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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 本軟體提供國內期權即時報價、下單優化升級版：多功能閃電下單即時掌握一般下單與

策略單（結合一般閃電下單與智慧閃電下單）。模組式組合視窗，閃電下單、即時回報

與帳務可一目了然更貼近市場波動。 

(2) 本軟體使用資格採申請制，詳情請洽所屬營業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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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服務時間：交易日週一到週五 0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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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功能架構  
本系統主要功能分成六大部分：1.1.1.為六大功能檢視圖，1.1.2.則為主要功能的次要功能

區塊圖及快速搜尋簡碼；各功能詳細說明請參見「功能篇」詳細說明。 

 

1.1.1. 主要功能 

 

 

華南雷神 Super 

一、系統 

二、行情 

三、交易 

四、回報 

五、帳務查詢 

六、視窗 

 

1.1.2. 次要功能  

一、系統 系統登入 

系統登出 

版面設定 

離開 

 

二、行情 【101】 期貨行情揭示 

【102】 選擇權行情揭示 

【103】 期貨價差行情揭示 

 

https://ft.entrust.com.tw/entrustFutures/contactUs.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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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 【108】 報價下單夾 

【109】 連帶下單夾 

 

四、回報 【104】 委託回報 

【105】 成交回報 

 

五、帳務查詢 【106】 即時部位 

【107】 權益數 

【110】 權益數(直式) 

【111】 未平倉查詢 

【112】 沖銷查詢 

【114】 出金作業 

【115】 選擇權拆解組合 

【121】 未平倉部位查詢(單) 

【116】 選擇權建議組合 

【117】 選擇權全拆 

 

六、視窗 重疊排列 

垂直排列 

水平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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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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 I5 (2.9 GHz)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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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GB以上 

顯示器 螢幕解析度 1024 X 768或以上 

 

1.2.2. 建議軟體環境  

項目 建議採用規格 

作業系統 
Windows 7 

Windows 10 

【註】目前僅支援微軟作業系統：Windows 7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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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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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裝指南 
請至華南期貨官網的華南雷神 Super專屬頁面

(https://ft.entrust.com.tw/entrustFutures/thunder/index.do)下載[華南雷神

Super]，並依步驟進行華南雷神 Super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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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步驟 1. 進行[華南雷神 Super]系統安裝：請按下[安裝] 

 

 

步驟 2. 顯示應用程式安裝視窗，請點選[安裝(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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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顯示安裝進度視窗，不須操作。 

 

 

步驟 4. 安裝完成後，自動開啟華南雷神 Super登入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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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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訊息介面]。 

 

 

步驟 3. 上方的[登入介面]： 

3.1  [□身分證號/□期貨帳號]勾選任一種登入方式。 

3.2  [分公司]：可選擇[000期貨總公司]/[003台中總公司]，僅在期貨帳號時會需

要選擇。 

3.3  [身分證號/期貨帳號]：輸入身分證字號，可勾選 [記住帳號]，以記住身分證

號/期貨帳號；選擇以[身分證號/期貨帳號]登入，便不須選擇[分公司]。 

3.4  [交易密碼]：輸入密碼，可勾選[記住密碼]以記住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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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下方的[公告介面]： 

4.1 [最新訊息]：提供華南期貨的最新資訊。 

 

 

步驟 5. 點選 [確定]，進入華南雷神 Super系統。 

5.1. 按下 按鍵登入華南雷神 Super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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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密碼及憑證問題 

1.5.1. 華南雷神 Super 密碼問題  

(1) 因華南雷神 Super並無建置相關功能，在補發新的期貨電子式交易密碼函後，請

先登入華南期貨官網的新手 GO專區進行密碼修改的動作，修改密碼完成後，再以

新密碼登入華南雷神 Super。 

《華南期貨電子式交易密碼函》 

 
《華南期貨官網的新手 GO專區》 

 

 

(2) 若遺忘密碼或登入密碼錯誤三次(含以上)或登入次數超過三百次(含以上)，將會被

鎖定無法再進行登入，請洽詢期貨客服協助解鎖及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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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華南雷神 Super 憑證問題 

若有憑證問題，請先登入華南期貨官網的客戶專區進行憑證相關的動作；憑證相關操

作(包含申請憑證、憑證展期、憑證匯出、憑證匯入等等)。 

 

1.5.3. 華南雷神 Super 密碼問題 

(1) 因華南雷神 Super並無建置相關功能，在補發新的期貨電子式交易密碼函後，請

先登入華南好神期 並輸入密碼函內的初始密碼，系統會自動請您進行重

新設定[登入密碼]；修改密碼完成後，再以新密碼登入華南雷神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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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操作說明 

2.1. 系統說明  
功能說明：系統主要分成四個部分，包括(1)功能列、(2)狀態列、(3)工具列(包含輔助功能

列和視窗顯示列)與(4)主畫面(功能視窗呈現的範圍)。 

 
 

2.1.1. 功能列  
功能說明：功能表列位於華南雷神 Super畫面的左上方，為本系統提供的主要功能選項，當

您按下功能表列選項，選單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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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見功能篇》 

 

 

2.1.2. 狀態列  
功能說明：顯示內容與報價主機/下單主機/客戶帳號的連線狀態，和發布緊急訊息的跑馬燈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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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工具列 

功能說明：分為輔助功能列和視窗顯示列兩個部分。 

 

2.1.3.1.輔助功能列  

功能說明：輔助功能表列位於功能列的下方，屬於工具列的範圍，為本系統提供的輔助

功能選項，提供快速搜尋、重新登入和暫時登出三個功能。 

 

(1) 快速搜尋：在 輸入各功能視窗的簡碼後並點擊鍵盤上的 [Enter]鍵，可直接

開啟該功能視窗。 

◎各功能視窗的簡碼，《詳情請參見基礎篇第一章前言 1.1.2.次要功能》 

(2) 重新登入：重新進行連線，更新報價主機/下單主機/客戶帳號的連線狀態。 

(3) 暫時登出：點選 [暫時登出]，會將華南雷神 Super畫面進行鎖定，無法再繼續操

作。 

3.1. 如需返回華南雷神 Super繼續操作，請輸入登入密碼後，按 [確定]，即可返

回華南雷神 Super操作畫面。 

3.2. 點選 [系統登出]，同 [系統/離開] 將會關閉華南雷神 Super 軟體，所有未

觸發之策略單(MIT單)將會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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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 視窗顯示列及主畫面 

功能說明：視窗顯示列屬於工具列的範疇，視窗顯示列之內容會同步顯示主畫面內所開

啟的所有功能視窗的名稱 

(1) 初始狀態：

 
(2) 已開啟三個功能視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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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調整視窗 
功能說明：主畫面會顯示由功能列開啟的所有功能視窗，功能視窗的呈現方式，可在功能列

第五項目的[ 視窗 ]功能內做設定《詳情請參見功能篇第五章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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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說明：將滑鼠放在各區塊畫面的邊框(紅色粗線範圍)上，當出現 或 時，按住滑

鼠左鍵不放，拖曳游標往上下左右移動好後放開，即可調整視窗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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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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說明：將滑鼠放在各功能視窗的名稱列上，按住滑鼠左鍵不放，拖曳游標往上下左右移

動好後放開，即可調整視窗位置。 

 

2.2.3. 調整視窗   

 



                                                                                       

 

華南雷神 Super 操作手冊 2021.01                                                                    頁 22 

2.2.3.1. 最小化/還原大小  

功能說明：點選 ，將該功能視窗最小化；只呈現部分功能視窗的名稱列，再點選一

次 ，可恢復為原狀。 

操作說明： 

  

2.2.3.2. 最大化/還原大小  

功能說明：點選 ，將該功能視窗最大化(可能超過目前華南雷神 Super顯示範圍)；

已呈現最大化顯示之功能視窗，再點選一次 ，可恢復為原狀。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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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華南雷神 Super 範圍，可以顯示完整的該功能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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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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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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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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統  

  

1.1. 系統登入  

功能說明：點選 ，將重新開啟 [登入介面]，需要再進行一次登入作業。 

。 

1.2. 系統登出  

功能說明：點選 ，將登出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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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版面設定 
功能說明：提供預設版面及自行設定版面，方便使用者操作習慣。 

   

1.3.1. 自訂版面  

功能說明：提供自行新增、編輯及刪除版面。 

1.3.1.1. 新增 

操作說明：華南雷神 Super版面設計完成後，開啟 [版面設定]視窗，點選 [新增]，

並在下方空白欄位輸入版面名稱後，按 [存檔]即可 。 

 

◎自訂版面－『新增版面』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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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編輯 

操作說明：華南雷神 Super版面修改完成後，開啟 [版面設定]視窗，點選 [編輯]，

並在下方欄位選擇版面名稱後，按 [存檔]即可 。 

 

1.3.1.3. 刪除 

操作說明：在版面開啟狀態，開啟 [版面設定]視窗，點選 [刪除]，並在下方欄位選

擇版面名稱後，按 [刪除]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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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版面：期貨 

 

系統預設：提供[101]期貨行情揭示、[106]即時部位和[108]報價下單夾(系統預設會帶入

臺股期貨熱門月商品資訊)三個功能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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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版面：選擇權  

 

系統預設：提供[102]選擇權行情揭示、[106]即時部位和[108]報價下單夾(系統預設會帶

入臺股選擇權熱門月買權最近成交價的商品資訊)三個功能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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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離開   

  

功能說明：點選 ，關閉華南雷神 Super系統，同 ；如需再登入，請

點擊桌面上的捷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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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情  

  
 

2.1. [101]期貨行情揭示  
功能說明：提供國內期貨行情資訊，包含欄位：商品名稱、商品 ID、漲停、跌停、買價、賣

價、成交價、現量、總量、買量、賣量、最高價、最低價、開盤價、當日未沖銷

部位(A)、近 5日交易均量(B)、流動性參考指標(A/B)、狀態，可自行增減或移

動顯示項目的位置。 

操作說明：可切換指數期貨商品項目或是股票期貨商品項目，預設為指數期貨-近月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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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02]選擇權行情揭示  
功能說明：提供國內選擇權行情資訊，包含買權欄位和賣權欄位：狀態、當日未沖銷部位(A)、

近 5日交易均量(B)、流動性參考指標(A/B)、開盤價、最低價、最高價、漲停、

跌停、總量、成交價、賣出、買進、履約價，可自行增減或移動顯示項目的位置。 

操作說明：可切換依履約價顯示或依月份顯示，預設為臺指選擇權-依履約價顯示。 

◎買權欄位項目： 

 

 

◎賣權欄位項目： 

 



                                                                                       

 

華南雷神 Super 操作手冊 2021.01                                                                    頁 34 

 

2.3. [103]期貨價差行情揭示  
功能說明：提供國內期貨行情資訊，包含欄位：商品名稱、商品 ID、漲停、跌停、買價、賣

價、成交價、現量、總量、買量、賣量、最高價、最低價、開盤價、狀態，可自

行增減或移動顯示項目的位置。 

操作說明：可切換指數期貨商品項目或是股票期貨商品項目，預設為指數期貨-近月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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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共通功能  
功能說明：  

(1) 快速下單，快速點擊商品報價欄位兩次，立即開啟帶入該商品資訊的下單夾可供

下單。《詳情請參見 2.4.1.快速下單》   

(2) 行情揭示欄位設定。《詳情請參見 2.4.2.行情揭示欄位設定》   

(3) 可設置為窗外窗模式。 

(4) 視窗可複數開啟。 

(5) 可自由調整字體大小。 

(6) 行情揭示欄位順序調整及增減 

2.4.1. 快速下單  

功能說明：點擊兩次行情揭示視窗內的商品項目(顯示為黃色底色)，可快速開啟[108]報價

下單夾，並帶入該商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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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交易  

 

3.1. [108]報價下單夾  

3.1.1. 基本功能一  

功能說明：已直接顯示功能用途或可直接進行操作的功能項目。 

◎系統基礎功能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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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標題列  

功能說明：顯示功能視窗之快速搜尋碼、商品名稱、交易時段、視窗最小化、視窗恢

復大小和關閉視窗；如為該商品的盤後時段，商品名稱末端會加註[夜盤] 

。 

(2)帳號  

功能說明：顯示客戶的期貨帳號。 

(3)全刪  

功能說明：確認是否刪除全部的下單委託。 

(4)委刪  

功能說明：確認是否刪除全部的下單委託(條件式下單委託除外)。 

(5)MIT刪  

功能說明：確認是否刪除全部的條件式下單委託。 

(6)口數  

功能說明：顯示目前預設的下單口數，可進行上下調整。 

(7)商品  

功能說明：顯示目前的商品名稱。 

(8)均價  

功能說明：顯示目前持有該商品的平均價格。 

(9)即時部位  

功能說明：顯示目前持有該商品的部位數量，正數為多單，負數為空單；(9-1)持有

多單，該欄位及視窗底色呈現紅色、(9-2)持有空單，該欄位及視窗底色

呈現綠色、(9-3)白色則為平倉/未持有該商品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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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浮動損益  

功能說明：顯示目前的損益狀況。 

(11)權益數總值  

功能說明：顯示目前的權益數總值。 

(12)可用餘額  

功能說明：顯示目前可供下單的金額。 

(13)商品代碼 

功能說明：顯示目前的商品代碼；代碼皆為 5個字元，前三碼為商品名稱代碼；第四

碼為月份簡碼，A到 L分別代表一月到十二月；第五碼為年份簡碼，為西

元年度四位數的個位數字。 

(14)漲跌值  

功能說明：顯示該商品目前漲跌狀況，為商品現在成交價減去商品參考價的數值。 

(15)時間 

功能說明：顯示報價主機的時間。 

(16)買量 

功能說明：顯示該商品目前市場上的多單總量。 

(17)委買 

功能說明：顯示客戶目前該商品的多單委託數量。 

(18)賣量  

功能說明：顯示該商品目前市場上的空單總量。 

(19)委賣 

功能說明：顯示客戶目前該商品的空單委託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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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開關功能 20-25： 

開啟基本功能-(L) (關閉)→ (開啟) 

 

(20)買成 

功能說明：顯示客戶目前該商品的多單成交數量。 

(21)賣成 

功能說明：顯示客戶目前該商品的空單成交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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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基本功能-(E) 第一次點擊  (開啟)→第二次點擊  (關閉) 

 

(22)MIT-買(委託回報-條件式下單買單) 

功能說明：顯示客戶該商品的條件式下單之買單委託數量。 

(23)MIT刪-買(刪除-條件式下單之買單委託) 

功能說明：刪除客戶該商品的條件式下單之買單委託。 

(24)MIT-賣(委託回報-條件式下單賣單)  

功能說明：顯示客戶該商品的條件式下單之賣單委託數量。 

(25)MIT刪-賣(刪除-條件式下單之賣單委託) 

功能說明：刪除客戶該商品的條件式下單之賣單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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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基本功能二  

功能說明：點擊後會變更[108]報價下單夾顯示狀態或另行開啟次功能視窗的功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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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開啟/關閉視窗-下單設定  

功能說明：依個人化使用習慣，為提升下單流程的流暢程度，可於下單設定區調整設

定。《詳情請參見 3.1.3.下單設定》   

(B)平倉 

功能說明：彈出下單視窗並預設為目前【未平倉部位】的多空方和口數的反向設定，

預設價格則為一般範圍市價單，但是可以修改為限價單或市價單。 

(C)置頂 

功能說明：同《功能篇第三章 3.1.2.基本功能(D)窗外窗》功能。 

(D)窗外窗 

功能說明：【[108]報價下單夾】視窗浮在華南雷神 Super所有開啟視窗最上層，並且

視窗呈現方式不會受到華南雷神 Super系統的版面大小限制，當華南雷神

Super 系統最小化時，也不會受到影響。 

(E)開啟/關閉視窗-條件式下單相關欄位 

功能說明：開啟/關閉欄位-(e)條件式下單設定、開啟/關閉欄位-(23)(24)【MIT】(委

託回報-條件式下單)、(22)(25)【MIT刪】(刪除-條件式下單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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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開啟/關閉視窗-(e)條件式下單設定區 

功能說明：前提需要已開啟(E)。 

 

(G)開啟/關閉功能-條件式下單  

功能說明：前提需要已開啟(E)；選擇是否啟動條件式下單功能；啟動後，不得變動

條件式下單設定。《詳情請參見 3.1.4.條件式下單設定》； 

(G-1)未開啟(E)前，該功能無法使用 (灰色字體:無法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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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開啟(E)，條件式下單設定欄位可以進行調整，設定完成後，點選 (黑色字

體：可點選)，即可開啟條件式下單功能。 

 

(G-3)條件式下單功能啟動時，將無法再對條件式下單設定做變更；需關閉後(回到

(G-2))，方可再次調整條件式下單設定。 

(H)開啟/關閉功能-盤前試撮報價資訊 

功能說明： / ，選擇是否帶入該商品盤前試撮報價資訊；系統預設為開啟。 

(I)選擇商品 

功能說明：開啟選擇商品功能視窗，可進行選擇想要下單的商品。《詳情請參見 3.1.5. 

選擇商品》 

(J)更新未平倉部位資訊  

功能說明：點擊可 更新(8)商品均價、(9)即時部位、(10)損益、(11)權益數總值

和(12)的即時資訊(系統預設項目，可修改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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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開啟/關閉功能-鎖定下單功能 

功能說明：進行鎖定後，未解除前，該功能視窗內所有功能都無法使用。  (尚未鎖

定)→  (下單功能鎖定) 

(L)開啟/關閉欄位-【買成】(成交回報-買單)和【賣成】(成交回報-賣單) 

功能說明：選擇是否在 Tick區域/閃電下單區開啟(20)【買成】(成交回報-買單)和

(21)【賣成】(成交回報-賣單)的欄位。 

(M)開啟/關閉功能-當沖 

功能說明： / ，選擇是否使用當沖功能，系統預設為關閉。 

 

(N)開啟/關閉功能-閃電下單區價格欄位將成交價固定置中。 

功能說明：系統預設價格欄位顯示方式點選(Q)時的現價置中狀態，顯示的價格欄位

會依成交價漲跌而變化(N-2)，為現價置中± N (N依視窗大小增減)個欄

位；若關閉該功能，則目前呈現在閃電下單區所有價格欄位，不再依成交

價浮動而上下變化。 

 (O)流動性指標 

功能說明：檢視該商品的流動性指標。 

(P)開啟/關閉功能-快速設定口數 

功能說明：啟用後，點擊數字區之數字(系統提供 12個快速值，預設為：1、2、3、5、

10、15、20、30、40、50、75、108)，可以快速帶入【口數】欄位的數量；

非啟用狀態，數字區的數字可自行變更。 

(Q)Tick區域的成交價置中 

功能說明：在未開啟(N)功能，當成交價遠離目前 Tick區域的報價資訊顯示欄位範圍，

可以直接點選(Q)，會將 Tick區域的報價資訊的現價立刻置中。 

(R1)下單-市價單 

功能說明：對該商品下市價委託單，紅色為買單，綠色為賣單；點選後，出現下單確

認視窗，確認後立即下單。 

(R2)下單-一定範圍市價單 

功能說明：對該商品下一定範圍市價委託單，紅色為買單；點選後，出現下單確認視

窗，確認後立即下單。 

(R3)下單-限價單 

功能說明：對該商品下限價委託單，紅色為買單，綠色為賣單；點選後，出現下單確

認視窗，確認後立即下單。 

(S)下單-全刪  

功能說明：刪除所有委託單；點選後，出現刪除確認視窗，確認後立即刪除目前所有

委託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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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ick區域/閃電下單區 

功能說明：《詳情請參見 3.1.6.Tick區域/閃電下單區》 

(U)開啟/關閉欄位-快速設定口數 

功能說明：開啟/關閉欄位-快速設定口數 

(V)開啟/關閉欄位-均價、即時部位和損益 

功能說明：開啟/關閉欄位-(8)均價、(9)即時部位和(10)損益。 

(W)開啟/關閉欄位-權益數總值和可用餘額  

功能說明：開啟/關閉欄位-(11)權益數總值和(12)可用餘額。 

(X)開啟/關閉欄位-下單-限價單和下單-全刪 

功能說明：開啟/關閉欄位-(R3)下單-限價單和(S)下單-全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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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下單設定 

功能說明：點選 ，開啟/關閉視窗-下單設定，提供【一般】、【畫面】、【顏色設定】、【快

速鍵】、【下單夾口數設定】、【組合鍵】和【快選商品設定】七類設定操作，提

升下單操作的流暢程度，可依個人化習慣來調整設定。 

 

3.1.3.1. 設定：一般 

功能說明：提供下單夾基本功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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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設定：畫面 

功能說明：可對[108]報價下單夾內帳務區顯示文字之字型、閃電下單區的欄位高寬

進行調整。 

3.1.3.3. 設定：顏色 

功能說明：可調整[108]報價下單夾 Tick區域/閃電下單區各欄位項目的字型顏色和

背景顏色。 

3.1.3.4. 設定：快速鍵 

功能說明：設定點選電腦鍵盤按鍵 A區、B區、C區和 BS(Backspace)、空白鍵(Space)、

Del(Delete)可操作快速帶入口數、市價單買/賣、MIT刪單及特殊數字鍵。 

3.1.3.5. 設定：下單夾口數 

功能說明：啟用【功能-快速設定口數】，同《功能篇第三章 3.1.2.基本功能(P)開啟/

關閉功能-快速設定口數》(圖 3.1.3.5-2)。  

3.1.3.7. 設定：快選商品  

功能說明：可將偏好商品(複數)加入到[108]報價下單夾的快選區；點擊快選區的商

品項目，可直接將該商品的資訊帶入報價下單夾中，可節省多次開啟時，

需重複查詢商品的時間。 

◎需開啟條件式下單欄位 ，才可看到“快選商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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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條件式下單設定 

功能說明：設定條件式下單的內容。 

操作說明：1. 點選 ，開啟/關閉條件式下單相關欄位(包含下單設定欄位及 Tick區域的

[MIT]欄位和[MIT刪]欄位)。 

2. 在紅色框線範圍進行條件式下單的設定《詳情請參見 3.1.4.1.條件式下單設

定內容》。 

3. 設定完成，勾選啟動 → ，設定欄位(紅色範圍)將會被鎖住，不

能進行調整；如需變動設定，須將 → 。 

4. 在 Tick 區域兩側，左邊買量欄位與價格欄位對應的位置(紅色範圍)，可進

行設定 MIT多單；右邊賣量欄位與價格欄位對應的位置(綠色範圍)，可進行

設定 MIT 空單。 

◎ 商品非熱門月商品時，會特別於[MIT全刪]按鈕下方註記警示訊息。 

 
 



                                                                                       

 

華南雷神 Super 操作手冊 2021.01                                                                    頁 50 

 

3.1.4.1. 條件式下單設定內容  

功能說明：設定條件式下單(MIT單)；點選是(Y)，將變更設定並且會清除全部 MIT委託。 

 

操作說明：1. 設定流程請依順序  (狀態 → )→設定 A→B→C/D→

→ 進行條件式下單 

2. A 區選擇 MIT內容：選擇條件式下單的功能項目並設定內容《詳情請參

見 3.1.4.2.條件式下單功能項目》。 

3. B 區選擇觸發條件標的：選擇條件觸發的標的項目為[成交價]或[買賣

價]；系統預設為成交價。 

4. C 區選擇委託單內容：當條件觸發後，將會下出的委託單類型為[市價

單]、[一定範圍市價單]或[限價單]。 

5. D區的[MIT全刪]按鈕，點選後可直接刪除目前該商品所有的條件式下單

委託(包含未觸發及未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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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 條件式下單功能項目  

   

(a)觸價下單：設定觸發條件(標的：成交價/買賣價)為 X值後，當成交價觸到 X值時，

就會下出設定好內容的委託單。 

a-1. 適用於停利、停損或已有心儀價位待成交時。 

《範例：已持有多單/空單部位，且為目前的成交價成交(黃底紅字 1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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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移動停損：為了避免損失更加擴大的設定，屬於高買低賣； 

說明：○1 狀態為移動停損功能設定在“1.觸發條件為成交價，2.委託價格設定-

追加 0檔，3.下多單”； 

○2 如果目前成交價為 10863，點擊在 10870的多單，令設定差額為-7檔(就

是 10863減 10870)； 

○3 當成交價由 10863往上漲 10864～10869之間，不會有動作，而在達到

10870時，會下出多單(價格 10870)；故當成交價往上漲的最大損失值

為 7檔。 

○4 而當成交價由一開始的 10863往下跌時，每下跌一檔，委託多單的預

計價格也會由 10870跟著減少一檔(移動停損)，維持在與當時成交價

差距在 7檔的價格；當成交價跌到 10850時，委託多單的價格最高只

會成交在 10857(就是 10850加 7)的價位；也就是成交價往下跌的最大

損失值亦為 7檔。 

○5 不管價格波動變化，這筆移動停損多單的委託成交價格，如果造成損

失，最多只會有 7檔的損失值。 

總結：下多單，委託價格跟跌不跟買(利於客戶的設定)，該多單委託單成交價

格只會小於等於下單當時的委託現價價格； 

             下空單，委託價格跟漲不跟跌(利於客戶的設定) ，該空單委託單成交價

格只會大於等於下單當時的委託現價價格。 

b-1.適用於設定停損、已有心理預期損失上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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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二擇一(OCO)：當不確定市場行情波動方向時，可使用 OCO單功能來設定兩個方向/

買賣別的兩筆委託單αβ於(b區、s區、B區、S區)的觸發條件，α單

跟β單當任一方觸發後，會自動取消另外一方。   

 

c-1. α單跟β單如設定在同一區時，將無法達到 OCO單的功能；因為α單跟β單

只會成交兩個單之中價格與當時現價較近的委託單，價格較遠的委託單，將

不可能會觸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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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委託/成交後自動反向平倉：同出場保護功能；觸發條件達到後而下出委託單 A，此

委託單成交時，系統立刻自動下出反向設定(買賣別相反，商品口數相

同、當沖與否相同，單別及價格依設定)的委託單 B進行平倉。 

d-1. 委託/成交後自動反向平倉：是否開啟反向平倉/出場保護功能。 

 

d-1-1. 直接委託：是否開啟一般下單的反向平倉及功能設定。 

 

開啟功能：點選黃色區域下單時，是否會有反向

平倉功能。 

d-1-2. 反向平倉內容設定： 

：設定平倉單的委託種類(1)市價

單、(2)一定範圍市價單、(3)限價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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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 停損送平倉單：是否開啟條件式下單的出場保護及條件功能設定。 

 

       開啟功能：點選紫色區域下單時，是否會

有停損出場保護功能。 

        開啟功能：點選紫色區域下單時，是否會有停利出

場保護功能。 

d-2-2. 出場保護條件設定： 

：提供條件(1)固定停損、(2)移動停損 

：提供條件(1)固定停利 

※當點選功能【●委託/成交後自動反向平倉】卻未勾選下列任何一項設定(方框勾

選欄)時，則功能視同【●觸價下單】。 

                            



                                                                                       

 

華南雷神 Super 操作手冊 2021.01                                                                    頁 56 

 

3.1.5. 選擇商品 

功能說明：選擇[108]報價下單夾所要進行委託的商品 

操作說明：1. 點選 ，開啟選擇商品功能視窗。 

 

2. 選擇商品所屬類型(期貨/選擇權/期貨價差)  

3. 選擇商品項目，於右側細項欄位點擊商品月份，即可帶入商品資訊到[108]

報價下單夾中。 

3-1. 選擇期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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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選擇選擇權商品 

 

3-3. 選擇期貨價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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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Tick 區域/閃電下單區 

功能說明：提供商品報價、委託回報、成交回報、MIT、MIT刪的資訊及閃電下單功能。 

 

 

 

 



                                                                                       

 

華南雷神 Super 操作手冊 2021.01                                                                    頁 59 

 

3.2. [109]連動下單夾  

3.2.1. 主要功能 

 

(1) 開啟功能視窗-[106]即時部位  

功能說明：同《功能篇第五章 5.1.[106]即時部位》功能。 

(2) 開啟功能-窗外窗  

功能說明：同《功能篇第三章 3.1.2.基本功能(D)窗外窗》功能。 

(3) 下單保險(目前功能暫不提供)   

3-1.金額/口數：設定下單保險金額/口數。 

3-2.下單保險：選取後啟用下單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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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啟功能視窗-選擇商品 

功能說明：同《功能篇第三章 3.1.5.選擇商品》功能開啟功能視窗-選擇商品(類別：

[期貨]、[選擇權]、[期貨價差]和[複式選擇權]。 

◎[109]連動下單夾為華南雷神Super系統中唯一可進行複式選擇權委託的功能視窗。 

◎委託單的買賣別與右側的買賣方向相同 

 

 

(4) 刪除全部委託單 

功能說明：刪除全部委託(買/賣)單。 

(5) 下單  

功能說明：依[109]連動下單夾之商品設定內容執行下單。 

(6) 限制條件 

當選取連動時，所有的群組的直接刪單及直接下單的選項都一致。 

當按下委託時，若有選取連動，所有的連動下單匣都會依各下單匣設定做
下單。 

當選取下單保險時，每次下單前會檢核即時損益是否大於設定金額，若超
過則不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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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回報  

 

功能說明：提供國內期權下單的委託回報資訊和成交回報資訊。 

(1) 空單顯示底色為綠，多單委託顯示底色為紅。 

(2) 可切換顯示全部/期貨/選擇權之商品項目。 

(3) 可調整顯示及調整欄位，同《功能篇第二章 2.4.2.行情揭示欄位設定》。 

(4) 可開啟窗外窗模式，同《功能篇第三章 3.1.2.基本功能(D)窗外窗》。 

(5) 點選[更新]可更新即時資訊。 

4.1. 委託回報  
功能說明：1. 選擇帳號，並提供該帳號的委託成功之部位資訊。 

2. 委託未完全成交之前，可進行刪改(價/量)(紅色框線範圍)及變更為市價單/

一定範圍市價單。 

3. 可切換顯示全部/刪單成功/有效單/成交單/錯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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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成交回報  
功能說明：1. 選擇帳號，並提供該帳號的委託成交之部位資訊。 

2. 可選擇是否開啟[明細即時更新]和[明細顯示] 

3. 提供選取項目之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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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帳務查詢  

 

功能說明：(1) 提供 [國內帳務]、 [選擇權組拆]、 [綜合帳務]之功能。 

(2) [106]、[107]、[111]和[112]可調整顯示及調整欄位，同《功能篇第二章 

2.4.2.行情揭示欄位設定》。 

(3) 視窗不可重複開啟。 

 

5.1. [106]即時部位  
功能說明：1. 提供目前持有的部位資訊，可切換顯示(全部、期貨、選擇權、選擇權複式)。 

2. 點擊 [更新]可更新商品即時狀態。 

3. 可開啟窗外窗模式。 

4. 點選已成交尚未平倉之項次，會自動帶入反向資訊於下單視窗用以平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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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07]權益數  
功能說明：1. 提供國內期貨帳務的權益數資訊，包含更新時間、客戶帳號、幣別、匯率、

前日餘額、現金存入、現金提領、到期履約損益、權利金收入與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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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卷抵繳總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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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保證金、委

託權利金、選擇權預扣費用、依「加收保證金指標」所加收之保證金、加收

保證金指標、可用餘額、超額/追繳保證金、風險指標、選擇權未平倉損益、

*風險權益、*風險浮動損益、*風險原始保證金、*風險買方市值、*風險賣

方市值、*風險總值。 

2. 可選擇顯示資訊為全部、匯總、NTD、CNY、USD或 JPY。 

3. 可切換日盤或夜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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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10]權益數(直式) 
功能說明：1. 提供權益數資訊，同《功能篇第五章 5.2.[107]權益數》。 

2. 可選擇顯示資訊為全部、匯總、NTD(新台幣)、CNY(人民幣)、USD(美元)或

JPY(日圓)。 

3. 可切換日盤或夜盤。 

 
 

5.4. [111]未平倉查詢 
功能說明：1. 提供目前所有的未平倉部位資訊(總計和明細)， 

2. 點擊[更新]可更新商品即時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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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12]沖銷查詢 
功能說明：提供選擇期間內，目標商品沖銷完成的委託資訊。 

       ◎沖銷查詢-彙總 

 

◎沖銷查詢-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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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14]出金作業 
功能說明：提供國內期權保證金出金作業、出入金申請查詢及變更網路出金密碼的功能。 

 

 

5.6.1. 國內期權保證金出金作業  

操作說明：國內期權保證金出金作業。 

《範例 5.6.1.國內出金 NTD108元。》 

 
1. 帳號：確認欲出金的期貨帳號。 

2. 幣別：確認欲出金的幣別。 

3. 申請提領金額：在 [指定金額]的欄位內輸入想要出金的金額；顯示參考可供出金

之金額。 

4. 出金方式：約定在該期貨帳號的出金銀行帳號。 

5. 出金日期：提示該筆出金的處理時間為(1)當日的 10:30、(2)當日的 14:00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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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一營業日的 10:30。((1)(2)(3)以當日為營業日計算，若為非營業日所做之出金

申請，則該出金申請之處理時間為最近營業日之 10:30) 

6. 確認上述資料無誤後，點選 [送出資料]。 

7. 再次確認出金訊息無誤後，點選 [確定]即完成出金。 

  

8. 出金申請處理完成，點選 [確認]。 

 
9. 出金尚未處理者，可點選「取消」做出金取消。 

 

【註】10:30處理之出金申請，其出金時間為第一時段為當日 13:30-14:00；14:00處理

之出金申請，其出金時間為第二時段為當日 15: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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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出金申請查詢   

功能說明：出金申請處理時間與出金時段。 

1. 可依申請出入金的日期或是實際出金的日期來做為查詢基準。  

 

2. 提供申請資訊欄位：[序號]、[功能]：是否取消申請、[出入金日期]、[申請時間]、

[幣別]、[存入金額]、[轉出金額]、[方式]：顯示為約定轉出銀行帳號資料、[狀

態]：顯示為第一時段或第二時段、[備註] 

 
 

3. 小計：依所選擇查詢之交易日期期間，計算出該段期間總共的 [存入金額]和[轉出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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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15]選擇權拆解組合 
功能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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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欲使用好神期選擇權拆解組合功能，請登入『正式備援機』，以避免發生

已組合部位尚未釋放出組合減收保證金問題。 

 

5.7.1. 單組  

功能說明：將兩筆單式選擇權部位組合成一組複式選擇權。 

操作說明： 

步驟 1. 點選 [單組]，會將可供組合的單式選擇權部位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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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點選想要組合的部位，系統會列出對應可供配對之單式選擇權部位。 

 
步驟 3. 點選要配對的商品，輸入組合執行口數，按 [執行組合]後，出現確認視窗 

【註】執行口數需符合一對一，如選定的第一隻腳可組數量三口，點選第二隻腳可組數

量五口，則可執行組合的數量上限為三口。 

 

步驟 4. 出現拆解/組合的確認視窗，確認後，按 [確定執行]。 

 

步驟 5. 完成後，可至未平倉部位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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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單拆  

功能說明：將一組複式選擇權部位進行拆解。 

操作說明： 

步驟 1. 點選 [單拆]，會將可供拆解的複式選擇權部位列出，勾選欲進行拆解的複式選

擇權。 

步驟 2. 輸入執行口數後，點選 [執行拆解]。 

 
步驟 3. 按 [執行拆解]後，出現拆解/組合的確認視窗，確認後，按 [確定執行]。 

 

步驟 4. 完成後，可至未平倉部位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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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新轉平  

 

 

 

功能說明：選擇權商品的相反部位若倉別非 [自動]，將不會進行自動平倉，這點與期貨商

品不同；若要進行選擇權部位自動平倉，請點選 [新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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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建議組合  

功能說明：依保證金最佳化原則提供建議，請投資人仍應自行判斷或依個人需求決定是否採

納。 

步驟 1. 點選 [建議組合]，會將可供組合的單式選擇權部位列出來。 

 

步驟 2. 確定執行後，卻出現執行結果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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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全拆  

功能說明：將目前持有的複式選擇權全部進行拆解；使用 [全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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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繳或砍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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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121]未平倉查詢(單) 
功能說明：提供目前所有的未平倉部位資訊(總計和明細)，並以單式部位顯示各商品部位(含

組合單)，點擊 [更新]可更新商品即時狀態。 

 
 

5.9. [116]選擇權建議組合 
功能說明：提供線上組合拆解範圍為減收保證金的一對一選擇權，暫不提供期貨與選擇權線

上組合拆解。 

  

 

5.10. [117]選擇權全拆  
功能說明：同《功能篇第五章 5.7.5.全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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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視窗  

 
功能說明：開啟多個功能視窗時，提供三種視窗排列模式；最小化的功能視窗不會進行排列。 

(1) 系統預設為[工具列]開啟，《詳情請參見基礎篇第二章 2.1.3.工具列》。 

(2) 華南雷神 Super 內的功能視窗，除了由 [行情揭示功能視窗]開啟的報價下單夾可

複數開啟，其他功能視窗每種限定只能開啟一個，無法重複開啟相同功能的視窗。 

(3) 從功能列點選項目開啟功能視窗，不管開啟多少功能視窗，系統預設視窗會靠齊

左上方。 

(4) 置頂在所有視窗最外側的功能視窗，在視窗顯示列的名稱前會有特殊符號註記

；同一時間內，只會有一個置頂於最外側的功能視窗。 

《範例：已開啟 7個功能視窗》 

 
《範例：已開啟 7個功能視窗(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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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重疊排列  
功能說明：由左上方朝右下方遞延排列視窗。 

 

 

6.2. 垂直排列  
功能說明：點選的功能視窗將呈現在左上方，若視窗數量為奇數，則多出來的視窗將呈現在

主畫面最右側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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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水平排列  
功能說明：點選的功能視窗將呈現在左上方，若視窗數量為奇數，則多出來的視窗將呈現在

主畫面右側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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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Q&A  
Q1：想要交易海外期貨商品？ 

A1：目前華南雷神 Super並未提供海外期貨商品的項目，如有需求，請使用華南好神期。 

Q2：想要看技術分析圖？ 

A2：華南雷神 Super未提供技術分析的功能，如有需求，請使用華南好神期。 

Q3：出現憑證即將過期、憑證錯誤或沒有憑證？ 

A3：華南雷神 Super未提供憑證相關的連結，如有需求，請使用華南好神期。 

Q4：如果關閉華南雷神 Super 系統，條件式下單(MIT )設定還會繼續執行嗎？ 

A4：條件式下單(MIT )設定，當關閉華南雷神 Super系統時，資料將會被清空不再繼續執行，委

託回報的部分將繼續以委託中狀態等候交易所成交；該交易時段(日盤/夜盤)結束時，設定

及回報都會被清空，無法在下一個交易時段繼續使用，需要重新進行設定。 

Q5：出現交易斷線訊息？ 

 
A5：網路斷線無法下單，請重新登入並確認網路狀況，如未改善而急需進行下單或平倉，可進線

02-27180000#3638(日間)或 02-25450682(夜間)採取人工方式進行委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