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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裝 YSuri

I.預先安裝 “TELEGRAM MESSENGER”APP:

1. 下載 TELEGRAM MESSENGER”APP

2. 註冊 TELEGRAM 帳戶

3. 帳戶驗證

II.YSuri 使用指南

III. Ysuri 功能說明



首次安裝
“TELEGRAM MESSENGER”APP

1. 下載和安裝 TELEGRAM MESSENGER”APP:

- 在手機的APP Store (蘋果手機)或 Google Play Store (安卓手機)搜尋

“TELEGRAM MESSENGER”, 尋出後再下載, 並安裝

2. 註冊 TELEGRAM 帳戶:

- 打開 TELEGRAM APP, 按 “Start Messaging”.以註冊 TELEGRAM 帳戶,請輸入

手機號碼(貴客戶應輸入留在元大證券越南的手機號碼)

3. 帳戶驗證:

- 在手機簡訊箱查收 TELEGRAM 傳送的驗證碼 (與安卓手機,貴客戶可能透過電話

收聽驗證碼.

4. 自設 TELEGRAM 帳戶名稱:

- 經過驗證之後, 客戶可以自設 TELEGRAM 帳戶名稱 (可以設任何語言)



首次安裝 “TELEGRAM MESSENGER”APP

(1) 在手機的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搜尋
“TELEGRAM MESSENGER”.
- 尋出後再下載, 並安裝.

(2)打開 TELEGRAM APP, 按
“Start Messaging”.
- 以註冊 TELEGRAM 帳戶,

請輸入留在元大帳戶的
手機號碼

(3) 在手機簡訊箱查收

TELEGRAM 傳送的驗證碼 (與

安卓手機,貴客戶可能透過電

話收聽驗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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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TELEGRAM MESSENGER”搜尋功能, 輸入關鍵詞 “ YSuri” .

- 尋出之後, 請按 “Start”即可激活 Ysuri.

- 按 “Đăng ký ID”以選擇越文版, 按 “Register ID” 以選擇英文版.

- 點擊手機屏幕底部的 “Chia sẻ liên hệ”/ “Share Contact”. 然後按

“OK” 以確認.

- 請遵循 YSuri 之後的指示.

- 注意: 對於蘋果手機的iOS操作系統，如果屏幕上沒有顯示“Chia sẻ liên hệ”

按鈕，請點擊該 圖標進行操作。



Ysuri 使用指南

(3) 按 “Đăng ký ID”以選擇
越文版,
- 或按 “Register ID” 以選
擇英文版.

(2) 請按 “Start”即可激

活 Ysuri.

(1) 在“TELEGRAM MESSENGER”
搜尋功能, 輸入關鍵詞
“ YS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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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擊手機屏幕底部的
“Chia sẻ liên hệ”

(5)點擊手機屏幕底部的

“Share Contact”. 然後按

“OK” 以確認.

(6)接著,請遵循 YSuri 的指

示.



Ysuri 功能說明
1. 選單列: 直接輸入 “/menu”會顯示以下選單

- 語言設定: 按 “Setting”(或直接輸入 “/Setting”) 以選擇語言:越文/英文

(1) 按
“/Menu” 會
顯示 選單列



Ysuri 功能說明

查詢市場評估: 按 “Market”以查詢市場評估, 分別有三個功能:

“Market movements”, “Trading Strategy” 和“Stock4U Signal”

按 “Market” 
以查詢市場評估

您在搜索什麼?

投資建議市場速覽

Stock4U 個股 買/賣 訊號

返回

說明



Ysuri 功能說明
“Market movements”     “Trading Strategy” “Stock4U Signal”

(1) 市場速覽 (2) 投資建議 (3) 個股 買/賣 訊號



Ysuri 功能說明

2. 查詢個股目前的狀況,以及此股建議

- 直接輸入個股代號, Ysuri立即回應該股票的狀況, 以及該如何應對

說明

代號: HPG
公司名稱: 和發鋼鐵集團
證交所: 胡志明
最後撮合價格: 65,600 越盾
短期趨勢: 上漲
建議: 繼續持股
最近建議日: 2021/04/02
買進價格: 48,500 越盾
短期目標價: 56,153 越盾
停損價格: 62,406 越盾
暫計盈/虧: 35.26%
建議最優持股比率: 30.03%
流通性評級: 高
終結: 持有

企業細節 企業新聞



Ysuri 功能說明

- (1) 按 “More Detail” 會直接連到元大證券越南的投資工具網站:

ysradar.yuanta.com.vn => 有中文版, 註冊帳號後即可使用. 

(2) 按“ Company News” 會顯示企業新聞



YSVN - 元大證劵（越南）公司
華人客服部門

官網：https://yuanta.com.vn/zh-hant

地址：越南胡志明市第一郡黎利街65號-西貢中心第一座4樓

資訊頻道 Telegram: https://t.me/investvietnam

官方線上客服LINE: https://lin.ee/AcNqzbi

投資工具官網: https://ysradar.yuanta.com.vn/

林蒙順
華人客服部經理

+84 28 3622 6868 ext 3649

thuan.lim@yuanta.com.vn

Mr.SunnyLim

+84 90 886 5518

https://yuanta.com.vn/zh-hant
https://t.me/investvietnam
https://lin.ee/AcNqzbi
https://ysradar.yuanta.com.v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