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風險

Execution Risks
執行風險
FXCM Markets Limited

FXCM Markets Limited | 2018 年 9 月 7 日

1

執行風險

交易執行風險
為了盡可能向客戶提供最佳交易體驗，我們認為無論交易者過往的經驗是怎樣，所有交易者都必須全面知
悉通過福匯交易所涉及的執行風險。福匯是閣下每筆交易的對手方。對於每筆交易，福匯可立即選擇與流
通量提供者進行對沖交易，或者福匯可能作為您交易的對手。與流通量提供者進行對沖行為是由福匯根據
福匯集團更廣泛的風險管理構架決定的。
以下您將會找到說明與福匯外匯及差價合約相關的執行風險資料。請選擇產品類別以開始：
外匯執行模式
差價合約執行模式
福匯 MetaTrader 4 執行模式

外匯執行模式的交易風險
高風險投資
保證金外匯交易涉及高風險，其損失可能超過存入資金，未必適合所有投資者。閣下在決定買賣 FXCM Markets Limited (“福
匯”) 所提供的該等產品之前，應審慎考慮自己的投資目標、財政狀況、需要及交易經驗。福匯乃一家經百慕達公司註冊處成立
及註冊的獲豁免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福匯可能會提供並
無考慮到閣下的投資目標、財政狀況或需要的一般性建議。所提供的一般性建議或本網站的內容不擬作為個人建議，及不應如
此詮釋。閣下有可能蒙受損失超過存入的資金，因此，閣下不應將無法承受損失的資本用於投機。閣下應知悉保證金交易有關
的一切風險。福匯建議閣下向獨立財務顧問尋求建議。

福匯市場意見
任何發表在本網站的評論、新聞、研究、分析、價格及其他資料只能視作一般市場信息，並不構成投資建議。福匯不會為直接
或間接使用或依賴此等資料而造成的任何虧損或損失(包括但不限於任何盈利的損失)負責。

網絡交易風險
使用網絡交易執行系統帶有一定的風險，包括(但不限於)硬件故障、軟件失靈及網絡系統連接問題。由於福匯無法控制連接信
號的強弱、其接收或路由器線路、閣下的設備配置或其網絡連接的可靠性，因此，我們對網絡交易中出現的通訊故障、誤傳或
延誤概不負責。福匯備有後備系統和突發事件應急方案，以將系統故障的可能性減到最低，這包括容許客戶透過電話進行交
易。

外匯執行模式
福匯充當客戶每筆交易的對手方。
福匯可能選擇在您賣出時作為買方，在您買入時作為賣方。因此，福匯的利益與閣下的利益可能是有衝突的。除非閣下在書面
協議或其他書面文件中特別指明，否則福匯可以依賴包括但不限於流通量提供者的多個第三方來源，並以此來決定與閣下交易
時提供給閣下的報價和買賣差價。福匯提供給閣下的價格可能不是最佳價格並且福匯可能為不同的客戶提供不同的報價。倘若
福匯選擇承擔自身交易風險，則閣下須知，如果市場走勢對閣下不利，福匯可能會賺取更多的資金。

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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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匯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交易執行，並竭力按照要求的價格成交所有指令。雖然如此，有時基於市場波動或交易量增加的原
因，指令可能會受滑點影響。滑點最常在基礎新聞事件，市場大幅波動或流通量有限的期間發生。以交易轉倉(美東時間下午
5:00)為例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眾所周知流通量傾向有限的期間，因為不少流通量提供者都會對當天的交易進行交收。關於為
何會發生轉倉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轉倉成本一節。在此等期間內，閣下的指令類別、所需的數量，及特定指令指示可能會對
閣下所獲得的整體交易執行造成影響。
特定指令指示的例子包括∶
•
•
•

取消前有效(GTC)∶閣下的整項指令將在接獲時按下一個可得價格執行。
即時或取消(IOC)∶閣下全部或部份指令將會按下一個可得價格執行，而假若並無流通量即時執行閣下的指令，餘額將會
被取消。
全數執行或立即取消(FOK)∶指令必須全數執行，否則將不會執行。

市場波動期間可能會造成指令難以執行的情況。例如，在執行閣下指令時閣下所獲得的價格可能會基於市場變動而跟所選擇或
所報的價格相差許多點子。在此情況下，交易者期望以指定價位執行交易，但舉例說，在少於一秒的時間內，市場可能已大幅
偏離該價格。交易者的指令其後將會就該特定指令按下一個可得價格執行。此外，在某些情況下，還需要存在足夠的流通量以
於任何價格執行所有交易。
福匯提供多種基本及進階指令類別協助客戶降低執行風險。一個降低滑點相關風險的方法是使用福匯平台上的“設定範圍”(就
MT4 使用者而言為最大偏差)功能。“設定範圍”功能容許交易者透過界定範圍指明他們願意就市價單接受的潛在滑點數額。零表
示不允許滑點。如在“設定範圍”選擇零，即表示交易者要求只可在選擇或所報的價格，而非任何其他價格，執行其指令。交易
者可以選擇接受更大的可允許滑點範圍，以提高指令獲執行的機會率。在此情況下，指令將會在指定範圍內以下一個可得價格
執行。譬如說，客戶可能會指示願意接受在其要求的指令價格 2 點子的範圍內執行交易。如存在足夠的流通量，系統將會在可
接受範圍(即 2 點子)內執行指令。若指令無法在指定範圍內執行，指令將不會執行。請注意，設定範圍僅可指定負數範圍。若
於執行交易時出現更理想的價格，交易者可以獲得的正價格改善金額並不限於指定範圍。
此外，於觸發時，止損將會變為可按下一個可得市價執行的市價單。止損保證交易執行，但卻不保證可按特定價格執行。因
此，視乎市場情況而定，止損單可能出現滑點。

流通量
福匯是閣下進行的任何交易的最終對手方。因此，作為對手方，福匯會為客戶提供所有貨幣報價的所有流通量。
於福匯，以下被視為特種貨幣的例子，其流通量可能會有限∶

EUR/TRY

USD/TRY

TRY/JPY

USD/ZAR

USD/MXN

ZAR/JPY

USD/CNH
這些貨幣對涉及某程度未必是固有的風險。這些貨幣的市場極其缺乏流通量，僅由一家或少數外部來源維持或提供流通量。這
些流通量問題包括(但不限於)由於缺乏市場活動而無法將持倉平倉、報價與所獲得的最終交易執行之間有所出入，或當識別出
閣下的特定交易的對手方時出現延遲執行。考慮到上述因素，任何交易者都必須將這些因素納入交易決定的考慮範圍之內。基
於這個原因，我們十分鼓勵所有交易者使用進階指令類別降低這些風險。

延遲執行
基於不同的原因，可能會出現執行延遲，例如交易者連接到福匯的互聯網技術問題或交易者嘗試買賣的貨幣對缺乏可得流通
量。基於市場的固有波動性，交易者具備可運作及可靠的互聯網連接是十分重要的。在某些情況下，由於無線或者撥號連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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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強度不夠，因而造成交易者的個人互聯網連接未能與福匯的服務器保持穩定連接。連接路徑的中斷有時會干擾信號，導致
福匯交易平台不能正常運作，因而延遲平台與福匯服務器之間的數據傳送。閣下可以用 Ping 的方法測試您的電腦跟福匯服務
器的連接是否正常。

重設指令
市場波動期間可能出現極多的指令，以致交易難以在指定的價位執行。到指令得以執行的時候，買入價/賣出價可能已經出現了
數點子的變動。
若流通量不足，以致無法執行“設定範圍”單，指令將不會獲執行。就限價掛單或限價單而言，指令將不會獲得執行，反而將會
被重設，直到獲得執行為止。請謹記，限價掛單及限價單保證價格，但卻不能保證交易執行。視乎相關交易策略及相關市場狀
況而定，相較於所獲得的價格，交易者可能會更為關注交易執行。

差價擴大
買賣差價有時可能會高於一般差價。買賣差價可能會隨市場流通量而變化，在流通量有限的期間，開市時，或美東時間下午
5:00 轉倉期間，買賣差價可能會因應價格方向的不明朗因素或市場波幅飆升、或缺乏市場流通量而擴大。買賣差價特別是在轉
倉時擴大的情況並不罕見。交易轉倉一般是市場非常淡靜的期間，因為紐約的工作天剛剛結束，而距離東京新工作天開始仍然
有數小時。在這些時間以尚未平倉的指令進行交易或建立新交易時認知到這些模式及將它們納入考慮範圍能夠改善您的交易體
驗。這可能會在新聞發佈期間發生，買賣差價可能會大幅提高，以彌補巨大的市場波幅。較高的買賣差價可能只會維持數秒，
或長至數分鐘。福匯強烈鼓勵交易者在新聞發佈期間進行交易要保持審慎，及應經常留意其賬戶淨值、可用保證金及市場風
險。較高的買賣差價可能會對賬戶內包括對沖持倉（詳見下文）的所有持倉構成不利影響。

指令懸空
交易量偏高期間可能會出現指令懸空。在這種情況下，指令正處於執行當中，惟交易執行尚未確認。有關指令將會以紅色顯
示，“指令”窗口“狀態”一欄顯示為“已執行”或“處理中”。在此等情況下，指令正處於執行當中，但卻尚待執行，直至福匯自流通
量提供者獲得報價仍然提供的確認為止。交易頻繁期間，可能出現多項指令需要等待處理。等候的指令增加有時會影響流通量
提供者延遲確認若干指令。
視乎所發出的指令類別而定，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假若“設定範圍”未能在指定範圍內執行，或假若延誤已告一段落，指令將
不會執行。如設定為市價單，指令將盡可能在市場上的下一個可得價格成交。在這兩種情況下，“指令”窗口的“狀態”欄一般顯示
為“已執行”或“處理中”，有關交易需要一點時間才會在“開倉部位”窗口出現。視乎指令的種類，交易可能已經執行，但因為網絡
繁忙而延遲顯示。
請謹記，每項指令只建立一次。重複建立同一項指令可能會拖慢或鎖住閣下的電腦，或無意中開立閣下意願之外的倉位。
若閣下未能連接至福匯交易平台以管理閣下的賬戶，閣下可以直接致電中國免費長途 4001- 200880 與交易室聯絡。其他國家
請查看完整列表。

隱藏報價
當一些特定貨幣對的交易市場淡靜且流通量因此下降時，就會出現隱藏報價的情況。福匯不會故意“隱藏”報價；然而，有時因
為與某一提供者的聯繫中斷，或者某項公佈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以致限制了流通量時，都可能會導致買賣差價大幅上升。報價
隱藏或差價擴大可能會造成交易者的賬戶需要追加保證金。當就貨幣對發出的指令受隱藏報價所影響時，盈/虧數位會暫時顯示
為零，直至該貨幣對再有可買賣價格，系統才能計算盈/虧結餘。

對沖
對沖功能讓交易者可同時持有同一貨幣對的買入及賣出倉位，交易者入市時可以無須就一個貨幣對選擇買賣方向。儘管對沖可
降低或限制未來虧損，惟卻無法避免賬戶產生進一步的虧損。在外匯市場，交易者可以在數量之上，而非價格之上，完全對
沖。這是由於買入及賣出價之間的差別(或買賣差價)所致。福匯交易者將需要就對沖持倉的其中一個方向(持倉數量較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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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保證金。保證金要求經常可以在簡易報價窗口中監察。交易者可能會覺得對沖功能合用，但應意識到以下可能影響對沖部
位的各種因素。

保證金減少
由於買賣差價可能擴大令致賬戶內餘下的可用保證金減少，即使某個賬戶已經全面對沖，仍然可能需要追加保證金。假若餘下
的保證金不足以維持任何開倉部位，賬戶將可能須追加保證金，而賬戶內的開倉部位將會被平倉。雖然持有長短倉令交易者覺
得受市場變動的影響有限，但實際上在任何時間買賣差價擴大而可用保證金不足，可能會出現需要就所有持倉追加保證金。

轉倉成本
Rollover (轉倉)指在一天的同一時間同時平掉及開立倉位以避免結算及交收貨幣的程序。Rollover(過夜利息)亦指交易賬戶持有
倉位過夜因而支付或獲得的利息，過夜時間指福匯各種平台上美東時間下午 5 時後。平掉及重開倉位以及計算過夜費用的時間
一般稱為交易轉倉(Trade Rollover TRO)。需要注意的，是支付的過夜利息會比獲得的利息為高。如果賬戶內所有倉位都已對
沖，雖然整體來說倉位對等，但支付及獲得的過夜利息差仍然可導致虧損。於轉倉期間，買賣差價相對於其他時間來說可能會
較大。請在轉倉期間相應地管理持倉及明白有關以現有/開倉部位或新持倉/指令執行交易的買賣差價擴大影響。

匯價波動(每點價值)
匯價波動或者每點價值定義為某一貨幣對一點子變動的價值。這個成本相當於該貨幣對在匯價上的每一點變動帶來的利潤或造
成的虧損，以交易貨幣對所屬賬戶的貨幣單位顯示。在福匯的各種平台上查看任何貨幣對的每點價值都可在菜單欄選擇"顯示
"，然後點選"窗口顯示"，再選擇"簡易模式"即可。如果已選定“簡易模式”，只需在報價窗口點擊“簡易報價窗口”便可，每點價值
會顯示在窗口的右方。

倒轉差價
福匯交易台可能會依賴多個第三方來源以獲取提供予客戶的價格。假如由於我們通常依賴的來源導致顯示(錯誤引用的)價格被
提供給了客戶，按該顯示(錯誤引用的)價格執行的所有交易將會被撤銷，因為該顯示(錯誤引用的)價格並不代表真正的市場活
動。這種顯示(錯誤引用的)價格可能會導致倒轉差價。這種情況可能只維持很短時間，但當它出現時，卻會導致差價倒轉。在
這種罕見情況下，客戶應該避免建立市價單。“無成本交易”雖然吸引人，但必須謹記該等價格並不真實，成交價可能與顯示價
相差頗大的點數。福匯保留撤銷該等交易的權利，因為該等交易被視為無效交易。閣下於這類情況下只下設定範圍的指令或暫
停交易可避免相關的風險。

假期/週末執行交易
交易台時間
交易台於美東時間星期日下午 5：00 至 5:15 期間開始開放。於美東時間星期五下午 4:55 關閉。請注意，先前建立的指令可能
會在美東時間下午 5:00 之前執行，而在美東時間下午 4:55 至下午 5:00 建立交易的交易者可能會無法取消有待執行的指令。假
若取消前有效(GTC)市價單剛好在收市時傳送，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它在星期日開市前未必會獲得執行。閣下在接近星期五收市
時進行交易請小心行事，及應將上述所有資料納入交易決定的考慮範圍之內。
開盤或收盤時間可能會發生改變。上述時段以外的時間，大部分的主要銀行及金融中心都不營業。週末由於流通量及交易量不
多，指令執行及報價均會受阻。

開盤前更新報價
開盤前的短時間內，福匯更新報價以反映當時的市場價格，為開盤作準備。在此時段間，週末保留的交易及指令等待執行，因
此新建立的指令未能按市價執行。開盤後，交易者可建立新的交易，及取消或更改原有掛單。

匯價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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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的開盤價可能與星期五的收盤價相同也可能不同。星期日開盤的匯價有時很接近星期五收盤的價格；另一些時候，星期
五的收盤價可能與星期日的開盤價十分不同。遇上重要新聞公佈或經濟事件改變市場對於某種貨幣價值的看法，匯價可能出現
較大幅度的跳空。交易者持有倉位或掛單過週末應意識到價格可能跳空的情況。

指令執行
限價單通常會於要求或更佳的價格執行。若市場上沒有所指定的價格(或更佳價格)，指令將不會執行。在星期日開盤時市價到
達止損要求的價位，指令就會變為市價單。限價掛單將會根據限價單的同一方式執行。止損掛單將會根據止損的同一方式執
行。

週末風險
有些交易者憂慮週末期間市場十分波動，匯價可能大幅跳空，或者認為週末風險與本身的交易風格不一致，就可直接在週末前
平掉掛單及持倉部位。交易者若持有開倉部位過週末必須了解可能會存在重大經濟事件及新聞公佈對相關持倉價值造成影響的
情況。基於市場所呈現的波動性，價格在開市時偏離收市時許多點子的情況並不罕見。我們鼓勵所有交易者在作出交易決定前
將此納入考慮範圍之內。

追加保證金及平倉
當閣下的可用保證金跌至零時，將會觸發追加保證金通知。當閣下的浮動虧損將賬戶淨值減少至少於或相等於閣下的保證金要
求的水平時，這便會發生。因此，除非另行注明，任何追加保證金的後果將會是後續出現的平倉。
保證金交易的構思是客戶的保證金充作所持有倉位交易面值的實際押金，進行保證金交易的客戶可持有價值大大高於實際資金
額的倉位。福匯交易平台具備保證金管理功能。當然，保證金交易涉及風險，可能會為閣下帶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倘若賬戶
淨值降至低於保證金要求，福匯交易平台將會觸發指令，平掉所有開倉部位。假如交易虧損導致賬戶淨值不足以維持當時的開
倉部位，就會造成追加保證金，所有開倉部位必須平倉(自動結算)。
請謹記，若賬戶上的可用保證金為零，所有開倉部位將會觸發平倉。自動結算程序被設計成全面自動運作。
雖然追加保證金功能旨在於賬戶淨值跌至低於保證金要求時平掉持倉，惟在若干情況下，於實際追加保證金的價位並不存在流
通量。因此，執行指令時賬戶淨值可能會跌至低於保證金要求，甚至導致賬戶淨值變為負數。當匯價跳空或處於極端波動的期
間，這種情況尤為普遍。福匯建議交易者使用止損以代替使用追加保證金作為最終止損來限制下跌風險。
我們強烈建議客戶在所有時候均於賬戶內維持適當的保證金金額。保證金要求可能會根據賬戶規模、同一時間的開倉部位、交
易模式、市場情況以及福匯的決定發生改變。

META TRADER4
請注意，MT4 用戶將會受不同的追加保證金程序所規限。當賬戶觸發追加保證金時，個別持倉將會被自動結算，直至餘下的淨
值足以支持現有持倉為止。在厘定哪些持倉將會被個別自動結算時，最大虧損持倉將會在自動結算時被首先平倉。
MT4 平台並不能夠讓福匯在客戶的掛單指令上將佣金包含在交易前的保證金計算中。這意味著如果您在 MT4 賬戶中在只有少
量可用保證金的情況下進行交易，由於佣金收費可能導致保證金不足以維持您的開倉部位，有可能造成訂單的執行會在執行後
立即觸發追加保證金通知的風險。因此，您應該在建立新交易之前確保您已經預留了足夠的額外可用保證金。

圖表報價與可執行報價
分辨參考價(顯示於圖表)與可執行報價是十分重要的。參考報價對於市場價格及變動幅度有指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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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風險
福匯的報價來自銀行及結算機構等多個方面，這可能會產生各個不同水平的報價和流通量。因此，圖表（只能反映一個水平的
價格）可能無法反映所有福匯流通量提供者在任一時間裡給出的報價。在報價被撤銷或者圖表上顯示的指示性報價的流通量十
分缺乏的情況下，指令可能以一個可執行價但不同於圖表上顯示的參考價執行。
由於現貨外匯市場並無單一的中央交易所交易以進行所有交易，每家外匯交易商可能有不同的報價，因此，第三方圖表提供者
的報價如非採用福匯的報價，均只可作為市場參考價，並不反映可成交的實際匯價。

流動交易平台
流動交易科技的使用存在一系列固有風險，例如指令指示重複、報價延遲及流動連接所引致的其他問題。流動平台所顯示的價
格僅為可執行價格的顯示，未必能反映指令的實際執行價格。
流動交易平台 II 利用公共通訊網絡線路傳輸信息。福匯對於閣下遇到報價延遲或因為網絡線路傳輸問題而導致無法交易或福匯
直接控制範圍以外的任何其他問題等任何及全部情況概不負責。傳輸問題包括(但不限於)流動信號的強度、流動電話的延遲或
閣下與任何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電話服務供應商或任何其他服務供應商之間可能出現的任何其他事宜。
高度建議客戶透過移動裝置管理真實賬戶前先行熟習福匯流動版交易平台的功能。

交易平台流動版平板電腦應用程式
福匯的交易平台網絡版已修改至可在流動及平板電腦設備上操作。該流動平台稱為流動版交易平台，除了複雜的 OCO 掛單
（一個掛單取消另一個掛單）之外，平板電腦設備專用的流動平台具有跟網絡版交易平台相同的交易功能。上述有關流動交易
平台 II 的相同連接風險亦適用於為平板電腦交易而設的任何應用程式的使用。

差價合約執行模式
高風險投資
保證金差價合約(CFD)交易涉及高風險，未必適合所有投資者。閣下在決定買賣 FXCM Markets, Limited (“福匯”) 所提供的該等
產品之前，應審慎考慮自己的投資目標、財政狀況、需要及交易經驗。福匯可能會提供並無考慮到閣下的投資目標、財政狀況
或需要的一般性建議。所提供的一般性建議或本網站的內容不擬作為個人建議，及不應如此詮釋。本網站的內容不得詮釋為個
人建議。閣下有可能蒙受損失超過存入的資金，因此，閣下不應將無法承受損失的資本用於投機。閣下應知悉保證金交易有關
的一切風險。福匯建議閣下向獨立財務顧問尋求建議。

福匯市場意見
任何發表在本網站的評論、新聞、研究、分析、價格及其他資料只能視作一般市場信息，並不構成投資建議。福匯不會為直接
或間接使用或依賴此等資料而造成的任何虧損或損失(包括但不限於任何盈利的損失)負責。

網絡交易風險
使用網絡交易執行系統帶有一定的風險，包括(但不限於)硬件故障、軟件失靈及網絡系統連接問題。由於福匯無法控制連接信
號的強弱、其接收或路由器線路、閣下的設備配置或其網絡連接的可靠性，因此，我們對網絡交易中出現的通訊故障、誤傳或
延誤概不負責。福匯備有後備系統和突發事件應急方案，以將系統故障的可能性減到最低，這包括容許客戶透過電話進行交
易。

差價合約執行模式
福匯充當客戶每筆交易的對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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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風險
福匯可能選擇在您賣出時作為買方，在您買入時作為賣方。因此，福匯的利益與閣下的利益可能是有衝突的。除非閣下在書面
協議或其他書面文件中特別指明，否則福匯可以依賴包括但不限於流通量提供者的多個第三方來源，並以此來決定與閣下交易
時提供給閣下的報價和買賣差價。福匯提供給閣下的價格可能不是最佳價格並且福匯可能為不同的客戶提供不同的報價。倘若
福匯選擇承擔自身交易風險，則閣下須知，如果市場走勢對閣下不利，福匯可能會賺取更多的資金。
請注意，作為最終對手方，福匯可能會獲取標準固定標高點子以外的報酬。福匯就其提供予客戶的差價合約工具營造價格。儘
管此等價格可能對所買賣的產品的相關市場具有指示性，惟它們並不代表相關資產所上市的實物市場或交易所的相關資產的實
際價格。

滑點
福匯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交易執行，並竭力按照要求的價格成交所有指令。雖然如此，有時基於市場波動或交易量增加的原
因，指令可能會受滑點影響。滑點最常在基礎新聞事件，市場大幅波動或流通量有限的期間發生。以交易轉倉(美東時間下午
5:00)為例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眾所周知流通量傾向有限的期間，因為不少流通量提供者都會對當天的交易進行交收。關於為
何會發生轉倉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轉倉成本一節。在此等期間內，閣下的指令類別、所需的數量，及特定指令指示可能會對
閣下所獲得的整體交易執行造成影響。
特定指令指示的例子包括∶
•
•
•

取消前有效(GTC)∶ 閣下的整項指令將在接獲時按下一個可得價格執行。
即時或取消(IOC)∶閣下全部或部份指令將會按下一個可得價格執行，而假若並無流通量即時執行閣下的指令，餘額將會被
取消。
全數執行或立即取消(FOK)∶指令必須全數執行，否則將不會執行。

市場波動期間可能會造成指令難以執行的情況。例如，在執行閣下指令時閣下所獲得的價格可能會基於市場變動而跟所選擇或
所報的價格相差許多點子。在此情況下，交易者期望以指定價位執行交易，但舉例說，在少於一秒的時間內，市場可能已大幅
偏離該價格。交易者的指令其後將會就該特定指令按下一個可得價格執行。此外，還必須存在足夠的流通量以於任何價格執行
所有交易。
福匯提供多種基本及進階指令類別協助客戶降低執行風險。一個降低滑點相關風險的方法是使用福匯平台上的“設定範圍”(就
MT4 使用者而言為最大偏差)功能。“設定範圍”功能容許交易者透過界定範圍指明他們願意就市價單接受的潛在滑點數額。零表
示不允許滑點。如在“設定範圍”選擇零，即表示交易者要求只可在選擇或所報的價格，而非任何其他價格，執行其指令。交易
者可以選擇接受更大的可允許滑點範圍，以提高指令獲執行的機會率。在此情況下，指令將會在指定範圍內以最佳可得價格執
行。譬如說，客戶可能會指示願意接受在其要求的指令價格 2 點子的範圍內執行交易。如存在足夠的流通量，系統將會在可接
受範圍(即 2 點子)內執行指令。若指令無法在指定範圍內執行，指令將不會執行。請注意，設定範圍僅可指定負數範圍。若於
執行交易時出現更理想的價格，交易者可以獲得的正價格改善金額並不限於指定範圍。
此外，於觸發時，止損將會變為可按下一個可得市價執行的市價單。止損保證交易執行，但卻不保證可按特定價格執行。因
此，視乎市場情況而定，止損單可能出現滑點。

流通量
在與福匯交易差價合約時，福匯是這些交易的最終對手方。因此，作為對手方，福匯會為客戶提供差價合約工具的流通量。可
得流通量將視乎整體市況而定，特別是以工具的相關參考市場為基礎。與所有金融市場一樣，差價合約市場的一些金融工具將
具有比其它工具更大的流通量。當交易一些流通量較小的金融工具時，可能會存在以下顧慮，包括但不限於，影響我們與閣下
交易時報出的價格、由於缺乏市場活動而無法執行交易、報價與最終執行價格存在差異、執行延遲。考慮到這些因素，客戶必
須將流通量風險因素納入任何交易決定當中。此外，更建議所有客戶在建立交易前考慮其整體交易策略、交易規模、市況及指
令類別。

延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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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風險
延遲執行可能會基於不同的原因而發生，例如交易者連接到福匯的互聯網技術問題，或交易者嘗試買賣的工具缺乏可得流通
量。基於市場的固有波動性，交易者具備可運作及可靠的互聯網連接是十分必要的。在某些情況下，由於無線或者撥號連線的
信號強度不夠，因而造成交易者的個人互聯網連接未能與福匯的服務器保持穩定連接。連接路徑的中斷有時會干擾信號，導致
福匯交易平台不能正常運作，因而延遲平台與福匯服務器之間的數據傳送。閣下可以用 Ping 的方法測試您的電腦跟福匯服務
器的連接是否正常。

重設指令
市場波動期間可能出現極多的指令，以致交易難以在指定的價位執行。到指令得以執行的時候，買入價/賣出價可能已經出現了
數點子的變動。
設定範圍指令未能執行的情況可能會基於流通量不足而發生。就限價掛單或限價單而言，指令將不會獲得執行，反而將會被重
設，直到獲得執行為止。請謹記，限價掛單及限價單保證價格，但卻不能保證交易執行。視乎相關交易策略及相關市場狀況而
定，相較於所獲得的價格，交易者可能會更為關注交易執行。

差價擴大
差價合約是一種相關價值源自所買賣產品的期貨合約的合約。交收的差額將會透過現金款項作出，而非透過交付實物貨品或證
券作出。福匯的交易室就其提供予客戶的差價合約工具營造價格。當發生新聞事件以致市場出現大量波幅時，買賣差價可能會
擴大。在買賣相關產品的市場時間以外的時段之內，買賣差價可能會比閣下所慣常看到的買賣差價更大。

指令懸空
交易量偏高期間可能會出現指令懸空。在這種情況下，指令正處於執行當中，惟交易執行尚未確認。有關指令將會以紅色顯
示，“指令”窗口“狀態”一欄顯示為“已執行”或“處理中”。在此等情況下，指令正處於執行當中，但卻尚待執行。交易頻繁期間，
可能出現多項指令需要等待處理。等候的指令增加有時會影響流通量提供者延遲確認若干指令。
視乎所發出的指令類別而定，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假若“設定範圍”未能在指定範圍內執行，或假若延誤已告一段落，指令將
不會執行。如設定為市價單，指令將盡可能在市場上的下一個可得價格成交。在這兩種情況下，“指令”窗口的“狀態”欄一般顯示
為“已執行”或“處理中”，有關交易需要一點時間才會在“開倉部位”窗口出現。視乎指令的種類，交易可能已經執行，但因為網絡
繁忙而延遲顯示。
請謹記，每項指令只建立一次。重複建立同一項指令可能會拖慢或鎖住閣下的電腦，或無意中開立閣下意願之外的倉位。
若閣下未能連接至福匯交易平台以管理閣下的賬戶，閣下可以直接致電中國免費長途 4001- 200880 與交易室聯絡。其他國家
請查看完整列表。

隱藏報價
當一些特定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場淡靜，且流通量因此下降時，就會出現隱藏報價的情況。福匯不會故意“隱藏”報價；然而，有
時因為某項公佈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以致限制了流通量時，都可能會導致買賣差價大幅上升。報價隱藏或差價擴大可能會造成
交易者的賬戶需要追加保證金。當就工具發出的指令受隱藏報價所影響時，盈/虧數位會暫時顯示為零，直至該貨幣對再有可買
賣價格，系統才能計算盈/虧結餘。

對沖
對沖功能讓交易者可同時持有同一貨幣對的買入及賣出倉位，交易者入市時可以無須選擇買賣方向。儘管對沖可降低或限制未
來虧損，惟卻無法避免賬戶產生進一步的虧損。福匯交易者需要就對沖持倉的其中一個方向(持倉數量較大的方向)存放保證
金。這經常可以在簡易報價窗口中監察。

保證金減少
FXCM Markets Limited | 2018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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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風險
由於買賣差價可能擴大令致賬戶內餘下的可用保證金減少，即使某個賬戶已經全面對沖，仍然可能需要追加保證金。假若餘下
的保證金不足以維持任何開倉部位，賬戶將可能須追加保證金，而賬戶內的開倉部位將會被平倉。雖然持有長短倉令交易者覺
得受市場變動的影響有限，但實際上在任何時間買賣差價擴大而可用保證金不足，可能會出現需要就所有持倉追加保證金。

轉倉成本
Rollover (轉倉)指在一天的同一時間同時平掉及開立倉位以避免結算及交收已購入的相關金融工具的程序。Rollover(過夜利息)
亦指交易賬戶持有倉位過夜因而支付或獲得的利息，過夜時間指福匯各種平台上美東時間下午 5 時後。平掉及重開倉位以及計
算過夜費用的時間一般稱為交易轉倉(Trade Rollover TRO)。需要注意的，是支付的過夜利息會比獲得的利息為高。如果賬戶
內所有倉位都已對沖，雖然整體來說倉位對等，但支付及獲得的過夜利息差仍然可導致虧損。於轉倉期間，買賣差價相對於其
他時間來說可能會較大。請在轉倉期間相應地管理持倉及明白有關以現有/開倉部位或新持倉/指令執行交易的買賣差價擴大影
響。

匯價波動(每點價值)
匯價波動或者每點價值定義為某一貨幣對一點子變動的價值。這個成本相當於該工具在匯價上的每一點變動帶來的利潤或造成
的虧損，以交易貨幣對所屬賬戶的貨幣單位顯示。在福匯的各種平台上查看每點價值可在菜單欄選擇"顯示"，然後點選"窗口顯
示"，再選擇"簡易模式"即可。如果已選定“簡易模式”，只需在報價窗口點擊“簡易報價窗口”便可，每點價值會顯示在窗口的右
方。

倒轉差價
福匯交易台可能會依賴多個第三方來源以獲取提供予客戶的價格。假如顯示(錯誤引用的)價格是來自我們一般依賴的來源，按
該顯示(錯誤引用的)價格執行的所有交易將會被撤銷，因為該顯示(錯誤引用的)價格並不代表真正的市場活動。這種顯示(錯誤
引用的)價格可能會導致倒轉差價。這種情況可能只維持很短時間，但當它出現時，卻會導致差價倒轉。在這種罕見情況下，客
戶應該避免建立市價單。“無成本交易”雖然吸引人，但必須謹記該等價格並不真實，成交價可能與顯示價相差頗大的點數。福
匯保留撤銷該等交易的權利，因為該等交易被視為無效交易。閣下於這類情況下只下設定範圍的指令或暫停交易可避免相關的
風險。

假期/週末執行交易
交易台時間
每種差價合約的交易時間是由福匯根據相關市場、商品或資產的交易所的交易時間表而厘定的。
有關每種工具的特定時間，請參閱差價合約產品信息。
福匯旨在盡可能貼近所刊載的交易時間開市和收市。然而，在或大約在任何差價合約工具的市場開市和收市時會因為缺乏流通
量而可能阻礙執行和報價。 福匯可能會就特定金融工具延遲開市時間或提前收市時間，以盡力令客戶避免獲取不能代表真實市
價的報價或執行。
福匯建議交易者在市場開市和收市時要格外小心，並使用福匯的基本及進階的指令類別以降低執行風險。由於在這些時間段內
顯示的流通量不足，使用市價單的交易者可能會遭受滑點或者匯價跳空，從而對閣下最終執行的價格產生重大影響。

開盤前更新報價
開盤前的短時間內，福匯更新報價以反映當時的市場價格，為開盤作準備。在此時段間，週末保留的交易及指令等待執行，因
此新建立的指令未能按市價執行。開盤後，交易者可建立新的交易，及取消或更改原有掛單。

匯價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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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風險
一項存在的重大風險是用以保護過夜開倉部位的止損可能會以較其指定價格大為遜色的水平執行。
跟相關金融工具的市場的開市/收市相若，差價合約交易者可能會遇到市價跳空。基於在此段時期內所呈現的波幅，於開市或收
市時買賣可能會涉及額外風險，及應將之納入交易決定的考慮範圍之內。特別提及此段時期的原因，是此段時期與最低水平的
市場流通量相關，而其後差價合約及相關工具的價格更可能會出現重大的變動。

指令執行
限價單通常會於要求或更佳的價格執行。若市場上沒有所指定的價格(或更佳價格)，指令將不會執行。在星期日開盤時市價到
達止損要求的價位，指令就會變為市價單。限價掛單將會根據限價單的同一方式執行。止損掛單將會根據止損的同一方式執
行。

週末風險
有些交易者憂慮週末期間市場十分波動，匯價可能大幅跳空，或者認為週末風險與本身的交易風格不一致，就可直接在週末前
平掉掛單及持倉部位。交易者若持有開倉部位過週末必須了解可能會存在重大經濟事件及新聞公佈對相關持倉價值造成影響的
情況。基於市場所呈現的波動性，價格在開市時偏離收市時許多點子的情況並不罕見。我們鼓勵所有交易者在作出交易決定前
將此納入考慮範圍之內。

追加保證金及平倉
當閣下的可用保證金跌至零時，將會觸發追加保證金通知。當閣下的浮動虧損將賬戶淨值減少至少於或相等於閣下的保證金要
求的水平時，這便會發生。因此，除非另行注明，任何追加保證金的後果將會是後續出現的平倉。
福匯以自動化的方式處理差價合約產品的所有結算。相關參考市場的開市及收市時間是由交易所，或第三方執行場所，而非福
匯所厘定的。若客戶的自動結算事件是在相關參考市場收市期間觸發的，福匯可能需要待相關參考市場重開，才能落實差價合
約持倉的自動結算。視乎市況而定，這可能意味著客戶所獲得的最終價格將會較觸發客戶自動結算的價格大幅偏離許多點子。
若客戶的賬戶在觸發自動結算時擁有差價合約及外匯的開倉部位，有可能只有客戶的外匯持倉才會被自動結算。這只會在客戶
差價合約持倉的相關參考市場收市，以及自動結算客戶的外匯持倉能符合自動結算要求的情況下才發生。

MetaTrader 4 分級保證金
請注意，MT4 用戶將會受不同的追加保證金程序所規限。當賬戶觸發追加保證金時，個別持倉將會被自動結算，直至餘下的淨
值足以支持現有持倉為止。在厘定哪些持倉將會被個別自動結算時，最大虧損持倉將會在自動結算時被首先平倉。
MT4 平台並不能夠讓福匯在客戶的掛單指令上將佣金包含在交易前的保證金計算中。這意味著如果您在 MT4 賬戶中在只有少
量可用保證金的情況下進行交易，由於佣金收費可能導致保證金不足以維持您的開倉部位，有可能造成訂單的執行會在執行後
立即觸發追加保證金通知的風險。因此，您應該在建立新交易之前確保您已經預留了足夠的額外可用保證金。

圖表報價與可執行報價
分辨參考價(顯示於圖表)與可交易價是十分重要的。參考報價對於市場價格及變動幅度有指示作用。
福匯的報價來自銀行及結算機構等多個方面。這可能會產生各個不同水平的報價和流通量。因此，圖標（只能反映一個水平的
價格）可能無法反映所有福匯流通量提供者在任一時間裡給出的報價。在報價被撤銷或者圖標上顯示的指示性報價的流通量十
分缺乏的情況下，指令可能以一個可執行價但不同於圖標上顯示的參考價執行。
由於差價合約並無單一的中央交易所以進行所有交易，每家差價合約交易商可能有不同的報價，因此，第三方圖表提供者的報
價如非採用福匯的報價，均只可作為參考價，並不反映可成交的實際匯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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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風險
流動交易平台
流動交易科技的使用存在一系列固有風險，例如指令指示重複、報價延遲及流動連接所引致的其他問題。流動平台所顯示的價
格僅為可執行價格的顯示，未必能反映指令的實際執行價格。
流動交易平台 II 利用公共通訊網絡線路傳輸信息。福匯對於閣下遇到報價延遲或因為網絡線路傳輸問題而導致無法交易或福匯
直接控制範圍以外的任何其他問題等任何及全部情況概不負責。傳輸問題包括(但不限於)流動信號的強度、流動電話的延遲或
閣下與任何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電話服務供應商或任何其他服務供應商之間可能出現的任何其他事宜。
請注意，福匯交易平台桌上出版的部分功能未必會在福匯流動版交易平台上提供。關鍵差異包括但不限於，圖表程序包、無每
日利息滾動而且每個金融工具的維持保證金要求不可用。高度建議客戶透過移動裝置管理真實賬戶前先行熟習福匯流動版交易
平台的功能。

交易平台(流動版)平板電腦應用程式
福匯的交易平台(網絡版)已修改至可在流動及平板電腦設備上操作。該流動平台稱為流動版交易平台，除了複雜的 OCO 掛單
（一個掛單取消另一個掛單）之外，平板電腦設備專用的流動平台具有跟網絡版交易平台相同的交易功能。上述有關流動交易
平台 II 的相同連接風險亦適用於為平板電腦交易而設的任何應用程式的使用。

福匯 MetaTrader 4 的交易執行
個別人士應仔細審閱以下資料，這些資料詳細列明福匯 MT4 平台特定的執行、交易功能及平台設定。

功能及設定
功能

詳情

可買賣貨幣對

多種貨幣對，請參考交易平台

GMT 偏移量

0

預設每手交易單位

0.01 (微型手)

止損及獲利限制

無

有待執行指令限制

無

食價限制

無

預設指令類別

全數執行或立即取消單(FOK)

對沖

有

將持倉的一部份平倉

可以

最大偏差

有

預設最大偏差

10 (1 點)

FXCM Markets Limited | 2018 年 9 月 7 日

12

執行風險

指令執行類別

即時執行

交易執行
建立和平掉交易的指令及獲利(止賺)指令將會以全數執行或立即取消單(FOK)執行。這些指令只會在能夠以要求價格全數執行
的情況下才會執行。這些指令不能分拆及按不同價格執行。
假若即時並無足夠流通量以全數執行“全數執行或立即取消單”，交易執行便會終止。
止損(SL)及因為追加保證金而提交的指令將不會以全數執行或立即取消單執行。這些指令將會全數以相同的價格執行；然而，
假若即時並無足夠流通量，交易執行將不會終止。交易執行將會繼續，直至獲提供價格執行整個指令為止。
每個賬戶的開倉數目上限為 500 項個別指令。此項限制包括尚未平倉指令及有待執行指令。若交易者嘗試建立超過 500 項個別
指令，MT4 平台將會顯示一項錯誤訊息。止損及止賺則不受此項限制所規限。

追加保證金
福匯 MetaTrader 4 賬戶的追加保證金政策有別於所有其他福匯賬戶。在產生追加保證金通知時，交易將會逐一平倉，直至保
證金水平大過 0 為止。

過夜利息
MetaTrader 4 平台不會顯示利率；然而，交易者將會根據現行的福匯利率支付或獲取利息。要取得過夜利息，交易者可以查看
福匯交易平台 II 或致電福匯客戶服務部查詢現行利率。請注意，福匯的利率由多家流通量提供者提供。福匯致力在一天前於福
匯交易平台 II 顯示過夜利息。然而，當市場大幅波動時，利率可能會在即日內出現變動。
在美東時間下午 5:00 正建立的任何倉位都會視為持倉過夜，需要計算過夜利息。在下午 5:01 建立的倉位待下一天才計算過夜
利息；而在下午 4:59 建立的倉位則於美東時間下午 5:00 計算過夜利息。

智慧交易系統
智慧交易系統(“EA”)是一個能夠執行整個或部份交易策略的自動交易工具。福匯提供獨家的 EA，而另一些 EA 則是由第三方開
發的。福匯無法監控 EA 的準確性或可信性，或對此作出擔保。使用 EA 的交易者須自行承擔風險。此外，不少 EA 都有採用
微型交易合約，但卻沒有顧及到小數點差報價。福匯 MetaTrader 4 平台每手最小數量為 1k，並採用小數點差。在進行交易
前，請聯絡您的 EA 供應商，以商討計畫所用的每手數量及可能因小數點差報價而產生的任何問題。

最大偏差
使用福匯 MetaTrader 4，所有指令將會以即時執行方式執行。這種 MetaTrader 4 執行類別容許提供最大偏差(“max deviation”)
功能。
最大偏差功能是為了按以下方式控制滑點而設－負數及正數。在建立指令時，須在最大偏差一欄指定一個十分之 1 點(≥0)的數
值。這個數值是指令可以接受的最大滑點數額。假若在執行指令時市價超出這個數額，指令將會被自動取消。這就是最大偏差
功能所設計的運作情況。
福匯的交易政策容許所有指令類別產生無限的正滑點。因此，福匯已研發出一種淩駕於正滑點最大偏差功能限制的方法。在福
匯 MetaTrader 4 平台建立的所有指令將會盡可能以最大額的正滑點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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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風險
假若某指令以超出最大偏差的正滑點執行，平台將會在“紀錄”選單記錄一項信息。信息的格式如下∶${Amount} - Positive
Slippage - {Order Number}。${Amount}是指令所接獲超出最大偏差的正滑點。
若市價向負數方向變動並超出最大偏差值，指令將會自動取消。此情況發生時，將會顯示“錯價”信息。這是標準的 MetaTrader
4 信息，旨在通知使用者由於市價偏離指令設定，因此指令被取消。
請注意∶視乎市況而定，較低的最大偏差值可能會增加指令被拒的可能性，因為市價變動可能會超過最大偏差值。

有待執行指令
您不能以有待執行指令將一項交易或該項交易的一部份平倉。有待執行指令用於建立新交易。例如，假設賬戶買入 0.2 歐元/美
元。其後，交易者建立一項賣出 0.1 歐元/美元的有待執行指令。假如達致有待執行指令的價格，將會觸發指令執行。不過，由
於有待執行的指令試圖在現有買入交易的相反方向進行交易，有待執行的指令將會自動取消，買入交易將不會受到影響。
將交易平倉時，MetaTrader 4 使用者可以使用止損及止賺以代替有待執行指令。

跨平台相容性
使用者可用 FXCM MetaTrader 4 的登入資料登入福匯交易平台。因此，FXCM MetaTrader 4 賬戶持有人可以透過福匯交易平
台建立及管埋交易和指令。零售客戶的賬戶詳情(例如指令、交易，盈/虧、保證金、淨值)在這些平台及紀錄報表上將會保持一
致。然而，請注意，福匯交易平台的部份功能未必會在 FXCM MetaTrader 4 平台上提供。

福匯 METATRADER 4
福匯 MetaTrader 4 容許的交易量高達每宗 5,000 萬。交易者可以遞增規模進行交易(就同一貨幣對建立多項 5,000 萬的指令)。
福匯 MetaTrader 4 平台並無顯示每點價值。各個伺服器之間可能存在報價差異。這些差異不會對執行的價格產生影響，但是
會影響用來觸發掛單指令的價格。

伺服器資料
在罕見的情況下，在登入福匯 MetaTrader 4 時可能須輸入伺服器地址。以下提供了 FXCM MT4 的伺服器名稱和地址列表。只
要您按此下載福匯 MetaTrader 4，然後將它安裝在您的電腦或 VPS 之上，您將無須這些伺服器地址。
若您需要在登錄時輸入伺服器地址，請確保您使用與您的賬戶分配到的伺服器名稱相應的伺服器地址。舉例說，若您的賬戶的
伺服器名稱是 MT4USDREAL01，請使用“mt4r01.fxcorporate.com:443”。

賬戶結算貨幣

伺服器名稱

伺服器地址

METATRADER 4 真實賬戶伺服器
美元

FXCM-USDReal01

mt4r01.fxcorporate.com:443

美元

FXCM-USDReal02

mt4r06.fxcorporate.com:443

美元

FXCM-USDReal03

mt4r09.fxcorporate.com:443

美元

FXCM-USDReal04

mt4r10.fxcorporate.com: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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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風險

美元

FXCM-USDReal05

mt4r11.fxcorporate.com:443

美元

FXCM-USDReal07

mt4r13.fxcorporate.com:443

美元

FXCM-USDReal08

mt4r14.fxcorporate.com:443

美元

FXCM-USDReal09

mt4r17.fxcorporate.com:443

歐元

FXCM-EURReal01

mt4r02.fxcorporate.com:443

日元

FXCM-JPYReal02

mt4r07.fxcorporate.com:443

英鎊

FXCM-GBPReal01

mt4r04.fxcorporate.com:443

澳元

FXCM-AUDReal01

mt4r05.fxcorporate.com:443

加元

FXCM-CADReal01

mt4r08.fxcorporate.com:443

METATRADER 4 模擬賬戶伺服器
美元

FXCM-USDDemo01

mt4d01.fxcorporate.com

美元

FXCM-USDDemo02

mt4d06.fxcorporate.com

歐元

FXCM-EURDemo01

mt4d02.fxcorporate.com

英鎊

FXCM-GBPDemo01

mt4d04.fxcorporate.com

澳元

FXCM-AUDDemo01

mt4d05.fxcorpor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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