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下單前應先檢查之電腦設定

更新日期:
更新日期:102.08
102.08.
08.30

因為每位客戶的電腦設備及 Windows 作業系統不同，為了減少您日後下單時才發生無法顯示網
首次開始使用網路下單前
開始使用網路下單前(
頁、無法驗證下單憑證或是無法展期的問題發生，建議您於首次
首次
開始使用網路下單前
(或是電腦有
重灌或換新電腦時)
請先作一些基本的電腦檢查及設定
電腦檢查及設定，
其步驟如下:
重灌或換新電腦時
)，請先作一些基本的
電腦檢查及設定
，其步驟如下
:
一、 確認電腦作業系統：
確認電腦作業系統：若使用 Vista、
Vista、Win7 以上作業系統之
以上作業系統之客戶
建議先參閱【
附錄一】手動
作業系統之客戶，
客戶，建議先參閱
先參閱【附錄一
關閉使用者帳戶
關閉使用者帳戶(
使用者帳戶(UAC)
UAC)並重開機後，
並重開機後，再以系統管理員身份
再以系統管理員身份操作
系統管理員身份操作步驟二
操作步驟二的
步驟二的 IE 網際網路選項
網際網路選項設定
選項設定
及下單憑證安控元
下單憑證安控元件安裝。
件安裝。（使用 WinXP 作業系統之客戶，
作業系統之客戶，請直接依
請直接依步驟二操作
步驟二操作即可
操作即可）
即可）
二、 IE 網際網路選項設定及
網際網路選項設定及下單憑證安控
下單憑證安控元件安裝
憑證安控元件安裝：
元件安裝：
(一)先以 IE 瀏覽器上網進入永興理財網，網址為（
http://www.yss.com.tw)，再點選
瀏覽器
【工具
工具】【網際網路選項
網際網路選項】進入網際網路設定視窗畫面。
工具
網際網路選項
【EX:IE8
EX:IE8 畫面】
畫面

1

2

3
【EX:IE10
EX:IE10 畫面】
畫面

1

2

3

(二)點選【設定
設定】檢查儲存的畫面是否有較新版本
檢查儲存的畫面是否有較新版本的設定，請勾選在⊙
⊙每次造訪網頁時(E)
設定
檢查儲存的畫面是否有較新版本
每次造訪網頁時(E)
按【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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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著點選【工具
工具】【相容性檢視設定
相容性檢視設定】請將
yss.com.tw 及 yss560.com.tw 加入
工具
相容性檢視設定
[相容性檢視]
。
相容性檢視]的網站中按【關閉】
的網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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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來請至首頁的【下載中心
下載中心】
下載安裝網路
下載中心 ，下載安裝
下載安裝網路下單
網路下單及
下單及憑證作業所需用
憑證作業所需用的安控元件檔。
的安控元件檔

2

先點選台網安控模組
台網安控模組(32
台網安控模組(32 或 64 位)，手動下載執行台網安控模組 CmpntSetup.exe(或
CmpntSetup.exe(或
CmpntSetupX64.exe)之安裝包
CmpntSetupX64.exe)之安裝包，
之安裝包，以安裝台網安控
安裝台網安控元件及作
安控元件及作相關
元件及作相關 IE 環境設定。
環境設定
【EX:WinXP+IE8 執行畫面】
執行畫面】

點選 32 或 64 安裝包後執行

(2)

(1)


(3)

按執行

接著會出現 IE 設定及元件安裝之畫面
設定及元件安裝之畫面。
之畫面。(待其安裝完會自動關閉 cmd 視窗)

【EX:Win7+IE8 以上執行畫面
以上執行畫面】
執行畫面】
(1)

點選 32 或 64 安裝包後執行

(2)

動作仍要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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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安裝過程中有出現微軟使用者帳戶控制(UAC)提示時，
提示時，此時請您按『
此時請您按『是』允許元件安裝程式繼續執行。
允許元件安裝程式繼續執行。

(五)元件安裝完畢後
元件安裝完畢後，
元件安裝完畢後，請先關閉所有 IE 瀏覽器(
瀏覽器(即所有上網畫面)
即所有上網畫面)以使設定生效，
以使設定生效，接著在您登
接著在您登
入本公司網路下單系統前，
建議您
至首頁的【下載中心
下載中心】
，執行
執行【網路下單環境檢測輔
入本公司網路下單系統前
，建議
您先至首頁的
下載中心
執行
網路下單環境檢測輔
助工具】
，以檢查您的
以檢查您的安控
安控元件及
環境是否有安裝及設定成功。
助工具
以檢查您的
安控
元件及 IE 環境是否有安裝及設定成功
。
(1)先
(1)先點選網路下單環境檢測輔助工具
點選網路下單環境檢測輔助工具

(2)接著若您的電腦能成功執行並出現如下圖之檢測畫面的話
(2)接著若您的電腦能成功執行並出現如下圖之檢測畫面的話，
即表示您的安控元件
接著若您的電腦能成功執行並出現如下圖之檢測畫面的話，即表示您的安控
安控元件及
元件及
IE 相關環境
相關環境已安
環境已安裝及設定成功了
已安裝及設定成功了，
裝及設定成功了，此時請按【
此時請按【確定】
確定】並關閉檢測畫面即可
並關閉檢測畫面即可。
即可。
(*PS:看盤欲使用到的
(*PS:看盤欲使用到的 JRE 安裝部分請參閱【
安裝部分請參閱【註 1】說明)
說明)

（注意）
注意）若您〔
若您〔無法成功執行上
無法成功執行上列檢測畫面〕
列檢測畫面〕或〔檢測出來尚有不符合下單環境項目〕
檢測出來尚有不符合下單環境項目〕者，即表示您的元
件及 IE 環境未安裝及設定成功，
環境未安裝及設定成功，請您依
請您依第二大項安裝說明或點選檢測畫面左上角〔執行環境設定〕
執行環境設定〕
鍵，重操作安裝步驟直至您安裝成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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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註 1】另外提醒您，若
若您的電腦尚未
建議您在登入網路
您的電腦尚未安裝過
尚未安裝過 Java 軟體(JRE)
軟體(JRE)之客戶
(JRE)之客戶(
之客戶(如圖一)
如圖一)，建議您在登入網路
下單系統前，可先至
Java 官網或透過本公司【下載中心
下載中心】的【Java
Java 虛擬器】連結至
下單系統前
官網
下載中心
虛擬器 連結至 Java
官網，先行下載安裝好
官網 先行下載安裝好 JAVA 軟體(JRE)
軟體(JRE)，才
(JRE) 才可使用本公司網路下單
可使用本公司網路下單 JAVA 版報價看盤喔
報價看盤喔。

圖一)透過環境檢測輔助工具畫面，
透過環境檢測輔助工具畫面，由【已安裝的 JRE 版本】
版本】可知您的電腦是否有安裝過 Java 軟體(JRE)。

(

若您的電腦尚未安過 JRE 者，建議您先參閱下載中心
建議您先參閱下載中心【
文件下載】項下的
項下的【JAVA 下載安裝說明】
下載安裝說明】，先至 Java
下載中心【文件下載】
官網或透過本公司
官網或透過本公司【
本公司【下載中心】
下載中心】的【Java 虛擬器】
虛擬器】連結至 Java 官網，
官網，先行下載安裝好 JAVA 軟體(JRE)。



【註 2】當您完成以上電腦 IE 設定、
請記得一樣要先關閉所有
設定、元件及 JRE 安裝後
安裝後，請
記得一樣要先關閉所有 IE 瀏覽器(
瀏覽器(即
所有上網畫面)
所有上網畫面)以使安裝及
以使安裝及設定生效
安裝及設定生效；
設定生效；最後再重上永興理財網首頁
最後再重上永興理財網首頁，
永興理財網首頁，點選【
點選【網路下單】
網路下單】連
結作登入後，
結作登入後，您即可開始使用本公司網路下單系統之各項功能了。
您即可開始使用本公司網路下單系統之各項功能了。
【註 3】相關網路下單操作方法，
相關網路下單操作方法，請參閱本公司【
本公司【下載中心】
下載中心】【文件下載】
文件下載】下之各項說明
下之各項說明文件。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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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附錄一】如何手動關閉使用者帳戶
如何手動關閉使用者帳戶(UAC)
動關閉使用者帳戶(UAC)
-for Vista 及 Win7 以上之作業系統
因為 Microsoft Vista 及 win7 以上作業系統對於開啓檔案或資料夾的權限控管較嚴僅，為避
免日後於展期申請新下單憑證或平日作憑證作業時發生錯誤，故使用 Vista 及 Win7 以上作業系統
的客戶，建議在操作步驟二各項的〔IE
IE 網際網路選項
網際網路選項設定
選項設定及下單憑證安控元件安裝
設定及下單憑證安控元件安裝〕
及下單憑證安控元件安裝〕前，請先依
下列步驟手動關閉 UAC：
UAC
(一)以 Vista 為例：
(1)按一下[開始] => 輸入 帳戶，然後按一下
帳戶
(4)不
不要勾選 [使用[使用者帳戶控制(UAC)]來
鍵盤上的 Enter 鍵。
協助保護您的電腦]，然後請按一下[確定]。

(2)按一下[開啟或關閉使用者帳戶控制]。

(5)Windows 會提示您必須重新啟動電腦，以套
用這些變更，您可以按一下[立刻重新開
機]，重新啟動電腦。

(3)Windows 會提示[需要您的授權才能繼續作
業]，請按一下[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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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 Win7 為例：
(1)以系統管理員登入後，按開始〔控制台〕 (4)將 UAC 控制設定等級的設定滑桿移到最後
「不要通知」
，來停用 UAC。

(2) 點選使用者帳戶。

(5)此時 UAC 會提示是否允許變更目前設定，如
果提示您輸入系統管理員密碼或確認，請輸
入密碼或提供確認資訊。您需要重新啟動電
腦，才能關閉 UAC。

(3)點選最下面的「變更使用者帳戶控制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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