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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靜音功能和提問

REFINITIV ACADEMY

靜音
• If you need to mute yourself, in the Participants panel, 

select ‘Mute Me’ or select the Audio icon so it matches the 
one below

提問
1. Click the Chat icon – see below

2. In the Send to or To drop-down list, select the recipient of 
the message

3. Enter your message in the chat text box, then 
press Enter on your keyboard



課程安排

• 公司企業分析

• 行業分析

• 宏觀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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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企業與行業分析
公司企業與行業分析 財務與估值 宏觀經濟分析

 公司選擇
 公司治理與內控
 戰略制定
 新聞媒體報導
 社會責任
 企業行為
 投資者會議
 行業別
 市場結構與地區分佈

 會計分析
 財務分析
 報表分析
 盈利分析
 股票估值

 經濟方面
 社會人文
 技術方面
 政治方面
 熱點事件
 各國央行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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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企業分析

REFINITIV ACADEMY

公司基本面數據庫 • 概覽

• 新聞 & 研究報告

• 價格 & 圖表

• 預估

• 財務數據

• ESG

• 事件

• 股權結構

• 債券 & 信用評等

• 同行 & 估值

• 衍生性商品

• 申報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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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企業分析

REFINITIV ACADEMY

公司篩選工具 - SCREENER

Tips

• 選股功能 / 工具

• 利用篩選器過濾條件

• 列出顯示欄位

• 可輸出至Monitor (MON)或
Excel更新即時數據



Refinitiv 亮點數據

• IBES (Institutional Brokers’ Estimate System)

全球分析師提供30幾種指標之財務預測

分析師購買、持有和出售之推薦

87個市場 / 4萬多上市公司涵蓋範圍

北美 1976 / 亞太 1987 歷史覆蓋率

廣範被使用的金融數據庫

• StarMine (Smart Estimates 聰明預估值)

最佳化模型之計量分析 / 加值分析

評級數據持久

未更新資料之剔除

刪除使用不同帳戶標準之估值

• ESG (環境保護, 社會責任, 公司治理)

公司企業之可持續投資 / 永續投資

全球73%投資過程中考慮ESG問題

投資源則之關注以及規避中⾧期潛在之風險

ESG基金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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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分析

REFINITIV ACADEMY

行業分析 Industry (INDUS)

• 概覽

• 新聞

• 事件

• 研究報告

• 申報文檔

• 重要動向

• 成分股

• 營收季

• 所有權

• 散佈圖

• 搜尋與發現

• 樹狀圖

• 醫藥行業信息

• 總體

•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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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分析

REFINITIV ACADEMY

行業報告 – Advanced Research Search (ADVRES)

Tips

• 搜尋單㇐公司的研究報告, 可
以直接在公司基金面頁面選
擇研究報告選項進入

• 此處適合行業或宏觀、國家
報告搜尋

• 搜尋可以用關鍵字或者選擇
篩選條件進行, 也可以兩者相
結合

• 關鍵字搜尋對象可以設置成
標題, 全文或者目錄

• 可以根據提供商來搜尋該機
構的研究報告

• 宏觀、行業報告, 可以設置”
報告類型”或者”行業”字段條
件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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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分析

REFINITIV ACADEMY

行業整體財務, 估值水平 – Aggregates (AGGR)

Tips

• 左側”過濾選項”可以選擇要
計算的羕本公司範圍或國家

• 表格左上角下拉式選項可以
選擇表格的輸出格式

• 表格右上角選項可以導出數
據成PDF或Excel format; 同
時也可以匯出成Monitor 
(MON)去瀏覽即時個股數據

• 數據表格可以自定顯示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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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分析

REFINITIV ACADEMY

國家 / 區域宏觀經濟

Tips

• 通過國家 / 區域表單查詢國
家或區域新聞, 央行動態, 信
用風險, 經濟指標, 主權風險
等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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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分析

REFINITIV ACADEMY

Datastream宏觀數據庫 - DSCHART

Tips

• DSCHART從圖形去套用相
關宏觀數據與圖形

• 或者從Excel -> Refinitiv 
Eikon Datastream的增益集
進入下載歷史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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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分析

REFINITIV ACADEMY

各國貨幣匯率預測 FXPOLLS

Tips

• 左上角選擇系統預設的貨幣
對模板, 如果沒有所需貨幣, 
可以自行加貨幣對

• 可以查看市場預測均值, 加權
平均值, 各家機構預測, 歷史
圖表以及預測區間分佈, 相關
新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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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分析

REFINITIV ACADEMY

COVID-19 MACROVIT



Refinitiv 亮點數據

Datastream

• 全球宏觀經濟數據庫⾧達60多年的歷史數據, 
可覆蓋不同經濟週期

• 來自國家級別統計機構的宏觀數據 (如: 各國
央行、海關、統計局等)

• 來自國際機構的宏觀數據 (如: IMF、World 
Bank、OECD、BIS等)

• 各國宏觀經濟預測數據庫 (包括: 短期和中⾧
期預測, 預測來源包括: 湯森路透、牛津經濟
研究院、OECD經濟展望等)

• 2020新增中國地市級宏觀經濟預測數據, 中
國的宏觀數據高達35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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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ful App 今日重點工具提醒

REFINITIV ACADEMY

• Home

• Equity Guide (EQG)

• Industry (INDUS)

• SCREENER

• Advanced Research Search (ADVRES)

• Aggregates (AGGR)

• Datastream Chartbook (CBOOK)

• Economic Monitor (EM)



An LSEG Business

以Datastream掌握市場趨勢
Stay on Top of the Market Trend with Datastream

Help Desk: 0800-66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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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工作角色對Datastream的運用
工作角色 Datastream的優勢

策略/宏觀分析師 全球宏觀經濟數據庫翹楚, 覆蓋不同經濟週期 / 來自國家級別統計機構的宏觀數據 / 來自國際
機構的宏觀數據 / 提供point in time數據 / 各國宏觀經濟預測數據庫 /全球各市場各行業財務
指標及盈利預測指標 (如行業ROE, 各國動態PE等指標)

股票分析師 全球上市公司歷史數據,包括已退市公司 / 公司歷史財務數據:Worldscope / 公司盈利預測數
據:IBES /來自行業協會統計數據 / Excel的便利下載 /全球各市場各行業財務指標及盈利預測
指標 (如行業ROE, 各國動態PE等指標)

基金經理 全球各類資產⾧期歷史數據 (包括交易, 財務, 盈利預測數據) / 全球各市場各行業財務指標及
盈利預測指標 (如行業ROE, 各國動態PE等指標)

量化分析師 全球各類資產⾧期歷史數據 (包括交易, 財務, 盈利預測數據) /數據容易導出至Excel

固定收益分析師 各國指標利率 /單㇐ CDS / CDS指數

學術研究機構 全球各種資產類別的時間序列數據

其他市場用戶 Datastream圖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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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O在專業領域廣泛被使用
學校, 各研究單位, 政府機關, 銀行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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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tream是從指標的大項到細項——最深入的宏觀經濟
數據庫

 所有主要資產類別中超過 5000 萬筆
個別的工具或指標

 包括超過1300萬項經濟指標
 涵蓋超過70年的資料庫
 內容包括 175 個國家/地區的市場趨
勢、經濟周期和世界事件影響所需的
信息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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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Enable / Setting
 Datastream Excel Add-in Overview
 Static Request
 Time Series Request
 Edit request
 New request table
 Templates
 Chart
 Self Help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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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DFO 

1. 先sign in EIKON後, 選擇Add-Ons.
2. 將DATASTRAM 及 DATASTREAM   
CHARTIN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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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可在此處設定/更改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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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tream Excel Add-in Tool
Static Request & Time Series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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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tream Excel Add-in Tool
Static Request & Time Series Request

Static Request

某㇐固定時間的㇐筆資料
Time Series Request

歷史資料下載

Find Series -> 欲搜尋的代碼
Datatypes -> 資料的欄位代號



26

DFO Navig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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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a single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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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Series 

將項目勾選完後(可選擇多個代碼),按 USE

代碼就會自動被帶入

可以看到歷史資料涵蓋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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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for Datatypes

選定欄位後(可多選),按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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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t your request

選定Datatypes後, 設定資料時間, 即可 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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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 Setting
其他輔助功能

Display Custom Header –自設欄位標題

Display Headings –加入資料更新時間

Transpose Data –反轉資料排序方式

Display Currency –加入貨幣代號

Hyperlink –加入相關連結

Auto Refresh -每次打開文件時自動刷新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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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Request
在已完成的表格做編輯

表格完成後如欲做修改, 將滑鼠放在紅色欄位

點選 Edit Request,就可以回到編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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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Series Request
下載歷史資料

設定歷史的資料時間及頻率, 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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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quest Table
使用表格形式, 快速下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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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s
可運用的現有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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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to remember

• 使用 Static Requests / Time Series Requests -
下載特定日期資料 / 歷史資料數據到 Excel 

• 使用 Request Table –
同時下載多筆不同資料

• 使用 Templates –
運用現有預設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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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用關鍵字快速搜尋

• GDP…

• UKGDP…*

• *.CS00

• *.SERIESC

• GDP –Japan

• UK GDP - Eurostat

• Monthly Japan Inflation

• Forecast US GDP

• US GDP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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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製作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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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圖型功能介紹

• Key Indicators –快速選取

• Library –檔案總管

• Chart –繪製/編輯圖型

• Chartbook – 系統預設的圖型範本

• News in Charts –新聞連結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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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編輯圖型

1. 選擇series

2. 確認歷史資料時間

3. 選擇左邊黃色區塊,更改
DATATYPE



41

COVID-19相關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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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相關圖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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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base
DATASTREAM 內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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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stream Newsletter
註冊/訂閱Datastream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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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與線上客服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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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 Training & On Demand eLearning
https://training.refiniti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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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REFINITIV ACADEMY

• Help -> Contact Us

• Refinitiv Messenger 

• My Refinitiv https://my.refinitiv.com/

• 免付費客服專線 : 0800 666 061  (台灣)

• 更多訓練課程網站 https://solutions.refinitiv.com/academy?region=asia

• 培訓請求 training@refinitiv.com

•
您的客戶運籌經理



Thank you

Visit refinitiv.com

@Refinitiv Refinitiv

Refinitiv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roviders of financial markets data and infrastructure, serving over 40,000 institutions in approximately 190 countries. It provides 
leading data and insights, trading platforms, and open data and technology platforms that connect a thriving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community – driving performance 
in trading, investment, wealth management, regulatory compliance, market data management, enterprise risk and fighting financial cr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