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Q全球贏家-籌碼分析模組

追蹤主力動向，掌握進出場時機
產業籌碼數據，強化您投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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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籌碼分析 6大特色



籌碼分析 6大特色

1.市場籌碼分析

2.券商分析 5.個股進階籌碼

3.籌碼排行

4.籌碼選股

6.族群透視 (NEW)



市場籌碼分析功能

提供大盤三大法人、官
股券商、主力籌碼及融
資、融券或自訂專屬
指標等籌碼資訊。

影片教學

統計市場高手進出分點
與買賣商品。

http://xqpdf.piee.pw/3hggfh


券商分析
提供外資券商、官股
券商、市場派券商、
區域券商等各大券商
進出明細。

影片教學

自選券商幫您高度掌
握關鍵脈動。

http://xqpdf.piee.pw/3jyunu


籌碼排行

提供主力、外資及投
信股票買賣超排行榜。

掌握控盤券商影響力。



籌碼選股

提供多條件籌碼選股，
包含：關鍵券商買超股、
地緣券商買超股，大額
券商重壓股等，高達數
十種籌碼選股任您搭配。

影片教學

http://xqpdf.piee.pw/3jg3n7


個股進階籌碼

個股券商分點進出、
進出成本、券商歷史
明細及資券變化等籌
碼資訊，帶您一次掌
握。

影片教學

http://xqpdf.piee.pw/3cyrpc


族群透視 (NEW)

透過XQ獨創熱門題
材、細產業分類，搭
配多項籌碼即時監控，
讓您輕鬆找出最適短
線交易、波段持有之
個股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 族群透視：透過XQ獨創熱門主題、細
產業分類，搭配多項籌碼即時監控，讓
您輕鬆找出最適短線交易之個股。

⚫ 盤中特定勢力籌碼：即時監控盤中特定
勢力買賣單，迅速掌握交易契機。

⚫ 盤後關鍵勢力籌碼：個股券商分點明細
，掌握關鍵券商進出動向。

XQ APP 也能使用籌碼分析 (NEW)

影片教學

https://lihi1.com/2vzkH


02 籌碼分析適用對象



籌碼分析適用對象

想精確掌握市場主力動向

想清楚查驗盤後關鍵勢力

想盤中即時監控產業籌碼

便利多元的籌碼分點選股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03 籌碼分析實戰應用心法



籌碼分析：實戰應用心法

籌碼大數據使用手冊

籌碼大數據使用指南理論篇

籌碼型市場常用語新增腳本

透過追蹤券商找到跟一檔股票
有關係的券商分點

文章教學

文章教學

文章教學

文章教學

https://xqpdf.pse.is/3dmuan
https://xqpdf.pse.is/3k22f2
https://xqpdf.pse.is/3jpacn
https://xqpdf.pse.is/3kghb5


籌碼分析：實戰應用心法

關鍵券商選股

大額券商重壓股

如何找出籌碼在被默默收集的公司

文章教學

文章教學

文章教學

https://xqpdf.pse.is/3fd7a2
https://xqpdf.pse.is/3gvv83
https://xqpdf.pse.is/3jbdrh


籌碼分析：影音教學應用

籌碼模組基本功能運用

籌碼集中度指標選股法

影音教學

影音教學

http://xqpdf.piee.pw/3kkeq8
http://xqpdf.piee.pw/3jhxsj


財經部落客籌碼分析開箱推薦

籌碼面是什麼？
如何使用籌碼面選股達到高勝率？

開箱文

https://xqpdf.pse.is/3jk6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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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籌碼分析優惠方案



籌碼模組購買流程

下載XQ全球贏家

Step.1
首頁右上角點選
『購買模組』

Step.2

進入模組購買頁，
購買並結帳完成即
可使用

Step.3

https://xqpdf.pse.is/3jp2cl

https://bit.ly/3fnmM1v
https://xqpdf.pse.is/3jp2cl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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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碼分析於XQ桌機版對應位置

於選單中的策略
點選「籌碼分析」即可
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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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碼分析優惠方案

買籌碼分析(500元/月) ，
贈送台股進階+
小道瓊行情(延遲)。

買一送二方案

更多模組

輸入官方優惠碼
@XQ8899，可立即折
抵現金100元 !

官方優惠碼方案

立即瞭解

模組隨開隨用免綁約，首次購買享7天鑑賞期！

https://xqpdf.pse.is/3jm2hs
https://xqpdf.pse.is/3j47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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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模組方案介紹

購買以上模組，皆贈送台股進階模組 >立即了解<

盤中量化交易

• 首創策略回測平台
• 盤中即時篩選股票
• 行動裝置同步監控
• 內建多種交易策略
• 自訂指標
• 盤中即時程式交易
• 量化交易平台

模組介紹

$1,000/月

權證操作

• 權證掃描
• 以權追股
• 以股追權
• 事件追蹤
• 主力追蹤
• 權證看盤

模組介紹

$1,000/月

產業數據

• 細產業指標
• 產業分析
• 關鍵報告
• 潛力產品分析

模組介紹

$1,000/月

盤後量化選股

• 內建大量選股策
• 豐富選股欄位
• 強大選股回測
• 支援XS語法
• 每日自動執行
• 多樣選股條件組合

模組介紹

$1,000/月

https://xqpdf.pse.is/3h6ejt
https://xqpdf.pse.is/3u4hdk
https://xqpdf.pse.is/3k8xmg
https://xqpdf.pse.is/3f966k
https://xqpdf.pse.is/3k3992


XQ全球贏家
台灣股市軟體第一領導品牌

立即下載 XQ 桌機版 立即下載 XQ APP

https://xqpdf.pse.is/3jvnf4
https://xqpdf.pse.is/3kavj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