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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登出 

登入 

1. 於登入頁面，輸入您的＂使用者識別碼＂(客戶號碼) 及＂登入密碼＂。

2. 如有您的電腦設防火牆，請選擇＂經防火牆連線＂。

3. 輸入有關資料後，按＂登入 UTRADE Web＂進入系統。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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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登入＂後，重要通告視窗會便彈出，按＂OK＂進入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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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畫面 

 

登出 

 

於主畫面上按＂登出＂ 或關閉視窗即可。 

帳戶概覽及訂單資料 

功能列表 

訂單輸入 報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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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 

 
1. 於登入頁面，點撃＂忘記密碼＂ 

 
2. 輸入＂帳戶號碼＂、＂身份證明文件最後三個字元＂及＂已登記電郵＂ 

(開戶時登記用以收取結單的電郵地址)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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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您的手提裝置上開啟 UTRADE Secure，於編碼列表按＂取得編碼＂ 

獲取一次性保安編碼。 

 
4. 輸入該戶口已登記之 UTRADE Secure獲取的保安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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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入＂新密碼＂及＂確認新密碼＂後，按＂更改登入密碼＂， 

新密碼可立即啟用。 

6. 您可以使用新密碼重新登入 UTRADE網上交易平台及 

UTRADE HK Mobile。 

＊新密碼的英文字母有大小寫之分，並必須包含數字及英文字母 (6 -12 字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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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管理 

更改用戶資料 

 

選擇＂帳戶管理＂內的＂更改用戶資料＂。 

於客戶戶口視窗中填寫您自訂的＂登入代碼＂，按＂更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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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密碼 

在首次登入視窗三百日後，客戶需要更改密碼。 

 
1. 選擇＂帳戶管理＂，然後按＂更改密碼＂。 

 

2. 輸入舊密碼，然後輸入新密碼＊及重新輸入新的密碼。 

按＂更改登入密碼＂確定，您的密碼立即被更改並即時生效。 

＊新密碼的英文字母有大小寫之分，並必須包含數字及英文字母（6-12字元）。 

步驟： 

UTRADE Web 網上交易系統用戶手冊

10



電子結單 

 
1. 選擇＂帳戶管理＂，然後＂電子結單＂，電子合約結單視窗會彈出。 

 
2. 選擇您想查看的電子合約結單之月份，按＂尋找＂以查看該月之 

電子合約結單。如需查看上一個交易日之＂每日報告＂＊， 

請按旁邊的＂尋找＂鍵。 

＊每日報告會於 T+1的上午 2時後上載。例：1月 2日的報告會於 1月 3日上午 2時後上載。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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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服務 

港股報價 

我們為您提供三種不同的港股報價服務，包括：即時報價、即按式即時報價及

即按式延遲報價。 

 

即時報價 ：用戶可於一個畫面內查看自動更新的股票現價、重要的市場資
訊，包括買賣現價、開市價、前收市價及成交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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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按式即時報價：用戶以即按方式瀏覽股票現價、經紀交易次序 

及股票深度等。 

 

即按式延遲報價：用戶以即按方式瀏覽延遲 15分鐘的股價。 

＊有關港股報價收費及詳情，請查看以下連結： 

即時報價：http://www.utrade.com.hk/tc/Tools/Real-Time-Streaming 

即按式即時報價：http://www.utrade.com.hk/tc/Tools/Real-Time-Snapshots  

UTRADE Web 網上交易系統用戶手冊

13

http://www.utrade.com.hk/tc/Tools/Real-Time-Streaming
http://www.utrade.com.hk/tc/Tools/Real-Time-Snapshots


美股即時報價 

 

於美股即時報價可瀏覽股票之現價、買入價、賣出價、最高價、成交量等 

資料。 

 

您更可按＂指數＂查看各大美國指數成份股。 

＊有關美股報價收費及詳情，請查閱以下連結： 
http://www.utrade.com.hk/tc/Tools/Real-Time-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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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報價 

我們為您提供兩種不同的 A股報價服務，包括即時報價及即按式即時報價。 

 

即時報價：A股資訊服務包括 A股報價、成交分析、五十大 A股、 

中國指數成份股、A股行業板塊、AH股表現、滬港通一覽、 

上證所風險警示板、A股索引和 A股公司資料。 

 

即按式即時報價：用戶以即按方式瀏覽現價、升跌、買入／沽出價、 

買入／沽出量、最高／最低價、前收市價及成交量等。 

＊有關 A股報價收費及詳情，請查看以下連結： 

即時報價：http://www.utrade.com.hk/tc/Tools/Real-Time-Streaming 

即按式即時報價：http://www.utrade.com.hk/tc/Tools/Real-Time-Snapsh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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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下單  

訂單輸入 

 

於主畫面＂訂單輸入＂下，選擇＂買入＂ 或＂沽出＂，並輸入有關買賣 

資料，包括市場、買入／沽出、訂單類型、股票代碼、價格及數量。 

按＂下單＂落盤或＂清除＂取消訂單資料。 

1. 在價格欄內按＂＋＂，系統會於現有價格上加一個價位； 

在價格欄內按＂－＂，系統會於現有價格上減一個價位。 

2. 在數量欄內按＂.＂，即等於＂000＂。 

例：如要輸入 5000000，只需按＂5＂及按兩次＂.＂即可。 

3. 網上交易不能進行碎股（不足一手之股票）買賣。 

入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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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訂單 

UTRADE Web支援港股及美股條件盤交易。 

於＂條件訂單＂可選擇不同的送出條件： 

港股條件訂單包括：立即傳送訂單、當現價上升到達、當現價下跌到達、 

保留直至我釋放、止損／觸發及雙向限價盤。 

 

美股條件訂單包括：立即傳送訂單及止蝕/ 觸發 

 

當有關買賣盤資料輸入完成，系統便會根據您選擇／預設的條件送出訂單。 

＊如需了解更多條件盤交易的資料及操作，請查看 UTRADE Web 港股條件盤用戶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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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 

帳戶概覽 

 

於＂投資組合＂頁中，查看您的帳戶概覽包括總現金值、淨值、已用購買力、

未成交買盤、額外投資額、可用購買力及所持有之股票。 

備註： 

總現金值 ：手持現金結餘 

淨值 ：總現金值加上所手持股票市值 

已用購買力 ：未成交買盤的購買力； 

現金帳戶－未成交買盤的訂單價值 

孖展帳戶－排隊的買入訂單價值 x ( 1 - 按揭比率% ) 

未成交買盤 ：未成交買盤的訂單價值 

額外投資額 ：只適用於網上交易； 

現金帳戶－當現金不足時，總現金值加買盤的訂單價值少於額外投資額，仍可交易 

孖展帳戶－當購買力不足時，購買力加買盤的購買力少於額外投資額，仍可交易 

可用購買力 ：現金帳戶－總現金值減已用購買力 

孖展帳戶－總現金值加貸款限額減已用購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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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等值 

 

按＂HKD等值＂，選擇以不同的貨幣值查看您的帳戶概覽。此功能只適用於

戶口內存有不同貨幣的帳戶。例如：戶口內同時存有港幣、人民幣及美元，或

曾以港幣以外的貨幣交易，您便可選擇以相關貨幣值查看帳戶概覽。 

 

按＂現金值概覧＂，查看您所存入的不同貨幣的現金值，如港幣、人民幣、 

美金及其他適用貨幣。 

現金值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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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訂單 

 

按 ＂今日訂單＂，可查閱今日內所下的訂單資料，所有訂單資料均即時 

自動更新。 

 

 

按＂今日訂單＂，訂單資料便會相應顯示。您可選擇＂更改＂或＂取消＂ 

以執行更改或取消訂單的指示。 

 

更改或取消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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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訂單 

 

按＂更改＂後，＂更改訂單＂ 視窗會彈出，您可更改已輸入的買賣價格或 

股票數量＊，按＂確定＂以送出更改指示或＂取消＂更改指示 **。 

您可按＂訂單編號＂瀏覽訂單詳請及查看訂單修正紀錄的詳細資料。 

 

＊根據聯交所規定，更改訂單時股票數量只可減少，不可增加。  

** 完成＂更改訂單＂只代表該更改指令已送出，並不代表系統已接納該訂單之更改指令， 

請查詢該訂單資料以確定訂單已被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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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訂單 

 

按下＂取消＂後， ＂取消訂單＂ 視窗會彈出，按＂確定＂以送出取消指示。

若指示執行成功，訂單狀態會更改為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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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排列 

 

您可按所需項目排列訂單，包括訂單編號、市場、股票代號、貨幣、價格、 

數量、待成交詩單及最後更新。只需點擊對應  按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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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訂單 

 

如需查詢訂單的詳情，只需點選該訂單編號，查詢訂單視窗便會彈出。 

訂單詳請包括：基本訂單資料、收費詳情、訂單成交摘要、訂單成交詳情、 

修正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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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成交訂單 

 

按 ＂待成交訂單＂，可查閱 ＂已排隊＂或＂部份成交＂的訂單資料， 

包括訂單編號、股票代號、數量、待成交訂單、最後更新等。 

成交記錄 

 

於＂成交記錄＂頁中，可查看您已成交的訂單紀錄，包括股票編號、 

產品名稱、成交平均價、數量及金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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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查詢 

訂單記錄 

 

按＂交易查詢＂，然後＂訂單紀錄＂，訂單報表視窗會彈出。 

您可按日期及產品代碼查閱所有下單紀錄。 

交易記錄 

 

按＂交易查詢＂，然後＂交易紀錄＂，交易報表視窗會彈出。您可按日期及

產品代碼查閱已成功交易的訂單紀錄，同一交易股數及交易價格之股票

將整合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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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交易記錄 

 

按＂交易查詢＂，然後＂訂單交易紀錄＂，訂單交易報表視窗會彈出。 

您可按日期及產品代碼查閱每一宗成功交易的訂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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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或儲存 

 

按＂列印＂後，列印視窗會彈出，並列出所選日期內的訂單紀錄， 

如訂單號碼、產品、價格、成交數量、狀態等。 

您可按列 印按鈕把紀錄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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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儲存＂後，有關訂單紀錄會以 Excel檔案供查看或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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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務 

新股認購 

 

按＂其他服務＂，然後選擇＂新股認購＂，新股認購網上申請視窗會彈出，並

列出可供網上申請及已提交申請的新股資料，如新股名稱、可供申請之開始及

結束時間、已申請數量、已申請金額等。 

 

按＂申請＂後，有關網上新股／債券認購的條款細則及免責聲明視窗彈出， 

閱讀後如無問題，按＂接受＂，並繼續填妥有關資料以完成申請。  

＊有關新認購詳情，請查看新股認購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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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香港及中國市場 

 

按＂研究報告＂，然後選擇＂香港／美國及其他市場＂，網站會自動連結至 

本公司的市場動態研究報告頁面。市場研究報告將於每天早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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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市場 

 

選擇＂研究報告＂，然後選擇＂香港／美國及其他市場＂，網站會自動連結至 

本公司的市場動態研究報告頁面，選擇＂環球市場＂。 

您可選擇＂Daily Report＂閱讀每日上載之美股報告；或＂Stock Report＂ 

閱讀不同行業的美股報告。 

＊美股研究報告由 Thomson Reuters 提供，只提供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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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The Day Ahead (Reuters)＂旁邊的＂閱讀更多＂，以查看不同日期的 

每日美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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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選擇＂StockReport+ (Reuters)＂，並選擇＂Industry＂或輸入＂Ticker／

Stock＂後按＂Search＂，相關股票報告列表將相應 顯示。按閱讀有關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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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意見反映 
如有任何查詢或意見，請致電客戶服務熱線：(852) 2136 1818 或電郵至

clientservices@uobkayhia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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