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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簡介 

  
首頁：登入 E觸即發後首頁如下。 報價畫面：頁面顯示您所選擇商品資訊。

 

功能表：功能表為常用功能 
  讓您快速切換瀏覽。 

更多：更多裡有較不常使用功能 
      讓使用者去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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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資訊 

  
本功能主要提供客戶詳細報價資訊： 

1.「證券」 
  

2.「期貨」 

3.「選擇權」 4. 「國際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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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資訊-證券  

(1)點選類股報價，進入類股報價後 
   後選擇類別 

(2)選擇後進入該分類 
   再選擇次分類 

(3)出現該分類之商品報價，點選 
  「▲」、「▼」可以快速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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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資訊-期貨  

  (1)點選類股報價，進入類股報價後 
後選擇期貨類別 

(2)選擇後進入該分類 
   再選擇次分類 

(3)出現該分類之商品報價，點選 
  「▲」、「▼」可以快速切換。  
        「▲」、「▼」可以快速切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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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資訊-選擇權 

  (1)點選類股報價，進入類股報價後 
選擇選擇權類別 

(2)選擇後進入該分類 
   再選擇次分類 

(3)出現該分類之商品報價，點選 
  「▲」、「▼」可以快速切換。  
        「▲」、「▼」可以快速切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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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資訊-國際金融 

  (1)點選類股報價，進入類股報價後 
   選擇國際金融類別 

(2)選擇後進入該分類 
   再選擇次分類 

(3)出現該分類之商品報價，點選 
  「▲」、「▼」可以快速切換。  
        「▲」、「▼」可以快速切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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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自選-自選群組增加自選股 

  
(1)於自選群組點選編輯 (2)點選新增自選 

(3)選擇股票分類  (4)選擇後進入該分類 
   再選擇次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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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自選-自選群組增加自選股  

 

 

 

 

 

 

 

 

 

 

 

 

 

 

 

 

(5)選擇欲加入自選股，並點選完成  (6 )完成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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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自選-類股報價新增自選股 

  (2)跳出更多功能後點選加入自選 

(3)選擇加入群組  

(1)於類股報價畫面長按個股資訊 

(4)加入自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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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自選-雲端自選上傳/下載 

  
(1)於自選群組點選自選報價 (2)回到自選報價選單，雲端自選為 

   電子平台共用之自選股 
    

 

(3)如要設定上傳至雲端或下載自 
   選，點選自選同步 

(4)使用者可以自行選擇自選上傳  
   或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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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下單-自選報價進入下單 

  
(1)於自選畫面點選商品名稱 (2)點選商品後跳出下單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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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下單-交易功能進入下單 

  (1)點選交易功能 

(3)跳出下單畫面後，即可輸入資 

   料進行下單。  

(2)進入交易功能後，再  
   點選證券下單  
 



台中銀證券－E觸即發 iphone操作說明 

15 
 

手機下單-個股走勢進入下單 

  (1)於個股走勢頁面點選(≡) 

(3)跳出下單畫面後，即可輸入資 

   料進行下單。 
     

(2)跳出更多功能，選擇買賣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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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下單-庫存查詢進入下單  

  (1)於交易功能類別，選擇庫存查詢 

(3)跳出下單畫面後，即可輸入資 

   料進行下單。跳出下單畫面。  

(2)進入畫面後，選擇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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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成查詢-證券委託成交查詢 

  
(1)於交易功能點選證券，即有當日委  
   託、成交、庫存查詢 

(2)當日委託查詢 

(3) 當日成交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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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成查詢-期權委託成交查詢  

  (1)於個股走勢頁面點選(≡) 

(3)預約單查詢  

 

(2)跳出更多功能，選擇買賣 
  別 

(1)點選交易功能的期權類別 (2)當日委託查詢  

(4)成交回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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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查詢-證券庫存查詢 

  
(1)點選交易功能的證券類別，點選 
   庫 
(1)  存查詢 

(2)當日委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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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查詢-期權庫存查詢  

  (1)於個股走勢頁面點選(≡) 

(3)即顯示股票期貨未平倉資訊。 

   

 

(2)跳出更多功能，選擇買賣 
  別 

(1)點選交易功能的期權類別，點選庫 
   存查詢(分別為未平倉、股票期) 

(2)即顯示未平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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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務查詢-證券對帳單查詢 

  
(1)點選交易功能的證券類別，點選對 
   帳單查詢 

(2)選擇查詢條件 

(3)顯示查詢相關帳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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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務查詢-證券成交金額查詢  

  (1)點選交易功能的證券類別，選擇成  
   交金額試算 

(2)即顯示今日成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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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務查詢-證券銀行餘額查詢  

  (1)點選交易功能的證券類別，點選銀   
   行餘額查詢 

(2)即顯示交割帳戶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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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務查詢-證券未實現損益試算  

      (1)點選交易功能的證券類別，選擇未 
   實現損益試算 

(2)即顯示未實現損益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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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成查詢-證券已實現損益試算   

  (1)於個股走勢頁面點選(≡) 

(3) )即顯示已實現損益。 

(2)跳出更多功能，選擇買賣 
  別 

(1)點選交易功能的證券類別，點選已  
   實現損益試算 

(2)選擇查詢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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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委託 

  
(1)點選交易功能的證券類別，點選申  
   購委託 

(2)即列出最近可申購項目，點選申
購，若您已申購則顯示為取消 



台中銀證券－E觸即發 iphone操作說明 

27 
 

申購委託-申購歷史查詢 

  (1)點選交易功能的證券類別，點選對 
   申購歷史查詢 

(2)列出您最近申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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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帳號登入 

  
(1)於交易功能類別，點選右上角 
   帳號管理 

(2)帳號管理畫面，點選編輯 

(3)再點選+，新增帳號 (4)輸入子帳號資料後即可完成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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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功能-財經新聞 

 

  

(2)進入更多能類別後，選擇財經新聞 

(3)進入後即可觀看相關財經訊息 

(1)登入後點選首頁下方更多功能 (2)進入更多能類別後，選擇財經新聞 

(3)進入後即可觀看相關財經新聞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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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功能-盤後資料 

 

  

(2)進入更多能類別後，選擇財經新聞 
(1)登入後點選首頁下方更多功能 (2)進入更多能類別後，選擇盤後資料 

(3)進入後即可觀看相關盤後資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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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功能-股神贏家 

 

  

(3)進入後即可觀看相關財經訊息 

(1)登入後點選首頁下方更多功能 (2)進入更多能類別後，選擇股神贏家 

(3)進入後即可觀看更多個股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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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功能-智慧選股 

 

  

(3)進入後即可觀看相關財經訊息 

(1)登入後點選首頁下方更多功能 (2)進入更多能類別後，選擇智慧選股 

(3)進入後即可依照排行尋找個股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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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功能-競拍交易 

 

  

(3)進入後即可觀看相關財經訊息 

(1)登入後點選首頁下方更多功能 (2)進入更多能類別後，選擇智慧選股 

(3)進入後將會自動帶入資料，點選登入 
   即可進行投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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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功能-線上簽署 

 

  

(1)登入後點選首頁下方更多功能 (2)進入更多能類別後，選擇線上服務 

(3)進入子類別後選擇後， 
   選擇風險預告書。 

(4)進入後即可線上簽署風險預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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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功能-電子對帳單 

 

  

(1)登入後點選首頁下方更多功能 (2)進入更多能類別後，選擇線上服務 

(3)進入子類別後選擇後， 
   選擇風險預告書。 

(4)進入後即可線上簽署風險預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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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功能-看盤設定 

 

 

  

(1)登入後首頁點選下方更多功能 (2)進入更多能類別後，選擇系統設定 

(3)進入系統設定後，可依看盤  
   習慣設定下列看盤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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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功能-下單匣設定 

 
(1)登入後首頁點選下方更多功能 (2)進入更多能類別後，選擇系統設定 

(3)進入系統設定後，選擇下單
匣設定子類別 

(4)進入後即可修改下單匣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