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入門指南
獻給今日的金融專家。 
全新的工作型態已經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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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與登入 
I.  安裝應用程式

II.   登入

III.  聯絡支援部門

IV.  自訂您的基本資料

I.  安裝應用程式 

我的電腦是否符合  
Thomson Reuters Eikon 的必要條件？

1.  前往 https://customers.thomsonreuters.com/Eikon

2.  按一下「檢查我的電腦」（Check My Computer）。

3.  按照畫面上的指示來執行「系統測試」（System Test）。

我要如何取得我的 Thomson Reuters Eikon 帳戶？

1.   貴公司的「市場資料」團隊或「Thomson Reuters 客戶經理」
會代表您申請一個 Thomson Reuters Eikon ID。

2.   您會收到一封來自 Thomson Reuters Eikon 的「歡迎」電子郵
件。

3.  按一下「歡迎」電子郵件中的連結來啟用您的帳戶。

我要如何安裝 Thomson Reuters Eikon？

確認您的電腦符合必要條件且啟用您的帳戶之後，您就可以開
始安裝 Thomson Reuters Eikon：

1.  前往 https://customers.thomsonreuters.com/Eikon/

2.  按一下「登入和下載」（Sign in  & Download）。

3.   按照畫面上的指示來安裝  
Thomson Reuters Eikon。

II.   登入

在您的桌面上

1.   指向「開始（Start） > 程式集（Programs） > Thomson 
Reuters」並選擇 Thomson Reuters Eikon。

2.  輸入您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

3.   選取「自動登入」（Sign me in 
automatically）即可在下次開
啟應用程式時自動登入。

4.  按一下「登入」 
（Sign In）。

III.  聯絡客服部門 

如果您無法登入

無法登入？ 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密碼不正確或沒有網際網路連
線。

Thomson Reuters Eikon 線上說明提供了各種疑難排解的方
法：http://bit.ly/14ItX8u（不必登入）

登入後，您可以按下 F1 或使用右鍵功能表來存取說明。

若這些解決方案都失效，請聯絡 Thomson Reuters：

1.  按一下「登入」（Sign In）對話方塊中的「聯絡我們」
（Contact Us）連結。

2.  填寫顯示的「聯絡我們」（Contact Us）頁面，接著按一下
「提交」（Submit）。

在您的行動裝置上 

收取單次交易費用的單一登入（Single Sign-On，簡稱 SSO）功
能，可讓您在 iOS、Android 和 BlackBerry 裝置上存取 Thomson 
Reuters Eikon。

如需瞭解 eLearning，請前往  
http://training.thomsonreuters.com/eikon/mobile-solutions

在網路上

您現在可以在網路上存取關鍵的 Thomson Reuters Eikon 新聞和
資料而不必下載應用程式。只要前往  
http://eikon.thomsonreuters.com/login，使用您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即可。

如需各種功能的更多資訊，請瀏覽：http://tmsnrt.rs/1zfcJCc

如需瞭解 eLearning，請前往  
http://training.thomsonreuters.com/video/v.php?v=1378

https://customers.thomsonreuters.com/Eikon/
https://customers.thomsonreuters.com/Eikon/
http://bit.ly/14ItX8u
http://training.thomsonreuters.com/eikon/mobile-solutions
http://eikon.thomsonreuters.com/login
http://tmsnrt.rs/1zfcJCc
http://training.thomsonreuters.com/video/v.php?v=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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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後取得支援

如果您在使用 Thomson Reuters Eikon 時遇到問題或收到錯誤訊
息而想要瞭解更多資訊，您可以聯絡「支援部門」。

前往「  > 說明（Help） > 聯絡我們（Contact Us）」。 

取得更多協助

•  按一下工具列右上角的 ，瞭解 Thomson Reuters Eikon 為
您帶來哪些新功能。

•  前往「  > 說明（Help）」以取得與說明有關的所有選項。

•  如需取得更多有關安裝、設定或移轉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Thomson Reuters Eikon 安裝與設定」的線上說明： 
http://bit.ly/19OvDnz

•  我的帳戶（http://financial.thomsonreuters.com/myaccount）
是取得 Thomson Reuters 服務與支援的單一線上入口網站。
您可以找到各種文件，包含本指南的最新版本。

取得訓練

在「搜尋」方塊中鍵入「訓練」（TRAINING）來開啟「訓練應
用程式」（Training App）：

•  觀賞隨選視訊教學，幫助您妥善運用 Thomson Reuters Eikon 
的各項功能。

•  學習基本課程，讓您能更快上手。

•  按部就班探索學習課程，確保能妥善運用適合您的市場之可
用工具。

•  將訓練加入書籤，讓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時間完成訓練。

IV.   自訂您的基本資料

建立您的基本資料 

當您第一次登入時，Thomson Reuters Eikon 會提示您自訂您的
基本資料。請務必填入「工作角色」（Job Functions）和「資產
類別」（Asset Classes）：此資訊會用來建議最適合您的角色的
功能和應用程式。

您可以：

•  匯入您的 LinkedIn™ 基本資料

•  加入照片

•  填寫您的工作經驗和教育程度

•  在「一般資訊」（General Info）中，提供有關職務角色的詳
細資料

•  輸入詳細聯絡資訊

這項資訊會顯示在 Thomson Reuters 金融目錄中，並且會加強人
員相關搜尋的結果。

更新您的基本資料

您可以隨時編輯您的基本資料。

前往「   > 偏好設定（Preferences） > 我的基本資料（My 
Profile）」來重新開啟您的基本資料頁面並進行您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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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導覽 
I.  瞭解工具列

II.   尋找應用程式並定義設定 

III.  搜尋內容並取得答案

IV.   將您最愛的內容加入書籤，讓您 
輕鬆存取 

I.  瞭解工具列 

在您登入後，工具列就會立即顯示在畫面頂端。

提示： 若要移動工具列，只要在工具列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
擇「卸除」（Undock），接著將工具列拖移到新的位置
即可。

Thomson Reuters Eikon 按鈕。按
一下此處來存取應用程式功能
表、應用程式庫、已儲存的工作
空間、設定和說明。

「搜尋」方塊是由「自動建議」（Autosuggest）和
「答案」（Answers）功能所驅動。使用它來尋找應
用程式、資料或問題的答案。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第 5 頁。

開啟顯示在此處的工作空間。
預設會開啟「工作空間 1」。

警示最愛項目Eikon 的全新功能

我的公事包

Messenger

如需更多協助，請參閱「歡迎使用桌上型應用程式」 
（Welcome to the Desktop）： http://bit.ly/1b1XT7S

如需瞭解 eLearning， 
請選擇「開始使用 Eikon」（Getting Started with Eikon）：從「
訓練應用程式」（Training App）的「學習基本課程」（Learn 
the Basics）分類來「新增使用者」（New User）。

您可以建立、儲存、關閉
或載入工作空間。

http://bit.ly/1b1XT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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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尋找應用程式並定義設定 III.  搜尋內容並取得答案

搜尋方塊：工作流程的起點 

搜尋方塊是您進行任何導覽的起點。只要開始鍵入文字，「自動建議」功能就會提供建議的結
果。

按一下來開啟應用程式功能

表。
「我的應用程式」（My Apps）

能針對您的特定資產類別提供

精選應用程式。您可以新增、

移除或重新排列此功能表中的

應用程式。

其他應用程式則會 

依分類顯示。

按一下「說明」（Help）來存取

線上說明、聯絡我們、尋找新功

能和取得其他支援選項。

按一下「偏好設定」

（Preferences）來定義全域選

項、交易設定和更多功能。

「我的工作空間」（My 
Workspaces）保留所有您所儲

存的工作空間和版面配置

「應用程式庫」（App 
Library）則是所有應用程式的

可搜尋資料庫。

按一下任何應用程式來開啟

它。

4.  如果您找不到想要找的內

容，請按下 Shift+Enter 或按

一下此處來執行進階搜尋。

3.  按一下結果來載入內容。例

如，您可以開啟「圖表應用

程式」（Chart App），其中

含有已載入的 Vodafone 資
料。

2. 「自動建議」會顯示結果。1. 在搜尋方塊中，開始鍵入 Vodafone。

範例搜尋

公司名稱或常見縮寫 Microsoft、Vodafone、IBM

說明詞彙 Comex 銅、Vodafone 普通股

標準工業代碼 Ticker、ISIN、Cusip、Sedol、WERT

特定和部分代碼 US4592200HJ3、MSFT、USTB

Ticker、息票和到期日 VOD >7.5%、Vodafone 2015

適用於國家指南的國家名稱 法國、英國、日本

特定工具或主題的新聞搜尋 IBM 新聞、中國新聞、UST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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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nswers）：以自然的用語提出問題

使用自然的用語鍵入查詢。Thomson Reuters Eikon 的「答案」（Answers）會在結果的頂端顯示。

提示： 您可以找到常見問題的答案。開始鍵入「我該
如何......」（How do I...），您就會在搜尋結果
中看見常見問題。

1.  例如，您想要比較 Ford 和 GM 近期的營業額趨勢。鍵入 Ford 
vs GM 銷售。

2.   「自動建議」會解析您的查詢。ANS 開頭的
字串是來自「答案」（Answers）的結果。
按一下符合您的問題的結果，即可檢視對照 
Ford 和 GM 的詳細營收圖表。

範例「答案」（Answers）查詢

Ford 與 GM 銷售額

Google EBITDA 預估

法國科技公司

IV.   將您最愛的內容加入書籤，讓您輕鬆存取

將應用程式和其他內容加入您的「最愛項目」，讓您稍後可以輕鬆擷取。按一下 任何畫面右上
角，即可開啟「最愛項目中心」（Favorites Center）。

1.  開啟應用程式。

2.   右鍵點擊應用程式，前往「檔案（File）> 最愛項目（Favorites）> 加入最愛項目（Add to 
Favorites）」。

3.    為您的「最愛項目」（Favorite）
命名，選擇儲存它的資料夾（或建
立新資料夾），並按一下「新增」
（Add）來儲存。

提示： 使用「右鍵點擊最愛項目」（Right-
Click Favorites）資料夾，則您的「
最愛項目」就會在任何應用程式的
右鍵功能表中供您存取。

如需更多協助，請參閱「使用最愛項目」（Working with 
Favorites）： http://bit.ly/1lABHG2 

如需更多協助並查看範例，請在搜尋方塊中鍵入 
「答案」（ANSWERS）並從頂端結果選擇您要的
項目。

http://bit.ly/1lABH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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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您的浮動工作空間 
I.  找尋探索適用於您的資產類別的應用程式

II.   瀏覽「應用程式庫」（APP LIBRARY）

III.  設定您的工作空間

IV.  將應用程式連結在一起

V.  儲存或共用您的工作空間 

VI.  取得市場異動事件的警示

VII.   使用「我的公事包」（MY BRIEFCASE）將您的桌面 
同步到行動裝置上

Thomson Reuters Eikon – 第 4 版具有浮動工作空間的功能，可顯
示您所選擇的多種應用程式。這種彈性格式意味著您再也不受
限於固定大小和形狀，可以任意自訂螢幕上的可用空間來符合
您的需求。只要輕鬆點選，您就可以：

•  新增您要的應用程式

•  調整尺寸，符合您的要求

•  將應用程式「貼合」，成為可一併移動的單一實體

•  堆疊應用程式來建立標籤頁視窗，讓您可以向前、向後翻動

•  將應用程式排列在其他應用程式附近，例如 Microsoft Excel 
或 Outlook 

•  連結應用程式，讓彼此共用資料

I.   找尋探索適用於您的資產類別的應用程式 II.   瀏覽「應用程式庫」（APP LIBRARY） 

「我的應用程式」（My Apps）能提供您單鍵存取功能，讓您輕
鬆存取資產類別中最常使用的應用程式。例如，股票交易商的
預設應用程式，包含 Quote List、Option Watch 和 Time & Sales 
應用程式。

在搜尋方塊中開始鍵
入應用程式名稱。結
果會顯示在下方。

其他分類能協助您找到適合您
的工作流程的應用程式。

按一下「應用程式
庫」（App Library）
來檢視可用應用程
式的完整清單。

按一下 + 來新增應用程
式到「我的應用程式」
（My Apps）以便快速
存取。

選擇分類或資產類
別，精簡您得到的
結果。

提示： 您可以在「我的應用程式」（My 
Apps）中拖移圖示並放置在新的位
置上，藉此重新排列應用程式。您
也可以新增或移除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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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設定您的工作空間

建立新的工作空間 新增應用程式到您的工作空間

當您在應用程式功能表、應用程式庫或透過搜尋方塊選取應用程式來開啟它時，應用程式會自動成為現用工作空間的一部分。
按一下工作空間名稱，使其成為現用工作空間。您
隨時可以開啟多達 10 個工作空間。

右鍵點擊工作空間來儲
存、關閉或重新命名。

按一下「顯示工作空間功能表」
（Show Workspace Menu）
來：

•  加入新的工作空間

•  存取不同資產類別的範本

這個範例包含 Quote List、Option 
Watch 和 News Monitor。

現用代號（在此例為 Renault <RENA.PA>）是您最近一次關注過的金融工具。當您新增
應用程式時，它會自動顯示現用代號的資料。

按一下應用程式標題列來移動應
用程式。按一下並緩慢拖移應用
程式，直到其邊框觸碰到其他應
用程式為止：這兩個應用程式會
「貼合」在一起，接著您就可以
將其視為單一實體一併移動。

您可以像調整其他任何
視窗的大小一般來調整
應用程式的大小：只要
按一下邊框並拖移成新
的大小即可。

使用自動堆疊功能，如此新的
應用程式就會自動在相同視窗
內以標籤頁的形式開啟。這樣
可以節省螢幕的可用空間。

前往「  > 檢視（View）> 
自動堆疊視窗（Auto Stack 
Window）」來開啟自動堆疊
功能。

將「新聞監測」（News Monitor）
加入您的工作空間來獲得：

•  最新的市場異動新聞 

•  歷史新聞歸檔 

•  內容豐富、直覺式的使用者介面

如需更多協助，請參閱「關於新聞監測」（About News 
Monitor）： http://bit.ly/1zdAtXg

如需瞭解 eLearning，請前往，從「訓練應用程式」（Training 
App）的「價格和新聞探索」（Price & News Discovery）分類
選擇 「新聞監測應用程式」（The News Monitor App）。

http://bit.ly/1zdAt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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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將應用程式連結在一起

您可以將應用程式連結在一起，如此即可讓它們共用您所選工具的內容。以色彩編碼的應用程式
會「調整」成相同的資料串流。

V.  儲存或共用您的工作空間

建立您的工作空間後，您可以儲存供稍後使用或與同事共用工作空間。只要右鍵點擊應用程式
工具列中的工作空間標籤頁，然後選擇「儲存」（Save）即可。當您關閉 Thomson Reuters Eikon 
時，系統也會提示您儲存任何尚未儲存的工作空間變更。

1.  此範例包含 Index Movers 應
用程式、Quote Line 應用程
式和公司概況頁面。

2.  在每個應用程式左上方，按一下「連結頻
道」（Link Channel） 來選擇色彩。 
選擇您喜歡的任何色彩。

3.  現在，由於應用程式已經連結，請在任何應用程式中鍵入新的工具
代碼。所有其他應用程式會自動顯示新工具的內容。

1.  右鍵點擊工作空間標籤頁並選擇「儲存」（Save）。

3.  檢視您所儲存的工作空間和版面配置。您可以與同事或其他 
Messenger 聯絡人共用內容 – 只要按一下「共用」（Share）即可。

如需更多協助，請參閱「連結應用程式」（Linking Apps）： 
http://bit.ly/1nTLlm1

如需瞭解 eLearning，請從「訓練應用程式」（Training App）的
「學習基本課程」（Learn the Basics）分類選擇「管理 Eikon 工
作空間」（Managing the Eikon Workspace）。

2.  若要查看您所儲存的工作空間，請按一下「檢視工作空間
功能表」（View Workspace Menu） 並選擇「我的工作
空間」（My Workspaces）。

http://bit.ly/1nTLl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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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資料或事件
的類型來觸發警
示。

4.  填入警示條件。例如，您可以在工具價格達到特定閾值時收到警
示。您可以輕鬆合併條件，「自動建議」會協助您快速找出正確的
工具。

5. 選擇您想要收到警
示的方式。

6. 按一下「設定」
（Set）來啟用您的警

示。

提示： 您可以直接從其他應用程式設定警示。只要右鍵點擊您
感興趣的工具並選擇「設定警示」（Set Alert）即可。

VI.  取得市場異動事件的警示

立即獲知會提供警示的市場異動資訊。

1.  按一下工具列右上方的  來開啟「警示」。

2. 按一下「建立新警示」（Create New Alert）。

如需更多協助，請參閱「建立與管理警示」（Creating and 
Managing Alerts）：  
http://bit.ly/1nTsvex

如需瞭解 eLearning，請從「訓練應用程式」（Training 
App）的「價格和新聞探索」（Price & News Discovery）
分類選擇 「建立與管理警示」（Creating and Managing 
Alerts）。

http://bit.ly/1nTsv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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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使用「我的公事包」（MY BRIEFCASE）將您的桌面同步到行動裝置上

使用「我的公事包」（My Briefcase），您就能收集新聞和文件並於稍後閱讀，不論是使用您的桌
面應用程式或使用行動裝置上皆可，即使您在離線狀態也不成問題。您可以按一下工具列右上方
的  來開啟「我的公事包」（My Briefcase）。

1.  開啟應用程式並顯示呈報文件、研究、事件或新聞。 
例如，國家新聞可在「  > 市場（Markets）> 國家和地區（Countries & Regions）」中取得。

2. 按一下「加入公事包」（Add to Briefcase）。

4.  前往「應用程式」
（Applications）功能表中的「公
事包」（Briefcase）來尋找您所
儲存的文章。

3.  登入您的行動裝置。

如需更多協助，請參閱「使用我的公事包」（Using My 
Briefcase）： http://bit.ly/LPUa1s

如需瞭解 eLearning，請從「訓練應用程式」（Training 
App）的「價格和新聞探索」（Price & News Discovery）分
類選擇「使用公事包」（Using the Briefcase）。

http://bit.ly/LPUa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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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您的組合管理 
I.  製作組合管理或清單

II.    關注會影響您的組合管理的新聞 

III.  使用「監測」（MONITOR）觀察市場

I.  製作組合管理或清單 

清單是您所定義的金融工具集。組合管理是包含每一種金融工
具及歷史購買價格的預先定義或自訂清單。您可以：

•  建立清單和組合管理 

•  使用預先定義的組合管理，例如，根據主要 
股票指數

•  與其他同事共用之

•  在其他應用程式或在您的行動裝置上重複使用之

•  將其匯出至 Microsoft Excel

1.  開啟組合管理和清單。

  請記住，您可以從應用程式功能表開啟應用程式或使用搜尋
方塊來尋找。

2. 在此範例中，讓我們來製作
組合管理。在「組合管理和

清單」（Portfolios And Lists）
標籤頁上，按一下「建立新項

目」（Create New）。

5. 使用應用程式頂端的標籤
頁來執行分析、建立報表、
搜尋有關組合管理中的工具

的新聞和進行更多作業。

6. 在此處將持股加入您的組
合管理。接著，您可以在「
交易」（Transactions）標籤
頁上指出交易日期和價值。

3.  輸入新組合管理的詳細資
料，包含名稱、指標指數、
主要資產類別和幣別。

4.   按一下「建立」（Create）來製作您的新空白組合管理。

  在下一個畫面上，您將加入工具和其他詳細資料。

如需更多協助，請參閱「組合管理和清單」（Portfolios and 
Lists）： http://bit.ly/1jfBlmq

提示： 「Thomson Reuters 整合服務」（Thomson Reuters 
Integration Services）可以協助您輕鬆上傳組合管理。聯
絡您的 Thomson Reuters 業務代表。

http://bit.ly/1jfBl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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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關注會影響您的組合管理的新聞 

「新聞探索」（News Discovery）能提供不同的資訊分析，讓您透過資料虛擬化更瞭解 
NewsWires、Global Press 和 Reuters Top News。

•  取得依據圖表、視訊、推特和更多方式強化的串流和歷史新聞。

•  頭條儀表板中的圖表和報導片段能用一目瞭然的方式告訴您報導的關鍵重點。

•  在您的組合管理中檢視關於公司的新聞。

•  根據報導觀點（僅限 NewsWires）或日期和時間來篩選。

•  加入進階篩選條件並儲存之，就如同您在「新聞監測」（News Monitor）當中所做的一樣。

•  建立篩選條件、根據日期／時間或觀點來排序，或只檢視當天的新聞。

您可以在「新聞研究」（News & Research）應用程式功能表中取得「新聞探索」 
（News Discovery），或在搜尋方塊中鍵入 NEWSD。

III.  使用「監測」（MONITOR）觀察市場 

「監測」（Monitor）能讓您觀察工具和多重組合管理。您可以快速而輕鬆地建立並修改您的「監
測」（Monitor）、從 Thomson Reuters Eikon 資料庫選擇資料欄位並與同事共用您的清單。

您可以在「監測」（Monitoring）應用程式功能表中找到「監測」（Monitor）。

請記住，您可以從應用程式功能表開啟應用程式或使用搜尋方塊來尋找。

若要建立您的工具，請啟動「
監測」（Monitor）並開始鍵入
即可。輸入 Ticker 代號，或鍵
入公司名稱並從「自動建議」
選擇。

按下 Enter 前往下一行、Delete 
刪除資料列、Insert 新增一
個項目、Ctrl-z 復原動作，或 
Ctrl-y 重做動作。

右鍵點擊頭條來分類資
料或新增資料欄。

亦使用右鍵功能表來存
取顯示偏好設定。

您可以建立多個「監測」
（Monitor）清單。 
應用程式會自動儲存您的變更。若
要存取已儲存的清單或重新命名清
單，請按一下應用程式功能表 

並選擇「檔案（File）> 開
啟（Open）」或「重新命名
（Rename）」。

若為指數，您可以按一下灰色箭頭來展開
或縮合成分股清單。

連按兩下頭條名稱來變更資料欄位。 
「自動建議」可協助您找出您在尋找的 
Thomson Reuters 資料。

如需更多協助，請參閱「監測」
（Monitor）：  
http://bit.ly/1lAH7kn

如需瞭解 eLearning，請從「訓練應用程式」
（Training App）的「價格和新聞探索」（Price & 
News Discovery）分類選擇「監測您的組合管理
和清單」（Monitor your Portfolios and Lists）。

選擇您想要篩選新聞的方
式。在此範例中，讓我們
來依照組合管理來篩選。

選取您要的組合管理。 
所有與您組合管理中的工
具相關的新聞文章 
都會顯示。

將游標移至文章右上方以顯示公事包
（Briefcase）圖示。按一下「新增」
（Add）至「公事包」（Briefcase）來
儲存您的文章，如此當您外出時，您
就可以從行動裝置或網頁瀏覽器閱讀
文章。

選取您要求的新聞來源，然後在此
領域中新增進階篩選條件。

使用「時間軸」（Timeline）切換按鈕，以
反向時序顯示新聞，或根據您所選的日期與
時間條件來顯示新聞。

http://bit.ly/1lAH7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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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繪製和技術分析 
I.  使用工作流程圖表

II.   在「圖表」（CHART）應用程式中建立自訂圖表

I.  使用工作流程圖表

工作流程圖表是針對各種資產類別預先定義的圖表。您可以在「圖表繪製」（Charting）下找到它們。

1.  按一下來開啟應用程式功
能表。

2. 按一下「圖表繪製」
（Charting）。您資產類別

的工作流程圖表會隨著「圖
表」（Chart）應用程式一

同顯示。

3. 選取一個圖表，例如，
選取「價格波動率圖表」

（Volatility Chart）。

4.  填入工具、分析參數和其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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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圖表」（CHART）應用程式中建立自訂圖表

「圖表」（Chart）應用程式是適用於技術分析的強大、彈性的工具。從頭開始建置您的分析並進
行設定來符合您的需要。

1.  按一下來開啟應用程式功
能表。

2. 按一下「圖表繪製」
（Charting）。您資產類別

的工作流程圖表會隨著「圖
表」（Chart）應用程式一

同顯示。

3. 選取「圖表」（Chart）。

4. 鍵入工具代碼並按下 Enter。

5.  使用工具列按鈕來調整您的圖表範圍、區間
和線條類型。按一下  來加入新的
分析。

提示： 若要編輯您的圖表，只要按一下任何標籤並從畫面上顯示的下拉式對話方塊來選擇新的
設定即可。

6. 在「插入分析」（Insert 
Analysis）對話方塊中，選
取一個分析並按一下「加

入」（Add）來插入它。若
要瞭解更多有關分析的資

訊，請選取您想要瞭解的分
析，並按下 F1 來開啟線上

說明。

如需更多協助，請參閱「圖表繪製和技術分析」
（Charting & Technical Analysis）： http://bit.
ly/14cMiKM

如需瞭解 eLearning，請從「訓練應用程式」（Training 
App）的「圖表繪製」（Charting）分類選擇「開始使用圖
表應用程式」（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Chart App）。

http://bit.ly/14cMiKM
http://bit.ly/14cMi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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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社群 
I.  使用 THOMSON REUTERS MESSENGER

II.   聯絡客戶支援以取得協助

III.   直接從搜尋方塊傳送訊息

IV.  搜尋目錄、檢視基本資料，並建置您的網路
開始在此處鍵入文
字來搜尋目錄或您

的聯絡人。

右鍵點擊聯絡人姓
名來檢視其基本資
料，或連按兩下來

開始對話。

在此區域中檢視進
行中的對話。

使用這些按鈕來加
入聯絡人、建立群

組或傳送快訊。

按一下 工具列來開啟 Messenger。

如需更多協助，請參閱「Thomson Reuters 
Messenger 概覽」（Overview of Thomson 
Reuters Messenger）：http://bit.ly/1plFAS8

提示：我們每個月都會為 Messenger 加入新功能。

如需瞭解新功能，請別忘了經常查看「最新功能」（What’s New）頁面。只要按一下
工具列右上方的  即可。

I.  使用 THOMSON REUTERS MESSENGER

如需瞭解 eLearning，請從「訓練應用
程式」（Training App）的「協同合作」
（Collaborating）分類選擇「開始使用 Eikon 
Messenger」（Getting Started with Eikon 
Messenger）。

Messenger 也是聊天和論壇的場所。查看每週「全球
市場論壇」（Global Markets Forum），您可以在此獲
得來自頂尖 Reuters 記者所撰寫的評論。 
請瀏覽 http://online.thomsonreuters.com/trading/gmf/

http://bit.ly/1plFA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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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聯絡客戶支援以取得協助

如果您需要協助，您可以隨時從 Messenger 聯絡「Thomson Reuters 
客戶支援」。只要按一下「未分類」聯絡人目錄中的「客戶支援」
（Customer Support）即可。

III.  直接從搜尋方塊傳送訊息

您可以在未開啟 Messenger 的情況下，傳送快速訊息給任何一位您的聯
絡人（包含「客戶支援」）。

1. 只要在搜尋方塊中鍵入 @ 和聯絡人的姓名即可……

2. ……接著鍵入您的訊息並按下 「輸入」（Enter）。

提示： 您也可以在您於聯絡人清單中建立的聊天室和群組中輸入訊息。

IV.  搜尋目錄、檢視基本資料，並建置您的網路 

Messenger 能讓您存取結合了 Thomson Reuters Eikon 和 Markit Collaboration Services 網路的全球金融服務目錄。這是金融服
務產業的第一款開放式、跨網路的目錄。它讓產業內所有的使用者 – 包含內部網路 – 能以安全而符合規範的方式找到彼
此並進行溝通。

現在，超過 250,000 名的使用者能存取整個結合了 Eikon 和 Markit 的網路。

1. 在 Messenger 
中，開始鍵入以搜

尋人員或公司。

2. 右鍵點擊姓名以
檢視更多詳細資

訊。

3. 按一下 
「加入至我的聯絡

人」（Add to My 
Contacts）或 

「檢視基本資料」
（View Profile）。

4. 在基本資料頁面上：

•  查看人員的基本資
料和 

詳細聯絡資訊

•  透過 Messenger 或電
子郵件傳送訊息

•  加入您自己的個人附
註（其他使用者無法

讀取）

•  檢視相關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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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 Reuters Eikon 
–Microsoft Office 
I.    探索 THOMSON REUTERS EIKON –  

MICROSOFT OFFICE

II.    登入 THOMSON REUTERS EIKON –  
MICROSOFT OFFICE

III.   使用「公式建置程式」來擷取  
THOMSON REUTERS 資料

IV.   啟用資料串流、交易分析、連結和簡報工具 

V.   使用 ADFIN ANALYTICS 和其他進階功能 

I.    探索 THOMSON REUTERS EIKON – MICROSOFT 
OFFICE

Thomson Reuters Eikon – Microsoft Office 已統整為 Thomson 
Reuters Eikon 的一部分，是一種自行安裝的 Microsoft Excel 附加
程式。透過這個程式，您可以：

•  使用「公式建置程式」（Formula Builder）或「資料格內建
置程式」（In-Cell Builder）擷取即時、歷史和基本資料

•  使用整合的篩選程式來分析股票

•  使用市場分析的工作表中的金融資料來建置圖表

•  存取並自訂 Thomson Reuters 所提供的進階範本 

•  建置清單和組合管理，並存取在「Thomson Reuters Eikon 桌
面」（Thomson Reuters Eikon Desktop）所建立的清單和組
合管理

•  將 Excel 資料和圖表匯出並連結至 Word 當中的文件或 
PowerPoint 當中的簡報

•  建立針對貴公司商標和風格而自訂的簡報和文件

II.    登入 THOMSON REUTERS EIKON – MICROSOFT 
OFFICE

1. 啟動 Microsoft Excel。

2.  按一下 Thomson Reuters 標籤頁來開
啟 Thomson Reuters Eikon 功能表。

3.  按一下「登入」（Log in）並在系統提示
時鍵入您的 Thomson Reuters Eikon 登入
資訊。

III.   使用「公式建置程式」來擷取 THOMSON REUTERS 
資料

1.  選取工作表上的空白資料格，然後按一下 Thomson Reuters 
標籤頁上的「建置公式」（Build Formula）。

2.  在「公式建置器」
（Formula Builder）
中，輸入（或搜尋）您
要索取資料的工具。

3.  選取您要的資料來源（即時和基
本或依照時間順序），然後輸入
您要包含的資料項目。針對每個
資料項目，您可以在「參數」
（Parameters）區域中定義設定。

4.  選取其他設定 
（若有需要）。

5.  選擇資料的目的
地資料格。

6. 按一下「插
入」（Insert）。

開啟「訓練應用程式」（Training App）並選擇 Excel & 
Analytics 分類來查看 Thomson Reuters Eikon – Microsoft 
Office 的完整訓練教材，內容從基本功能到進階資料擷取和
自動化均涵蓋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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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啟用資料串流、交易分析、連結和簡報工具 

Thomson Reuters Eikon – Microsoft Office 包含能增進生產力的其
他應用程式。

附註：您必須要有權限才能啟用這些應用程式。

V.   使用 ADFIN ANALYTICS 和其他進階功能

Adfin Analytics 是一組強大的跨市場金融計算程式庫。這些程
式庫的主要目標是金融試算表使用者和金融應用程式的開發人
員。程式庫可用於不同的環境，例如在 Thomson Reuters Eikon – 
Microsoft Office 之中。

提示： 在 Microsoft Excel 中，前往公式（Formulas） > 插入函數
（Insert Function）來存取 Adfin Analytics 函數。1.  按一下 Thomson Reuters 標籤頁上的「選項」（Options）。

工作表會在資料格中內嵌您所選的新公式並擷取相關資料。

此範例使用的是「TR 函數」（TR function）。若要進一步瞭解
這項強大而多功能的函數，請參閱 http://bit.ly/1ijec1W 

2. 開啟「應用程式」（Apps）。

3.   按一下您需要的應用程式來閱讀有關資訊並啟用
之：

•  資料串流（Datastream）

•  資料串流圖表繪製（Datastream Charting）

•  交易分析（Deal Analytics）

•  連結（Linking）

如需更多協助，請參閱「Thomson Reuters Eikon Adfin 工作
手冊」（Thomson Reuters Eikon Adfin Workbook）： 
http://bit.ly/15g0IMo

如需更多協助，請參閱「Thomson Reuters Eikon - Microsoft 
Office 說明」（Thomson Reuters Eikon – Microsoft Office 
Help）：http://bit.ly/1hIJixa

如需瞭解 eLearning，請從「訓練應用程式」（Training 
App）的「Excel 和分析」（Excel & Analytics）分類選擇「
開始使用 Eikon – Microsoft Office」（Getting Started with 
Eikon – Microsoft Office）。

http://bit.ly/1ijec1W
http://bit.ly/15g0IMo
http://bit.ly/1hIJi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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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如需線上說明： http://bit.ly/1n8tB37

如需有關訓練的更多資訊：http://training.thomsonreuters.com/eikon4/

或聯絡您的 Thomson Reuters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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