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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HTS 快易點

1.連結www.hts.com.tw，點選右側圖示後執行安裝。

2.點選桌面圖示

3.輸入身分證及變更後的密碼，登入『HTS 快易點』

依照系統功能不同，分為精簡版、完整版、
迷你下單版、下單快手版。

『選擇完整版可使用HTS快易點所有功能』

若您已申請試用帳號，請先選擇試用帳號

再輸入您的身分證與密碼後再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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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密碼函啟用(一)

1. 點選【密碼函啟用】
2. 於密碼函啟用區：輸入身分證字號及密碼函上的10位數字，點登入，開始設定新密碼。

2
1

Top



4

【說明一】 密碼函啟用(二)設定新密碼

3. 進入啟用程序，請設定您的新密碼及輸入e-mail、手機號碼點選【確定】
4. 若想將下單與登入密碼設為兩組不同密碼，可選擇【設定進階密碼】
5. 密碼啟用成功後，於登入區輸入身分字號及新設定的「密碼」
6. 按【登入】，即可開始使用HTS快易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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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二】下載數位憑證 (一)申請憑證

1. 登入後，請點選左上方【客戶資料】【1008數位憑證】
2. 點選下載憑證【憑證查詢及申請/更新】，再點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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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二】下載數位憑證 (二)下載憑證

3. 輸入您下單的委託密碼，點【確定】請稍後5~20秒 開始下載憑證。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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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二】下載數位憑證 (三)備份憑證

4. 憑證申請成功後，請備份下載完成的憑證，請設定憑證密碼並點選確定匯出。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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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二】下載數位憑證 (三)備份憑證

5. 選擇存放位置，憑證下載完成後，重登即可交易。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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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1. 在自選股(編號10)開啟設定的組別

2. 可更換組別名稱 / 刪除組別

3. 選擇股票 / 期貨 / 選擇權 / 股票期貨

4. 在編號7 裡顯示選擇的概念股

5. 在編號7 裡顯示全部股票, 

或只顯示上櫃或上市股票

6. 搜尋股票/期貨/選擇權

也可輸入股票代號或股票名稱

7. 顯示選擇的股票/期貨/選擇權

8. 在組別裡加入或移除自選的

股票/期貨/選擇權商品

9. 勾選要移動的股票/期貨/選擇權

使用上移下移來變更排序

自選股設定

自選股共可設定五組，每組可設24 檔，最多可設120 檔，第六組為庫存股票的即時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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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桌面設定

使用虛擬的螢幕可以立即切換四種畫面組合，同時提供多樣化的資訊
可將常用的視窗排在畫面中並設為[使用者組合畫面]

虛擬桌面1

虛擬桌面2

虛擬桌面3

虛擬桌面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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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證劵綜合畫面

 將大盤走勢、自選股報價、委託查詢、委託下單、帳務庫存等常用功能整合在同一畫面。

 於單一畫面提供多種資訊。

1. 自選股
2. 交易量激增股
3. 累計交易量排行
4. 類股個股行情
5. 概念股報價
6. 日盛權證區
7. 興櫃報價
8.延收/暫停

自選股區

快速下單區

1..量價走勢
2.近時走勢
3.Ｋ線圖
4.日K 線圖

1. 未成交
2. 已成交
3. 已取消
4. 盤後定價
5. 興櫃
6.被拒絕

委託 / 庫存區

即時新聞區

日盛活動快報

1.量價走勢
2.分鐘價量
3.日Ｋ線圖
4.大盤資訊

大盤 / 類股區
1.上下五檔
2.個股資訊
3.分鐘價量
4.即時價量
5.分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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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0】證劵下單

【7010】證券下單與【4500】證券綜合畫面下單匣，可選擇【帳號】，輸入【股票】
【買賣別】、【張數】及【價格】，輸入【下單密碼】後，按【下單】即可進行下單。

※ 若不熟悉股票代碼，可點選 選擇股票。

【7103】證劵委託查詢與【4500】證券綜合畫面(右上方的證券委託) ，
提供已送至交易所之委託單狀況查詢，並可由此點選減/刪進行減量或刪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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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1】期權綜合畫面

 整合期貨/選擇權、類股報價、委託下單、下單回報、未平倉查詢、新聞等的綜合畫面。

 方便使用者在不開啟其他過多的視窗之下能夠進行簡單的期貨/選擇權交易。

1. 期貨主要指數報價

2. 現貨主要指數報價
3. 選擇權報價(切換)

快速下單區

1.上下五檔 4.K 線圖
2.量價走勢 5.日K 線圖

3.近時走勢

即時新聞區

日盛活動快報

1.量價走勢
2.分鐘價量
3.日Ｋ線圖
4.大盤資訊

大盤 / 類股區

1. 未成交委託
2. 已成交委託
3. 已取消委託
4. 被拒絕委託

委託 / 庫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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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期貨/選擇權下單

【7311】期貨下單中心(可由左下方切換選擇權下單)與【4501】期貨/選擇權綜合畫面下單匣
可選擇【帳號】，輸入【下單商品】、【買賣別】、【價格】及【口數】，
輸入【下單密碼】後，按【下單】即可進行下單。

※ 若不熟悉下單商品，可點選 選擇下單商品。

【7402】期權下單查詢與【4501】期權綜合畫面(右上方的期權委託) ，
提供已送至 交易所之委託單狀況查詢，並可由此點選減/刪進行減量或刪單。

點”改”可修改委託價格 點”市”可由改市價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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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證券技術分析 (請參閱下頁設定說明)

此畫面為綜合技術分析線圖，在左側最上端可選擇證券, 期貨, 選擇權, 類股。 在它的右邊輸入

股票代碼或選擇期貨商品。上端中間的日/週/月/分，TICK，下方的圖表會依照所選的週期為
基準, 自動調為應該對應的比例, 如日線圖, 週線圖等。

Top



16

設定說明：

1.  下拉式選單選擇『證券』後, 輸入股票代碼以顯示選擇的股票。

2.   按此放大鏡提供搜尋股票的功能。

3.   將已選擇的基本指標以日,週,月,分,tick 方式顯示於技術線圖上。

4.   如選擇"分"線圖, 則此下拉式選單將提供1,2,3,5,10,15,30,60 等分鐘均線於技術線圖上。

5.   設定一次顯示於技術線圖上的筆數。

6.   提供個股資訊、指標、五檔、自選股功能切換。

7.   Radio button 提供各項基本指標選擇。

8.   勾選“其他指標”中的指標, 即會顯示在技術線圖上。

9.   形式: 增加 -選此模式將會逐個顯示勾選的指標圖重疊 -選此模式將會重疊的顯示勾選的

指標圖替代 -選此模式將會替換顯示勾選的指標圖。

10. 在技術分析圖上按滑鼠右鍵將會出現有關於技術分析的功能選單, 包含有:數值轉換、環

境設定等細部的功能設定。

11. 技術線圖工具列表:此有將技術線圖放大、縮小、區間放大等設定功能。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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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個股綜合資訊 (請參閱下頁設定說明)

此畫面可顯示今日個股行情資料，在畫面上端選擇不同的類股, 即可查詢該類股的各項資訊
包括個股走勢、大盤走勢、權證資訊、證券委託、帳務狀況、基本分析、三大法人..等資訊。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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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說明：

1. 此下拉式選單切換自選股報價。

2. 頁籤：a. 小：將字型切成一般大小，顯示較多的個股資訊。
b. 大：將字型切換成較大字體，顯示較少的個股資訊。
c. 證券委託查詢：顯示「未成交委託」、「已成交委託」、「已取消委託」、

「盤後定價」、「被拒絕委託」狀況。
d. 證券帳戶庫存：顯示「全部」、「現股」、「信用」 、「零股」狀況。

3 頁籤： a. 即時價量：顯示每一tick 下的「成交價」、「漲跌」、「單量」、「成交量 」。
b. 日k 線圖：顯示該股日k 線圖技術分析走勢。
c. 大盤日線：顯示大盤當日走勢，可切換成類股當日走勢。
d. 大盤資訊：顯示大盤詳細各項資料。
e. 基本分析：顯示「基本資料」、「經營績效」、「獲利能力」、「營收盈餘」、

「產業循環」 、「個股新聞」。
f. 三大法人：顯示該股「外資」、「投信」、「自營」及「三大法人」買賣超狀況，

紅色為買超、綠色則為賣超。
g. 資券：顯示該股「融資餘額」、「融券餘額」、「券資比」、「資券相抵」、

「融資限額」，紅色為今日餘額比前一日餘額多，綠色為今日餘額比前一日餘額少。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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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0】權證快速查詢

 輸入權證的標的股票代碼，並設定相關的查詢條件即可快速找出符合要求的權證。

 快速搜尋方式：

1. 輸入股票代碼選擇認購/售權證按下快速查詢即可找出相關的權證。

2. 也可使用發行券商,價內外,權證價格,實質槓桿,距到期日,行使比例,成交量…等多條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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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新高價/新低價
此畫面為證劵新高價/新低價畫面，在上端左邊下拉式選單可選擇上市或上櫃, 年中或一年內的

最高價,以及最低價等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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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3】 漲幅/跌幅排行

此畫面為股價上升/下跌比率前幾名商品畫面，在上端左邊下拉式選單可選擇查詢上市或上櫃, 
在今日有上升,下跌的個股。在下端顯示設定內容的報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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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6】概念股報價畫面
將市場上各熱門話題之概念股整理分類，清楚掌握市場的熱門股票。
點選欄位置換可觀看內外盤，視覺化掌握買賣強度。

本概念股報價資料，僅供客戶參考，資料內容若有誤，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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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0】條件單

 條件單適用商品：證券/期貨/選擇權

 可複選價、量、時三大行情變動因子，設定您覺得合理的價格區間，過高或過低皆不會觸發

 滿足投資規劃的下單方式．委託價格可以跟隨行情

 成交後停損停利自動觸發．儲存在日盛主機，關掉家中電腦仍舊有效，不必被行情綁架

 不錯失股票的最佳買賣時間點，多條件長效單為您的最佳選擇，最長可設定一個月

送單內容設定

委託單觸發條件設定

瞬息萬變的全球市場，互相牽動，您的投資工具來得及應變嗎?

條件單訂閱方式：
選擇下單市場，於條件區設定委託單觸發條件，並於下方送單內容設定達
到觸發條件後送至交易所之委託單內容，更多使用說明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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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9】證券歷史交易價畫面
 透過證券歷史交易畫面，使用者可選擇區間來查詢歷史買賣記錄。
 畫面下方統整您的帳務資料，輕鬆了解您的歷史投資記錄。
輸入股票代號，可查詢該檔股票之買賣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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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庫存損益試算

 輸入股票代號按查詢，可查詢該股票目前的損益。

直接按下【查詢】按鈕，會依目前股票的市場價值，試算您"全部庫存"的股票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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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 】近三日應收付

提供股票買賣近三日應收/付金額，確切掌握投資金流動。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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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 數位憑證-匯出/備份

 透過數位憑證備份功能，使用者可將憑證備份存檔為檔案格式，可將此檔案儲存到卸除式
硬碟或隨身碟。若日後您的電腦因當機、中毒，或電腦重灌後硬碟資料消失，您即可將存在

卸除式硬碟或隨身碟裡的憑證，匯入電腦中，便可以繼續使用網路下單功能。

 匯出步驟 １ 點選匯出憑證。
 匯出步驟 ２ 設定憑證檔案的密碼後，點選確定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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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下載完成，重登即可交易。

【1008】數位憑證-匯出/備份

 匯出步驟 3 選擇要儲存的位置和設定檔名後，點存檔或儲存，匯出成功後憑證即備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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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數位憑證-憑證匯入
若您的電腦重灌，或是您想要在另外一台電腦上交易，可將當初備份的憑證檔案匯入到電腦中。
 匯入憑證時需要輸入密碼，請輸入當初備份憑證檔案時，您所設定的密碼。
 匯入步驟 １點選憑證匯入。

 匯入步驟 2 點選匯入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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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數位憑證-憑證匯入
匯入步驟 3 選擇存放檔案的位置點選備份憑證檔案。
匯入步驟 4 按下方的開啟。
匯入步驟 5 輸入當時備份憑證所設定的密碼按確定，即匯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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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變更密碼畫面

 於變更密碼畫面，使用者可以設定自已的密碼，簡易密碼為登入與交易的密碼為同一組。

 使用者也可以選擇設定進階密碼，將登入與交易的密碼設定為不一樣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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