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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零股新制

一. 零股交易業務

1. 零股交易時間：

2. 零股交易：限價ROD（不接受市價、IOC、FOK委託）

3. 盤中未成交委託不保留到盤後零股交易時段。

4. 限採電子式交易型態，但專業機構投資人不在此限。

5. 變更買賣申報時，除減少申報數量外，應先撤銷原買賣申報，再重新申報。

6. 每日升降幅度、升降單位：開盤競價基準同普通交易。

二. 盤中零股撮合方式

1. 9:10起第一次撮合，之後每3分鐘以集合競價撮合。

2. 買賣申報之優先順序依下列原則決定：價格優先／時間優先原則。

三. 盤中零股價格穩定措施

1. 撮合前經試算成交價格漲跌逾前一次成交價格之上下3.5%時，當次撮合延緩２分鐘。

2. 價格穩定措施期間，每10秒揭露模擬撮合成交價、量及最佳５檔買賣訊息。

四. 盤中零股報價揭示

1. 實施試算行情資訊揭露：9:00至13:30，約每10秒揭露模擬成交價、量及最佳5檔買賣申報價、量等。

2. 成交資訊揭露：每盤撮合後，揭露成交價、量以及最佳5檔買賣申報價、量等。

註：相關細節請參閲交易所網站盤中零股交易專區

項目 實施日期 委託時間 預約時間

盤中零股 2020/10/26日 9:00~13:30 15:00~次交易日9:00

盤後零股 屆時仍維持運作 13:40~14:30 15:00~次交易日13:40

https://www.twse.com.tw/zh/page/products/trading/introduce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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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盤中零股的電子平台

分類 平台

AP
eLeader

好神通

行動 iLeader

Web 新理財網

語音 語音系統

API
API-P

API-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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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零股畫面說明-eLeader1

✓新增[8860零股專區]畫面，為報價+下單+回報+庫存的整合畫面，僅此畫面提供盤中零股交易

✓位置：證券專區>下單>零股下單>8860零股專區；

整合畫面>8860零股專區

零股下單列：交易盤別
只有「盤中零股」和
「盤後零股」

回報新增：
「盤中零股」和「盤後零股」

整股和零股的價差

揭示即
時庫存

零股個股走勢(提供疊
整股線圖功能)/明細/
分時(可選擇僅成交分
時或成交含試撮的分
時)/分價/最佳五檔

零股自選報價及
庫存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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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零股畫面說明-eLeader2

✓ 下單確認頁：新增委託類別「盤中零股」和「盤後零股」

✓ 依交易所規定揭示零股交易計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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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零股畫面說明-好神通1

✓報價：新增台股零股報價 報價欄位可新增零股項目

在個股的商品盤勢新增零股相關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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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零股畫面說明-好神通2

✓委託確認：新增＂盤中零股＂和”盤後零股”類別

✓委成回：新增“盤中零股”和”盤後零股”盤別

✓下單列：新增【零】股交易選項，第一次點選時會

跳出零股手續費說明，可勾選下次不再提醒，以後就不會
再跳出提示，零股下單列以黄色做區隔，並有盤中零股/盤
後零股的浮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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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 1) 新增《零股專區》，包含零股排行＆自選報價商品功能；點擊零股排行可查看盤中零股的單量、總量、成交價差與成交價差%的排行；點擊自選報

價商品可查看自選商品的盤中零股報價

盤中零股畫面說明-iLeader1

▲ i/G Pad ▲ i/G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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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零股排行） 零股排行中可查看盤中零股的單量、總量、成交價差與成交價差%的排行

盤中零股畫面說明-iLeader2

▲ i/G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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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 2) 新增《零股頁籤》功能，點擊頁籤可查看零股五檔報價、明細、走勢、分價資訊，也可放大畫面呈現。

3) 《零股報價走勢圖》新增零股成交價、整股成交價、價差的走勢圖，勾選後可同時比對線圖。

4) 新增《零股自選報價》與《試撮商品標示》。

盤中零股畫面說明-iLeader3

▲ i/G Pad ▲ i/G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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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零股頁籤） 新增《零股頁籤》功能，點擊頁籤可查看零股五檔報價、明細、走勢、分價資訊，也可放大畫面呈現。

盤中零股畫面說明-iLeader4

▲ i/G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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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下單) 新增《零股下單》功能

盤中零股畫面說明-iLeader5

▲ i/G Pad ▲ i/G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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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費說明 首次登入跳出，之後可以點《手續費說明》查看。

盤中零股畫面說明-iLeader6

▲ i/G Pad ▲ i/G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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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回報 《成交回報》與《成交主動回報》委託種類揭示調整為：盤中零股、盤後零股、現股買進買進/賣出

盤中零股畫面說明-iLeader7

▲ i/G Pad ▲ i/G Phone



19

✓委託回報 《委託回報》與《委託主動回報》委託種類揭示調整為：盤中零股、盤後零股、現股買進買進/賣出

盤中零股畫面說明-iLeader8

▲ i/G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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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查詢 《庫存查詢》集保昨/今餘數量為整股、零股加總。

盤中零股畫面說明-iLeader9

▲ i/G Phone ▲ i/G Pad ▲ i/G Phone

✓委託確認 《委託確認》委託種類揭示為：盤中零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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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零股畫面說明-新理財網1

✓報價 ✓下單 ✓確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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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零股畫面說明-新理財網2

✓批次下單

✓嘉實H5下單列 ✓委成回

註: 送出後出現委託確認頁(同前面的委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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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零股畫面說明-新理財網3

✓自選報價

✓ 新增 “價差”、“價差%”兩個欄位

✓ 因系統架構調整，曾經做過欄位設定的客戶，會看不到新增的兩個欄位，且可能出
現頁面表格消失的情況，需請客戶透過欄位設定還原成預設值即可。

2.還原成預設值 3.設定完成後
按“套用”

1.按欄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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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零股畫面說明-新理財網4(嘉實H5報價畫面)

✓零股專區

✓ 看盤上方的第二排Menu新增一個"零股"選項，點選
後提供：上市零股、上櫃零股、零股排行三個畫面

✓ 走勢圖右下方新增三個tab：零股行情、零股明細、零股試撮

✓ 走勢圖右上角的“齒輪”出現工具列，會多一個“零股”下拉選項，可選
擇走勢圖是否要顯示零股，上圖淺藍色線條即為零股的走勢圖。

✓商品盤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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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零股畫面說明-語音(下單)

請輸入零股盤別
盤中零股請按1
盤後零股請按2

(登入前)
播報盤中零股手續
費資訊

1

2

3

11.5元

4

 登入前播報手續費資訊。(若投資人已清楚地了解手續費資訊，
可直接輸入身分證字號進行登入)

 選擇1零股買進/2零股賣出後需選擇零股盤別:
• 盤中零股請按1
• 盤後零股請按2

 在播報提示現價之後，請輸入價位之前，插播
零股交易&價格資訊

 委託確認時，盤中零股買進/賣出播報:
• 盤中零股買進
• 盤中零股賣出

• 盤中零股:若是選擇 "盤中零股買進"、"盤中零股賣出"：
A. 交易日的 09:00~13:30， 播報 [零股買進價(xx.xx)、零股賣出價(xx.xx)]
B. 交易日的 13:30~24:00及假日，播報 [零股成交價(xx.xx)、零股成交股數(xxx股)]

• 盤後零股:若是選擇 “盤後零股買進、盤後零股賣出”：
A. 交易日的 14:25~14:30， 播報 [零股買進價(xx.xx)、零股賣出價(xx.xx)]
B. 交易日的 14:30~24:00及假日，播報 [零股成交價(xx.xx)、零股成交股數(xxx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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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零股畫面說明-語音(查詢)

5

請輸入零股盤別
盤中零股請按1
盤後零股請按2

6

 刪單改量3、委託查詢4:
需先選擇零股盤別

• 盤中零股請按1
• 盤後零股請按2

盤中零股播報的盤別
• 盤中零股買進
• 盤中零股賣出

 成交回報(4058-1234): 盤中零
股盤別為

• 盤中零股買進
• 盤中零股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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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