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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出儲存資料

第一次用TEJ Pro就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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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https://

步驟二：進入以上網站下載主程式

步驟三：申請帳號

步驟四：使用申請之帳號進行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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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方式請參照圖書館網頁或洽TEJ業務部
TEL：(02)8768-1088#120；E-mail：tej@tej.com.tw

下載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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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設定 輸入帳號密碼，按登入

登入：點選桌面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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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學校USER】

• 申請完帳號後，請至信箱中收取
系統認證信。

• 打開信件後，點選「按此認證」
按鈕即可。

• 認證完成後，即可直接登入
TEJ PRO。

• 請特別注意，登入資訊

帳號：您申請的學校信箱

密碼：您自設的密碼

*若無法認證成功，請用您申請的學校信箱，
寄信至 TEJ業務部 E-mail：tej@tej.com.tw



主選單資料庫分類(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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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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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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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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選單資料庫分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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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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利用統計方法檢定異常報酬

狀況，瞭解特定事件對公司

股是否造成影響

事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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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畫面&常用功能介紹
資料
匯出

條件
設定

檢視
方式

資
料
庫
主
選
單

資料呈現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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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方式 (一)：查詢單家公司

1. 個股總覽 (X軸：欄位 Y軸：時間) 2. 轉置-跨期比較
(X軸：時間 Y軸：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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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方式 (二)：查詢多家公司
 例：查詢台泥、亞泥、嘉泥、環泥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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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置-跨公司比較
(X軸：公司 Y軸：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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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方式 (三)：查詢單一欄位變數

 例：查詢台泥、亞泥、嘉泥、環泥於2020年第二季

資產負債表之財務資料

• 單項目比較 (X軸：公司 Y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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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設定 (一)：公司樣本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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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有空格加上序號，則為TEJ額外的細分類。

例：「 1.電子零組件」、「 2.被動元

件」…等11



條件設定 (二)：欄位變數設定

 例：設定「營收、成本、費用、母公司淨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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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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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設定 (三)：日期設定_1
 例：設定2020年~最新的一期日期

1.設定方式：

方式 1： last 1 → 最近1筆

方式 2：202006-999999 →

日期區間

方式 3：202006 → 指定單一日期

方式 4：201806,201906,

202006→ 跨指定日期

2.快速設定：

點選前一期、後一期可以設定其

之資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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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設定 (三)：日期設定_2
 點選日期

1.Last 1： 區分為 「齊頭」(預設)

與「非齊頭」資料顯示

方式。

2.週期選擇：進階日期設定。

(日期區間、設定頻率)



條件設定 (三)：日期設定_3
 例：設定2015年~2019年的年底日期

• 進階日期設定

Step 1：輸入日期區間

Step 2：點選資料頻率

Step 3：將所需日期移至右側

已選清單中

Step 4：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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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儲存資料(一)：匯出至EXCEL

 例：匯出統一2008年~2018年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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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將檔案另存新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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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儲存資料(二)：特殊轉檔(大量下載)

Step 1：選取模組

Step 2：選取所需欄位變數

Step 3：選取所需公司樣本

Step 4：輸入所需日期

Step 5：將資料儲存至自行

設定的路徑

Step 6：按開始轉檔

註：(5)可以勾選日期分隔或是公司

分隔，方便整理資料

(6)選擇設定顯示空值的字串

(7)匯出檔案有.TXT與.CSV兩種類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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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EXCEL讀取資料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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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儲存資料(二)：特殊轉檔(大量下載)



輔助功能：財務PDF&法說會網址

輔助功能(1)財務PDF

Step  1：點選「個股」

Step  2：點選「財務」並選擇年度

Step  3：自動連線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指定公司

的年度財務報表

輔助功能(2)法說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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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連線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或TEJ整理之

法說會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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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搜尋(一)欄位搜尋

Step 1：點選國家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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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表製作工具列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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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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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介紹

※ TEJ Pro製作報表之工具列將安裝於Excel 2007以上之『增益集』頁籤，若無法使用本功能，
請洽TEJ客服部：02-87681088#120，我們將由專人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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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 Smart Wizard – 查詢條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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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TEJ Smart Wizard 查詢條件設定1：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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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EJ Smart Wizard 查詢條件設定2：公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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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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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 Smart Wizard 查詢條件設定3：日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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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J Smart Wizard 查詢條件設定4：其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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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 Smart Wizard 查詢條件設定5：格式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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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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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 Smart Wizard 跨資料庫下載示範(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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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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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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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 Smart Wizard 跨資料庫下載示範步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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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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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 Smart Wizard 跨資料庫下載示範步驟3

 日期設定：

Step 1：在日期區間輸入20000101至20121231

Step 2：頻率選「年」

Step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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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4：將顯示的日期全選至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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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 Smart Wizard 跨資料庫下載示範步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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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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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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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 Smart Wizard 跨資料庫下載示範步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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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用EVENT STUDY就上手

1
• 事件研究法介紹

2
• 何謂事件日、事件期與估計期

3
• TEJ事件研究系統簡單操作四步驟

4
• 一、資料類型設定

5
• 二、事件日選擇

6 • 二、事件日選擇-A.自訂樣本匯入

7 • 二、事件日選擇-B1.金融新聞檢索

8 • 二、事件日選擇-B2.特定事件

9 • 二、事件日選擇-B3.股票市場大事紀

10
• 三、預期模式設定

11
• 四、計算結果查閱與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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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研究法介紹

• 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為研究結果之驗證方法，其源起於1960 年代

Ball and Brown，及Fama, Fisher, Jensen and Roll（沈中華、李建然，

2000），為近代會計及財務領域實證研究所廣泛運用之研究設計之一。

何謂事件研究?

• 事件研究（Event Study）主要的目的在於利用統計方法檢定異常

報酬狀況，藉以明瞭特定事件是否對公司股價造成影響，並可以了

解股價的波動與該事件是否相關。

事件研究目的?

• 1.決定事件與事件日

• 2.估計異常報酬率

• 3.檢定異常報酬率

• 4.分析結果及解釋

事件研究流程



何謂事件日、事件期與估計期

t1 t2 t3 事件日 t4

估計期 事件期

事件影響的區間應包括在事件期之內，如購回庫藏股、併購的訊息發布之日。通常事件期間
要比發生日期(事件日)寬廣一些，包括事件發生前後的一段時間。因為事件發生後一段時間
的資訊能顯示應變數(如股價、盈利)變化的情況。同時，考察事件發生前一段時間的股價，
有利於捕捉事件前預兆和事前洩露資訊造成的影響。

估計期間或稱估計窗口(estimation window)的目的，是利用該期間的數據去估算在事件未
出現情況下應變數之值，即預期報酬率。將預期報酬率與事件期間應變數變異後(即實際報
酬率)相比較，便得出事件所帶來的異常報酬率。

一般而言，估計期間選取要比事件期間長，絕大多數的事件研究並未有一定的衡量標準，其
區間設定必須依照個人研究參考過去文獻並與指導教授討論而訂。

如何設定事件期、估計期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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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J事件研究系統簡單操作四步驟

1.設定資料源

─選定市場別
─選定資料頻率
─選定報酬率類型

開始計算

4.計算結果查閱及儲存

─結果表單：
估計資訊、估計彙總、殘差資訊、異常報
酬資訊、檢視刪除記錄、原始報酬率(或
週轉率)資料

─結果檔可儲存至指定資料夾

2.事件日選擇

─自訂上傳
─新聞檢索
─特定事件日檢索

3.預期模式設定

─平均調整模式
─市場指數調整模式
─OLS風險調整模式
─GARCH風險調整模式
─Scholes-Willams OLS
風險調整模式

─估計期、事件期設定
─估計期最小期數設定
─事件期缺適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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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類型設定
Step 1. 資料市場 : 國
旗顯示為彩色者為可
供使用之市場資料。

Step 2. 資料頻率 : 分
為日、週、月三種頻
率。(特別注意 : 頻率
類型選擇將影響事件
與估計期之基本單位)

Step 3. 選擇報酬率型
態 : 分為連續複利報
酬率、簡單報酬率、
週轉率。

技術文件

操作手冊

PS.更詳細的操作步驟或關於
事件研究方法的說明，請點選
右上角的技術手冊及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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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日選擇

 事件日設定的方式主

要可分為下列兩大種

方式：

A.匯入樣本：自行建

立TXT或CSV格式之

樣本清單再匯入系統。

B.事件日檢索：系統

提供三種檢索功能

(金融新聞檢索、特

定事件、股票市場大

事記)，選擇事件日。



二、事件日選擇：A. 自訂樣本匯入

以逗號分隔股票代碼和事件日

CSV格式：以EXCEL製作

A 欄輸入阿拉伯數字四碼股票代碼
B 欄輸入阿拉伯數字八碼之事件日
期

輸入後勿更動其他設定
於存檔類型中選擇 CSV (逗號分隔)

TXT格式：以記事本製作

先輸入阿拉伯數字四碼股票代碼
輸入半形逗號分隔後
再輸入阿拉伯數字八碼之事件日期

存檔類型選擇文字文件(*.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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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日選擇：B1.金融新聞檢索

STEP 1：輸入查詢條件

1.輸入查詢日期區間
2.輸入新聞關鍵詞
3.設定搜尋標題或內文

STEP 2：設定證券樣本(二選一)
(A)輸入欲搜尋證券代碼查詢
或(B)選擇欲查詢產業查詢

1.選擇產業分類
2.勾選設定樣本
3.點選「確定加入」

STEP 3：點+加入樣本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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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日設定-B2.特定事件

STEP 1：事件區間
1.輸入查詢區間
2.設定特定事件類別
3.設定證券樣本
4.點選「查詢」

STEP 2：
1.勾選研究樣本
2.點選「加入樣本」

STEP 3：設定事件日為
公告日或發生日，按「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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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日選擇：B3.股票市場大事記

STEP 1：資料區間
1.輸入查詢日期區間
2.選擇事件分類
3.設定證券樣本後查詢

STEP 2：選擇
1.勾選研究樣本
2.點選“加入樣本”

※股票市場大事記

(TEJ將交易所歷年重
大事件整理分類)



三、預期模式設定
Step1：選擇預期模式

Step2：依預期模式所需，

依序輸入指數分

類、指數代碼、

估計期、事件期

Step3： 設定最小估計

期樣本數

Step4：設定樣本於事件

期缺適值處理

Step5：點選『計算』

PS.

1.指數代碼不一定要選兩個。

2.估計期與事件期間依個人

研究設計，本圖僅供參考，

非唯一標準。

47



四、計算結果查閱與儲存

 計算結果展現如右

圖所示，包含估計

資訊、估計彙總、

殘差資訊、異常報

酬、檢視刪除紀錄。

 點選「儲存」即可

將各種輸出表單儲

存在指定的位置。

 如需圖檔，請在圖

片區按滑鼠右鍵另

存圖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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