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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期貨：6103期權快速下單

 

【如何進入此畫面】

1. 主工具列的視窗搜尋器直接輸入【6103】。

2. 點擊主選單【期權專區】 【國內期貨】 【下單】 【一般下單】  【6103期權

快速下單】。

【操作說明】

1. 點擊        後，可選擇群組帳號或單一帳號，選擇後快速點擊滑鼠左鍵兩下，可將帳

號完成登錄並帶入視窗。點選         下拉選單可查看歷史帳號登入紀錄。

2.                                  ：直接輸入期權之商品代號，即可顯示指定商品的相關資料並同

時設定為快速下單列的買賣標的。

3.        ：可開啟下拉式選單，可顯示最近11次輸入的商品代碼。

4.        ：期貨商品速查鍵，點擊可開啟下拉式選單顯示所有期貨商品。

5.        ：選擇權商品速查鍵，點選可開啟下拉式選單顯示所有選擇權商品。

6. 點擊                        ，選擇賣出或買進。

7. 點擊         後可選擇六種價格，如下圖範例：

 

選擇後點擊滑鼠左鍵，可帶入成為下單價格。

8. 完成下單內容輸入後，點擊                         ，將省略【確認委託內容】之程序，直接

將委託內容送出下單。

9. 委託別可切換『限價』、『市價』兩種條件。

10. 倉別可切換『新倉』、『平倉』、『自動』、『當沖』等四種條件。

11. 委託條件可切換『ROD』、『IOC』、『FOK』等三種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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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期貨：6201期權完整下單

 

【如何進入此畫面】

1. 主工具列的視窗搜尋器直接輸入【6201】。

2. 點擊主選單【期權專區】 【國內期貨】 【下單】 【一般下單】【6201期權完

整下單】。

【畫面說明】

1. 帳戶浮動淨值：顯示該帳戶內可用保證金、權益數、風險係數狀況。

2. 顯示該商品分時、分量、上下五檔、量價走勢、大盤走勢報價。

3. 委託與成交回報區。

【操作說明】

1. 點擊        後，可選擇群組帳號或單一帳號，選擇後快速點擊滑鼠左鍵兩下，可將帳

號完成登錄並帶入視窗。點選        下拉選單可查看歷史帳號登入紀錄。

2.                                 ：直接輸入期權之商品代號，即可顯示指定商品的相關資料並同

時設定為快速下單列的買賣標的。

3.       ：可開啟下拉式選單，可顯示最近11次輸入的商品代碼。

4.       ：期貨商品速查鍵，點擊可開啟下拉式選單顯示所有期貨商品。

5.       ：選擇權商品速查鍵，點選可開啟下拉式選單顯示所有選擇權商品。

6. 點擊                    ，選擇賣出或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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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期貨：6206期權未平倉下單

 

【如何進入此畫面】

1. 主工具列的視窗搜尋器直接輸入【6206】。

2. 點擊主選單【期權專區】【國內期貨】 【下單】【一般下單】 【6206期權

未平倉下單】。

【畫面說明】

1. 可選擇帳號來查詢未平倉資料，並可委託平倉下單。

2. 平倉原則一律以”成交日期+委託書號”先進先出為原則。批次修改查詢每次20筆。

【操作說明】

1. 點擊       後，可選擇群組帳號的單一帳號，選擇後快速點擊滑鼠左鍵兩下，可將帳號

完成登錄並帶入視窗。點選       下拉選單可查看歷史帳號登入紀錄。

2.                     ：可選擇全部、期貨、選擇權。

3. 點選             ，輸入﹪後按「Enter」，所有平倉口數將會改變成以未平倉量×您輸入

的%。

7. 點擊        後可選擇六種價格，如下圖範例：

 

選擇後點擊滑鼠左鍵，可帶入成為下單價格。

8. 完成下單內容輸入後，點擊                    ，將省略【確認委託內容】之程序，直接將

委託內容送出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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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買賣價：將委託價格設定成買賣價。

11. 全部選取：將委託單全部勾選。

12. 清除：將委託單勾選全部取消。

13. 平倉確認：傳送已勾選的委託單。

14. 平倉：傳送單筆的平倉委託單。

15. 點擊                            ：連結開啟【6207】期權委託查詢視窗。

4. 日期預設為               ，將把所有未平倉資料帶入視窗。或是點擊                            下

拉選單，可以選擇要查詢的起始日期。

5. 商品名稱預設為              ，將把所有商品未平倉資料帶入視窗。或是點擊                可

指定某一商品的未平倉資料。

6. 查詢：更新資料

7. 明細、彙整：提供同一商品的未平倉部位以逐筆明細或彙整2種顯示方式。

8. 委託條件：下拉式選單可選擇ROD、IOC、FOK。

9. 市價：將委託價格設定成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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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期貨：6503期權下單

 

【如何進入此畫面】

1. 主工具列的視窗搜尋器直接輸入【6503】。

2. 點擊主選單【期權專區】 【國內期貨】【下單】【特殊下單】 【6503期權

下單】。

【畫面說明】

1. 特別下單區。

2. 設定區。

3. 可下單庫存區。

【操作說明】

1. 點擊        後，可選擇群組帳號或單一帳號，選擇後快速點擊滑鼠左鍵兩下，可將帳

號完成登錄並帶入視窗。

2.        ：期貨商品速查鍵，點擊可開啟下拉式選單顯示所有期貨商品。

3.        ：選擇權商品速查鍵，點選可開啟下拉式選單顯示所有選擇權商品。

4. 點擊                          後，可設定您常用的12種交易口數。

5. 點擊成交價上下五檔報價對應之「買進下單」或「賣出下單」 (確定買賣方向與價

格)及口數後，點擊滑鼠左鍵2下即完成下單內容輸入。

6. 點擊右方之未平倉商品，將資料帶入左方，再點擊成交價上下五檔報價對應之「買

進下單」或「賣出下單」 (確定買賣方向與價格)及口數並選取平倉後，點擊滑鼠左

鍵2下即完成下單內容輸入。

7. 勾選                   將省略【確認委託內容】，直接將委託內容送出下單。

8. 點擊                            後，可勾選未成交之委託單進行刪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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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期貨：6203期權多筆下單

 

【如何進入此畫面】

1. 主工具列的視窗搜尋器直接輸入【6203】。

2. 點擊主選單【期權專區】 【國內期貨】 【下單】 【多筆下單】 【6203期權

多筆下單】。

【操作說明】

1. 點擊        後，可選擇群組帳號或單一帳號，選擇後快速點擊滑鼠左鍵兩下，可將帳

號完成登錄並帶入視窗。點選         下拉選單可查看歷史帳號登入紀錄。

2. 點擊                                   ，則「單價」欄位不顯示價位，下單以「市價單」委託。

    點擊                               ，「單價」欄位依買進或賣出時有所不同：交易類別為買

時，顯示賣出價；交易類別為賣時，顯示買進價位。

3. 委託下單方式，可選擇FOK、IOC、ROD；倉位類別，可選擇新倉、平倉、自動，如

下圖

4. 點擊期權任一商品時，系統將自動帶出最近一檔的買賣價量。

5. 點擊              或               可收縮或展開委託結果視窗，顯示如上圖：

6. 點擊                  後，選擇將委託單全部勾選。

7. 點擊                  後，選擇將已委託單勾選全部取消。

8. 點擊                            ，將所有設定全部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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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期貨：6402期權商品群組下單

 

【如何進入此畫面】

1. 主工具列的視窗搜尋器直接輸入【6402】。

2. 點擊主選單【期權專區】【國內期貨】 【下單】 【商品群組下單】【6402

期權商品群組下單】。

【操作說明】

1. 點擊        後，可選擇群組帳號或單一帳號，選擇後快速點擊滑鼠左鍵兩下，可將帳

號完成登錄並帶入視窗。

2. 點擊                           後，輸入商品代號、下單比例及口數後點擊「登錄」(如下圖)，

即可將該商品直接設入群組下單委託列中。

 

3. 您可設定多組不同的群組，設定方法說明如下：

(1)商品群組建立：首先建立商品群組名稱(如下圖)，然後點擊「新增」，新建投資

群組將顯示於「商品群組欄位」。

(2)商品編輯：選擇剛新建之商品群組，於左下方輸入商品代號、下單比例、單價及

委託條件後點擊「新增」，新編輯之商品代號將顯示於商品欄位，每一群組最多

可設20檔商品。編輯完成後點擊「儲存」，即可完成設定。點擊「關閉」離開此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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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        後，您可選擇您要載入的群組，選擇後點擊滑鼠左鍵一下，被點選的群組

將納入多筆下單委託列。

 

5. 在「口數」及「單價」欄位快速點擊滑鼠兩下，可修改下單口數及價格。

6. 輸入上方之「口數」後按「Enter」，所有下單量會變成您設定之數量。

7. 點擊                後會將委託單全部勾選。

8. 點擊                後會將委託單勾選全部取消。

9. 點擊                    後會將所有委託買賣別統一設定為賣出。

10. 點擊                   後會將所有委託買賣別統一設定為買進。

11. 點擊                              後會將已勾選的委託單批次傳送下單，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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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期貨：6302期權群組完整下單

 

【如何進入此畫面】

1. 主工具列的視窗搜尋器直接輸入【6302】。

2. 點擊主選單【期權專區】 【國內期貨】 【下單】 【群組下單】 【6302】期

權群組完整下單。

【畫面說明】

1. 期權群組下單頁面

2. 群組減量/刪單頁面

3. 群組下單區

4. 期權群組買進/賣出/減量/刪單區

5. 期權商品報價區。

6. 期權成委回查詢區。

【操作說明】

1. 期權群組下單區：

(1) 點擊          後，選擇欲群組下單之帳號群組。

(2) 點擊             選取要委託之商品。

(3) 點選             或            ，輸入買賣口數、委託內容及委託條件後，請按                。

【若要委託複式單請點擊右上方之                。】

2. 期權買進/賣出區：

(1) 確認後之委託資料，將帶入左方之                        或                        清單列上。

(2) 點擊        ，將委託單勾選全部取消。

(3) 點擊        ，將委託單全部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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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擊              ，將委託單全部清除。

(5) 點擊                     ，將勾選之委託單送出下單。

3. 商品報價區：提供分時、分量、上下五檔、量價走勢、大盤走勢。

4. 成委回查詢區：點選下方之           

    來查詢成委回狀況。

5. 點擊                             ：連結開啟【6304】期權群組多筆刪單改量視窗。

國內期貨：6207期權委託查詢

 

【如何進入此畫面】

1. 主工具列的視窗搜尋器直接輸入【6207】。

2. 點擊主選單【期權專區】 【國內期貨】  【回報/帳務】  【回報】  【6207期權

委託查詢】。

【操作說明】

1. 帳號群組/帳號：點擊      後，可選擇群組帳號或單一帳號，選擇後快速點擊滑鼠左

鍵兩下，可將帳號完成登錄並帶入視窗。點擊      下拉選單可查看歷史帳號登入紀錄。

2. 點擊                 ，可查詢日期區間內資料。

3.                           ：下拉可選擇全部/期貨/選擇權類別來篩選欲查詢的委託資料。

4.                           ：下拉可選擇全部明細/未成交/委託失敗/委託彙總類別來查看資料。

5.               ：依照所選之商品類別(全部/期貨/選擇權)來列出所有商品。若要指定商

品，在                                 選擇商品後，點擊「查詢」鍵。

6.                               ：連結開啟【6204】期權多筆刪單改量視窗。

7.                               ：連結開啟【6208】期權成交查詢視窗。

8.各欄位可以DIY自由搬移，您可移動滑鼠游標停留在欄位標題上，按住滑鼠左鍵不

放，可直接拖拉搬移欄位，自由變更排列顯示之順序。

     點選欄位名稱將產生       、       符號，可依大小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