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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言 

本軟體提供國內、外期貨、選擇權、證券市場之即時報價資訊軟

體。兼具期貨、期貨價差及國外期貨下單、回報及帳務查詢等功

能之完整個人金融交易平台。 

 2  軟硬體需求規格 

 2.1  硬體部份 

Intel Pertium4 1.3Ghz 或 AMD Athlon XP 1500+以上；RAM 最少

1024 MB 以上 (Vista 使用者為 2GB)。 

 
建議配備：雙核心處理器，例如 Intel Pentium D 或 AMD 

Athlon 64 X2 以上。 

 2.2  軟體部份 

作業系統 Windows 2000 / XP / Vista。Win95、Win98 與 WinME

不支援。 

 
建議配備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 Windows Vista 

(Service Pack 1)。 

 2.3  網路需求 

需有專線、Cable 或 ADSL 等寬頻網際網路連線。 

 3  軟體安裝說明 

 3.1 執行安裝程式，如圖 1 所示。 

 
圖 1 安裝程式 

 

 



 3.2 選擇欲安裝資料夾位置。若無需改變，按下一步即可，如    

圖 2。 

 

圖 2 安裝資料夾位置 

 

 3.3 設定程式捷徑。若無需改變，按下一步即可，如圖 3。 

 

圖 3  程式捷徑 

 



 3.4 操作下一步至安裝作業完成，如圖 4。 

 

圖 4 安裝作業完成 

 4  軟體更新與登入 

 4.1 桌面或開始程式集執行富邦期貨國外下單。  

 
圖 5 執行富邦期貨下單 

 

 4.2 首次使用或有線上更新、新的股票商品檔，系統自動會更

新，使用者無頇設定。如圖 6。 

 

圖 6 線上更新 



 

 4.3 軟體登入與帳號密碼維護： 

 4.3.1. 如圖 7，輸入使用者身份證字號與密碼，系統會取得

使用者的期貨帳號以供下單、回報或帳務查詢，若使

用者有同時有多個帳號，也可同時使用。 

 4.3.2. 若不知道密碼，請詢問富邦期貨，若登入密碼錯誤三

次，也會鎖定不准再登入，此時亦請洽富邦期貨負責

人協助解鎖。 

 4.3.3. 請注意，離開電腦時請關閉本軟體或開啟螢幕保護密

碼設定功能，防止其他人誤用。 

 

圖 7 軟體登入 

 

 



 5  軟體使用說明 

 5.1 包含三個區塊，包括 A)選單列、 B)主畫面、 C)版面列

與狀態列等，見圖 8。 

 

圖 8 主畫面 

 

 5.2 點選選單列，選單列立即自動展開，如圖 9。 

 

圖 9 選單列 

 

 5.3 主畫面分別由不同框架所組成，框架中各頁面功能則是

由選單列中所提供，視各個版面設定而有所不同，您可

以在選單列版面 → 版面選擇中選擇。或者自行設定所

需的版面設定，將版面另存，之後即可使用你所設定的

設定。 

 



 5.3.1. 選擇你所需要得功能系統。這邊示範的是全球報價中

的分時表系統，如圖 10。 

 
圖 10 選擇分時表 

 

 5.3.2. 將分時表拖曳自所需之框架，成功框架表下方會多出

一個分時表，如圖 11。 

 

圖 11 成功將分時表放入框架中 



 5.3.3. 將所需之功能設定完成後，至選單列中版面 → 另存

新檔，輸入名稱後按鍵盤 ENTER 即可完成，如圖 12。

日後便可在版面 →  版面選擇中選擇。 

 

圖 12 儲存版面 

※注意：如需還原預設值，可以點選版面鍵盤快速下單。 

 

 5.4 框架右上角之控制項目： 

5.4.1. 群組設定： 

利用不同群組，可同時比較不同商品，如圖 13 所

示。群組 0觀察恆生指數 200911商品，群組 1觀察小

恆生 200911 商品。 

 

圖 13 設定群組 

 

5.4.2. 放大/縮小鍵：與 WINDOWS 操作類似。 

 

5.4.3. 視窗選單： 

可對視窗做細節設定，如複製、更名、群組設定，如

圖 14。或將視窗中文字顏色、背景顏色、字型、風

格等依個人喜好改變，如圖 15。 



 

圖 14 視窗設定 

 

 

圖 15 屬性設定 

 

5.4.4. 自動隱藏： 

點選後，該視窗會隱藏在視窗左方或右方，將游標移

至文字上，便會自動顯示視窗，如圖 16。 

 

圖 16 自動隱藏 



5.4.5. 視窗關閉：與 WINDOWS 操作類似。 

 

 5.5 版面列與狀態列（圖 17）： 

提供五個版面設定，並顯示連線之帳號、目前時間、目前連

線與否。按鍵盤 ctrl+版面列數字鍵，可改變原預設版面，方

便快速切換版面。 

 
圖 17 版面列與狀態列 

 

 6  功能選單說明 

 

功能選單列之階層架構與內容簡述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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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系統 

 

圖 18 系統 

如圖 18 所示。 

6.1.1. 系統開始 

斷線後重新連上，畫面所有資料會重新更新，並取得最

新的商品。 

6.1.2. 系統停止 

斷線後所有資料會被清掉，也無法做任何查詢。 

6.1.3. 系統結束 

關閉富邦 GT。 

6.1.4. 字型設定 

變更系統預設字型。 

6.1.5. Ekey 憑證設定 

下單需要先設定憑證，憑證尚未設定每次登入時都會出

現視窗圖 19 提醒。 

 

 

圖 19 憑證尚未設定 

 

 



點選交易憑證設定，出現視窗如圖 20，選擇需設定之身

份證字號，點選紅圈，選擇憑證檔案。選擇正確的憑證

檔案後輸入憑證密碼，完成後下次登入即可生效。 

 

 

圖 20 交易憑證設定 

 

6.1.6. 個人化設定 

如圖 21 所示，各項設定可依照個人的操作習慣，需自行

設定所需設定，方便您輕鬆下單。 

 
對於交易安全的設定，這邊提醒您一下： 

 
〃測詴模式：一般用戶無頇設定。 

〃連續下單速度限制：設定該時間內只能下一口單 

〃每秒最多下單：一秒鐘內最多能夠下多少張單。 

〃下單數量限制：最多只能下多少張/口。 

〃下單時彈出確認視窗：對所有商品都適用，預設皆會

彈出確認視窗。如需加快交易速度，下單流程且不需

確認，請將點選取消。 



 
圖 21 交易安全設定 

6.1.7. 公告 

富邦期貨的重要公告，如圖 22。 

 

圖 22 公告 



 6.2  版面 

 

圖 23 版面 

如圖 23 所示。 

6.2.1. 開新版面/儲存版面/另存版面/移除版面/訂為預設版面 

自行設定版面，方便使用者操作習慣。設定完畢需儲

存或另存版面，輸入版面名稱，版面名稱不可以數字

開頭，設定部份在第 9 頁有做解釋。與版面列之設定

在第 13 頁。 

6.2.2. 匯入/匯出 

可將製成完成之版面設定，做匯出、匯入等操作。將

版面備份，或者可以至其他台電腦操作使用。 

6.2.3. 鎖定視窗/解鎖視窗/顯示標題列/隱藏標題列 

〃鎖定視窗：視窗不可拖拉。可按快速鍵『Shift』解

除鎖定，迅速拖拉。 

〃解鎖視窗：視窗可拖曳至所需位置。 

〃顯示標題列：顯示主畫面所有視窗之標題，如圖

24。 

〃隱藏標題列：隱藏主畫面所有視窗之標題，如圖

25。 
 



 
圖 24 顯示標題列 

 

 
圖 25 隱藏標題列 



6.2.4. 版面選擇 

選擇所需之版面，與版面操作做搭配使用。 

 

 6.3  相關網頁 

 

圖 26 相關網頁 

如圖 26 所示。 

〃富邦期貨 

〃憑證中心 

〃換匯流程 

〃富邦證券 

〃富邦網路銀行 

 

相關重要網頁的連結。 

 6.4  全球報價 

提供了 9 種表單，部份表單在主畫面中也可以看到，這邊

提供了更多的表單供您作參考選擇下單，如圖 27。 
 

 
圖 27 全球報價 

 

 



6.4.1. 自選報價 

可同時設定證期權等所有商品於同一畫面顯示，並提供

編輯群組、編輯商品、搜尋商品等功能。編輯群組可以

新增群組、變更群組名稱及移除群組；編輯商品可新增

商品、將資料作匯出入以及清除下市商品；搜尋商品可

以快速找到您所需要的商品資訊，如圖 28。 

 

 

圖 28 自選報價 

 

 點選編輯群組，便會彈出自選群組編輯視窗，如圖

29，輸入名稱，選新增群組，就會在編輯群組左方下

拉式選單出現，如圖 30。 

 

 

圖 29 編輯群組 



 

圖 30 新增群組成功 

 

 新增群組成功，我們就可以在新群組中增加要觀察的

商品。點選編輯商品後，就會開啟自選設定，如圖

31。我們可以利用左方的下拉式選單，來選擇商品，

該選擇權所有商品會出現在中間框架，這時按新增

鍵，就會加入到最右邊的框架。將欲觀察的商品，通

通加入後，如圖 32，點選確定鍵，我們新增的群

組，商品就會按照排列呈現，如圖 33。 

※注意：若一次欲加入連續且大量商品，可按

SHIFT+滑鼠左鍵，如圖 34。 

 
圖 31 編輯群組 

 



 
圖 32 新增商品 

 

 
圖 33 新增成功 

 

 
圖 34 加入連續商品 

 

 



當新增整理完成，我們可以將設定匯出，方便備份或

者需至其他電腦使用系統，我們就必頇可以將資料匯

入，持續關注商品。 

當觀察商品可能有下市的狀況，我們可以點選移除下

市商品，系統會自動判斷該商品是否已下市，若該商

品已經下市，系統便會自動幫我們移除，使用者不需

自行判斷移除。 

 

 若已經知道商品名稱等，也可以點選搜尋商品按鈕，

直接加入群組中，如圖 35。 

 

圖 35 搜尋商品 

 

 當點選某一商品時，所有視窗都會切換到對應的商品

資料內容，若點選買價，下單視窗會顯示買並帶買價

到價格欄位，若點選賣價，下單視窗會顯示賣並帶賣

價到價格欄位，點成交價也會帶成交價到價格欄位，

但買賣別則同前次下單的買賣，點選商品並可連動到

下單。右鍵按商品可連到對應的技術分析，或移除自

選股。報價的欄位可設定，在欄位列按右鍵即可自訂

欄位，如圖 36。 



 

圖 36 自訂欄位 

 

 選定商品上按右鍵，選擇『複製選定（全部）商品 DDE

標籤』。可以貼上在 Microsoft Excel 中，即可立即且即

時地觀察選定的商品，如圖 37。 
 

 
圖 37 DDE 功能貼在 EXCEL 

 

 利用鍵盤 F4，呼叫快速商品搜尋，利用分類項目快速

找到所需的商品。如圖 38。 

 

 

圖 38 快速搜尋商品 

 



6.4.2. 全球報價 

圖 39，全球報價提供期貨等文字報價，使用方式與自選

報價類似，請參考自選報價部份說明。 

 

在該商品上，點選右鍵，彈出選擇視窗。可以加入至群

組中，或者進行技術分析，如圖 40。 
 

 
圖 39 文字報價 

 

 
圖 40 選擇視窗 



6.4.3. 五檔 

 

顯示最佳五檔買賣價量明細，下方並顯示買賣量的比例，

點價格可帶價至下單，如圖 41。 

 
圖 41 五檔 

我們可以利用五檔中的查詢功能，圖 42 紅圈標示部份，

查詢我們對此檔的買賣狀況。 
 

 
圖 42 五檔查詢 



6.4.4. 明細表 

 

圖 43 明細表 

如圖 43，顯示個股詳細資料。 

 
6.4.5. 分價表 

 
圖 44 分價表 

顯示依照價格排列的個股成交資料，如圖 44。 



6.4.6. 分時表 

圖 45 顯示每筆 tick 的資料。 
 

 
圖 45 分時表 

6.4.7. 即時 K 

如圖 46 可切換一分、二分、三分、五分、十分與十五分

等六種即時 K，移動查價會在右方顯示開、高、低、

收、量之值，並會隨報價商品選擇而連動。 

 
圖 46 即時 K 



6.4.8. 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提供 1、2、 3、5、10、15、30、60、日、

週、月分線模式、放大縮小模式以及十字線、橫標軸、

文字、繪圖、列印等詳細功能，依使用者的需要自由操

作紀錄，圖 47 

 
圖 47 技術分析 

 

另提供多種指標功能，如圖 48 圈標示，技術分析的趨勢

更清楚明白的顯示出來。 

 

圖 48 加上標示功能 



 在功能表空白處按右鍵，您可以選擇欲顯示之功能         

（如圖 49）。留下所需，您的畫面可以顯示更多技術分析

細節部份。或者拖曳功能列，自行排列所需功能（如圖

50）。 

 
圖 49 選擇欲顯示功能 

 

 
圖 50 拖曳功能列 

 

6.4.9. 商品走勢 

 

同一般商品走勢，但可選擇另一商品，利用鎖定視窗之方

式，可使商品不受報價連動之影響，圖 51。 
 

 
圖 51 商品走勢 



 6.5  下單回報 

 

提供期貨下單、閃電下單與下單匣等下單選擇功能，以及

委託回報、成交回報等回報系統。圖 52 即為下單回報畫

面。 

 
圖 52 下單回報 

 

 6.5.1  期貨下單 

 

選擇帳號、商品、買賣別、委託別、價格、數量後按下單，

買的背景色是紅色，賣的背景色是藍色，如圖 53。 

 
圖 53 期貨下單 

 6.5.2  選擇權下單 

選擇帳號、商品、買賣別、買賣權、月份、履約價、價

格、數量、條件後按下單，買的背景色是紅色，賣的背

景色是藍色，如圖 54。 

 
圖 54 選擇權下單 



 6.5.3  複式期下單 

 

如圖 55，選擇帳號、商品、條件、月份、價差、數量、

口數後按下單。 

 

圖 55 複式期下單 

 

 6.5.4  複式選下單 

如圖 56，先選擇帳號、商品、買賣、買賣權、月份、履

約價、價格、數量、條件後按下單。 

 

 

圖 56 複式選下單 

 

 

 



 6.5.5  閃電下單 

 

如圖 57，提供快速整合報價回報與委託之功能。 

 點自設商品後，即會出現該商品目前即時委託價量及回

報狀態。 

 當即時成交價變動時，新成交價仍在中心位置，所有檔

位也會一起變動。 

 可設定經常下單之口數。 

 在買進與賣出的刪單欄上方有全刪鍵，按下後可刪除所

有委買或委賣之單。 

 部位與其他相關資訊即時連動。 

 可以上下拖拉買賣價格帶，只需按滑鼠右鍵，立即回到

買一賣一中間部份。 

 
圖 57 閃電下單 

 

 如需操作灑單，先按下放大鏡按鈕，彈出『下單與報

價區快顯示設定』。選擇『加掛檔數』，畫面會更改，如

圖 58 所示，便可輕鬆加掛檔數。 



 
圖 58  數量選擇與加掛檔數之差異 

 

 6.5.6  下單匣 

 

圖 59，提供一次下多筆委託的功能，操作方式如下： 

〃選擇要下單的帳號及商品、價格、數量等。 

〃按新增委託，該筆委託會進到目前的委託匣中，亦可按

直接下單送出委託至交易所。 

〃可按新增、刪除委託匣或更改委託匣名稱，所有建立

之委託匣按鍵會出現在下方，按按鍵可做切換，如圖

60。 

〃委託匣中的委託，可以點選『修改』編輯內容，或按『刪

除』刪掉該筆委託。 

〃在委託匣中的委託，可按『全部傳送』送出，或選取要

傳送的委託後按『選取傳送』。 

 

 
圖 59 下單匣 

 
 



 
圖 60 新增委託匣 

 6.5.7  委託回報 

 

提供國內證期權下單的委託回報，可依商品種類或帳號過

濾，僅顯示委託中之委託，可設定顯示欄位內容與順序，

並提供全刪功能，如圖 61。 

 
各種狀況預設顏色為買進：紅色、賣出：綠色、錯誤：紫

色、取消：黑色。使您更夠迅速的掌握情況，如您想更改

預設顏色也可從右上角之『控制項』中的『屬性設定』進

行修改。 

 

 
圖 61 委託回報 

 6.5.8  成交回報 

 

提供國內證期權下單的成交回報，可依商品種類或帳號過

濾，可設定顯示欄位內容與順序，如圖 62。 

 

 
圖 62 成交回報 

 



 6.5.9  保證金查詢 

提供保證金查詢，如圖 63。 

 

圖 63 保證金查詢 

 6.5.10  部位查詢 

可查詢國外期貨、選擇權等資訊，如圖 64。 

 

 
圖 64 部位查詢 

 6.5.11  平倉損益 

 
提供平倉損益查詢，如圖 65。 



 

圖 65 全球平倉損益 

 6.5.12  每日交易資料彙整 

 
簡要顯示客戶權益數資料，包括幣別、專用浮動餘額、

目前可用保證金、未平倉損益、平倉損益+履約損益、本

日手續費、本日交易稅、原始保證金、維持保證金、昨

日餘額等功能，如圖 66。 
 

 

圖 66 全球權益數查詢 

 

 6.6  說明 

取得富邦 GT說明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