+<Enter>，即可查詢該股走勢圖。 

【工具列圖示說明】 

工具圖示 工具圖示說明 

 返回首頁 

 （藍）綜合自選股/成交警示報價（快速鍵<888+Enter>） 

 （綠）綜合自選股報價（快速鍵<889+Enter>） 

 （紅）綜合自選股報價（可自行選擇欄位進行排序） 

 （紫）綜合自選股/成交警示報價（可自行選擇欄位進行排序） 

 （藍）自選股/成交警示報價（快速鍵<F1>） 

 （綠）自選股報價 

 特別報價：台盤漲跌幅排名（綜合） 

 台盤全部股票報價（快速鍵<F2>）（按播報順序） 

 台盤股票分類報價（快速鍵<F3>） 

 即時智慧選股提示（快速鍵<F11>）（按< * >切換範圍） 

 加權指數及成交量分析（快速鍵<F5>） 

 （紅）上市委買委賣及成交分析 

 （紅）上市江波分析圖 

 （紅）上市類股指數九宮圖 

 （紅）上市分類股交易分析 

 （紅）上市八大類股交易分析 

 （暗紅）櫃檯指數及成交量分析（快速鍵<F8>） 

 （暗紅）上櫃委買委賣及成交分析 

 （暗紅）上櫃江波分析圖 

 （暗紅）產業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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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圖示 工具圖示說明 

 （紫）產業總覽網頁 

 （藍）產業資訊 

 核心資訊 

 期貨全部合約（按播報順序）（快速鍵<702+Enter>） 

 選擇權商品（快速鍵<711+Enter>） 

 國際指數報價 

 興櫃盤全部股票報價 

 台盤基本分析網頁 

 情境看盤 

 

查詢商品名稱代碼（選擇盤別：台股個股/台股興櫃//台股期貨/香港個

股）；輸入中文名稱或部份商品代號，在結果欄以滑鼠快點兩下可進入

該商品量價走勢圖 

 選擇自選群組（快速鍵<Ctrl>+C） 

 商品連動 

 設定（快速鍵<F12>） 

 列印 

 畫面縮放 

 畫面分割鎖定 

 返回前一個畫面 

 

1.個股報價畫面可切換至自選股報價（金額/振幅/漲跌幅）；個股走勢

圖切換右下角輔助畫面 

2.大盤、分類指數、國際股市指數走勢切換指數刻度；大盤04可切換三

種圖形 

 向上一頁（與 <Page Up> 相同） 

 向下一頁（與 <Page Down> 相同） 

 第一頁（與 <Home> 相同） 

 最後一頁（與 <End> 相同） 

 技術分析（快速鍵<Space>空白鍵 或 <Insert>） 

 選股大師 

 即時新聞 

 線上教學 

 遠端協助服務 

 散戶救星 

 期指達人 

 司令多畫面配置 

 畫面配置 



精誠富貴贏家 

 3-2-21

【工具列設定說明】 

1. 在工具列任一位置按右鍵，點選<自訂工具列>。 

2. 在自訂工具列對話框，可選擇新增、刪除或移動工具列圖示位置。 

3. 點選其中一項工具列 icon，往下拖曳，出現垃圾桶符號後放開，可直接刪除。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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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選單說明】 

 

台盤 期權 港盤 綜合 

個股報價 期貨報價 個股報價 報價資訊 

個股走勢 期貨走勢 個股走勢 報價資訊（欄位排序） 

上市大盤 期貨報價與走勢 主板大盤 報價/成交警示報價 

上櫃大盤 選擇權報價 創業板大盤 報價/成交警示報價（欄位排序） 

產業資訊   走勢資訊 

核心資訊   九宮圖 

興櫃資訊    

 

 

排行 國際 新聞 技術 選股 

券商排行 國際指數 綜合新聞（台） 技術分析 條件選股 

法人排行 銀行間美元匯率 財訊新聞（台） 短線法寶 漏斗選股 

統計排行 金融行情 中央社新聞（台） 自設指標 盤中自動選股 

 國際重要指數 經濟通新聞（港） 

 

即時智慧選股提示 

 金融訊息  型態選股 

 綜合資訊   

 

 

基本 情境 功能 系統 

台盤基本分析 散戶救星 跑馬燈 連線設定 

港盤基本分析 期指達人 兩秒大盤 資料下載 

 國際市場評析 量價明細參考 其他設定 

行情個股評析 量價警示訊息明細 行情日期切換  

產業個股評析  載入畫面配置 

集團個股評析  獨立跑馬燈 

概念個股評析  關於本軟體 

時事概念個股評析  關閉主程式 

原物料相關個股評析   

國際相關個股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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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行情資訊設定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右鍵選單之[設定/綜合自選商品設定]選項進入。 

 方法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或按<F12>進入。 

 

※ 綜合自選商品設定 

1. 為了讓您在目前 2000 多支股票中快速掌握與您有關的資訊，建議從設定自選股

開始，之後便可從本系統的自選股畫面取得即時的股市資訊。 

2. 新增方式：在選單中先選擇要設定的盤別為台盤個股，在”台盤個股資訊”→”台

盤個股總覽”處選擇所要的股票種類，或直接在“名稱及代碼”欄位，輸入股票

代碼或股名，按[新增]鍵或 <Insert> 鍵將股票加入自選股。在”選定之自選資料”

用滑鼠點選股名直接上下拖曳，或點選 [上↑]、[下↓] 鍵可調整股票排序。 

3. 若要設定期貨/選擇權，要在盤別的部份選擇台盤期貨/台盤選擇權，並先點選要

加入期貨/選擇權的種類，再點選月份（EX:近一月），日後在更換合約月份時，

系統會自動更換月份，不需要重新設定。 

4. 刪除方式：請於「選定之自選資料」中先選擇所要刪除之自選股，按[刪除]即可

將股票從自選股中刪除；若點選[全部刪除]則會清空該自選群組中之標的股。 

5. 設定完畢，請按[儲存]，若不再設定其他群組，請按[確定]即可退此畫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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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按 <Enter> 並不會存檔。）  

6. 可用[建立群組]設定多組群組各自設定不同的自選股，最多 50 組；點選[刪除群

組]可將已建立之群組刪除；[重新命名]則是將所設的群組分別命名。 

7. 設定多組群組後，如其中有一組要設定為每次進入自選股報價畫面時的瀏覽群

組時，可以先點選要預設之群組名稱，再勾選「預設為瀏覽群組」並按[儲存]，

待下次您在點選自選股報價之相關畫面時，就會出現該組自設群組之報價資訊。 

8. 建議在設定好自選股群組後，可點選「匯出群組」進行備份，日後若程式異常

或電腦需重灌時，可利用「匯入群組」取回原設定檔。 

 

※ 報價走勢參數設定 

1. 可依喜好設定報價與走勢圖畫面之換頁時間、排序時間及與其顯示內容相關之

參數。 

 

※ 畫面顯示顏色設定 

1. 可變更報價畫面中相關文字、數字之顏色。 

2. 修改顏色欲設定的數值後，按下[確定]即可完成設定；若要還原預設值，請按[使

用預設值]鍵，再按下[確定]即可。 

 

※ 各排行表排序範圍設定 

1. 可更改各種排行報價所要提供的股票資訊，及要揭示的資料天數，做為該排行

表的預設畫面。 

2. 先點選左方要修改股票資訊的排行表項目後，再於右方選擇要揭示的分類，可

選擇「一般分類」、「產業分類」或「核心分類」後再勾選欲揭示的類別，其

中在「產業分類」與「核心分類」可點選依照當時漲跌幅排序的順序，做為選

擇分類。 

3. 「此組分類套用其他排行」：可將目前所選分類中之勾選設定套用至其他排行

表，不用另外再一一設定。 

 

※ 主力庫存參數設定 

1. 可分別設定上市或上櫃之取樣方式與流通籌碼依喜好，在相關設定條件成立才

揭示相關的主力庫存排行。 

2. 另外，亦可在右半邊設定相關股數，做為主力庫存排行的相關參考依據。 

 

※ 買賣比揭示設 

1. 您可依喜好設定符合特定條件才能揭示相關的買賣比資訊，在「即時行情」中的

「排行 / 券商排行 / 期間買賣家數比排行表」顯示符合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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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選產業指標設定 

1. 您可依喜好選擇部份指標分類或成份股至少需達 N 家以上的條件，揭示符合其

中一項設定之相關產業資訊。 

 

【其它說明】 

1. 上述內容除“綜合自選商品設定”外，其它設定若需還原預設值，請按[使用預

設值]鍵，再按下[確定]即可。 

2. 『行情資訊設定』中 “即時智慧選股提示設定”、“智選產業指標設定”等詳

細說明，請參閱“即時智慧選股提示”、“智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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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警示股設定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右鍵選單之[設定/綜合自選商品設定/警示]選項進入。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或按<F12>，再點選[警示]進入。 

 

【操作說明】 

1. 直接以滑鼠點或 按<↑> 、 <↓> 鍵來移動要設定的股票。 

2. 可分別設定「成交價上限」、「成交價下限」、「成交量上限」的警示相關設定。 

3. 輸入完成後，選擇繼續警示定義，再用滑鼠點選「更新」來確認該警示條件的設

定。 

4. 欲設定警示條件之個股皆定完成後，再按「確定」即可離開此功能畫面。 

 

【畫面說明】   

1. 自選群組：選擇要設定哪一個自選股群組。 

2. 股票：選擇該群組內之任一股票。 

3. 成交價上限：設定成交價上限的警示。總共有四種方式可設定： 

(1). 不設上限值：預設值為此選項，就是不設定成交價警示上限。 

2 

3 

4 

5 

6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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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上漲價差：選擇此選項，直接在「上限值」輸入區內輸入 N，則代表漲 N

元就會警示。 

(3). 依上漲幅度：選擇此選項，直接在「上限值」輸入區內輸入 N，則代表上漲

N%就會警示。 

(4). 依成交價位：選擇此選項，直接在「上限值」輸入區內輸入 N，則代表成交

價上漲到達 N 元就會警示。 

4. 成交價下限：設定成交價下限的警示。總共有四種方式可設定： 

(1). 不設下限值：預設值為此選項，就是不設定成交價警示下限。 

(2). 依下跌價差：選擇此選項，直接在「下限值」輸入區內輸入 N，則代表下跌

N 元就會警示。 

(3). 依下跌幅度：選擇此選項，直接在「下限值」輸入區內輸入 N，則代表下跌

N%就會警示。 

(4). 依成交價位：選擇此選項，直接在「下限值」輸入區內輸入 N，則代表成交

價下跌到達 N 元就會警示。 

5. 成交量上限：可設定成交總量或單量到達某數量時會警示。 

6. 繼續警示定義 

(1). 突破再警示：成交價由下而上穿越上限價，或成交價由上而下穿越下限價，

則警示一次。 

(2). 連續警示：成交價符合設定之警示條件，即持續警示。 

7. 更新：上述的設定資料，必須點選此選項，才會設定成功。 

確定：儲存警示設定資料，且關閉設定功能視窗。 

取消：取消警示設定資料，並關閉設定功能視窗。 

 

【功能說明】 

只要達到警示設定的其中一項條件，便可出現下列警示： 

1. 不需停留在特定畫面，即會於螢幕右下角出現提示氣球，並顯示該檔股最新成交

狀況；此時，以滑鼠左鍵點該提示氣球，可立刻開啟該檔個股之量價走勢圖。 

2. 個股量價走勢圖以黃色虛線顯示警示範圍。 

3. 因自選群組可設多組，若有同一檔個股於多組群組中皆有設定警示條件，當達到

該群組警示條件時，相關自選股/綜合自選股之同一群組報價畫面，該檔個股成

交價、單量或總量欄位以黃色底線警示；其它報價畫面或於自選股/綜合自選股

之其它群組報價畫面則以紫色底線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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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個股報價 

 

 
 

【如何進入此畫面】 

1.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台盤(T)/個股報價(Q)/全部股票(S)]選項進入。 

2.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的任一畫面，按 <F2>進入。 

 
【畫面說明】 

1. 股票別名底下有一黃色底線，可利用<↑>、<↓>鍵移動，按<Enter>鍵進入該股

票之走勢圖畫面；按<空白鍵>進入該股票技術分析分畫面；按<Insert>可加入預

設自選群組之中。 

2. 在盤中看盤時，會出現紅色、綠色、白色之全橫線，表示該股目前正有新的資

料更新（紅色：漲，綠色：平，白色：跌，可於<F12>行情資訊設定中更改顏色）。 

3. 當個股報價中有達到自選群組設定之警示範圍時，在相關欄位（如成交價、單

量、總量）處，會加以紫色底線標示。 

4. 當股票之成交值達到停板時，成交價依漲跌顏色加紅框或白框，以提醒使用者。 

5. 勢：目前成交價與前二筆變動成交價比較，大於以"+"，小於以"－"號表示。 

3. (由右而左依序記錄前一筆及前二筆資料之趨勢) 

6. 目前大盤指數及其相關資料。 

7. 單量顏色區分內盤(藍色)、外盤(紅色)成交及不定盤(黃色)。 

8. 當個股達到趨漲/趨跌警示時，其買進賣出價位相關欄位則顯示↑↓符號。 

9. 當個股暫停交易，在畫面中會顯示「X 暫停交易開始時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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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說明】 

1. 按右鍵選擇「變更報價欄位」可增加或刪減目前畫面中所顯示的欄位。 

2. 快速查詢 

008nn：直接跳查某頁次資料。（n 表頁次，例如：00805+<Enger>即可查第五頁） 

<Page Up>、<Page Down>：查看上一頁或下一頁股之報價，亦可用滑鼠滾輪上下

換頁。 

<Home>：查詢第一頁報價資料。 

<End>：查最後一頁報價資料。 

<*>：查詢自選股報價畫面，並以循環切換顯示金額、振幅、漲跌幅等不同欄位。 

3. 可以用滑鼠點選報價資訊，拖曳至 Excel，做 DDE 動態資料連結。 

4. 檔數變換:畫面顯示文字大小模式有七種 

001 查詢全螢幕股票之最詳盡之資料 005 查詢二分畫面較大字型股票之資料 

002 查詢二分畫面股票之資料 006 查詢全螢幕超大字型股票之資料 

003 查詢三分畫面股票之資料 007 查詢全螢幕特大字型股票之資料 

004 查詢全螢幕較大字型股票之資料 00 依上述七種畫面，作環狀轉換 

 

【特別說明】單量(成交張數)顏色之條件說明： 

單量條件 條件內容 
單量

顏色 

無買賣價 不定盤 黃色 

僅買價 

成交價 > 買價 紅色 

成交價 = 漲停價 紅色 

成交價 < = 買價 藍色 

僅賣價 

成交價 < 賣價 藍色 

成交價 = 跌停 藍色 

成交價 > = 賣價 紅色 

買價、賣

價皆有 

成交價落在買賣價正中間 黃色 

成交價若非落在買賣價正中間，

為偏紅偏藍原則，舉例如下： 

若買價為 49.0，賣價為 49.4 

49 <= 成交價 < 49.2 藍色 

成交價=49.2 黃色 

49.2 < 成交價 <= 49.4 紅色 

成交價 > = 賣價 紅色 

成交價 < = 買價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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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自選股/成交警示報價  

 

 
 

【如何進入此畫面】 

5.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台盤(T)/個股報價(Q)/自選股/成交警示報價(1)]。 

6.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工具列 ，或按<F1>。 

      
【操作說明】 

1. 在右上方成交警示報價中，按右鍵可選擇成交警示報價欄位，或於資料輸入區輸

入下方快速鍵切換 

070  只查看成交之資訊 072 只查看變動委賣價之資訊 

071 只查看變動委買價之資訊 073 所有回報資訊之混合查詢 

2. 右上方成交警示報價，可按右鍵選擇成交警示商品範圍全部股票或是自選股。 

3. 右下角為 "即時大盤走勢分析圖"與加權指數成交量分析下方顯示的資訊相同，

上圖中”9580.02”為目前大盤指數、”-61.88”為目前大盤的漲跌，可在加權指數成

交量分析 <F5> 按”─”切換顯示大盤 5 秒內的漲跌與成交金額。 

4. 自選股報價畫面輸入股票代號，按 <Insert> / <Delete> 可新增/刪除此自選股。 

5. 如有二組以上自選股，可按 或 <Ctrl>+<C>即可切換至其他自選股報價畫面。 

6. 當個股報價中有達到自選群組設定之警示範圍時，在相關欄位（如成交價、單量、

總量）處，會加以黃色底線標示；若達到其他自選群組設定警示範圍則以紫色底

線標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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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特殊交易商品報價 

 

 
 

【如何進入此畫面】 

7.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台盤(T)/個股報價(Q)/特殊交易商品報價(R)]。 

      
【操作說明】 

1. 在左下方可以切換四種特殊交易商品報價頁籤，分別是：「趨漲趨跌」、「暫停

交易」、「盤後延續撮合」、「注意股票」，切換相關頁籤即可查看當時最新資

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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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即時智慧選股提示 

 

 
    

【如何進入此畫面】 

8.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選股(M)/即時智慧選股提示(I)]選項進入。 

9.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或按<F11>進入。 

 
【操作說明】 

1. 提供多個不同智慧選股條件的頁籤，包含：創今高、破今低、連續外盤成交、

連續內盤成交、組合條件 1、組合條件 2…等。可以按 切換查看更多的頁籤。 

2. 按右鍵可以選擇切換選股商品範圍：台盤全部(扣權債)、台盤上市(扣權債)、台

盤上櫃(扣權債)、台盤自選股等，或按<*>鍵循環切換。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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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設定(F12)/即時智慧選股提示設定操作說明】 

1. 組合條件 1 與組合條件 2 的條件內容可於『設定(F12)/即時智慧選股提示股定』

功能中設定。「組合條件 1」頁籤之內容畫面顯示滿足組合條件 1 的訊息提示；

「組合條件 2」頁籤之內容畫面顯示滿足組合條件 2 的訊息提示。 

2. 「設定(F12)/即時智慧選股提示股定」中勾選「自動儲存訊息歷程檔」即可做儲

存；目前僅有「組合條件 1」與「組合條件 2」能做儲存功能，且需停留在此兩

個頁籤，才能將該選股結果進行儲存。 

3. 預設存檔路徑：C:\SYSTEX\FIMIDST2004\Dat，若要修改存檔路徑，按下「變更」，

可自設存檔路徑。 

4. 設定完畢，請按「確定」即可。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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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個股量價走勢圖 
 

 
 

【如何進入此畫面】 

12.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任一與個股走勢相關之功能選項進入。 

13.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下方輸入區內，輸入股票代號或股票名稱後按<Enter>

進入。 

      
【畫面說明】 

1. 個股量價走勢圖(藍色)，取即時量價之成交記錄，以圖形表示。 

2. 大盤走勢圖(綠色)。 

3. 當個股達到趨漲/趨跌警示時，其買賣價的相關欄位改顯示↑↓符號及時間。 

4. 昨量＝指該股前一交易日之收盤總成交量 

5. 振幅＝(最高價－最低價)÷昨日收盤價 

6. 漲跌＝目前成交價－昨日收盤價 

左方黃色括號為漲跌幅＝(目前成交價－昨日收盤價)÷昨日收盤價 

7. 平均股價＝成交總金額÷(總量*1000) 

8. 成交量變動＝總量÷昨量 

9. 最近 14 筆成交資料外盤(紅色)、內盤(藍色)、不定盤(黃色)張數累計值的比例圖。 

10. 從開盤至目前成交資料的外盤(紅色)、內盤(藍色)、不定盤(黃色)張數累計值比例

圖。 

11. 可按滑鼠右鍵「選擇右下視窗內容」切換右下方小視窗 20 個畫面可切換(鍵入數

字鍵 <000 ~ 021> + <Enter> 或按<*>循環切換)(016 為權證或基金資料、017 為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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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資訊)。 

12. 大盤與該股分類指數重疊線圖(灰色：大盤走勢圖；黃色：該分類股) 

13. 認股權證子母股對應之股票名稱(依成交總量做排序)，可點該股票名稱進入該權

證走勢圖。 

14. 左下方的「選」為該股有個股選擇權，可點「選」或輸入<713> + <Enter>進入該

個股選擇權報價。 

15. 個股所屬產業分類群組，一支股票最多顯示六種分類，若有更多分類，則會在第

六項位置顯示「…」，按下左鍵快點二下即可顯示完整的產業分類項目。 

16. 左下方的「期」為該股的個股期貨，可點「期」或輸入<714> + <Enter>進入該個

股的期貨走勢圖畫面。 

17. 點選「預測」可開啟預測贏家的畫面。 

 
【操作說明】 

1. 按<Page Up>、<Page Down>或直接輸入股票代號、滑鼠滾輪可切換其它個股走勢

圖。 

2. 輸入<00>+<Enter>或滑鼠快點二下即可顯示查價線；<←>、<→>或<＋>、<－>

移動查價線；再輸入一次<00>+<Enter>取消此功能。 

3. 按<＋>，手動換頁改自動換頁；按<－>，自動換頁改手動換頁。 

4. 按< . >，恢復/取消 CDP 逆勢操作指標。 

5. 按<0>+<Enter>，恢復/取消大盤走勢圖(綠色)。 

6. 按<1>+<Enter>可依序切換「取消均價線」、「顯示即時均價線」、「顯示歷史

均價線」(紫色)。 

7. 以滑鼠點選右下角認股權證子母股對應之股票代號，直接進入至該權證走勢圖。 

8. 如該股有發行選擇權，則在左下角會有「選」字，以滑鼠點選二次「選」或按

<713> + <Enter>後，會開啟該股之最近月份選擇權報價畫面。 

9. 如該股有發行個股期貨，則在左下角會有「期」字，以滑鼠點選二次「期」或

按<714> + <Enter>後，會開啟該股之期貨近月接續走勢圖畫面。 

10. 在個股走勢圖若按快速鍵”58X”(X=1，2，3；例如按 <581> +<Enter>後會切換

至該股所屬第一個產業分類的九宮圖)，可以按 <Page Up>、<Page Down>或以滑

鼠滾輪換頁操作切換，當切到最底時，下一頁會回到該分類九宮圖第一頁。 

11. 個股走勢輸入<67>+<Enter>，即可切至該股票所屬一般分類之個股報價頁面。 

12. 於個股自選預設群組走勢圖輸入<68>+<Enter>，即可揭示該自選群組中所有股票

之走勢九宮圖，當群組有超過 9 支自選股時，可以按<Page Up>、<Page Down>

或以滑鼠滾輪換頁操作切換，而九宮圖左上角第一支都固定是切入九宮圖之前

的走勢圖所屬之個股。 

13. 若該股票不屬自選預設群組，於走勢圖輸入<68>+<Enter>無任何作用。 

14. 以滑鼠點選該股之產業分類，即會開啟屬於該產業分類的報價畫面，或是可以

按快速鍵”56X”(X=1，2，3；例如輸入<561> +<Enter>後會切換至該股所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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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產業分類報價)切換至對應之產業分類報價畫面。 

15. 按<Ctrl>+<~>，即可將在右方循序切換<上方為五檔報價畫面>、<放大成交明細

畫面> 、<上方為報價資訊>。 

16. 按<空白鍵>、<Insert>可進入技術分析畫面。 

17. 按<Home>鍵可切換該股票的基本分析畫面。 

18. 其他資訊： 

01 當日量價明細參考表 

02 進入技術分析 

03 當日分價參考表 

04 當日分量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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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自選股九宮圖 
 

 
 

【如何進入此畫面】 

14.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台盤(T)/個股走勢(C)/自選股九宮圖(5)]選項進

入。 

     
【畫面說明】 

15. 自選股九宮圖走勢圖，一次提供九支自選股的走勢圖，以圖形表示。 

16.  

【操作說明】 

1. 自選股九宮圖顯示為預設自選群組的個股九宮圖，切換位置與順序則為該自選群

組從第一支股票開始之位置與順序，若該群組有超過 9 支股，按<Page Up>、<Page 

Down>或以滑鼠滾輪換頁操作切換至該群組不同股票的九宮圖，當切到最底

時，下一頁會回到該群組九宮圖第一頁，若未設自選股，則跳出<F12>綜合自選

商品設定畫面；當雙擊某支股票的九宮圖，則進入該股票的走勢圖。 

2. 由自選預設群組之自選股報價下輸入<68>+<Enter>可進該自選群組股票之九宮

圖。 

3. 於某自選群組之自選股的九宮圖下，若按 或是<Ctrl>+<C>，則會切到下一個自

選群組之第一頁的九宮圖。 

4. 於自選股走勢輸入<68>+<Enter>，即可揭示該自選群組中所有股票之九宮圖。 

5. 若該股票不屬任何自選群組，於走勢圖輸入<68>+<Enter>無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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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可切換座標為漲跌差額或百分比。 

7. 所有個股走勢圖依照屬於上市或上櫃股票即疊上加權指數或櫃檯指數走勢。 

8. 操作方向鍵移動紅色選擇框，或操作滑鼠移至自選股九宮圖某一個走勢圖後，按

<空白鍵>切換到相對應技術分析畫面，按<Enter>進入個股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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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大盤指數及成交量分析 
※ 模式 1 

 

 
 

 

【如何進入此畫面】 

17. 方法 1.點選功能列[台盤(T)/上市大盤(T)/指數及成交量分析(I)]選項進入。 

18.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工具列 或直接按<F5>。 

19. 方法 3.於[即時行情]視窗，在相關功能畫面輸入<05>+<Enter>(選單除外)。 

 
【畫面說明】 

20. 1、2：為含金融加權指數、未含金融加權指數刻度，刻度會隨指數漲跌彈性調

整。  

21. 3、4：分別為含金融加權指數漲跌幅、未含金融加權指數漲跌幅。 

22. 5   ：大盤預估量，在盤中預估今日成交金額，每分鐘調整一次預估值。 

23. 6～9：分別為委買、委賣、成交、買賣張差的每筆平均張數與差。 

24. 可設定顯示為”普通股票”或”全市場商品”，相關設定可於「設定

(F12)/報價走勢參數設定」中設定。 

25. 10  ：買家數  目前僅掛買的家數∕僅掛買且該價達漲停或跌停的家數  

26.       賣家數  目前僅掛賣的家數∕僅掛賣且該價達漲停或跌停的家數  

27.       內外家  內∕外盤家數 

28. 可設定顯示為”不含權證、公司債”或”全市場商品”，相關設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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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設定(F12)/報價走勢參數設定」中設定。 

29. 11  ：漲家數  目前成交價為漲的家數∕成交價達漲停板的家數 

30.       跌家數  目前成交價為跌的家數∕成交價達跌停板的家數 

31.       平家數  目前成交價為平盤的家數∕尚未成交的家數 

32.  

33. 可設定顯示為”不含權證、公司債”或”全市場商品”， 相關設定可

於「設定(F12)/報價走勢參數設定」中設定。 

34. 12  ：分別對應左邊資料，為 "前一指數時間”的資料，目前為 5 秒。  

35. 13  ：按<00>+<Enter>顯示成交金額量移動平均線。 

36. 14  ：按<－>鍵恢復/取消 CDP 逆勢操作指標值。 

37. 15  ：滑鼠點「選」後，會開啟台指選擇權最近月份報價畫面。 

38.  

【操作說明】 

01 委買委賣及成交明細表 07 銀行間美元匯率 

02 技術分析 08 金融行情 

03 指數委買委賣及成交分析表 09 國際股市指數分析 

04 江波分析圖 10 
八大類股交易分析/分類股交易分

析<*>切換 

05 
大盤/二秒大盤/委買賣差(比)切換等

六個模式 
11 委買委賣明細表筆數/張數<*>切換 

06 類股指數九宮圖 020 回補大盤走勢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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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 2 

 

 
 

【如何進入此畫面】 

39. 方法 1.於[加權指數及成交量分析]滑鼠右鍵選單，點選[選擇畫面模式/模式 2]。 

 

【畫面說明】 

40. 1.此稱為即時大盤(領先指標)，1 秒顯示 1 根紅棒，目前 5 秒刷新一次畫面。  

41. 2.即時大盤走勢分析圖右上角(  )可以用 <-> 鍵切換 

A. 8106.28 為即時大盤指數。 

(-70.94) 為與昨日收盤指數漲跌之比較。 

B. ( +0.07) 為與前一指數漲跌之比較。 

(19.04) 為 5 秒鐘內即時成交金額加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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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 3 

 

 
 

【如何進入此畫面】 

42. 方法 1.於[加權指數及成交量分析]滑鼠右鍵選單，點選[選擇畫面模式/模式 3]。  

 

【畫面說明】 

1. 畫面中間部份為自選股之成交回報資料，此處顯示資料依 [二、自選股/成交警示報價]

中右上方成交警示報價中，按右鍵可選擇成交警示報價欄位，或於資料輸入區輸入下

方快速鍵切換 

070  只查看成交之資訊 072 只查看變動委賣價之資訊 

071 只查看變動委買價之資訊 073 所有回報資訊之混合查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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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 4 

 

 
 

【如何進入此畫面】 

43. 方法 1. 於[加權指數及成交量分析]滑鼠右鍵選單，點選[選擇畫面模式/模式 4]。 

44.  

【畫面說明】 

1. 買賣張差(綠色走勢)代表市場想要買或想賣的淨額力道＝委買張數 — 委賣張數 

2. 買賣均差(紅/白色柱線)代表大單偏買方或賣方＝平均委買張數 — 平均委賣張數 

3. 買賣張差值 (隨著查價線而改變，若無查價線則顯示最新資料) 

4. 買賣張差走勢上界 

5. 買賣張差走勢下界 

6. 買賣均差值 (隨著查價線而改變，若無查價線則顯示最新資料) 

7. 買賣均差柱線上界 

8. 買賣均差柱線下界 

9. 在[設定(12)/報價走勢參數設定]中「上市、櫃大盤委買、賣、成筆/張內容」可以設定

計算範圍為普通股票或是全市場商品。 

45.  

【研判法則】 

1. 多方市場時，當買賣張差普遍高於 30 萬張，且買賣均張高於 0.6 張，今日收紅機率高。 

2. 多方市場時，當買賣張差普遍低於-80 萬張，且買賣均張低於 -0.6 張，今日收黑機率

高，甚至有轉空的疑慮。 

3. 進入空方市場，當買賣張差普遍高於 120~200 萬張，且買賣均張高於 0.6 張，今日收

紅機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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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入空方市場，當買賣張差近期普遍低高於 20 萬張，且買賣均張低於 -0.6 張，今日

收黑機率高。 

5. 盤中曲線的變化，代表盤中多空力量的消長，常有領先指數變動的現象。 

6. 上方 1~4 說明中，委買賣張數差值或平均委買賣張差值僅供參考，仍需留意近期一般

水平的數值，若出現異常，則會改變研判的基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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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 5 

 

 
 

【如何進入此畫面】 

46. 方法 1. 於[加權指數及成交量分析]滑鼠右鍵選單，點選[選擇畫面模式/模式 5]。 

47.  

【畫面說明】 

1. 真•買賣張差(綠色走勢)代表真實市場想要買或想賣的淨額力道＝(總委買張 – 漲停

委買張) – (總委賣張 – 跌停委賣張)。 

2. 真•買賣張差值 (隨著查價線而改變，若無查價線則顯示最新資料)。 

3. 真•買賣張差走勢上界 

4. 真•買賣張差走勢下界 

5. 在[設定(12)/報價走勢參數設定]中「上市、櫃大盤委買、賣、成筆/張內容」可以設定

計算範圍為普通股票或是全市場商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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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 6 

 

  
48.  

【如何進入此畫面】 

49. 方法 1. 於[加權指數及成交量分析]滑鼠右鍵選單，點選[選擇畫面模式/模式 6]。 

50.  

【畫面說明】 

1. 漲跌平家數線圖：紅色為上漲家數、白色為下跌家數、綠色為平盤家數線圖。 

2. 漲跌平家數值：紅色為上漲家數、白色為下跌家數、綠色為平盤家數值。 

3. 在[設定(12)/報價走勢參數設定]中「上市、櫃大盤委買賣、漲跌家數內容」可以設定

計算範圍不含權證、公司債或是全市場商品。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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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上市、上櫃市場概況交易分析 

51.  

52.  
53.  

【如何進入此畫面】 

54. 方法 1.點選功能列[台盤(T)/上市大盤(T)/市場概況交易分析(R)]選項進入。 

55.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在相關功能畫面輸入<10>+<Enter>(選單除外)。 

     

【畫面說明】 

56. 上半部資訊，提供「加權」、「股票」、「認購」、「認售」及「基金」類別的成

交筆數、比率%、成交張數、比率%、成交金額與比率%。 

57. 下半部資訊，提供「成交筆數比率%」柱線顯示為綠色。「成交張數比率%」柱線

顯示為藍色。「成交金額比率%」柱線顯示為紅色。 

58.  

【操作說明】 

59. 於「上市八大類股交易分析」、「上市分類股交易分析」及「上市市場概況交易分

析」畫面下，按 <*> 鍵可輪流切換此三個畫面，切換順序為「上市八大類股交易分析」

→「上市分類股交易分析」→「上市市場概況交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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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產業資訊 

 

 
 

【如何進入此畫面】 

60. 方法 1.點選功能列[台盤(T)/產業資訊(P)]。 

61.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藍字 進入。 

    ※註：產業分類指標會因分類異動而有所增減。 

 

【操作說明】 

62. 輸入選項數字代號+<Enter>或移動 <↑>、<↓>+<Enter>或以滑鼠移至想查看的

產業資訊功能，然後點選亦可。 

 

【功能內容說明】 

(一)產業行情表 (快速鍵：51) 

1. 提供「全部指標」及「智選指標」兩種分類。「全部指標」即為全部的產業指標

行情表，「智選指標」為<F12>功能設定的「智選產業指標設定」頁籤設定篩選

參數後，篩選出來的指標行情表。 

2. 提供各類產業指標漲跌狀況，操作同「報價資訊」之操作方式，亦提供 001-003

不同模式揭示。 

3. 按<Tab>啟動排序功能後，以<←>向左鍵、<→>向右鍵選擇所欲排序的欄位，再

按<空白鍵>做排序，結束後再按一次<Tab>鍵，離開排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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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走勢 (快速鍵：52) 

1. 提供「全部指標」及「智選指標」兩種分類。「全部指標」即為全部的產業指標

走勢，「智選指標」為<F12>功能設定的「智選產業指標設定」頁籤設定篩選參

數後，篩選出來的指標走勢。 

2. 提供各類產業指標走勢圖與大盤相比較，操作同「大盤指數及成交量分析」之操

作方式。(請參閱 3-3-12) 

3. 在產業指標走勢圖畫面點選下列快速鍵，提供功能如下：按<End>該指標相關的

原物料報價、按<Delete>該指標相關的國際股報價。 

(三) 產業九宮圖 (快速鍵：53) 

1. 提供「全部指標」及「智選指標」兩種分類。「全部指標」即為全部的產業指

標九宮圖，「智選指標」為<F12>功能設定的「智選產業指標設定」頁籤設定篩

選參數後，篩選出來的指標九宮圖。 

2. 提供各類產業指標九宮圖走勢圖(紫色)與大盤(灰白色)比較。 

3. <Page Up>、<Page Down>或以滑鼠滾輪換頁操作便可查上一頁或下一頁之走勢

圖，按 <*> 切換走勢刻度。 

4. 移動紅色選擇框或使用滑鼠點選所要查看的產業分類走勢圖二次，可查詢該分

類的產業指標走勢圖。 

(四) 產業九宮圖(漲跌幅排序) (快速鍵：54) 

1. 提供「全部指標」及「智選指標」兩種分類。「全部指標」即為全部的產業指標

九宮圖，「智選指標」為<F12>功能設定的<智選產業指標設定>頁籤設定篩選參

數後，篩選出來的指標九宮圖。 

2. 提供各類產業指標九宮圖走勢圖與大盤比較，並依目前漲跌幅依序做排序。操作

方式同「(三)、產業九宮圖」。 

(五) 產業交易分析 (快速鍵：55) 

1. 提供各類產業指標成交量資料，揭示漲跌幅與成交量資訊。 

2. 按 <*> 可切換為各產業分類成交量分析圖，再按<Page Up>、<Page Down>或以

滑鼠滾輪換頁查看上下頁更多的產業分類。 

(六) 成份股報價 (快速鍵：56) 

2. 在個股或指標畫面按 561、562、563…等，依序切到該個股所屬的第一個、第二

個、第三個…等的產業分類之成份股報價。 

3. 報價畫面操作同「報價資訊」之操作方式，提供 001-007 不同字型揭示。 

(七) 成份股走勢 (快速鍵：57) 

1. 提供產業成份股的量價走勢圖資訊，操作同「個股量價走勢圖」之操作方式。 

2. 於個股走勢輸入 571、572、573…等，則依序切到該個股所屬的第一個、第二個、

第三個…等產業分類採樣股的九宮圖。 

(八) 成份股九宮圖(快速鍵：58) 

1. 一次提供九支產業分類成份股的走勢圖，以圖形表示。 

2. 由成份股九宮圖選單輸入選項數字代號 + <Enter>，或是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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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或是以滑鼠移至想查看的產業分類，點選即可進入產業成份九宮圖。 

3. 進入產業成份九宮圖，切換位置與順序從該產業分類從第一支股票開始之位置與

順序，包含採樣與非採樣股票都會顯示，若該產業分類有超過 9 支股票，則可按 

<Page Up>、<Page Down>或以滑鼠滾輪換頁會切換至該分類不同股票的九宮圖，

當切到最底時，下一頁會回到該分類九宮圖第一頁，當雙擊某支股票的九宮圖，

則進入該股票的走勢圖。 

4. 於個股走勢按 581、582、583…等，則依序切到該個股所屬的第一、第二、第三

個…等產業分類採樣股的九宮圖，同樣可以按 <Page Up>、<Page Down>或以滑

鼠滾輪換頁切換，當切換到最底時，下一頁會回到該分類九宮圖第一頁。 

5. 按 <*> 可切換座標為實際值或漲跌百分比(預設為實際值)，並在結束富貴贏家

時儲存設定，下次開啟時會使用前次的座標設定。 

(九) 成份股九宮圖(漲跌幅排序) (快速鍵：59) 

提供所選擇該類之產業成份股九宮圖，依漲跌幅依序做排序。操作方式同「八、成

份股九宮圖」做法。 

(十) 成份股九宮圖(指標及個股漲跌幅排序) (快速鍵：50) 

1. 提供以目前漲幅最強的產業分類之個股九宮圖排序畫面，在畫面的左上角，會提

供產業分類目前的排名，如產業漲跌排序有變更時，仍會維持所設定的排名指標

分類。 

2. 按<Page Up>、<Page Down>或以滑鼠滾輪換頁操作可往下切換至第二名、第三

名…等，若要快速更換至其他名次之產業分類，鍵入數字鍵，即會到該名次之分

類個股九宮排序畫面，如要看排名第三名的產業指標分類，按 <003> +<Enter>

即可。 

(十一) 產業總覽(快速鍵：80) (富貴產總版提供) 

1. 『產業總覽』主要是將目前所有上市與上櫃股票依產業、集團、概念與指數分類，  

除提供各分類成份股報價資訊外，還提供各分類之參考指標走勢。點選功能列上

的『產業資訊』，再選「產業總覽」即可進入相關畫面。 

2. 在任意「行情報價畫面」以及「走勢圖畫面」，按數字鍵<80>+<Enter>即可進入

產業總覽樹狀圖畫面。點選各產業指標走勢圖以及個股走勢圖，按 <\> 即能進

入「組合畫面」從一個畫面中查閱各面向的相關數據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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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選指標 

 

 
 

【如何進入此畫面】 

63. 方法 1.點選功能列[台盤(T)/產業資訊(P)/產業行情(51)~產業九宮圖(漲跌幅排

序)(54)/智選指標]選項進入。 

64.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台盤資訊/產業資訊/1.產業行情~4.產業九宮圖(漲

跌幅排序)/智選指標]選項進入。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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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設定智選指標畫面如下： 

 
 

【如何進入此畫面】 

67.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右鍵選單之[設定]選項，再點選<智選產業指標

設定>。 

68.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或按<F12>再點選<智選產業

指標設定>。 

69.  

【功能說明】 

70. 「智選指標」提供使用者在眾多的產業指標中，運用參數的設定來篩選符合條

件的產業指標。 

 
【畫面說明】 

1. 勾選所欲揭示的產業指標。 

2. 可選擇「依分類排序」或是「依漲跌幅排序」進行產業指標揭示的類別。 

3. 「全選」、「全刪」，方便快速設定所欲選擇的產業指標。 

4. 設定揭示條件提供成份股數量的篩選，例如希望篩選出的產業指標成份股必須大

於等於 8 支，則在此填上數字 8。故篩選出來的產業指標，須符合使用者所勾選

所欲揭示的指標之外，且成份股數量須大於等於 8 的產業指標。 

5. 設定完畢，請按下「確定」即可。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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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產業總覽(此為富貴贏家產業版提供) 

 

  
 

【如何進入此畫面】 

71.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台盤(T)/產業資訊/產業總覽]選項進入。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紅字 進入。 

72. 方法 3.於[桌面管理員]，點選[產業總覽]選項進入。 

73. 方法 4.在任一走勢圖或行情報價畫面輸入數字鍵<80>+<Enter>。 

74.  

【功能說明】 

「產業總覽」為「富貴贏家產總版」獨家提供，主要是將目前所有上市與上櫃股票

依產業、集團、概念、指數與時事概念分類，除提供各分類成份股報價資訊外，還

提供各分類之指標走勢，對於研究產業最需要的「國際股」與「原物料」，本產品

都可以在同一個畫面呈現，省去費時至各網站找尋資料的時間。 

為讓使用者充分掌握產業總覽豐富的報價資訊，在各走勢圖畫面皆提供「組合畫面」

功能，按<\>即能從一個畫面中查閱各面向的相關數據行情。 

 

【操作說明】 

1. 左半部提供主分類為：「產業」、「集團」、「概念」、「指數」與「時事概念」

分類資訊，可以按  展開更多的細分類，或是按下  縮合起相關分類， 

2. 輸入產業指標或個股關鍵字(中文、英文、數字皆可，請注意大小寫)，按下「搜

尋」，下方即會揭示符合的關鍵字。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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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邊功能提供二個選項：產業指標走勢與行情、產業指標九宮圖。概略說明如下： 

(1) 產業指標走勢與行情：提供該產業指標的走勢圖與「組合畫面」，提供成

份股、國際股、原物料與指標明細資料。 

(2) 產業指標九宮圖：提供該產業指標的下一層指標或是成份股的九宮圖。 

 

【功能說明】 

1. 進入[台盤(T)/產業資訊/產業總覽]後，提供「產業、集團、概念、指數、時事概

念」樹狀選單。每個選單項目，再細分 2-3 層。分類說明如下： 

(1) 產業：依交易所 28 分類、再分次產業與細產業三層，顯示各指標資訊。 

(2) 集團：依集團名稱第一個字的筆劃再顯示集團名稱與其成份股(例如永豐餘

的“永”為 5 劃，因此點選”5 劃”可查得永豐餘與其他五劃相關集團名稱

資料)。 

(3) 概念：視市場資訊狀況，異動各個概念股。例如「節能概念」提供相關風

力發電、太陽能等相關股票。 

(4) 指數：再分“TSE、MSCI”顯示指數相關成份股資訊。例如 TSE 中的「50

指」，即提供 50 指數成份股。 

(5) 時事概念：為本公司與財金文化合作，推出目前市場上最熱門的時事議題

結合股市資訊加以分類所產生的時事概念股。因時事話題與事件不斷的改

變，故「時事概念」會不定期變動所揭示的主題與概念股。 

 

2. 以「產業」為例，細分主產業、次產業與細產業三層資訊。 

(1) 主產業：依台灣證券交易所 28 分類，並提供交易所 28 分類指標資訊。 

(2) 次產業：依主產業細分各次產業，並提供各次產業指標資訊(即為產業指

標)。 

(3) 細產業：依次產業再分細產業，由於成份股票數比較少，不提供細產業指

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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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選主產業指標(例如食品工業)，右邊選項顯示(1)產業指標走勢與行情(2)產業

指標九宮圖。 

(1) 產業指標走勢與行情：顯示產業指標走勢圖與相關「成份股、國際股、原

物料與指標明細」資訊。 

(2) 產業指標九宮圖：顯示次產業的指標九宮圖(或多商品走勢圖)。 

 

【補充說明】 

1. 「產業總覽」之產業指標包含主產業與次產業總計達近 300 個分類指標。 

2. 此產業分類與成份股異動是與財金文化合作，不定期更新。 

3. 指標編制方式： 

採股價平均法，計算公式如下： 

股價平均數 = 當期各股股價總和 / 基值 

在起算時，基值為樣本中股票種類的數目，在樣本異動或增資除權時，同樣也會

調整基值，以維持平均數的連續。 

4. 基期與基值  

(1) 基期為 2006 年 01 月 02 日。 

(2) 基值為 10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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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走勢圖「組合畫面」 

 

 
 

【如何進入此畫面】 

75. 方法 1.於[即時行情]的上市上櫃指數走勢圖、個股走勢圖以及產業指標走勢圖

畫面，按<\>或滑鼠右鍵選<組合畫面>進入。 

76.      

【操作說明】 

1. 每一個組合畫面，提供頁籤式選單顯示不同的資訊內容。以上圖加權指數為例，

提供「分類指數」(交易所 28 分類指數)、「產業指標」、「標的/權證」、「標的

/牛熊權證」。 

2. 組合畫面右邊的報價畫面，皆提供排序功能，可按<Tab>鍵，再按<←>、<→>選

擇任一報價欄位再按<空白鍵>，或直接用滑鼠雙擊欲排序之欄位進行排序。此功

能可運用於盤中搜尋強勢產業/股票使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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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指標走勢與行情】 

 

 
 

【操作說明】 

1. 任選主產業指標(例如食品工業)，右邊選項顯示(1.)產業指標走勢與行情(2.) 產業指標

九宮圖。點選(1.)產業指標走勢與行情，即進入如上圖之走勢圖「組合畫面」。 

2. 按 <\> 或滑鼠右鍵選<組合畫面\>可切換顯示如上圖之走勢圖「組合畫面」。 

3. 雙擊任一報價指標或個股名稱，連結顯示該指標或個股的走勢圖。 

4. 雙擊任一次產業名稱(以紫色顯示，例如大宗物資)，即可進入次產業的指標走勢圖「組

合畫面」。 

 

【功能說明】 

1. 組合畫面右下角共有四個頁籤選項：成份股、國際股、原物料與指標明細。說明如下： 

(1) 成份股：為此產業指標的次產業分類與其成份股，並顯示強勢成份股。每一成份股，

會依照其漲跌幅與該指標的漲跌幅比較，若該成份股的漲跌幅大於該指標的漲跌

幅，畫面報價列會以暗紅底色表示(例如上圖「乳品」指標漲跌幅為+0.04，其成份

股友華、愛之味、味全、佳格與統一，其中友華的漲跌幅+1.60 大於乳品+0.04，所

以友華以暗紅底色來顯示)。此強勢股，在盤中預設每隔十秒自動排序一次。 

(2) 國際股：顯示與此產業相關的中、港、美、日、韓以及歐洲區(英國、法國、德國、

義大利)的相關重要商品收盤報價。由於各國家的收盤時間不一，因此本報價提供最

近一個交易日的收盤資料(報價欄位可按右鍵點選「變更報價欄位及文字」，新增「交

易日期」來得知資料日期)供使用者參考。雙擊任一國際股名稱，可顯示該國際股的

技術指標圖。 

1 



精誠富貴贏家 

 3-3-58 

(3) 原物料：顯示與此產業的相關原物料報價。由於各原物料的報價時機並不相同，因

此本報價提供最近一次的資料(報價欄位按右鍵點選「變更報價欄位及文字」，新增

「日期」來得知資料日期)供使用者參考。雙擊任一原物料名稱，顯示該原物料商品

的閃電圖。 

(4) 指標明細：即是產業指標走勢圖按 <01> 顯示的<指標及成交量明細表>，提供觀看

走勢同時顯示指標明細功能。 

2. 於產業指標走勢畫面，按 <Delete> 顯示「國際重要個股」報價畫面、 <End> 顯示「原

物料報價」畫面。國際股與原物料報價，皆顯示於產業指標走勢圖「組合畫面」的頁

籤中。 

3. 於產業指標走勢畫面，點選  (紫色)連結至產業總覽網頁顯示此產業指標的「產業

分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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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指標】 

 

 
 

【操作說明】 

1. 任選主產業指標(例如食品工業)，右邊選項顯示(1)產業指標走勢與行情(2) 產業指

標九宮圖。點選(2)產業指標九宮圖，即進入如上圖的九宮圖畫面。 

2. 產業指標九宮圖：若是點選次產業商品時，則顯示該次產業成份股九宮圖。例如，當

點選「大宗物資」時，則顯示其成份股(天仁、農林、大成...等)的商品九宮圖。 

3. 任選主產業指標(例如食品工業)點選右邊的(2)產業指標九宮圖，進入產業指標九宮

圖，雙擊每一小格指標(例如大宗物資)，則進入該指標成份股報價走勢圖。若於次產

業指標，點選右邊「2.成份股九宮圖」進入次產業指標成份股九宮圖，雙擊每一小格

個股走勢圖，則連結顯示該個股走勢圖。 

4. 此畫面仍提供按 <*> 切換指數刻度模式(差額或百分比)。按滑鼠右鍵提供更多功能

選項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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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股走勢圖組合畫面】 

 

  
 

【操作說明】 

1. 於個股走勢圖畫面(例如<台積電 2330>)，按 <\> 或滑鼠右鍵點選<組合畫面>即可進

入如上圖個股走勢圖「組合畫面」。按 <PgUp>、<PgDn> 可切換上下支股票之走勢圖。 

2. 組合畫面亦提供按 <*> 或 <000-020> 切換走勢圖下方中間小視窗子功能與

<01>-<04> 子功能。 

3. 雙擊任一個股名稱，連結顯示該個股的量價走勢圖。 

 

【功能說明】 

1. 組合畫面右方共有七個頁籤選項：產業股、上下游、概念股、集團股、標的/權證、標

的/牛熊權證與成交明細。分別說明如下： 

 

(1) 產業股：此個股所屬產業與其同產業成份股票報價。以上圖「台積電」為例，屬於

IC 製造業，則此頁籤顯示 IC 製造業指標與其成份股票報價。每一成份股，會依照

其漲跌幅與該指標的漲跌幅比較，若該成份股票的漲跌幅大於該指標的漲跌幅，畫

面以暗紅底色表示(例如上圖的「IC 製造」指標漲跌幅為-0.16%，其成份股「陽光能」

至「台電」等股票的漲跌幅皆“大於”IC 製造的-0.16%，所以顯示反暗紅底色)。此

強勢股，在盤中預設每隔十秒自動更新排序一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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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下游：依此個股所生產的產品，顯示生產該產品的上游、競爭者與下游公司股價。

以下圖台積電為例，主要生產品為專業晶圓代工。其上下游與競爭者 

   廠商的關係如下表。 

    
 

                

 

 

 

 

 

 

(3) 概念股：此個股所屬概念名稱與其成份股報價。例如「台積電」，屬於「New iPad」、

「iTⅤ」與「美國 ADR」概念等概念股。 

(4) 集團股：此個股所屬集團名稱與其相同集團股票報價。例如「台積電」，屬於「台

積電」集團，此畫面顯示「台積電」集團指標與所屬集團內各公司股票的報價。 

(5) 標的/權證：以此個股為發行標的(若於權證個股走勢圖，則此頁籤代表此權證的標的

個股)權證報價。 

(6) 標的/牛熊權證：以此個股為標的的相關牛證與熊證。 

(7) 成交明細：此個股的成交明細表(同走勢圖<01>價量明細表子功能)。 

2. 於個股走勢畫面，點選 (紫色)連結「產業總覽網頁」顯示此個股的<個股供銷分析>

資訊。 

 

主要產品 關係 產品 上市櫃公司 

專業晶圓代工 上游 光阻 (N/A)代表無台灣 

相關上市櫃公司 

  矽晶圓 漢磊 

 競爭 專業晶圓代工 聯電 

 下游 IC 設計 旺玖 

   笙泉 

上游 

競爭 

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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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總覽網頁」 

 

 
 

 

【操作說明】 

 進入富貴贏家『產業總覽網頁』方式有四種：  

 

1. 點選工具列紫色的「產」字( )。 

2. 在桌面管理員點選「產業總覽」，選擇「產業總覽網頁」。 

3. 於富貴贏家的任一產業指標畫面，點選紫色的「產」字( )，連結顯示產業總覽網頁

的「產業分類」該產業指標相關圖示與商品。 

4. 於富貴贏家的任一個股走勢圖或是報價畫面，點選紫色的「產」字( )，連結顯示產

業總覽網頁的「個股供銷分析」該個股上下游與主要競爭者商品資訊。 

  

【功能說明】 

 「產業總覽網頁」提供六大功能：「產業分類、個股供銷分析、國際供銷分析、同業評

比、新聞與原物料相關」。各功能說明如下： 

 

1. 產業分類：依據證交所 28 分類再分次產業與細產業。利用樹狀目錄與頁籤提供每一個

次產業相關產業圖示與細產業成份股(如上圖)，並有關鍵字查詢功能，快速查閱產業或

個股分類。 

2. 個股供銷分析：從台灣個股主要產品/服務角度，列出競爭者與供銷相關公司。 

細
產
業 

次產業 
主產業 



精誠富貴贏家 

 3-3-63 

3. 國際供銷分析：列出知名美/日/韓股與台灣上市櫃公司之競爭與供銷關係。 

4. 同業評比：提供「次產業」所屬相關公司以相關財務數據排序比較。 

5. 新聞：以「次產業」分類呈現新聞資訊。 

6. 原物料相關：提供各產業對應之相關原物料報價資訊與歷史價格走勢圖，並列出相關

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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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分類】 

 

特性\分類 產業分類 概念分類 集團分類 

分類層次 主產業/次產業/細產業/個股 主概念/次概念/個股 筆劃/集團/個股 

個股市場別 台/港/中/美/日/韓 台股 台股 

 

 
 

【功能說明】 

依據交易所 28 分類再分次產業與細產業。利用樹狀目錄與頁籤提供每一次產業相關產業

圖示與細產業成份股(如上圖)，並有關鍵字查詢功能，快速查閱產業或個股分類。 

 

【操作說明】 

1. 所有功能畫面的最上方均會顯示此頁籤，方便使用者切換不同功能。此外，系統會

自動記錄使用者最後切換的「產業別」。  

2. 使用者可於「產業/概念/集團分類」畫面左上方以滑鼠游標點選切換不同分類，或點

選<查詢>以輸入關鍵字或個股代碼查詢。 

3. 第 3 區以「樹狀目錄」方式顯示分類階層，內容與第 4 區相同。 

4. 第 4 區分類內容與第 3 區相同，上層為主產業分類、下層為次產業分類，使用者可

點選最左方 或最右方 ，亦提供分類頁籤切換產業。 

5. 本區顯示細產業分類，使用者可點選本區名稱或點選第 6 區插圖，切換不同細產業。 

6. 本區以插圖方式顯示細產業分類，並以「紅框」標示目前所選類別，另以「藍框」

標示滑鼠游標位置類別。 

5 

6 3 

4 
1 

2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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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使用者切換不同細產業時，本區中會自動切換對應相關個股。點選滑鼠左鍵勾選

個股名稱前方□後，再點選本區上方<+>圖示，可將所選個股加入富貴贏家系統預

設自選群組；點選<！>圖示，可直接切換至富貴贏家產業指標走勢圖畫面。此外，

點選上方<市場別>之功能選單，可選擇顯示中、港、美、日、韓或其他之相關國際

股。 

8. 於個股名稱處按滑鼠右鍵顯示功能選單，不同市場別之個股可以超連結方式切換至

不同功能畫面。 

9. 「概念分類」功能與「產業分類」大致相同，但僅區分「主概念、次概念、相關個

股」（三層）(如下圖)。 

10. 「集團分類」功能與「產業分類」大致相同，但僅區分「筆劃、集團名稱、相關個

股」（三層）(如下圖)。. 

 

 

 

 

 

  

 

 

                 

 
【概念分類畫面】                     【集團分類畫面】   

                      
11. 查詢：使用者於輸入區輸入欲搜尋的關鍵字或個股代碼後，以滑鼠游標點選右方<

查詢>按鈕，或按鍵盤<Enter>進行查詢(查詢範圍包括產業、概念、集團分類）。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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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股供銷分析】 

 

 
 

【功能說明】 

從台灣個股主要產品/服務角度，列出競爭者與供銷相關公司。 

 

【操作說明】 

1. 本區最左方顯示標的台股名稱與代碼，點選<Ⅴ>圖示可自動勾選畫面中所有台股；

點選<Ｘ>圖示可取消勾選畫面中所有個股；點選 <+> 圖示可將勾選個股加入富貴

贏家預設自選股群組(股票名稱前方的小方框若呈現灰色，表示尚未開放加入自選

股）；使用者可於中間搜尋區輸入台灣上市/櫃股票名稱關鍵字或代碼查詢；點選

最右方列印或匯出按鈕可列印目前畫面或將資料匯出成 Excel 或 PDF 格式檔案；點

選<營運近況>則會跳出一個對話框顯示該個股之<營業近況描述>，於上方功能選單

亦可選擇<公告營收比重>及資料年份以及時間。 

2. 本區顯示標的台股之主要產品(藍底反白字)之競爭者，1~4 區上方均有<Ⅴ>、<Ｘ>、

<┼>圖示可針對該區選取/取消/加入自選股；使用者可將滑鼠移至個股名稱處按下

滑鼠右鍵顯示功能選單，不同市場別之個股可以超連結方式切換至富貴贏家或產業

總覽網頁不同功能畫面；此外，若標的台股有多項主要產品，使用者可點選下方灰

底反白字切換(例如上圖共有「TFT-LCD」和「中小尺吋面板」可供選擇)。 

3. 本區顯示標的台股主要產品之上游相關原物料或零件供應商。 

4. 本區顯示標的台股主要產品之下游（銷售/委託代工）客戶或通路商。 

5. 本區個股名稱處按下滑鼠右鍵顯示功能選單，不同市場別之個股可以超連結方式切

換至不同功能畫面。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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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供銷分析】 

 

 
 

【功能說明】 

列出知名美/日/韓股與台灣上市櫃公司之競爭與供銷關係。 

 

【操作說明】 

1. 本區以樹狀目錄方式呈現，依市場別、公司英文名稱字母順序分類；使用者可直接

點選展開目錄索引公司名稱，或於本區上方搜尋區輸入公司英文名稱進行關鍵字查

詢。 

2. 本區最上方顯示所查公司之股票發行「市場別、公司英文名稱、股票代碼」，下方

顯示每日收盤價走勢圖。移動滑鼠或按鍵盤的左右鍵即可移動查價線，使用者可點

選圖形下方不同資料區間按鈕切換一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等資料區間。 

3. 本區顯示該公司與台灣上市/櫃公司有供/銷或競爭關係之主要產品/服務，使用者可

點選所欲查詢項目，第 4 區會顯示對應相關台股名稱與對應關係(以上圖為例，日

本 Sharp 夏普公司，於 TFT-LCD 產品，與台股相關的眾多上市櫃公司中之其一有

楠梓電公司，且楠梓電為 Sharp 公司的 TFT-LCD 上游供應商。) 

4. 使用者可於本區勾選台股，取消或加入自選股。此勾選之股票，將加入富貴贏家自

選股預設群組，使用者可於工具列點選 、 <F1>、 / <888>或 、 

<889>、 畫面查閱此股票之即時報價。亦可於個股名稱處按下滑鼠右鍵顯示

功能選單，以超連結方式切換至不同功能畫面。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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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評比】 

 

 
  
【功能說明】 

1. 提供「次產業」所屬相關公司以相關財務數據排序比較。 

2. 提供同業成份股各欄位資訊計算同業平均值。點選各欄位名稱，顯示平均值與各成

份股的排序。 

 
【操作說明】 

1. 本區顯示與「產業分類」相同，使用者可於此區切換查詢不同分類之同業評比（僅

限以「次產業」進行比較）；使用者若未指定產業別，則本功能之預設畫面為顯示

「光電業」第一項次產業「LCD 面板」之同業「獲利能力」相關數據。 

2. 使用者點選<查詢項目>可切換查詢內容項目(例如：獲利能力、董監持股等)，以及

資料日期(現階段僅提供<季>資料)；使用者未選擇時，系統預設顯示目前最近一季

公佈的獲利能力相關數據。另外，亦提供「匯出」功能，點選後即將資料匯出至

Excel 表格運用。 

3. 本區將各家公司及同業平均值以列表方式呈現，系統預設將平均值顯示於本表最上

方第一列，各公司則暫先以股票代碼排序；使用者可以滑鼠雙擊點選欲「指定排序」

欄位後，進行排序；使用者可於本區下方點選「全部選取/全部取消/加入自選股」，

亦可於個股名稱處按下滑鼠右鍵顯示功能選單以超連結方式切換至其他功能畫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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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告】 

 

 
 

【功能說明】 

以「次產業」為分類呈現新聞資訊。 

 

【操作說明】 

1. 「即時新聞總覽」功能提供當日最新的新聞報導。 

2. 本區顯示與「產業分類」相同，使用者可於此區切換查詢不同產業之新聞資訊。例

如點選「食品工業」並選擇次產業「大宗物資」，即可進入「大宗物資」的相關新

聞。 

3. 本區點選三角形符號（ ）可切換顯示/不顯示「產業分類」樹狀圖，亦可按住滑鼠

左鍵點住灰色分隔線不放(如第 3 區標示箭頭處)，直接拖曳修改「產業分類」區大

小。 

4. 使用者可於本區設定查詢特定日期區間之新聞，並可移動滑鼠滾輪或移動 Scroll 

Bar 切換上下頁。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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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相關】 

 

 

 

【功能說明】 

提供各產業對應之相關原物料報價資訊與歷史價格走勢圖，並列出相關個股。 

 

【操作說明】 

1. 本區以樹狀目錄方式顯示「主產業-次產業-原物料/商品」。點選三角形（ ）可切

換顯示/不顯示此目錄。由於並非所有產業均有對應之原物料或相關零組件報價，

故此區顯示之產業類別比「產業分類」少；使用者可於此區點選特定產業查詢對應

之相關原物料或零組件資訊。若未點選本區樹狀目錄「產業別-原物料/商品」時，

系統預設顯示「首頁」，內容為「第 3 區-焦點新聞、第 4 區-漲/跌幅排行、第 5 區

-熱門商品/原物料報價」。 

2. 使用者可於本區點選「頁籤」切換首頁、報價走勢、新聞剖析、趨勢關聯，亦可於

搜尋區輸入原物料(例如「原油」)或零組件關鍵字查詢。 

3. 「首頁」本區內容為「焦點新聞」（針對原物料相關），可點選新聞標題觀看內文；

最新頭條新聞顯示內文摘要兩行，並於摘要下方依新聞時間排序顯示最近三則新

聞。 

4. 使用者若未指定產業別時，系統預設顯示「首頁」本區內容為「漲/跌幅排行」（每

日更新一次），使用者可點選表格上方切換「日/週/月」報價週期觀看前五名（排

序範圍與漲跌幅計算方式如下表）；表格右方為「漲/跌幅%」前五名之商品的迷你

走勢圖（可 RolloⅤer 左方商品名稱切換圖形），下表為此區顯示與漲跌幅計算方

式。 

2 
1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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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 日報價 週報價 月報價(含不定期) 

排序範圍 
所有提供日報價的原物料/

商品 

所有提供週報價的原物料/

商品 

所有提供月報價的原物料/

商品 

漲跌幅 

計算方式 

〔(最新日報價-前 1 日報價)/

前 1 日報價〕*100％ 

〔(最新週報價-前 1 週報

價)/前 1 週報價〕*100％ 

〔(最新月報價-前 1 月報價)/

前 1 月報價〕*100％ 

 
5. 本區顯示「熱門原物料/商品」報價（共三個欄位：類別、名稱、最新數據），使

用者可點選商品名稱切換顯示「報價走勢」畫面。 

 

 
 

6. 當使用者切換至「報價走勢」畫面時，可於此區點選所要查詢產業之相關原物料商

品。 

7. 此區將顯示指定原物料/商品之報價資料與走勢圖，移動滑鼠可移動查價線，並可

點選「匯出圖檔」，方便製作研究報告。 

8. 此區顯示所選次產業相關原物料之對應台股關係。以上圖為例：「中鋼」與此原物

料(線材)關係為“產品”，表示(線材)為「中鋼」生產出來的產品。而(線材)為「官

田鋼」的原料。另外，可於個股名稱處按下滑鼠右鍵顯示功能選單切換至個股其他

功能畫面。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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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自搜尋區輸入股票(例如「中鋼」)或原物料名稱(例如「鐵」)，則顯示與該輸入名

稱相關之產業分類與原物料。 

 

 
 

10. 「新聞剖析」提供次產業相關新聞，可使用關鍵字搜尋相關新聞標題，點選新聞

標題後顯示此新聞日期、提供者與新聞來源。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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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趨勢關聯」提供跨產業原物料趨勢(漲跌幅)疊圖。使用者可以任選十個原物料商

品待選，但最多可同時有五個商品趨勢重疊。點選商品名稱前面之< >移除該商

品。點選< >則顯示此商品走勢圖。移動滑鼠，可於圖形右上方依不同的商品名

稱顏色顯示該商品該日之漲跌幅；點選「匯出圖檔」即可另外存成圖片檔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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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區為搜尋輸入區，可輸入原物料或股票名稱。例如輸入「原油」。 

13. 此區顯示查詢結果。如上例，輸入「原油」，顯示與原油相關的原物料與該原物

料所屬的主次產業別，點選勾選欄「 」，再點「加入」，代表此商品會列入「趨

勢關聯」走勢重疊圖中。若雙擊商品名稱(例如「原油 杜拜 現貨價」)，則下方顯

示與該主產業相關之次產業與商品名稱(如第 15 點說明)。 

14. 在第 14 區點選某原物料商品名稱時，此區即顯示該原物料相關之台股與產業分

類，點選勾選欄「 」，再點「加入」，代表此台股會列入「趨勢關聯」走勢重

疊圖中。 

15. 此區可切換原物料的「查詢結果」以及「趨勢關聯」走勢疊圖。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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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核心資訊 
 

 
 

【如何進入此畫面】 

77.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台盤(T)/核心資訊]選項進入。 

78.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進入。 

     

【操作說明】 

79.  輸入選項數字代號+<Enter>或移動 <↑>、<↓> + <Enter> 或以滑鼠移至想查看的

產業資訊功能，然後點選亦可。 

 
【功能內容說明】 

(一) 核心行情表(快速鍵：71) 

1. 提供核心指標漲跌幅報價畫面，並會標示出該個股所屬的核心指標，此畫面操作同

「報價資訊」之操作方式，亦提供 <001> - <003> 切換一欄至三欄方式呈現。 

2. 按<Tab>以<←>左鍵、<→>右鍵選擇所欲排序的欄位，再按<空白鍵>做排序，結束

後再按一次<Tab>鍵，離開排序功能。  

(二) 核心走勢(快速鍵：72) 

1. 提供核心指標走勢圖與大盤比較，操作同「大盤指數及成交量分析」之操作方式。 

2. 核心指標不提供<End>該指標相關的原物料報價、<Delete>該指標相關的國際股報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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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核心九宮圖(快速鍵：73) 

1. 提供核心指標九宮圖走勢圖與大盤比較。 

2. <Page Up>、<Page Down>或以滑鼠滾輪換頁操作便可查上一頁或下一頁股之走勢

圖，按 <*> 切換走勢刻度。 

3. 以<←>左鍵、<→>右鍵移動紅色選擇框按下<Enter>或使用滑鼠點選所要查看的核心

分類走勢圖二次，可查詢該分類的核心成份股報價。 

(四) 核心九宮圖(漲跌幅排序) (快速鍵：74) 

80. 1.提供核心指標九宮圖走勢圖與大盤比較，依漲跌幅依序做排序。操作方式同「三、

核心九宮圖」做法。 

(五)核心交易分析(快速鍵：75) 

1. 提供核心指標成交量資料，以比較漲跌與成交量資訊。 

2. 按 <*> 可切換為 21 類核心分類成交量分析圖，再按<Page Up>、<Page Down>或以

滑鼠滾輪換頁操作查看上下頁更多的核心分類。 

(六)成份股報價(快速鍵：76) 

1.報價畫面操作同「報價資訊」之操作方式，提供 <001> - <007> 七種文字模式揭示

報價。 

(七)成份股走勢(快速鍵：77) 

1.提供核心成份股的量價走勢圖資訊，操作同「個股量價走勢圖」之操作方式。 

(八)成份股九宮圖(快速鍵：78) 

1.一次提供九支核心分類成份股的走勢圖，以圖形表示。 

2.由成份股九宮圖選單輸入選項數字代號 + <Enter>，或是移動 <↑>、<↓>、<←>、

<→>鍵，或是以滑鼠移至想查看的核心分類，然後點選即可進入核心成份九宮圖。 

3.進入核心成份九宮圖，切換位置與順序從該核心分類從第一支股票開始之位置與順

序，包含採樣與非採樣股票都會顯示，若該核心分類有超過 9 支股票，則可按 <Page 

Up>、<Page Down>或以滑鼠滾輪換頁操作會切換至該分類不同股票的九宮圖，當切

到最底時，下一頁會回到該分類九宮圖第一頁，可當雙擊某支股票的圖型，進入該

股票的走勢圖。 

4.按 <*> 可切換座標為實際值或漲跌百分比(預設為實際值)，並在結束富貴贏家時儲

存設定，下次開啟時會使用前次的座標設定。 

(九)成份股九宮圖(漲跌幅排序) (快速鍵：79) 

81. 1.提供所選擇該類之核心成份股九宮圖，依漲跌幅依序做排序。操作方式同「八、

成份股九宮圖」。 

(十)成份股九宮圖(指標及個股漲跌幅排序) (快速鍵：70) 

1.以目前漲幅最強的核心分類之個股九宮圖排序畫面，在畫面左上角，會顯示提供核

心分類目前的排名，如核心漲跌排序有變更時，仍會維持所設定的排名指標分類。 

2.按<Page Up>、<Page Down>或以滑鼠滾輪換頁操作可往下切換至第二名、第三

名、…，若要快速更換至其他名次之核心分類，鍵入數字鍵，即會到該名次之分類

個股九宮排序畫面，如要看排名第三名的核心指標分類，按 <003>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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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興櫃資訊 
 

 
 

【如何進入此畫面】 

82.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台盤(T)/興櫃資訊]選項進入。 

83.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進入。 

     

【操作說明】 

84.  輸入選項數字代號+<Enter>或移動 <↑>、<↓> + <Enter> 或以滑鼠移至想查看的

產業資訊功能，然後點選亦可。 

 
【功能內容說明】 

(一) 全市場資訊 

提供興櫃全市場成交量明細資訊。 

(二) 個股報價 

提供各興櫃股票報價資訊，操作方式同證券報價資訊，請參照「3-3-1 報價資訊」。 

(三) 個股走勢 

提供各興櫃股票走勢圖，操作方式同個股量價走勢圖，請參照「3-3-7 個股量價走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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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場資訊】 

 

 
 

【畫面說明】 

1. 興櫃全市場資訊由於沒有加權指數，所以無法揭示走勢圖，僅能以數字顯示，且在

揭示的欄位中沒有任何興櫃加權指數或漲跌資訊，只有成交筆數/股數及委買賣資

訊。此資訊每分鐘揭示一次。 

2. 畫面中量的單位為千股。 

     

【操作說明】 

1. 可按<Page Up>、<Page Down>、<Home>、<End>或以滑鼠滾輪換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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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價走勢圖說明】 

 

 
 

【畫面說明】 

86. 因櫃買中心不提供昨收價，也沒有參考價，僅提供前一有交易之營業日的均價，

故即以此做為開始交易基準價，並由此計算出漲跌與振幅。 

87. 由於興櫃無漲跌停限制，在走勢圖之上下界仿期貨浮動刻度方式，先以參考價的

+/- 4%做為上下界預設值，如此逐步擴大漲跌區間範圍。 

88. 因成交價並非統一撮合也無該成交價提供券商之資訊，所以無法知道內外盤之資

訊，故單量不隨內外盤變色，走勢圖上亦不提供內外比例圖。 

89. 在右方成交價後方的英文字說明：興櫃成交行情中投資人（委託）方為買方時顯

示 B；賣方時顯示 S。 

90. 個股和量有關的欄位以「股」為單位揭示。 

     

【操作說明】 

1. 按<Page Up>、<Page Down>、<Home>、<End>或以滑鼠滾輪換頁。 

2. 按<00>+<Enter>或滑鼠快點二下即可顯示查價線；<←>、<→>或<＋>、<－>移

動查價線；再按一次<00>+<Enter>取消此功能。 

3. 按<＋>，手動換頁改自動換頁；按<－>，自動換頁改手動換頁。 

4. 按<1>+<Enter>可依序切換「取消均價線」、「顯示即時均價線」、「顯示歷史

均價線」(紫色)。 

5. 可按滑鼠右鍵「選擇右下視窗內容」切換右下方小視窗 5 個畫面，或直接輸入<

數字鍵> <000、010、011、012、015> + <Enter> ，亦可按<*>循環切換。其代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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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下： 

000 全市場成交量資料 

010 最近成交 14 筆即時價量明細 

011 當日分量參考表 

012 當日分價參考表 

015 最佳五檔買賣與賣價之委託價量 

 

6. 個股走勢按<67>+<Enter>，即可切至該股票所屬一般分類之個股報價頁面。 

7. 於個股自選預設群組走勢圖按<68>+<Enter>，即可揭示該自選群組中所有股票之走

勢九宮圖，當群組有超過 9 支自選股時，可以按<Page Up>、<Page Down>或以滑

鼠滾輪換頁操作切換，而九宮圖左上角第一支都固定是切入九宮圖之前的走勢圖

所屬之個股。(若該股票不屬自選預設群組，於走勢圖按 <68>+<Enter>無任何作用) 

8. 按<Ctrl>+<~>，即可將右方循序切換成模式一：上方為報價資訊(預設模式)、模式

二：上方為五檔報價畫面、模式三：放大成交明細畫面為 17 筆、。 

9. 按<空白鍵>、<Insert>可進入技術分析畫面。 

10. 其他資訊： 

01 當日量價明細參考表 

02 進入技術分析 

03 當日分價參考表 

04 當日分量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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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期貨報價資訊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即時行情]相關畫面，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或輸入 <702> + <Enter>。 

 方法 2.於功能選單，點選 [期權(F)/期貨報價(Q)/全部合約(S)]進入。 

 
【操作說明】 

1. 合約名稱下方黃色底線，用<↑>、<↓>鍵移動，按<Enter>選擇合約之詳細量價走勢

圖；按<Space>選擇合約之技術分析；按<Insert>可加入預設自選群組之中。 

2. 按 < • > 鍵可切換下方顯示報價資訊、右方顯示量價走勢圖、僅顯示詳細報價。 

3. 按 <＋> 、 <－> 鍵可自動播報、停止自動播報。 

4. 按<Page Up>、<Page Down>、<Home>、<End>或滑鼠滾輪換頁操作可切換其它個

股走勢圖。 

5. 左下方可以切換「指數期貨」、「個股期貨」的報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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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期貨量價走勢圖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期權資訊/期貨走勢/全部合約]進入。 

 方法 2.在視窗右下方輸入區內輸入期貨代號，如：<WTXK5>+<Enter>；或精誠代號，

如：<101055>+<Enter>可切換至台指期 2015 年 5 月份合約之量價走勢圖。 

台指期 2015 年 5 月 WTX K 5 101 05 5 

前三碼為期貨名稱英文代號(數字代碼)=上述例子為 101 

第四~五碼為期貨月份英文代號(數字代碼)=上述例子為 05 

最後一數字為年份(西元年份最末尾數) =上述例子為 5 

期貨名稱月份代碼對照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F G H J K M N Q U V X Z 

期貨名稱英文與數字代碼對照表： 

項次 中文名稱 英文代號 精誠數字代碼 項次 中文名稱 英文代號 精誠數字代碼 

1 台指期 WTX 101 8 非金電 WXI 110 

2 電子期 WTE 102 9 櫃買期 WGT 111 

3 金融期 WTF 103 10 黃金 NT WTG 112 

4 MI 台指 WMT 104 11 歐台指 EFTX 無 

5 台指 50 WT5 105 12 摩台電 S2TW 203 

6 10 公債 WGB 106 13 摩台指 STW 204 

7 黃金 US WGD 109     

1 

3 
2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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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查看期貨現貨合約走勢，可輸入期貨商品代號並加上 999，例：為<101999>+<Enter>

則可切換至台指期現貨之走勢。 

若要查看期貨各月份合約之連接圖走勢(台指期&)方式如下： 

1. 可輸入期貨商品代號並加上 889，例：<101889>+<Enter>可切換至台指期連接月份； 

2. 可輸入期貨英文代號並加上&，例：<WTX&>+<Enter>可切換至台指期連接月份； 

 

【畫面說明】 

1. 期貨合約名稱。 

2. 約高：自交易以來之合約最高價。 

3. 約低：自交易以來之合約最低價。 

4. 未平倉：未平倉口數。 

5. 期貨量價走勢圖(藍色)，取即時量價之成交記錄，以圖形表示。 

6. 現貨走勢圖(綠色)。 

 

【操作說明】 

1. 除設定參數畫面外，在「即時行情」任一畫面輸入期貨代號即可進入該合約走勢圖。 

2. 按<Page Up>、<Page Down>、滑鼠滾輪換頁操作或直接輸入期貨合約代號可切換其

它合約勢圖。 

3. 輸入<00>+<Enter>，出現一條分時查詢線，可藉<←>、<→>或<＋>、<－>左右移

動查價線，再按<00>+<Enter>取消此功能才能繼續其它操作。 

4. 按<Insert>或<空白鍵>可進入該期貨合約之技術分析畫面。 

5. 按 <＋> 可自動播報；按<－>可停止自動播報。 

6. 輸入 017+<Enter>切換右下方期貨資訊。 

7. 按 <Ctrl>+ <~>，即可將在右方循序切換「上下五檔報價畫面」→「放大成交明細

畫面」→「初始畫面」。 

8. 其他資訊： 

01 當日量價明細參考表 

02 進入技術分析 

03 當日分價參考表 

04 當日分量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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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期貨走勢多空分析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 於[期貨量價走勢圖]按滑鼠右鍵選單，點選[選擇畫面模式/模式 4]。 

 

【畫面說明】 

1. 買賣力差(綠色走勢)代表市場想要買或想賣的淨額力道 

2. 成交力差(紅/白色柱線)代表實際市價買或市價賣的淨額力道 

3. 買賣力差值 (隨著查價線而改變，若無查價線則顯示最新資料) 

4. 買賣力差走勢上界 

5. 買賣力差走勢下界 

6. 成交力差值 (隨著查價線而改變，若無查價線則顯示最新資料) 

7. 成交力差柱線上界 

8. 成交力差柱線下界 

 

【研判法則】 

1. 買賣力差是想要買或賣的參考值，成交力差是實際買賣力道之參考值。當兩者往同

方向波動時較具參考性。 

2. 兩者同步往下波動，期貨持續下跌機率高。兩者同步往上波動，期貨持續上揚機率

高。 

3. 領先性：兩者同步創新低，指數續跌破盤中低點機率高。兩者同步創新高，指數續

漲突破盤中高點機率高。 

3 

4 

5 

7 

2 1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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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期貨整分量價明細參考表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 於[期貨量價走勢圖]按輸入<01> +<Enter>進入當日成交明細表後，再輸入

<01>+<Enter>或<Shift>+<~>，即可顯示整分明細畫面，再按一次<Shift>+<~>可

回到當日成交明細表畫面；若按<ESC>則可直接退回期貨量價走勢圖。 

方法 2. 於期貨當日成交明細表畫面，再滑鼠右鍵「期貨整分明細查詢」。 

 
【畫面說明】 

1. 左方為該期貨合約之整分資訊(一分鐘一筆)。 

2. 右方為左邊整分之詳細成交明細資訊。 

 
【操作說明】 

1. 在整分畫面中，如果要查詢某一分鐘的資訊；例如查詢 13:33 分的資訊，可輸入 13:33

或 13.33 + <Enter> 畫面即面跳至該分鐘，並於該 13:33 分整分資訊中，用黃色底線標

示，其右邊會出現該整分所有詳細資訊。亦可於 13:33 分整上按滑鼠右鍵，選擇[期貨整

分明細查詢]。 

2. 可藉<↑>、<↓>來上下移動黃色底線，右方詳細資料會隨之變動。 

3. 要查看右方更完整的詳細成交明細資訊，可按下<Tab>切到右方視窗。 

4. 按<Page Up>、<Page Down>、<Home>、<End>或滑鼠滾輪換頁操作。 

1 
2 



精誠富貴贏家 

3-8-86 

二十四、 選擇權報價資訊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 [期權資訊/選擇權報價] 進入。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進入。 

方法 3.於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 [期權(F)/選擇權報價] 選項進入。 

方法 4.於[即時行情]視窗的任一畫面，按 <711> + <Enter>進入。 

     
【操作說明】 

1. 先選擇要查看的選擇權類別(EX:台指)，再選擇合約月份(EX:台指 5 月)，即可進入該選

擇權合約畫面。 

2. 按滑鼠右鍵點選「選擇畫面模式」可切換四種模式，或是按 <•> 循序切換詳細報價資

訊、買權/賣權走勢圖。 

3. 按 <Page Up>、<Page Down>、<Home>、<End>或滑鼠滾輪換頁操作。 

4. 按 <↑> 、 <↓> 鍵切換不同履約價，按 <Esc> 鍵回到上一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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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港盤資訊(此為富貴贏家加值選購功能)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桌面管理員]選[即時行情]視窗，點選 [港盤資訊] 選項進入。 

方法 2.於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 [港盤(H)] 選項進入。 

備註 1.要接收港股即時資訊，需選擇港股伺服器，於[桌面管理員]->[系統連結]->[連線設

定]->「我要離線」，選擇第 6 或第 7 後方有(港股)的伺服器連線。 

備註 2.若未選購此功能或選購期限過期，則點選時會出現「未授權訊息說明」告知您所點

選的功能是未選購或已經過期了的資訊，按下「確定」後，會連結到相關產品網頁，

該網頁中，有相關加值服務功能的說明，以利您了解加值服務功能內容。 

 

【操作說明】 

輸入選項數字代號+<Enter>或移動 <↑>、<↓>+<Enter>或以滑鼠滾輪移至想查看的香港資

訊功能，然後點選亦可。 

 

【功能內容說明】 

(一)個股報價： 

提供香港個股即時報價，包含：特別報價(例如：漲跌幅排名、成交價排名、成交量排

名…)自選股、熱門股、分類股…等報價資訊。 

(二)個股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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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香港個股即時走勢，包含：特別報價(例如：漲跌幅排名、成交價排名、成交量排

名…)自選股、熱門股、分類股…等相關個股走勢圖。 

(三)主板大盤： 

 提供香港主板大盤相關指數走勢及交易分析資訊。 

(四)創業板大盤： 

 提供香港創業板大盤相關指數走勢及交易分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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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恆生指數及成交量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 請點選 [港盤(H)]-> [主板大盤(M)]-> [指數及成交量分析(I)]。 

方法 2.可於[即時行情]中與港股資訊相關之畫面輸入<05>+<;HK>再按<Enter>。 

(註：HK 即為香港當地代號，以示香港盤別) 

 

【操作說明】 

1. 輸入<00>+<Enter>，出現一條移動查價線，可藉<←>、<→>、<+>、<─>左右移動查價

線，分時資料顯示於訊息行。 

2. 按 < . > 鍵可顯示/取消 CDP 逆勢操作指標值。 

3. 其它功能操作同前「一、港盤個股量價走勢圖」12~15 操作說明。 

4. 其他指數(紅籌<HSCCI;HK>、國企<HSCEI;HK>、主板<GEINX;HK>)操作方法皆與此相

同。 

1 

2 

3 



精誠富貴贏家 

3-8-90 

(二) 港盤個股量價走勢圖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任一港盤個股走勢相關之功能選項進入。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輸入香港個股股票名稱或<股票代號>+<;HK>後按<Enter>進

入，例如：00011;HK<Enter>可切換至「恆生銀行走勢圖」。 

(註：HK 即為香港當地代號，以示香港盤別) 

      

【畫面說明】 

1. 個股量價走勢圖，取即時量價之成交記錄，以圖形表示；可輸入“00”+<Enter>出現移

動分時查價線，按<←>、<→>、<+>、<->來左右移動查價線，查詢完畢以<Esc>取消

此功能才能繼續其它操作；可按<PgUp>、<PgDn>可以換上下支股票之走勢圖，亦可

按<+ >，改成自動換頁，按<－>，將自動換頁功能取消。 

2. 綠色為恆生指數，藍色為個股走勢；輸入<0>+<Enter>可顯示或取消指數走勢圖。 

3. 紫色均價線，可按<1>+<Enter>可依序切換「取消均價線」、「顯示即時均價線」、

「顯示歷史均價線」。 

4. 所屬指數成份股標示，以此圖為例，代表此股為恆生指數成份股。 

5. CDP 數值：盤中按<‧>鍵顯示此數值與價格標線(可再按一次<‧>鍵取消)，收盤後不

顯示價格標線。 

6. 總量單位：K 表示千位；M 表示百萬 

1 4 5 

6 
7 

8 

9 
10 

13 

14 

11 

1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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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昨量 = 指該股前一交易日之收盤總成交量。 

8. 股/手 = 此商品每一手的股數。 

9. 振幅 = (最高價 － 最低價) ÷ 昨日收盤價。 

10. 均價 = 成交總金額 ÷ 總量。 

11. 金額 = 此個股之成交總金額(盤中即時累計)。 

12. 最近 14 筆成交資料的紅色(外盤)、藍色(內盤)、黃色(不定盤)張數累計值比例圖。 

13. 開盤至目前的成交資料的紅色(外盤)、藍色(內盤)、黃色(不定盤)張數累計值的比例

圖。(內/外/不定盤定義，請參閱 3-3-2 特別說明) 

14. 此右下視窗可切換顯示各種資訊，功能數字代號 001 到 004，以及 010、011、012、

015 等(詳如下頁說明)。 

15. 股票代號：輸入香港個股股票名稱或<股票代號>+<;HK>後按<Enter>。 

 

【操作說明】 

19. 輸入股票代號、按<Page Up>、<Page Down>或以滑鼠滾輪可切換其它個股走勢圖。 

20. 輸入<00>+<Enter>或滑鼠快點二下即可顯示查價線；<←>、<→>或<＋>、<－>移動查

價線；再輸入一次<00>+<Enter>取消此功能。 

21. 按<＋>，手動換頁改自動換股；按<－>，自動換頁改手動換股。 

22. 按< . >，恢復/取消 CDP 逆勢操作指標。 

23. 按<0>+<Enter>，恢復/取消大盤走勢圖(綠色)。 

24. 按<1>+<Enter>可依序切換「取消均價線」、「顯示即時均價線」、「顯示歷史均價線」

(紫色)。 

25. 個股走勢輸入<67>+<Enter>，即可切至該股票所屬一般分類之個股報價頁面。 

26. 於自選股走勢圖輸入<68>+<Enter>，可揭示該自選群組中所有股票之走勢九宮圖，該

群組超過 9 支自選股時，可按<Page Up>、<Page Down>或以滑鼠滾輪換頁，而九宮圖

左上角第一支都固定是切入九宮圖之前的走勢圖所屬之個股。 

27. 若該股票不屬自選預設群組，於走勢圖輸入<68>+<Enter>無任何作用。 

28. 以滑鼠點選該股之產業分類，即會開啟屬於該產業分類的報價畫面。 

29. 按<Ctrl>+<~>，即可將在右方循序切換<上方為五檔報價畫面>、<放大成交明細畫面

> 、<上方為報價資訊>。 

30. 按<空白鍵>、<Insert>可進入技術分析畫面。 

31. 按<Home>鍵可切換該股票的基本分析畫面。 

32. 在香港個股走勢圖或相關報價畫面，提供其他快速鍵功能如下： 

01 當日量價明細參考表 05;hk 恆生指數及成交量分析 

02 進入技術分析 06;hk 主板類股指數九宮圖 

03 當日分價參考表 10;hk 主板分類股交量分析 

04 當日分量參考表   

33. 右下視窗可提供與此股相關之成交明細等資訊，功能鍵提供如下： 

(除下列方式外，也可按< * >鍵依 <001>、<002>、...<015>順序循環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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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恆生指數走勢圖 011 分量參考表 

002 國企指數走勢圖 012 分價參考表 

003 紅籌指數走勢圖 015 最佳委買/委賣價及委託量 

010 即時價量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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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日量價明細參考表 

 

 
 

【操作說明】  

1. 在香港個股走勢圖或個股任一特殊功能畫面輸入<01>+<Enter>，或按滑鼠右鍵點選「當

日量價明細表」。 

2. 可按<PageUp>、<PageDn>、<Home>、<End>或以滑鼠滾輪直接換頁。                        

3. 按<*>可顯示分/秒量價明細資料。 

4. 按<↑>、<↓>鍵或直接輸入個股代號即可切換至其它個股。 

 

【畫面說明】 

1. 每一筆之成交量價明細資料，即走勢圖之數據資料。 

2. 部份筆數成交價右方所顯示之英文代碼，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之定義如下： 

(1) Y：自動對盤的兩邊客成交 

(2) X：非自動對盤或特別買賣單位的兩邊客成交 

(3) M：非自動對盤或特別買賣單位的非兩邊客成交 

(4) D：碎股成交 

(5) U：競價成交 

(6) ＊：成交已遭反駁/取消 

(7) P：開市前交易(指交易在開市前已達成的交易，其中包括在上個交易日收市前達成而

未及輸入系統的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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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港盤基本分析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點選[桌面管理員]，點選[基本分析/港盤基本分析]選項進入。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基本分析/港盤基本分析]選項進入。 

方法 3.於[即時行情]視窗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基本(B)/ 港盤基本分析(H)]。 

方法 4.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進入。 

 

【操作說明】 

1. 於上方輸入股票代號並按下「查詢」，在下方即會顯示相關的基本資料；點選「分類查

詢」依「香港交易所主板、香港交易所創業板、恆生指數成份股、國企股、紅籌股」等

分類方式進行查詢。 

2. 可點選左方可查看「基本資料、認購(售)權證、股本股權、財務報表、財務指標」等相

關資訊。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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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濟通新聞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點選 [新聞(N)]-> [經濟通新聞(港))(M)] (需加值港盤功能)。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上方工具列 ，再選擇[經濟通新聞(港)]。 

 

【操作說明】 

1. 使用 <↑> 、 <↓> ，按 <Enter> 或用滑鼠在欲觀看的新聞標題上按兩下，即可觀看

新聞內容，進入內文後再按 <Page Up> 、 <Page Down>或以滑鼠滾輪操作，可切換

上下頁，或往上下則新聞內文繼續瀏覽。 

2. 按 <Home> 、 <End> 可切換至第一頁與最後一頁新聞標題。 

3. 可使用工具列及滑鼠右鍵功能選單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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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綜合自選報價 

 

綜合自選報價是依使用者自選的證券個股、港股(需加購港盤授權)、期貨合約與選擇權合約

或指數類報價資訊合併排列顯示。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功能表，點選[綜合資訊(E)/ 1.報價資訊(Q) ~ 4.報價/成交警示報價(欄位排序) (I)]。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 、 或 進入。 

 

【操作說明】 

1. 提供報價欄位排序功能，可點選「報價資訊(欄位排序)」、「報價/成交警示報價(欄位

排序)」，進入可排序的報價欄位畫面。先按 <Tab> 鍵，並按 <Space> 做排序，亦或

以直接在需做排序的欄位名稱按下滑鼠左鍵快點二下，可以進行升冪或是降冪排序；啟

動排序功能時，會以綠底白字標示該欄位；欲還原初始設定排列順序，可點選最左上方

欄位「商品別」；要取消排序功能時，請再按一次 <Tab> 鍵即可。 

2. 在「綜合自選(欄位排序)」(即工具列 )或「綜合自選(欄位排序/成交警示報價)」(即工

具列 )，可按滑鼠右鍵「變更報價欄位及文字(C_L)」，可自設欲揭示的報價欄位並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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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文字大小。 

3. 將游標移至某一欄位名稱，以滑鼠左鍵點選不放，拖曳至另一欄位名稱時，可直接調整

欄位順序。 

4. 綜合資訊中也有提供自選走勢資訊與自選九宮圖。點選[綜合資訊/走勢資訊]則可依序查

看自選股之走勢，點選[綜合資訊/九宮圖]則可一次同時查閱九個自選股走勢按

<PageUp>&<PageDown>或是滑鼠滾輪切換上下頁。 

5. 其它各項操作方式和一般個股報價畫面操作相同，請參閱 3-3-1 報價資訊。 

 

 

 

 

 

 

 

 

 

 

 

 

 

 

 

 

 

 

 

 

 

 

 

 

 

 

 

 

 

 

 



精誠富貴贏家 

3-8-98 

二十七、 排行資訊 

 

提供詳盡完整法人、券商動態及各項統計排行資料，可追蹤法人與主力籌碼流向。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桌面管理員]選[即時行情]，點選 [排行資訊] 選項進入。 

方法 2.於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 [排行(R)] 選項進入。 

 
【操作說明】 

進入券商排行、法人排行、統計排行等畫面後，相關操作方式如下： 

1. 按<↑>、<↓>鍵移動游標。 

2. 按<Home>/<End>工具列 、 跳至首頁/尾頁。 

3. 按<PageUp>/<PageDown>或工具列 、 ，或直接以滑鼠滾輪換頁操作。 

4. 按<Insert>可將游標位置的股票加入在預設自選股之中。 

5. 按<Space>或 <02> +<Enter>進入該游標股票之技術分析畫面。 

6. 按<Enter>進入該游標股票之走勢圖畫面。 

7. 按<Tab>更換排序為升冪或降冪。 

8. 按<←>、<→>鍵移動排序項目。 

9. 按 輸入<008nn>+<Enter> 可直接跳查某頁次資料(n 為頁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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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右鍵「變更排序的股票分類範圍」可自設要查看的分類股。 

11. 按右鍵「變更排序的期間範圍」可自己要查看的日期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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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排行表排序範圍設定 

4. 可更改各種排行報價所要提供的股票資訊，及要揭示的資料天數，做為該排行表的預

設畫面。 

5. 先點選左方要修改股票資訊的排行表項目後，再於右方選擇要揭示的分類，可選擇「一

般分類」、「產業分類」或「核心分類」後再勾選欲揭示的類別，其中在「產業分類」

與「核心分類」可點選依照當時漲跌幅排序的順序，做為選擇分類。 

6. 「此組分類套用其他排行」：可將目前所選分類中之勾選設定套用至其他排行表，不

用另外再一一設定。 

 

在報價畫面或個股量價走勢圖畫面中，按相關快速鍵，即可快速進入相關統計排行表畫面。

快速鍵說明如下： 

  

(一)券商進出 

1. 期間主力庫存排行表 (<Ctrl>+<F1>) 

2. 期間買賣家數比排行表 (<Ctrl>+<F2>) 

3. 期間券商買賣個股排行表(<Ctrl>+<F3>) 

4. 期間單一個股券商買賣排行表(<Ctrl>+<F4>) 

 

(二)法人進出 

1. 期間外資持股增減排行表(<Ctrl>+<F9>) 

2. 期間外資買賣超個股排行表(<Ctrl>+<F10>) 

3. 投信及外資買賣金額統計表(<Ctrl>+<F11>) 

4. 期間法人買賣排行表(<Ctrl>+<F12>) 

 

(三)統計排行 

1. 期間漲跌幅排行表(<Shift>+<F5>) 

2. 期間振幅排行表(<Shift>+<F6>) 

3. 明日 CDP 統計表(<Shift>+<F7>) 

4. 期間資券增減率排行表(<Shift>+<F8>) 

5. 券資比及融資券使用率排行表(<Shift>+<F9>) 

6. 期間當沖張數及當沖比排行表(<Shift>+<F10>) 

7. 期間集保增減排行表(<Shift>+<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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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國際指數(此功能限富貴專業版提供)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桌面管理員]選[即時行情] 視窗，點選 [國際金融/國際指數] 選項進入。 

PS.若未選購此功能或選購期限過期，則點選時會出現「未授權訊息說明」告知您所點選

的功能是未選購或已經過期了的資訊。點選「確定」後，會連結到相關產品網頁，您

可以在網頁中，有相關加值服務功能的說明，以利您了解加值服務功能內容。 

       

【操作說明】 

輸入選項代號+<Enter>或移動 <↑>、<↓>+<Enter>或以滑鼠移至想查看的國際指數功能，

然後點選亦可。 

【功能內容說明】 

(一)指數行情： 

提供國際指數報價資訊，其相關功能及操作請參考台盤報價資訊內容。 

(二)指數走勢： 

提供國際指數的走勢圖，其相關功能及操作請參考台盤量價走勢圖內容。 

(三)指數九宮圖： 

提供國際指數的九宮圖走勢，其相關功能及操作請參考台盤九宮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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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指數行情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即時行情] 視窗，點選 [國際金融/國際指數/指數行情] 選項進入。 

方法 2.於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 [國際(I)/國際指數(N)/指數行情(O)] 選項進入。 

方法 3.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 進入指數行情畫面。 

 

【畫面說明】 

10. 在盤中看盤時，會出現紅色、綠色、白色之全橫線，表示該股目前正有新的資料更新

（紅色：漲，綠色：平，白色：跌，可於<F12>行情資訊設定中更改顏色）。 

 

【操作說明】 

5. 按滑鼠右鍵選擇「設定指數順序」可自行調整欲國際指數先後揭示順序。 

6. 指數簡稱下有一黃色底線，可以滑鼠左鍵直接雙擊指數簡稱，或利用<↑>、<↓>鍵移

動，再按<Enter>鍵可進入該國際指數之走勢圖；按<Space>可進入該股票技術分析分

畫面；按<Insert>可加入預設自選群組之中。 

7. 按右鍵選擇「變更報價欄位」可增加或刪減目前畫面中所顯示的欄位。 

8. 以滑鼠左鍵點選其中一項國際指數(點選後黃色底線會移至此)，再按滑鼠右鍵選擇「加

入自選股」，可快速加入成為自選商品，即可於綜合自選股相關報價畫面中查看此國

際指數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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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快速查詢 

<Page Up>、<Page Down>：可查上一頁或下一頁之報價，亦可用滑鼠滾輪上下面切換。 

<Home>：查詢第一頁報價資料。 

<End>：查最後一頁報價資料。 

10. 可以用滑鼠點選報價資訊，拖曳至 Excel，做 DDE 動態資料連結。 

11. 檔數變換:畫面顯示文字大小模式有七種 

001 查詢全螢幕股票之最詳盡之資料 005 查詢二分畫面較大字型股票之資料 

002 查詢二分畫面股票之資料 006 查詢全螢幕超大字型股票之資料 

003 查詢三分畫面股票之資料 007 查詢全螢幕特大字型股票之資料 

004 查詢全螢幕較大字型股票之資料 00 依上述七種畫面，作環狀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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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數走勢 

 
 

【畫面說明】 

1. 指數資料日期：為此走勢圖資料日期。 

2. 指數走勢圖：取指數之記錄，以圖形表示 

3. 以滑鼠左鍵雙擊走勢圖，或輸入<00>+<Enter>，可設定顯示/取消分時查價線，顯示

查價線時，可按<←>、<→>、<+>、<->來左右移動查價線，查詢完畢可再以滑鼠左

鍵雙擊或<00>+<Enter>取消此功能才能繼續其它操作 

4. 總金：此指數當日成交總金額(單位：百萬)。(若資訊源無提供此數值，則顯示“-”) 

5. 昨金：此指數前一交易日成交總金額(單位：百萬)。(若資訊源無提供此數值，則顯示

“-”) 

6. 變動：總金與昨金的變動率。 (若資訊源無提供成交金額，則顯示“-”) 

7. 幣別：此指數的金額幣別。 

8. 右下視窗可顯示兩種資訊，可直接按<*>切換，或輸入<001>+<Enter>為台灣加權指

數即時走勢圖；<010>+<Enter>則為即時價量明細。 

 

【操作說明】 

1. 輸入<01>+<Enter>提供當日量價明細參考表。 

2. 輸入<02>+<Enter>，或按<INSERT>、<Space>提供技術分析圖。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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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指數九宮圖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上方功能表點選 [國際(I)/國際指數(N)/指數九宮圖(C)] 選項進入。 

      
【畫面說明】 

1. 在同一畫面中同時提供九個國際指數走勢圖。 

2. 揭示順序與「指數行情」之報價順序相同(該順序設定方式可按滑鼠右鍵選擇「設定

指數順序」可自行調整)。 

 

【操作說明】 

9. 可按<Page Up>、<Page Down>、<Home>、<End>或以滑鼠滾輪換頁操作；當雙擊某一

國際指數圖形時，則可進入該國際指數之當日指數及成交量分析畫面。 

10. 按<*>可切換座標為漲跌差額或百分比。 

11.操作方向鍵移動紅色選擇框，或操作滑鼠移至九宮圖某一個走勢圖，可按<Space>或輸

入<02>+<Enter>切換至技術分析畫面，按<Enter>進入個股走勢圖。 

12.以滑鼠左鍵點選其中一項國際指數(點選後會以紅框標示)，再按滑鼠右鍵選擇「加入

自選股」，可快速加入成為自選商品，即可於綜合自選股相關報價畫面中查看此國際

指數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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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金融訊息 

 
提供交易所公告、期貨三大法人交易、盤後交易……等訊息，掌握多項金融資訊。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 [即時行情]視窗，點選 [國際金融/金融訊息] 選項進入。 

方法 2.於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 [國際(I)/金融訊息(I)] 選項進入。 

 

【工具列圖示說明】 

  

工具圖示 工具圖示說明 工具圖示 工具圖示說明 

 自選 Page  列印 

 選擇類別  畫面縮放 

 自選 Page 設定  畫面分割鎖定 

 匯出文字檔  返回 

 
【操作說明】 

1. 若有已知頁碼，直接輸入<數字頁碼>+<Enter>進行切換。(例如：

<50001>+<Enter>可顯示「盤後定價交易-大盤一分鐘委託量」) 

2. 要查詢其他資訊內容，可利用滑鼠點選圖示 ，選擇其他資訊內容；或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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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點「選擇類別」，即可選取所欲查詢資訊。 

3. 自選 Page 設定(如下圖)：可將常用的 Page 設定成自選 Page，以方便查詢。設

定的方法可直接點選右鍵選單之「設定 F12」或工具列的 進入相關設定的畫

面後，以滑鼠左鍵雙擊右上角 Page 加至下方成為自選 Page，或以滑鼠左鍵點

一下欲加入的 Page，按「新增」後再點選「確定」即可。若要查看自選設定 Page

時，點選工具列 ，則畫面選單僅出現自選的 Page。 

 

 
 

4. 每個 Page 的資訊內容，皆可以點選 ，將其內容匯出成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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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綜合資訊 

 
提供個股新聞、國際指數、國際個股、國際外匯、商品行情、DR 行情等資訊。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桌面管理員]選[即時行情]視窗，點選 [國際金融/綜合資訊」選項進入。 

方法 2.於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 [國際(I)/綜合資訊(S)] 選項進入。 

 

【操作說明】 

 以滑鼠方式點選「個股新聞、國際指數、國際個股、國際外匯、商品行情、DR 行

情」後，即可進入相關資訊畫面或技術分析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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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即時新聞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即時行情]主選單選擇[即時新聞/綜合新聞(台)、財訊新聞(台)、中央社新聞

(台)或經濟通新聞(港)]進入。(經濟通新聞僅提供加值港盤功能者) 

方法 2.於上方功能選單，選擇[新聞(N)]其中一選項進入。 

方法 3.於[即時行情]視窗，點選工具列 再點其中一選項進入。 

 

【操作說明】 

4. 使用 <↑> 、 <↓> ，按 <Enter> 或用滑鼠在欲觀看的新聞標題上按兩下，即

可觀看新聞內容，進入內文後再按 <Page Up> 、 <Page Down>可切換本則內文

的上下頁，或往上下則新聞內文繼續瀏覽；上述換頁功能可以滑鼠滾輪取代，

<Enter>可改以滑鼠左鍵雙擊。 

5. 按 <Home>、 <End> 可切換至第一頁與最後一頁新聞標題。 

6. 可使用工具列及滑鼠右鍵功能選單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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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新聞檢索 
 

 
 

【如何進入此畫面】 

進入新聞標題畫面後，點選上方工具列 ，或按滑鼠右鍵點選 [新聞檢索]，可設

定關鍵字將目前所有符合條件之新聞標題列出。 

 

【操作說明】 

在關鍵字後方空格中直接輸入欲查詢的關鍵字，或是直接點選現有關鍵字中的字串

(已查詢過的關鍵字存放在現有關鍵字中)，再設定要依標題或標題及內容進行檢

索，最後按下[執行]即可列出所有符合關鍵字的新聞標題或內容。 

 

註：若要查詢上市/上櫃/興櫃個股，可輸入股名或股票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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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即時新聞設定 

 

 
<圖一>                                <圖二>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進入新聞標題畫面後，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進入。 

方法 2. 進入新聞標題畫面後，點選滑鼠右鍵選單之[設定]選項進入。 

方法 3. 進入新聞標題畫面後，按<F12>進入。 

 

【操作說明】 

1. 在輸入關鍵字欄輸入欲警示的關鍵字，或在現有關鍵字點選欲警示之關鍵字前方

框使其打勾，再按「確定」即可(如<圖一>)；如果有包含所設關鍵字之新聞標題

或內容時，則會顯示在「即時新聞」畫面最下方訊息列中，欲查看該則新聞內容

時，請直接雙擊滑鼠左鍵，即可顯示新聞內容。 

2. 若在「即時新聞」選擇的是「綜合新聞」，在此視窗會多出「新聞種類與排序設

定」的頁籤(如<圖二>)，可以選擇綜合新聞畫面中，挑選要顯示的新聞來源類別，

EX：財訊、中央社、盤後延續撮合股票(上市櫃)，也可以選擇排序方式 EX:序號、

時間、資料來源，設定完畢，按「確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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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技術分析 

 

透過本節的內容您可運用本系統提供 80 多種技術分析指標（同一畫面最多可同時

顯示 11 種指標），分析股市最新的動態。指標分為三大部分，分別為”一般指

標”、”創意指標”與”自設指標”。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桌面管理員]選[技術分析]選項進入。 

方法 2.於[桌面管理員]選[即時行情] 視窗，點選[技術分析]選項進入。 

方法 3.於上方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技術(A)/技術分析(A)]。 

方法 4.於[即時行情]畫面，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進入。 

 

【操作說明】 

※選擇商品 

點選右鍵選單之「選擇商品」、或以滑鼠左鍵雙擊左上角商品名稱、點選工具列

上方之 、直接按<F6>，上述多種方式皆可開啟「商品類別選擇」對話框，以

選擇要揭示的商品資訊。 

 

※選擇指標/重疊指標 

1. 選擇指標：點選右鍵選單之「選擇指標」、或以滑鼠左鍵雙擊左上角指標名稱、



精誠富貴贏家 

 3-10-113 

點選工具列上方之 、直接按<F8>，即可開啟「選擇指標」對話框，以選擇要

揭示的指標。 

2. 重疊指標：於「選擇指標」對話框上，點選「重疊指標」，及可選擇要重疊的

指標，選擇後按「新增」即可將其加入重疊；如不要重疊，可選擇要刪除的指

標後，再按「刪除」或「全部刪除」即可刪除重疊。 

3. 指標說明：於「選擇指標」視窗中，點選欲查看指標說明的指標名稱，再按右

上方的 ，即可彈出指標說明視窗，按下右上方「X」即可關閉此視窗。 

 

※選擇資料型態 

點選右鍵選單之「選擇資料型態」、點選工具列 或按 <＊>，即可開啟「讀檔

型別」對話框，以選擇要揭示的指標資料型態。 

 

※切換移動查價線顯示 

點選右鍵選單之「切換移動查價線顯示」，或按<F2>、或是滑鼠左鍵快鍵二下，

即可切換顯示查價線。 

 

※選擇日期 

在有查價線的狀況下，可點選右鍵選單之「選擇日期」，快速切換到欲查看K棒

位置。(若無查價線，則此功能為灰階隱藏，無法進行操作) 

 

※切換除權息、對數模式 

1. 除權 K 線圖：可點選右鍵選單之「切換除權息模式」，或按<Alt>+<F7>、

<06>+<Enter>即可切換，畫面上有除權或除息的時點會以黃色箭號<↑>標示。 

2. 對數 K 線圖模式：可點選右鍵選單之[切換對數模式]，或按<Alt>+<F5>>即可切

換。 

 

※切換座標反轉顯示 

在技術分析畫面點選右鍵選單，選擇「切換座標反轉顯示」，即可將座標以及技

術線圖以反轉方式呈現。 

 

※放大視窗 

點選右鍵選單之「放大視窗」，或按<F9>即可該指標視窗放大。 

 

※分價分量表 

點選右鍵選單之「分價分量表」、點選工具列上方之 ，或按<Shift>+<F3>、

<03>+<Enter>，即可切換至分價分量表。於分價量表移動查價線至任一K棒，按

<Enter>，再移動至另一K棒，按<Enter>，則可變更為查詢兩K棒間的分價量狀況。 



精誠富貴贏家 

 3-10-114 

※註解說明欄 

點選右鍵選單之「註解說明欄」，即可切換「顯示註解模式」，此為富貴贏家專

業版自設指標中的繪圖函數中NOTETEXT、NOTEPATN顯示的註解說明欄功能。 

 

※繪製線圖 

1. 在無查價線的狀態下，點選右鍵選單之「繪製線圖」，或點選工具列之 ，即

會出現各種線圖選項。 

2. 點選所要的線圖類型，畫面將自動出現十字線游標，找到欲畫線的起始點按一

下滑鼠左鍵或<Enter>，再將游標移至第二點按一下滑鼠左鍵或<Enter>，即可完

成繪製。 

3. 按<Esc>即可結束繪圖模式。 

4. 點選右鍵選擇之「儲存線圖」，或按<F4>，即會在下方訊息行出現“趨勢線已

儲存”，表示線圖已被儲存。 

5. 點選右鍵選擇之「編輯線圖」，或按<F5>，即會出現「編輯線圖」的對話框，

選定要刪除的線圖名稱或可直接按「全選」，再按「刪除」後按下「確定」，

刪除後請再按<F4>儲存線圖；也可於其中更改趨勢線顏色、線條形式。 

(註：一次全部刪除，即直接刪除所有趨勢線；但若僅刪除部份線圖，需再儲存

線圖，方可保留設定。) 

6. 目前提供的線圖模式包含：趨勢線、連結線、水平線、垂直線、平行線、軌道

線、損益線、股票箱、上升甘氏角線(相對)、上升甘氏角線(絕對) 、下降甘氏角

線(相對)、下降甘氏角線(絕對)、上升 45 度線、上降 45 度線、上箭頭、下箭頭、

黃金分割波段、黃金分割、向上黃金分割、向下黃金分割、等分時間線、費氏

時間線、費氏曲線、圓形、矩形、文字註解與時間量尺。 

 

※標示價位 

1. 在有查價線的狀況下，點選右鍵選單之「標示價位/上方標示」或按<F1>，即可

於查價線十字交叉點標示「＋」號，並在「＋」號上方顯示對應的價位。 

2. 點選右鍵選單之「標示價位/下方標示」或按<Shift>+<F1>，即可於查價線十字交

叉點標示「＋」號，並在「＋」號下方顯示對應的價位。 

3. 點選右鍵選單之「儲存價位」或按<Shift>+<F4>，即會在下方訊息行出現”標示

價位已儲存“，即可儲存目前畫面所在商品及週期中之價位標示。 

4. 點選右鍵選單之「刪除價位」或按<Shift>+<F5>，可開啟「刪除價位」的對話框，

選定要刪除的價位或可直接按[全選]，再按[刪除]後按下[確定]，刪除後請再按  

<Shift>+<F4>儲存價位線圖，即可刪除目前畫面所在商品及週期中之價位標示。 

 

※載入指標版面配置 

點選右鍵選單之「載入指標版面配置」，或按下<Q>+<Enter>，即會出現「載入版

面配置」的對話框，選擇欲載入的版面，再按下「確定」即可，載入指標版面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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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設定方式請參閱”3-10-13 技術分析設定”說明。 

 

※扣抵日是否隨查價線移動 

技術分析畫面點選工具列中 或按<F12>進入技術分析設定，上方頁籤“畫面顯

示設定”「扣抵日隨查價線移動」，於此項前方框框打勾即設定為扣抵日隨查價

線移動。 

※匯出價量資料 

點選右鍵選單之[匯出價量資料]，或按下<Ctrl> + <W>，即會出現「另存檔案為(.txt)」

的對話框，可以修改檔案名稱後，按下「匯出位置」選擇欲存放路徑後，按下「確

定」即可將K線圖的開、高、低、收、成交張數的資訊轉為文字檔。 

 

※匯出畫面圖檔 

在技術分析畫面點選右鍵選單，選擇「匯出畫面圖檔」，再選擇所欲匯出的存放

位置，點選「確定」即可將技術分析畫面圖檔匯出。 

 

※歷史資料試算 

選擇股票要試算的區間(所看到畫面，用<＋>、<－>增減試算區間)，開啟Excel，

在技術分析畫面用滑鼠點選拖曳至Excel，即可把股票此區間的開、高、低、收、

成交量帶入試算表中。(注意：目前僅K線圖提供資料拖曳功能，並無動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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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力道 K 線 

 

精誠獨創技術指標，依量價和技術條件顯現正/負力道符號，發揮即時提醒和綜合

研判的作用。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技術分析]視窗，開啟[選擇指標]對話框，點選[1.力道 K 線圖]進入。 

備註：在[設定]視窗之[畫面顯示設定]，可勾選[顯示 K 線力道符號]；若不要顯示 K

線力道符號，可取消勾選。 

 

【畫面說明】 

1. 當某時間點出現符合正力道條件時，則於該 K 棒上方最高價處顯示設定的正力道

符號。 

2. 當某時間點出現符合負力道條件時，則於該 K 棒下方最低價處顯示設定的負力道

符號。 

3. 正/負強度：週期內正/負力道符號出現次數除以力道強度計算週期，為正/負強度。 

 

【設定說明】 

於 F12 設定視窗中，點選「力道 K 線條件設定」頁籤，可進行力道符號顯示條件、

顏色、力道強度計算週期等設定。 

※量價條件：正負力道符號各提供 4 組量價條件設定。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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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條件：正負力道符號各提供 2 組 SMART 條件設定。 

※條件成立方式：量價條件和 SMART 條件可以用「並且」、「或者」進行交集或

聯集成立設定。 

※正/負力道符號圖案：可開啟下拉選單選擇文字符號，以個別設定正/負力道符號

的顯示圖案。 

※正/負力道符號顏色：可開啟「顏色選擇視窗」，分別設定正/負力道符號的顏色。 

※力道強度計算週期：設定用來計算正/負力道強度的週期參數，預設值為 20。 

※條件計算涵蓋盤中即時資料：「勾選」狀態表示將即時資料納入條件計算；反之

則否。 

※設定完畢後點選「確定」鍵，上述之所有設定內容皆會被保存。 

※「SMART 條件」不支援「條件計算涵蓋盤中即時資料」，若前者已被勾選，則後

者將無法勾選，反之亦然。 

※力道 K 線支援除權息、對數模式、除權息及對數模式之 K 線圖，於此三種模式下

左上方欄位之指標名稱不加上「力道」文字，依舊顯示為「除權 K 線圖」、「對

數 K 線圖」、「除權對數 K 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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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技術分析畫版模式 (此功能限富貴專業版提供)  

 

在技術分析功能下，提供切換至技術分析畫版模式，可於技術分析圖上利用觸控方

式或滑鼠在線圖上作任何畫線或文字動作。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技術分析]視窗，於滑鼠右鍵選擇「畫板模式」進入。 

方法 2.於[技術分析]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進入。 

 

【操作說明】 

1. 進入畫版模式後，可以利用工具列的畫版工具作畫筆畫圖的應用。 

2. 點選「 」或按<Esc>鍵離開此畫板模式。 

3. 點選「 」後，可於畫面任一處以拖曳鼠標或手觸的方式繪製粗線條。 

4. 點選「 」後，可於畫面任一處以拖曳鼠標或手觸的方式繪製中線條。 

5. 點選「 」後，可於畫面任一處以拖曳鼠標或手觸的方式繪製細線條。 

6. 點選「 」後，可於畫面任一處以拖曳鼠標或手觸的方式繪製空白線條。 

7. 點選「 」或以兩指點擊螢幕，清除畫面上所有已繪製線圖。 

8. 點選 任一顏色，可切換畫筆線條顏色。 

9. 點選「 」直接開啟調色盤，自行切換畫筆線條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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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畫板模式下繪製之所有圖案於離開模式或離開該技術分析畫面後即會被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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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技術分析線圖演示模式(此功能限富貴專業版提供)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技術分析]視窗，於滑鼠右鍵選擇「線圖演示模式」進入。 

方法 2.於[技術分析]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進入。 

 

【操作說明】 

1. 移動滑鼠或鍵盤「←」、「→」鍵，將移動查價線移至技術分析畫面的任一時間

點上，然後點選滑鼠左鍵或按<Enter>鍵決定「演示起始線(黃色實線)」位置，再

點選工具列上 即會新增一筆線圖 

2. 點選 或按<Esc>鍵可以重新決定「演示起始線」的位置或是離開此模式。 

3. 點選 為一次隱藏起始線後方所有線圖。 

4. 點選 為於起始線後方減少一筆線圖顯示。 

5. 點選 為於起始線後方新增一筆線圖顯示。 

6. 點選 為一次顯示起始線後方所有線圖。 

7. 點選 為逐筆顯示起始線後方所有線圖。 

8. 點選 為停止逐筆顯示起始線後方所有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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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技術分析個股新聞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在[技術分析]視窗，於滑鼠右鍵選擇[個股新聞]進入。 

 

【畫面說明】 

在技術分析個股新聞的畫面中，分為上、下二大區塊。上方保留技術分析指標、下

方欄位以個股新聞為主，與此個股具有高度關聯性個股資訊皆包含在內，使用十

字線左右移動，即會出現該十字線所停留當日的新聞。 

 

【操作說明】 

1. 在技術分析圖上，利用<←>、<→>選擇 K 線，即可查看個股新聞。 

2. 在新聞標題上按兩下滑鼠左鍵，即可觀看新聞內容。 

3. 除當日新聞，亦可查詢個股歷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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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短線法寶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技術分析]視窗，點選工具列上方的 進入。 

方法 2.於上方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點選 [技術(A)/短線法寶] 進入。 

 

【操作說明】 

請參考技術分析畫面之操作，按<Esc>返回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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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技術分析設定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技術分析]視窗，點選右鍵選單之[設定]選項進入。 

方法 2.於[技術分析]視窗，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或按<F12>進入。 

 

【操作說明】 

※指標參數設定 

1. 可設定指標相關參數、顏色、線條粗細與指標是否顯示(1：顯示；0：不顯示)

等功能，指標參數一旦設定，則會同時應用在所有標的商品上。 

2. 修改欲設定的數值後，按下「確定」即可完成設定；如果要套用在所有週期的

型態，請按「套用至全部資料型態」，若要還原預設值，請按「使用預設值」，

再按下「確定」即可。 

 

※均線計算方式設定 

1. 您可依喜好設定線圖上均線的計算方式(開盤價、最高價、最低價、收盤價等)。 

2. 修改欲設定的數值後，按下「確定」即可完成設定；若要還原預設值，請按[使

用預設值]鍵，再按下「確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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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顯示設定 

1. 您可依喜好變更畫面中所顯示之文字、數字、圖形顏色及畫面中的內容是否顯

示，也可設定技術分析右方可顯示空白範圍要取 N 筆資料或是取 N%的畫面比

例。 

2. 修改欲設定的數值後，按下「確定」即可完成設定；若要還原預設值，請按[使

用預設值]鍵，再按下「確定」即可。 

 

※版面格式設定 

1. 您可依喜好變更畫面的版面格式(一分畫面、二分畫面…十一分畫面)；另外也

可按 <•> 由少至多或按 <，> 由多至少循序切換版面格數。 

2. 修改欲設定的數值後，按下「確定」即可完成設定；若要還原預設值，請按[使

用預設值]鍵，再按下「確定」即可。 

 

※指標版面配置設定設定 

1. 於[技術分析]畫面，請按<W>+<Enter>可直接呼叫出「指標版面配置設定」視窗。 

2. 上半部為指標版面配置儲存，按下「儲存目前配置」即可將目前的指標版面配

置進行儲存；按「刪除配置」即可將所選擇的項目刪除；目前預設是可儲存十

組版配置，若要更多，請按下「新增配置」即可多出一個未定義的項目，可再

做儲存(上限為 50 項)。 

3. 勾選右上方「版面儲存時一併儲存指標參數」即可一併儲存指標參數。 

4. 點選 ，可針對該版面配置項目做備註說明，輸入內容後，再下按右上方的

即可儲存。 

5. 若要將配置存別台電腦或是另外備份，可以點選「匯出配置」後，可勾選欲匯

出的項目，再選擇存放路徑即可，按下「匯入配置」後選擇檔案路徑，再勾選

欲匯入的項入，按下「確定」即可匯入成功。 

6. 若有已存的指標配置，請於技術分析畫面，按滑鼠右鍵，選擇「載入指標版面

配置」，再點選欲載入指標版面配置名稱，按下「確定」即可。 

7. 下半部為各資料型態預設指標版面配置功能，故有依日、週、月、季、各分檔

等不同做設定，按下「儲存目前配置」即可將目前的指標版面配置存入選擇的

資料型態；日後若切換至日、週、月、季、各分檔等各種不同型態時，則會依

此部份已儲存的版面設定顯示於畫面中。 

8. 按「刪除已存配置」即可將所選擇的項目刪除。 

 

 

※力道 K 線條件設定 

操作方式請參閱” 3-10-5 力道 K 線圖” 說明。 

 

※條件參數設定(此功能限富貴專業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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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支援「條件選股」中，針對有自訂條件參數的可於此畫面修改參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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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自設指標(此功能限富貴專業版提供) 

 

自設指標是提供使用者透過各種強大的參數、條件、函數…等等，依所需組合其適

合使用的指標公式，做為投資人在投資股票時之參考。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上方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技術(A)\自設指標]。 

方法 2.於[技術分析]畫面，點選上方工具列的 進入，或按<F10>進入。 

 

【操作說明】 

1. 進入自設指標操作說明如下： 

 

編號 第 N 組自設指標。 

名稱 說明所設的自設指標名稱。 

備註 針對自設指標做相關註解說明。 

使用 

期限 

匯出自設指標時可以設定「加密設定」時可以設定指標時用期限，若有

設定此條件，到期時就無法再匯入此項自設指標。 

新增 開啟自設指標編輯視窗，進行相關自設指標之編輯。 

編輯 編輯所選取之自設指標，也可用滑鼠直接在條件點選二次做編輯。 

匯出 匯出自設指標檔案。 

匯入 匯入自設指標檔案。 

刪除 刪除所選之自設指標，會出現確認視窗，確認使用者是否刪除。 

離開 回到技術分析畫面。 

↑ 點選欲調整順序的條件名稱，再點選↑即可向上移動。 

↓ 點選欲調整順序的條件名稱，再點選↓即可向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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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新增」或「編輯」進入定義選股條件視窗。 

 

 
          

 

【操作說明】 

運算元參數 依照所設定的指標公式內容，設定相關參數資料。 

顯示圖樣與

顏色設定 
依照所設定的指標公式內容，設定相關指標的顏色及揭示方式。 

編譯 依照所設定的指標公式內容，確認所編寫的內容是否內容無誤。 

確定 
若指標內容無誤，會儲存並回到指標管理畫面，否則顯示[錯誤訊

息]。 

取消 取消所設定的指標公式內容，並回到指標管理畫面。 

 

【畫面說明】 

1. 指標名稱：訂定自設指標之名稱，至多可輸入8個中文字。 

2. 新增/維護密碼：如要將所設之指標做保護，則可選擇「新增密碼」，待下次點

選指標編輯時，即會出現輸入密碼之畫面，需輸入正確密碼才能進入進行相關

編輯。(英文字母有大小寫之分，最多可輸入11位數) 

3. 指標適用範圍：可勾選該指標欲對應適用之盤別(可複選)，預設為全部。 

(請留意，所選擇的盤別將會影響下方”運算元(適用)”之可用項目) 

4. 運算元設定：提供可設為指標的運算分類項目，目前提供之分類有資券集保、

法人進出、成交當沖、技術分析、董監持股、業績股利、營收損益、資產負債、

創意指標、自設指標等10種分類，在選擇所要設定之分類後，其下面會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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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相關的運算項目。選擇「輸入限定運算元設定」，會開啟「限定資料型態

與商品」視窗，可設定"限定資料型態"(例如: 日檔、月檔...等)與"限定商品"的選

項。選擇"限定商品"表示此運算元對應的商品，限定為該商品，例如:限定為台

泥。 

5. 運算元(適用)：依據運算項目顯示相對應的運算值，左方為條件中文名稱，括弧

之英文名稱。點選運算元，右邊會出現運算值相對應的參數設定內容，輸入需

要的參數值後，按「輸入運算元」，即可將運算值與設定參數帶入指標公式中。

點選「恢復參數預設值」，則該指標參數會回恢復原參數值，日後運算值，即

會以預設參數值直接帶入至指標公式。可於「運算元(適用)」或「運算元(全部)」

文字處，以滑鼠左鍵點一下，可相互切換。切換為「運算元(適用)」時，下方運

算元內容為適用範圍勾選盤別所支援之運算元的交集；若為「運算元(全部)」，

下方運算元內容則為適用範圍勾選盤別所支援之運算元的聯集。 

6. 指標公式定義：依據所設定的指標內容，顯示於此欄位，至多為8192字元，如

超過8192字元，則無法再輸入新的資料至公式定義之中。 

※ 指標公式定義內容輸入方式有二，一為可直接利用鍵盤輸入相關公式，一為

利用滑鼠點選相關指標之運算項目、函數，運算式等，即可將相關參數、條

件帶入至公式定義內容之中。 

※ 指標線條上限為 100 條。 

※ 新編公式時，會預設顯示 L1：指標定義，亦使用運運元(ITEMTITLE)修改為

其他文字。 

※ 選股條件編輯完成後，按「編譯」，會針對指標條件內容做評測，如果正確，

會出現「編譯成功」訊息；如果不正確，會出現「編譯出錯，請檢查公式」

或其他之訊息，請回到公式定義畫面再做相關修正。 

7. 自訂公式參數：編輯好指標公式後，點選「自訂公式參數」，可在此將設定將

在公式內容有關參數的部份做，先點選「參數名」輸入參數名稱，再點選「預

設參數值」輸入預設參數，按「確定」即可。 

8. 轉換為中文顯示/轉換為英文顯示：設定指標之公式內容，以中文或英文顯示。

以中文揭示，超過8192字元，只顯示至8192字元，超過部份不揭示。 

9. 指標範圍與顯示設定： 

※ 指標範圍：設定指標的揭示範圖，預設為「最小-最大」，其他座標範圍有

「0-100」、「0-最大」、「最小-0-最大」、「價格型」、「自定義」，點選

「自定義」會出現座標範圍設定視窗，請輸入座標上界值與座標下界值做為

所要揭示的座標範圍，若上界值＜下界值，則座標會反轉顯示。 

※ 區間隔線數值設定：最多可設 10 條臨界線。 

※ 疊 K 線圖：勾選後，所設的指標會與 K 線合併顯示。 

※ 顯示圖樣與顏色設定：指標線型與顏色設定功能，需通過「編譯」後才能進

行設定。提供：線型有曲線、圖形曲線、棒、雙色棒、柱、雙色柱、三色柱

與虛線。瀏覽自訂圖示時，除原支援的*.bmp 格式外，新增支援*.gif 格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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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化方框)。 

10. 備註：依據所設定的指標內容做相關說明，最多500個中文字(即1000字元)。 

11. 運算子：可利用＋－×÷＜＝＞…滑鼠點選所需運算方式，顯示在公式定義內容

之中。 

12. 函數分類：提供使用者可用的函數分類，目前有提供函數分類有邏輯函數、算

數函數、統計函數、資料函數、指標函數、時間函數等六種分類。 

13. 函數分類項目：依選擇函數分類項目，提供相對應的函數明細資料。 

14. 編譯：當完成整個指標的編寫後，按「編譯」後，系統會運算所設定的指標是

否正確，若有問題，會出現說明視窗；若無問題，即完成指標的設定。新增自

設指標後，會歸類在「自設指標」分類之中，其操作同一般技術分析方式。 

15. 函數說明 ：點選任一函數名稱，按下 即可開啟產品使用說明視窗，在此

可以查看該函數的說明、使用方法、使用說明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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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條件選股(此功能限富貴專業版提供) 
 

條件選股是透過各種參數、條件、函數、smart 公式…等強大的參考資料，經由組合

後篩選所需要的股票資訊，發掘未來的潛力股，並利用選股評測，以測試所編輯的選

股條件是否有效。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 於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選股(M)/條件選股/編輯選股條件]選項進入。 

方法 2. 於[技術分析]視窗，點選工具列 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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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 編輯選股條件 

 

 
 

 
↑ 、 ↓ 點選其中一項條件名稱後，可調整條件名稱的順序。 

自 設 條 件 自行編輯的選股條件頁籤。 

創 意 條 件 系統內建的選股條件頁籤。 

編 號 共可設 N 組條件。 

條 件 名 稱 說明所設的選股條件名稱。 

備 註 針對選股條件做較完整說明。 

使 用 期 限 
在「匯出」的「加密設定」中可設定使用期限，若有設定在「匯入」後就

會顯示，到期時就無法進行「編輯」或「選股」動作。 

新 增 開啟條件選股編輯視窗，進行相關條件選股之編輯。 

編 輯 編輯所選取之條件﹐使用者也可以用滑鼠直接雙擊條件名稱進行編輯。 

匯 出 匯出自設指標檔案。 

匯 入 匯入自設指標檔案。 

刪 除 刪除所選之條件，會出現確認視窗﹐確認是否要刪除。 

盤後/盤中

選 股 
依照所選之條件進行選股。 

離 開 回到技術分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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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定義視窗 

 

        
 

選股 依照目前之條件選股。(公式部份不提供選股功能) 

確定 條件符合法則，按「確定」後會儲存後回選股管理畫面。 

取消 回到選股管理畫面 

 

【畫面說明】 

1. 條件名稱：訂定條件之名稱，至多可輸入10個中文字。 

2. 新增/維護密碼：如要將所設之條件做保護，則可選擇 [新增密碼] ，待下次點

選條件/公式編輯時，即會出現輸入密碼之畫面，需輸入正確密碼才能進入做相

關編輯。密碼英文字元有區分大小寫，最多可輸入11位數。 

3. 條件適用範圍：可勾選該公式欲對應適用之盤別(可複選)，預設為全部。 

4. 運算元設定：提供可設為條件/公式的運算分類項目，目前提供之分類有資券集

保、法人進出、成交當沖、技術分析、董監持股、業績股利、營收損益、資產

負債、創意指標、自設指標、Smart公式、公式等12種分類，在選擇所要設定之

分類後，其下面會相對應出現相關的運算項目。 

※運算元設定位於「公式」時則”公式”的按鈕會 enable，點選「自訂公式」，

可開啟原「選股公式」列表視窗。 

5. 運算元：依據運算元設定項目顯示相對應的運算元，左邊為條件中文名稱，括

弧之英文名稱。點選運算元時，右邊會出現運算值相對應的參數設定內容，輸

入需要的參數值後，按 [輸入運算元]，即可將運算元與設定參數帶入公式定義

之中。 

6. 點選 [恢復參數預設值] ，則該條件/公式參數會回恢復原參數值，日後雙擊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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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值時，即會以運算值的預設參數值直接帶入至公式定義之中。 

7. 條件公式：依據所設定的條件/公式內容，顯示於此欄位，最多為8192字元，如

超過8192字元，則無法再輸入新的資料至公式定義之中。 

※條件定義內容輸入方式有二，一為可直接利用鍵盤輸入相關公式，一為利用

滑鼠點選相關指標之運算項目、函數，運算式等，即可將相關參數、公式帶入

至條件定義內容之中。 

8. 轉換為中文顯示/轉換為英文顯示：設定指標之公式內容，以中文或英文顯示。

以中文揭示，超過8192字元，只顯示至8192字元，超過部份不揭示。 

9. 備註：依據所設定的條件/公式內容做相關說明，最多500個中文字(即1000字元)。 

10. 運算子：+-*/<…用滑鼠點選所需要運算方式，顯示在公式定義內容之中。 

11. 函數分類：提供使用者可用的函數分類，目前有提供函數分類有邏輯函數、算

術函數、統計函數、資料函數、繪圖函數、指標函數、特別函數、時間函數等

八種分類。 

12. 函數分類項目：依選擇函數分類項目，提供相對應的函數明細資料。 

13. ：提供各項函數分類項目的使用方法、說明及範例。 

 

※ 盤後/盤中選股時，會開啟選股條件視窗。左方可選擇日週月分檔﹐預設為日線。

右方分為一般分類、產業分類、核心分類，並提供「採還原權息資料」的選項，

依需求選擇選股的範圖、時間後，按「選股」開始進行選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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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股 依設定的週期與類股進行股票篩選，篩選結束後會進入結果畫面。 
取消 回上一畫面。 

中止 
在篩選股票時按此按鈕中止篩選，中止後會進入結果畫面顯示篩選

結果。 

※ 選股完成後，會出現對話框詢問是否要存檔並顯示結果；點選「存檔」則會將

結果檔儲存於最新結果檔後，關閉視窗；點選「存檔並顯示結果畫面」，則會

於存檔後，顯示結果畫面。 

 
 

1. 按<←>、<→>鍵可以看到更多的欄位。 

2. 可以鼠滾輪換頁操作或按方向鍵<↑>、<↓>或<PageUp>/<PageDown>游標上下

移動，或上下換頁。 

3. 按<Home>到第一頁﹐按<End>到最後一頁。 

4. 按<Tab>或以滑鼠左鍵雙擊欄位名稱會切換升冪、降冪排列。 

5. 按<Insert>後，會將黃色底線游標停留處之股票加入預設的自選股群組之中。 

6. 直接以滑鼠左鍵雙擊股名或該股名同一列之任一欄位，或按<空白鍵 >、<Enter>

會進入黃色底線游標停留處之個股的技術分析線圖。 

7. 按<Esc>鍵會回到技術分析畫面。 

8. 滑鼠右鍵選擇「變更選股欄位」可以顯示更多的選股欄位。 

9. 滑鼠右鍵提供「匯出選股結果資料」可轉為EXCEL檔、及「匯出畫面圖檔」等

方式可用不同型式保留資料。 

10. 滑鼠右鍵提供「畫板模式」可以利用畫筆標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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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查閱選股結果檔或按快鍵鍵<Ctrl>+<F8>進入查閱選股結果檔視窗。左上方

為所有條件結果檔列表，下方會將最新一筆資料另外儲存為「最新結果檔」，

右上方為所選取檔案之描述。下方共有五個按鈕：最新結果檔，序號重整，選

取，刪除及離開。 

 

 
 

最新結果檔 開啟最新儲存的結果檔畫面。 

序號重整 點選後，會整理所有序號，重新排序一次。 

選取 顯示所選之檔案內容。 

刪除 刪除所選之檔案，會出現確認視窗，確認使用者是否刪除。 
離開 回到技術分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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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 選股評測(此功能限富貴專業版提供) 
本功能主要是依據選股條件篩選評測區間內符合條件之個股及次數。當個股符合選股

條件時，以未來評測週期內之漲跌狀況計算該股之週期最高價、最低價、收盤價漲跌

幅，並統計報酬率分佈機率及期望值，以做為未來使用此選股條件決策之參考。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 於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選股(M)/條件選股/選股評測]選項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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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 選股評測 

 
 

1. 點選左邊選股條件列表中，欲要進行評測之條件。 

2. 再選擇所要進行評測的股票類別，股票分類有「一般分類」、「產業分類」與

「核心分類」。 

3. 選擇所要評測的日期或期間。 

4. 選擇評測週期，即在所設定的評測期間中，以多少天為一個評測週期進行評測。 

5. 選完後按「評測」即會開始進行選股條件測試。 

6. 評測完成後，再點選「顯示結果」，即可查看選股選股評測的結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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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股評測結果 

 

 
 

【畫面說明】 

1. 商品名稱：評測期間內曾出現符合條件之個股名稱。 

2. 符合條件次數：評測期間內該個股出現符合條件之次數。 

3. 收盤價最大漲跌幅：為該個股所有符合條件之「週期收盤價最大漲跌幅」。 

公式=MAX{(週期末收盤價-週期初收盤價)/週期初收盤價*100%} 

4. 最高價最大漲幅：為該個股所有符合條件之「週期最高價最大漲幅」。 

公式=MAX{(週期間最高價-週期初最高價)/週期初最高價*100%} 

5. 最低價最大跌幅：為該個股所有符合條件之「週期最低價最大跌幅」。 

公式=MIN{(週期間最低價-週期初最低價)/週期初最低價*100%} 

6. 匯出評測資料：將選股評測結果匯出為EXCEL檔。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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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股評測： 

在詳細列表中，點選個股，即會開啟該股票視窗，會顯示該股票符合條件評測的資

訊。包括符合評測日期、漲跌幅狀況。 

 

 
 

【畫面說明】 

1. 顯示該股符合評測條件次數。 

2. 顯示該股符合條件時各週期之發生日期與漲跌幅情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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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號分布： 

說明符合評測條件發生的時間分布家數與有多少股票符合評測。 

 

 
 

【畫面說明】 

1. X軸為評測區間內之日期。 

2. Y軸為符合評測條件之股票家數。 

3. 紅色柱狀圖表示評測區間內，每日符合評測條件之股票家數。 

4. 白色外框線之紅色柱狀圖表示該日符合評測條件之股票家數最多。 

5. 顯示評測起始日期。 

6. 顯示評測結束日期。 

1 

2 

3 

4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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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率分布： 

以圖表說明符合評測股票所概率分布狀況統計。 

 

 
 

【畫面說明】 

X軸：為漲跌幅分佈，其區間所發生過的最大漲幅與最大跌幅做為其統計分布的前

與後。 

Y軸：為漲跌幅產生時，所發生的成功率。 

藍色Y軸：為常態分配最高點，相對之獲利率，即平均可能獲利率。獲利頻率有收

盤價漲跌幅、最高價漲幅、最低價跌幅三種模式揭示，預設值為收盤價漲跌幅。以

收盤價漲跌幅說明，先找出所有符合條件的股票中，最高的收盤價與最低的收盤價

作為常態分配的左右界線，之後尋找在所有符合條件的股票中，在收盤漲幅所座落

的機率。例如：綠色線條表示該點的發生機率，假設共有一百次滿足條件，且一百

次中有三次的收盤價漲幅都為6.97%，則在6.97%這個點上的機率為3/100。藍色線條

表示漲幅為0%的位置。可用滑鼠點二邊的白線，移動查詢區間的漲跌幅所發生機率

為多少。 

1. X軸為週期漲跌幅：(收盤價漲跌幅、最高價漲幅、最低價跌幅) 

2. Y軸為成功率＝個別漲跌幅符合評測條件之次數÷符合評測條件總次數。 

3. 在收盤價漲跌幅與最高價漲幅類中，顯示符合評測條件之最小漲幅或最大跌

幅。在最低價跌幅類中，顯示符合評測條件之最小跌幅。 

4. 在收盤價漲跌幅與最高價漲幅類中，顯示符合評測條件之最大漲幅或最小跌

幅。在最低價跌幅類中，顯示符合評測條件之最大跌幅。 

5. 柱線為特定漲跌幅符合評測條件之成功率。 

6. 顯示評測期望值＝ （個別漲跌幅 × 對應成功率）。 

7. 柱線為評測期望值所對應X座標之垂直連線。 

8. 柱線為漲跌幅為0的X軸座標點之垂直連線。 

1 
11 

4 

12 

10 

6 

13 
3 

11 

8 

7 

9 

5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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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曲線為常態分配線。 

10. 漲跌幅游標線：選擇或設定漲跌幅範圍。 

11. 游標線所在位置之漲跌幅數值。 

12. 顯示符合條件時，漲跌幅落在游標線所設定範圍內的成功率。 

13. 漲跌幅種類：漲跌幅種類選項。 

 

※ 區間統計數據： 

評測股票的數據統計，依當時的利率做相關調整。 

 

 
 

【畫面說明】 

1. 評測日期：評測區間之起始日及結束日。 

2. 評測天數：評測區間之交易日天數。 

3. 測試股票數量：進行評測之股票數量。 

4. 符合評測條件次數：於評測區間，測試股票中符合評測條件的總次數。 

5. 週期最高價最大漲幅：在所有符合評測條件中，最大「週期最高價漲幅」。 

6. 週期最低價最大跌幅：在所有符合評測條件中，最大「週期最低價跌幅」。 

7. 週期收盤價漲跌幅＞0之機率：符合評測條件時，「週期收盤價漲跌幅」＞0之

機率。 

8. 週期收盤價漲跌幅≦0之機率：符合評測條件時，「週期收盤價漲跌幅」≦0之

機率。 

9. 週期收盤價漲跌幅期望值：期望值＝ （個別週期收盤價漲跌幅×對應成功

率）。 

10. 漲跌幅種類選項。 

11. 漲跌幅%設定。 

12. 依漲跌幅種類及%設定，計算並顯示符合條件之成功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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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選股評測進階版 (此為富貴贏家專業版提供) 
 該功能是由原來的選股評測功能延伸設計，故僅就差異的操作功能作說明。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選股(M)/條件選股/選股評測進階版]進入。 

 

【操作說明】 

※ 選股評測進階版 

1. 「買賣參數設定」區 

(1) 於「買進價格」設定選單，可選擇「開」、「高」、「低」及「收」(預設為

收盤價)設定買進的進場價格。 

(2) 於「買進條件」選項，反白的選項為目前指定之買進條件。 

(3) 於「賣出價格」設定選單，可選擇「開」、「高」、「低」及「收」(預設為

收盤價)設定賣出的出場價格。 

(4) 於「賣進條件」選項，反白的選項為目前指定之賣出條件。 

(5) 於「買賣成立有效區間」設定，單位為根數。 

  

2. 「選擇資料型態」設定區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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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設定為評測的資料型態，由上而下依序提供「日檔」、「週檔」、「月檔」、

「季檔」及各「分檔」選項。 

3. 「商品組別」設定區 

(1) 可以在商品組合選單中選取要設定的商品組別，如台盤個股；若將下拉選單

設定為「自訂商品」選項，則可以由使用者自行加入選擇的個股。 

(2) 若選擇「自訂商品」選項，利用「加入商品」按鈕，開啟「選擇商品」視窗，

選取商品後加入商品列表。 

 
(3) 要評測的條件設定完成後，點選「評測」按鈕則開始作評測。 

(4) 評測完成後，點選「顯示結果」按鈕，即可開啟「選股評測進階版結果」視

窗，查看評測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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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股評測進階版結果 

提供「商品交易明細」與「整體評測數據」二大部分資訊。 

 

1. 商品交易明細：分別提供「商品代碼」、「商品名稱」、「交易次數」、「獲

利次數」、「虧損次數」、「勝率」、「合計損益」、「期望報酬率」、「最

大期望報酬率」、「最小期望報酬率」    

 

 
2. 以滑鼠 Double Click 視窗中任一商品資訊列，即可開啟該商品之「商品交易明

細 - 單一商品」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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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體評測：數據提供整體評測結果，包含「評測期間」、「評測商品數量」、

「評測資料型態」、「評測資料筆數」、「總交易次數」、「總獲利次數」、

「總虧損次數」、「整體勝率」、「整體期望報酬率」、「整體最大期望報酬

率」、「整體最小期望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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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漏斗選股(此功能限富貴專業版提供)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選股(M)/漏斗選股/編輯選股條件]進入。 

 
【畫面說明】 

1. 顯示條件分類頁籤：市場面、技術面、籌碼面、基本面、自設條件與創意條件。 

2. 顯示各條件分類底下所包含之運算元分類下拉選單。 

3. 顯示各運算元分類底下所包含之條件列表。 

4. 顯示「條件群組」下拉選單。 

5. 提供選股條件「匯入」與「匯出」之功能。可以選擇要匯出的選股條件組合並

儲存至指定的檔案目錄；之後，也可以利用此功能將之前匯出的選股條件檔案

再匯入。 

6. 顯示「已選取之條件」列。 

 
【操作說明】 

1. 選擇條件分類頁籤，切換條件分類及下方所屬內容。 

2. 選擇所要的運算元分類，並勾選相關的條件名稱選項 

3. 點選「>>」按鈕，將勾選的條件加入已選取條件列表中，每執行一次動作，皆

將新選取的條件加入至已選取條件之最下方。 

4. 接著點選「儲存」按鈕，可將「已選取之條件」的內容，儲存至「條件群組」

下拉選單目前所在之條件群組中；儲存完成後彈出訊息告知。 

5. 此時點「選股」按鈕，即開啟目前條件群組之「漏斗選股篩選類股」視窗，再

按「選股」按鈕，則會依目前設定進行選股並開啟「條件統計分布」視窗。 

1
2 

3 

4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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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統計分布 

 
 

【畫面說明】 

1. 顯示本次選股所依據之條件群組名稱。 

2. 顯示條件群組底下所包含之條件列表。 

3. 顯示上方條件運算元所對應之「統計分布圖」。 

(1) X 軸表示條件運算值，且左、右兩側顯示上、下界值。 

(2) Y 軸表示股票家數。 

(3) 綠色柱線顯示各條件運算值對應之股票家數。 

(4) 白色垂直線下方顯示目前所在綠色柱線頂點之(X,Y)座標值。 

(5) 左下方顯示平均值：樣本運算值加總/樣本股票家數。 

(6) 上方文字顯示樣本股票中，大於/小於(視對應的條件而定)白色垂直線所在數值

之股票家數。 

 
【操作說明】 

1. 點選並反白上方任一條件名稱，則下方會顯示該條件運算元之統計分布圖 

2. 若上方反白條件不支援顯示統計分布圖，則下方會顯示空白。 

3. 以滑鼠拖曳統計分布圖上之白色垂直線，可重新設定各條件參數 N 之數值。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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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下「重選」，儲存修改過參數之條件群組，重啟「選股設定」視窗，並以新

儲存之條件進行選股。 

5. 點選「輸出結果」，開啟「選股結果檔存檔」視窗，再按下「存檔並顯示結果」

即可顯示選股結果畫面。 

 
※ 漏斗選股輸出結果條件 

 
右鍵提供變更結果欄位，會顯示選股結果畫面自設欄位，可依所需的欄位加入至右

方按下「確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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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斗選股中選擇「自設條件」的選項，除了可設定資料型態(日、週、月、季、

分線等)並或設定盤中或是盤後選股類型，加入至右方的已選取之條件列表中進

行選股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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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 盤中自動選股(此功能限富貴專業版提供) 
透過條件選股功能，讓您可在盤中黃金操盤時段能快速找出潛力股。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選股(M)/盤中自動選股]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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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1. 請先點選[系統/其他設定/盤中選股機制設定]中勾選啟動盤中選股機制。 

 
2. 在盤中自動選股畫面中，按下滑鼠右鍵選擇「自動選股設定」進入盤中自動選

股設定視窗。 

3. 條件設定：可以設定條件類別(自設選股條件、創意選股條件)及條件名稱(最多

二項)進行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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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設定：可依照不同的選股條件各別設定資料型態及所包含的分類(包含台盤

個股分類及自選股等)。 

 
5. 時間設定：若在上方操作 1「盤中選股機制設定」勾選定時選股，才會有此頁籤，

可以自行修改定時幾分鐘篩選一次(最小不低於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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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存檔設定：欲將盤中自動篩選股票儲存下來，請勾選「啟動定時儲存選股清單」，

若設定為即時選股，即可再自行設定存檔時間(最小不低於 3 分鐘)；若設定為定

時選股，則存檔間隔時間固定與選股間隔時間一致。在此也可以按「變更」修

改存檔路徑。待各項內容設定完畢後即可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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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成上述操作後，可由「選股/盤中自動選股」顯示選股結果，並揭示該個股之

即時報價畫面；若有設定二組條件，在左下方即會顯示條件名稱頁籤，可直接

點選切換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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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型態選股(此功能限富貴專業版提供) 
透過尋找類似 K 線型態，經過搜尋分析後，依相似度高低排序，尋找近期符合條件

之 K 線型，做為投資人在投資股票時之研判參考。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技術分析]畫面，點選工具列上方的 ，或按<Ctrl+F1>進入。 

方法 2.於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選股(M)/型態選股/自設型態選股]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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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8. 本功能僅限作用於 K 線圖之工作視窗下才可使用。 

9. 進入型態選股模式後，開始進行型態框選，首先移動查價線至型態起始 K 棒後，

按<Enter>或滑鼠點擊一次，則該 K 棒上會標示一條黃色線，再繼續移至型態結

尾的 K 棒位置，按<Enter>或滑鼠點擊一次，則會再兩根 K 棒間顯示框選的型態

範圍，同時出現 K 線型態相似度分析的資料視窗。 

10. 框選的型態，其最小範圍至少需包含兩根 K 棒；最大範圍，則以畫面可顯示 K

棒數量為主。 

11. K 線型態相似度分析的資料視窗，區分下多三個部份： 

A：所選擇型態資訊，在此輸入型態名稱、顯示樣本股票(代碼)、所選區間之起

迄日期。 

B：型態資料存檔，可將所選擇的型態資料，在此輸入「型態描述」，之後按「存

檔」，即可將此型態存檔於下列資料中，存檔資料會儲存所選擇的相關資料，

下次可直接以此儲存的型態進行選股，不用再重新尋找型態。搜尋範圍可以

更改為所需的日、週、月、季、分…等週期。已存檔的型態也可以匯出匯入。

目前可儲存99組型態，型態名稱至多10個中文字，型態描述至多30個中文字。 

C：搜尋的資料範圍： 

 資料型別與分類：設定標的股票資料型別(日、週、月、季、分)及所要篩選

的分類範圍(包含台盤個股/興櫃/指數/期貨、香港個股/指數、國際指數及自

選股等)。 

 形似度揭示範圍設定：依需求設定型態多少相似度才做揭示。 

 位差率差異排序級距設定：依型態第一根 K 線與最後一根 K 線的位置差異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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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做設定。(位差率即(最後一根 K 線之收盤價─第一根 K 棒之開盤價)/第一

根 K 棒之開盤價*100%) 

 多重週期選股設定：可設定週期範圍增減比例與選股密度。 

 選股基準設定：是做為搜尋型態時，所要往前推算的基準期，如設定選股基

準為 10，即在進行型態選股時，會先往前推 10 個週期，開始進行型態選股。 

12. 點選「開始運算」待搜尋完成後，請點選「存檔並顯示結果」即會進入結果畫

面。 

 
13. 結果畫面內容為依位差率一區一區由高至低做降冪排序，位差率差異愈小的股

票會排列名次在愈前面。而每區內再依相似度，由高至低，由上而下排序。 

(1) 按<↑>、<↓>鍵移動黃色游標選取股票，在黃色游標停留處按<空白鍵>、

<Enter>，或直接以滑鼠雙擊股名或會進入該股的型態技術分析畫面，並標示

相對應的區間。 

(2) 按<Home>、<End>可直接切換至首頁/尾頁 

(3) 按<Page Up>、<Ppage Down>或用滑鼠滾輪可換頁操作。 

(4) 按<Esc>將回到技術分析畫面。 

(5) 在黃色游標停留處按<Insert>或按滑鼠右鍵，可將該檔個股加入為自選商品。

(直接按<Insert>會將該檔個股加入至預設為瀏覽群組之自選商品群組) 



精誠富貴贏家 

 4-159 

14. 點選「選股/型態選股/模組型態選股」模組型態選股或按<Alt+F2>進入，如下方

紅框中可以選擇富貴贏家內建的模組做型態選股動作。 

 
 

15. 點選「查詢已存型態結果檔」或按<Alt+F3>進入查詢已存型態結果檔視窗。 

  
 

項次 功能 說明 

1 最新結果檔 開啟最新儲存的結果檔畫面。 

2 序號重整 點選後，會整理所有序號，重新排序。 

3 選取 顯示所選之檔案內容。 

4 刪除 刪除所選之檔案﹐會出現確認視窗﹐確認使用者是否刪除。 

5 離開 離開查閱結果檔畫面。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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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基本分析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點選[桌面管理員]，點選[基本分析/台盤基本分析]選項進入。 

方法 2.於[即時行情]視窗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基本(B)/台盤基本分析(I)]或點

選上方工具列的 進入。 

 

【操作說明】 

1. 以滑鼠方式點選上方大盤分析、個股透視、總體經濟、財經行事曆的圖示後，再

點選左邊畫面的細部功能，如此即可以查詢相關所要顯示資料。 

2. 要查詢個股資料，請於上方點選「個股透視」，再輸入股票代號並按「查詢」，

在下方即會顯示相關的基本資料；點選「代碼查詢」即可利用股票名稱或代號

做字元搜尋，再點選任一股名，即可帶出該基本資料。 

3. 查詢的個股基本分析資料時，在畫面上方按「走勢圖」、「技術分析」即切換至

該檔個股走勢圖或技術分析畫面；點選「加入自選股」即可將此檔標的加入預

設為瀏覽群組之自選商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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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情境看盤(此功能限富貴專業版提供) 
 

提供十種不同的專家情境看盤版面配置，讓您能更快速掌握同類型的看盤資訊。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上方功能表(下拉選單)，選擇[情境(S)]選項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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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散戶救星 

 

 
 

【畫面說明】 

1. 顯示自選股報價畫面，點選左下方的「自選股」的頁籤可以切換自選股群組。 

2. 右方可切換「指標線圖」、「個股速讀」、「封象組合」的頁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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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指達人 

 

 
 

【畫面說明】 

1. 左方可切換「國際期指」九宮圖畫面、「加權指數」走勢圖、「櫃檯指數」走

勢圖的頁籤。 

2. 右上方可切換「期指近月」、「期指次月」報價頁籤。 

3. 右下方可連動右上方的期貨商品切換「即時走勢」、「指標線圖」的頁籤。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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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市場評析 

 

 
 

【畫面說明】 

1. 上方顯示國際指數報價畫面。 

2. 左下方可連動上方國際指數的量價走勢圖畫面。 

3. 右下方可連動上方國際指數的指標線圖畫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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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情個股評析 

 

 
 

【畫面說明】 

1. 上方顯示特別報價畫面，可利用頁籤查看不同的報價畫面。 

2. 左下方可連動上方特別報價的個股量價走勢圖畫面。 

3. 右下方可連動上方特別報價的個股指標線圖畫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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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產業個股評析(此功能限富貴產業版提供) 

 

 
 

【畫面說明】 

1. 上方顯示產業指標組合畫面。 

2. 左下方可連動上方產業指標的成份股量價走勢圖畫面。 

3. 右下方可連動上方產業指標的指標線圖畫面。 
 

1 

2 3 



精誠富貴贏家 

 4-167 

(六)、 集團個股評析(此功能限富貴產業版提供) 

 

 
 

【畫面說明】 

1. 上方顯示集團指標組合畫面。 

2. 左下方可連動上方集團指標的成份股量價走勢圖畫面。 

3. 右下方可連動上方集團指標的指標線圖畫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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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概念個股評析(此功能限富貴產業版提供) 

 

 
 

【畫面說明】 

1. 上方顯示概念指標組合畫面。 

2. 左下方可連動上方概念指標的成份股量價走勢圖畫面。 

3. 右下方可連動上方概念指標的指標線圖畫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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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時事概念個股評析(此功能限富貴產業版提供) 

 

  
 

【畫面說明】 

1. 上方顯示時事概念指標組合畫面。 

2. 左下方可連動上方時事概念指標的成份股量價走勢圖畫面。 

3. 右下方可連動上方概念指標的成份股指標線圖畫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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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原物料相關個股評析(此功能限富貴產業版提供) 

 

  
 

【畫面說明】 

1. 顯示產業總覽網頁的原物料相關畫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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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國際相關個股評析(此功能限富貴產業版提供) 

 

  
 

【畫面說明】 

1. 顯示產業總覽網頁的國際供銷分析畫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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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 其他功能 
其他功能提供跑馬燈、兩秒大盤、量價明細參考、量價警示訊息明細，功能說明如下。 

 

(一)、跑馬燈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上方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功能(U) /跑馬燈(B)]選項。 

 

【功能說明】 

提供固定跑馬燈，顯示方式為垂直換頁揭示，固定一行文字之高度，無法以滑鼠拉

動任意調整寬度或高度。視窗內容可顯示大盤指(此項設定無法取消顯示)、上櫃指

數、恆生指數、創業板指數、財訊新聞、中央社新聞、經濟通新聞、自選股報價等

資訊，視使用者設定的狀況。  

註：恆生指數、創業板指數、經濟通新聞需有香港資訊授權方可勾選設定。 

 

【操作說明】 

1. 點選上方功能表[功能(U) /跑馬燈(B)]，即可選擇開啟或關閉此功能。 

2. 在固定跑馬燈視窗按滑鼠右鍵，點選[設定]，可開啟跑馬燈設定視窗，於「顯示

設定」頁籤中可勾選欲揭示的指數、新聞或自選群組之報價資料；於「頻率設

定」，可調整換頁速度之快慢(1秒~10秒)。 

固定跑馬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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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秒大盤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上方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功能(U) /兩秒大盤(S)]。 

 

【功能說明】 

此視窗顯示大盤每二秒指數資訊，可利用視窗分割的功能，將兩秒大盤依個人喜好

規畫於視窗中。 

 

兩秒大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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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價明細參考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 於上方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功能(U) /量價明細參考(R)]。 

 

【操作說明】 

1. 按 <Page Up> 、 <Page Down> 或直接以滑鼠滾輪操作換頁功能。 

2. 按 <Home> 、 <End> 可切換至第一頁與最後一頁畫面。 

3. 按 <＊> 可顯示/取消秒數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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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量價警示訊息明細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 於上方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功能(U) /量價警示訊息明細(D)]。 

 

【操作說明】 

1. 此功能僅保留最自選股量價警示近 100 筆的訊息資料。 

2. 按 <Page Up> 、 <Page Down> 或是滑鼠滾輪操作換頁功能 

3. 按 <Home> 、 <End> 可切換至第一頁與最後一頁畫面。 

註：警示條件設定方式請參閱警示股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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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 系統設定 
在此提供查詢連線狀態、進行盤後資料下載與最新股票檔下載，還有多項與系統畫面

相關設定與操作、查閱近期歷史行情資料…等功能，皆可在此設定，功能說明如下。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上方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系統(O)]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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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定連結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桌面管理員]點選[系統連結/連線設定]選項進入。 

方法 2.於上方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系統(O)/連線設定(L)]。 

 

【功能說明】 

在此可以查看連線位置、帳號、連線狀態、到期日及程式啟動後至目前為止之已連

線時數等相關連線資訊。  

 

【操作說明】 

3. 切換伺服器方式：請點「我要離線」，選擇後會立即顯示「我要連線」，此時，

再點選「我要連線」即會出現選擇連線伺服器視窗，點選其中一項伺服器，再

按「連線」，待顯示使用者登入帳號畫面，按下「確定」即可再度連線成功。 



精誠富貴贏家 

 4-178 

(二)、資料下載 

 
※ 盤後下載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桌面管理員]點選[系統連結/資料下載/盤後下載]選項進入。 

方法 2. .於上方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系統(O)/資料下載(D)/盤後下載(T)]。 

 

【畫面說明】 

1. 系統預設勾選「連線時，自動下載盤後資料」， 此為日後每次開啟程式後，系

統會自動偵測各項歷史資料型別之轉檔結束日期至目前電腦日期中所缺的區間

進行自動補齊。 

2. 點選  ，可由系統檢查上述日期區間中是否仍有缺少的檔案需要進行轉

檔。 

3. 點選  鍵指定要傳輸的類別為「全部設定」或「個別選項」設定。若是點

選「全部設定」，會出現下圖的對話視窗，可自行選擇要下傳的資料項目及區

間設定為自動補齊或連續月份、連續日期、特定日期，再點選「開始下載」即

可開始傳輸資料；如果想針對某一類資料做轉檔可以直接點選「個別選項」再

選擇其中要設定的資料項目，或以滑鼠直接點選對話視窗中的資料項目圖示，

可以進入個別項目視窗，同時再選擇區間設定，設定好回補區間按下「開始下

載」即可。 

4. 相關盤後排行資料保留資料時間最長為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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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一般情況而言，下載一天盤後資料約須等待30秒~60秒，但實際情形仍會受

轉檔當下的網路傳輸速率與品質所影響。 

 

※ 行情下載 

此功能為每日14:30左右提供使用者下載當日行情報價資訊，約3~5分鐘下載完畢，

即會出現下方訊息，按下「確定」即可；當盤中未進行連線，沒有接收即時報價資

訊，也可透過此功能快速取得當日行情，查看各項報價資料。 

 

 
 

※ 最新代碼檔下載 

本系統每天連線時皆會自動更新股票檔，但若有新上市櫃之商品無法查詢時，可執

行此功能，系統會立即重新下載最新股票檔，下載過程中，會出現多次「XXXXX

檔案下載成功」，待畫面出現「最新代碼檔重新載入完畢」表示所有最新股票檔皆

已下載完成。(依網路傳輸速率與線路品質不同，下載時間也會有所差異，平均約

需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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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設定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桌面管理員]點選[系統連結/其他設定]。 

方法 2.於上方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系統(O)/其他設定(S)]。 

 

【功能說明】 

1. 盤中選股機制設定：此為富貴贏家專業版功能，可勾選是否要「啟動盤中選股

機制」，並可以選擇「定時選股」或是「即時選股」功能，按下「確定」後，

待設定完畢，須將程式重新開啟才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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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頁設定：此為富貴贏家專業版功能，進入可以選擇「地圖首頁」或是「目錄

首頁」，按下「確定」即可。(系統預設為地圖首頁) 

 
3. 多畫面設定：設定您的專屬畫面配置功能，請先拉選好您欲設定的畫面視窗後，

進入「多畫面設定」視窗，輸入畫面群組名稱再按下「儲存群組」即可。若每

次開啟程式後都須要直接顯示該畫面配置，請勾選「啟動時自動載入此群組」

再按下「確定」即可。 

 
4. 其它工具設定：新增相關程式(例如:Excel、IE 瀏覽器等)，日後若需開啟應用程

式，請先點選該應用程式，再按「執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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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貨名稱設定：可設定期貨商品「月份以數字顯示」或是「月份以英文顯示」，

按下「確定」後，須將程式重新開啟才會生效。 

 
6. 提示氣球設定： 

警示股條件設定完成後，當盤中警示股成交價符合設定條件時，畫面即會彈跳出

提示氣球。 

 
(提示氣球設定) 

 
(提示氣球訊息視窗) 

【畫面說明】 

(1) 提示氣球之內容依序顯示日期時間、群組名稱、股票名稱(代碼)、符合的警

示條件。 

(2) 若有設定成交價上限或成交價下限之警示條件，則系統會直接顯示該價

格。(即將參考價＋上漲價差、上漲幅度或參考價─下跌價差、下跌幅度所

計算出來的上下限價格)。 

【操作說明】 

(1) 於桌面管理員點選「系統連結/其他設定/提示氣球設定」。 

(2) 提示氣球設定包含自選股量價警示、鉅額交易、盤中自動選股警示一、盤

中自動選股警示二、即時訊息、操盤密碼六種功能的設定，可設定顯示/不

顯示、顯示時間、顯示顏色、聲音設定、顯示位置以及顯示文字大小。 

(3) 聲音設定中可以選擇警示音 1~警示音 10，或自設其它音檔(音檔支援 wav

格式並需先將檔案存放在 C:\SYSTEX\FIMIDST2004\DATt\freepatn，才能於此

處進行設定)。  

(註：C:\SYSTEX\FIMIDST2004\DATt\freepatn 為預設路徑，設定時請依實際

安裝路徑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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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功能列設定：可設定是否要隱藏功能列，按下「確定」即可。 

 

 
 

8. 工具列設定：可設定是否要隱藏工具列及設定工具列大小圖示模式，按下「確

定」即可，但是設定大小圖示模式須程式重新開啟才能生效。 

 

 
 

9. 浮動選單設定：可勾選是否顯示畫面兩側浮動選單，按下「確定」即可。 

 

 
 

10. 列印功能：選擇要彩色列印或是黑白列印，按下「確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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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情日期切換(此功能限加值歷史行情功能) 

供使用者自行選擇瀏覽過去某一特定交易的報價行情。(系統提供一個月之完整

歷史行情資料)。 

 

【操作說明】 

(1) 要使用行情日期功能，須先在啟動程式時，“選擇連線伺服器”畫面，選

擇「歷史行情」。 

 
(選擇連線伺服器-歷史行情) 

 

(2) 啟動歷史行情模式，並點選[系統連結/行情日期切換]設定欲查看的交易日期

後，再按「確定」，即會出現「歷史行情下載進度」視窗，待下載完畢，

按下「確定」，此時，系統中所有報價即會回復至設定當日之行情資料(技

術分析畫面除外)。 

 
(歷史行情資料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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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方紅框內顯示歷史行情日期) 

 

 
(可顯示當日完整走勢圖及量價明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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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載入畫面配置 

 

人人都有各自習慣查看的功能介面，且在不同時機、不同情勢下，操作邏輯也不盡

相同，所以透過畫面配置，使用者可自行組合多項版面，再於適合的時間點選擇適

當的版面進行觀盤。例如：盤中著重於即時行情的報價資訊，盤後需利用技術分析

研判或查看基本面、籌碼面的資料挑選標的；即可設定盤中、盤後兩種版面進行切

換。 

 

※ TDS 操盤畫面(此功能限富貴專業版提供)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於[桌面管理員]點選[系統連結/載入畫面配置]。 

方法 2.於上方功能選單(下拉式選單)，選擇[系統(O)/載入畫面配置(P)]。 

 

【畫面說明】 

1. 顯示「冷熱線」技術指標。 

2. 顯示加權指數及成交量分析的「組合畫面」。 

3. 套用「六武出鞘」及「六武回鞘」兩種選股條件。 

4. 顯示「新六星 K 線」指標。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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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1. 提供使用者掌握大盤冷熱趨勢，進而了解各類股漲跌家數狀況，透過「六武出

鞘」及「六武回鞘」的選股條件，篩選出有潛力的個股，再利用新六星 K 線

掌握該個股的技術分析細項資訊。 

2. 在顯示加權指數及成交量分析的「組合畫面」中提供欄位資訊供使用者選擇，

包含： 

(1) 淨漲跌家數比(%)：各類股之[ (漲家數 – 跌家數) / 總家數 × 100%] 

(2) 漲跌家數比：各類股之( 漲家數 ÷ 跌家數 ) 

(3) 類股資金比(%)：(各類股成交金額 ÷ 大盤成交金額) × 100% 

(4) 類股資金比變動(%)：今日類股資金比(%) - 昨日類股資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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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獨立跑馬燈 

 

此獨立跑馬燈不同於固定跑馬燈是可以任意移動跑馬燈放置的位置，且可以設定字

型大小時即會變動視窗大小，其設定方式與跑馬燈相同，請參閱 3-14-1 其他功能-

跑馬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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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 精誠富聯網 

提供台股、國際股市、外匯……等資訊與行情，透過此平台將多元的資訊進行整合，

可查詢多項金融相關資訊。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於[桌面管理員]之[富聯網頁/精誠富聯網]，則可進入本公司的財經網頁-富聯

網(Money link)，自行運用豐富且多元的財經資訊，但因部份功能僅開放富聯

網會員瀏覽，請先於會員中心進行註冊帳號方可進行操作。 

(註：因富聯網為獨立網頁，此會員帳號並非富貴贏家帳號，富貴贏家使用者

仍需另行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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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 興櫃資訊 
提供興櫃報價資訊，每分鐘自動更新一次。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點選[桌面管理員]之[富聯網頁/興櫃資訊]。 

 

【功能說明】 

1. 由畫面上方可選擇排序方式為：股票代碼、昨日均價、今日均價、今日總量、今

日總額、買量、賣量、漲跌欄位。 

2. 每頁提供二十檔興櫃報價，若欲換頁可直接由左上方選擇頁次。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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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券商進出表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點選[桌面管理員]之[富聯網頁/券商進出表]。 

 

【功能說明】 

1. 可選擇查看查看個股之券商進出、1 日買賣超、1 日庫存增減幅、1 日籌碼鎖定率、

5 日買賣超、5 日庫存增減幅、5 日籌碼鎖定率。 

2. 輸入股票代號再按下「查詢」即可切換至相關的券商進出表資訊。 

 

 

五十五、 公司基本資料 
操作說明同 3-12-1 基本分析介紹。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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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 主力進出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點選[桌面管理員]之[富聯網頁/主力進出]。 

 

【功能說明】 

1. 輸入股票代號再按下「查詢」即可切換至相關的主力進出資料。 

2. 切換「累積量」、「買超」、「賣超」、「買賣超」、「鎖定率」會連動左方的

圖示做相關的變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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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操盤快手(此為富貴贏家加值選購功能)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於[桌面管理員]之[加值服務/操盤快手]選項進入。 

 

【功能說明】 

1. 個股查詢：輸入股票代號按下「GO」，右方會顯示讓個股的當日成交資訊、最佳

五檔明細、零股交易行情與相關產業概念行情分類。 
2. 即時熱門排行：除了基本的價量排行外，更新增了上下震幅排行、盤後定價以及

短線資金流量分析的功能。 
3. 短線選股工具：進一步根據量與價的極端變化，按照多空強弱作出選股份類，並

再加上籌碼面的過濾功能。 
4. 興櫃專區：由於興櫃市場資訊不對稱情況明顯，本功能特別強化了興櫃市場行情、

基本分析、財務分析等選股分類。 
5. 技術指標分析：精選四大技術分析指標 ─ 均線、RSI、KD、MACD，可篩選符

合黃金交叉及死亡交叉分析之選股條，並可配合 K 線圖功能進行研究。 
6. 波段熱門：利用 3、5、20、60 日的波段漲跌幅排序，可以充分掌握短中長期所有

焦點個股的多空表現。 
7. 基本分析選股：將營收、股本、總市值、董監持股、EPS、本益比，幾項較為重

要的分析依據作出排序。 
8. 財務分析選股：財務報表的數字也能排序─資產及股東權益報酬率、固定資產、

負債比率及淨值比率、營業毛利率及營業利益率、存貨及應收帳款週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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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 操盤密碼(此為富貴贏家加值選購功能) 
 
此資訊由財訊快報社(股)公司提供，操盤密碼是在協助投資者，藉由專業記者、研究

員針對國內外訊息做最快最即時及最深入剖析，讓您不用辛苦自行過濾、分析資訊，

藉由公正、客觀、專業的財訊，提供您所需要的訊息，比別人更早、更快、更精準掌

握股市與個股脈動，提前佈局，領先群倫。 

 
 

 
 

提示訊息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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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點選[桌面管理員]之[加值服務/操盤密碼]。 

方法 2.當接收到最新訊息，在畫面右下角會出現提示訊息框，該訊息框會提供此則

訊息的日期、時間、項次與標題，直接點選標題後，則會進入該標題的內容，

若瀏覽完成，可點選右上角「X」關閉視窗。 

【畫面說明】 

操盤密碼資訊主要分 10 個資訊類別：  

1. 今日訊息導覽：提供當日最新訊息標題，此訊息的範圍包含各資訊類別，依照

收到資訊的時間排序顯示，最新的訊息顯示最上列。 

2. 早報解讀：精選每天各大早報之重要財經訊息，提供深入剖析與投資評論。 

3. 即時訊息解析：對盤中出現之重要股市訊息，即時提供精要剖析與投資評論。 

4. 全球股市連動：以全球六大市場(美.歐.日.韓.中.港)為標的，搜尋近期強勢類股，

並探討國內相關個股之連動關係與投資因應策略。 

5. 焦點個股：依據公司營運現況、前景及財務狀況，篩選出最具潛力之投資標的。 

6. 產業分析報告：針對重點產業及相關公司之產業前景及營運現狀，提供精要剖

析報導與投資評論。 

7. 熱門原物料行情：提供各項重要原物料(如水泥、紡織、塑膠、鋼鐵、DRAM、

油、金、非鐵金屬…等)之行情波動訊息，與未來趨勢分析報導。 

8. 總經評論：根據總體經濟各項重要因數(如利率、貨供、經濟、消費、政策…等)，

對股市影響進行分析評估。 

9. 國際股市評析：對美、歐、日、韓、中、港與新興市場之金融市場指數漲跌與

發展趨勢，提供摘要報導與分析評論。 

10. 投資筆記本：每日重大財經訊息整理、總經與各產業近期重要資訊彙整。 

【操作說明】 

1. 左方為功能項次，可用滑鼠點選所要看的資訊類別，點選後會進入該項類別；

右方會顯示相關標題，點選所要看的標題後，可進入查看內文；再以下方功能

切換<上一則新聞>、<下一則新聞>、<回上一頁>、<回列表頁>、<上一頁>、<

下一頁>等。 

2. 查詢推薦個股右方可選擇「走勢圖」、「技術分析」、「基本分析」、「加入

自選股」，點選後即可切換至該功能視窗或加入自選群組之中。 

3. 在報價畫面，按 90+<Enter>即可快速開啟操盤密碼的畫面。 

4. 限期及符號說明： 
限期說明 短線：3個交易日 中線：10個交易日 長線：20個交易日 

符號說明 ☆： 樂觀 ○： 中性 △： 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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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 預測贏家(此為富貴贏家加值選購功能) 
國內首創最全面的即時研究報告，提供 Rainbow Bar(彩虹 Bar)，快速掌握綜合評等變

化，還包含目標價與股價對照圖，協助使用者進行研究分析。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點選[桌面管理員]之[加值服務/預測贏家]。 

 

【功能說明】 

1. Rainbow Bar(彩虹 Bar)：提供各研究者對該個股的漲跌偏向及綜合評等的資訊，

還有該個股變化率及產業平均等相關資訊。 

2. 右上方圖表中 X 軸為日期、Y 軸為價位，滑鼠移至圖表中右方即可顯示該 K 棒

的日期及收盤價位，在圖中顯示◇表示有一個預測機構所預估目標價及評等，

愈多◇代表愈多機構預估目標價。 

3. 提供近三個月及完整歷史的預測明細資訊。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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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 券商分點進出(此為富貴贏家加值選購功能) 
針對國內券商進出股市資訊，提供使用者最詳細的籌碼分析資訊。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從[桌面管理員]之[加值服務 /券商分點進出]選項即可進入該功能。 

方法 2.在量價走勢圖畫面時，於左側浮動選單，點選「券商分點進出」選項亦可以

開啟此功能。 

 

【畫面說明】 

1. 功能選項區 

2. 資料輸入區 

3. 查詢結果區 

 

【操作說明】 

1. 點選功能選項區欲查項詢目。包含[個股券商買賣超]、[券商買賣超個股]、[分

公司買賣超]及[歷史買賣明細]。 

2. 至資料輸入區內輸入欲查詢之股票代號、起始日、結束日等欄位；而在券商買

賣超個股、分公司買賣超和歷史買賣明細中要選擇券商和分公司的選項；輸入

完必填欄位之後，再按下「GO！」即可進行查詢。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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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詢結果區將依照功能選項做出買賣超排名，出現查詢資料後，亦可使用滑鼠

點選欄位結果，顯示「日期、買進張數、賣出張數、買賣超張數、成交均價、

收盤價、漲跌、成交張數」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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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 司令主流燈號  
 

 
 

【如何進入此畫面】 

方法 1.從[桌面管理員]之[加值服務 /司令主流燈號]選項即可進入該功能。 

 

【操作說明】 

1. 任何指標都無法保證百分之百獲利，過去的模擬績效也不代表未來的絕對報

酬。敬請投資人使用時務必具備風險意識。 

2. 司令相關指標功能為股市司令智慧財產權，為維護原創者著作權益，恕無法提

供完整公式內容。 

3. 富貴贏家僅基於服務客戶之原則提供更多豐富參考資訊，如有任何操作方式與

研判技巧等相關運用仍需以原創者司令操盤者之解說為準。 

請 貴用戶至股市司令部落格或FB 平台進行交流討論。 

股市司令部落格 http://www.wearn.com/blog.asp?id=9065 

股市司令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sl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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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附錄 A：線上註冊 
1. 當您購買了「富貴贏家」後，您必須在富貴贏家專屬網站完成註冊，之後便能使用

本軟體。 

首先您必須開啟您的瀏覽器程式（例如： Internet Explorer 或 Chrome），連結富貴

贏家專屬網頁網址：http://www.fmidst.com.tw/。 

 

2. 點選「會員專區\會員註冊\富貴贏家會員註冊」，此時會開啟「富貴贏家」的註冊

網頁，您只要輸入我們所提供給您富貴贏家的「帳號」與「密碼」資料，並點選「確

認」後，就會進入相關帳號開通的網頁(如下頁圖示)，此時請您輸入正確之基本資

料，以便日後有相關問題、活動、及有新功能與使用時限終止前我們能協助或通知

您。此份資料也會做為交易所備查之用，我們會善盡保管之責，並不會做為其他用

途，故請填入使用者之真實且正確的資料，以免影響日後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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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富貴贏家功能鍵說明 
 

共同快速鍵 (在即時行情畫面，只要輸入指令，即可進入該功能。)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F1＞ 自選股之報價資訊與成交回報 ＜F8＞ 櫃檯指數及成交量分析 

＜F2＞ 播報順序之報價資訊 ＜F11＞ 即時智慧選股提示 

＜F3＞ 分類股之報價資訊 ＜F12＞ 行情資訊設定 

＜F4＞ 自選股之個股量價走勢 ＜Alt＋F4＞ 關閉視窗 

＜F5＞ 加權指數及成交量分析 ＜Space＞空白鍵 技術分析 

＜F6＞ 分類加權指數   

 

特定單元快速鍵 (在即時行情畫面，只要輸入指令，即可進入該功能。) 

功能鍵 個股走勢圖 加權指數走勢圖 

＜Shift + F1＞ 個股量價明細參考表(01) 加權指數及成交量明細表(01) 

＜Shift + F2＞ 技術分析(02) 技術分析(02) 

＜Shift + F3＞ 分價表(03) 委買委賣及成交分析表(03) 

＜Shift + F4＞ 分量表(04) 江波分析圖(04) 

＜Home＞ 台盤基本分析 台盤基本分析 

＜空白鍵＞ 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 

 

特定單元快速鍵 (在即時行情畫面，只要輸入指令，即可進入該功能。) 

功能鍵 數字鍵 功能鍵說明 

F5 05 加權指數及成交量分析 

F6 06 各分類指數九宮圖 

 07 銀行間美元匯率 

 08 金融資訊 

 09 國際股市指數分析 

 10 各類股成交量分析 

 11 委買委賣明細 

 701 期貨自選合約報價(含走勢圖) 

 702 期貨播報順序報價(含走勢圖) 

 703 期貨重疊走勢圖選單 

 80 產業總覽 

 90 操盤密碼 

 961 即時智慧選股提示 

 nnnnnn 輸入個股或期貨商品代號，可查詢走勢圖 

 006688 結束退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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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報價揭示快速鍵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00/001/002/003/004/005/006/007 檔數變換 

008nn 直接跳查某頁次資料 

67 關聯分類股報價 

68 關聯自選股九宮圖 

<> 查詢自選股之金額, 振幅或漲跌幅的報價畫面 

＜Insert＞ 新增自選股 

＜Delete＞ 刪除自選股 

＜Crtl+C＞ 自選股切換 

＜Crtl+L＞ 開啟欄位設定畫面 

＜Space＞ ＜空白鍵＞ 技術分析 

 

行情報價與成交回報快速鍵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00/001~007 檔數變換 80 產業總覽 

008nn 直接跳查某頁次資料(n為頁次) 90 操盤密碼 

070 只查看成交之資訊 <> 查詢自選股金額/振幅/漲跌幅 

071 只查看變動委買價之資訊 ＜Insert＞ 新增自選股 

072 只查看變動委賣價之資訊 ＜Delete＞ 刪除自選股 

073 所有回報資訊之混合查詢 ＜Ctrl+C＞ 切換自選股群組 

67 關聯分類股報價 ＜Ctrl+L＞ 開啟欄位設定畫面 

68 關聯自選股九宮圖 
＜Space＞ 

＜空白鍵＞ 
技術分析 

 

個股走勢圖快速鍵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00 移動查價線 581~589 切換所屬產業分類九宮圖 

0 
個股走勢圖疊加上/取消 

大盤走勢圖 
→ (查價線)向右移 

1 顯示均價線 ← (查價線)向左移 

67 關聯分類股報價 
713 

切換至以此個股為標的所發行之

近一月合約選擇權報價資料 

68 
關聯自選股九宮圖 714 

切換至以此個股為標的所發行之

近一月合約期貨走勢圖 

561~569 切換所屬產業分類報價 <．> CDP 

<\> 個股走勢圖切換組合畫面 ＜Home＞ 台盤基本分析 

<> (查價線)快速向右移 ＜Insert＞， 技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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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鍵＞，02

<─> (查價線)快速向左移 ＜Page down＞ 下一支股票 

＜Shift+F1＞，量價明細表 ＜Page up＞ 上一支股票 

＜Shift+F2＞，技術分析 ＜Ctrl + ~＞ 選擇畫面模式 

＜Shift+F3＞，分價表(03) ＜Shift+~＞，01 期貨整分成交明細切換 

＜Shift+F4＞，分量表(04)   

 

個股走勢圖快速鍵(右下方小視窗)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000 大盤文字資料 011 當日分量參考表 

001 加權指數 012 當日分價參考表 

002 水泥類指數 013 大盤及八大類指數漲跌比較圖 

003 食品類指數 014 即時大盤走勢分析圖 

004 塑化類指數 015 最佳五檔買價與最佳五檔賣價之委託量 

005 紡織類指數 016 權證資料/基金資料 

006 機電類指數 017 期貨資料 

007 造紙類指數 019 定盤與零股交易 

008 營建類指數 020 相關商品 

009 金融類指數 021 個股特別資訊 

010 最近成交14筆即時價量明細  <> 循環右下視窗切換 

 

期貨 01 當日量價整分成交明細參考表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 Shift + ~ >或01  切換期貨量價整分資訊/量價明細參考表畫面 

<Tab> 切換期貨量價整分資訊左、右視窗 

XX：XX 或 XX.XX(X=0~9) 查詢整分彙整資料(例如10:32 或10.32) 

 

大盤分析圖快速鍵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 CDP ＜Shift+F1＞，01 加權指數及成交量明細表 

<> (查價線)快速向右移 ＜Shift+F3＞，03 委買委賣成交分析 

<─> (查價線)快速向左移 ＜Shift+F4＞，04 委買委賣成交走勢圖分析 

<> 切換刻度 ＜Home＞ 台盤基本分析 

＜Insert＞， 

空白鍵，02 
技術分析 00 移動查價線 

→ (查價線)向右移 05 2秒大盤走勢&自選成交 

← (查價線)向左移 020 資料回補 

<\> 加權指數走勢圖切換組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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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智慧選股提示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 只顯示自選股/台盤上市/台盤上櫃/顯示全部股票 

 

其他 

九宮圖(類股九宮股、自選股九宮圖、產業分類九宮圖)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切換實際值/百分比 

 

產業資訊快速鍵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51 切換至相對應的產業指標行情表 

52 切換至相對應的產業指標走勢圖 

53 切換至相對應的產業指標九宮圖 

54 切換至相對應的產業指標九宮圖(指標漲跌幅排序) 

55 切換至相對應的產業指標成交量分析 

56 切換至相對應的產業指標成份股報價 

57 切換至相對應的產業指標成份股走勢圖 

58 切換至相對應的產業指標成份股九宮圖 

59 切換至相對應的產業指標成份股九宮圖(成份股漲跌幅排序) 

50 切換至相對應的產業指標份股九宮圖(指標及個股漲跌幅排序) 

67 產業成份股走勢圖切換至預設產業分類報價 

68 關聯自選股九宮圖 

581~589 產業成份股走勢圖切換至第1~9分類之產業成份九宮圖 

561~569 產業成份股走勢圖切換至第1~9分類之產業分類報價 

80 產業總覽 

81 切換至產業指標走勢圖分類畫面 

82 切換至產業成份股報價分類畫面 

83 切換至產業成份股量價走勢圖分類畫面 

84 切換至產業成份股九宮圖分類畫面 

85 切換至產業成份股九宮圖排序分類畫面 

0 
產業指標走勢圖/產業分類參考指標/產業成份股報價/產業成份股九宮圖/ 

產業成份股九宮圖排序切換至該功能產業分類畫面  

 

核心資訊快速鍵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71 切換至相對應的核心指標行情表 

72 切換至相對應的核心指標走勢圖 

73 切換至相對應的核心指標九宮圖 

74 切換至相對應的核心指標九宮圖(指標漲跌幅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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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切換至相對應的核心指標成交量分析 

76 切換至相對應的核心指標成份股報價 

77 切換至相對應的核心指標成份股走勢圖 

78 切換至相對應的核心指標成份股九宮圖 

79 切換至相對應的核心指標成份股九宮圖(成份股漲跌幅排序) 

70 切換至相對應的核心指標份股九宮圖(指標及個股漲跌幅排序) 

 

統計排行表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 Shift +F5> 期間漲跌幅排行表 <Esc> 回上一層畫面 

< Shift +F6> 期間振幅排行表 <Tab> 切換升冪、降冪排序 

< Shift +F7> 明日 CDP 統計表 <Home> 至首頁 

< Shift +F8> 期間資券增減率排行表 <End> 至尾頁 

< Shift +F9> 券資比及融資券使用率排行表 空白鍵， 02 技術分析 

< Shift +F10> 期間當沖張數及當沖比排行表 ＜Insert＞ 新增自選股 

< Shift +F11> 期間集保增減排行表 <Enter> 個股走勢圖 

< ← >、< → > 變更排序項目   

 

法人券商排行表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 Ctrl +F1 > 期間主力庫存排行表 

< Ctrl +F2 > 期間買賣家數比排行表 

< Ctrl +F3 > 期間券商買賣個股排行表 

< Ctrl +F4 > 期間單一個股券商買賣排行表 

< Ctrl +F9 > 期間外資持股增減排行表 

< Ctrl +F10 > 期間外資買賣超個股排行表 

< Ctrl +F11 > 投信及外資買賣金額統計表 

< Ctrl +F12 > 期間法人買賣排行表 

<F12> 各排行表排序範圍設定 

<Enter> 個股走勢圖 

< ← >、< → > 變更排序項目 

<Tab> 切換升冪、降冪排序 

<Esc> 回上一層畫面 

＜Insert＞ 新增自選股 

<空白鍵> 技術分析 

<02+ Enter > 技術分析 

<Home>/<End> 至首頁/尾頁 

001 期間主力庫存排行表/期間券商買賣個股排行表之單行報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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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期間主力庫存排行表/期間券商買賣個股排行表之雙行報價畫面 

 

技術分析快速鍵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F2> 顯示(或取消)移動查價 < Ctrl + M > (不)顯示移動平均價格 

<F3> 顯示(或取消)指標值 < Ctrl + V > (不)顯示移動平均張數 

<F4> 儲存線圖 < Ctrl + A > (不)顯示移動平均金額 

<F5> 編輯線圖 < Ctrl + D > (不)顯示扣抵日 

<F6> 商品類別選擇 < Shift + F3 > 分價分量表 

<F8> 更換工作視窗指標 < Ctrl + ← > 圖形快速左移 

<F9> 視窗縮放 < Ctrl + → > 圖形快速右移 

<F10> 自設指標(富貴選購功能) < Ctrl + F1 > 指標說明 

<F11> 短線法寶 < Ctrl + F2 > (不)顯示本益,券資,當沖比 

<F12> 技術分析設定 < Ctrl + F3 > (不)顯示格線 

<↑> 上一商品 < Ctrl + F4 > (不)顯示高低價 

<↓> 下一商品 < Ctrl + F10 > (不)顯示座標值 

< ← > 圖形左移 < Alt + F4 > 關閉視窗 

< → > 圖形右移 < Alt + F5> 切換對數模式 

<Insert> 加入自選股 < Alt + F7> 切換除權息模式 

<> 更換類型(日週月分) < Alt +1 > 切換成一視窗 

<> 放大日期間距 < Alt +2 > 切換成二視窗 

<─> 縮小日期間距 < Alt +3 > 切換成三視窗 

<．> 增加視窗 < Alt +4 > 切換成四視窗 

<，> 減少視窗 < Alt +5 > 切換成五視窗 

Q 載入版面配置 < Alt +6 > 切換成六視窗 

W 指標版面配置設定 < Alt +7 > 切換成七視窗 

<空白鍵> 快速更換工作視窗指標 < Alt +8 > 切換成八視窗 

<TAB> 更換至下一工作視窗 < Alt +9 > 切換成九視窗 

< Shift +Tab > 更換至上一工作視窗 < Alt +0 > 切換成十視窗 

< Alt+ Tab > 更換視窗 < Alt + ─> 切換成十一視窗 

</> 滑鼠右鍵功能表   

 

技術分析查價模式快速鍵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 劃平行線 <F4> 儲存線圖 

<[> 劃向上甘氏線 <F5> 編輯線圖 

<]> 劃向下甘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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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分析快速鍵(數字鍵)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1 更換第一視窗技術指標. 09516 更換商品為電器類指數. 

2 更換第二視窗技術指標. 09517 更換商品為化生類指數. 

3 更換第三視窗技術指標. 09518 更換商品為玻璃類指數. 

4 更換第四視窗技術指標. 09519 更換商品為造紙類指數. 

5 更換第五視窗技術指標. 09520 更換商品為鋼鐵類指數. 

6 更換第六視窗技術指標. 09521 更換商品為橡膠類指數. 

7 更換第七視窗技術指標. 09522 更換商品為汽車類指數. 

8 更換第八視窗技術指標. 09523 更換商品為電子類指數. 

9 更換第九視窗技術指標. 09525 更換商品為營建類指數. 

00 更換至下一工作視窗. 09526 更換商品為航運類指數. 

03 進入分價分量模式. 09527 更換商品為觀光類指數. 

05 更換商品為加權指數. 09528 更換商品為金融類指數. 

06 切換除權息模式. 09529 更換商品為貿易類指數. 

16 第一視窗技術指標改為新三價線. 09530 更換商品為化學類指數 

21 系統功能鍵說明檔. 09531 更換商品為生技類指數 

22 進入移動查價. 09532 更換商品為半導類指數 

23 顯示指標值視窗. 09533 更換商品為電腦類指數 

26 商品類別選擇. 09534 更換商品為光電類指數 

28 更換技術指標. 09535 更換商品為通信類指數 

29 視窗放大縮小. 09536 更換商品為電零類指數 

31 短線法寶. 09537 更換商品為通路類指數 

09511 更換商品為水泥類指數. 09538 更換商品為資服類指數 

09512 更換商品為食品類指數. 09539 更換商品為他電類指數 

09513 更換商品為塑膠類指數. 09540 更換商品為油電類指數 

09514 更換商品為紡纖類指數. 09599 更換商品為其它類指數. 

09515 更換商品為電機類指數.   

 

型態選股(富貴贏家專業版)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 Ctrl + F1> 型態選股 < Alt + F1> 已存型態選股 

< Alt + F2> 模組型態選股 < Alt + F3> 查詢已存型態結果檔 

 

型態選股結果畫面(富貴贏家專業版)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空白鍵 技術分析 < Esc> 回上一層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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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游標 <Home>/<End> 至首頁/尾頁 

<Insert>  新增自選股   

 

盤後智慧選股(富貴贏家專業版)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 Ctrl + F5> 編輯選股條件 < Ctrl + F8> 查閱選股結果檔 

< Ctrl + F6> 編輯選股公式 < Ctrl + F9> 選股評測 

 

盤後智慧選股結果畫面(富貴贏家專業版)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空白鍵/< Enter> 技術分析 < Esc> 回上一層畫面 

<↑>、<↓> 移動游標 <Home>/<End> 至首頁/尾頁 

<Insert>  新增自選股   

 

結束系統 

功能鍵 功能鍵說明 

006688 結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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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期貨代碼對照表 
範例：摩台電 2015 年 8 月 S2TW Q 5 203 08 5    

前三碼為期貨名稱英文代號(數字代碼)，第四碼為期貨月份英文代號(數字代碼)，最後一

數字為年份(西元) 

 

期貨名稱代碼 

項次 期貨中文名稱 期貨英文代號 精誠期貨數字代碼 

1 台指期 WTX 101 

2 電子期 WTE 102 

3 金融期 WTF 103 

4 MI 台指 WMT 104 

5 台指 50 WT5 105 

6 10 公債 WGB 106 

7 黃金 US WGD 109 

8 非金電 WXI 110 

9 櫃買期 WGT 111 

10 黃金 NT WTG 112 

11 RHF-民 WRH 117 

12 RHF-小 WRT 118 

13 歐台指 EFTX X 

14 摩台電 S2TW 203 

15 摩台指 STWA 204 

 

期貨月份代碼 

項次 月份 月份英文代號 精誠月份數字代碼 

1 1 F 01 

2 2 G 02 

3 3 H 03 

4 4 J 04 

5 5 K 05 

6 6 M 06 

7 7 N 07 

8 8 Q 08 

9 9 U 09 

10 10 V 10 

11 11 X 11 

12 12 Z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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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現貨 

項次 期貨中文名稱 期貨英文代號 精誠期貨數字代碼 

1 台指期 WTX00 101999 

2 電子期 WTE00 102999 

3 金融期 WTF00 103999 

4 MI 台指 WMT00 104999 

5 台指 50 WT500 105999 

6 非金電 WXI00 110999 

7 櫃買期 WGT00 111999 

8 RHF-民 WRH00 117999 

9 RHF-小 WRT00 118999 

10 摩台電 S2TW00 203999 

11 摩台指 STWA00 204999 

 

期貨接代圖 

項次 期貨中文名稱 期貨英文代號 精誠期貨數字代碼 

1 台指期& WTX& 101889 

2 電子期& WTE& 102889 

3 金融期& WTF& 103889 

4 MI 台指& WMT& 104889 

5 台指 50& WT5& 105889 

6 10 公債& WGB& 106889 

9 黃金 US& WGD& 109889 

10 非金電& WXI& 110889 

11 櫃買期& WGT& 111889 

12 黃金 NT& WTG& 112889 

13 RHF-民 WRH& 117889 

14 RHF-小 WRT& 118889 

15 歐台指 WFTX& X 

16 摩台電& S2TW& 203889 

17 摩台指& STWA& 20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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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自設指標基本語法 
設定自設指標時，請先了解以下基本語法： 

1 ： 

說  明： 指標數值定義符號。 

範例說明： 
L1: CLOSE(0)* 2; 

表示 L1 指標的指標數值為 CLOSE(0)*2。 

備    註： 一個指標至多可以出現 15 條指標線圖。 

2 := 

說  明： 
表示所寫的這一段程式語法的，要定義為公式，可以讓其

他的公式或指標做引用。 

範例說明： 
M1:= CLOSE(0); 

表示 M1 的定義是 CLOSE(0) 

3 ； 

說  明： 表示要結束所寫的程式語句。 

範例說明： 
L1:CLOSE(0)* 2; 

表示 CLOSE(0)*2 為 L1 的完整語句。 

4 == 

說  明： 如果二者條件相符 

範例說明： 

IF(A==B,HIGH(0),LOW(0)); 

表示當條件 A 與條件 B 相符時，引用最高價，否則引用

最低價) 

5 != 

說  明： 如果二者條件不相符 

範例說明： 

IF (A!=B,HIGH(0),LOW(0)); 

表示當條件 A 與條件 B 不相符時，引用最高價，否則引

用最低價) 

 

範例： 

三關價公式說明 

 今上關:昨日最高價+(昨日最高價-昨日最低價)*0.382 

今中關:( 昨日最高價+昨日最低價)/2 

今下關: 昨日最低價-(昨日最高價-昨日最低價) *0.382 

 

解答： 

 UP:HIGH(1)+(HIGH(1)-LOW(1))*0.382; 

 MID:(HIGH(1)+LOW(1))/2; 

 DOWN:LOW(1)-(HIGH(1)-LOW(1)) *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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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函數說明 

 
在盤後智慧選股與自設指標中，提供相關函數供使用者做設定。 

 

函數名 說明 說明 

邏輯函數 

CROSS 向上交叉函數 

說  明： 二條線進行交叉，由下往上穿越 

使用方法： CROSS(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表示設定的某項線型定義或常數(1、2、3…) 

M：表示設定的某項線型定義或常數(1、2、3…) 

使用說明： 

自設指標中： 

表示當 N 由下方向上穿過 M 做交叉時會引用數值 1，否則

引用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表示當 N 由下方向上穿過 M 做交叉時代表選股條件成立。 

範  例： 

CROSS(MA(OPEN(0),20),MA(OPEN(0),30)) (註：假設週期為

日線) 

自設指標中： 

表示如有 20 日均線由下向上穿越過 30 日均線做交叉時，

會引用數值 1，如果沒有交叉則會引用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表示如有 20 日均線由下向上穿越過 30 日均線做交叉時，

代表選股條件成立。 

COUNT 統計 

說  明： 統計週期中符合條件之數量 

使用方法： COUNT(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設定的條件內容(常數，或運算值(CLOSE(0)>OPEN(0)) 

M：設定的統計週期數(本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運算值) ，

若 M=0 則會從有資料開始的第一個週期開始計算。 

使用說明： 

統計 M 個週期中，有多少個週期是符合所設定 N 的條件內

容。 

範  例： 

COUNT(OPEN(0) <CLOSE(0),5) 

表示統計 5 週期內收陽 K 的週期數有多少？如果有 3 個週

期為陽 K，則會引用數值 3，如果沒有則引用數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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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假如 

說  明： 
根據所設定的條件狀況在條件成立與不成立時取得不同的

值 

使用方法： IF(N,X,Y) 

參數數量： 3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內容 

X：設定條件成立引用值(常數、運算值) 

Y：設定條件不成立引用值(常數、運算值) 

使用說明： 
若 N 條件成立時，會引用 X 值，若 N 條件不立時，則引用

Y 值。 

範  例： 

IF(OPEN(0) <CLOSE(0),HIGH(0),LOW(0)) 

表示該週期如收陽 K 則會引用最高價的值，若不成立則會

引用最低價的值 

AND 與 

說  明： 而且、和、同時、與的運算 

使用方法： N AND M 

參數數量： 0 個 

參數定義： 無 

使用說明： 表示設定的條件 N 與條件 M 都要同時成立才可以 

範  例： 

CLOSE(0)>CLOSE(1) AND CLOSE(0)>OPEN(0) 

表示本週期的收盤價要大於前一週期的收盤價，而且本週

期的收盤價要大於本週期的開盤價，二個條件都要同時符

合才能成立。 

OR 或 

說  明： 或者 

使用方法： N OR M 

參數數量： 0 個 

參數定義： 無 

使用說明： 表示條件 N 與條件 M，二個條件之中只要有一個成立即可 

範  例： 

CLOSE(0)>CLOSE(1) OR CLOSE(0)>OPEN(0) 

表示本週期的收盤價要大於前一週期的收盤價，或本週期

的收盤價要大於本週期的開盤價，二個條件只要其中一個

符合就能成立。 

NOT 不符合 

說  明： 不符合 

使用方法： NOT(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設定的條件值 

使用說明： 

在盤後智慧選股中： 

當 N 為運算式，若計算出結果為 0 時，則符合選股條件 

當 N 為條件式，若條件不符合時，則符合選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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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運算式： 

NOT(CLOSE(0)-OPEN(0)); 

條件式： 

NOT(CLOSE(0)>OPEN(0)) 

盤後智慧選股： 

運算式： 

如果 CLOSE(0)-OPEN(0)=0 表示符合選股條件，否則不符合 

條件式： 

如果 CLOSE(0)<= OPEN(0)，表示符合選股條件，否則不符

合。 

ISUP 
當週期是否為上

漲 

說  明： 
比較本週期與前一週期之收盤價，若上漲顯示 1，若下跌顯

示 0 

使用方法： ISUP 

參數數量： 0 個 

參數定義： 無 

使用說明： 

自設指標中： 

當週期收盤價>前一週期收盤價時，會引用數值 1，否則引

用值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當週期收盤價>前一週期收盤價時，表示選股條件成立，否

則為不成立 

範  例： 

1、L1:ISUP: 

表示如果本週期與前一週期之收盤價比較，若為上漲則 L1

指標指標值為 1，若下跌則 L1 指標值為 0 

2、buy:(CROSS("K 值"(9), "D 值"(9))AND ISUP)*10; 

表示當 K 值由下向上穿越 D 值且收盤價大於前一週期收盤

價，則 buy 指標值為 10，否則為 0。 

ISDOWN 
當週期為是否為

下跌 

說  明： 
比較本週期與前一週期之收盤價，若下跌顯示 1，若上漲顯

示 0 

使用方法： ISDOWN 

參數數量： 0 個 

參數定義： 無 

使用說明： 

自設指標中： 

當週期收盤價<前一週期收盤價時，會引用數值 1，否則引

用值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當週期收盤價<前一週期收盤價時，表示選股條件成立，否

則為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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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1、L1:ISDOWN; 

表示如果本週期與前一週期之收盤價比較，若為下跌則 L1

指標指標值為 1，若上漲則 L1 指標值為 0 

2、sell:(CROSS("D 值"(9), "K 值"(9))AND ISDOWN)*10; 

表示當 D 值由下向上穿越 K 值且收盤價小於前一週期收盤

價，則 sell 指標值為 10，否則為 0。 

ISEQUAL 
當週期是否為平

盤 

說  明： 
比較本週期與前一週期之收盤價，若相等顯示 1，若不相等

顯示 0 

使用方法： ISEQUAL 

參數數量： 0 個 

參數定義： 無 

使用說明： 

自設指標中： 

當週期收盤價=前一週期收盤價時，會引用數值 1，否則回

值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當週期收盤價=前一週期收盤價時，表示選股條件成立，否

則為不成立 

範  例： 

1、L1: ISEQUAL; 

表示如果本週期與前一週期之收盤價比較，若為平盤則 L1

指標指標值為 1，若非平盤則 L1 指標值為 0 

2、sell:(CROSS("D 值"(9), "K 值"(9))AND ISEQUAL)*10; 

表示當 D 值由下向上穿越 K 值且收盤價等於前一週期收盤

價，則 sell 指標值為 10，否則為 0。 

EVERY 區間持續符合 

說  明： 所設定的條件在週期中一直持續符合 

使用方法： EVERY (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設定的統計週期數(本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運算值)

若 M=0 則會從有資料開始的第一個週期開始計算。 

使用說明： 

自設指標中： 

在 M 個週期內，若 N 的條件一直持續符合，則引用數值 1，

否則引用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在 M 個週期內，N 的條件一直持續符合，則該選股條件成

立，否則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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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EVERY (CLOSE(0)> OPEN(0),5) 

自設指標中： 

表示如果在近 5 個週期內均為陽 K 線，則引用數值 1，否

則引用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表示如果在近 5 個週期內均為陽 K 線，則選股條件成立，

否則不成立 

PROEVERY 
滿足後區間持續

符合 

說  明： 滿足後區間持續符合 

使用方法： PROEVERY(CON1, CON2, DAY) 

參數數量： 3 個 

參數定義： CON1:條件式 1、CON2:條件式 2、DAY:持續符合筆數 

使用說明： 
若近 DAY 筆資料(含當筆)皆滿足 CON2，且近第(DAY-1)

筆資料滿足 CON1，則視為符合; 否則視為不符合 

範  例： 

當 MA5 向上交叉 MA10，且接下來四天內今收大於昨收： 

PROEVERY( CROSS( MA(C(0),5 ) ,MA(C(0),10 ) ) , C(0) > 

C(1) ,5) 

EXIST 區間曾經發生 

說  明： 在所設定條件在週期中是否有符合成立過 

使用方法： EXIST (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設定的條件 

M：設定的統計週期數(本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運算值) ，

若 M=0 則會從有資料開始的第一個週期開始計算。 

使用說明： 

自設指標中： 

在 M 個週期內，只要 N 的條件曾經成立過，則引用數值 1，

否則引用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在 M 個週期內，只要 N 的條件曾經成立過，則選股條件成

立，否則不成立。 

範  例： 

EXIST (CLOSE(0) > OPEN(0),5) 

自設指標中： 

表示在近 5 個週期中，若曾經出現過陽 K 線，則引用數值

1，否則引用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表示在近 5 個週期中，若曾經出現過陽 K 線，則選股條件

成立，否則不成立。 

BETWEEN 介於 

說  明： 所設的條件介於兩個條件之間 

使用方法： BETWEEN(X,Y,Z) 

參數數量：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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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定義： 

X：所設定的條件 

Y：設定範圍起始的條件(常數、運算值) 

Z：設定範圍終止的條件(常數、運算值) 

使用說明： 

自設指標中： 

若 X 條件介於 Y 條件和 Z 條件之間時，則引用數值 1，否

則引用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若 X 條件介於 Y 條件和 Z 條件之間時，則選股條件成立，

否則不成立。 

範  例： 

BETWEEN(CLOSE(0),20, 40) (註：假設週期為日線) 

自設指標中： 

表示如果收盤價介於 20 和 40 之間，則引用數值 1，否則引

用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表示如果收盤價介於 20 和 40 之間，則選股條件成立，否

則不成立。 

LAST 
指定期間持續符

合 

說  明： 在指定的期間內條件持續符合 

使用方法： LAST(X,Y,Z) 

參數數量： 3 個 

參數定義： 

X：所設定的條件 

Y：由 X 條件中基準期往前推的週期數 

(X 條件中的基準週期往前推 Y 週期，為指定區間的起

點) 

(此參數須為常數，不能小於 0，不能為運算元) 

Z：由指定區間的起點往前或往後推的週期數 

(指定區間的起點往前或往後推 Z 週期，為指定區間的

終點) 

(Z 為正值表示該區間由起點往後推 Z 週期，Z 為負值表

示該區間由起點往前推 Z 週期，Z 只能小於或等於 Y) 

(此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運算元) 

使用說明： 

自設指標中： 

指定區間的起點至指定區間的終點之間，若 X 條件持續符

合，則引用數值 1，否則引用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指定區間的起點至指定區間的終點之間，若 X 條件持續符

合，則選股條件成立，否則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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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1、LAST(CLOSE(0)>OPEN(0),10,5) 

自設指標中： 

表示從第前 10 個週期往後推 5 個週期，若在這期間內均為

陽 K 線，則引用數值 1，否則引用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表示從第前 10 個週期往後推 5 個週期，若在這期間均為陽

K 線，則選股條件成立，否則不成立。 

2、LAST(OPEN(0) > CLOSE(0),10,-5) 

自設指標中： 

表示從第前 10 個週期往前推 5 個週期，若在這期間內均為

陽 K 線，則引用數值 1，否則引用數值 0。 

盤後智慧選股中： 

表示從第前 10 個週期往前推 5 個週期，若在這期間均為陽

K 線，則選股條件成立，否則不成立。 

ISDATAEXIS

T 
資料是否存在 

說  明： 資料是否存在 

使用方法： ISDATAEXIST(X)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X:可輸入任一運算元，EX: CORBUY(0) 

使用說明： 用來判斷特定之盤後運算元當日的資料是否存在。 

範  例： 

ISDATAEXIST(CORBUY(0)) 

判斷「三大法人買進」當日資料是否存在，若於盤中因當

日盤後資料尚未提供下載，此時會回傳 0，若收盤後該資料

已完成下載，此時會回傳 1。 

備註: 

不論輸入的參數為 CORBUY(0)、CORBUY(1)或

CORBUY(2)…仍指代表判斷當日的資料是否存在。 

限支援輸入下列運算元進行判斷： 

(若非輸入下列運算元則回傳值會一律為 1，無判斷意義) 

三大法人買進（CORBUY） 三大法人賣出（CORSELL） 

三大法人買賣超（CORDIF） 外資買進（FGNBUY） 

外資賣出（FGNSELL） 投信買進（DEPBUY） 

外資買賣超（FGNDIF） 投信賣出（DEPSELL） 

投信買賣超（DEPDIF） 自營買進（BRKBUY） 

自營賣出（BRKSELL） 自營買賣超（BRKDIF） 

專戶買進（PERBUY） 專戶賣出（PERSELL） 

專戶買賣超（PERDIF） 主力買進張數（BKDIN） 

主力賣出張數（BKDOUT） 當日主力庫存張數（BKDSTK） 

主力買家數（BKDBUYCNT） 主力賣家數（BKDSELL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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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TATE 回傳交易狀態 

說    明： 回傳交易狀態 

使用方法： TSTATE(CON1,CON2,INITIAL) 

參數數量： 3 個 

參數定義： 

CON1:可輸入由運算元、數字、運算子、及函數等交互組成

的條件運算式 

CON2:可輸入由運算元、數字、運算子、及函數等交互組成

的條件運算式 

INITIAL:可輸入數字 0 or 1 

使用說明： 

資料初始回傳 INITIAL 值。 
隨時間軸移動，當滿足 CON1 條件時，回傳 1 值 
隨時間軸移動，當滿足 CON2 條件時，回傳 0 值 

隨時間軸移動，未滿足 CON1 或 CON2 條件時，回傳前一

筆回傳值 

範  例： 

TSTATE(CROSS("K 值"(9), "D 值"(9) ), CROSS("D 值"(9), 
"K 值"(9) ),0); 
初始回傳 0， 
雖時間軸移動，當 KD 黃金交叉時，回傳 1。 
雖時間軸移動，當 KD 死亡交叉時，回傳 0。 

算數函數 

MOD 求餘數 

說  明： 求二個條件相除之餘數 

使用方法： MOD(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被除條件(分子) 

M：除的條件(分母) 

使用說明： 引用 N÷M 的餘數 

範  例： 
MOD(11,4) 

即 11÷4＝4×2+3，餘數為 3，引用數值 3 

MAX 最大值 

說  明： 求二個條件中值最大者 

使用方法： 2 個 

參數數量： MAX(X,Y) 

參數定義： 
X：所設定要比較的條件 

Y：所設定要比較的條件 

使用說明： 引用 X 條件和 Y 條件中之較大值 

範  例： 
MAX(OPEN(0),CLOSE(0)) 

引用開盤價和收盤價二者中的較大值 

MIN 最小值 

說  明： 求二個條件中值最小者 

使用方法： 2 個 

參數數量： MIN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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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定義： 
X：所設定要比較的條件 

Y：所設定要比較的條件 

使用說明： 引用 X 條件和 Y 條件中之較小值 

範  例： 
MIN (OPEN(0),CLOSE(0)) 

引用開盤價和收盤價二者中的較小值 

REVERSE 取相反數 

說  明： 求相反數 

使用方法： REVERSE(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使用說明： 引用-N 

範  例： 
REVERSE(10) 

引用相反值-10 

ABS 絕對值 

說  明： 求絕對值 

使用方法： ABS(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使用說明： 引用 N 之絕對值 

範  例： 
ABS(-88) 

引用 88 

LOG 對數 

說  明： 求 10 為底的對數 

使用方法： LOG(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條件 

使用說明： 引用以 10 為底數 N 的對數 

範  例： 

LOG(100);LOG(1000) 

LOG10(100)，計算數值為 2，引用數值 2 

LOG10(1000)，計算數值為 3，引用數值 3 

SGN 條件對應值 

說  明： 

若條件值為正數則引用數值 1 

若條件值為負數則引用數值-1  

若條件值為 0 則引用數值 0  

使用方法： SGN(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條件 

使用說明： 當 N>0,N=0,N<0 分別引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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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1、SGN(100) 

引用數值 1 

2、SGN(-123) 

引用數值-1 

LN 自然對數 

說  明： 

求自然對數(自然指數( exponential ) e
1
 = 2.718281828…..，對

數( logarithm ) ，將對數取自然指數為底，就是：「loge」，

稱為自然對數( natural logarithm )，簡略符號表自然對數，就

是「ln」) 

使用方法： LN(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LN(1)= 0；LN(0)= ∞；LN(e
1
)= 1 

使用說明： 引用以 e 為底 N 的自然對數 

範  例： 
LN(CLOSE(0)) 

引用收盤價的自然對數 

POWER 次方 

說  明： 求條件的次方值 

使用方法： POWER (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所設的條件次方數 

使用說明： 即為 MN ，表示 N 的 M 次方，會引用 MN 的結果數值 

範  例： 
POWER (2,3) 

即為 32 =2×2×2=8，引用數值 8 

SQRT 
開平方 

(開根號) 

說  明： 求條件的開平方(√) 

使用方法： SQRT(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使用說明： 求為 N 的平方根，即 N  

範  例： 
SQRT(9) 

即為 9 =3，所以會引用數值 3 

EXP 指數 

說  明： 

引用指數，當 h 逐漸接近零時，計算(1+h)^(1/h) 之值，其

結果無限接近一定值 2.71828...，這個定值就是 e 

以 e 為底的指數函數 ne  就是 exp 

使用方法： EXP(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 e 的次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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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求為 e 的 N 次方 

e 的 N 次方，N 越大則 exp(N) 越大，N 趨近負無限大時 

exp(N) 極限為 0 

範  例： 
EXP(2) 

即為 2e ， 22.71828... ≒7.39，引用數值 7.39 

SIN 正弦值 

說  明： 引用條件的正弦值 

使用方法： SIN(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使用說明： 引用 N 的正弦值 

範  例： 
SIN(60) 

SIN(60)=-0.3，引用數值-0.3 

COS 餘弦值 

說  明： 引用條件的餘弦值 

使用方法： COS(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使用說明： 引用 N 的餘弦值 

範  例： 
COS(60) 

COS(60)=-0.95，引用數值-0.95 

TAN 正切值 

說  明： 引用條件的正切值 

使用方法： TAN(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使用說明： 引用 N 的正切值 

範  例： 
TAN(60) 

TAN(60)=0.32，引用數值 0.32 

ASIN 反正弦值 

說  明： 引用條件的反正弦值 

使用方法： ASIN(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條件值的範圍在-1~1 之間(不含-1 與 1) 

使用說明： 引用 N 的反正弦值 

範  例： 
ASIN(0.6) 

ASIN(0.6)=0.64，引用數值 0.64 

ACOS 反餘弦值 

說  明： 引用條件的反餘弦值 

使用方法： ACOS(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條件值的範圍在-1~1 之間(不含-1 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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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引用 N 的反餘弦值 

範  例： 
ACOS(0.6) 

ACOS(0.6)=0.93，引用數值 0.93 

ATAN 反正切值 

說  明： 引用條件的反正切值 

使用方法： ATAN(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條件值的範圍在-1~1 之間(不含-1 與 1) 

使用說明： 引用 N 的反正切值 

範  例： 
ATAN(0.6) 

ATAN(0.6)=0.73，引用數值 0.73 

CEILING 取較大整數 

說  明： 引用與條件值最相近的較大整數 

使用方法： CEILING (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值 

使用說明： 引用與條件值 N 最相近的較大整數 

範  例： 

1、CEILING (5.8) 

CEILING (5.8)=6，引用數值 6 

2、CEILING (-4.3) 

CEILING (-4.3)=-4，引用數值-4 

FLOOR 取較小整數 

說  明： 引用與條件值最相近的較小整數 

使用方法： FLOOR(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值 

使用說明： 引用與條件值 N 最相近的較小整數 

範  例： 

1、FLOOR(5.8) 

FLOOR(5.8)=5，引用數值 5 

2、FLOOR(-4.3) 

FLOOR(-4.3)=-5，引用數值-5 

FRACPART 取小數 

說  明： 引用條件值的小數部分，並保留正負符號 

使用方法： FRACPART(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值 

使用說明： 引用 N 數值中小數的部分，並保留正負符號 

範  例： 

1、FRACPART(16.8) 

FRACPART(16.8)= 0.8，引用數值 0.8 

2、FRACPART(-6.5) 

FRACPART(-6.5)= -0.5，引用數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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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ART 取整數 

說  明： 引用條件值中的整數部分，並保留正負符號 

使用方法： INPART(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值 

使用說明： 引用 N 數值中，整數的部份，並保留正負符號 

範  例： 

1、INPART(16.8) 

INPART(16.8)=16，引用數值 16； 

2、INPART(-6.6) 

INPART(-6.6)=-6，引用數值-6。 

RAND 隨機整數 

說  明： 引用 1 至條件值之間的隨機整數 

使用方法： RAND(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設定的條件 

使用說明： 引用範圍在 1 至 N 間的隨機整數 

範  例： 
RAND(CLOSE(0)) 

引用 1 至收盤價值之間的隨機整數 

ROUND 四捨五入取整數 

說  明： 將條件值四捨五入後引用整數部份，並保留正負符號 

使用方法： ROUND(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使用說明： 將 N 四捨五入後引用整數部份，並保留正負符號 

範  例： 

1、ROUND(6.3) 

ROUND(6.3)=6，引用數值 6 

2、ROUND(5.5) 

   ROUND(5.5)=6，引用數值 6 

3、ROUND(-5.5) 

ROUND(-5.5)=-6，引用數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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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函數 

STD 標準差 

說    明： 引用所設定條件在週期間的標準差值 

使用方法： STD(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設定計算標準差的週期(此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運算

元) 

使用說明： 計算 N 在 M 週期間的標準差值，並引用該數值 

範    例： 
STD(CLOSE(0),5) 

表示引用近 5 個週期內收盤價的標準差值 

STDP 總體標準差 

說    明： 引用所設定條件在週期間的總體標準差值 

使用方法： STDP(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設定計算總體標準差的週期(此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

運算元) 

使用說明： 計算 N 在 M 週期間的總體標準差值，並引用該數值 

範    例： 
STDP(CLOSE(0),5) 

表示引用近 5 個週期間收盤價的總體標準差值 

VAR 變異數 

說    明： 引用所設定條件在週期間的變異數 

使用方法： VAR(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設定計算變異數的週期(此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運算

元) 

使用說明： 計算 N 在 M 週期間的變異數，並引用該數值 

範    例： 
VAR(CLOSE(0),5) 

表示引用近 5 個週期間收盤價的變異數值 

VARP 總體變異數 

說    明： 引用所設定條件在週期間的總體變異數 

使用方法： VARP(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設定計算總體變異數的週期(此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

運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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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計算 N 在 M 週期間的總體變異數，並引用該數值 

範    例： 
VARP(CLOSE(0),5) 

表示引用近 5 個週期間收盤價的總體變異數值 

AVEDEV 平均值絕對偏差 

說    明： 引用所設定條件在週期間的平均絕對偏差 

使用方法： AVEDEV(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設定計算平均值絕對偏差的週期(此參數須為常數，不

能為運算元) 

使用說明： 計算 N 在 M 週期間的平均值絕對偏差，並引用該數值 

範    例： 
AVEDEV(CLOSE(0),5) 

表示引用近 5 個週期間收盤價的平均值絕對偏差值 

DEVSQ 偏差平方和 

說    明： 引用所設定條件在週期間的偏差平方和 

使用方法： DEVSQ(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設定計算偏差平方和的週期(此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

運算元) 

使用說明： 計算 N 在 M 週期間的偏差平方和，並引用該數值 

範    例： 
AVEDEV(CLOSE(0),5) 

表示引用近 5 個週期間收盤價的偏差平方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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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函數 

SUM 累計 

說  明： 累計條件值，求條件的總和 

使用方法： SUM(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所設定的週期數 

(此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運算元，若 M=0 則會從

有資料開始的第一個週期開始計算。)  

使用說明： 統計 M 週期中 N 總和，並引用該總和數值。 

範  例： 
SUM(VOL(0),5) 

引用近五個週期間成交量的總和數值 

NMAX 週期中最大值 

說  明： 引用在週期內所有條件值中的最大值 

使用方法： NMAX (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所設定的週期 

(此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運算元，若 M=0 則會從有

資料開始的第一個週期開始計算。) 

使用說明： 引用在 M 週期內條件值 N 中的最大值。 

範  例： 
NMAX (CLSOE(0),9) 

引用九個週期內所有收盤價的最大值 

NMIN 週期中最小值 

說  明： 引用在週期內所有條件值中的最小值 

使用方法： NMIN (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所設定的週期 

(此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運算元，若 M=0 則會從有

資料開始的第一個週期開始計算。) 

使用說明： 引用在 M 週期內條件值 N 中的最小值 

範  例： 
NMIN (CLSOE(0),9) 

引用九個週期內所有收盤價的最小值 

NZMAX 週期中非零最大值 

說  明： 引用在週期中條件值不為 0 的最大值 

使用方法： NZMAX (N,M) 

參數數量：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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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所設定的週期 

(此參數須為常數且大於 0，不能為運算元。) 

使用說明： 引用在 M 週期中條件 N 不為 0 的最大值 

範  例： 
NZMA X (CLSOE(0),9) 

引用九個週期內所有收盤價不為 0 的最大值 

NZMIN 週期中非零最小值 

說  明： 引用在週期中條件值不為 0 的最小值 

使用方法： NZMIN (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所設定的週期 

(此參數須為常數且大於 0，不能為運算元。) 

使用說明： 引用在 M 週期中條件 N 不為 0 的最小值 

範  例： 
NZMIN (CLSOE(0),9) 

引用九個週期內所有收盤價不為 0 的最小值 

MA 簡單移動平均值 

說  明： 引用在週期中的簡單移動平均值 

使用方法： MA(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所設定的週期 

(此參數須為常數且大於或等於 1，不能為運算元。) 

使用說明： 引用 M 週期，N 條件之簡單移動平均值 

計算方法： (N1+N2+N3+...+Nm)/M 

範  例： 
MA(CLOSE(0),10) 

引用 10 週期收盤價的簡單移動平均值。 

EMA 指數平滑移動平均值 

說  明： 引用在週期中的指數平滑移動平均 

使用方法： EMA(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所設定的週期 

(此參數須為常數且大於 1，不能為運算元。) 

使用說明： 引用 M 週期，N 條件之指數平滑移動平均值。 

計算方法： 
若 X=EMA(N,M) 則 X=[2*N+(M-1)*X']/(M+1),其中 X'表示

上一週期 X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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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EMA(CLOSE(0),10) (假設週期為日檔) 

引用 10 週期收盤價的指數平滑移動平均 

DMA 動態移動平均值 

說  明： 引用在週期中的動態移動平均值 

使用方法： DMA(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所設定的週期 

(此參數須為常數，必須大於或等於 0 且小於 1，不

能為運算元) 

使用說明： 引用 M 週期，N 條件之動態移動平均值 

計算方法： 
若 A=DMA(N,M) 則 A=M *N+(1-M)*A', 其中 A'表示上

一週期 A 值 

範  例： 
DMA(CLOSE(0),0.5) 

引用平滑因子為 0.5 之收盤價動態移動平均值 

DNFS 自期初起算之第幾筆 

說  明： 引用目前資料為自期初起算之第幾筆 

使用方法： DNFS 

參數數量： 無 

參數定義： 無 

使用說明： 

隨時間軸移動，回傳目前資料為自期初起算之第幾筆。 
期初定義依不同週期，分述如下： 
分檔:當日開盤。 
日檔:當月月初。 
週檔:當月月初。 
月檔:當年年初 

範  例： 
週期為 5 分檔，資料時間位於 2011/01/03 9:30，則回傳

6 

SMA 移動平均值 

說  明： 引用當期權重在週期中的移動平均值 

使用方法： SMA(Y,A,B) 

參數數量： 3 個 

參數定義： 

Y：所設定的條件 

A：所設定移動平均值的計算週期 

(此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運算元) 

B：所設定當期條件值的計算權重 

(A 必須大於 B) 

(前一期條件值的計算權重為 A-B) 

使用說明： 引用當期權重為 B 之 A 週期 Y 條件之移動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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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 
若 X=SMA(Y,A,B) 則 X=(B *Y+(A-B)*X')/A, 其中 X'表示

上一週期 X 值 

範  例： 
SMA(CLOSE(0),10,2)  

引用當期權值為 2 之 10 週期收盤價移動平均值 

SUMBARS 
指定值所需累計最小

週期數 

說  明： 
引用自條件基期向前累加條件值到大於等於指定值時所

需的最小週期數 

使用方法： SUMBARS(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所設定的參數值 

使用說明： 
引用自條件期基向前累加條件 N 值到大於等於 M值所需

的最小週期數 

範  例： 

SUMBARS(VOL(0),100000) 

引用自今日起向前累計各期成交量總和大於等於 100000

的最小週期數 

REF 向前引用 

說  明： 原設定條件引用若干週期前的數值 

使用方法： REF(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設定的條件(基準期) 

M：依基準期向前引用的週期數(常數) 

使用說明： 引用 M 週期數前的 N 值。 

範  例： 

REF(OPEN(0),1) 

表示上一週期的開盤價，在日線上就是昨開盤，所以引

用該數值 

REFX 向後引用 

說  明： 原設定條件引用若干週期後的數值 

使用方法： REFX(N,M)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基準期) 

M：依基準期向後引用的週期數(常數) 

使用說明： 引用 M 的週期數後的 N 值 

範  例： 

REFX(OPEN(4),1) 

表示前四個週期的開盤價，往後推一個週期，在日線上

就是三日前的開盤價 

SIGFTR 信號過濾 
說  明： 過濾連續出現的信號。 

使用方法： SIGFTR(CON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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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COND：所設定的條件 

N：依基準期向前引用的週期數(常數)  

N 只可為非負整數。N 若為小數則採無條件捨去取其整

數值。 

使用說明： 
SIGFTR(COND,N)：當符合 COND 條件時回傳 1，且其

後 N 個時間單位的數值皆回傳 0。 

範  例： 

SIGFTR (CLOSE(0)>OPEN(0),3) 

尋找陽線，且出現陽線後 3 天內再次出現的陽線不被記

錄在內。 

NMAXBA
R 

週期中最大值至今時

間單位差 

說  明： 
求前固定週期內出現最大值的位置至當前的時間單位

差。 

使用方法： NMAXBARS (X,N)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X：所設定的條件 

N：依基準期向前引用的週期數(常數) 

N 只可為非負整數。 

N 若為小數則採無條件捨去取其整數值。 

N=0 表示從歷史資料的第一筆開始統計。若計算日以前

未達所要計算的時間單位數，則仍取其中的最大值作計

算。 

使用說明： 

NMAXBARS (X,N)：求前 N 個時間單位內(含當期)，X

之最大值位置至當前的時間單位差。(如:於 11/3 出現最

大值至當前 11/6 之時間單位差為 3) 

範  例： 
NMAXBARS (HIGH(0),0) 

求得歷史新高到當前的週期數。 

NMINBAR
S 

週期中最小值至今時

間單位差 

說  明： 
求前固定週期內出現最小值的位置至當前的時間單位

差。 

使用方法： NMINBARS (X,N) 

參數數量：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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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定義： 

X：所設定的條件 

N：依基準期向後引用的週期數(常數) 

N 只可為非負整數。 

N 若為小數則採無條件捨去取其整數值。 

N=0 表示從歷史資料的第一筆開始統計。若計算日以前

未達所要計算的時間單位數，則仍取其中的最小值作計

算。 

使用說明： 

NMINBARS (X,N)：求前 N 個時間單位內(含當期)，X

之最小值位置至當前的時間單位差。(如:於 11/3 出現最

小值至當前 11/6 之時間單位差為 3) 

範  例： 
NMINBARS (LOW(0),0) 

求得歷史新低到當前的週期數。 

LASTBAR
S 

上一次條件成立至今

差距 

說  明： 求上一次條件成立位置至當前的時間單位差 

使用方法： LASTBARS (COND) 

參數數量： １個 

參數定義： COND：所設定的條件 

使用說明： 
LASTBARS (COND)：求上一次條件成立位置至當前的

時間單位差，若搜尋不到上一次條件成立時則回傳 0。 

範  例： 

LASTBARS (CLOSE(0)/REF(CLOSE(0),1)>=1.05) 

表示本週期與前一週期之收盤價漲幅大於 5%到當前的

時間單位差。 

 

LASTNBA
RS 

第 N 個條件成立至今

差距 

說  明： 往前第 N 個條件成立至今差距 

使用方法： LASTNBARS(CON, N)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CON：可輸入數值或由運算元、數字、運算子、及函數

等交互組成的條件運算式。 

N：可輸入數值或由運算元、數字、運算子、及函數等

交互組成的條件運算式。 

使用說明： 

1.回傳往前數第 N 個 CON 條件成立的時間點，至當下

時間點所差距的資料筆數。 

2.N≦0 時，則回傳 0 值。 

範  例： 

LASTNBARS((CLOSE(0)/REF(CLOSE(0),1)>=1.05),3) 

表示往前第三個條件(收盤價漲跌幅>=1.05)成立點至當

下時間點所差距的資料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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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函數 

DRAWPATN 顯示圖示 

說    明： 於圖形上顯示小圖示 

使用方法： DRAWPATN (COND,X,DIF) 

參數數量： 3 個 

參數定義： 

COND：所設定的條件 

X：所設定的條件 

DIF：位差值 

使用說明： 

1. DRAWPATN (COND,X)：當符合 COND 條件時，在 X

位置顯示圖示。(若顯示圖示超過畫面邊界外，則自動切除

位於邊界外之部分)  

使用者可自設圖形，儲存路徑為

c:\systex\fimidst2004\dat\fixpatn ;圖形建議大小為 14X14(像

素) 

2. 當滿足 CON 時，則於(X+DIF)的位置顯示圖示;否則，則

不顯示圖示;其中 DIF 為正值表示向上位移、為負值表示向

下位移。 

範    例： 
P1：DRAWPATN(CLOSE(0)>OPEN(0),LOW(0),3)表示當收

陽時在最低價位置往上位移三點顯示圖示。 

DRAWTEXT 顯示文字 

說    明： 於圖形上顯示文字 

使用方法： DRAWTEXT (COND,X,DIF) 

參數數量： 3 個 

參數定義： 

COND：所設定的條件 

X：所設定的條件 

DIF：位差值 

使用說明： 

1.DRAWTEXT (COND,X)：當符合 COND 條件時,在 X 位 
置顯示文字。(若文字數量大於 2 個以上，則第 1 個文字會

出現在 X 位置，其餘文字往後遞移顯示；若顯示文字超過

畫面邊界外，則切除位於邊界外之部分) 
2.當滿足 CON 時，則於(X+DIF)的位置顯示文字;否則，則 

不顯示文字;其中 DIF 為正值表示向上位移、為負值表示向

下位移 

範    例： 

T1：DRAWTEXT(CLOSE(0)/OPEN(0)>1.07,LOW(0),3) 
表示當日漲幅大於 7%時在最低價位置往上位移三點顯示

文字。 

DRAWVALUE 顯示數值 說    明： 於圖形上顯示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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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DRAWVALUE(CON,X,DIF,VALUE) 

參數數量： 4 個 

參數定義： 
CON:條件式、X:顯示位置、DIF:位差值、VALUE:顯示的

數值 

使用說明： 

當滿足 CON 時，則於(X+DIF)的位置顯示數值;否則，則不

顯示數值;其中 DIF 為正值表示向上位移、為負值表示向下

位移 

範    例： 

T1：DRAWVALUE 

(CLOSE(0)/OPEN(0)>1.07,LOW(0),3,CLOSE(0)) 

表示當日漲幅大於 7%時在最低價位置往上位移三點顯示

收盤價。 

RGNRBN 畫區間彩帶 

說    明： 填滿兩指標曲線之區間 

使用方法： RGNRBN(COND,X,Y) 

參數數量： 3 個 

參數定義： 

COND：所設定的條件 

X：所設定的條件 

Y：所設定的條件 

使用說明： 

RGNRBN(COND,X,Y),當 COND 條件符合時,以 COLOR 往

前填滿 X 和 Y 曲線的區間至前一週期止，若為資料之第一

筆則不往前填滿。 

範    例： 

R1:RGNRBN (MA(CLOSE(0) ,5 )>MA(CLOSE(0),10), 

MA(CLOSE(0) ,5 ),MA(CLOSE(0),10) ); 

表示 MA(CLOSE(0) ,5 )>MA(CLOSE(0),10)時以顏色填充

MA(CLOSE(0) ,5 )和 MA(CLOSE(0),10)之間的區域。 

STICKLINE 畫區間柱線 

說    明： 於兩資料點間畫柱線 

使用方法： STICKLINE (COND,X,Y) 

參數數量： 3 個 

參數定義： 

COND：所設定的條件 

X：所設定的條件 

Y：所設定的條件 

使用說明： 
STICKLINE (COND,X,Y)，當 COND 條件符合時，於 X 與

Y 之間畫柱線。 

範    例： 

SL1:STICKLINE (CLOSE(0)>OPEN(0), 

CLOSE(0),OPEN(0))  

表示畫 K 線中陽線的柱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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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LINE 繪製分段線 

說    明： 分段繪製指標線 

使用方法： PARTLINE(COND,X) 

參數數量： ２個 

參數定義： 
COND：所設定的條件 

X：所設定的條件 

使用說明： 
PARTLINE(COND,X)，符合 COND 條件，繪製 X 至 X 前

一筆資料點間的連線，若為資料之第一筆則不往前連線。 

範    例： 

PR1：PARTLINE(CLOSE(0)>OPEN(0),CLOSE(0))  

表示收盤大於開盤，則繪製收盤價至前一筆收盤價間的連

線。 

OVERLINE 繪製跨越連線 

說    明： 繪製符合條件時之資料點的連線 

使用方法： OVERLINE(COND,X1,X2) 

參數數量： 3 個 

參數定義： 

COND：所設定的條件 

X1：節點一 

X2：節點二 

使用說明： 

OVERLINE(COND,X1,X2)，繪製符合 COND 條件時之 X1

節點連線。X2 則表示，若最後一筆資料不符合 COND 條

件時，則依然繪製節點二。X2 可不設定，但若設定參數，

則即使不符合 COND 條件，仍然連線至最後一筆資料之

X2 節點。 

範    例： 

OL1:OVERLINE (CLOSE(0)>OPEN(0),CLOSE(0), CLOSE(0))表

示繪製收盤大於開盤時之收盤價的連線。若最後一筆資料

不符合收盤大於開盤之條件，則仍然連線至最後一筆資料

之收盤價。 

SPLINE 顯示支撐壓力線 

說    明： 顯示支撐壓力線 

使用方法： SPLINE(CON,SP_PRICE1,SP_PRICE2,SP_PRICE3) 

參數數量： 4 個 

參數定義： 

CON:條件式、SP_PRICE1:第一條支撐壓力線價格、SP_ 

PRICE2: 第二條支撐壓力線價格、SP_ PRICE3: 第三條支

撐壓力線價格 

使用說明： 

當滿足 CON 時，則自垂直的查價線開始，劃三條往右延伸

至底的支撐壓力線，且最右邊線底上方會顯示支撐壓力座

標值(顏色同對應的線條); 否則，則不劃支撐壓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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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SPLINE(MA(CLOSE( 0 ), 5) > MA(CLOSE( 0 ), 10), SP1, 

SP2, SP3) 

表示五日均線大於十日均線時，在價位 SP1 , SP2, SP3 顯

示壓力線 

INTERVALLINE 繪製間隔分段線 

說    明： 繪製間隔分段線 

使用方法： INTERVALLINE(CON1,CON2,X1,X2) 

參數數量： 4 個 

參數定義： 
CON1:條件式 1、CON2:條件式 2、X1:線段起點數據、X2: 線

段終點數據 

使用說明： 

1. 當某筆資料滿足 CON1 時，取該筆資料對應之 X1(EX:
最低價)，固定為線段起點。 

2. 接著在未出現某筆資料滿足 CON2 之前，線段會一值刷

新，不停取最新一筆資料對應之 X2(EX:最高價)，暫定

為線段終點。  
3. 直到某筆資料滿足 CON2 時，取該筆資料對應之 X2(EX:

最高價)，固定為線段終點 

範    例： 

INTERVALLINE( MA(CLOSE( 0 ), 5) > MA(CLOSE( 0 ), 

10), MA(CLOSE( 0 ), 5) < MA(CLOSE( 0 ), 10) , X1, X2) 

表示在五日均線大於十日均線至十日均線大於五日均線

時，連結 

X1, X2 點 

NOTETEXT 顯示文字註解 

說    明： 顯示文字註解 

使用方法： NOTETEXT(CON, N, T) 

參數數量： 3 個 

參數定義： 

CON:可輸入由運算元、數字、運算子、及函數等交互組成

的運算式 
N:可輸入數字 
T:可輸入數字 0 or 1 

使用說明： 

於顯示註解模式下，當查價線移動至該筆資料，且該筆資

料恰滿足 CON 條件時，則於註解欄顯示對應的文字。每個

註解函數顯示的註解於註解欄中各佔一個段落，段落順序

由上而下同編輯時的順序。當 T=0 時，N 表示與上一個段

落註解的間隔列數(固定以 1 字為列高)。 
當 T=1 時，N 表示與頂點的間隔列數(固定以 1 字為列高)。 

範    例： 

L1:NOTETEXT(CROSS("K 值"(9), "D 值"(9) ),1,0); 
KD 黃金交叉時，於註解欄顯示文字(與前一段落間格 1 
列)。 
註:文字內容可於”顯示顏色與圖樣設定”中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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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VALUE 
顯示文字數值註

解 

說    明： 顯示文字數值註解 

使用方法： NOTEVALUE (CON,VALUE,N,T) 

參數數量： 4 個 

參數定義： 

CON:可輸入由運算元、數字、運算子、或函數等交互組成

的運算式 
VALUE:可輸入由運算元、數字、運算子、或函數等交互組

成的運算式 
N:可輸入數字 
T:可輸入數字 0 or 1 

使用說明： 

於顯示註解模式下，當查價線移動至該筆資料，且該筆資

料恰滿足 CON 條件時，則於註解欄顯示對應的文字+數值

(VALUE)。每個註解函數顯示的註解於註解欄中各佔一個

段落，段落順序由上而下同編輯時的順序。 
當 T=0 時，N 表示與下一個段落註解的間隔列數(固定以 1
字為列高)。 
當 T=1 時，N 表示與頂點的間隔列數(固定以 1 字為列高)。 

範    例： 

L1:NOTEVALUE(CROSS("K 值"(9), "D 值

"(9) ),CLOSE(0),1,0); 
KD 黃金交叉時，於註解欄顯示文字與收盤價數值(與前一

段落間格 1 列)。 
註:文字內容可於”顯示顏色與圖樣設定”中進行編輯。 

NOTEPATN 顯示圖形註解 

說    明： 顯示圖形註解 

使用方法： NOTEPATN (CON,N,T) 

參數數量： 3 個 

參數定義： 

CON:可輸入由運算元、數字、運算子、或函數等交互組成

的運算式 
N:可輸入數字 
T:可輸入數字 0 or 1 

使用說明： 

於顯示註解模式下，當查價線移動至該筆資料，且該筆資

料洽滿足 CON 條件時，則於註解欄顯示對應的圖形。每個

註解函數顯示的註解於註解欄中各佔一個段落，段落順序

由上而下同編輯時的順序。 
當 T=0 時，N 表示與上一個段落註解的間隔列數(固定以 1
字為列高)。 
當 T=1 時，N 表示與頂點的間隔列數(固定以 1 字為列高)。 

範    例： 

L1:NOTEPATN(CROSS("K 值"(9), "D 值"(9) ),1,0); 
KD 黃金交叉時，於註解欄顯示圖形(與前一段落間格 1 
列)。 
註:圖形內容可於”顯示顏色與圖樣設定”中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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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函數 

ZIG 之字轉向 

說    明： 當序列變化量超過某百分比時轉向 

使用方法： 
ZIG(X,N), 函數值為 ZIG 節點連線上各 X 軸時點所對應之

Y 軸座標值 

參數數量： 2 個 

參數定義： 
X 為一運算值序列 

N 為一常數，代表之字轉向的門檻變化量(單位:%) 

範    例： 

例如:  

ZIG(CLOSE(0),10)表示收盤價的 10%的 ZIG 轉向 

ZIG(MA(CLOSE(0),20),10)表示均線的 10%的 ZIG 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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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函數 

ITEMTITLE 
指標更名或

中文化 

說    明： 指標線圖名稱更名或中文化 

使用方法： ITEMTITLE：(“N”,”M”); 

參數數量： 依需要更名或中文化的指標線圖名稱數量而定 

參數定義： 

N：所設定的條件 
M：設定計算標準差的週期(此參數須為常數，不能為運算

元) 

使用說明： 將指標線圖名稱依編輯順序更名或中文化 

範    例： 

ITEMTITLE:(“A”,”精誠”); 

L1:CLOSE(0)*10; 

L2:OPEN(0)*2; 

則指標線圖名稱會 

將 L1 顯示為 A； 

將 L2 顯示為精誠。 

DRAWSKIP 隱藏指標線 

說    明： 不顯示未滿條件計算週期的指標線圖 

使用方法： DRAWSKIP: (“A”,”B”,…); 

參數數量： 依所需隱藏指標線之數量而定 

參數定義： 條件名稱 

範    例： 

DRAWSKIP: (“L1”,”L2”); 

L1:MA(CLOSE (0),20); 

L2:MA(CLOSE(0),10); 

L1 指標線圖若未到達 20 個週期前，不會揭示 20 週期收盤

價平均線線圖； 

L2 指標線圖若未到達 10 個週期前，不會揭示 10 週期收盤

價平均線線圖。 

DECIMAL 
設定小數位

數 

說    明： 顯示指標線圖之小數點位數 

使用方法： DECIMAL:("0","2"); 

參數數量： 依需要設定指標小數位數之指標線圖數量而定 

參數定義： 依指標線圖編輯順序設定小數點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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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DECIMAL:("0","2"); 

L1:MA(CLOSE(0),20); 

L2:MA(CLOSE(0),10); 

表示 L1 指標線圖不揭示小數點； 

L2 指標線圖揭示到小數點 2 位數。 

 

 

 

# 
指標名稱加

上參數值 

說    明： 指標線圖條名稱加上參數值 

使用方法： 

假設所設定參數為 N1=X，N2=Y，…(X、Y 為數值) 

LA#1:MA(CLOSE (0),N1);  

LB#2:MA(CLOSE (0),N2); 

… 

則 

LA#1 指標名稱會顯示為 LAX 

LB#2 指標名稱會顯示為 LBY 

參數數量： 依要設定參數之指標名稱數量而定 

參數定義： X，Y，…表示要在指標名稱中顯示之參數值 

範    例： 

假設所設定參數為 N1=10；N2 =20 

LA#1：CLOSE(N1); 

LB#2：CLOSE(N2); 

編輯完畢後，點選設定參數鍵，進入指標參數定義視窗，

輸入參數名(N1,N2)及預設參數值(10,20)，然後按確定 

則 

LA#1 指標名稱會變為 LA10； 

LB#2 指標名稱會變為 LB20。 

若未來參數 N1、N2 改變時，所引用指標名稱亦會同步改變。 

ALARMS 發出警示音 

說    明： 發出警示音 

使用方法： ALARMS (CON); 

參數數量： 1 個 

參數定義： 
CON: 可輸入由運算元、數字、運算子、及函數等交互組成

的條件運算式。 

使用說明： 
盤中當自設指標滿足 CON 條件(僅限條件值由 0→1)時，發

出警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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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L1:ALARMS( CROSS( MA(5),MA(10) ) ); 

即指 MA5 向上交叉 MA10 時，發出警示音。 

顯示圖樣與顏色設定: 

開啟「圖樣/聲音/文字」欄之下拉選單，可選取警示音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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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函數 

DATATIME 回傳資料時間值 

說    明： 回傳資料時間值 

使用方法： 

例如：當使用此時間函數當下時間為 AM9:30 時，系統將

會回傳 9*60+30 = 570；當下時間若為 AM10:00，則系統會

回傳 10*60 = 600。 
註：資料屬日、週、月檔時，將回傳 0 值。 

參數數量： 無 

參數定義： 無 

使用說明： 
DATATIME 資料屬分檔時，回傳歷史資料歸檔的時間值，

並換算為以分鐘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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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運算元參數說明 

 
在運算元中，「資券集保、法人進出、成交當沖」等的運算元，在每個運算元後方都會

預設參數為(0)，在自設指標中，表示最新一筆資訊；在盤後智慧選股中，預設參數為(0)

時，表示最近一筆資訊，可依需求更改所要取得之第幾筆的資訊。 

在運算元中，「技術分析與自設指標」，其運算元所設定的參數值，表示為該運算元之

參數，並非所要取得第筆數的資訊。 

 

範例：CLOSE(0)  以日檔為例，表示取得最新一筆收盤價，並假設每天皆有進行轉檔之

情況，說明如下： 

1. 已進行盤後下載：即已轉入當日技術分析資料，故會取得今日收盤價資料。(如

CLOSE(1)則為取前一筆收盤價資訊，表示為昨收)。 

2. 未進行盤後下載：因未轉入當日技術分析資料，故會取得前一交易日之成交價， 

CLOSE(0)即為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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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精誠富貴贏家售後服務 

 

※產品服務熱線： 

412-8898 轉 2 (市話撥打免加區碼，並以市話計費；使用手機撥打，前面請加區碼 02) 

 

※業務服務熱線： 

台北 TEL：(02)2363-6322           FAX：(02)2721-4730 

台中 TEL：(04)2452-9698           FAX：(04)2451-8424 

高雄 TEL：(07)336-0680 轉 507     FAX：(07)336-0538 

 

※客戶服務信箱： 

e-Mail：f-midst@systex.com 

 

※官方網站： 

http://www.fmidst.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