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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1

1.1.	 啟動	Online	Gain

按下Online	Gain 頂端開關按鈕約 3秒直至
屏幕有畫面顯示

Online	Gain 將啟動GPRS流動數據服務及
自動連接伺服器 ( 請留意屏幕上方是否出現
「G」字圖示，以確保Online	Gain 已連接
網絡 ( 如沒有，請嘗試關機再開 )。

1.2.	 重新接駁報價服務

於主目錄點選「設定」

於副目錄點選「系統重置」

1.3.	 關閉報價服務

按下Online	Gain 頂端開關按鈕約 3秒直至

屏幕沒有畫面顯示	(此方法將同時關閉手機)

1.4.	 切換至手機功能

於主目錄點選「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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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目錄點選「港股」										( 如【圖	2.A】)

按「鍵盤」								鍵，輸入股票代號，再按「確
定」鍵或按「鍵盤」								鍵確定

2.1.	 陰陽燭圖

方法 1：
在「港股報價」畫面按「陰陽燭」								鍵查

閱已選股票的陰陽燭圖

進入畫面後按									或										鍵查閱各交易日
的資料

方法 2：
按「鍵盤」					 	鍵並輸入欲查閱陰陽燭圖的
股票號碼再按「陰陽燭」鍵

進入畫面後按									或									鍵查閱各交易日
的資料

港股報價2

【圖 2.A】

2.2.	 認股証

您亦可在「港股」
畫面按										鍵查閱
股票的「相關認購
證」、「相關認沽
證」、「相關牛證」
及「相關熊證」。

按「新聞」										鍵查閱該股票的相關新聞。
進入畫面後可按										或										鍵查閱不同時
間的相關新聞。按「返回」										鍵返回報
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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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紀錄內，交易時間與成交量中間的數字分別代
表以下意思︰
D	 碎股成交
M	 非自動對盤或特別買賣單位的非兩邊客成交
P	 開市前成交〈指交易在開市前已達成，其中包括在

上個交易日收市前達成而未及輸入系統的成交〉
U	 競價成交
X	 非自動對盤或特別買賣單位的兩邊客成交
Y	 自動對盤的兩邊客成交
““	自動對盤的非兩邊客成交
*	 成交已遭反駁 /取消

1. 股票代號及名稱

11. 個股總成交

10. 文字放大縮小

2. 現價
12. 買入賣出價 *

3. 交易數量
13. 經紀買賣盤 *

4. 每手股數
14. 交易紀錄 *

5. 開市價 14. 經紀買賣盤 *	14. 期指指數

點按直接進入期指畫面

6. 昨日收市價

15. 同步監察鍵

7. 當天平均價

16. 期指指數鍵

(* 只適用於串流報價服務計劃，001 計劃詳情請參閱公司網頁 )

8. 即日圖

17. 財經新聞鍵

9. 恆生指數

18. 模式轉換鍵

19. 陰陽燭圖鍵

20. 大市總成交

股票及期貨交易3

3.1.	 股票交易畫面

於主目錄點選「交易」

您或可在股票報價頁面使用捷徑	( 即按一下
股票報價內「買價」或「	沽價」)	，便可直
接進入本機的交易畫面。
(適用於滙信交易客戶 )

3.2.	 證券買入	/	沽出

於副目錄，按需要
點選「證券買入」或
「證券沽出」

或於股票報價畫面按
「買價」/「沽價」，
便可直接進入交易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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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交易密碼及提交密碼

進入落盤畫面

如欲更改落盤價格，可
直接點選
「價框」後輸入價格或點
選	 或 鍵以調
整價格

如欲更改數量，可直接點
選 「量框」
後輸入數量或點選

或 鍵以調整數量

按「買入」或「沽出」鍵，
進入指示確認頁

按	｢ 確定 ｣進行交易指示或「取消」來取消
交易指示
(註 : 如選擇競價盤則不需要輸入股票價格。預設盤
輸入時間為收市後 17:00 至翌日 08:59。競價限價盤
輸入時間為09:00-09:20，詳情請瀏覽聯交所網頁。)

3.3.	 證券更改	/	取消盤

於副目錄，按需要點選	｢ 證券狀況 ｣	以更改
或取消已落盤指令

在	｢ 狀況 ｣	版面裡選擇交易中的股票，然後
會出現	｢ 詳細交易狀況 ｣	畫面

按需要選擇	｢ 取消盤 ｣	或	｢ 改盤 ｣

按	｢ 確定 ｣	或	｢ 取消 ｣	確認該指示

3.4.	 查閱證券戶口資料及交易狀況

於副目錄，按需要點選「證券戶口」以查閱
戶口資料或「證券狀況」以查閱交易狀況

3.5.	 期貨交易

於副目錄點選「期貨交易」

可直接在期貨報價畫面內	「買」或	「沽」	的
欄內直接選擇指數，所選擇的指數及類型便
會即時顯示在期貨交易畫面上。(適用於期貨

交易客戶 )

*只須於T+1欄內加上「				」，便可於夜市進行
交易或將正常時段買賣盤有效至夜市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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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設定同步監察功能（適用於【股票】、【期貨】、
【本地指數】、【外匯】及【認股証】）

於【股票】、【期貨】、【本地指數】、【外匯】
及【認股証】的報價畫面按						或 鍵；

畫面會顯示「加進同步監察？」字樣，再按
「是」鍵確定或「否」退出

4.3.	 同步監察內容重新排序

同步監察之內容以先後設置作排序，如欲更改
排序位置，請按以下步驟進行：

進入同步監察列表	>	點選欲更改次序之
內容索引	>		至該內容索引有黃色外框顯示	>	
按										或										鍵至合適的位置	( 可往上頁
或往下頁 )	/	直接於屏幕點選欲到達之位置	
( 祗限同一頁 )	>	重按該內容索引	>	至取消
黃色外框作完成更改。			

4.1.	 進入同步監察功能

於主目錄點選「監察」	 鍵 或 按「 鍵
盤」 鍵再按「監察」鍵

按 或 鍵查閱監察表內更多相關

資料

同步監察4

3.6.	 期貨更改	/	取消盤

於副目錄，按需要點
選	｢ 期貨狀況 ｣	以更
改或取消已落盤指令
在	｢ 期貨狀況 ｣	版面
裡選擇交易中的產品
編號，然後會出現	
｢詳細交易狀況｣	畫面
按需要選擇	｢取消盤｣	
或	｢ 改盤 ｣
按	｢ 確定 ｣	或	｢ 取消 ｣	確認該指示

3.7.	 查閱期貨戶口資料及交易狀況

於副目錄，按需要點選「期貨戶口」以查閱
戶口資料或「期貨狀況」以查閱交易狀況

3.8.	 登出交易功能

於副目錄，按「登出」



1212 13

4.4.	 到價提示（只適用於【股票】、【期貨】、【本
地指數】、【外匯】及【認股証】類）

進入同步監察列表

畫面右方欄顯示該
監察的到價提示
狀態：

如價格到達已設定之高位或低位，該到價提
示會於屏幕彈出及發出響聲及震動	( 視乎設
置之警報模式選項，詳情請參閱 4.4.3)	( 需
開啟警報音提示 )

狀	態圖	示

沒有設定到價提示

已設定高位或	/	及低位提示
已開啟警報音提示

已設定高位或	/	及低位提示
已關閉警報音提示

當Online	Gain 作出到價提示後，該到價提
示警報將會自動關閉。如需再次使用警報提
示，必須再次開啟警報提示	( 請參閱 4.4.2.	
開啟或關閉警報提示功能 )

4.4.1	編輯到價提示價格

於同步監察畫面點選右方的 圖 示	( 如
【圖 4.4.1A】)

輸入「高位提示」及「低位提示」之價格再
按「完成」鍵	( 如【圖 4.4.1B】)

如已成功設定到價提示，畫面右方之圖示會
轉變為 圖示	( 如【圖 4.4.1C】)

【圖 4.4.1A】 【圖 4.4.1B】 【圖 4.4.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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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開啟或關閉警報提示功能

於同步監察畫面點選畫面右方的 或
圖示

按「警報提示」設定開啟或關閉警報提示功
能

4.4.3	設定到價提示警報模式選項

手機主目錄＞鈴聲＞	SIM卡 1訊息

4.4.4	刪除到價提示設定

於同步監察畫面上按需要刪除到價提示的股
票的現價

於左下角按「刪除」鍵刪除到價提示

4.4.5	設定新聞提示

於同步監察畫面點選右方的								 、					 或									
在「相關新聞」設定開啟或關閉功能

5.1	 進入期指報價

於主目錄點選「期貨」	 進入期指報價
畫面

* 按	 及	 鍵查閱各期指報價

4.5.	 刪除同步監察資料
於【股票】、【期貨】、【本地指數】、【外匯】
及【認股証】的報價畫面按						或 鍵 或

於同步監察列表內點選欲刪除的監察至有黃

色外框顯示後按 鍵

畫面顯示「從同步監察中刪除？」字樣，然
後按「是」鍵確定或「否」退出

期貨 (附加收費服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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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6

6.1.	 更新時間

於主目錄點選「設定」	 鍵進入系統設

定目錄

於系統設定目錄點選「更新時間」可選擇更
新資訊速度

6.2.	 更改交易密碼 (只限有交易功能 )

於滙信主目錄點選「設定」 鍵進入
系統設定目錄；

於系統設定目錄點選「更改交易密碼」進入
畫面

5.2.	 更改期貨內容排序

可隨喜好移動以下資料之顯示版面：

		大型恆指期貨	即月					小型恆指期貨	即月						國企指數期貨	即月

		大型恆指期貨	下月					小型恆指期貨	下月						國企指數期貨	下月

步驟如下：

點選欲移動之期貨內容	>	至該內容反白	>	
按														 鍵	>	完成該內容向上移。

1)	 SIM	卡插槽

滙信Online	Gain	報價及交易服務：請把流
動數據 SIM	卡插入	SIM	1	插槽。

2)	 屏幕關屏時間

1.	可預設自動關屏時間。( 時間會因服務計
劃而有不同 )
2.	手機主目錄	>	設定	>	手機設定	>	LCD	背
光	> 時間 ( 秒 )	>	於屏幕左右點按至所需關
屏的時間。

3)	 網絡連線

使用向滙信購置的 SIM	卡：
請直接把 SIM	卡插入	SIM	1	插槽便可自動
設定網絡啟動。
使用其他網絡商提供的 SIM 卡，於手機功
能按以下步驟設定：
1.	手機主目錄	>	網絡	>	WAP	> 設定	>	選
擇SIM	卡	>	按「確定」>	按「返回」鍵退出；
及
2.	手機主目錄	>	網絡	>	WAP	> 設定	>	編
輯設定檔	>		選擇 SIM	卡	>	選擇電話供應商
名稱	>	按「確定」啟動設定檔	>	按「返回」
鍵退出。

使用Online	Gain服務注意事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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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如要自行編輯接入點 (GPRS)，可按以下步驟：

手機主目錄	>	網絡	>	帳號資料 >	GPRS	>	
選擇電話供應商名稱	> 再按「GPRS	連結
點」>	再按「編輯」>	輸入正確的接入點	>	
按「選項」>	按「完成」>	按「返回」鍵退
出。

4)	 設置定時開關機功能：

於手機功能按以下步驟進行設定：
手機主目錄	>	設定	>	手機設定	>
定時開關機	>	選擇時間	>	於「狀態」選擇
「啟動」	>	選擇「開機 /關機」>	編輯設定
時間	>按「確定」離開。
注意：到關閉時間時，屏幕將提示是否關機，可點
按「是」確定關機。

*即使已設置各選項，狀態必須為開啓方有此功能。

5)	 屏幕觸控校準

如筆點位置不正確時，則需對觸摸屏進行重
新校準。用戶可根據手機的提示，一步步完
成觸摸屏校準。
於手機功能：手機	>	設定	> 校準觸控筆	>	
點按屏幕任何位置	> 點選畫面圖視箭頭中
心。

6)	 維護及保養

	 注意：
切勿用尖利的硬物觸摸屏幕，及用力擠壓屏
幕或機身。
為了避免火災，觸電等危險，請不要將本機
暴露於雨中或潮濕環境，請將機身放置陰涼
處。
請勿在高溫處使用或保存本機。高溫會縮短
電子元件的壽命、損壞電池，並使某些塑料
部分變形或融化。
請勿在低溫處使用或保存本機。當本機恢復
常溫後，濕氣會在本機內部凝結，造成電路
板的損壞。
請勿自行打開本機維修，非專業的處理可能
會損壞本機，保養亦失效。
請避免摔落、敲打及震動本機，不當的外力
可能導致本機內部電路損壞。
請勿使用化學溶劑或清潔劑清洗本機。
在保養期外發生的損壞，或在任何情況下此
機因濫用、入水 ( 液體 )、疏忽或不合理的
損耗而造成損毀，客戶則須依照本公司規定
的零件及人工收費標準，支付此機的修理費
用。( 外置配件USB 線，電池，充電器不設
保養及維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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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電池的維護

新電池需經過一次完全充電和放電的過程，
才能達到最佳性能（首次充電 8小時並使用
至本機低電提示）。
當電池的通話時間和待機時間明顯縮短時，
就需要購買新電池。
充電器不用時，請切斷電源。不要把電池連
接在充電器上超過一個星期，過度充電會縮
短電池的壽命。
若電量不足，會影響資訊的接收效果。

小貼事

如筆點位置不正確時，可在手機設定對觸摸
屏進行重新校準。
在用手指觸摸屏幕操作時，最好用手指尖
（指甲尖）或手寫筆均勻划動操作會比較流
暢。
如使用其他網絡商提供的 SIM 卡，可將
SIM卡放進插卡槽 2，撥號時選擇 SIM卡 2
便可。
如收不到資訊，可嘗試將電源關閉然後重新
開啟。
您可在此機更改交易密碼	( 只限有交易功
能 )，切密把交易密碼洩漏給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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