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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開設帳戶透過 eMO!進行交易 

1. 在選項上，輕按「開設帳戶」。 

注意：eMO!毋須登入亦可使用，只有進行交易時才需要登入，並只適用於光大新鴻基的

客戶。 

2. 輸入個人聯絡資料，並表明是否光大新鴻基的現有客戶，然後按「遞交」傳送資料。收到

查詢後，我們的客戶服務主任將聯絡閣下，以辦理開設港股交易帳戶事宜。  

iPhone 版 

     
iPa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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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您的帳戶及投資組合 

1. 在選項上，輕按「帳戶摘要」，然後輸入現有的登入名稱及密碼。 

2. 登入帳戶後，可輕按「現金證券交易帳戶」（如適用），選擇您的現金或孖展證券交易帳

戶。 

3. 其後，畫面將顯示有關的帳戶資料，包括帳戶總結餘及現金結餘，並以貨幣種類來細分

（如適用）。 

 輕按屏幕頂部「我的投資組合」，即可查閱您所持有的股票及詳情。您亦可進一步輕

按股票名稱，即時進行交易、查閱市場資訊及設置價格提示等。 

 輕按「帳戶資料」則可查閱您的帳戶及個人資料。 

 iPhone 版 

   
iPad 版 

   



               

eMO! 用戶指南- 交易                                                                                                                                 5 

搜尋股票資料 

1. 在右上方的「搜尋」輸入股票編號或名稱。 

2. 搜尋結果會自動顯示相關的股票資料、市場新聞及新鴻基金融專業研究，您可輕按其中一

項查閱詳細資料。 

iPhone 版 

    

iPa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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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即按式即時或延遲報價 

1. 在底部選單或選項上，輕按「報價」。 

2. 輕按底部選單上方的「15 分鐘延遲」，即可切換至即按式即時報價；報價將即時自動更

新。 

3. 輸入任何股票編號，您便可查閱相關股票資料。 

iPhone 版 

 輕按「交易」便可作即時交易，或輕按「相關資料」查閱市場新聞、相關股票及認股

證。 

 輕按右上方的「+」按鈕，把該股票新增至「監察表」或「虛擬投資組合」。 

 如想放大圖表，請將您的 iPhone 旋轉至橫向模式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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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 版 

 輕按「交易」便可作即時交易，或輕按「設定到價提示」設置提示條件。 

 輕按「新增至」，把該股票新增至「監察表」或「虛擬投資組合」。 

 輕按圖表，則會全屏顯示該股票的圖表。 

   

 

買賣香港股票及查閱交易指令 

1. 在底部選單或選項上，輕按「交易」 。 

2. 輸入股票編號後，您可輕按「+」或「-」按鈕，根據該股票的買賣單位以新增或減少股數。

輕按買入或沽出的價格，便可將價格帶至交易的股價欄位，然後輕按「買入」 或「沽出」

按鈕以繼續進行交易。現時，eMO!可遞交 7 種買賣盤指令：競價盤(「AAO」)、競價限

價盤(「AALO」)、限價盤(「LO」)、增強限價盤(「ELO」)、特別限價盤(「SLO」)、到

期前有效盤(「GTD」)及止損限價盤(「SLLO」)。 

3. 輸入交易密碼並輕按「確定」遞交指令。若不想在下次交易時於相同登入工作階段再次輸

入交易密碼，請確保已剔選「系統暫時記存交易密碼」。 

4. 交易完成後，屏幕會顯示有關的「交易結果」，包括「交易參考編號」及「交易估價」。

您可選擇「繼續落盤」以進行另一個交易，或「檢視交易狀況」以查閱交易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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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版  

   

iPa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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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或「取消」交易指令 

1. 當日所進行的交易，可在「今日指令」中查閱及更新交易狀況。輕按「修改」或「取消」

以更改交易。結算後的交易，可在「交易記錄」中查閱，並最多顯示 30 個曆日的記錄。 

2. 輸入新股價或股數，以修改您的指令。如取消指令，只須輸入交易密碼，並輕按「確定」

以執行。 

3. 如已啟動「接收提示訊息」功能，將於「提示訊息」顯示所有交易相關的指令。如要接收

手機短訊提示，則須申請有關的服務。 

(Android 版本不支援提示訊息)  

iPhone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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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 版 

     

 

查詢其他交易渠道 

 如因進行定期系統維護或突發故障關係以致無法在 eMO!進行交易，您可登入以下網站繼

續進行交易：  
www.ebshkdirect.com 
www.ebshkfg.com 

 如有任何查詢，請聯絡閣下的客戶經理（如適用）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22 5001 

(香港) / +86 40011 95525 (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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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設置您的虛擬投資組合  

1. 在選項上，輕按「虛擬投資組合」。 

2. 按照指示搜尋股票資料，然後輕按「+」按鈕新增至虛擬投資組合。 

3. 輸入自訂的「平均價格」、「股份數量」及「收費及佣金」。輕按「編輯」以修改投資組

合內容。虛擬投資組合最多可加入 30 隻股票。  

iPhone 版 

  
iPa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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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您的監察表 

1. 在選項上，輕按「監察表」。 

2. 按照指示搜尋股票資料，然後輕按「+」按鈕以加入該股票至監察表。 

 輕按「編輯」以修改列表內容。監察表最多可加入 10 隻股票。 

 監察表支援即按式即時報價。進一步輕按股票名稱，可作即時交易、設置到價提示或

查閱股票資料。 

iPhone 版 

   
iPa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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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您的到價提示 

1. 在選項上，輕按「到價提示」。 

注意：到價提示預設為透過電郵發出。如要接收手機短訊提示，則須申請有關的服務。 

2. 輕按「編輯」及「+」按鈕，以搜尋及加入股票至提示列表。 

 輕按「修改」自訂到價提示標準，再輕按「確定」以完成修改。 

iPhone 版 

    

iPa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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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市場新聞及專業研究 

1. 在底部選單或選項上，輕按「新聞」 ，便可瀏覽聯交所通告、市場新聞及新鴻基金融專

業研究。 

2. 可將感興趣的「市場新聞」及「聯交所通告」加入「書籤」中，並可調校字體大小以便閱

讀。  

iPhone 版 

  
iPa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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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市場指數及外匯報價 

1. 在底部選單或選項上，輕按「市場」 。 

2. 「市場」下的所有版面均可以更新，並根據市場資訊及供應狀況取得最新價格。 

 「十大成交升跌」可查閱香港十大成交股票或窩輪升跌、成交量及成交額。 

 「外匯報價」可查閱各大主要貨幣的買賣價，亦可切換美元或港元報價。 

 「金融期貨」可查閱各大期貨及指數的變動。 

iPhone 版 

    
iPa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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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瑩幕截圖至社交媒體 

1. 輕按右上方的     分享圖標。分享圖標可在市場、新聞、監察表、虛擬投資組合、報價及

圖表內找到。 

2. 選擇分享瑩幕截圖至 Facebook、微信好友或微信朋友圈。 

3. 如您沒有相關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式，請在分享前於應用程式商店下載有關程式。 

iPhone 版 

   

iPad 版 

  



               

eMO! 用戶指南- 設定                                                                                                                                 17 

設定 

啟用 Touch ID 登入  

1. 前往登入頁面。輕按「啟用 Touch ID」。登入您的帳戶。 

2. 閱讀及接受關於使用 Touch ID 登入服務的「條款及細則」。 

3. 輸入透過短訊傳送至您流動電話的一次性密碼。 

4. 現在您可以使用指紋登入。如要停用 Touch ID 登入，請在登入後前往「設定」。 

iPhone 版 

    

iPa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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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 eMO!安全性及高可用性  

 eMO!交易平台採用 256 位元 Secure Socket Layer（「SSL」）加密技術，為現時全球

主要金融機構及政府部門採用的互聯網及流動保安標準，以確保能安全處理傳送中的個人

資料。此外，交易平台採用先進科技及完善的基礎架構建立，以保持系統的高可用性。作

為本港擁有最多香港交易所交易權的證券行之一，我們擁有 14 個交易權，能快捷及高效

率地執行買賣指令。 

 登入工作階段將於閒置 15 分鐘後自動登出。 

 不得以相同登入帳戶同時登入 eMO!及我們的交易網站。 

 為保護您的交易帳戶，若連續五次登入失敗後，帳戶將暫停使用。 

 一旦發現任何懷疑詐騙事件，或懷疑戶口可能曾被欺詐或出現異常狀況，請即致電我們的

懷疑詐騙熱線 +852 3920 2980。 

 如有查詢，請聯絡閣下的客戶經理（如適用）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22 5001 (香港) 

/ +86  40011 95525 (內地)。 

 為了幫助您更了解網絡罪行的各種預防措施，我們將定期公佈網絡的安全提示。請到

www.ebshkfg.com/CyberAwareness 了解詳情。 
 

查閱 eMO!系統要求 

 支援手機型號：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6, iPhone 6 plus, iPhone 6S, iPhone 6S Plus, iPhone SE, iPhone 7, 

iPhone 7 Plus, iPhone 8, iPhone 8 Plus, iPhone X 

iPad (第 4 代), iPad Air, iPad Air 2, iPad (2017), iPad Mini 2, iPad Mini 3, iPad Mini 4, iPad Pro 

iPod touch (第 6 代) 

HTC Sensation Z710e  

Motorola Milestone 2 A953  

Samsung Galaxy S  I9000 

Samsung Galaxy SII I9100 

Samsung Galaxy S4 I9500 

Samsung Galaxy S4 LTE I9505 

Sony Ericsson Xperia Neo MT15i  

 支援 OS 版本： 

iOS 版本：10 至 11.x  

Android 版本：2.1 至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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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選單項目 

1. 在選項上的「搜尋選單…」輸入關鍵字。 

2. 搜尋結果會自動顯示。 

iPhone 版 

  
iPa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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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您的選單  

1. 在選項的右上方上，輕按「編輯」。 

2. 輕按著選單項目並拖動至您所喜愛的位置，然後按「完成」按鈕儲存項目位置。  

3. 在選項的右上方上，輕按「編輯」再按「重設」。選單將會重設為預設值。  

iPhone 版 

  
iPa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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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您的 eMO!程式設定  

1. 輕按「設定」。 

2. 選擇語言（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或英文）、上升／下跌顯示顏色、即時報價（預設為延遲

報價）、接收提示訊息、自動登出及 Touch ID 登入服務以調整設定。 

iPhone 版 

    
iPa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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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  

 請到以下網站重設密碼：  
www.ebshkdirect.com 
www.ebshkfg.com 

 如有任何查詢，請聯絡閣下的客戶經理（如適用）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22 5001 

(香港) / +86 40011 95525 (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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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搜尋聯絡資料 

1. 在選項上，輕按「聯絡我們」 。 

2. 輕按「探訪我們」，以查閱香港及澳門各家辦事處的地址、電話及聯絡資料。  

iPhone 版 

   

iPad 版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