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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1. 本刊作者之意見不代表臺灣證券交

易所之立場。
2. 本刊已盡力提供準確可靠之資訊，

若有錯誤，以原公告為準，如因
任何資料不正確或疏漏所衍生之
損害或損失，臺灣證券交易所不
負法律責任。

3. 本刊任何資料均不應視為臺灣證券
交易所對買賣證券之投資建議。

4. 相關統計資料可上網查詢（網址：
http://www.twse.com.tw）

Disclaimer
1. Opinions do not represent those of TWSE.
2. The statistics and other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are obtained from sources 

deemed reliable,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Their accuracy or reliability is not 
guaranteed. If there is any statistical discrepancy therein, the data published 
in the original 〝public notice〞is considered final.TWSE bears no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damage or loss incurred from inaccuracy or omission of 
the information.

3.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should in no way be deemed a recommendation 
by TWSE with respect to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ies.

4. Relative statistics can be accessed from TWSE's website at http://www.twse.
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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