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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 億美元 💸

                 📕 關於本書  📕
多年之前，當 iPhone 還是約伯斯腦中
的概念時，我們就已經開始了貨幣交易
的工作。隨著工作的進行，我們很快發
現，初學者們想要找到有用的資訊可謂
是難上加難. 😤 通用資訊的缺失已讓人
十分頭疼，但在需要尋找關於外匯的特
定資訊時，情況則更加糟糕. 😔

當我們找到一些有用的東西時，此類與
外匯有關的材料卻缺乏深度，而且通常
還散落在網路各處。如果您想要深入瞭
解關於杠杆的知識，那麼可能網站 A 就
足夠了；但關於外匯的一些基礎知識，
則可能需要前往網站 B 去尋找；如果想
獲取一些實用建議的話，則又需要前往
網站 C.😢😠

很顯然，外匯交易的學習存在更好的
方式.
所以我們構建了這個東西.    💪 🏆

我們進行了研究，🏆以幫助您找出
2020年的最佳外匯經紀商.🏆 我
們對比了損益率、傭金、社交交易功
能、客戶服務以及幾乎各個方面的資
訊。我們深入了其中，這樣您就不需要
這樣做了.

本書的唯一目的就是提供值得信賴
的、一針見血的學習資源，您可以借助
它來學習外匯交易的一切基本知識，
無需無休止地在網路上進行檢索. 🙌

當然，我們並不會聲稱本書中有一些
關於外匯交易的神奇技巧。這裡不會
有任何人會聲稱您「可在一周內賺到
一萬億美元」，或者「下個月您就能買
下自己的  🏖  私人小島」. 恰恰相反，
本書為新手交易員提供了一個「避風
港」.

我們承諾，這裡不會傳授所謂的「暴富
技巧」，這裡只有實用的建議，只有組
織良好、語言簡潔的內容，它們將説
明您盡可能地瞭解外匯交易這一行
業.  ✌

在向某種事物投入金錢之前，記得投入時間去瞭解它
                                    /華倫·巴菲特/

您現在看到的就是一本「外匯交易初學者指
南」， 👏 在本書中，您將找到能夠助您上手貨
幣交易的一切資訊. 💵

    即時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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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人們  ♥ 外匯？ 

僅需 100 美元
直到二十一世紀早期，人們還無法憑藉低於 10,000 美
元的資金來加入外匯市場。與其他金融市場不同，您只需
要 100 美元就可以交易外匯了.💸 越來越多的人正在進
入外匯市場，所以您就可以利用自己手頭的資產來從外
匯市場的波動中獲利了.

躺在床上也能工作
這是實話，就算是躺在床上喝著可樂，您也可以進
行外匯交易. 加入其中的唯一所需就只是一些資
金、一台設備（電腦、筆記本或智慧手機 📱 ）以及互
聯網連接就足夠了. 您可以自行決定工作時間.

即便是出現了金融危機，您仍然可以從外匯交易中獲
利。透過做多或做空操作，無論貨幣價值如何震盪，您都
可以利用此類波動來賺取收益。無論牛市  📈 或熊市，
📉 您都可以交易股票或金融工具的方式，來對外匯進
行交易.

在社群交易功能中，您可追蹤專業交易員的動態，看看他
們是如何交易的. 💸 社群交易功能讓您可以  
💸「複製」其他交易員的策略，這對於初學者來說十分利
好，有助於降低學習難度. 過去的交易員們十分依賴基本
面和技術面分析，但在社群交易功能的説明下，您可以從
成功的交易員身上獲得提示，進而從外匯市場中獲利.✌

與其他金融市場相比，外匯市場可以說是十分簡單明
瞭了. 股票市場的交易員必須分析  😴 公司報表，然
後從成百上千家公司中選擇自己想要投資的物件.外
匯市場則圍繞八種貨幣展開，這些貨幣被稱為主要貨
幣.簡單地說，一個國家的經濟情況越好，其貨幣的前
景也就越好.

沒有危機

借助社群交易功能學習專業經驗

簡單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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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時間並不充裕，該如何交易🏃

1 選擇一個平臺
就算您是外匯交易的新手，也可以選擇那些對於
初學者十分友好的平臺，比如 👉 eToro 👈 就提
供了非常有趣的機會 - 您可以追蹤最優秀的交易
員並複製他們的交易方式.👍

2 跟隨頂級交易員
發現您感興趣的交易員並將他們
添加至您的追蹤清單中. 檢視其過往業績資料，瞭解其策
略的狀態更新情況，分析結果 並與他們進行溝通.

3 複製他們的交易方式
如果您對於其交易風格與結果感到滿意的話，那只需輕輕
一點，就可以複製他們的交易方式.

4 學習並獲利
現在您就可以放鬆一下，讓經驗豐富的交易員來説明您
了. 您的任務就是仔細分析他們的表現資料，同時盡可能
地從其交易方式中學習. 社群交易的終極目標是透過最優
秀的交易員來構建自己的產品群組. 在您追蹤的交易員中
一定要有偏好不同風險類型、交易不同貨幣的人

👉 如果您的時間並不充裕，以至無法時刻監控圖表的話，其實可以試試一種更輕鬆、
更節省時間的外匯交易方式。社群交易能將您同經驗豐富的交易員聯繫起來，檢視他們
的業績資料，討論他們的交易理念，同時從他們的錯誤中學習或者是複製他們的成功策

略。從本質上講，這就是一種讓專業人士為您「服務」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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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杠杆、點與差價 ?🤓

 
‼ 根據最新的 ESMA 干預措施，杠杆率只能

 介於 2:1 與 30:1 之間，具體依特定工具而定‼
                ▶ 在這裡檢視我們關於 ESMA 的文章 ◀

1 杠杆
杠杆，代表著保證金交易比率，讓交易員能夠借到一些錢來以更大的體量進行交易. 此外，杠杆還讓
人們可以使用多於其帳戶餘額的資金. 這樣您就可以將自己帳戶的餘額「撬動」至足夠進行更大額
交易的地步. 貨幣匯率的變化非常緩慢. 這就使得小額交易難以盛行，因為在此類交易中，點差變化
只能帶來小額的利潤與損失. 所以，杠杆操作能夠説明交易員進行更大規模的交易，從而成倍放大
其中的潛在利潤與損失.

2 點
點（Price Interest Point）代表了貨幣對價格變化的最小單位. 通常情況下，它指的是小數點後的
第四位，不過也有許多經紀人會使用第五位小數來報價. 不過第五位小數並不會對價格造成實質
性的影響，因為它變化得太快了. 包含美元的貨幣對，點為 1/10,000 美元；當貨幣對包含日元時，
一個點就是 1/100 日元，因為日元的價值更接近其他主要貨幣的 1/100.

3 差價
在外匯交易中，經紀人會針對貨幣對出價，同時還會詢問要價。「出價」是指經紀人能夠售出基本貨
幣的價格，「要價」則是他們購買基本貨幣的價格. 差價」就是指的這兩種價格之間的差異. 此外，這
也是那些「不收傭金」的經紀人——即不就交易員交易另收費用的經紀人——賺錢的方式. 
 差價以點來衡量. 大部分的貨幣對——即基本貨幣與二級貨幣——的點值都是 0.0001. 比如下面的
這個報價：EUR/USD = 1.1051/1.1053，差價就是 0.0002，即 2 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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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外匯？在這裡尋找答案！👇

ℹ 外匯市場每天的交易額達到了 
5.3 萬億美元，這也是世界上規模最
大的、流動性最高的市場.

ℹ   外匯交易發生于兩種貨幣之間，因為
在購買一種貨幣的同時，總會有另一種貨
幣被售出.

👉 點（Pip）

小數點後的第四位，即交易費率的
最小單位. 

👉 差價

賣出與買入報價之間的價格差（單
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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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讀取貨幣對？ 🔊
貨幣是成對交易的，因為一種貨幣的價值是相對於另一種價值的. 在下達訂單的過程中，前一個貨
幣可被視為是控制貨幣. 比如您看到的是 EUR/USD，那這就意味著您買入或賣出的是第一種貨幣

（EUR，歐元），其價值由第二種貨幣（USD，美元）體現.

主要貨幣，無論是初學者還是專業人士都會廣泛地交易這
些貨幣對. 這是因為這些貨幣對擁有最好的流動性、最低
的差價與最廣的變化範圍. 與其他小規模的貨幣不同，主
要貨幣通常而言是比較穩定的.與其他國家相比，此類貨
幣歸屬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機構通常是長期存續的，其行為
也更容易預測.

交叉貨幣對是指不含 USD 的任何貨幣對，但其中所蘊含
的獲利機會並不比主要貨幣少. 過多的美元敞口或讓您的
交易走向過於單一，而在走向對您不利時，這可能會是一
個很嚴重的問題.

外來貨幣對的交易活躍程度較低，同時在買入和賣出時的
成本也更高. 但不要讓較高的成本阻礙您的腳步，因為有史
以來最厲害的一些交易員都曾依靠外來貨幣對賺得盆滿缽
滿. 例如，最偉大的五位外匯交易員之一的喬治·索羅斯，就
曾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透過拋售泰銖（THB）賺取了 
8 億美元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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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匯交易中，杠杆的本質就是借入資本並將其投入到交易中. 這些額外的資金來自經紀人，他們就
像是銀行一樣，能夠借你一些錢來投資. 在外匯行業中，投資就意味著購買貨幣.

看看下面的例子：

🅰 杠杆率 1:20
🅱 杠杆率 1:200

杠杆的工作原理？🤔

A 選項的保證金交易比率（即杠杆率）為 
1:20，，這就意味著交易員可以投入 100 美
元來交易 2,000 美元的產品. 此外，如果
點值上漲了 0.0030，那麼交易員的利潤就
是 6 美元，其帳戶餘額就會上漲至 106 美
元，ROI 也就是 6%. 另一方面，B 選項允
許交易員交易 20,000 美元的產品，同樣情
況下能獲利 60 美元. 所以交易員的帳戶
期末餘額為 160 美元，ROI 達 60%. 這就
意味著，您採用的杠杆率越高，潛在的 ROI 
也就越高.

‼ 使用杠杆的建議與警告 ‼

⚠ 確保損失處於您能夠控制的範圍內. 專業的交易員建議，人們不應該在一次交易中投
入全部的資金.除此之外，交易員應該將風險分散在多筆交易中，每筆交易大致占總存款
的 5%.即便是出現了損失，這些損失的金額也不大，交易員也不會失去控制.

⚠ 使用止損單以及其他策略性止損操作. 止損單會建議經紀人在貨幣達到特定預設價
格時來賣出貨幣. 此類止損單會時刻保持運行，即便是您登出系統後，它們也會保護您的
頭寸. 此外，策略性止損操作能夠限制損失，同時保證利潤.

⚠  開始的時候慢慢來. 這有助於説明新手交易員積攢經驗，建立交易信心. 在瞭解了外
匯交易的方方面面之後，您就可以開始考慮提高杠杆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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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麼時候交易外匯？ ⏰

雖然外匯市場每週 5 天 24 小時開放，但其卻並不是時時刻刻都處於活躍交易狀態的. 就外匯交易
而言，利潤是在交易員出價以及市場處於活躍狀態時最容易賺得的. 所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您必
須要瞭解外匯交易的關鍵時間段⌚ ，基本上就是交易員最活躍的時間段. 

外匯市場是一個全球性的市場，跨域了多個
時區. 因此，您應該知道三個主要的外匯交
易時段：東京（或亞洲）時段，倫敦（或歐洲）
時段，最後是紐約（或美國）時段.
 
 最繁忙的時間就是這些交易時段重疊的時
候，例如在倫敦的清晨時分，與此同時東京
的交易熱度正在下降。此時歐洲交易員們正
在上班路上，他們會分析和吸收來自亞洲交
易時段的資訊，所以 GMT 時間清晨 6 點就
是進行加以的絕佳時機——正如諺語有雲，「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 下午的倫敦交易時段通常是最為活躍的，
因為此時會與紐約（或美國）的交易時段重
合，因此這將是很好的外匯交易與獲利機會. 
‼

經驗豐富的交易員們認為 EST 時區早上 10 點
是交易外匯的最佳時機，因為此時倫敦和歐洲
的交易員們正準備關閉他們的頭寸，做著進入
美國時段的準備. 隨著關注重心從歐洲轉移到
美國，這通常會導致貨幣價格的大幅度擺動，帶
來許多盈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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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中最適合交易外匯的時間

研究發現，四個主要貨幣對會在週二和週三時出現最大程度的變動。這些貨幣對是 EUR/US-
D、GBP/USD、USD/JPY 以及 USD/CHF.因為在這兩天時通常會發佈與經濟相關的重要資料，所以
會出現最大程度的變動.
 
 週五通常也很繁忙，但通常僅持續到中午 12 點. 在週五下午，大型銀行、對沖基金和金融機構會處
於週末的安全考慮而關閉一些頭寸，因此經常會出現無法預測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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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公休日

⛔ 週五下午和週末

⛔ 十二月底

⛔ 在您憤怒或沮喪時 

⛔  亞洲交易時段

⛔ 新聞發佈時

⛔ 收市時間

⛔ 過夜交易

H  不要在什麼時候交易外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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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外匯的牛市與熊市？ 🐻

當您認為某個貨幣的價值會下跌時
 您會賣出該貨幣
 您就建立了空頭頭寸

當您認為貨幣價格會上漲時
 您會買入該貨幣
 您就建立了多頭頭寸

     買入時，您就是看漲（牛）的賣出時，您就是看跌（熊）的

                                 💵 在外匯市場中，您可以賣出或買入貨幣  💵

             熊市趨勢            牛市趨勢

          熊市趨勢            牛市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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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读取外汇图表？ 📈 

让我们来看看三种最为流行的外汇图表：折线图、条形图和蜡烛图.

1 折线图
这是所有外汇图表中最基本的一个. 只需简单地将
数据点用线段连接起来即可，每段线段描述的就是一
段时间内的收盘价格. 虽然折线图中不包括开盘价、
最高价和最低价，但其也可以让交易员了解货币价格
在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变化情况. 折线图可准确地反
映收盘价格的情况. 

3 蜡烛图
这是最受外汇交易员欢迎的图表. 此类图表类似于
条形图，但会以一种较为美观的图形格式呈现价格
信息. 蜡烛图还更关注交易时段的开盘价和收盘
价. 此外，与显示收盘价的折线图不同的是，蜡烛图
使用了“蜡烛”来展示各时段货币对的开盘价、最高
价、最低价和收盘价. 蜡烛的高度描述了时段的最
高和最低价，其矩形的长度则代表开盘价和收盘价. 

2  条形图
与折线图不同，条形图不仅会展示收盘价，还展示了
某一时段的开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 该图由左右两
个短划线组成，分别表示收盘价和开盘价，此外还以
垂直的条形展示了货币的最低价和最高价（交易区
间）.它们也被称为 OHLC 图表，因为展示了货币的开
盘价（Open）、最高价（High）、最低价（Low）和收盘价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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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获得最佳的风险回报率，建议投资至少 300 美元
 
 ** 由于从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欧洲生效实施了新的法规，所以欧洲经纪商需要展示其客户的损失
百分比是多少。
 
 ** 经纪商会每 3 个月更新一次损失率信息。如需了解最新信息，请查看我们定期更新的文
章：https://financeillustrated.com/trending-forex/best-forex-brokers/

 
经纪商

最低
存款*

最大
杠杆

社交媒体
交易

$200 1:30 ✅      访问

$100 1:30 ❎

 
$100 1:30 ❎

$100 1:30 ✅

$500 1:500 ❎

损失率
12 个月 **

66.5%

80%

77%

82%

我们的
视频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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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交易中的 20 大術語 🏅

👉 货币昵称 👈
✔ Single Currency - EUR（欧元）
✔ Loonie - CAD（加元）
✔ Swissie - CHF（瑞士法郎)
✔ Aussie - AUD（澳元）
✔ Kiwi - NZD（新西兰元）
✔ Greenback, Buck - USD（美元）
✔ Sterling, Pound sterling - GBP（英镑）

👉 货币对 👈
✔ Cable - GBP/USD（英镑/美元）
✔ Ninja - USD/JPY（美元/日元）
✔ Fiber - EUR/USD（欧元/美元）
✔ Chunnel - EUR/GBP（欧元/英镑）
✔ Yuppy - EUR/JPY（欧元/日元）
✔ Barnie - USD/RUB（美元/俄罗斯卢布）

    👉 热门短语 👈
✔ Going Long - 多头，建立看涨（买入）交易
✔ Going Short - 空头，建立看跌（卖出）交
易
✔ Cutting Short - 提早平掉损失的仓位
✔ Plunging - 相较于之前价格出现了下跌
的价格
✔ Currency rallying - 出现了一段时间下跌
后的价格反弹 
✔ Position Trading - 头寸交易，使用巨额
止损进行数月甚至数年的交易，不会过于关
注资产价格的短期波动

👉 彭博新闻实例 👈
✔ USD/CAD - 鸽派加拿大央行损害加元 - 
加拿大央行报告称将进行降息，所以加元兑
美元出现贬值. 
✔ AUD/USD - 就业报告止住反弹 - 关于澳
大利亚就业情况的不良报使得近期 AUD/
USD 的上扬趋势被抑制.
✔ NZD/USD - 新西兰元出现复苏迹象 - 在
长久的汇率下跌后，新西兰元兑美元的汇率
开始出现恢复.

解码外汇交易中最常使用的术语，加深您对于货币行业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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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对 👈

👉 彭博新闻实例 👈

是什么在驱动着外汇市场？ 🤔

    政治        经济            央行 自然灾害

👉 公开声明
👉 官员变更
👉 政府稳定性

👉 GDP、通货膨胀、债务
👉 销售额
👉 投资者兴趣

👉 金融流通情况
👉 利率
👉 强制储备金

👉 飓风
👉 地震
👉 洪水

💸 在下面的图表中，您可以看到英镑是如何因为英国脱欧相关事件而出现下跌的。这曾是绝佳的
做空英镑（就是赌资产价格会下跌）的机会.  💸

即使您没有时间整天盯着图表，也可以通过查看每天的新闻和经济日历来识别重大的
交易机会. 换句话说，您可以进行基本面分析. 基本上而言，所有的基本面信息都是指
示投资者资金投入计划与哪些货币会受到影响的指标.
 
我们可以将所有的驱动因素划分为 4 个大类：央行、国家经济、政治稳定性和自然灾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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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率是國家匯率的主要
決定因素之一，其定義是商品和服務的
一般價位等級。

‼ 高於預期的通貨膨脹率通常對於相
關的貨幣而言是負面因素，因為其價位
等級相比其他國家而言會更高，從而稀
釋其價值 ‼

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率與其貨幣的購買力
成反比，其中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意味著
較高的購買力。
 
 兩種貨幣的通貨膨脹率差異被稱為通
脹差異，如果差異開始擴大，那麼您就應
該購買通脹率較低的貨幣，同時出售通
脹率較高的貨幣。
 
 瞭解通貨膨脹的主要資料來源是消費
者價格指數（CPI），這是經濟健康情況
的強力指標之一。高通脹不利於投資，它
會降低消費者的購買力，使得規劃工作
變得更加困難。
 
 相反，較低的、穩定的通脹則有利於投
資，因為這樣消費者的購買力將得到保
障，企業也能更好地做出規劃。

同樣的，經濟體的就業情況也是國家匯
率的一個決定因素，因為經濟活動可以
從就業和失業的角度來進行確定。
 
 大眾是擁有技能、知識和經驗的，這樣
的人力資源可以用於生產更多商品、提
供更多服務中，從而提升生產力。所以
就業的人口越多，其經濟產出就越多。
因此，就業資料的公佈會對匯率產生重
大影響。

‼ 高於預期的就業率會提振相關貨
幣，低於預期的就業率則會降低該貨
幣的價值 ‼

失業率的情況則恰恰相反，高於預期的
失業率會使得人們擔憂起相關貨幣的
價值.
 
 外匯市場上最重要的就業資料是美國
非農就業資料. 其他的一些重要資料是
失業率、參與率和其他工作力市場的統
計資料，所有這些資料都會對匯率產生
中等或較大程度的影響.

2 就業情況

6 大外匯市場推動力 💸

1 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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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貿易平衡

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是大多數經濟體的
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貿易平衡可以影響
貨幣的價值.

‼ 如果一個國家出口的商品和服務越
來越多，那麼這將增加對其貨幣的需
求，從而增加其價格. 相反的，如果
一個經濟體開始越來越多地進口商品
和服務，那這會增加該貨幣的賣出壓
力，其價值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
降 ‼

簡單來說，貿易平衡就是國家的出口與
進口體量之比.如果出口高於進口，那
麼該國有具備貿易順差 - 表明該經濟
體商品和服務及其貨幣的需求很強勁. 
 
 但是，如果進口高於出口，那麼該國存
在貿易逆差 - 表明對該國貨物、服務和
貨幣的需求並不那麼強烈.
 
 與其他指標一樣，貿易平衡資料通常
每月都會公佈一次，並會對匯率產生中
等程度的影響. 超出預期的貿易平衡情
況會給貨幣帶來積極的影響，從而使其
升值；低於預期的貿易平衡情況則會產
生相反的效果.

量化寬鬆是一種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工
具，用於擴大央行的資產負債表。通常此
類方式可被視為是增印鈔票，因為它增
加了基礎貨幣的供應.
 
 貨幣供應和通貨膨脹是掛鉤的，其中較
高的貨幣供應基本意味著更高的通脹率
和購買力的下降. 美國、歐元區、日本和
英國都實踐過量化寬鬆政策，其中歐元
區的政策是最為激進的. 此外，其量化
寬鬆計畫的實施時機也有所不同.

‼ 因此，您可以根據這些政策來在外
匯市場上進行交易. 例如，在美國開始
放鬆量化寬鬆政策後，歐元區就會準備
進一步加緊量化寬鬆。您可以選擇在長
期角度上售出 EUR-USD 貨幣對，以利
用這一發展過程. ‼

此外，美聯儲最近表示可能需要進一步
進行量化寬鬆政策. 如果方案落地，那
麼就將出現做空 USD-ZAR 或 USD-
MYR 等貨幣對的好時機，因為南非和
馬來西亞都是快速增長的經濟體，無需
實施量化寬鬆政策.

4 量化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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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家政治 6 利率

國家的政治局勢可能對其經濟情況產生
重大影響。新的總統或總理可能會在經
濟方面做出根本性的改變。在這一方面，
沒有比美國的特朗普更好的例子了，他
提倡保護主義措施，透過提高針對其他
國家的關稅從而引入了更多交易方面的
障礙.

‼ 同樣，革命或政變會嚴重影響一國
貨幣，因為匯率通常基於人們對於經濟
的看法. 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的錢在某個
國家中不安全，那他們機會出售該國貨
幣，並尋求不同的貨幣來避險.  ‼

對於國家的穩定來說，政治因素也非常
重要.比如，中國正在執行一個百年計
畫，因為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許多西方
國家的領導人甚至每四年或者五年就會
更換一次.
 
 相對的不穩定可能會對經濟產生不利
影響，因為在解決上屆政府的遺留問題
時，又會引入了一系列新的問題，所以下
一屆掌權政黨必須要去應對.

利率是央行的重要工具，可被用於影響借
貸、儲蓄或者消費情況.
 
 更高的利率會刺激投資和儲蓄，因為人
們將從存款中獲得更多的利息，也可以從
借貸給他人中收取更高的利息.
 
 相反的，較低的利率會刺激借款和消費，
因為借錢來買車或房屋會更加便宜.

‼ 利率也會對資金的跨境流動產生影
響. 例如，假設英國的利率是 2％，德國
是 5％. 那麼在銀行擁有儲蓄的人便會將
資金轉移到德國的銀行以獲得更高的利
率，實際上就是出售英鎊然後購買歐元. 
所以，利率的變化對於匯率而言是一種
影響程度較高的因素. ‼ 

此外，貨幣政策公告將由大型央行定期發
佈，如果您認為利率低於或高於預期，那
麼就可以交易貨幣，並利用這些公告發布
之後的波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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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 3 大外匯策略 👍

1 支撐與阻力
該策略就是老生常談的「低買高賣」了。外匯交易員透過分析價格變化停止並轉變方
向的區域來量化價格的低位和高位水準。
 
 支撐位是指價格走勢在出現轉向前鮮有下跌觸及的水準。此時買家數量會超過賣家
數量，從而導致價格上漲。另一方面，阻力位是價格很少超過的水準。此時賣家數量超
過買家數量，從而導致價格降低。在這兩種情形中，價格都會停止繼續原來的變化趨
勢並出現轉向。

⏰ 首選時間框架：1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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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匹諾曹策略
匹諾曹條是一種實體很小，蠟燭芯（鼻子）很長的蠟燭條. 其也被稱為流星、上吊線和 
Gammer. 您可能有印象，匹諾曹的鼻子會在撒謊的時候變長. 在這一策略中也有類
似的情況：當蠟燭芯比實體還長時，這就代表著市場在欺騙我們，我們就應該反其道
而行之,
 
 切入點的情況各不相同：一些交易員喜歡等到下一個蠟燭回撤至針形條的 50% 斐
波那契水準時，還有一些人則會選擇在針形條形成時出手. 上影線較長表示存在強大
的賣出壓力；下影線較長則表示買入力量較強.

⏰ 首選時間框架：1h，4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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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紅策略
雙紅策略是基於價格行為與阻力位的短期反轉體系. 您需要使用時間框架為 5 分鐘
的圖表，其信號就是在接近阻力位後出現兩根看跌蠟燭時.
 
 如何獲利？
 
 選擇某個資產，關注市場的變化情況，知道您看到了第一個紅條. 此時等待第二個紅
條.
 如果第二個紅條收于比第一個紅條更低的位置，那您就中獎了.
 通常而言，第三個紅條會比第二個更低.這就是建立空頭頭寸的位置.
 

 

⏰ 首選時間框架：5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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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識別外匯趨勢？ 📉

如果您熟悉貨幣圖表（也稱「技術面分析」），那麼您就能時常預測出貨幣對的未來走
勢，甚至是其準確的價格行為發展情況.
 
交易員尋找的一個東西是資產趨勢. 趨勢可以是上揚、下跌或橫盤整理. 

上揚的趨勢是指貨幣對的價格增加，其特點
就是更高的高價與低價. 處於上揚趨勢中的
貨幣將呈現出一個峰值，然後回退至一個低
點並呈現平臺形態，然後繼續上揚至更高的
峰值，並回退至高一些的低點，以此往復. 透
過在峰值之後，貨幣正在建立高於舊低點的
新低點的過程中執行買入操作，您可以借助
上揚趨勢獲利.

下跌的趨勢是指貨幣對的價格下降，其特點
就是更低的高價與低價. 處於上揚趨勢中的
貨幣將達到一個低值，然後返回至一個高點
並呈現平臺形態，然後繼續下跌至更低的值，
並返回至低一些的高點，以此往復.
 透過在高點之後，貨幣正在建立低於舊高點
的新高點的過程中執行賣出操作，您可以借
助下跌趨勢獲利.

如果一種貨幣處於水準趨勢，此類情形也被
稱為「橫盤震盪」，因為此時貨幣價格會在一
個範圍之間波動，並且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
向上或向下移動. 峰谷值仍然會出現，但並
沒有明顯的模式，可能會是較高高點-較高低
點或較低高點-較低低點.
 如果您不十分熟悉外匯交易，那最好還是完
全避免在橫盤階段進行交易，因為您無法確
定貨幣價值會朝著哪個方向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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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趨勢階段  📊

在外匯交易中有三種不同類別的趨勢：

1 短期趨勢（幾個小時）
2 中期趨勢（2-3 周）
3 長期趨勢（幾個月）

‼ 如果違背趨勢「倒行逆施」的話，從統計學上來看這比「隨波逐流」更可能招致損
失. 透過順著趨勢制訂交易策略，您能乘著市場變化的波浪前進，讓市場來説明您賺
錢. 
 
 因此，在分析貨幣對時，您可以透過尋找更高的高點和更高的低點來找到上揚趨勢. 
尋找下一個較高低點會在什麼地方，然後相應地進行買入. 或者如果您想看看下跌
趨勢的話，那就找找較低的高點和較低的低點. 看看下一次較低的高點會出現在什
麼地方，然後看準時機賣出吧. ‼

在貨幣兌換市場中，一次趨勢可
能會持續好幾十年

💸 如果一名交易員在 1983 時
做空了 USD/JPY，當時可能
只需要花上 100 美元，但到了 
2011 時他就能賺到超過 260 
萬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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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時間框架分析 📈
您可以在多種時間框架中來繪製貨幣對的圖形，可以按分鐘、小時、天、周或者
月來繪製自己需要的圖表. 透過對多種時間框架進行分析，您可以更深入、更詳
細地瞭解貨幣，當然最為流行的一個組合便是周線圖和日線圖.
 
 周線圖可用於識別趨勢；日線圖則可以用於尋找交易的介入點，以及最終確定
盈利多少的退出點.
 
 雖然不同的時間框架有時會給出相互矛盾的見解，但通常您都可以將其讀數
結合起來，從而形成市場狀況的詳細概述.

因此，儘管單獨看來前面的日線圖
可能表明了上揚趨勢的開始，但下
方的周線圖則表明了下跌趨勢正在
起作用.

如果不看周線圖的話，您可能已經買
入了這一貨幣，並在長期持有的過程
中吃了虧. 雖然如果考慮周線圖的
話，您可能會得出「日線圖只是展示了
短期波動」的結論，然後賣出了貨幣.

‼ 重要的是要記住，使用較長的時間框架（如月、周和日）的圖表可用
於發現趨勢，時間框架較短的圖表則用於確定介入和退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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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交易 VS 大宗商品 🤑

貨幣與大宗商品之間的關係存在於整個金融市場中。瞭解如何借助這些趨勢進行交易.

   原油 🆚 USD/CAD      原油 🆚 CAD/JPY

  黃金 🆚 AUD/USD    黃金 🆚 USD/CHF

由於優越的地理位置，大約 45% 的美國原
油進口自加拿大. 所以從邏輯上講，當原油
價格上漲時，美國對加元（CAD）的需求便
會增大.
 當原油價格上漲時，可以做空（賣出）USD/
CAD。從歷史資料的角度來看，如果其他貨
幣影響因素均不參與作用，這一關聯關係
的準確性高達 70%.

加拿大是原油的淨出口國，日本的原油需求
則有 99% 是依靠進口. 此外，日本還是第
四大原油消費國，因為原油為日本提供了近 
47% 的能源. 
 當原油價格上漲時，如果所有其他影響因素
均不參與作用，則可以做多（買入）CAD/JPY. 
 請注意，由於該貨幣對通常具有較大的差價

（買入價和賣出價之間的差額），而且其交
易量也低於 USD/CAD 貨幣對，所以交易 
CAD/JPY 時的風險會更高.

分析人士已經觀察到 AUD/USD 貨幣對與金
價之間存在 89% 的關聯性，當然依然需要其
他影響因素並不發揮作用.
 
 - 當 USD 價格下降時，對於黃金的需求會增
加.
 - 對於黃金的需求增加有利於澳大利亞的出
口與貿易平衡.
 - 出口的增長將讓澳元在面對美元時更加強
勢.
 - 其結果就是，澳元價格會隨著金價的上漲而
上漲.

瑞士對於黃金的興趣也十分濃厚，因為其 
25％ 的外匯儲備都在黃金中. 正因為這樣
的黃金儲備，瑞士法郎的價值才會上漲. 
 記住，AUD/USD 貨幣對與金價成正相
關，USD/CHF 貨幣對則與金價成負相
關. 在這兩種情形中，美元都呈現走弱趨
勢. 不過在 USD/CHF 貨幣對中，美元是基
礎貨幣. 所以在瑞士法郎逐漸強勢的過程
中，USD/CHF 貨幣對將會出現下跌.

下載 The Trading Game 以瞭解更多
 獲利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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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專業人士的 10 個建議  😎

1 慢慢上手
建議您先投入少量的資金，並慢慢建
立自己的投資產品群組.此外還可以
限制一下同時建立的倉位數量.倉位
越多，您就越難仔細地去權衡其中利
害，也就更容易蒙受損失.

2 使用止損單
這可能是所有外匯交易專業人士在初
學階段時都最希望聽到的建議了. 無
論您的策略如何，不使用止損單就意
味著您沒有對損失進行限制.止損單
能夠説明您限制損失的程度，尤其是
在利率出現意外變化時.

3 1/6原則
不要被交易衝昏頭腦。過度交易可不
是什麼好主意. 專家建議您不要在投
資時投入超過 1/6 的閒置資本，尤其
是在您並沒有十足把握時. 

4 堅守自己的策略
優秀的交易員會有自己的規劃，最優
秀的交易員會堅守自己的規劃. 所以，
您可以在紙上記錄下自己的計畫，然
後按照計畫來逐步前進. 您可以寫下
每次交易的價格，以及選擇相關策略
的原因，以便稍後來對其進行分析.
5 不要過早退出
雖然我們建議初學者不要太貪心，但
一些初學者會太早退出交易，導致沒
有充分地從倉位中賺取全部利潤.

6 隨波逐流
趨勢表明了未來的市場變化情況. 這
就是為什麼您應該避免「倒行逆施」. 
此外，在大多數情況下，反其道而行之
會招致損失. 在行動之前記得分析趨
勢，找到最有利的位置！

7 研究外匯圖表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所有國外市場都
有不同的追蹤系統和圖表. 除此之外，
在每次交易之前還要記得區分不同時
間框架的資訊，這一點尤為重要. 例
如，您可以透過檢視日線圖或小時圖
來確定建倉和平倉的最佳時機. 除此
之外，周線圖是觀察趨勢的理想之選.

8 趨勢也是有動能的
追隨趨勢的交易員越多，趨勢的發展
速度也就越快。初學者應該時刻做好
識別趨勢開始的準備，並充分利用這
些機會.

9 總是仔細檢查自己的過往
交易

您應該養成從過往交易記錄中學習經驗的
習慣. 這不僅能説明您避免犯下相同的錯
誤，也能説明您識別最好的交易位置.

10 平掉不成功的倉位
初學者傾向于一直持有那些不是太成
功的倉位，寄希望于某天這些倉位能
轉而盈利. 然而，盈利的情形幾乎不可
能出現. 所以還是儘早地關閉這些倉
位吧. 這能讓您更好地專注于其他交
易中的倉位.

          立即分享

http://financeillustrated.com/forex-trading-for-beginners-facebook/
https://financeillustrated.com/forex-trading-for-beginners-twitter
http://financeillustrated.com/ebookredirect1


7 本最棒的外匯交易書籍 📗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遴選了 7 本最優秀的
外匯交易書籍，如果您想成為專業人士的
話，那一定不要錯過。 😎

      由 financeillustrated.com 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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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賀
 您讀完了本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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