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南 I4 

 

 

 

 

 

 

 

 

 

   

華南好神期 I4 
說明手冊第壹貳篇基礎功能 

(2022.5) 

 

 
 

 

 

 

 

 

  

  

 



                                                                                       

 

華南好神期 I4 操作手冊                                                                          頁 1 

 

目錄 
 

壹、基礎篇 ............................................................................................................................................................................... 3 

第一章 前言 ............................................................................................................................................................................. 4 

1.1. 功能架構 ............................................................................................................................................................................. 4 

1.2. 系統需求 ............................................................................................................................................................................. 4 

1.2.1. 建議硬體規格 ............................................................................................................................................................ 4 

1.2.2. 建議軟體環境 ............................................................................................................................................................ 4 

1.2.3. 網路需求 .................................................................................................................................................................... 5 

1.3. 安裝指南 ............................................................................................................................................................................. 5 

第二章 基本介紹 ..................................................................................................................................................................... 9 

2.1. 系統畫面(初始) ................................................................................................................................................................. 9 

2.1.1. 管理器........................................................................................................................................................................ 9 

2.1.2. 系統公告 .................................................................................................................................................................. 10 

2.1.3. 好神期Ⅱ(一)主畫面 ............................................................................................................................................... 10 

2.1.4. 好神期Ⅱ(二)功能列 ............................................................................................................................................... 11 

2.1.4.1. 版面相關 ............................................................................................................................................................................. 11 

2.1.4.2. 資訊 ..................................................................................................................................................................................... 11 

2.1.4.3. 狀態 ..................................................................................................................................................................................... 11 

2.1.4.4. 搜尋商品、管理及選單 ..................................................................................................................................................... 11 

2.1.5. 華南技術分析 .......................................................................................................................................................... 12 

2.1.6. 華南戰鬥閃電 .......................................................................................................................................................... 13 

2.2. 調整視窗 ........................................................................................................................................................................... 14 

2.2.1. 調整大小 .................................................................................................................................................................. 14 

2.2.2. 調整位置 .................................................................................................................................................................. 14 

2.2.2.1. 移動視窗 ............................................................................................................................................................................. 14 

2.2.2.3. 分離視窗 ............................................................................................................................................................................. 15 

2.2.3. 視窗狀態 .................................................................................................................................................................. 16 

2.2.3.1. 最大化/最小化 ................................................................................................................................................................... 16 

2.2.3.2. 分離視窗 ..............................................................................................................................................................................17 

2.2.3.3. 關閉視窗 ..............................................................................................................................................................................17 

貳、功能篇 ............................................................................................................................................................................. 18 

第一章 管理器 ....................................................................................................................................................................... 19 



                                                                                       

 

華南好神期 I4 操作手冊                                                                          頁 2 

1.1. 系統 .............................................................................................................................................................................. 19 

1.2. 獨立元件 ...................................................................................................................................................................... 19 

1.3. 公告 .............................................................................................................................................................................. 20 

1.4. 客戶服務/幫助 ................................................................................................................................................................. 20 

1.4.1. 問題回報 .................................................................................................................................................................. 21 

第二章 獨立元件-華南技術分析........................................................................................................................................... 22 

2.1. 指標區 ............................................................................................................................................................................... 23 

2.1.1. 價格指標 .................................................................................................................................................................. 23 

2.1.2. 量指標...................................................................................................................................................................... 24 

2.1.3. 趨勢指標 .................................................................................................................................................................. 24 

2.1.4. 期權指標 .................................................................................................................................................................. 25 

2.2. 功能區 ............................................................................................................................................................................... 27 

2.3. 圖表區 ............................................................................................................................................................................... 28 

第三章 獨立元件-華南戰鬥閃電........................................................................................................................................... 29 

第四章 獨立元件-華南好神期Ⅱ........................................................................................................................................... 30 

  

 

 

 



                                                                                       

 

華南好神期 I4 操作手冊                                                                          頁 3 

 

 

 

 

 

 

 

 

 

 

 

 

 

壹、基礎篇 



                                                                                       

 

華南好神期 I4 操作手冊                                                                          頁 4 

第一章 前言 
本軟體提供期貨、海外期貨選擇權市場之即時報價資訊軟體。兼具期貨、期貨價差、單式選

擇權、複式選擇權、智慧單、回報、帳務等功能之完整個人金融交易平台。 

華南期貨客服專線：412-8889 進線話務系統後按 8接期貨客服 (外島地區或是行動電話用

戶撥打時請加 02或 07)。 

服務時間：交易日週一到週五 08:00~17:00。  

聯絡我們：https://ft.entrust.com.tw/entrustFutures/contactUs.do# 

◎本使用手冊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功能、畫面和資訊請以線上最新版本軟體和

臺灣期貨交易所網站公告為主。  
 

1.1. 功能架構 
本系統主要分成管理器及三大獨立元件－技術分析、戰鬥閃電及華南好神期 II。 

 

1.2. 系統需求 

1.2.1. 建議硬體規格  

設備 建議採用規格 

CPU 中央處理器 AMD R5 (3.4 GHz)或

以上 

記憶體 記憶體 8G 或以上 

硬碟機 硬碟安裝空間 100GB以上 

顯示器 螢幕解析度 1024 X 768或以上 

【註】軟體使用時，建議 CPU及記憶體維持在 50%以下，以保持良好的使用觀感。 

 

1.2.2. 建議軟體環境  

項目 建議採用規格 

作業系統 Windows 10 

【註】目前僅支援微軟作業系統：Windows 7或以上。 

 

https://ft.entrust.com.tw/entrustFutures/contactUs.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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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網路需求  

需有專線、Cable或 ADSL 等寬頻網際網路連線，建議下載寬頻至少 10Mbps 以上。  

 

 

 

 

 

 

 

 

 

 

 

 

 

  

1.3. 安裝指南 
請至華南期貨官網的華南好神期專屬頁面(https://ft.entrust.com.tw/entrustFutures/)

下載[華南好神期Ⅱ]，並依步驟進行安裝流程。 

操作說明：點選下載後，請依下列圖示操作以完成安裝流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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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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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按下[完成]，桌面出現  圖示，點擊圖示，即可立即登入華南好神期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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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開始使用 
操作說明： 

步驟 1. 使用滑鼠左鍵點擊桌面上的圖示。 

 

步驟 2. 畫面會出現[登入介面]及[公告介面]。 

 
步驟 3. 輸入身分證字號及密碼後，點選 [登錄]，進入系統。 

◎如該電腦尚未申請過憑證，將無法登陸華南好神期 I4；請先完成憑證申請作業，再行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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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介紹 
 

2.1. 系統畫面(初始)  

 
功能說明：初次開啟時，主要呈現四個部分，包括(1)管理器、(2)系統公告、(3)好神期主

畫面及(4)好神期功能列。 

 

2.1.1. 管理器  

 

功能說明：管理器預設會列位於電腦螢幕的中央最上方，為本系統提供功能的主項目；可改

變位置，也可最小化，一旦關閉管理器即為關閉整個系統。當您選擇功能表列選

項，會自動展開顯示出各功能選項，請依您的需求選擇您所需要的功能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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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系統公告  

 
功能說明：系統最新公告。 

2.1.3. 好神期Ⅱ(一)主畫面  

 

功能說明：顯示內容為使用者所選擇使用的資訊視窗或功能視窗，並且會於視窗左上角顯示

目前的軟體版本號。(上圖為系統預設版面) 

《詳情請參見參、華南好神期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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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好神期Ⅱ(二)功能列  

 
功能說明：功能列位於好神期主畫面下方；除了左側的版面相關，顯示以下狀態：自選商品

資訊、指定幣別權益數資訊、連線、帳號及時間；右側則是好神期主要功能：搜

尋商品及功能總管。 

《詳情請參見參、華南好神期Ⅱ篇》   

 

2.1.4.1. 版面相關  

 
功能說明：預設會呈現兩個初始版面，綜合看盤和閃電下單，並可另外新增一個自設版

面，可隨時進行刪減，最多維持三個版面；功能列中的管理，可選擇匯出入

版面及恢復預設版面。 

2.1.4.2. 資訊  

 
功能說明：顯示於功能列正中央，可將自選商品中的一項指定商品報價資訊顯示在功能

列中，能夠隨意切換，但是只限一個商品；偏右側-預設顯示目前帳戶的國

內台幣帳戶可動用(出金)保證金額度，可切換為其他的幣別。                               

2.1.4.3. 狀態  

 

功能說明：顯示網路連線、使用帳號及電腦時間的狀態。 

2.1.4.4. 搜尋商品、管理及選單 

 
功能說明：搜尋商品快捷鍵、好神期視窗管理功能及主要項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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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華南技術分析  

 

功能說明：顯示所選商品的技術分析圖。 

          指標區可設定多項指標；功能區可提供繪圖及調整圖表區週期；圖表區除喜善指

標區和功能區的設定調整，另可新增、儲存、開啟舊檔－多筆不同設定的技術分

析圖。 

◎此為管理器所屬的【獨立元件－技術分析】，其功能與華南好神期Ⅱ/選單/報價/【技術分

析】略有差異。 

《詳情請參見貳、功能篇/第二章/獨立元件－華南技術分析及參、華南好神期 II篇/第五

章/5.1.13.技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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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華南戰鬥閃電  

 

功能說明：提供帳務資訊、智慧下單回報及出場保護設定等相關功能。 

《詳情請參見 I4戰鬥閃電說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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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調整視窗 
功能說明：主畫面分別由不同功能視窗所組成，可在功能列新增版面後自行設計或刪減版面。  

【註】進行調整視窗的任何功能前，請先於下方功能列/管理/版面鎖定進行解除，否則將無

法執行任何變更設定。 

 

2.2.1. 調整大小  

功能說明：依據需求使用滑鼠動態調整每個視窗的大小。 

 

2.2.2. 調整位置  

功能說明：依據需求使用滑鼠動態調整每個視窗的位置。 

2.2.2.1. 移動視窗  

《範例 2.2.2.1.》移動期貨報價視窗 

步驟1. 先開啟一個期貨報價視窗。 

 

 

步驟2. 將游標移動到該視窗頂端的名稱功能列上，以滑鼠左鍵按壓住，移動游標將會帶動

視窗一起移動(紅色箭頭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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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確認好位置後，鬆開滑鼠左鍵，該視窗即出現在半透明藍色範圍的位置。 

 

【註】如該視窗為唯一視窗，則會以全展開方式呈現。 

 

 

2.2.2.3. 分離視窗  

功能說明：以滑鼠左鍵按住視窗名稱，即可將多重視窗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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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視窗狀態  

2.2.3.1. 最大化/最小化   

功能說明：點選 ，將該功能視窗最大化；最大化顯示功能視窗；點選一次 ，可

恢復為原狀。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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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分離視窗   

功能說明：點選 ，將該功能視窗脫離出來；點選 ，可恢復到原樣。 

操作說明： 

     

 

      

 

2.2.3.3. 關閉視窗  

功能說明：點選 ，將該目前開啟的功能視窗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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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功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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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管理器  

 

 

1.1. 系統  

 

 

功能說明：設定及檢視系統主要功能－通知、登入出、委託提示、字體大小交易相關、存檔

匯出入及連線的狀況。 

 

1.2. 獨立元件  

 
功能說明：點選獨立元件，會將目前提供所有獨立元件列表展開來，目前華南好神期 I4提

供三種獨立元件『華南技術分析』、『華南戰鬥閃電』及『華南好神期Ⅱ』。 

《各獨立元件操作說明請詳見各自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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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告  

 

 

功能說明：點選公告，會直接開啟最新公告訊息。 

 

1.4. 客戶服務/幫助  

 

 

功能說明：提供多項網頁快捷連結，包含華南期貨官網、使用手冊下載及問題回報(上傳 LOG)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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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問題回報   

 

功能說明：使用軟體中出現問題，初次上傳，只需選擇分類(產生問題之獨立元件華南技術

分析、華南連續 IOC、華南戰鬥閃電及華南好神期Ⅱ)，即可點選【送出】以協

助查明問題原因及解決方式。  

◎附加檔案非必要，如無客服人員與您聯絡告知，不須【選擇檔案】來上傳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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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獨立元件-華南技術分析  

 

功能說明：提供所選商品的技術分析圖及設定多項指標及線圖註記功能，並可開啟多個分頁。 

基本功能(同華南好神期 II/選單/報價－技術分析)： 

(1) 指標功能：提供四種類型(價格、量、趨勢、期權)的多項指標、指標顏色設定及資

料回補。 

(2) 圖表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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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部分商品)。 

(3) 繪圖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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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上一步及線條全刪等功能，以供繪圖使用。 

(4) 提供商品搜尋功能視窗，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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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有功能(有別於華南好神期 II/選單/報價－技術分析)：《詳情請參見貳、功能篇/第二章

/2.2.功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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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指標區  

功能說明：提供四種類型(價格、量、趨勢、期權)的多項指標。可點選 ，對指標區進行

展開或關閉；僅價格類型的指標可選擇將指標圖新增於 K 線區。 

操作流程：以滑鼠左鍵點擊指標區內的指標項目，即可新增該指標到右側的圖表區中；點擊

位於圖表區的指標視窗右上方的叉號 ，可刪除該指標。 

2.1.1. 價格指標  

功能說明：提供價格類型的多項指標。 

價格

指標 

(1) 平均價 從某個時點算起，到現在買賣雙方成交的平均價格。 

(2) SMA簡單移動平均線 衡量一段特定的時間內一種投資標的之收盤價均值的一種滯後指標。 

(3) WMA加權移動平均線 

SMA是以等權重計算的算術平均值，實際上，認為越近期的價格，對現價影響越大，

因此權重應該加大。對 SMA的值進行加權，就是 WMA。常見的加權方式有：末日加

權、線性加權、梯形加權、平方係數加權四種。 

(4) EMA指標移動平均線 

指數移動平均線是以指數式遞減加權的移動平均。各數值的加權影響力隨時間而指

數式遞減，越近期的數據加權影響力越重。 

也可以看作時 WMA的一種特殊形式，以指數形式對 SMA進行加權。 

(5) Bbands布林通道 

又稱為布林軌道、布林帶、布林線，是由均線和標準差組成的指標，總共有三條線：

中線，上線，下線。中線就是股價的移動平均線，一般是設定為 20 日的移動平均

線（MA20）。上線也可稱為壓力線，通常是用中線加 2個標準差。下線也稱為支撐

線，通常是用中線減 2 個標準差。上下線構成的區域就是布林通道。 

(6) SAR停損點轉向指標 又稱拋物線型指標，是一種用來確認趨勢轉變和停利、停損價位的領先型技術指標。 

(7) CDP逆勢操作指標 
是一種與市場價格走勢反方向思考的逆勢交易系統，屬於超短線、高風險的技術分

析方法。 

(8) Pivot 樞紐線 

以昨日高價 (Yesterday’s High/H) 低價 (Yesterday’s Low/L) 與收盤價 

(Close/C) 來計算今日價格的樞軸點 (Pivot Points/P) 阻力點 (Resistance/R) 

與支撐點 (Support/S) 範圍 

操作期貨或買賣股票時，常會有支撐區及壓力區，而從股價支撐與壓力常可看出買

賣訊號。 

(9) Ichimoku 一目均衡 

由日 K線，5 條線(轉換線/短軸快線、基準線/慢線、遲滯線、先行帶 A、先行帶 B)

及一個雲帶(先行帶 A與先行帶 B之間)所組成。分為短軸快線及中軸慢線關係、雲

帶與價格關係、遲滯線位置共三個部分來進行探討，最後再將全部參數組合到一

起，尋找多空平衡條件的破壞形成時進入市場交易。 

注意的是，雲帶是一個前瞻指標，它會走在價格的前方(提前一個中線週期)，是一

種對未來支撐阻力的預測。而遲滯線則走在價格的後方(延遲一個中線週期)，是對

價格信號的一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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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量指標  

功能說明：提供量類型的多項指標。 

量   

指標 

(10) 成交量 在某一時段內具體的交易數量，成交量的變化會反應資金進入市場的情況。 

(11) 平均量 將(10)每個區間之量值連成一條線 

(12) 未平倉量 
買（賣）的期貨契約在未平倉以前稱為未平倉量，未平倉量代表市場中尚未了結

期貨契約單邊力量的合計，未平倉量代表等量的多頭部位與空頭部位。 

(13) 未平倉量均線 將(12)每個區間之量值連成一條線 

(14) SMA簡單移動平均線 說明同(2) 

(15) WMA加權移動平均線 說明同(3) 

(16) EMA指標移動平均線 說明同(4) 

 

2.1.3. 趨勢指標  

功能說明：提供趨勢類型的多項指標。 

趨勢

指標 

(17) BIAS乖離線 是衡量「目前股價與平均線」差距的指標，也就是目前股價偏離平均線的百分比。 

(18) 
MACD平滑異同移動

平均線 

是對快速和慢速兩條指數加權移動平均線 (EMA) 的優化，並測量這兩條移動平均

線之間的距離，主要用來判別市場趨勢動能的強弱。 

(19) KDJ隨機指標 

根據一個特定的周期（一般為 9日、9週）內出現過的最高價、最低價及最後一個

計算週期的收盤價以及三者之間的比例關係計算最後一個週期的未成熟隨機值

RSV，再根據平滑移動平均線的方法來計算出 K值、D值與 J值，從而繪製成曲線來

表示股價的走勢。 

(20) DMI趨向指標 

藉由分析價格在上升及下跌過程中，所展現力量變化的連貫性，以計量分析的方

法，研判市場上的未來價格變動力量，來決定波段操作或短線進出，並提供投資人

在投資金額上加減碼的依據。相較 MACD 為中期技術指標，DMI可視為中長期技術指

標。 

(21) CCI順勢指標 
是現值與根據一定期間平均價格的移動平均之間的乖離程度，能反應價格震盪幅

度；是由 TP 典型價格、SMA簡單移動平均線所組成的技術分析指標。 

(22) PSY心理線 

是 RSI與 KD 等震盪指標的原型，又稱大眾指標，是一種建立在研究投資人心理趨

向基礎上，將某段時間內投資者傾向買方還是賣方的心理與事實轉化為數值，形成

人氣指標，做為買賣的參數。 

(23) W%R威廉指標 是一種用來確認價格是否接近過去一段時間的超買或超賣水平的領先型技術指標。 

(24) RSI相對強弱指標 

是計算某段期間股價「平均漲幅」與「平均跌幅」所得出的數值，它可以顯示股價

在這期間是相對強或相對弱。RSI 數值的範圍介於「0～100」之間，數值愈高代表

市場愈熱絡，愈低代表市場愈冷清。 

(25) MFI金錢流向指標 
又稱為量相對強弱指標 VRSI，類似於相對強弱指標 RSI，主要差異是在於加入成交

量的考量，並且考量今日最高價與最低價，來計算市場供需關係和買賣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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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指標 
(26) OBV成交量淨額法 

又稱 OBV 能量潮、人氣指標，是將成交量 值予以數量化，製成趨勢線，配合股價

趨勢線，從價格的變動及成交量的增減關係，推測市場氣氛。 

(27) MTM動量指標 是一種用來確認價格漲跌動能速度的領先型技術指標。 

(28) AR 買賣氣勢指標 
又稱開盤價指標，是利用統計某一段時日內，開盤價位分別與最高價及最低價位二

者的差距和的比值，以此來作為該段期間內，買賣行情雙方力道強弱的參考指標。 

(29) BR 買賣意願指標 
又稱收盤價指標，是通過比較一段周期內的收盤價在該周期價格波動中的地位，來

反映市場買賣意願程度，以用來作為評估未來價格方向。 

(30) CR 價格意願指標 

就是能量指標，CR 指標又叫中間意願指標、價格動量指標，以昨日平均價為基礎，

用指標表示當天的漲跌情形，分析多空雙方力量對比，用來作為預測股價未來動向

的一種中長期技術分析工具。 

(31) VR 成交量比率指標 
是一項通過分析價格上升日成交額（或成交量，下同）與價格下降日成交額比值，

從而掌握市場買賣氣勢的技術指標。  

(32) TAPI指數點指標 
字面意思為「指數每一點所對應的成交值」，是透過分析每個週期成交量值與當前

週期的加權指數間的關係來研判市場未來走勢。 

(33) HV 歷史波動率 
是過去一段時間價格 (報酬)的年化標準差，用於衡量過去這段時間價格波動的程

度。 

 

 

 

2.1.4. 期權指標  

功能說明：提供期權類型的多項指標。 

期權

指標 (34) 隱含波動率 

是一種對波動衡量標準，將市場上的選擇權權利金價格代入期權理論定價模型（例如

Black-Scholes模型），所反推出來的波動率數值。而透過該指標，可得知當下市場

的恐慌情緒及選擇權權利金的昂貴程度高低。 

(35) Delta 

又稱為對沖值，是用以衡量選擇權標的資產變動時，選擇權價格改變的百分比，也就

是選擇權的標的價值發生變動時，選擇權價值相應也在變動。 

簡單而言，Delta代表股票每升 1點，期權價格會上升多少，也代表了結算日會在該

價格會在價內結算的機率。 

(36) Gamma 

表示對 Delta的敏感程度，為衡量對沖風險，當相關資產價格變化較大時，僅使用 Delta

作估算會產生較大的誤差，此時便需要以 Gamma衡量交易組合中，Delta變化與資產

價格變化的比率及速度。而對沖風險越大，Gamma也越大，且 Gamma 均為正值。 

簡單而言，如某一期權的 Delta為 0.6，Gamma為 0.05，則表示期貨價格上升 1元，

所引起的 Delta 增加量為 0.05，delta 將從 0.6增加為 0.65；而價平與距到期日接近

的時候越能感受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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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權

指標 

(37)  Vega  

代表選擇權價格和隱含波動率的連動性，Vega 值分為正數及負數，代表了期權價格變

化與相關資產價格波幅變動的關係是同一方向抑或是相反方向。價外、等價及價內的

期權中，以等價期權的 Vega 值最大，而 Vega值大小決定了選擇權價格上升的空間。  

(38) Thega 

用來衡量選擇權的時間價格的折損速度，主要是計算時間值成本；一般用負來表示，

以提醒期權持有者，時間是敵人。 

對於期權部位來說，期權多頭的 Theta 為負值，期權空頭的 Theta 為正值，負值意味

著部位隨著時間的經過會損失價值。對期權買方來說，Theta 負值表示每天都在損失

時間價值；對期權賣方來說，Theta 正值表示每天都在坐享時間價值。 

簡單而言，Theta為-3，表示不考慮其他因素下，選擇權價格一天就會減少 3 點。 

(39) Rho 

是指期權價格對無風險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 

簡單而言，外匯期權買方的 Rho一般為正值，隨著無風險利率的增大，執行價格會下

降，期權價值則回增加。在其他因素不變的前提下，距離到期日的時間越長，外匯期

權的 Rho 就越大。 

(40) P/C未平倉量 

如果值越高，表示市場偏多，值越低，表示是市場偏空。因為未平倉中擁有倉位的通

常是大戶，大戶通常喜歡當空方，所以如果大戶手上有一推 PUT，表示 SELL 很多 PUT，

也就是他看多。 

(41) P/C成交量 
如果值越高，表示市場偏空，值越低，表示市場偏多。 

如果 PCR 值比 1 小，這意味著做多交易量比做空交易量大。 

(42) 
P/C未平倉量移

動平均線 
將(40)製成移動平均線。 

(43) 
P/C成交量移動

平均線 
將(41)製成移動平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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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功能區  

 

功能說明：【獨立元件-技術分析】除基本功能外，有別於華南好神期 II/選單/報價－技術分

析，擁有檔案相關的獨有功能(如下)： 

(1) 可新增多筆不同設定的分頁，方便快速對比資訊。 

(2) 可將任一分頁進行存檔，方便之後使用。 

(3) 可將儲存之分頁再次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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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圖表區  

 

 

功能說明：顯示標的商品報價資訊、K線圖、成交量圖，可點擊指標右上方的加號 或叉號

來增減指標，而功能區(包含但不限於繪圖、週期變化、放大縮小等等功能)

所做之調整都會反應在圖表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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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獨立元件-華南戰鬥閃電  

 

功能說明：提供帳務資訊、智慧下單回報及出場保護設定等相關功能。 

《詳情請參見 I4戰鬥閃電說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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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獨立元件-華南好神期Ⅱ  

 

功能說明：因篇幅較大，《詳情請參見參、華南好神期Ⅱ篇》 。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