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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流程 

1.1 作業流程 

1. 經紀商提出使用申請 

1). 經紀商填具「興櫃股票議價點選系統-資訊伺服器異動暨借用備用設備申

請書」文件 

2). 提送申請書文件給交易部 

2. 審核 

1). 興櫃中心收到使用申請後，進行相關審核工作 

3. 經紀商使用前置作業 

1). 維護人員於證券商申請建立經紀證券商申請。 

2). 審核通過後將核准函交給證券商申請者 

3). 證券商須備妥至少 1 張證券暨期貨相關單位共用憑證卡 

4). 請與您的資訊部門確定連接埠 9100、9200 的防火牆是開通狀態 

5). 證券商使用之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以下簡稱 JRE)版本必須為

1.8 以上 

 由 JAVA 官方網站之 JRE 下載 1.8 版 

 點選控制台下 Java 功能工具列下之說明選項，檢視使用之 JRE 版本 

 若 JRE 版本有 1.7 及 1.7 以下，不勾選啟用 JRE 1.7，僅勾選啟用

1.8，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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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檢視版本畫面 

 

圖二：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版本畫面 

 點選控制台下 Java 功能工具列下之安全選項，將本系統設定為信任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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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安全選項畫面 

 

圖四：新增信任網站畫面 

 完成 JRE 安裝需設定環境變數，於控制台→選擇系統及安全性→選

擇系統→點選進階系統設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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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系統畫面 

(I). 進入系統內容點選環境變數如下圖 

 

圖六：環境變數畫面 

(I). 於環境變數新增系統變數，變數名稱:JRE_HOME\變數值:JRE

安裝路徑(如: C:\Program Files\Java\jre1.8.0_60)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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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新增系統變數畫面 

 

圖八：新增變數畫面 

 

圖九：完成系統變數新增畫面 

6). 請確認 IE 版本環境，與下列各版本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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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et Explorer 9  

(I). 作業系統版本:Windows 7 

(II). 系統類型:64 位元作業系統 

(III). IE9 版本:32 位元之更新版本 9.0.41 

 

圖十：IE9 瀏覽器版本畫面 

 Internet Explorer 10 

(I). IE10 版本:更新版本 10.0.0 或以上 

 Internet Explorer 11 

(I). IE11 版本:更新版本 11.0.0 或以上 

7). 設定 IE 信任網站 

 各版本 IE 皆需設定信任網站，於 IE 點選[工具]→[網際網路選項]→

[安全性]→選擇[信任的網站]→點選網站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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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新增 IE 信任網站畫面 

 輸入 https://bktrade.tpex.org.tw 新增為信任的網站 

 

圖十二：完成信任網站新增畫面 

 若 IE 版本為 IE9，需再加設信任網站安全性等級，請照下列操作進

行，版本為 IE10 或 IE11 則不需此設定 

(I). 網際網路安全性:於 IE 點選[工具]→[網際網路選項]→[安全性]

→選擇[信任的網站]→設定信任網站安全性等級為低 

https://bktrade.tpex.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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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信任網站安全性畫面 

4. 證券商進行登入作業 

1). 證券商使用【登入作業】[參考 2.4.1 登入作業]  

2). 安裝委託與成交回報通知元件 

 登入系統時，請等待執行應用程式提示訊息，並請選擇[執行] 

 

圖十四：執行通知元件圖 

3). 證券商使用【交易作業】 

 委託下單作業[參考 2.2.2 委託下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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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明細查詢作業(上市) [參考 2.3.1 委託明細查詢作業] 

 成交查詢作業(上市) [參考 2.3.2 成交查詢作業] 

4). 證券商使用【登出作業】[參考 2.4.2 登出作業] 

5. 歸還作業 

1). 證券商使用【登入作業】[參考 2.4.1 登入作業]  

2). 證券商使用【歸還作業】[參考 2.4.3 歸還作業]證券商使用【登出作業】

[參考 2.4.2 登出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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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使用手冊 

2.1 前言 

2.1.1 網址 

https://bktrade.tpex.org.tw.tw 

2.1.2 版面說明 

 

圖十五：版面說明 

 系統提供以下方式下單 

 滑鼠點按[下單區]按鈕 

 依[下單區]功能鍵提示點按鍵盤 

 點按[即時回報區]的[刪]/[改]/[改價]按鈕進行委託單修改。 

https://bktrade.tpex.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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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即時回報區刪改小按鈕 

2.1.3 欄位輸入注意事項 

請依據各欄位格式填入適當資料，例如日期類欄位請輸入四位西元年/二位月數/二

位日期(yyyy/MM/dd)、時間類欄位請輸入二十四小時制時分秒(HH:mm:ss)、證商

代號請輸入適當文字 

2.2 交易作業 

2.2.1 版面說明 

 

圖十七：下單交易作業版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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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單區 

 點選交易按鈕後，系統會先檢查委託資料的正確性，沒有問題再進行委託。

若檢查不通過，會以彈出視窗說明原因。 

 即時回報區 

 刪單：若委託單可刪除，於[即時回報區]該筆資料列的第一個欄位會顯示

[刪]按鈕，按下後可刪除該委託單。 

 改量：若委託單可修改數量， 於[即時回報區]該筆資料列的第一個欄位會顯

示[改]按鈕，按下後可修改該委託單的委託量。 

 改價：若委託單可修改價格， 於[即時回報區]該筆資料列的第一個欄位會顯

示[改價]按鈕，按下後可修改該委託單的價格。 

2.2.2 委託下單作業 

2.2.2.1 操作畫面 

點選[選單區]的[委託下單]/[委託下單] 

 

圖十八：委託下單畫面 

2.2.2.2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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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1 下單功能 

 於下單區，必要輸入[券商代號]、[委託書號]、[投資人帳號]、[交易代號]、[買

賣]、[價格]、[數量]、[交易單位]等委託單欄位，再點選 按鈕。 

 當收到委託回報時，並將該委託記錄新增於[即時回報區]的最下方。 

 委託異動，會顯示於[快訊區] 

 成回異動，會顯示於[快訊區] 

2.2.2.2.2 清除功能 

點選 將畫面上[下單區]的欄位內容回復為預設狀態。 

2.2.2.2.3 多筆匯入功能 

 送多筆委託作業 

 點選 顯示匯入視窗 

 瀏覽檔案，點選[匯入]，系統檢核委託正確性 

 

圖十九：委託匯入畫面 

 點選[申報]，送出委託 

2.2.2.2.4 查詢委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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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向興櫃中心進行委託查詢作業 

2.2.2.2.5 匯出功能 

匯出即時回報區委託作業 

 點選 ，系統會開啟下載視窗 

2.3 查詢作業 

2.3.1 委託明細查詢作業 

2.3.1.1 操作畫面 

點選[選單區]的[查詢作業]/[委託明細查詢] 

 

圖二十：委託明細查詢畫面 

2.3.1.2 操作說明 

2.3.1.2.1 查詢功能 

 依輸入的查詢條件，向興櫃中心查詢符合的委託明細。 

 於查詢區，選擇[券商]若有需要，可選擇性的輸入[交易員]、[投資人帳號]，

[交易代號]、[時間]等查詢條件，再點選 按鈕。 

2.3.1.2.2 匯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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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使用[查詢功能](參考 2.3.2.2.1 查詢功能)將委託明細查出 

 點選 按鈕，系統會開啟下載視窗。 

2.3.1.2.3 清除功能 

 點選 按鍵將畫面上[查詢區]的欄位內容回復為預設狀態。 

2.3.2 成交查詢作業 

2.3.2.1 操作畫面 

點選[選單區]的[查詢作業]/[ 成交查詢] 

 

圖二十一：成交查詢畫面 

2.3.2.2 操作說明 

2.3.2.2.1 查詢功能 

 依輸入的查詢條件，向興櫃中心查詢符合的成交。 

 於查詢區，選擇[券商]，若有需要，可選擇性的輸入[交易員]、[投資人帳

號] 、[交易代號]、[成交類別]、[幣別]、[時間]等查詢條件，再點選 按

鈕。 

2.3.2.2.2 匯出功能 

 請使用[查詢功能](參考 2.3.2.2.1 查詢功能)將成交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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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 按鈕，系統會開啟下載視窗。 

2.3.2.2.3 清除功能 

 點選 按鈕將畫面上[查詢區]的欄位內容回復為預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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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帳號作業 

2.4.1 登入作業 

2.4.1.1 操作畫面 

開啟瀏覽器（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9.0/10.0/11.0），輸入網址

（https://bktrade.tpex.org.tw） 

 

圖二十二：登入畫面 

2.4.1.2 操作說明 

2.4.1.2.1 登入功能 

若為第一次使用本系統，需先安裝台網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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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台網的元件畫面 

 輸入使用者的[券商代號]、[帳號]、[密碼]、[Pin Code]（如下圖所示）。 

 

圖二十四：輸入畫面 

2.4.1.2.2 確定功能 

 按下 按鈕，會進入系統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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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主畫面 

2.4.1.2.3 清除功能 

 按下 按鈕，清除輸入的券商代號、帳號、密碼、Pin Code 

 

圖二十六：清除畫面 

2.4.1.2.4 語系功能 

 系統預設為繁中語系，按下 English\繁中，切換系統顯示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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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切換語系畫面-English 

 

圖二十八：切換語系畫面-繁中 

2.4.2 登出作業 

2.4.2.1 操作畫面 

點選[選單區]的[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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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執行登出畫面 

 

圖三十：登出畫面 

2.4.2.2 操作說明 

2.4.2.2.1 登出功能 

 於對話框中按下 按鈕 

2.4.3 歸還作業 

2.4.3.1 操作畫面 

點選[選單區]的 [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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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歸還作業畫面 

2.4.3.2 操作說明 

 券商人員按下 ，切斷該券商所有連線,並自動登出。 

 

圖三十二：歸還作業畫面 

 

圖三十三：歸還登出作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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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帳號管理 

2.5.1 使用者帳號維護作業 

本作業提供證券商人員維護使用者帳號。 

2.5.1.1 操作畫面 

點選[選單區]的[帳號管理]/[使用者帳號維護] 

 

圖三十四：使用者帳號維護畫面 

2.5.1.2 操作說明 

2.5.1.2.1 查詢功能 

 使用者點選 ，依人員權限列出符合的使用者帳號資料。 

 

圖三十五：使用者帳號維護畫面-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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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2 新增功能 

 系統顯示新增視窗 

 手動輸入欲新增的帳號資訊 

 輸入 [券商]、[使用者代號]、[使用者密碼]、[確認密碼]、[中文名稱]、[次日

權限] 

 可選擇輸入[英文姓氏]、[英文名字]、[電話號碼-區碼]、[電話號碼]、[分機] 

 按下  

 

圖三十六：使用者帳號維護畫面-新增 

2.5.1.2.3 篩選功能 

 請使用[查詢功能](參考 2.5.1.2.1 查詢功能)將使用者帳號查出 

 點選 開篩選欄位 

 依選擇的條件篩選使用者帳號 



 
 

 

31 

興櫃股票雲端備援交易終端機系統  

使用手冊      |     證券商版 

 

 

 

圖三十七：證券商使用者帳號維護畫面-篩選 

2.5.1.2.4 刪除功能 

 請使用[查詢功能](參考 2.5.1.2.1 查詢功能)將維護人員帳號查出 

 於要刪除的使用者帳號按下  

 系統顯示確認視窗 

 按下  

 

圖三十八：使用者帳號維護畫面-刪除 

2.5.1.2.5 修改功能 

 請使用[查詢功能](參考 2.5.1.2.1 查詢功能)將維護人員帳號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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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要修改的使用者帳號按下  

 系統顯示修改視窗 

 手動輸入欲修改的帳號資訊 

 修改操作人員帳號資訊:可選擇輸入[中文名稱]、[使用者密碼]、[確認密碼] 

[英文姓氏]、[英文名字]、[電話號碼-區碼]、[電話號碼]、[分機]  

 修改其他使用者:可選擇輸入[中文名稱]、[使用者密碼]、[確認密碼] [英文姓

氏]、[英文名字]、[電話號碼-區碼]、[電話號碼]、[分機] 、[次日權限] 

 按下  

 

圖三十九：使用者帳號維護畫面-修改操作人員帳號 

 

圖四十：使用者帳號維護畫面-修改其他人員帳號 

2.5.1.2.6 清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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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可將畫面恢復回預設值 

2.5.2 公司聯絡人資料維護作業 

本作業提供證券商人員維護公司聯絡人資料。 

2.5.2.1 操作畫面 

點選[選單區]的[帳號管理]/[公司聯絡人資料維護] 

 

圖四十一：公司聯絡人資料維護畫面 

2.5.2.2 操作說明 

2.5.2.2.1 查詢功能 

點選 依券商查詢符合的公司聯絡人資料。 

 

圖四十二：公司聯絡人資料維護畫面-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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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2 申報功能 

 手動輸入欲修改的連絡人資訊 

 輸入 [公司聯絡人] 

 可選擇輸入[公司連絡電話-區碼]、[公司連絡電話號碼]、[分機] 

 按下  

 

圖四十三：公司聯絡人資料維護畫面-申報 

2.5.2.2.3 清除功能 

 按下 ，可將畫面恢復回預設值 

2.6 行情作業 

2.6.1 行情作業 

2.6.1.1 操作畫面 

點選[選單區]的[行情]/[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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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四：行情查詢畫面 

2.6.1.2 操作說明 

2.6.1.2.1 交易代號查詢功能 

 依選擇的交易代號列出符合的行情。 

 

圖四十五：行情查詢畫面-交易代號 

2.6.1.2.2 股票查詢功能 

 依選擇的股票類股，列出符合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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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六：行情查詢畫面-選擇類股 

 

圖四十七：行情查詢畫面-股票查詢 

2.6.1.2.3 基金查詢功能 

 點選 列出符合的行情。 

 

圖四十八：行情查詢畫面-基金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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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4 黃金查詢功能 

 點選 列出符合的行情。 

 

圖四十九：行情查詢畫面-黃金查詢 

2.6.1.2.5 自選股查詢功能 

 取得使用者所設定自選股顯示。 

 依選擇的自選股列出符合的行情。 

 

圖五十：行情查詢畫面-選擇自選股 



 
 

 

38 

興櫃股票雲端備援交易終端機系統  

使用手冊      |     證券商版 

 

 

 

圖五十一：行情查詢畫面-自選股查詢 

2.6.1.2.6 報價券商查詢功能 

 依點選的交易代號，列出交易代號報價券商聯絡資訊。 

 

圖五十二：行情查詢畫面-點選交易代號 

 

圖五十三：行情查詢畫面-查詢推薦券商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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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7 報買報賣查詢功能 

 依點選的交易代號與報買\報賣，列出交易代號該買賣別報價資訊。 

 

圖五十四：行情查詢畫面-點選報買或報賣 

 

圖五十五：行情查詢畫面-買進報價查詢 

 

圖五十六：行情查詢畫面-賣出報價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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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8 匯出功能 

 按下 ，可將畫面行情匯出產生檔案。 

 

圖五十七：行情查詢畫面-點選匯出 

 

圖五十八：行情查詢畫面-匯出行情資料 

2.6.1.2.9 股票大盤功能 

 按下 ，將畫面股票大盤列隱藏或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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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九：行情查詢畫面-股票大盤 

2.6.1.2.10 基金大盤功能 

 按下 ，將畫面基金大盤列隱藏或顯示。 

 

圖六十：行情查詢畫面-基金大盤 

2.6.1.2.11 黃金大盤功能 

 按下 ，將畫面黃金大盤列隱藏或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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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一：行情查詢畫面-黃金大盤 

2.6.1.2.12 清除功能 

 按下 ，可將畫面恢復回預設值 

2.6.2 自選股設定作業 

2.6.2.1 操作畫面 

點選[選單區]的[行情]/[自選股設定] 

 

圖六十二：自選股設定畫面 

2.6.2.2 操作說明 

2.6.2.2.1 查詢功能 

 點選 依輸入的查詢條件列出自選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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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三：自選股設定畫面-查詢 

2.6.2.2.2 清除功能  

 按下 ，可將畫面恢復回預設值 

2.6.2.2.3 篩選功能  

 請使用[查詢功能](參考 2.6.1.2.1 交易代號查詢功能)將自選股資訊查出 

 按下 ，展開篩選欄位 

 依選擇的條件篩選自選股股票 

 

圖六十四：自選股設定畫面-篩選 

2.6.2.2.4 儲存功能 

 請使用[查詢功能](參考 2.6.1.2.1 交易代號查詢功能)將自選股資訊查出 

 按下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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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未選取]中全部股票，增加至[已選取] 

 按下 按鈕。 

 將[未選取]中選擇的股票，增加[已選取] 

 按下 按鈕。 

 將[已選取]中選擇的股票，移除至[未選取] 

 按下 按鈕。 

 將[已選取]全部股票，移除至[未選取] 

 ，再點選 按鈕，進行資料修改 

 

圖六十五：自選股設定畫面-儲存 

2.6.2.2.5 新增功能 

 點選 ，系統顯示新增視窗 

 輸入 [自選股] 

 按下 按鈕。 

 將[未選取]中全部股票，增加至[已選取] 

 按下 按鈕。 

 將[未選取]中選擇的股票，增加[已選取] 

 按下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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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已選取]中選擇的股票，移除至[未選取] 

 按下 按鈕。 

 將[已選取]全部股票，移除至[未選取] 

 ，再點選 按鈕，即可新增一筆自選股設定 

 

圖六十六：自選股設定畫面-新增自選股 

 

圖六十七：自選股設定畫面-完成新增 

2.6.2.2.6 刪除功能 

 請使用[查詢功能](參考 2.6.1.2.1 交易代號查詢功能)將發送對象資訊查出 

 按下 進行資料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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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八：自選股設定畫面-刪除 

2.7 下載作業 

2.7.1 報表及檔案作業 

2.7.1.1 操作畫面 

點選[選單區]的[下載]/[報表及檔案]  

 

圖六十九：報表及檔案畫面 

2.7.1.1.1 日行情表下載功能 

 選擇[報表]、[日期]，再點選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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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報表及檔案畫面-下載日行情表 

2.7.1.1.2 日行情表製作功能 

 選擇[報表]、[日期]，再點選 按鈕，系統顯示下載儲存視窗 

 

圖七十一：報表及檔案畫面-製作日行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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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二：報表及檔案畫面-日行情表檔案 

2.7.1.1.3 DailyOrders 下載功能 

 選擇[報表]，再點選 按鈕 

 

圖七十三：報表及檔案畫面-下載 Dailyorders 

2.7.1.1.4 Dailyorders 製作功能 

 選擇[報表]，再點選 按鈕，系統顯示下載儲存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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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四：報表及檔案畫面-製作 DailyOrders 

 

圖七十五：報表及檔案畫面-DailyOrders 檔案 

2.7.1.1.5 DailyTrades 下載功能 

 選擇[報表]，再點選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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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六：報表及檔案畫面-下載 DailyTrades 

2.7.1.1.6 DailyTrades 製作功能 

 選擇[報表]，再點選 按鈕，系統顯示下載儲存視窗 

 

圖七十七：報表及檔案畫面-製作 DailyTrades 

 

圖七十八：報表及檔案畫面-DailyTrades 檔案 

2.7.2 手冊作業 

2.7.2.1 操作畫面 

點選[選單區]的[下載]/[證券商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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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九：手冊畫面 

2.7.3 版本作業 

2.7.3.1 操作畫面 

點選[選單區]的[系統組織]/[版本訊息]  

 

圖八十：版本作業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