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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der 簡易操作手冊

壹、系統需求

系統需求建議如下：

1.硬體(建議最低硬體)

‧中央處理器(CPU)Intel Core 2 Duo (1.8 GHz)或以上之相容機種

‧記憶體(RAM)1G以上

‧螢幕顯示器解析度1024*768(最佳1280*1024)

‧硬碟安裝需求空間至少50MB，但請保留約500MB空間供程式使用

2.作業系統

‧Windows 7或8。

3.連線

‧建議使用ADSL 2M/256K或更高以上之頻寬，不建議使用撥接與3G

網卡。

‧建議勿同時使用二個以上看盤軟體或其他大型軟體，避免網路頻寬

及電腦資源互相干擾，影響使用效能。

‧公司用戶請確認防火牆 80及443 Port 沒有被封鎖，避免影響程式

運作。

貳、使用步驟

1.請保持在網路連線中。您可以使用 ADSL/Cable Modem 或公司、學

校機關團體的網際網路連結，網路設定如有防火牆(Fire Wall)，請洽網

路管理人開啟權限後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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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載/安裝

  請連線至電子交易指引網站：https://www.sinotrade.com.tw/

TradeCenter/Default.asp，選擇AP下單-eLeader，於畫面點擊【立即

下載】，安裝程式將自動執行安裝程序，請依步驟指示完成安裝。

3.執行程式

  電腦請保持在網路連線中，滑鼠點擊 eLeader 易利得桌面圖示二次，即

可開啟執行程式。

4.登入

  請輸入您的身分證字號 ( I D )與永豐金證券 /期貨的網路交易密碼

(Password)。

注意事項：

  （1）若您同時具有證券與期貨的網路交易密碼，請使用證券網路交易密

碼登入。

  （2）若您僅有期貨網路交易密碼，請直接以該密碼登入。

5.登入區可自由選擇

完整版:提供最完整的報價及下單畫面

純期版:僅提供期貨選擇權相關下單報價畫面

純證版:僅提供現貨相關下單報價畫面

簡易版:精簡完整版，簡單卻一應俱全，更快速上手

新簡易版:提供單一畫面7777永豐金精選，按鈕式整合畫面最容易

Ⅲ



eLeader 

操
作
手
冊

(02)6630-8899

Ⅲ

7.申請完憑證後登入eLeader,系統會自動捉取預設路徑(C槽)的憑證,若您的

憑證儲存路徑非預設時,請至「帳戶資料→【3303】帳號資料設定」，重

新儲存您的憑證。

A.點選下方列表之身分證字號，B.設定憑證存放路徑與憑證密碼，C.點選           

                 完成修改。

★ 憑證存放路徑，系統預設位置為『 C:\ekey\551\身分證字號\S 』

A

B

C

6.為保障您的交易安全，使用電子下單必須申請及安裝電子憑證。

登入 eLeader 後，電子下單必須申請及安裝電子憑證。

請至上方選單「帳戶資料→【3310】憑證管理」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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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登入密碼修改：

  【如何進入此畫面】

點擊「帳戶資料→【3306】登入修改密碼」。

9.電子對帳單：

珍惜資源響應環保，愛護地球，將帳單 e 化好處

多多，電子對帳單收件既快速又好管理。

  現在只要透過 eLeader 的「帳戶資料→【3312】電子對帳單」，依序

申請即可。

參、新簡易版 操作使用說明

1.登入說明：請於登入版本選擇【新簡易版】登入。

2.主要功能選單說明：

【(7777)永豐金精選】：整合式報價、下單、帳務合一畫面，提供日常交

易常用功能，一應俱全。

【帳戶資料】：提供個人基本資料查詢、各項線上簽屬功能。

【系統設定】：提供個人化相關設定與輔助工具。

【視窗】：提供全螢幕放大顯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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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77)永豐金精選：

主要分成三大區塊，(A)按鈕式報價畫面、(B)證期權下單列、

(C)完整主動回報與帳務功能

(A).按鈕式報價畫面：

可直接點選各按鈕圖示進行報價頁面切換，快速又方便，下方提供各畫面

簡易說明。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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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畫面功能介紹：主要分為【個股報價】、【類股走勢】、【走勢

圖】、【回報與庫存】四大區塊。

個股報價

走勢圖 回報與庫存

類股走勢
個股報價

走勢圖

類股走勢

回報與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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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股報價】

1.可透過上方藍色頁籤進行各項報價切換，提供各類商品與概念股等報價

查詢。

2.可點選「看更多」項目快速切換至該股票之走勢圖、技術分析或基本面

等資訊業面。

【類股走勢】

可透過上方頁籤切換各大盤與類股走勢與重要期貨指數走勢圖。

【走勢圖】

可點選報價區塊價格直接連動至走勢圖，另點選「相對」按鈕可切換線圖

顯示方式。

【回報與庫存】

可透過上方頁籤切換主動回報、即時庫存與未平倉資訊，可進行快速刪改

單與查詢庫存。

【畫面說明】

1.透透過點選「證、期」按鈕可切換下單商品類別，或建議可直接點選個

股報價區或走勢圖中之價格，系統會自動帶入點選之商品與價格進入下

單列，便於快速下單。

2.輸入完商品後，可查看該檔股票資券交易資訊。

3.點選「隱藏下單」功能可將下單列隱藏，放大上方報價顯示區域，如欲

下單時，只要點選報價區之股票價格，即會自動顯示下單列便於下單。

(B).證期權下單列：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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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說明】

1.如要從報價畫面切換至回報與帳務功能，請點選          按鈕進行切

換，點選            則可切回報價頁面。

2.點選                           按鈕可分別切換至相關帳務功能。

3.切換至欲查詢的商品帳務頁面後，可透由中間藍色頁籤處，切換各項回

報與帳務功能，各頁籤功能整理如下表。

(C).完整主動回報與帳務功能：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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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務功能列表】

【證券即時損益】

1

2

證券帳務清單 功能說明 期權帳務清單 功能說明 

主動回報 可查看全部委託單狀態與刪改單 主動回報 可查看全部委託單狀態與刪改單 

委託查詢 可查詢委託單紀錄 委託查詢 可查詢委託單紀錄 

成交查詢 可查詢成交紀錄 成交查詢 可查詢成交紀錄 

下單夾 多筆下單工具 下單夾 多筆下單工具 

即時庫存 可查詢股票庫存狀態 未平倉部位 可查詢期貨未平倉部位，並可反向下單 

庫存下單 可直接庫存多筆反向下單 平倉損益 可查詢當日與歷史平倉損益 

證券即時損益 可查詢庫存即時損益 權益數 可查詢即時權益數狀況 

對帳單 可查詢對帳單紀錄 線上出金 可進行保證金出金 

維持率 可查詢庫存維持率 出入金查詢 可查詢出入金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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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入此畫面】

主工具列的「港股專區→【1703】複委託專區」。

提醒您：使用此功能，需先開立港股複委託帳戶。

肆、港股專區

港股報價：

【畫面說明】

1. 點選證券帳務中之「證券即時損益」開啟。

2. 可點選上方功能列中之「綜合損益」、「未實現損益」、「已實現損

益」、「成交回報損益」、「交割訊息查詢」、「銀行餘額查詢」去

查訊各項庫存即時損益資訊。

個股報價 大盤走勢

個股走勢

下單列

回報與庫存

主要分為【個股報價】、【大盤走勢】、【個股走勢】、【回報與庫存】四

大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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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股報價】：

1.可透過上方頁籤進行各項報價切換，提供各類商品與美股等報價查詢。

2.可點選「               」項目放大、縮小字體，點選代碼前面的      ，可查

看個股基本面、技術分析等資料。

【類股走勢】：可透過上方頁籤切換各大盤與美股大盤走勢圖。

【走勢圖】：可點選報價區塊價格直接連動至走勢圖，另外切換下方頁籤可

查看成交明細、分價表等資料。

【回報與庫存】：可切換不同市場，並且透過上方頁籤切換委託、成交與庫

存資訊，可進行快速刪改單與查詢庫存。 

【下單列】：可切換不同市場，直接輸入商品代碼、數量、價格後，按送出

就能送出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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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基金】

【如何進入此畫面】

「基金專區→【3321】信託基金」

提醒您：使用此功能，需先開立財富管理信託帳戶。

主要分為【業務介紹】【線上交易】、【帳務管理】、【商品中心】、

【客戶服務】五個區塊 

【業務介紹】：開戶流程與相關風險揭露事項

【線上交易】：單筆、定期定額申購、贖回、轉換與出金申請

【帳務管理】：資產總覽、庫存、損益與明細查詢

【商品中心】：境外、國內、投信與代銷基金相關資訊

【客戶服務】：基本資料、風險屬性KYC、對帳單、密碼變更

伍、基金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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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保基金】

【如何進入此畫面】

請於上方選單「基金專區」→「3329

新集保基金」即可開啟。

主要分為【交易功能】【帳務功能】、【基金報價】、【客戶服務】四個

區塊 

【交易功能】：單筆申購、定期定額申購、基金贖回、基金轉換、定期定

額變更、委託查詢/取消

【帳務功能】：基金庫存、定期定額明細、交易紀錄、實現損益、定期定

額變更

【基金報價】：庫存報價、自選基金報價與自選設定

【客戶服務】：個人基本資料、風險屬性分析、債券型風險預告書



eLeader 操作手冊

Ⅲ
陸、顏色設定

您可依個人需求與使用習慣，改變【eLeader】的顯示顏色。

【操作說明】

1.開啟顏色設定視窗：「系統設定→【Z009】顏色設定」

   顯示如下圖：

2.我們提供三種預設色系，如白色(預設一)、粉紅色(預設二)、黑色(預設

三)。

3.選取完顏色後，點擊「套用」即可完成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