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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術分析新版特點說明 

1.切換報價商品可直接連動技術分析,預設不開放[如有需要請在屬性>設定>點擊

滑鼠左鍵直接連動報價]設定 

2.更親和&節省空間的指標和屬性視窗設定[請在畫布區按滑鼠右鍵,點選單進行

設定] 

3.指標和屬性設定支援儲存預設定/載入預設值 

4.指標和屬性設定支援版面匯出/匯入,提供您移轉至另一台電腦時更方便 

5.十字線/趨勢線點選要移的游標,圖示會變成可移動的圖的樣子,移至靠近 OHLC

價位時直接吸在那些價位上 

6.在畫布區點商品名稱可直接搜尋商品,節省版面更多空間 

7.價位座標軸即時顯示最新成交價 

8.十字線縱軸顯示日期時間 

9.均線指標提供您一次最多設定 10 組功能.並增加 SMA 抵扣點 

10 威廉/KD 指標新增自行設定超買區/超賣區 

11.趨勢線/橫座標軸提供全部延伸功能 

12.增加字型大中小設定功能 

13.增加縱座標軸可設定放左/放右 

14.增加 K 棒左側可設定預設空間/不預留空間 

15.增加滑鼠滾輪上下移動支援 K 棒放大縮小功能 

16.增加鍵盤左右移可持續移動,crtl+左右鍵可快速移動 

17.支援記憶鎖住功能 

18.Y 軸依 TickSize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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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術分析使用流程介紹 

 

1. 選定商品 

方法一: 

在畫布區點選商品名稱，當滑鼠移到時會跳出一個小手圖案。點選後跳出商品選單 

，選擇好商品後按執行進行切換。 

 

 方法二: 

由報價按右鍵連動技術分析商品做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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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三: 

先從鍵盤點選熱鍵 F3，將跳出快速加入功能視窗。您可輸入商品代碼或中文名稱設定完成

後按執行。如有多檔符合設定條件的商品會跳出搜尋視窗由您決定要執行的商品，選擇完

畢再按執行即可。 

 

方法四: 

從 toolbar 選擇商品做切換。首先在 toolbar 啟用浮動選單，打開商品選擇工具。啟用後可直

接進行商品選單切換。 

 

 方法五: 

您也可以點報價直接連動技術分析商品.可從以下屬性進行設定。但技術分析資料量太大時



 

6 

會影響系統使用效能，請斟酌使用 

 

  方法六: 

在商品查詢區直接輸入欲查詢商品代碼或中文名稱進行切換。 

 

  

2. 選定分時 K 

提供 1 分 K、2 分 K、3 分 K、5 分 K、10 分 K、15 分 K、30 分 K、60 分 K、日 K、週 K、 

月 K，您可直接點選分時 K 按鈕進行切換。目前分線最多可提供約一個月。 

 
3. 設定指標 

 

 

第一步-如 1 區。點選滑鼠右鍵設定屬性/指標功能，會跳出視窗進行指標設定。 

第二步-如 2 區。先選擇指標分類，具有均線/量/價格指標/趨勢指標/成交量指標。 

第三步-如 3 區。再依據大分類選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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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如 4 區。請將確定要在畫布區顯示的指標，新增至 5 區。畫布區預設會有 K 區和量 

區。大多數指標皆可新增至一般區，而部分如 SMA、EMA 等和 K 區/量區

有關的指標，則除可新增至一般區外，尚能選擇新增至 K 線區或量區。 

而比較特別的是成交量區的 OBV、NVI、PVI、VR 指標務必需在有成交量

指標時才可使用。因此 OBV/NVI/PVI/VR 當目前指標無量區時,新增會跳"

請先加入成交量"的錯誤訊息，而當成交量指標刪除時,會一併刪移除

OBV/NVI/PVI/VR 指標。 

第五步-如 5 區。此區的指標將會在畫布區進行顯示。您可透過 4 區將指標做上下移進行排 

序(K 區和量區則固定置於最上方和最下方)。 

第六步-如 6 區。設定 5 區點選的指標進行參數設定，提供設定參數和顏色功能。均線指標 

預設提供 10 組讓您更方便進行使用設定。而威廉指標、KD 指標可設定超

買/超賣區提供您可自行依據策略進行設定. 

第七步-如 7 區。設定按確定則完成指標設定如下。

 

第八步-在未關閉此技術分析視窗時，您最後所設設定的指標和屬性都會自動記憶。而若技

術分析已嵌在版面上也無需擔心設定會變更，系統也會自動幫您記憶最終設定。倘若您期

望能將此設定儲存成預設值方便使用，可從視窗屬性設定處，選擇儲存為預設值即可。 

或從指標/屬性設定視窗點選儲存預設值按鈕也可。 

 

 

4. 設定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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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切到屬性設定頁籤。 

 第二步:設定屬性。作用如下：  

背景顏色/文字顏色/上漲顏色/下跌顏色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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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線顏色/繪圖顏色/間隔顏色/量的顏色設定 

 

開高低收背景/開高低收文字設定 

   

字型大小設定-可設定小字型/中字型/大字型設定 

 

 

 縱座標軸設定-靠左靠右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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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棒效果設定-2D/3D 

  

 K 棒左側-預留空間/不預留空間 

   

設定畫面顯示歷史天數 K 棒數量 

提供 1 分 K、2 分 K、3 分 K、5 分 K、10 分 K、15 分 K、30 分 K、60 分 K、日 K、週 K、 

月 K 顯示幾日的選擇。如果只想看 60 分 K 的歷史 K 線 2 天和今天的即時 K 線，請選擇 60

分,設定顯示 2 日即可。 

 

第三步:設定完成後按套用即可。 

 

5. 鎖定商品 

點選畫布右上角鎖頭,則切換商品功能會鎖住,不會切換至別的商品 

可切換模式  鎖住模式  

 

(三) 編輯工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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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工具區請見工具選單區紅色區塊。由左至右敘述如下： 

1.  標橫軸功能： 

僅限對第一個Ｋ線圖可設定。先按標橫軸功能後跳出小視窗設定標橫軸的價位。

設定完成後按 OK，則畫布區在設定價位處標示延伸水平線,您也可上下水平移

動。橫軸線顏色可從屬性繪圖顏色進行設定 

 

 

2.  文字輸入功能： 

可在畫面上任何位置填下自己的註解(限英文)。文字顏色可從屬性繪圖顏色進行設定 

3.  趨勢線繪圖功能： 

提供十五種趨勢線的繪圖。 

 

 

繪製趨勢線時線型會全畫面延伸，當靠近 K 棒時趨勢線會自動依二點的開高低收為基準進行畫

線。當要移動趨勢線時，先點選要移的線，這時游標圖示會變成小手顯示可移動，您可在趨勢線

的上下方做平行移動,或在兩點做旋轉"。趨勢線顏色可從屬性繪圖顏色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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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除標橫軸、文字、趨勢線 

方法一:點選選單橡皮擦功能會清除全部標橫軸、文字、趨勢線 

方法一:點選畫布文字,按滑鼠右鍵可刪除單點標橫軸、文字、趨勢線 

方法三:點選畫布單筆文字,按鍵盤 del 鍵可刪除單點刪除標橫軸、文字、趨勢線 

 

5.  列印畫面:可列印畫布區畫面 

6.  證券還原除權息:目前暫不提供 

7.  重新回補資料:點選回補資料會將歷史資料重新回補 

8.  設定畫面歷史天術資料：畫面顯示歷史天數資料數量。 

提供 1 分 K、2 分 K、3 分 K、5 分 K、10 分 K、15 分 K、30 分 K、60 分 K、日 K、週 K、 

月 K 顯示幾日的選擇。如果只想看 60 分 K 的歷史 K 線 2 天和今天的即時 K 線，請選擇 60

分,設定顯示 2 日即可。 

 

 

(四) 顯示設定區 

 

1.  局部份大:您可點選擇局部放大按鈕後，將滑鼠在畫布區點選欲放大的區域進行局部放大。 

2.  回覆放大:畫布區回覆原始大小 

3.  畫面放大:  

方法一:按選單放大按鈕,K 棒會放大,畫布上顯示的時間區間會拉短 

方法二:當 focus 在技術分析時使用滑鼠滾輪往上 K 棒會放大, 畫布上顯示的時間區間會拉短 

方法三:當 focus 在技術分析時,用鍵盤[上鍵] K 棒會放大, 畫布上顯示的時間區間會拉短 

4.  畫面縮小  

方法一:按選單縮小按鈕 K 棒會縮小, 畫布上顯示的時間區間會拉長 

方法二:當 focus 在技術分析時使用滑鼠滾輪往下 K 棒會縮小, 畫布上顯示的時間區間會拉長 

方法三:當 focus 在技術分析時,用鍵盤[下鍵] K 棒會縮小, 畫布上顯示的時間區間會拉長 

5. 取消十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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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按選單空白框框按鈕取消十字線 

方法二:任點選其他按鈕或按滑鼠右鍵取消十字線 

6. 顯示十字線 

按選單選十按鈕會顯示十字線,橫軸會顯示目前所停在價位,縱軸標示目前所在日期時間 

當十字線標示價位和行情相同時,以十字線為主, 

您可用滑鼠移動十字線，十字線會當貼近 K 棒開高低收自動吸住相近開高低收的值 

另外您也可以用鍵盤左右移動用,則十字線會一格一格移動,自動停在[收]對應位置. 

 

(五) 時間軸 

 

時間軸提供您設定畫布上顯示 K 棒的區間. 

如您想要看即時或較為近期資料,可將捲軸往右移,也可以使用鍵盤右鍵快速移動 

如你想要看過去歷史資料,可將捲軸往左移,也可使用鍵盤左鍵快速移動。 

 

(六) 指標(屬性)匯出匯出/儲存預設值/還原預設值 

指標(屬性)匯出匯入:可透過版面匯出和版面匯入功能，將技術分析指標和屬性匯入至另一台電

腦。 

 

指標(屬性)儲存預設值:從指標設定視窗選擇儲存預設值,您可將目前所在頁籤的設定儲存進預設

值。 

指標(屬性)還原預設值: 從指標設定視窗選擇還原預設值,將會一併還原指標/屬性全部預設值,而

技術分析畫面會一併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