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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manual of AFE G2 i-Trade 
 

The product described in this manual is the subject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All information is of a technical nature and particulars of the 

product and its use are given by AFE Solutions Ltd. in good faith. AFE Solutions 

Ltd., by publishing this document,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and will remain accurate or that use of the information will 

ensure correct and faultless operation of the relevant service or equipment. AFE 

Solutions Ltd., its agents and employee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whatsoever resulting from reliance on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Neither the whole nor any part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nor the product 

described in this manual may be adapt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terial form 

except with the prior written approval of AFE Solutions Ltd. 

 

 
名稱: AFE G2 i-Trade使用者手冊 - Standard版本 

版本: 1.06 Issued 

軟體支援版本: AFE G2 i-Trade v1.0.7.7 

最後更新日期: 2011/07/14  

編輯及發行: AFE Solutions Limited 

客戶服務熱線: (852) 2329 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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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i-Trade 讓您於互聯網瀏覽最新最快的港股動態，一經接駁互聯網，即可緊貼市場脈

搏，同時作股票買賣。 i-Trade 的所有資訊都以繁體、簡體或英語顯示，操作十分簡便。

其廣泛及豐富的內容必能成爲您在股場上的最佳拍擋，助您作出每個投資決定。i- Trade 

提供的即時資訊讓您可立時察覺股票價格的任何變動，藉此分析大市形勢，必能信心十

足地對作出合適的股票買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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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要求 
 

電腦規格 

奔騰中央處理器 III 500MHz，512MB記憶體，2G硬碟儲存空間 

 

電腦顯示器/螢幕需求 

800 x 600或 1024 x 768或更高圖元，24 位元色彩 (如欲使用全螢幕操作，請選用 800 x 600

圖元。) 

 

作業系統 

中文/英文微軟視窗 XP 

中文/英文微軟視窗 2000專業版 

中文/英文微軟視窗 Millennium 

中文/英文微軟視窗 NT 4.0 with Service Pack 5 

中文/英文微軟視窗 98 Second Edition 

 

瀏覽器 

載有微軟 Java VM的 Internet Explorer 5.5或更高版本  (Microsoft Java VM 5.0.0.3167或

更高版本) 

 

微軟 Java VM 

i-Trade 運用 Java Applet 技術，您的 Internet Explorer必須載有微軟 Java VM 才可使用

i-Trade。     下載最新的 Microsoft Java VM 

 

互聯網路接駁 

最低要求: 56kbps聯機 

建議: 寬頻或專線 

 

中文顯示支援 

i-Trade使用微軟視窗的預設中文字體作中文顯示，毋需額外安裝其他中文外掛軟件。 

您的視窗如已載以下預設字體，i-Trade 便可顯示中文： 

- 繁體字體: “MingLiu”或”新細明體” 

- 簡體字體: ”MS Song”，”宋体”或”SimSun” 

 

 

http://www.netvigator.com/netvigator/smn/download/msjavx86.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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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登入/登出 

3.1. 登入 

 

 

1. 點選 <ENG | 簡體 | 繁體> 來轉換不同語言。  

2. 輸入客戶代號及密碼， 然後按<登入>， 以進入 i-Trade 系統。 

3. 如輸入錯誤， 可選<清除>以清除已輸入之客戶代號及密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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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首次登入(注意事項) 

 

即時股價資訊用戶使用條款 

首次登入時會出現以下畫面。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 AFE Solutions Limited 要求

每位收取即時股價資訊的用戶必需同意以下使用條款，請點擊<同意>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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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電子憑證 

然後請在以下的 ”安全性警告”畫面勾選「Always trust content from AFE Solutions 

Limited」，然後點選<Yes>確認電子憑證及確保軟件來源。 

 

 

注意事項: 若您在以上的”安全性警告”畫面點選<No>或在即時股價資訊用戶使用條款

點擊<不同意>，i-trade 便不能作正常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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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登出 
如需關閉 i-Trade，請按畫面右上方的<登出>，按對話盒的<是>確認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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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逾時重新登入 

若超過 30 分鐘沒有使用功能或移動畫面，系統就會自行登出避免您的戶口被他人盜

用。如需要繼續使用請重新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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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版面介紹 
 

i-Trade共有兩個版本，分別是「實時串流版」及「即時點擊版」，為了方便用戶使用，

版面操作則是大同小異。「實時串流版」是全功能版本，並採用串流模式實時自動更新

市場資訊。「即時點擊版」只提供基本功能，用戶需要自行按 <更新> 收取最新的資訊。 

 

4.1. i-Trade 實時串流版面 

 

 

功能副目錄 

綜合資訊欄 

港交所時間 

改變語言 

聲明 

到價提示鐘 

登出 功能主目錄 

快速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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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Trade 即時點擊版面 

 

 

 

 

 

4.3. 功能主目錄 

功能主目錄位於版面的上方。按功能主目錄便會在左邊顯示不同的功能副目錄。 

 

 

 

 

功能副目錄 

港交所時間 

選擇語言 

聲明 

登出 

顯示資料更新時間 

按<更新>收取最新的資訊 

綜合資訊欄 

功能主目錄 快速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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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功能副目錄 

功能副目錄位於版面的左邊。按功能副目錄便可進入各種的功能畫面。 

 

 

   市場資訊                股票交易                我的戶口               新股認購               個人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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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綜合資訊欄 

 

按「下一頁>>」 便可顯示其他香港指數及大市訊，包括 

 

 恒生指數 (恒生指數) 

 期指即月 (恒生即月期指) 

 總成交額 (港股市總成交額) 

 小型期指 (小型恒生即月期指 

 期指下月 (恒生下月期指) 

 標普大型 (標普香港大型股指數) 

 標普創業 (標普香港創業板指數) 

 國企指數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香港中資 (恒生香港中資企業指數) 

 恒生綜合 (恒生綜合指數) 

 香港綜合 (恒生香港綜合指數) 

 香港大型股 (恒生香港大型股指數) 

 香港中型股 (恒生香港中型股指數) 

 香港小型股 (恒生香港小型股指數) 

 內地綜合 (恒生中國內地綜合指數) 

 流通綜合 (恒生流通綜合指數) 

 香港流通 (恒生香港流通指數) 

 內地流通 (恒生中國內地流通指數) 

 盈富基金 (盈富基金) 

--+ 

 

4.6. 港交所時間 

綠色代表在線，資料傳送非常穩定。 

紅色代表離線，資料傳送中斷或正嘗試連接系統。 

***時間只作參考用途*** 
 

 

4.7. 列印 

按位於左邊副目錄的＜列印＞ 來列印出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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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更新 

(只適用於即時點擊版) 

如用即時點擊版，用戶需要自行按 <更新> 收取最新的資訊。 

 

 

 

顯示資料更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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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聲明 

點擊右下角的<聲明>檢視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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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功能樹狀圖表 

下列是 i-trade的功能表。

* 只適用於 i-trade 實時串流版 

# 只適用於 i-trade 即時點擊版 

綜合畫面* 

股票交易 

股票結存 

買賣盤狀況 

買賣盤記

錄 

買入/賣出 

交易記錄 

列印 

 

市場資訊 

外匯 

各地指數 

即時新聞 

指數/分類 * 

圖表分析 

排行榜 * 

經紀監察 * 

衍生工具 * 

認股証頁 * 

成交記錄 

個別股票 

到價提示 * 

頁號總目錄/說明 

報價組合 

股票搜尋 

股票選擇 * 

公司背景 * 

大利市頁 # 

告示 | 列印 

 

現金提取通知 

列印 

我的戶口

口 

戶口結餘 

客戶資料 

股票提存查詢 

現金提存查詢 

個人設定 

更改密碼 可認購之 eIPO 

已認購狀況 

新股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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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功能介紹 

5.1. 市場資訊 

顯示股票市場有關資訊包括所有香港交易所(港交所)上市公司的股票報價、衍生工具的

報價、上市公司的業務簡介及業績報告、各地股市指數、財經新聞及專業評論等，可助

您在作出投資決定前，比較不同的投資情況。此外,  i-Trade 亦提供多種投資分析工具以

供參考，利用各項功能顯示市場趨勢，讓您設計合自己心水的投資組合。 

 

 

 

在上方的功能主目錄點選<市場資訊>，進入預設的<個別股票>畫面。 

 

5.1.1 個別股票 

提供所有香港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股票即時報價。包括市盈率、息率、市價/帳面值、溢

價/折扣、杠杆比率、引伸波幅，趨勢強弱指數、移動平均數等資料。 更設有最新即時

買賣委託動力指標，有助洞察大市對個別股票的取向。 

 

  

雙擊可直接跳到已填

入該股價的買賣股票

版面。 

經紀排序 -顯示

該股票/認股證

買入和沽出的

經紀排隊詳情。 

可轉換為恆指、期指

或該股的走勢圖。 

該股票/認股證的相

關股票及認股證連

結，按一下便可查

看即時報價資料。 

即日走勢圖 -  日

圖表顯示恒指、

恒指期貨及該股

票/認股證的整日

趨勢。 

該股票/認股證的詳盡

資料及增值資料。 

最新交易記錄 
買賣委託的輪

候數量及人次 

輸入股票編號 

買賣委託動力指

標，藍色代表買

入，紅色代表賣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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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排序 

 

 

按下跳到「經紀監察」顯示該

經紀行正排隊買入和沽出的

股票名稱、價格及排隊詳情。 

當您在「買入序」或「賣出序」上按

一下滑鼠，經紀排序會立即以名稱顯

示，如再按多一下，即顯示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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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成交記錄 

記載所有股票的全日成交時間、成交量及成交價，揭示股票交易之分佈形勢。成交價及

成交量之分佈形勢，即時以棒狀圖顯示出來。 

 

 
 

輸入股票編號 

記載全日個別股票的成交

時間、成交量及成交價。 

用圖表的方式

顯示出各股價

的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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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認股証頁 

(只適用於實時串流版) 
 

助您全面監察個別股票的所有認股證走勢。 

 

 
 

顯示該股票的認股證，

按一下便可查看詳盡報

價資料。 

輸入股票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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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衍生工具 

(只適用於實時串流版) 
 

提供所有香港期貨交易所衍生工具(如期指，期權等)的即時報價、指數期貨的未平倉合

約，、溢價及其現金值等資料。 

 
 

輸入外衍生工具 (期指及期

權) 頁號，可按「頁號總目

錄/說明」鍵查看所有外衍生

工具 (期指及期權) 之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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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經紀監察 

(只適用於實時串流版) 
 

追縱經紀行買入和沽出的股票名稱及價格，所有資料均以即時顯示。您在「個別股票」

畫面的經紀編號按一下滑鼠的左鍵，經紀監察畫面便即刻顯現，追縱個別經紀行買入和

沽出的股票名稱、價格及排隊詳情。 

 

 
 

選擇該經紀的相

關經紀編號。 

顯示個別經紀行正排隊

買入和沽出的股票名

稱、價格及排隊詳情。 

輸入經紀編號或從拉下目錄選擇經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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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排行榜 

(只適用於實時串流版) 

 

提供二十四種不同分類條件排列，分類條件包括最大升/幅，最大成交量，成交最活躍

等，附合您所選擇之條件及名列最前的二十隻股票/認股證便會排列出來。 排行榜功能

會不停更新助您作出清析及準確的比較。 

 

 
 

輸入代號 839481至 839508或

從拉下目錄選擇排行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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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圖表分析 

 

只要您輸入股票編號或選擇指數，有關圖表便會即刻顯現。您可選擇日線圖、周線圖或

月線圖。您更可選擇線圖、棒圖或陰陽燭圖。另外，您更可在圖表上繪畫趨勢線和作技

術指標之分析。 

 

 

 

選擇不同的技術分析工具 設定技術分析顔色 

用戶設定 –圖表顔色、 技術分析參數 繪畫道軌線 

列印 – 彩色/純黑白 繪畫平行衡通道線 

選擇圖表類別 : 線圖 / 棒圖 / 陰陽燭圖 重新計算技術分析指標 

選擇圖表時期 : 每日/每周/每月 選擇專案 

顯示/隱藏選項 : 成交量、技術分析、X 軸、Y 軸、表格底線 清除選擇專案 

顯示十字指標 清除所有專案 

放大圖表   使用滑鼠移動圖表日期 

縮小圖表 功能說明 
 

從拉下目錄選擇

指數/分類。 輸入股票編號 

輸入技術分

析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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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指數/分類 

(只適用於實時串流版) 

 

恒指及分類的成份股及有關指數的整日趨勢。 

 

 
 

該指數的詳盡資

料及增值資料。 

顯示指數成分股的實

時交易綜合資料。 

當您按下箭號 顯示多種

不同版面。 

顯示該指數即日

走勢圖。 

從拉下目錄選擇

指數/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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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即時新聞 

 

即時財經新聞及專業評論和投資推介。彙聚各大證券商的分析家，詳細剖析大戶動向及

持倉走勢令您更能緊貼市場動態，洞悉每個交易日的焦點股動向。 

 
  

新聞內容 

輸入股票編號搜

尋相關的新聞。 

可隨意選擇不同

的新聞分類。 

當在新聞標題上按滑鼠鍵， 

有關內容便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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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各地指數 

 

由於香港股市深受週邊股市的影響，「各地指數」 提供亞洲、歐洲及美洲二十多個即

時的股票市場指數，讓您能掌握全球股市走勢。 二十四小時不停助您瞭解世界市場大

趨勢。 

 
 

顯示二十多個股票市場指

數的報價，二十四小時不停

助您瞭解世界市場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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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外匯 

 

除了即時外匯資料外，還提供存款利率，銀行同業拆等資料，讓客戶瞭解最新的外匯市

場情況。 

 

 
 

輸入外匯頁號 

可按「索引」鍵查看外匯之頁號 

- 837900港元即時匯價 

- 837901 美元即時匯價 

- 837902 主要存款利率 

- 837903 交差參考匯價 



AFE I-Trade使用者手冊- 版本 1.06                                                                          第 30 頁 

 

5.1.12  即時上海指數 

 

基於商業理由，各地指數版面中的上海 A股指數、上海 B股指數及上証綜合指數等有

15分鐘報價延遲。客戶可藉此功能查看即時上海指數資訊，免去延遲問題。 

 

其內容包括： 

滬深 300指數、上海 A股指數、上海 B股指數、上証綜合指數、上証商業類指數、上

証綜合業類指數、上証工業類指數、上証房地產指數，及上証公用事業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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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公司背景 

(只適用於實時串流版) 

 

您可利用上市公司的資料作進一步的分析，包括香 港 所 有 上 市 公 司 的 重 要 基 礎 數 

據 及 過 去 五 年 的 財 務 狀 況 (公 司 業 務 / 財 務 比 率/   綜 合 損 益 表/ 現 金 流 量 

表 / 資 產 負 責 表/  派 息 紀 錄/ 招 股 紀 錄 )。 

 

 
 

可隨意選擇不同的財務報

告及公司的資料。 

輸入股票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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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股票選擇 

(只適用於實時串流版) 

 

股票選擇及股票搜尋，讓您以股票分類、特定的基本或技術指標如市值, 市盈率、溢價 /

折扣槓桿比率、引伸波幅等，作出多種的選擇報告，搜尋最佳的股票/認股證以作適當的

投資決定。您只要從拉下目錄中揀選條件，輸入設定，所有附合條件的股票/認股證便會

顯示出來。 

 

 
 

附合條件的股票便會以列表方

式顯示出來，按一下股票名稱的

連結查看股價。 

從拉下目錄選擇條件及輸

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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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 股票搜尋 

當您忘記股票編號時，股票搜尋功能可助您尋找。您只要輸入股票名稱或其有關字母，

然後按一下「搜尋」鍵，有關的股票名稱連編號便會即刻出現。 

 
 

在搜尋結果的列表中，按一下股

票名稱的連結查看股價。 

只要輸入股票名稱或其有關字

母，然後按一下「搜尋」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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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 報價組合 

您可利用此功能建立個人的報價組合。可輸入多至二十項股票，讓您方便同時監視多隻

股票的走勢。 

 

 

輸入股票編號，按「新增」

或「刪除」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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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7 告示 | 列印 

我們公司將會把產品改動以告示形式通知客戶，客戶可藉按 <告示> 鍵查詢。 

 

 

客戶也可按旁邊的<列印>鍵列印當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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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8 到價提示 

(只適用於實時串流版) 

 

助您監察及提醒您心水股票的價格變動。當到達目標價格時，電腦會即時發出提示，並

將詳情記錄下來。 

 

從「個別股票」畫面設定到價提示 (到價提示設定窗) 

您或可在「個別股票」畫面的「買入」或「賣出」標籤上按一下，「到價提示設定窗」會

即刻出現，您可在這到價提示窗上輸入買入價、賣出價及交易量設定到價提示。或您可到

「到價顯示」版頁內設定到價提示。設定後，在該股的版面上可以看到己設定的買入價、

賣出價及交易量提示。 

 

 

選擇提示設定 

顯示符合條件的到

價提示記錄。 

若選擇「跳出」提

示設定，到價提窗

示便會在符合條件

時跳出。 

填入股票代號及設

定提示條件。 

到價提示鐘

會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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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9 大利市頁 

(只適用於即時點擊版) 

 

顯示香港交易所之資訊頁。 

 

可按「頁號總目錄/說明 

」鍵查看所有香港交易

所之資訊頁號。 

輸入資訊頁號 

顯示資料最後更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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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 頁號總目錄/說明 

您可按「頁號總目錄/說明」查看所有資訊頁號。 

 

839800  

AFE 頁號總目錄 

股票頁號目錄 - 派息/沽空/待發新股/即將上市/停牌/ 

復牌 

837860  

窩輪及牛熊證頁號目錄 - 即將上市/重發/收回牛熊證 837770  

排行榜頁號目錄 - 主版股票/創業版股票/窩輪 839480  

各地指數/本地指數  請於功能目錄內按「各

地指數」 

外匯,利率及同業拆息 - 港元/美元/交差價  

(由湯森路透提供)  

837600-837606  

外匯及利率 - 港元/美元/交差價 (由大新銀行提供) 837900-837903  

港交所資訊頁號目錄 7001 

恆生指數頁號目錄 (港交所頁) 780 

***** 請於功能目錄內按「告示」收看最新公告 ***** 

 

837860  

股票頁號目錄 

最新及過往派息記錄 - 字母排列 837862-837880  

- 截止過戶日排列 837881-837899  

股票沽空成交紀錄 837905-837919  

待發行新股一覽表 837920-837939  

停牌一覽表 (由新鴻基財經資訊整理) 837940-837959  

復牌一覽表 (由新鴻基財經資訊整理) 837960-837965  

即將上市股票及窩輪一覽表 837992-837999  

  

 837770  

窩輪及牛熊證頁號目錄 

窩輪種類表  837770  

窩輪種類簡介 837771-837773  

窩輪重發一覽表 837774-837799  

即將上市股票及窩輪一覽表 837992  

http://www.afe.com.hk/smx_g2/index_help/tw/smn_g2_index_tw.html#37860_
http://www.afe.com.hk/smx_g2/index_help/tw/smn_g2_index_tw.html#37770_
http://www.afe.com.hk/smx_g2/index_help/tw/smn_g2_index_tw.html#39480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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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480  
排行榜頁號目錄 

股票(主版) - 20大升/跌幅 (%) 839481-839482  

- 20大升/跌幅 ($) 839483-839484  

- 20大成交最活躍股數/最活躍金額 839485-839486  

- 20大平均波幅/全日波幅 839487-839488  

窩輪 - 20大升/跌幅 (%) 839491-839492  

- 20大升/跌幅 ($) 839493-839494  

- 20大成交最活躍股數/最活躍金額 839495-839496  

- 20大平均波幅/全日波幅 839497-839498  

股票(創業版) - 20大升/跌幅 (%) 839501-839502  

- 20大升/跌幅 ($) 839503-839504  

- 20大成交最活躍股數/最活躍金額 839505-839506  

- 20大平均波幅/全日波幅 839507-839508  

 

   

指數及成份股頁號 目錄 

恆生指數 (成份股) 

請於功能目錄內按 

「指數/分類」 

  

恆生綜合指數(成份股) - 大/中/小型股 

恆生國企指數 (成份股) 

恆生中國 H股金融行業指數 (成份股) 

恆生中企指數 (成份股) 

恆生分類指數 (成份股) - 金融 / 公用 / 地產 / 工商 

恆生綜合指數 (成份股) - 能源業 / 工業製品業 /  

消費製造業 

- 服務業 / 公用事業 / 金融業 

- 地產建築業 / 資訊科技 / 企業 

- 電訊業 / 原材料業 

恆生流通中國內地 25指數 (成份股) 

標普港交所指數 (成份股) - 大型股 / 創業板 

恆生香港 35指數 (成份股)  

 

  

期貨 及 期權 (由港交所提供) 

恆生指數 / 小型恆生指數期貨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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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指數期貨 / 小型國企指數期貨  786 

股票期貨 830790-830796 

恆生指數期權 833101-833111  

恆生國企指數期權 833121-833129  

小型恆生指數期權 833141-833144  

一個月港元利率期貨 837607  

三個月港元利率期貨 837608  

一個月港元利率疊期 837609  

三個月港元利率疊期 837610  

 

  

指數 (由港交所提供) 

恆生指數頁號目錄 (港交所頁) 780 

1. 恆生國企指數 

2. 恆生中企指數 

3. 恆指分類指數 

782 

恆生指數及成交  783 

恆生指數及成交 / 標普港交所大型股指數 788 

標準普爾/香港交易所創業版指數及成交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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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股票交易 

讓您可以同時觀看股票報價及買賣股票包括買賣下單、查詢交易狀況各記錄、交收紀錄

及戶口結存。 

 

 

在上方的功能主目錄點選「股票交易」，進入預設的下單畫面。 

雙按滑鼠便可即時把股價

填進下單表中，方便買賣

快人一步。 

雙按滑鼠便可即時把股價

填進下單表中，方便買賣

快人一步。 

按一下，即顯示

即日走勢圖 

輸入股票編號 

下單畫面 

當您按箭號便顯示

全頁或半頁版面。 

選擇＜報價＞或＜組合＞

來觀看各股票的報價資料

或您選擇的報價組合。 

戶口摘要 

當您填入股票代號

時，便會跳到該股

票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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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買入／沽出 

 

您可在<買入／沽出>主畫面發出買賣指令。 

 

 

 

操作說明 

 

i. 下單指令 

1.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買入/沽出>。 

2. 填入股票代號 、價格和股數。按「搜尋」，進入「股票搜尋」畫面助您尋找

股票代號。 

3. 選擇市場別、盤別、有效期至及是否要以全數成交作買賣。 

4. 盤別: 香港交易所所提供的價盤別. 分爲限價盤及單競限價。 

5. 選擇<買/賣>，買入或沽出股票。 

6. 按<下單>鈕或按<清除>重新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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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下單確認 

1. 按<下單>鈕，畫面顯示剛才下單的資料， 如果下單的資料沒有錯， 按<確定>以

確定下單， 否則按<取消>以取消下單 。 

 

 

2. 在成功下單的畫面裡按<下單畫面>以返回原來下單的畫面。 或按 <交易狀況畫

面> 查詢下單的狀況。 

 

 

iii. 特有下單委託排序顯示 (BBQ) 

 

i-Trade 讓您可清楚地看

見剛才下單的買賣委託顯

示在經紀排序中。 



AFE I-Trade使用者手冊- 版本 1.06                                                                          第 44 頁 

 

5.2.2.  買賣盤狀況 (交易指令修改及查詢資料) 

 

您可在<買賣盤狀況>主畫面查詢及修改每項交易指令。 

 

 

 

操作說明 

i. 修改未成交的交易 

(註: 只可修改當天未成交的交易) 

 

1.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買賣盤狀況>。 

2. 在需要修改的交易指令項目旁按<修改>鈕。 

3. 填入要修改的股數或股價，更改後按<確定>以確認修改該項交易指令或<取消>

回交易狀況主畫面。 

 

修改、取消或查詢

詳細資料。 

按「查詢」顯示最

新的狀況。 

交易狀況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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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刪除未成交的交易 

（註: 只可修改當天未成交的交易) 

 

1.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交易狀況>。 

2. 在需要刪除的交易指令項目旁按<取消>鈕。 

3. 按<確定>以確定刪除該項交易或<取消>回交易狀況主畫面。 

 

 

 

iii. 查詢每項交易指令的詳細資料 

1.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買賣盤狀況>。 

2. 在想查詢的交易指令項目旁按<交易資料>鈕。 

3. 下單的資料顯示在 “落盤詳情” 對話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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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買賣盤記錄（已成交） 

 

您可在<買賣盤記錄>畫面查詢您的已成交的交易記錄。 

 

 

 

 

操作說明 

1.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買賣盤記錄>。 

2. 選擇查詢日期後按 <查詢>。 

3. 在列出的交易項目旁按 <交易資料>來檢視該單交易的資料。 

 

表示經由網上下單 

選擇查詢日期 

查詢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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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股票結存 

 

您可在<股票結存>主畫面查詢您所持有股票的可沽出股數、戶口庫存淨額、市價及市

值。股票結存上畫面更列出客戶的投資組合總值、可交易現金結餘及購買力。此外，您

可在列出的結存項目旁按<買入>或<沽出>進入下單畫面。 

 

 

 

 

操作說明 

1.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股票結存>查詢所有股票的結存狀況。 

2. 在列出的項目旁按<買入>或<沽出>來進入<買入/沽出>畫面買入或賣出該股。 

 

  

你可隨時按<買

入>或<沽出>進

入下單畫面。 

列出股票代號和名稱、可沽

出股數、戶口庫存淨額、市

價及市值。 

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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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交易記錄 

您可在<交收記錄>主畫面查詢已交收的股票記錄。 

 

 

 

操作說明 

1.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 點選<交易記錄>。 

2. 選擇查詢日期後按<查詢>。 

3. 在列出的交收項目旁按<詳細資料>查詢詳情。 

 

 

查詢詳細資料 

列出己交收的交收日期、參考編

號、報告書號、交易所、買/賣、

股票代號、成交金額及交收金額。 

選擇查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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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快速買賣 

您可在任何時候點擊”買”或”賣”按鈕, 就可以快速落盤。 

 

 

 

操作說明 

1.   在右上邊的功能目錄 點擊 “買”或 “賣”。 

2.   在快速買賣畫面上輸入股票代號、價格、股數以及選擇盤別。 

3.   按”買” 或 “賣”按鈕送出單子。你可以按”清除”按鈕以便重新輸入。 

 

快速買賣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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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我的戶口 

您可在「我的戶口」查詢客戶的資料、戶口資料及可以查詢現金和股票提存的資料。 

 

 
 

在上方的功能主目錄點選「我的戶口」。 
**注意:「戶口結餘」為「戶口結餘」的預設畫面 

5.3.1 檢視客戶資料 

 
 

操作說明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客戶資料>。 

列出客戶的基本、戶口、 

銀行和聯絡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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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檢視戶口結餘 

 

 

 

操作說明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戶口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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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現金或股票提存查詢 

 

現金提存查詢 

 
 

 

 

 

 

股票提存查詢 

 
 

 

 

 

 

 

操作說明 

1.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現金提存查詢>或<股票提存查詢>。 

2. 選擇查詢日期後按<查詢>。 

3. 在列出的項目旁按<詳細資料>檢視詳細資料。 
 

 

清楚列出各款項的提存和

生效日期、銀行資料及金

額。 

查詢詳細資料 

清楚列出各股票的流動，股

票的提存和生效日期、代萄

和名稱、交易所及股數。 

查詢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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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現金提取通知 

 

 

操作說明 

1.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現金提取通知>。 

2. 輸入所需資料後按<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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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個人設定  

 

 

5.4.1 更改密碼 

 

在上方的功能主目錄點選「個人設定」，進入預設的「更改密碼」畫面。 

 

 

操作說明 

1. 在功能主目錄點選「個人設定」。 

2. 填入密碼 

 舊密碼 – 填入原本的密碼。 

 新密碼 - 填入新的密碼。 

 確認密碼 – 再填入新的密碼一次。 

3. 按<確定>確認更改密碼申請。 

 

成功更改密碼後會出現以下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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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常見問題 
1. i-trade 需要什麽系統要求? 

2. 該選用什麽瀏覽器才能登入 i-trade? 

3. 怎樣可以顯示 i-trade 中文版本? 

4. 爲什麽第一次登入 i-trade 時, 須要等候較長時間? 

5. 爲什麽會出現 “找不到網頁” 或 “The page cannot be displayed”? 

6. 如何能更有效地運用程式? 

7. 爲什麽 i-trade 只停留在灰色畫面? 

8. 為什麼當我首次啟動 i-trade 時只停留在灰色畫面? 

9. 怎樣可以知道 i-trade 是一直在綫接收最新的股市資訊？ 

10. 我怎樣才知道資訊頁號碼? 

 

1. i-trade 需要什麽系統要求? 

電腦規格 

奔騰中央處理器 III 500MHz，192MB記憶體，2G硬碟儲存空間 

 

電腦顯示器/螢幕需求 

800 x 600, 1024 x 768或更高圖元，24 位元色彩 (如欲使用全螢幕操作，請選用 800 x 600

圖元。) 

 

作業系統 

中文/英文微軟視窗 XP 

中文/英文微軟視窗 2000專業版 

中文/英文微軟視窗 Millennium 

中文/英文微軟視窗 NT 4.0 with Service Pack 5 

中文/英文微軟視窗 98 Second Edition 

 

瀏覽器 

載有微軟 Java VM的 Internet Explorer 5.5或更高版本  (Microsoft Java VM 5.0.0.3167或

更高版本) 

 

微軟 Java VM 

i-Trade 運用 Java Applet 技術，您的 Internet Explorer必須載有微軟 Java VM 才可使用

i-Trade。 下載最新的 Microsoft Java VM 

 

http://www.netvigator.com/netvigator/smn/download/msjavx86.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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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路接駁 

最低要求: 56kbps聯機 

建議: 寬頻或專線 

 

中文顯示支援 

i-Trade使用微軟視窗的預設中文字體作中文顯示，毋需額外安裝其他中文外掛軟件。 

您的視窗如已載以下預設字體，i-Trade 便可顯示中文： 

- 繁體字體: “MingLiu”或”新細明體” 

- 簡體字體: ”MS Song”，”宋体”或”SimSun” 

 

2. 該選用什麽瀏覽器才能登入 i-trade? 

載有微軟 Java VM 的微軟 Internet Explorer 5.0 (Microsoft Java VM 5.0.0.3167版本) 

 

3. 怎樣可以顯示 i-trade中文版本? 

 i-trade的所有資訊均以雙語顯示。只要在 i-trade的功能表上按一下「繁體」彧「簡

体」，您便可看到中文顯示。 

 

4. 爲什麽第一次登入 i-trade時, 須要等候較長時間? 

因當第一次登入 i-trade時,，需要下載設定檔案, 故需較長時間。 

 

5. 爲什麽會出現 “找不到網頁” 或 “The page cannot be displayed”? 

您的互聯網路接駁可能巳經離綫, 請重新接駁聯機。 

 

6. 如何能更有效地運用程式? 

由於 i-tra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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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rade

包括多類功能, 故需多些電腦記憶體容量, 我們建議在啓動 i-trade程式前, 先將其他

暫不需用的程式關閉, 以達到最佳效果。 

 

7. 爲什麽 i-trade只停留在灰色畫面? 

i. 若首次啓動 i-trade, 您瀏覽器的 Microsoft Java VM 版本可能未乎合系統要求, 

請 下載最新的 Microsoft Java VM 

 

ii. 若之前已成功啓動過 i-trade, 您的瀏覽器可能存有一些不健全的舊檔案。我們

http://www.netvigator.com/netvigator/smn/download/msjavx86.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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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先按下列程式清除不健全的檔案 , 然後重新開啓 i-trade 

 在 Internet Explorer中，於 [工具] 功能表上按一下 [網際網路選項]。 

 在 [一般] 索引卷標上，按一下 [清除檔案]。 

 設定 [删除所有離綫內容] ，按一下  [確定] 

 

8. 為什麼當我首次啟動 i-trade 時只停留在灰色畫面? 

 

i. 您瀏覽器的 Microsoft Java VM 版本可能未乎合系統要求, 請下載最新的

Microsoft Java VM。 

ii. 您可能安裝了 SUN 的 Java plug-in           並自動設定為預設的 VM 。 

 

 從視窗的選「設

定」按進入「控制台」 

 

 

 

 

 

 

 

 從「控制台」雙按進

入 ”Java Plug-in”  

 

 

 

 

 

 

 

 

 於功能表上選 [Browser]  

 

 

 除掉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的選項  

 

 然後按一下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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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怎樣可以知道 i-trade是一直在綫接收最新的股市資訊？ 

當右下角的綠色時間轉爲紅色，便代表您網路連綫不穩定或巳經終斷。當您的互聯

網路重新連線，i-trade會自動重新連線。 

 

10. 我怎樣才知道資訊頁號碼? 

只要在 i-trade的功能主目錄上按<市場資訊>然後點選<索引>, 便可查看 i-trade 內的

資訊頁號。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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