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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系統簡介系統簡介系統簡介系統簡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安裝流程安裝流程安裝流程安裝流程 

1. 啟動自動安裝執行檔�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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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協議：勾選「我接受」，再按『下一步』。 

 

3. 選擇安裝目錄，建議採用預設值，或按『瀏覽』自選目錄後，再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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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程式集目錄，建議採用預設值，或自行輸入名稱後，再按『下一步』。 

 

5. 準備開始安裝，按『下一步』後開始安裝。 

 

6. 安裝結束，按『結束』完成安裝，即可執行寶鑽操盤家下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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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畫面介紹畫面介紹畫面介紹畫面介紹 

 

[畫面說明] 

1. 功能列 

2. 功能視窗 

3. 下視窗內容 

4. 大盤資訊列：上市/上櫃資訊列 

5. 訊息列：揭示成交快報或即時新聞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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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功能操作篇功能操作篇功能操作篇功能操作篇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共通鍵與快速鍵介紹共通鍵與快速鍵介紹共通鍵與快速鍵介紹共通鍵與快速鍵介紹 

1. 共通鍵 

代碼 數字鍵 功能 

F1 888 【行情揭示】自選股含即時成交 

F2  【行情揭示】播報順序行情報價 

F3  【行情揭示】分類股行情報價 

F4  【個股走勢】自選股價量走勢圖 

F5 05 【大盤分析】加權指數走勢圖 

F6 06 【大盤分析】分類股指數 

F7 97 【金融資訊】即時新聞標題 

F8  【大盤分析】櫃檯指數走勢圖 

F9 99 【金融資訊】最新一則即時新聞內容 

 07 【金融資訊】金融行情 

 09 【大盤分析】亞洲指數走勢圖 

 11 【大盤分析】集中市場委買/委賣明細 

 009nn 【行情揭示】指定類股行情報價 

 095nn 【個股走勢】個股走勢圖指定類股選項畫面 

 00nnn 【金融資訊】指定任一則即時新聞內文 

個股代碼-D 或-1   進入該股日線技術圖 

個股代碼-W 或-2   進入該股週線技術圖 

個股代碼-M 或-3   進入該股月線技術圖 

個股代碼-B 或-4   進入該股基本面資料 

個股代碼-5,-10…   進入該股 5 分鐘技術圖（或 nnnn-10,…類

推） 

Ctrl＋F1   系統主選項畫面 

Ctrl＋F2  【熱門排行】選項畫面 

Ctrl＋F3  【個股走勢】選項畫面（分類股） 

Ctrl＋F4  【金融資訊】選項畫面（公告事項） 

Ctrl＋F6  【個股總覽】選項畫面 

Ctrl＋F7  【市場動態】選項畫面 

Ctrl＋F8  【盤後濾股工具】選項畫面 

Ctrl＋F11   二分畫面切換 

Alt＋F11  【系統管理】自選股設定 

Tab 988 上市/上櫃大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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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定單元快速鍵 

         單 元 名 稱 行情揭示/熱門排行 個股走勢 大盤分析 

  功 能 鍵 功 能 說 明 功 能 說 明 功 能 說 明 

Shift＋F1 技術分析 個股明細(或 01) 大盤明細(或 01) 

Shift＋F3 基本資料 分價表(或 03) 委買賣(或 03) 

Shift＋F4 券商進出 分量表(或 04) 委買賣圖(或 04) 

Shift＋F5 個股總覽 個股總覽 市場動態 

01 量價明細表 量價明細表  

080  換右視窗版面配置  

081  個股內外盤圖形  

082  大視窗切換選單  

 

3. 技術分析快速鍵-一般模式 

功 能 鍵  功 能 說 明 

F2 進入(取消)查價模式 

F3 不顯示(恢復顯示)指標值 

F7 視窗版面變更 

F8 更換工作視窗指標 

F9 視窗縮放 

F12 設定指標參數及顏色 

Page Down 設定指標參數及顏色 

Home 進入查價模式 

End 圖形右移至最後 

Ins 更換第二視窗指標 

Del 更換第三視窗指標 

↑ 上一商品 

↓ 下一商品 

← 圖形左移 

→ 圖形右移 

＊ 更換類型(日週月分) 

＋ 放大日期間距 

－ 縮小日期間距 

‧ 變更視窗數目 

Space 快速更換作用視窗指標 

Tab 更換至下一作用視窗 

Shift＋F3 進入（取消）分價分量表 

Shift＋Tab 更換到上一個作用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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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M 不顯示(恢復顯示)移動平均價格 

Ctrl＋V 不顯示(恢復顯示)移動平均張數 

Ctrl＋← 圖形快速左移 

Ctrl＋→ 圖形快速右移 

Ctrl＋F3 不顯示(恢復顯示)格線 

Ctrl＋F4 不顯示(恢復顯示)高低價 

Ctrl＋F6 刪除所有趨勢線 

Ctrl＋F7 編輯趨勢線 

Ctrl＋F10 不顯示(恢復顯示)座標價 

Alt＋F5 對數模式顯示 

Alt＋F10 設定系統顏色 

Alt＋1 切換成一視窗 

Alt＋2 切換成二視窗 

Alt＋3 切換成三視窗 

Alt＋4 切換成四視窗 

Alt＋5 切換成五視窗 

Alt＋6 切換成六視窗 

Alt＋7 切換成七視窗 

Alt＋8 切換成八視窗 

Alt＋9 切換成九視窗 

05 更換商品為上市加權指數 

009nn 更換商品為該類股指數 

 

4. 技術分析快速鍵-查價模式 

功 能 鍵  功 能 說 明 

Page UP 劃向上甘氏線 

Page Down 劃向下甘氏線 

Home 劃向上黃金分割率 

End 劃向下黃金分割率 

＼ 劃平行線 

＋ 游標快速向右移動 

－ 游標快速向左移動 

. 切換最高價/最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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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主畫面主畫面主畫面主畫面 

 

[快速鍵說明] 

[Ctrl]+[F11]：切換顯示下視窗 

[Ctrl]+[F12]：切換顯示大盤資訊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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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行情揭示行情揭示行情揭示行情揭示 

 

[功能說明] 

1. 按[Page Up]/[Page Down]鍵可翻動上頁或下頁。 

2. [↑]/[↓]鍵可反白選擇上下一支股票。 

3. 在反白處按[Enter]鍵可看個股走勢圖，操作說明參考 F4 個別股走勢圖。 

4. 在反白處按[Shift]+[F1]鍵可看個股盤中即時技術分析，操作說明請參考技術分

析。 

5. 在反白處按[Shift]+[F3]鍵可看個股之基本面資訊，查詢該股之相關資料。 

6. 在反白處按[Shift]+[F5]鍵可看個股之券商進出表資料。 

7. 輸入「00」可依序變更欄位及檔數揭示，亦可按滑鼠右鍵選擇『變更檔數』。 

8. 除了自選股行情報價畫面，在其他行情報價按「*」可帶至自選股報價揭示畫面。 

9. 按「Space」可切換下一組自選或類別。 

10.點選『自選股』，可進入自選股選單畫面；如尚未設定自選股組合，則需先至『系

統管理-自選股設定』單元設定。 

11.可利用「空白鍵」做不同自選股組合的順序切換。或利用上方功能列直接選擇不

同的自選股組合。 

12.在自選股報價畫面時，可按「*」做欄位資訊之依序變換。 

13.加入股票：輸入股票代碼後，按「Insert」鍵即可。新加入的股票將加入在游標

停留位置之前。 

14.刪除自選股票：將游標移至欲刪除之股票名稱位置，按「Delete」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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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個股走勢個股走勢個股走勢個股走勢 

 

[功能說明] 

1. 按「Shift+F1」：進入量價明細表畫面。或輸入「01」亦可。於此畫面按「*」鍵

可以切換時間揭示到分鐘/秒。 

2. 按「Shift+F3」：進入分價表畫面。或輸入「03」亦可。 

3. 按「Shift+F4」：進入分量表畫面。或輸入「04」亦可。 

4. 按「Shift+F5」：進入個股總覽畫面。 

5. 重疊大盤圖：輸入「0」，可在走勢圖疊上大盤的走勢線。 

6. 按「Insert」：可進入個股的技術分析頁面。 

7. 按「Home」：可進入個股的基本資料頁面。 

8. 按「End」：可進入個股的券商進出頁面。 

9. 按「\」：可切換縱軸刻度 7%或自動調整。(僅適用分類股-指數期貨) 

10.按「Page UP」、「Page Down」：換上、下一支股票。 

11.自動換頁／取消：按「+」可自動換頁，按「-」則取消自動換頁。可在『系統管

理-參數設定』中設定自動換頁的時間。 

12.直接在走勢圖範圍內點選滑鼠，或輸入「00」亦可查價模式。滑鼠移至走勢圖範

圍外或是按「Esc」鍵亦可取消查價。 

13.右下資訊窗，包含 20 個視窗功能，可按「*」做視窗內容的依序切換動作。 

14.用「.」鍵切換 CDP 值/當日分價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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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大盤分析大盤分析大盤分析大盤分析 

1. 指數走勢圖(快速鍵：F5) 

 

[功能說明] 

1. 在上市／上櫃股票之個股走勢圖或是加權／櫃檯指數走勢圖下各功能頁面，可輸

入「05」快速切換至此頁面。 

2. 可按「*」切換座標軸顯示為指數或漲跌。 

3. 在走勢圖範圍內點選滑鼠即可查價。離開走勢圖範圍則取消。 

4. 輸入「00」進入查價模式。按「Esc」鍵，取消查價。 

5. 按「+」顯示/隱藏 5 分鐘均量線。 

6. 按「Home」進入『基本資料』頁面。 

7. 按「Insert 」進入『技術分析』頁面。 

8. 「.」鍵做切換揭示大盤今天的預估成交量╱CDP 值。 

9. 輸入『05n』(n 為 3/6/9 秒)更改即時秒圖之秒數設定，預設值為 6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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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股指數(快速鍵：F6) 

 

[功能說明] 

1. 「Page UP」、「Page Down」切換上下頁。 

2. 紫色是大盤的走勢線，黃色是類股指數走勢線。 

3. 可按「*」鍵切換座標軸顯示為指數或是漲跌％。 

4. 在圖形範圍裡點選滑鼠即可進入查價模式，離開圖形範圍則取消查價。亦可輸入

「00」進行查價動作，按「Esc」取消查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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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數成交量明細表 

 

[功能說明] 

1. 在加權／櫃檯指數走勢圖的各功能頁面，可按「Shift+F1」或輸入「01」進入此

頁面。 

2. 揭示每一分鐘大盤成交量明細，每分鐘資訊區分為上下兩行，上方表示此一分鐘

的成交明細，下方表示累積至此一分鐘的成交明細。 

3. 畫面右上角有左右兩組數字，左邊為大盤指數(漲跌)，右邊為累計成交量(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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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買委賣明細(快速鍵：11) 

 

[功能說明] 

1. 此頁資訊皆為開盤後累計的資料。 

2. 畫面右上角有左右兩組數字，左邊為大盤指數(漲跌)，右邊為累計成交量(瞬量)。 

3. 下方圖表(以總筆為例)：由左而右所代表意義，淨委買/總委買、漲停委買/總委

買、跌停委買/總委買、淨委賣/總委賣、漲停委賣/總委賣、跌停委賣/總委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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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買委賣成交分析 

 

[功能說明] 

1. 在加權／櫃檯指數走勢圖各功能頁面，可按「Shift+F3」或輸入「03」進入此頁

面。 

2. 揭示每分鐘內增加的委買、委賣、成交之筆數、張數及三者間的大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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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熱門排行熱門排行熱門排行熱門排行 

 

[功能說明] 

1. 熱門排行共區分為：所有股票、上市股票、上櫃股票、認購/售權證。可按「Ctrl+F2」

叫出熱門排行選單畫面。 

2. 包含「漲停揭示」、「跌停揭示」、「漲跌幅排行」、「振幅排行」、「成交值排行」、

「成交價排行」、「成交量排行」、「今昨量排行」、等 8 項功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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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智慧選股智慧選股智慧選股智慧選股 

 

 

[功能說明] 

1. 智慧選股共區分為兩個單元：豐碩指標選股、盤後濾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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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 金融資訊金融資訊金融資訊金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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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1. 金融資訊共區分為四個單元：即時新聞、公告事項、金融行情及興櫃股票。 

2. 即時新聞：(快速鍵 F7) 

3. 點選新聞標題可進入該則新聞內文。於二分畫面時(需切換至 Shift+F12)，亦可點

選新聞標題進入該則新聞內文。 

4. 輸入 00nnn(nnn 表示新聞標題之代碼，如輸入 00169，即代表進入 169 則新聞內

文)亦可進入新聞內文。 

5. 按「F9」可進入最新一則新聞的內文。 

6. 按「*」：變換字體大小。(亦可至『系統管理-參數設定』中設定) 

7. 上/下頁：Page UP/Page Down；按「Home」跳至第一則；按「End」跳至最後

一頁。 

8. 公告事項：(快速鍵「Crtl+F4」)提供證交所、櫃檯買賣中心、期交所、選擇權及

興櫃股票等公告資訊。 

9. 金融行情：(快速鍵 07) 

提供台灣美元交易、世界主要貨幣參考匯率、國際股市指數及黃金現貨等資訊。 

10.興櫃股票：提供興櫃股票相關基本資料及交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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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第九節第九節第九節 系統管理系統管理系統管理系統管理 

 

[功能說明] 

系統管理共區分為四個單元：「自選股設定」、「參數設定」、「鍵盤設定」、「退出系統」。 

 

1. 自選股設定(快速鍵：「Alt+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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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1. 新增自選股組合時，需先點選自選組合之『新增』按鈕，並可將自選組合名稱取

容易辨識的名稱。再利用左側之選擇清單將所需股票加入所選之自選股組合中。 

2. 使用者可選擇不同類別(上市股票、上櫃股票…)，點選所需股票後，按『加入』

按鈕，將此股票加入此自選組合中。或是按『全選』按鈕將所有股票(只有選定之

類股所有股票；而非所有交易之股票)加入。 

3. 使用者亦可在選定之股票名稱上，Double Click 滑鼠左鍵，將此股票加入自選組

合中。或是利用左下方之「快速加入」輸入框，直接輸入股票代碼亦可。 

4. 如使用者不能確認股票代碼是否為某支股票之代碼，亦可利用「快速搜尋」輸入

框，將股票代碼輸入後，系統便會將所有符合之股票列於左側股票名稱方框中，

使用者可再利用 2.、3.的操作說明方法將此股票加入。 

5. 當股票選擇加入完畢後，可利用右側之『上移』、『下移』、『排序』、『恢復』按鈕，

做排序之動作。 

6. 最後再按『儲存』按鈕將設定儲存；或按『離開』按鈕(或 ESC)後，若使用者尚

未儲存設定，便會跳出對話框提醒使用者儲存或是取消儲存。 

7. 「匯出」按鈕，將自選股設定的資料匯出成文字檔。 

8. 「匯入」按鈕，可依指定的自選股檔案，將檔案資訊匯入到自選股設定。 

 

2. 參數設定 

 

[功能說明] 

設定關於即時新聞、行情報價、個股走勢、成交回報…等功能參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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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鍵盤設定 

 

[功能說明] 

1. 提供兩種鍵盤設定模式：傳統模式與寶碩模式，系統預設為傳統模式。 

2. 「回前頁」：按此按鈕，回到進入鍵盤設定前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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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第十節第十節第十節 技術分析技術分析技術分析技術分析 

 

  

[功能說明] 

1. 在個股與大盤走勢圖按[Insert]或滑鼠右鍵選單�技術分析可進入。 

2. 行情揭示：包含行情揭示單元、熱門排行單元、自設條件股、豐碩指標選股等單

元。按[Insert]或滑鼠右鍵選單�技術分析可進入。 

3. 技術分析共區分為七個單元：分析、線圖、檢示、視窗、指標、設定、說明。 

4. 「分析」�「切換時間模式」按[*]可切換時間模式(選單方式或是循環切換方式，

可在「系統管理」�「參數設定」中設定)。 

或以滑鼠直接點選功能列之「5 分」、「10 分」、「15 分」等等按鈕切換時間週期。 

5. 「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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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繪製趨勢線、上/下甘氏線、上/下黃金分割率、區段黃金分割率。 

(2) 可儲存/清除趨勢線。 

(3) 要繪製趨勢線或是繪製其他線形，皆須進入查價模式。 

6. 「檢示」 

(1) 可選擇是否顯示「查價線」、「格線」、「扣抵日」、「座標價」、「高低價」、「指

標值」、「移動平均張數」、「移動平均價格」、「資本額&本益比&券資比&當沖

比」。 

(2) 選擇「查價線」或按[Enter]進入查價模式，在查價模式時可按「.」鍵切換顯

示最高/最低/收盤/平盤價。 

7. 「視窗」 

(1) 變更視窗數目：可按[‧]變更指標視窗數目。 

(2) 放大日期/縮小日期/恢復標準區間： 

按鍵[+]放大、按鍵[-]縮小或按鍵[`]恢復此股票的顯示區間。 

直接點選功能列之「+」/「-」的圖形按鈕做顯示區間的放大/縮小。 

功能列之「All」按鈕是將該檔股票圖形縮小至最緊密狀態(可看到最多的資

料)；「重繪」按鈕是重新繪圖。 

(3) 區間放大：直接以滑鼠拖拉一段區間，即可放大。 

(4) 切換工作視窗：可按[Tab]，循環切換至下一個工作視窗，或滑鼠直接點選任

何一個視窗切換。工作中視窗會以紅色外框標示，並在該指標名稱左邊加上

『→』符號。 

(5) 讀取/儲存指標設定： 

儲存：可將目前畫面中各視窗的指標儲存下來。最多可以儲存 10 組。 

讀取：可讀取已儲存的設定，將畫面變成儲存的視窗指標設定。 

8. 「指標」 

(1) 切換指標：變更作用視窗中的指標。另可在切換指標視窗中按「Space」鍵，

變更其他視窗的指標。[F8]顯示指標選擇視窗，可直接選擇指標。 

(2) 分價量模式： 

按「Shift+F3」，進入分價量模式後，左右移動游標選定兩個日期區間(選一

起始點，按 Enter，再選另一點，按 Enter)。上下移動游標，可以查詢此日

期區間中，每一價位之成交量(於右半視窗中揭示)。價位右方標示『O』表

示此區間的第一天開盤價；標示『C』表示此區間最後一天收盤價。 

(3) 還權息：可按[Alt]+[F6]切換不同模式。 

(4) 對數模式：可按[Alt]+[F5]切換。 

9. 「設定」 

(1) 指標參數顏色：可按[Page Down]更改指標之參數及顏色設定。 

(2) 移動平均線計算：可選擇以「開盤價」、「最高價」、「最低價」、「收盤價」、「開

高低收平均值」等方式作為計算標準。 

(3) 鍵盤設定：點選此功能，可以進入變更技術分析操作鍵的設定畫面。 

(4) 系統顏色：可按「Alt+F10」變更技術分析系統之顏色設定。技術分析單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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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跌平顏色與其他單元(如：行情揭示…等)是分開設定的，可在系統顏色中做

設定。 

(5) 格線顏色：可變更圖形之格線顏色。 

10.叫出查價線後的快速鍵功能 

(1) [Page Up] 顯示上甘氏角度線 

(2) [Page Down] 顯示下甘氏角度線 

(3) [Insert] 顯示內黃金切線 

(4) [Del] 顯示外黃金切線 

(5) [End] 顯示平行線 

(6) [Enter] 顯示定位點 

(7) [＋]/[－] 顯示開高低收切換 

(8) [Ctrl]+[←]/ [Ctrl]+[→] 快速向左向右移動查價 

 

第十一節第十一節第十一節第十一節 下單帳務管理下單帳務管理下單帳務管理下單帳務管理 

1. 下單匣 

【操作說明】 

1 交易型態：提供選擇交易商品與交易方式。切換不同商品及交易方式時，交易資訊

及種類會依照選擇的商品及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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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易資訊：提供選擇交易標的及輸入委託價格、數量，特別說明當輸入投入資金時

會依照委託價格自動換算委託數量。 

3 交易種類：提供選擇委託單型態及買賣。(限股票，若為期權商品則僅提供買賣選

項) 

4 委託單處理條件設定：提供設定送出委託單的條件，其說明如下： 

4.1 逐筆清除：若勾選“是”，當送出暫存匣的委託資料時會清除暫存匣的委託資

料。 

4.2 下單後清除：勾選此功能則當送出暫存匣的委託資料時會清除暫存匣的委託資

料。 

4.3 不詢問直接下單：勾選此功能則當送出委託單時不會彈出委託單確認視窗。 

4.4 新增委託：加入委託單至畫面下方的暫存匣。 

4.5 直接下單：功能同“不詢問直接下單”，即當送出委託單時不會彈出委託單確認

視窗。 

4.6 刪除/清空：刪除暫存匣被選取的委託單，若點清空則清除暫存匣所有的委託

單。 

5 暫存匣：暫時存放即將送出的委託單，其操作說明如下: 

5.1 選取欲執行的委託單後選擇委託單處理條件設定，會依照設定的功能送出委託

單或刪除委託單。 

點選滑鼠右鍵時彈出功能視窗，當選擇該視窗功能時會依照選定的功能送出委託單或刪

除委託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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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託/成交回報 

【操作說明】 

1 委託回報：提供使用者查詢當日所有委託單狀態，可勾選畫面右下方的選項設定欲

瀏覽的委託單種類。 

1.1 刪/減/追：提供刪單/減量/追價功能，如欲使用此功能須先勾選該筆委託單

或將游標停留於該筆委託單。 

2 成交回報：提供使用者查詢當日所有成交單狀態，可勾選畫面右下方的選項設定欲

瀏覽的成交單種類。 

3 點滑鼠右鍵彈出功能列表視窗。當點選功能列表的功能時，會依照點選的功能自動

調整委託單的狀態或將前述回報資料匯出至 excel。 

點欄位名稱會依照該欄位顯示內容排序( 代表由大至小排序， 代表由小至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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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庫存查詢 

【操作說明】 

1 提供使用者查詢即時庫存狀態，點選個股時會於成交明細顯示該股票的庫存明細狀

態。 

2 勾選庫存股票後可按畫面下方“直接下單”送出反向沖銷委託單或按“送至下單匣”

將反向沖銷委託單送至下單匣的暫存匣。 

3 使用者可使用畫面上方的選單選擇帳號及商品，設定後按“更新/查詢”鍵時下方畫

面會依照設定條件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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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帳單查詢 

【操作說明】 

1 提供使用者查詢即時特定期間各成交商品的成交價金、手續費、融資金額/融券擔

保品(股票)、融資自備款/融券保證金(股票)、新/平倉(期權)等資訊。 

2 畫面下方顯示上方顯示成交商品的彙總資訊，可提供使用者計算特定期間的總買進

/總賣出的資訊及淨收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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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資績效報表/現金帳戶轉移 

 
圖 A 

 

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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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 

 

【操作說明】 

1 圖 A 為歷史淨值走勢圖，提供投資人查詢每一交易日的投組淨值、投資績效及投組

相關風險因子數值。 

2 圖 A 畫面上方顯示投資淨值的走勢圖。當移動滑鼠至走勢圖時顯示移動查價線；當

按住滑鼠左鍵向左/右拖曳畫面時可查詢特定期間的淨值走勢圖。 

3 圖 B 為投組分析，提供投資人查詢目前的投組組成狀態及各商品的投組現況(含投

組市值、損益)。 

4 圖 C 為現金帳戶轉移功能，此功能提供使用者進行期貨帳戶與現貨帳戶的現金轉移

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