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業總覽 
 
【功能說明】 
 
「產業總覽」為「富貴贏家」產業版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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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提供各分類之參

考指標走勢。點選功能表列上的『核心資訊』，再選擇「產業總覽」即可進入相關畫面。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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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指標除了提供基本的走勢、價量與成份股資訊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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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點選工具列紅字  (產業總覽)、紫字  (產業總覽網頁)，即可輕鬆查得核心指標

相關資訊。 
 

【補充說明】 
 

1.「產業總覽」之核心指標包含主產業與次產業總計達 300 多個分類指標。 

2. 此產業分類與成份股異動是與財金文化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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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走勢圖「組合畫面」 
 

 
 
【操作說明】 

 
1. 在上市上櫃指數走勢圖、個股走勢圖以及核心指標走勢圖畫面，按<\>或滑鼠右鍵選<

組合畫面>可循序切換顯示如上圖之組合畫面或原先之全走勢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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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分類指數)與「核心指標」。 
 

【功能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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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排序。此功能可運用於 
  盤中搜尋強勢產業/股票使用。 

 

 

 
 
 
 
 
 



(二)「產業總覽」 
 

 
 
【操作說明】 

 
1. 進入富貴贏家「產業總覽」功能方式有四種： 

(1) 在任一走勢圖或行情報價畫面輸入數字鍵<80>+<Enter>。 
(2) 點選工具列紅色的「產」字( )。 
(3) 在功能表『核心資訊』點選「產業總覽」。 
(4) 在桌面管理員，點選「產業總覽」。 
(5) 右邊功能提供二個選項：產業指標走勢與行情、分類參考指標。概略說明如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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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分類參考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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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總覽」後，提供<產業>、<集團>、<概念>、<指數>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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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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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分類，並提供交易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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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核心參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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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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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參考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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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參考指標：顯示次產業的指標九宮圖(或多商品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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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參考

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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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乳品)，即可進入次產業的參考指標走勢圖「組

合畫面」。 
5. 某些指標(例如<酒類>)雖然無指標值，但是在<國際股>或<原物料>顯示具參考價值

的資訊，因此，本系統仍提供該分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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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說

明如下。 
(1) 「成份股」：此核心指標的下一產業與其成份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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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上圖的<乳品>指標漲跌幅為+1.95，其成

份股佳格、味全與統一，其中佳格與味全的漲跌幅+3.88、+2.20 大於乳品的+1.95，
所以佳格與味全以暗紅底色來顯示)。此強勢股，在盤中預設每隔八秒自動排序

一次。 
(2) 「國際股」：顯示與此產業相關的中、港、美、日、韓共五個國家的相關重要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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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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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該國際股的技術指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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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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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顯示於核心參考指標走勢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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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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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參考

指標。點選(2.)分類參考指標(或多商品走勢圖)，即進入如上圖的九宮圖畫面。 
2. 多商品走勢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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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參考指標，進入核心參考指標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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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商品走勢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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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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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畫面右方共有六個頁籤選項：產業股、上下游、概念股、集團股、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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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其成

份股元隆至漢磊等股票的漲跌幅皆大於 IC 製造的-0.15，所以顯示反暗紅底色

色)。此強勢股，在盤中預設每隔八秒自動更新排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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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圓

>、<Xbox 封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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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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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矽晶圓 (N/A)代表無台灣

相關上市櫃公司 
  研磨液 長興 
  探針、探針卡 旺矽 
  晶粒 合晶 
 競爭 晶圓代工 聯電 
 下游 IC 設計 凌陽 
   威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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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富貴贏家的任一核心指標，點選紫色的「產」字( )，連結顯示產業總覽網頁的

<產業分類>該核心指標相關圖示與商品。 
（4） 於富貴贏家的任一個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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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與<原物料相關>。各功能說明如下： 
 
（1） <產業分類>：依據證交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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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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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以「次產業」分類呈現新聞與研究報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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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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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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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使用者可以滑鼠游標點選字體大小

( )圖示直接切換顯示字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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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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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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將所選個股加入富貴贏家系統

預設自選群組。此外，點選 <！>圖示，可直接切換至富貴贏家核心指標走勢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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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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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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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股供銷分析】 
 

 
 

【功能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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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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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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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供銷分析】 
 

 
 
【功能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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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滑鼠即可移動查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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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於富貴贏家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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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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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評比】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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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泥工業」第一項次產業「水泥及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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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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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cli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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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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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告】 
 

 
 
【功能說明】 
 

1. 以「次產業」為分類呈現新聞與研究報告資訊。 
 
【操作說明】 
 

1. 本功能的預設畫面提供「即時新聞總覽」、「最新研究報告」以及「投資建議」三大

功能。「即時新聞總覽」提供豐富的新聞資訊包括：焦點、熱門、台股、國際、基金、

匯市、期貨、道瓊等，當日最新的新聞報導。「最新研究報告」以及「投資建議」提

供即時的個股以及大盤分析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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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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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oll bar 切換上下頁。 
5. 進入新聞/研究報告內文後，使用者可於本區點選「首頁」或「新聞總覽」、「研究報

告」切換至「標題列表」畫面。 
6. 本區顯示新聞/研究報告內文。 
7. 本區顯示與本則新聞/研究報告相關之「台股」，使用者點選此處個股代號可切換至

「個股供銷分析」。於股票名稱按滑鼠右鍵，提供富貴贏家個股走勢圖等功能的連結。 
8. 本區顯示與本則新聞/研究報告相關之「次產業別」，使用者點選此處可切換至「產

業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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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相關】 
 

 
【功能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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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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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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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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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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此區為此產業相關新聞，點選新聞標題，顯示此新聞日期、提供者與新聞來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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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新聞剖析」提供次產業相關新聞。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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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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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點選<匯出圖檔>將圖檔匯出。 
 
 

6 

7 

8 

10
01

11 

9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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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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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勾選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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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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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勾選欄的< >，再點<加入>，代表此台股會列入「趨勢關聯」走勢重疊圖中。 
16. 此區可切換原物料的<查詢結果>以及<趨勢關聯>走勢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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