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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分析指標說明技術分析指標說明技術分析指標說明技術分析指標說明    
 

KKKK 線圖線圖線圖線圖((((力道力道力道力道 KKKK 線圖線圖線圖線圖))))    

一一一一、、、、    KKKK 線的意義線的意義線的意義線的意義    

多空交戰中，測試多空力道之圖形。 

 

二二二二、、、、    KKKK 線的結構線的結構線的結構線的結構    

 

         陽     線                         陰     線 

    上影線 

  

 

 

    下影線 

 

 

 

三三三三、、、、    九種型態九種型態九種型態九種型態    

 

1. 

  大陰線～弱勢線 

 

 

 

 

 

 

2. 

大陽線～強勢線 

 

 

 

 

 

     最高 

收盤 

          實 

          體 

開盤 

      

     最低 

     最高 

          開盤 

  實 

  體 

          收盤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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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陰線～空方主導線 

 

 

 

 

 

 

4. 

小陽線～多方主導線 

 

 

 

 

 

 

5. 

上影陰線～空方主導極弱線 

 

 

 

 

 

 

6. 

上影陽線～多方主導空方反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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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影陰線～多方反攻弱勢線 

 

 

 

 

 

 

8. 

下影陽線～多方反攻強勢線 

 

 

 

 

 

 

9. 

十字線～變盤線 

 

 

 

 

 

 

 

 

四四四四、、、、                十五種變化十五種變化十五種變化十五種變化    

 

1. 

實體大陰線～空方主動轉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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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體大陽線～多方主動轉強 

 

 

 

 

 

 

3. 

大陰上影線～高檔轉弱 

 

 

 

 

 

 

4. 

大陰下影線～低檔換手 

 

 

 

 

 

 

5. 

大陽上影線～高檔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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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陽下影線～低檔超強 

 

 

 

 

 

 

7. 

小陰十字線～變盤線 

 

 

 

 

 

 

8. 

小陽十字線～變盤線 

 

 

 

 

 

 

 

9. 

下影十字線～轉機利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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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影Ｔ字線～轉機利多方 

 

 

 

 

 

 

11. 

避雷針～高檔小心 

 

 

 

 

 

 

12. 

避雷針～低檔止跌 

 

 

 

 

 

 

13. 

大十字變盤～高檔差、低檔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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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鐵錘線～高檔差、低檔佳 

 

 

 

 

 

 

15. 

一字線～飆漲或飆跌 

 

 

 

 

 

    

五五五五、、、、                雙線組合雙線組合雙線組合雙線組合    

 

1. 

轉弱線～上檔反壓重 

 

 

 

 

 

 

 

2. 

強勢線～黑馬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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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價暗示線～反彈宜出 

 

 

 

 

 

 

 

4. 

地價暗示線～拉回宜進 

 

 

 

 

 

 

 

5. 

跳空缺口～三日判定強弱 

 

 

 

 

 

 

六六六六、、、、                三線組合三線組合三線組合三線組合    

 

1. 

島狀反轉～轉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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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狀反轉～轉強 

 

 

 

 

 

 

 

 

 

3. 

紅三兵～進場 

 

 

 

 

 

 

 

4. 

黑三兵～出場 

 

 

 

 

 

 

 

5. 

連續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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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多線組合多線組合多線組合多線組合    

 

     頭肩頂              Ｍ頭                 圓形頭 

  

                       看空(出場) 

 

 

 

     頭肩底              Ｗ底                 圓形底 

 

                       看多(進場) 

 

 

 

 

八八八八、、、、    移動平均線移動平均線移動平均線移動平均線    

1. 以每天的股價各不同的天數以移動平均計算，求出一平均值後，每天連接起

來，取得的平均線。 

2. 移動平均線的種類: 

1) 短期移動平均線 

一般以五天或十天為計算期間，做為短線進出依據。 

2) 中期移動平均線 

大部份以廿天為準，再配合六十日的季線搭配。但筆者仍建議以三十天做

為研判工具較具參考性。(專業人員另有專用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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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期移動平均線 

大多數以 120 天的半年線或 240 天的年線為研判基礎。突破年線大多易受年

線拉力而壓回；反之跌破年線太深，也易受年線作用而拉升。 

3. 移動平均線的特性 

1) 趨勢不變性 

移動平均線均具有漲跌的方向特性，趨勢一經形成，不易馬上扭轉。 

2) 支撐與壓力的轉換性 

趨勢形成後不易突破或跌破，若有突發利空或利多導致慣性改變，則有支

撐與壓力的轉換特性。 

3) 助漲助跌之特性 

移動平均線斜率愈陡，助漲助跌力愈強。 

4. 移動平均線之研判技巧 

買訊 賣訊 

少天向上突破多天 少天向下跌破多天 

均線都向上看多 均線都向下看空 

K 線突破均線壓回碰線 K 線跌破均線反彈碰線 

股價遠低於均線時 股價超漲離均線過大時 

 

 

九九九九、、、、                買進賣出訊號線之說明買進賣出訊號線之說明買進賣出訊號線之說明買進賣出訊號線之說明    

1. 當每日三個小時的多空攻防中可以當天之最高與最低和收盤價，同步劃出一作

戰攻防區。 

2. 倘若收盤價線一直貼近高價線，而開始轉弱貼近低價線時宜退出。 

3. 倘若收盤價線一直貼近低價線，而開始向上貼近高價線時可買進。 

4. 多空攻防線 

(1) 以每日雙 K 為準 

取最高價為空方防守線 

取最低價為多方防守線 

以該兩線為多空攻防區 

第二日在攻防區內為觀望區間 

第二日突破攻防區可進場或持股續抱 

第二日跌破攻防區則出場或觀望 

 

十十十十、、、、    力道力道力道力道ＫＫＫＫ線線線線 

 

  目前上市、上櫃股票超過 1200檔，多數股票的交易歷史長達十數年，利用

K線圖研判動輒數千的量價和指標的組合日益艱難。「力道 K線」即將減輕使

用者的負擔。只要設定慣用的量價和指標條件，當條件滿足時即可在Ｋ線圖上出

家明確的正負力道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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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道 K線」可以更有效的提升量價、線圖與指標綜合研判效力，並且發

揮及時提醒的作用，讓使用者不會錯過任何一個關鍵的時機。 

  在力道K線圖中，當期的正(負)力道條件成立時，K棒的上(下)方顯現正(負)

力道符號。左方視窗顯現當期的正(負)力道強度。 

  「力道Ｋ線」也支援除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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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正力道正力道正力道正力道 K線線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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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顯示設定之符號，如果該棒線顯示畫面最高價數字，則符

號重疊於該數字上。 

正強度：為前 N根 K棒(含當前 K棒)至當前 K棒，此週期

間之正力道符號出現率。 

公式：正強度＝週期內正力道 K棒數÷週期內總 K棒數(取

至小數點第 2位)。(若未勾選「條件計算涵蓋盤中即時資料」選項時，則即時 K

棒之正強度不顯示數值) 

2.負力道負力道負力道負力道 K線線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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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顯示設定之符號，如果該棒線顯示畫面最低價數字，則符

號重疊於該數字上。 

負強度：為前 N根 K棒(含當前 K棒)至當前 K棒，此週期

間之負力道符號出現率。 

公式：負強度＝週期內負力道 K棒數÷週期內總 K棒數(取

至小數點第 2位)。(若未勾選「條件計算涵蓋盤中即時資料」選項時，則即時 K

棒之負強度不顯示數值) 

3、、、、力道力道力道力道 K線條件設定線條件設定線條件設定線條件設定：：：： 

F12設定視窗中，點選「力道 K線條件設定」頁簽，可進行力道符號顯示條件、

顏色、滲透率計算週期等設定。可透過勾選的方式設定顯示/不顯示 K線力道符

號，預設為顯示。  

力道 K線的條件設定可以通過最多 4組量價條件和最多 2組 SMART條件共 6

組條件作交集或是聯集判斷。使用者勾選條件方框後再勾選「條件成立方式」的

「而且」、「或者」即完成條件設定。  勾選「條件計算涵蓋盤中即時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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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力道 K線可以於盤中即時運算。力道 K線無法進行盤中即時 SMART條件

判斷，亦即「SMART條件」和「條件計算涵蓋盤中即時資料」最多只能勾選一

項。 

符號圖案可通過開啟下拉選單選擇，共包含▲、△、▼、▽、◆、◇、☆、★、

○、◎、⊙、⊕、♀、♂、↑、↓、∮、∫、※，共 19種文字符號，以個別設定

正/負力道符號的顯示圖案。 

力道強度計算週期設定用來計算正/負力道強度之週期參數，預設值為 20。 

 

4.力道力道力道力道 K線應用線應用線應用線應用：：：： 

正/負力道符號出現即提醒使用者所設立的量價條件或/且 smart條件已成

立，可以作為進一步判斷趨勢的參考。 

正/負強度代表週期內出現正/負力道符號的頻率，數值愈大表示所設定的量

價條件或/且 smart條件成立的情況愈多，可以作為整體趨勢研判的參考。 

 

1).量價力道: 

  以基本的價漲量增作為正力道指標，價跌量增作為負力道指標。若個股處在

低(高)檔區出現正(負)力道指標，則上漲(下跌)的可能性較大；當個股處在區間

盤整時，若出現正(負)力道指標，則向上突破(向下跌破)區間的可能性較大。 

 

2).跳空力道: 

  設定價格條件在 K線圖中顯現正(負)力道符號來表示向上(向下)跳空缺

口，作為提醒之用。 

 

3).指標力道: 

  符合指標條件正交叉為正力道指標，符合指標條件負交叉為負力道指標。可

作為未來走勢研判的重要依據。 

 

4).綜合力道: 

  同時符合指標正交叉與價漲量增作為正力道指標，與同時符合指標負交叉與

價跌量增作為負力道指標。可作為趨勢轉折的重要研判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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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Ｒ威廉指標線─────────────────────── 

 

十十十十、、、、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    

 

◎◎◎◎    Ｗ％ＲＷ％ＲＷ％ＲＷ％Ｒ威廉指標線威廉指標線威廉指標線威廉指標線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Ｃ：當日收盤價 

         ＮＨ：期間內最高價 

       ＮＬ：期間內最低價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Ｗ％Ｒ=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WMS％Ｒ」高於 80 為超賣區，為買進訊號。 

2.「WMS％Ｒ」低於 20 為超買區，為賣出訊號。 

3.「WMS％Ｒ」由超賣區往上突破 50 漲勢確立可買進。 

4.「WMS％Ｒ」由超買區往下跌破 50 為走空格局快出場。 

5. 「WMS％Ｒ」進入超買區或超賣區不必馬上行動可待壓回確立後再行動作 

〈短線操作者應用〉 

ＮＨ－Ｃ 

     ×100 

ＮＨ－ＮＬ 



精誠富貴贏家 

─────────────────────────────────────────                                                     

 F-15 

───CDP 逆勢操作系統─────────────────────── 

◎◎◎◎ CDP  CDP  CDP  CDP 逆勢操作系統逆勢操作系統逆勢操作系統逆勢操作系統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PC：前日收盤價 

       PH：前日最高價 

       PL：前日最低價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PT 前日波輻＝PH–PL   

 

CDP(前日 DI)= 

 

       

      AH 最高值＝CDP+PT 

      NH 近高值＝CDP+(CDP–PL) 

      NH 近低值＝CDP+(CDP–PH) 

      AL 最低值＝CDP–PT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１. 為當日沖銷或短線操作技術指標。 

２. 策略 1.次日開中值，則以高低值來回沖。 

 2.次日開中低值間，則以高值下一檔作空單低值下一檔多單。 

 3.次日開高中值間，則以高值上一檔作空單中值下一檔多單。 

 4.穿頭不賣，破腳不買。 

              

              

2PC+PH+P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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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Ｄ隨機指標線──────────────────────── 

◎◎◎◎    ＫＤＫＤＫＤＫＤ隨機指標線隨機指標線隨機指標線隨機指標線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Ｃ：當日收盤價 

         ＮＨ：期間內最高價 

       ＮＬ：期間內最低價 

          初期 Ｋ、Ｄ均以 50 為依據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ＲＳＶ未成熟隨機值= 

    

          Ｋ快速平均值=               

    

          Ｄ慢速平均值=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 較 RSI 準確率高 

2. 有明顯買賣點出現 

3. 較 RSI 敏感，適用於短中線操作 

4. 日線 KDJ 配合週線 KDJ 使用，長期操作成贏家 

5. K 向上突破 D 為買訊 

6. K 向下跌破 D 為賣訊 

7. K 值超過 80 及 20 向上為強烈買賣訊號 

8. D 值在 10 以下為買進時機，90 為賣出時機 

9. 兩次交叉向上為大漲訊號，反之為大跌訊號 

10. 低檔 K>D，J≦0 為買點 

   高檔 K<D，J≧100 為賣點 

11. 週線 J<0      逢低承接 

   日線 J<0 

12. 週線 J<0      大漲小回，逢低買進，持股可抱 

   日線 J>100 

13. 週線 J>100    快快出脫，風險已大 

   日線 J>100 

14. 週線 J>100    跌深反彈，趁反彈伺機出脫 

   日線 J<0 

Ｃ－ＮL 

ＮＨ－ＮＬ 

2×ＰＫ＋ＲＳＶ  (PK：前日 K 值) 

       3 

2×ＰＤ＋Ｋ      (PD：前日 D 值)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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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Ｄ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 

◎◎◎◎    ＭＡＣＤＭＡＣＤＭＡＣＤＭＡＣＤ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Ｃ：當日收盤價 

           Ｈ：當日最高價 

         Ｌ：當日最低價 

            Ｎ：計算天數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ＤＩ平均指數= 

       

          ＳＣ平滑常數= 

       

          ＥＭＡn 平滑移動平均數= 

 

          ＥＭＡ=ＰＥＭＡ＋ＳＣ（ＤＩ－ＰＥＭＡ） (PEMA：前日 EMA) 

          ＤＩＦ差離值=ＥＭＡ12－ＥＭＡ26 

           

ＭＡＣＤN 差離平均值= 

 

     ＭＡＣＤ=ＰＭＡＣＤ＋ＳＣ（ＤＩＦ－ＰＭＡＣＤ） 

                                    (PMACD：前日 MACD)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 DIF 向上突破 MACD 與 0 軸時→買訊 

2. DIF 向上突破 MACD 在 0 軸以下時→補空，平倉 

3. DIF 向下跌破 MACD 與 0 軸時→賣出 

4. MACD 與 K 線出現背離為賣出訊號 

 

2×Ｃ＋Ｈ＋Ｌ 

      4 

      2 

    1+Ｎ 

 Ｎ日ＤＩ和 

    Ｎ 

Ｎ日ＤＩＦ和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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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ＳＩ相對強弱指標、ＢＩＡＳ乖離率─────────────── 

◎◎◎◎ＲＳＩＲＳＩＲＳＩＲＳＩ相對強弱指標相對強弱指標相對強弱指標相對強弱指標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Ｎ：期間股價(指數)上漲或下跌的數值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初Ａ值= 

 

          Ａ值=ＰＡ（Ｎ－１）＋當日上漲數 (PA 前日 A 值) 

 

          初Ｂ值=   

                       
       

          Ｂ值=ＰＢ（Ｎ－１）＋當日下跌數 

           

ＲＳ相對強度=Ａ／Ｂ 

 

          ＲＳＩ=100－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指數介於 0~100 之間，通常六日 RSI 80 以上為超買，20 以下為超賣。 

      2.六日向上穿過十二日為上升行情，否則為下跌行情。 

      3.日線圖上出現一頭比一頭高，而 RSI 卻出現一頭比一頭低，產生背離，

通常將會反轉下跌，否則易漲。 

 

◎◎◎◎    ＢＩＡＳＢＩＡＳＢＩＡＳＢＩＡＳ乖離率乖離率乖離率乖離率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Ｃ：當日收盤價 

          ＭＡ：期間內之均價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ＢＩＡＳ=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當乖離率過大時，便會向平均線接近 

      2.當乖離率大，且時間短時則拉回平均線的力道愈強勁 

      3.當乖離大，而出現尖頭轉折時為買進或賣出訊號 

    4.乖離通常領先指數到達底部或頭部 

      5.上升趨勢中如出現正乖離則亦助漲 

      6.下跌趨勢中如出現負乖離則亦助跌 

N 日內上漲數總合 

       N 

N 日內下跌數總合 

       N 

 100 

1 + RS 

  C 

 MA 
－1 



精誠富貴贏家 

─────────────────────────────────────────                                                     

 F-19 

───Ｍ３多空指標線、外資持股、當日沖銷─────────────── 

◎◎◎◎    ＭＭＭＭ３３３３多空指標線多空指標線多空指標線多空指標線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Ｃ：當日收盤價 

          ＭＡ3、6、9、12：各期間內之均價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Ｍ３=Ｃ－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平衡點為 0，當正數達到某一程度而無法升高則為賣出訊號，否則當負

數達到某一程度而無法降低時為買進訊號 

      2.背離數太高時賣出，太低時買進 

 

◎◎◎◎    外資持股總額外資持股總額外資持股總額外資持股總額    

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判定外資持股信心與潛在賣壓。 

 

 

◎◎◎◎    外資持股差額外資持股差額外資持股差額外資持股差額    

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判定外資多空心態。 

 

 

◎◎◎◎    當日沖銷張數當日沖銷張數當日沖銷張數當日沖銷張數    

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當天當沖數量高，代表短多盛行。 

 

 

◎◎◎◎    成交量成交量成交量成交量((((配合成交金額配合成交金額配合成交金額配合成交金額、、、、個股成交筆數及個股個股成交筆數及個股個股成交筆數及個股個股成交筆數及個股 Q / TQ / TQ / TQ / T 研判研判研判研判))))    

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成交量是股價的動能，惟有充足成交量才足以推動股價。 

2.量比價先行，若成交量平均線出現黃金交叉時，則股價將上漲，反之下

跌。 

3.量價同步上升或下降表示大勢盤堅走穩。 

4.量價產生背離現象時，表示大勢隨時反轉。 

5.股價若突破壓力線，成交量上升亦可買進。 

 

◎◎◎◎    個股當日沖銷百分比個股當日沖銷百分比個股當日沖銷百分比個股當日沖銷百分比    

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當日沖百分比高不利股價上升。 

 

  MA3+MA6+MA9+MA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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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保庫存、融資融券─────────────────────── 

◎◎◎◎    集保庫存增減集保庫存增減集保庫存增減集保庫存增減、、、、集保庫存張數集保庫存張數集保庫存張數集保庫存張數    

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集保：民國 79 年開始實施，為籌碼變化觀察數據之一。 

2.若買者將股票設定抵押貸款或丙種墊款則集保張數減少。 

3.集保減少則為鎖定籌碼及主力進場之可能，可看漲。 

4.若為外資買進或一般投資人買進則集保張數增加。 

5.若正值除權增資配股期，則集保張數增加。 

 

◎◎◎◎    融資餘額融資餘額融資餘額融資餘額、、、、融券餘額融券餘額融券餘額融券餘額    
 

1.融資、券一般為散戶或主力使用。 

2.研判時兩者必須互相配合，再加上主力庫存及股價之漲跌將更能突顯出研判效

果。 

3.融資      ↗  ↗   ↗   ↘ 

融券      ↗  ↗   ↘   ↗ 

主力庫存  ↗  ↘   ↘   ↗ 

股價      ↗  ↘   ↘   ↗ 

研判      多  空  大空  多（（（（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    融資買賣融資買賣融資買賣融資買賣    

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買賣正差額為多方氣勢強。 

2.買賣負差額空方氣勢強。 

 

 

◎◎◎◎    融券買賣融券買賣融券買賣融券買賣    

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融券賣買，正數利軋空。 

2.融券賣買，負數股價將軋空告一段落。 

 

 

◎◎◎◎    融券融資比融券融資比融券融資比融券融資比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融券餘額 

融資餘額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融券融資比＝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比率偏高則有軋空力道。 

2.比率低融資高則較無空間。 

 

融券餘額 

融資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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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融券、ＯＢＯＳ、ＡＤＬ─────────────────── 

◎◎◎◎    融資成交量比融資成交量比融資成交量比融資成交量比    

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僅作參僅作參僅作參考考考考））））    

1.成交比大，不利行情上。 

2.成交比小，為實際進場跡象。 

 

◎◎◎◎    融券成交量比融券成交量比融券成交量比融券成交量比    

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融券成交量比高，利軋空行情。 

 

◎◎◎◎    大盤融資餘額大盤融資餘額大盤融資餘額大盤融資餘額、、、、大盤融資維持率大盤融資維持率大盤融資維持率大盤融資維持率    

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在高檔大盤融資餘額愈高，代表浮額多，隨時有拉回反壓。 

2.股價跌落低檔，融資緩步回升，為止跌訊號。 

 

◎◎◎◎    ＯＢＯＳＯＢＯＳＯＢＯＳＯＢＯＳ大盤超買超賣線大盤超買超賣線大盤超買超賣線大盤超買超賣線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當日大盤上漲家數 

            當日大盤下跌家數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ＯＢＯＳ=Ｎ日內上漲家數總和－Ｎ日內下跌家數總和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對大盤有先行指標作用，應配合加權指數日線圖使用 

      2.若大盤指數與 OBOS 產生背離情形，則反轉可能性高 

      3.OBOS 在高檔形成 M 頭應賣出，在低檔形成 W 底則應買進 

    4.應注意大型權值股對指數漲跌之影響 

  

◎◎◎◎    ＡＤＬＡＤＬＡＤＬＡＤＬ大盤騰落指標大盤騰落指標大盤騰落指標大盤騰落指標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當日大盤上漲或下跌家數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計算初期以 0 為始 

          ＡＤＬ=ＰＡＤＬ＋當日漲家數－當日跌家數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只能用在大盤無法用在個股 

      2.可正確反映大盤漲跌趨勢，不受權值影響 

      3.如 ADL 連漲，指數連跌，此種背離現象則為買進訊號 

      4.如 ADL 連跌，指數連漲，此種背離現象則為賣出訊號 

      5.ADL 創新高，指數亦創新高則上漲機率高 

      6.ADL 創新低，指數亦創新低則下跌機率高 

      7.ADL 在高檔或 M 頭應賣出，在低檔或 W 底為買進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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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Ｒ大盤漲跌比率線、ＰＳＹ、TAPI────────────── 

◎◎◎◎    ＡＤＲＡＤＲＡＤＲＡＤＲ大盤漲跌比率線大盤漲跌比率線大盤漲跌比率線大盤漲跌比率線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當日大盤上漲或下跌家數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ＡＤＲ=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通常介於 0.6~1.5 之間 

      2.ADR 超過 1.5 以上時，股價指數將反轉而下為賣出訊號 

      3.ADR 低於 0.6 以下時，股價指數將反轉而上為買進訊號 

 

 

◎◎◎◎    ＰＳＹＰＳＹＰＳＹＰＳＹ心理線心理線心理線心理線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Ｎ：期間 

           +Ｎ：期間內上漲天數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ＰＳＹ=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通常分佈在 25%~75%之間 

      2.超過 75%為超買現象，股價會回跌，超過 90%為嚴重超買 

      3.低於 25%為超賣現象，股價會回升，低於 10%為嚴重超賣 

      4.通常超買現象，在漲勢確立時往往會出現兩次最高點；反之超賣現象 

       ，在跌勢確立時往往會出現兩次最低點 

 

◎◎◎◎ TAPI  TAPI  TAPI  TAPI 量價比指數量價比指數量價比指數量價比指數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Q：當日總成交張(量) 

C：當日收盤價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ＴＡＰＩ=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量能為股價推升的最大動能，故兩者間上升或下降理應同步。 

      2.多頭市場股價上升則 TAPI 長期會緩步下降。 

      3.空頭市場股價下降則 TAPI 長期會緩步上升。 

      4.股價上升，而 TAPI 下降則應賣出。 

      5.股價下降，而 TAPI 上升則應買進。 

 

N 日上漲家數總和 

N 日下跌家數總和 

 +N 

  N 
×100 

  Ｑ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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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V 人氣線───────────────────────── 

◎◎◎◎ OBV OBV OBV OBV    人氣線人氣線人氣線人氣線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Ｑ：當日成交量(上漲) 

          －Ｑ：當日成交量(下跌) 

          ΔＱ：當日成交量(平盤)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計算初期以０為始 

OBV 上漲時＝POBV+(+Q)          (POBV：前日 OBV) 

 下跌時=POBV–(–Q)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在低檔區時 1 日 OBV 第一次碰到 10 日 OBV 則空單回補。 

 2.在低檔區時 1 日 OBV 第二次碰到 10 日 OBV 則多單進場。 

 3.在低檔區時 1 日 OBV 第三次碰到 10 日 OBV 則追價買進。 

 4.在高檔區時 1 日 OBV 第一次碰到 10 日 OBV 則只出不進。 

 5.在高檔區時 1 日 OBV 第二次碰到 10 日 OBV 則出清持股。 

 6.在高檔區時 1 日 OBV 第三次碰到 10 日 OBV 則空單進場。 

 7.OBV 緩慢上升，為初步買進訊號。 

 8.OBV 急速上升，成交量增加太快應隨時準備賣出。 

 9.OBV 下降而股價上升時為賣出訊號。 

 10.OBV 上升而股價下降時為買進訊號。 

 

 

◎◎◎◎ NVR NVR NVR NVR        KDKDKDKD 乖離值乖離值乖離值乖離值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C：當日收盤價 

         NH：期間內最高價 

           NL：期間內最低價 

            Ｋ：快速平均值 

            Ｄ：慢速平均值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NVR ＝ K－D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NVR 在極低值轉向上至衝過零線間為較佳買進時機。 

2.NVR 在極高值轉向下至跌破零線間為較佳賣出時機。 

3.配合 KD 指標研判較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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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ＴＭ動量指標、Q / T───────────────────── 

◎◎◎◎    ＭＴＭＭＴＭＭＴＭＭＴＭ動量指標動量指標動量指標動量指標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Ｃ：當日收盤價 

           ＮＰＣ：N 日前收盤價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ＭＴＭ=   (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MTM 於股價抵達高峰或低點前會先提出警告 

      2.通常以 0 為基準 

      3.當 MTM 在 0 以上且正在上升途中，則其上升動量仍在增加中。若在下

降途中則其動量已在縮減。 

      4.當 MTM 在 0 之下且正在下降途中，則其下降動量仍在增加中。若在上

升途中則其動量已在縮減。 

 

◎◎◎◎ Q / T  Q / T  Q / T  Q / T 個股每筆平均張數個股每筆平均張數個股每筆平均張數個股每筆平均張數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Q：當日總成交量 

T：當日總成交筆數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Q / T 每筆平均張數＝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優點：了解主力及做手的動態，尤其摜壓進貨及拉高出貨。 

缺點：一般行情中，此指標無明確訊號。 

1. 研判技巧：平均每筆張數增大表示有大額的買賣，減小表示參加買賣的多

是小額散戶。 

2. 在下跌的行情中，平均每筆張數逐漸增大，顯示有大戶買進股票，股價近

日可能止跌回升。 

3. 在上漲的行情中，平均每筆張數逐漸增大，顯示有大戶出貨，股價近日可

能止漲下跌。 

4. 在上漲或下跌行情中，平均每筆張數沒有顯著的變化，表示行情仍將繼續

一段期間。 

5. 在一段大行情的終了，進入盤局時平均每筆張數很小且無變化，則表示大

戶正在觀望。 

  C 

 NPC 
－ 100 ×100 ) 

  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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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T、個股本益比、ＡＲ、BR────────────────── 

指標說明： 

Ｑ／Ｔ  ： 當日成交張數除以成交筆數 

Ｑ／Ｔ５ ： ５日每筆張數移動平均值  

Ｑ／Ｔ１０： １０日每筆張數移動平均值 

ＲＥＣ  ： 當日成交筆數 

 

◎◎◎◎    個股本益比個股本益比個股本益比個股本益比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 C：當日收盤價 

每股盈餘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本益比=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由本益比之變化可研判股價是否虛胖現象。 

      2.本益比越高則投資風險相對增加。 

3.本益比越低則投資機會相對增加。 

 

◎◎◎◎    ＡＲＡＲＡＲＡＲ買賣氣勢指標買賣氣勢指標買賣氣勢指標買賣氣勢指標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Ｈ：當日最高價 

          Ｌ：當日最低價 

          Ｏ：當日開盤價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ＡＲ=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通常 AR 具有領先能力，介於 80~120 之間較正常 

      2.通常在 50 以下可買入，150 以上要賣出 

◎◎◎◎    ＢＲＢＲＢＲＢＲ買賣意願指標買賣意願指標買賣意願指標買賣意願指標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Ｈ：當日最高價 

           Ｌ：當日最低價 

          ＰＣ：前日收盤價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ＢＲ= 

 H－O 

 O－L 
×100 

 H－PC 

 PC－L 
×100 

     C 

每股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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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VR、DMI 趨向指標────────────────────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配合 AR 使用才能發揮作用 

      2.BR 比 AR 低時，逢低買進，否則逢高賣出 

      3.介於 80~120 之間 

      4.BR>300 為超買，BR<50 為超賣 

5. BR 急速上升，而 AR 盤整或小回時應逢高賣出 

◎◎◎◎    ＶＲＶＲＶＲＶＲ量的強弱指標量的強弱指標量的強弱指標量的強弱指標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Ｑ：當日成交量(上漲) 

          －Ｑ：當日成交量(下跌) 

           ΔＱ：當日成交量(平盤)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VＲ=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VR 在低價區時可信度較高 

      2.VR 數值通常應在 150 

      3.VR 在 300 以上及 70 以下時將會反轉 

◎◎◎◎    DMIDMIDMIDMI 趨向指標趨向指標趨向指標趨向指標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Ｈ：當日最高價 

       Ｌ：當日最低價 

        ＰＨ：前日最高價 

     ＰＬ：前日最低價 

    ＰＣ：前日收盤價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ＤＭ正趨向變動值＝  Ｈ－ＰＨ   

                                          取高者 

   －ＤＭ負趨向變動值＝  Ｌ－ＰＬ 

      ＴＲ真正波幅＝Ｈ．Ｌ．ＰＣ三者間最高價－最低價 

 

   ＋ＤＩ正方向線＝ 

 

   －ＤＩ負方向線＝ 

 

 

   ＡＤＸ趨向平均線＝ 

 ＋Ｑ＋1/2ΔＱ 

 －Ｑ＋1/2ΔＱ 

＋ＤＭ 

  ＴＲ 
×100 

－ＤＭ 

  ＴＲ 
×100 

（＋ＤＩ）－(－ＤＩ）   

（＋ＤＩ）＋(－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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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ＤＲ＝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DI 向上穿過–DI 為買進訊號 

       ADX 向上穿過 ADR 為買進訊號 

      2.+DI 向下穿過–DI 為賣出訊號 

       ADX 向下穿過 ADR 為賣出訊號 

      3.+DI > ADX > –DI 時，ADX 上升則看好後市。 

       角度愈大，上升力愈大。ADX 下降代表上升已近尾聲。 

      4. –DI > ADX > +DI 時，ADX 下降則應逢低酌進。 

 

 

 

ＡＤＸ＋14 日前ＡＤ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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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三價線────────────────────────── 

◎◎◎◎新型三價線新型三價線新型三價線新型三價線    

 

一一一一、、、、劃法劃法劃法劃法：：：：    

1.以每日收盤價為基準，與前日收盤價比較，如果當日上漲以紅線劃出，

如果下跌則以黑線劃出，而採階梯式劃法。 

      2.先前已出現三根(或以上)陽線或陰線，而當日收盤價突破前三根最高點

時，則隔一行由前一根高點為開始價位，當日收盤價為結束價位劃一陽

線，但若跌破前三根最低點時則反。 

      3.先前僅出現二根或一根陽線或陰線，而當日收盤價突破前一根高點時，

則隔一行由前一根高點為開始價位，當日收盤價為結束價位劃一陽線，

但若跌破前一根低點時則反。 

 

二二二二、、、、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較不適用盤整振盪局勢，但波段行情獲利可觀。 

2.一出現陽線時則為買進訊號，一出現陰線則為賣出訊號。 

 

 

 

 

 

本技術指標說明由股市名家賴瑞鳳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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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家數 券商進出 ───────────────────── 

◎◎◎◎買賣家數買賣家數買賣家數買賣家數((((券商進出券商進出券商進出券商進出)))): 

係依據交易所統計各券商當日該股買進張數與賣出張數的結果。如果計算結果為

買超（正差額）買張＞賣張即列為該股買家（買進券商）如為賣超（負差額）買

張＜賣張，則列為賣家（賣出券商）。買減賣等於零，則不列入。此指標用柱狀

圖表現，一根柱狀用顏色區分表現買進、賣出券商的情形，主要目的為研判該股

是否買盤集中，買盤力道強勁，如買進券商愈少，而賣出券商愈多，比例相差愈

大，則表示主力大戶集中在少數券商買進該股，而散戶大多在全省各地的券商賣

出，再配合Ｋ線的型態，股價是在高檔或低檔？及成交量的變化（是否異常大

量），來做買賣股票進出的依據，相對地風險較低，獲利可期。 

 

 

每日進出統計(主力庫存): 

將個股依據取樣券商當日買進張數減賣出張數的結果，以轉折線及柱狀圖來表

示。轉折線為零軸上方之兩條線，一為買進張數線，一為賣出張數線，當買進張

數線高於賣出張數線，表示買超，庫存增加，零軸之上則出現柱狀圖。如果賣出

張數線高於買進張數線，在零軸之下則出現柱狀圖，表示賣超（負差額）庫存減

少，兩者均為表示買超、賣超（庫存的增加或減少）只是不同表現方式。零軸上、

下的柱狀圖高低表示差額張數的多寡，柱狀高表示差額多，反之差額少。 

 

可由當日的柱狀圖觀察庫存為增加或減少，亦可以配合時間觀察一段時間內的柱

狀圖在零軸上方多，或是下方為多，來判定買超或賣庫存是否逐步增加或減少。 

 

＊本指標的取樣方式：上市公司部份是以買進張數減賣出張數差額達於該股成交

張數千分之八以上，列為取樣標準。以某股成交數１００００張為例，只要各個

券商當日交易的買進張數減賣出張數，正負差額在８０張以上皆列為取樣標準，

將合於標準內券商之買進張數加總（包含負差額內券商的買進張數），與賣出張

數加總（包含正差額內的賣出張數）比較後的結果，也就是代表多方與空方力道

較勁後的結果。此種取樣方式可避免主力大戶集中買進後而分散賣出的誤差。較

其他市面上軟體採用固定券商家數取樣來得精確客觀。 

 

上櫃公司部份因成交量小，籌碼在外流通不多，券商買進減賣出的正負差額在１

０張以上，即列為取樣券商，將合於標準的券商買進張數加總與賣出張數加總後

比較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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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 拋物線指標──────────────────────── 

◎◎◎◎SARSARSARSAR    拋物線指標拋物線指標拋物線指標拋物線指標    

一一一一、、、、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SAR 屬於價格與時間並重之順勢操作系統，又稱停損轉向系統。 

 

二二二二、、、、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1. AF 遞增因子: 係以 0.02 為起始值，未來若在漲勢中，股價每創新高，

或在跌勢中，股價創新低，AF 便依次遞增 0.02。唯其最高上限值為

0.2，故若 AP 因數次遞增而大於 0.2 時，概以 0.2 代之。 

2. EPL：區間相對最低價 

3. EPH：區間相對最高價 

4. 0SAR ：期初 SAR 值 

 

三三三三、、、、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1.漲勢買進時: 

           0SAR  = 近期相對最低價 EPL 

       Sar(今) = Sar(昨) + AF [EPH – Sar(昨)]  

       當股價低點向下穿越 Sar 值時，則改以跌勢賣出公式計算新 Sar 值。 

        

          2.跌勢賣出時: 

           0SAR = 近期相對最高價 EPH 

       Sar(今) = Sar(昨) – AF [Sar(昨) – EPL] 

       當股價向上高點穿越 Sar 值時，則改以漲勢買進公式計算新 Sar 值。 

 

四四四四、、、、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1.SAR 較適於主昇或主跌段之波段操作。 

    2.SAR 為波段順勢操作指標，不利於短線或盤局中的區間操作。 

      3.股價位於 SAR 值上方為買進回補訊號。 

    4.股價位於 SAR 值下方為賣出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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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圖圖圖圖    

一一一一、、、、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俗稱圈叉圖或點數圖，為歐美早期常用之技術圖形。 

二二二二、、、、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上漲行以「╳」符號填載。 

           2.下跌行以「○」符號填載。 

           3.格值為圖上縱軸每單位格所代表之價差數值。 

(須事先設定，一般約市價之 1/20) 

           4.轉折格數為繪圖時，更換行列與符號之最小反向漲跌格數。 

(須先設定，一般為 3) 

           5.轉折格值 = 格值 X 轉折格數 

           6.若原為「○」號之下跌行，當轉折成立時，須先右移一行，再以

原行中「○」號最低位格之上一格為繪圖起點。  

       7.若原為「╳」號之上漲行，當轉折成立時，須先右移一行，再以

原行中「╳」號最高位格之下一格為繪圖起點。 

三三三三、、、、繪製繪製繪製繪製：：：： (預設格值 = 1，轉折格數 = 3) 

1. 若首日為上漲，則以最高、最低價為範圍，在圖上首行填載「╳」符

號於對應的位格區。 

2. 若首日為下跌，則以最高、最低價為範圍，在圖上首行填載「○」符

號於對應的 

  位格區。 

  3.次日繪圖要領: 

開始

找出今日的最
高價與最低價

 找出最後圖上
記號是○或╳

是否今日最高
價比最後╳記
號至少高一格

是否今日最低
價比最後○記
號至少低一格

往上填入新的
╳記號但不高
於今日最高價

是否今日最低價
比最後╳記號高
點位格至少低3格

是否今日最高價
比最後○記號低
點位格至少高3格

往下填入新的
○記號但不低
於今日最低價

向右移一列後
往下填入新的
○記號但不低
於今日最低價

向右移一列後
往上填入新的
╳記號但不高
於今日最高價

不劃任何記號 不劃任何記號
否 是 否是

是否否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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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四四四、、、、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1.○╳圖分析較適於中期波段技術性操作。 

2.向上突破下降趨勢線為買進訊號。 

3.向下跌破上升趨勢線為賣出訊號。 

4.向上突破形態區間為買進訊號。 

5.向下跌破形態區間為賣出訊號。 

6.由○╳圖所構成的趨勢線或形態區間邊線均可視為支撐或壓力所在。 

7.形態突破或跌破時，可依整理形態的寬度或縱深格數，預測未來漲跌幅

度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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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 量能隨機指標──────────────────────── 

◎◎◎◎VKVKVKVK 量能隨機指標量能隨機指標量能隨機指標量能隨機指標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V：當日成交量 

      NHV： 近 N 日內最高成交量 

      NLV： 近 N 日內最低成交量 

      PVK：前日 VK 值   

      PVD：前日 VD 值 

      初期 VK、VD 值均以 50 為原始值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RSV:未成熟隨機值 = 100×

−

−

NLVNHV

VNHV
 

      K  :快速平均值   =
3

2 RSVPVK +×
 

      D  :慢速平均值   =
3

2 KPVD +×
 

      J  :輔助值       = 3VD – 2VK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1. D > 70 或 J > 100 為高量能區；D < 30 或 J < 0 為低量能區。 

2. VKD 指標處於高、低量能區時，量能反轉的機率較高。 

3. 因量價關係常有時間落差，故 VK 指標須配合價格趨勢共同研判運用。 

4. VK>VD 表量能復堅或增強。若配合價格上揚，則有利於多方操作。 

5. VK<VD 表量能衰退或減弱，較不利於股價上揚攻堅。 

6. 若 VKD 指標與價格趨勢出現背離現象，常為趨勢反轉的重要徵候。 

7. VKD 指標適用於分鐘、日、週、月等線圖之技術研判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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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 般若指標───────────────────────── 

◎◎◎◎CCICCICCICCI 般若指標般若指標般若指標般若指標    

一一一一、、、、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H:當日最高價 

           C:當日收盤價 

           L:當日最低價 

 

二二二二、、、、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軸價 
3

)(
1

CLH
X

++
=  

       近 N 期移動均軸價：
N

XXX
X

n
+++

=
L21  

       近 N 期軸價平均差：
N

XXXXXX

MD
N

)( 21 −++−+−

=

L

 

       般若指標
)015.0(

)( 1

MD

XX
CCI

×

−
=  

 

三三三三、、、、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1.CCI 指標，一般而言共有 3 種買進與賣出訊號。 

2.CCI 指標由低值向上突破 -100 時為買進訊號之一，向上突破 0 時為買

進訊號之二，向上突破 +100 時為買進訊號之三。 

3. CCI 指標由高值向下跌破+100 時為賣出訊號之一，向下跌破 0 時為賣

出訊號之二，向下跌破-100 時為賣出訊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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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線──────────────────────────── 

◎◎◎◎美國線美國線美國線美國線    

一一一一、、、、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為歐美常用之技術分析線形圖，乃根據開盤、收盤、最高、最低等

四個價格繪製而成。 

 

二二二二、、、、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最高價(H) → 

                         ← 收盤價(C) 

       開盤價(O) →   

                         ← 最低價(L)  

 

三三三三、、、、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1.           

                  0 ≠ C ≠ H ≠ L    0 < C            

 

       

      2. 

                  0 ≠ C ≠ H ≠ L    0 > C    

 

      3. 

                  0 = C ≠ H ≠ L   

 

      4. 

                  0 = C = H ≠ L  

 

      5.  

                  0 = H ≠ C ≠ L 

 

      6. 

                  0 = H ， C = L ， 0 ≠ C 

 

      7. 

                  0 = C = L ≠ H   

 

      8. 

                  0 = L ≠ H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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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線──────────────────────────── 

       9. 

                  0 = L ， C = H ， 0 ≠ C 

 

 

     10. 

                  0 = C = H = L  

 

四四四四、、、、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構造較 K 線圖簡單，是歐美常用的繪圖方式。 

2. 適用於分鐘、日、週、月等不同時間單位之圖形分析。 

3. 習慣上，亦有將開盤價省略繪製，此常見於不甚重視開盤價之金融商

品，如：外匯期貨。 

4. 研判與運用的法則與 K 線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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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R 指標────────────────────────── 

◎◎◎◎ARARARAR、、、、CRCRCRCR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一一一一、、、、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AR 係買賣氣勢指標；CR 係以前日平均價為計量基礎之買賣意願指

標。 

 

二二二二、、、、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H：最高價 

           L：最低價 

           C：收盤價 

           O：開盤價 

 

三三三三、、、、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100%
NL)-(O

N)(
×

−
=

日累計值之

日累計值之OH
AR ，其中 N 值一般取 26 日 

4

2C)L(H
DI

++
=  

100%
NL)-DI(

N DI)-(H
CR ×=

日累計值之前一日

日累計值之前一日
，其中 N 值一般取 26 日 

 

四四四四、、、、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1.一般 CR > 300 為超買區，CR < 50 為超賣區。 

       2.CR 宜配合 AR 使用，效果較佳。 

       3.CR、AR 均急速下降時，代表股價已逐漸接近低價區，應注意買進的訊

號與時機。 

       4.CR、AR 均急速上昇時，代表股價已逐漸接近高價區，應注意賣出的訊

號與時機。 

       5.一般而言，CR 應大於 AR，若在超賣區附近，CR 由 AR 的下方向上突

破 AR，可視為買進訊號。 

       6.若 CR 急速上昇，而 AR 陷於盤整或折回時，可視為減碼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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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AR 指標───────────────────────── 

◎◎◎◎ARARARAR----MARMARMARMAR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一一一一、、、、意義意義意義意義：：：：AR 開盤價指標又稱作買賣氣勢指標，可用來測量多空力道氣勢；MAR

則為 AR 指標之研判輔助均線。 

 

二二二二、、、、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O：開盤價 

           H：最高價 

           L：最低價 

 

三三三三、、、、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100%
N)(

N)(
×

−

−
=

日累計值近

日累計值近

LO

OH
AR ，其中 N 值一般取 26 日 

100%
N

NAR
MAR ×=

日累計值近
，其中 N 值一般取 30 與 72 日 

 

四四四四、、、、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1.26 日 AR 值若大於 180，且股價氣勢轉弱時，可考慮減碼。 

       2.26 日 AR 值若小於 30，且股價氣勢轉強時，可考慮介入。 

       3.MAR 功能與均線相仿，同時具有支撐與壓力的雙重效應。 

       4.AR 向上突破 MAR，為買進訊號。 

       5.AR 向下跌破 MAR，為賣出訊號。 

       6.趨勢反轉時，AR 常能領先股價，先行反應。故若 AR 與股價出現背離

時，應注意反向操作的時機。  

 



精誠富貴贏家 

─────────────────────────────────────────                                                     

 F-39 

───ROC 振盪指標 (OSC)────────────────────── 

◎◎◎◎ROCROCROCROC 振盪指標振盪指標振盪指標振盪指標 (OSC) (OSC) (OSC) (OSC)    

一一一一、、、、    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C：今日收盤價 

N
C ： 前 N 日收盤價 

 

二二二二、、、、    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100]
100

[ −
×

=

N
C

C
ROC  

三、 一般研判一般研判一般研判一般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 ROC > 0 或 ROC 向上突破振盪均線，為買進訊號。 

2. ROC < 0 或 ROC 向下跌破振盪均線，為賣出訊號。 

3. ROC 與股價，若出現背離時，為強烈的趨勢反轉徵候。 

4. ROC 適用於各種不同時間週期之研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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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 KD-J 指標─────────────────────────

◎◎◎◎快速快速快速快速 KDKDKDKD----JJJJ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一一一一、、、、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期貨或短線操作者常用的一種震盪指標，其敏感度較現行一般之 KD-J

指標高。 

 

二二二二、、、、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C: 當日收盤價 

           Hn: 近 N 日最高價 

           Ln: 近 N 日最低價 

 

三三三三、、、、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nn

n

LH

LC
K

−

−
=  

 

D 值 = 2/3 前一日 D 值 + 1/3 當日 K 值 

J 值 = 3D – 2K 

若無前一日 D 值，可以 50 代入計算 

 

四四四四、、、、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1.較 KD-J 指標敏感。 

       2.適於日、週、月與分時圖形之運用操作。 

       3.D 值在 80 以上為超買，D 值在 20 以下屬超賣。 

       4.當指標處於超買或超賣區，股價反轉的機率較高。 

       5.當指標在超賣區附近，K 線由下向上突破 D 線或 J ≤ 0，為一般買進訊號。 

       6.當指標在超買區附近，K 線由上向下跌破 D 線或 J ≥ 100，為一般賣出訊

號。 

       7.KD-J 指標，若配合股價中期趨勢，採順勢單向操作，可提昇指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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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線法寶─────────────────────────── 

◎◎◎◎短線法寶短線法寶短線法寶短線法寶    

一一一一、、、、    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1. 價格線：每 5 分鐘收盤價之連線 

2. 均線(N)：近 N 個 5 分鐘收盤價之和÷N (一般設定 36 與 90) 

3. 成交量：每 5 分鐘之成交張數 (金額) 

 

二、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請參考均線法則、趨勢與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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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塔線──────────────────────────── 

◎◎◎◎寶塔線寶塔線寶塔線寶塔線    

一、 意義意義意義意義：：：：寶塔線是以虛體，實體的棒線來顯示股價波動狀況。 

 

二二二二、、、、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C = 收盤價 ， O = 開盤價 ， T = 反轉價 

2. 六種基本型態： 

A. 上陽型： (C > 0)    

 

         C 

          

         O 

        

B. 下陽型： (C < 0) 

          

         O 

 

               C 

 

      C. 下陰陽型： (C < 0 且寶塔線由紅翻黑) 

 

               O 

               T 

               C 

 

      D. 上陰陽型：(C > 0 且寶塔線由黑翻紅) 

 

               C 

               T 

               O 

 

      E. 下陰型： (C < 0)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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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塔線──────────────────────────── 

      F. 上陰型： (C > 0) 

               C 

 

               O 

三三三三、、、、    繪圖繪圖繪圖繪圖：：：：    

1. 首日：以收盤價所對應位置畫橫線 “ ” 

2. 次日：若上漲，則以首日收盤價為開盤價，次日收盤價為收盤價，繪製上

陽型(A)寶 

        塔線。 若下跌，則以首日收盤價為開盤價，次日收盤價為收盤價，

繪製下 

        陽型(E) 寶塔線。 

3. 一般日：〔寶塔線的畫法〕                                                           
      寶塔線的反轉點位於寶塔線的紅白相間的位置.                            

     今日寶塔線之畫法是依據昨日寶塔線之類型來決定.                        

    

     （（（（一一一一））））    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 AAAA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                                             :                                             :                                                 

      1.1   若今日收盤價大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價,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A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1.2   若今日收盤介於昨收與昨開價之間,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B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1.3   若今日收盤價跌破昨日寶塔線之開盤價,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C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今日寶塔線之反轉點等於昨日寶塔線之開盤.                            

 

     （（（（二二二二））））    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 BBBB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                                             :                                             :                                                 

      2.1   若今日收盤價小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價,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C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開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今日寶塔線之反轉點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2.2   若今日收盤價大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價,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A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三三三三））））    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 CCCC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                                             :                                             :                                                 

      3.1   若今日收盤價大於昨日寶塔線之反轉點,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D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今日寶塔線之反轉點等於昨日寶塔線之反轉點 

            若今日收盤價介於昨日收盤與反轉價之間,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F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3.2 若今日收盤價小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價,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E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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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塔線──────────────────────────    
（（（（四四四四））））    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 DDDD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                                             :                                             :                                                 

      4.1   若今日收盤價小於昨日寶塔線之反轉點,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C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今日寶塔線之反轉點等於昨日寶塔線之反轉點.                          

      4.2   若今日收盤價大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價,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A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4.3   若今日收盤價介於昨收與反轉價之間,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B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五五五五））））    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 EEEE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                                             :                                             :                                                 

      5.1   若今日收盤價大於昨日寶塔線之開盤價,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D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今日寶塔線之反轉點等於昨日寶塔線之開盤.                            

      5.2   若今日收盤價介於昨收與昨開價之間,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F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5.3   若今日收盤價小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價,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E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六六六六））））    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昨日寶塔線屬於 FFFF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                                             :                                             :                                                 

      6.1   若今日收盤價大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價,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D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開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今日寶塔線之反轉點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6.2   若今日收盤價小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價,則今日寶塔線之類型屬於 E 類型.   

            今日寶塔線之開盤等於昨日寶塔線之收盤,                                            

            今日寶塔線之收盤等於今日之收盤價.                               

 
四四四四、、、、    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 寶塔線之設計係以收盤價為主體，而不理會其間之波動震盪，以提昇穩定度。 

2. 寶塔線翻紅時為買進訊號，翻黑時為賣出訊號。 

3. 寶塔線可配合均線或各式技術指標共同研判，以過濾買賣訊號與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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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庫存、外資總持股────────────────────── 

◎◎◎◎主力庫存主力庫存主力庫存主力庫存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1. 上市股採樣券商 = 券商當日買賣差額大於該股成交量之千分之八者 

2. 上櫃股採樣券商 = 券商當日買賣差額大於 10 張 

3. 買賣超 = 將採樣券商之買賣差額加總合計，若為正數，則為買超值；若

為負數，則為賣超值 

4. 主力庫存 = 每日買賣超之加總累計值 

 

二二二二、、、、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1. 當日若為買超，表示買賣籌碼分佈狀況，對多方有利。 

2. 當日若為賣超，表示買賣籌碼分佈狀況，對空方有利。 

3. 若股價於低檔區向上揚昇，且主力庫存遞增，則後勢盤堅的機率較高。 

4. 若股價於高檔區向下跌挫，且主力庫存遞減，則後勢盤跌的機率較高。 

5. 主力庫存指標，若配合其他技術指標或形態共同輔助研判，效果較佳。 

 

◎◎◎◎外資總額持股外資總額持股外資總額持股外資總額持股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1. 差額 = 當日總體外資持股張數 – 前一日總體外資持股張數 

2. 庫存 = 每日差額之加總累計值 

 

二二二二、、、、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1. 庫存增加，表整體而言，總體外資較偏多。 

2. 庫存減少，表整體而言，總體外資較偏空。 

3. 若庫存遞增，且基本面良好或預期轉機，可輔以其他技術指標，研判買進

時機。 

4. 若庫存遞減，且基本面不佳或預期衰退，可輔以其他技術指標，研判賣出

時機。 

5. 一般而言，外資較偏重基本面，長期性投資，故本指標較不適於短線操作。 

 

三三三三、、、、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                                                                                                                                                                                                                                                        

ＴＯＴＡＬ：外國法人、個人、專業投資機構持股總額                 

ＩＮＤ    ：外國法人、個人持股總額                                   

ＲＡＴＥ％：所有外資持股總額佔發行張數百分比                        

Ｔ－Ｙ    ：所有外資持股今日增減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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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營商進出、專戶進出────────────────────── 

◎◎◎◎自營商進出自營商進出自營商進出自營商進出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1. 差額 = 當週全體自營商 (總買進張數 – 總賣出張數) 

2. 買賣超 = 若差額為正數，則為買超值。 

           若差額為負數，則為賣超值。  

3. 庫存 = 每週買賣超差額之累計加總值。 

 

二二二二、、、、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1. 若庫存遞增，一般表示自營商較偏多。 

2. 若庫存遞減，一般表示自營商較偏空。 

3. 自營商進出指標，宜配合其他技術圖表或指標，共同運用研判。 

4. 因各家自營商操作習性與手法不盡相同，故若買賣盤過度集中時，宜再針

對個別自營商之操作特性另作評估。  

 

三三三三、、、、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                                                                                                                                                                                                                                        

ＳＴＯＣＫ：資料庫存檔之自營商歷史資料之買賣差額累計            

Ｂ－Ｓ  ：當日自營商買進張數 － 當日自營商賣出張數           

◎◎◎◎專戶進出專戶進出專戶進出專戶進出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熱門券商＝對該股成交金額排名前五十名 

專戶買進量＝成交量－熱門券商之買進量合計值 

專戶賣出量＝成交量－熱門券商之賣出量合計值 

專戶進出＝專戶買進量－專戶賣出量（正值為買超，負值為賣超） 

 

二二二二、、、、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專戶進出泛指不屬於該股熱門券商買賣之其他特定進出。 

�專戶進出一般包含：自營商進出、零股交易與其他非熱門之券商買賣等。 

�除非成交或零股交易相當熱絡，否則每日專戶進出約等於自營商進出。 

�因自營商進出每週公佈一次，故為求時效，可以每日專戶進出概估之。 

�專戶進出僅為每日自營商買賣之概估值，正確數值仍應以每週公佈之自營

商進出為主 

�研判法則與自營商進出相仿。 

三三三三、、、、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                                                                                                                                                                                                                        

ＳＴＯＣＫ：資料庫存檔之專戶進出歷史資料之買賣差額累計 

Ｂ－Ｓ  ：當日專戶進出減昨日專戶進出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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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信進出─────────────────────────── 

◎◎◎◎投信進出投信進出投信進出投信進出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差額 = 當日投信買進張數 – 當日投信賣出張數 

庫存 = 每日差額之加總累計值 

 

二二二二、、、、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1. 庫存增加，表整體而言，投信較偏多。 

2. 庫存減少，表整體而言，投信較偏空。 

3. 若庫存連續增加，且基本面良好或預期轉機，可配合其他技術指標，研判

買進時機。 

4. 若庫存連續減少，且基本面不佳或預期衰退，可配合其他技術指標，研判

賣出時機。 

5. 一般而言，法人較偏重基本面，長期性投資，故本指標較不適用於短線操

作。 

 

三三三三、、、、指指指指標說明標說明標說明標說明：：：：                                                                                                                                                        

ＳＴＯＣＫ：資料庫存檔之投信歷史資料之買賣差額累計      

Ｂ－Ｓ  ：當日投信買進張數－當日投信賣出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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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and ─────────────────────────── 

◎ B.BandB.BandB.BandB.Band    

            保力加通道又稱布林線。此通道由三條線組成，它是由一條表示股價趨勢方

向的中軌線，再加上上下兩條軌道線所組成，形成所謂通道或所謂帶狀，是一種

應用於波段操作時的技術指標。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B-BandV 計算公式 

當日交易日(含)往前共(I1)交易日之收盤價之平均值 

Σ (收盤價) / (I1) 

  

SD 計算公式 

取樣區間(I2)收盤價之變異數 

(Σ (收盤價(n) - B-BandV(n))^2) / I2 

  

U-BAND 計算公式 

當日 B-BandV + 當日 SD * SD1 

  

L-BAND 計算公式 

當日 B-BandV - 當日 SD * SD2 

 

設定參數如下： 

參數名稱 預設值 

計算區間(I1) 18 

SD 倍數(SD1) 2 

SD 倍數(SD2) 2 

計算區間 (I2) 18 

 

 

二二二二、、、、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１、當股價穿越上限壓力線時，賣點信號；  

  

２、當股價穿越下限支撐線時,買點信號；  

  

3、當股價由下向上穿越中界線時，為加碼信號；  

  

４、當股價由上向下穿越中界線時，為賣出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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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買賣力差異指標 ────────────────────── 

◎ A/D A/D A/D A/D 買賣力差異買賣力差異買賣力差異買賣力差異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買賣力差異指標 (Williams, Accumulation/Distribution Index) 是累計統計區間

內，買盤與賣盤力道的差異指標。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第一天 AD = 0 

  

if ( High < 前 Close )      TrueHigh = 前 Close  // 取得真實最高價 

if ( Low > 前 Close )       TrueLow = 前 Close  // 取得真實最低價 

 

if ( 今 Close > 前 Close )       AD =  前 AD + 今 Close - TrueLow 

else if ( 今 Close < 前 Close )    AD =  前 AD + 今 Close - TrueHigh 

else    AD =  前 AD 

 

二二二二、、、、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假若在某一期間的收盤價比前期收盤價高，則發生所謂的買壓積聚的情形，

此一期間所增加的買壓力量等於該期收盤價與前期最低價的差。相反地若在

某一期間其收盤價比前一期收盤價低，那麼就發生所謂的賣壓積聚的情形，

此一期間所增加的賣壓力量等於該期收盤價與前期最高價的差。 

 

三三三三、、、、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                                                                                                                                                        

A/D：買賣力差異指標數值      



精誠富貴贏家 

─────────────────────────────────────────                                                     

 F-50 

───A/D OSC 買賣力變動指標 ─────────────────── 

◎ A/D A/D A/D A/D 買賣力買賣力買賣力買賣力變動指標變動指標變動指標變動指標    

            買賣力變動 (Accumlation/Distribution Oscillator) 是一項經過正常化

(Normalized)用以衡量買盤與賣盤力道的震盪指標。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ADO = {[(H - O) - (C - L)] / [2 * (H - L) ] } * 100 

當 H=L 時，ADO=0 

H : 最高價, L : 最低價, O : 開盤價, C : 收盤價 

 

二二二二、、、、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買賣力變動是一項經過正常化(Normalized)用以衡量買盤與賣盤力道的震盪

指標。正常化的結果雖然調整了買賣力變動指標的變動交易區間，但這指標

也使得上下震盪更為明顯。 

 

 

三三三三、、、、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                                                                                                                                                        

A/D-OSC：買賣力變動指標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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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VOL 能量分配指標 ──────────────────── 

◎ A/D A/D A/D A/D VOL VOL VOL VOL 能量分配能量分配能量分配能量分配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交易能量(Volumn)積聚是預期多頭市場來臨可以擁有多頭部位的徵兆，而能

量分散則顯示空頭市場來臨，可以擁有空頭部位的徵兆。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今日能量 = (收盤價 - 開盤價) / (最高價 - 最低價) * 成交量 

N 日能量分配 = N 日之能量和 

 

 

二二二二、、、、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為了判定能量是積聚或分散，聚或分散，能量分配指標將 OBV 指標作了一

些修正，即比較同一期間的收盤價與開盤價，而不是比較今日收盤價與前日

收盤價。 

 

 

三三三三、、、、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                                                                                                                                                        

A/D-V5：能量分配指標數值的計算採樣區間。(預設值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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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CK 逆時鐘曲線指標 ──────────────────── 

◎ CLOCK CLOCK CLOCK CLOCK 逆時鐘曲線逆時鐘曲線逆時鐘曲線逆時鐘曲線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逆時鐘曲線圖利用簡明的圖表，記錄過去某段區間內平均價格與成交量之絕

對位置，以闡明所謂之價量關係，由此利用股價與成交量之變化以觀測市場供需

力量的強弱。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P-CLK : 在特定區間內之平均價 

V-CLK :在特定區間內之平均量 

 

A 垂直縱軸代表股價，水平橫軸代表成交量 

B 計算股價及成交量的移動平均 

C 將縱橫座標行成之各點連接及形成逆時鐘方向的移動線 

 

 

二二二二、、、、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１. 若成交量和價格皆為上揚，即為多頭巿場，若價格平穩而成交量下降，

表示巿場趨勢會反轉。 

２. 若價格遽跌且成交量低落，表示巿場已變成空頭巿場。 

３. 若價格下跌但成交量上漲，表示有人逢低價格買進，因此可期待商品將

會上漲。 

 

三三三三、、、、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                                                                                                                                                        

P-CLK : 在特定區間內之平均價(預設值為 25) 

V-CLK :在特定區間內之平均量(預設值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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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 AVG 高低平均價指標 ─────────────────── 

◎ H/L AVG H/L AVG H/L AVG H/L AVG 高低平均價指標高低平均價指標高低平均價指標高低平均價指標    

            以最高價及最低價之移動平均值，顯示出之參考曲線。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Ｈ ＡＶＧ：最高價之移動平均值(預設值為 10) 

Ｌ ＡＶＧ：最高價之移動平均值(預設值為 10) 

 

二二二二、、、、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僅作參考)))) 

請參考均線法則。 

 

    

◎ H/L OSCH/L OSCH/L OSCH/L OSC 高低變動高低變動高低變動高低變動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高低變動震盪指標是以最高價與昨日收盤價的差值除以此期間的振福最大

值而得，此一指標具有波動很大的特點。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HLO = {(最高價-昨收) / MAX(最高價-昨收，最高-最低，昨收-最低) } * 100 

 

 

二二二二、、、、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 

    HLO : 高低變動指標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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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閃電圖 ───────────────────────── 

◎ LINELINELINELINE 閃電圖閃電圖閃電圖閃電圖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將商品每筆資料之收盤價格連結為一曲線圖，用以顯示目前商品之走勢型

態，以提供參考。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將商品每筆資料之收盤價格連結為一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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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天羅地網指標──────────────────── 

◎ PBLPBLPBLPBL 天羅地網天羅地網天羅地網天羅地網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標準差通道〕，以統計學原理，計算股價與平均線在一段基期中偏離的幅

度，所計算出之〔標準差〕，以移動平均線加上〔標準差的倍數〕成為通道的上

限，以移動平均線減去〔標準差的倍數〕成為通道的下限。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該指標源自於移動平均線與股價之間的標準差，假設我們以 13MA 為中軸，

則標準差計算： 

 

A1=Close*Close 

A2=│A1 的 13MA-13MA*13MA│ 

STDP(標準差)=A2 再開根號 

 

天=13MA+2*STDP 

羅=13MA+STDP 

中軸=13MA 

地=13MA-STDP 

網=13MA-2*STDP 

 

 

二二二二、、、、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1. 天、羅代表均線上之兩條風險係數軌道，地、網代表均線下之兩條風險

係數軌道。 

2. 依經驗法則，多頭格局股票處於天、地線之間，空頭格局股票處於羅、

網線之間。 

3. 天、網有收斂與發散現象，以研判短期與長期的漲勢或跌勢的變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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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價指標 ───────────────────────── 

◎ 三關價三關價三關價三關價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用在研判短線或當沖，可輕易找出其區間和支撐壓力。尤其在盤整行情，更

不失為一極佳的判斷工具，也是期貨投資人掌握盤勢的重要參考指標。 

 

一一一一、、、、公式公式公式公式：：：：    

所謂三關價指上關、中關及下關的價格，其次日的三關價計算公式是：  

 

明上關:High+(High-Low)*0.382 

明中關:(High+Low)/2 

明下關:L-(High-Low)+(High-Low)*0.618 

 

今上關: 昨 High+(昨 High-昨 Low)*0.382 

今中關: (昨 High+昨 Low)/2 

今下關: 昨 Low-(昨 High-昨 Low)+(昨 High-昨 Low)*0.618 

 

二二二二、、、、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區間落點研判法：  

（一）收盤在上關之上：明日以中關以上觀察，高點不預設，但考慮實際

波幅的應用，下關理論上不會出現。  

（二）收盤在上關與中關之間：明日以上關與中關間觀察，下關出現機率

小。  

（三）收盤在下關與中關之間：明日以中關與下關間觀察，上關出現機率

小。 

（四）收盤在下關之下：明日以中關以下觀察，低點不預設，但考慮實際

波幅的應用，上關原則上不會出現。  

 

多空交易策略擬定  

（一）收盤在中關以上，屬強勢，多方為宜，中關以下視為弱勢，以空為

主。 

（二）未出現轉盤前，操作策略不變。  

 

進出法則：箱型操作，三關互為支撐與壓力，過為支撐，破則變為壓力。 

（一）上，中，下關之間來回：上關賣，中關賣或買，下關買（逆勢操作）。  

（二）突破上關，漲勢形成而追多。跌破下關，跌勢確認而追空。（順勢操

作）  

 

開盤時操作策略  

（一）開盤即過上關時：  

(1) 開盤即過上關：屬超強趨勢，此時必然亦超越昨高-全力作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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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實際波幅已大，不妨等拉回尋支撐順勢買進）  

(2) 若盤中跌到中關止跌，則中關視為第二買點，但此時多單應謹慎. 

(3) 盤中若跌破中關，則為轉盤，多單宜觀望。 

(二) 開盤價在上關與前一交易日高點之間時：  

（1） 開盤開在上關與昨高間，屬強勢開盤，僅開過昨高，雖以多單為

主，但未突破上關前，可小試短空。 

（2） 若過上關可追多，停損設在上關或昨高之下。  

（3） 若盤中跌破昨高多單宜保守，可待價位跌到中關再次買進，設停

損於中關之下。  

（4） 盤中跌破中關，則有轉盤意味，多單宜觀望。  

(三）開盤開在昨高和中關間：盤堅格局，可多空雙向略為偏多。 

(四) 開盤開在昨低與中關間：盤軟格局，多空雙向略為偏空。 

(五) 開盤開在昨低與下關間：弱勢格局，空單為主，多單在近下關時可

小試，停損設於下關之下。 

(六) 開盤開在下關之下，極弱勢開盤可全力放空。  

 

盤中買賣策略  

(一) 買點： 

（1）盤中攻過上關回檔至上關不破。  

(2) 上關--中關之間來回振盪。在盤中回檔至中關止跌時，或攻破

上關拉回不破時，皆可買進。 

(3) 中關--下關之間來回振盪。盤中回檔至下關止跌時可買進。 

(二) 賣點： 

（1）在上關--中關之間振盪。  

（2）攻過上關後又跌破可賣出。  

（3）跌破中關且站不回。  

（4）在中關--下關之間振盪，攻過中關後又跌破時可賣出。  

（5）跌破下關又站不回。  

 

收盤研判  

（一）收在上關之上：收盤強勢空單回補，多單可留，明日高點可期。 

（二）收在上關與中關間：收盤偏強，空單不宜留，多單留倉與否，

視成本價做考量。 

（三）收在中關與下關間：收盤偏弱，多單宜平倉離場。空單視成本

而考量留倉與否。  

（四）收在下關之下：收盤弱勢，多單平倉，空單可留。明日仍有低

點。 

 

三三三三、、、、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指標說明：：：：                                                                                                                                                        

UP     : 上關數值 

MID    : 中關數值 

DOWN  : 下關數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