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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華南好神期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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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版面 
 

功能說明：提供初始版面兩個－綜合看盤、閃電下單；並可自行增減版面(  / )，目前

總版面數量限為三個； 版面名稱過長時可使用方向鍵選擇版面。 

 

2.1. 調整版面  
功能說明：可自行設定版面，方便使用者操作習慣。設定前先於【管理】項目，確定【鎖定

版面】功能未開啟，然後點選 加號新增空白版面，並輸入版面名稱。即可開

始自訂版面；並可點選 叉號刪除。 

 

2.1.1. 鎖定版面 

功能說明：當進行任何版面增減視窗或移動視窗的操作前，都需要先將【鎖定版面】功能關

閉，不然無法執行任何版面視窗的調整或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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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新增版面 

步驟 1. 確定【鎖定版面】功能未開啟，點選 加號新增空白版面，並輸入版面名稱。 

◎系統預設版面不可改名稱，新增版面名稱修改，只能限定在新增時進行設定，一旦新

增完成後，版面名稱就不可以再次更動。 

 

 

步驟 2. 展開功能列的選單，選擇想要的功能項目並按住視窗名稱將該功能視窗移動到

新版面上，可選擇要重疊視窗或是分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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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版面設定完成，會自動儲存設定，不須手動存檔，如須備份，可使用【管理】/

【匯出版面】來進行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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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刪除版面 

步驟 1. 點選華南好神期Ⅱ功能列的版面名稱右側的 叉號，出現確認視窗，點選【確

定】即可對該版面進行刪除。 

 

 
步驟 2. 刪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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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版面操作  

2.2.1. 移動版面 

步驟 1. 以滑鼠左鍵快速點擊版面名稱兩次，可將該版面分離出來。 

 

↓ 

 

 

步驟 2. 以滑鼠左鍵對準版面名稱按住，可移動版面視窗(到多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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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版面最小化 

功能說明： 

(1) 已分離出來的版面或視窗，點選最小化，會令功能列上的華南好神期 I4圖示

顯示出原本的版面及新增的版面。 

(2) 在版面中點選出新的功能視窗，該功能視窗點選最小化，會立刻將該功能視窗

嵌進目前的版面裡。 

(3) 直接點選目前版面的最小化，會將目前版面最小化至功能列內。 

 

 

2.2.3. 版面最大化 

功能說明：將分離出的版面視窗最大展開於電腦螢幕內。再點選一次，可恢復分離的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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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版面關閉 

功能說明：將該分離出的版面視窗進行關閉，並重新出現在好神期Ⅱ下方的版面列。 

 

↓ 

 

 

2.2.5. 版面視窗注意事項 

(1) 分離出來的版面視窗無法再對該版面內的功能視窗進行增減，只有顯示在華南好神

期Ⅱ功能列上的版面，可以增減功能視窗，因此如需對分離版面進行功能增減，請

先關閉視窗後，增減完成再進行分離。 

(2) 搜尋商品的功能會同時對所有版面進行商品資訊帶入。 

(3) 即使將華南好神期Ⅱ功能列上的版面視窗分離出來，但是依然最多只能存在三個版

面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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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匯出入版面 

2.3.1. 匯出版面 

功能說明：點選【管理】的【匯出版面】，可將目前華南好神期Ⅱ的所有版面設定進行

匯出，檔案類型為 dlz 檔，預設檔案名為 Layouts+日期，預設儲存位置為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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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匯入版面 

功能說明：將版面備份到其他電腦中，點選【管理】的【匯入版面】，找出備份檔案所

在的位置，點選後進行開啟，可將之前儲存華南好神期Ⅱ的所有版面設定進

行匯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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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搜尋商品  

 

 

功能說明：點選【搜尋商品】，會出現商品搜尋功能視窗，確定欲搜尋之商品項目，會將該

商品資訊帶入下方所列之功能視窗中。 

(1)可使用【搜尋商品】帶入商品資訊之功能視窗： 

a.華南好神期Ⅱ選單-報價：商品走勢、最佳五檔、商品明細、分架表、

分時明細、技術分析、Tick 走勢 

b.華南好神期Ⅱ選單-交易：批次下單、閃電下單、閃電下單 ST 

c.獨立元件-華南戰鬥閃電 

(2) 不可使用【搜尋商品】帶入商品資訊之功能視窗： 

a.華南好神期Ⅱ選單-報價：商品疊圖 

b.華南好神期Ⅱ選單-交易：警示下單 

c.獨立元件-華南技術分析 

(3) 可於欄位輸入關鍵字快速查詢所需商品(關鍵字包括但不限於商品名稱、商

品代碼、商品日期、股票期貨標的之股票的代號。)，或是逐步篩選條件來

選擇標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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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管理  

 

 

功能說明：(1) 華南期貨：另開瀏覽器-華南期貨官網

(https://ft.entrust.com.tw/index.do)的快捷鍵。 

(2) 匯入版面：《詳情請見參、華南好神期Ⅱ篇/第二章版面/2.3.匯出入版面》 

(3) 匯出版面：《詳情請見參、華南好神期Ⅱ篇/第二章版面/2.3.匯出入版面》 

(4) 預設版面：《詳情請見參、華南好神期Ⅱ篇/第二章版面/2.4.預設版面》 

(5) 戰鬥閃電：提供開啟獨立元件-華南戰鬥閃電的快捷鍵。 

(6) 版面鎖定：《詳情請見參、華南好神期Ⅱ篇/第二章版面/2.1.調整版面》 

(7) 公告跑馬燈：顯示目前華南期貨的最新公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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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選單  

   

功能說明：提供華南好神期Ⅱ內各類功能視窗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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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報價  

 

功能說明：提供報價相關資訊及看盤相關資訊的功能視窗。 

5.1.1. 自選報價  

功能說明：提供庫存報價和三組自選群組(預設，可自行新增)，以及快速開啟-技術分析、

快速下單、商品排序、欄位設定、庫存報價、群組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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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期貨報價 
◎合約名稱字尾加註黃色星號之項目，為當前熱門月之商品(詳情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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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合成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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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選擇權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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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選擇權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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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國外報價 

◎合約名稱字尾加註黃色星號之項目，為當前熱門月之商品(詳情請見下圖)。 

 

◎國外商品實際價格以國外交易所資訊為主，華南好神期Ⅱ之國外商品報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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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國外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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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商品走勢   

功能說明： 

(1) 提供當日成交價量走勢圖、最高價、最低價、現價及單筆成交量資訊。 

(2) 可切換顯示模式 ○漲跌停區間 或○高低區間。 

(3) 為當日資訊，無法切換分線和選擇時段。 

 

 

5.1.9. 最佳五檔 

功能說明： 

(1)顯示商品狀態、最佳五檔資訊。 

(2)顯示成交價、漲跌(漲跌幅)、單量、總量及更新時間； 顯示資訊， 關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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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商品明細  

 功能說明：提供商品詳細資料－成交價、漲跌、漲跌幅、成交時間、開盤價、成交量、當

日最高/低價、今未平倉量、昨成交量、參考價、昨未平倉量、委買/賣筆數、

委買/賣數量、淨委買數量、未平倉增減、漲/跌停價、委買/賣均張、內/外盤

價、均買-均賣、總賣成筆-買成筆、委買口-賣/口、委買筆-賣筆、委買口/賣

口、委買筆/賣筆、試撮價/量、日/夜盤限制口數、狀態、原因、買賣氣。  

  

 

5.1.11. 分價表 

功能說明：顯示商品各價位成交口數及快速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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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分時明細 

功能說明：顯示商品每筆交易的資訊(時間、買/賣價、價格、漲跌、量、累積量、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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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技術分析 

功能說明：華南好神期Ⅱ/選單/報價/【技術分析】與管理器所屬的【獨立元件－技術分析】

相比，除基本功能之外，共缺少三項技術分析圖檔相關功能－【開新 chart 圖】、

【開啟舊 chart圖】【儲存 chart圖】。 

基本功能(同【獨立元件－技術分析】)： 

(1) 提供四種類型(價格、量、趨勢、期權)的多項指標。 

(2) 提供 1分、2 分、3分、5分、10分、15分、30分、60分、日分、週分、月分線模

式，顯示 K棒期間長度設定及切換時段。 

(3) 提供放大縮小模式、十字線、趨勢線、同心直線、價格線、扇形線、垂直線、水平

線等輔助線、返回上一步及刪除線條等功能，以供繪圖使用。 

(4) 提供商品搜尋功能視窗。 

(5) 提供顯示標的商品市況和即時商品市況、目前最高/低價、最近一筆成交價、漲跌

與成交量資訊。 

(6) 調整圖表線條色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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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Tick 走勢 

功能說明：提供『當日』即時的 Tick圖及最新一筆交易資訊。 

 

 

5.1.15. 商品疊圖 

功能說明：提供可同時比較多筆商品的走勢圖。(預設商品為加權指數和台指期貨熱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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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 買賣力差 

功能說明：衡量買賣雙方力道大小的指標。 

          UV(紅)=賣盤(外盤)成交口數 

          DV(綠)=買盤(內盤)成交口數 

 



                                                                                       

 

華南好神期 I4 操作手冊                                                                          頁 30 

5.2. 交易  

 

5.2.1. 委託回報  

功能說明：提供國內外期權下單的委託(包含智慧單)相關功能。 

(1) 篩選：只顯示想要檢視的委託單項目，方便客戶找出心儀商品，並可可對今日所

有的委託單依委託狀態及國內外期權委託來進行篩選。。 

(2) 全刪：所有未成交之委託單，全部刪單。 

(3) 買全刪：所有未成交之多方委託單，全部刪單。 

(4) 賣全刪：所有未成交之空方委託單，全部刪單。 

(5) 刪單(單筆)：刪除所選擇之委託單。 

(6) 追單：對所選委託單之價格進行追價(多單為增加檔數；空單為減少檔數)；可將

指定的未成交之委託單價格快速修改(無確認視窗)，且多單委託限定增加

委託單價格，空單委託限定減價；追單 Tick[ N ](檔)：N 為追單檔數之設

定。 

(7) 改價：對所選委託單之價格進行修改。 

(8) 改量：對所選委託單之數量進行修改。 

(9) 欄位設定：提供委託回報的欄位項目增減。 

(10) 委託顏色： 

○1  多單委託下單成功，在 【委託回報】/【成交回報】視窗以紅色字體顯示。 

○2  空單委託下單成功，在 【委託回報】/【成交回報】視窗以綠色字體顯示。 

○3  委託下單失敗，在 【委託回報】視窗以黃色字體顯示，並於 [備註]欄位

說明下單失敗原因。 

○4  委託下單刪除成功，在 [委託回報]視窗以灰色字體顯示；如果該筆委託已

成交，將無法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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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成交回報  

功能說明：可以國內外為條件來篩選顯示目前已成交的委託內容，並提供欄位設定。 

 
 

5.2.3. 批次下單 

功能說明：提供設定多筆不同類型(國內單式期貨、複式期貨、單式選擇權、複式選擇權及

國外期貨)委託，並可選擇直接下單、部分下單或是全部下單。 

◎委託匣內之委託單內容，可進行多次傳送，不會因已下單成功而自動取消。 

◎委託匣內之委託單內容，不可修改，只能刪除後再新增修改過後的內容。 

 

 

 

5.2.4. 閃電下單 

功能說明：提供國內外商品快速下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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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閃電下單 ST 

功能說明：提供【閃電下單】功能及部分國外商品快速下(停損市價/停損限價)單的功能。 

◎使用前須先簽署智慧單申請書，方能使用閃電下單 ST功能。 

◎可使用【閃電下單 ST】的 SM/SL功能之交易所商品僅限下表紅底標註之範圍－僅有有提供

停損單/停損限價單之委託單別的國外交易所之商品。 

◎國外商品實際觸發價格以國外交易所資訊為主，華南好神期Ⅱ之國外商品報價，僅供參考。 

 

◎閃電下單 ST功能不等於智慧單的觸價單功能，閃電下單 ST的停損限價/市價委託單一旦

下單成功，該委託將直接下至所屬交易所市場中；而智慧單的停損單，則是在觸價條件發

動前，該智慧單設定是建立於客戶端的電腦內，一旦網路斷線或關機，前者會繼續在市場

上等待成交，後者則是該智慧單設定條件(觸價條件發動前)取消，不會繼續等待成交。 

◎非上述所列之交易所的商品，如需要下停損單，請使用獨立元件-華南戰鬥閃電。 

◎閃電下單 ST，如果所帶入之商品所屬的交易所並未提供停損單或停損限價單，那閃電下

單 ST功能視窗將不會顯示 ST功能鍵(詳情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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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警示下單 

功能說明：(1) 設定警示條件(標的商品)，條件觸發後帶下單(交易商品)。 

          (2) 標的商品與交易商品可設定為不同商品； 

(3) 警示條件可以進行修改。 

(4) 一旦確認關閉，任何未執行之警示下單動作，都將會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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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連續 IOC 

功能說明：適用於選擇權複式單交易。 

◎ 因【連續 IOC】使用上的原理和操作較為進階，詳細用法請洽所屬營業員進行指導和解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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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帳務  

 
 

功能說明：提供期貨帳戶帳務相關功能，其包含但不限於國內權益數、庫存部位、國內出入

金、歷史紀錄、國內外對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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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權益數 

功能說明：(1) 顯示期貨帳務的權益數資訊，可切換國內外及不同幣別(TWD 新台幣、EUR歐

元、GBP 英鎊、HKD港幣、JPY日圓、SGD新加坡幣、USD 美元) 

(2) 項目包含可動用(出金)保證金、前日餘額、存提、到期履約損益、權利金收

入與支出、本日期貨平倉損益淨額、手續費、期交稅、本日餘額、未沖銷期

貨浮動損益、期貨部位未實現利得、權益數、未沖銷買方選擇權市值、未沖

銷賣方選擇權市值、權益總值、原始保證金、維持保證金；委託暴政金；委

託權利金；選擇權預扣費用、加收保證金指標、加收保證金、超額/追繳保

證金、風險指標、選擇權未平倉損益；有價證券抵繳總額、足額維持率、約

當台幣總淨值、約當台幣維持率、匯率、昨日平倉損益、未沖銷期貨風險浮

動損益、未沖銷部位所需風險原始保證金、未沖銷買方選擇權風險市值、未

沖銷賣方選擇權風險市值、風險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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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未平倉部位 

功能說明：提供目前未平倉的部位資訊(國內/國外)、全部庫存一鍵平倉功能(全平)及總損

益試算。 

【全平】：國內單(除複式單)以一定範圍市價進行委託平倉，國外單和複式單則是以市價委

託平倉；若複式單的反向單包含任一為買方，該複式單的平倉將會因為《選擇權

買方不可市價單》而致委託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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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平倉損益 

功能說明：提供選擇期間所有已沖銷完成的委託資訊、匯出 EXCEL及損益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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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國內出金 

功能說明：提供變更網路出金密碼、入金帳號查詢、國內期權保證金出金作業及出入金申請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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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出金申請處理時間與出金時段】 

 
【註】第一時段為當日 13:30-14:00出金；第二時段為當日 15:30-16:00 出金。 

 

【未合規定存入之款項處理】 

(1) 非約定帳號轉入款項，退回銀行系統顯示之「轉出帳號」。 

(2) 非本人匯款及存款，則該筆款項退還原「匯款人」或「存款人」。 

(3) 備妥退款相關文件及「客戶保證金退回轉匯申請書」後，本公司於客戶完成退款申

請程序後，將該筆款項退還原「匯款人」或「存款人」。 

(4) 因退款產生之銀行匯費由【收款人】負擔。 

(5) 所有入金皆應為約定帳號，無例外情形。 

(6) 入金狀況為下列情形並非客戶問題，待補正資料後則轉入客戶權益數不退款。 

※銀行人員輸入錯誤。 

※客戶姓名有難字，可辨識者。 

※銀行系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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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網路出金作業說明】  

(1) 自 99年 8月 1日起，客戶需填具「使用電子式委託交易與申請提領保證金風險預

告暨同意書」並完成開戶建檔，才能使用網路出金。 補填同意書係依主管機關規

定辦理，舊客戶若無法使用網路出金請至原開戶據點簽署同意書後，即可使用網路

出金之功能。(99年 8月 1日起適用) 

(2) 盤中時段(07:30-14:00)之電子式出金，於出金申請送出時即時自客戶期貨帳戶扣

款，盤後時段接受預約出金申請(14:01至次日 05:00)， 將於次一營業日 07:30轉

為即時扣款。(106年 5月 15日起適用) 

(3) 網路出金之匯款時段每日兩次。10:30前申請為第一時段出金作業，10:30-14:00

申請為第二時段出金作業。當日 14:01以後所為之申請，列入隔一營業日的第一時

段。  

(4) 需於匯款作業完成後，客戶申請提領之超額保證金才會存入客戶指定之帳戶。 

(5) 網路出金僅自然人可申請，法人戶請改採書面申請出金作業。(95 年 7月 10日起適

用) 

(6) 入金帳戶需辦理約定(最多三個)，未依約定帳戶入金，應退回之款項，完成相關退

款手續後，配合平日出金匯款作業時間處理退款事宜。 

(7) 詳情請參考 華南期貨官網國內期貨電子式出金作業說明、 入金作業辦法說明 ，

電話出金專線(02)2545-0731。 

(8) 期貨出入金查詢專線：(02)2718-0000轉分機 3651。 

(9) 電子式出金金額上限為「客戶可提領之超額保證金」。(99年 9月 28日起適用) 

 

https://ft.entrust.com.tw/entrustFutures/withdrawal.do
https://ft.entrust.com.tw/entrustFutures/bail.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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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歷史沖銷內 

功能說明：提供查詢國內歷史沖銷資訊；每次查詢起訖日期不得超過 30天。 

 

 

 

5.3.6. 歷史成交內 

功能說明：提供查詢國內歷史成交資訊；每次查詢起訖日期不得超過 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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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選擇權組拆 

功能說明：因應不同盤勢，進行多樣性的組合策略，提供將持有選擇權部位進行單組、單拆、

新轉平、建議組合和全拆之功能，以協助投資人期權交易更有效率及節省保證金。 

(1) 單組：將兩筆單式選擇權部位組合成一組複式選擇權。 

(2) 單拆：將一組複式選擇權部位進行拆解。 

(3) 新轉平：方便將選擇權單式單相同商品名稱但買賣別相反之反向沖銷；反向沖銷規 

        則，僅提供庫存有選擇權單式單買賣別相反之部位時作反向沖銷。 

(4) 建議組合：依系統建議組合參考，請投資人仍應自行判斷依個人需求決定部分或全   

        部採用。 

(5) 全拆：將目前庫存的複式選擇權全部進行拆解；使用該功能前，請先確認帳戶保證 

        金充裕，以免拆解後所需保證金增加而導致被追繳或砍倉。 

◎選擇權組說明網址 (可點選連結) 

      

5.3.8. 部位組拆 

功能說明：提供將庫存之相同選擇權部位進行多筆組合或拆解之功能，以協助投資人期權交

易更有效率及節省保證金。 

    

https://fgateway.entrust.com.tw/html/ifw8351_hel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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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國內對帳單 

功能說明：提供買賣報告書及月對帳單。 

【註】僅提供一年內之資料供查詢，查詢區間限定為一個月內，期限之前的歷史買賣報告書

及月對帳單資訊，請本人持雙證件洽原開戶台辦理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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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 國外出金 

功能說明：提供國內轉匯至國外期貨保證金專戶(內轉外)、國外轉匯至國內期貨保證金專戶

(外轉內)、國外期貨保證金專戶匯至約定銀行帳戶(國外出金)及出入金申請查

詢。 

申請時間(不含例假日) 幣別 申請時間 入帳時間 

申請時間(不含例假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幣別：同幣別互轉

【不須換匯】 
申請時間：當日不限時點 入帳時間：當日 

申請時間(不含例假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幣別：不同幣別互轉

【須換匯】 
申請時間：當日 14:00前 入帳時間：當日 

【註】即時互轉功能限幣別為新台幣，非新台幣因需換匯，故依目前人工二階段流程執行。 

【註】每日二次的資料轉換時間將暫停出入金申請與取消：(1)23:45-00:15，(2)營業日

05:0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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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歷史沖銷外 

功能說明：可選時段並提供國外期權的歷史沖銷查詢。 

 

 

5.3.12. 歷史成交外 

功能說明：可選時段並提供國外期權的歷史成交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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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國外對帳單 

功能說明：功能同國內對帳單查詢。 

 
 

5.3.14. 歷史委託外 

功能說明：可選時段並提供國外期權的歷史委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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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Q&A  
Q1. 管理器消失後，怎麼再將管理器弄出來? 

A1. 不論是哪個獨立元件－華南技術分析、華南戰鬥閃電和華南好神期Ⅱ，元件視窗右上角

有一個設置鍵(齒輪符號)，點擊後選擇【設置】，即可將管理器再叫出來。 

 

Q2. 戰鬥智慧/閃電下單內的功能，把視窗元件關掉後設定的條件還會觸發嗎？ 

A2. 條件設定後，若僅關閉視窗，當條件到達時還是會做觸發的動作。唯獨將華南好神期軟

體整個關閉，條件才不會運作，但是，已經將委託下到市場的話，該委託仍然會繼續等

待成交。 

 

Q3. 除了華南好神期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軟體可以下海期智慧單？ 

A3. 目前在電腦端只有華南好神期提供全時段的海外期貨商品的智慧單委託下單，以及國內

商品的全時段的智慧單委託下單。 

 

Q4. 明明可使用之保證金餘額還有 60幾萬，為什麼下國內期貨三口大型台指期貨就會顯示

【超過保證金控管上限，不可下單】？(2021 年 10月，一口大台期貨原始保證金額為新

台幣 18萬 4千元整。) 

A4. 因為您的交易額度低於交易三口大型台指期貨的原始保證金總額？若下單總計之原始

保證金金額超過您的交易額度額，將無法繼續下單。     

    ◎請注意，您的入金金額並不等於您的交易額度/可使用保證金額度。 

    ◎實際保證金使用額度可洽詢您的所屬營業員詢問。 

 

Q5. 明明可使用之保證金餘額還有 60幾萬，為什麼下海外期貨顯示【保證金使用額度不足】？ 

A5. 自 110年 9月起，但凡尚未申請過保證金使用額度調整之客戶，那全部的保證金使用額

度都將歸於國內期貨交易使用，國外保證金額度則是 0元；如需調整，請洽所屬營業員

來申請調整。 

 

Q6. 明明 2022年初的時候還有交易過海外期權，為什麼今天不能交易了，還出現【保證金

使用額度不足】？ 

A6. 自 111年 4月 18日起，所有交易額度超過 50萬之客戶，但凡尚未進行過資力證明者，

交易額度中，國內保證金額度調整至不可大於 50萬，國外保證金額度將歸零；如需調

整，請洽所屬營業員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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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在Win 11的電腦上安裝華南好神期I4完成，為什麼點選桌面上的捷徑卻沒有任何反應？ 

A7. 請確認您華南好神期 I4的安裝路徑(以滑鼠右鍵點擊圖示捷徑，點選開啟檔案位置)，

目前華南好神期 I4 要能在 Win 11系統環境中運行，限制安裝於電腦(C：\)/本機磁碟

(C:)，如果安裝於其他目錄之下，有可能會導致無法執行；請移除檔案後，重新依內建

步驟流程安裝順序執行安裝即可。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