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股、美股看盤有哪些？股票常用看盤分析交易網站
推薦

原文: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u-s-stocks-watch

想要開始投資股票，首先就要選擇合適的股市看盤交易APP，可以看即時報價，看股市新聞及分析資料。

市面上有許多免費看盤軟體做的很不錯，有些除了下單功能之外，像是分析美股財報、ETF與個股的詳細
走勢線圖、市場新聞…等，都在看盤軟體上能全部看到。

以下總結了比較好用的幾個台股和美股App，有興趣都可以去使用看看唷！

註冊 BTCC 贏3500U豐厚贈金（入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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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看盤軟體怎麼選？

一個好的美股看盤軟體，除了取決於每個人常用的功能與目的不同，也要相當重視中文化程度、使用者介
面流暢度等。

像是你是重視基本分析的投資人，就要觀察看盤軟體的公司資訊提供的完不完整；

重視技術分析的投資人，往往需要強大的畫圖功能來做判斷。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美股看盤交易APP推薦

美國股市一直是金融市場的核心，作為歷史悠久的證券市場，其完善的體制、豐富的產品一直深受投資者
的歡迎，以下整理了幾個比較推薦的股票看盤 APP，且交易資金量是國際上有一定規模的，平台風險較低，
供投資者作參考。

1.富途牛牛

許多投資美股的人，都會使用富途牛牛 APP這個免費看盤軟體。

富途控股公司是美國那斯達克的上市公司，在交易商品種類及介面上很有優勢，而且有提供繁體中文。

這是個可以一站式交易香港、美股、A股(陸股)的軟體，可以查詢股票、ETF、基金、期貨、外匯、債
券…等等，包含了詳細走勢與財報分析。

富途牛牛同時提供投資人線上互動、 24 小時客服服務，且利用 AI 技術智能選股，節省投資人看盤時間，
並擁有超過 50 種技術指標與多種畫線工具，其報價更新頻率僅 0.3 秒，也能幫助投資人即時掌握市場
行情。

特色：可免費使用、中文化介面、囊括陸港美三大市場股票。
實用功能：籌碼面/基本面/技術面詳細數據、投資人即時討論。

用富途牛牛 App 看盤的簡易操作指南：

下方功能列表：可新增自選標的、市場數據、個人帳戶的資訊。1.
股票即時走勢：呈現簡易之股票價格與漲跌幅，可點入觀察單一標的。2.
股票功能列表：點選單一標的後，有多項個股相關功能可選擇，包括投資人討論、技術分析、財務3.
數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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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即時數據：畫面呈現標的基本的即時成交數據，如：開收盤價、成交值等。4.
即時走勢圖：價格走勢圖可以加入各項技術指標進行觀察，如：成交量、KDJ、RSI、MACD等。5.

2.Tradingview

TradingView也是投資美股市場時常使用的看盤App。它主要分為免費和付費版。一般來說免費版就很夠
用了，差別只是在你能夠使用的圖表數量、指標等會少一點。

TradingView簡單、快速、圖表對初學者和高級交易者都，TradingView還有相當龐大的技術指標庫，包
含一百個預建的最受歡迎的指標和十萬多個社區構建的指標。還可以訪問涵蓋所有主要股票市場的數據庫，
可以輕鬆有效地進行基本面分析。

Tradingview 同時擁有直播、討論、聊天功能，也可以在程式中直接下單。

特色：可免費使用、中文化介面、豐富的圖表功能、可自行編寫程式腳本。
實用功能：強大的圖表功能、自行撰寫交易策略。

用Tradingview App 看盤的簡易操作指南：

更改圖形工具：上方列為更改圖形的工具，分別有更改圖形時間區間（一日、一年）、圖表形式1.
（折線圖、柱狀圖）、圖形數據（財務數據、技術指標）等。
選擇繪圖工具：左方欄位為各種繪圖工具，點選後可以直接在圖形上繪製。2.
各種實用工具：右方欄位為各種實用工具，包括相關新聞、近期事件、投資人討論等。3.

3.investing.com

investing.com 是全球三大金融網站之一，為一個新聞網站和財經平台，提供股票、期貨、選擇權、大宗
原物料、加密貨幣等多項金融商品的市場行情，提供免費版與付費版可供選擇，以英文版介面為主，採用
的技術線圖由 Tradingview 提供，因此圖形與之相似。免費版即可使用眾多報價、線圖、新聞查詢功能，
付費版則可以擁有目標價、公司評分等更完整的分析。

investing.com 提供全球 250 多家交易所，共超過 30 萬種金融工具行情數據，為適合投資人與交易員的
一站式平台。

特色：可免費使用、英文版介面為主、豐富的金融商品數據。
實用功能：大量的商品數據、投資人討論平台。

用investing App 看盤的簡易操作指南：

上方搜尋欄：可輸入新聞、股票代碼、公司等進行搜尋功能。1.
即時市場數據：搜尋之商品即時的成交數據與資料。2.
走勢圖與基本面資料：從即時數據向下拉，可以看到標的走勢圖與基本面資料。3.
技術分析：圖表由上角有按鈕可以展開並使用技術分析。4.
相關新聞與分析報告：標的之相關新聞與分析皆會呈現於同一介面上。5.

 

其他看美股看盤軟體推薦

除了富途牛牛、TradingView、Investing.com之外，TD Ameritrade、Interactive Brokers盈透證券也是
許多人蠻喜歡使用提供報價資訊的網站。



1.TD Ameritrade

TD Ameritrade的歷史最悠久，創立於1975年，為全球三大網路券商之一。2020年底與Charles Schwab
嘉信合併，股票代碼改為SCHW。合併後的總資產高達5兆美元，並擁有全球2500萬個客戶的資源優勢，
持續壯大城池。

TD Ameritrade介紹

優點

1. 投資、技術分析圖相關功能最完善
2. 提供台灣專屬客服
3. 操作介面簡易
4. 沒有開戶資金及入金限制

缺點
1. 開戶手續較複雜，可超過一個月的申請流程
2. 主要覆蓋美國市場，不適合全球性投資人
3. 不支持零股交易

適合族群 想體驗最完善的投資軟體功能的人
商品種類 美股、選擇權、期貨、債券、外匯、ETF、基金

2.Interactive Brokers盈透證券

盈透的創立時間較TD Ameritrade晚一些，1977年創立，同樣支持中文界面，大家不用擔心語言不通的問
題。目前盈透可交易超過30個國家及130個市場的產品，是最大的網絡券商之一。IB最有特色的地方在於
其提供了專業級交易軟體Trader Work Station (TWS)，投資人若有需求可以嘗試看看。

而其佣金低的特性，也讓盈透證券連續18年被美國巴倫周刊評為低成本互聯網券商，並
被stockbrokers.com評為最低保證金費用的經濟商，收取的保證金利息只比市場的隔夜利率高50個基點，
可以說是十分優惠。

Interactive Brokers盈透證券介紹

優點
1. 可交易的金融商品數量最多、最齊全
2. 全球許多券商的合作夥伴，安全可靠
3. 沒有最低開戶門檻、匯入款項免費

缺點

1. 休眠帳戶需收取每月10美元費用
2. 客服專線難打通
3. 設有最低佣金
4. 介面資料較其他券商複雜許多

適合族群 想體驗最完善的投資軟體功能的人
商品種類 多國股票、選擇權、期貨、債券、外匯、ETF、基金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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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看盤交易軟體推薦

多數讀者主要還是在台灣股市中進行交易，這裡也挑選了最值得下載的APP介紹並推薦給大家。

1.奇摩股市（Yahoo Finance）

Yahoo Finance 屬於 Yahoo 旗下的媒體資產，提供財務新聞、報價數據與文章評論等，網站上有許多金融
工具的資訊，包含台股、美股、ETF、期貨等，近年也新增了加密貨幣的資料庫，而美股部分以英文版介
面為主。

Yahoo Finance 使用的技術線圖為 Tradingview 之外掛，因此擁有與 Tradingview 相似的線圖，另外，
登入 Yahoo Finance 會員後，可加入投資人自己的投資組合，並運用提供的各項分析工具進行檢視。

奇摩股市有兩個功能最吸引人，一是“選股”功能，根據「多方」、「空方」、「基本面」、「財務」等
方面分類，整理總結公開資料，更加系統的幫助投資者篩選股票，高效快速的找到理想標的，另外一個就是
“到價警示”，投資者可以自定義價格或者漲跌幅幅度，可以避免錯過時機。

特色：可免費使用、英文版介面為主、豐富的相關新聞。
實用功能：豐富的新聞時事連結。

2.三竹股市

三竹資訊是目前台灣最大的手機看盤軟體開發應用公司，成立於1991年，台灣有近50家券商是和三竹資訊
合作開發軟體。和奇摩股市相比，三竹股市的普及度沒有那麼高，評分也略有遜色，谷歌應用市場評分
為3.9，蘋果應用市場評分為3.1，但是對便利性有較高要求的投資者可以使用這個app。三竹股市可以雲
端同步串聯，也就是可以隨時隨地通過手機、平板甚至是電視實現跨平台查看股市行情，總的來說，三竹
股市從使用體驗上來說十分人性化，比較好操作。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三竹股市也提供美股報價，但是會有15分鐘的延遲，因此不建議使用該軟件查看美股
行情。

 

在 BTCC 購買股票、黃金

BTCC 交易所不僅可以買賣比特幣等主流的加密貨幣期貨，還可以購買黃金、白銀、股票等期貨產品，讓
你實現資產的合理配置。手續費比CFD平台更低。出入金更便捷。

》》》股票VS加密貨幣，哪一個更值得投資？為什麼應該投資虛擬貨幣？

》》》比特幣vs黃金，哪一個更好？比特幣可以取代黃金嗎？

》》》外匯VS虛擬貨幣，哪一個優勢更大？為什麼推薦投資加密貨幣？ – BTCC

BTCC 最新推出了代幣化的股票、黃金、白銀等產品，這些代幣化的期貨合約是BTCC發明的創新產品，
用戶可以在我們的平台上用USDT交易股票和貴金屬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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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方式：

轉到「行情」頁面，點選「USDT合約」的「永續」，就可以快速進行交易了！

註冊 BTCC 贏3500U豐厚贈金（入金活動）

以下是在BTCC 進行合約交易的具體方法：

》》》BTCC虛擬貨幣交易所 加密虛擬貨幣期貨合約交易指南

當前註冊BTCC的新用戶，都可以在註冊日起計30天內參與新手 3,500 USDT 贈金活動，此外，註冊成功
後只需充值 200 U，即可成為 BTCC 會員，享受超低手續費用。隨著會員等級的提升，最多可享受 50%
的折扣唷！

活動規則如下：新手專享好禮相送！！！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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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TCC 開啟投資理財旅程

更多投資理財的資訊請看：

0050怎麼買？何時可買？買0500定期定額好嗎？

ETF是什麼？怎麼買賣？美股、台股ETF入門教學

特斯拉股票怎麼買？可以買嗎？為何Tesla股價不斷創新高？

外匯保證金交易平台怎麼選？2022台灣外匯交易平台排名及推薦

如何辨別外匯保證金詐騙？辨別MT5、MT4黑平台技巧

外匯投資必看丨外匯怎麼玩？如何看？新手如何玩外匯賺錢？

CFD是什麼？CFD差價合約交易平台、風險及投資教學

澳幣值得買嗎？2022澳幣匯率走勢分析及預測

K線圖（蠟燭圖）是什麼？新手如何看 k 線？

外幣投資教學懶人包丨新手如何買外幣？怎麼投資？

現在適合買美金嗎？2022美金匯率走勢預測及如何投資

斡旋金是什麼？多少才合理？下斡旋一定要知道的技巧及注意事項

股票抽籤是什麼？抽籤的流程有哪些？申購新股的技巧和心得分享

股價淨值比PBR是什麼？如何計算？多少合理？如何用PBR選股？

美股怎麼買？美股開戶要選哪一間？2022美股開戶及投資教學

權值股是什麼？如何投資？2022台股、美股權值股市值排名

2022股票入門教學丨新手玩股票如何開始？怎麼玩股票？

股東權益報酬率ROE是什麼？公式為何？如何用 ROE 選股？

投資報酬率ROI是什麼？怎麼算？投報率多少才算高？

白銀投資方式有哪些？現在買好嗎？台灣白銀去哪裡買？

最新 20 種低門檻創造被動收入的方法，幫你實現財務自由

台幣美金符號怎麼打？各國貨幣符號、念法、代號一覽 

PE是什麼？本益比多少合理？如何用本益比估價法算出合理股價

2022港股交易時間及規則懶人包，一文了解港股開市、休市及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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