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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始使用 

1.1 登入 

開啟電腦 

連續點擊“勝利通”圖示，「勝利通」的起始畫面便會出現 (如下圖)： 

輸入“用戶代碼”及“用戶密碼”，選用所需語言，然後按“登入”；或 按“離開
”以離開系統。 

1.2 更改密碼 

假如您是第一次登入系統，您會被要求更改密碼 (如下圖)： 

輸入“舊密碼”，“新密碼”及“重新輸入密碼”，然後按“確定”。您的密碼馬上
被更改並即時生效。 

（新版）（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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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登入後，系統主視窗即時出現。 

1.3 登出 

於主功能表上點選“離開”以登出「勝利通」。 

請注意: 假如你對登入「勝利通」系統有任何疑問，請聯絡客戶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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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載入桌面設定 

當使用者登入「勝利通」 時，系統將會自動恢復使用者於上一次儲存之(預設)桌面設
定。 使用者亦可於主功能表上點選“設定”→“載入桌面設定”。 然後於“載入桌
面設定”時選”桌面配置 代碼” ，輸入已儲存之代碼即可。 

1.5 儲存桌面設定 

所有視窗的大小及位置均可任意更改。使用者可同時開啟多個視窗，同時執行不同的
工作。使用者可以儲存 桌面的編排，只需於主功能表上點選“設定”→“儲存桌面設
定”。 

然後於“儲存桌面設定”選 “(預設)” ，或”桌面配置 代碼” ，輸入已預設之代碼
即可。 

“(預設)”是代表開啟糸統時,會自動載入預設的版面。 

“桌面配置 代碼”可儲存多個桌面設定。客戶只需選擇“桌面配置 代碼”，在其旁
的空白地方輸入桌面配置名稱 便可儲存多個桌面設定。 

系統會顯示“成功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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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入訂單 

用戶可透過以下幾種途徑輸入訂單至「勝利通」。 

2.1 使用輸入訂單 

於主功能表上點選“下單委託/查詢”→“輸入訂單 (香港交易所-股票)”。 

所有“輸入訂單”版面的欄位闡釋如下： 

欄位 闡釋 

買入 / 沽出 “1” = 買入，“3” = 沽出 

客戶戶口 客戶戶口號碼 

產品 產品編號，可按 F1 作搜尋 

訂單類型 

“1” = 限價盤 

“2” = 增強限價盤 

“3” = 特別限價盤 

“7” = 競價限價盤 

“8” = 競價盤 

價格 “+” = 加一價位；“-” = 減一價位 

點選“傳送”以送出訂單。在送至交易所前，系統會自行檢查交易限額，並將訂單送 

至相關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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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程式買賣 

「勝利通」支援程式買賣。若訂單設定為程式買賣，該訂單便會保留於「勝利通」

的交易伺服 器上，直至符合相關的釋放條件後，勝利通便會馬上把訂單送出至交

易所。 

用戶可於輸入訂單內的“進階設定”選擇釋放條件: 

1. 如用戶選擇“立即送出”，系統便會立即把該訂單送出至市場。

2. 如用戶選擇“保留”，系統便會把該訂單保留在系統伺服器上，當需要

通知釋放時， 在“訂單資料夾”點選要釋放的訂單並按“釋放已保留訂單”

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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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止損 / 觸發”

例： 如要訂下一止蝕盤：假設現價是 $99.6，當現價下跌至預先設定的觸發價 

$99.55時，系統便會使用增強限價盤於 $99.55 賣出 1,000 股 00001 產品。 

選取“止損 / 觸發”，在觸發價輸入“99.55”後按“確定”(如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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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後如上圖。 

當現價 = 觸發價時，系統便會釋放訂單到市場。 

你亦可隨時釋放已保留訂單，點選要釋放的訂單並按“釋放已保留訂單”便可。 

4. “追蹤止損/賺功能”

如想使用追蹤止損/賺功能，只需在增加觸發價的同時，在“追蹤止損/賺”欄位上
加上 追蹤單位。 

例 ： 在“追蹤止損/賺”欄位上加上“1”，則代表如現價每升 1 元，觸發價及下單
價便會跟隨現價改變提升 1 元，觸發價及下單價只會對現價上升時才有改變，下跌
時則不會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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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現價 = 觸發價時，系統便會釋放訂單到市場。 

你亦可隨時釋放已保留訂單，點選要釋放的訂單並按“釋放已保留訂單”便可。 

5. “升市觸發”

如現價上升至觸發價時便釋放訂單到市： 

例 ： 假設現價是 $99，當現價上升至預先設定的觸發價 $99.5 時，系統便會使用增
強 限價盤於 $99.5 賣出 1,000 股 00001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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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跌市觸發”

 如現價下跌至觸發價時便釋放訂單到市場： 

例： 假設現價是 $100，當現價下跌至預先設定的觸發價 $99.5 時，系統便會使用增
強 限價盤於 $99.5 買入 1,000 股 00001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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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雙向限價盤”

例：假設現價是 $70，下一雙向限價盤：以$70.5 賣出1,000 股00001 產品。如現價
下跌至預先設定的觸發價 $69.5 時，便會以$69.5 止損/ 賺價賣出。訂單設定如下： 

倘若訂單不能以$70.5 賣出而現價跌至設定的觸發價$69.5 時，系統便會自動取消該 

$70.5 沽出的訂單，並會送出一條新的訂單以$69.5 送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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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定時間發出” 用戶可使用“預定時間發出”的送出條件，為訂單設

置送出訂單時間，如下圖。 

選擇送出訂單的日期、時間，再按下“確定”。當系統時間到達用戶所設定的送出

時間，系統便會傳送訂單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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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觸發 (MIT)”

如用戶欲使用目標價下單而又不受升跌限制，可使用“觸發 (MIT)”，如下

圖。 

輸入客戶戶口、產品、價格、數量和觸發價。按下“買入”或“沽出” ，系統便

會將該訂單保留在系統的伺服器中。當現價上升或下跌至觸發價時，系統便會自動

釋放訂單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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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動雙向限價平倉”

例：首先會買入一張 “99”的訂單，如目標價設定為 “99.1”，當現價到達 “

99.1”系統會沽一張 “99.1”的訂單。如現價未能到達目標價而是跌價到 “98.9”

，接觸 “觸發價”時，系統會沽出一張 “止損/賺價” “98.9” 的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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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買賣數量選擇器 

用戶可以同時開啟“ 買賣數量選擇器”和“輸入訂單”視窗。當“買賣數量選擇

器”點擊2K時，下次打開輸入訂單面版時, 數量將默認為選定的數 量為 2000。 

用戶可以右擊選擇“編輯”更改“買賣數量選擇器”的預設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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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使用訂單快捷鍵 

“輸入訂單”畫面容許使用者自行設定快捷鍵以方便快速下單。如需設定快捷鍵，

點選 圖示。 

如需新增快捷鍵，點選“新增”圖示。如需更改快捷鍵，連續點擊快捷鍵紀錄便可

。 

輸入所需資料。 

例 ：設定快捷鍵“F5”作為“使用特別限價盤於買入 00002”(如上圖)點選“確定”

以儲存變更。 

例 ：“使用特別限價盤買入 00002”：按快捷鍵“F5”，“訂單輸入”會自動填上預

設之資 料 (如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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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價格”及“數量”，點選“傳送”以送出訂單。 

2.5 使用即時報價 

使用者可透過“即時報價畫面”進行買賣。 於主功能表上點選“市場資訊”→“

產品報價 (AAStock)”或其他軟件供應商。 

連續點擊“經紀排位”即可啟動“輸入訂單”畫面，而系統會自動填上產品編號及

價格。 

輸入“客戶戶口”點選“傳送”以送出訂單。 

客戶請注意：實時報價需要每月繳付月費，客戶如欲開通此服務，請聯絡客戶

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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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客戶戶口資料 

2.6.1 產品結存/帳戶結餘 

於主功能表上點選“下單委託/查詢”→“客戶戶口資料”。 

在此可以檢視該客戶的現金、持貨、購買力和貸款等資料： 

1. 淨現金結餘 – 是客戶戶口所持的現金結餘(HK$)；

2. 購買力限額 – 是用戶所設置的購買力限額，限制用戶的購買力；

3. 貸款限額 – 是用戶所設置的貸款限額，限制用戶的貸款能力；

4. 投資組合總值 = 淨現金結餘 + 所持有之產品市值；

5. 已用購買力= 是客戶已排隊的買入訂單 x 該產品的可按揭比率%；

6. 可用購買力 = 購買力限額 + 淨現金結餘 + 可按揭總值 - 已用購買力；

7. 待買入 -是客戶已排隊的買入訂單總值；

8. 可用貸款 =貸款限額 +淨現金結餘 – 待買入。

按“沽出”便可以沽出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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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按 B 或 S 的圖示來直接進行買賣。“客戶戶口資料”畫面容許使用者自 

行設定快捷鍵以方便快速下單。如需設定快捷鍵，點選    圖示。 

雙擊貨幣可顯示客戶之可用結餘及戶口資料 (如後台結算系統有上傳相關資料到勝

利通)。 

“客戶戶口資料”中可檢視產品結存、待成交訂單、今日訂單、今日成交、資料及

新股認購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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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待成交訂單 

“待成交訂單”標籤會列出該客戶所有待成交的訂單，客戶可隨時更改或取消訂單。 

2.6.3 今日訂單 

“今日訂單”標籤可以讓客戶檢視該交易日之所有成交和盈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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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資料 

選取“資料”標籤可以檢視該客戶的基本資料。例如：郵箱地址、提醒備註等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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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更改訂單 

於“下單委託/查詢”內的“訂單資料夾”，有 4 種更改訂單的方法，點選所需訂

單後:  

1. 按“更改訂單”圖示；

2. 按更改訂單快捷鍵“F5”；

3. 點擊滑鼠右鍵，然後選取“更改訂單”；

4. 雙點擊訂單任何位置來開啟功能表。點選“更改訂單”便可。

輸入新價格或新數量後，點選“更改訂單”以確定更改訂單。用戶亦可以按下左下

角 的 “取消訂單”，直接在此畫面中取消訂單。 

用戶也可點選“進階設定”，輸入備註或修改觸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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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取消訂單 

於“下單委託/查詢”裡的“訂單資料夾”，有 4 種取消訂單的方法，點選所需訂

單後: 

1. 按“取消訂單”圖示；

2. 按取消訂單快捷鍵“F4”；

3. 點擊滑鼠右鍵，然後選取“取消訂單”；

4. 雙點擊訂單任何位置來開啟功能表。點選“取消訂單”便可。

點選“取消訂單”以確定取消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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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訂單資料夾 

訂單資料夾即時顯示訂單的狀態。當訂單狀態有任何更改，系統便會即時把資料傳

送到訂單資料夾。訂單資料夾可同時顯示不同訂單的不同狀態。 

如需啟動訂單資料夾，於主功能表上點選“下單委託/查詢”→“訂單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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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設定訂單資料夾 

於訂單資料夾上點選“設定資料夾”。 



頁27/36  

3 新股認購 

在下單委託/查詢選擇輸入新股認購(版面一)，進入選擇申請版面後，點選需要申請

的新股，按確定。 

在“輸入新股認購(版面一)可以查詢其他客戶新股認購詳情。在此按“增加”。在方

格內會顯示新股累計的可用 

請注意：融資額度會根據已貸出之款項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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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所需資料後按傳送，傳送完成訊息出現後，申請便告完成。 

查詢/取消已申請的新股認購 

用戶可在“客戶戶口資料”內的“新股認購”資料夾內查閱已完成認購之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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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戶現金存款或提款 

於主功能表上點選“批核人員”→“客戶現金存款或提款”。 

輸入“客戶戶口”、選擇存款或提款類型、“金額”、“銀行戶口”、輸入存款或提款的

時間，完成後按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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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滬港通交易指引

第一步：點選下單委託/查詢 ，點選輸入訂單（環球市場） 

第二步：選擇所需的交易市場（如滬港通交易請選擇 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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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正確的股票代號： 

如用戶不確定“滬港通”的產品代碼，可把滑鼠遊標放在產品代碼位 

置並按下”F1”進行產品搜尋。 

滬股通股票代碼均為6位數字，因此投資者在落滬股通股票買賣盤時 應使用上

交所股票代碼。所有滬股通股票買盤每手均為 100 股（必須以整手落買盤）

，僅賣盤可接受碎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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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輸入訂單 

在確認輸入的數據無誤後，便可以選擇買入或沽出執行交易指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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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環球股票交易指引 

第一步：點選下單委託/查詢 ，點選輸入訂單（環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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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選擇所需的交易市場（如交易深圳 B 股請選擇 SZ-B、美股請選擇 US） 

搜尋正確的股票代號： 

按下功能鍵 F1 之後會出現以下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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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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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輸入訂單 

在確認輸入的數據無誤後，便可以選擇買入或沽出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