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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本文件名稱為「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系統使用手冊」，以下簡稱本

文件。 

 本章節內容為說明本文件之目的與範圍。 

 

1.1 手冊目的 

本手冊之目的在於提供系統使用人員在使用「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系

統」時的參考資料。 

 

1.2 手冊範圍 

本手冊之範圍為介紹「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系統」的使用，結果說明

以及驗證相關資訊。 

 

1.3 參考文件 

 1. 系統分析書 

 2. 系統維護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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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檔案說明 

相關程式皆會放至於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系統主機桌面，僅允許期貨商以 SSL 

VPN 或是親臨期交所使用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系統功能。。 

2.1 系統檔案說明 

 本系統執行檔案列表如下： 

BKORD.exe 
 

2.1.1 執行檔 

BKORD.exe  

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系統主程式，主要作業為期貨委託單輸

入、期貨委託回報、期貨成交回報、選擇權委託單輸入、選

擇權委託回報、選擇權成交回報。 

 

2.1.2 執行程式 

使用滑鼠點選 cleardata.bat 執行後，會產生 data 目錄(若執行前已經

存在 data，則會將 data 目錄備份成 data.old)，新的 data 內將只存

在 InvestorFlag.txt。 

註：僅需於當日使用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系統前，執行 cleardata.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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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盤： 

 

夜盤： 

 

[日盤]使用滑鼠點選 StartBkOrd_Regular.bat 即可執行程式。 

 

[夜盤]使用滑鼠點選 StartBkOrd_AfterHours.bat 即可執行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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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後畫面如下： 

日盤： 

夜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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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準備工作 

3.1 申請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系統使用 

依據期貨商因不可抗力事故申請繼續營業之處理要點第 2 點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期貨商發生不可抗力事故，致其資訊傳輸系統故

障時，得借用本公司市場備用之終端機設備。 

3.2 取得相關連線參數 

本公司資訊作業部俟收到相關申請核可後，將配合設定借用本公

司備用終端機，並告知借用期貨商之相關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系統連

線參數。若使用中有問題，請洽本公司機房人員。 

3.3 SSL VPN連線或是親臨期交所使用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

系統 

若是 SSL VPN 相關連線步驟以及問題請參考「臺灣期貨交易所

備援交易終端機 SSL VPN 使用手冊」。 

3.4 設定期貨商參數 

 第二個步驟則是設定期貨商參數，包括結算會員代碼，期貨商代

碼，以及櫃號，如下圖：(期貨商參數會自動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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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下載檔案 

 使用本系統的第一個步驟是下載必要的檔案。如下圖所示，設定

好檔案傳輸參數之後，使用按鈕 [下載/連線] 一方面測試連線，同

時也將必要的檔案下載。必要的檔案有： 

1. 期貨商代號對應檔(P06) 

2. 商品與時間流程群組對應檔(P08) 

3. 契約基本資料檔(P09) 

4. 商品漲跌幅資訊(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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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與選擇權分別擁有這 4 個檔案，所以總共有 8 個檔案。 

 如果「期貨商代號對應檔(P06)」不存在，則連線子系統無法進行

連線。 

 如果「商品與時間流程群組對應檔(P08)」與「契約基本資料檔

(P09)」不存在，則無法下單。 

 如果「商品漲跌幅資訊(P11)」不存在，則無法正確顯示商品漲跌

停價格。 

 

3.6 啟用鉅額交易功能 

勾選[啟用鉅額交易功能]後，將啟用本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系統程式

鉅額下單介面。(必須事先確認使用的交易系統連線 session有申請

期交所主動傳送公告訊息 R14功能時，才可接收鉅額下單回報)。若

不使用鉅額下單的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系統，建議關閉此功能，以免

接收到非本機委託之鉅額回報（鉅額回報係針對同一期貨商的所有已

申請申請期交所主動傳送公告訊息 R14之線路作傳送）。 

啟用鉅額交易功能後，可設定期貨商自訂編號的最高位數字(期貨商

自訂編號數值範圍為 1~4294967295)。 

勾選[自動編號](預設)，則於鉅額委託下單時，系統會自動產生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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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期貨商自訂編號，並檢查是否已於 local端使用過該號碼（惟該

編號於送出委託至交易系統時，交易系統亦會進行檢核是否重複）。 

 
 

3.7 設定 TCP/IP 連線參數 

 第三個步驟則是設定 TCP/IP 連線參數： 

若申請使用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系統，期交所將另外提供 TCP/IP 連

線參數供備援交易競價終端機系統使用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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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連線主機的 IP，遠端埠號，本地端埠號，連線密碼、

SESSION-ID 及逾時取消秒數(註)等資料。期貨與選擇權分別設

定。 

註：此為期交所 TMP 電文請求登錄（L40）訊息之『逾時自動取

消委託單秒數(cancel_order_sec)』設定值 

0：表不逾時自動取消委託單，即任何檢核通過之委託單不論延

遲之秒數為何皆可參加撮合。(因風險較大，建議謹慎使用)。 

1 以上：表交易所依據期貨業者自行設定的秒數，若差異大於該

設定時，將該委託單退回，並回覆錯誤碼 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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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啟動連線子系統 

 準備工作的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啟動連線子系統： 

啟動期貨系統之連線子系統 

 

啟動選擇權系統之連線子系統 

 
 

如果正常，則畫面如下： (會出現發送 L60，確認應用系統啟動) 

 

 準備工作完成之後，就可以進行下單作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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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託下單作業 

 如下圖，選用「委託/回報」進行委託下單以及成交回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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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期貨委託 

 點選[期貨委託(含鉅額單式)]，可以進行期貨委託下單作業。 

 

 

輸入委託書編號(不輸入則由系統自動產生)，投資人帳號，商品，價

格，口數等資料後，使用  

[新增] 按鈕， 即可輸入委託，進行下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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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回報以及成交回報將出現於畫面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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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期貨價差委託 

點選 [期貨價差委託] 可以進行期貨價差委託以及回報。 

 

輸入委託書編號(不輸入則由系統自動產生)，投資人帳號，商品，價

格，口數等資料後，使用  

[新增] 按鈕， 即可輸入委託，進行下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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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選擇權委託 

點選 [選擇權委託(含鉅額單式)] 可以進行選擇權委託以及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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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委託書編號(不輸入則由系統自動產生)，投資人帳號，商品，價

格，口數等資料後，使用  

[新增] 按鈕， 即可輸入委託，進行下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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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選擇權組合式委託 

點選 [選擇權組合式委託] 可以進行複式選擇權委託以及回報。 

 

 

輸入委託書編號(不輸入則由系統自動產生)，投資人帳號，商品，價

格，口數等資料後，使用  

[新增] 按鈕， 即可輸入委託，進行下單作業。 

 

註：複式選擇權委託回報清單中之月份、履約價及權別顯示之欄位值

乃複式單第一個商品的履約價及權別。欲得知正確的複式商品之第二

個商品的月份、履約價及權別應由商品代號來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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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天期 TXO Time-Spread複式組合下單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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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鉅額期貨單式委託 

點選[期貨委託(含鉅額單式)]，可以進行鉅額期貨單式委託下單

作業。 

 

輸入委託書編號(不輸入則由系統自動產生)，投資人帳號，商品，價

格等資料後，勾選[鉅額下單]並輸入鉅額下單的委託口數後，使用  

[鉅額新增] 按鈕， 即可輸入委託，進行下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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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鉅額選擇權單式委託 

點選[選擇權委託(含鉅額單式)]，可以進行鉅額選擇權單式委託

下單作業。 

 

輸入委託書編號(不輸入則由系統自動產生)，投資人帳號，商品，價

格等資料後，勾選[鉅額下單]並輸入鉅額下單的委託口數後，使用  

[鉅額新增] 按鈕， 即可輸入委託，進行下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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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鉅額組合式委託 

點選[鉅額組合式委託]，可以進行鉅額組合式委託下單作業。 

 

輸入委託書編號(不輸入則由系統自動產生)，投資人帳號後，接著開

始輸入商品新增至[組合商品清單]中（組合式商品至少要有兩筆商

品）。 

新增商品請依次輸入期權別、商品代號（為期交所之單式商品編碼代

號，例：台指期 2018年 6月代號為 TXFF8）、價格、口數、買賣別、

開平倉碼等資料後，使用[加入清單]來增加一筆商品。 

使用  

[鉅額新增] 按鈕， 即可輸入委託，進行下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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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策略組合，則需另勾選[策略組合]，輸入策略識別碼及策略組合

種類後，使用[加入清單]來增加一筆商品(同組合兩商品之策略組合

識別碼填入相同數值，其值不可為 0亦不可與其他組合重複，策略組

合種類填入相同數值，其值不可為 0，兩商品擺放規則同現行複式商

品組合規則，詳見 TMP 電文規範 3.5.2 章節。)。 

使用  

[鉅額新增] 按鈕， 即可輸入委託，進行下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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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鉅額交易申報作業 

 如下圖，選用「鉅額申報」進行「代表期貨商總檔輸入」與「參

與期貨商確認」。 

 

 

5.1 代表期貨商總檔輸入 

 點選[代表期貨商總檔輸入]，以啟始一個鉅額交易申報。 

 

分別輸入以下以編輯代表期貨商申報總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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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代表期貨商代號及流水號（不輸入流水號或流水號重複時，系統

將自動取號） 

II. 輸入參與期貨商之期貨商代號將顯示期貨商數字代碼，按下「加

入清單」以新增至參與期貨商清單（最多可以輸入 5家參與期貨

商）。除新增外，另可滑鼠雙擊清單某一筆後，按下「更新」進

行更新或按下「更新」進行刪除該筆參與期貨商；另可按下「清

除所有」進行刪除所有清單。 

III. 輸入商品期權別、商品代號、價格、口數後，按下「加入清

單」以新增該商品至商品清單（最多可輸入 10個商品）。 

 

接續按下「申報」進行總檔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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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註銷，可手動輸入代表期貨商代號，按下「取消」。 

 

5.2 參與期貨商總檔確認 

 當成功完成代表期貨商總檔輸入並申報成功（收到 B22回報）或

是接收到非自家的代表期貨商總檔申報成功回報(B22)後，點選[參與

期貨商確認]頁籤後，直接於「鉅額交易申報暨確認回報」清單中，

滑鼠雙擊該表申報總檔（執行類別為申報新增，請確認交易申報編號

為方才之總檔之交易申報編號）系統自動將交易申報編號帶入（亦可

手動並輸入交易申報編號）並詢問「是否帶入申報總檔的商品清單至

新增委託書」，按下確定接續詢問以自動開啟新增委託書輸入畫面並

自動帶入申報總檔的商品供後續編輯更新(此一動作過程中另會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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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清空委託書清單對話盒)；亦可選擇取消，將不帶入商品清單後，

自行按下「新增委託書」以編輯委託書之投資人帳號與商品買賣資料。 

 

 

 

繼上編輯委託書： 

I. 編輯商品：確定帶入商品後，系統出現如上圖「已由申報檔帶入？

項商品 請繼續更新商品口數、買賣別、開平倉碼、策略組合設定

等！」提示。按下 OK 後，請依序滑鼠雙擊商品清單之各商品後，

並編輯口數、買賣別、開平倉碼、策略組合識別碼與策略組合種

類後，按下「更新」以更新該商品申報資料。另可滑鼠雙擊清單



 

30 
 

中之某筆商品後按下「刪除」以刪除該筆，或自行輸入商品資料

後按下「加入清單」新增商品，或是按下「清除所有」將所有商

品清單清空。 

II. 輸入委託書號（若於連線設定有選取自動編號，則委託書編號不

輸入或重複時，系統將自動編號） 

III. 輸入投資人帳號與身分碼 

 

IV. 按下「確定新增」後，系統關閉新增委託書視窗，回到參與期貨

商確認畫面，並將新增該委託書至委託書清單中。可後續滑鼠雙

擊點選委託書後，進行編輯或刪除。另可繼續新增委託書，最多

允許 5 筆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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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新增好委託書後，按下「送出交易確認(B31)」以送出參與期貨商

確認訊息，並於「鉅額交易申報暨確認回報」清單中新增該鉅額

交易申報編號之執行類別為「確認新增」的紀錄，若該確認新增

成功系統將收到 B32 回報，並於該筆確認回報的註記欄顯示「B32

已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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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直接滑鼠雙擊該筆確認回報將可顯示該確認明細所有委託書於

「參與期貨商確認明細-委託書」清單中，如下圖所示。 

 

VII. 滑鼠雙擊「參與期貨商確認明細-委託書」清單中任一筆委託書可

顯示該委託書之商品於「委託書明細─商品」清單中，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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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交易結果 

 若該鉅額交易申報成功，將收到來自交易系統 B52成功回報，申

報成功回報清單中將出現該筆申報交易，如下如所示。 

 

滑鼠雙擊該筆交易將顯示交易明細委託書清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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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鼠雙擊交易明細委託書清單中之一筆委託書將顯示該委託書內之

所有商品，如下圖所示。 

 

倘申報交易失敗，則將於「鉅額交易申報暨確認回報」清單中之註記

欄位顯示錯誤結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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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檔案傳輸作業 

 回報補檔功能 

 

(1) 期貨商 B30 回報補檔：(若要指定 SESSION 請勾選右方窗格並輸入 SESSION ID) 

輸入起始及回報序號後按下右邊的「期貨 B30」或「選擇權 B30」 

Ex1: 若要指定 SESSION 888 且序號 2 到序號 8 的期貨回報 

 
Ex2: 若要目前連線序號 1 到序號 2 的選擇權回報 

 
(2) 結算會員 B40/B60 回報補檔： 

輸入起始及回報序號後按下右邊的「期貨 B40/B60」或「選擇權 B40/B60」 

Ex: 若要取得結算會員序號 20 到序號 30 的期貨回報 

 

 

(3) 結算會員 B41/B61 回報補檔： (收盤後) 

輸入起始及回報序號後按下右邊的「期貨 B41/B61」或「選擇權 B41/B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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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報表列印 

點選 [報表列印] 可以進行報表列印作業。畫面如下： 

 

 

註：期貨清單包含鉅額期貨單式及鉅額組合式委託的清單；選擇權清

單則包含鉅額選擇權單式委託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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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相關列印按鍵，以[列印選擇權委託輸入清單]為例，按下該

鍵後出現 notepad視窗如下： 

 

 

按下[列印選擇權成交回報清單]後，出現 notepad視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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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列印期貨委託輸入清單]後，出現 notepad視窗如下： 

 

 



 

39 
 

按下[列印期貨成交回報清單]後，出現 notepad視窗如下： 

 

 



 

40 
 

8 其他功能 

 

8.1 整批買賣撤銷作業 (Kill Switch) 

依序輸入完資料後按下「A.[期貨]批次刪單」或「B.[選擇權]批次刪單」按鈕後

即可執行：

 

(1) 執行之後會跳出訊息視窗作送出訊息的確認 

   

 

(2) 若作業失敗會跳出相關錯誤訊息作提醒，若正確還會再告知執行成功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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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失敗 

 

 
 

8.2 未成交委託檔訂閱功能 

 

按下「訂閱期貨商品 (B50)」、「訂閱選擇權商品 (B50)」後即可作訂閱動作，執

行結果會跳出相關訊息作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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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錄： 錯誤代碼列表 

編

號 
訊息說明 期貨商應處理事項 

0 訊息接收成功 輸入下一筆訊息 
1 交易時間已結束 結束交易子系統 
2 尚未開始接收委託或暫停交易或者

收單階段無此種委託 
稍待再行輸入(例如:收單階段不接

受一定範圍市價委託改價單) 
3 尚未開始接收報價 稍待再行輸入 
4 該商品處理中，暫時不接受委託 稍待再重新輸入 
5 無此委託書編號 檢查並更正期別或委託書編號 
6 委託或報價已完全成交 檢查成交回報 
7 原委託或報價已取消 檢查委託人當日委託資料 
8 停單 該商品已限制下單 
9 限單 該商品僅能下平倉單 
10 此單已不在委託簿中,不得刪單、減

量、改價 
檢查成交回報 

11 執行類型(ExecType)錯誤 檢查並更正 ExecType 
12 期貨商代號錯誤 檢查並更正期貨商代號 
13 分公司代號錯誤 檢查並更正分公司代號 
14 投資人帳號錯誤或申報鉅額交易中

之投資人帳號未開戶 
檢查並更正投資人帳號 

15 投資人身份碼錯誤 檢查並更正投資人身份碼 
16 不可刪改單期間，退回刪改單 稍待再行輸入 
17 委託書或報價單編號重複 檢查並更正委託書編號 
18 委託書或報價單編號錯誤 檢查並更正委託書編號 
19 無同方限價委託 退回「一定範圍市價委託」單待有

同方限價委託時，再重新下單 
20 商品代號錯誤 檢查並更正商品代號 
21 超過該商品漲跌停價 檢查並更正委託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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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訊息說明 期貨商應處理事項 

22 委託數量錯誤 檢查並更正委託量 
23 該商品尚未開始接收詢價，或已達

漲跌停不允許詢價 
稍待再行輸入 

24 買賣別錯誤 檢查並更正買賣別 
25 委託種類錯誤(OrdType) 檢查並更正委託種類(例如:「鉅額交

易」及「選擇權組合單」不接受「一

定範圍市價委託」單) 
26 委託種類與價位不符 檢查並更正委託種類或價位 
27 委託條件錯誤(TimeInFo 

rce) 
檢查並更正委託條件 

28 開平倉碼錯誤(Position 
Effect) 

檢查並更正開平倉碼 

29 價格與基本跳動價位不符 檢查並更正委託價位 
30 商品已過期 檢查並更正商品類別 
31 期貨商代號、報價商品類別、造市

者帳號不一致 
檢查並更正委託商品類別或造市者

帳號 
32 警告減量成功,但變更量大於原委託

剩餘可減量 
若有報價最低數量限制，有效委託

量改為限制之報價最低數量，否則

有效委託量改為 0(視為取消) 
33 買賣價不得超過該報價商品之價差

限制 
檢查並更正報價價位 

34 買價超過賣價 檢查並更正委託價位 
35 報價單邊改價，未改價邊剩餘口數 0 

不接受單邊改價 
請重新報價 

36 單邊報價剩餘量少於最低數量限制 檢查並更正委託數量 
37 詢價已存在不予接受 請稍後再發送詢價 
38 市價單(及一定範圍市價委託)不允

許當日有效委託 
檢查並更正委託方式或委託條件 

39 減量口數錯誤 檢查並更正減量口數 (FIX 協定使

用) 
40 報價單邊改價，價格輸入錯誤 檢查並更正報價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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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訊息說明 期貨商應處理事項 

41 交割年月錯誤 檢查並更正交割年月 
42 履約價格錯誤 檢查並更正履約價格 
43 結算會員錯誤 檢查並更正結算會員 
44 委託類別註記 order_source 錯誤 檢查並更正委託類別註記 
45 行情資訊來源註記 info_source 錯誤 檢查並更正行情資訊來源註記 
46 Kill Switch 作業無法恢復 指定之 Kill Switch 作業不存在，檢

查並更正 Kill Switch 作業恢復指令 

47 該筆委託可能成交價或未成交委託

價超過動態價格穩定區間上限或下

限，剩餘口數已刪除 

註記於最末筆成交回報，更新委託

狀態 

48 Price或 leg_px為該筆委託因動態

價格穩定措施退單時之上限或下限

價格 

因動態價格穩定措施被退單之委

託，最後額外提供一筆成交回報

(R02、R32、R22)，Price或 leg_px

欄位為退單時之上限或下限價格，

其餘相關價格及口數欄位為 0。 

51 FOK 單未成交,系統已刪除  

52 IOC 單已部份成交  

53 IOC 單未成交,系統已刪除  

61 刪單減量時原買賣別不符 檢查並更正買賣別 

62 刪單減量時原商品別不符 檢查並更正商品別 

63 IOC 委託不允許改價 檢查委託人當日委託資料 

64 委託已部分成交，不允許改為市價

FOK 委託及一定範圍市價 FOK 委

託 

檢查成交回報 

65 啟動 Kill Switch 作業，暫不接受此

種委託 

稍待再行輸入 

77 無此商品契約 請確認該商品契約是否有效 

78 此身份碼限制下此契約之委託單 此身份碼限制下此契約之委託單 

79 因暫停交易或進入收單階段，該筆

委託已刪除 

投資人核對後決定是否重新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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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訊息說明 期貨商應處理事項 

80 此期貨商尚未核准交易此商品或該

項業務 

檢查並更正所交易之商品或更正命

令 

89 錯誤超過次數 請通知期交所 

91 MESSAGE TIME OUT 回到連線子系統重新連線或進入離

線狀態 

92 MESSAGE LENGTH ERROR 請確認輸入資訊是否正確 

93 MESSAGE FORMAT ERROR 請確認輸入資訊是否正確 

99 重大錯誤 委託無法輸入，請通知期交所 

110 illegal file code 要求錯誤的檔案代號，回到傳輸子

系統之開頭  

113 要求檔案序號範圍錯誤 要求檔案序號範圍錯誤，繼續下一

個作業 

114 file is not ready 所要求之檔案尚未準備完成，繼續

下一個作業 

117 file is ready but empty                   所要求之檔案為空檔，繼續下一個

作業 

120 file not found for broker 該期貨商之檔案不存在，繼續下一

個作業 

121 illegal time to get file 要求檔案之時機錯誤，繼續下一個

作業 

150 期貨商自訂序號重複 檢查TMP R13訊息中期貨商自訂序

號欄位或檢查電文 data 欄位中所帶

之序號 

151 商品不可進行鉅額交易 檢查商品並更正 

152 委託口數不符鉅額交易規定 檢查並更正委託量 

153 鉅額交易組合式委託商品數量不符

規定 

檢查組合式委託所帶之商品數並更

正 

154 鉅額交易中 prod_count 與實際所帶

商品數量不符 

檢查鉅額交易所帶之商品數與

prod_count 欄位值是否相符並更正 

155 期貨商自訂序號不符規定 檢查TMP R13訊息中期貨商自訂序

號欄位或檢查電文 data 欄位中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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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訊息說明 期貨商應處理事項 

之序號 

156 鉅額交易申報編號重複 檢查 B21 訊息中鉅額交易申報編號

欄位 

157 鉅額交易申報編號不符規定 檢查鉅額交易申報編號欄位 

158 申報鉅額交易參與期貨商數不符規

定 

檢查 B21 訊息中參與期貨商數並更

正 

159 申報鉅額交易中

participant_fcm_count 與實際所帶參

與期貨商不一致 

檢查 participant_fcm_count 與參與

期貨商欄位 

160 participant_fcm_id 錯誤 檢查 B21 訊息中參與期貨商編號欄

位 

161 申報鉅額交易申報商品數不符規定 檢查 B21 訊息中申報商品數並更正 

162 鉅額交易申報編號不存在系統中或

已交易失敗 

檢查鉅額交易申報編號欄位 

163 申報鉅額交易已成交  

164 申報鉅額交易失敗  

165 申報鉅額交易已取消  

166 申報鉅額交易等待確認明細中  

167 期貨商編號與代表期貨商不符 檢查期貨商編號欄位 

168 symbol_type 錯誤 檢查 symbol_type 欄位 

169 申報鉅額交易確認明細委託書數量

不符規定 

檢查 B31 訊息中委託書數量欄位 

170 申報鉅額交易確認明細實際委託書

數量與 order_count 不一致 

檢查 order_count 與委託書數量 

171 該鉅額交易未在等待確認明細狀態

不得輸入確認訊息 

 

172 申報鉅額交易確認明細投資人帳號

重複 

檢查 B31 訊息中投資人帳號是否重

複 

175 鉅額交易逾時未能完成確認 交易失敗，請重新申報 

176 鉅額交易明細彙總後與申報總檔內 交易失敗，請重新申報 



 

47 
 

編

號 
訊息說明 期貨商應處理事項 

容不一致 

177 申報鉅額交易逾越部位限制 交易失敗，請重新申報 

186 illegal source id 線路期貨商代號與要求資料期貨商

代號不符，繼續下一個作業 

200 警告系統時間誤差過大 可能是網路延遲或是系統時間不

準, 請調整系統時間或者需要較精

確的對時系統 

201 append_no ERROR      檢查並更正 append_no  

202 fcm_id ERROR      檢查並更正 fcm_id  

203 ap_code ERROR        檢查並更正 ap_code    

204 key_value ERROR      檢查並更正 key_value  

205 session_id ERROR      檢查並更正 session_id 

206 system_type ERROR      檢查並更正 system_type 

207 MsgSeqNum ERROR 檢查並更正 MsgSeqNum 

208 target_id ERROR 檢查並更正 target_id 

209 flow_group_no ERROR 檢查並更正 flow_group_no 

210 SubscriptionRequestType ERROR 檢查並更正

SubscriptionRequestType 

240 該 session 超過設定之流量值 回到連線子系統重新連線 

241 該 session 於連續時間內都超過設定

之流量值，本公司將自動暫停收單

一段時間 

於暫停收單期間，請使用另一

session 進行下單 

242 委託下單的時間與本公司收到的時

間差異大於 L040 cancel_order_sec

欄位所設定之秒數，則該委託單將

被退回不允許進入系統(當

ExecType=4 時，不檢查

status_code=242)  

請重新下單 

248 警告該 session 以達設定之流量值

80% 

注意下單速度 

249 警告該 session 以達設定之流量值 注意下單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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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訊息說明 期貨商應處理事項 

90% 

250 警告委託下單的時間與期交所收到

的時間差異大於 2 秒 

請檢查系統與網路，並請檢查系統

時間是否與交易所端一致 

 

鉅額交易發生以下之錯誤時將直接透過 TMP R14 之 status_code 錯誤碼回應，不

產生 B01/BA1/B11/BB1/B21/B31 、B03/B13/B23/B33 檔案：(TMP R14 data 欄位

內容同期貨商輸入之 TMP R13 data 欄位內容) 

TMP 訊息說明 期貨商應處理事項 

4 該商品處理中，暫時不接受委

託 

稍待再重新輸入 

92 MESSAGE LENGTH ERROR 檢查 B01/BA1、B11/BB1、B21、B31

訊息長度 

93 MESSAGE FORMAT ERROR 檢查 B01/BA1、B11/BB1、B21、B31

訊息格式 

99 重大錯誤 委託無法輸入，請通知期交所 

121 illegal time to get file 要求檔案之時機錯誤，繼續下一個作業 

150 期貨商自訂序號重複 檢查 TMP R13 訊息中期貨商自訂序號

欄位 

155 期貨商自訂序號不符規定 檢查 TMP R13 訊息中期貨商自訂序號

欄位 

156 鉅額交易申報編號重複 檢查 B21 訊息中鉅額交易申報編號欄

位 

157 鉅額交易申報編號不符規定 檢查 B21 訊息中鉅額交易申報編號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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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