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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交易系統疑難排解 v1.2 
 

1. 甚麼是網上交易系統? 

2. 網上交易系統 需要什麽系統要求? 

3. 如何用不同的瀏覽器開啟網上交易系統 

4. 無法開啟網上交易系統 

5. 怎樣可以顯示網上交易系統不同語文版本? 

6. 如何能更有效地運用程式? 

7. 怎樣可以知道網上交易系統是一直在綫接收最新的股市資訊？ 

8. 重新安裝 JAVA組件 

 

1. 甚麼是網上交易系統? 

網上交易系統是一個提供網上交易的系統，它亦提供了選擇性的實時／點擊的市場交易

報價資訊。 

 

2. 網上交易系統 需要什麽系統要求? 

電腦規格 

最低要求: 酷睿 i3中央處理器, 64MB記憶體, 60MB硬碟儲存空間 

建議: 酷睿 i3中央處理器, 128MB記憶體, 60MB硬碟儲存空間 

 

電腦顯示器/螢幕需求 

最低要求 : 1024x768圖元, 16 位元元色彩 

建議要求 : 1024x768或更高圖元, 24 位元元色彩 

 

作業系統 

中文/英文微軟視窗 XP 

中文/英文微軟視窗 Vista專業版 

中文/英文微軟視窗 7 

 

Java 

最低要求 : JRE 1.7 

 

互聯網路接駁 

最低要求 : 1M bps聯機 

建議 : 寬頻或專綫 

 



 

「 網上交易系統」 使用疑難 v1.2 

  Page 2 of 15 

 

3. 如何用不同的瀏覽器開啟網上交易系統 

網上交易系統的連結是一個 jnlp的檔案。除了 IE 及 Firefox會自動嘗試用 Java程式直

接開啟 jnlp的連結外，其他的瀏覽器只會把 jnlp的連結當成是檔案下載。 

 

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找尋 jnlp下載檔的位置並點擊開啟。正常情況下，系統會預設

使用 Java程式 開啟 jnlp的檔案。 

 

 

i) Chrome 

 
 

圖例中，網上交易系統的連結為 HK Layout(繁體中文) for Windows。點擊連結

後， 會把連結下載成檔案並於左下角顯示。 直接點撃檔案即可開啟網上交易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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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E (Internet Explorer) 

 
 

圖例中，網上交易系統的連結為 HK Layout(繁體中文) for Windows。直接點擊連

結即可開啟網上交易系統。 

 
iii) Firefox 

 
 

圖例中，網上交易系統的連結為 HK Layout(繁體中文) for Windows。直接點擊連

結即可開啟網上交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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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現上述對話視窗，請選擇「開啟方式：Java Web Start Launcher」，並選擇

「對此類檔案自動採用此處理方式」，未來便可跳過對話視窗，直接開啟網上交

易系統。 

 
 

iv) Safari (Mac IOS) 

 
 

圖例中，網上交易系統的連結為 HK Layout(繁體中文) for Mac。點擊連結後， 會

把連結下載當成檔案下載。點擊右上角紅框內的下載圖示後，會把所有下載檔案

以下載時序顯示出來。直接點撃置頂的檔案即可開啟網上交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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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法開啟網上交易系統 

如按照上述步驟後仍無法開啟網上交易系統，或有對話視窗詢問以甚麼程式開啟檔

案，則表示系統未有安裝 Java 或安裝不正確，請按照項目 8 （重新）安裝 Java。 

 
出現上述畫面，請按照項目 8.2 安裝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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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怎樣可以顯示網上交易系統不同語文版本? 

網上交易系統的所有資訊均可以「英文」﹐「繁體中文」及「簡體中文」顯示。只要在

登入畫面按下 ﹐  或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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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登入後﹐於設定/說明中按下 ﹐  或 按鈕﹐  

 
你便可看到英文﹐繁體中文以及簡體中文顯示。 

 

6. 如何能更有效地運用程式? 

由于網上交易系統時播送即時金融報價資訊, 因此我們建議寬頻上網以達到最佳效果。

網上交易系統包括多類功能, 故需多些電腦記憶體容量, 我們建議在啓動網上交易系統時

程式前, 先將其他暫不需用的程式關閉, 以達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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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怎樣可以知道網上交易系統是一直在綫接收最新的股市資訊？ 

當右下角的 "時鐘" 由綠色轉爲紅色，便代表你網路連綫不穩定或巳經中斷。當你的互

聯網路重新聯機，網上交易系統會自動重新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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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新安裝 Java 組件 

8.1移除 Java 7 插件(如需要) 

開啟 "控制台" 

 

 

選取"程式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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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 "Java..." 上，逐一按下滑鼠右鍵並選取"解除安裝"以移除各 Java插件。 

 

 

8.2安裝 Java 7插件(如需要) 

1. 由 Sun Microsystems網站下載  Java。請使用下列之網站下載連結，到 Sun 

Microsystems網站下載並安裝 Java 插件。 

Java插件下載連結：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jre7-downloads-1880261.html 

2. 點選 "Accept License Agreement" 並按下 "jre-7u55-windows-i586.exe" 連結下載並安

裝 JRE 1.7。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jre7-downloads-18802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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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載完成後，執行剛下載的檔案安裝 Java。. 

4. 重新啟動電腦(如需要)。 

 

8.3清除 Java快取記憶 

1. 再次開啟 "控制台"，點選 "Java" 圖示。 

 

 

2. 點選 "一般"分頁，然後按下 "設定(S)..."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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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首先按下 "删除檔案(D)..." 按鈕，然後再按下 "復原預設值(R)" 按鈕。 

 

 
 

8.4 登入並完成 

1. 開啟網上交易系統網頁。 

2. 開啟網上交易系統。  

3. 當遇見下面視窗，如果你的 Java版本是 1.7或以後，選擇"更新"/"稍後再更新", 若

否，請選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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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當遇見下面視窗，請依照 6.3清除 Java快取記憶的步驟後，重新開啟網上交易系

 統。 

 

5. 當遇見下面視窗，請勾選"針對來自....."，然後按"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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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輸入客戶賬號及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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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登入後，你可以看見與以下相似的畫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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