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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16 更新報表檔案的畫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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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設備需求 

一、 交易終端機設備 

（一） 硬體設備： 

1、 CPU：Intel Core i3 (含)以上。 

2、 記憶體：2GB(含)以上。 

3、 硬碟空間：2GB(含)以上。 

4、 網路卡：10/100Mbps。 

 

（二） 軟體需求： 

1、 作業系統 

 Windows 7 (32 或 64 位元)。 

 Windows 10 (32 或 64 位元)。 

 因微軟已終止支援 Windows XP，不再釋出更新及安全修補程式，考量

資安問題本軟體無法在 Windows XP 上使用。 

2、 系統軟體 

需安裝 Microsoft.NET Framework 4.5(含)以上版本才能執行 。 

3、 系統設定 

(1) 解析度 : 1280*800 (含)以上。 

(2) 系統字型 : 建議使用系統預設之「小」型字。(可以進入作業系統控制

台檢查: 控制台\外觀及個人化\顯示) 

二、 連線規格 

（一） 推薦證券商(造市商):VPN(專屬網路)。 

（二） 經紀商：Internet(ISDN,AD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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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軟體安裝 

（一） 請先自行安裝.NET Framework4.5(含)以上版本，安裝步驟如下 :  

1. 請至微軟公司官網下載.NET Framewok4.5(或更新版本)安裝檔，並開啟下載檔

案所在路徑。 

 

2. 出現 Windows 使用者確認視窗，點選 。 

 

3. 出現以下安裝畫面，請勾選「我已閱讀並且接受授權條款(A)」，並點擊

按鈕。 



   
 

7 
 

 

4. 安裝完成後，將出現以下畫面，點擊 按鈕，結束.NET Framework4.5

安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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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至櫃買中心網頁下載 InstallESTOCK(版號&版本).exe 壓縮檔案，並開啟下載檔

案所在路徑。(如 : InstallESTOCK001VPN.exe) 

(網址: 

http://www.tpex.org.tw/web/security/computer/emerging_system/system_files.php?l=z

h-tw) 

 

（三） 以滑鼠左鍵雙擊 ，執行自解壓縮檔，出現以下畫面，點

擊 。 

 

  

http://www.tpex.org.tw/web/security/computer/emerging_system/system_files.php?l=zh-tw
http://www.tpex.org.tw/web/security/computer/emerging_system/system_files.php?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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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裝完成後，若顯示以下畫面，可直接點擊「此程式已正確安裝」。 

 

（五） 安裝完成後，將於桌面上顯示興櫃軟體捷徑。 

 

（六） 點擊桌面興櫃軟體捷徑，若出現以下任一視窗，表示系統尚未安裝.NET 

Framework4.5(或版本不符)，則請跳回請先自行安裝.NET Framework4.5(含)以上版

本，安裝步驟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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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若系統提示必須安裝.NET Framework v4.0 時，仍須安裝.NET Framework v4.5(含)以

上版本。 

（七） 點擊桌面興櫃軟體捷徑 

（八） 登入作業請參閱登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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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軟體移除 

（一） 開啟程式安裝資料夾(預設為 C:\TPEX)。 

 

（二） 選擇 TPEX 後 ，點擊右鍵→刪除。 

 

（三） 點擊 確認，即完成軟體移除作業。 

 

  



   
 

12 
 

五、 初次使用與更換連線資訊伺服器 

（一） 專屬網路版(VPN) 

1、 使用者與券商終端機管理人員申請並取得 Gateway 網路位置(資料伺服器)及

Fix Sender ID，參考 FIX 參數設定。 

2、 第一次開始使用時，將出現以下畫面，要求設定連線參數。 

 

3、 請跟 GW 的負責人索取相關設定資料。資訊伺服器網路位址 (如 172.17.1.1 ) 、

Fix Sender ID (如 401T100 ) 。 

 

4、 請填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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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擊  確認 ，將顯示「連線參數設定完成！」，點擊  確定  即可開始登入連

線，參考系統登入/登出。 

6、 若券商有兩台資訊伺服器，也已經採用資訊伺服器熱備援架構，且兩台資訊

伺服器上的 FIX 參數是一致的。假設另一資訊伺服器的 IP 為 172.17.1.100，

Fix Sender ID (與前述同皆是 401T100 )。欲切換連線到第二台資訊伺服器時，

請選擇 檔案  Fix 參數設定，如下圖所示。 

 

7、 鍵入第二台資訊伺服器 IP，FIX Sender ID 與前述同，故不更改，如下圖所示： 

 
8、 點擊  確認 ，將顯示「連線參數設定完成！」，點擊  確定  即可開始登入連

線，參考系統登入/登出。 

 

（二） 四合一網路版 

1、 於首次安裝執行興櫃軟體四合一網路版，將出現以下訊息，請聯絡本中心。 

 

2、 安裝註冊程序 

(1) 本系統軟體請於網站下載後，先比對檔案的大小是否與網頁說明相同，

若不同則表示該檔下載不完全，請重新下載。 

(2) 請將附件中所有檔案，複製至欲安裝之電腦硬碟任一檔案匣中 (如 

C:\Temp)。 

(3) 執行該安裝程式。 



   
 

14 
 

(4) 安裝程式後，就會在電腦桌面上產生「興櫃股票點選成交系統」程式捷

徑，第一次執行程式，請填寫「終端異動申請表、函」，以正式函文郵寄

100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2 段 100 號 16 樓資訊部郭勇明先生

(Tel:02-23666187)收，以便索取終端機資料檔案﹙Connect.ini﹚。 

(5) 本中心處理後，將透過 Email 傳送您的終端機註冊檔﹙Connect.ini﹚，請

按照 Email 中如下說明進行註冊檔安裝： 

A. 請先核對您所申請註冊的註冊 IP是否正確。 

B. 請將附件檔案 Connect.txt 直接儲存(不要開啟檔案)，放在 C:\TPEX\etc\ 

目錄中。 

C. 請將 C:\TPEX\etc\Connect.txt 改名為 Connect.ini 

D. 重新執行程式如果仍出現請向櫃台買賣中心查詢註冊 IP，請檢查

C:\TPEX\etc\Connect.ini 檔案名稱是否正確(請在檔案總管中不勾選隱藏

已知副檔名)。 

E. 執行程式，執行上機後如出現 FIX 無法連線，表示網路連線不通請聯繫

網管人員檢查防火牆設定。 

F. 如有問題請聯繫 (02)2327-5588 值班人員。 

3、 重新執行本程式，即可登入本系統。 

4、 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原註冊終端機代碼畫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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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系統架構 

一、 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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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環境介紹 

（一） 進入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 

1、 功能說明： 

進入「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 

2、 畫面說明： 

○1 以滑鼠左鍵快點兩下(Double Click)，開啟「興櫃股票議價點選交易軟體」

登入畫面。 

 

3、 操作說明： 

(1) 打開主機電源，進入 Windows 畫面。 

(2) 將滑鼠移至桌面圖示位置後，以左鍵快點兩下（Double Click），開啟「興

櫃股票議價點選交易軟體」登入畫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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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環境說明 

 

 

 

 

功能表列 

 

系統名稱 版本訊息 系統時間 畫面縮放控制 

快捷列（快速鍵） 

 功能選單 

 視窗名稱 

工作視窗 

委託輸入資料列 

 

使用者資料 

狀態列 終端機代碼 跑馬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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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系統操作 

一、 檔案 

（一） 工作項目說明 

1、 功能說明： 

系統參數設定、連線、離線及顯示系統訊息等。 

2、 「檔案」功能選項： 

功能名稱  功  能  說  明  頁次  

系統登入／登出 
登入／登出「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議

價環境。 
18 

FIX 參數設定 
連線參數設定，設定「資訊伺服器」所在地址

及終端機識別碼設定。 
20 

顯示系統訊息 
記載系統連線的各項指令執行情形及資料傳輸

的歷史紀錄，提供使用者了解訊息傳送情況。 
21 

結束 
使用者登出「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並

結束此作業程式。 
22 

（二） 系統登入/登出 

1、 功能說明： 

登入／登出「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議價環境。 

2、 畫面說明 :  

登入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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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出視窗：  

3、 操作說明： 

(1) 登入：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檔案  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登入 Ctrl+L 後開啟登入

視窗(或可直接按 Ctrl+L 開啟登入視窗)。 

B. 系統登入畫面中，「主機」部分有二項選項，一為正式主機 (原始設定值，

正常議價之用 ) ，一為測試主機 (經 TPEX 指定測試時使用 ) 。 

C. 「券商」：選定參與議價之券商代號。 

D. 將游標移至「帳號」欄位，輸入帳號名稱 (不得超過 8 個字元 ) 。 

E. 將游標移至「密碼」欄位，輸入使用者密碼 (不得超過 8 個字元 ) 。 

「帳號」、「密碼」：由公司主管所授予之帳號或向櫃檯買賣中心申請之帳

號 。 

F. 選取 確認  登入系統或選取 取消  關閉系統登入畫面。 

G. 系統登入後，該選項自動切換為「登出」。 

(2) 登出：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檔案  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登出 Ctrl+L 後出現警示

訊息視窗(或直接按 Ctrl+L 開啟登出視窗)。 

B. 確定登出系統點選   是(Y)   ，執行「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離

線作業；若不登出則點選  否(N)  ，關閉警示訊息視窗，返回「興櫃股

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 

C. 系統登出後，該選項自動切換為「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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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FIX 參數設定 

＊＊＊ 限專屬網路版使用 ＊＊＊ 

1、 功能說明： 

連線參數設定，設定「資訊伺服器」所在地址及終端機識別碼設定。 

2、 操作說明： 

(1) 新版興櫃股票交易系統開始使用「資訊伺服器」連線，連線作業如下圖： 

 

其中「交易員終端機」要與「資訊伺服器」連接，需確定三項資料： 

(2) 「交易員終端機」的網路位址( IP Address) 

(3) 「資訊伺服器」賦予「交易員終端機」的 FIX ID 

(4) 「資訊伺服器」的網路位址( IP Address) 

3、 資訊伺服器端連結設定： 

(1) 假設「交易員終端機」的網路位址為 172.17.1.2 

(2) 券商終端機管理人員登入「資料伺服器」(預設帳號 emgop/emgop) 

(3) 鍵入指令 ./emgterminal –add 172.17.1.2 

 

(4) 程式回應 FIX ID= 401T100 紀錄下來，下一步使用 

 

 

  

交易員終端機 

經專屬網路連線至櫃買中心 

資料伺服器 
Gateway 

網路位址 
FIX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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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顯示系統訊息 

1、 功能說明： 

記載系統連線的各項指令執行情形及資料傳輸的歷史紀錄，提供使用者了解與櫃

檯買賣中心主機訊息傳送情況，並提供每星期第一次登入時，將自動將上星期之

Log 檔案備份至 ZipLog 資料夾中，並將上星期第一天及最後一天設定為檔案名稱

(如 : )。 

2、 畫面說明： 

○1  點選 檔案→顯示系統訊息 開啟「系統訊息」視窗。 

○2  點選  關閉「系統訊息」視窗。 

 

3、 操作說明： 

(1) 系統登入前自動開啟「系統訊息」視窗，提供使用者了解與櫃檯買賣中心主

機連線情況；系統登入後該視窗自動隱藏。 

(2) 系統登入後，以滑鼠左鍵點選  檔案  展開下拉式選單。 

(3) 以滑鼠左鍵選取  顯示系統訊息 ，開啟「系統訊息」視窗。 

若有錯誤時，「系統訊息」視窗會自動開啟，並以紅色字體顯示錯誤訊息 (該

視窗中正常訊息以綠色字體顯示，警告訊息以紫色字體顯示，錯誤訊息以紅

色字體顯示 )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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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束 

1、 功能說明： 

使用者登出「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並結束此作業程式。 

2、 畫面說明： 

○1 點選  結束  出現警示視窗。 

○2 點選  是(Y)  離開系統，點選  否(N) 關閉警示視窗。 

 

3、 操作說明： 

(1) 以滑鼠左鍵點選  檔案  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結束  後出現警示訊息視

窗。 

確定結束系統點選  是(Y)  離開「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不結束系

統則點選  否(N) ，關閉警示訊息視窗，返回「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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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造市交易 

＊＊＊ 本功能僅供「推薦證券商(造市商)」使用 ＊＊＊ 

（一） 工作項目說明 

1、 功能說明： 

提供推薦證券商對其推薦之股票進行報買、報賣、點選成交及系統外議價成交申

報之用。 

2、 「造市交易」功能選項： 

功能名稱  功  能  說  明  頁次  

報價輸入 
提供推薦證券商針對其推薦股票進行買賣報價申報、刪

除、查詢之用。 
24 

點選成交 

彙集市場上所有投資人委託之買進、賣出委託單，供推

薦證券商針對所推薦之股票直接點選成交，達成議價交

易。 

41 

成交申報 
提供推薦證券商針對所推薦之股票系統外議價成交申

報之用。 
49 

買賣超查詢 提供推薦證券商針對其推薦股票當日買超/賣超查詢。 58 

報價異常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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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報價量不足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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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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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價輸入 

1、 功能說明： 

提供推薦證券商針對其所推薦之股票進行買賣報價申報、刪除、查詢及檔案匯入、

匯出之用。 

2、 工作環境的組成元件： 

視窗名稱   工具列       畫面縮放控制 

 

 推薦股票選單 資料表   資料編輯區  狀態列          

 

 

 

  

功能表 

(滑鼠右鍵) 

資料欄名稱 

新資料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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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價輸入」組成元件說明： 

功能名稱  功  能  說  明  頁次  

資料編輯區操作 推薦證券商新增或修改買賣報價資料。 27 

刪除 推薦證券商刪除已申報之推薦股票市場買賣報價及數量。 29 

查詢 
推薦證券商重新查詢其已傳輸成功的市場報價資料及申

報狀態的訊息。 
30 

申報 推薦證券商對市場公佈其推薦股票的買賣報價及數量。 31 

檔案匯入 
將推薦證券商之報價資料自檔案讀入後，傳送至報價資料

表中，按下申報後傳送至櫃檯買賣中心。 
32 

檔案匯出 將資料表中推薦證券商的報價資料儲存至檔案。 33 

報價 
新增一報價視窗，提供推薦證券商做單一股票市場報價，

系統會將推薦證券商所輸入之報價資料直接申報 
34 

開啟「功能表」 提供市場報價功能表選單及快速鍵操作方式。(滑鼠右鍵) 36 

顯示或隱藏工具

列 
顯示或隱藏「市場報價」視窗的工具列。 37 

資料列移動 將單筆資料向上或向下移動一列。 38 

資料表排序 
將市場報價表上所列示的資料內容依指定的欄位順序排

列。 
39 

狀態列說明 顯示資料傳輸及功能選項的執行狀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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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價規則說明： 

(1) 推薦證券商應就其推薦之興櫃股票、基金、黃金負報價之義務： 

A. 交易時間開始前：就其推薦之興櫃股票、基金、黃金為一定數量以上買

進及賣出報價，且買賣報價差距不得逾賣出報價之 5%。一定數量定義如

下： 

 股票申報價格未滿二十元者為五千股。 

 股票申報價格二十元以上未滿一百元者為三千股。 

 股票申報價格一百元以上者為二千股。 

 基金最低報價量為二千單位。 

 黃金最低報價量為十台兩。 

B. 股票、基金最低報價單位為 0.01 元，黃金最低報價單位為 0.1 元。 

C. 股票、基金最低成交單位 1 股(單位)、黃金則是 1 台兩。 

D. 交易時間開始時：就其推薦之興櫃股票負連續報價之義務，且買賣報價

差距不得逾賣出報價之 5%。 

買賣價差計算方式： (賣價－買價 ) ／賣價。 

E. 推薦證券商未進行報價或報價數量不足(股票不足 1000 股,基金不足 

1000 單位時，黃金數量為 0 時)議價點選系統的右上角會以紅(黃)底黑字

閃爍顯示「交易代號(買)報買數量不足」的警示訊息，提醒推薦證券商

應負連續報價之義務。 

F. 新增報價時，須同時申報買進及賣出報價。 

G. 雙邊報價均存在時，取消報價須買賣雙邊同時取消；因成交而僅存單邊

報價時，可僅取消單邊報價。 

H. 申報買進報價時，買價不得為「零」;買量不得小於「最低報價數量」；

申報賣出報價時，賣價不得為「零」;賣量不得小於「最低報價數量」；

買進報價與賣出報價須同時申報，若勾選無庫存，可允許單獨申報買進

報價。 

I. 無庫存 : 推薦證券商(造市商)於點選系統報價時輸入特殊註記之功能 : 

當推薦證券商(造市商)庫存不足最低報價數量時，得僅申報「買進報價」，

但推薦證券商必須於交易系統中勾選無庫存選項。 

J. 推薦證券商(造市商)報價價格控管機制 : 

推薦證券商(造市商)申報之買進或賣出報價超過該證券商前次買進或賣

出報價之上下 20%(不含 20%)時，點選系統即出現「警示」訊息，提醒

推薦證券商(造市商)報價價格異常，俟推薦證券商(造市商)非申報該筆報

價之人員執行放行作業後，始得完成該筆報價申報。 

K. 若推薦證券商(造市商)申報之買進及賣出報價僅一邊逾 20%時，得申請

放行單邊價格，另一邊不需申報放行。 

L. 推薦證券商(造市商)執行報價異常放行作業後，放行後新增之報價價格

須等同執行放行之價格，否則系統拒絕接受該筆報價。 

M. 推薦證券商(造市商)單邊報價因成交而不存在，或不足 1 仟股(1 仟受益

權單位)時，得僅新增不存在或不足 1仟股(1仟受益權單位)之單邊報價，

已存在之另一邊報價(報價數量須達 1 仟股/1 仟受益權單位以上)時間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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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維持不變。 

(2) 當興櫃股票交易時間內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與前一營業日加權平均成交價漲或

跌至 50%(含)以上時，暫停該檔興櫃股票之交易至當日交易時間結束為止，

此時對該檔股票進行報價申報作業時，系統將顯示「本日該股票成交均價與

前日成交均價差距達 50%以上，已達本中心暫停交易標準，暫停交易至收市，

自暫停交易起，不接受報價及委託」。 

5、 資料編輯區操作說明 

(1) 畫面說明 :  

狀態欄 : 表示資料申報正確無誤。 

表示資料已修改尚未申報。 

表示資料尚未申報。 

 
(2) 操作說明 :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造市交易  後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報價輸入 Ctrl+Q  

或直接點選快捷列上的  圖示(或可直接按 Ctrl+Q)，開啟「市場報價」

視窗。 

B. 「報價輸入」的操作方式及限制： 

(A) 新增一筆空白資料列有三種方式： 

a. 輸入最後一筆資料列(非空白列)的「賣量(股)」後，按鍵盤上  →  鍵，

將游標移至無庫存欄位後，按  Enter  鍵。 

b. 在完成輸入之最後一筆資料列(非空白列)的任一儲存格按  ↓  鍵。 

c. 按報價鈕，出現單一股票報價視窗 

(a) 交易代號為”股票”時，應輸入買價、買量(張/股)、賣價、賣量(張

/股) 

(b) 交易代號為 “基金” 時，應輸入買價、買量(千單位/1 單位)、賣

價、賣量(千單位/1 單位)。 

(c) 交易代號為 “黃金” 時，應輸入買價、買量(台兩)、賣價、賣量

(台兩)。 

(B) 當儲存格出現反白為黃色時，表示該儲存格為輸入狀態。每一個儲存格

輸入完畢後按  Enter  鍵確認，可移至下一個儲存格。 

(C) 輸入「交易代號」欄有兩種方式 : 

a. 於「交易代號」欄位中點選 可展開推薦股票清單並選取交易代號。 

b. 於「交易代號」欄位中以鍵盤輸入交易代號，該儲存格下方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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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方塊，顯示最近似輸入值的交易代號與名稱，輸入完畢後，

按  Enter  鍵選取或  Esc  鍵取消。 

(D) 「買量」與「賣量」：數量前欄輸入整股，後欄輸入零股 (零股最高為 999

股 ) ，整股輸入完畢後可按  Enter  鍵或"．" (小數點) 進入零股輸入儲

存格。 

(E) 當「交易代號」欄為空白時，不得輸入買賣報價。 

(F) 於儲存格中按  Delete  鍵將清空該儲存格內容，於「交易代號」欄位中

按  Delete  鍵，則將清空買量/買價/賣量/賣價(僅為清空畫面內容，非

刪除該筆報價，如欲刪除該筆報價則須按  刪除 按鈕)。 

C. 修改「報價輸入」的操作方式及限制： 

(A) 推薦證券商就同一種股票僅提供唯一的價格及數量 (即最佳報價) ，若輸

入的交易代號已提供報價，不得再新增一筆資料列，重新報價應操作「修

改」功能。 

(B) 選取欲修改的儲存格後，輸入欲改變之資料進行申報完成修改作業。 

(C) 已完成申報的「交易代號」欄資料不得修改。 

D. 「交易代號搜尋」的操作方式及限制： 

(A) 選取「交易代號」欄的任一儲存格。 

(B) 輸入欲搜尋的交易代號。 

E. 新增/修改完成後，按下  申報 按鈕，完成申報作業。 

F. 當報價有錯誤產生 (狀態欄顯示  ) 時，會於狀態列顯示錯誤訊息。 

(3) 狀態欄說明： 

A. 資料表的「狀態」欄：顯示該筆資料的申報狀態。 

圖示 說明 

 完成申報 

 尚未申報 

 修改後尚未申報 

 伺服器未回應 

 系統內部發生錯誤 

 刪除中 

 資料內容錯誤 

當狀態欄出現異常圖示時，將於狀態列(功能選項的執行狀態)顯示錯誤訊息

說明 (當狀態欄出現  或  圖示時為正常狀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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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刪除 

(1) 功能說明： 

推薦證券商刪除已申報之推薦股票市場買賣報價及數量。 

(2) 畫面說明： 

刪除整筆報價： 

○1 選取欲刪除之股票。 

○2 於欲刪除之該筆股票資料列內任一儲存格中，按 刪除，即可刪除該筆報價資

料。 

 

(3) 操作說明：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造市交易  後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報價輸入 Ctrl+Q  

或直接點選快捷列上的  圖示(或直接按 Ctrl+Q)，開啟「市場報價」

視窗。 

B. 執行刪除，執行「刪除」有三種方式： 

(A) 選擇欲刪除之交易代號，以滑鼠左鍵點選功具列的  圖示。 

(B) 選擇欲刪除之交易代號，在資料編輯區內按滑鼠右鍵開啟功能表，以滑

鼠左鍵點選  刪除(T)  Shift+Del  或開啟右鍵功能表後按下  T  

鍵 。 

(C) 選擇欲刪除之交易代號，按鍵盤上的  Shift  +  Del  鍵。 

C. 若報賣無庫存已勾選，點擊  刪除 後，該筆資料列報賣還是顯示無庫存狀態。 

D. 若該筆狀態為  時，執行刪除作業不會將該資料列清空。 

E. 檢視狀態欄 (請參閱狀態欄說明交易終端機設備)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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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詢 

(1) 功能說明： 

當連線發生異常或市場報價狀態出現錯誤或不明訊息時，推薦證券商可重新查詢

其已傳輸成功的市場報價資料及申報狀態的訊息。 

(2) 畫面說明： 

○1 執行查詢後，重新顯示已申報成功的市場報價資料及申報狀態訊息，但已輸入

而未申報動作的資料會被清除。 

 

(3) 操作說明：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造市交易  後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報價輸入 Ctrl+Q  

或直接點選快捷列上的  圖示(或直接按 Ctrl+Q)，開啟「市場報價」

視窗。 

B. 在「市場報價」視窗中，直接以下列三種方式執行「查詢」功能： 

(A) 以滑鼠左鍵點選功具列的  圖示。 

(B) 在資料編輯區內按滑鼠右鍵開啟功能表，以滑鼠左鍵點選 

 查詢(V)  F11  或開啟右鍵功能表後按下  V  鍵。 

(C) 按鍵盤上的  F11  鍵。 

C. 查詢功能操作時，將已申報成功的報價資料顯示於資料編輯區中，查詢前尚

未申報完成的報價資料因查詢動作啟動而消失。 

D. 檢視狀態 (請參閱狀態欄說明)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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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申報 

(1) 功能說明： 

推薦證券商對市場公佈其推薦股票的買賣報價及數量。 

(2) 畫面說明： 

○1 執行申報按鈕後，將報價視窗內尚未申報之資料進行申報動作。 

○2 狀態欄 :  表示資料申報正確無誤。 

表示資料已修改尚未申報。 

表示資料尚未申報。 

 
(3)  操作說明：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造市交易  後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報價輸入 Ctrl+Q  

或直接點選快捷列上的  圖示(或直接按 Ctrl+Q)，開啟「市場報價」

視窗。 

B. 新增或修改的資料輸入完畢後，狀態欄顯示 或  圖示 (資料輸入方式

及限制請參閱「資料編輯區操作說明」) ，此時該筆資料尚未完成申報傳輸。 

C. 執行報價輸入申報有三種操作方式： 

(A) 以滑鼠左鍵點選功具列的  圖示。 

(B) 在資料編輯區內按滑鼠右鍵開啟功能表，以滑鼠左鍵點選 

 申報(W)  F12  或開啟右鍵功能表後按下  W  鍵。 

(C) 按鍵盤上的  F12  鍵。 

D. 檢視狀態 (請參閱狀態欄說明)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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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檔案匯入 

(1) 功能說明： 

A. 自檔案中讀取推薦券商之報價資料，並顯示於報價資料表中。 

B. 須經由使用者點選  申報  (或  F12  ) ，報價資料始由系統傳送至櫃檯買

賣中心。 

(2) 畫面說明： 

 
(3) 操作說明：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造市交易  後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報價輸入 Ctrl+Q  

或直接點選快捷列上的  圖示(或直接按 Ctrl+Q)，開啟「市場報價」

視窗。 

B. 執行批次匯入有兩種操作方式： 

(A) 以滑鼠左鍵點選工具列的  圖示，確認執行批次匯入。 

(B) 在資料編輯區內按滑鼠右鍵開啟功能表，以滑鼠左鍵點選 

 批次匯入 U05(U)  或開啟右鍵功能表後按下  U  鍵，確認執行批次

匯入。 

(4) 備註： 

A. 匯入之報價資料檔案格式請參考報價檔案格式檔案匯入 (U05：批次匯入)。 

B. 匯入檔案實際檔名：內定系統預設路徑＋\Upload\U05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

正式版為 C:\TPEX\ESTOCK ，測試版路徑為

C:\TPEX\ESTOCK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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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檔案匯出 

(1) 功能說明： 

將資料表中之報價資料存入檔案，存入方式可依下列選項存入檔案 

A. 完成狀態之資料 

將含有 圖示之報價資料存檔 

B. 錯誤狀態之資料 

將不含 或 圖示之報價資料存檔 

C. 尚未申報之資料 

將含有 或 或 圖示之報價資料存檔 

D. 已申報之資料 

將含有 或 或 圖示之報價資料存檔 

E. 全部之資料 

將全部之報價資料存檔 

F. 存成匯入檔 

將全部之報價資料存檔，作為  檔案匯入  之用 

(2) 操作說明：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 : 

正式版 : C:\TPEX\ESTOCK\ 

測試版 : C:\TPEX\ESTOCKTEST\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造市交易  後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報價輸入  或直接

點選快捷列上的  圖示，開啟「市場報價」視窗。 

B. 完成狀態之資料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Downlaod\U02)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 完成狀態之報價 

C. 錯誤狀態之資料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Downlaod\U02)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 錯誤狀態之報價 

D. 尚未申報之資料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Uplaod\U02) : 

點選  檔匯出案 後，選擇 尚未申報之報價 

E. 已申報之資料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Downlaod\U02)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 已申報之報價 

F. 全部之資料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Downlaod\U02)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 全部之報價 

G. 存成匯入檔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Upload\U05) :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 存成匯入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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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報價(單筆報價) 

(1) 功能說明： 

A. 自「市場報價」視窗中新增一單一股票「報價」視窗。 

B. 經由「報價」視窗完成的單一股票報價，將新增至「市場報價」視窗並完成

申報。 

(2) 畫面說明： 

○1 點選  報價  後，新增一報價視窗。 

○2 點選「報價」視窗的  報價  後，新增股票報價至「市場報價視窗」並完成申

報。 

○3 於「報價」視窗下方顯示該筆報價狀態。 

 
(3) 操作說明： 

A. 點選  開啟單一股票報價視窗。 

B. 「交易代號」: 從下拉選單中選取，或直接輸入交易代號。 

C. 「買價」: 輸入買價(若此欄位空白時，輸入「賣價」，系統將自動計算買價。)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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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買量(張)」: 輸入買價後，系統將自動帶岀該買價之最低報價量。 

E. 「買量(股)」: 預設為”000”。 

F. 「賣價」: 輸入賣價(若此欄位空白時，輸入「買價」，系統將自動計算賣價。) 

G. 「賣量(張)」: 輸入賣價後，系統將自動帶岀該賣價之最低報價量。 

H. 「賣量(股)」: 預設為”000”。 

I. 「無庫存」 : 勾選此選項時，賣價、賣量(張/股)皆修改為”0”，且無法輸入。 

J. 點選報價後，申報此筆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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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開啟「功能表」 

(1) 功能說明： 

提供報價功能表選單及快速鍵操作方式。 

(2) 畫面說明： 

○1 功能選項右方的文字為使用鍵盤操作該指令的方式，當選項右方出現 符號

時，表示該項目有子功能選單。 

 
(3) 操作說明： 

A. 將滑鼠指標停留在資料編輯區內任一位置按右鍵，即出現報價功能表。 

B. 以滑鼠左鍵點選功能表上的選項，可執行該項功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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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顯示或隱藏工具列 

(1) 功能說明： 

顯示或隱藏該視窗的工具列。 

(2) 畫面說明： 

○1 重複操作可切換「工具列」顯示或隱藏的狀態。 

 

(3) 操作說明： 

A. 顯示或隱藏工具列有兩種操作方式： 

(A) 滑鼠操作：在資料編輯區內按滑鼠右鍵，出現市場報價功能表，以滑鼠

左鍵點選  項目。 

(B) 鍵盤操作：按  F1  鍵。 

B. 系統內定工具列為顯示狀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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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料列移動 

(1) 功能說明： 

將單筆資料向上或向下移動一列。 

(2) 畫面說明： 

○1 以滑鼠左鍵點選 資料向上移動一列。 

○2 以滑鼠左鍵點選 資料向下移動一列。 

 

(3) 操作說明： 

A. 資料列移動須在顯示工具列的狀態下執行。 

B. 選取欲移動的資料列上任一儲存格，以滑鼠左鍵點選工具列上的  圖示，

該筆資料會向上移動一列。 

C. 選取欲移動的資料列上任一儲存格，以滑鼠左鍵點選工具列上的  圖示，

該筆資料會向下移動一列。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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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料表排序 

(1) 功能說明： 

將市場報價表上所列示的資料內容依指定的欄位順序排列。 

(2) 畫面說明： 

○1 以滑鼠點選資料欄名稱(以買量為例)。重複操作可切換升/降冪排列順序。 

 

(3) 操作說明： 

A. 將滑鼠指標停留在欲排序之資料欄名稱上，按滑鼠左鍵排序。 

B. 重複點選資料欄名稱，可切換升／降冪排列順序。 

 

  

○1  



  
 

40  
 

16、 狀態列說明 

「市場報價」視窗下方的狀態列：顯示資料傳輸及功能選項的執行狀態。 

 

資料處理狀態  正確筆數  錯誤筆數  功能選項的執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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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點選成交 

1、 功能說明： 

彙集市場上未到價之買進、賣出委託單，供推薦證券商針對所推薦之股票直接點

選成交，達成議價交易。 

2、 工作環境的組成元件： 

 

 

 

 

3、 點選成交規則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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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點選功能時，若該檔興櫃股票(黃金現貨/開放式基金)推薦證券商(造市商)

買賣雙邊無有效報價存在，系統將顯示 「買賣雙邊皆報價始能進行點選交易」

訊息。 

(3) 執行此功能時，若該筆交易代號委託價格不在報價範圍內，系統將顯示 「點

選標的價格須介於所申報買、賣價間」訊息。 

(4) 執行此功能時，若該筆交易代號報賣價申報為「無庫存」狀態，則不得點選

委買委賣單，系統將顯示「必須雙邊報價，方得點選」訊息。 

(5) 推薦證券商(造市商)點選成交後，相對變報價維持原報價價格及數量。 

(6) 為避免點選成交後推薦證券商(造市商)買賣報價產生負價差或零價差之情形，

推薦證券商(造市商)不得點選高於「賣出報價」之委託「賣」單或低於「買進

報價」之委託「買」單。 

功能表列 

功能選單 

點選成交[最佳委託] 

點選成交[個別股票] 

顯示部分資料欄位視窗 

點選成交[個別股票] 

右鍵功能表 

畫面縮放控制 快捷列(快速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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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興櫃股票交易時間內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與前一營業日加權平均成交價漲或

跌至 50%(含)以上時，暫停該檔興櫃股票之交易至當日交易時間結束為止，

此時對該檔股票進行點選成交作業時，系統將顯示「本日該股票成交均價與

前日成交均價差距達 50%以上，已達本中心暫停交易標準，暫停交易至收市，

自暫停交易起，不接受報價及委託」。 

4、 畫面說明 : 

範例一、點選後委託單由「點選成交[最佳委託]」視窗中刪除。 

○1 在「點選成交」視窗空白處，按滑鼠右鍵設定此視窗之點選成交股票。 

○2 選取股票後，畫面上顯示股票代號、名稱及該推薦證券商可交易之所有資料。 

○3 以滑鼠左鍵點選價格或數量，開啟交易確認視窗，畫面上顯示該筆委託明細資

料。 

○4 輸入累計量及密碼後（交易密碼與系統登入密碼相同），點選確認交易(D)傳輸

交易資料或點選取消放棄該筆交易。 

 

○5 確定交易後，顯示成交回報視窗。該筆委託自「點選成交[最佳委託]」視窗中

刪除。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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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點選數量低於最低報價數量，點選後價格數量變化： 

點選前之報價為買進 12.23 元*1,700 股、賣出 12.27 元*5,000 股 

 

點選前之未到價委買單為 12.25 元*3,000 股 

 
推薦證券商點選這筆未到價委買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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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價 12.25 元，數量為 3,000 股，不足最低報價數量 

 

點選後價格數量變化情形 :  

點選未到價委託單視同報價調整，故報賣價調整為 12.25 元，成交 3,000 股低於最

低報價數量，故應揭示餘量 2,000 股。 

 

範例三、點選數量達最低報價數量，點選後價格數量變化： 

點選前之報價為買進 8.40 元*5,000 股、賣出 8.47 元*1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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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前之未到價委買單為 8.45 元*5,000 股 

 

推薦證券商點選這筆未到價委買單 

 

成交價 8.45 元，數量為 5,000 股，已達最低報價數量 

 

點選後價格數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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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未到價委託單視同報價調整，故報賣價調整為 8.45 元，但因成交股數已達最

低報價數量，故無餘量揭示，相對應之報買價量則不變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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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成交 Ctrl+T  或

直接點選快捷列上的  圖示後，開啟「點選成交[最佳委託]」視窗。 

(2) 點選成交分為「點選成交[最佳委託]」及「點選成交[個別股票]」兩種： 

A. 「點選成交[最佳委託]」視窗：彙總該推薦證券商所有未到價之最佳委

託資料。市場上所有委託買進的價格中，有低於推薦證券商在「市場報

價」所申報之報賣價格者，或市場上所有委託賣出的價格中，有高於推

薦證券商於「市場報價」所申報之報買價格者，即為符合未到價之委託

資料，該股票之最佳委託買賣價格及數量會顯示於本視窗中。 

B. 「點選成交[個別股票]」視窗：該種股票可交易的所有資料，含投資人

委託對「全市場」報價，本功能可同時開啟多個視窗。 

C. 「點選成交[最佳委託]」視窗中，於「委買券商」、「委買價」、「委買量」、

「委賣券商」、「委賣價」、「委賣量」處雙擊滑鼠左鍵，系統即開啟該股

票之點選交易視窗；於價格數量處雙擊滑鼠左鍵，則開啟「點選-委買交

易確認」或「點選-委賣交易確認」視窗。 

(3) 開啟「點選成交[個別股票]」視窗有兩種方式 : 

A. 當「點選成交[最佳委託]」視窗中顯示該種股票時，於該筆交易代號處

雙擊滑鼠左鍵即可開啟視窗。 

B. 於點選成交視窗中，已滑鼠右鍵開啟功能表，點選  選擇交易代號  後

從下拉選單中選取(或可直接輸入交易代號)。 

(4) 執行 「點選 –委買交易確認」、「點選 –委賣交易確認」的操作方式及限制： 

A. 「點選 –委買交易確認」: 以滑鼠左鍵雙擊委買資料列上非空白之任一

儲存格(委買券商、委買價、委買量)，畫面上顯示該筆委託明細資料。 

B. 「點選 –委賣交易確認」: 以滑鼠左鍵雙擊委賣資料列上非空白之任一

儲存格(委賣券商、委賣價、委賣量)，畫面上顯示該筆委託明細資料。 

C. 輸入「累計量」：應全數予以成交，亦即推薦證券商對於點選當時之委託

賣出 (或買進) 申報價格低於(或高於)其所點選之賣出 (或買進) 價格者，

應全數予以成交，不得穿價成交。 

D. 輸入「密碼」：此交易密碼與系統登入密碼使用同一密碼。 

E. 資料確認無誤後，以滑鼠左鍵點選  確認交易(D)  將交易訊息傳輸至櫃

檯買賣中心交易主機完成點選成交，系統將顯示「交易結果通知」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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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  OK   關閉「交易結果通知」視窗。 

F. 欲取消交易點選  取消  放棄該筆交易並關閉視窗。 

G. 結束點選成交時，以滑鼠左鍵點選「點選成交」視窗右上角的  圖示

關閉視窗，當開啟「點選-委託交易確認」，必須先關閉 「點選-委託交

易確認」後才可關閉「點選成交」視窗。 

H. 與前筆價差警示訊息 : (範例 : 設定報價價差比例 5%) 

點選交易委買(賣)價 >= 前一筆報賣(買)價*1.05 

點選交易委買(賣)價 <= 前一筆報賣(買)價*0.95 

將顯示警示訊息，提醒使用者。 

(5) 點選成交後，推薦證券商可自「成交明細查詢」或「點選成交」後回覆之訊

息視窗取得成交回報訊息，經紀商則透過「成交明細查詢」取得成交訊息。 

(6) 點選成交後，報價數量變動情形： 

A. 經紀商委託端：當筆委託全部成交者，委託資料將由「委託修改刪除」

視窗中清除。 

B. 推薦證券商端：點選未到價之委託申報者，對於點選當時之委託賣出 (或

買進) 申報價格低於(或高於)其所點選之賣出 (或買進) 價格者，應全數

予以成交，不得有穿價成交情事。且應以所點選之委託申報價格，視為

變更後之報價價格。點選成交之數量未達最低報價數量者，系統將揭示

餘量。 

(7) 「點選成交」視窗中欲設定顯示的資料欄位，有下列二種方式： 

A. 點選畫面右上角的縮放按鈕， 為隱藏/顯示委買價量， 為隱藏/

顯示委賣價量。 

B. 於「點選成交」視窗內點擊滑鼠右鍵，開啟「功能表」，以滑鼠左鍵選取

欲顯示於視窗中的資料欄位。 

(8) 「功能表」選項功能及操作方式： 

A. 「功能表」選項功能： 

(A) 使用者可依其習慣利用功能表中之選項，設定「點選成交」視窗所

需之資訊。 

(B) 選擇交易代號：系統依使用者設定之交易代號，篩選本交易代號對

該推薦證券商市場所有委託單揭示於本視窗中，每一視窗限制設定

一種交易代號。 

(C) 記憶密碼/不記憶密碼：依使用者習慣設定點選成交密碼由系統自動

記憶或每筆點選成交時皆需輸入密碼。 

(D) 交易代號、幣別、委買券商、委買價、委買量、委賣券商、委賣價、

委賣量：顯示/不顯示。 

B. 操作方式 : 以滑鼠左鍵點選功能表上的選項，可執行該項功能。 

(A) 開啟「功能表」 : 將滑鼠指標停留在資料編輯區內任一位置按右鍵，

即可開啟功能表。 

(B) 選擇交易代號 : 按滑鼠左鍵顯示  選擇交易代號  之選項，以鍵盤

直接輸入交易代號或以下拉式視窗選取交易代號。 

(C) 記憶密碼 : 按滑鼠左鍵點選  記憶密碼  ，系統將顯示「確認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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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視窗，輸入密碼後，按下  OK 後，系統則完成記憶密碼作業，

重新開啟功能表後，選單變更為  不記憶密碼  。 

(若密碼不符，系統則會顯示「密碼錯誤，無法記憶密碼」)。 

(D) 不記憶密碼 : 按滑鼠左鍵點選  不記憶密碼  ， 選單變更為 

  記憶密碼  。 

(E) 設定「點選成交」視窗中顯示的資料欄位：該視窗可選擇「交易代

號」、「幣別」、「委買券商」、「委買價」、「委買量」、「委賣價」、「委

賣量」、「委賣券商」等八項欄位，按滑鼠左鍵點擊該功能選項可切

換該欄位顯示／隱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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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交申報 

1、 功能說明： 

提供推薦證券商針對所推薦股票系統外議價成交資料申報之用。 

2、 工作環境的組成元件： 

 

3、 「成交申報」功能選項： 

功能名稱  功  能  說  明  頁次  

資料編輯區操作 推薦證券商輸入其推薦股票的成交申報資料。 52 

查詢 
推薦證券商重新查詢當日已申報成功的成交資料及申報狀

態的訊息，本查詢資料不含點選成交之成交回報資料。 
53 

申報 推薦證券商申報其推薦股票以系統外議價方式成交的資料。 54 

檔案匯入 
依使用者選擇以手動或自動之方式，將推薦證券商系統外議

價之成交資料自檔案讀入後傳送至櫃檯買賣中心。 
55 

檔案匯出 將資料表中推薦證券商輸入的成交資料儲存至檔案。 56 

開啟「功能表」 提供成交申報功能表選單及快速鍵操作方式。(滑鼠右鍵) 57 

顯示或隱藏工具列 顯示或隱藏「成交申報」視窗的工具列。 57 

 

  

視窗名稱 

功能表 

(滑鼠右鍵) 

資料編輯區 對方券商選單 
狀態列 

資料欄名稱 

推薦股票選單 交易態樣 

畫面縮放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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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狀態說明： 

「成交申報」狀態說明與「報價輸入」相同，請參閱本手冊「狀態欄說明交易終

端機設備」。 

5、 申報規則說明： 

(1) 當興櫃股票交易時間內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與前一營業日加權平均成交價漲或

跌至 50%(含)以上時，暫停該檔興櫃股票之交易至當日交易時間結束為止，

此時對該檔股票進行成交申報作業時，系統將顯示「本日該股票成交均價與

前日成交均價差距達 50%以上，已達本中心暫停交易標準，暫停交易至收市，

自暫停交易起，不接受報價及委託」。 

交易相對方 交易態樣 數量/金額 成交價 其他 

證券經紀商(券商

代號非○○○T) 

中介交易 每筆交易

數量 10萬

股以上或

成交金額

500 萬元

以上 

介於成交當

時推薦證券

商買賣報價

之間 

申報時須同時申報買

進及賣出交易各一

筆，且總買進及總賣出

股數相同。 

其他經本

中心核准

事由 

不得逾推薦

證券商當時

報價之 10% 

須輸入已取得核准之

事由(至多 400 個字元) 

證券經紀

商錯帳 

 不得逾推薦

證券商當時

報價之 10% 

證券經紀商需以錯帳

帳號成交 

其他推薦證券商

(交易帳號為○○

○T-666666-7) 

與其他推

薦證券商

系統外議

價 

 不得逾推薦

證券商當時

報價之 10% 

 

與即將加入推薦

之自營商(交易帳

號為○○○

T-000000-0) 

與即將加

入推薦之

自營商系

統外議價 

3 萬股以

上   

不得逾推薦

證券商當時

報價之 10% 

推薦證券商為「賣」方

(帳號 : ○○○

T-666666-7); 

非推薦之自營商為

「買」方(帳號 : ○○

○T-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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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系統外議價(成交申報)檢核 :  

交易相對方 交易態樣 數量/金額 成交價 其他 

證券經紀商(券商

代號非○○○T) 

中介交易 每筆交易

數量 10萬

股以上或

成交金額

500 萬元

以上 

介於成交當

時造市商買

賣報價之間 

申報時須同時申報買

進及賣出交易各一

筆，且總買進及總賣出

股數相同。 

非中介交

易 

不得逾造市

商當時報價

之 10% 

 

證券經紀

商錯帳 

 不得逾造市

商當時報價

之 10% 

證券經紀商需以錯帳

帳號成交 

其他造市商(交易

帳號為○○○

T-666666-7) 

與其他造

市商系統

外議價 

 不得逾造市

商當時報價

之 10% 

 

與即將加入造市

之自營商(交易帳

號為○○○

T-000000-0) 

與即將加

入造市之

自營商系

統外議價 

3 萬受益

權單位以

上   

不得逾造市

商當時報價

之 10% 

造市商為「賣」方(帳

號 : ○○○

T-666666-7); 

非造市之自營商為

「買」方(帳號 : ○○

○T-000000-0); 

※黃金現貨無系統外議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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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資料編輯區操作說明 

(1) 操作說明 :  

A. 以滑鼠點選  造市交易  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成交申報 Ctrl+U  或可

直接按 Ctrl+U，開啟「成交申報」視窗。 

B. 「成交申報」操作方式及限制： 

(A) 新增一筆資料列有兩種方式(所有欄位皆不得空白，備註欄位除外)： 

a. 最後一筆資料的「備註」輸入完畢後按  Enter  鍵。 

b. 在完成輸入之最後一筆資料列的任一儲存格按  ↓  鍵。 

(B) 當儲存格出現閃爍游標時，表示該儲存格為輸入狀態。每一個儲存格輸

入完畢後按  Enter  鍵確認，可移至下一個儲存格。 

(C) 「交易態樣」欄有兩種輸入方式： 

a. 在「交易態樣」的儲存格上按任意鍵，該儲存格會呈現輸入狀態，

按鍵可展開交易態樣清單，並以  Enter  鍵選取交易態樣。 

b. 以滑鼠左鍵快點二下，儲存格右方出現  圖示，點選  可展開交

易態樣清單並選取交易態樣。 

(D) 「對方券商」欄有兩種輸入方式： 

a. 在「對方券商」的儲存格上按任意鍵，該儲存格會呈現輸入狀態，

按鍵可展開交易券商清單，並以  Enter  鍵選取交易券商，或可

直接輸入對方券商代號後按  Enter  選取。 

b. 以滑鼠左鍵快點二下，儲存格右方出現  圖示，點選  可展開交

易券商清單並選取交易券商。 

(E) 「客戶帳號」：輸入客戶的實際開戶帳號，系統自動檢核，檢查碼不符者

無法輸入。 

(F) 「交易代號」欄有兩種輸入方式： 

a. 在「交易代號」的儲存格上按任意鍵，該儲存格會呈現輸入狀態，

按  ↓  鍵可展開交易代號清單，並以  Enter  鍵選取交易代號，

或可直接輸入交易代號後按  Enter  選取。。 

b. 滑鼠左鍵快點二下，儲存格右方出現  圖示，點選  可展開交易

代號清單並選取交易代號。 

(G) 幣別 : 自動代出所選之交易代號的幣別，此欄位無法手動修改。 

(H) 「買賣別」：以申報之推薦證券商立場輸入。重複點選該儲存格可切換

買賣別。 

(I) 「數量」：數量前欄輸入”仟股”，後欄輸入”股” (股最高為 999 股) ，仟

股輸入完畢後可按  Enter  鍵或"．" (小數點) 進入股輸入儲存格。 

(J) 「備註」：交易態樣為「興櫃股票議價交易態樣為其他經本中心核准事由」

時，才可允許輸入備註欄位(必填)。輸入方式為以滑鼠左鍵於該欄位點

擊兩次，將輸入備註輸入視窗，輸入後，按  確認  鍵選取或  取消  鍵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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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詢 

(1) 功能說明： 

當連線發生異常或成交申報狀態出現錯誤或不明訊息時，推薦證券商可重新

查詢其已申報成功的成交資料及申報狀態的訊息。 

(2) 畫面說明 : 

○1 執行查詢後，重新顯示已申報成功的成交資料及狀態訊息，但輸入而未作

申報動作的資料會被清除。 

 

(3) 操作說明： 

A. 以滑鼠點選  造市交易  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成交申報 Ctrl+U  

或可直接按 Ctrl+U，開啟「成交申報」視窗。 

B. 查詢有三種操作方式： 

(A) 以滑鼠左鍵點選工具列的  。 

(B) 在資料編輯區內按滑鼠右鍵開啟功能表，以滑鼠左鍵點選 

 查詢(V)    F11  。 

(C) 按鍵盤上的  F11  鍵。 

C. 查詢功能操作時，以申報成功的報價資料為主，查詢前尚未申報的報價

資料因查詢動作啟動而消失，必須重新輸入。 

D. 檢視狀態 (請參閱狀態欄說明交易終端機設備)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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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申報 

(1) 功能說明： 

推薦證券商申報其推薦股票以系統外議價方式成交的資料。 

(2) 畫面說明： 

○1 狀態欄： 表示資料申報正確無誤。 

表示資料尚未申報。 

○2 狀態列：顯示訊息說明。 

 

(3) 操作說明： 

A. 以滑鼠點選  造市交易  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成交申報 Ctrl+U  

或可直接按 Ctrl+U，開啟「成交申報」視窗。 

B. 成交申報資料輸入完畢後，狀態欄顯示  圖示 (資料輸入方式及限制

請參閱「資料編輯區操作說明」) ，此時該筆資料尚未完成申報傳輸。 

C. 執行成交申報傳輸有三種操作方式： 

(A) 以滑鼠左鍵點選功具列的  。 

(B) 在資料編輯區內按滑鼠右鍵開啟功能表，以滑鼠左鍵點選 

 申報(W)    F12 。 

(C) 按鍵盤上的  F12  鍵。 

D. 檢視狀態 (請參閱狀態欄說明) 。 

E. 已申報完成的成交申報資料不得作刪除及修改。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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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檔案匯入 

(1) 功能說明： 

A. 自檔案中讀取推薦券商之成交申報資料，並顯示於成交申報資料表中。 

B. 須經由使用者點選  申報  (或  F12 ) ，成交申報資料始由系統傳送至

櫃檯買賣中心。 

(2) 操作說明：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造市交易  後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成交申報 Ctrl+U  或直接按 Ctrl+U，開啟「成交申報」視窗。 

B. 執行批次匯入有兩種操作方式： 

(A) 以滑鼠左鍵點選工具列的  圖示，確認執行批次匯入。 

(B) 在資料編輯區內按滑鼠右鍵開啟功能表，以滑鼠左鍵點選 

 批次匯入(U)  或開啟右鍵功能表後按下  U  鍵，確認執行批次

匯入。 

(3) 備註： 

A. 匯入之成交申報資料檔案格式請參檔案匯入 (U06) 檔案匯入 (U06)。 

B. 匯入檔案實際檔名： 

批次匯入檔名：內定系統預設路徑＋\Upload\U06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 :

正式版為 C:\TPEX\ESTOCK ，測試版路徑為 C:\TPEX\ESTOCK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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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檔案匯出 

(1) 功能說明： 

將資料表中之成交申報資料存入檔案。 

A. 完成狀態之資料 

將含有 圖示之成交申報資料存檔 

B. 錯誤狀態之資料 

將含 圖示之成交申報資料存檔 

C. 尚未申報之資料 

將含有 圖示之成交申報資料存檔 

D. 已申報之資料 

將含有 或 或 或 圖示之成交申報資料存檔 

E. 全部之資料 

將全部之成交申報資料存檔 

F. 存成匯入檔 

將全部之成交申報資料存檔，作為  檔案匯入  之用 

(2) 操作說明：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 : 

正式版 : C:\TPEX\ESTOCK\ 

測試版 : C:\TPEX\ESTOCKTEST\ 

A. 完成狀態之資料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Download\U04)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 完成狀態之資料(U) 

B. 錯誤狀態之資料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Download\U04)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 錯誤狀態之資料(V) 

C. 尚未申報之資料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Download\U04)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 尚未申報之資料(W) 

D. 已申報之資料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Download\U04)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 已申報之資料(Y) 

E. 全部之資料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Download\U04):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 全部之資料(Z) 

F. 存成匯入檔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Upload\U06)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 存成匯入檔  

(3) 備註： 

匯出之報價資料檔案格式請參考檔案匯出 (U04) 檔案匯出 (U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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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開啟「功能表」 

(1) 功能說明： 

提供報價功能表選單及快速鍵操作方式。 

(2) 畫面說明： 

○1 功能選項右方的文字為使用鍵盤操作該指令的方式，當選項右方出現 符

號時，表示該項目有子功能選單。 

 

(3) 操作說明： 

A. 將滑鼠指標停留在資料編輯區內任一位置按右鍵，即出現右鍵功能表。 

B. 以滑鼠左鍵點選功能表上的選項，可執行該項功能。 

12、 顯示或隱藏工具列 

(1) 功能說明： 

顯示或隱藏該視窗的工具列。 

(2) 畫面說明： 

○1 重複操作可切換「工具列」顯示或隱藏的狀態。 

 

(3) 操作說明： 

A. 顯示或隱藏工具列有兩種操作方式： 

(A) 滑鼠操作：在資料編輯區內按滑鼠右鍵，出現市場報價功能表，以

滑鼠左鍵點選  項目。 

(B) 鍵盤操作：按  F1  鍵。 

(4) 系統內定工具列為顯示狀態。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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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買賣超查詢 

1、 功能說明： 

查詢推薦證券商當日買賣超查詢。 

2、 工作環境的組成元件： 

 

 

3、 畫面說明 :  

○1 選擇欲查詢之交易代號 

○2 選擇欲查詢之交易類別 

○3 按查詢鈕開始查詢 

 

4、 操作說明 :  

(1) 以滑鼠左鍵點選「交易代號」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交易代號」 

(2) 以滑鼠左鍵點選「交易類別」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交易類別」 

(3) 按  查詢 即可開始查詢推薦證券商當日針對所選取股票之買進/賣出/買賣

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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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3  

資料欄名稱 

查詢條件 

視窗名稱 畫面縮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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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價異常放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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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工作環境的組成元件： 

 

 

 

  

畫面縮放控制 視窗名稱 

功能頁籤 

資料表 

放行明細 

資料表 

有效放行單 

資料表 

資料編輯區 

狀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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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價異常放行-查詢所有報價放行單狀態」功能選項： 

功能名稱  功  能  說  明  頁次  

查詢 推薦證券商重新查詢當日已放行成功之放行單。 61 

4、 「報價異常放行-放行單操作」功能選項： 

功能名稱  功  能  說  明  頁次  

送出 推薦證券商送出欲放行之放行單。 62 

5、 「報價異常放行」規則說明： 

(1) 推薦證券商(造市商)未有超過 20%之買進或賣出報價紀錄時，即直接申請放

行，系統將回覆錯誤訊息，提醒推薦證券商尚未報價。 

(2) 若推薦證券商(造市商)申報之買進及賣出報價僅一邊逾 20%時，得申報放行

單邊價格，另一邊不需申報放行。 

(3) 推薦證券商(造市商)執行報價放行作業後，放行後新增之報價價格須等同執

行放行之價格，否則系統拒絕接受該筆報價。 

(4) 對同一商品申報多筆(次)放行，僅以最後一筆(次)有效。放行單於下列狀況下

將自動失效 :  

A. 以申報放行之價格進行報價成功。 

B. 以未達放行要求之價格進行報價成功(即新增報價成功)。 

(5) 承辦放行之交易員與報價者不得為同一人。 

(6) 當興櫃股票交易時間內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與前一營業日加權平均成交價漲或

跌至 50%(含)以上時，暫停該檔興櫃股票之交易至當日交易時間結束為止，

此時對該檔股票進行放行單作業時，系統將顯示「本日該股票成交均價與前

日成交均價差距達 50%以上，已達本中心暫停交易標準，暫停交易至收市，

自暫停交易起，不接受報價及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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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詢 (查詢所有報價放行單狀態) 

(1) 畫面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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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說明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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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點選 查詢  按鈕，將於查詢按鈕下方顯示已申報成功之放行單。 

C. 於上方清單中，選擇欲查看的交易代號，將於下方顯示該交易代號之放

行記錄。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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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出 (放行單操作) 

(1) 畫面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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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操作說明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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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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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於「交易代號」中，選擇欲放行之交易代號。 

D. 選擇「報價註記 」:  

(A) 買賣雙邊放行。 

(B) 表無庫存(僅可報買進) : 無庫存時，僅放行報買價。 

(C) 只放行報價買進。 

(D) 只放行報價賣出。 

(E) 其他。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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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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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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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0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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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點擊欲刪除之該筆交易代號前方刪除欄之 圖示 。 

I. 系統將提示刪除確認視窗。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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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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價量不足警示 

1、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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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工作環境的組成元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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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欄名稱 

視窗名稱 畫面縮放控制 



  
 

65  
 

三、 成交查詢 

（一） 成交查詢 

1、 功能說明： 

提供證券商依使用者權限查詢及列印當日成交資料。 

2、 畫面說明 :  

○1 設定查詢條件。 

○2 以滑鼠左鍵點選  查詢  (未指定查詢條件時，顯示所有成交明細資料)。 

○3 點選資料欄名稱可進行排序。 

○4 點選右上角 可隱藏買進均價/賣出均價/買賣超(數量)/買賣超(金額)資訊。 

點選右上角 可開啟買進均價/賣出均價/買賣超(數量)/買賣超(金額)資訊。 

 
3、 操作說明： 

(1) 查詢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成交查詢  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成交查詢  或

直接點選快捷列上的  圖示，開啟「成交明細查詢」視窗。 

B. 視窗畫面依使用者權限顯示該使用者可查詢之成交資料 (使用者權限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使用權限內容一覽表：」) 。 

C. 成交明細查詢提供「證券商」、「交易員」、「交易代號」、「投資人帳號」、

「查詢起始時間」、「查詢結束時間」、「成交類別」及「幣別代號」等

篩選方式，使用者可同時設定多項條件進行資料篩選，未指定查詢條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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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時，顯示所有成交明細資料。篩選條件設定完畢後，以滑鼠左鍵點

選  查詢  顯示資料內容。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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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成交明細資料篩選及排序僅針對表單上所列之資料，經篩選後未顯示

在成交明細查詢資料表上者，再作排序或進階篩選時，亦不列示。 

F. 類別 : 將滑鼠移至標題列「類別」及「買賣」欄位中間，將出現  可

調整「類別」欄位顯示長度。 

○1 將滑鼠移至標題列「名稱」及「幣別」欄位中間。 

○2 出現 後，按住滑鼠左鍵，並往左或往右移動，調整至欲顯示寬

度後，放開滑鼠左鍵。 

 
 

G. 結束成交明細查詢時，以滑鼠左鍵點選「成交明細查詢」視窗右上角

的 圖示關閉視窗。 

(2) 列印 

A. 請先執行查詢作業。 

B. 以滑鼠左鍵點選  列印  顯示報表視窗。 

 

C. 點擊  按鈕，顯示報表列印畫面，點選  列印 ，列印報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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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點擊  按鈕，將顯示另存新檔畫面，可將報表另存成，Excel/Pdf/Word

三種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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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委託 

（一） 工作項目說明 

1、 功能說明： 

提供證券商依投資人指定新增、修改或刪除委託單，系統將委託資料傳送至

推薦證券商之用，且經委託成功之委託單，使用者可隨時查詢。 

2、 「委託」功能選項： 

功能名稱  功  能  說  明  頁次  

委託新增 
提供證券商單筆申報或修改客戶委託買進、

賣出興櫃股票資料之用。 
70 

委
託
修
改
刪
除  

查詢、修改、刪除 
提供證券商修改、刪除客戶委託買進、賣出

興櫃股票資料之用。 
72 

檔案匯入 

依使用者選擇以手動之方式，將客戶委託買

進、賣出興櫃股票之資料，傳送至櫃檯買賣

中心。 

75 

檔案匯出 
將資料表中將客戶委託買進、賣出興櫃股票

之資料儲存至檔案。 
76 

委託明細查詢 
提供證券商依權限查詢及列印該公司本日所

有歷史委託紀錄資料。 
77 

3、 委託規則說明： 

(1) 當興櫃股票交易時間內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與前一營業日加權平均成交價漲

或跌至 50%(含)以上時，暫停該檔興櫃股票之交易至當日交易時間結束為止，

此時對該檔股票進行委託下單作業時，系統將顯示「本日該股票成交均價

與前日成交均價差距達 50%以上，已達本中心暫停交易標準，暫停交易至

收市，自暫停交易起，不接受報價及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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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託新增 

1、 功能說明： 

提供證券商單筆申報或修改客戶委託買進、賣出興櫃股票資料之用。 

2、 畫面說明 :  

○1 點選委託新增或 後，視窗底端即顯示一列資料輸入欄位。 

○2 底色紅色為投資人委託「買進」，綠色為投資人委託「賣出」。 

○3 輸入完畢後，點選下單傳輸資料或點選清除放棄申報，重新輸入資料。 

 

○4 委託申報後，畫面顯示訊息視窗。 

 

○5 點擊  可切換價格及數量欄位順序。 

 

  

○1  

○2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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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說明： 

(1) 以滑鼠左鍵點選  委託  後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委託新增 Ctrl+Z  或直

接點選快捷列上的  圖示(或可直接按 Ctrl+Z)，視窗底端即顯示一列

資料輸入欄位。 

(2) 輸入「委託券商代號」、「委託單號」、「投資人帳號」、「交易代號」、「買賣」、

「價格」、「數量」、「交易單位」後，點選  下單  將資料傳輸至櫃檯買賣中

心議價主機，或點選  清除  取消該筆資料。 

(3) 資料申報後，會顯示訊息視窗告知成功或失敗，或至委託查詢視窗 (含「委

託修改刪除」及「委託明細查詢」) 檢核資料是否已登錄。 

(4) 資料輸入方式及操作限制： 

A. 投資人帳號：輸入客戶於證券商的實際開戶帳號，系統自動檢核，檢查

碼不符者無法完成委託申報。 

B. 交易代號：以鍵盤輸入方式於該儲存格內鍵入股票代號，或以滑鼠左鍵

點選儲存格右方的  圖示，展開推薦股票清單並選取股票。 

C. 買賣別：「買」為投資人買進，推薦證券商賣出，資料列底色以紅色顯示；

「賣」為投資人賣出，推薦證券商買進，資料列底色以綠色顯示。於「買

賣別」欄位上按鍵盤上任意鍵，可切換買賣別。 

D. 價格 : 股票、基金最多輸入 4 位整數+2 位小數。 

  黃金最多輸入 4 位整數+1 位小數。 

E. 數量：  

(A) 股票 : 選擇「張」時，限制輸入 5 碼， 

選擇「股」時，限制輸入 3 碼。 

(B) 基金 : 選擇「千單位」時，限制輸入 5 碼， 

選擇「單位」時，限制輸入 3 碼。 

(C) 黃金 : 限制輸入 8 碼。 

F. 交易單位：依據交易代號可變更為以下狀況 : 

(A) 股票 : 分為「張」與「股」兩種，「張」為仟股交易，「股」為股交

易，於「交易單位」欄位上按鍵盤上任意鍵，可切換張/股。 

(B) 基金 : 分為「千單位」與「單位」兩種，「千單位」為仟單位交易，

「單位」為單位交易，於「交易單位」欄位上按鍵盤上任意鍵，可

切換千單位/單位。 

(C) 黃金 : 固定為「台兩」。 

G. 委託數量小於 100 股(單位)，會出現提醒訊息。 

(5) 委託買賣成交後，證券商可自「成交查詢」取得成交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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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委託修改刪除 

1、 查詢修改及刪除 

(1) 功能說明 :  

提供證券商查詢、修改及刪除客戶委託買進、賣出興櫃股票資料之用。 

(2) 畫面說明 : 

範例一、委託修改 

○1 開啟「委託修改刪除」視窗後，畫面顯示該使用者所輸入之所有已完成委

託申報但尚未成交之資料。 

○2 選取欲修改之資料列上任一儲存格，點選修改。 

 

○3 委託修改限「數量」欄位，輸入完畢後，點選下單傳輸資料或點選清除

放棄修改。 

 

○4 委託申報後，出現訊息視窗。 

○5 「委託修改刪除」視窗顯示修改訊息。 

○2  

○1  

○3  



  
 

73  
 

 

範例二、委託刪除 

○1 選取欲修改之資料列上任一儲存格，點選刪除。 

○2 「委託修改刪除」視窗顯示刪除訊息。 

 

(3) 操作說明： 

A. 委託資料之修改、刪除僅針對已完成委託申報但尚未成交 (含部分未成

交) 之資料，已成交之資料不會顯示在此視窗，請參閱「委託明細查詢」。 

B. 查詢：以滑鼠左鍵點選  委託  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委託修改刪除 Ctrl+Y  或直接按Ctrl+Y後開啟「委託修改刪除」視窗，

畫面顯示該使用者所輸入之所有已完成委託申報但尚未成交之資料。 

(使用者權限說明請參閱本手冊「使用權限內容一覽表：」) 。 

C. 修改： 

○4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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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滑鼠左鍵點選  委託  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委託修改刪除 Ctrl+Y  或直接按 Ctrl+Y 後開啟「委託修改刪除」

視窗，畫面顯示該使用者所輸入之所有已完成委託申報但尚未成交

之資料。 

(B) 以鍵盤的  ↑   ↓  鍵或滑鼠左鍵選取欲修改或刪除之資料列上任

一儲存格，點選  修改  或於預修改之資料列中雙擊滑鼠左鍵，視

窗底端資料輸入欄位顯示該筆資料內容。 

(C) 委託修改限「數量」欄位，且委託數量修改僅可小於未成交數量，

其餘欄位如需異動，應將該筆資料刪除後重新申報。 

(D) 資料確認無誤後，點選  下單  將資料傳輸至櫃檯買賣中心議價主

機，或點選  清除  放棄該筆資料之修改，維持原申報內容。 

D. 刪除：以鍵盤的  ↑   ↓  鍵或滑鼠左鍵選取欲刪除之資料列上任一儲

存格，點選  刪除 。 

E. 委託申報完全成交者，該筆資料將自視窗中抽離；委託申報部分成交者，

該筆資料將數量減除後，持續揭示於該視窗中。 

F. 以滑鼠左鍵點選「委託修改刪除」視窗右上角的  圖示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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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檔案匯入 

(1) 功能說明： 

A. 自檔案中讀取經紀商之委託資料，並顯示於委託視窗中。 

B. 須經由使用者點選「申報」，委託資料始由系統傳送至櫃檯買賣中心。 

(2) 操作說明： 

A. 點選  檔案匯入  後，自動將 U07 匯入至「委託修改刪除」視窗中。 

匯入檔案實際檔名：內定系統預設路徑＋\Upload\U07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 : 

正式版 : C:\TPEX\ESTOCK\ 

測試版 : C:\TPEX\ESTOCKTEST\ )。 

(3) 備註： 

A. 匯入之委託資料檔案格式請參考檔案匯入 (U07：批次匯入)檔案匯入 

(U07：批次匯入)。 

B. 批次匯入檔每日由證券商自行維護內容。 

C. 若 U07 上傳檔中，任一筆資料長度不符，則不匯入 U07 檔案。 

D. 若 U07 上傳檔中，各筆資料長度皆正確，其中某筆資料內容有誤，則略

過該筆資料不匯入，其餘正確資料將正常匯入至視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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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檔案匯出 

(1) 功能說明： 

將資料表中之委託資料存入檔案 

A. 「完成」 

將完成狀態之委託資料存檔 

B. 「錯誤」 

將錯誤狀態之委託資料存檔 

C. 「未申報」 

將尚未申報之委託資料存檔 

D. 「已申報」 

將已申報 (完成或錯誤) 之委託資料存 

E. 「存成匯入檔」 

將全部之委託資料存檔，作為「檔案匯入」之用 

(2) 操作說明：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 : 

正式版 : C:\TPEX\ESTOCK\ 

測試版 : C:\TPEX\ESTOCKTEST\ 

A. 「完成」(內定系統預設路徑+Download\U09)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完成狀態之資料 

B. 「錯誤」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Download\U09)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錯誤狀態之資料 

C. 「未申報」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Download\U09)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尚未申報之資料 

D. 「已申報」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Download\U09)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已申報之資料 

E. 「存成匯入檔」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Upload\U07) : 

點選  檔案匯出  後，選擇存成匯入檔 

F. 選擇檔案匯出型態後，按  存檔  或  另存它檔  儲存檔案。 

(3) 備註： 

A. 匯出之委託資料檔案格式請參考檔案匯出（U09） 檔案匯出（U09） 。 

  



  
 

77  
 

（四） 委託明細查詢 

1、 功能說明： 

提供證券商依權限查詢及列印該公司本日所有已完成委託申報之歷史委託紀錄資

料。 

2、 畫面說明 :  

○1 開啟「委託明細查詢」視窗後，點選查詢。 

○2 未指定查詢條件時，顯示所有成交明細資料。 

 

○3 設定查詢條件後，點選查詢後進行資料篩選。 

 

3、 操作說明： 

(1) 查詢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委託  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委託明細查詢 Ctrl+X  或直接按 Ctrl+X 後開啟「委託明細查詢」視

窗。 

B. 視窗畫面依使用者權限顯示該使用者可查詢之委託資料 (使用者權限說

明請參閱本手冊「使用權限內容一覽表：」) 。 

C. 「委託明細查詢」依權限提供「證券商」、「交易員」、「交易代號」、「投

資人帳號」、「查詢起始時間」、「查詢結束時間」等篩選方式，使用者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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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設定多項條件進行資料篩選，未指定查詢條件時，顯示所有成交明

細資料。篩選條件設定完畢後，以滑鼠左鍵點選  查詢 ，開啟「委託

明細查詢」視窗，有權限者方可輸入篩選條件查詢委託資料。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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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委託明細資料排序僅針對表單上所列之資料，經篩選後未顯示在成交明

細查詢資料表上者，再做排序時亦不列示。 

F. 此視窗不會自動更新，有主機傳來異動通知時，會於狀態列顯示異動訊

息，請重新查詢異動資料。 

G. 查詢結束後，以滑鼠左鍵點選「委託明細查詢」視窗右上角的  圖示

關閉視窗。 

H. 「狀態」欄包含下列幾種訊息： 

(A) 新增。 

(B) 部份刪除。 

(C) 全部刪除。 

(D) 部分成交。 

(E) 全部成交。 

(2) 列印 

A. 請先執行查詢作業。 

B. 以滑鼠左鍵點選  列印  顯示報表視窗。 

 

C. 點擊  按鈕，顯示報表列印畫面，點選  列印 ，列印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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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點擊  按鈕，將顯示另存新檔畫面，可將報表另存成，Excel/Pdf/Word

三種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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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情 

（一） 工作項目說明 

1、 功能說明： 

「行情揭示」功能提供證券商查詢市場最佳買賣報價、所有推薦證券商報價明細、

最佳委託買賣價、成交資訊及上市櫃掛牌進度等資訊。 

2、 行情揭示功能選項： 

功能選項  功  能  說  明  頁次  

全 部 
顯示所有掛牌之興櫃股票最佳買賣報價及成交

行情。 
81 

自 選 指定自選股及自選股行情揭示資料查詢。 84 

篩

選 

股 票 代 號 依股票代號查詢行情揭示資料。 86 

股 票 名 稱 依股票名稱查詢符合條件之行情揭示資料。 87 

類 股 依股票類別查詢其成分股之行情揭示資料。 88 

3、 規則說明： 

(1) 當興櫃股票交易時間內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與前一營業日加權平均成交價漲或

跌至 50%(含)以上時，暫停該檔興櫃股票之交易至當日交易時間結束為止，

此時於「行情揭示」視窗中，該筆股票將以紅底白字標示，且於暫停交易開

始時間欄位中顯示該筆股票暫停交易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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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情揭示 

1、 全部 

(1) 功能說明 :  

顯示興櫃股票全體最佳買賣報價、委託買賣、成交資訊及上市櫃掛牌進度等

資訊。 

(2) 畫面說明 :  

○1 點選開啟行情揭示表。點選 全部，視窗中顯示全部興櫃股票、基金、黃金

資料。 

 
(3) 操作說明 :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行情  出現下拉式選單，選取  行情揭示 Ctrl+M  

或直接點選快捷列上的 圖示後(或可直接按 Ctrl+M)，開啟「行情

揭示」視窗。 

B. 以滑鼠左鍵點選  全部 ，視窗中顯示全體興櫃股票資料： 

(A) 報買/賣價：彙整推薦證券商輸入之報價資料後，揭示目前市場上最

高買進、最低賣出之報價與數量。 

(B) 成交：當市最高、最低、均價、最近一筆成交價格、總成交數量及

最近一筆成交時間等。 

(C) 委買/委賣：揭示證券經紀商輸入之最高委託買進、最低委託賣出之

價格與數量。 

(D) 上市櫃進度 : 興櫃掛牌公司申請上市或上櫃審議進度。 

(E) 暫停交易開始時間 : 當興櫃股票交易時間內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與

前一營業日加權平均成交價漲或跌至 50%(含)以上時，暫停該檔興

櫃股票之交易之開始時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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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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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行情揭示」表提供「推薦券商查詢」、「報價資料」及「部份成交明細」

等三種明細資料查詢 (請參閱本手冊「行情揭示 - 明細資料查詢」)。 

E. 結束行情揭示查詢時，以滑鼠左鍵點選「行情揭示」視窗右上角的  圖

示關閉視窗。 

F. 將滑鼠移至標題列「名稱」及「幣別」欄位中間，將出現  可調整「名

稱」欄位顯示長度。 

○1 將滑鼠移至標題列「名稱」及「幣別」欄位中間。 

○2 出現 後，按住滑鼠左鍵，並往左或往右移動，調整至欲顯示寬度

後，放開滑鼠左鍵。 

 

G. 當該檔股票為暫停交易狀態，則該檔股票整列顯示為紅底。 

○1 為暫停交易之股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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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非暫停交易之股票。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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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選 

(1) 功能說明 :  

指定自選股及自選股行情揭示資料查詢。 

(2) 畫面說明 :  

○1 在「選」的儲存格以滑鼠左鍵快速點擊二下。該欄位顯示「●」時，表示已指

定為自選股。 

○2 點選  自選 ，視窗顯示自選股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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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說明 :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行情  出現下拉式選單，選取  行情揭示 Ctrl+M  或直

接點選快捷列上的 圖示後(或直接按 Ctrl+M)，開啟「行情揭示」視窗。 

B. 指定自選股： 

(A) 在「選」的儲存格上以滑鼠左鍵快速點擊二下。 

(B) 行情揭示表的第一欄「選」為指定自選股的欄位，當該欄位顯示「●」

時，表示該交易代號已指定為自選股。 

(C) 以滑鼠左鍵點選  自選  後，「行情揭示」視窗揭示設定為自選股之股

票行情。 

C. 取消自選股： 

(A) 當該交易代號已指定為自選股時，在「●」上以滑鼠左鍵快點二下，該

儲存格恢復為空白。 

(B) 以滑鼠左鍵點選  自選  後取消自選股設定。 

D. 以滑鼠左鍵點選  自選 ，「行情揭示」視窗中僅顯示自選股資料。 

E. 以滑鼠左鍵指點選資料欄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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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交易名稱/代號搜尋、排序及明細資料查詢僅針對表單上所列的資料，在只顯

示自選的行情揭示表上不可作非自選股的交易代號搜尋及明細資料查詢。 

G. 結束行情揭示查詢時，以滑鼠左鍵點選  行情揭示  視窗右上角的  圖

示關閉視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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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篩選 

(1) 功能說明 :  

依股票代號、股票名稱或類股，查詢行情揭示表上符合條件的行情揭示資料。 

(2) 畫面說明 :  

範例一、依「股票代號」篩選 

○1 輸入欲篩選的股票代號（英文字母大小寫有別）。 

○2 點選  查詢  進行資料篩選。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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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依「股票名稱」篩選 

○1 輸入欲篩選的股票名稱，以股票名稱篩選時，可輸入股票簡稱或該股票簡稱中

所含的單字，不得以發行公司全名或股票代號查詢。 

○2 點選  查詢  進行資料篩選。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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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三、依「類股」篩選 

○1 以滑鼠左鍵點選欲查詢之類股（可複選）。 

○2 點選  查詢  進行資料篩選 

 

 

(3) 操作說明 :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行情  出現下拉式選單，選取  行情揭示 Ctrl+M  或直

接點選快捷列上的 圖示後(或直接按 Ctrl+M)，開啟「行情揭示」視窗。 

B. 篩選方式及操作限制：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篩選  開啟「股票篩選」視窗。 

(B) 行情揭示表提供「股票代號」、「股票名稱」、「股票類股」、「基金商品」、

「黃金商品」五種篩選方式，篩選僅得就此五種項目擇一查詢，不可同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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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設定二種以上篩選條件。 

(C) 輸入篩選條件後，以滑鼠左鍵點選  查詢  進行資料篩選。 

(D) 結束篩選時，以滑鼠左鍵點選「股票篩選」視窗右上角的  圖示關閉

視窗。 

C. 以滑鼠左鍵指點選資料欄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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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股票代號搜尋、排序及明細資料查詢僅針對表單上所列之資料，經過篩選後

未顯示在行情揭示表上者，不得作股票代號搜尋及明細資料查詢。 

E. 結束行情揭示查詢時，以滑鼠左鍵點選  行情揭示  視窗右上角的  圖

示關閉視窗。 

4、 列印 

(1) 功能說明 : 

供證券商列印行情報表資料。 

(2) 操作說明 :  

A. 可於全部/自選/篩選作業後執行列印功能。 

B. 以滑鼠左鍵點選  列印  顯示報表視窗。 

 

C. 點擊  按鈕，顯示報表列印畫面，點選 列印 ，列印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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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點擊  按鈕，將顯示另存新檔畫面，可將報表另存成，Excel/Pdf/Word 三

種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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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搜尋 

(1) 功能說明 :  

供證券商快速找到欲查詢之交易代號。 

(2) 畫面說明 :  

○1 於交易名稱/代號欄位中輸入欲查詢之交易名稱/代號後，按  搜尋  按鈕。 

○2 自動將游標移至該筆交易代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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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明細資料查詢 

(1) 功能說明 :  

推薦證券商聯絡資料、推薦證券商報價明細及成交明細查詢。 

(2) 畫面說明 :  

範例一、推薦證券商連絡資料 

○1 於欲查詢之資料列「代號」、「名稱」、「幣別」、「前日均價」欄位中雙擊滑鼠左

鍵。 

○2 開啟「證券之推薦券商查詢」視窗。 

 

範例二、報價資料 

○1 於欲查詢之資料列「報買價格」、「報買數量」、「報賣價格」、「報賣數量」欄位

中雙擊滑鼠左鍵。 

○2 開啟「報價資料」視窗。 

○3 點選  重新查詢  按鈕，可查詢最新報價資料。 

 

範例三、成交明細查詢資料(詳見成交查詢) 

○1 於成交(最高、最低、均價、最近、數量、時間)任一欄位中，以滑鼠左鍵雙擊。 

○2 開啟「成交明細查詢」視窗。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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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說明 :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行情  出現下拉式選單，選取  行情揭示 Ctrl+M  或直

接點選快捷列上的 圖示後(或直接按 Ctrl+M)，開啟「行情揭示」視窗。 

B. 「行情揭示」提供「推薦券商查詢」、「報價資料」及「成交明細查詢」等三

種明細資料查詢。其中第一欄的「選」 (設定自選股欄位) 、「控管基準價」、

「委買」、「委賣」、「上市櫃進度」及「暫停交易開始時間」不提供明細資料

查詢外，其餘每一個欄位點選後皆提供明細資料查詢功能。 

C. 明細資料查詢方式： 

(A) 以滑鼠左鍵在提供明細查詢的儲存格內快點二下，開啟查詢視窗。 

(B) 選取的儲存格與明細資料內容對照表： 

欄位

名稱 

 前

日 

報買 報賣 成交 

代

號 

名

稱 

幣

別 

均

價 

價

格 

數

量 

價

格 

數

量 

最

高 

最

低 

均

價 

最

近 

數

量 

時

間 

資料

內容 

該種股票全體推薦

證券商連絡資料。 

該筆買賣報價明細

及提供報價之推薦

證券商連絡資料。 

證券商查詢本公司經「點選成

交」方式所申報的該種股票每

筆成交明細及占市場總成交

數額與比例。 

視窗

名稱 

推薦券商查詢 

 (如範例一) 

報價資料 

 (如範例二) 

成交明細查詢 

 (如範例三) 

 

(C) 此進階查詢不提供即時更新，若需最新資訊以滑鼠左鍵點選  重新查詢   

可更新資料內容。 

(D) 查詢結束後，以滑鼠左鍵點選  關閉視窗  或視窗右上角的  圖示

關閉查詢視窗。 

D. 本表依使用者權限提供各種不同的明細資料內容 (使用者權限說明請參閱本

手冊「使用權限內容一覽表：」) 。 

E. 「成交明細查詢」資料為證券商成交資料彙整，提供各證券商交易員查詢該

交易員點選成交之個股交易明細。非推薦證券商亦可透過本表查詢該公司成

交資料，查詢時若未顯示成交資料，表示該筆委託尚未成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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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表檔案 

＊＊＊ 本功能僅供「後台人員」使用 ＊＊＊ 

（一） 工作項目說明 

功能名稱  功  能  說  明  頁次  

報表下載 
提供後台人員(使用者)產製及列印興櫃股票交

易資料，並提供一週內各報表之查詢與列印。 
95 

Daily Traders 提供委託明細檔。 97 

Daily Orders 提供成交明細檔。 99 

下載今日的報價明細 提供當日報價明細檔(僅限推薦券商下載)。 101 

下載今日收到的委託單明細 
提供當日收到的委託單明細檔(僅限推薦券商

下載)。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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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表下載 

1、 開啟報表 

(1) 功能說明 :  

A. 本項功能主要是使用者產製報表內容，系統資料下載之用。 

B. 開啟報表時，將自動備份報表檔案至 ZipReports 資料夾中，並以當天日期

+reports 作為檔案名稱(如: )。 

(2) 操作說明 :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報表檔案  出現下拉式選單，選取 報表下載  後，開啟「報

表查詢」視窗。 

B. 使用者先選取所需日期，以下拉式選單點選「星期別」，以滑鼠左鍵點選    

○1 ，系統會自動下載交易資料，執行完畢後，將於畫面下方顯

示報表，以下拉式選單點選○2 ，可切換以下報表。 

 

(A) 清單 

(B) 股票日行情表(電腦議價點選成交) 

(C) 股票日行情表(系統外議價成交) 

(D) 股票次日異動資料 

(E) 基金日行情表(電腦議價點選成交) 

(F) 基金日行情表(系統外議價成交) 

(G) 黃金日行情表(電腦議價點選成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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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印 

(1) 點擊  按鈕，顯示報表列印畫面，點選  列印 ，列印報表。 

 
(2) 點擊  按鈕，將顯示另存新檔畫面，可將報表另存成，Excel/Pdf/Word 三種

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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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aily Trades 

1、 功能說明 : 

(1) 本項功能主要是使用者下載 Daily Trades 之用。 

(2) 每日自動備份 Daily Trades 檔案至 ZipReports 資料夾中，並以當天日期

+DailyOrders_DailyTrades 作為檔案名稱(如:

)。 

2、 操作說明 :  

(1) 滑鼠左鍵點選「報表檔案」展開下拉式選單。 

(2) 以滑鼠左鍵執行「Daily Trades」按  確定  產生成交明細檔。 

3、 畫面說明 :  

 

4、 報表檔案內容格式 : 

欄位名稱 長度 說明 備註 

Trade Kind Char(1) 

‘1’ – 點選成交 

‘2’ – 成交申報 

‘4’ – 報價驅動 

‘5’ – 委託驅動 

’6’–成交申報(中介交易) 

’7’–成交申報(經紀商錯帳) 

‘8’–成交申報(與其他推薦券商議

價) 

‘9’–成交申報(與即將加入自營商

議價) 

‘Z’–成交申報(其他經本中心核

准事由) 

成交類別 

BrokerID Char(4)  證券商代號 

TraderName Char(10)   

OrderNumber Char(5)  己方委託單號 

Order Kind Char(1) “1”-張 “2”-股 委託種類 

Investor ID Char(7) 9(7) 投資人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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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Date Char(7)  成交日期 

TradeTime Char(8)  成交時間 

Stock ID Char(6)  股票代碼 

BuySell Char(1)  “1”-買 / “2”-賣 己方買賣別 

Price Char(7) 9(4).99 成交價 

Volume Char(8) 9(8) 成交股數 

PartyBrokerID Char(4)  
對方證券商代

號 

OrderSequenceNumber Char(7)  系統委託序號 

QuoteSequenceNumber Char(7)  系統報價序號 

TradeSequenceNumber Char(7)  系統成交序號 

Delimiter Char(2) #0D#0A 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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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Daily Orders 

1、 功能說明 : 

(1) 本項功能主要是使用者下載 Daily Orders 之用。 

(2) 每日自動備份 Daily Orders 檔案至 ZipReports 資料夾中，並以當天日期

+DailyOrders_DailyTrades 作為檔案名稱(如:

)。 

2、 操作說明 :  

(1) 滑鼠左鍵點選「報表檔案」展開下拉式選單。 

(2) 以滑鼠左鍵執行「Daily Orders」按  確定  產生委託明細檔。 

3、 畫面說明 :  

 

4、 報表檔案內容格式 : 

欄位 型態 說明 備註 

Stock ID Char(6) 股票代號 
 

Order Number Char(5) 報價單號 
 

Broker ID Char(4) 報價證券商代號 
 

Order_Seq Char(7) 委託單號 
 

Inverstor ID Char(7) 投資人帳號 推薦券商為 0000000 

Order_Kind Char(1) 報價類別 
"1"–張 

"2"–股 

BuyOrSell Char(1) 買賣類別 
"1"–買 

"2"–賣 

Price Char(7) 價格 9999.99 

Volume Char(8) 數量（股） 99999999，扣除已成交的數量 

Trader Number Char(5) 交易員代碼 
 

Status Char(1) 委託狀況 

"1"–新增 

"2"–修改結算方式 

"3"–部分刪除 

"4"–全部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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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型態 說明 備註 

"5"–部分成交 

"6"–全部成交 

Time Char(6) 委託時間 HHMMSS 

Delimiter Char(2) #0D#0A 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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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下載今日的報價明細 

1、 功能說明 : 

(1) 本項功能主要是使用者下載今日的報價明細之用。 

(2) 僅限推薦券商(造市商)使用。 

2、 操作說明 :  

(1) 滑鼠左鍵點選「報表檔案」展開下拉式選單。 

(2) 以滑鼠左鍵執行「下載今日的報價明細」，按  確定  產生報價明細檔。 

3、 畫面說明 :  

 

4、 報表檔案內容格式 : 

欄位 型態 長度 說明 

日期 Char(8) 8 西元年月日，YYYYMMDD 

時間 Char(8) 8 HHMMSSZZ 

報價券商代號 Char(4) 4 
 

股票代號 Char(6) 6 
 

買賣別 Char(1) 1 1:買； 2:賣 

價格 Char(7) 7 格式：9999.99 

數量(股) Char(8) 8 扣除已成交後之數量 

跳行符號 Char(2) 2 0x0D 0x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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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下載今日收到的委託單明細 

1、 功能說明 : 

(1) 本項功能主要是使用者下載今日收到的市場委託單明細之用。 

(2) 僅限推薦券商(造市商)使用。 

2、 操作說明 :  

(1) 滑鼠左鍵點選「報表檔案」展開下拉式選單。 

(2) 以滑鼠左鍵執行「下載今日收到的委託單明細」，按按  確定  產生委託單

明細檔。 

3、 畫面說明 :  

 

4、 報表檔案內容格式 : 

欄位 型態 長度 說明 

日期 Char(8) 8 西元年月日，YYYYMMDD 

時間 Char(8) 8 HHMMSSZZ 

收委託單券商代號 Char(4) 4 
 

狀態 Char(1) 1 A:新增；U:修改; D:刪除 

委託券商代號 Char(4) 4 
 

股票代號 Char(6) 6 
 

買賣別 Char(1) 1 1:買；2:賣 

價格 Char(7) 7 格式：9999.99 

數量(股) Char(8) 8 扣除已成交後之數量(餘量) 

系統委託單號 Char(7) 7 系統賦予的委託單編號 

跳行符號 Char(2) 2 0x0D 0x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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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系統維護 

（一） 工作項目說明 

1、 功能說明： 

使用者資料維護、權限設定、公司聯絡人資料維護、推薦股票聯絡人資料維護、

與前筆報價價差比率設定。 

2、 系統維護功能選項： 

功能名稱  功  能  說  明  頁次  

使用者資料維護 
使用者名稱、系統登入暨交易密碼、使用權限

等資料設定。 
104 

公司聯絡人資料維護 證券商承辦興櫃股票業務之聯絡人資料維護。 111 

推薦股票聯絡人資料維護 
推薦證券商個別股票報價、交易及成交申報聯

絡人資料維護。 
112 

與前筆報價價差比率設定 設定本筆報價與前筆報價之價差比率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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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者資料維護 

1、 功能說明 :  

新增、查詢、修改、刪除使用者資料及使用者權限設定。 

2、 畫面說明 :  

範例一、「新增」使用者資料 

○1 點選  新增  ，畫面顯示「證券商」代號及名稱。輸入資料，其中「使用者

帳號」及「中文名稱」為必要項目。 

 

○2 按  申報  進行資料傳送或按  取消  放棄新增。 

 

 主機連線使用者權可即時接收全公司成交訊息(C2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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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機委託(交易)使用者權限可送出委託單，不收行情廣播訊息，提高委託單

訊息速率。 

 虛擬交易員權限可接收廣播訊息直接與交易主機連線，不經過資訊伺服器，

提高點選成交下單速度。 

範例二、「修改」使用者資料 

○1 選取「證券商」及「使用者」後顯示該使用者資料。 

○2 點選  修改 輸入欲修改的資料。 

○3 按  申報  進行資料傳送或按  取消  放棄修改。 

 

範例三、「刪除」使用者資料 

○1 選取「證券商」及「使用者」後顯示該使用者資料。 

○2 點選  刪除  按鈕。 

○3 按  是(Y)  確定刪除使用者資料或按  否(N)  放棄刪除。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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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說明 :  

(1) 以滑鼠左鍵點選  系統維護  展開下拉式選單，選取  使用者資料維護  後，

開啟「使用者資料維護」視窗。 

(2) 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 

A. 新增：選取「證券商」後，點選  新增 ，畫面顯示「證券商」代號及

名稱，資料維護者輸入以下內容進行建檔。其中「使用者帳號」、「使用

者密碼」及「中文名稱」為必要項目，其餘欄位可不輸入資料。 

欄位名稱 限制字數 

使用者帳號 8 個英數字;4 個中文字 

使用者密碼 8 個英數字(至少 7 碼，且須文數字混合) 

確認密碼 8 個英數字(至少 7 碼，且須文數字混合) 

中文名稱 10 個英數字;5 個中文字 

電話號碼 區碼 3 個數字，號碼 10 個數字 

分機 5 個數字 

英文姓氏 8 個英數字 

英文名字 12 個英數字 

 

B. 修改：選取「證券商」及「使用者」代號、名稱，畫面顯示該使用者資

料，點選  修改  後將游標移至欲修改之欄位，輸入資料內容。 

C. 刪除：選取「證券商」及「使用者」代號、名稱後顯示該使用者資料，

以滑鼠左鍵點選  刪除 ，畫面上出現警示訊息視窗，確認無誤後點選   

是(Y)  刪除該筆資料。 

(3) 使用者「狀態」設定：以滑鼠左鍵點選  目前狀態  展開下拉式選單，使用

者基本資料變更可將該使用者設定為「ACTIVE：可使用」或「SUSPEND：

停用」，該設定當日生效，並於使用者下一次登錄時檢核；使用者帳號之新增、

刪除及權限變更為次日生效，該欄自動顯示「Blank：當日尚未生效」，此時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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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不得更改設定。 

(4) 次日狀態 : 僅為顯示次日之狀態，無法選擇。 

(5) 使用者「權限」設定：以滑鼠左鍵勾選 (Check Box) 可開啟或取消該項權限。 

(6) 資料輸入完畢後，按  申報  傳送或  取消  取消修改。 

(7) 以滑鼠左鍵點選視窗右上角的  圖示可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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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操作方式： 

 基本資料及使用權限內容  操作方式  

基本

資料 

證券商 
由「證券商」下拉式選

單中選取 

使用者帳號、使用者密碼、中文名稱、電話號

碼、英文姓氏、英文名字。 
使用者資料輸入 

目前

狀態 

「ACTIVE：可使用」、「SUSPEND：停用」、

「Blank：當日尚未生效」。 
從下拉選單中選取 

權限 

公司主管、系統管理員、股票交易員、基金交

易員、黃金交易員、Key In 人員、後台人員、

主機連線使用者、主機委託(交易)使用者、虛

擬交易員及成交回報接收者。 

按滑鼠左鍵以勾選方

式  (Check Box) 開啟

該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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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權限內容一覽表： 

使用權限  

系統功能  

推薦證券商/造市商 經紀商 
主

機

連

線 

使 

用
者 

 

虛

擬

交

易

員 

備 註  
公
司
主
管 

系
統
管
理
員 

興
櫃
交
易
員  

基

金

交

易

員 

黃

金

交

易

員 

Key 

In 

人
員 

後
台
人
員 

主
機
交
易
使
用
者 

成
交
回
報
接
收
者 

公
司
主
管 

系
統
管
理
員 

交
易
員  

Key 

In 

人
員 

後
台
人
員 

主
機
委
託
使
用
者 

檔
案  

系統登入

／登出 
○ ○ ○ ○ ○ ○ ○ ○ ○ ○ ○ ○ ○ ○ ○ ○ ○  

顯示系統

訊息 
○ ○ ○ ○ ○ ○ ○ ○ ○ ○ ○ ○ ○ ○ ○ ○ 

 
 

結束 ○ ○ ○ ○ ○ ○ ○ ○ ○ ○ ○ ○ ○ ○ ○ ○  
 

造
市
交
易  

報價輸入 ○  ○ ○ ○            
 

 

點選成交 ○  ○ ○ ○   ○         ○  

成交申報 ○  ○ ○                 
 

 

買賣超查

詢 
○  ○ ○ ○  ○ ○ 

 
       

 

 

 放行單 ○  ○ ○ ○              

成交查詢 ○  ○ ○ ○ ○ ○ ○ 
 
○  ○ ○ ○ ○  

 非公司主管及後

台人員限查詢本

人成交之資料 

委
託  

委託輸入 ○     ○  ○  ○   ○  ○  
 

 

委託修改

刪除 
○    

 
○  ○ 

 
○   ○  ○  

 限查詢本人輸入

之資料 

委託明細

查詢 
○    

 

○ ○ ○ 

 

○   ○ ○ ○  

 非公司主管及後

台人員限查詢本

人輸入之資料 

行情揭示  ○ ○ ○ ○ ○ ○ ○   ○ ○ ○ ○ ○  ○  
 

報
表
檔
案  

報表下載 ○      ○   ○    ○     

Daily 

Trades 
○    

 
 ○  

 
○    ○   

 
 

Daily 

Orders 
○    

 
 ○  

 
○    ○   

 
 

今日報價

明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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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收到

委託明細 
○    

 
 ○  

 
○    ○   

 
 

系
統
維
護  

使用者資

料維護 
○ ○ ○ ○ ○ ○ ○ ○ ○ ○ ○ ○ ○ ○ ○ ○ 

 非公司主管及系

統管理員限修改

本人資料 公司聯絡人

資料維護 
○ ○   

 
   

 
○ ○      

 
 

推薦股票聯

絡人資料維

護 

○ ○   
 

   
 

       
 

 

與前筆報價

價差比率 
○  ○ ○ ○    

 
       

 
 

公告訊息  ○ ○ ○ ○ ○ ○ ○  ○ ○ ○ ○ ○ ○  ○  
 

視   窗  ○ ○ ○ ○ ○ ○ ○ ○ ○ ○ ○ ○ ○ ○ ○ ○   

推薦券商 

成交回報 

收 受 

       

 

○      

 

 

 

 

全公司成
交回報收

受 

               ○   

 

註：如使用者具多重使用權限，則其可使用之系統功能為所勾選權限之總合。 

4、 注意事項 :  

(1) 證券商僅「公司主管」權限須向櫃檯買賣中心申請註冊，且每一證券商限申

請一位「公司主管」權限，其餘使用者帳號及資料得由公司主管及系統管理

員自行新增、修改或刪除，無須向櫃檯買賣中心提出申請；公司主管異動時

須向櫃檯買賣中心申請資料變更。 

(2) 使用者帳號不得超過 8 個字元 (Character) ，使用者密碼不得超過 8 個字元 

(Character) 。 

(3) 使用者資料可依使用者權限修改，每個使用者的權限須由公司主管及系統管

理員授與，故本系統除中文名稱、電話號碼、英文姓氏、英文名字及使用者

密碼之外，禁止自己修改自己的狀態與權限。 

(4) 推薦證券商係指證券自營商 (證券商代號為○○○T 者) ，其總、分公司之經紀

部門視同一般經紀商，系統功能與一般經紀商相同。 

(5) 「成交回報接收者」權限，每家推薦券商只能設定 2 個使用者。 

(6) 「主機連線使用者」與「虛擬交易員」全公司(包含經紀商、推薦券商與自營

商)只能設定 1 個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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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聯絡人資料維護 

1、 功能說明 :  

證券商承辦興櫃股票業務之公司聯絡人資料查詢及修改。 

2、 畫面說明： 

○1 點選  修改  後輸入更新的資料內容。 

○2 資料輸入完畢後，按  申報 傳送資料或按  取消  放棄修改。 

 

3、 操作說明 :  

(1) 操作步驟：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系統維護  展開下拉式選單。 

B. 選取  公司聯絡人資料維護  後，開啟「公司聯絡人資料」視窗，顯示

券商代號、名稱及目前建檔之公司聯絡人(10 個英數字，5 個中文字)、

電話(區碼 3 個數字，號碼 10 個數字，分機 5 個數字)。 

C. 選取  修改 ，將游標移至欲修改之欄位，輸入資料內容。 

D. 資料輸入完畢後，按  申報  傳送資料或  取消  放棄修改。 

E. 以滑鼠左鍵點選視窗右上角的  圖示關閉視窗。 

(2) 公司聯絡人資料由櫃檯買賣中心統籌建檔，證券商自行維護。 

(3) 修改後的公司聯絡資料隔日生效。 

 

 

  

○1  

○2  



  
 

112  
 

（四） 推薦股票聯絡人資料維護 

1、 功能說明 :  

推薦證券商設定個股聯絡人基本資料，供推薦券商依不同個股查詢聯絡人員。 

2、 畫面說明： 

○1 點選  修改  後輸入更新的資料內容。 

○2 資料輸入完畢後，按  申報 傳送資料或按  取消  放棄修改。 

 

3、 操作說明 :  

A. 操作步驟： 

(A) 以滑鼠左鍵點選  系統維護  展開下拉式選單。 

(B) 選取  推薦股票聯絡人資料維護  後，開啟「推薦股票聯絡人資料維護」

視窗。 

(C) 查詢：選取「交易代號」後按  查詢 ，顯示該股票公司聯絡人、公司

聯絡電話。 

(D) 修改：選取「交易代號」後按  修改 ，畫面上顯示該股票之公司聯絡

人、公司聯絡電話，將游標移至欲修改之欄位，輸入資料內容。 

公司聯絡人 : 10 個英數字，5 個中文字。 

公司聯絡電話 : 區碼 3 個數字-號碼 10 個數字，分機 5 個數字。 

(E) 資料輸入完畢後，按  申報  傳送資料或  取消  放棄修改。 

(F) 以滑鼠左鍵點選視窗右上角的  圖示關閉視窗。 

B. 證券商之推薦股票聯絡人資料由櫃檯買賣中心統籌建檔，證券商自行維護。 

C. 同一聯絡人可分別設定多種股票，但每一種股票限由一聯絡人負責。 

D. 股票代號與名稱由櫃檯買賣中心統籌建檔，證券商不得修改。 

E. 修改後的推薦股票聯絡人資料隔日生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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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與前筆報價價差比率設定 

1、 功能說明 :  

推薦證券商設定本筆報價與前筆報價之價差比率。 

2、 畫面說明： 

○1 點選  查詢  可查詢原設定之報價價差比例。 

 

○2 點選  修改  輸入報價價差比例。 

○3 點選  申報  更新報價價差比例，或點選  取消  取消修改。 

 

3、 操作說明 :  

(1) 以滑鼠左鍵點選 系統維護 展開下拉式選單。 

(2) 選取 與前筆報價價差比率設定 後，開啟「與前筆報價價差比率設定」視窗。 

(3) 以滑鼠左鍵點選 查詢 後，可查詢原設定之報價價差比例。 

(4) 以滑鼠左鍵點選 修改 ，再於 報價價差比例 欄位輸入最新之設定比例，並

以滑鼠左鍵點選 申報 後，即可修改原設定之報價價差比例。 

(5) 以滑鼠左鍵點選視窗右上角的  圖示關閉視窗。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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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公告訊息 

（一） 工作項目說明 

1、 功能說明 :  

提供證券商查詢市場公告資料。 

2、 畫面說明： 

○1 點更新公告即可查看最新公告。 

○2 以滑鼠左鍵點選資料列上任一儲存格可於下方顯示公告內容。 

○3 將滑鼠游標移至交界處，出現  可調整上方清單及下方內容之顯示高度。 

 
3、 操作說明 :  

(1) 公告訊息分為一般公告及緊急公告兩種；緊急公告發佈時，「公告訊息」視窗

將自動開啟並更新公告訊息，一般公告發佈時，若「公告訊息」視窗已開啟，

系統隨時更新公告訊息，若「公告訊息」視窗未開啟，則以滑鼠左鍵點選 

  公告訊息  展開下拉式選單，執行  開啟  後顯示市場公告畫面。 

(2) 以  ↑ 、  ↓  鍵或滑鼠左鍵點選資料列上任一儲存格可顯示該則公告內容。 

(3) 「股票」欄出現股票名稱時，表示此公告訊息與該股票有關，空白表示通則

公告。 

(4) 「更新」欄出現序號時，表示該則公告為更正公告，「更新」欄之序號即為原

始公告序號。 

(5) 以滑鼠左鍵點選  更新公告  可重新向櫃檯買賣中心查詢最新公告訊息。 

(6) 以滑鼠左鍵點選視窗右上角的 圖示關閉視窗。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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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視窗 

（一） 工作項目說明 

1、 功能說明： 

工作視窗的排列方式及常用組合之設定、存取與移除。 

2、 「視窗」功能選項： 

功能選項  功  能  說  明  頁次  

視窗重排 整理畫面，將所有已展開之視窗重疊顯示。 116 

並排顯示 整理畫面，將所有已展開之視窗並排顯示。 117 

全部最小化 將所有已開啟之視窗作最小化處理。 118 

取出視窗組合 開啟已設定之視窗組合。 119 

儲存視窗組合 儲存常用視窗的組合設定。 120 

刪除視窗組合 刪除已儲存之視窗組合。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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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視窗重排 

1、 功能說明 :  

開啟數個視窗時，執行  視窗重排  指令可將所有已展開之視窗 (不含最小化視

窗) 依使用順序自畫面左上角開始重疊顯示。 

2、 操作說明 :  

(1) 以滑鼠左鍵點選  視窗  展開下拉式選單。 

(2) 以滑鼠左鍵選取  視窗重排  可重整理畫面。 

3、 畫面說明： 

○1 點選視窗重排。 

○2 所有已展開之視窗依使用順序自畫面左上角開始重疊顯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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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並排顯示 

1、 功能說明 :  

開啟數個視窗時，執行  並排顯示  指令可將所有已展開之視窗 (不含最小化視

窗) 依使用順序並排顯示。 

2、 畫面說明： 

○1 點選並排顯示。 

○2 已展開之視窗依使用順序並排顯示。 

 
3、 操作說明 :  

(1) 以滑鼠左鍵點選  視窗  展開下拉式選單。 

(2) 以滑鼠左鍵選取  並排顯示  可重新整理畫面。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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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全部最小化 

1、 功能說明 :  

將所有已開啟之視窗作最小化處理，最小化視窗會由左至右橫列在視窗底端。 

2、 畫面說明： 

○1 點選全部最小化。 

○2 所有開啟之視窗作最小化處理，由左至右橫列在視窗底端。 

 

3、 操作說明 :  

(1) 以滑鼠左鍵點選  視窗  展開下拉式選單。 

(2) 以滑鼠左鍵選取  全部最小化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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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取出視窗組合 

1、 功能說明 :  

開啟已設定並儲存之視窗組合。 

2、 畫面說明： 

○1 開啟  取出視窗組合  視窗。 

○2 於上方清單中點選檔名，或直接輸入檔名。 

○3 按  取出  開啟視窗組合，或按  取消  關閉「取出設定」對話框。 

 

3、 操作說明 :  

(1) 以滑鼠左鍵點選  視窗  展開下拉式選單。 

(2) 以滑鼠左鍵點選  取出視窗組合 ，開啟「取出設定」對話框。 

(3) 輸入或選取欲開啟的視窗組合檔案名稱，執行  取出  開啟視窗組合或執行  

取消  關閉「取出設定」對話框。 

 

  

○1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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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儲存視窗組合 

1、 功能說明 :  

將常用的視窗組合設定儲存檔案，免除重新排序。 

2、 畫面說明： 

○1 開啟儲存視窗組合視窗。 

○2 輸入欲設定的視窗組合檔案名稱。 

○3 按  儲存  儲存現有視窗排列，或按  取消  關閉「儲存設定」對話框。 

 

3、 操作說明 :  

(1) 以滑鼠左鍵點選  視窗  展開下拉式選單。 

(2) 以滑鼠左鍵點選  儲存視窗組合 ，開啟「儲存設定」畫面。 

(3) 輸入欲設定的視窗組合檔案名稱，執行  儲存  完成現有視窗排列儲存，或

執行  取消  關閉「儲存設定」對話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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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刪除視窗組合 

1、 功能說明 :  

刪除已儲存之視窗組合。 

2、 畫面說明： 

○1 開啟  刪除視窗組合  視窗。 

○2 輸入或選取欲刪除的視窗組合檔案名稱。 

○3 按  刪除  自清單中移除該視窗組合，或按  取消  關閉「刪除設定」對話

框。 

 

3、 操作說明 :  

(1) 以滑鼠左鍵點選  視窗  展開下拉式選單。 

(2) 以滑鼠左鍵點選  刪除視窗組合 ，開啟「刪除設定」對話框。 

(3) 輸入或選取欲刪除的視窗組合檔案名稱，執行  刪除  自清單中移除該視窗

組合，或執行  取消  關閉「刪除設定」對話框。 

 

  

○1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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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一、 報價檔案格式 

（一） 檔案匯入 (U05：批次匯入)  

欄位 型態 說明 備註 

Stock No X(6) 股票代號 不足位向右補空白 

Buy/Sell X 買賣別 (“B”-買，“S”-賣) 推薦券商的立場 

Price 9(4)v9(2) 價格 (單位：元) 不足位補 0 

(不含小數點) 

Quantity 9(10) 

 

數量 (單位：股) 左邊不足位補 0 

[系統僅使用 8 碼] 

Terminator 0x0D+0x0A 分隔符號 CarriageReturn + LineFeed 

 

（二） 檔案匯出(U02)  

欄位 型態 說明 備註 

BrokerSeqNo 9(6) 推薦券商之報價序號 保留未使用 

為與現行系統格式一致 

CenterSeqNo 9(8) 全市場之報價序號 保留未使用 

為與現行系統格式一致 

Stock No X(6) 股票代號 不足位向右補空白 

Buy/Sell X 買賣別 (“B”-買，“S”-賣) 推薦券商的立場 

Price 9(4)v9(2) 價格 (單位：元) 不足位補 0 

(不含小數點) 

Quantity 9(10) 數量 (單位：股) 不足位補 0 

[系統僅使用 8 碼] 

Status 9(2) 報價狀態 詳見補充說明 

Terminator 0x0D+0x0A 分隔符號 CarriageReturn + LineFeed 

1、 補充說明 : 

(1) 當『檔案匯出』為『全部之資料』，則資料表中尚未申報資料之 BrokerSeqNo、

CenterSeqNo、Status 欄位於檔案中皆為空白。 

(2) 報價狀態請參照系統安裝路徑+SystemData\Error.tbl 檔案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 :  

正式版 : C:\TPEX\ESTOCK\ 測試版 : C:\TPEX\ESTOCKTEST\ ) 

“081000XX=中文狀態說明”，XX 為報價狀態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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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交申報檔案格式 

（一） 檔案匯入 (U06)  

以交易態樣來區分中介交易（1）或非中介交易（2~5 或 Z），中介交易與非中介交易格式長度

不同，併入同一檔案再匯入證券商端軟體，格式內容如下： 

1、 中介交易（格式長度：69 bytes） 

欄位 型態 說明 備註 

TradeType X 交易態樣 “1”-中介交易 

Stock No X(6) 股票代號 不足位向右補空白 

Buy Price 9(4)v9(2) 買進價格 (單位：元) 
不足位補 0（） 

(不含小數點) 

Buy Quantity 9(8) 買進數量 (單位：股) 不足位補 0 

Buy PartyBrokerID X(4) 買進交易對手券商代號 不足位向右補空白 

Buy PartyIvaNo 9(7) 買進交易對手客戶帳號 不足位補 0 

Buy BrokerSeqNo 9(5) 買進申報序號 不足位補 0 

Sell Price 9(4)v9(2) 賣出價格 (單位：元) 
不足位補 0（） 

(不含小數點) 

Sell Quantity 9(8) 賣出數量 (單位：股) 不足位補 0 

Sell PartyBrokerID X(4) 賣出交易對手券商代號 不足位向右補空白 

Sell PartyIvaNo 9(7) 賣出交易對手客戶帳號 不足位補 0 

Sell BrokerSeqNo 9(5) 賣出申報序號 不足位補 0 

Terminator 0x0D+0x0A 分隔符號 CR + LF 

 

2、 非中介交易（格式長度：440 bytes） 

欄位 型態 說明 備註 

TradeType X 交易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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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自營商系統外議價 

“Z”-興櫃股票議價交

易態樣為其他經本中心

核准事由 

Stock No X(6) 股票代號 不足位向右補空白 

Buy/Sell X 買賣別（”B”-買，”S”-賣） 己方立場 

Price 9(4)v9(2) 價格 (單位：元) 
不足位補 0（） 

(不含小數點) 

Quantity 9(8) 數量 (單位：股) 不足位補 0 

PartyBrokerID X(4) 交易對手券商代號 不足位向右補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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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型態 說明 備註 

PartyIvaNo 9(7) 交易對手客戶帳號 不足位補 0 

Approved Description X(400) 
已取得本中心核准之事

由說明 

交易態樣為”Z”需輸入

（至多 200 個中文字，

BIG5 編碼）， 

非”Z”此欄位填空白 

BrokerSeqNo 9(5) 申報序號 不足位補 0 

Terminator 0x0D+0x0A 分隔符號 CR + LF 

 

3、 補充說明 : 

申報序號編碼規則：批次匯入：一律為零。 

 

（二） 檔案匯出 (U04)  

以交易態樣來區分中介交易（1）或非中介交易（2~5 或 Z），中介交易與非中介

交易格式長度不同，從證券商軟體匯出會併入同一檔案，格式內容如下： 

1、 中介交易（格式長度：87 bytes） 

欄位 型態 說明 備註 

TradeType X 交易態樣 “1”-中介交易 

Buy CenterSeqNo 9(7) 買進全市場之成交序號  

Sell CenterSeqNo 9(7) 賣出全市場之成交序號  

Stock No X(6) 股票代號 不足位向右補空白 

Buy Price 9(4)v9(2) 買進價格 (單位：元) 
不足位補 0 

(不含小數點) 

Buy Quantity 9(8) 買進數量 (單位：股) 不足位補 0 

Buy PartyBrokerID X(4) 買進交易對手券商代號 不足位向右補空白 

Buy PartyIvaNo 9(7) 買進交易對手客戶帳號 不足位補 0 

Buy BrokerSeqNo 9(5) 
對應《檔案匯入》買進之申

報序號 
保留未使用 

Sell Price 9(4)v9(2) 賣出價格 (單位：元) 
不足位補 0 

(不含小數點) 

Sell Quantity 9(8) 賣出數量 (單位：股) 不足位補 0 

Sell PartyBrokerID X(4) 賣出交易對手券商代號 不足位向右補空白 

Sell PartyIvaNo 9(7) 賣出交易對手客戶帳號 不足位補 0 

Sell BrokerSeqNo 9(5) 
對應《檔案匯入》賣出之申

報序號 
保留未使用 

Status 9(4) 申報狀態  

Terminator 0x0D+0x0A 分隔符號 CR + 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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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中介交易（長度：451 bytes） 

欄位 型態 說明 備註 

TradeType X 交易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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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即將加入推薦之

自營商系統外議價 

“Z”-興櫃股票議價交

易態樣為其他經本中心

核准事由 

CenterSeqNo 9(7) 全市場之成交序號  

Stock No X(6) 股票代號 不足位向右補空白 

Buy/Sell X 買賣別（”B”-買，”S”-賣） 己方立場 

Price 9(4)v9(2) 價格 (單位：元) 
不足位補 0（） 

(不含小數點) 

Quantity 9(8) 數量 (單位：股) 不足位補 0 

PartyBrokerID X(4) 交易對手券商代號 不足位向右補空白 

PartyIvaNo 9(7) 交易對手客戶帳號 不足位補 0 

Approved Description X(400) 
已取得本中心核准之事

由說明 

交易態樣為”Z”需輸入

（至多 200 個中文字，

BIG5 編碼）， 

非”Z”此欄位填空白 

BrokerSeqNo 9(5) 
對應《檔案匯入》之申報

序號 
保留未使用 

Status 9(4) 申報狀態  

Terminator 0x0D+0x0A 分隔符號 CR + LF 

 

3、 補充說明 :  

(1) 當『檔案匯出』為『全部之資料』，則資料表中尚未申報資料之 CenterSeqNo、

Status 欄位於檔案中皆為空白。 

(2) 成交申報狀態請參照內定系統預設路徑+SystemData\Error.tbl 檔案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 :  

正式版 : C:\TPEX\ESTOCK\ 

測試版 : C:\TPEX\ESTOCKTEST\ ) 

“070200XX=中文狀態說明”，XX 為報價狀態代碼。 

4、 尚未申報之資料 

同 『檔案匯入 (U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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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委託檔案格式 

（一） 檔案匯入 (U07：批次匯入)  

欄位 型態 說明 備註 

Order seq Char(7) 市場編號 (系統編碼) [註 1] 

Operation Char(1) 資料匯入型態 

A:新增  [註 1] 

U:修改  [註 2] 

D:刪除  [註 3] 

Investor ID Char(7) 投資人帳號  

Stock ID Char(6) 交易代號  

Buy or Sell Char(1) 買賣別 
‘1’– 買   

‘2’ – 賣 

Price Char(7) 價格（單位：元）  9(4).99 （含小數點） 

Volume Char(8) 委託股數（單位︰股） 

1. 零股時：委託股數必須小

於 1000 股. 

2. 委託股數大於 1000 股時,

不可包含零股. 

Order 

Broker ID 
Char(4) 申報券商代號  

User Defined Char(8) 使用者自訂欄位  

Terminator 0x0D+0x0A CarriageReturn + LineFeed 分隔符號 

1、 註： 

(1) 若資料為新增時, Order Seq 請填空白。 

(2) 修改依據 Order Seq 運作，請將原先資料填入相對應欄位，系統會比對是否與

原先資料相符合，若不符合系統會跳出錯誤訊息視窗。（修改時，只允許減少

Volume 委託股數，其他欄位不允許異動。） 

(3) 刪除時依據 Order Seq 運作，請將原先資料填入相對應欄位，系統會比對是否

與原先資料相符合，若不符合系統會跳出錯誤訊息視窗。 

(4) 若匯入檔內容長度錯誤時，程式會跳出錯誤訊息視窗，且不匯入 U07 檔案。 

(5) 若匯入檔內容有誤時，會於系統訊息中顯示錯誤資料，並略過該筆資料，繼

續匯入作業。 

(6) 每日開盤後登入系統並打開「行情揭示」視窗，即可於內定系統預設路徑

\SystemData\036取得行情揭示檔，比對行情揭示視窗及檔案內容即可得知「前

日均價」。(內定系統預設路徑 :  

正式版 : C:\TPEX\ESTOCK\  測試版 : C:\TPEX\ESTOCK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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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檔案匯出（U09） 

1、 完成狀態之資料 

2、 錯誤狀態之資料 

3、 已申報之資料 

4、 全部之資料 

欄位 型態 說明 備註 

Order seq Char(7) 市場編號 (系統編碼) 

Investor ID Char(7) 投資人帳號  

Stock ID Char(6) 交易代號  

Buy or Sell Char(1) 買賣別 
 ‘1’ – 買 

 ‘2’ – 賣 

Price Char(7) 價格（單位︰元）  9(4).99（含小數點） 

Volume Char(8) 委託股數 （單位︰股）   

Order 

Broker ID 
Char(4) 申報券商代號  

Status 9(2) 狀態 詳見補充說明 

User Defined Char(8) 使用者自訂欄位  

Terminator 0x0D+0x0A 分隔符號 CarriageReturn + LineFeed 

(1) 補充說明： 

A. 當『檔案匯出』為『全部之資料』，則資料表中尚未申報資料之 OrderNo、

OrderSeq、Status 欄位於檔案中皆為空白。 

B. 委託狀態請參照內定系統預設路徑+SystemData\Error.tbl 檔案 

(內定系統預設路徑 : 

正式版 : C:\TPEX\ESTOCK\ 

測試版 : C:\TPEX\ESTOCKTEST\ ) 

“032000XX=中文狀態說明”，XX 為委託狀態代碼。 

 

5、 尚未申報之資料 

存成匯入檔 

同 『檔案匯入 (U07：批次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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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資料檔(notice.txt) 

檔案代碼：019 

每筆資料長度：112 Bytes 

欄位 屬性 長度 說明 備註 

股票代碼 X(6) 6 左靠右補空白  

股票中文名稱 X(16) 16 左靠右補空白  

上次加權平均成交價 9(4)V99 6   

上次成交日 9(8) 8 YYYYMMDD（西元年）  

處置股票註記 X(1) 1  註 1 

注意股票註記 X(1) 1  註 2 

注意股票資訊     

提高報價數量 9(5) 5 單位：股 

空白（保留） X(15) 15  

處置股票資訊    

註 3 

處置狀態 X(1) 1  

單筆委託限制 9(9) 9 單位：股 

累積多筆委託限制 9(9) 9 單位：股 

款券預收成數 9(3) 3 單位：% 

空白（保留） X(30) 30   

換行符號 X(2) 2 0x0D & 0x0A  

 

 說明 :  

1. 本中心列為公布注意交易或處置股票之相關資訊，以資料檔案方式於每日 7 點 30 分起

提供予各櫃檯買賣證券商。 

2. 有關資料檔案提供方式說明如下： 

(1) 自行開發程式與興櫃股票議價點選系統連線交易者，可使用現行檔案下載機

制以 filecode 019 下載該檔案。 

(2) 使用本中心提供之證券商端應用軟體進行交易者，該檔案(檔名：notice.txt)

將於使用者登入系統後，置於預設目錄內定系統預設路徑\SystemData 下(內

定系統預設路徑 : 

正式版 : C:\TPEX\ESTOCK\ 

測試版 : C:\TPEX\ESTOCKTEST\ )。 

註 1︰依據本中心「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第五條： 

「處置股票註記」欄位值為 0 時，表示此股票狀態正常。 

「處置股票註記」欄位值為 1 時，表示此股票為處置股票。 

註 2︰依據本中心「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第四條： 

「注意股票註記」欄位值為 0 時，表示此股票狀態正常。 

「注意股票註記」欄位值為 1 時，表示此股票為注意股票。 

註 3：「處置股票資訊」各項欄位僅為該有價證券之處置措施。於「處置股票註記」 

欄位不為 0 時才有資料，否則皆為初始值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