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富贏家決策系統 

p 精算法人與主力籌碼，結合二十餘種技 

術指標，精準掌握飆股起漲點。 

千中選一，一檔就GO 

p 系統特色 

Ø 決策系統精選，飆股一手掌握 

Ø 致富贏家排序，節省選股時間 

Ø 自設公式條件，個人操盤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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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1 

致富K線 

p 黃色箭頭 視為攻擊訊號 
Ø  T7致富(單股)多(漲勢啟動) ，T8致富(單股)空(跌勢啟動) 

p 黃色大三角 視為強勢翻轉 
Ø  T11贏家(單股)多(強勢翻多) ， T12贏家(單股)空(強勢翻空) 

p 橘色箭頭 視為加碼訊號 
Ø  T13致富加碼多(轉強加多) ， T14致富加碼空(轉弱加空) 

p 停損停利線 黃色訊號的停損或停利依據 
Ø 為1日前的10日均線，因為價位已固定，故不會受到盤中股價 

漲跌影響而改變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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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2 

致富多空線 多 空 

p 為中波段的多空趨勢，紅色區塊為多，藍色區塊為空。 

為中長線波段翻多或翻空的訊號。 

Ø 曲線顯示多空線的數值，為所有技術指標的總評比。正值 

越大表示股價越強，負值越大表示股價越弱，可在條件選 

股中按多空線作排序，排出全市場最強和最弱的股票 

Ø 多空差=多空線1日前多空線，多空差越大，當日走勢越強， 

反之則越弱，也可按條件選股按多空差做排序。 

Ø 突破+3多空線色塊翻多，跌破3則多空線翻空 

Ø 橘色訊號、中波段操作者或大型權值股，按多空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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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3 
p 『黃色大箭頭 』視為攻擊訊號 漲勢啟動 跌勢啟動 

p  T7致富(單股)多(漲勢啟動)，T8致富(單股)空(跌勢啟動) 
Ø 出現攻擊量，籌碼佳，技術指標名列前矛(作多) 
Ø 破線，籌碼差，技術指標排名倒數(作空) 
Ø 短線以『致富K線』上的『停損停利』線為進出場依據，作多 

盤中跌破1%或作空盤中突破1%則執行停利或停損。 

Ø 中長線以『致富多空線』為停損停利依據。若『致富多空線』 

未翻轉，但已虧損超過10%，仍須執行停損，換股操作。 

Ø 因為牽涉大戶與法人籌碼，以盤後致富贏家選股計算為主，再 

以籌碼排序篩選籌碼佳的標的，例如5/9 T7有4檔，法人比 

NO.1是4736泰博，投量比NO.1是4935的F茂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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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即時選股#1 
p 『黃色大三角』代表 強勢翻多 強勢翻空 

p  T11贏家(單股)多(強勢翻多)T12贏家(單股)空(強勢翻空) 
Ø 出現攻擊量，籌碼佳，技術指標名列前矛且多空線翻多 

(作多) 
Ø 破線，籌碼差，技術指標排名倒數且多空線翻空(作空) 
Ø 因為牽涉到『致富多空線』，因此盤中訊號可能會消失， 

故以收盤價為準。但若盤中看到訊號，也可當日介入，若 

收盤時訊號消失，隔日即出場換股。(客戶可自行決定) 
Ø 例如5/21的3293鈊象，6/3的3092鴻碩與6/12的4130 

健亞，盤中已出現贏家轉折，若當日不進場，隔日就要追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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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即時選股#2 
Ø 因為操作邏輯是『買強勢股』，故以『致富K線』上的『停 

損停利』線為短線進出場依據，作多盤中跌破1%或作空盤 

中突破1%則執行停利或停損。 

Ø 若波段漲幅超過25%以上的個股，出現V型反轉的機率低， 

操作上破停損停利線是進入整理的訊號，不用急著獲利了 

結，可等技術指標出現(+  )的隔日再作賣出，如6/26的 

3293鈊象，K>D(短線轉多)，DIF<MACD(中線空頭)，5 

日均量<20日均量(量能退潮)，隔日6/27逢高為極佳賣點。 

Ø 『停損停利』線，因為價位固定，故不會受到盤中股價漲 

跌影響而改變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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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即時選股#3 
p 致富加碼(橘色箭頭)代表轉強加多 轉弱加空 

Ø 黃色大箭頭或是黃色大三角之後，再出現轉強或轉 

弱時的加碼訊號 

Ø 選擇第一個橘色箭頭(如6/27的1787福盈科)，或 

是突破(跌破)盤整型態(如6/9的3673 TPK)的橘色 

箭頭 

Ø 短線依『停損停利線』操作，波段依『致富多空線』 

操作，但若虧損超過10%而多空線尚未反轉，也請 

執行停損，換股操作，再賺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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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盤後選股#1 

p 獨創公式排序，提前佈局潛力股 

p 盤後選股流程 

Ø 每日務必電傳資料 

PM15:00 大盤及類股、個股線型 

PM19:00 主力買賣超、庫存量、熱門股、法人 

PM22:15 外資、融資券、當沖 

AM10:00 外國指數 

Ø 致富贏家選股>條件選股>致富選股>(20項條 

件)全部設定>可加選內建條件>開始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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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盤後選股#2 

p T1、T2、T3 日資料中大量(收盤價X5日均 
量>15000) 

p T4、T5、T6 日資料小量(3000<收盤價 
X5日均量<=15000) 

p T7~T14為致富贏家決策系統建議買賣訊號 

p S1~S53為系統內建條件(基本面、技術面 、 
籌碼面均涵蓋) 

p 查看選股結果可複選(即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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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盤後選股#3 

p 搜尋結果顯示內容介紹 

Ø 『漲跌%』、『6日漲跌%』 

Ø 『多空線』經由專家系統計算量、價、波動 

率…所得出的個股強弱數值。 

1.『多空線』>+3為多頭，<3為空頭，並以 

『致富多空線』的型式顯示在指標上 

2.游標點選按滑鼠右鍵，可依強弱順序排序， 

波段強弱勢股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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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盤後選股#4 
Ø 『多空差 』為多空線與一日前多空線的差，排序後可了解 

當日個股的強弱順序 

Ø 『買量比』(主力當日買超張數/12日均量) 

Ø 『投量比』(投信當日買超張數/(成交量當沖數) 

Ø 『法人比』(三大法人當日買超張數/(成交量當沖數) 

Ø 『6買量比』、『6投量比』、『6法人比』皆為平均數 

Ø 『融資』、『融券』、『6融資』、『6融券』、『6外 

資』、『6投信』、『6自營商』為累計數 

Ø 『投本比』(投信當日買超張數/股本/10000) 

Ø 『6投本比』(投信6日買超張數/股本/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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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盤後選股#5 

p 『買量比』、『投量比』、『法人比』、『投本比』為 

致富贏家決策系統獨有，是主力買賣超或法人買賣超佔 

平均成交量的比重，或是與其餘軟體僅顯示買賣超張數 

完全不同。 

p 『投量比』 可發現投信默默吃貨佈局的個股，如103年 

6月份的1787福盈科，7月份的3299帛漢 

p 『投本比』可發現投信投信重押而漲勢啟動的標的，如 

103年4/15的2402毅嘉，5/12的3533嘉澤與5/21的 

3221台嘉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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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盤後選股#6 選股邏輯 

p 『多單佈局』，以6買量比、 6投量比與6法人比 

排序，並與6天漲跌幅做比較，找出主力進場，投 

信認養或三大法人已佈局，但漲幅尚未拉開，或是 

股價跌破主力、法人成本的潛力股(多空線多頭) 

p 『空單佈局』，操作邏輯與作多相反，即主力或法 

人賣出，而短線股價出現反彈(多空線空頭) 

p 『短多』以買量比、投量比正排序，主力或法人大 

買而K線收黑大跌(主力套牢) 

p 『短空』以買量比、投量比負排序， K線收紅大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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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條件公式#1 (作多) 
p  T7 致富(單股)多(漲勢啟動) 『黃色大箭頭向上』『盤後精選』 

Ø 系統將技術指標、主力庫存、法人籌碼、融資融券綜合評分， 

總分達一定標準的個股。依『停損停利線』操作 

p  T9 趨勢翻多(多空線翻多) 
Ø 波段翻多，大型股或權值股適用，紅買藍賣 

p  T11 贏家(單股)多(強勢翻多) 『黃色大三角向上』『盤中即時』 

Ø 黃箭頭同時多空線翻多(訊號會消失)，短線依『停損停利線』 

操作 

p  T13 致富加碼多(轉強加多)(橘箭頭向上)『盤中即時』 

Ø 強勢加碼，短線依『停損停利線』操作，波段依『致富多空線』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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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條件公式#2 (作空) 
p  T8 致富(單股)空(跌勢啟動) 『黃色大箭頭向下』『盤後精選』 

Ø 系統將技術指標、主力庫存、法人籌碼、融資融券綜合評分， 

總分排名倒數的個股。依『停損停利線』操作 

p  T10 趨勢翻空(多空線翻空) 
Ø 波段翻空，大型股或權值股適用，紅買綠賣 

p  T12贏家(單股)空(強勢翻空) 『黃色大三角向下』『盤中即時』 

Ø 黃箭頭同時多空線翻空(訊號會消失)，短線依『停損停利線』 

操作 

p  T14 致富加碼空(轉弱加空)(橘箭頭向下)『盤中即時』 

Ø 強勢追空，短線依『停損停利線』操作，波段依『致富多空線』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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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條件公式#3 (條件組合) 

p S1~S53為系統內建條件(基本面、技術面 、 
籌碼面均涵蓋) 
Ø  S33 (月營收成長率YOY>20%) 
Ø  S35 (季每股盈餘>0.5元) 
Ø  T1   (日資料中大量 收盤價X5日均量 

>15000) 
Ø  5/20 選取上述3項條件交集共有38檔，6投量 

比排序NO.1是2439美律，NO.2是8048德勝， 

而德勝5/20當日下跌4.4%，當然選德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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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贏家條件公式#4 (條件組合) 
p 『拉回買』 T18( + +) 且 T1 
Ø  KD死亡交叉 且 DIF>MACD柱狀體為正 且 5日均量 

>20日均量 

Ø  T1  (日資料中大量 收盤價X5日均量 

>15000) 
Ø  5/16 選取上述2項條件交集共56檔，6投量比排序依 

序為2327國巨，3533嘉澤，6217中探針與4935F 
茂林，而5/16當日F茂林下跌3.46%，所以5/19盤 

前稿提示4935，5/19當天開高走高收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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