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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說明 

【自選警示設定】 

針對股市服務中「自選警示」提供，警示彈跳視窗、響音及震動提醒之設定。彈

跳視窗警示預設為「開啟」，開啟時可針對不同到價警示與自選股新聞通知時發生

響音及震動作設定，亦可選擇關閉彈跳視窗不通知。請至「倚天桌面」→「功能

選單」→「倚天設定」→「自選警示設定」進行設定。 

【訊息通知設定】 

針對「訊息通」提供訊息彈跳視窗、響音及震動提醒之設定。彈跳視窗警示預設

為「開啟」，開啟時可設定通知時發生響音及震動，亦可選擇關閉彈跳視窗不通知。

請至「倚天桌面」→「功能選單」→「倚天設定」→「訊息通知設定」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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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桌面】 

「倚天桌面」提供股市-新股聚機【最愛】的快捷功能選項、基本電話與手機功能。 

1. 「倚天桌面」為直接顯示新股聚機【最

愛】目前的功能項目，讓您可更快捷進

入所需的股市功能。也可透過新股聚機

【系統>最愛設定】自行編輯調整您所需

的功能顯示。當選項超過一頁顯示時，

請上下滑動。 

2. 手機功能：  簡訊(含未讀則數顯示)、  電話(含未接電話數顯示)， 

 手機設定、  應用程式，點擊後進入該服務。 

3. 選單鍵：提供倚天設定、版權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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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股聚機 

說明：股市服務需申購。 

1. 路徑：於倚天桌面或應用程式列，點擊股市相關圖示。 

2. 服務清單以最愛、股市、金融、應用、加值、系統六大類服務切換。 

3. 選單首頁右側保留電話功能(可顯示未接來電通數)、簡訊功能(未讀簡訊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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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愛】 

提供用戶自己編輯服務快捷鍵。 

1. 預設項目 

指數走勢、國際股市、自選警示、特殊報

價、技術分析、台股新聞、即時精選、選

股寶鑑、資產管理、氣象預報、單位換算、

倚天客服。 

2. 編輯我的最愛 

— 於【系統】中的【最愛設定】進行編輯設定。 

— 畫面上方為已選取的項目，下方為可選擇的項目，點選中間類別切換。 

— 上方項目可長按拖拉來移動排序；下方項目已為我的最愛項目就會標註藍

底，再次點擊藍底項目為取消我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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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服務】 

★  個股走勢：提供上市櫃、興櫃、期貨、美股、摩台、日經及匯率報價資訊。 

1. 走勢：點擊【雙龍抱】的清單走勢圖

同時呈現雙走勢圖，並提供 CDP 指

標與當沖線，做為當沖或短線操作的

參考。 

2. 明細：左側為成交明細表，右側揭示

五檔委買賣價量。點擊成交明細表，

右側顯示明細走勢，五秒後自動切換

五檔資訊。往下橫向滑動五檔資訊區塊或點選◄/►可切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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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價：左側提供一日、一週及一月的價量資訊，右側揭示報價。點選報價區塊

切換開高低/內外盤/買賣張/紅綠燈/CDP 資訊；往下橫向滑動或點選◄/►可切

換商品。 

★  行情揭示：完整商品分類報價，往上下重直滑動可以翻頁；往左右橫向滑

動可左右橫移畫面顯示資訊。點擊股票欄位或點擊換類，可切換類別報價行情。 

★  自選警示：提供五組 300 檔設定自選股亦可顯示自選全部。上方【自選編

輯】中【警示】可設定獲利、停損、量異常、日漲幅、日跌幅的標準值。 

★  選擇權：各式買權、賣權、綜合、T 字報價畫面，點擊履約價買賣權的任

意欄位，可連結到走勢明細圖。 



 

7 

★  指數走勢：提供上市櫃指數、國際指數報價資訊。 

1. 走勢：點擊【雙龍抱】的清單走勢

圖同時呈現雙走勢圖，並提供

CDP 指標，做為當沖或短線操作

的參考。 

2. 分類：查看上市櫃市場當日資金集

中或走勢較強的類股，再從該類別

的成份股中找尋投資標的。 

3. 明細：左側為大盤明細表，右側揭示行情資訊。點選大盤明細表，右側顯示明

細走勢，五秒後自動切換行情資訊。點選報價區塊中間切換成交值/買賣張/買

賣均/漲跌家/紅綠燈/CDP 資訊；點選報價區塊上面切換指數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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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盤後分析：資券總計、法人買賣超、融

資券餘額、買賣超排行、融資券排行、

外資持股排行、期貨、選擇權。 

5. 恐慌指數： 

— VIX 指數顯示近三個月(日曆日)資

料；VIX 指數於每個交易日盤後

15:00 左右才提供。 

— 下方顯示最新一筆資料的日期、加

權指數、漲跌、VIX；加權指數及其

漲跌顏色同報價欄位，VIX 指數為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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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商進出：提供券商進出資訊。 

1. 單一券商：包含買超/賣超/買賣超三種

排行功能，顯示股票支數前 30 排名(買

超量由大至小，上市櫃股票包含權證類

及特別股但不含指數類。 

2. 單一個股：包含買賣超/買超/賣超/買賣

超合計四種排行功能，顯示單一個股前

30 排名券商進出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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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後分析：提供期貨、選擇權、指標、排行(上市/上櫃)盤後資訊 

1. 指標：均線反轉向下/往下、均

線反轉向上/向下、股價突破向

上/往下、成交量創新高/新低、

股價創新高/新低。 

2. 排行：本益比排行、殖利率排行、

周轉率排行、股價淨值比排行。 

3. 期貨：交易口數、未平倉口數、

大額交易未沖銷。 

4. 選擇權：交易口數、未平倉口數、大額交易未沖銷、序列未平倉分布、台指選P/C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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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報價：查看零股、延後收盤、IPO 股票、注意股票、處置股票、有線

電視異常推薦、特殊異常資訊。 

★  期貨報價：依單一標的、近月份、近二月份揭示期貨行情。點擊設定，可

選擇揭示近遠月份、現貨標的、期貨價差方式，並提供走勢圖與期貨與近月份

技術分析、歷史接待圖等。 

★  籌碼分析：提供類股與自選

組的基本資料排行。往上或往下直

向滑動可以翻頁；往左或往右橫向

滑動可左右橫移畫面顯示資訊。點

擊欄位位置可升降冪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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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精選：依即時盤資料的選

股條件，在盤中挑選出符合條件的個

股，方便在交易日盤中重點看盤。 

★  熱門排行：提供類股或自選組

的即時盤報價排行。往上或往下直向

滑動可以翻頁；往左或往右橫向滑動

可左右橫移畫面顯示資訊。 

★  自選監控：提供 22 種條件與 22 種警示功能可自設監控範圍，並提供[追

蹤]功能可儲存搜尋出的結果。設定警示功能以浮動視窗在右下角彈跳提示。提

醒您！若結果更新太快以至查看不易，請減少監控範圍或監控條件數量。 

★  選股寶鑑：提供台股基本面、消息面、技術面各項歷史資料，自設選股條

件使您也有自己的一套投資選股方式，也提供【追蹤】功能可儲存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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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股新聞：提供金融快報、產業動態、

公司動態、法人動態、融資券動態、潛力

股分析。同時可切換財經新聞、一般新聞、

警示新聞搜集您的自選股重要新聞。並可

以將新聞儲存到【最愛新聞】中。 

★  基本資料：提供基本資料、營收動態、

除權除息、資券動態、法人動態、券商進

出、財務報表功能。 

★  技術分析：依日/週/月/1 分/5 分/15

分/30 分/60 分 K 線，提供技術指標、資券

指標、法人指標作為當日投資股市參考，

並提供快捷查價功能區讓您更快捷查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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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下單：建立帳戶與匯入憑證

才能使用下單功能。提供委託查詢、

成交回報、庫存查詢、對帳單查詢等

功能，讓您隨處下單，立即查詢。 

★  財經日曆：提供往前/後各 4週

財經資訊，包含除權息、股東常會、

股東臨時會、國內外法說會、即日起上市/上櫃/興櫃等 17項。 

★ 自選編輯：設定上市櫃/興櫃/期貨/國際指數/美股/國際期貨/國際匯率為自選股。 

★  承銷公告：揭示承銷申購資訊。 

★  資產管理：股票管理提供記錄交易明細並計算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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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 

提供國際股/匯市報價，與多種總經原物料報價走勢圖，可設定為自選股隨時掌握

國際金融市場。 

★ 國際金融：提供國際股市、國際匯市、國際期貨、美股行情、基金報價。 

★ 財經新聞：提供國際經濟、財經貿易、等重要新聞。 

★ 總經原物料：最多可選取 6 種商品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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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服務】 

本資訊採付費使用，提供多種加值服務。 

★  決策達人：提供四大功能。以個股資

料庫資料透過雲端計算技術，快速檢視個

股相關動能與產業動態連動相關性；精選

市場大師智慧選股法，篩選出黃金潛力股

標的；計算市場籌碼，提供量能集中的支

撐壓力價位，領先設定獲利點進場點。 

★  財富之鑰：提供三大功能。首創市場量價關係選股工具，運用盤整後量先

價行原則精選上市櫃標的；追蹤法人持有的個股趨勢變化及籌碼動態；定期比

對原物料及其對應的上市櫃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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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股秘技：本功能提供倚天精選多種市場常見選股結果，綜合技術、量價、

營運與籌碼等多項條件的盤中即時選股系統。 

★  飆股王：選股策略是一群專業投資專家貢獻出來高勝率選股參數，經長時

間測試，超過 3000 位的投資者實際驗證後的智慧結晶，選出個股為菁英中的菁

英，檔數極少而珍貴，沒有過多的標的讓投資人產生困擾，多空標的簡單易懂，

短線長線任君選擇，投資人從此在股市投資中立於不敗之地，進而邁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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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股紅綠燈；紅綠燈指標，十大功能即時判斷個股價位所在趨勢位置；篩

選短中線強弱勢股，盤中固定時段即時更新。 

★  精英紅綠燈：紅綠燈指標綜合選股，十大功能即時提供強勢商品與指標強

度；篩選短中長線多空個股，提供對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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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線選股：提供看多、看空共 24 種 K 線選股。可選擇日期與日/週/月不

同 K 線。並可就篩選後結果進行【追蹤】儲存以便日後觀察或作為投資的參考。 

1. 看多：長紅線、盤整突破、下影槌子、旭日東昇、長紅吞噬、長紅貫穿、紅三

兵、孤島晨星、母子脫困、上升三法、缺口脫困、低檔五連陽。 

2. 看空：長黑線、盤整下殺、上影吊首、屋雲罩頂、長黑吞噬、長黑貫穿、黑三

兵、孤島夜星、母子棄守、下降三法、缺口棄守、高檔五連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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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訊】 

1. 備份還原：備份功能只支援備份至雲端伺服器，還原功能可從雲端伺服器還原，

需手動備份您的自選股資料以及選股寶鑑資料至伺服器。執行備份還原前請先

確認連線成功。 

2. 資料重整：提供個別選擇清除股市、技術分析、新聞等資料，方便管理資訊。

要執行預載資料更新，請先勾選欲重

整之資料，再點擊清除鍵即可。 

3. 服務期限：當完成申租/續租手續後，

點擊查詢鍵取得最新的服務項目與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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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連線狀態：當目前連線方式的內容顯示白色字體時，表示連線正常。當如果顯

示紅色，表示連線異常。 

5. 系統設定：定義習慣使用的操作方

式。 

6. 機房公告：不定期提供優惠活動、

課程講座等服務。售後服務內容若

有異動，將適時刊登最新公告。 

7. 服務據點：提供全省倚天門市及特

約門市連絡電話及地址。 

8. 使用手冊：提供新股聚機操作說明，可依不同章節點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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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訊息通 

「訊息通」應用程式提供「健康專輯」、「健康錦囊」、「倚天小百科」等分類訊息，

並能將喜愛的訊息加到收藏，隨時查看。 

1. 路徑：新股聚機>應用中   或應用程式列點擊「訊息通」 圖示。 

2. 瀏覽訊息：點選訊息標題，即可瀏覽內容，並可使用「分享」、「加入收藏」等

功能。 

3. 我的收藏：於「訊息通」首頁或單則訊息頁→點擊「選單鍵」→「我的收藏」

→開啟收藏畫面；長按畫面可啟動「刪除模式」進行收藏文章管理。 

4. 收藏管理設定：於「訊息通」首頁或單則訊息頁→點擊「選單鍵」→「設定」

→加入收藏管理預設為「手動刪除」(限 200 則)，可更改為「自動刪除」。 

5. 閱讀模式切換：於「訊息通」首頁或單則訊息頁→點擊「選單鍵」→「設定」

→閱讀模式預設為「標準模式」(即白底黑字模式)，可更改為「黑底白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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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倚天客服 

「倚天客服」應用程式提供用戶反應產品問題與建議的便捷方式 

1. 路徑：新股聚機>應用中 或應用程式列點擊「倚天客服」 圖示。 

2. 撥打倚天客服專線：點擊後可直接撥打倚天客服專線。 

3. 語音留言：點擊後可進行錄音，點『開始錄音』→錄音→點『傳送』即可。 

4. 訊息留言：點擊後可進行文字意見編輯，

點選『反應主題』→填寫『問題建議』→

點『傳送』即可。 

5. 直營門市據點：可查詢台北、新竹、台中、

高雄門市資訊。 

6. 個人資料：點擊左下角「選單鍵」→「個人

資料」，可查看您的序號與服務期限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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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聯絡方式 

門市展示中心 地址 聯絡電話及傳真 

台北內湖 

旗艦店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68 號 6 樓 

週一～週五：08：30~20：00 

週六：09：00~16：00 

TEL: (02)7721-5555 
FAX: (02)7721-8154 

倚天新竹 

展示中心 

新竹市北區武陵路 76 號 

週一～週五：08：30~17：30 

週六：09：00~16：00 

TEL: (03)533-9958 
FAX: (03)540-8542 

倚天台中 

展示中心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 106 號 

週一～週五：08：30~17：30 

週六：09：00~16：00 

TEL: (04)2327-5528 
FAX: (04)2327-5368 

倚天高雄 

展示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 40 號 1 樓 

週一～週五：08：30~17：30 

週六：09：00~16：00 

TEL: (07)716-8800 
FAX: (07)716-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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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售後服務管道 

 全省客戶服務專線：4499-588(手機撥打請加 02)或 02-2790-6118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08：00~20：00 

          週六：09：00~16：00 

 客戶傳真專線：02-7721-8000 或 02-2793-8301 

 倚天網站：http://www.eten.com.tw 

 

 

 

※倚天所提供之內容與服務皆以市場銷售實物為主，本公司保有變更權利。產品

服務資訊若有異動，請查看產品最新公告或倚天網站，以獲得最新消息。

http://www.eten.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