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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API 輕量包 

一、 TEJ-API 輕量包使用資訊 

 資料長度：提供近 5 年資料(每天日期往前推 5 年) 

 證券類型：上市櫃普通股、特別股、ETF (包含已下市證券) 

 資料國別：台灣 

 資料內容： 

   小資方案  斜槓方案  達人方案  

資料範圍 

台灣上市櫃證

券 

(普通股、特別

股、ETF) 

台灣上市櫃證券 

(普通股、特別股、

ETF) 

台灣上市櫃重要指數 

(共計 9 檔指數) 

台灣上市櫃證券 

(普通股、特別股、ETF) 

台灣上市櫃重要及產

業指數(共計 58 檔指

數) 

資料內容 

證券屬性表 

股價日行情表 

財務資訊 

證券屬性表 

股價日行情表 

除權息調整股價表 

報酬率資訊 

財務資訊 

月營收資訊 

指數屬性與日行情 

證券屬性表 

股價日行情表 

除權息調整股價表 

報酬率資訊 

財務資訊 

月營收資訊 

融資融券資訊 

三大法人買賣超 

指數屬性與日行情 

資料長度  5 年 5 年 5 年 

價格  
488/月(綁約 3 個

月) 
888/月(綁約 3 個月) 8800/月(綁約 3 個月) 

 

 流量權利限制 

   小資方案 斜槓方案 達人方案 

各階級享有之權利 

資料長度 5 年 5 年 5 年 

每日呼叫次數 1 千次 1 千次 1 千次 

每次呼叫筆數 1,000 1,000 1,000 

每日上限筆數 100,000 500,000 1,000,000 

實際測試各等級撈取所有的資料所耗取的時間 

1 年股價日行情下載所需天數 

(一年約 50 萬筆資料) 
5 天 1 天 0.5 天 



4 
 

總資料筆數(筆)  2,474,856 7,487,880 11,747,555 

歷史資料下載所需天數(天) 25 15 12 

二、 小資方案 Table Schema 

1. 證券屬性表(TWN/EWNPRCSTD) 

提供證券基本資料，包含名稱、市場別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 目前狀態 

3 coid_name varchar(20) 證券名稱 

4 coid_f_name varchar(50) 證券全稱 

5 coid_name_e varchar(40) 英文簡稱 

6 coid_f_name_e varchar(30) 英文全稱 

7 ind_ban varchar(8) 統一編號 

8 market varchar(10) 上市別 

 DIST= 下市 

 TSE = 上市 

 OTC = 上櫃 

9 stype varchar(10) 證券類型代號(STOCK、FUND、PRE) 

10 stypenm varchar(20) 證券類型說明 

 STOCK = 普通股 

 FUND = ETF 

 PRE = 特別股 

11 list_date date 上市上櫃日 

12 delist_date date 下市下櫃日 

13 tseind varchar(3) 產業分類 

14 tseindnm varchar(20) 產業分類說明 

15 tseindnm_e varchar(40) 產業分類英文名稱 

【產業碼對照表】 

tseind tseindnm tseind tseindnm 

01 水泥業 20 其他事業 

02 食品工業 21 化學工業 

03 塑膠工業 22 生技醫療 

04 紡織纖維 23 油電燃氣業 

05 電機機械 24 半導體 

06 電器電纜 25 電腦及週邊 

08 玻璃陶瓷 26 光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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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ind tseindnm tseind tseindnm 

09 造紙工業 28 電子零組件 

10 鋼鐵工業 29 電子通路業 

11 橡膠工業 30 資訊服務業 

12 汽車工業 31 其他電子業 

13 電子工業 32 文化創意業 

14 建材營造 33 農業科技 

15 航運業 34 電子商務 

16 觀光事業 62 塑化紡織業 

17 金融業 63 電機電纜業 

18 貿易百貨 80 管理股票 

Z1 生物科技業 91 存託憑證 

 

2. 證券交易資料表(TWN/EWPRCD) 

提供證券日交易行情資訊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日期 

3 open_d decimal(11,4) 開盤價(元) 

4 high_d decimal(11,4) 最高價(元) 

5 low_d decimal(11,4) 最低價(元) 

6 close_d decimal(11,4) 收盤價(元) 

7 volume decimal(9,0) 成交量(千股) 

8 stockno decimal(12,0) 流通在外股數(千股) 

9 pe_ratio decimal(11,4) 交易所本益比(%) 

10 pb_ratio decimal(11,4) 交易所股價淨值比(%) 

 

3. 財務資料表- 單季(TWN/EWIFINQ) 

提供基礎財務資料，單季資料，非累積資料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財務資料日 

3 sem char(1) 季別 

4 merg char(1) 合併(Y/N) 

5 qflg char(1) 單季(Q)/單半年(H) 

6 mm char(2)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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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urr char(4) 幣別 

8 a0003 datetime 財報發布日 

9 ac_3990 decimal(15,2) 每股盈餘-年化(單季資料*4) 

10 ac_r103 decimal(15,2) ROE(A)-稅後-年化(單季資料*4) 

11 ac_r106 decimal(15,2) 營業利益率 

12 ac_r205 decimal(15,2) 現金流量比率 

13 ac_200d decimal(15,2) 每股淨值(F)-TSE 公告數 

14 ac_r401 decimal(15,2) 營收成長率 

15 ac_r501 decimal(15,2) 流動比率 

16 ac_r505 decimal(15,2) 負債比率 

17 ac_r607 decimal(15,2) 總資產週轉次數-年化(單季資料*4) 

三、 斜槓方案 Table Schema 

1. 證券屬性表(TWN/EWNPRCSTD) 

提供證券基本資料，包含名稱、市場別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 目前狀態 

3 coid_name varchar(20) 證券名稱 

4 coid_f_name varchar(50) 證券全稱 

5 coid_name_e varchar(40) 英文簡稱 

6 coid_f_name_e varchar(30) 英文全稱 

7 ind_ban varchar(8) 統一編號 

8 market varchar(10) 上市別 

 DIST= 下市 

 TSE = 上市 

 OTC = 上櫃 

9 stype varchar(10) 證券類型代號(STOCK、FUND、PRE) 

10 stypenm varchar(20) 證券類型說明 

 STOCK = 普通股 

 FUND = ETF 

 PRE = 特別股 

11 list_date date 上市上櫃日 

12 delist_date date 下市下櫃日 

13 tseind varchar(3) 產業分類 

14 tseindnm varchar(20) 產業分類說明 

15 tseindnm_e varchar(40) 產業分類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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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碼對照表】 

tseind tseindnm tseind tseindnm 

01 水泥業 20 其他事業 

02 食品工業 21 化學工業 

03 塑膠工業 22 生技醫療 

04 紡織纖維 23 油電燃氣業 

05 電機機械 24 半導體 

06 電器電纜 25 電腦及週邊 

08 玻璃陶瓷 26 光電業 

09 造紙工業 28 電子零組件 

10 鋼鐵工業 29 電子通路業 

11 橡膠工業 30 資訊服務業 

12 汽車工業 31 其他電子業 

13 電子工業 32 文化創意業 

14 建材營造 33 農業科技 

15 航運業 34 電子商務 

16 觀光事業 62 塑化紡織業 

17 金融業 63 電機電纜業 

18 貿易百貨 80 管理股票 

Z1 生物科技業 91 存託憑證 

 

2. 證券交易資料表(TWN/EWPRCD) 

提供證券日交易行情資訊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日期 

3 open_d decimal(11,4) 開盤價(元) 

4 high_d decimal(11,4) 最高價(元) 

5 low_d decimal(11,4) 最低價(元) 

6 close_d decimal(11,4) 收盤價(元) 

7 volume decimal(9,0) 成交量(千股) 

8 stockno decimal(12,0) 流通在外股數(千股) 

9 pe_ratio decimal(11,4) 交易所本益比(%) 

10 pb_ratio decimal(11,4) 交易所股價淨值比(%) 

11 cdiv_ratio decimal(11,4) TEJ 計算之現金股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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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權息調整股價資料表(TWN/EWPRCD) 

提供還原權息股價資料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日期 

3 open_adj decimal(11,4) 還原權息-開盤價(元) 

4 high_adj decimal(11,4) 還原權息-最高價(元) 

5 low_adj decimal(11,4) 還原權息-最低價(元) 

6 close_adj decimal(11,4) 還原權息-收盤價(元) 

 

4. 報酬率資料表(TWN/EWPRCD2) 

此資料表中，同時包含個股與指數之報酬率資料。 

屬性資料請同時參考「證券屬性表」與「指數屬性表」。指數樣本範圍同「指數

屬性表」。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日期 

3 roia decimal(11,4) 日報酬率(%) 

4 roi_w decimal(11,4) 近一週報酬率(%) 

5 roi_m decimal(11,4) 近一月報酬率(%) 

6 roi_q decimal(11,4) 近一季報酬率(%) 

7 roi_y decimal(11,4) 近一年報酬率(%) 

 

5. 月營收資料表(TWN/EWSALE) 

提供個股之月營收資料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日期 

3 annd_s datetime 營收發布日 

4 d0001 decimal(12,0) 單月營收(千元) 

5 d0002 decimal(12,0) 去年單月營收(千元) 

6 d0003 decimal(9,2) 單月營收成長率% 

 

6. 財務資料表- 單季(TWN/EWIFINQ) 

提供基礎財務資料，單季無累積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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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2 mdate datetime 財務資料日 

3 sem char(1) 季別 

4 merg char(1) 合併(Y/N) 

5 qflg char(1) 單季(Q)/單半年(H) 

6 mm char(2) 月份 

7 curr char(4) 幣別 

8 a0003 datetime 財報發布日 

9 ac_3990 decimal(15,2) 每股盈餘-年化(單季資料*4) 

10 ac_r100 decimal(15,2) ROA(C) 稅前息前折舊前-年化(單季資料*4) 

11 ac_r103 decimal(15,2) ROE(A)-稅後-年化(單季資料*4) 

12 ac_r105 decimal(15,2) 營業毛利率 

13 ac_r106 decimal(15,2) 營業利益率 

14 ac_r108 decimal(15,2) 稅後淨利率 

15 cfode decimal(15,2) CFO/負債-年化(單季數值*4) 

16 cfoni decimal(15,2) CFO/合併總損益 

17 ac_r205 decimal(15,2) 現金流量比率 

18 ac_200d decimal(15,2) 每股淨值(F)-TSE 公告數 

19 ac_r401 decimal(15,2) 營收成長率 

20 ac_r402 decimal(15,2) 營業毛利成長率 

21 ac_r403 decimal(15,2) 營業利益成長率 

22 ac_r501 decimal(15,2) 流動比率 

23 ac_r502 decimal(15,2) 速動比率 

24 ac_r505 decimal(15,2) 負債比率 

25 ac_r507 decimal(15,2) 長期資金適合率(A) 

26 ac_r608 decimal(15,2) 應收帳款週轉次數-年化(單季資料*4) 

27 ac_r607 decimal(15,2) 總資產週轉次數-年化(單季資料*4) 

28 ac_r610 decimal(15,2) 存貨週轉率(次) -年化(單季資料*4) 

 

7. 指數屬性表 (TWN/EWIPRCSTD) 

提供台灣重要指數之基本資訊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idx_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目前狀態 

3 idx_name varchar(20) 指數名稱(中文) 

4 idx_name_e varchar(30) 指數名稱(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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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rket varchar(10) 指數市場別 

6 market varchar(10) 上市別 

 DIST= 下市 

 TSE = 上市 

 OTC = 上櫃 

7 list_date datetime 上市上櫃日 

8 delist_date datetime 下市下櫃日 

【指數清單】 

idx_id idx_name market 

IX0006 台灣高股息指數 TSE 

IX0003 台灣中型指數 TSE 

IX0002 台灣 50 指數 TSE 

IX0009 未含金電 TSE 

IX0007 不含金融 TSE 

IX0001 加權指數 TSE 

IX0118 富櫃 200 OTC 

IX0043 OTC 指數 OTC 

IX0060 富櫃 50 指數 OTC 

IR0003 中型 TR TSE 

IR0002 T50 報酬指數 TSE 

IR0009 TR 未金電 TSE 

IR0001 報酬指數 TSE 

IR0118 富櫃 200 TR OTC 

IR0060 富櫃 50 報酬指數 OTC 

IR0043 櫃檯報酬指 OTC 

 

8. 指數日行情表 (TWN/EWIPRCD) 

提供台灣重要指數之日行情資料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idx_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日期 

3 open_d decimal(11,4) 指數開盤價(元) 

4 high_d decimal(11,4) 指數最高價(元) 

5 low_d decimal(11,4) 指數最低價(元) 

6 close_d decimal(11,4) 指數收盤價(元) 

7 volume decimal(9,0) 成交量(千股) 



11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8 stockno decimal(12,0) 流通在外股數(千股) 

9 pe_ratio decimal(11,4) TEJ 計算本益比(%) 

10 pb_ratio decimal(11,4) TEJ 計算股價淨值比(%) 

11 cdiv_ratio decimal(11,4) TEJ 計算之現金股利率(%) 

四、 達人方案 Table Schema 

1. 證券屬性表(TWN/EWNPRCSTD) 

提供證券基本資料，包含名稱、市場別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 目前狀態 

3 coid_name varchar(20) 證券名稱 

4 coid_f_name varchar(50) 證券全稱 

5 coid_name_e varchar(40) 英文簡稱 

6 coid_f_name_e varchar(30) 英文全稱 

7 ind_ban varchar(8) 統一編號 

8 market varchar(10) 上市別 

 DIST= 下市 

 TSE = 上市 

 OTC = 上櫃 

9 stype varchar(10) 證券類型代號(STOCK、FUND、PRE) 

10 stypenm varchar(20) 證券類型說明 

 STOCK = 普通股 

 FUND = ETF 

 PRE = 特別股 

11 list_date date 上市上櫃日 

12 delist_date date 下市下櫃日 

13 tseind varchar(3) 產業分類 

14 tseindnm varchar(20) 產業分類說明 

15 tseindnm_e varchar(40) 產業分類英文名稱 

 

【產業碼對照表】 

tseind tseindnm tseind tseindnm 

01 水泥業 20 其他事業 

02 食品工業 21 化學工業 

03 塑膠工業 22 生技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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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ind tseindnm tseind tseindnm 

04 紡織纖維 23 油電燃氣業 

05 電機機械 24 半導體 

06 電器電纜 25 電腦及週邊 

08 玻璃陶瓷 26 光電業 

09 造紙工業 28 電子零組件 

10 鋼鐵工業 29 電子通路業 

11 橡膠工業 30 資訊服務業 

12 汽車工業 31 其他電子業 

13 電子工業 32 文化創意業 

14 建材營造 33 農業科技 

15 航運業 34 電子商務 

16 觀光事業 62 塑化紡織業 

17 金融業 63 電機電纜業 

18 貿易百貨 80 管理股票 

Z1 生物科技業 91 存託憑證 

 

2. 證券交易資料表(TWN/EWPRCD) 

提供證券日交易行情資訊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日期 

3 open_d decimal(11,4) 開盤價(元) 

4 high_d decimal(11,4) 最高價(元) 

5 low_d decimal(11,4) 最低價(元) 

6 close_d decimal(11,4) 收盤價(元) 

7 volume decimal(9,0) 成交量(千股) 

8 stockno decimal(12,0) 流通在外股數(千股) 

9 pe_ratio decimal(11,4) 交易所本益比(%) 

10 pb_ratio decimal(11,4) 交易所股價淨值比(%) 

11 cdiv_ratio decimal(11,4) TEJ 計算之現金股利率(%) 

 

3. 除權息調整股價資料表(TWN/EWPRCD) 

提供還原權息股價資料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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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date datetime 日期 

3 open_adj decimal(11,4) 還原權息-開盤價(元) 

4 high_adj decimal(11,4) 還原權息-最高價(元) 

5 low_adj decimal(11,4) 還原權息-最低價(元) 

6 close_adj decimal(11,4) 還原權息-收盤價(元) 

 

4. 報酬率資料表(TWN/EWPRCD2) 

此資料表中，同時包含個股與指數之報酬率資料。 

屬性資料請同時參考「證券屬性表」與「指數屬性表」。指數樣本範圍同「指數

屬性表」。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日期 

3 roia decimal(11,4) 日報酬率(%) 

4 roi_w decimal(11,4) 近一週報酬率(%) 

5 roi_m decimal(11,4) 近一月報酬率(%) 

6 roi_q decimal(11,4) 近一季報酬率(%) 

7 roi_y decimal(11,4) 近一年報酬率(%) 

 

5. 融資融券資料表(TWN/EWGIN) 

提供台灣個股與 ETF 之融資融券資料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資料日期 

3 buy_l decimal(12,0) 融資買進(張) 

4 sell_l decimal(12,0) 融資賣出(張) 

5 buy_s decimal(12,0) 融券買入(張) 

6 sell_s decimal(12,0) 融券賣出(張) 

7 gin0 decimal(12,0) 融資餘額(張) 

8 l0ng_ta  decimal(15,2) 融資餘額(千元) 

9 gin4 decimal(12,0) 融券餘額(張) 

10 short_ta decimal(15,2) 融券餘額(千元) 

11 gin3 decimal(6,2) 融資使用率 

12 gin7 decimal(6,2) 融券使用率 

13 gin8 decimal(7,2) 券資比 

14 lmr decimal(15,2) 融資維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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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mr decimal(15,2) 融券維持率 

16 tmr decimal(15,2) 整戶維持率 

 

6. 三大法人資料(TWN/EWTINST1) 

提供台灣個股，三大法人買賣進出資訊，與持股率資訊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日期 

3 qfii_ex1 decimal(9,0) 外資買賣超(千股) 

4 fund_ex decimal(9,0) 投信買賣超(千股) 

5 dlr_ex decimal(9,0) 自營買賣超(千股) 

6 ttl_ex decimal(9,0)  合計買賣超(千股) 

7 qfii_buy decimal(9,0) 外資買進張數 

8 qfii_sell decimal(9,0) 外資賣出張數 

9 fd_buy decimal(9,0) 投信買進張數 

10 fd_sell decimal(9,0) 投信賣出張數 

11 dlr_buy decimal(9,0) 自營買進張數 

12 dlr_sell decimal(9,0) 自營賣出張數 

13 ttl_stk decimal(9,0) 外資總持股數(千股) 

14 fld008 decimal(9,0) 投信總持股數(千股) 

15 fld011 decimal(9,0) 自營總持股數(千股) 

16 t_pct decimal(9,2) 外資總持股率(%) 

17 fld022 decimal(9,2) 投信總持股率(%) 

18 fld023 decimal(9,2) 自營總持股率(%) 

 

7. 月營收資料表(TWN/EWSALE)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日期 

3 annd_s datetime 營收發布日 

4 d0001 decimal(12,0) 單月營收(千元) 

5 d0002 decimal(12,0) 去年單月營收(千元) 

6 d0003 decimal(9,2) 單月營收成長率% 

7 d0005 decimal(12,0) 累積營收(千元) 

8 d0006 decimal(12,0) 去年累積營收(千元) 

9 d0007 decimal(9,2) 累積營收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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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務資料表- 單季(TWN/EWIFINQ) 

提供財務資料，單季無累積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co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財務資料日 

3 sem char(1) 季別 

4 merg char(1) 合併(Y/N) 

5 qflg char(1) 單季(Q)/單半年(H) 

6 mm char(2) 月份 

7 curr char(4) 幣別 

8 a0003 datetime 財報發布日 

9 ac_3990 decimal(15,2) 每股盈餘-年化(單季資料*4) 

10 ac_r100 
decimal(15,2) ROA(C) 稅前息前折舊前-年化(單季資料

*4) 

11 ac_r103 decimal(15,2) ROE(A)-稅後-年化(單季資料*4) 

12 ac_r105 decimal(15,2) 營業毛利率 

13 ac_r106 decimal(15,2) 營業利益率 

14 ac_r108 decimal(15,2) 稅後淨利率 

15 cfode decimal(15,2) CFO/負債-年化(單季資料*4) 

16 cfoni decimal(15,2) CFO/合併總損益 

17 ac_r205 decimal(15,2) 現金流量比率 

18 ac_200d decimal(15,2) 每股淨值(F)-TSE 公告數 

19 ac_r401 decimal(15,2) 營收成長率 

20 ac_r402 decimal(15,2) 營業毛利成長率 

21 ac_r403 decimal(15,2) 營業利益成長率 

22 ac_r501 decimal(15,2) 流動比率 

23 ac_r502 decimal(15,2) 速動比率 

24 ac_r505 decimal(15,2) 負債比率 

25 ac_r507 decimal(15,2) 長期資金適合率(A) 

26 ac_r608 decimal(15,2) 應收帳款週轉次數-年化(單季資料*4) 

27 ac_r607 decimal(15,2) 總資產週轉次數-年化(單季資料*4) 

28 ac_r610 decimal(15,2) 存貨週轉率(次) -年化(單季資料*4) 

29 ac_0130 decimal(15,2) 應收帳款及票據 

30 ac_0170 decimal(15,2) 存貨 

31 ac_0100 decimal(15,2) 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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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32 ac_0314 decimal(15,2) 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33 ac_0400 decimal(15,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4 ac_0820 decimal(15,2) 商譽及無形資產合計 

35 ac_0960 decimal(15,2) 非流動資產 

36 ac_0010 decimal(15,2) 資產總額 

37 ac_1120 decimal(15,2) 短期借款 

38 ac_1110 decimal(15,2) 應付商業本票∕承兌匯票 

39 ac_1220 decimal(15,2) 一年內到期長期負債 

40 ac_1100 decimal(15,2) 流動負債 

41 ac_1421 decimal(15,2) 應付公司債－非流動 

42 ac_1411 decimal(15,2) 銀行借款－非流動 

43 ac_1441 decimal(15,2) 其他長期借款－非流動 

44 ac_1800 decimal(15,2) 非流動負債 

45 ac_1000 decimal(15,2) 負債總額 

46 ac_211e decimal(15,2) 股本 

47 ac_2341 decimal(15,2) 保留盈餘 

48 ac_2000 decimal(15,2) 股東權益總額 

49 ac_0020 decimal(15,2)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額 

50 ac_3100 decimal(15,2) 營業收入淨額 

51 ac_3200 decimal(15,2) 營業成本 

52 ac_3295 decimal(15,2) 營業毛利 

53 ac_3300 decimal(15,2) 營業費用 

54 ac_3395 decimal(15,2) 營業利益 

55 ac_3700 decimal(15,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6 ac_3910 decimal(15,2) 所得稅費用 

57 ac_3970 decimal(15,2) 合併總損益 

58 ac_3950 decimal(15,2) 歸屬母公司淨利（損） 

59 ac_7211 decimal(15,2) 折舊－CFO 

60 ac_7212 decimal(15,2) 攤提－CFO 

61 ac_7210 decimal(15,2) 來自營運之現金流量 

62 ac_7300 decimal(15,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63 ac_7400 decimal(15,2)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9. 指數屬性表 (TWN/EWIPRCSTD) 

提供台股市場重要指數與產業指數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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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idx_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目前狀態 

3 idx_name varchar(20) 指數名稱(中文) 

4 idx_name_e varchar(30) 指數名稱(英文) 

5 market varchar(10) 指數市場別 

6 market varchar(10) 上市別 

 DIST= 下市 

 TSE = 上市 

 OTC = 上櫃 

7 list_date datetime 上市上櫃日 

8 delist_date datetime 下市下櫃日 

 

10. 指數日行情表 (TWN/EWIPRCD) 

提供台股市場重要指數與產業指數日行情資訊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中文名稱 

1 idx_id char(7) 證券碼 

2 mdate datetime 日期 

3 open_d decimal(11,4) 指數開盤價(元) 

4 high_d decimal(11,4) 指數最高價(元) 

5 low_d decimal(11,4) 指數最低價(元) 

6 close_d decimal(11,4) 指數收盤價(元) 

7 volume decimal(9,0) 成交量(千股) 

8 stockno decimal(12,0) 流通在外股數(千股) 

9 pe_ratio decimal(11,4) TEJ 計算本益比(%) 

10 pb_ratio decimal(11,4) TEJ 計算股價淨值比(%) 

11 cdiv_ratio decimal(11,4) TEJ 計算之現金股利率(%) 

【指數清單】 

idx_id idx_name market idx_id idx_name market 

IX0010 水泥工業類指數 TSE IX0042 其他類指數 TSE 

IX0011 食品工業類指數 TSE IX0006 台灣高股息指數 TSE 

IX0012 塑膠工業類指數 TSE IX0003 台灣中型指數 TSE 

IX0016 紡織纖維類指數 TSE IX0002 台灣 50 指數 TSE 

IX0017 電機機械類指數 TSE IX0009 未含金電 TSE 

IX0018 電器電纜類指數 TSE IX0007 不含金融 TSE 

IX0019 化學生技醫療類指 TSE IX0001 加權指數 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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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x_id idx_name market idx_id idx_name market 

數 

IX0020 化學工業指數 TSE IX0051 OTC 化學工業指數 OTC 

IX0021 生技醫療指數 TSE IX0052 OTC 生技醫療指數 OTC 

IX0022 玻璃陶瓷類指數 TSE IX0053 OTC 半導體業指數 OTC 

IX0023 造紙工業類指數 TSE IX0054 OTC 週邊指數 OTC 

IX0024 鋼鐵工業類指數 TSE IX0055 OTC 光電業指數 OTC 

IX0025 橡膠類指數 TSE IX0056 OTC 通信網路業指數 OTC 

IX0026 汽車工業類指數 TSE IX0057 OTC 零組指數 OTC 

IX0027 電子類指數 TSE IX0058 OTC 通路業指數 OTC 

IX0028 半導體業指數 TSE IX0059 OTC 資訊服務業指數 OTC 

IX0029 
電腦及週邊設備業

指數 
TSE IX0099 其他電子 OTC 

IX0030 光電業指數 TSE IX0063 OTC 線上遊戲類 OTC 

IX0031 通信網路業指數 TSE IX0118 富櫃 200 OTC 

IX0032 零組件指數 TSE IX0044 OTC 紡織纖維類 OTC 

IX0033 電子通路業指數 TSE IX0045 OTC 電機機械類 OTC 

IX0034 資訊服務業指數 TSE IX0046 OTC 鋼鐵類 OTC 

IX0035 其他電子業指數 TSE IX0047 OTC 電子類 OTC 

IX0036 建材營造類指數 TSE IX0048 OTC 營造建材類 OTC 

IX0037 航運業類指數 TSE IX0049 OTC 運輸類 OTC 

IX0038 觀光事業類指數 TSE IX0050 OTC 觀光類指數 OTC 

IX0039 金融保險類指數 TSE IX0075 文創指數 OTC 

IX0040 貿易百貨類指數 TSE IX0043 OTC 指數 OTC 

IX0041 油電燃氣業指數 TSE IX0060 富櫃 50 指數 OTC 

【報酬指數清單】 

idx_id idx_name market idx_id idx_name market 

IR0010 水泥 TR TSE IR0042 其他 TR TSE 

IR0011 食品 TR TSE IR0003 中型 TR TSE 

IR0012 塑膠 TR TSE IR0002 T50 報酬指數 TSE 

IR0016 紡織 TR TSE IR0009 TR 未金電 TSE 

IR0017 電機機 TR TSE IR0001 報酬指數 TSE 

IR0018 電器電 TR TSE IR0039 金融報酬 TSE 

IR0020 化學 TR TSE IR0044 OTC 紡織報酬 OTC 

IR0021 生技 TR TSE IR0045 OTC 機械報酬 OTC 

IR0019 化學生 TR TSE IR0046 OTC 鋼鐵報酬 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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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x_id idx_name market idx_id idx_name market 

IR0022 玻璃 TR TSE IR0047 OTC 電子報酬 OTC 

IR0023 造紙 TR TSE IR0048 OTC 營建報酬 OTC 

IR0024 鋼鐵 TR TSE IR0049 OTC 航運報酬 OTC 

IR0025 橡膠 TR TSE IR0050 OTC 觀光報酬 OTC 

IR0026 汽車 TR TSE IR0051 OTC 化工報酬 OTC 

IR0028 半導體 TR TSE IR0052 OTC 生技醫報酬 OTC 

IR0029 電腦週邊 TR TSE IR0053 OTC 半導體報酬 OTC 

IR0030 光電類 TR TSE IR0054 OTC 電腦週報酬 OTC 

IR0031 通信網 TR TSE IR0055 OTC 光電報酬 OTC 

IR0032 零組件 TR TSE IR0056 OTC 網通報酬 OTC 

IR0033 電子通 TR TSE IR0057 OTC 電子零報酬 OTC 

IR0034 資訊服 TR TSE IR0058 OTC 電通報酬 OTC 

IR0035 其他電 TR TSE IR0059 OTC 資服報酬 OTC 

IR0027 電子報酬 TSE IR0063 OTC 遊戲報酬 OTC 

IR0036 營造 TR TSE IR0075 OTC 文創業報酬 OTC 

IR0037 航運 TR TSE IR0099 OTC 其他電報酬 OTC 

IR0038 觀光 TR TSE IR0100 OTC 其他報酬 OTC 

IR0040 百貨 TR TSE IR0118 富櫃 200 TR OTC 

IR0041 油電燃 TR TSE IR0060 富櫃 50 報酬指數 OTC 

IR0010 水泥 TR TSE IR0043 櫃檯報酬指 O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