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用TEJ Pro就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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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主選單資料庫分類(實際項目依機構簽約項目為準)

2 • 主畫面&常用功能介紹

3 • 檢視方式(個股、多股、單項目比較)

4 • 條件設定(自訂公司群組、欄位群組、進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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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功能(繪圖、財報相關知識、閱讀研究相關文章)6

• 匯出儲存資料



登入：點選桌面捷徑
連線設定 輸入帳號密碼，按登入

22



主選單資料庫分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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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總經、原物料、匯率、利率等資料。TEJ Profile

• 企業月營收盈餘、產銷組合、董監事、資本形成、長
短期投資及借款等資料。TEJ Company

• 台灣上市櫃企業財報遵循國際會計準則之財務資料，
自2013年起揭露，最早溯自2012年。

TEJ IFRS Finance

• 金融業自有資本、資產品質與自有資本明細、資本適
足率等。

金融業-資產負債

明細專區

• 金控集團組成及金控旗下子公司月營收、月產銷組合、
轉投資、財務報表。

TEJ 金控專區

• 證券市場面資料庫，包含調整股價、未調整股價、報
酬率、系統風險等。TEJ 股價資料庫

• 證券市場面資料庫，包含籌碼分佈、法人買賣超、外
資法人持股、主要券商進出明細等。TEJ 籌碼資料庫

(實際項目依機構簽約項目為準)



主選單資料庫分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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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購售權證、牛熊證、期貨、選擇權之基本資料及日
交易資訊。衍生性金融商品

• 計算Fama & French使用的因子，提供市場風險溢酬、
規模溢酬、淨值市價比溢酬等八大因子。市場面多因子

• 包括研究審計品質所需的影響變數與衡量變數和會計
師事務所資料。TEJ審計品質

• 公開發行以上公司集團組成、控制持股及偏離、董監
結構、董監酬勞、獨立董監等。TEJ公司治理

• 基金資料庫，包括基金屬性、淨值、週、月持股、週
轉率、評等、新聞等。TEJ FUND

• 國內公債、公司債、可轉債及ECB資料。TEJ BOND

• 公開發行公司資料庫，包含：財務、股價、董監事持
股、月營收、資本形成…等。TEJ PUB

• 金融機構分項業務資料庫，如：一般銀行存款餘額分
析，一般銀行放款餘額分析等。TEJ Bank

(實際項目依機構簽約項目為準)



主要功能介紹

• 針對公司代碼、欄位進行資

料庫查詢；常使用於未指定

資料庫或是不清楚資料位置

智能搜尋

• 進入需要之資料庫進行依據

公司、欄位進行資料搜尋
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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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畫面&常用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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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方式 (一)：查詢單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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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查詢統一資產負債表之資料

1. 個股總覽 (X軸：欄位 Y軸：時間) 2. 跨期比較 (X軸：時間 Y軸：欄位)



檢視方式 (二)：查詢多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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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查詢台泥、亞泥、嘉泥、環泥於2019年第二季

資產負債表之財務資料

1. 排行榜 (X軸：欄位 Y軸：公司) 2. 跨公司比較 (X軸：公司 Y軸：欄位)



檢視方式 (三)：查詢單一欄位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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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查詢台泥、亞泥、嘉泥、環泥於2019年第二季

資產負債表之財務資料

• 單項目比較 (X軸：日期 Y軸：公司)



條件設定 (一)：公司樣本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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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設定「電子零組件」產業

Step 1：選取分類

Step 2：選取產業別

Step 3：將欲選取之公司移至

右側已選ID清單中

Step 4：左下方會顯示已選擇

產業

Step 5：點選群組儲存並命名

群組名稱

註：產業別係依證交所之分類，若產業名前

有帶底線，則為TEJ額外的細分類。例：

_PC系統、_主機板…等



條件設定 (二)：欄位變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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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設定「營收、成本、費用、本期稅後淨利」科目

Step 1：利用「欄位群組」及

「搜尋」功能找出欲選

取 之欄位，並將其移

至右側 已選欄位中

Step 2：點選儲存欄位群組並

命名群組名稱



條件設定 (三)：日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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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設定2019年~最新的一期日期

設定方式：
方式 1 ： last 1 -> 最近N筆
方式 2. ：201906-999999->
日期區間
方式 3. ：201906-> 單一日期

簡便設定：
方式1 ： 點選期一天、後一
天可以設定前一期、後一期之
資料



匯出儲存資料：匯出至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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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匯出統一2008年~2018年財報資料。

Step 1：

設定好所需資料，

點選「匯出」快捷

鍵，即可將資料匯

出至EXCEL。

註：

匯出的檔案為暫存檔，需將

檔案另存新檔。



輔助功能(一)：財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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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點選個股

Step  2：點選財務並選擇年度

Step  3：系統會自動判定該公
司並連線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指定之公司及
年度財務報表下載面



輔助功能(二)：法說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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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點選個股

Step  2：點選法說，可以選擇
TEJ整理或是公開資
訊觀測站

Step  3：系統會自動判定該公
司並連線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或是TEJ整理
之法說會頁面



輔助功能(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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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點選其他

Step  2：可以選擇複製、複製
(含表頭)、平均、加
總等



智能搜尋(一)公司代碼搜尋

Step 1：點選市場別

Step 2：搜尋公司代碼

Step 3：點選資料庫

Step 4：右方畫面會呈現預覽
畫面，點選進入資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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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搜尋(二)欄位搜尋

Step 1：點選市場別

Step 2：搜尋欄位

Step 3：點選資料庫

Step 4：右方畫面會呈現預覽
畫面，點選進入資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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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用TEJ Smart Wizard就上手

1
• Smart  Wizard工具列介紹

2
• 查詢條件設定-資料、公司、日期、其他設定

3
• 修改條件設定-小a功能

4
• 範例：跨資料庫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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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按鈕 功能說明

連結至TEJ官方網站-TEJ Smart Wizard範例下載

系統參數設定：更換語系/資料庫國別時使用。

(語言選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國別選擇：依購買品項而定)

資料庫查詢：設定所需查詢的資料條件

更新工作表：僅更新單一工作表

更新活頁簿：更新整個Excel檔案內容

編輯功能：

當游標停在以TEJ Smart Wizard匯出之表格區的左上角紅色註記處，

即可使用「小a」按鍵，呼叫前次設定條件，重新編輯

TEJ Smart wizard 工具列功能鍵

20

※ TEJ Smart Wizard工具列將安裝於Excel 2007以上之『增益集』頁籤(Excel 2003則出現於工具列)，
若無法使用本功能，請洽TEJ客服部：02-87681088#120，我們將由專人協助。



TEJ Smart Wizard – 查詢條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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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資料來源

步驟二：公司設定

步驟三：日期設定
步驟四：其他設定



TEJ Smart Wizard 查詢條件設定1：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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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類別&資料名稱：
分類方式與TEJ資料庫的主選單相同。
DB類別：資料庫分類
資料名稱：資料庫

可選取欄位：
利用滑鼠左鍵點擊兩下即可快速選取或移
除。搭配使用Ctrl或Shift鍵可以連續選取
欄位。

移動鍵：
可利用此功能移動欄位的排序順序，惟一
次只能移動一個欄位。

資料種類：
選擇樣本範圍，下方的資料選單和右方公
司清單會隨之連動。
例1：若要看總體經濟資料庫，資料種類
需改成「總體經濟」。
例2：若需要歷史某段時間的上市櫃公司，
請選擇「上市+上櫃+下市+下櫃」



TEJ Smart Wizard 查詢條件設定2：公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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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產業別：
若樣本條件固定為普通股或某產業，
則以「指定產業別」方式選取。
舉例：指定-鋼鐵產業，則未來不管鋼
鐵產業有任何公司加入或退出，檔案
會自動更新公司清單。

指定個股：

•方法1 ：可依產業別選取所需公司

•方法2 ：匯入已選定公司群組：

複製有含公司碼之公司清單→

點選滑鼠右鍵→自剪貼簿匯入



TEJ Smart Wizard 查詢條件設定3：日期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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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區間：預設區間為近一

年，可自行手動更換區間。

升降冪：預設為降冪排列，如需升冪排列，則
取消打勾，點選「查詢」，再重新選取日期即
可。資料匯出亦會跟著此設定以升冪或降冪方
式排序。

最近期：所有已選取
欄位快速抓取最近1筆
資料設定。

頻率：可自訂
資料頻率。

選取日期：利

用滑鼠左鍵點

擊兩下即可快

速選取或移除，

可搭配使用

Ctrl或Shift鍵

連續選取日期。



TEJ Smart Wizard 查詢條件設定3：日期設定(進階)

步驟2.設定日期範圍 步驟3.選擇回傳類型

步驟4.套用所有欄位

步驟5.確定

舉例1：若需要最近幾期的資料
日期範圍：選擇「最近N期」
筆數：輸入所需的期數
(ex ：5，即最近五期)

舉例2：若需要某一段時間
日期範圍：選擇「日期區間」
起始日期：yyyymmdd(ex：20120101)
終止日期：99999999
→該欄位從20120101~最近期的資料

舉例3.
日期範圍：週頻率
起始日期：20120101
終止日期：20120731
回傳資料型態：平均
→若為日頻率資料(ex：股價)，匯出

的資料即為每週平均數

步驟1.選擇進階欄位日期選項

※備註：
『日期設定』和『日期設定-進階』只能擇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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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公司碼/日期位置：
系統預設指定在A1儲存格，可依使用需
求自行更改指定儲存格位置，如B30、H5。
※功能介紹：

不指定：用以查詢跨公司、跨期間資料
指定公司碼：查詢單一家公司
指定日期：查詢單一日期

產生新工作表：
匯出資料時，
在目前的檔案
中，另外開啟
新工作表
(Sheet)上匯出。
※建議使用

自動執行巨集：
若檔案有設定相
關巨集，即可將
巨集加到檔案的
註記中，未來更
新資料時即可自
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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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 Smart Wizard 查詢條件設定4：其他設
定



TEJ Smart Wizard 查詢條件設定5：格式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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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公司、日期、欄位(變數)設定後，按「下一步」，
選擇資料排列方式，再點選「匯出至EXCEL」。



TEJ Smart Wizard 跨資料庫下載示範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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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期間：2000~2012年

 資料頻率：年

 研究樣本：研究期間內的台灣上市櫃造紙業公司

 所需變數：

以合併財報為主的ROA、ROE、研發費用、EPS、
營收、流動比率、年底市值、流通在外股數、全年
股價報酬率、董監持股%、經理人持股%、法人持
股%、盈餘分配權、控制持股%、一年Beta



TEJ Smart Wizard 跨資料庫下載示範
步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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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種類：由於需
要過去歷史某段時
間的上市櫃公司，
顧及樣本完整性，
請選擇「上市+上
櫃+下市+下櫃」，
以涵蓋當時有相關
資料，且在資料期
間後下市及下櫃的
公司。

 DB類別與資料名稱：
即TEJ+主程式中的
資料庫分類以及資
料名稱(請見圖例示
範)



TEJ Smart Wizard 跨資料庫下載示範步
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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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設定：由於指定某個產業，且未來將以此次下載的造紙工業名單
為準，不因新上市或下市而異動，故選擇「公司分類」的「造紙工
業」，按「全選>>」。



TEJ Smart Wizard 跨資料庫下載示範
步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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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設定：

Step1 在日期區間輸入20000101至20121231

Step2 頻率選「年」

Step3 若希望資料由2000年開始排列，取消降冪左側的勾勾，再按查詢

Step4 將顯示的日期全選至右側











TEJ Smart Wizard 跨資料庫下載示範
步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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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指定公司碼/日期位置：點選「不指定」

說明：由於本次例題需要多公司與多期間，故選擇不指定

Step2：勾選「產生新工作表」

說明：為避免覆蓋原工作表上的資料，請勾選產生新工作表

Step3：按「下一步」

V









TEJ Smart Wizard 跨資料庫下載示範步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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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設定：依所選資料型態，系統提供九種資料排列方式，請依個人

習慣選擇，再按「匯出至Excel 」。



TEJ Smart Wizard 跨資料庫下載示範步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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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結果如下圖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