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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P系統需求 

● 最低系統要求為：Android 8或 iOS 13以上版本。 

● 您可依下列步驟確認手機之系統版本： 

1.1  Android系統 

     ● 步驟一：開啟手機或平板裝置的「設定」。 

     ● 步驟二：向下捲動至畫面底部，然後點選「關於手機」或「關於裝 

               置」。 

     ● 步驟三：在「Android 版本」下，您會看到目前使用的 Android版 

               本號碼。 

.  

1.2  iOS系統 

     ● 步驟一：請前往「設定」>「一般」>「關於本機」。 

     ● 步驟二：在「軟體版本」底下，您會看到目前使用的 iOS 版本號 

                碼。 



 

2. APP下載及安裝 

● 於 Google Play或 Apple Store搜尋『好神 e櫃台』下載 App。 

● 安裝完成後，於手機畫面點選『好神 e櫃台』之 APP圖示後即可啟用 

   APP。 

3. 開啟及功能列 

● 手機畫面點選『好神 e櫃台』之 APP圖示後，將自動進入主選單畫面。 



  

3.1  首頁功能列表 

     ● 首頁上方為輪播廣告，提供活動及好康訊息。 

     ● 下方為功能選單，點選後可直接進入功能。 

     ● 或點選左上方「≡」功能選單按鈕，選擇使用功能，或進入華南永 

       昌粉絲團。 



  

3.2  帳號登入 

     ● 使用「定期定額」及「集保 e存摺」…等功能時，需登入使用者帳 

       號密碼。 

 

4. 線上開戶 



4.1  開始線上開戶 

     ● 進入線上開戶功能時，系統會先判斷是否先前有中斷過開戶資料， 

       若無中斷開戶資料，APP 顯示如下，點選「立即開證券戶」可進 

       入開戶流程。 

 

     ● 若曾中斷過開戶資料，則 APP會顯示提示說明，點選「繼續開戶」 

       則會前往 4.7繼續開戶流程，點選「開立新戶」則重新開始建立新 

       帳戶。 



 

4.2  資料驗證 

     ● 填寫資料後，點選「下一步」，系統驗證此身分是否有在該分公司 

       開戶。 

 

     ● 若此身分是否有在該分公司開戶，APP會跳提醒該身分已在此分 



       公司開戶過，點選「返回」可返回重新選擇開戶分公司。 

     ● 輸入行動電話號碼後，取得驗證碼，並設定開戶密碼，除作為後續         

       登入使用外，若開戶流程中斷後，也可透過開戶密碼恢復開戶流 

       程。 

  

4.3  上傳證件、填寫基本資料 

     ● 上傳證件資料：需拍攝上傳身分證正反面、第二證件正反面、銀行 

       存摺封面及本人拿身分證自拍照片，需完成所有照片拍攝後，才能 

       點選「下一步」進入其他資料上傳。 



 

     ● 填寫證件資料及基本資料，若具有美國國籍，則跳窗提醒無法開 

       戶。   

  

     ● 確認國籍無誤後需填寫緊急聯絡人資料、徵信資料及投資經驗。 



   

     ● 確認目前使用手機取得開戶憑證。 

  

    4.4  線上簽署及其他申請約定 

     ● 線上簽署時， APP設定 10秒內無法直接點選同意進入下一步。   

       受託買賣國內有價證券開戶契約同意書。 



  

     ● 美國海外帳戶 FATCA身分聲明書。 

 

     ● 電子式交易帳戶委託買賣有價證券同意書。 



 

     ● 個資蒐集同意書。 

 

     ● 共同行銷特別約定同意書：需選擇授權子公司並同意取得共同行銷 

       資料，才能進行下一步。 



  

     ● 「集保 e存摺」申請約定書。 

 

4.5  綁定銀行設定 

     ● 設定綁定的銀行及帳戶，送出後確認帳戶狀態。 



 

4.6  開戶申請成功 

     ● 開戶申請完成(左)，會告知已完成申請，需待聯繫。並提供客服        

       聯絡管道(右)，可透過客服聯繫使用或申請上的問題。成功申請 

       後，會收到密碼函，使用身分證字號及密碼，於 APP 中即可登 

       入帳號。 



  

4.7  開戶中斷、返回開戶流程 

     ● 開戶流程中斷時，會讓使用者確認是否保存目前資料。 

 

     ● 使用者返回開戶流程時，可利用既有儲存資料繼續進行開戶流 

       程，使用者需輸入先前儲存之開戶密碼，輸入後即可前往前次 



       儲存之開戶進度 (資料暫存 3個月，超過期間需重新填寫)。 

  

4.8  開戶密碼函(OTP)啟用 

     ● 當所屬營業員通知開戶完成，系統即會寄發線上開戶成功通知信。 

 

     ● 點選電子交易初始密碼單連結，同時收到 OTP簡訊驗證碼。 



 

     ● 輸入 OTP簡訊驗證碼。 

 

     ● 取得電子交易初始密碼後，請至官網新手 GO專區或各電子交易平台    

       變更初始密碼及下載憑證。 



 

5. 定期定額 

 

● 初次使用，需輸入出生日期申請手機憑證，申請通過後即可開始使用服 

  務。 



  

● 交易帳號及文件簽署：會先帶出第一個交易帳號，若有多個交易帳號， 

  點選後可選擇多帳號。若有帳戶為簽署文件，則會帶入文件簽屬畫面， 

  讓使用者進行簽屬。 

  

5.1  委託下單 



     ● 委託下單為可以讓您設定委託期間及商品來自動下單申請。 

     ● 新增委託下單時，會自動帶入會員的交易帳號，並可設定委託期間 

       起訖月份、指定委託日、商品及金額設定，確認後送出即完成委託 

       下單設定。 

  

     ● 委託下單設定完成。 

 



5.2  委託查詢與修改 

     ● 委託查詢與修改可幫助您透過交易帳號及其他條件綜合搜尋的方 

       式，列出您已設定好的委託下單列表，設定完成搜尋條件後，會會 

       顯示符合條件的委託設定。 

     ● 設定搜尋條件：   

           股票代碼：顯示代碼及名稱，股票代碼點選後以選單選擇。   

           全部查詢：直接查詢全部的委託。   

           日期查詢：每月 2、5、8、12、15、18、22、25、28號。 

  

     ● 設定搜尋條件：列出搜尋出來的委託設定列表，點選右上方編輯按 

       鈕，可編輯/刪除委託設定。  



  

     ● 修改委託設定：您可透過編輯功能修改委託內容，設定完條件後， 

       即可完成委託下單更新。   

  

    5.3  成交查詢 

         ● 成交查詢可幫助您看到委託下單的內容中，完成成交的交易清單。   



         ● 設定成交查詢的條件：   

           全部查詢：選擇單一帳號所有成交紀錄。   

           成交起訖日：選擇單一帳號及委託起訖期間成交紀錄。 

    依商品查詢：選擇單一帳號、商品代碼及名稱成交紀錄。   

 

         ● 結果列表：列出搜尋出來的委託設定列表。    

 



6. 集保 e存摺 

 

● 初次使用，需輸入出生日期申請手機憑證，申請通過後即可開始使用服 

  務。 

 

● 交易帳號及文件簽署：會先帶出第一個交易帳號，若有多個交易帳號，點 



  選後可選擇多帳號。若有帳戶為簽署文件，則會帶入文件簽屬畫面，讓使 

  用者進行簽屬。 

  

6.1  開通集保 e 存摺 

     ● 點選「開通集保 e存摺」確認申請資料無誤後即可送出申請。 

  



7. 雙向借券 

    ● 點選主選單的「雙向借券」(圖左)，就會進入「雙向借券」選單(圖右)。 

  

    7.1  雙向借券大探索 

         ● 於「雙向借券」選單中，點選「雙向借券大探索」，會在 APP內開 

           網頁連結至官網的「雙向借券 / 業務介紹」。   



 

    7.2  常見問題集 

         ● 於「雙向借券」選單中，點選「常見問題集」，會在 APP內開 

           網頁連結至官網的「雙向借券 / 開戶相關」。   

 

    7.3  自然人線上開戶 



         7.3.1  線上開戶說明頁 

                ● 快速說明開戶三大步驟。 

  

         7.3.2  客戶登入 

                ● 用戶登入『華南永昌證券』電子交易帳密，即可繼續進行 

                  下一步驟。 



 

         7.3.3  選擇加開帳號 

                ● 客戶登入後可看到帳號下所有的帳戶，可勾選其中一個帳 

                  號進行開戶。 

 

         7.3.4  身分驗證 



                ● 進行行動電話驗證，發送驗證碼後 5分鐘會失效，用戶需 

                  在 5分鐘內填入並按下一步。 

 

         7.3.5  資料確認 

                ● 用戶確認開戶資料是否正確，若不正確可至官網客戶服務 

                  專區或臨櫃辦理。 



 

         7.3.6  上傳證件 

                ● 使用手機拍照功能上傳證件，需要身分證正反面。上傳完 

                  成後繼續下一步。 

 

         7.3.7  憑證申請 



                ● 若手機中未持有登入帳號之憑證，會出現憑證申請需填入 

                  出生日期後進行申請。 

  

         7.3.8  契約簽署 

                ● 契約畫面出現後，有 10秒審閱倒數消失後，才可勾選並按 

                  下一步完成簽署。 

   



         7.3.9  同一關係人、內部人資料填寫 

                ● 若有同一關係人、內部人，需填寫關係或系統若有帶入， 

                  需刪除關係人資料後並勾選「本人確認對所有文件均已詳 

                  細審閱…」才能繼續下一步。 

 

         7.3.10  申請完成 

                 ● 若填寫完成，資料即送出審核，需等待郵件通知。 



 

    7.4 出借 

        ● 「雙向借券」選單點選「出借」後，會進入「出借」選單。   

 

         7.4.1  委託出借 

                7.4.1.1  搜尋、選擇個股 



                        ● 在「出借」選單中選擇「委託出借」，會進入個股 

                          搜尋、選擇畫面。此處可複選個股一次做出借設 

                          定。 

                

                7.4.1.2  設定出借條件 

                        ● 設定出借張數、費率等條件，若為複數選擇，可 

                          左右點選切換個股。 



                  

                7.4.1.3  確認出借條件 

                        ● 此頁可確認前頁所設定之條件，一樣可以左右換 

                          個股。 

 

                7.4.1.4  委託完成 



                        ● 送出資料後可以看到完成畫面。 

 

         7.4.2  查詢尚未出借委託 

                7.4.2.1  搜尋委託個股 

                        ● 此處會列出所有委託單之個股。 

 



                7.4.2.2  選擇委託單 

                        ● 點選個股後，可以看到該個股之所有委託單。 

 

                7.4.2.3  確認委託單內容 

                        ● 點選委託單可以查看詳細委託內容，此處可以撤 

                          銷或變更條件。 



 

 

                7.4.2.4  變更委託條件 

                        ● 變更條件時，僅提供變更出借張數及費率。 

 

                7.4.2.5  撤銷出借委託 



                        ● 點選撤銷委託後，會出現小提醒，若繼續選擇撤 

                          銷，則會完成撤銷手續。 

  

         7.4.3  查詢成交(出借中)庫存 

                7.4.3.1  查詢成交個股 

                        ● 此處會列出所有成交單之個股。 



 

                7.4.3.2  查詢成交單 

                         ● 點選個股後，可以看到該個股之所有成交單。 

 

                7.4.3.3  查看成交明細 

                         ● 點選成交單可以查看詳細內容。 



 

         7.4.4  查詢已還券帳務 

                7.4.4.1  查詢已還券個股 

                        ● 點選查詢已還券帳務會看到個股列表，點選個股 

                          後進入觀看該股之還券狀況。 

 



                7.4.4.2  查詢還券單 

                         ● 點選個股後，可以看到該個股之所有還券單。 

 

                7.4.4.3  查詢還券帳務 

 

8. 密碼專區 



● 如密碼輸入錯誤三次導致鎖住，請使用「密碼解鎖」服務。 

● 如密碼已忘記，請使用「密碼補發」服務。 

 

8.1  密碼解鎖 

     ● 須在『好神 e櫃台』APP中存有本公司有效憑證，才可使用本服 

       務。 

     ● 請填寫「身分證字號」、「民國出生年」和「銀行交割帳戶末 5碼」 

       進行「密碼解鎖」作業。 



   

8.2  密碼補發 

● 須在『好神 e櫃台』APP中存有本公司有效憑證並已訂閱電子對帳單， 

  才可使用本服務。 

● 請填寫「身分證字號」、「民國出生年」和「銀行交割帳戶末 5碼」 

  進行「密碼補發」作業。 

   



9. 全額預繳 

    ● 初次使用，需輸入「出生日期」申請手機憑證，申請完成後即可開始使 

      用服務。 

   

    9.1  全額預繳 / 申請作業 

         ● 申請作業：如有多帳號之客戶，可選擇「客戶帳號」後輸入「預繳 

           金額」，確認後按申請送出。 

         ● 點擊左側「≡」功能選單按鈕，點選「查詢紀錄」可以查詢申請狀 

           況。 

         ● 目前開放線上全額預繳之交割銀行：華南銀行。 

         ● 全額預繳當日未成交金額，將在當日 17:00退回客戶交割銀行帳 

           戶(實際入帳時間，以銀行作業時間為準)。 

         ● 未簽署「全國性繳費(稅)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之客戶，請下 

           載並列印乙份，填寫並簽名及蓋章 台端留存在銀行之原留印鑑 

           後，將申請書寄回 台端開立證券戶之華南永昌證券所屬分公司(送 

           達本公司日起算需 5個營業日)。 

http://172.22.9.125/hnsc/entrust-web/view/periodic/projectApply/checkNewProjecthttps:/www.entrust.com.tw/upload/entrust/download/全國繳費稅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全額交割).pdf


  

    9.2  全額預繳 / 查詢紀錄 

         ● 提供「當日」與「近 3個營業交易日」查詢紀錄。 

  

 



10. 股票圈存 

    ● 點擊「股票圈存」功能，手機瀏覽器會開啟網頁。 

   

    10.1  股票圈存 / 登入 

         ● 輸入「身分證字號」和「電子交易密碼」，確認後按「登入」送出。 

         ● 登入後，系統會判斷瀏覽器內有無憑證，若無憑證則會跳出申請憑  

           證頁面。 

         ● 初次申請憑證時，請將彈跳視窗功能『開啟』。(請參閱說明) 

         ● 線上申請作業時間：08:00~14:30。 

 

https://www.entrust.com.tw/upload/entrust/software/pop_up_window.pdf
https://www.entrust.com.tw/upload/entrust/software/pop_up_window.pdf


   

    10.2  證券圈存  

         ● 點擊右側「≡」功能選單按鈕，點選「證券圈存」。 

         ● 輸入「股票代號」按查詢、再輸入欲「圈存股數」，確認後按送出。 

 

 



    10.3  證券解圈  

         ● 點擊右側「≡」功能選單按鈕，點選「證券解圈」。 

         ● 勾選欲解圈的「股票」後，再輸入欲「解圈股數」，確認後送出。 

 

    10.4  證券圈存狀態查詢  

         ● 點擊右側「≡」功能選單按鈕，點選「證券圈存狀態查詢」。 

         ● 選擇欲解圈的「股票」後，再輸入「解圈股數」，確認後送出。 

 



11. 信用戶專區 

    ● 初次使用，需輸入出生日期申請手機憑證，申請通過後即可開始使用服 

      務。 

  

    ● 憑證申請完成後，即出現「信用戶專區」。 

 

11.1  新戶申請 

    ● 選擇您要加開信用戶之分公司。 



 信用戶只能選擇申請一家 

 以下業務限與信用戶開立同帳號 

1. 不限用途款項借貸 

2. T+5日款項借貸 

3. 有價證券借貸 

 

    ● 請確認您的基本資料，如欲更新，請點選「變更基本資料」進行更改。 

 



    ● 請輸入您希望的額度(最低額度 50萬元)。 

1. 申請額度 = 50萬，不需財力證明資料。 

2. 申請額度 ≦ 250萬，以 10萬為級距；申請額度＞250萬，以 50           

萬為級距。 

3. 申請額度超過可申請額度，請備妥其他財力證明資料，我們將由專

人與您聯繫。 

4. 目前庫存市值為已完成交割股票。 

5. 財力證明須達申請額度之 30%，且一年內交易紀錄需達申請額度

之 50%。 

 

    ● 請上傳身分證正反面。 



 

    ● 請簽署相關契約。 

 

    ● 簽署契約後，點選「下一步」即完成申請。 



 

11.2  額度變更 

    ● 請確認您的基本資料，如欲更新，請點選「變更基本資料」進行更改。 

 

   ● 請輸入您希望的額度(最低額度 50萬元)。 

1. 申請額度 = 50萬，不需財力證明資料。 

2. 申請額度 ≦ 250萬，以 10萬為級距；申請額度＞250萬，以 50           

萬為級距。 



3. 申請額度超過可申請額度，請備妥其他財力證明資料，我們將由專

人與您聯繫。 

4. 目前庫存市值為已完成交割股票。 

5. 財力證明須達申請額度之 30%，且一年內交易紀錄需達申請額度

之 50%。 

 

    ● 請上傳身分證正反面。 

 



    ● 請簽署相關契約。 

 

    ● 簽署契約後，點選「下一步」即完成申請。 

 

11.3  續約申請 

    ● 請確認您的基本資料，如欲更新，請點選「變更基本資料」進行更改。 



 

   ● 請輸入您希望的額度(最低額度 50萬元)。 

1. 申請額度 = 50萬，不需財力證明資料。 

2. 申請額度 ≦ 250萬，以 10萬為級距；申請額度＞250萬，以 50           

萬為級距。 

3. 申請額度超過可申請額度，請備妥其他財力證明資料，我們將由專

人與您聯繫。 

4. 目前庫存市值為已完成交割股票。 

5. 財力證明須達申請額度之 30%，且一年內交易紀錄需達申請額度

之 50%。 



 

● 請上傳身分證正反面。 

 

    ● 請簽署相關契約。 



 

    ● 簽署契約後，點選「下一步」即完成申請。 

 

11.4  進度查詢 

    ● 點選進度查詢，即顯示目前申請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