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Q全球贏家-策略模組

盤中即時監控，行情變化立馬抓！
獨家回測技術，掌握進出場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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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策略模組獨家7大特色



策略模組獨家7大特色

1. 首創策略回測平台

4. 內建多種交易策略

3. 行動裝置同步監控

2. 盤中即時篩選股票

5. 自訂指標

6. 盤中即時程式交易

7. 量化交易平台



首創策略回測平台

業界首創策略回測平台，
支援回測多檔商品，為
您驗證多個交易策略。



盤中即時篩選股票

業界獨家支援大量股
票即時監控，幫助您
即時篩選適合您的股
票，協助您輕鬆掌握
盤勢變化。



行動裝置同步監控

出門在外，也能透過XQ APP為您

同步監控策略觸發訊號。



內建多種交易策略

XQ貼心為您蒐集市場上常見
的交易策略，上百種交易策略
供您直接使用。



自訂指標

XS語法讓您能自訂專
屬指標，建構交易策略，
滿足您多樣化的策略需
求。



盤中即時程式交易

交易策略產生的訊號，
盤中可直接觸發下單，
讓您的訊號從觸發到
下單一氣呵成。



量化交易平台

執行自動交易，讓您無須串接
API；簡單的交易指令，幫您
設定多種下單功能；多策略同
時執行，交易部位一起管控。

支援統一證券、群益金鼎證券、
華南永昌證券及國票綜合證券。

瞭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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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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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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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模組適用對象

使用『策略雷達』 使用『量化交易』

• 欲掌握盤中即時訊號
• 欲驗證交易策略績效
• 大量監控個股
• 欲使用XS進階語法

• 欲使用程式下單、自動交易
• 欲交易多商品、多策略
• 支援統一證券、群益金鼎證

券、華南永昌證券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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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模組實戰應用心法



策略模組：策略雷達教學應用

策略雷達基本操作

策略雷達回測功能

如何新增警示

如何運用XQ策略雷達串接即時下單

如何自訂條件，盤中操控大量個股？

文章教學 影音教學

文章教學 影音教學

文章教學 影音教學

影音教學

影音教學

https://xqpdf.pse.is/3j2gbp
http://xqpdf.piee.pw/3kawmn
https://xqpdf.pse.is/3f4wxh
http://xqpdf.piee.pw/3kh4m6
https://xqpdf.pse.is/3jzyer
http://xqpdf.piee.pw/3jk82x
http://xqpdf.piee.pw/3jyanj
http://xqpdf.piee.pw/3jazze


策略模組：實戰應用心法

交易策略之潛龍在天

Larry Williams 短線交易秘訣

盤中開始爆量的低PB

私房交易策略介紹之旱地拔葱

運用趨勢性指標時，透過股性做確認趨勢是否成形

文章教學

文章教學

文章教學

文章教學

文章教學

https://xqpdf.pse.is/3kl2d5
https://xqpdf.pse.is/3jeuc9
https://xqpdf.pse.is/3ecvm5
https://tinyurl.com/ye769nzf
https://xqpdf.pse.is/3jy7yl


策略模組：量化交易教學應用

自動交易的基本概念

自動交易中心操作介紹

如何建立自動交易策略

文章教學

文章教學

文章教學

https://xqpdf.pse.is/3h8pn4
https://xqpdf.pse.is/3ge6jp
https://xqpdf.pse.is/3kjzp2


財經專家推薦

量化交易：「冠軍操盤手」楊雲翔推薦

策略雷達：投資達人「空總」推薦 開箱文

實戰影音

https://xqpdf.pse.is/3g8gkb
http://xqpdf.piee.pw/3k8w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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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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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模組購買流程

下載XQ全球贏家
https://xqpdf.pse.is/3ka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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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雷達於XQ桌機版對應位置

於選單中的策略
點選「策略雷達」即可
使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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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交易於XQ桌機版對應位置

1

2

於選單中的策略
點選「自動交易中心」
即可使用。



策略模組優惠方案

買策略模組(1000元/
月) ，贈送台股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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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n4nj
https://xqpdf.pse.is/3kjx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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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模組方案介紹

購買以上模組，皆贈送台股模組 >立即了解<

籌碼模組

• 市場籌碼分析
• 券商分析
• 籌碼排行
• 籌碼選股
• 個股進階籌碼

模組介紹

$500/月

選股模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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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模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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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證模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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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xqpdf.pse.is/3jyll6
https://xqpdf.pse.is/3jny34
https://xqpdf.pse.is/3h78kl
https://xqpdf.pse.is/3b7vlx
https://xqpdf.pse.is/3fdy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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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bwyw
https://xqpdf.pse.is/3k9yg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