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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分時檔說明  

 

格式名稱 TEJ 出貨檔名 頁碼 

格式一：集中市場普通股個股基本資料 tYYMMDD1.ftm 2 

格式二：集中市場普通股競價交易成交統計資料 tYYMMDD2.ftm 4 

格式四：集中市場普通股競價交易委託統計資料 tYYMMDD4.ftm 4-5 

格式五：集中市場公告資訊 (97/10/1 起新增) tYYMMDD5.ftm 6 

格式六：集中市場普通股競價交易即時行情資訊 tYYMMDD6.ftm 6-10 

格式七：集中市場普通股定價交易成交統計資料 tYYMMDD7.ftm 10 

格式八：集中市場普通股定價交易委託統計資料 tYYMMDD8.ftm 10-11 

格式九：集中市場普通股定價交易個股成交資料 tYYMMDD9.ftm 11 

格式十：新編台灣指數資料 tYYMMDDa.ftm 11-12 

格式十三：集中市場零股交易即時揭示資訊 tYYMMDDd.ftm 12 

格式十四：集中市場認購(售)權證全稱資料 

(97/10/06 新增) 

tYYMMDDe.ftm 13 

格式十五：集中市場當日停止交易股票資料 

(97/10/06 新增) 

tYYMMDDf.ftm 13 

指數：交易所大盤及產業指數收盤及成交資料 wdYYS.ftm 13-14 

光碟說明： 

註：〈1〉指數分時檔說明中欄號 10~欄號 29 為 84 年 7 月後新增欄位。 

   〈2〉個股分時檔說明中欄號 9~欄號 11 為 87/5/23 後新增之資料。 

〈3〉五分鐘收盤指數資料由 86/08 起～88/04,一分鐘收盤指數資料由 88/05 起。 

 92/02/20 以後之說明,請看表一、(1)。 

〈4〉因交易所修改格式故個股分時檔說明部分 

92/02/20 以後之說明,請看(1)表 

90/08/06～92/02/19 之說明,請看(2)表 

89/08/28～90/08/05 之說明,請看(3)表 

89/08/28 以前之說明,請看(4)表 

 

資料內容：一分鐘指數的變化及委買委賣筆數與張數 

 

資料闕漏部分： 

1.83 年 8 月 1 日起之日資料，但個股每筆成交價缺下列日期之資料： 

          83/08/05、83/09/30、83/10/01、83/10/03、83/10/04、83/10/17、83/11/23 

84/03/06、84/03/18、84/04/18、84/06/05、85/02/10、85/11/11、85/12/31 

92/01/10、92/02/06、92/02/07 

2. 闕漏檔案 T9401031 

3. T840105、T840106、T840107 此 3 日的撮合時間全部為 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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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市場(TSE)股價分時資料 欄位說明 
格式一：集中市場普通股個股基本資料(開盤資料)( tYYMMDD1) 

(1) 101/01/01 以後新增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 格式別 2 01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05 股票代號 6  

#06 股票中文簡稱 6  

#07 股票所屬產業別 2 附表一 

#08 股票所屬證券別 

(92/6/2 後新增項目) 

2 W1 認購權證、等比例發行 

(公開發行時原始轉換標的股數為 1000) 

W2 認購權證、不等比例發行 

(公開發行時原始轉換標的股數不為 1000) 

W3 認售權證、等比例發行 

(公開發行時原始轉換標的股數為 1000) 

W4 認售權證、不等比例發行 

(公開發行時原始轉換標的股數不為 1000) 

BS 本國企業上市屬證券股 

FB 本國企業上市屬銀行股 

空
白 

其他本國企業上市證券 

RR 其它外國企業上市證券 

RS 外國企業上市屬證券股 

RB 外國企業上市屬銀行股 
 

#09 股票相對排列編號 4  

#10 股票異常代碼 2 00：正常  01：警示  02：處置  03：注意及處置  

04：再次處置  05：注意及再次處置  06：彈性處置 

07：注意及彈性處置 

#11 今日參考價 6 後兩位為小數 

中央登錄公債-0 (無漲跌停限制) 

#12 漲停價 6 後兩位為小數 

中央登錄公債- 最近賣出成交價 

#13 跌停價 6 後兩位為小數 

中央登錄公債- 最近買進成交價 

#14 非十元面額註記 1 Y：此股票為每股金額非屬新台幣十元之股票 

#15 異常推介個股註記 1 Y：此股票為有線電視理財節目異常推介之有價證券 

#16 特殊異常證券註記 1 Y：此股票為特殊異常有價證券 

#17 權證識別碼 1  

#17 至#22 為 warrant 專用欄 

#18 權證履約價 8 後兩位為小數(98/03/16 之前長度為 6) 

#19 前一營業日履約張數 10  

#20 前一營業日註銷張數 10  

#21 發行餘額(張數) 10  

#22 行使比率 8 每千股可轉換標的股數，後兩位為小數 
(98/03/16 之前長度為 6，98/03/16(含)以後才有小數位) 

#23 外國股票識別碼 1 Y：外國股票; 為外國股票專用欄 

#24 外國股票交易單位 5 為外國股票專用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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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25 外國股票交易幣別代號 3 為外國股票專用欄 

註：#15、#16、#17 為 101 年 01 月 01 日後新增的欄位。 

附表一：所屬產業 

97/10/1 前 

代碼 產業別 代碼 產業別 代碼 產業別 

A1 
央債甲 

(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甲類) 
A2 

央債乙 

(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乙類) 
A3 

交甲 

(中央政府重大交通建設公債 

甲類) 

A4 
交乙(中央政府重大交通建 

設公債乙債) 
B1 

省建債 

(台灣省政府建設公債) 
C1 北建債(台北市政府建設公債) 

D1 
高建債 

(高雄市政府建設公債) 
01 水泥工業 02 食品工業 

03 塑膠工業 04 紡織纖維 05 電機機械 

06 電器電纜 07 化學生技醫療 08 玻璃陶瓷 

09 造紙工業 10 鋼鐵工業 11 橡膠工業 

12 汽車工業 13 電子工業 14 建材營造 

15 航運業 16 觀光事業 17 金融保險 

18 貿易百貨 19 綜合 20 其他 
 

97/10/1 後 

代碼 產業別 代碼 產業別 代碼 產業別 

01 水泥工業 12 汽車工業 23 油電燃氣業 

02 食品工業 14 建材營造 24 半導體業 

03 塑膠工業 15 航運業 25 電腦及週邊設備業 

04 紡織纖維 16 觀光事業 26 光電業 

05 電機機械 17 金融保險 27 通信網路業 

06 電器電纜 18 貿易百貨 28 電子零組件業 

08 玻璃陶瓷 19 綜合 29 電子通路業 

09 造紙工業 20 其他 30 資訊服務業 

10 鋼鐵工業 21 化學工業 31 其他電子業 

11 橡膠工業 22 生技醫療業 A1 央債甲 

A2 央債乙 A3 交甲 A4 交乙 

B1 省建債 C1 北建債 D1 高建債 
 

 

(2) 92/06/02-100/12/31，闕漏檔案 T9401031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 格式別 2 01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05 股票代號 6  

#06 股票中文簡稱 6  

#07 股票所屬產業別 2 附表一 

#08 股票所屬證券別 

(92/6/2 後新增項目) 

2 W1 認購權證、等比例發行 

(公開發行時原始轉換標的股數為 1000) 

W2 認購權證、不等比例發行 

(公開發行時原始轉換標的股數不為 1000) 

W3 認售權證、等比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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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公開發行時原始轉換標的股數為 1000) 

W4 認售權證、不等比例發行 

(公開發行時原始轉換標的股數不為 1000) 

BS 本國企業上市屬證券股 

FB 本國企業上市屬銀行股 

空
白 

其他本國企業上市證券 

RR 其它外國企業上市證券 

RS 外國企業上市屬證券股 

RB 外國企業上市屬銀行股 
 

#09 股票相對排列編號 4  

#10 股票異常代碼 2 00：正常  01：警示  02：處置  03：注意及處置  

04：再次處置  05：注意及再次處置  06：彈性處置 

07：注意及彈性處置 

#11 今日參考價 6 後兩位為小數 

中央登錄公債-0 (無漲跌停限制) 

#12 漲停價 6 後兩位為小數 

中央登錄公債- 最近賣出成交價 

#13 跌停價 6 後兩位為小數 

中央登錄公債- 最近買進成交價 

#14 權證識別碼 1 Y：此股票為權證 warrant 

#14 至#19 為 warrant 專用欄 

#15 權證履約價 8 後兩位為小數(98/03/16 之前長度為 6) 

#16 前一營業日履約張數 10  

#17 前一營業日註銷張數 10  

#18 發行餘額(張數) 10  

#19 行使比率 8 每千股可轉換標的股數，後兩位為小數 
(98/03/16 之前長度為 6，98/03/16(含)以後才有小數位) 

#20 外國股票識別碼 1 Y：外國股票; 為外國股票專用欄 

#21 外國股票交易單位 5 為外國股票專用欄 

#22 外國股票交易幣別代號 3 為外國股票專用欄 

(3) 92/02/20-92/06/01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櫃:檯買賣中心 

#02 格式別 2 01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05 股票代號 6  

#06 股票中文簡稱 6  

#07 股票所屬行業別 2 股票代號前二碼 

#08 股票相對排列編號 4  

#09 股票異常代碼 2 00：正常 01：警示 02：處置 1 

03：警示及處置 1  04：處置 2 

05：警示及處置 2 

#10 今日參考價 6 後兩位(39-40)為小數 

中央登錄公債-0 (無漲跌停限制) 

#11 漲停價 6 後兩位(45-46)為小數 

中央登錄公債- 最近賣出成交價 

#12 跌停價 6 後兩位(51-52)為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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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中央登錄公債- 最近買進成交價 

#13 權證識別碼 1 Y：此股票為權證 warrant  

#13 至#18 為 warrant 專用欄 

#14 權證履約價 6 後兩位(58-59)為小數 

#15 前一營業日履約張數 10  

#16 前一營業日註銷張數 10  

#17 發行餘額(張數) 10  

#18 行使比率 4 後三位為小數 

#19 外國股票識別碼 1 Y：外國股票 

#20 外國股票交易單位 5  

#21 外國股票交易幣別代號 3  

 

格式二：集中市場普通股競價交易成交統計資料(tYYMMDD2)─指數分時檔說明 

(1) 競價交易成交統計資料--大盤成交統計資料(TYYMMDD2.FTM)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櫃:檯買賣中心 

#02 格式別 2 02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05 統計時間 6 時分秒 (HHMMSS)；統計時間欄位“999999”表最後
一筆統計資料。 

#06 成交總金額 15 元 

#07 成交張數 15 千股 

#08 成交筆數 10 筆 

#09 基金成交總額 15 元。基金成交統計資料包含受益憑證、指數股票型基
金(ETF)及不動產投資信託證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
證券及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 

#10 基金成交數量 15 千股 

#11 基金成交筆數 10 筆 

#12 股票成交總額 15 元。股票成交統計資料為一般股票。 

#13 股票成交數量 15 千股 

#14 股票成交筆數 10 筆 

#15 認購權證成交總額 15 元。認購權證成交統計資料包含以國內證券或指數為
標的之認購權證及以外國證券或指數為標的之認購權
證。 

#16 認購權證成交數量 15 千股 

#17 認購權證成交筆數 10 筆 

#18 認售權證成交總額 15 元。認售權證成交統計資料包含以國內證券或指數為
標的之認售權證及以外國證券或指數為標的之認售權
證。 

#19 認售權證成交數量 15 千股 

#20 認售權證成交筆數 10 筆 

 

(2) 100/01/17 以前 (TYYMMDD2.FTM)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櫃:檯買賣中心 

#02 格式別 2 02 

#03 傳輸版本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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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傳輸序號 8  

#05 統計時間 6 時分秒 (HHMMSS)；統計時間欄位“999999”表最後
一筆統計資料。 

#06 成交總金額 15 元 

#07 成交張數 15 千股 

#08 成交筆數 10 筆 

 

格式四：集中市場普通股競價交易委託統計資料(tYYMMDD4)─指數分時檔說明 

(1) 100/01/17 以後(檔名:TYYMMDD4.FTM、TYYMMDD8.FTM)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 格式別 2 04：表競價交易 08：:表定價交易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05 委託統計時間 6  

#06 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07 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08 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09 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10 基金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11 基金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12 基金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13 基金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14 股票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15 股票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16 股票委託買進數量 8 千股 

#17 股票委託賣出數量 8 千股 

#18 認購權證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19 認購權證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20 認購權證委託買進數量 8 千股 

#21 認購權證委託賣出數量 8 千股 

#22 認售權證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23 認售權證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24 認售權證委託買進數量 8 千股 

#25 認售權證委託賣出數量 8 千股 

#26 總漲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27 總漲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28 總漲停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29 總漲停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30 總跌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31 總跌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32 總跌停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33 總跌停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34 基金漲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35 基金漲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36 基金漲停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37 基金漲停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38 基金跌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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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39 基金跌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40 基金跌停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41 基金跌停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42 股票漲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43 股票漲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44 股票漲停委託買進數量 8 千股 

#45 股票漲停委託賣出數量 8 千股 

#46 股票跌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47 股票跌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48 股票跌停委託買進數量 8 千股 

#49 股票跌停委託賣出數量 8 千股 

#50 認購權證漲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51 認購權證漲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52 認購權證漲停委託買進數量 8 千股 

#53 認購權證漲停委託賣出數量 8 千股 

#54 認購權證跌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55 認購權證跌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56 認購權證跌停委託買進數量 8 千股 

#57 認購權證跌停委託賣出數量 8 千股 

#58 認售權證漲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59 認售權證漲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60 認售權證漲停委託買進數量 8 千股 

#61 認售權證漲停委託賣出數量 8 千股 

#62 認售權證跌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63 認售權證跌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64 認售權證跌停委託買進數量 8 千股 

#65 認售權證跌停委託賣出數量 8 千股 

 

(2) 92/02/20-100/01/17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 格式別 2 04：表競價交易 08：:表定價交易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05 委託統計時間 6  

#06 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07 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08 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09 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10 基金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11 基金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12 基金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13 基金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14 總漲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15 總漲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16 總漲停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17 總漲停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18 總跌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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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19 總跌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20 總跌停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21 總跌停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22 基金漲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23 基金漲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24 基金漲停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25 基金漲停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26 基金跌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27 基金跌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28 基金跌停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29 基金跌停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2) 92/02/19 以前(檔名:IDXYYA.FTM) 

欄號 欄位名稱 TEJ CODE 長度 單位 

#01 證券碼  STK_ID  A5  

#02 日期  DATE  I6YMD  

#03 時間  TIME1  I4  

#04 指數值  CLOSE  D8.2  

#05 委託統計時間  TIME2  I4  

#06 委託買進筆數  BID_TRN  I8  筆 

#07 委託賣出筆數  OFR_TRN  I8  筆 

#08 委託買進張數  BID_VOL  I8  千股 

#09 委託賣出張數  OFR_VOL  I8  千股 

#10 基金委託買進筆數  FD_BID_T  I8   筆 

#11 基金委託賣出筆數  FD_OFR_T  I8  筆 

#12 基金委託買進張數  FD_BID_V  I8  千股 

#13 基金委託賣出張數  FD_OFR_V  I8  千股 

#14 總漲停委託買筆數  UP_BID_T  I8  筆 

#15 總漲停委託賣筆數  UP_OFR_T  I8  筆 

#16 總漲停委託買張數  UP_BID_V  I8  千股 

#17 總漲停委託賣張數  UP_OFR_V  I8  千股 

#18 總跌停委託買筆數  DN_BID_T  I8  筆 

#19 總跌停委託賣筆數  DN_OFR_T  I8  筆 

#20 總跌停委託買張數  DN_BID_V  I8  千股 

#21 總跌停委託賣張數  DN_OFR_V  I8  千股 

#22 基金漲停委託買筆數  FUP_BID_T  I8  筆 

#23 基金漲停委託賣筆數  FUP_OFR_T  I8  筆 

#24 基金漲停委託買張數  FUP_BID_V  I8  千股 

#25 基金漲停委託賣張數  FUP_OFR_V  I8  千股 

#26 基金跌停委託買筆數  FDN_BID_T  I8  筆 

#27 基金跌停委託賣筆數  FDN_OFR_T  I8  筆 

#28 基金跌停委託買張數  FDN_BID_V  I8  千股 

#29 基金跌停委託買張數  FDN_OFR_V   I8  千股 

 

 

 

格式五：集中市場公告資訊(tYYMMDD5) 97/10/1 起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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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櫃:檯買賣中心 

#02 格式別 2 05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05 類別 2 00：一般公告資訊內容 

09：一般公告結束 

90：緊急公告資訊內容 

99：緊急公告結束 

#06 公告事項 60  

 

格式六：集中市場普通股競價交易即時行情資訊 (tYYMMDD6)─個股分時檔說明 

(1) 92/02/20 以後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櫃:檯買賣中心 

#02 格式別 2 06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序號 

#05 股票代碼 6  

#06 撮合時間 6 時分秒 

#07 成交否 1 1=成交, 0=未成交  

#08 最佳買進檔數 1 =0~5 

#09 最佳賣出檔數 1 =0~5 

#10 成交漲跌停註記  1 0=一般成交   

#11 最佳一檔買進漲跌停註記 1 0=一般買進  1=跌停買進 2=漲停買進 

#12 最佳一檔賣出漲跌停註記 1 0=一般賣出  1=跌停賣出 2=漲停賣出 

#13 瞬間價格趨勢 1 0=一般揭示  1=暫緩撮合且瞬間趨跌 

2=暫緩撮合且瞬間趨漲 

#14 價格欄 6 後二位小數 

將成交(#07)+最佳買進檔數(#08)+最佳賣出檔數(#09)
之價格及數量打橫列印 

相互配對 

#15 數量欄 (張數) 8 此欄位最多有 11(=1+5+5) 個價格+數量 

0<(#07)+(#08)+(#09)<11 

此欄位資料呈現方式如下: 

 (價 1, 量 1)(價 2, 量 2)…..(價 11,量 11) 

 

＜註＞第 13 欄 

盤中瞬間價格穩定措施 

所稱瞬間價格穩定措施，即於開盤價格產生後，每盤撮合前將依集合競價規則試算撮合成交價格，若超過前一

次成交價格上、下 3.5%時，則暫不撮合，延緩該盤撮合 2 至 3 分鐘，而該暫緩撮合時段仍持續接受買賣之輸

入、取消及改量等，此段時間讓更多投資人再次決定合理價格並接收更多委託，待時間結束後，再以集合競價

方式撮合成交，其撮合結果成交價可能與前一次成交價相等、大於 3.5%或小於 3.5%。 

 

執行瞬間價格穩定措施之同時，對市場揭露延緩撮合的訊息傳送至各資訊公司，包括試算價格為趨漲或趨跌訊

息、前一次成交價格、前一次成交股數。遇此情形資訊公司將以新聞方式揭露，或透過證券商及用戶的電視牆

及單機，在價格揭示資訊上用註記方式揭露，提供投資大眾參考。 

＜註＞第 14 欄及第 15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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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1/02 後 

第 14 欄及第 15 欄應視為一體來看，改為固定總欄位 byte 數，前 5 組為最佳買進(價,量)，後 5 組為最佳賣出(價,

量) 

96/01/02 前 

第 14 欄及第 15 欄應視為一體來看，不固定總欄位 byte 數，#8 最佳買進檔數及#9 最佳賣出檔數，最多放 5 檔

(0-5)  

例 1：#7、#8、#9 為 1、0、1 時，表示股票成交但仍有掛賣單，且為一檔單價，則此時#14 及#15 為 2 個(價，

量)的組成。(價 1，量 1) (價 2，量 2)為(成交價，成交量)(最佳賣出價，該最佳賣出價數量) 

例 2：#7、#8、#9 為 0、1、1 時，表示股票沒有成交但仍有買單及賣單，且各為一檔單價則此時#14 及#15 為 2

個(價，量)的組成。(價 1，量 1) (價 2，量 2)為(最佳買進價，該最佳買進價數量)(最佳賣出價，該最佳賣出價數

量) 

#14 為價格欄 byte 為 6，後二位為小數，如□□□523(□表空格)，則該價格為 5.23 

#15 為數量欄(張數)byte 為 8 

例 2：當#7、#8、#9 為 1、5、5 時，則共有 11 組(價，量)組合，即為(價 1，量 1) (價 2，量 2)…(價 11，量 11)，

則總 byte 數為 14×11＝154 bytes 

(2) 89/08/28 之前之欄位說明(僅可用於 89/08/27 以前) 

欄號 欄位名稱 TEJ CODE 長度 單位 欄位說明 

1  日 期  DATE  I6YMD   

2  證券碼  STK_ID  A5   

3  序 號  OD  I6   報價時序 

4  撮合時間  TIME1  I6   

5  價格形式  FG_TRN  A1  0=賣出叫價(OFFER) 

1=買進叫價(BID) 

2=實際成交價(DEAL) 

6  漲跌註記  FG_HL  A1   0=非漲跌停價格(一般) 

 1=跌停價 

 2=漲停價 

89/08/27 及以前資料當揭示價欄位為漲停時則
為 2，跌停時則為 1，非漲跌停則為 0，若該筆
交易僅有委買委賣變化而無成交(即 FG_PRC=2 
OR 4)，則揭示價會帶入上一筆資料，若此上一
筆為漲跌停，則仍會顯示 2(漲停)、1(跌停) 

7  成交張數  VOL_X  I8  千股 有成交時才會顯示成交量，此欄位為累積成交
量  

8  揭示價  CLS_X  D7.2   元 若揭式價格形式為 1，則表示該時段收盤價，
若揭式價格形式不為 1，則非成交價，係將上
一筆成交價資料帶下來 

9  揭示價格形式 

 〈註 1〉 

 FG_PRC  A1   1=新的成交揭示價 

 2=新的買進委託價 

 4=新的賣出委託價 

10  委託買進揭示價  BID_PRC  D7.2   元 若揭式價格形式為 2，則表示該時段委買價格
有變動，其他狀況下係將上一筆委買價格帶下
來 

11  委託賣出揭示價  OFR_PRC  D7.2   元 若揭式價格形式為 4 則表示該時段委賣價格有
變動，其他狀況下係將上一筆委賣價格帶下來 

＜註 1＞ 

◎若揭示價格形式為〝1〞，則「揭示價」為新資料而「委託買進揭示價」及「委託賣出揭示價」為舊資料，是上一

筆資料帶下來。 

◎若揭示價格形式為〝2〞，則「委託買進揭示價」為新資料而「揭示價」及「委託賣出揭示價」為舊資料，是上一

筆資料帶下來。 

◎若揭示價格形式為〝4〞，則「委託賣出揭示價」為新資料而「揭示價」及「委託買進揭示價」為舊資料，是上一

筆資料帶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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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七：集中市場普通股定價交易成交統計資料(tYYMMDD7)─大盤成交資料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櫃:檯買賣中心 

#02 格式別 2 07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05 統計時間 6 盤後定價交易系統完成撮合成交作業後，傳送一次市場
盤後定價交易之成交總額、張數、筆數。（不含競價交
易收盤前後之累計成交部分），此資料於盤後會重覆出
現，統計時間則定為’999999’ 

#06 成交總額 15 元 

#07 成交張數 15 千股 

#08 成交筆數  10 筆 

 

格式八：集中市場普通股定價交易委託統計資料(tYYMMDD8)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 格式別 2 04：表競價交易 08：:表定價交易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05 委託統計時間 6  

#06 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07 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08 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09 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10 基金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11 基金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12 基金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13 基金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14 總漲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15 總漲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16 總漲停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17 總漲停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18 總跌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19 總跌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20 總跌停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21 總跌停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22 基金漲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23 基金漲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24 基金漲停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25 基金漲停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26 基金跌停委託買進筆數 8 筆 

#27 基金跌停委託賣出筆數 8 筆 

#28 基金跌停委託買進張數 8 千股 

#29 基金跌停委託賣出張數 8 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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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九：集中市場普通股定價交易個股成交資料(tYYMMDD9)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櫃:檯買賣中心 

#02 格式別 2 09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於盤後定價交易系統完成撮合成交作業後傳送各股成
交價及成交量（不含競價部分），各股皆傳送一循環後，
約每間隔一分鐘重覆傳送各股成交價及累計成交量一
循環。各循環傳輸序號皆由 1 起編 

#05 股票代碼 6 每一循環末筆以股票碼’0000’ ，撮合時間’999999’
表示 

#06 撮合時間 6 每一循環末筆以股票碼’0000’ ，撮合時間’999999’
表示 

#07 成交價 6 後兩位為小數位 

#08 成交量(張數) 8 千股 

 

格式十：新編台灣指數資料(tYYMMDDa) 92/2/20 新增 

註 TWN50 台灣 50 指數雖從 91 年 7 月 4 日起編制，但 Intra_Day 資料只有從 92/2/20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 格式別 2 10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每日由 1 開始依序編流水號，各格式獨立編號。序
號’00000000’表示傳送昨日收盤指數。 

#05 指數代號 6 TW50：台灣 50 指數 

TWMC：台灣中型 100 

TWIT：台灣資訊科技 

TWEI：台灣發達 

TWDP：台灣高股息 

#06 指數時間 6 為交易所接收自英國富時公司所計算之指數資料指數
資料之系統時間，其計算之週期約為十五秒鐘。指數
時間及傳輸序號皆為 0 表示開盤前傳送昨日收盤指
數。指數時間為’999999’表示傳送今日收盤指數。 

#07 最新指數 8 後兩位為小數位 

 

格式十二：指數股票型基金(ETF)淨值說明(檔名：TYYMMDDb.ftm)： 

    92/6/30 新增，97/1/1 停止維護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 格式別 2 11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每日由 1 開始依序編流水號，各格式獨立編號。序
號’00000000’表示傳送發行公司計算之昨日收盤淨
值，可能與 TSE 計算之昨日收盤淨值或有差異。 

#05 證券代號 6 此欄紀錄指數股票型基金(ETF)淨值資料之證券代號，係
在交易所上市之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商品。 

#06 統計時間 8 此欄紀錄值為交易所計算之淨值資料之系統時間，其計
算週期約為十五秒鐘。統計時間及傳輸序號皆為 0 表示
開盤前傳送發行公司計算之昨日收盤淨值。統計
為’999999’表示傳送交易所計算之今日收盤淨值。 

#07 最新淨值 6 交易所計算之淨值為盤中即時參考資料。後兩位為小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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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三：集中市場零股交易即時揭示資訊(tYYMMDDd) 94/12/19 起新增此表版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 格式別 2 13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05 股票代號 6  

#06 撮合時間 6  

#07 漲跌停註記 2 保留位元：00 

#08 成交註記 2   00：一般成交或無成交 
  01：跌停成交 
  10：漲停成交 

#09 買進註記 2 00：一般買進或無買進 
  01：跌停買進 
  10：漲停買進 

#10 賣出註記 2 00：一般賣出或無賣出 
  01：跌停賣出 
  10：漲停賣出 

#11 成交價格 6 最後兩位為小數位數 

#12 成交股數 12 單位：股 

#13 買進價格 6  

#14 賣出價格 6  
 

格式十四：集中市場認購(售)權證全稱資料(tYYMMDDe) 97/10/06 新增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櫃:檯買賣中心 
#02 格式別 2 07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05 認購(售)權證代號 6  

#06 權證簡稱 6 發行商+序號 

#07 區隔字元 2 “－” 

#08 權證標的 10 單一標的：證券或指數名稱 
非單一標的：組合 

#09 到期日 8 西元年、月、日 

#10 權證形式 2 歐─歐式、美─美式 

#11 權證種類 2 購─認購、售─認售 

#12 權證類型 2 目前發行 
空白：一般型 
上  ：上限型認購權證 
下  ：下限型認購權證 
未來發行 
牛  ：牛證(價內下限型權證) 
熊  ：熊證(價內上限型權證) 
保  ：參與保值型權證 

 

格式十五：集中市場當日停止交易股票資料(tYYMMDDf) 97/10/06 新增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市場別 2 01：交易所 

02：櫃:檯買賣中心 
#02 格式別 2 07  

#03 傳輸版本別 2  

#04 傳輸序號 8  



TEJ 資料庫說明  指數分時檔說明                                       

台灣經濟新報 模組簡介                    14 

#05 當日停止交易股票代號 6  

#06 當日停止交易原因代碼 1 T   ：終止上市 
S   ：暫停買賣 
空白：股票代號表示當日停止交易股票數目 

 

指數：交易所大盤及產業指數收盤及成交資料(wdYYS) 

註 1： S 表季別 ex.第一季為 a、第二季 b…以此類推 

註 2：欄位#43~#53 為 97/10/01 起新增 

註 3：2011/1/17 起，每分鐘改為每十五秒揭露一次指數資訊 

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01 日期 8 YYMMDD 

#02 時間 6 HHMMSS-> 2011年起即改為 A6 HHMMSS 

#02 時間 4 HHMM 

#03 大盤指數 8 Y9999 指數 

#04 不含金融指數 8 Y8888 指數 

#05 綜合平均指數 8 Y7777 指數 

#06 工業平均指數 8 Y6666 指數 

 不含電子指數 8 Y5555 指數 

 不含金電指數 8 Y8886 指數 

#07 水泥窯業指數 8 Y1100 指數 

#08 食品業指數 8 Y1200 指數 

#09 塑膠化學類指數 8 Y1300 指數 

#10 紡織纖維類指數 8 Y1400 指數 

#11 機電類指數 8 Y1600 指數 

#12 造紙類指數 8 Y1900 指數 

#13 營造建材類指數 8 Y2500 指數 

#14 金融類指數 8 Y2800 指數 

#15 上漲家數 4 上漲家數 

#16 下跌家數 4 下跌家數 

#17 委買筆數 8 大盤委買筆數 

#18 委買張數 10 大盤委買張數 

#19 委賣筆數 8 大磐委賣筆數 

#20 委賣張數 10 大盤委賣張數 

#21 成交筆數 8 大盤成交筆數 

#22 成交張數 10 大盤成交張數 

#23 成交金額 8 大盤成交金額 

#24 水泥類指數 8 M1100 指數 

#25 食品類指數 8 M1200 指數 

#26 塑膠類指數 8 M1300 指數 

#27 紡織纖維類指數 8 M1400 指數 

#28 電機機械類指數 8 M1500 指數 

#29 電器電纜類指數 8 M1600 指數 

#30 化學工業類指數 8 M1700 指數 

#31 玻璃陶瓷類指數 8 M1800 指數 

#32 造紙類指數 8 M1900 指數 

#33 鋼鐵類指數 8 M2000 指數 

#34 橡膠類指數 8 M2100 指數 

#35 汽車類指數 8 M2200 指數 

#36 電子類指數 8 M2300 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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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欄位名稱 長度 欄位說明 

#37 營造建材類指數 8 M2500 指數 

#38 運輸類指數 8 M2600 指數 

#39 觀光類指數 8 M2700 指數 

#40 金融保險類指數 8 M2800 指數 

#41 百貨貿易類指數 8 M2900 指數 

#42 其他類指數 8 M9900 指數 

#43 化學工業類指數  8 M1721 指數 

#44 生技醫療類指數  8 M1722 指數 

#45 油電燃氣類指數 8 M9700 指數 

#46 半導體類指數  8 M2324 指數 

#47 電腦及週邊設備類指數  8 M2325 指數 

#48 光電類指數  8 M2326 指數 

#49 通信網路類指數  8 M2327 指數 

#50 電子零組件類指數  8 M2328 指數 

#51 電子通路類指數 8 M2329 指數 

#52 資訊服務類指數  8 M2330 指數 

#53 其他電子業類指數 8 M2331 指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