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案名稱：投資決策重要數據-股權分散統計

提案單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資料開放應用獎

參獎提案簡報



大綱

壹、「投資決策重要數據-股權分散統計」簡介

貳、應用說明

一、緣起與目的

二、「股權分散統計」定位及功能

三、質化或量化效益

四、公私協力合作模式

五、未來規劃

參、結論

2



壹、「投資決策重要數據-股權分散統計」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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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決策重要數據-股權分散統計」簡介

4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集保戶股權分散表」，是將全市場集保戶庫存數，依個別投資人ID
歸戶後，依持股張數級距下，呈現人數、總持有股數(單位數)、佔集保庫存數比例

「投資決策重要數據-股權分散統計」係應用「集保戶股權分散表」資料集，化繁為簡，
便利投資人掌握大戶、散戶股權流動，一般民眾皆可使用，業界亦已廣為應用

所應用資料集於Open Data投資理財類約1,560項資料中，截至107年7月20日，瀏覽次數
第1名、下載次數第2名、評分高達4.2顆星(滿分5顆星)，其熱門程度可見股權分散統計準
確貼合投資人需求

將資料
轉化為

資訊



貳、應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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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與目的

6

為什麼「股權分
散統計」重要？

94/3 104/2 104/5
為因應市場資訊透明之
政策方針，集保結算所
開始於官網按月公布

在金管會指導下，
初次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台按月公布

為進一步支持
資料開放政策，
改為按週公布

投資人僅能每年
從公司財報或公
開資訊觀測站取
得股權分散資訊

成為熱門資料，
廣為業界使用

集保戶股
權分散表

1.「集保戶股權分散表」代表股票持有人持股的分散程度，投資人進行投資研究時，

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公司或產業間之關聯亦為重要觀察點，透過「股權分散統計」，

有助於提升證券市場資訊透明度，投資分析更便利，促進我國股市研究更趨活絡

2.「股權分散統計」數據除現行已結合多維度市場資料提供業者與投資人運用，未來

將進階結合股東特性(如機構屬性類別)等股權結構資訊，與股東會投票數據等公司

治理資訊，有助於發行公司深入瞭解股東，促進與股東之溝通，落實公司治理

股權分散
統計



二、「股權分散統計」定位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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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分散統計定位及功能：

股權結構分析─股市投資分析之重要數據1

資料應用深度─多元應用與多維度資料兼容並蓄2

我國各理財資訊平台均將「集保戶股權分散表」納為股市「股權

分散統計」分析之基本數據，以供投資人分析個股籌碼流向趨勢，

並作為理財投資重要參考

理財資訊平台CMoney的網站及其「Trendx」與「籌碼K線」理

財軟體、Fintech新創公司群馥科技的Fugle平台及其Facebook

聊天機器人、Goodinfo!台灣股市資訊網、神秘金字塔網站等，

均結合「股權分散統計」數據，混搭多維度股市資料，提供投資

人完整之籌碼分析工具。技術較新穎業者更透過圖卡式介面或AI

聊天機器人等資訊設計，提供更便利、更活潑、更客製化之股市

分析工具給投資大眾



二、「股權分散統計」定位及功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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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分散統計定位及功能：

資料應用深度─多元應用與多維度資料兼容並蓄(續)2
股權分散混搭各類相關資訊

基本資料

價量資料

股權資料

個股融資券、三大
法人買賣超等資料

如董監事、經理人、大股

東等內部人及關係人、三

大法人持股等資料

如個股開盤價、最高價、

最低價、收盤價、漲跌、

成交量、K線圖等資料

如上市櫃別、產業別等資料

圖片來自
CMoney官網

圖片來自
CMoney官網



二、「股權分散統計」定位及功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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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分散統計定位及功能：

民間數據集發展─建構完整之股權研究資料庫3
自97年起，TEJ、CMoney、嘉實資訊等民間業者，將「股

權分散統計」數據結合前揭所列之股市基本資料、價量資料、

股權資料與其他資料等，建構「股權籌碼分析數據集」，由

專業投資人、投資研究機構與學術單位，依其不同之使用目

的，進行投資理財、股權分析或公司治理相關專業運用，發

展出諸如籌碼趨勢投資分析、上市櫃公司股權分散程度分析，

或其他公司經營治理相關研究課題，對我國市場之投資研究、

股權研究或公司治理研究均有良好之助益



三、質化或量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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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2

Open Data平台「投資理
財」類別約1,560項資料
中，瀏覽次數第1名，截
至107/7/20達90,007次

Open Data平台「投資理
財」類別約1,560項資料
中，下載次數第2名，截
至107/7/20達19,378次

Open Data平台之使用
者，對此資料的平均評
分高達4.2顆星(滿分為5
顆星)，深受市場支持

集保戶股權分
散表為投資人

關注焦點

股權分散統
計之效益

結合價量資料作為選股指標，幫助投資人節省分析時間與精力

提供長期之持股趨勢及價量變化，讓投資人可自主分析籌碼流向與
股價波動關係，了解大戶散戶持股趨勢

st nd

將繁複資料
轉化為

易懂資訊

追蹤個股連續加(減)碼現象，結合各期董監事、內部人持股數
據，作為投資參考

觀察持股集中趨勢變化，判斷個股之籌碼性質



四、公私協力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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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保戶股權分散表」向來廣為應用於業
界各類「股權分散統計」服務，包含…

業界知名投資理財工具服務公司全曜科技(CMoney)網站及其理財
寶平台 「Trendx」及「籌碼K線」理財軟體

Fintech新創公司群馥科技的Fugle平台及其Facebook聊天機器人
「Fugle股市小幫手」

Goodinfo!台灣股市資訊網

神秘金字塔網站

除業界廣為應用於「股權分散統計」服務外，

集保結算所亦於集保e存摺APP提供股權分散資訊，包
含「股權分散體驗版」(8月推出)及「e搜股」(10月推
出)，俾供投資人充分運用股權分散資訊與收盤價等市
場資訊交叉分析，作為投資決策之參考



四、公私協力合作模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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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展模式之特色

視覺呈現，化繁為簡1結合大數據資料
運用科技，將繁雜之集保戶股權分散表數據歸納分析後，轉化為圖像化
資訊內容，透過APP或電腦介面呈現，讓投資人一目了然，大幅降低投
資人資訊解讀門檻，提升投資人研究意願

集保e存摺APP之「股權分散體驗版」(8月推出)及「e搜股」(10月推出)，提
供個股「股權分散分析」，讓投資人可選取所欲檢視之持股級距後(上限5組)，
以堆疊直條圖分層分色顯示所選級距近4週持股級距之組成

CMoney「籌碼K線」軟體中「個股籌碼分析」，可依所選大戶散戶持股張數，
以顏色區分持股比率之增減方向，並以線圖呈現股東人數變化，輔以視覺化
股價資訊

Goodinfo!台灣股市資訊網「持股分級」則提供個股依持股級距分層之持股
張數直條圖與持股比率線圖，並以色塊變化呈現長期趨勢



四、公私協力合作模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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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展模式之特色

智能對話，直覺操作2結合AI聊天機器人

Fugle運用Facebook聊天機器人技術，發展出可與投資人對話的

「Fugle股市小幫手」，投資人只須於Facebook對話視窗輸入證

券名稱或代號，以及股權或集保等關鍵字，系統透過智能搜尋關

鍵字，立即回傳最近1年持股400張以上大股東持股比率走勢圖與

大股東人數變化線圖，並可下載圖檔分享，一般民眾無需特別學

習即可快速上手使用



四、公私協力合作模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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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展模式之特色

自由定義，自主分析3客製化的資訊介面
不同投資人有不同之資訊需求，因此各平台提供投資人可依其研究方法
與目的，有一定程度的彈性可自由選擇欲分析的資訊類別級距，讓投資
人可自主分析資料，不再是被動式的資訊接受者

集保e存摺APP之「股權分散體驗版」(8月推出)及「e搜股」(10月推出)，提供

「個股大戶/散戶變動分析」功能，投資人可自由定義選擇大戶、散戶之持股

股數級距，以線圖呈現近12週大戶、散戶持股比率走勢，並輔以同期間收盤價

為參考

在神秘金字塔網站「股權進階統計」功能，投資人可選擇大股東持股連續成長

週數、成長率百分比等條件篩選欲觀察的個股，並可選擇大股東持股顯示方式

為「總持股比例」、「持股增減比例」或兩者均顯示



四、公私協力合作模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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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業界廣為應用於「股權分散統計」服務外，集保結算所亦於集保e存摺APP提供股權分散資
訊，包含「股權分散體驗版」(8月推出)及「e搜股」(10月推出)，俾供投資人充分運用股權分
散資訊與收盤價等市場資訊交叉分析，作為投資決策之參考。以下以3個應用實例為例說明：

集保e存摺APP之「股權分散
體驗版」(8月推出)及加值數據
服務─ 「e搜股」(10月推出)

全曜科技(CMoney)理財寶
平台─ 「籌碼K線」軟體

群馥科技(Fugle)台股投資理
財研究平台─「集保分佈」21 3



四、公私協力合作模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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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保e存摺APP之「股權分散體驗版」(8月推出)，及
加值數據服務─ 「 e搜股」(10月推出)

1

數據洞見
股權分散新玩法

Data focus

➢ 大戶?散戶? 投資人彈性定義

✓ 自由設定顯示級距數與持

股數，掌握個股股權組成，

精準貼合投資分析需求

✓ 智慧記憶好便利，APP記

住使用者的檢視喜好

✓ 每檔股票情況不同，透過大

戶散戶持股趨勢與股價走勢

圖，股市變化一覽無遺

聚焦個股股權分散分析 掌握趨勢大戶散戶變動分析



四、公私協力合作模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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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股市
全市場股權級
距持股排行榜

數據洞見
股權分散新玩法

Data focus

✓ 自由設定級距，綜觀我國

市場大戶、散戶、中實戶

高持股之股票排行

✓ 自由設定級距，查詢各類

級距股東持股比例連續增加

之公司排行榜，方便投資人

掌握全市場股權流動脈絡

洞察脈絡
股權級距持股
連增排行榜

➢ 指標排行，發現投資新靈感

集保e存摺APP之「股權分散體驗版」(8月推出)，及
加值數據服務─ 「 e搜股」(10月推出)

1



四、公私協力合作模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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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分散體驗版」
(8月推出)

vs.

為讓集保e存摺APP用戶搶先試

用全新加值服務，8月份於APP

預先推出「股權分散體驗版」

股權分散體驗版 e搜股

「 e搜股」
(10月推出)

10月份集保e存摺APP全面升級

改版，免費提供用戶多元數據

加值服務，其中「e搜股」包含

股權分散統計等豐富資訊



四、公私協力合作模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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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曜科技(CMoney)理財寶平台─「籌碼K線」軟體2

✓ 投資人依需求任選3個

月/6個月/1年/2年或更

長之分析期間

➢ 看看大戶、散戶怎麼走?

個股籌碼分析
數據洞見
股權分散新玩法

Data focus

✓ 投資人可選擇依張數區

間定義大戶、散戶持股

張數，並以顏色區分持

股比率之增減方向

✓ 佐以同期間開盤、收盤、

最高、最低價圖表，作

為投資分析參考



四、公私協力合作模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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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曜科技(CMoney)理財寶平台─「籌碼K線」軟體2

✓ 以紅、綠視覺

化呈現持股比

率數據與上週

相較之增減變

動方向

✓ 佐以內部人持

股比例供投資

人參考

個股大戶持
股數據分析

全市場籌碼選股

✓ 透過多重篩選條件，找尋有興趣分析之標的群，靈活

應用「集保戶股權分散表」，以貼合投資人分析需求



四、公私協力合作模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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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馥科技(Fugle)台股投資理財研究平台─「集保分佈」功能3

➢ 大股東人數/持股變動情形?

數據洞見
股權分散新玩法

Data focus
✓ 自由設定大股東分級，以色塊顯示大股東持股比率走

勢，線圖顯示大股東人數，方便投資人綜觀分析

✓ 搭配 Fugle 多元個股資訊(例如K線圖)，便利投資人掌

握同一時間點各種資訊的同步變化



22

金管會於「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計畫將促進發行公司與股東
間之良性溝通列為未來我國公司治理發展之重要項目，因應公司治理之政
策方向，未來「股權分散統計」數據將結合其他股權、公司治理資訊，以
協助公司進行有效之股東溝通，維護良好之公司經營

「股權分散統計」數據現已由股市資訊平台業者發展為各項活潑便利之
股市研究工具，並由各家民間業者整合為「股權研究數據集」，各種多
元之應用與發展，讓一般散戶、專業投資人、投資研究機構、學術單位
等不同性質之使用者依其需求使用，實為產官學界自發性數據共創之良
好範例;金管會轄下之集保結算所於其「集保e存摺」APP「e搜股」中，
亦將持續結合「股權分散統計」數據與多維度數據資料，以作為數據共
創之典範服務

有關「股權分散統計」數據未來發展方向，詳細分述如後

金管會為達市場管理與促進證券市場透明度，督導集保結算致力於Open
Data「集保戶股權分散表」資料之提供與應用，並持續增進相關功能

五、未來規劃



五、未來規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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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證券存摺應用升級─集保e存摺APP
「e搜股」服務

集保結算所未來將持續依據使用者需求反饋進行開發，研議結合OPEN
DATA各項相關資料之可行性，如結合金管會證期局提供之「上市公司基本
資料」、「上櫃股票基本資料」、「興櫃公司基本資料」、「外資及陸資
投資類股彙總持股比率表」、「上櫃各類股僑外資及陸資持股比例表」等
數據，便利投資人透過「e搜股」服務掌握更多有效之數據分析

金管會轄下之集保結算所，其推出之「集保e存摺」APP至本年7月已達34
萬開通戶(預計年底達50萬戶)，有鑑於「集保戶股權分散表」之資訊應用價
值與長期服務延續性，集保結算所8月於集保e存摺推出「股權分散體驗
版」，並於10月改版推出「e搜股」，提供投資人從「集保戶股權分散表」
數據分析個股大戶、散戶持股變化趨勢、追蹤股市不同級距股東持股連續
增加現象



五、未來規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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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股權分散統計」數據，發展股權資訊服務，
促進我國公司治理
依據金管會「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未來發行公司須強化與

股東之聯繫溝通，以進一步落實公司治理。金管會督促集保結算所於「股

東e票通」電子投票平台增建中英文版公司「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研

議結合「股權分散統計」數據與股東特性(例如機構投資人地區別、機構

屬性類別、全球投資型態等)等股權結構資訊，以及股東會投票數據等公

司治理相關資訊，幫助發行公司了解其股權結構、進行股東會投票分析，

俾有效促進與股東之溝通，落實公司治理，實現公司治理藍圖之目標

投資人關係整合

平台內容示意圖



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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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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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界已廣為應用「集保戶股權分散表」於各項股權分散統計，為其

客戶投資研究重要資訊，透過股權分散統計，投資人可掌握大戶、

散戶股權之流動，並有助於提升證券市場透明度

二、「股權分散統計」將繁雜之數據資料以智能化服務、視覺化介面，

轉化為易讀易懂之資訊，有效節省投資人資料處理時間人力成本，

提升投資研究效率，業界亦結合多元市場資訊供投資人一併參考

三、「集保戶股權分散表」於Open Data投資理財類約1,560項資料中，瀏

覽次數第1名、下載次數第2名(截至107年7月20日)，具高度資料運用

彈性，未來除評估混搭多元資料提供予投資人外，集保結算所刻規劃

結合股權分散統計與股東特性等資訊，以及股東會投票數據等公司治

理相關資訊，幫助發行公司了解其股權結構，有效促進與股東之溝通，

落實公司治理



簡報結束
謝謝！敬請指導！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