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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動成交回報、委託回報 

1.1 首頁-自動成交回報 

盤中交易時間進行委託時，策略王首頁右上方設有自動成交回報之功

能，可獲知目前委託資訊，如下圖所示： 

 

 
 

1.2 自動成交回報新增變更底色與字型顏色 

只要在自動成交回報上按下滑鼠右鍵即可選擇要變更欄位、變更字型，或變更

顏色，請依需要設定。 
操作步驟： 
àÅ在【自動成交回報】畫面上右滑鼠右鍵，選【變更顏色】 

 
 
àÇ可以設定委託的文字與背景顏色，一共五種類型，包含從委託到失敗，每

一種都可依習慣變更設定。 

 

 
 說明：在區塊上按下滑鼠左鍵後是選背景顏色，滑鼠右鍵是選文字（前景）顏色。 

  說明：即使委託已出現在自動成交回報中，並不代表就已經買到，如果是在盤

中，必須要看到“成交”的回報字樣；另外，請到帳務視窗中的成交回報

中看到有成交才算數，千萬別以為下單就會買到。 

若自動成交回報連線斷線，那可就不會看見這些資訊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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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É變更顏色時是用作常見的調色盤方式來設定。 

 
選完後，按【確定】，回前一個畫面，再按【確定】就完成設定。 

1.3 委託回報 

【委託回報】視窗中除了回報所有資訊的「全部委託」以外，還提供詳

盡分類方式，將目前「有效的」、「可取消的」、「已取消的」、「有成交的」，

「失敗的」，二種「合併回報」與「預約單」分開放，一目暸然。 
 
 
 
 
 
 

  
 

 
委託資料的顯示順序原本是按照委託時間來排，最新的委託一定會排在最上面，如果想

要依照不同的需求來排列資料的顯示順序，可以在欄位名稱上點一下（看滑鼠箭頭處），

那個欄位相同的資料就會排列在一起。 

 

提醒：看清楚，顯示筆數一開始是【預設 50筆】，就是會看見最近的 50筆，若
要看全部的委託，要選擇為看【全部】。還有提供一次即可【取消未成交

的委託】與【取消單筆委託】與匯出資料到 Excel功能，可以好好利用喔！ 

設定回報資訊 一次要顯示多少的筆數 

限定查看某些 市場別 商品，很不錯 將 買、賣 分開顯示，無疑是個好主意 

對於大量交易不同商品的投資

人，直接輸入商品代號來查看 

單一商品 回報非有效率。 

用滑鼠點欄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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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委託回報】之【全部委託】 
只要是委託的網路單，不論委託狀態為何，在這裡通通看得見。 

 

 

狀態訊息說明： 

狀態訊息 狀態意義 備註 

委託中 表示策略王已經收到投資人的委託資料，但委託

尚未傳至交易所。 
需確定委託成功 

委託成功 表示策略王已經收到投資人的委託資料，並且將

此筆委託成功送至交易所了。 
該筆委託等待完

成交易 
委託失敗 表示策略王雖然已經收到投資人委託，但委託並

未成功送至交易所。 

請查明失敗原因 

全部成交 表示送至交易所的該筆委託已經全部都完成交易

（或稱全部撮合） 
已經不能取消 

部分成交、 
剩餘可取消 
(或 
剩餘已取消) 

表示送至交易所的該筆委託有一部份完成交易，

但剩下未完成交易的部份仍然繼續等待，譬如要

賣 10張股票，結果 3張賣掉，剩下 7張繼續賣，
這賣掉的 3張稱為部分成交，剩餘的 7張可取消。 

此時可將未成交

的委託取消掉，但

已成交部份不會

也不能取消 
對於部分成交，回報中會顯示這樣的訊息… 

 
未將剩餘委託取消，而剩餘委託後來成交，則原來部分成交回報會改變，顯示如下： 

 
部分成交後，若將剩餘未成交的委託取消掉，則回報會顯示如下： 

 
全部取消 表示已經將之前送至交易所的那筆委託全部取消 之前的委託不會

成交 
取消失敗 表示雖然已經將之前送至交易所的那一筆委託全

部取消，但可能已經完成交易，以致取消不成功 
可能已經成交，已

經成交不能取消 
預約單 從下午 2:30~次日上午 8:30分下單，都是預約單 

 
委託當日一早要

檢查預約成功 

 

請看清楚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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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委託回報】之【有效的委託】 
這裡不會看到“全部取消”、“失敗”的委託，因為濾掉不必要的干擾，可以讓投資人

視覺清爽，立即找到所要的資訊。 

 

 

狀態 委託中 委託成功 委託失敗 全部成交 
部分成交 

剩餘可取消 

部分成交 

剩餘已取消 
全部取消 取消失敗 預約單 

內容 þ þ  þ þ þ   þ 

 

 

1.3.3 【委託回報】之【可取消的委託】 
這裡列出目前“未成交”與“部分成交，剩餘可取消”的還可以取消的委託清單，有意

刪單與改量的投資人動作要快… 

 

狀態 委託中 委託成功 委託失敗 全部成交 
部分成交 

剩餘可取消 

部分成交 

剩餘已取消 
全部取消 取消失敗 預約單 

內容  þ   þ    þ 

 

 

 

1.3.4 【委託回報】之【已取消的委託】 
順利取消的未成交委託，在這裡可以一覽無遺。 

 

狀態 委託中 委託成功 委託失敗 全部成交 
部分成交 

剩餘可取消 

部分成交 

剩餘已取消 
全部取消 取消失敗 預約單 

內容      þ þ   

提醒：說清楚，即使這裡顯示的是尚未成交的委託，但是所有的委託隨時都可能

被撮合，所以也有可能在進行取消或改量時，因為剛好成交，以致發生失

敗，營業同仁可要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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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委託回報】之【有成交的委託】 
順利成交的委託，均可顯示在此。 

 

狀態 委託中 委託成功 委託失敗 全部成交 
部分成交 

剩餘可取消 

部分成交 

剩餘已取消 
全部取消 取消失敗 預約單 

內容    þ þ þ    

 

 

 

1.3.6 【委託回報】之【失敗的委託】 
投資人送單後沒有成功，一律歸到失敗的委託報告中。 

 

狀態 委託中 委託成功 委託失敗 全部成交 
部分成交 

剩餘可取消 

部分成交 

剩餘已取消 
全部取消 取消失敗 預約單 

內容   þ       

 

 

 

1.3.7 【委託回報】之【預約單】 
預約單請在這裡查詢，未成交前刪單改量皆可在此進行。 

 

狀態 委託中 委託成功 委託失敗 全部成交 
部分成交 

剩餘可取消 

部分成交 

剩餘已取消 
全部取消 取消失敗 預約單 

內容         þ 

  說明：請特別注意，送單後並不是就一定會成交，唯有在報表中看見有成交才

是真的。 

  說明：在失敗的委託上按滑鼠右鍵，可選擇查詢委託失敗原因。 

“失敗的委託”這種情形很少見，比較常見的原因是預約單的預約條件輸

入錯誤，以致當預約單實際要送單時，被擋駕退回，造成委託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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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合併相同委託價格】 
將 委託種類 與 委託價 都相同的商品“委託量”資料合併顯示。舉例： 

假設目前“全部委託”的資料顯示如下： 

 

注意這幾筆同一天內，但委託種類與商品都相同的委託（現股買進中鋼）。 

 

 

如果切換到“合併相同委託價格”，會發現那三筆委託被合併在一起 

 
 

此外，與“全部委託”不同之處在於“合併相同委託價格”不顯示“狀態”、“委託

書”、“委託時間”這幾個欄位。 

 

 

1.3.9 【合併相同委託商品】 
將 委託種類 相同的商品“量”資料合併。舉例： 

 

假設目前“全部委託商品”的資料顯示如下： 

 

 

 

 

如果切換到“合併相同委託商品”，會發現那四筆委託被合併在一起 

 

 

 

此外，與“合併相同委託價格”不同的地方在於“合併相同委託商品”不會顯示“委託

價”欄位。 

合併顯示 
成一筆 

成交 2,000股 

注意 
這二筆價位 
都是 30.05 

合併顯示成一筆有效委託 11,000股，成交量 4,000股 

注意這四筆價位都是中鋼現股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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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隱藏或顯示委託回報的格式(標籤) 

進入帳務中的委託回報時，其下會出現多個標籤(包含：全部委託、有效的委託、可取

消的委託、已取消的委託…等)，而並非每個畫面都需要使用，為了簡潔您的操作，可

經過簡易的操作來決定要顯示那些委託回報的格式。 

 

 

 

 

 

 

 

Å確定是[委託回報] 

Ç在任一個標籤上按滑鼠右鍵  

É在不要顯示的格式上點選一下(取消勾選) 

舉例：如果留下 6個打勾個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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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自訂委託回報需顯示的欄位、欄位排列順序 

當在使用委託回報，系統預設顯示出所有商品委託資訊，為了依照每位投資大眾的使用

習慣，策略王特別提供了您可以自行勾選要顯示與否，以及所有欄位間的排列位置，讓

您看見最精準又適合的帳務資訊。 

à Å 請按下【帳務】開啟畫面  

à Ç 您要確定目前所選定的是『委託回報』 

à É 於資料欄位上按滑鼠右鍵選擇〝委託回報欄位設定〞 

 

à Ñ 出現回報欄位設定畫面 

   

 

à Ö 這時無論您是要新增、減少或排序在帳務上面顯示的欄位，只需先點一下欄位名 

稱呈現藍色之後，再按【ç】【è】【é】【ê】 

 

à Ü 最後按下【儲存】即可 

 

 

  說明： 【ç】將目前已使用的欄位隱藏起來(由右邊欄位到左邊欄位) 

【è】將隱藏起來的欄位叫出來使用(由左邊欄位到右邊欄位) 

【é】針對已使用欄位做向上排序 

【ê】針對已使用欄位做向下排序 

當您一改變委託回報任一格式中改變欄位顯示方式時，其他格式也會套

用到相同格式，例如：在『委託回報--全部委託』中設定，將〝市場〞

這個欄位隱藏，這時如果切到『委託回報--有效的委託』也看不到〝市

場〞這個欄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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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自訂委託回報欄位寬度 

可調整每個顯示欄位的寬度，讓資料看起來更有彈性。 

à Å請將游標移到兩個欄位的中間，此時游標會呈現 

 

 

 

à Ç按住滑鼠左鍵，向右拖曳，到了適當大小時即可放掉 

 
 

 

 

1.7 證券損益試算 

分成三種損益試算項目：已實現損益、未實現損益、自訂資產損益，如

需使用此三種計算功能，請開啟『帳務>證券損益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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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已實現損益 
àÇ 選擇起迄日期與帳號 

 

 
 

 

Å 按下【已實現損益】 

Ç 選擇起迄日期與帳號 

É 按下【查詢】 

損益試算完成 

詳閱細部成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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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未實現損益 
試算目前商品持有盈虧 

 
 
 

1.7.3 自訂資產損益 
計算特定情況持有商品的盈虧時使用，使用時機： 
(1)配股(2)匯撥(3)融資現償(4)合併計算它家券商買賣交易資料 

 

 

 
 

  說明： 

Å 按下【未實現損益】 

目前商品損益試算資訊 

Å 按下【自訂資產損益】 

É 依需要按兩個按鈕其中之ㄧ 

Ç 自行輸入，按【新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