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精靈 WEB 版網路下單操作說明 

一、委託交易 

1-1 委託下單  1-2 委託取消 1-3 委託查詢 1-4 成交回報 1-5 批次下單 1-6 快速下單 

 

二、帳戶查詢 

2-1 庫存查詢 2-2 對帳單 2-3 投資試算 2-4 庫存試算 2-5 網路銀行 

 

三、即時行情 

3-1 嘉實行情 3-2 大時行情 3-3 設自選股 3-4 大盤動態 3-5 智慧選股 

 

四、其他委託 

4-1 盤後交易 4-2 零股交易 4-3 申購中籤 

 

五、其他委託 

5-1 資券查詢 5-2 風險控管股 5-3 證交所公告 5-4 盤後資訊 

 

六、個人資料 

6-1 個人資料 6-2 更新密碼 6-3 更新電子帳單 email  6-4 憑證管理 

 

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securities/index.aspx?lt=2&ul=2ol&pw=970


七、上方功能鍵 

7-1 即時新聞  7-2 Q&A  7-3 帳號登出 

 

八、一般常見問題 

8-1 一般問題 8-2 IE7 及 VISTA 問題 

 

 

1-1 委託下單  

1.  點選左側功能鍵的【委託下單】後，即可進入委託下單頁面。您可以選擇『委託別』、『買賣別』、『股

票代碼』 『股票名稱』 、『單價』 ( 若點選限價時，會自動帶出即時價格 ) ，輸入張數後，再按 【傳送

委託單】 

 



２ . 接下來，憑證管理員會自動搜尋出您的下單憑證，且會將您所委託的內容作為下單確認，您在確認無誤

後，按下【確認】。 

 

 •  快速鍵區： 

 

•查代碼：在『股票名稱』的欄位中填入股票名稱，再按下 【查代碼 】 按鈕，股票名稱就會顯示在『股票

代碼』的欄位中。  

 

•查線圖：在『股票代碼』的欄位中填入股票代碼，再按下【查線圖 】按鈕，就會跳出顯示該公司即時走勢

圖。 

  

•基本資料：在『股票代碼』的欄位中填入股票代碼，再按下 【基本資料】 按鈕，就會跳出顯示該公司基本

資料的視窗（如下圖） 

 



 

  

•交易所資訊：在『股票代碼』的欄位中填入股票代碼，再按下 【交易所資訊】 按鈕，就會跳出顯示該公

司在交易所之資訊（如下圖） 

 

•  按下『股票代碼』的聯結，即會跳出按股票類別查詢代號的視窗（如下圖） 



 

 點選 【開始查詢】 後，即會進入顯示股票名稱、代號及該交易日價格的視窗。同時，點選該視窗

中的『股票名稱』，亦可查詢該公司的基本資料，若點選『股票代號』，則會帶入委託下單畫面。 

 

• 按下『查線圖』的聯結，即會跳出顯示該個股日線圖走勢的視窗。 



 

 

1-2 委託取消  

１ . 點選左側功能鍵的【刪單減量】 後，畫面會出現當日委託、當日可刪委託選項，至當日可刪委託選取

您要執行的項目後，再選擇排序，有後委託、先委託、櫃號、股票 ，四種取消方法，再按【確認刪除】 。 

 

註：當日所有的下單，包括語音下單、網路下單都可從這裡進行刪單或是改量， 但並不包括人工單 。  

  

２ . 在當日可刪委託畫面中，選擇 刪單 或 改量 ，再按 【確認刪除】 即可。 



 

３ . 會出現委託單刪除回報。 

 

註：在委託取消處理時間中，可能已有部分成交，為確定取消成功，請再次查詢您的委託單是否已成交。 

 

1-3 委託查詢  

１ . 點選左側功能鍵的【委託查詢】後，畫面會出現 當日查詢、隔日查詢、歷史查詢 等選項，及 所有委

託 ( 含錯誤單 ) 、所有成功委託、有成交委託、未成交委託 選取您欲查詢的項目後，再選擇排序，有 後

委託、先委託、櫃號、股票 ，四種排序法，再按 【傳送查詢】 。 

 

註：其選項分別如下  

 



a 、當日查詢： 當日所有委託，包括樹精靈下單、語音下單。  

 

b 、當日可刪委託：在當日可刪委託畫面中，可查詢當日所有未成交委託單，並可選擇 刪單 或 改量 ，再

按【 確定刪除 】 即可。 

 

c 、所有委託： 可依日期區間查詢所有委託單。 

歷史委託查詢： 可自由選擇區間日期進行查詢，但區間不得超過 6 個月。例如：您可以選擇 97 年 1 月 

1 日 到 97 年 7 月 1 日 ，系統會自動將您在此日期區間所下的所有委託單，包含已成交、未成交、已

刪除及錯誤的委託單，都顯示出來。 

  

 

1-4 成交回報  

１ . 點選左側功能鍵的【成交回報】後，畫面會出現當日成交的資料。可在查詢日期中，選擇所要查詢的日

期或區間，再選擇排序別，有 後委託、先委託、序號、股票，四種排序法，再按 【查詢】即可。 

 



2. 傳送查詢後即會出現成交回報資料。  

 

區間查詢：可自由選擇區間日期進行查詢，但區間不得超過 6 個月。例如：您可以選擇 97 年 2 月 1 日 

到 97 年 8 月 1 日 ，系統會自動列出您在此日期區間內的所有成交紀錄。 

 

1-5 批次下單  

１ . 點選左側功能鍵的【批次下單】後，畫面會出現批次下單委託，讓您自己輸入股票別、委託別、買賣別、

張數、價格等，再按下 【委託確定】 ，即完成批次委託下單。  

 

  



註：若您選擇【庫存股】或已設定好的自選股群組，系統則會秀出您已設定好的群組股票，讓您依照群組別

完成批次下單。 

 

 

 

1-6 快速下單 

1. 點選下方快速下單區的選項。您可以選擇『買賣別』、『證券或期貨別』、『交易別』、

『股票代碼』 ( 可按股票代碼查詢 ) 、『單價』 ( 若點選限價時，需在欄位中輸入價格 ) 

或是點選『漲停』、『跌停』，輸入張數後，再按 【確定送出】  

 

 

2-1 庫存查詢  

１ . 點選左側功能鍵的【庫存查詢】後，即出現目前的庫存股資料。如有委託下單，庫存查詢也會列出買賣

情況，和成交張數  



 

 

２ . 點選畫面中的股票名稱，即會跳出顯示該個股公司基本資料的視窗。  

３ . 點選畫面中的股票代碼，即會跳出顯示該個股當日走勢線圖的視窗。  

４ . 如欲查詢庫存現值，請按 【現值查詢】 即可。  

  

 

 

2-2 對帳單 

１ . 點選左側功能鍵的【對帳單】後，進入對帳單畫面，出現 查詢區間、買賣別、交易別、排序、全部試

算及個股試算 等選項，選取您欲查詢的項目後，再按 【查詢】 。  

２ . 按下查詢後，便會顯示出您所選擇日期的交易明細  



 

區間臨時對帳單： 可自由選擇區間日期進行查詢，但區間不得超過 6 個月。例如：您可以選擇  

97 年 4 月 1 日 到 97 年 10 月 1 日 ，系統會自動列出您在此日期區間內的交易明細表。 

 

2-3 投資試算  

１ . 點選左側功能鍵的【投資試算】後，會出現股票的投資試算的結果。  

 

２ . 按下 【變更試算表 設定】 ，即可進入投資組合試算表變更的畫面，您可自行輸入股票、持  

有量、及買入單價，按下 【投資績效試算】 ，系統便會為您重新計算出新的投資組合試算表。  



 

2-4 庫存試算 

１ . 點選左側功能鍵的【庫存查詢】 【損益試算】後，即會跳出集保庫存網頁，提供庫存試算功能。  

 

 



2-5 網路銀行 

點選左側功能鍵的【網路銀行】後，即會跳出網路銀行網頁，點選帳戶號碼後，可查看帳

戶交易明細。  

 

 

3-1 嘉實行情  

１. 點選上方【即時報價】功能鍵的【嘉實證券】後，會出現股票的即時股價。 



 

２ . 下方的下單 bar 中，您可直接輸入股票代碼、選擇買賣別、價格及張數後，按下 【確定送出 】即

可讓您快速的下單。  

 

3-2 大時行情  

１ . 點選上方【即時報價】功能鍵的【大時行情】後，會出現股票的即時股價。  



 

２ . 下方的下單 bar 中，您可直接輸入股票代碼、選擇買賣別、價格及張數後，按下 【送出 】 即可讓

您快速的下單。  

 



3-3 設自選股  

１. 點選上方功能鍵的【設自選股】後，即可進入自選股群組設定的畫面。您可利用此功能，依照您的需求

新增、查詢、修改、刪除您的自選股群組。  

 

２. 輸入【股票代號】或從【股票名稱】去選取您需要的自選股最後按下【完成選股】。  

 

3-4 大盤動態  

點選上方功能鍵的【即時報價】、【大盤動態】後，會出現今日的大盤動態  



 

3-5 智慧選股 

點選上方功能鍵的【即時報價】、【智慧選股】後，會出現個股的即時股價。  

 



4-1 盤後交易  

１.點選左側功能鍵的【定盤零股】、【定盤交易】後，即可進入盤後交易頁面。在頁面中輸入委託別、買賣別、

股票代碼（可按股票代碼查詢）、委託張數，再按下 【傳送委託單】 即可。  

 

２. 定盤交易委託查詢至【定盤零股】、【定盤交易】中的選項【定盤查詢】進行委託單查詢。 

３. 其後流程同一般委託下單。  

註： 13:35~14:00 為定盤預約委託時間 

   14:00~14:30 為定盤交易時間。 

4-2 零股交易  

１ . 點選左側功能鍵的【定盤零股】、【零股交易】後，即可進入零股交易頁面。在頁面中選擇買賣別，並輸

入股票代號、股票名稱及零股股數，再按下 【 傳送委託單】 即可。  



 

２. 零股交易委託查詢至【定盤零股】、【零股交易】中的選項【零股查詢】進行委託單查詢。  

３ . 其後流程同一般委託下單。  

註：零股交易時間為 13:40-14:30 其餘時間為零股預約交易 

4-3 申購中籤 

4-3-1 新股申購 

 

點選左側功能鍵的【申購專區】、【新股申購】後，系統會列出目前可進行新股清單。請點選所欲申購股票，

再按 【新股申購確定】 即可。  



 

 

 

 

4-3-2 申購現況查詢 

 

１.點選申購現況查詢，再按【傳送查詢 】 。  

 

２ . 回覆申購成功！至此，您已完成申購作業，請在申購截止日下午二點前存入足額款項(承銷價款+申購

手續費 20 元+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 50 元)  

 

 



5-1 資券查詢  

點選上方功能鍵的【交易資訊】、【交易資訊總覽】後，可選取類股或單一股票的資券現況。選取類股或輸

入股票代碼後，再按 【開始查詢 】 。  

例如：融資融券張數〝 999999 〞表示融資或融券沒有配額限制  

          〝 0 〞表示沒有融資或融券配額  

 

 

 

5-2 風險控管股  

點選上方功能鍵的【交易資訊】、【風險控管股】後，出現 警示股、買賣限制股、全額交割股、限資限券

查詢，可查詢您所需要的資料。 



 

 

5-3 證交所公告  

點選上方功能鍵的【交易資訊】、【證交所公告】後，系統會顯示當日交易所公佈的重大訊息之公司代號、簡

稱、發言日期、時間及主旨等，並可查詢詳細資料。還可查詢 即時訊息、市場公告、除權除息（上市）、除

權除息（上櫃）、停資停券（上市） 。  



 

5-4 盤後資訊 

點選上方功能鍵的『交易資訊』、『盤後資訊』後，可選擇查詢 資券餘額、盤後上市、三大法人買賣、外資

持股統計、外資投資比率、自營買賣及避險、零股交易、盤後上櫃、投信買賣彙總、外資買賣彙總、外資持

股前二十、庫藏股 ，選取後，系統即會顯示您查詢的資料  



 

6-1 個人資料  

點選上方功能鍵的【帳戶管理】、【基本資料】後，即可看見您的個人基本資料。  



 

6-2 更新密碼 

點選上方功能鍵的【帳戶管理】、【更新密碼】後，即可修改您的個人密碼。  

 



6-3 更新電子帳單 email  

點選上方功能鍵的『帳戶管理』」『電子帳單』後，即可修改您的訂閱電子信箱。  

 

7-1 即時新聞   

 點選上方功能鍵的『即時新聞』後，即可查看今日的即時新聞，有 重大新聞、股市公告、國際財經、產業

脈動、個股訊息、未上市股、國內總經、高科技股、新聞總表 。  

 



7-2 Q&A   

 點選上方功能鍵的【Ｑ＆Ａ】後，跳出網頁下單說明的畫面。您可選擇您所需要了解的問題進而出現相關

問題及解答。  

 

7-3 帳號登出 

點選上方功能鍵的【帳號登出】後，會出現帳號登出的畫面。如要登出，請按【確定】 ，按下確定之後，

便會回到帳戶登入的畫面。  

 

8-1 一般問題  

Ｑ１： 為何網頁更新後，我的網頁畫面仍是出現舊網頁的畫面？ 

Ａ： 因為ＩＥ瀏覽器有記錄網頁畫面的功能，所以您必須先將網頁紀錄清除乾淨，才能看見新的網頁

畫面；您須從ＩＥ瀏覽器上方工具列的『工具』→『Internet 選項』→『一般』中，在「Temporary 

Internet files」按下『刪除檔案』和「History」記錄按下『清除記錄』，清除完畢後請按『確定』，

再按下『重新整理』，就可以出現新的畫面了。 



 

  

 

Ｑ２： 為何我的網頁畫面會在上方功能鍵出現不正常文字？ 

Ａ： 若您的網頁畫面顯示如下圖所示，在上方工具列中出現不正常英文字時，則表示您的 Java 版本

不是為 Microsoft Virtual Machine。 

１． 請點選ＩＥ瀏覽器上方工具列的『工具』→『Internet 選項』→『進階』，

若您有安裝其他的 Java 程式，請先將其他的 Java 程式選項取消。 



 

２． 勾選 Microsoft VM 的『啟動 Java JIT 編輯器』，點選『確定』。（若您沒

有安裝 Microsoft Virtual Machine，請至Ｑ2，下載 Microsoft Virtual 

Machine 並執行安裝） 



 

３． 將您的電腦重新開機，再重新登入下單系統，即可出現正常之畫面。 

 

Ｑ３： 若網路的連線中斷，按下網頁中的重新整理後，原來的帳號處出現 undefined？ 

Ａ： 為維護您的交易安全，此時必須重新登入國泰樹精靈下單系統，才能把帳號、姓名..等資料重新

帶入網頁。 

 

 

Ｑ４： 我該如何得知電腦的作業系統版本和ＩＥ瀏覽器 的版本？ 

Ａ： 
１． 若您想得知您的作業系統版本，您可以在『我的電腦』圖示上按下滑鼠右



鍵，選擇『內容』，會出現系統內容說明，您便可得知您的作業系統版本。 

 

２． 若您想得知您的ＩＥ瀏覽器 版本，您可以點選ＩＥ瀏覽器上方的『說明』

→『關於 Internet Explorer』，接著會出現 Internet Explorer 的版本資訊，

您便可得知您的ＩＥ版本。 



 
 

Ｑ５： 如何使用ＩＥ觀看個股線圖？ 

Ａ： 
１． 請點選ＩＥ瀏覽器上方工具列的『工具』→『Internet 選項』→『安全性』

→『自訂層級』，將設定改為『低安全性』。 



 

 

２． 再點選『工具』→『Internet 選項』→『隱私』，將設定捲軸拉到最下方『接



受所有 cookie』，點選『確定』。 

 

３． 若您的作業系統為 windows 98/95，請重新開機後，即可觀看個股線圖。  

若您的作業系統為 windows 2000/XP，則無需重新開機，即可觀看個股線

圖。 

 

Ｑ６： 如何調整瀏覽器字體的大小？ 

Ａ： 請點選瀏覽器上方的【檢視】中的【字型】，有『最大』、『較大』、『適中』、『較小』、『最小』5 種

字體可供選擇。 



 

 

Ｑ7： 當出現網頁已封鎖訊息時，該怎麼處理？ 

Ａ： 
１．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快顯封鎖程式關閉：  

  請點選 IE 瀏覽器上方工具列的【工具】→【網際網路選項】→【隱私

權】→取消【快顯封鎖】，再點選【確定】即可正常執行。 

 



 

２． MSN Tool Bar 快顯封鎖視窗關閉：  

  請點選 IE 瀏覽器上 MSN 工具列中【選項】→【工具列按鈕】→取消

【快顯封鎖視窗】，再點選【確定】即可正常執行。 

 



 

3． Google Tool Bar 彈出視窗攔截器關閉：  

  請點選 IE 瀏覽器上 Google 工具列中【選項】→【選項】→取消【彈

出視窗攔截器】，再點選【確定】即可正常執行。 

 



 

4． Yahoo Tool Bar 阻擋彈跳視窗功能關閉：  

  請點選 IE 瀏覽器上 Yahoo 工具列中【阻擋跳窗功能圖示】→取消【阻

擋彈跳視窗功能】，即可正常執行。 

 
 

 



8-2 IE7 及 VISTA 問題 

IE7.0 問題 (若您的作業系統是 VISTA 請先將以下網站加入信任網域) 

１．點選「工具」→「快顯封鎖」→「關閉快顯封鎖」。 

 

  

２．點選「工具」→「網際網路選項」。 



 

  

 3．點選「進階」，下拉至「網路釣魚篩選工具設定」，選擇「停用網路釣魚篩選工具」。 

 

  



 4．點選「安全性」→「網際網路」，選擇「自訂層級」。 

  

  

若您的電腦為 vista 請將【啟用受保護模式】打勾取消 

 

  

  

 5． 將「下載未簽署 ActiveX 控制項」點選「提示」 

  「允許不提示就執行從未使用過的 ActiveX 控制項」點選「啟用」 



  「允許程式碼片段」點選「啟用」 

  「自動提示 ActiveX 控制項」點選「啟用」 

 

  

  

 6．將「起始不標示為安全的 ActiveX 控制項」點選「提示」 



 

  

 7．將「顯示未使用外部媒體………」點選「啟用」，在點選確定即可。 

 

  



 8．登入後，於 ActiveX 元件安裝詢問畫面點選「安裝」即可。 

 

  

  

 Vista OS 申請憑證問題 

1.      先將以下網址加入信任網站 

https://itrade.cathaysec.com.tw/ 

 

https://itrade.cathaysec.com.tw/


 

 

安裝 HiTrust2007 新簽章元件修正檔-PKCS7SignatureClientCom 

http://www.cathaysec.com.tw/download/PKCS7Sign_Setup.exe


並改 IE7.0 設定工具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