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rade 使用者手冊- 版本 1.2 

 

 

 

 

 
 
 
 
 
 

網上交易系統 G2F i-Trade 使用者手冊 

 
 
 
 

 

 

 

 

 

 

 

 

 

 

 

 

 

 

 

 



i -Trade 使用者手冊- 版本 1.2                                                                          第 1 頁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i-Trade 讓您於互聯網瀏覽最新最快最準的港股動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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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十足地作出合適的股票買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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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要求系統要求系統要求系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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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器’網際網路選項’需設定檢查儲存的畫面是否有較新的版本為’每次查閱畫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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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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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登入系統登入系統登入系統登入/登出登出登出登出 

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1. 點選 <ENG | 簡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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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Trade 使用者手冊- 版本 1.2                                                                          第 4 頁 

 

首次登入首次登入首次登入首次登入(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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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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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點擊點擊點擊<<<<不不不不同意同意同意同意>>>>，，，，iiii----tradetradetradetrade 即時股價資訊就不能正常顯示即時股價資訊就不能正常顯示即時股價資訊就不能正常顯示即時股價資訊就不能正常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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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出登出登出登出    
如需關閉 i-Trade，請按畫面左上方的<登出>，按對話盒的<是>確認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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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時重新登入逾時重新登入逾時重新登入逾時重新登入 
若超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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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按位於左邊副目錄的＜列印＞ 來列印出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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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功能介紹功能介紹功能介紹功能介紹 

市場資訊市場資訊市場資訊市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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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比較不同的投資情況。此外,  i-Trade 亦提供

多種投資策略以供參考，利用各項功能顯示市場趨勢，讓您設計適合自己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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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股票個別股票個別股票個別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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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桿比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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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紀排序經紀排序經紀排序經紀排序 -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該股票該股票該股票該股票/認股證認股證認股證認股證

買入和沽出的買入和沽出的買入和沽出的買入和沽出的
經紀排隊詳情經紀排隊詳情經紀排隊詳情經紀排隊詳情。。。。 

雙擊可直接跳到已填雙擊可直接跳到已填雙擊可直接跳到已填雙擊可直接跳到已填

入該股價的買賣股票入該股價的買賣股票入該股價的買賣股票入該股價的買賣股票

版版版版面面面面。。。。 

可轉換為恆指可轉換為恆指可轉換為恆指可轉換為恆指、、、、期指期指期指期指

或該股的走勢圖或該股的走勢圖或該股的走勢圖或該股的走勢圖。。。。 

該股票該股票該股票該股票/認股證的相認股證的相認股證的相認股證的相

關股票及認股證連關股票及認股證連關股票及認股證連關股票及認股證連

結結結結，，，，按一下便可查按一下便可查按一下便可查按一下便可查

看即時報價資料看即時報價資料看即時報價資料看即時報價資料。。。。 

即日走勢圖即日走勢圖即日走勢圖即日走勢圖 -  日日日日
圖表顯示恒指圖表顯示恒指圖表顯示恒指圖表顯示恒指、、、、

恒指期貨及該股恒指期貨及該股恒指期貨及該股恒指期貨及該股

票票票票/認股證的整日認股證的整日認股證的整日認股證的整日

趨勢趨勢趨勢趨勢。。。。 

該股票該股票該股票該股票/認股證的詳盡認股證的詳盡認股證的詳盡認股證的詳盡

資料及增值資料資料及增值資料資料及增值資料資料及增值資料。。。。 

最新交易記錄最新交易記錄最新交易記錄最新交易記錄 
買賣委託的輪買賣委託的輪買賣委託的輪買賣委託的輪

候數量及人次候數量及人次候數量及人次候數量及人次 

輸入股票編號輸入股票編號輸入股票編號輸入股票編號 

買賣委託動力指買賣委託動力指買賣委託動力指買賣委託動力指

標標標標，，，，藍色代表買藍色代表買藍色代表買藍色代表買

入入入入，，，，紅色代表賣紅色代表賣紅色代表賣紅色代表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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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排序 
 

 

按下跳到按下跳到按下跳到按下跳到「「「「經紀監察經紀監察經紀監察經紀監察」」」」顯示該顯示該顯示該顯示該

經紀行正排隊買入和沽出的經紀行正排隊買入和沽出的經紀行正排隊買入和沽出的經紀行正排隊買入和沽出的

股票名稱股票名稱股票名稱股票名稱、、、、價格及排隊詳情價格及排隊詳情價格及排隊詳情價格及排隊詳情。。。。 

當您在當您在當您在當您在「「「「買入序買入序買入序買入序」」」」或或或或「「「「賣出序賣出序賣出序賣出序」」」」上按上按上按上按

一下滑鼠一下滑鼠一下滑鼠一下滑鼠，，，，經紀排序會立即以名稱顯經紀排序會立即以名稱顯經紀排序會立即以名稱顯經紀排序會立即以名稱顯

示示示示，，，，如再按多一下如再按多一下如再按多一下如再按多一下，，，，即顯示其編號即顯示其編號即顯示其編號即顯示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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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畫畫畫畫面面面面 

 
讓用戶同時觀看兩隻 

1. 不同個別股票/股證 

2. 個別股票/股證 + 衍生工具 
3. 個別股票/股證 + 報價組合 

 

成交記錄成交記錄成交記錄成交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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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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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搜尋股票搜尋股票搜尋股票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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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尋結果的列表中在搜尋結果的列表中在搜尋結果的列表中，，，，按一下股按一下股按一下股按一下股
票名稱的連結查看股價票名稱的連結查看股價票名稱的連結查看股價票名稱的連結查看股價。。。。 

只要輸入股票名稱或其有關字只要輸入股票名稱或其有關字只要輸入股票名稱或其有關字只要輸入股票名稱或其有關字

母母母母，，，，然後按一下然後按一下然後按一下然後按一下「「「「搜尋搜尋搜尋搜尋」」」」鍵鍵鍵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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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市頁大利市頁大利市頁大利市頁 

(只適用於即時點擊版) 

 
顯示香港交易所之資訊頁。 

 

可按可按可按可按「「「「索引索引索引索引」」」」鍵查看所鍵查看所鍵查看所鍵查看所

有香港交易所之資訊頁有香港交易所之資訊頁有香港交易所之資訊頁有香港交易所之資訊頁
號號號號。。。。 

輸入資訊頁號輸入資訊頁號輸入資訊頁號輸入資訊頁號 

顯示資料最後更新時間顯示資料最後更新時間顯示資料最後更新時間顯示資料最後更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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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股票交股票交股票交易易易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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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按滑鼠便可即時把股價雙按滑鼠便可即時把股價雙按滑鼠便可即時把股價

填進下單表中填進下單表中填進下單表中填進下單表中，，，，方便買賣方便買賣方便買賣方便買賣
快人一步快人一步快人一步快人一步。。。。 

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即顯示即顯示即顯示即顯示

即即即即日走勢圖日走勢圖日走勢圖日走勢圖 

輸入股票編號輸入股票編號輸入股票編號輸入股票編號 

下單畫面下單畫面下單畫面下單畫面 

當您按箭號便顯示當您按箭號便顯示當您按箭號便顯示當您按箭號便顯示

全頁或半頁版面全頁或半頁版面全頁或半頁版面全頁或半頁版面。。。。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報價報價報價報價＞＞＞＞或或或或＜＜＜＜組合組合組合組合＞＞＞＞

來觀看各股票的報價資料來觀看各股票的報價資料來觀看各股票的報價資料來觀看各股票的報價資料
或您選擇的報價組合或您選擇的報價組合或您選擇的報價組合或您選擇的報價組合。。。。 

戶口摘要戶口摘要戶口摘要戶口摘要 

當您填入當您填入當您填入當您填入

股票代號股票代號股票代號股票代號

時時時時，，，，便會跳便會跳便會跳便會跳

雙雙雙雙按滑鼠便可即時把股價按滑鼠便可即時把股價按滑鼠便可即時把股價按滑鼠便可即時把股價

填進下單表中填進下單表中填進下單表中填進下單表中，，，，方便買賣方便買賣方便買賣方便買賣
快人一步快人一步快人一步快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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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入買入買入買入／／／／賣出賣出賣出賣出 

 
您可在<買入／賣出>主畫面發出買賣指令。 

 

 

 

 
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i. 下單指令下單指令下單指令下單指令 

1.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買入/賣出>。 

2. 填入股票代號 、價格和股數。  另可按「搜尋」，進入「股票搜尋」畫面

助您尋找股票代號。 

3. 選擇盤別、是否要以全數成交及有效期作買賣。 

盤別: 本系統所提供的價盤別.  

全數成交: 是指買賣盤一次過全部完成， 否則則放棄買賣盤。 

4. 選擇<買/賣>，買入或沽出股票。 

5. 按<下單>鈕或按<清除>重新填寫。 

 
a) 競價盤競價盤競價盤競價盤  

在開市前競價盤時段內, 用戶可沒有指定價格的競價盤, 此盤別較競價限價盤

優先對盤。不能成交的競價盤於開市前對盤後會自動取消。此盤別不能選擇

價格, 全數成交及有效日期。 

按按按按「「「「搜尋搜尋搜尋搜尋」，」，」，」，進入進入進入進入「「「「股票股票股票股票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畫面助您尋找股票畫面助您尋找股票畫面助您尋找股票畫面助您尋找股票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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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增強限價盤增強限價盤增強限價盤增強限價盤 

增強限價盤與限價盤相似，只是前者可在同一時間與最多五條輪候隊伍進行

配對，且輸入賣盤價可以較最佳買盤價低四個價位，輸入買盤價則可以較最

佳賣盤價高四個價位；配對後任何未能成交的餘額, 將轉為原先輸入的指定限

價的一般限價盤直到有效期, 取消未能成交的餘額。 

用戶更可選擇全數成交及七天內有效期下單日期。 

 
 
c) 競價限價盤競價限價盤競價限價盤競價限價盤 

在開市前時段的輸入買賣盤時段內，競價限價盤。競價限價盤是有指定價格

的限價盤。 

在開市前時段內對盤後，未成交的競價限價盤如輸入按盤價之 9 倍以內，會

按輸入價變換為限價盤並會被轉往持續交易時段以供配對, 如當天配對後任

何未能成交的餘額, 將轉為原先輸入的指定限價的一般限價盤直到有效期, 會

取消原未能成交的餘額。 

用戶更可選擇七天內有效期下單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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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限價盤限價盤限價盤限價盤 

限制了用戶交易的最高或最低價格。用戶更可選擇全數成交或七天內有效期

下單日期. 如當天配對後任何未能成交的餘額將價的一般限價盤直到有效期, 

會取消原未能成交的餘額。 

 

 
 
e) 特別特別特別特別限價盤限價盤限價盤限價盤 

特別限價盤只要成交價不比輸入限價差便可最多跟五條輪候隊伍（即當時最

佳價及隨後的四個價位）配對。在配對後，會取消原買賣盤中未能成交的餘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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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下單畫面會隨着買賣盤別而更改背景顏色。藍色為買盤, 粉紅色為賣盤。 

� 系統風控會拒絕用戶下單, 當用戶沒有可用現金結餘落買盤, 或沒有可用現

貨落賣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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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下單確認下單確認下單確認下單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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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現金結餘及可購證券資金數 會自動更新。 

    

 

 

按此可查詢按此可查詢按此可查詢按此可查詢 “ 估計交易手續費估計交易手續費估計交易手續費估計交易手續費” 的詳細的詳細的詳細的詳細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i -Trade 使用者手冊- 版本 1.2                                                                          第 19 頁 

 

交易狀況交易狀況交易狀況交易狀況 (交易指令修改及查詢交易指令修改及查詢交易指令修改及查詢交易指令修改及查詢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您可在<交易狀況>主畫面查詢及修改每項交易指令。 

 

 
 

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i. 修改未成交的交易修改未成交的交易修改未成交的交易修改未成交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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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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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修改修改修改、、、、取消或查詢取消或查詢取消或查詢取消或查詢

詳細資料詳細資料詳細資料詳細資料。。。。 

按按按按「「「「查詢查詢查詢查詢」」」」顯示最顯示最顯示最顯示最

新的狀況新的狀況新的狀況新的狀況。。。。 

交易狀況主畫面交易狀況主畫面交易狀況主畫面交易狀況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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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刪除未成交的交易刪除未成交的交易刪除未成交的交易刪除未成交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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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每項交易指令的詳細資料查詢每項交易指令的詳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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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狀況>。 

2. 在想查詢的交易指令項目旁按<詳細資料>鈕。 

3. 下單的資料顯視在“詳細資料”對話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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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記錄交易記錄交易記錄交易記錄（（（（已成交已成交已成交已成交）））） 

 
您可在<交易記錄>畫面查詢您的已成交的交易記錄。 

 

 
 

 
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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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期不包括當日交易日。 

3. 在列出的交易項目旁按<詳細資料>來檢視該單交易的資料。 

 

表示經由網上下單表示經由網上下單表示經由網上下單表示經由網上下單 

選擇查詢日期選擇查詢日期選擇查詢日期選擇查詢日期 

詢詳細資料詢詳細資料詢詳細資料詢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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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股票股票股票結存結存結存結存 

 

您可在<股票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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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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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陎隨時按你可陎隨時按你可陎隨時按你可陎隨時按<買買買買

入入入入>或或或或<沽出沽出沽出沽出>進進進進

入下單畫面入下單畫面入下單畫面入下單畫面。。。。 

列出股票代號和名稱列出股票代號和名稱列出股票代號和名稱列出股票代號和名稱、、、、可沽可沽可沽可沽

出股數出股數出股數出股數、、、、戶口庫存淨額戶口庫存淨額戶口庫存淨額戶口庫存淨額、、、、市市市市
價及市值價及市值價及市值價及市值。。。。 

更新資料更新資料更新資料更新資料 



i -Trade 使用者手冊- 版本 1.2                                                                          第 24 頁 

 

交收記錄交收記錄交收記錄交收記錄 

您可在<交收記錄>主畫面查詢已交收的股票記錄。 

 
 

 
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1.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 點選<交收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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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詳細資料查詢詳細資料查詢詳細資料查詢詳細資料 

列出己交收的交收日期列出己交收的交收日期列出己交收的交收日期列出己交收的交收日期、、、、參考編參考編參考編參考編

號號號號、、、、報告書號報告書號報告書號報告書號、、、、交易所交易所交易所交易所、、、、買買買買/賣賣賣賣、、、、
股票代號股票代號股票代號股票代號、、、、成交金額及交收金額成交金額及交收金額成交金額及交收金額成交金額及交收金額。。。。 

選擇查詢日期及股票選擇查詢日期及股票選擇查詢日期及股票選擇查詢日期及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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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買賣快速買賣快速買賣快速買賣 

您可在任何時候點擊”買”或”賣”按鈕, 就可以快速落盤。 

 
 

 

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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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買賣畫面快速買賣畫面快速買賣畫面快速買賣畫面 



i -Trade 使用者手冊- 版本 1.2                                                                          第 26 頁 

 

我的戶口我的戶口我的戶口我的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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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設的畫面是「戶口結餘」，進入下列預設的「戶口結餘」畫面。 
 

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檢視客戶資料檢視客戶資料檢視客戶資料檢視客戶資料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客戶資料>。 

 
  

 

 

列出客戶資料列出客戶資料列出客戶資料列出客戶資料。。。。 

列出客戶聯絡資料列出客戶聯絡資料列出客戶聯絡資料列出客戶聯絡資料。。。。 

列出客戶戶口資料列出客戶戶口資料列出客戶戶口資料列出客戶戶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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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客戶風控及信貸列出客戶風控及信貸列出客戶風控及信貸列出客戶風控及信貸

資料等資料等資料等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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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戶口結餘檢視戶口結餘檢視戶口結餘檢視戶口結餘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戶口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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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或股票提存查詢現金或股票提存查詢現金或股票提存查詢現金或股票提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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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列出的項見旁按<詳細資料>檢視詳細資料。 
 

現金提存查詢 

 
 
 

清楚列出各款項的提存和清楚列出各款項的提存和清楚列出各款項的提存和清楚列出各款項的提存和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銀行資料及金銀行資料及金銀行資料及金銀行資料及金
額額額額。。。。 

查詢詳細資料查詢詳細資料查詢詳細資料查詢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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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提存查詢 

 
 

 
 

清楚列出各股票的流動清楚列出各股票的流動清楚列出各股票的流動清楚列出各股票的流動，，，，股股股股

票的提存和生效日期票的提存和生效日期票的提存和生效日期票的提存和生效日期、、、、代萄代萄代萄代萄

和名稱和名稱和名稱和名稱、、、、交易所及股數交易所及股數交易所及股數交易所及股數。。。。 

查詢詳細資料查詢詳細資料查詢詳細資料查詢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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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提存現金提存現金提存現金提存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4. 在左邊的功能副目錄點選<現金提存通知>。 

5. 然後填寫有關資料, 按<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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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設定個人設定個人設定個人設定 
 

更改密碼更改密碼更改密碼更改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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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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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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常見問題常見問題常見問題 
1.1.1.1. iiii----trade trade trade trade 需要什需要什需要什需要什麽麽麽麽系統要求系統要求系統要求系統要求???? 

2.2.2.2. 該選用什該選用什該選用什該選用什麽麽麽麽瀏覽器才能登入瀏覽器才能登入瀏覽器才能登入瀏覽器才能登入 iiii----trade?trade?trade?trade? 

3.3.3.3. 怎樣可以顯示怎樣可以顯示怎樣可以顯示怎樣可以顯示 iiii----tradetradetradetrade 中文版本中文版本中文版本中文版本???? 

4.4.4.4. 爲爲爲爲什什什什麽麽麽麽第一次登入第一次登入第一次登入第一次登入 iiii----tradetradetradetrade 時時時時, , , , 須要等候較長時間須要等候較長時間須要等候較長時間須要等候較長時間???? 

5.5.5.5. 爲爲爲爲什什什什麽麽麽麽會出現會出現會出現會出現    “ 找不到網頁找不到網頁找不到網頁找不到網頁”     或或或或    “ The page cannot be displayedThe page cannot be displayedThe page cannot be displayedThe page cannot be displayed” ???? 

6.6.6.6. 如何能更有效地運用程式如何能更有效地運用程式如何能更有效地運用程式如何能更有效地運用程式???? 

7.7.7.7. 爲爲爲爲什什什什麽麽麽麽 iiii----tradetradetradetrade 只停留在灰色畫面只停留在灰色畫面只停留在灰色畫面只停留在灰色畫面???? 

8.8.8.8. 為什麼當我首次啟動為什麼當我首次啟動為什麼當我首次啟動為什麼當我首次啟動 iiii----trade trade trade trade 時只停留在灰色畫面時只停留在灰色畫面時只停留在灰色畫面時只停留在灰色畫面???? 

9.9.9.9. 怎樣可以知道怎樣可以知道怎樣可以知道怎樣可以知道 iiii----tradetradetradetrade 是一直在是一直在是一直在是一直在綫綫綫綫接收最新的股市資訊接收最新的股市資訊接收最新的股市資訊接收最新的股市資訊？？？？ 

10.10.10.10. 我怎樣才知道資訊頁號碼我怎樣才知道資訊頁號碼我怎樣才知道資訊頁號碼我怎樣才知道資訊頁號碼???? 

 

1. i-trade 需要什需要什需要什需要什麽麽麽麽系統要求系統要求系統要求系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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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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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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選用什該選用什該選用什該選用什麽麽麽麽瀏覽器才能登入瀏覽器才能登入瀏覽器才能登入瀏覽器才能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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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可以顯示怎樣可以顯示怎樣可以顯示怎樣可以顯示 i-trade 中文版本中文版本中文版本中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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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爲爲爲什什什什麽麽麽麽第一次登入第一次登入第一次登入第一次登入 i-trade 時時時時, 須要等候較長時間須要等候較長時間須要等候較長時間須要等候較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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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爲爲爲什什什什麽麽麽麽會出現會出現會出現會出現 “ 找不到網頁找不到網頁找不到網頁找不到網頁” 或或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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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更有效地運用程式如何能更有效地運用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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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爲爲爲什什什什麽麽麽麽 i-trade 只停留在灰色畫面只停留在灰色畫面只停留在灰色畫面只停留在灰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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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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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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當我首次啟動為什麼當我首次啟動為什麼當我首次啟動 i-trade 時只停留在灰色畫面時只停留在灰色畫面時只停留在灰色畫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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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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