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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寶與iLeader差異總表 

畫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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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寶與iLeader差異總表 

畫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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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寶與iLeader差異總表-1/4 
比較項目   大亨寶 iLeader 頁碼 

支援商品下單/報價 證/期/興 證/期/興/複/外期/基金 N/A 

登入記憶 記住ID 記住ID&記住密碼 9 

登入後畫面 預設畫面為自選股報價 預設畫面為功能選單頁 10 

自選群組 雲端自選99組*40檔 自選10組*30檔 11 

自選報價 

1.僅有1種報價版面 
2.自選神探推播功能 

3.無語音報價、新聞訂閱通知 

1.有3種自選報價版面 

2.無自選神探推播功能 
3.語音報價、新聞訂閱通知功能 

12-13 

庫存報價 個股或快選→庫存報價 自選報價→庫存報價 14 

期貨報價 僅提供期貨近月列表報價 
1.期貨商品分類 

2.各期貨商品有列表報價 
15 

選擇權報價 無提供T字報價 
1.提供選擇權T字報價 

2.選擇權商品分類 
16 

瀏覽紀錄 有 無 17 

即時選股 
1.分類較少，無籌碼及經營績效選股方式 

2.上市/上櫃項目分類 

1.提供即時排行、價量指標、籌碼精選、
經營績效分類 

2.無上市/上櫃項目分類 

18 

下單-證券/興櫃 

1.證/興商品於同一畫面下單 
2.沒有下單匣設定功能 
3.沒有五檔帶下單功能 

1.證/期/權/興 

2.有下單匣設定功能 

3.有五檔帶下單功能 

19 

藍字：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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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寶與iLeader差異總表-2/4 

比較項目   大亨寶 iLeader 頁碼 

下單-期貨/選擇權 
1.無提供盤後商品交易功能 

2.無五檔帶下單功能 

1.提供盤後商品交易功能 

2.有五檔帶下單功能 

3.提供多/空策略及履約價/月份表格點選 

20 

閃電下單 有 無 21 

委託查詢/成交回報 
1.委託/成交回報於同一畫面切換查詢 
2.提供買賣別篩選功能 

1.委託/成交回報分為兩項功能查詢 

2.無買賣別篩選功能 
22 

帳務查詢—證券 
1.帳務查詢功能於同一畫面切換 

2.帳務查詢功能較少 

1. 各項帳務功能分別點選查詢 

2. 帳務查詢功能較多 
23 

帳務查詢—期權 

1.各項帳務於同一畫面切換查詢 

2.分列未平倉、平倉查詢明細/彙總功能 

3.帳務查詢功能較少 

1. 各項帳務功能分別點選查詢 

2. 帳務查詢功能較多 
24 

新股申購 
1.沒有申購提醒功能 

2.申購股票資訊較少 

1. 提供個股分別設定日期提醒功能 

2. 申購股票資訊較多 
25 

藍字：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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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寶與iLeader差異總表-3/4 

比較項目   大亨寶 iLeader 頁碼 

國際金融 全球指數、國際外匯、貴金屬 
全球指數、國際外匯、貴金屬、陸港ETF
標的、原物料、美股延遲、美股ADR 

26 

權證資訊 
1.分類資訊及篩選項目較少 

2.沒有權證熱門排行功能 

1.分類資訊及篩選項目較多 

2.有權證熱門排行功能 
27 

個股資料 

1.僅提供1種看盤模式 

2.預設帶走勢圖及五檔報價 

3.個股盤後資訊較少 

1.提供3種看盤模式(舊版/單視窗/雙視窗) 

2.預設帶[行情]走勢圖 

3.個股盤後資訊較多 

28-29 

技術分析 

1.價量技術指標較少 

2.沒有籌碼及財務技術指標 

3.分線選擇多，但沒有還原日/週/月K線 

4.無橫放功能 

1.價量技術指標較多 

2.沒有2/3/10/90分線，但有還原日/週/月K

線 

3.可以同時查看籌碼及財務線圖 

4.有橫放功能 

30 

新聞 
1.可依個股/庫存/自選股篩出相關新聞 

2.文字大小不可縮放 

1.新聞分類項目較多 

2.類股報價查看個股新聞 

3.自選報價查看庫存/自選個股新聞 

4.文字大小可依個人需求縮放 

31 

個股警示 
1. 提供個股及市場警示推播 

2. 個股警示設定條件較少 

1.目前僅提供個股警示推播 

2.個股警示設定條件較多 
32 

藍字：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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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寶與iLeader差異總表-4/4 

比較項目 大亨寶 iLeader 頁碼 

ETF報價 無 
提供ETF專區8大功能，如：行情報價、篩選、
排行…等功能 

N/A 

觸價幫手 無 
提供長效監控、到價推播功能，設定條件功
能有觸價觸量、停利停損、條件二擇一 

N/A 

港股/美股報價(延遲) 無 提供客戶港股及美股延遲報價 N/A 

國外期貨 無 
提供客戶國外期貨報價，依交易所及商品分
類。 

N/A 

資產總覽 無 
提供客戶資產總覽服務，項目包含：證券、
期權、信託基金、集保基金、信託存款、複
委託、結構型商品七大類投資資訊 

N/A 

借券專區 無 提供客戶出借股票賺取利息之功能。 N/A 

基金 無 
1.基金報價(報價) 
2.財富信託(報價及申購功能) 
3.集保基金(報價及申購功能) 

N/A 

新股神贏家 無 
提供客戶趨勢統計多空及財務統計排行的選
股功能 

N/A 

籌碼選股 無 
提供五大分類選股功能(排行、個股、籌碼、
基本、股狗選股) 

N/A 

藍字：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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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寶與iLeader差異總表 

畫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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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頁面 

大亨寶 iLeader 

• 記住身分ID功能 

• 有預約開戶/投資講座...等連結 

• 記住身分ID及記住密碼功能 

• 申請試用帳號 

• 客服一點通/最新課程/預約開戶…等連結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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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後畫面 

大亨寶 iLeader 

• 預設畫面為自選股報價 

• 點選上方選單鈕後展開功能列 

• 預設畫面為功能選單頁 

• 再點選各項功能icon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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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群組 

大亨寶 iLeader 

• 自選群組99組*40檔個股 

• 自選群組名稱可以更改 

 

 

 

• 自選群組10組*30檔個股 

• 自選群組名稱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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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報價-1/2 

大亨寶 iLeader 

• 僅有1種自選報價版面 • 原版、大字報價及大字報價+走勢圖，共3種自選報價版
面。 

 

大字報價 大字報價+走勢圖 原版 

點選      後切換報價
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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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報價-2/2 

大亨寶 iLeader 

• 自選神探推播功能 

 

• 語音報價、新聞訂閱及警示通知功能 

 

點選股票名稱帶下單 
點選報價帶個股資訊 

點選股票名稱帶個股資訊 

點選路徑 自選神探 點選路徑 語音/新聞/警示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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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報價 

大亨寶 iLeader 

• 點選個股或快選→庫存報價 • 點選自選報價→庫存報價 

點選路徑 點選路徑 切換帳號 切換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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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報價 

大亨寶 iLeader 

• 僅提供期貨近月列表報價 • 有期貨商品分類 

• 各期貨商品有列表報價 

點選路徑 近月報價 近月報價 點選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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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報價 

大亨寶 iLeader 

• 無提供T字報價 • 提供選擇權T字報價 

• 選擇權商品分類 

T字報價 點選路徑 點選路徑 商品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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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紀錄 

大亨寶 iLeader 

• 個股瀏覽紀錄或快選瀏覽紀錄 • 無此功能 

點選路徑一 點選路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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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選股 

大亨寶—個股排行 iLeader—智慧選股 

• 分類較少，沒有價量指標、籌碼精選及
經營績效分類 

• 上市/上櫃項目分類 

• 提供即時排行、價量指標、籌碼精選、
經營績效分類 

• 無上市/上櫃項目分類 

點選路徑 點選路徑 智慧選股-項目 個股排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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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單交易—證券/興櫃 

大亨寶 iLeader 

• 證/期/權/興商品整合於同畫面 

• 沒有下單匣設定功能 

• 沒有五檔帶下單功能 

• 證/興商品於同一畫面下單 

• 點擊     有下單匣設定功能 

• 有五檔帶下單功能 

點選路徑 下單頁面 下單頁面 點選路徑 

下方功能列委託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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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單交易—期貨/選擇權 

大亨寶 iLeader 

• 無提供盤後商品交易功能 

• 無五檔帶下單功能 

 

• 提供盤後商品交易功能 

• 有五檔帶下單功能 

• 提供多/空策略及履約價.月份表格化點選 
期貨下單 選擇權下單 期貨下單 選擇權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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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單交易—閃電下單 

大亨寶 iLeader 

• 支援證券/期貨/選擇權商品 • 無此功能 



22 

委託查詢/成交回報 

大亨寶 iLeader 

• 委託/成交回報於同一畫面切換查詢 

• 提供買賣別/交易狀態/委託種類篩選功
能 

• 委託/成交回報分為兩項功能查詢 

• 提供交易狀態/委託種類篩選功能 

 

切換委託/成交回報 

點選路徑 點選路徑 委託篩選 委託篩選 

委託/成交分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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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務查詢—證券 

大亨寶 iLeader 

• 帳務查詢功能於同一畫面切換 

• 帳務查詢功能較少(無歷史資料查詢) 

 

• 各項帳務功能分別點選查詢 

• 帳務查詢功能較多(提供歷史資料查詢、
銀行餘額查詢…等) 

 
點選路徑 切換查詢 點選路徑 

查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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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務查詢—期權 

大亨寶 iLeader 

• 各項帳務於同一畫面切換查詢 

• 分列未平倉、平倉查詢明細/彙總功能 

• 帳務查詢功能較少(無歷史資料查詢) 

 

• 各項帳務功能分別點選查詢 

• 帳務查詢功能較多(提供歷史資料查詢、
國內外資金戶轉…等) 

 
點選路徑 點選路徑 切換查詢 查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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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申購 

大亨寶—申購作業 iLeader—申購提醒 

• 沒有申購提醒功能 

• 申購股票資訊較少 

• 提供個股分別設定日期提醒功能 
• 申購股票資訊較多(如：價差、溢價差%、

日期...等) 

點選路徑 申購提醒 申購頁面 申購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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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 

大亨寶 iLeader 

• 國際金融資訊較少 • 國際金融資訊較多(如：陸港ETF標的、
原物料、美股延遲…等)。 

點選路徑 點選路徑 全球指數 全球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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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證資訊 

大亨寶—權證看盤 iLeader—權證資訊 

• 分類資訊及篩選項目較少 

• 沒有權證熱門排行功能 

 

• 分類資訊及篩選項目較多 

• 有權證熱門排行功能 

點選路徑 權證看盤 點選路徑 權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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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股資訊-1/2 

大亨寶—看盤模式 iLeader—看盤模式 

• 僅提供1種看盤模式 • 提供3種看盤模式(舊版/單視窗/雙視窗) 

舊版：往下滑動 單視窗：左右滑動 
雙視窗： 

上下區左右滑動 

單視窗： 
下區左右滑動 

下區(1)(2)： 
左右滑動切換功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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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股資訊-2/2 

大亨寶 iLeader 

• 預設帶[行情]走勢圖 

• 個股盤後資訊較少 

• 預設帶走勢圖及五檔報價 

• 個股盤後資訊較多(如：董監持股、持股
轉讓、經營能力…等) 

 
個股資訊 盤後資訊 盤後資訊 個股資訊 

預設走勢圖 

預設[走勢]及[五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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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分析 

大亨寶 iLeader 

• 價量技術指標較少 

• 沒有籌碼及財務技術指標 

• 分線選擇多，但沒有還原日/週/月K線 

• 無橫放功能 

• 價量技術指標較多 

• 沒有2/3/10/90分線，但有還原日/週/月K

線 

• 可以同時查看籌碼及財務線圖 

• 有橫放功能 

放大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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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大亨寶—產業新聞 iLeader—財經新聞 

• 可依個股/庫存/自選股篩出相關新聞 

 

1.新聞分類項目較多 

2.文字大小可依個人需求縮放 

點選路徑 新聞篩選 點選路徑 新聞分類&文字縮放 

• 點選[類股報價]查看個股新聞 

• 點選[自選報價]查看庫存/自選個股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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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股警示 

大亨寶—推播設定 iLeader—警示設定 

1) 有個股及市場警示推播 

2) 個股警示設定條件較少 

1) 僅有個股警示推播 

2) 個股警示設定條件較多 

點選路徑 點選路徑 

個股 

市場 

推播設定 警示設定 



以上說明 
 

如有問題請洽永豐金證券客服中心  
0800-038-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