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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價輸入 

功能異動說明 

1. 新增無庫存欄位。 

2. 須同時申報買價及賣價(僅勾選無庫存時，允許單獨報出買價)。 

3. 鍵盤  Delete  鍵 : 修改為僅清除該儲存格內容，不刪除該筆報價，若要刪除

報價則須按  Shift  +  Delete  鍵或畫面上  刪除  按鈕。 

4. 其他業務規則異動請參閱操作手冊。 

畫面異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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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點選成交 

功能異動說明 

1. 廢除舊系統系統維護→推薦股票交易價格設定，並以系統維護→與前筆報價價差

比率設定取代 : 推薦證券商點選之「委買單」、「委賣單」價格與前筆報價價差

超過該推薦證券商設定之比例(系統維護→與前筆報價價差比例設定)時，將顯示

警示訊息，提醒推薦證券商。 

2. 其他業務規則異動請參閱操作手冊。 

功能異動說明 

(以下價差比例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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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交申報 

功能異動說明 

1. 移除中介交易欄位。 

2. 新增交易態樣欄位，下拉選單內容如下 :  

 1中介交易。 

 2開放式基金非中介交易。 

 3證券經紀商錯帳。 

 4與其他推薦證券商系統外議價。 

 5與即將加入推薦自營商系統外議價。 

 Z其他經本中心核准事由。 

3. 新增備註欄位 : 僅交易態樣選擇 Z 其他經本中心核准事由時，可輸入 200個中

文字。 

4. 交易態樣為中介交易時，將產生兩筆資料列，一筆買入，一筆賣出，修改任一筆

交易代號時，系統將一併調整另一筆之交易代號為相同代號。 

5. 檔案匯入、檔案匯出格式修改，請參閱操作手冊。 

6. 其他業務規則異動請參閱操作手冊。 

畫面異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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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價異常放行(新功能) 

功能說明 

提供推薦證券商針對其所推薦之股票進行異常報價之放行作業。 

規則說明 

業務規則請參閱操作手冊。 

畫面說明 

1. 查詢 

○1 點擊 查詢 按鈕。 

○2 已申報之放行單，顯示於下方清單中。 

○3 點選欲查看的交易代號 

○4 顯示該交易代號之放行記錄 

 

2. 報價放行 

○1 點擊 放行單操作 。 

○2 選擇欲放行之交易代號。 

○3 選擇報價註記(若選擇其他時，下方將出現說明欄位，必須填入說明才允許執

行放行功能)。 

○4 輸入買進價格、賣出價格。 

○5 點擊  送出  按鈕。 

○6 放行成功後，放行之價格將會顯示於下方。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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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1) 以滑鼠左鍵點選 造市交易 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報價異常放行。 

(2) 以滑鼠左鍵點選資料欄名稱，可依該資料欄內容進行排序，重複操作可切換升／

降冪排列順序。 

新增/修改： 若交易代號不存在時，將新增一筆記錄至下方資料表中； 

若交易代號已存在時，僅更新該筆資料內容。 

(3) 於「交易代號」中，選擇欲放行之交易代號。 

(4) 選擇「報價註記 」: 

 無 : 放行雙邊報價。 

 表無庫存(僅可報買進) : 無庫存時，僅放行報買價。 

 只放行報價買進。 

 只放行報價賣出。 

 其他。 

(5) 「說明欄位」 : 僅於「報價註記」欄位選擇”其他”時顯示此欄位(最多允許輸

入 100個英文字或 50個中文字)。 

(6) 輸入「買進價格」、「賣出價格」，若為單邊放行或其他，則另一邊價格則輸入

0 。 

(7) 點選  送出  按鈕，送出放行單。 

刪除 : 刪除該筆交易代號之放行單。 

(8) 點擊欲刪除之該筆交易代號前方刪除欄之 圖示 。 

(9) 系統將提示刪除確認視窗。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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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點擊  是(Y)  ，將刪除此筆放行單， 

或點  否(N)  ，取消刪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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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價量不足警示 

功能異動說明 

1. 提供推薦證券商(造市商)可辨別有幾檔股票(基金、黃金現貨)需新增報價之功

能。 

2. 廢除舊系統系統維護→設定零庫存及部分滿額，以市場報價中勾選零庫存選項取

代，若勾選零庫存申報後，則警示訊息則不提示該筆報賣數量不足。 

畫面說明 

 

操作說明 

1. 以滑鼠左鍵點選  造市交易  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報價量不足警示  或點

選上方功能表列的報價警示訊息 。 

2. 以滑鼠左鍵點選資料欄名稱，可依該資料欄內容進行排序，重複操作可切換升／

降冪排列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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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行情揭示 

功能異動說明 

1. 新增暫停交易開始時間欄位。 

2. 若該檔股票目前未暫停交易狀態，將以紅底白字顯示於行情揭示視窗中。 

3. 暫停交易後，即不揭示該檔股票之報價資訊。 

畫面異動說明 

○1 新增暫停交易開始時間。 

○2 暫停交易之股票將以紅底白字顯示。 

○3 暫停交易之股票不揭示該檔股票之報價資訊(僅可於報價資料中查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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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表功能列印 

 功能異動說明 

本項功能主要是產生報表內容，並可將報表匯出為 Excel/PDF/Word 格式(部分功能無

僅可匯出為 Excel 及 PDF 格式)。 

 畫面異動說明 

○1 設定查詢條件。 

○2 選擇頁次。 

○3 選擇印表機。 

○4 設定列印格式。 

○5 匯出至 Excel/PDF/Word。 

○6 調整顯示比例。 

○7 報表內容搜尋。 

○8 報表內容。 

 

 操作說明 

1. 點選上方查詢條件，選擇報表條件。(部分功能無上方查詢條件) 

2. 頁次選擇 : 

  : 跳至第一頁。 

  : 往前一頁。 

  : 輸入逾前往之頁次後，按下 Enter 將跳至該頁。 

  : 總頁數。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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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往後一頁。 

  : 跳至最後一頁。 

3. 選擇印表機  

(1) 點選 後，顯示列印視窗。 

 

(2) 選擇印表機後，點選 ，傳送至印表機。 

4. 設定列印格式 : 點選 ，可設定列印之紙張大小/紙張方向/紙張邊界。 

5. 匯出至檔案 : 點選 ，可將檔案內容匯出至 Excel/PDF/Word 檔案。(部分功能

無匯出至 Word 功能) 

6. 調整顯示比例 : 點選  下拉選單，可放大/縮小顯示比例。 

7. 報表內容搜尋 : 於 ，輸入欲查詢之文字，按尋找，游

標將自動跳至第一個相同之文字，按下一個，游標將繼續往下查詢下一個相同之

文字。 

8. 報表內容 : 報表內容顯示於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