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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功能簡介  

 

功能說明：【智慧快手】提供簡易下單、閃電下單、策略單下單、出場保護的功能及相關設

定。 

(1) 提供簡易下單的功能。 

(2) 提供閃電下單的功能。 

(3) 提供觸價單下單的功能。 

(4) 提供 OCO(二擇一)單的功能。 

(4) 提供四種出場保護功能-停損、移動停損、停利、停損停利。 

(5) 提供商品快速搜尋功能視窗。 

(6) 顯示商品淨部位及損益值。 

(7) 顯示商品價格、成交量及五檔報價等資訊。 

(8) 顯示策略單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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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版面說明 1   

 

(1)商品：顯示目前的商品項目；可進行商品鎖定；。 

(2)帳號：顯示目前的交易帳號；可進行帳號鎖定。 

(3)下單數量：可設定每次下單的委託數量。 

(4)委託內容設定：設定委託單的當沖/非當沖、自動/新倉/平倉、ROD/IOC/FOK。 

(5)下單單別設定：選澤策略單觸發條件後的委託單單別-[市價單/一定範圍市價單]或

[追加□檔] (追加□檔=限價單：下買單為觸發價加□內的檔數為

限價買單委託價格；下賣單為觸發價減□內的檔數為限價賣單
委託價格；追加 0 檔也就是買/賣委託單價格會等於觸發價。)。 

(6)開/關-閃電下單(策略單)：選擇是否開啟閃電下單的功能。 

(7)開/關-觸價下單(策略單)：選擇是否開啟觸價下單的功能。 

(8)開/關-OCO下單/二擇一單(策略單)：選擇是否開啟 OCO下單的功能。 

◎(6)(7)(8)限三種選擇其一，無法複選！(系統預設為閃電；開啟狀態為黃底) 

(9)開/關-出場保護：選擇是否開啟下單後帶出場保護的功能及出場保護功能設定。 

(10)簡易下單：當(9)出場保護關閉 時，提供簡易下單功能，等同直接下市價單

或限價單；當(9)出場保護開啟 時，點選簡易下單時，會帶出

場保護功能，執行結果等同於使用閃電下單+出場保護。 

(11)Tick區/策略下單區：提供顯示目前商品的五檔與報價資訊、執行閃電下單與策略

下單及顯示策略單各階段狀態。 

(12)策略單回報：顯示目前策略單的資訊、回報及執行狀態；粉色欄位為觸價單/OCO

單(4)/(5)的設定內容狀態，綠色欄位為出場保護平倉單(9)的狀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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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版面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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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開/關 a區：選擇智慧快手視窗展開或隱藏 a區(帳號和委託單內容設定)。 

(B)下單與報價區塊顯示設定：點選，可開啟設定視窗，提供是否在智慧快手視窗內顯

示[價格及下單(簡易下單)]和買賣氣；提供熱鍵設定；提供屬性設定。 

(C)快速商品搜尋：開啟選擇商品功能視窗，可進行選擇想要下單的商品。 

(D)商品淨部位：顯示持有目前商品的淨部位數量、每口平均成本和損益值。 

(E)選擇以市價單/一定範圍市價單進行下單：下單時，選擇是以[市價單]或是[一定範

圍市價單]為單別。 

(F)開/關-下單同個人化設定(不勾不跳確認視窗)：選擇是否開啟功能－下單完成時會

出現[下單確認視窗]；如未選擇視窗選項[確定]/[取消]，委託單將不

會下單完成。 

(G)商品成交價、總量、單量：顯示商品目前的成交價、總量及單量。 

(H-1)多單成交口數及平均價格：顯示商品目前的多單成交總口數及平均價格。 

(H-2)空單成交口數及平均價格：顯示商品目前的空單成交總口數及平均價格。 

(I)鎖定：固定 Tick 區的顯示價格項目。 

(J)時間：顯示報價主機的時間。 

(K)成交價置中：當成交價遠離目前 Tick區域的報價資訊顯示欄位範圍，直接點擊(K)，

會將 Tick區域報價資訊的現價欄位立即置中。 

(L-1)策略單下單區-多單：點選對應價格的該區欄位，可下出該價格的閃電單多單或設

定策略單多單的條件。 

(L-2)策略單下單區-空單：點選對應價格的該區欄位，可下出該價格的閃電單空單或設

定策略單空單的條件。 

(M-1)策略單下單階段-多單：顯示策略單多單目前的進行階段“策略”→“回報”→

“出場(如有設定出場保護)” 

(M-2)策略單下單階段-空單：顯示策略單空單目前的進行階段“策略”→“回報”→

“出場(如有設定出場保護)” 

(N)開/關 b區：選擇智慧快手視窗展開或隱藏 b區(策略單回報)。 

(O-1)策略單各階段全刪-多單：策略單(多單)各階段(委託單)全刪-“策略”多單全

刪、“回報”多單全刪、“出場(如有設定出場保護)”多單全刪。 

(O-2)策略單各階段全刪-空單：策略單(空單)各階段(委託單)全刪-“策略”空單全

刪、“回報”空單全刪、“出場(如有設定出場保護)”空單全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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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操作說明  

4.1. 如何開啟智慧快手視窗   

操作說明：點選選單列-智慧下單 / 智慧快手。 

 
【註】智慧快手視窗可以多筆同時開啟。 

 

4.2. 如何帶入商品資訊  

4.2.1. 從智慧快手介面使用商品查詢功能  

功能說明： 

(1) 點選商品查詢工具的 ，出現 [快速商品搜尋]視窗，點選  縮限範圍並選擇商

品後，點選 [執行]即可帶入商品資訊到智慧快手視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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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從報價視窗點選商品  

功能說明： 

(1) 開啟智慧快手視窗時，在任一報價視窗中，以滑鼠右鍵點選商品項目，可將該商品

資訊帶入智慧快手視窗。 

   

 

4.3. 如何簡易下單  
功能說明：同好神期/下單回報/期權簡易下單。 

◎簡易下單無法附加出場保護功能，也無法在智慧快手下方的策略單回報中顯示資訊，下單

狀況請參見委託回報/成交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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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如何策略單下單  
功能說明：   

(1) 僅有在 Tick區價格行兩側的[量(下單)]項目(紅色列為下多單、綠色列為下空單)

內點選的下單，才會是策略單；其他下單方式皆非策略單，非策略單無法使用出場

保護功能。 

(2) 策略單功能一經設定後執行，無法修改，也無法跟隨新設定異動；如需變更設定或

刪除設定，請於[策略單回報]點選左側的[刪]或是在 Tick區進行刪除後，重新下

單；已經觸發之策略單設定無法[策略單回報]刪除，未成交前的委託單可於[選單

列－下單回報]/[委託回報]視窗內進行刪除。 

(3) 策略單的內容，可於[策略單回報]中檢視。 

(4) 一經切換商品、關閉[智慧快手]視窗或關閉華南好神期，“策略”與 “出場”資

料將被清空不再繼續執行；“回報”部分將繼續以委託中狀態等候交易所成交。 

(5) 將商品進行[鎖定]，將不會受到切換商品的影響而清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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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下單步驟圖： 

 

操作說明： 

步驟 1. 選擇商品及下單數量。 

步驟 2. 選擇帳號。 

步驟 3. 委託內容設定。 

步驟 4. 選擇策略(閃電、觸價、OCO三種擇一)並開啟該策略功能(底色為黃，表示功

能開啟)。 

◎若要設定出場保護，請接步驟 5；如不需設定出場保護，請接步驟 6。 

步驟 5. 選擇[出場保護]開啟出場保護功能(底色為黃，表示功能開啟)。 

  5-1. 選擇一項出場保護功能(停損、移動停損、停利、停損停利)，並設定出場

保護觸發值(停損值/停利值)和出場保護觸發條件達成時將會下出平倉單的

單別(市價單/一定範圍市價單/限價單)。 

5-2. 詳情請參見《4.5. 如何設定出場保護》。 

步驟 6. 在 Tick 區，點擊[量(下單)]下方和對應商品價格的欄位內，將下出委託單(閃

電單)或是設定策略單(觸價單/OCO單)觸發條件。 

回報 7. 策略單內容可參見策略單回報欄位。 

回報 8. 尚未觸發條件前，[委託回報]內尚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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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閃電下單  
功能說明：點選 Tick區直接下單。 

 

閃電下單步驟圖： 

 

操作說明： 

步驟 1. 選擇商品及下單數量。 

步驟 2. 選擇帳號。 

步驟 3. 委託內容設定。 

步驟 4. 選擇[閃電]開啟閃電下單功能(底色為黃，表示功能開啟)。 

◎若要設定出場保護，請接步驟 5；如不需設定出場保護，請接步驟 6。 

步驟 5. 選擇[出場保護]開啟出場保護功能(底色為黃，表示功能開啟)。 

  5-1. 選擇一項出場保護功能(停損、移動停損、停利、停損停利)，並設定出場

保護觸發值(停損值/停利值)和出場保護觸發條件達成時將會下出平倉單的

單別(市價單/一定範圍市價單/限價單)。 

5-2. 詳情請參見《4.5. 如何設定出場保護》。 

步驟 6. 在 Tick 區，點擊[量(下單)]下方和對應商品價格的欄位內，將下出閃電單委

託－直接將委託單下到交易所內等待成交。 

回報 7. 策略單回報不會有閃電下單的委託內容。 

回報 8. 閃電單委託內容請參見選單列/下單回報/[委託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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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策略下單(觸價單/OCO單)  

功能說明： 

(1) 觸價單下單：設定觸發條件 X值，並在商品成交價達到 X值時，下出委託單 A。 

(2) OCO單下單：選擇兩個方向各自設定觸發條件 X & Y值，並在商品成交價達到 X值

或 Y值時，下出委託單 A；任意達成其中一項觸發條件後，立即取消

另外一項觸發條件。 

策略(觸價/OCO)下單步驟圖： 

       觸價下單                            OCO下單 

 

操作說明： 

步驟 1. 選擇商品、下單數量及選擇帳號。 

步驟 2. 委託內容設定(當沖、類別) 

步驟 3. 選擇功能設定，選取之功能，其底色為黃，表示開啟該功能。 

◎若要設定出場保護，請接步驟 4；如不需設定出場保護，請接步驟 5。 

步驟 4. 選擇[出場保護]開啟出場保護功能(底色為黃，表示功能開啟)。 

  4-1. 選擇一項出場保護功能(停損、移動停損、停利、停損停利)，並設定出場

保護觸發值(停損值/停利值)和出場保護觸發條件達成時將會下出平倉單的

單別(市價單/一定範圍市價單/限價單)。 

4-2. 詳情請參見《4.5. 如何設定出場保護》。 

步驟 5. 在 Tick 區，點擊[量(下單)]下方和對應商品價格的欄位內，將下出觸價單委

託；在 Tick 區，在兩個方向分別各自點擊[量(下單)]下方和對應商品價格的

欄位內，將下出 OCO單委託。 

【註】步驟 5為任何智慧單的最後一個步驟(不管有沒有設定出場保護)；該步驟之後

做的任何變動，都無法改變已經下出的智慧單設定；如需變更任何設定(包含數

量、倉別、出場保護的觸發損益值等等)，請先刪除原本的智慧單設定，再重新

點擊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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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如何設定出場保護  

 

功能說明： 

(1) 提供四種出場保護設定：停損、移動停損、停利、停損停利。 

(2) 需在已開啟出場保護功能後，再執行點選動作－在 Tick區的[量(下單)]這行點擊

下單，否則，無法附加出場保護功能。 

(3) 出場保護功能一經設定後執行，無法修改，也無法跟隨新設定異動；如需變更設定

或刪除設定，請於[策略單回報]點選左側的[刪]或是在 Tick區進行刪除後，重新

下單；已經觸發之策略單設定無法[策略單回報]刪除，未成交前的委託單可於[選

單列－下單回報]/[委託回報]視窗內進行刪除。 

(4) 簡易下單無法設定出場保護。(參見 ) 

 
流程說明： 

(1) 承上《4.4.2. 如何策略下單》步驟 1-5後－(策略單回報如下圖) 

  

(2) 當委託單 A成交後－(策略單回報如下圖) 

     

    依委託單 A的實際成交價格與損失值 L/獲利值 P來計算出停損值 SL(成交價±L) /

停利值 SP (成交價±P)。 

(3) 出場保護以停損值 SL/停利值 SP作為觸發標的。 

(4) 當商品成交價達到停損值 SL/停利值 SP時，下出委託單 B進行平倉。 

    委託單 B為委託單 A反向部位(買賣別相反)之相同設定(數量相同、當沖與否相

同)，單別/價格則依自行設定。 

(5) 當委託單 B成交，全部流程執行完畢。(策略單回報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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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出場保護功能圖解 

5.1. 設定智慧單之前的說明： 

    (1) 智慧快手提供四種出場保護設定：停損、移動停損、停利、停損停利；範例為停損。 

(2) 追加〔X〕檔下單：若 X=1，而設定委託為多單，則委託單價格會比觸發條件的價格

加一檔；設定委託為空單，則委託單價格會比觸發條件的價格減一檔；當設定為追

加〔0〕檔時，則不論多單或空單，委託單價格會等於觸發條件的價格。(範例請見

Q&A) 

(3) 在無持有部位的前提下，成交之觸價單為新倉單 A，成交之出場保護單將為該新倉

單對應之平倉單 B，也就是 A單會與 B單沖銷。 

       ◎注意事項 

【註 1】若一開始選擇倉別為『自動』，並且已持有部位，則會依買賣方向確認對應部位

來判別單新平倉， 

 
假設持有空單一口，觸價 A單為多單，則該 A單的類別會是平倉單，與原持有空

單相互沖銷，而出場保護單 B單將會是新倉單空單。 

【註 2】若一開始選擇倉別為『平倉』，並且已持有部位(如下圖)， 

 

        假設：持有多單一口，觸價 A單為多單，則該 A單將會在觸發下單時顯示『勾選

平倉而留倉不足，退單』而 A單下單失敗，自然也不會觸發出場保護單 B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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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範例：觸價單+出場保護(停損) 

 流程： 

(1) 設定 A單條件：觸價單。 

(2) 設定 B單出場保護條件：停損。 

(3) 執行智慧單：確認在已開啟出場保護功能後，執行點選動作－在 Tick區的[量(下

單)]這行點擊下單，否則，無法附加出場保護功能。 

(4) 確認狀態：可於下方回報區確認該智慧單的內容及執行狀態。 

 

內容：觸價單+出場保護/停損，依流程共分為六個階段。 

簡述：(1)淨部位 0，(2)設定觸價單 A 附加出場保護 - (4)當損失達 10 檔時以限價單 B 平倉

(3)停損/出場保護，(5)執行限價單多單 A 觸價下單，。 

 

階段 1. 設定智慧單內容並執行 

 

1-1. 淨部位 0 

1-2. 下限價單，價格為觸發條件價

格[追加 1 檔] 

1-3. 出場保護功能設定為停損單 

1-4. 觸價單 A 成交後，計算達到 10

點損失值時以限價單平倉，價

格為觸發條件價格追加 2 檔 

1-5. 下多單，選擇紅色區域的[量

(下單)]，對應價格為 15690。 

【註】15690 為該智慧單觸發條件

的價格，當成交價達到 15690

時觸發智慧單設定(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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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2. 智慧單下單 

 

 

2-1. 紅色區域[策略]在對應 15690

的欄位，會出現【1_觸】；[1]

代表該價位有 1 筆智慧單設

定、[觸]代表該智慧單設定為

觸價單 

2-2. 全刪列對應的可執行刪除的

【全刪】選項將會顯示為紅(刪

全多單設定)/綠(全刪空單設

定) 

2-3. 智慧單設定的回報列會出現

該筆智慧單的內容；最左邊的

[刪除]列的【刪】，在條件未觸

發前點選，可刪除該筆智慧單

設定。 

【註】智慧單設定無法修改，只能

刪除後，再次設定。 
 

階段 3. 條件觸發，觸價單 A 下單 

 

3-1-1. 條件觸發後，紅色區域[策

略] 的【1_觸】會消失，回報

出現【1】  

3-1-2. 成交價由 15696 跌到

15687，條件 15690 被觸發，

系統執行下單-委託多單 A，價

格為 15691。[15691]為觸發

條件 15690 加上[追加 1 檔]，

多單為價格加一(請見 1-2) 

3-2. 點【全刪】可刪除委託多單 A 

3-3. 回報列的[委託中口數]欄位由

[  ]變為[ 1 ] 

【註】回報部分，如未刪除策略便

關閉智慧快手，該委託會繼續

以委託中狀態等候交易所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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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4. A 單成交後設定停損觸發點，狀態：完全觸發 

 

4.   觸價單 A 已成交，顯示為淨部

位淨買 1 口；成交後便可計算

損益值，並依此執行出場保護

的智慧單設定 

4-1. 15691 委託多單 A 已成交，故

回報【1】變更為[ 0 ]，同時回

報列的委託中口數變為[ 0 ] 

4-2-1. 當委託多單 A 成交後，即可

計算觸發出場保護功能的損

益值，設定損失值為 10 檔，

故停損單 B 的觸發條件設定

在 15681，也就是委託 A 單的

成交價格 15691 減去 10 檔 

4-2-2. 停損單B為委託多單A的平

倉單，故為空單；在綠色區域

[出場]對應 15681 的欄位會顯

示[停損]，代表該價格會觸發

一筆出場保護的平倉單下單 

4-3. 點【全刪】可刪除停損設定 

4-4.  [成交口數]欄位由[  ]變為

[ 1 ]；[未出場]顯示為[ 1 ]代表

有一筆出場保護的平倉單尚

未觸發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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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5. 觸發停損點後下停損單 B 

 

5-1. 成交價由 15682 跌到

15680，停損條件 15681 被

觸發，綠色區域[出場]的停損

消失，執行停損委託單下單 

5-2. 系統下單平倉單委託-停損

單 B，價格為 15679。[15679]

為停損觸發條件 15681[追

加 2 檔]，空單為價格減二(請

見 1-4) 

5-3. 點【全刪】可刪除停損委託 

5-4. 回報列的[未出場]由[ 0 ]變更

為[ 1 ]，[出場中]變更為

[ 1 ]，【狀態：完全觸發】代

表觸價單 A 的出場保護被觸

發並已下單停損單 B 的委託

於交易所中待成交 
 

階段 6. 停損單已成交，出場保護功能完成 

 

6.   AB 單沖銷完成，淨部位 0 

6.1. 價格 15679 停損單已成交，

綠色區域[回報]的[ 1 ]消失 

6.2. 之前掛在交易所中的停損單

委託，因為已成交，回報列

的[出場中]由[ 1 ]變更為[ 0 ]， 

6.2-1. [已出場]由[ 0 ]變更為[ 1 ] 

6.2-2. [狀態：全部出場]代表該智

慧單所有的出場保護功能皆

已完成，不再觸發 

6.2-3. [損益點數：-12]，代表該智

慧單+出場保護，其沖銷損益

為【-12】((4-1)觸價單 A 價

格成交在 15691，(6-1)停損

單 B 價格成交在 15679，

15679-1569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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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Q&A  
Q1:如何為兩個以上商品同時使用智慧快手功能？  

A1:先將目前使用中的智慧快手視窗(1)的商品 A進行鎖定，然後再次從上方選單列開啟新的

智慧快手視窗(2)，即可選擇另一商品 B做操作。 

Q2：不小心將智慧快手視窗的商品項目切換成商品 B，還能找回商品 A的策略單回報資料嗎？  

A2：不行，當於切換商品時出現的警告視窗點選[是]，智

慧快手視窗除了會將商品 B帶入視窗內容外，還將會

商品A的“策略”與“回報”資料將會被清空不再繼

續執行；僅有“回報”部分將繼續以委託中狀態等候

交易所成交；點選[否]則不會切換商品。  

Q3：關閉智慧快手後，策略單還會繼續執行嗎？  

A3：不行，關閉智慧快手視窗，等同於將商品切換，將會目前商品的“策略”與“回報”資

料將會被清空不再繼續執行；僅有“回報”部分將繼續以委託中狀態等候交易所成交。 

Q4：關閉好神期後，策略單還會繼續執行嗎？  

A4：不行，原因同 A3。 

Q5：可以在其他的裝置看到策略單回報嗎？  

A5：不行，策略單回報僅限於開啟智慧快手的電腦之中，無法在其他裝置或平台檢視智慧快

手策略單回報；僅有“回報”部分因為已以委託中狀態等候交易所成交，可在其他裝置

或平台的委託回報中查看到。 

Q6：為什麼明明在智慧快手 Tick區下單成功，卻沒有在下方的回報列看到該單的回報？  

A6：目前智慧快手提供三種智慧單功能，分別為[閃電下單]、[觸價下單]和[OCO/二擇一下

單]；如果選擇開啟[閃電下單]功能，並且未設定出場保護功能，則單一的[閃電下單]

的委託，將不會出現在智慧快手的回報列中；如需確認[閃電下單]的委託內容，請至上

方主選單/下單回報/【委託回報】視窗。 

Q7：智慧快手內的【追加〔X〕檔下單】是甚麼意思？ 

A7：【追加〔X〕檔下單】也就是限價單，價格設定則是依觸發條件價格為基準，以 X=1 為例，

而設定委託為多單，則委託單價格會比觸發條件的價格加一檔；設定委託為空單，則委

託單價格會比觸發條件的價格減一檔；當設定為追加〔0〕檔時，則不論多單或空單，

委託單價格會等於觸發條件的價格。 

Q7舉例－設定觸價單 + 追加〔1〕檔下單：點擊在 Tick區價位 15700的量(下單)/買方(紅

色區域)，當成交價達到 15700時，會下出價格為 15701(→15700+1)的多單委託；點擊在 Tick

區價位 15700的量(下單)/賣方(綠色區域)，當成交價達到 15700時，會下出價格為

15699(→15700-1)的多單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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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智慧快手的 Tick區欄位太少，能否增加顯示欄位？  

A8：點選智慧快手內的兩個 ，可將部分欄位進行隱藏；點選 ，可將隱藏欄位展開來。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