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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註紅字者，需符合專業投資人資格者才得交易

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僅收受美金及新台幣，其餘市場為商品計價幣或新台幣

海外債券/境外結構型商品，詳此處介紹

海外股票/債券之初級市場認購(如IPO)、境外結構型商品交易，僅開放予專業投資人

 海外股市，可交易20個市場，全台最多 : 

美洲 美股∣多倫多∣加拿大∣

亞洲 香港∣日本∣滬股通∣深股通∣新加坡∣韓國*∣泰國*∣馬來西亞*∣

大洋洲 澳洲∣

歐洲 英國∣倫敦國際∣德國∣法國∣瑞士∣荷蘭∣比利時∣葡萄牙∣

可交易市場及商品

http://www.emega.com.tw/emega/upload/bulletin/複委託-海外債券與境外結構型商品說明書(客戶版).pdf


開戶

存入資金，開始交易
 若需在不同外幣之間換匯(如港幣兌換為美元)，投資人可至銀行臨櫃換匯，

或透過銀行提供之網路銀行平台換匯，券商依法無法代為換匯

銀行完成核印作業(最快1日內可完成)

開立兆豐證券複委託帳戶

開立銀行帳戶(說明供券商複委託交割使用)，可選擇的銀行 :
1) 兆豐銀行 : 台幣或外幣帳戶、OBU帳戶
2) 中國信託 : 台幣或外幣帳戶

 若同時在本公司複委託帳戶內設定台幣與外幣交割帳戶，日後委託交易時，
若無特別指定，則預設以外幣交割帳戶進行交易



1) 身分證正本
2) 第二證件(右列其一) : 健保卡、駕照、護照
3) 交割銀行存摺封面影本或網路銀行畫面

(不含中國籍 )：

1) 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證，提供入出境許可證者，須另檢附內政部移民署發給的「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
表」(Record of ID No.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2) 護照

3) 交割銀行存摺封面影本或網路銀行畫面

(所有文件影本需蓋公司大小章 )：

1) 公司大小章

2) 負責人印章與雙證件(其中之一需為身份證)，第二證件可為健保卡、駕照、護照或外僑居留證(有效期內)

3) 被授權人雙證件(其中之一需為身份證)，第二證件可為健保卡、駕照、護照或外僑居留證(有效期內)

4) 法人設立(變更)登記表或公司執照影本

5) 董事會議紀錄/公司章程/財務報表(三擇一)

6) 股東名冊

7) 交割銀行存摺封面影本或網路銀行畫面

開立複委託帳戶，投資人所需提供文件

自然人

外籍人士

國內法人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開立台幣帳戶則須存入
0~1000元不等，視各分行規定

開立外幣帳戶需存入100美元等值資
金。詳海外交割流程

可選擇任何一家分行開戶，台外幣帳戶均為全省通提通儲(外幣通提需另外申請密碼)

可使用原已開設之兆豐銀行台外幣帳戶，作為複委託交割帳戶

兆豐銀行的OBU帳戶可作為複委託交割帳戶

若原本使用【中信銀】作為複委託交割帳戶，欲變更為以【兆豐銀】作為交割帳戶須俟

最後一筆交易後的第5個營業日(即款項完成入帳後)方可變更

如交割戶欲從【兆豐銀】變更為【中信銀】則需俟最後一筆交易後的第10個營業日方可

向本公司提出變更申請

外幣帳戶 台幣帳戶

選擇【兆豐銀行】作為交割銀行

http://bscweb6/new168/E/E_pdf/pdf16/海外交割流程.pdf
http://bscweb6/new168/E/E_pdf/pdf16/海外交割流程.pdf


可選擇任何一家分行開戶，台外幣帳戶均為全省通提通儲

若投資人同時開立台幣與外幣交割帳戶，則兩個帳戶須屬同一家銀行，譬

如 : 若台幣交割帳戶在中信銀，則外幣交割帳戶也須在中信銀。然，台幣

與外幣交割帳戶，可分別在同一銀行體系下的不同分行開設

中信銀的交割帳戶，僅能綁定一家證券分公司，因此，若該交割帳戶已被

其他證券公司綁定，則需另開新的交割帳戶

中信銀的OBU帳戶，無法作為複委託交割帳戶

中信銀外幣帳戶為無摺帳戶，若需紙本存摺，開戶時請特別說明外幣帳戶

需要紙本存摺

選擇【中國信託】作為交割銀行



項目 以原計價幣交割 以台幣或非原計價幣交割

換匯匯率 一般投資人換匯 : 即期匯率 券商整批換匯 :提供優惠匯率

交割換匯 不用換匯，以外幣進出
採淨額交割，但買賣都換匯，

會產生匯差成本

賣出款入帳時間 較快 較晚，因需進行換匯作業

適合對象 短線進出、交易次數多的投資人 長期持有、交易次數少的投資人

建議選用原計價幣交割以降低匯差成本(多數人的首選)

部分市場(例 :韓國、馬來西亞…)之交割，由於台灣的銀行無法存放該國貨幣，因此採外幣交割者，需

以美元交割，而無法以原計價幣(如韓圜、馬來西亞零吉…)交割

同交割帳戶、同市場、同成交日、同證券交易幣別之買/賣款項，採淨額交割

投資人以台幣交割帳戶買進之證券庫存，與以外幣交割帳戶買進之證券庫存，乃各自獨立記帳，日後賣

出持股，亦須分別指示賣出

人民幣計價之證券，僅能使用人民幣交割

初級市場認購，僅限外幣交割

依法規，投資人為外國人(或外國法人)、台灣核准之政府基金/共同基金/投資型保單帳戶/全權委託戶者，

限以外幣交割

外幣交割 v.s 台幣交割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Ref.aspx?LawID=G0100031&ModifyDate=1061006&LawNO=21000


以台幣交割外國股市，結匯匯率是如何決定(註)？

 買超 : T+1日交割銀行之上午9~10點的優惠即期匯價

 賣超 :出款日(見下文交割日程介紹)交割銀行上午9~10點的優惠即期匯價

 (註)本公司採整批與銀行進行換匯，匯價較一般即期匯率優惠

圈存金額如何計算？

限美元或台幣交割的市場(如:馬來西亞、韓國…等，以買進韓圜計價股票為例，依此類推) :

•以美元交割，圈存金額=(買進成交價金+手續費與相關稅費)Ｘ近5日韓圜兌美元平均匯價Ｘ103%

•以台幣交割，圈存金額=(買進成交價金+手續費與相關稅費)Ｘ近5日韓圜兌台幣平均匯價Ｘ103%

所有其他市場(以買進港幣計價股票為例，依此類推) :

•以港幣交割，圈存金額=買進成交價金+手續費與相關稅費

•以台幣交割，圈存金額=(買進成交價金+手續費與相關稅費)Ｘ近5日港幣兌台幣平均匯價Ｘ103%

交易完成(T日)後，何時可以知道實際交割的金額 ? 

 於T+1日中午後，即可查詢實際交割金額

台幣交割帳戶中圈存的金額何時會解除圈存 ？

 當日(T日)帳務結束後，會對當日未成交的委託解圈

非以原證券計價幣別交割



(註)其他股市包含 :加拿大 | 多倫多 | 日股 | 新加坡 | 滬股通 | 深港通 | 澳洲 | 英國 | 倫敦國際 | 瑞士 | 法

國 | 德國 | 比利時 | 荷蘭

除港股、美股、滬港通、深港通、日股、新加坡、多倫多外，其餘海外股市之交易，不論委託方式為

何，委託單均經由專人處理，成交與回報速度均可能較慢

非台股營業日，若港股、美股仍有開盤交易，投資人可於交易時段透過網路交易或電交易室下單

TEL:(02)3322-7228

各國休市日期

委託方式 說明
港
股

美
股

馬來西
亞/韓國/
泰國/葡
萄牙

其他
股市
(註)

電子

網頁
(e網通)

由本公司官網登入，適用於手機、桌機/平板(蘋果電腦亦可)，但不支
援各廠自建瀏覽器，譬如三星手機用戶，請以Chrome瀏覽器開啟網
站。桌機板的下單介面有中英文對照，方便外籍人士下單

  -- 

軟體
(理財通)

下載「理財通」AP，適用於桌上型電腦/筆電  -- -- --

行動裝置
(行動VIP)

下載「兆豐行動VIP」APP，適用於手機/平板   -- --

e雷達 登入上列電子下單平台→首頁可找到【e雷達】    

電話
營業員 台股營業日白天上班時間    

交易室 下午4點～隔天美股收盤 --   

當面 營業員 客戶臨櫃填寫買賣指示書    

傳真 營業員 台股營業日白天上班時間    

委託方式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calendarRestList.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s://globaltrade.emega.com.tw/MegaWebM/WebLogin.aspx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gloFinan.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委託方式(續)
條件單委託(長效單、停損單、追蹤停損單、全部成交否則不做…等)，詳細介紹見複委

託-【條件單】委託方式)。透過各電子平台中的【e雷達】功能，均可委託條件單/長效

單。

下列交易，需簽署「受託海外衍生性商品暨條件單風險預告書」，該表單可至本公司電

子交易平台【e網通】線上簽署

交易權證、牛熊證、界內證

委託各種海外股市條件單/長效單

交易海外債券、境外結構型商品

於當地市場收盤後10分鐘後輸入之委託，若委託成功，則將自動成為隔日預約單，若

隔日遇當地市場假日，預約單將順延至當地市場之次一個營業日生效

若當日出現非該地預定休市日卻休市的情況，如 : 天災、恐攻等，則原本預計於當日送

出的預約單將照常送出，若委託成功，則會順延成次一營業日的預約單，若委託失敗，

則不會順延成次一營業日的預約單，請投資人留意委託送出後的委託單狀態

http://www.emega.com.tw/news_data/docmegawin/複委託-【條件單】委託方式(客戶版).pdf


透過任何電子平台下單，均會檢核有無安裝電子憑證

軟體下單使用【理財通】軟體，可至本公司官網下載

同一投資人(以ID區分)僅有一個電子憑證，適用於所有商品之電

子下單(台股、期貨、複委託、信託等)，電子憑證有效期為一年

，相關問題請點擊此處或聯絡您的營業員處理

手機下單
APP下載
QR Code

iPhone Android手機 iPad Android平板

各電子下單系統介紹可至兆豐證券官網，或點擊左下方按鈕直接進入

各電子下單系統的登入密碼為台股電子密碼，若無則為期貨電子密碼，若亦無，則為複委託電子密碼

登入密碼被鎖住，可致電客服(02)2351-7017自行解鎖 ; 忘記密碼，可致電開戶分公司申請補發電子

交易密碼，詳見此處介紹

網頁下單
(桌機、平板)

軟體下單

手機下單

網頁下單
(手機)

電子下單

http://www.emega.com.tw/emegaAbroad/index.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gloFinan.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faqLis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overview.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bulletin.do?id=20170524112516287450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gloFinan.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gloFinan.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s://globaltrade.emega.com.tw/MegaWebM/WebLogin.aspx
https://globaltrade.emega.com.tw/MegaWebM/WebLogin.aspx
https://globaltrade.emega.com.tw/MegaWebM/WebLogin.aspx


在行動裝置(手機、平板)接收專屬複委託訊息的方法 :

1. 安裝【兆豐行動VIP】 並成功登入一次，or

2. 安裝 ，加入好友「兆豐證券」(可掃描右上方條碼加入)，至「理財小秘書選單」→「個人化設定」先進行

「綁定帳號」，再至「個人化設定」→「訊息訂閱」→選「複委託」訂閱相關訊息

推 播 項 目

海外股票

【提前預告】除權息/取消除權息/以股代息選擇/分割合併/增資認購/牛熊證或權證到期

/財報公布/資產分割/變更代碼/變更名稱/變更交易所/變更ISIN/召開股東會

暫停交易/恢復交易/破產/下市/清算/變更代碼/併購消息/實施庫藏股/牛熊證觸價回收

委託已成交/匯入證券

債券/特別股

【提前預告】配息/發行人贖回/到期/標價回購(Tender Offer)/換券

信評變動/違約/配息/發行人贖回/到期

委託已成交

其它
【提前預告】外國休市通知/台股休市但外國股市有正常交易之提醒

各種表單到期前提醒 : 投資屬性評量(KYC)/專業投資人/W-8BEN表 …等

複委託專屬訊息的推播通知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project.emega.com.tw/project/line/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faqList.do?id=20170809075907115162
https://line.me/download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project.emega.com.tw/project/line/


市場
交易所

香港
香港聯交所(含創業版)

美國
紐約證交所、

NASDAQ等交易所

日本
東京證交所

交易時間
(台灣時間)

09:00-09:15 盤前競價 夏令
21:30～04:00

08:00～10:30上午盤

09:30-12:00 上午盤
11:30～14:00下午盤

13:00-16:00 下午盤
冬令

22:30～05:00
上午盤、下午盤均有
開盤與收盤集合競價

16:01-16:10 收盤競價

報價網站 點擊開啟 點擊開啟 點擊開啟

委託方式 電話、e網通、行動VIP、理財通 電話、e網通、行動VIP 電話、e網通

漲跌幅限制 無 無 因股價高低而異

委託價升降
檔位與限制

見檔次表 多數為0.01美元，其他規定見檔次表 見檔次表

交易單位
一手

(股數不固定)
1股

普通股100股
ETF、REITs 則不定

交割幣別 可選擇以該股票之計價幣或以台幣交割，惟人民幣計價股票依法僅能使用人民幣交割

是否限專投 否

各國夏令時間表 :

美/加: 夏令為3月第二個星期日 ~ 11月第一個星期日

澳: 夏令為10月第一個星期日 ~ 次年4月第一個星期日; 紐: 夏令為9月最後一個星期日 ~ 次年4月第一個星期日

歐洲/英國: 夏令為3月最後一個星期日 ~ 10月最後一個星期日

交易制度(1/5)

http://www.aastocks.com/tc/stocks/quote/detail-quote.aspx?symbol=00005
https://www.cnbc.com/quotes/?symbol=MSFT
https://stocks.finance.yahoo.co.jp/stocks/chart/?code=9984.T&ct=z&t=2y&q=c&l=off&z=n&p=s&a=v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gloFinan.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upload/bulletin/海外股市委託價位檔次表.pdf
http://www.emega.com.tw/emega/upload/bulletin/海外股市委託價位檔次表.pdf
http://www.emega.com.tw/emega/upload/bulletin/海外股市委託價位檔次表.pdf
http://time.artjoey.com/


交易制度(2/5)
市場
交易所

滬股通
透過港交所連通至

上海證交所

深股通
透過港交所連通至

深圳證交所

澳洲
澳洲交易所(ASX)

新加坡
新加坡交易所

交易時間
(台灣時間)

09:10～09:25 開盤競價 冬令 夏令 08:30～09:00 盤前競價

09:30～11:30 上午盤
07:50～08:09 06:50～07:09 09:00～12:00 上午盤

盤前競價
12:00～13:00 盤中競價

13:00～14:57 下午盤
08:00～14:00 07:00～13:00

13:00～17:00 下午盤
盤中時段

14:57～15:00 收盤競價

14:00～14:12 13:00～13:12 17:00～17:06 盤後競價

收盤競價 17:06～17:16 盤後定價

報價網站 點擊開啟 點擊開啟 點擊開啟

委託方式 電話、e網通 電話、e網通 電話、e網通

漲跌幅限制 ±10% ; ST及*ST股票為±5% 無 無

委託價升降
檔位與限制

0.01元 見檔次表 見檔次表

交易單位 一手100股，單筆最大委託量為100萬股 1股 大多為100股

交割幣別 可選擇以該股票之計價幣或以台幣交割，惟人民幣計價股票依法僅能使用人民幣交割

是否限專業
投資人交易

限專業投資人交易
*深圳創業板股票僅限專業投資機構交易

(*創業板開頭代號為30)
否 否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0519/nc.shtml
https://cn.investing.com/equities/bhp-billiton-limited?cid=969260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q=SGX:D05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upload/bulletin/海外股市委託價位檔次表.pdf
http://www.emega.com.tw/emega/upload/bulletin/海外股市委託價位檔次表.pdf


交易制度(3/5)
市場
交易所

英國
倫敦證交所

倫敦國際
倫敦證交所

德國
Xetra交易所

法國
Euronext-巴黎交易所

交易時間
(台灣時間)

夏令 夏令 夏令 夏令

15:00~23:30 盤中時段 15:00~23:30 盤中時段 15:00~23:30 盤中時段 15:00~23:30 盤中時段

23:30~23:35 收盤競價 23:30~23:35 收盤競價 23:30~23:35 收盤競價 23:30~23:35 收盤競價

冬令 冬令 冬令 冬令

16:00~00:30 盤中時段 16:00~00:30 盤中時段 16:00~00:30 盤中時段 16:00~00:30 盤中時段

00:30~00:35 收盤競價 00:30~00:35 收盤競價 00:30~00:35 收盤競價 00:30~00:35 收盤競價

報價網站 點擊開啟 點擊開啟 點擊開啟 點擊開啟

委託方式 電話、e網通 電話、e網通 電話、e網通 電話、e網通

漲跌幅限制 無 無 無 見檔次表

委託價升降
檔位與限制

見檔次表

交易單位 絕大多數為1股 絕大多數為1股 1股 1股

交割幣別 可選擇以該股票之計價幣或以台幣交割，惟人民幣計價股票依法僅能使用人民幣交割

是否限專業
投資人交易

否

https://www.cnbc.com/quotes/?symbol=VOD-GB
https://www.cnbc.com/quotes/?symbol=OGZD-GB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q=FRA:%20BMW
https://www.cnbc.com/quotes/?symbol=MC-FR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upload/bulletin/海外股市委託價位檔次表.pdf
http://www.emega.com.tw/emega/upload/bulletin/海外股市委託價位檔次表.pdf


交易制度(4/5)
市場
交易所

荷蘭
Euronext/阿姆斯特丹交易所

比利時
Euronext/布魯塞爾交易所

加拿大
Toronto交易所

多倫多
Toronto交易所(含創業板)、

Canada國家交易所

交易時間
(台灣時間)

夏令 夏令 夏令

15:00~23:30 盤中時段 15:00~23:30 盤中時段 21:20~21:30 開盤競價

23:30~23:35 收盤競價 23:30~23:35 收盤競價 21:30~04:00 盤中時段

冬令 冬令 冬令

16:00~00:30 盤中時段 16:00~00:30 盤中時段 22:20~22:30 開盤競價

00:30~00:35 收盤競價 00:30~00:35 收盤競價 22:30~05:00 盤中時段

報價網站 點擊開啟 點擊開啟 點擊開啟

委託方式 電話、e網通 電話、e網通 電話、e網通

漲跌幅限制 無 無 無

委託價升降
檔位與限制

見檔次表

交易單位 1股 1股 絕大多數為1股

交割幣別 可選擇以該股票之計價幣或以台幣交割，惟人民幣計價股票依法僅能使用人民幣交割

是否限專業
投資人交易

否

https://www.cnbc.com/quotes/?symbol=RDSA-NL
https://www.cnbc.com/quotes/?symbol=ABI-BE
https://web.tmxmoney.com/quote.php?qm_symbol=RY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upload/bulletin/海外股市委託價位檔次表.pdf


交易制度(5/5)
市場
交易所

瑞士
瑞士SIX交易所

葡萄牙
Euronext/里斯本交易所

泰國
泰國證交所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交易所

韓國
韓國交易所

交易時間
(台灣時間)

夏令 夏令

10:30～11:00 盤前競價 08:30～09:00 盤前競價

08:00～14:20
盤中
時段

15:00～23:20 盤中時段 15:00～23:30 盤中時段

23:20～23:30 收盤競價 23:30～23:35 收盤競價 11:00～13:30 上午盤 09:00～12:30 上午盤

冬令 冬令 15:00～15:30
午盤盤
前競價

14:00～14:30
午盤盤
前競價

14:20～14:30
收盤
競價

16:00～00:20 盤中時段 16:00～00:30 盤中時段 15:30～17:30 下午盤 14:30～16:45 下午盤

00:20～00:30 收盤競價 00:30～00:35 收盤競價 17:30～17:40 收盤競價 16:50～17:00 收盤競價

報價網站 點擊開啟 點擊開啟 點擊開啟 點擊開啟 點擊開啟

委託方式 電話、e網通 電話 電話、e雷達 電話、e雷達 電話、e雷達

漲跌幅限制 無 無 ±30% 多數為±30% 多數為±30%

委託價升降
檔位與限制

見檔次表

交易單位 1股 1股 絕大多數為100股 100股 1股

交割幣別
可選擇以該股票之計價幣或以台幣交割

惟人民幣計價股票依法僅能使用人民幣交割
以美元或台幣交割 以美元或台幣交割 以美元或台幣交割

是否限專業
投資人交易

否 限專業投資人交易 否 否

https://markets.businessinsider.com/chart/nestle
https://www.cnbc.com/quotes/?symbol=EDP-PT
https://marketdata.set.or.th/mkt/stockquotation.do?symbol=PTT&language=en&country=US
https://klse.i3investor.com/jsp/qactive.jsp
https://www.samsungpop.com/mbw/trading/domesticStock.do?cmd=chartInf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overview.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overview.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overview.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upload/bulletin/海外股市委託價位檔次表.pdf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美股

美股開/收盤前2~5分鐘內，委託可能無法刪單，新增的委託單亦可能無法參與開/收盤集合

競價，實際視股票主要交易所規範而定。

交易股價低於1美元的股票且單筆成交大於10萬股者，會有額外收費(買賣均收取) : 每股

0.0002美元(最高為該筆委託成交價金的5%)

股價低於0.5美元且市值低於5000萬美元的證券，可能無法買進，僅得賣出

證券代碼有5碼且最後一碼為F者，通常為在美國OTC市場掛牌的外國證券(F-shares)，每筆

交易將加收5美元交割費用

僅於美國OTC市場交易的證券依台灣法令無法買進，僅得賣出，查詢證券是否在OTC市場

交易，可至此網站輸入代碼，若查詢結果旁顯示OTCQX、OTCQB、OTCPink、OTCGrey，

則表示該證券僅於美國OTC市場交易。注意: 部分OTC市場證券僅可電話委託，無法電子下

單

美股交易所掛盤的證券種類繁多，包含普通股、存託憑證(ADR)、特別股、交易所交易債券

(ETDS、又稱Baby Bond)、REITs、有限合夥(MLP)、權證、ETF、ETN、封閉型基金、

Royal Trust、Business Development Company(BDC)…等，各類商品是否得交易皆依循

本國法令及相關規範之規定。

http://www.otcmarkets.com/stock/OGZPY/quote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美股(續)

特別股亦可網路下單。若發行公司公告全部贖回，則於公

告贖回日至實際贖回日之間，特別股下單代碼可能會附

加 .CL 於原代碼之後，舉例 : 特別股HTGZ公告全部贖回

後，其下單代碼變更為HTGZ.CL

停(復)牌清單&停(復)牌原因:點此查詢

公司公告及申報資料:點此查詢

https://www.nasdaqtrader.com/Trader.aspx?id=TradeHalts
https://www.sec.gov/cgi-bin/browse-edgar?company=&CIK=&type=&owner=include&count=100&action=getcurrent


低價股交易須知
• 何謂低價股(Penny Stock)

一般來說，低價股是指小公司發行股價較低的股票(每股交易價格低於5美元之股
票，詳細定義請參見§240.3a51-1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
低價股通常在場外交易，歷史上比其他股票波動更大，流動性更差。

• 低價股的特色：

1.投資低價股可能讓您損失所有或大部分投資的資金

2.缺乏公開可查的資訊

3.流動性較低的風險

4.價格波動性高的風險

5.下市風險高於一般普通股票

6.低價股可能會成為投資欺詐的工具

• 委託人應依據本人之財務狀況、金融知識與投資經驗等因素而評估交易低價股之風
險並願意承擔風險。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美股(續)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港股
零股委託(限賣出)或股價低於0.01元的證券，僅能電話下單，交易時段與一般整手股數的交易時段相同。

此類交易並非透過交易所配對撮合，而須以人工詢價或參考新浪財經的【碎股行情】後下單，通常此類交

易的成交價會較差。

停(復)牌清單&停(復)牌原因查詢【披露易:復牌/停牌/短暫停牌】

一般公司公告查詢

即將於香港IPO的企業查詢，欲參與IPO認購，可電洽本公司

所有港交所主板與創業板掛牌證券均可交易，紅籌股和國企股(H股)均已開放交易

盤別 台灣時間 可否新單 可否刪單

盤前
交易時段

～09:15 可 可

09:15～09:30 可 不可

盤中持續
交易時段

09:30～12:00 可 可

12:00～12:30 可 不可

12:30～13:00 可 可

13:00～16:00 可 可

收盤集合
競價時段

16:00～16:01 不可 不可

16:01～16:06 可 可

16:06～16:10 可 不可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hkstock/quotes/00700.html
https://www1.hkexnews.hk/search/predefineddoc.xhtml?lang=zh&predefineddocuments=9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mainindex/SEHK_LISTEDCO_DATETIME_TODAY_C.HTM
http://www.hkexnews.hk/APP/SEHKAPPMainIndex_date_asc_c.htm
http://www.hkex.com.hk/chi/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securitieslists/ListOfSecurities_c.xlsx
http://www.hkex.com.hk/Market-Data/Statistics/Consolidated-Reports/China-Dimension?sc_lang=zh-hk&select=%7b55AE8A39-A5A2-4489-95E1-21E30BDEAFD7%7d
http://www.hkex.com.hk/Market-Data/Statistics/Consolidated-Reports/China-Dimension?sc_lang=zh-hk&select=%7bC44ED836-1385-4504-AE62-37D87C7042F5%7d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滬港通/深港通
滬股通/深股通可交易股票名單，限專業投資人、專業投資機構交易，其中，創業板股

票，僅限專業投資機構交易(*代號30開頭 )

當日買進成交的股票，須至下一個交易日方可賣出 ; 當日賣出的股款可繼續循環使用至

T+1日收盤，T+2日上午可收到賣出款

投資人買進委託僅能委託整手股數，然成交仍有可能出現零股部分成交

賣出委託(得零股與整手股數一起委託或單獨委託，例 : 123股 or 99股 )

滬港通/深港通零股與整手股數之委託，在同一個集中市場撮合

滬股通 深股通

 上證180指數成分股(大型股)的A股
 上證380指數成分股(中型股)的A股
 同時在上海與香港上市的A+H股

 市值至少人民幣60億的深證指數成分股
 深證中小創新指數成分股
 同時在深圳與香港上市的A+H股

 暫停買入但允許賣出 : 所有被實施風險警示的A股(即ST及*ST股票)、不再屬於有關指
數成份股、A股相應的H股不再於港股掛牌

 若證券因被實施風險警示而不被納入滬港通/深港通股票範圍，該證券日後如被摘除風
險警示，而又合符上述選取資格，將會被納入為可交易標的

https://www.hkex.com.hk/mutual-market/stock-connect/eligible-stocks/view-all-eligible-securities?sc_lang=zh-hk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滬港通/深港通(續)

交易
時段

台灣時間 可否委託新單 可否刪單

09:20之前 可 可

09:20～09:25 可 不可

09:25～14:57 可 可

14:57～15:00 可 滬港通 可 深港通 不可

港交所滬港通與深港通介紹專區

中國上市公司的停(復)牌清單和停(復)牌原因查詢

中國上市公司的公司活動公告

合資格股份(滬深通可買入名單)
名單不定期更新
可至港交所查詢

https://www.hkex.com.hk/Mutual-Market/Stock-Connect?sc_lang=zh-HK
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q/go.php/vInvestConsult/kind/jyts/index.phtml
http://data.eastmoney.com/tfpxx/
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q/go.php/vInvestConsult/kind/jyts/index.phtml
https://www.hkex.com.hk/Mutual-Market/Stock-Connect/Eligible-Stocks/View-All-Eligible-Securities?sc_lang=zh-HK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滬港通/深港通(續)

滬股通/深股通交易日期

交易日規定 : 當日港股與中國股市均有開盤，且依照中國假期行事曆計算之T+1日，

香港沒放假，則滬股通/深股通當日會有交易

以2014年為例，香港將會於12個陸股交易日不提供滬股通/深股通服務

若某一交易日，港股僅半日交易，滬港通/深港通仍會繼續交易至陸股收盤

假設日程 中國股市 港股 滬港通/深港通是否有開盤

第一天 營業日 營業日 有交易

第二天 營業日 營業日 無交易 : 因T+1日香港休假

第三天 營業日 假日 無交易 : 因香港休假

第四天 假日 營業日 無交易 : 因中國休假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sec_tradinfra/chinaconnect/Calendar_c.htm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滬港通/深港通(續)

目前中國股市上唯二股票面額不為1元人民幣的公司為(1)紫金礦業(601899)，其面額為0.1元 ; (2)

洛陽鉬業(603993)，其面額為0.2元，其餘股票面額皆為1元

中國股票代碼與名稱介紹 :

 中國股市的代碼均為6碼，其中，上海A股為600、601或603開頭，深圳A股中的主板股票為000

開頭，中小板股票為002開頭，創業板股票為300開頭

 N開頭的股票：當日新上市的股票，N是New的縮寫。股價當日不受漲跌幅限制

 XD開頭的股票：當日為該股票除息日，XD是Exclude Dividend的縮寫

 XR開頭的股票：當日為該股票除權日，XR是Exclude Right的縮寫

 DR開頭的股票：當日為該股票除息兼除權日，有些公司會同時配息又配權

(註)中國上市公司很少按季配息，一年配息兩次也只是個案，大多數公司一年配息一次，而且都

配不多，當然，不少公司多年不配息

 ST開頭的股票：連二年虧損，被進行特別處理的股票，ST是Special Treatment的縮寫

 *ST開頭的股票：連三年虧損，被進行特別處理即將下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日股

交易單位及漲跌幅限制可至此鍵入股票代號查詢

部分小市值的股票、受交易所警示或上手控管的證券、有外資持股上限的證券，可

能無法買進，或需透過本公司交易室以電話下單

交
易
時
段

台灣時間 可否委託新單 可否刪單

~08:00 可 可

08:00 ～10:30 可 可

10:30 ～11:30
可，但須於11:30後方
可確認委託是否成功

可刪10:30前委託的舊單，但刪單是否成功
須俟11:30後方可確認 ; 10:30~11:30委託的
新單，須於11:30後，方可刪單

11:30 ～14:00 可 可

受交易所警示股票查詢

外資持股上限查詢

https://finance.yahoo.co.jp/
http://www.jpx.co.jp/english/listing/market-alerts/index.html
https://www.jasdec.com/en/reading_e/for_pubinfo.php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新加坡

新加坡 : 本公司新加坡股票之下單代碼，採用Bloomberg制定之股票代碼，而與新加坡交
易所使用之代碼(SIN ID)不同。欲查詢Bloomberg制定之股票代碼，可至Bloomberg網站，
輸入股票的英文名稱關鍵字查詢

停(復)牌訊息公告

新加坡上市證券(股票/Reits/ETF等)的配息，除投資於Reits的ETF之外，一般無股息預扣
稅(withholding tax)，惟相關規定可能不時變動，將依上手券商與當地法規扣繳(如有)

投資於Reits的ETF之股息預扣稅率為0%或17%，視該Reits ETF是否已跟新加坡稅務當
局申請Tax Transparency Treatment而定

交
易
時
段

台灣時間 可否委託新單 可否刪單

~08:30 可 可

08:30 ~09:00 可
可，但08:58～09:00可能無法刪改新單與舊

單

12:00 ~13:00 可
可，但12:58～13:00可能無法刪改新單與舊

單

13:00 ~17:06 可
可，但17:04～17:06可能無法刪改新單與舊

單

17:06 ~17:16
可，委託價須
等於當日收盤價

可刪單，無法改單

http://www.bloomberg.com/quote/DBS:SP
https://www2.sgx.com/securities/company-announcements?TRAD=TRAD03,TRAD06&ANNC=ANNC01
https://www.iras.gov.sg/irashome/uploadedFiles/IRASHome/e-Tax_Guides/etaxguide_Income%20Tax%20Treatment%20of%20Real%20Estate%20Investment%20Trusts%20and%20Approved%20Sub-Trusts.pdf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澳洲

澳洲股X息預扣稅率(withholding tax)如下，惟相關規定可能不時變動，將依上手
券商規定扣繳

查詢發行公司過去配發之股息是否已完稅(Franked)可至此查詢

REITs的配息大部分均未完稅，因此通常會有15~30%的股息預扣稅

配息來源 配息是否已完稅

股息預扣稅率

配息屬於股利
Dividend

配息屬於利息
Interest

澳洲來源所得
已完稅Franked 0% 0%

未完稅Unfranked 15~30% 10%

非澳洲來源所得
Conduit Foreign Income

未完稅Unfranked 0% 0%

https://www.sharedividends.com.au/upcoming-dividends/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泰國

同一家泰國上市公司，通常會有三種類型的股票可交易 :

 無投票權股(NVDR、證券代碼末尾有-R):可參與除權息/增資認購、不能投票

 外國股(F股、證券代碼末尾有/F或-F):可參與除權息/增資認購、可投票

 本地股:外國人買進本地股，將無法參與除權息/增資認購也不能投票

本公司僅開放交易F股與NVDR。其中，NVDR通常流動性較佳，而F股則會受到外資

持股上限的限制，一旦該股票的外資持有比重超過限制，則將無法再買進，外資持股

上限可至此查詢(於該網頁中的Company Summary可找到相關資訊)

同一泰國上市公司的NVDR與本地股，會同時一起在交易所撮合，因此NVDR的價格

與本地股一致，查即時報價時，直接以本地股代碼查詢即可。而欲查詢F股報價，則

須另外選擇F股查詢

上列說明僅限於普通股或存託憑證，若為REIT、ETF等類型的證券，則僅會有一種代

碼掛牌，外國人均可交易且權益不受限制

https://www.set.or.th/set/companysummary.do?language=en&country=US
https://www.set.or.th/set/mainpage.do?language=en&country=US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韓國

部分韓國上市企業，會發行兩種級別的股票，一種為普通股，另一種為優先股
(Preference Share)，兩者代碼不同，股票英文名稱後面有帶-PREF者即為優先股，
下單時請注意，以三星電子為例 :

 三星電子(Samsung)代碼為005930

 三星電子(Samsung-PREF)代碼為005935

優先股(Preference Share)與普通股不同之處 :

 股利配發優先權 : 優先股的股利經常會高於普通股，且當公司無法配發優先股股利時，
也不可以發放普通股股利

 資產清算優先受償權 : 當公司面臨清算時，優先股股東的受償順位排在所有債權人之
後，但在普通股股東之前

 限制投票權 : 當公司有重大事項需股東投票決定時，優先股股東僅對部分範圍內的議
案有投票權，或完全沒有投票權，且通常沒有資格被選為董事

 成交量較低 : 大多數優先股的發行股數較少，因此其流動性差於其普通股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韓國

新股(IPO)掛牌當日開盤基準價格規範如下:

新掛牌之當日漲跌幅限制:
➔以開盤之基準價格± 30%上下漲跌幅限制

韓股 352820 ( Big Hit )於 10/15掛牌上市，其IPO定價為135,000 KRW

因此開盤基準價格可為 121,500 – 270,000 KRW，當日市場開盤價格為 270,000 KRW

因此漲跌幅範圍則為 189,000 – 351,000 KRW

案例 開盤基準價格

普通股 IPO 定價之 90% - 200%

特別股 IPO 定價之 50% - 200%

範例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加拿大/多倫多

比較項目 【加拿大】市場 【多倫多】市場

手續費
算法

以成交金額的%計算，例 : 成交1000股於10
元。手續費設定為1%，單筆最低應收為60
元，最終手續費核算為100元

適合低價股交易，如 : 股價低於1元者

以成交股數計算，例 : 成交金額1000股於10元。人工
手續費設定為0.03元/股，單筆(人工)最低應收為30元，
最終手續費核算為30元

適合股價較高的股票交易，如 : 股價高於10元者

手續費
單筆低消

預設牌告價為60元(買賣均有)
人工:預設牌告價為30元(買賣均有)
電子:預設牌告價為20元(買賣均有)

當地稅費 23元(買賣均收) 45元(買賣均收)

可交易
標的範圍

• Toronto交易所 : 流動性較佳的股票
• Toronto創業板 : 流動性較佳的股票
• Canada國家交易所 : 無

• Toronto交易所 : 全部
• Toronto創業板 : 全部
• Canada國家交易所 : 大部分。但僅能電話委託，且手
續費將加收0.004元(每股)

下單代碼
原股票代碼，如 : TH、WEED、ACB、
POG

需要在原股票代碼後面加上交易所代碼
(如 : TH.TO、WEED.TO、RMI.V、ACB.TO、POG.V、EAT.CF)

委託方式
可透過本公司電子下單平台e網通
交易，也可委託【長效單】

可透過本公司電子下單平台e網通
交易，也可委託【長效單】和【母子單】

加拿大股市交易，有兩個市場可以下單 :【加拿大】與【多倫多】，兩者差異比較如下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交易制度補充說明 : 綜合

投資人(or機構法人之最終受益人)具下列國籍/稅籍者，有下述交易限制 :

➔ 具美國國籍/稅籍者，無法買賣美股、美國收息、海外債券、境外結構型商品

➔ 具加拿大國籍/稅籍者，無法買進加拿大、多倫多股票

➔ 具澳洲國籍/稅籍者，無法買進澳洲股票

➔ 具芬蘭國籍/稅籍者，無法買進芬蘭股票…等

部份外國股票市場對特定股票或產業，設有外資持股上限而可能無法交易，即便可成功

買進，仍可能喪失股東投票權和配息權，譬如日股即設有相關規定，詳見

http://www.jasdec.com/en/reading_e/for_pubinfo.php

部份外國股票，因當地主管機關或上手規定、市值較小、近期漲跌幅太大、單筆委託金

額或數量過大、交易過於頻繁，則可能會被暫停交易，或必須以電話下單。

部份外國股票因當地市場或上手券商規定而無法買賣，如: 滬深通可交易名單會隨港交所

公告更新、部分市場價格過低之標的無法委託買進…等

複委託海外股票之庫存損益與已實現損益的計算方式可見此

http://www.jasdec.com/en/reading_e/for_pubinfo.php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faqList.do?id=20171127153414232795


交割日程

在預定收到賣出款日(即款項入帳日,上表中的T+4、T+3或T+2日)，在途款無法使用

各市場的配息、配股/認股權、轉換、清算款、贖回款等之交割入帳日，視發行公司、

上手券商、匯/收款銀行、本公司作業時間而定，一般可於當地正式發放日後4個營業日

內匯入至投資人帳戶

交割日程之計算，以股票當地交割處所、台灣券商及銀行均有營業之日為準

買進【股票】： 除滬港通/深港通外所有海外股市

T日

委託當下圈存；買進成交後可立即賣出

賣出【股票】： 美股、港股

T日 T+1日 T+2日 T+3日

賣出成交後，可使用再途款再買進股票 收到賣出款

賣出【股票】： 美股、港股以外之市場

T日 T+1日 T+2日 T+3日 T+4日

賣出成交後，可使用再途款再買進股票 收到賣出款

買進【股票】： 滬港通/深港通

T日

委託當下圈存；買進成交後【次日】方可賣出

賣出【股票】： 滬港通/深港通

T日 T+1日 T+2日

賣出成交後，可使用再途款再買進股票 收到賣出款



交割日程(續)

直接查詢賣出款的預估入帳日，可至：

兆豐E網通→完整下單→海外股票帳務→預定出金日

查詢交割帳戶餘額、被圈存的資金、在途款等資訊，可至：

本公司各電子交易平台→複委託帳務→資金與帳戶狀態

在途款之使用僅限於同一市場、同一交割帳戶(指台幣或外幣交割)、同一種證券

計價幣別。不同市場或不同交割帳戶或不同證券計價幣別者，則無法互相流用。

【例:美股、美股收息為不同市場，款項不流用】

於賣出款入帳日，實際資金匯入客戶帳戶前，將不算入在途款

賣出款實際匯入客戶帳戶時間，視所交易股票之計價幣別而定，一般均可在中

午前完成，惟澳幣等貨幣，則可能為下午匯入

若自交易日至預定收到賣出款日之間，出現非該地國定假日而休市的情況，如

各種天災人禍、恐攻等，則將遞延收到賣出款，遞延期間在途款可使用

https://globaltrade.emega.com.tw/MegaWeb/WebLogin.aspx


當地稅費 (1/4)

市場
證券
計價幣

當地稅費
跨國匯款費

(1天1次)
其他規定

港股
HKD
CNY
USD

交易費：0.00565%
印花稅：0.13％(無條件進位至1元)
結算費：0％
交易徵費0.0027%
財匯局交易徵費0.00015%
(上述費用買賣均收)

無

多數紅籌股和國企股(H股)配息會扣除10%股利稅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股利的0.5%(最低20元)
ETF與牛熊證/權證均免收印花稅
同標的、同交割帳戶、同日、同買賣別，合併計算手續費與稅
費

滬
港
通

CNY

經手費：0.00487%(買賣均收)
證管費：0.002%(買賣均收)
過戶費：0.004%(買賣均收)
印花稅：0.1%(賣出收取)

無

股利稅10%，若為配股，股利稅計算基準為股票面額
(多數為1元)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股利的0.5%(最低20元)
同標的、同交割帳戶、同日、同買賣別，合併計算手續費與稅
費

美股 USD 交易徵費0.0008%(無條件進位至0.01元)(賣出收取) 無
股利稅30%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無

日股 JPY 無 1800  JPY

股利稅15.315%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配息扣除股利稅後的1%(最低1,000元)
同標的、同交割帳戶、同日、同買賣別，合併計算手續費與稅
費

英股
GBP
EUR
USD

印花稅(買進收取):
股票的ISIN為GB開頭者，費用為0.5% 
股票的ISIN為IE開頭者，費用為1%

PTM Levy(每筆-買賣均收) :
英鎊計價股票且成交價金大於1萬英鎊者，收1英鎊
歐元計價股票且成交價金大於1.25萬歐元者，收1.25歐元

等值
35 USD

股利稅0~10%，REITs的股利稅通常為20%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配息扣除股利稅後的1%(最低10元)

下列情況免收印花稅:單筆成交價金低於等值英鎊1000元、非英
國或愛爾蘭註冊公司與大多數ETF之交易、歸屬於AIM或High 
Growth Market板塊的證券
下列情況免收PTM Levy:非英國或愛爾蘭註冊公司、大多數ETF
之交易、多數的特別股與債券

http://www.hkex.com.hk/Market-Data/Statistics/Consolidated-Reports/China-Dimension?sc_lang=zh-hk&select=%7b55AE8A39-A5A2-4489-95E1-21E30BDEAFD7%7d
http://www.hkex.com.hk/Market-Data/Statistics/Consolidated-Reports/China-Dimension?sc_lang=zh-hk&select=%7bC44ED836-1385-4504-AE62-37D87C7042F5%7d


當地稅費 (2/4)

市場
證券
計價幣

當地稅費
跨國匯款費

(1天1次)
其他規定

倫敦
國際

USD
GBP
EUR

無
等值

35USD
股利稅0%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配息扣除股利稅後的2%(最低7元，最高70元)

新加坡
SGD
USD
HKD

清算費0.0325%
交易所行動費0.0075%
結算費0.35元(每筆)
(上述費用買賣均收)

等值
35USD

股利稅0~15%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配息扣除股利稅後的2%(最低8元，最高100元)

同標的、同交割帳戶、同日、同買賣別，合併計算手續費與稅費

澳洲 AUD 無
等值

35USD

股利稅0~30%
配息/配股作業處理費:5元/10元
同標的、同交割帳戶、同日、同買賣別，合併計算手續費與稅費

德國
EUR
USD

Transaction Fee 0.005712%
(最低0.71元，最高21.42元)(買賣均收)
Trading Fee 0.06% (最低3元)
(買賣均收，僅適用於法蘭克福交易所掛牌證
券)

等值
35USD

股利稅26.375%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4元

法國
EUR
USD

Transaction Fee 0.0015% (最高20元) (買賣均收)
Trading Fee 1.4元(每筆)(買賣均收)
金融交易稅0.3%(買進收取)

等值
35USD

股利稅26.5%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4元
ETF免收Transaction Fee、Trading Fee、金融交易稅

加拿大 CAD
交易費23元(每筆)
(上述費用買賣均收)

等值
35USD

股利稅15~25%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4元

多倫多
CAD
USD

交易費45元(每筆)
(上述費用買賣均收)

等值
35USD

股利稅15~25%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無



當地稅費 (3/4)

市場
證券
計價幣

當地稅費
跨國匯款費

(1天1次)
其他規定

泰國 THB
交易佣金銷售稅0.0105% (最低35元)
(上述費用買賣均收)

等值
35 USD

股利稅10%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150元

同標的、同交割帳戶、同日、同買賣別
合併計算手續費與稅費

馬來
西亞

MYR

交易佣金銷售稅0.0096% (最低2.7元)
印花稅0.15% 
結算徵費0.03% (最高1,000元)
結算徵費銷售稅0.0018% (最高60元)
(上述費用買賣均收)

等值
35 USD

股利稅0~25%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配息扣除股利稅後的1%(最低20
元)，另加海外銀行所收費用
部分中小市值股票，免徵印花稅，詳見此

同標的、同交割帳戶、同日、同買賣別
合併計算手續費與稅費

韓國 KRW 交易佣金銷售稅0.23%(賣出收取)
等值

35 USD

股利稅22%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3800元

同標的、同交割帳戶、同日、同買賣別
合併計算手續費與稅費

深
港
通

CNY

經手費0.00487%(買賣均收)
證管費0.002%(買賣均收)
過戶費0.004%(買賣均收)
印花稅0.1%(賣出收取)

無

股利稅10%，若為配股，股利稅計算依據為股票面額
(多數為1元)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30元
同標的、同交割帳戶、同日、同買賣別，合併計算手
續費與稅費

泰國、馬來西亞、韓國皆以美金交收，須注意匯兌風險

http://www.bursamalaysia.com/market/


當地稅費 (4/4)

市場
證券
計價幣

當地稅費
跨國匯款費

(1天1次)
其他規定

荷蘭
EUR
USD

Transaction Fee 0.0015% (最高20元)
Trading Fee 1.4元(每筆)
(上述費用買賣均收)

等值35
美元

股利稅0~15%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4元
ETF免收Transaction Fee、Trading Fee、金融交易稅

比利時
EUR
USD

無
等值35
美元

股利稅21~30%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4元

葡萄牙
EUR
USD

無
等值35
美元

股利稅30%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4元

瑞士

CHF
EUR 
USD
GBP
CAD

Transaction Fee ：1元(每筆) (買賣均收)
Value Fee ：0.01% (最低1.5元、最高55元)(買
賣均收)
印花稅(買進收取):
股票的ISIN為GB開頭者，費用為 0.5% 
股票的ISIN為IE開頭者，費用為 1%

等值
35 USD

股利稅35%
配息/股作業處理費:5 CHF(等值)

各市場買賣手續費(買賣均收)請參考本公司官網，實際費用投資人可洽在地分公司了解詳細費率。

交割款之【跨國匯款費】(如有)之計費方式 : 當日所有成交單，屬同一市場，且所買賣之標的屬同一種計價幣別者，彙整收

取一筆匯費，此費用僅於股票買賣交易時發生，至於配息、公司回購、公司被收購、清算、到期、增資認購等公司活動，則

本公司會承擔其跨國匯款費。

註冊於法國或義大利的公司所發行之股票、存託憑證(DR)或其他股權證券，買進時將課徵金融交易稅，法國為成交價金

0.3%，義大利為成交價金的0.1%，一般來說，ETF的交易免徵金融交易稅 (可參考 : 法國股市中需收法國金融交易稅的證券 ;

義大利股市中免徵義大利金融交易稅的普通股)

各國股利稅(withholding tax)規定可能不時變動，視當地主管機關、上手券商規範而定。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bofip.impots.gouv.fr/bofip/9789-PGP.html?ftsq=taxe+sur+transaction+financiere&amp;identifiant=BOI-ANNX-000467-20141226
http://www.mef.gov.it/pubblicita_legale/societa_2018.html


其他稅費(非交易性)

項目 港股
滬港通/
深港通

美股/
美國收息

其他市場
(含債券)

過戶費(註)
每手1.5元

(不足1手以1手計算)
無 無

依當地規範、本公司作業成本、上手券商成本、
相關保管機構所衍生之費用收取。

保管費 無 無 無

存託憑證(DR)

保管費

依當地法規、本公司、上手券商、相關保管機構發生之費用收取 : 註冊於乙國的企業至甲國以存託憑證形式
上市者，投資人若於保管費收取基準日有持股，將產生保管費(約0.01~0.05元/股)，收取時間與費用依存託
機構通知為主。

其他
公司活動

下列公司活動可能產生作業費用(如有) :
發行公司提供以股代息(配息再投入)供投資人選擇配股或配息、現場參與股東會或投票、參與發行公司提出
回購邀約(tender offer)、參與增資認股、行使認購權、行使轉換權、發行公司強制轉換…等等

現金配息匯回台灣產生的跨國匯費由本公司吸收，投資人不需支付

一般而言，計算收費之幣別為該證券的計價幣別，惟仍有可能發生不同的情況

若發行公司有提供多種配息幣別選擇，投資人選擇非預設幣別者，需支付跨國匯費50美元(等值)

匯撥移轉證券之費用依各市場、移轉方式、所涉及之金融機構與法規而有不同，詳洽本公司

本公司保有調整各項收費標準的權利

(註)港股除權息或供股權配發(無論客戶是否選擇參與認購)，絕大多數情況，均會發生過戶費



最低稅負制度下的海外所得(1/2)

買賣海外股票(債券)的資本利得，於當地國為免稅，但在台灣需適用最低稅負制度下

的海外所得

買賣中國大陸地區證券(如滬/深港通、中國境內債券等)之資本利得及配息配股，屬中

國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依法須併同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不計入海外所得當中

有關海外所得的計算方式與常見問題可至國稅局網站或財政部對海外所得的說明

每年台灣報稅季前，本公司將以email寄送前一年的年度海外/大陸所得資料予投資人

海外所得與中國大陸地區所得主要分為下述三大類，每一類所得若有虧損，該類別所

得僅得申報為0，不得與其他類別所得互抵，但對於國內法人，無論海外與中國大陸

地區所得類別為何，亦無論盈虧，均須納入其收入計算營所稅

 交易所得 : 資本利得

 營利所得 : 配息、出售配股所得

 利息所得 : 債券型基金/海外債券/境外結構型商品的配息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front/ETW118W/VIEW/480
https://www.dot.gov.tw/userfiles/A07020000D/files/2017080924.pdf


最低稅負制度下的海外所得(2/2)

庫存成本之認定 : 債券交易採先進先出法 ; 股票與基金交易採平均成本法，若投資人

欲採其他算法，得自行整理交易紀錄(可向本公司調閱)，據以計算交易損益，以供報

稅或提供國稅局佐證。【所得認列日為賣出款項交割日】

換算匯率之認定 : 以賣出日或給付日當天，台灣銀行的即期外匯收盤中價為準，若該

商品的計價幣別，於台灣銀行沒有即期外匯牌價，則採用其他外匯資訊廠商數據 ; 此

外，人民幣商品則須以財政部於隔年初公告之匯率統一計算

於海外或中國已被就源扣繳之稅費(例如 : 配息預扣稅)，可從應納稅額中扣抵，但須

提供國稅局佐證資料

投資人查詢年度海外所得與其明細，可至本公司各電子交易平台 :

➔ e網通→完整下單→海外/大陸地區所得，並選擇所得年度

➔ 行動VIP→帳務查詢→複委託-海外/大陸地區所得，並選擇所得年度

https://law.dot.gov.tw/law-ch/home.jsp?id=18&parentpath=0,7
https://law.dot.gov.tw/law-ch/home.jsp?id=18&contentid=18&parentpath=0,7&mcustomize=newlaw_list.jsp&istype=L&classtablename=LawClass&keyword=%E4%BA%BA%E6%B0%91%E5%B9%A3&qptdatechina=&qptdate=&qdldatechina=&qdldate=&datanumber=&sort=1&up_down=D&lawclass=&lawname=&lawno=&lawnote=&lawtype=&lawclass2=&lawname2=&lawno2=&lawnote2=&lawtype2=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eweb.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vip.do


如何申請為專業投資人

申請成為專業投資人，需滿足下面兩項條件 :

1. 簽署「專業投資人資格申請暨聲明書」

2. 提供台幣3000萬元(或等值)以上之財力證明(限本人、每年到期重新徵信評估，

可以用存款、基金、股票庫存、房地產等作為證明)，並進行專業知識與交易經

驗評估(詳洽本公司)

申請成為專業投資人，其資格須符合下面兩項其中之一 :

1. 專業機構投資人(無需申請，自動成為專業投資人) :國內外銀行、保險公司、票

券公司、券商、基金管理公司、政府投資機構、政府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

金、單位信託、投信、投顧、信託業、期貨商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機構

2. 其他法人 : 總資產超過新臺幣1億元之法人或基金，其授權下單人並需進行專業

知識與交易經驗評估(詳洽本公司)

自然人

國內法人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https://www.emega.com.tw/emegaTran/saleSpot.do


交易ETF/ETN的限制

專業投資人 : 可交易任何外國ETF或ETN

非專業投資人 : 依法規，買進外國ETF或ETN有下列限制 :

類

型
股票型/債券型 追蹤黃金價格型

其他品種
(如原物料/外匯型)

E

T

F

無槓桿或反向 可交易
須簽【受託海外買賣外國ETF與ETN風險預告書】

(見下頁)

做多2倍以內/
反向1倍以內

須簽【受託海外買賣外國ETF與ETN風險預告書】

其他做多/
反向倍數

未開放

E

T

N

無槓桿或反向 可交易
須簽【受託海外買賣外國ETF與ETN
風險預告書】

未開放

做多2倍以內/
反向1倍以內

未開放

其他做多/
反向倍數

未開放

http://www.selaw.com.tw/LetterContent.aspx?Soid=8790


受託海外買賣外國ETF與ETN風險預告書

依金管證券字第1060003019號函令，簽屬相關風險預告書者，得放寬其交易海外ETF之範圍。

非專業投資人簽署【受託海外買賣外國ETF與ETN風險預告書】，如滿足下列任一條件者，
得交易具有槓桿或放空效果之ETF，且以正向不超過二倍及反向不超過一倍效果之標的為限。

 已開立國內信用戶(其他國內券商的信用戶亦可)

 近1年買賣國內外牛熊證或權證成交10筆(含)以上(於任何國內、海外券商)

 近1年買賣國內外期貨成交10筆(含)以上(於任何國內、海外券商)

 交易國外槓桿/反向型ETF之成交紀錄(於任何國內、海外券商)

此風險預告書投資人可於本公司各電子平台線上簽署 :

至【兆豐專區】→【風險預告書】→於帳號選單選【複委託帳號】→點【受託海外買賣外國
ETF與ETN風險預告書】

若投資人欲臨櫃簽屬風險預告書，可攜相關交易證明文件至所屬分公司簽屬。



ETF 大全集

查詢特定ETF/ETN的交易資格限制

可至本公司官網→理財工具→ETF大全集



交易確認單與對帳單

(註)設定月對帳單以email寄送 : 可至本公司各電子交易平台→兆豐專區→訊息訂閱中心設定

寄送方式
(擇一)

寄送
條件/時間

日交易確認單 月對帳單

Email
(股票/債券
合併寄送)

寄送條件

✓ 有留存email
✓ 有成交紀錄或有發生配息

配股、認購、分割合併等
活動

✓ 有設定月對帳單以email寄送(註)
✓ 當月有庫存或有成交紀錄或有發生配息

配股、認購、分割合併等活動

寄送時間 次一營業日 次月初

紙本郵寄
(股票/債券
分開寄送)

寄送條件 無提供此服務
✓ 有成交紀錄
✓ 有庫存但無成交紀錄者，3個月寄送一次

寄送時間 無提供此服務 次月初



海外股市交易試算軟體

兆證官網 海外商品 理財工具下載點 :

輸入股票代號後，
再點擊欲查詢項目

【海外市場試算工具】股票損益平衡價、債券應計息/殖利率

可試算交易損益、損益平衡價，查詢股價、財報、除權息訊息、ETF資訊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index.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Abroad/index.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Abroad/financialTool.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upload/bulletin/【海外股票交易試算】成本、損益、損益平衡價.xls
http://www.emega.com.tw/emega/upload/bulletin/【海外股票交易試算】成本、損益、損益平衡價.xls
http://www.emega.com.tw/megawin_web/pdf_link.asp
http://www.emega.com.tw/megawin_web/pdf_link.asp
http://www.emega.com.tw/emega/upload/bulletin/【海外股票交易試算】成本、損益、損益平衡價.xls


於兆豐證券官網下載各式【理財工具】

http://www.emega.com.tw/emegaAbroad/financialTool.do

兆豐證券官網 海外商品 理財工具

官網上的檔案僅
為範例，客戶如
需最新完整資料，
由所屬分公司營
業員提供。

掃描QR Code亦可連入網站

http://www.emega.com.tw/emegaAbroad/financialTool.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index.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Abroad/index.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Abroad/financialTool.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Abroad/financialTool.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Abroad/financialTool.do


海外市場常用網站
常用工具網站

CNBC 全球性財經新聞頻道

華爾街日報 美國第一財經報紙

timeandate 各市場國定假日

EDGAR 【美股】SEC-公司申報文件查詢

DTCC 【美股】查ADR保管費 (輸入公司名稱查詢)

Fidelity 【美股】ETF投組詳情查詢

IPOScoop 【美股】IPO資訊

QuantumOli
ne

【美股】特別股公開說明書(Prospectus)查詢

MarketBeat 【美股】股息篩選

Finviz 【美股】Market Map

JASDEC 【日股】外資持股限制名單

JAPAN-REIT 【日股】REITs商品大全

HKEX披露易 【港股】IPO資訊

Borse Berlin 【債券】債券行情參考

海外股市股票報價(即時/延遲)網站

Google Finance
美國股票報價【即時】

英國股票報價【即時】- London

TMX Money 加拿大股票報價【即時】

阿思達克財經 香港股票報價【即時】

雪球 中國(A股)股票報價【即時】

Yahoo!ファイナンス 日本股票報價【即時】-日文

新加坡交易所-SGX 新加坡股票報價【即時】-SIN ID查詢

Naver금융 韓國股票報價【即時】-韓文

泰國證交所(SET) 泰國股票報價【即時】

EURONEXT

法國股票報價【即時】

荷蘭股票報價【即時】

比利時股票報價【即時】

葡萄牙股票報價【即時】

德國交易所-Frankfurt 德國股票報價【即時】

瑞士交易所-SIX 瑞士股票報價【延遲】-15min

HotCopper 澳洲股票報價【延遲】-20min

馬來西亞交易所-Bursa 馬來西亞股票報價【延遲】-15min

http://data.cnbc.com/quotes/OGZD-GB
https://cn.wsj.com/zh-hant
https://www.timeanddate.com/holidays/
https://www.sec.gov/edgar/searchedgar/companysearch.html
http://www.dtcc.com/legal/important-notices.aspx?pgs=1
https://screener.fidelity.com/ftgw/etf/goto/snapshot/portfolioComposition.jhtml?symbols=SPY
https://www.iposcoop.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93&Itemid=99
https://www.quantumonline.com/search.cfm
https://www.marketbeat.com/dividends/screener/
http://finviz.com/
https://www.jasdec.com/en/reading_e/for_pubinfo.php
https://en.japan-reit.com/
https://www2.hkexnews.hk/New-Listings/New-Listing-Information/Main-Board?sc_lang=zh-HK
https://www.boerse-berlin.com/index.php/Bonds
https://www.google.com/finance
https://web.tmxmoney.com/quote.php?qm_symbol=RY
http://www.aastocks.com/tc/default.aspx
https://xueqiu.com/
https://finance.yahoo.co.jp/
https://www.sgx.com/securities/securities-prices
https://finance.naver.com/
https://www.set.or.th/set/mainpage.do?language=en&country=US
https://live.euronext.com/en
https://www.boerse-frankfurt.de/equity/adidas-ag
https://www.six-group.com/exchanges/shares/overview_en.html
https://hotcopper.com.au/
https://www.bursamalaysia.com/market_information/equities_prices


手機(平板)的看盤APP(1/2)

世界各國股、債、匯市報價 : Bloomberg 

(於APP商店以關鍵字搜尋 Bloomberg)

【港股】即時報價 : 阿斯達克
(於APP商店以關鍵字搜尋 aastock 或智財迅)

【美/英/倫敦國際/法/比/荷/葡】即時報價 : CNBC

(於APP商店以關鍵字搜尋CNBC)

【美/英/新加坡/德/印度】即時報價 : Google Finance

網址 : https://www.google.com/finance

https://www.google.com/finance


手機(平板)的看盤APP(2/2)

【中國股市】(滬/深港通)即時報價 : 新浪財經

(於APP商店以關鍵字搜尋新浪財經)

【日股】即時報價 : Yahoo Japan Finance

網址 : http://m.finance.yahoo.co.jp/stock?code=6752.T

http://m.finance.yahoo.co.jp/stock?code=6752.T
http://m.finance.yahoo.co.jp/stock?code=6752.T


兆豐證券複委託的獨家優勢



兆豐證券複委託的獨家優勢

兆豐銀的外匯業務量排行居國內第一，主流的外幣「美元」以及現

在最夯的「人民幣」，兩種外幣的存量也居國內第一。

兆豐銀掛牌的外幣種類最多，提供的外幣現鈔亦居同業之冠。

兆豐銀的外匯匯率訂價，包括美元、人民幣等，原本便較許多同業

優惠2分左右，透過網路銀行換匯將更優惠，之前祭出信用卡優惠減

碼後，差距更大(限持兆豐信用卡臨櫃換匯)，

此外，在兆豐銀的行動銀行App中，之前還新增「購買外幣現鈔及

旅行支票」服務，提供手機便能訂購16種外幣現鈔及6種外幣旅行支

票的獨家服務。



海外網路券商 vs.複委託

用海外網路券商(如IB、Firsttrade、E-trade、Scottrade等)投資美股，手續費雖然便宜，然
而也有如下之缺點:

跨國匯款費用

投資人需自行匯款到國外，匯款回來也不方便，有的券商要求要發傳真或掃描後email到
國外進行出金作業，此外，跨國匯款費用單筆約 700~2000元(台幣)(出帳行、中間行、收
款行可能皆會收取費用)；相較之下，國內複委託出金通常透過網路或電話，且大多數跨國
匯款費用由券商負擔，對於需要領取現金股利作為日常支出的客戶來說，每次股利匯回省
下來的跨國匯款費用將相當可觀。

多無中文電話下單服務

對於習慣用電話下單之客戶，多數海外券商並不支援電話下單之服務，此外及便提供相關
服務，收費不見得比台灣複委託便宜，單筆最低要價20~30美元，甚且可能還要考慮昂貴
的國際電話的收費(如果沒有免付費專線的話)。

日內交易限制

於海外網路券商開設美股現金交易帳戶，將受制於美國法令Regulation T，該規範內容如
下 : 投資人T日賣出庫存股票後，利用該在途款於當日再買進的股票，不可於T+2日前賣出。
利用複委託買賣美股，則無此限制，在途款可自由運用。



海外網路券商 vs.複委託

遺產處理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旦發生不測，家人在悲痛之餘要如何取回海外資
產? 若客戶在海外券商開戶，由於並不受到台灣法規的保障與監管，若不幸身故後，
家人如何得知客戶在海外擁有券商帳戶?即便得知，欲重新取回帳戶控制權亦須花
費許多時間與精神處理。

以美股而言尚須處理相關遺產稅後，才能自海外券移轉相關資產，倘若家人不清楚
於海外券商的交易與庫存情形，恐有無法取回財產之疑慮。對非美國人而言，美國
的聯邦遺產稅只有6萬美元免稅額，稅率高達18~55%不等(累進稅制)，雖然在海外
繳過的遺產稅可扣抵台灣的遺產稅，但仍舊非常不划算，因台灣遺產稅有1200萬台
幣的免稅額，還有額外的扣除額，且稅率僅10%起。此外，美國稅務規定之繁瑣，
十分繁瑣複雜。在美國，遺產稅除了聯邦遺產稅之外，各州尚有各州不同計算方式
之遺產稅，並且每年規定可能都會變動，並且有距離語言與習慣之隔閡，恐致生許
多麻煩與不便。

透過複委託，若投資人不幸身故，則繼承人僅需負擔台灣的遺產稅即可移交外國資
產，不須再隔海與美國政府、海外券商打交道。



海外網路券商 vs.複委託

缺乏中文客戶服務

海外券商無法就地服務客戶，台灣複委託券商可提供中文客製化的研究報告與即時
性、面對面的服務，網路券商並沒有所謂的專屬營業員，僅有客服人員而已

缺乏多元市場

多數海外網路券商並沒有港股、日股、英股、滬港通/深港通、新加坡等市場，美
國網路券商主要以美股為主。

不受台灣法令規管，即不受台灣法律保障

客戶匯款至給國外券商指定的銀行，雖然美國有一定額度內的存款保險，但券商或
銀行一旦出事，帳務處理絕對非常麻煩，且投資人僅能靠自己與外國機關溝通

海外券商過去曾發生過倒閉或挪用客戶資產的案例(見下頁舉例) :



案例分享

2007年底，美國第三大證券經紀商E-Trade驚傳破產，因投資次貸損失太慘，
求助避險基金注資17.5億美元，加上公司變賣資產才度過難關，公司股價一度
下跌超過90%

2007年~2008年，大券商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相繼破產、美林被賣給美國銀
行

2011年，全球最大期貨商全球曼氏破產投資歐債失利，旗下期貨經紀部門面
臨清算。公司疑似挪用客戶資產達數億美元 !

2012年7月，期貨商百利金融集團破產，公司疑似挪用客戶資產達2.2億美元
以彌補虧損，公司資金缺口已達到全部客戶資產的一半以上

2013年4月，網路券商Just2Trade的母公司Success Trade被控進行「龐氏騙
局」，即利用新投資者的款項支付利息給舊投資者，並且有證據指涉客戶的投
資款項被挪作私人運用



附錄

➔穿價不成交

➔交割週期

➔ IPO申購流程



海外股市【穿價不成交】現象

穿價不成交 : 同一國家，可能有好幾個交易所同時在進行交易撮合，投資人

透過報價軟體或於網路上查知之報價，多數均為包含好幾個交易所的綜合報價。

在實際交易時，大多數券商均會預設將委託單傳送至該證券交易量最大的主要

交易所(以美股為例，則為紐約證交所或NASDAQ，日股則為東京證交所)。投

資人透過報價軟體或於網路上查知之報價，或許會包含中小型地區交易所或暗

盤中的成交價，但實際上不見得可以參與。因此，偶爾會出現穿價卻沒有成交

的現象。

開收盤穿價不成交 : 理由同上，此外，同一的國家，若有兩個以上的交易所，

每個交易所的開收盤撮合規則可能略有不同，因此，開收盤價看似穿價卻沒有

成交的現象會更多。

快市穿價不成交 : 突然有特殊消息傳聞或報告公佈，或行情突破重要關卡，

大量委託單同時湧入，造成電子線路壅塞，此時可能發生穿價不成交。



各國股市當地交割週期

當地市場的交割週期僅提供參考(可能非最新資料)，亦非本公司與客戶間之

交割日程(本公司與客戶間之交割日程已於上文中敘述)

T+0日 : 中國A股(券)

T+1日 : 中國A股(款)

T+2日 : 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賽普勒斯∣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

蘭∣法國∣德國∣希臘∣香港∣匈牙利∣印度∣愛爾蘭∣義大利∣拉脫維亞∣墨西哥∣

荷蘭∣紐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俄羅斯∣韓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

阿聯酋∣英國∣美國∣台灣∣泰國∣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日本∣巴西∣哥倫比

亞∣越南

T+3日 : 南非∣中國B股∣菲律賓

資料日期 : 2019/05/26 



IPO申購流程

依主管機關函令，現行IPO申購僅開放與具專業投資人資格之客戶申請

得申購市場: 港股、美股

本公司最低承做金額: 港股_100萬港幣；美股_100萬美元

客戶向分公司親自填寫『初級市場認購作業確認書』，或致電營業員以電

話錄音後由營業員代填。

分公司於收受委託書後於客戶複委託之約定帳戶扣款，如未扣款成功則不

受理該申請。

Step 1.

Step 2.

Step 3.

於配售結果日，依據上手通知結果分配庫存至客戶帳上，庫存入帳後客戶

即可於複委託帳戶賣出。



Disclaimer : See HERE and HERE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immunity.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Tran/immunity.do
http://www.emega.com.tw/emegaAbroad/tranNote.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