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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擁有豐富經驗的投資者並
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答案，只需要
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這些答案」。
Douglas Eve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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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見交易貨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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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外匯

如果你曾經出國旅行，可能已經有過外匯交易
的經歷：用本國貨幣購買目的地國家的貨幣，就
是外匯交易。

外匯交易者買入或賣出貨幣以獲取或進行對
沖。據估計，外匯市場每日交易量達到5萬億美
元，其中大部分為投機交易。

外匯市場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場，由於交易是
在市場參與者之間進行，因此除了週末之外，外
匯市場並沒有「開盤」和「收盤」之分。

也就是說，外匯市場交易時間從新西蘭週一早
上一直延續至美國西海岸週五午夜。

外匯市場是全球最
大的金融市場

外匯市場交易時間
從新西蘭週一早上
一直延續至美國西
海岸週五午夜。

你可能喜歡交易主要貨幣對，或者對新興市場
貨幣對的走勢有所瞭解，或者對商品走勢較為
敏感；有些交易機會適合緊貼新聞和經濟事件
的投資者，有些交易機會則需要較長時間的分
析。交易者將各自的能力和偏好融入交易，經過
一段時間的沉澱，將形成自己的交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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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市場參與者都有自己的目標；有些是通過
對沖外匯以保護其商業的利益；有些是著眼於
總體經濟數據的基本面交易者；另外一些則是
分析價格形態來進行交易的技術交易者。

此外，市場上有一些採取不同策略和目標的央
行、對沖基金和金融機構。

投資者基於對未來的預
期進行外匯交易，
這一過程會受很多因素
所影響。

影響外匯市場的因素

不同的市場參與者對利率、政策(法律)、經濟數
據和經濟事件等信息採取不同程度的回應：這
些都會影響市場預期以及貨幣市場的走勢。

要留意的是，在外匯市場上，無論是下跌還是上
升行情都有獲利機會。

外匯市場

影響因素

參與者

央行

金融機構

公司

個人外匯交
易者

經濟新聞

交易法規

利率

自然/地緣政
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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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是一種交易單位，尤其是MetraTrader MT4/MT5平台。在
瑞訊，1手即100,000基礎貨幣。也就是說，在上例中交易量
為1手。 

交易量可以低於1手。例如，如果交易10,000基礎貨幣(稱為
迷你手)，可在交易量欄輸入0.1手。如果交易1,000基礎貨幣
(稱為微型手)，可在交易量欄輸入0.01手。最小可交易規模
為微型手。交易平台中的交易單位為手，請牢記！

1.0500
獲利 250美元

做多交易(買入)

1.0525

賣出歐元 100,000
買入歐元 105,250

買入歐元 100,000
賣出歐元 105,000

交易量

時間

如何進行外匯交易

與旅遊貨幣匯兌類似，外匯交易始終會涉及到
兩個貨幣。基礎貨幣是你買入或賣出的貨幣，該
貨幣的價格則以報價貨幣來表現：

基礎貨幣/報價貨幣

歐元兌美元

1/1.0500

1歐元價值為1.05美元。

1	手	= 100,000基礎貨幣單位
1	迷你手	= 10,000基礎貨幣單位
1	微型手	= 1,000基礎貨幣單位

假設你相信歐元兌美元將會上漲。你從交易賬
戶支出105,000美元，買入100,000歐元(不考慮
賬戶的幣種)。

歐元確實出現上漲，在尾盤漲至1.0525。因
此，當你平倉賣出100,000歐元時，將會獲得
105,250美元，此次交易的盈利是250美元。

你可能會問，「我賬戶上沒有105,000美元，
怎麼可以交易？」其實，你的賬戶上可能只有
2000美元，但你的經紀商會把你的可用資金放
大100倍。通過100:1的槓桿，你可以交易最高
達到200,000美元的頭寸。如果你的賬戶金額為
2000美元，最終賺取250美元，那麼你這筆交易
的收益為12.5%。

保證金也稱為槓桿，即經紀商借給你使用的資金。槓桿式的
交易會放大價格變動，從而影響到一筆交易的最終盈利和
虧損。2%的保證金令你可以交易帳戶內資金50倍的頭寸。

保證金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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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

時間

做多交易(買入)

1.0475

1.0500

賣出歐元 100,000
買入美元 104,750

買入歐元 100,000
賣出美元 105,000

 虧損 250美元

現在想像一下，在上例中，歐元如果沒有上漲，
而是在尾盤跌至1.0475。在你平掉倉位時賣出
100,000歐元，獲得美元，最終虧損250美元。

當你買入，
也就是你看漲

當你賣出，
也就是你看跌

你認為一種貨幣將會下跌
你賣出該貨幣
你建立空頭頭寸

你認為一種貨幣將會上漲
你買入該貨幣
你建立多頭頭寸

當你交易外匯，你可以選擇買入或賣出一個貨幣對。

看跌

看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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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交易
有些交易者從基本面分析經濟健康狀況，從而
尋找交易機會。例如，一個貨幣的供應和需求決
定其價格和流動性，因此交易者關注央行利率
來判斷市場潛在的走勢方向。

如果一個貨幣的利率很高，則可能僅從利息角
度來看就具有投資價值；不過，高利率形成的原
因可能是經濟的不穩定。所有市場參與者的交
易均基於他們的信息和預期。

基本面交易者關注失業率、通脹和消費者情緒
指標，以及政策變化、利率和經濟事件相關的新
聞。大部分此類信息均由政府預定時間公佈，因
此找到或建立「財經日曆」對交易會很有幫助。

交易策略

如果一種貨幣的利率較低，而另一種貨幣
的利率較高，則可以通過買入高利率貨
幣、賣出低利率貨幣來進行套息交易。 
你為借入而用於賣空的貨幣支付低利息，
同時會從買入的貨幣收取高利息。

經濟事件引發貨幣快速波動，因而促成大量的
日內交易者，即在同一天開倉和平倉交易。如果
你預測更為長期的行情走勢，則會持有倉位更
長時間；在實際操作中，你的頭寸會在GMT22
時被平倉並立即延期(「掉期」)為一個新頭寸。這
個新頭寸會考慮到平倉價，並計入或扣除利息。

任何令經濟看起來更強的經濟事件或指標意味
著將建立多頭，而弱勢則意味著做空。

套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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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時間

趨勢線

支撐

阻力

技術交易
大部分交易者利用圖形來決定開倉和平倉的時
機，技術交易者尤其注意價格形態。通過分析圖
形並綜合考慮價格、交易量、波動性和時間，可
以發現暗藏著機會的形態。

例如，如果匯價反覆觸及一個特定的價格但無
法突破或跌破該水平，可以稱為該匯價形成了
一個阻力位或支撐位。很多交易者關注過去的
形態，並預期一旦跌破支撐或突破阻力之後的
發展空間。

長此下去，我們的平台上發展並創建了各類分
析模式。有些簡單而經典，有些則難以運用，還
有一些只適用於特定的貨幣。 

你可以在任何時候建倉——你對行情的任何預
期都是買入或賣出的機會。

技術分析工具

阻力： 
資產價格在上升過程中會遭遇阻力的關鍵價格水平。這意
味著價格更可能會在該水平「回落」並隨後下跌。

支撐：
資產價格在下跌過程中會獲得支撐的關鍵價格水平。這意
味著價格更可能會在該水平「反彈」並隨後上漲。 

趨勢線：
連接至少3個價格轉折點的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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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差
點差是指你的買入價格和賣出價格之間的價差。點差為經紀商收取的費
用，體現出流動性和風險。雖然很多經紀商在宣傳的點差之外還會收取手
續費，但瑞訊不會收取任何其他費用。
 
點	
外匯價格以點為單位變動。一個點表示小數點後第四位的數值變化(日元除
外，日元為小數點後第二位)。另外也可將匯價的第五位數字作為點值，不考
慮小數點。

歐元兌美元 = 1.1275 | 美元兌日元 = 106.78

你可以通過經紀商提供的交易
平台進入外匯市場。在瑞訊，投
資者可以在我們自主研發的高
級交易員平台或流行的MT4
或MT5平台交易外匯。瑞訊的
優勢在於低至0.9的點差且大
部分貨幣對提供1%-2%的保
證金率。
 
在選擇交易平台時，應熟悉可
用的點差和工具。瑞訊提供
MetaTrader平台的模擬版本，
可使用虛擬資金試用所有功
能。試用圖形和指標並探索各
類訂單。訂單是指一種基於你
的預期的自動交易，用於在預
先指定的價格開倉或平倉。

外匯市場參與者創建了外匯市場；這稱之為場外
交易(OTC)市場。這與股市之類的市場不同，在股
市中，所有的交易均在股票交易所進行。

交易平台

&

點差

1.13324
買價

賣價
1.13308

歐元兌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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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swissquote.com/forex 

開立模擬賬戶

你可以使用100,000美元的虛擬資金來練習
交易外匯。 

無風險且無需承擔責任。

為何選擇瑞訊交易外匯？

• 20年專業在線交易

• 深受全球+30萬交易者信賴

• 支援多種語言的客服
 
• 每日和每週獨家市場研究報告

• 全球流動性及精準執行

• 分離賬戶實現存款保護

• SIX瑞士證交所上市的國際集團(SIX:SQN)

現在就試用模擬賬戶！

瑞訊經常出現在全球財經媒體並接受媒體採訪。

如何開始交易外匯

1

2

3

http://www.swissquote.com/forex?utm_source=swissquotefx.com&utm_medium=text&utm_content=link_comfx&utm_campaign=eFX_ebook_beg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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