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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說明 制度介紹 舉例說明

概要說明

自101年2月20日起，為加強收盤前買賣資訊

揭露，臺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將提供收盤

前5分鐘（13:25-13:30）之模擬撮合後買賣資訊，

以利投資人作為下單參考。

國 外 各 主 要 交 易 所 如 紐 約 、 倫 敦 、

EURONEXT、東京及韓國等，均於收盤接受委託

期間提供模擬撮合之買賣價格資訊，作為投資人下

單參考，另同時採取相關配套措施以確保提供資訊

客觀性。

現行我國市場盤中集合競價約每20秒撮合一

次，並於撮合後提供成交價量以及撮合後最佳5檔買

賣價量資訊予投資人參考，而收盤前5分鐘（13:25-

13:30）則僅接收委託並不撮合，待13:30進行收

盤，該段接收委託之5分鐘並未揭露任何訊息。

為提供投資人更即時之交易資訊，臺灣證券交

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經參考國外主要交易所作業方

式，自101年2月20日起實施收盤前資訊揭露及配

套措施，未來收盤前5分鐘(13:25-13:30)將比照盤

中集合競價撮合間隔時間(現行約20秒)，揭露模擬

撮合後之最高1檔買進價格及最低1檔賣出價格予投

資人參考。

另收盤時將配套實施類似盤中之瞬間價格穩定

措施，若最後1分鐘內個股模擬撮合參考價波動達

一定比率時，就該個股暫緩2分鐘收盤，暫緩收盤

期間仍接受投資人新增、取消或修改委託，並持續

揭露模擬撮合後最高1檔買進價格及最低1檔賣出價

格資訊，至13:33停止接受委託並收盤，以提供投

資人於個股收盤前價格波動較大時，新增、取消或

修改委託之機會。



制度介紹

一、 收盤前資訊揭露

1. 適用標的：

除處置證券、變更交易證券採分盤集合競

價者或管理股票，因該類證券於盤中之撮

合時間均較5分鐘為長，故不適用收盤前資

訊揭露之措施外，其餘有價證券均適用收

盤資訊揭露。

2. 資訊揭露方式：

收盤前5分鐘(13:25-13:30)比照盤中集合競

價撮合間隔時間(現行約20秒)，揭露模擬

撮合後之最高1檔買進價格及最低1檔賣出

價格，惟初期不揭露模擬撮合後之成交價

量、最高1檔委買量及最低1檔委賣量，俾

利投資人辨別該等資訊為模擬試算資訊而

非實際撮合成交資訊。

二、 暫緩收盤配套措施

 為提供投資人於個股收盤前價格波動較大時，

新增、取消或修改委託之機會，爰規劃於收盤

時實施類似盤中之瞬間價格穩定措施。

1. 執行標準：

個股收盤前一分鐘（13:29─13:30），如

任一次模擬撮合成交價格與前一次模擬撮

合成交價格漲跌超逾3.5%時（如無前一次

模擬撮合成交價，則以最近一次成交價為

準，如仍無最近一次成交價，則以開盤競

價基準為準），該個股13:30不進行收盤撮

合，於13:31起持續接受委託及取消或改

量，至13:33停止接受委託並收盤，該段時

間內持續揭露模擬撮合後最高1檔買進價格

及最低1檔賣出價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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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購（售）權證及分離後認股權憑證，

現行盤中即未採瞬間價格穩定措施。

（3）  處置證券、變更交易證券採分盤集合競

價者或管理股票，因收盤前不揭露模擬

撮合資訊，故無須實施配套措施。

4. 大盤指數之計算：

若該日有實施配套措施暫緩收盤之個股，則

指數延後至13:33計算，若該日無需暫緩收

盤之個股，則大盤指數仍維持現行作業時

間。

前述暫緩撮合標準：有價證券13:29後第一

次模擬撮合成交價(例如13:29:00)與最近一次

模擬撮合成交價(例如13:28:40)相比，13:29

後第二次模擬撮合成交價(例如13:29:20)與第

一次(13:29:00)相比，以此類推至13:30委託

截止，任一次價格波動達3.5%以上，該檔證

券必須暫緩收盤。

2. 暫緩收盤之個股資訊：

暫緩收盤之個股，於13:30不進行收盤撮

合亦無收盤價，13:31至13:33仍比照盤中

撮合間隔時間（例如20秒）持續揭露模擬

撮合後最高1檔買進價格及最低1檔賣出價

格，至13:33收盤。另臺灣證券交易所與櫃

檯買賣中心於13:29起針對達暫緩收盤撮

合標準個股名稱等資訊即時傳送予資訊公

司，俾其即時提供訊息予客戶。

3. 收盤前不適用配套措施證券：

（1） 開盤競價基準或開始交易基準價一元

（含）以下之證券，現行盤中即未採瞬

間價格穩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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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範例

1.  13:25起揭露模擬撮合後最高1檔買進價及最

低1檔賣出價

13：25

說明： 自13:25起比照盤中撮合時間（現行約20秒），揭露

模擬撮合後之最高1檔買價及最低1檔賣價資訊予投

資人參考。投資人初期得以僅揭示模擬撮合後之最佳

1檔買賣價而未揭示數量，作為辨別是否為模擬撮合

資訊而非實際成交資訊之依據。

舉例說明

一、資訊揭露及暫緩收盤配套措施流程圖示

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揭示

時間

最近

成交價

當盤

成交量

累積成交

數量

揭示

買價

揭示

買量

揭示

賣價

揭示

賣量

1XXX XXX 13:25:20 100 500 10000 99 101

13：30

交易所/櫃買中心每20秒提供模擬撮合後最高1檔買進

價格及最低1檔賣出價格

每20秒提供模擬撮合後最高1檔買進

價格及最低1檔賣出價格。

投資人可持續新增、取消及修改委託

收盤
不進行收

盤撮合

收盤

13：31 13：3313：29

計算個股模擬

撮合價是否達

暫緩收盤標準

達暫緩收盤標準，即時

將個股名稱等資訊傳送

資訊廠商

未達暫緩

收盤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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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暫緩收盤個股

自13:25起約每20秒揭露模擬撮合後最佳一檔買

賣價。暫緩收盤個股之計算標準則自13:29起，

如任一次模擬撮合成交價格與前一次模擬撮合成

交價格漲跌超逾3.5%時（如無前一次模擬撮合

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揭示

時間

最近

成交價

當盤

成交量

累積

成交數量

揭示

買價

揭示

買量

揭示

賣價

揭示

賣量
備註

1XXX XXX 13:28:40 100 500 10000 99 101 模擬撮合成交價：

100

1XXX XXX 13:29:00 100 500 10000 99 101 模擬撮合成交價：

101

1XXX XXX 13:29:20 100 500 10000 101 103 模擬撮合成交價：

102

1XXX XXX 13:29:40 100 500 10000 104 106 模擬撮合成交價：

106
較前一次102元波
動超過3.5%，達暫
緩收盤標準，資訊

廠商進行暫緩收盤

標記。

1XXX XXX 13:30:00 100 500 10000 103 106 該個股達暫緩收盤

標準，13:30不進
行收盤撮合。

1XXX XXX 13:31:00 100 500 10000 103 105 13:31起不再檢視
價格波動是否超逾

前一次之3.5%，並
於13:33進行收盤
撮合。

1XXX XXX 13:31:20 100 500 10000 104 105

1XXX XXX 13:31:40 100 500 10000 104 106

⋯ ⋯ ⋯ ⋯ ⋯ ⋯ ⋯ ⋯

1XXX XXX 13:33:00 105 300 10300 104 100 106 150

成交價，則以最近一次成交價為準，如仍無最

近一次成交價，則以開盤競價基準為準），該

個股13:30不進行收盤撮合，於13:31起暫緩2分

鐘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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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須暫緩收盤個股

個股模擬撮合成交價相較於前一次之模擬撮

合成交價波動均未超過3.5%，該個股仍於13:30收

盤。

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揭示

時間

最近

成交

價

當盤

成交

量

累積成

交數量

揭示

買價

揭示

買量

揭示

賣價

揭示

賣量
備註

1XXX XXX 13:28:40 100 500 10000 99 101 模擬撮合成

交價：100

1XXX XXX 13:29:00 100 500 10000 100 101 模擬撮合成

交價：101

1XXX XXX 13:29:20 100 500 10000 100 103 模擬撮合成

交價：102

1XXX XXX 13:29:40 100 500 10000 102 105 模擬撮合成

交價：104

1XXX XXX 13:30:00 104 350 10350 103 80 105 70 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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