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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台灣財經資料庫內容簡介台灣財經資料庫內容簡介台灣財經資料庫內容簡介台灣財經資料庫內容簡介    

    

TEJ ProfileTEJ ProfileTEJ ProfileTEJ Profile：包含總經、原物料、匯率、利率等資料。 

TEJ TEJ TEJ TEJ Company:Company:Company:Company: 上市櫃公司月營收盈餘、產銷組合、董監事、資本形成、長短期投資及借款等資料。 

TEJ TEJ TEJ TEJ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 : : 上市櫃公司集團組成、上市櫃公司控制持股及董監結構 

TEJTEJTEJTEJ 新版財務新版財務新版財務新版財務：因應財務第 34 及 36 公報科目重分類 

TEJ FinanceTEJ FinanceTEJ FinanceTEJ Finance：上市櫃公司財務資料及財務比率資料庫、合併報表、及重編財務資料。 

TEJ EquityTEJ EquityTEJ EquityTEJ Equity：證券市場面資料庫，包含股價、信用交易、外資法人、集保庫存等。 

TEJ FUNDTEJ FUNDTEJ FUNDTEJ 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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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J TEJ TEJ BONDBONDBONDBOND    DBDBDBDB：國內公債、公司債、可轉債及 ECB 資料。 

TEJ Bank DBTEJ Bank DBTEJ Bank DBTEJ Bank 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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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J TEJ TEJ CREDITCREDITCREDITCREDIT：國內公開發行及上市上櫃公司企業信用評等。 

TEJ PUB DBTEJ PUB DBTEJ PUB DBTEJ PUB DB：公開發行公司資料庫，含財務資料、股價、董監事、月營收、資本形成等。 

TEJ TEJ TEJ TEJ 下市下市下市下市....管理股票管理股票管理股票管理股票....全額交割股全額交割股全額交割股全額交割股: 含財務資料、股價、董監事、月營收、資本形成等。 

TEJTEJTEJTEJ 上市櫃上市櫃上市櫃上市櫃++++曾經上市櫃公司資料庫曾經上市櫃公司資料庫曾經上市櫃公司資料庫曾經上市櫃公司資料庫：：：：含財務資料、股價、董監事、月營收、資本形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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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工具列功能總覽工具列功能總覽工具列功能總覽工具列功能總覽：：：：    

由於各資料庫的性質、格式不同，故功能項目亦會有所差異，此處列示大多數資料庫的功能面版。 

若該資料庫的某項功能鍵為灰階無法點選者，即該功能於此情況下不能使用。 

 

((((一一一一))))功能選單功能選單功能選單功能選單    

 

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編輯編輯編輯編輯                                                                    檢視檢視檢視檢視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代碼組別代碼組別代碼組別代碼組別                                                            欄位組別欄位組別欄位組別欄位組別                                                                                                                                            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                                                                        介面設定介面設定介面設定介面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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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表格功能列表格功能列表格功能列表格功能列((((常用快速鍵常用快速鍵常用快速鍵常用快速鍵))))    

 

 

常用工具列圖示說明常用工具列圖示說明常用工具列圖示說明常用工具列圖示說明    

圖示 說明 

 
字型調整，可按上下調整字型的大小 

 存取資料功能鍵，表直接轉存進 Microsoft Excel 中 

 存取資料功能鍵，複製鍵。須選取資料範圍，點選後到 excel 檔案貼上即可 

 圖形窗口，顯示資料數據所繪製之圖形。需自表格窗口將欲繪圖之資料拖曳到圖形區 

 
亮時可以查新聞 

 
個股總覽快速鍵 

 
排行榜快速建 

 
單項目比較快速建 

 
二軸轉置，目前畫面轉置 

 
時間區間設定，快速進入時間區間設定 

 
自選組別設定，快速進入自選組別設定 

 
欄位組別設定，快速進入欄位組別設定 

 
更改 ID，於個股總覽、跨期比較時可使用，可往前往後選擇公司。 

 
合併財務，用於財務資料庫跨期展現 

 
產業財務，用於財務資料庫跨期展現 

 
用於欄位平均 

 
用於欄位加總 

 
顯示單位 

    

圖形工具列圖形工具列圖形工具列圖形工具列    

 

圖示圖示圖示圖示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圖示圖示圖示圖示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線圖 

    
顯示線條中最小值標點 

    
長條圖 

    
顯示立體/平面圖 

    
散佈圖 

    
顯示多圖比較模式 

    
圓餅圖 

    
顯示多座標模式 

    
k 線圖(股價資料庫) 

    
複製圖片 

    
顯示線條標點 

    
撤除線條 

    
顯示線條中最大值標點 

 
顯示掃描線 

檢視 設定 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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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進入系統進入系統進入系統進入系統：：：：    

 

 

選擇欲查詢的資料庫，利用滑

鼠按左鍵兩下，即可進入該資

料庫。 

主表隱藏功能： 

可將左列選單暫時隱藏，

方便檢閱資料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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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資料庫主畫面後，請由

「檢視」中選擇「個股總覽」

或其他功能切換資料檢索

方式 

點選左上方紅色字體的名稱， 

為連結至該資料庫的說明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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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個股總覽個股總覽個股總覽個股總覽】】】】 ：：：：單一公司單一公司單一公司單一公司，，，，不同期間不同期間不同期間不同期間、、、、不同欄位不同欄位不同欄位不同欄位    

  

 

 

 

1.選取所需的資料期間 

日資料請輸入：(yyyymmdd-yyyymmdd, 例如:20010101-20021231)   

月資料請輸入：(yyyymm-yyyymm, 例如 200101-200212) 

注意！若為期間一定要輸入〝 - 〞 

2. 選取最近 n 期 

輸入：(last N, 例如 last 20) 

完成 1 或 2 的步驟後，最後請按 執行 

 

在此可更換公司名稱，可直接

輸入公司代碼公司代碼公司代碼公司代碼或是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

後，按 Enter 即可做公司切換 

可在查詢日期後面的空

白處更換日期。輸入方式

請見下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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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將游標移至欲更改的

欄位上，利用滑鼠左鍵

按兩下，進入選擇項

目，見《圖 1-1》，選取

欲替換之科目 

PS. 在 財 務 資 料 中 按 向 下 箭

頭，會顯示「資產負債表」、「損

益表」、「現金流量表」等等表

次，以縮減使用者選項時間 

亦可用中文輸入，當您輸入第一個字

按 enter，畫面會顯示有此文字的欄

位，若此非您所選，只要再按 

>〈下一個〉、<〈上一個〉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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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排行榜排行榜排行榜排行榜】】】】 ：：：：可將所有上市櫃公司依照公司代碼排序可將所有上市櫃公司依照公司代碼排序可將所有上市櫃公司依照公司代碼排序可將所有上市櫃公司依照公司代碼排序    

 

 

排行榜的功能： 

系統預設為顯示最新一期的資料，並以公司代

碼排序。使用者可針對特定欄位排序 

設定方法： 

最近期：last 1 (亦可以設定最近 N 期 last 5) 

指定期：200806(依資料庫不同設計不同) 

直接輸入欲查詢期間即可； 

若只輸入年度 EX 2009，系統會顯示出該年

度所有資料 EX 200901-200912 

針對特定欄位排序，請將滑鼠移到欄

位上的 ，按滑鼠左鍵，欄位就會

自動排序為升冪或降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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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圖 2-2》 

 

《圖 2-3》 《圖 2-4》 

在欄位上點選滑鼠右鍵，可針

對欄位作幣別、單位轉換，或

欄位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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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跨公司比較跨公司比較跨公司比較跨公司比較】：】：】：】：同一期間同一期間同一期間同一期間，，，，不同公司做比較不同公司做比較不同公司做比較不同公司做比較    

 

 

 

 

《圖 3-1》 

 

更改公司群組： 

在代碼組別→ ID 組別 設

定，或按快捷鍵 進入群

組設定，見《圖 3-1》。 

1 依市場別、類股別來選取樣本公司，然後

按>>鍵將選取的公司丟到右邊的空白欄位，

按”套用”鍵即可更改公司群組 

或 2.可由外部檔滙入，複製公司的代碼，在

右邊的空白欄按右鍵貼上 

市場別市場別市場別市場別 類股別類股別類股別類股別 

若不知公司代碼

可使用“搜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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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將所需欄位移至右邊空白

格，設訂群組名稱後儲存

並確認，即設定完成 

特定轉換：可設定特定欄位依

平均值、成長率或加總計算 

更改欄位群組： 

欄位組別→自定欄位組別

設定，或按快捷鍵 ，進

入群組設定，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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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跨期比較跨期比較跨期比較跨期比較】：】：】：】：同一公司同一公司同一公司同一公司，，，，依不同期間作比較依不同期間作比較依不同期間作比較依不同期間作比較    

    

 

《圖 4-1》 

系統預設為最近五期的資料，欲更

改期別，可自設日期區間，Ex：

200101-200809 未來每次進系統均

以前次設定為主 

選擇欲檢閱日期，按>>即可

移至右邊欄位，按下確定鍵

更改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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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跨項目比較跨項目比較跨項目比較跨項目比較】：】：】：】：主要用來跟圖形作連動主要用來跟圖形作連動主要用來跟圖形作連動主要用來跟圖形作連動    

 

《圖 5-1》 

跨項目比較： 

可檢索多組公司與欄位，設定跨項目

比較的項目，請至「設定」內的「設

定圖形及跨項目比較」，見《圖 5-1》 

 

在左方選單選擇公司及欄位後，按下

＞移至右方空白框格，即可設定跨項

目比較；若欲刪除項目，則將右方欄

位選擇欲刪除的項目，按下＜鍵即

可。完成後按「確定」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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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完成，由「檢視」�「圖形窗口」進入，

視窗下方出現圖型窗口，將表格中欄位拖曳到

圖形窗口，即可增加圖形線，按圖形工作列上

即減少圖形線 

按滑鼠右鍵可複製

圖片為 JPG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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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單項目比較單項目比較單項目比較單項目比較】】】】 ：：：：可針對單一項目來比較所有公司間的情況可針對單一項目來比較所有公司間的情況可針對單一項目來比較所有公司間的情況可針對單一項目來比較所有公司間的情況    

 

單項目比較：預設為最近 5

期的資料，可自訂日期區間

Ex：200101-200809 

滑鼠移至欄位上的 ，

按滑鼠左鍵，欄位可升冪

或降冪排序 

點選下拉選單可更換比較

項目；或直接輸入欄位名

稱按 Enter 後搜尋相關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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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反查詢反查詢反查詢反查詢】】】】    

 

變更反查詢項目，步驟如下： 

                    《《《《圖圖圖圖 7777----1111》》》》    

反查詢的功能： 

以董監事持股資料庫為例，點選檢視→反

查詢，在下拉選單中選取欲反查詢的項

目，如《圖 7-1》。Ex。反查詢監察人合計，

可知所有公司監察人合計資料。 

在下拉選單選取其他反查

詢項目，或輸入關鍵字按

Enter搜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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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圖形窗口圖形窗口圖形窗口圖形窗口】】】】     

 

� 各種圖形顯示各種圖形顯示各種圖形顯示各種圖形顯示    

線圖                                 長條圖 

  

散佈圖                               圓餅圖 

  

k 線圖(用於股價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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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功能圖形功能圖形功能圖形功能：：：：    

 顯示多圖比較模式顯示多圖比較模式顯示多圖比較模式顯示多圖比較模式    

 
 

 顯示多座標模式顯示多座標模式顯示多座標模式顯示多座標模式：當欲比較的項目級距差距很大時，可使用多座標模式  

Ex：個股跟大盤的收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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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掃描線顯示掃描線顯示掃描線顯示掃描線：在圖上點選，拖曳左右移動右上會出現數值方塊 

 
 

其他圖形功能其他圖形功能其他圖形功能其他圖形功能：：：：    

 

 
顯示線條中各數值標點 

 
顯示線條中最大值標點 

 
顯示線條中最小值標點 

 
顯示立體/平面圖 

 
複製圖片 

 
撤除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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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欄位組別設定欄位組別設定欄位組別設定欄位組別設定】：】：】：】：使用者可設定多項常用群組使用者可設定多項常用群組使用者可設定多項常用群組使用者可設定多項常用群組，，，，使用時只需在使用時只需在使用時只需在使用時只需在

「「「「欄位組別欄位組別欄位組別欄位組別」」」」中套用欄位組別即可中套用欄位組別即可中套用欄位組別即可中套用欄位組別即可。。。。    

《圖 9-1》 

 
操作方式如下： 

1.在「欄位組別」中選擇「自定欄位組別」進入「欄位組別設定」對話方塊。《圖 9-1》 

2 於類別點選所需欄位分類如「資產負債表」，並利用拖曳方式將所需欄位產生區塊反白或配

合「Ctrl」鍵做各別欄位標示，標示後執行「>>」鍵做加入。反之「<<」鍵,做刪減欄位。 

3. 如需全部加入執行「ALL>>」鍵；反之「ALL<<」鍵全部刪除。 

4. 於「欄位群組名稱」更改為自己的表格名稱如「Group 1」 

5. 點選「儲存」鍵，再按「確定」 

6. 使用時進入「欄位組別」中選擇「套用自定欄位組別」選擇所需之欄位組別。 

  註：設定時右邊至少須保留一欄位，否則儲存無效。

輸入字串後，按 Enter

鍵可蒐尋相關欄位 

點選「ALL ▼」下拉選單，

出現欄位分類名稱，方便尋

找所需欄位 

可自訂欄位群組名稱 

特定轉換：可設定特定欄位依

平均值、成長率或加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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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自選組別設定】：使用者可設定多項常用群組，使用時 

在自選組別中套用本機代碼組別即可在自選組別中套用本機代碼組別即可在自選組別中套用本機代碼組別即可在自選組別中套用本機代碼組別即可。。。。    

《圖 10-1》 

        

《圖 10-2》 

操作方式如下： 

1.在「代碼組別」中選擇「ID 組別設定」進入「代碼組別設定」對話方塊。《圖 10-1》 

2. 用滑鼠於欄位上方點選所需產業別如「水泥業」，並利用拖曳方式將所需公司產生區塊反

白或配合「Ctrl」鍵做各別公司標示，標示後執行「>>」鍵做加入。反之「<<」鍵,做刪減

公司。 

3. 如需全部加入執行「ALL>>」鍵；反之「ALL<<」鍵全部刪除。 

4. 於「群組名稱」輸入自己的代碼如「GROUP 1」。 

5. 點選「本機儲存」或「共享儲存」鍵。 

6. 存取完畢後按套用 

7. 下次使用時，進入「代碼組別設定」中「套用本機代碼組別」選擇所需之代碼組別。 

   《圖 10-2》 

 

註：設定時右邊至少須保留一欄位，否則儲存無效。 

可選擇用「代碼」或「名

稱」搜尋公司 

市場別市場別市場別市場別 類股別類股別類股別類股別 

1 依市場別、類股別來選取樣本公司，然後按>>鍵

將選取的公司丟到右邊的空白欄位，按”套用”鍵

即可更改公司群組 

或 2.可由外部檔滙入，複製公司的代碼，在右邊的

空白欄按右鍵貼上 

可自定 ID 組別的名稱，

點選”本機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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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十四十四、、、、【【【【特殊轉檔功能特殊轉檔功能特殊轉檔功能特殊轉檔功能】】】】    

「「「「檔案檔案檔案檔案」」」」中之中之中之中之「「「「特殊轉檔特殊轉檔特殊轉檔特殊轉檔」」」」    

    

    

    

操作方法如下： 

1.在「代碼設定」選定欲轉檔公司加以反白利用「>>」搬移至右框。 

2.在「欄位設定」選定欲轉檔欄位加以反白利用「>>」搬移至右框。 

3.在「期間設定」設日期起迄。 

3.輸入西元年日期起訖，請

勿輸入「/」符號。 

若為不連續的日期，可以在

日期選單選取《圖 15-1》 

可直接輸入公司碼 

1.選取樣本公司 

2.選取欄位 
4.設定檔案存取路徑

《圖 15-2》；預設為

c:\tej.txt 

5.開始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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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

《圖 15-2》 

 

5.開始轉檔 

 

 

 

    

 

按下開始轉檔後出現此

畫面，「確定」後即轉檔

完成，到 ExcelExcelExcelExcel 下匯入 

點選日期，按＞移至右

邊空白框格，按確定鍵

設定完畢 

輸 入 欲 存 取

路徑及檔名 

轉檔過程請參考此處顯示，轉擋中

斷或失敗時，可依顯示資料處重新

設定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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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資料檔由 Excel 的「檔案」→「開啟舊檔」 

 

 

 

 

 

勾選分隔符號，點選下一步 

勾選分號，點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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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五五五五、、、、    【【【【轉貼資料到轉貼資料到轉貼資料到轉貼資料到 ExcelExcelExcelExcel】】】】    

在每個資料庫檢索畫面中，點選快捷鍵 ，系統會將目前頁面資料儲存至 Excel 檔案 

 

或選取所需資料欄位使之反白，點選「編輯」�「複製」或快速鍵  

開啟空白 Excel，從 Excel 的「編輯」→「貼上」 

 

點 選 所 需 欄 位 使 之 反

白，再點選「編輯」�

「複製」，開啟 Excel 貼

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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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十六十六十六、、、、【【【【選項選項選項選項————欄位平均欄位平均欄位平均欄位平均、、、、欄位加總欄位加總欄位加總欄位加總、、、、頻率轉換功能頻率轉換功能頻率轉換功能頻率轉換功能】】】】    

1. 欄位平均 

可以在「個股總覽」、「排行榜」、「跨項目比較」、「單項目比較」中使用 

    
    

2. 欄位加總 

可以在「個股總覽」、「排行榜」、「跨項目比較」、「單項目比較」中使用    

    

「選項」�「欄位平均」，

於資料最後一列產生

「Avg」欄位 

「選項」�「欄位加總」 

於 資 料 最 後 一 列 產 生

「Sum」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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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頻率轉換 

用於「調整後股價」資料庫中，可選擇展現資料為「原始資料」或轉換為 

「日資料」、「週資料」、「月資料」、「年資料」 

 

4.幣別轉換 

 

5.單位轉換 

 

由「選項」→「頻率轉換」

轉換為「季資料」。 

可轉換不同市場的幣別 

可轉換不同數值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