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群益贏家策略王使用教學簡介

目錄 CONTENTS
○看盤篇   .................................................. 1

  下載安裝贏家策略王 ........................................ 1

  執行贏家策略王 ............................................ 1

  贏家策略王軟體畫面－光速新首頁 ............................. 2

  贏家策略王畫面—鷹眼智動單 ................................. 3

  國內證券—現股當沖組合單簡介  .............................. 3

  國內證券-現股當沖組合單下單流程 ............................ 3

  國內證券出清策略單簡介..................................... 7

  國內證券出清策略單下單流程 ................................. 9

  國內期智動單簡介 ......................................... 13

  國內期智動單下單流程 ..................................... 16

  海外期智動單簡介 ......................................... 22

  海外期智動單下單流程 ..................................... 24

  報價欄位/字型調整  ....................................... 29

  連線狀態查詢 ............................................. 29

  組合視窗快捷按鈕 ......................................... 29

  組合視窗精靈 ............................................. 30

  桌面設定 ................................................. 32

  自選股設定 ............................................... 32

  特殊股票報價篩選列........................................ 33

  權證達人升級版 ........................................... 34

  Excel報價連動精靈 ........................................ 35

  新技術分析 ............................................... 36

  設定線圖: ................................................ 37

○下單篇 ................................................... 38

  國內超光速下單 ........................................... 38

  MIT單(觸及市價單) ........................................ 39

  海外期超光速下單 ......................................... 41

  輕鬆下單Bar .............................................. 42

  下單小幫手 ............................................... 42

  委託匣 ................................................... 43

  沖浪手 ................................................... 43

  沖浪手今日可沖 ........................................... 44

  複式單商品自動篩選........................................ 44

  選擇權交易策略下單........................................ 45

  選擇權策略單(新) ......................................... 46

  多次IOC(e觸即發) ......................................... 46

  期權分析器 ............................................... 47

  小王子 ................................................... 48

  小王子設定視窗 ........................................... 48

○帳務篇 ................................................... 49

  委回 (委託回報) .......................................... 49

  成回(成交回報) ........................................... 50

  進階回報 ................................................. 50

  集保庫存與資券明細 ....................................... 51

  證券即時庫存 ............................................. 51

  即時對帳單 ............................................... 52

  證券即時損益試算 ......................................... 52



ii

群益贏家策略王使用教學簡介

目錄 CONTENTS
  對帳單 ................................................... 53

  期貨權益 ................................................. 53

  期貨帳務下單 ............................................. 53

  選擇權組合、拆解、雙邊部位了結 ............................ 54

○使用技巧篇 ............................................... 57

  叫出策略王(非重新執行) ................................... 57

  開啟獨立式組合視窗(策略王縮小時) .......................... 57

  取消跑馬燈/即時快訊 ...................................... 58

  回報接受效果設定 ......................................... 58



1

群益贏家策略王使用教學簡介

  執行贏家策略王

執行【贏家策略王】須先開啟該系統，並輸入身分證字號、網路密碼；登入

後，必須讀取有效憑證才能進行下單，未讀取有效憑證，登入後僅能看盤，

或查詢相關帳務資訊。登入步驟：

1.透過桌面上的ICON或【程式集】【所有程式】中快點兩下執行

 【群益贏家策略王】

2.輸入身分證字號及網路密碼 

3.勾選【策略王模式】或【小王子模式】進入【群益贏家策略王】，

  按下【登入】

4.讀取憑證

○看盤篇  

  下載安裝贏家策略王

1.群益金融網(http://www.capital.com.tw)右上方電子交易=>下載群益策略王。

2.執行最新版本之安裝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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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家策略王軟體畫面－光速新首頁

【贏家策略王】領先同業推出下單平台『光速新首頁』之五合一商品報價，

包含上市、上櫃、期貨、選擇權、興櫃以及國外期貨，在光速新首頁中，提

供看盤／下單／帳務三合一功能，一個畫面一網打盡。

 1.功能表選單：將所有功能分列於選單中，依需要選擇使用。

 2.工具列按鈕：將常用功能分列於圖型按鈕，選用毫不費力。

 3.視窗快捷列：點選頁籤可快速切換使用中的畫面。

 4.組合視窗快捷按鈕：可快速選用前六個組合視窗。

 5.連線狀態燈號：左燈為國內商品報價，中燈為自動成交回報、右燈為國外

   商品報價，綠燈為連線正常，紅燈為連線中斷。

 6.大盤走勢圖：提供大盤及各類股分時走勢圖。

 7.大盤資訊(直式)：提供上巿、上櫃大盤統計與期貨巿場價差及成交資訊。  

 8.國際指數報價：提供各大國際指數即時報價、及外幣匯率。

 9.走勢圖：顯示個股分時走勢狀況及價量資訊。

10.價量表：可顯示分時價量表、分價量表、最佳五檔價量表、零股最佳一檔

   價量表等四項資訊，可用滑鼠雙擊或按滑鼠右鍵帶出選單進行資料顯示頁

   面之切換。

11.精選報價：點選  ，即自動篩選常用群組，包含國際指數、強勢股、弱勢

   股、急漲股、急跌股、警示股。

12.股票搜尋列：可輸入股票代號或股名，快速搜尋欲查詢之股票。

13.國內超光速：設定好下單數量後，即可點選介面中的+號(委託)、-號(刪

   單)超光速下單，省去繁複的下單步驟，快速搶得理想價位，詳細操作詳

   見【下單篇－國內超光速下單】。

14.即時帳務查詢：結合國內證期權、海外期貨各類帳務查詢功能，讓您隨時

   掌握損益狀況及資金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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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券賣出

1. 選擇 設定漲幅 或 指定觸發價。

2. 選擇 指定委託價 或 漲停價 為觸發後委託價。

1.以當日建立之部位，並以所設定之條件於當日出清為目的。

2.建立部位後，提供投資人四種出清方式，須選擇至少一種，並且可複選。

3.可選擇先買後賣( 普買) 或是先賣後買( 無券賣出)。

設定現股當沖條件 ( 以下現股當沖條件可複選 )

條件ㄧ：停損

(1) 普買

1. 選擇 設定跌幅 或 指定觸發價。

2. 選擇 指定委託價 或 跌停價 為觸發後委託價。

1 2

1 2

  國內證券-現股當沖組合單下單流程

  國內證券—現股當沖組合單簡介 

  贏家策略王畫面—鷹眼智動單

提供您24小時全球監控 全自動免盯盤的智慧下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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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二：停利

(1) 普買

1. 選擇 設定漲幅 或 指定觸發價。

2. 選擇 指定委託價 或 跌停價 為觸發後委託價。

條件三：時間出清

(1) 普買

1. 設定執行現股當沖出清的時間。

2. 投資人 指定委託價 或 跌停價 為出清委託價。

(2) 無券賣出

1. 選擇 設定跌幅 或 指定觸發價。

2. 選擇 指定委託價 或 漲停價 為觸發後委託價。

(2) 無券賣出

1. 設定執行現股當沖出清的時間。

2. 投資人 指定委託價 或 漲停價 為出清委託價。

點選「送單」送出現股當沖條件單。

條件四：盤後定價交易

1 2

1 2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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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市場類別欄，選擇「國內證券」。

2. 點選「查詢」，可更新最新回報。

3. 點擊     可刪除整筆現股當沖條件單。

4. 點擊     可刪除單筆進場單整筆現股當沖條件單。

5. 點擊       可刪除現股當沖條件單中未成交之部分。

6. 點選 + 可將回報展開，查詢詳細交易資訊。

於彈出視窗中確認下單細項，並點選「確定」送出。

步驟三：鷹眼智動單回報

1

3
4

6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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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現股當沖條件執行順序：

條件單

停損 /停利

時間出清

盤後定價

交易

※條件單之成交部分將執行停損／停利策略。

※ 條件單之未成交部分將於執行時間出清策略

時刪除。

※執行停損／停利策略。

※ 停損 / 停利策略之未成交部分將執行時間出

清策略。

※ 於自訂時間開始執行時間出清策略 ( 最晚

13:20)。

※ 時間出清策略之未成交部分將執行盤後定價

交易策略。

※將剩餘未成交部分以盤後定價交易價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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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證券出清策略單簡介

1. 建立部位後，先選擇條件一、二 ( 至少須擇一項 )，再搭配選擇條件三、四

來設定出清策略。

2. 可選擇現股 (先買後賣 )、融資 (先買後賣 )或融券 (先賣後買 ) 。

選擇現股、融資之出清策略設定：

選擇融券之出清策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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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股當沖出清方式共分四種。

條件一：大於觸發價時，以指定價格 (委託價 /漲跌停價 )出清

若出清是買進

1. 用指定委託價買進。

2. 用漲停價買進。

若出清是賣出

1. 用指定委託價賣出。

2. 用跌停價賣出。

條件二：小於觸發價時，以指定價格 (委託價 /漲跌停價 )出清

條件三：時間出清

1.可設定出清時間，>=出清時間時，以指定價格 (委託價 /漲跌停價 )下單。

2. 將刪除先前送出 (屬同一出清條件 )的未成交單。

3. 客戶端在交易日的送單截止時間 : 13:15

4. 客戶端在交易日的設定最晚時間 : 13:20

若出清是買進

1. 用指定委託價買進。

2. 用漲停價買進。

若出清是賣出

1. 用指定委託價賣出。

2. 用跌停價賣出。

條件四：盤後定價出清

1. 於交易日的 14:00~14:30 ，以當日的盤後定價交易價 ( 收盤價 ) 執行下

單。

2. 設定盤後定價交易條件，可將條件一到三出清觸發後的未成交部分，以當

日盤後定價交易價執行下單。

3. 出清策略可以 漲 /跌停價 /限價 等委託價格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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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證券出清策略單下單流程

步驟一：進入「國內證券出清策略單」下單頁面。

1. 點選「鷹眼智動單」。

2. 快捷列點選「鷹眼智動單」。

3. 於市場欄中點選「國內證券」。

4. 於表單欄中選擇「出清策略」。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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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設定出清策略

1. 條件單：選擇現股、融資或融券，並完成交易商品代號、交易方式、委託

數量等設定。

2. 設定出清策略條件 (可複選 )

條件一

(1) 現股、融資

1. 設定觸發價，成交價大於此觸發價時將出清。

2. 設定指定出清價格 (委託價 /跌停價 )。

(2) 融券

1. 設定觸發價，成交價大於此觸發價時將出清。

2. 設定指定出清價格 (委託價 /跌停價 )。

條件二

(1) 現股、融資

1. 設定觸發價，成交價小於此觸發價時將出清。

2. 設定指定出清價格 (委託價 /跌停價 )。

(2) 融券

1. 設定觸發價，成交價小於此觸發價時將出清。

2. 設定指定出清價格 (委託價 /跌停價 )。

1

1

1

1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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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三：時間出清

(1) 現股、融資

1. 設定執行現股當沖出清的時間。

2. 投資人 指定委託價 或 跌停價 為出清委託價。

(2) 融券

1. 設定執行現股當沖出清的時間。

2. 投資人 指定委託價 或 跌停價 為出清委託價。

條件四：盤後定價出清

3. 點選「送單」送國內證券出清策略單。

(委託 現股 賣 1215 卜蜂 2 張 )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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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鷹眼智動單回報

點選查詢可更新最新回報

1.2. 委託記錄可至 帳務→進階回報 查詢

3. 成交記錄可至 帳務→成回 查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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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期智動單簡介

1. 國內期智動單共分四種

(1)OCO 單：

OCO 單又稱二擇一單，是一種雙邊洗價之策略單，當任一邊觸發，則另一邊自

動取消洗價，並送出觸發邊指定條件之委託單；其特色為結合停損與停利策略，

降低在市價劇烈波動下的交易風險。

(2) 移動停損單

1. 停損基於避險的概念，是交易中重要的風控機制，嚴格執行停損條件，可

將損失控制在可承受範圍內；而移動停損單則在停損的概念下，加上追蹤市

價的功能，當市價與觸發價拉大超過移動點數時，更新觸發價，以將市價與

觸發價保持在固定點數範圍內，待市價折返至觸發價時則依照委託條件送出

委託單；可避免過早停損導致賺小或賠大的情況發生！

2. 基礎觸發價計算方式：

　。買進：基礎觸發價 = 委託時市價＋移動點數。

　。賣出：基礎觸發價 = 委託時市價－移動點數。

3. 觸發價更新條件：

　。買進：當市價下跌至　觸發價 ＞ 市價＋移動點數，

　　　　　則下修觸發價為　觸發價 =  市價＋移動點數。

　。賣出：當市價上漲至　觸發價 ＜ 市價－移動點數，

　　　　　則上修觸發價為　觸發價 = 市價－移動點數。

4. 觸發條件：

　。買進：當市價折返至　市價 >= 觸發價　時觸發送單。

　。賣出：當市價折返至　市價 <= 觸發價　時觸發送單。

5. 移動停損單下單規範：

　。觸發後下單委託價格預設為市價，委託條件只可選擇 IOC 或 F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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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T 單

1. 觸及市價委託單，設定一觸發價，待市價到達觸發價後便會自動以市價及

指定之委託條件送單，因此可靈活做為停損、停利、追價等策略應用。與限價

單不同的是，限價單只成交於指定之價格或優於指定之價格；而 MIT 單是等

到市價到達觸發價後再至交易所以市價送單委託，因此成交價可能低於、等於

或高於市價，且只能以 IOC 或 FOK 掛單。

2. 觸發條件：

　。觸發價 > 委託時市價：待　市價 >= 觸發價　時觸發送單。

　。觸發價 < 委託時市價：待　市價 <= 觸發價　時觸發送單。

3.MIT 單下單規範：

　。觸發後下單委託價格預設為市價，委託條件只可選擇 IOC 或 F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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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跨市場看 A下 B單

金融商品之間常存在些許的關聯性，若某交易日台指期上漲，可以預見摩台指

同樣上 漲的機會是很大的，這樣的組合不勝枚舉 ( 例如：台指期與摩台指、

滬深 300 與新加 坡富時 A50、台積電現貨與台積電權證、0050 與台指期 ) 

，以往有相當多的案例就是 利用這樣的正 ( 逆 ) 關聯性來達到獲利。

基本程序 : 以 A 商品洗價，觸價後再以 B商品作委託送單。

收單與處理邏輯 :

1. 若 B 為國內商品且未開盤，以預約單方式收單。

2. 若 B 商品為海期商品，只能收盤中單。

3.A 與 B 商品，只要任一方收盤 (換盤作法相同 )，即取消此 AB 單。

4. 國際指數 (部分有延遲行情狀況的商品 :名稱有「延遲」的商品 )、價差單

與選擇權 

　等商品，一律不得為 A商品。

5. 香港交易所中午休息期間 :  

　休息時段仍可繼續收單，停止觸價直到休息結束。 

　(休息時段不做觸發與送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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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期智動單下單流程

步驟一：進入「國內期智動單」下單頁面

1. 點選「下單」。

2. 下拉項目點選「鷹眼智動單」。

3. 快捷列點選「鷹眼智動單」。

4. 於市場欄中點選「國內期貨」。

5. 選擇「特殊單別」。

1

3

4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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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國內期智動單下單

1.OCO 單

(1) 選擇委託商品。

(2) 設定高於市價之觸發條件。

(3) 設定低於市價之觸發條件。

(4) 設定委託口數及選擇是否當沖。

(5) 點選「送單」送出國內期 OCO 單。

(6) 於彈出視窗中確認下單細項，並點選「確定」送出。

2. 移動停損單

(1) 選擇委託商品 (於報價視窗點選商品亦會自動帶入 )。

(2) 設定委託條件及是否當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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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定移動停損區間及委託口數。

(4) 點選「送單」送出國內期移動停損單。

(5) 於彈出視窗中確認下單細項，並點選「確定」送出。

3.MIT 單

(1) 於報價欄點右鍵，選擇「最佳五檔下單 (超光速下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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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設定。

(3) 將「下單環境設定」中的「MIT 功能」設為「開啟」，並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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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委託條件 (僅能掛 FOK 或 IOC 單 )，並點擊 MIT 欄下單。

1. 點此區下買單。

2. 點此區下賣單。

1 2

(5) 於彈出視窗確認委託資訊，即可點選「確認」完成送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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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於彈出視窗確認委託資訊，即可點選「確認」完成送單。

1. 點選查詢可更新最新回報。

2. 點選單筆交易回報，可於右方欄查看詳細交易訊息。

步驟三：鷹眼自動單回報

1

2

4. 跨市場看 A 下 B 單

(1) 選擇參考商品。

(2) 設定觸價條件。

(3) 選擇普買或無券賣出及是否當沖等委託條件。

(4) 選擇委託商品，並設定委託條件。

(5) 點選「送單」送出跨市場看 A 下 B 單。

(6) 於彈出視窗中確認下單細項，並點選「確定」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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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期智動單簡介

1. 海外期智動單共分三種

(1)OCO 單：

OCO 單又稱二擇一單，是一種雙邊洗價之策略單，當任一邊觸發，則另一邊自

動取消洗價，並送出觸發邊指定條件之委託單；其特色為結合停損與停利策略，

降低在市價劇烈波動下的交易風險

(2) 跨市場看 A下 B單：

金融商品之間常存在些許的關聯性，若某交易日台指期上漲，可以預見摩台指

同樣上 漲的機會是很大的，這樣的組合不勝枚舉 ( 例如：台指期與摩台指、

滬深 300 與新加 坡富時 A50、台積電現貨與台積電權證、0050 與台指期 ) 

，以往有相當多的案例就是 利用這樣的正 ( 逆 ) 關聯性來達到獲利。

基本程序 : 以 A 商品洗價，觸價後再以 B商品作委託送單。

收單與處理邏輯 :

1. 若 B 為國內商品且未開盤，以預約單方式收單。

2. 若 B 商品為海期商品，只能收盤中單。

3.A 與 B 商品，只要任一方收盤 (換盤作法相同 )，即取消此 AB 單。

4. 國際指數 (部分有延遲行情狀況的商品 :名稱有「延遲」的商品 )、價差單

與選擇權等商品，一律不得為 A商品。

5. 香港交易所中午休息期間 :  

　休息時段仍可繼續收單，停止觸價直到休息結束。　(休息時段不做觸發與

送單 )



23

群益贏家策略王使用教學簡介

(3) 移動停損單

1. 停損基於避險的概念，是交易中重要的風控機制，嚴格執行停損條件，可

將損失控制在可承受範圍內；而移動停損單則在停損的概念下，加上追蹤市價

的功能，當市價與觸發價拉大超過移動點數時，更新觸發價，以將市價與觸發

價保持在固定點數範圍內，待市價折返至觸發價時則依照委託條件送出委託

單；可避免過早停損導致賺小或賠大的情況發生！

2. 基礎觸發價計算方式：

　。買進：基礎觸發價 = 委託時市價＋移動點數。

　。賣出：基礎觸發價 = 委託時市價－移動點數。

3. 觸發價更新條件：

　。買進：當市價下跌至　觸發價 ＞ 市價＋移動點數，

　　　　　則下修觸發價為　觸發價 = 市價＋移動點數。

　。賣出：當市價上漲至　觸發價 ＜ 市價－移動點數，

　　　　　則上修觸發價為　觸發價 = 市價－移動點數。

4. 觸發條件：

　。買進：當市價折返至　市價 >= 觸發價　時觸發送單。

　。賣出：當市價折返至　市價 <= 觸發價　時觸發送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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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期智動單下單流程

步驟一：進入「海外期智動單」下單頁面

3. 快捷列點選「鷹眼智動單」。

4. 於市場欄中點選「海外期貨」。

5. 選擇「特殊單別」。

1. 點選「下單」。

2. 下拉項目點選「鷹眼智動單」。

1

3

4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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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海外期智動單下單

1.OCO 單

(1) 選擇委託商品。

(2) 設定高於市價之觸發條件。

(3) 設定低於市價之觸發條件。

(4) 設定委託口數及選擇是否當沖。

(5) 點選「送單」送出海外期 OCO 單。

(6) 於彈出視窗中確認下單細項，並點選

　「確定」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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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市場看 A 下 B 單

(1) 選擇參考商品。

(2) 設定觸價條件。

(3) 選擇普買或無券賣出及是否當沖等委託條件。

(4) 選擇委託商品，並設定委託條件。

(5) 點選「送單」送出跨市場看 A 下 B 單。

(6) 於彈出視窗中確認下單細項，並點選「確定」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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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動停損單

(1) 選擇委託商品 ( 於報價視窗點選商品亦會自動帶入 )。

(2) 設定委託條件及是否當沖。

(3) 設定移動停損區間及委託口數。

(4) 點選「送單」送出海外期移動停損單。

(5) 於彈出視窗中確認下單細項，並點選「確定」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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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鷹眼智動單回報

1. 點選查詢可更新最新回報。

1. 點選單筆交易回報，可於右方欄查看詳細交易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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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線狀態查詢

策略王以燈號提醒投資人目前連線狀

態是正常或是中斷的狀態。

燈號說明：

  組合視窗快捷按鈕

在畫面上方工具列點選【組合】，

即可選擇系統預設或使用者自設之

視窗畫面。【組合視窗快捷按鈕】

排列順序是以在【組合視窗精靈】

中所設定之前六筆視窗。

  報價欄位/字型調整 

贏家策略王提供多種報價視窗欄位及字體任君選擇，您可於報價功能中任一處

按右鍵，點選【視窗設定】調整最佳看盤畫面。

1.左方燈是報價、即時回報、新聞公告；

  右邊燈是國外報價。

2.綠燈代表連線中；

  紅燈代表已斷線。

  若為紅燈，可點選該燈號為綠燈，

  即可重新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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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新視窗：設定一新組合視窗。

2.修改舊視窗：對於已設定之組合視窗進行修改之動作。當點選該選項後，請

  於下拉選單中選擇欲進行修改之視窗名稱。

3.刪除舊視窗：對於已建立好之組合視窗進行刪除之動作。當點選該選項後，

  請於下拉選單中選擇欲進行刪除之視窗名稱。

4.備份設定至檔案：將設定好之組合視窗設定值資料做備份儲存之動作。

5.由檔案匯入設定：透過檔案資料匯入組合視窗之相關設定。

6.視窗名稱：在新增新視窗時，設定該組合視窗名稱。

7.預設視窗大小：設定組合視窗顯示之大小，在此共提供四種預設視窗顯示

  模式；或可點選【自訂大小】自行設定該視窗大小。(建議選擇與目前系統

  顯示設定相同的大小，選擇超過目前系統使用的設定將導致看不見部分畫 

  面)

8.視窗顯示型態：設定該組合視窗是以嵌入主視窗或獨立視窗方式顯示。

  說明：獨立視窗表示內容將獨立成單獨的視窗顯示，適用於多螢幕的使用

  者；嵌入主視窗表示內容將顯示在與首頁相同的位置，透過頁籤切換。

  組合視窗精靈

透過【組合視窗精靈】，可自行對欲顯示畫面進行視窗之設定。設定顯示視窗

步驟有三：

步驟一：【設定參數】－針對欲顯示視窗進行參數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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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進行畫面分割與顯示內容之

安排。安排之方法有兩種：

方法一：在該區域點選一下，在視窗

畫面顯示為【已選擇】之狀況下，直

接選擇畫面上方各功能按鈕。

方法二：按滑鼠右鍵後，在選單當中

進行視窗顯示內容之選擇。

步驟三：安排視窗顯示內容資料之群組連動關係。在輸入視窗與輸出視窗以打

勾之方式做設定。(輸入是表示可以由鍵盤輸入資料，結果將影響到輸出視窗)

並且在每次設好群組後，按下【加入群組】，逐一將每個輸入輸出群組設好，

最後按【確定儲存】後按X關閉畫面即可使用。

使用組合視窗請參考前一頁的【組合視窗快捷鍵按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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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面設定

此功能可將不同獨立視窗記憶起來，以方便投資人同時開啟常用獨立視窗。

  自選股設定

1.在工具列中按下【自選股】裡面的【設定】。

2.用滑鼠左鍵在左下角的『群組名稱』欄位中點一下，並且輸入自設的群組名

  稱。

3.輸入後按【新增群組】，隨即會看見新增的群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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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群組中【新增商品】，先點選需新增商品之群組，選擇欲加入商品之分

類，點選股票後，按黃色向右之箭頭，即可新增自選股。

  特殊股票報價篩選列

透過【報價】選單點此功能可查詢同時符合多種條件之股票及報價。

【特殊股票篩選】

在條件選擇或輸入條件設定值前面打勾與輸入相關數值後，按【查詢】按鈕，

在畫面下方即會顯示符合該條件之股票及其報價。

【KD520查詢】

群益獨家指標 KD520，利用此指標篩選股票。

1.搜尋條件：可設定篩選股票之條件。

2.特殊股票報價視窗：顯示篩選後符合條件之股票及其報價。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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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證達人升級版

贏家策略王針對權證商品，特別獨家設計了『權證達人升級版』功能，強大的

篩選功能讓權證的投資人更輕鬆篩選投資標的。

　1.下單列：點報價區的權證可將該權證帶入下單列，方便下單。

　2.報價區：顯示權證報價及詳細資料。

　3.強/弱勢股跑馬燈：即時顯示當日強/弱勢股及其相關權證。

　4.雙走勢圖：提供權證與標的當日走勢圖之比較。

　5.搜尋引擎：提供多種篩選條件供使用者篩選權證。

　6.今日精選：提供群益精選、當日強/弱勢股、集團股及概念股挑選權證。

　7.自選股看盤：可將畫面中顯示的權證快速加入自選股內，建立觀察清單。

　8.排行榜：提供當日成交量、成交值、漲跌幅前10名權證資料。

　9.權證比較表：可將兩權證放入相互比較。

10.紅籌股延遲報價:提供網頁紅籌股延遲報價。 

1

3

4

5

6

8
7

9
10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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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報價連動精靈

【贏家策略王】提供了【Excel報價連動精靈】功能，在此可提供多檔商品資

訊，將這些商品即時報價傳至Excel工作表中，針對習慣使用Excel做財務規

劃，甚至是Excel高手的投資人，將有利於進行運算公式套利之計算。使用

【Excel連動報價精靈】需先指定Excel之檔案及存放工作表之位置。操作步驟

如下：

路徑: 透過【報價】選單點此功能

步驟一：針對在Excel中所欲顯示之個股進行選擇，可整批設定自選股，或自

        行輸入。

步驟二：設定在Excel中所欲顯示之欄位。

步驟三：設定顯示欄位相對於Excel之相對位置。

步驟四：按下『瀏覽』鈕，指定一個現成的Excel檔案，再指定連動到哪一張

        工作表。

步驟五：選擇好Excel檔案後要先按一下瀏覽旁邊的【確定】才會看見工作表

        名稱，並可選擇要使用的工作表。

步驟六：其餘依畫面指示完成。

說明：若在連動報價時需要同時操作贏家策略王其他功能，請勿點選『結束

連動』，可直接操作其他功能。

提醒：若要關閉Excel，請先回到連動報價，按下『結束連動』後才能關閉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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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技術分析

【策略王】在新技術分析線圖上，不僅擁有豐富之線圖，同時也提供了多項參

考指標，投資人可以針對該技術線圖進行有關畫線、清除畫線、位置之移動、

及圖形之放大之相關顯示。同時更開放圖表自設參數，及獨家買賣訊號指標。

1.可針對1圖視窗、2圖視窗、4圖視窗選擇，進行多股比較

2.可針對不同之技術指標線圖進行選擇，並提供分鐘線手動自設及1、5、10、  

  15、20、30、45、60、90、120、180分鐘線、日線228天、完整日線、週 

  線、月線……等相關線圖。

3.針對所欲顯示之技術指標個股，進行個股之選擇設定。

4.針對所欲顯示之市場，進行商品之選擇設定。

5.為技術分析之工具：在此可針對線圖選擇畫線、清除畫線、線圖快速設定、

  設定進階參數、線圖左移、右移、放大與縮小之相關功能選項。

6.依所設定之條件顯示該商品之技術分析線圖。

7.提供該商品相關訊息及技術指標線圖相關數據。

8.提供獨家買賣訊號指標。

9.手動點選”+”可加入指標。

1

3 4

6

7

8

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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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線圖:

透過上圖第”9”項，可以更換或新增指標

1.點選指標名稱可以直接更換指標

2.點選”+”可以新增指標

參數設定：

技術指標設定：

1.選取欲調整參數之指標。

2.針對參數調整。

3.存檔。

1

1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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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單篇

  國內超光速下單

業界下單速度最快的下單工具，下單時僅需決定價格，簡化了繁瑣的下單流

程，加快了下單的速度。

 1.功能設定：超光速下單有關欄位顯示、顏色、回報提示音及快速鍵等皆在

   此設定。

 2.商品選擇按鈕：在此可選擇證、期、選商品，或於左方直接輸入代號。

 3.下單數量按鈕：在此輸入委託數量，亦可使用右方常用數量按鈕。

 4.委託條件按鈕：證券的現股、融資，期選的新/平倉、ROD、IOC、FOK等條

   件皆在此設定。

 5.委託買單：決定好委託價位，在相對應的『買』或是左邊的『市場』欄位

   點滑鼠一下，即可委託買單。

 6.委託賣單：決定好委託價位，在相對應的『賣』或是右邊的『市場』欄位

   點滑鼠一下，即可委託賣單。

 7.刪買單：若要刪除某個價位之買單，在左邊相對應的『刪』欄位點滑鼠一

   下，即可刪除該價位買單。

 8.刪賣單：若要刪除某個價位之賣單，在右邊相對應的『刪』欄位點滑鼠一

   下，即可刪除該價位賣單。

 9.買/賣單全部取消：下方按鈕可一次取消全部買單或全部賣單。

10.價位移動：在此可移動價位，觀看五檔以外之價位，或回到目前成交價。

1

10

3

4

67 8

9 9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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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這裡

下MIT買單

點這裡

下MIT賣單

  MIT單(觸及市價單)

MIT單(Market If Touched；觸及市價單)，若觸及設定之觸發價，即以市價送

出委託，此功能兼具停損停利功能，且操作簡單，使用無限制，是市場上最方

便的觸價下單功能。

1.功能開啟：點選『設定』=>『下單環境設定』頁簽，再將MIT功能設為

　『開啟』=>『確定』。

2.MIT欄位說明：功能開啟，再選擇可交易商品後，即可看到MIT單欄位。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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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設定觸發價：決定觸發價後，在觸發價對應買/賣的MIT欄位上以滑鼠點

一下即可委託。(下單方式類似超光速下單，但點選的欄位是『MIT』)。

4.如何取消觸發條件：取消某一價位之MIT委託(例：取消觸發價8271之MIT買

單)，操作步驟為：

(1)按著CTRL鍵不放。

(2)再用滑鼠點8271對應之MIT買單欄位。

(3)方式類似超光速下單的刪單方式，僅能取消該價位之委託，不能單獨取消

該價位之某幾筆委託。

5.在策略王下單=>期貨停損下單的查詢畫面中，亦有一個MIT的頁籤，可查詢

所有商品MIT單的委託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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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期超光速下單

贏家策略王在海外期貨下單部分亦提供了超光速下單，操作方式大致與國內超

光速下單相同，以下簡述功能差異之處。

1.雙資訊源報價：可隨時切換雙資訊源報價，提供使用者更穩定的資訊。

2.商品選擇：先選擇交易所再選擇商品。

3.十檔報價：提供最佳十檔委託量資訊。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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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下單Bar

將下單與帳務查詢整合在一起。投資人透過此功能不僅可一面下單，更可一面

查詢【帳務】中的任何報表畫面中之相關交易帳務。

1.為進行下單時下單條件之交易設定。

2.為帳務查詢之選擇按鈕；在此可查詢有關委託回報、成交回報、集保庫存與

  資券明細、對帳單、期貨出入金、期貨歷史成交、期貨沖銷明細…等相關帳

  務資料。

3.依所設定查詢之帳務選項顯示相關交易之回報。

4.可設定每次回報顯示的總筆數，預設為顯示最新的50筆委託。

5.除了系統會自動更新資訊外，若需要最新的回報資訊請按下【查詢】或【重

  新查詢】鈕。

  下單小幫手

快速便捷之下單方式，可在任一報價視窗中直接在該商品買、賣、成交價點選

滑鼠左鍵兩下後，即可帶出【下單小幫手】。在【下單小幫手】中可設定是否

開啟委託匣，再利用委託匣批次下單。

1.選擇商品交易種類。

2.選擇交易帳號。

3.輸入交易商品代號、價格、數量等資料。

4.選擇要立即【送單】到交易所，還是先【新增至委託匣】等待最佳交易時

  機。

5.負責設定下單小幫手的預設值。

6.開啟或關閉【委託匣】。

7.最上層顯示：圖釘按鈕可決定下單小幫手要不要顯示在最上層。

說明：買進時底色為紅色，賣出時底色為綠色;

      常用價格與張數可以滑鼠快速選取。

※附註：若切換到期貨頁籤時，可另外勾選『價差交易』及『當沖』選項。

1

1

3

3

4

4

5

5 6 7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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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匣

【贏家策略王】中提供了【委託匣】的功能。運用委託匣進行下單不僅可一次

送出多筆資料，同時可預先將買賣的投資商品先行輸入好，掌握時間點隨時送

出；或將經常交易之委託資料以匯入匯出方式進行儲存；同時可針對不同之投

資商品以不同的委託匣存放進行管理，加以辨識。

1.為針對委託匣內之交易資料進行處理之相關功能選項。在此可針對委託匣之

  資料選擇以送出全部委託、送出一籃子委託、送出勾選的委託、送出單筆委

  託、清空委託匣、新增委託匣、匯入檔案……等進行相關之處理。

2.顯示【新增至委託匣】之相關商品交易資訊。

注意：若要修改已送出的未成交委託，請到帳務視窗中進行。

  沖浪手

路徑：透過【獨家功能－沖浪手】選單點此功能

提供完整的資券明細及資券限額資料，並提供今日可沖供投資人快速反向沖

銷。

1.委託試算: 選好委託條件(現股/信用)，然後輸入[試算金額]或[試算數量]  

  僅可擇一輸入，按下計算後可以[帶入下單列]，確認後[送單]。

2.點選報價視窗中單一個股，可連動揭示資券資訊。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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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浪手今日可沖

提供未沖銷部位快速反向沖銷

3.僅需下單BAR修改價位及張數，點選送單，即可委託下單。

4.可於回報視窗中確認委託資料，並可刪改單。

1.點選委託全選，再點選送出，可將下方未沖銷部位直接反向委託送出。

2.價位價位提供H(漲停價)、M(平盤價)、L(跌停價)…等供選擇。

3.備註欄位顯示相關資訊(禁平盤下融券、可平盤下融券等)。

  複式單商品自動篩選

路徑: 透過【策略】選單點此功能

先選定策略中之第一隻腳後，主動幫助投資人找出第二隻腳的商品，並依不同

的交易策略計算出價差(和)的複式單，最後只要按一下【送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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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權交易策略下單

路徑: 透過【策略】選單點此功能

【策略王】針對選擇權商品提供多種交易策略試算，透過【選擇權交易策略下

單】可針對對未來大盤趨勢選擇不同之參考策略指標；同時並提供建議策略、

使用時機、獲利分析、最大獲利、最大損失、損益兩平點之相關訊息；而投資

人也可自行設定自有策略，並藉由圖形顯示有關投資部位損益之相關狀況，掌

握投資時機。

1.在此提供十種對趨勢之預期選項，分別為：預期大漲、預期大跌、下有支

  撐、上有壓力、震盪走高、震盪走低、盤整策略利潤高、盤整策略勝率高、

  噴出策略成本低、噴出策略勝率高。

2.大盤走勢圖及相關統計資訊，在此並可針對目標區間進行設定。

3.依所選擇之趨勢及目標區間之設定提供三種【參考策略】，或可選擇【自有

  策略】，設定相關買、賣之商品。

4.針對策略顯示有關之商品訊息。

5.針對該策略提供有關建議策略、使用時機、獲利分析、最大獲利、最大損

  失、損益兩平點之相關統計資訊。

6.針對策略以圖形之方式顯示其相關投資部位損益，讓您了解在不同指數下，

  損益相關狀況。

1.選擇帳號。

2.選擇交易策略。

3.選擇條件設定。

4.按一下【商品表】，點選履約價資料。

5.只要確認第一隻腳及第二隻腳，畫面右上方就會顯示包含損益的詳細資料。

6.選取第二隻腳於並右邊按下【送出】。

7.確定委託資料無誤，按【確定】即送出複式委託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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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權策略單(新)

路徑: 透過【策略】選單點此功能

在【策略王】中，針對選擇權商品，提供了多種交易策略讓投資人可做最佳之

策略組合。投資人只要透過【選擇權策略單】功能，選擇交易之策略，並進行

買賣之相關條件設定後即可進行下單之動作。

1.選擇策略  2.選擇履約價位  3.輸入口數、委託條件、委託價  4.送出複式

策略單

  多次IOC(e觸即發)

路徑：透過【獨家功能－e觸即發】選單點此功能

1.選擇複式單策略  2.選擇履約價位  3.輸入口數、委託條件(請選擇多次

IOC)、委託價  4.送出多次IOC(e觸即發) 5.多次IOC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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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權分析器

路徑：透過【策略】選單點此功能

期權分析器是未平倉與自訂策略之結合，使用者可以此畫面調整整體部位的

Delta值或Gamma值，將未平倉部位風險降低。

1.顯示目前大.小台及台指權之未平倉部位。

2.新增自訂策略，可新增大.小台及選擇權。

3.計算自訂策略之總保證金、總交易成本、總Delta及總Gamma。

4.顯示未平倉加自訂策略之預估損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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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

  小王子設定視窗

路徑：透過【獨家功能】選單點此功能

1.透過視窗設定可以針對顯示資訊、透明度設定、股價顯示模式、下單模式

  進行設定。

2.新聞區：顯示即時新聞。

3.代碼查詢區：可直接鍵入股票代號或股票中文名稱查詢股價。

4.若不知股票代號或股票中文名稱，可透過此功能查詢股票。

5.設定自選股。

6.回報小幫手：今日可取消委託及成交回報視窗。

7.策略王完整帳務視窗。

8.回復策略王完整視窗。

1.顯示資訊(預設為全部顯示，亦可手動更改顯示新聞或股價查詢或自選群組)

2.透明度設定(預設為０％)

3.股價顯示模式(預設為迷你報價)

4.下單模式(預設為直接下一張)

新增:透過小王子功能第”5”項，可以進行自選股設定

透過小王子功能第”1”項，可以進行小王子視窗設定

1.點選”+”編輯自選股

2.顯示自選股設定視窗，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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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務篇

  委回 (委託回報)

【委回】視窗中除了回報所有資訊的【全部】以外，還提供更詳盡之分類方

式，將目前共畫分為【有效】【可消】【已消】【已成】【失敗】【合併同價

格】【合併同商品】【預約】可依投資人所欲顯示之畫面進行選擇。

1.為資料顯示筆數及單一商品之查詢按鈕。

2.可針對市場別進行設定篩選。如全部、證券、期權、上市、上櫃、期貨、選

  擇權。

3.依顯示資料畫分為不同之功能選項。如：【全部委託】【有效的委託】【可

  取消的委託】【已取消的委託】【有成交的委託】【失敗的委託】【合併相

  同委託價格】【合併相同委託商品】【預約單】。

4.依所選擇之條件顯示相關交易資訊於該畫面中，並可於該處按右鍵，進行選

  單功能操作。

狀態：以下列出在不同的委託回報分類中出現的委託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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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回(成交回報)

【成回】視窗中除了提供【完整】之成交回報相關訊息，並可自行選擇顯示資

料為【合併同書號】【合併同價格】【合併同商品】之不同彙總方式。

1.為顯示筆數之設定、及單一商品之查詢按鈕。

2.可針對市場別進行設定篩選。如全部、證券、期權、上市、上櫃、期貨、選

  擇權。

3.在成交回報中分別依【完整】【合併相同委託書號】【合併相同成交價格】

 【合併相同成交商品】進行劃分，在此可依欲顯示之資料畫面進行篩選。

4.即依所設定之條件顯示其成交回報之相關交易資訊，並可於該處按右鍵，進

  行選單功能操作。

注意：若需要最新的回報資訊請按下【重新查詢】或【查詢】鈕。

  進階回報

提供整合委託回報與成交回報之帳務功能。

1.以收摺概念設計的回報畫面，單一畫面即可查詢委託、成交、刪單、逐筆成

  交等資訊。

2.點選畫面左方可點選”+”將回報展開，查詢詳細交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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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保庫存與資券明細

【集保庫存與資券明細】中特別以將畫面欄位分開放置在上下，投資人可詳細

計算相關資料，以更容易看清相關明細資料。 

1.集保資券庫存相關商品資訊。 

2.若於畫面上方點選某筆資券庫存，則該處顯示出該筆資券庫存的交易明細，

  按右鍵亦能匯出Excel檔。

注意：若需要最新的回報資訊請按下【更新庫存】或【更新報價】或【查詢】鈕。 

  證券即時庫存

提供您最即時的庫存訊息，包括即時庫存、今日買/賣成交..等欄位。

1.顯示總計[未實現損益]。

2.顯示逐筆[未實現損益]。

3.可點選［超光速下單］逐筆委託，或於該處按右鍵，進行選單功能操作。

4.若於上方點選某筆資券庫存，則該處顯示出該筆資券庫存的交易明細，按

  右鍵亦能匯出Excel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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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即時損益試算

查詢指定期間的「已實現及未實現損益」，並可讓您自行設定資產的買賣價

格，以計算損益。 

1.顯示總計[未實現損益]。

2.顯示逐筆[未實現損益]。

3.可點選［超光速下單］逐筆委託，或於該處按右鍵，進行選單功能操作。

4.若於上方點選某筆資券庫存，則該處顯示出該筆資券庫存的交易明細，按右

  鍵亦能匯出Excel檔。

1.如欲查詢當日對帳單，點選此按鈕即可查詢。 

2.您亦可指定日期查詢對帳單。 

3.您可透過此功能查詢電子月對帳單資訊。 

  即時對帳單

提供您最即時或指定日期之對帳單記錄，讓您隨時掌握交割資金運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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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帳單

提供查詢證券指定期間的對帳單資料。同時分別提供【完整】、【格式一】

【格式二】、【格式三】之資料顯示功能選項。 

1.對帳單資料查詢區間設定。 

2.可在此輸入商品代號進行相關帳務之查詢。

3.即依所設定之條件顯示其成交資訊，按右鍵亦能匯出Excel檔。 

  期貨權益

期貨各項權益查詢。

注意：若需要最新的回報資訊，請點選【更新權益】鈕。

  期貨帳務下單

路徑：透過【下單－帳務下單】選單點此功能

期貨帳務下單畫面結合未平倉部位、損益與下單功能，讓使用者再同一畫面即

可掌握未平倉明細、試算損益，並可直接在此畫面進行部位追加或平倉，單一

畫面滿足帳戶部位管理及下單各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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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體部位目前未平倉損益、已實現損益及可用餘額。

2.快速下單區：可在此進行追加、平倉。

3.新一代未平倉顯示方式：以顏色代表買賣方，簡單清晰。

4.即時試算損益：提供即時試算損益，且已加計交易成本。

5.沖銷明細：提供當日及歷史沖銷明細。

  選擇權組合、拆解、雙邊部位了結

組合拆解

『贏家策略王』內建之【組合、拆解、雙邊部位了結】功能，可將選擇權複式

單進行『拆解』再去平倉，或將符合交易所的選擇權單式部位組合為複式單，

以達到節省保證金之目的。若您某些部位剛好變成一買一賣的雙邊部位（或者

稱為【反向部位】），可以自行用了結方式對沖掉

複式單拆解示範

步驟一：在【下單－帳務下單】中在要拆解的複式單上按一下，再點選上方的

『複式單拆解』

步驟二：輸入要拆解的口數後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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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此時會看到原來的複式單變成兩個單式的選擇權。

組合部位示範：

步驟一：點選欲組合之其中一隻腳，再點選上方的『組合部位』。

步驟二：在可組合標的中選擇另一隻腳，輸入口數，按下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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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即完成組合

說明：組合、拆解功能僅能於盤中交易時間進行。

雙邊部位了結示範

步驟一：假設目前持有的選擇權存在一買一賣的雙邊部位時

步驟二：請在任一部位按下滑鼠，再點選上方的【雙邊部位了結】。

步驟三：輸入要了結的口數後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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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巧篇

  叫出策略王(非重新執行)

方法一：在螢幕右下角系統列的策略王圖示上連續快點兩下滑鼠左鍵。

方法二：在圖示上按滑鼠右鍵選【開啟贏家策略王】。  

  開啟獨立式組合視窗(策略王縮小時)

請在螢幕右下角系統列的策略王圖示上按下滑鼠右鍵，指到【獨立式組合視

窗】，在裡面選擇可獨立顯示的組合視窗。

步驟四：完成後即可看到此兩筆可沖銷部位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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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報接受效果設定

登回報接受時，可選擇彈跳視窗、音效提示，讓您忙碌時仍可輕鬆掌握回報狀

態，您可至【工具總管－設定－回報通知】中進行設定。

  取消跑馬燈/即時快訊

登入贏家策略王後，於下方會顯示跑馬燈／即時快訊，以提醒投資人注意之事

宜，若您欲關閉提示訊息，您可至【策略－訊息公告】進行設定。

客服電話:412-8878 語音下單電話:412-6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