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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以下任何一個按鈕進入登入頁
面：
- 落盤
- 交易狀況
- 交易記錄
- 投資組合

輸入你的賬戶名稱及使用螢幕上的
鍵盤輸入密碼。

1. 登入

東亞銀行證券服務手機程式使用手冊 3



1.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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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通過短訊發送一次性密碼到
你登記的流動電話號碼。

收到後，輸入並按「確認」。



成功登入後，左下方的登入顯示
燈會轉為綠色。

如未能成功登入證券賬戶，登入
顯示燈將轉為橙色。如沒有網絡
連線，登入顯示燈將轉為紅色。

1.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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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下三個步驟於「落盤」頁面下達
交易指示。

步驟 1︰輸入買賣盤資料
-股票代號
-股票價格
-股票數量

步驟 2︰點選「買入」或「沽出」鍵。

2a. 落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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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於確認頁面核對買賣盤資
料是否正確，再點選「確認」傳送
你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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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落盤



於「交易狀況」分頁查看閣下的買
賣指示狀態。

關於各指令狀態代號的意思，請參
閲右方圖表。

3. 交易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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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狀態代號 狀態

CAN 取消

FEX 完成全部交易

NEW 新指令並等待送出市場

PEX 完成部份交易

Q 輪候

REJ 拒絕

WA 等待批核



於「交易狀況」分頁向左或向右輕
掃你的指示，並選擇對該指示作出
「更改」或「取消」。

4a. 更改/取消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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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新的價格／數量後，點選
「更改買入」或「更改賣出」以
更改指示。

於確認頁面核對買賣盤資料是否
正確，再點選「確認」以更改你
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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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更改指示



點選「取消」後，再點選「確認」
取消你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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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取消指示



於「交易記錄」查看過往的股票買
賣記錄，包括已完成及未完成之交
易。

你可以選擇以股票號碼或日期排序
查看你的交易記錄。

5. 交易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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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投資組合」查閱你賬戶内所
持有的香港股票。

6. 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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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後， 於「股票報價」獲取股
票的即時報價。

使用右上方的按鈕，將股票加到
你的「心水股」。

7a. 股票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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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心水股」頁面下檢視你所選
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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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 股票報價



於「二十大」頁面下檢視股票、
認股證、牛熊證和創業板股票的
二十大排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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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 股票報價



於「指數」頁面下查閱香港和亞
太的延遲指數，及各板塊的行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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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 股票報價



於「新聞」查閲最新市場資訊及
公司新聞。

新聞只提供中文版本。

8.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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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設定」管理手機程式。

9.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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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司資料」獲取上市公司及
不同股票的資料，如公司概括、
公司資料、股份回購、派息紀錄
等。

10. 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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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重要提示」查閲各種資料及
文件，如條款及細則、常見問題
和安全提示等。

11.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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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電子網絡銀行服務後，

揀選「投資」 > 「股票買賣」

1.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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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通過短訊發送一次性密
碼到你登記的流動電話號碼 。

收到後，輸入並按「確認」

1.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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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於右方「股票」下輸入股
票代號並按查詢以查閲該股票
之即時價位，更可查閱圖表、
公司概況、損益表、資產負債
表、財務比率、公司資料及現
金流量表等資訊。

若客戶已申請連續報價服務，
更可獲得股票實時更新服務。

2a. 即時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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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主畫面左側之「下達交易
指示」輸入證券交易指示。
選擇香港交易所或滬/深港通
輸入股票代號 、價格及數量
揀選「買入」或「賣出」

2b. 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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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交易管理」分頁查閲你
當天未成交的交易指示，並
揀選相關交易指示右方的
「更改」或「取消」鍵作出
更改或取消，你亦可按「詳
細」鍵以查看該指示之詳請。

3. 更改／取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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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可用投資金額」右方之
「+」可查閲賬戶内可用之投
資金額。

4. 可用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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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投資金額」下之「郵件
箱」可查閲你輸入交易指示的
相關訊息：

• 確認買賣盤狀態:

已接收/在輪候/

已完成/已取消/

已更改/ 已被拒絕

5. 郵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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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頁之「即時新聞」查閲由
阿斯達克及道瓊斯新聞所提供
的最新市場資訊及公司新聞。

6.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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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頁之「日曆」查閱該月的
財經日誌。

7. 日曆

31東亞銀行電子網絡銀行證券交易平台使用手冊



於「賬戶」分頁檢視或更改你
的個人資料。

8. 賬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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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投資組合」分頁查閲你所
持之股票。你亦可經股票右方
之「買入」或「賣出」按鈕直
接輸入買賣指示。

輸入「平均買賣價」及按「保
存」紀錄你的買入成本，並即
時查閱所持股票的前收市價格、
參考市值及虛擬的收益/損失。

9. 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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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交易紀錄」輸入指示類型、
相關交易所、開始及結束日期，
揀選「查詢」，即可檢視相關
交易紀錄。

10. 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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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到價提示」分頁設定股票到
價提示功能。成功設定後系統將
於股價到達預設價位時透過電郵
發出到價提示。

輸入並儲存你的電郵地址、股票
編號提示價位種類，提示類別和
提示價以設定到價提示。

11. 到價提示

>= 高於或等於提示價位 = 等於提示價位
<= 低於或等於提示價位 > 高於提示價位
< 低於提示價位

關於各種提示類別符號的意思，
請參閲右方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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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股認購」分頁透過電子
網絡銀行檢視及認購新股。

閱讀免責聲明／章程及條款後，
填寫及確認申請表格，即可辦
理。

12. 新股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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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其他查詢，請致電

(852)2211 1311

與我們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