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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 

 

PLUS500AU Pty Ltd（“PLUS500AU”、“我們”或“我們的”） 澳大利亚公司注 

册号码（ACN）为 153 301 681， 是本產品披露聲明（PDS）所描述產品的發行商。

如果您對本文檔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聯絡我們。我們的聯絡方式在本產品披露聲明開

頭。 

 

本產品披露聲明闡述了您需要知道的關於我們能夠為您提供的產品的所有資訊。其目

的旨在： 

 為您提供您需要的資訊，以確定我們所提供的產品是否符合您的需求； 

 闡釋與我們的產品相關的條款和條件、權利和義務；以及 

 協助您比較不同的產品。 

 

警告：保證金合約（包括差價合約（CFD））交易可能會獲得利潤，但同時亦有可能

虧損您的最初存款，因此此交易並不適合所有的交易者。保證金合約的基礎參考工具

（如股票、指數、ETF、外匯匯率或商品價格）的價位變動受多種不可預測的全球性因

素所影響。因市場上的參考工具價格可能會發生劇烈波動，您可能無法以預期的價格

結算失利的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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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指標披露 

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已經制定了七項場外差價合約的資訊披露指標，旨在幫助散

戶理解差價合約的有關風險，評估潛在的優勢以及判斷差價合約是否適合他們。 您可查

閱 ASIC Regulatory Guide 227，獲取更多關於披露指標的資訊。 

下表規定了 Plus500AU 執行的各項指標的內容，並介紹了相關披露資訊，描述了我們對各項指

標的執行情況。 

披露指標 
是否達到指

標？ 
相關資訊 

客戶資格 

闡述了發行商制定的差價合

約交易投資者資格政策。 
是 

差價合約交易涉及重大風險，並不適合每一位投資者。因

此，潛在客戶申請開立帳戶時，Plus500AU 會評估客戶的

資格和經驗。 

 

更多資訊請查閱本產品披露聲明的“ASIC 指標-客戶資

格”章節。 

開倉保證金 

闡述了發行商所接受的投資

者提供作為開倉保證金的資

產類型的政策。 
否 

建議最多只能接受信用卡支付 1000 美元開戶費。

Plus500AU 接受信用卡支付 1,000 澳元以上作為開倉保

證金，因而不符合這一指標。  

 

更多資訊請查閱本產品披露聲明的“ASIC 指標-開倉保證

金”章節。 

交易對手風險–對沖 

闡述了發行商對沖其來自客

戶倉位的風險的措施以及該

對沖策略的優點。 

是 

 

 

http://www.asic.gov.au/asic/pdflib.nsf/LookupByFileName/rg227-published-12-August-2011-1.pdf/$file/rg227-published-12-August-201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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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500AU 保持和應用書面交易對手信用和對沖政策。本

產品披露聲明的“ASIC 指標-交易對手風險”包含了有關

差價合約的重大風險以及交易對手風險的資訊。 

交易對手風險 – 財務資源 

闡述了發行商是否持有充足

的流動資金，能夠經受重大

不利的市場波動。 

是 

Plus500AU 保持和應用政策，確保其履行了所有的金融監

管義務，包括對澳大利亞金融服務許可證持有人的要求。 

更多資訊請查閱“ASIC 指標交易對手風險-財務資源”章

節。 

客戶資金 

闡述了發行商制定的客戶資

金政策。 

是 

Plus500AU 制定了詳細的客戶資金政策，並且不會使用客

戶資金與交易對手進行對沖買賣。更多資訊請查閱本產品

披露聲明的“ASIC 指標-客戶資金”章節。 

被暫停或中止的標的資產 

闡述了標的資產交易被暫停

或中止時發行商關於投資者

交易的措施。 

是 

如果一項資產被暫停或到期，Plus500AU 有權以最終價格

平倉。同樣地，當該標的資產出現交易中止情況或者基礎

工具交易依據有關市場規則被暫停時，不得建立新倉。 

追加保證金 

闡述了發行商制定的客戶帳

戶追加保證金的措施。 

是 

Plus500AU 保持和應用一項關於追加保證金的慣例以及自

行決定平倉的權利的書面政策。更多資訊請查閱本產品披

露聲明的“ASIC 指標追加保證金”章節。 

 

本產品披露聲明將以以下方式介紹 ASIC 指標： 

ASIC 指標… 

ASIC 是為我們頒發許可證並監測澳大利亞金融市場的政府監管機構。該機構制定了最

低的標準，同時期望像我們這樣的企業能夠遵守。本產品披露聲明已闡述了我們的遵

守情況。 

我們獲得授權做甚麼？ 

 

我們獲得授權向您提供有關衍生產品和外匯合約的一般性金融產品建議。我們還獲得

授權處理同一產品。我們會向您提供一般性建議。向您提供一般性建議時（如透過網

站或者本產品披露聲明），我們並未考慮您的財務狀況、個人目標或需求。在使用本

產品披露聲明所介紹的產品前，請仔細閱讀產品披露聲明，然後結合自己的目標、財

務狀況和需求，並採取一切合理措施充分瞭解利用我們的交易平臺進行交易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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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和可以採取的策略。建議您聽取獨立的財務意見，確保某一特定產品適合您的

財務狀況和要求。 

我們還獲得授權為外匯和衍生產品合約 “做市”。 這讓我們能夠給您報價，包括買入

和賣出價格。 

 

我們透過我們的交易平臺提供差價合約交易服務。 

 

您可以與我們貿易六大類產品：股票和 ETF 差價合約、指數差價合約、期權差價合約、

商品差價合約（如黃金、白銀和石油）和外匯(FX)保證金。下面將更詳細地解釋這六

種產品。交易平臺會列出此等產品種類下可交易的特定資產。 

差價合約 (CFD) 

 

差價合約是衍生品，是您與 Plus500AU 之間的合約，可能會要求您或 Plus500AU 進

行付款。合約價格取決於差價合約建倉或平倉時基礎參考工具的價格、價值或等級

（視情況而定）。該合約規定了必付款項的條款。 

 

合約從基礎參考工具中獲得其價值-此價值永遠不會交付給您，您對它們沒有合法的權

利或不能擁有它們。相反，您的權利附屬於合約本身。您將收到的款項將取決於您所

選擇的基準貨幣對或資產是否對您有利。如果對您有利，那麼您將獲得收益，並存入

您的帳戶。如果對您不利，那麼您將遭受損失，損失將從您的帳戶扣除。合約僅需要

一筆遠小於合約大小的定金（這就是為什麼合同“要繳納保證金”或“帶杠杆”）。 

 

交易差價合約，您和 PLUS500AU 則同意兌換差價合約建倉和平倉時的差值。您可能

有權獲得一筆款項（如果差價合約的價格對您有利）或者需要支付一筆款項（如果差

價合約的價格對我們有利）。 

 

只要您能滿足保證金要求，您都可以讓差價合約交易保持開倉狀態。採取抵銷性、相

反投資，您將關閉差價合約交易。 

 

根據您的請求，我們可同意對差價合約交易執行止損單或限價單。除非我們已同意了

一項保證止損單（僅適用於有限範圍的工具），否則對任何此類訂單的執行情況受市

場行情的影響。請參閱以下“利用止損單和限價單管理風險”章節，獲取詳細說明。 

 

請注意，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ASX)規則及國家保障基金會不適用於交易差價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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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作線上交易平臺？ 

參見下文題為“股票和 ETF 差價合約”、“期權差價合約”、“商品差價合約”、

“指數差價合約”和“外匯差價合約”，獲取我們交易平臺運作方式的詳細解釋和示

例。欲使用我們的網上交易平臺進行交易： 

 

第 1 步: 在演示模式下交易：您可以透過提供您的郵箱位址和密碼使用演示模式進

行交易。演示模式下的報價是即時的，並以同樣的價格交易。您將收到

$50,000 澳元開始模擬交易。您的模擬帳戶沒有時間限制，可以免費使用。 

 

第 2 步:  在我們平臺開立一個使用真實貨幣進行交易的帳戶。首先，您必須填寫我

們交易平臺上的註冊表進行註冊。成功註冊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您確認已

閱讀本產品披露聲明和金融服務指南，並且已閱讀並同意遵守使用者協議。

另一個前提條件是，您要符合我們的客戶資格標準，該標準在下文詳細解

釋。如果您在澳大利亞境外，可能還有其他條款和條件需要您同意。完成

註冊後，您便可以使用您的用戶名和密碼線上登錄您的帳戶。 

ASIC 指標 –客戶資格 

差價合約交易涉及重大風險，因此並不適合每一位投資

者。因此，我們在開戶表格中包含了最低資格的問題，

潛在客戶在開戶前必須滿足這些最低資格。 

我們的書面客戶資格政策涉及評估潛在客戶的重點概念

知識、對流程和技術的理解，以及以往的交易和投資經

驗。 

在 評 估 潛 在 客 戶 對 重 點 產 品 概 念 知 識 過 程 中 ，

Plus500AU 將採用一系列關於 CFD 交易的多項選擇題，

以確定客戶對概念的理解，如交易差價合約的杠杆、波

動性、保證金與本質、流程和技術。交易差價合約並不

能給您帶來相關參考工具的權利或利益。潛在客戶也必

須確認自己已經準備好監控和管理交易差價合約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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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我們不會使用您的答案或您向我們提供的任何其他

資訊針對性為您提供建議，因為我們不提供個人意見。 

請參考我們網站的隱私政策，該政策闡釋了我們收集、

使用和披露個人資訊的方式。如果潛在客戶未達到最低

標 準 ， 他 們 則 不 能 開 立 帳 戶 。 對 於 這 種 情 況 ，

Plus500AU 將向潛在客戶提供差價合約類比帳戶的

存取權限，在能夠重新申請帳戶前，他們可以使用

類比帳戶練習交易差價合約。 

第 3 步： 開始交易前，您可以以基準貨幣（澳大利亞居民必須以澳元存入）將一筆

最低和最高限額範圍內的資金，如 Plus500 交易平臺所規定（通常是$100

澳元至$10,000 澳元或等值金額（如果您不是澳大利亞居民）），存入您

新開立的 PLUS500AU 帳戶。存款將轉入您現有的餘額（定義如下）。 

 

您的電話號碼通過驗證後，您可以獲得$30 澳元獎金，並開始交易。 

 

開啟一個差價合約，您將立刻需要向我們提供初步保證金，即交易開倉價

格的一定比例。我們將從您現有的餘額中扣除初始保證金。交易前我們會

告告知您需要多少保證金。我們可以自行調整初始保證金，但不會改變未

平倉合約所需的初始保證金。 

初始保證金必須在建倉前存入您的帳戶。建倉後，您的帳戶資產淨值將大

於持倉保證金。 

 

請注意：保證金並非基礎參考工具的部分付款，而且差價合約不能轉換成

基礎參考工具。 

 

示例1: 比爾以$540.00 買入 10 份谷歌股票（差價合約）。 

                                            
1 本產品披露聲明中列舉的示例純粹是為了說明我們的產品是如何運作的，並無意對特定的股

票或其他基礎產品的表現給予任何說明。每種情況只提供了一個示例，並不反映具體情況或

Plus500AU 的客戶簽訂的衍生品合約可能產生的義務。示例中使用的公司純屬虛構，所有價格

僅用作說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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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歌的初始保證金：10%，持倉保證金：2% 

 買入總額為：10*$540.00 = $5400 

 10 份谷歌股票所需的初始保證金為 10%：$540 

持有 10 份谷歌股票所需的持倉保證金為 2%：$108（本例基於您指定的貨

幣澳元進行假設）。 

 

比爾將需要以澳元存入一筆初始保證金，即名義上的合約金額的一部分

（通常股票差價合約為 10%，商品差價合約為 8%，指數差價合約為 7%，

ETF 差價合約為 7%，外匯保證金為 2%至 2.5%之間）。我們的交易平臺將

會告知比爾，建倉前他需要存入多少保證金。比爾以澳元存入初始保證金

將無需繳納換算費。如果合約名義金額以美元為單位，我們會將其換算成

澳元（按我們系統上的澳元/美元買入價。） 

 

如果您選擇接受我們的報價，收到您已清算的資金後，通常會立即進行轉

換。新的貨幣將會存入您的 PLUS500AU 帳戶，登錄交易平臺您便可以查

看自己的餘額。 

 

示例： 

我們要求您為名義金額為 100,000 美元的合約支付 2500 美元。在本例中，

2500 美元是您的初始保證金。 

ASIC 指標 – 開倉保證金 

我們接受使用電匯、信用卡、借記卡和電子錢包從您的

帳戶向我們的帳戶轉入定金。建議最多只能接受信用卡

支付$1,000 開戶費。為了提供高效靈活的支付方式，

Plus500AU 接受信用卡支付超過 1,000 澳元作為開倉保

證金，因而不符合這一指標。 

但是， Plus500AU 會對付款數量和客戶使用信用卡存

款的金額設定內部每日、每週和每月的限額。請注意，

使用信用卡支付開倉保證金，您可能會面臨“雙重杠

杆”風險。 這意味著，您正在從信用卡提供商那裡借款

（可能要支付利息），這是一種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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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您還購買了我們的產品，而所有產品都是帶杠杆

的，所以這是第二種杠杆。開倉保證金在本產品披露聲

明中介紹為初始保證金。 

第 4 步： 準備交易。登錄交易平臺後，您可以看到不同股票、外匯、商品、指數、

期權和 ETF 的價格。 

 

 示例： 

以貨幣對 EUR/USD 為例。EUR/USD 1.31591 是指，1 歐元可以兌換

1.31591 美元。貨幣對左側的貨幣是基準貨幣。  

 

您可以買入或者賣出一份外匯保證金合約。如果您在第一筆交易買入或者

賣出，您則開倉了 。買入時，您以“賣方報價”價格買入。賣出時，您以

“買方出價”賣出。 

 

示例： 

如果 EUR/USD 貨幣對報價為 1.3157/1.3159，那麼這裡顯示的是買方出價

/賣方報價。想要買入（賣方報價），您要支付 1.3159 乘以合約金額。想

要賣出（買方出價），您將收到金額 1.3157 乘以合約金額。本例中，兩種

價格之間的差額是 0.0002，這就是差價。 

 

每個合約的大小可以是等於或大於 1000（某一特定交易貨幣）的任何金額。 

 

請注意：您實際購買的是一份合約，而不是資產或貨幣本身。您只能夠透

過我們的線上交易平臺進行交易，我們不接受電話或電子郵件訂單。 

 

第 5 步：  然後，選擇何時賣出或買入以平倉。您採用與您在上面第 4 步相反的投資

方式進行平倉，旨在在貨幣匯率或資產價格朝預期方向移動時獲利。 

 

第 6 步：  交易產生的利潤或損失將存入您的帳戶或從您的帳戶扣除。 

 

我們制定了交易規則（包括下文闡釋的“強制清算”和上文闡釋的額定初

始保證金）來幫助您降低損失。 

 

我們實時提供交易結算。平倉後，款項將存入您的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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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比 爾 認 為 近 期 EUR/USD 將 升 值 。 比 爾 居 住 在 澳 大 利 亞 。 他 看 到

PLUS500AU 對 EUR/USD 貨幣對的報價是 1.3157/1.3159。“賣方報價”

是他買入歐元的價格，於是他以 1.3159 為一個 EUR/USD 合約買入

100,000 EUR（我們的最小額 500 EUR）。他想以更高的價格賣掉它。  

建倉 

以賣方報價買入 100,000： 100,000 x 1.3159= $131,590 USD 

 

合約杠杆率是 1:50。也就是說，我們要求比爾

向我們帳戶存入一筆保證金，金額為合約價值的

2%。 

100,000 x 0.02 = 2000 EUR（初始保證

金）在本例中：EUR/AUD = 1.2814 

USD/AUD = 0.9832 

比爾存入了 3000 澳元。 

 

我們賺取差價。本例中，差額為 0.0002（被稱

為“2 點”），相當於$20 USD。這一差價由比爾

點擊“購買”和再次點擊“出售”時的價格決定。 

(1.3159-1.3157) x 100,000 = $20 USD 

展期利息 

如果閉市後持倉，根據利率差情況，您將收入

或被扣除隔夜融資費。在本例中：EUR/USD 買入

合約的每日隔夜融資費率為-0.0185%。 

$131,590 （買方出價） * 0.000185 = -

$24.34 USD 

 

 

平倉 

翌日，EUR/USD 的價格下跌了 10 個點到

1.3147 （買方出價） / 1.3149 （賣方報價）。交

易沒有向比爾有利的方向變動，於是他決定斬倉止

損，並按買方出價賣出進行平倉。 

1 x 1.3147 x 100,000 = $131,470 USD 

 

他的總損失等於建倉與平倉之間的差額。 131,470 – 131,590 = -$120.00 USD 

 

他的淨損失等於總損失減去成本。本例中，差

價由價格決定，但是包含了 2 x $20 USD，總計

$40 USD。 

-120 - 24.34 = -$144.34 USD 

(=141.91 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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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在上面例子中，比爾至少要支付額定初始保證金，但是他損失了$141.91 澳

元，那麼比爾的可用餘額為 3000 - 141.91 = 2858.09 AUD。 

 

您要支付的差額上限等於交易結束時的資金。換言之，您不用繼續支付任何關閉您的

所有倉位後無法覆蓋的金額。 

 

注意：下文題為“使用我們產品的費用” 有詳細說明。 

 

除了透過銀行轉帳取款，其他所有帳戶提款申請的最低取款金額要求是$50 美金（或

等值金額）和您的可用餘額兩者中較低者。而銀行轉帳的最低取款金額等於$100 美金

（或等值金額）和您的可用餘額兩者中較低者。 

帳戶餘額 

即時計算您的帳戶餘額： 

 

餘額： 不含當前未平倉合約的利潤/損失。 

= 存款 – 提款+ 平倉損益總和 

 

可用餘額：可使用於新倉的金額或根據最低取款額可提取的金額 

= 餘額+未平倉合約的損益- 初始保證金總和 

 

損益：所有未平倉合約的利潤和損失： 

=（損益+每日隔夜費* 天數）的總和 

 

資產淨值：所有倉位清算後的現金帳戶價值 

= 餘額 + 損益 

 

在即時報價的一天中，您的帳戶餘額（包括所有未平倉合約）是根據我們現行報價計

價的。因此，您的‘資產淨值’、‘可用餘額’和‘損益’是根據市場行情持續計算

的。 

 

‘可用餘額’被用於評估您用作當前倉位額定保證金和支付您希望持有的任何新倉額

定保證金的可用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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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責任確保您的帳戶隨時都有充足的資金，特別是在市場波動時期。 

 

如果您帳戶上的“可用餘額”低於規定的存款限額，您只能關閉或減少持倉量，直到

您帳戶上的“可用餘額”超過所有未平倉合約所需比例的保證金。 

 

如果您的倉位都是以您帳戶的基準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價的，它們將繼續按適用的

Plus500 外匯匯率進行計價。您的結算單將以您指定的貨幣來計算您所有倉位的價值。 

 

帳戶餘額示例： 

吉姆簽訂合約並透過信用卡存入$1000 

餘額：$1000（存款-取款+平倉的損益） 

損益= $0（所有未平倉合約損益總計，包括每日隔夜融資費） 

可用餘額：$1000（餘額+未平倉合約損益-初始保證金） 

資產淨值：$1000（餘額+未平倉合約損益） 

 

1.00pm 吉姆以市場價格$60.00 買入 100 桶石油，當油價達到 66 美元時獲利

回吐。 

 

買入總額為：100*$60.00 = $6000 

石油所需初始保證金為 10%：$600 

保留石油倉位所需的持倉保證金為 5%：$300 

如果吉姆的資產淨值低於$300，則需要追加保證金。 

餘額：$1000 

損益= 0（通常石油的差價為 5 分，所以吉姆將獲得損益-$5） 

吉姆購買了石油後的可用餘額為：$400。($1000-10%*$6000 = 

$400)。 

資產淨值為$1000 ($1000 + $0)。 

 

2:05pm 石油價格上漲至$64。 

‘餘額’：$1000 

‘損益’：+$400。(100*$64-100*$60) 

可用餘額：$800。($1000 - 10%*$6000 +$400= $800)。 

資產淨值：$1400 ($1000 + $400)。 

 

2:15pm 石油價格上漲至$66 –執行止盈前的餘額 

餘額：$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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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600。(100*$66-100 * $60) 

可用餘額：$1000。($1000 - 10%*$6000 + $600 = $1000) 

資產淨值：$1600 ($1000 + $600) 

 

2:15pm 吉姆執行止盈。他的交易損益為 $600。 

餘額：$1600 

損益：0。（無未平倉合約） 

可用餘額：$1600 

資產淨值：$160 

額定保證金 

ASIC 指標-追加保證金 

Plus500AU 保留和應用一項關於追加保證金慣例和我們自由決定平倉的權利的書

面政策。 

 

額定初始保證金 

對於所有差價合約：股票、ETF、外匯、期權、商品金額指數差價合約，額定初始保證

金是建倉所需的金額。初始保證金的計算公式： 初始交易價格*工具的初始保證金百分

比。 

 

Plus500 的每個工具的初始保證金百分比都不一樣。百分比隨著波動性和市場狀況而

變化。您可在交易平臺的工具詳情中查看每個工具的初始保證金。 

 

額定持倉保證金 

平倉前需要保持作為擔保金的金額是額定持倉保證金。持倉保證金的計算公式：初始

交易價格* 工具的持倉保證金百分比（%）。 

 

額定持倉保證金是為了能夠繼續持倉的最低擔保金額。通常，額定持倉保證金低於額

定初始保證金。這使得價格可以向保證金相反方向變動,而不用在初始交易之後立即強

制追加保證金。您可在交易平臺的工具詳情中查看每個工具的額定持倉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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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交易價格 

所有差價合約都有建倉交易價格，所有初始保證金和持倉保證金都是基於建倉交易價

格的。 

 

保證金警告 

我們會盡力每 24 小時向您發送一次短信和郵件提醒，如果我們認為您需要追加保證金

以便保持持倉。根據下面的公式觸發警告： 

 

資產淨值 <= 持倉保證金總和 + （初始保證金總和-持倉保證金總和）* 0.3 

 

您有責任持續監控您在 Plus500 平臺上的未平倉合約，確保您保留足夠的資金來

支持你的持倉量。 

 

提醒您，我們會默認向您發送追加保證金提醒 – 但在交易平臺的警告訂閱中心可以

進行不同的調整。您需要在交易平臺不定時監控您的倉位，而不能只依賴此郵件或

短信。 

 

示例： 

朱莉以$540.00 買入 10 份谷歌股票（差價合約）。 

谷歌的初始保證金：10%，持倉保證金：2% 

買入總額：10*$540.00 = $5400 

10 份谷歌股票所需的初始保證金為 10%：$540 

持有 10 份谷歌股票所需的持倉保證金為 2%： $108 

 

如果朱莉的資產淨值低於：$237.6 = 108 + (540 - 108)*0.3 ，我們會盡力為向她發

送一次短信和郵件，提醒她需要存入更多的資金。 

追加保證金（強制清算） 

 

為了避免被強制清算： 

 

資產淨值 >= 持倉保證金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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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責任持續監控您在交易平臺上的未平倉合約，確保您的持倉保留了適當的持倉保

證金來。欲評估您是否到期支付保證金，您必須統計您的帳號所有未平倉合約的額定

持倉保證金。 

 

您有義務監控您的保證金狀態，並支付差額。如果您未及時向我們支付差額，根據使

用者協定，我們擁有替您處理重大事項的權利，您應該充分意識到這一點。這些權利

包括但不限於，關閉您的未平倉合約，而毋須事先通知。您的擔保金不足時，我們則

擁有此等權利– 無論金額大小。支付的保證金本質上並非成本，但請注意：我們不會支

付保證金利息。 

 

保證金款項須以您的銀行帳戶或即時存款方式（如信用卡、借記卡或 Money Bookers）

的清算資金形式支付。 

例如，如果開啟 KokoMoko Ltd 差價合約 10 天后，KokoMoko Ltd 的價格升至

$27.60，那您的初始保證金和持倉保證金不變，因為這兩種保證金只是由未平倉合約

價值決定。 

 

我們會在您開啟差價合約時具體說明您的差價合約所需的保證金百分比。即使在差價

合約仍處於未平倉狀態時，我們隨時都會更改保證金的百分比，但是這一未平倉合約

的保證金金額不會改變。 

 

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減少交易風險，並從我們持有的剩餘資金中扣除由此產生的損失。 

 

 使用 Plus500AU，您不用支付關閉您的所有持倉後無法覆蓋的金額。 

 

示例 

 

比爾認為近期石油價格會下跌。比爾居住在澳大利亞。他看到 PLUS500AU 的石油報

價是$85.60 / $85.65。石油的‘單位量’是 2 桶。‘單位量’顯示在交易平臺的工具

詳情頁面，並具體到每一個工具。比爾賣出 10 桶石油。他想以較低的價格買入進行平

倉。 

 

比爾的可用餘額是$110 AUD。 

在本例中，假設 1 USD = 1 AUD。 

 

建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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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買方出價賣出 10 桶： 10 x $85.60= $856 USD  

 

合約杠杆率：1:12，因為石油的初始保證金

是 12%，持倉保證金是 2.5%。這意味著，比爾

需要支付 102.72 美元的初始保證金。 

856 x 0.12 = $102.72 USD （初始保證

金） 

856 x 0.025 = $21.4 USD （持倉保證金） 

 

保證金將根據比爾建倉時 AUD/USD 的匯率

以澳元存入比爾的帳戶。 

 

我們賺取差價。本例中，差額是 0.05（稱為

5 個“點”），相當於$0.5 USD。差價由價格

決定，這就是 Plus500AU 盈利的方式。 

10 * ( $85.65 - $85.60 ) = $0.5 USD  

 

每日隔夜費 

在交易平臺的工具詳情頁面指定的某些時間

持倉，您將獲得或者被扣除每日隔夜融資費。

本例中，假設石油的每日隔夜融資費率為：-

0.15%買入和 -0.15% 賣出。隔夜融資費繳費時

間：06:00。 

856$ * -0.0015 = -1.3 USD 

 

平倉 

 

翌日，石油的價格突然升至$95.50 / 

$95.55，交易對比爾不利  

 

當前：資產淨值 <持倉保證金總和（9.2 < 

21.4） 

 

PLUS500AU 強行讓他平倉，以保護他免受

進一步的虧損。 

 

總損益= 10*( 85.6 - 95.55) = -99.5 USD 

每日隔夜費= -1.3 USD 

--------- 

淨損益= -99.5 - 1.3 = -100.8 USD = -

100.8 AUD 

 

新的資產淨值= 餘額 + 損益 = 110 - 100.8 

= 9.2 AUD 

 

持倉保證金總和= $21.4 USD = $21.4 

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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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總損失等於毛損減去費用。 淨損益 = -99.5 - 1.3 = -100.8 USD = -

100.8 AUD 

 

總結：在上述例子中，比爾存入 110 AUD，而虧損了 100.8 AUD。 

 

注意：下文題為“使用我們產品的費用”有更詳細的說明。 

 

除了強制清算，如上文所述開啟交易時，我們還會追加保證金。 

股票和 ETF 差價合約 

 

使用差價合約交易個人股或 ETF 保證金可讓您在股票或 ETF 中持倉，無需增加合同總

價值。下面的例子基於共用股票交易。但是，ETF 差價合約交易本質上是相同的。 

 

‘買入’股票差價合約與買入股票倉位的經濟收益一樣，您可以從股票價格的上漲中

獲益（或承擔股票價格下跌的成本）。如果從基礎股票中獲得現金紅利，那麼您的帳

戶則調整一個正值，名義上代表該紅利。而您的帳戶調整一個負值，名義上代表等額

股票的融資成本。 

 

股票差價合約的買入或賣出與普通股票交易相似，除了： 

 根據股票市場中的基礎股票，按交易平臺上的買入價或賣出價進行交易； 

 您不用支付傭金。 

 

然而，與普通股票交易不同的是，您不是支付交易總價格，而是支付保證金，保證金

占基礎合同價值的一部分。在主要的美國股票中，保證金比例最低是基礎股票的價值

的 10%（見下文）。交易平臺上每個差價合約明細中分別列出了不同類型差價合約的

保證金百分比詳情。 

您的利潤或損失將取決於您的差價合約建倉和平倉時的差額，以及代表股息和隔夜

融資費的任何名義上的調整值的總和。 

 

 

買入個人股差價合約的建倉和平倉示例 

建倉 

COMPANYX Limited 股票市場報價為$5.33/$5.35，我們報價$5.32/$5.36，珍

妮特判定價格會上漲。於是珍妮特決定以報價 $5.36‘買入’10,000 股做差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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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當珍妮特持有的 COMPANYX Limited 倉位處於開啟狀態時，錢會記入她帳

戶的借方以反映反映利息調整額，或者存入她的帳戶或從她的帳戶扣除以反映紅

利。 

平倉 

數周後，COMPANYX Limited 股票價格上漲至$6.20/6.24，珍妮特決定進行止

盈。她以買方出價$6.20 賣出 10,000 股。她的交易收益計算如下： 

 

平倉價格：$6.20 

建倉價格：$5.36 

差額：$0.84 

交易總收益：$0.84 x 10,000 = $8400 

初始保證金 

珍妮特建倉所需初始保證金為： 

10% x $5.36 x 10,000 = $5360。 

 

相關保證金費率詳見交易平臺上的工具詳情。 

倉息（隔夜融資費調整） 

我們每天都會計算隔夜持倉利息成本，方法：用建倉時適用的利率乘以建倉價值，

這意味著，未平倉合約的每日費用不會改變。建倉價值等於建倉價格乘以股票數。 

 

例如，假設適用的利息費用是 9.00%（年利率-交易平臺的工具詳情中每天都會顯

示）和某天的股票建倉價格是$7.20。10,000 股的建倉價值則是$72,000（即

10,000 股  x $7.20 ） 。 所 以 這 一 天 該 倉 位 的 利 息 成 本 是 $18 （ 即 $72,000x 

9.00%/360）。 

 

您的帳戶倉位每天都會計算利息調整額並公佈。 

傭金 

Plus500 差價合約不收取傭金；我們的報價包含了所有費用，所以唯一的費用是差

價- 我們的‘買入’和‘賣出’報價之間的差額。 

計算總體成果 

計算差價合約的總收益或淨收益，您還要考慮存入或被扣除的倉息（利息）和紅利

調整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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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例子中，珍妮特已經持倉 21 天，假設總利息成本是$378。在這段時間，

如果 COMPANYX Limited 宣佈現金紅利是每股 15 美分，珍妮特的帳戶將收入正

值股息調整額$1500 (10,000 x $0.15)。 

 

交易總收益：$8400 

總傭金：$0 

隔夜融資費調整：($378) 

紅利調整額：$1500 

交易淨收益：$9522 

 

‘空頭倉位’或‘賣出倉位’的建倉和平倉示例 

做空股票差價合約正好相反：您在基礎股票中重新開啟一個空頭倉位，您可以從基

礎股票的所有下跌中獲益（反之，則承擔基礎股價上漲的成本）。如果基礎股票獲

得了現金紅利，您的帳戶將會調整一個負值，名義上代表紅利。如果基礎股票出售

的收益被存入存款，那麼您的帳戶將會調整一個正值，名義上代表您能夠賺取的利

息。本例說明了如何使用差價合約來達到與賣空股票一樣的經濟效益。 

 

建倉 

湯姆認為 Y 公司的股票價格即將下跌。交易平臺的股票報價為 $9.56/$9.61。湯姆

以當時的買家出價$9.56 作為差價合約賣出了 5,000 股。 

 

傭金 

Plus500 差價合約不收取傭金；我們的報價包含了所有費用，所以唯一的費用是差

價- 我們的‘買入’和‘賣出’報價之間的差額。 

 

本次交易中湯姆的保證金百分比要求是$4,780 (5,000 x $9.56 x 10%)。湯姆的帳

戶餘額是$10,000，輕鬆超過額定保證金。（關於保證金百分比要求的完整解釋見

上文）。 

 

在本例中，由於湯姆作空頭交易，款項存入他的帳戶以反映利息調整額，或從帳戶

扣除以反映紅利。如發生，利息調整額將存入湯姆的帳戶或從帳戶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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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隔夜費  

我們每天都會計算您所持倉的隔夜融資費（貸項利息），方法：用建倉之日的適用

利率乘以建倉價值。在本例中，適用的利息費用是 6.00%，股票建倉價格$9.56，

那麼建倉價值為$47,800 （即 5,000 股 x $9.56）。因此，這一天的倉息是 $7.96 

（即$47,800 x 6.00%/360）。 

紅利調整 

一個月過去了；在 Y 公司的除息日，湯姆仍未平倉。已申報現金紅利金額為每股

$0.23，已記入湯姆帳戶的借方。調整額計算如下：5,000 股 x $0.23 = $1150 

 

平倉 

交易平臺上 Y 公司的股票價格上升至$11.56/11.61，湯姆決定斬倉止損並平倉。 

 

湯姆以賣方報價$11.61 買入 5,000 股。 

本次交易的傭金為 0。 

本次交易湯姆的總損失計算如下： 

平倉價格：$11.61 

建倉價格：$9.56 

差額：$2.05 

交易總損失：$2.05 x 5,000 = $10,250 

 

計算總體結果 

計算差價合約的總損失，您還要考慮利息和紅利調整額。本例中，湯姆已持倉 30

天（週末計算在內），假設賺取總利息為 30*$7.96 = $238.8。湯姆已被扣除紅利

調整$1150。本次交易總體結果是虧損，計算如下： 

 

交易總損失：($10,250) 

總傭金：$0 

隔夜融資費調整：$238.8 

紅利調整額：($1150) 

總損失： ($11,1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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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指數差價合約 

 

Plus500 是股票指數差價合約以最近月份的指數期貨為基礎。 

 

股票指數差價合約可讓您在同一個交易中接觸大量不同的股票。您可以使用它們在整

個市場方向中找准定位，而無需考慮任何特定公司的股票前景。短倉可作為粗略對沖，

以保護多元化的股票投資組合，防止市場下跌。股票指數差價合約的運作方式跟個人

股差價合約一樣，這種方式可讓您透過參考標的指數的價格波動情況盈利，也可能受

損，如 S&P500 指數。股票指數差價合約建倉和平倉都無需傭金。然而，只有利息調

整適用，因為期貨合約以反映公司應付股息的價格進行交易。 

股票指數差價合約的建倉方式跟個人股差價合約一樣。您需要支付保證金。 

 

Plus500 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歐洲、美國和亞洲指數差價合約。 

 

基於指數期貨交易股票指數差價合約時，要記住重要的一點，差價合約的現行價格通

常跟標的指數價格不一樣。特別是在不穩定的市場中，期貨合約標的指數可以以非常

大的倉息或折價進行交易。 

 

總的來說，有兩個原因： 

 

 通常，期貨合約以反映期貨利息優勢的價格進行交易，因為這是您在期貨合約

期限內在同等現金頭寸中可能賺取的利息；以及 

 已放棄股息的劣勢，透過在期貨合約中做多頭交易而不是以現金購買實際股票

而得到。 

 

通常，利率高於紅利收益率。所以期貨標的指數通常會有一個自然倉息，稱為公允價

值倉息。期貨價格對新聞或市場氣氛的變化反應比指數更快，直到他們持有的每一份

個人股都交易了，才能獲得最新資訊。 

 

請謹記，在波動的市場中，期貨合約標的指數可以交易以非常可觀的倉息或折扣進行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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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傑克認為，澳大利亞股市普遍超賣，預計 S&P /ASX 200 股指期貨的價格回升。但是

他決定買進指數差價合約，而不是一些單一股票差價合約。 

 

當前 Plus500 平臺的 S&P/ASX200 股指期貨差價合約報價是 4972/4975。傑克決定

買進 10 單位，並以 4975 創建一張 100 S&P/ASX200 股指期貨差價合約看漲單。（每

單位=10 份合約）。 

S&P/ASX 200 股指期貨差價合約的初始保證金百分比（%）是 0.34%，因此傑克建倉

需要的初始保證金是 0.34% 100x 4975=A$ 1,6191.50.。 

 

2 天后，S&P/ASX200 股指期貨價格升至 5022/5025。傑克訂立了一份合約進行平倉，

並以 5022 賣出持倉。 

 

傑克的交易總收益計算如下： 

 

建倉價格：4975 

平倉價格：5022 

差額：47 

交易總收益= 47x10=$ 470 

 

計算傑克的總收益或淨收益，您還要考慮隔夜融資費。本例中，假設隔夜融資費率為-

0.075%或-$ 37.31 ($ 49,750 x 0.075%)。（傑克持倉 2 天，所以應付總隔夜融資費

= $ 37.31x2=$74.62）。 

總收益：$ 470 

倉息= ($ 74.62) 

淨收益=$ 395.38 

期權差價合約 

 

一般釋義： 

 

在傳統的金融市場中（非差價合約市場），期權是一種賣方賦予買方在規定的時間內

以預先確定的價格買賣特定數量（合約/股份數量）的合約的權利（而非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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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權是衍生工具，這意味著它們的價值是從基礎工具的價值中派生出來的。最常見的

期權基礎工具是上市公司的股票。其他可供選擇的期權基礎工具包括股票指數、交易

所交易基金（ETF）、政府證券、外幣或農產品或工業品等商品。 

 

期權由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和專業交易員在證券市場進行交易，交易可以是一份

合約，也可以是多份合約。合約的一部分一般不進行交易。 

 

一份期權合約由下列要素決定：類型（看跌期權或看漲期權）、標的證券、交易單位

（股份數目）、執行價格、隱含波動率和有效期。在期權的特殊語言中，合約分為兩

類：看漲期權和看跌期權。看漲期權代表持有人買進標的產品的權利。看跌期權代表

持有人賣出標的產品的權利。 

 

看漲期權（一般釋義）： 

 

看漲期權是一種賦予買方權利而不是義務買進預定數量的基礎工具的合約。例如， 在

預定時間內按預定價格（執行價格）的 100 股標的股權。如果看漲期權買方在期權到

期日或之前行使期權，賣方就有義務賣出標的證券。例如，美式 WXYZ 公司 2016 年

5 月 21 日 60 看漲期權 ，賦予買價權利在 2016 年 5 月 21 日期權到期日之前的任何時

間以每股$60 買進 100 股 WXYZ 公司普通股。 

 

看跌期權（一般釋義）： 

 

看跌期權是一種賦予買方權利而不是義務賣出指定數量的基礎工具的合約。例如，在

預訂時間內按預訂價格的 100 股基礎股票。如果看跌期權買方在期權到期日或之前行

使其選擇權賣出期權，看跌期權的賣方就有義務買進標的證券。同樣地，美式 WXYZ

公司 2016 年 5 月 21 日的 60 看跌期權，賦予買價權利在 5 月到期日之前的任何時候

以$60 每股賣出 100 股 WXYZ 公司普通股。 

 

執行價格（一般釋義）： 

 

在金融市場中，期權的執行價格（或行使價格）是期權所有者可以以此價格買進（看

漲期權）或賣出（看跌期權）標的證券或商品的固定價格（在電話的情況下）。 

執行價格是雙方衍生品合約中的關鍵變數。如果合約要求交付基礎工具，那麼無論當

時基礎工具的現貨價格（市場價格）怎樣，交易都將以執行價格進行。 

例如，一份 IBM May 50 看漲期權的執行價格是每股$50。行使期權時，期權所有者

將以每股$50 的價格買進 100 股 IBM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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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權差價合約 

期權差價合約的運作方式一樣，但是它們常以現金結算（也就是說，實際上您不會在

到期時買進或賣出基礎產品）。 

 

當您買進看跌期權或看漲期權合約時，您的虧損風險停止在 0 -您的損失不會超過已支

付的初始價格（倉息），所以您的最大負債從一開始就知道了。 

 

賣出看跌期權或看漲期權合約使您能夠在市場不景氣時利用期權差價合約定價中的時

間價值增加潛在的收益。跟買入期權差價合約不同的是，出售期權差價合約時您的損

失可能會超過您的初始投資。 

利用長倉和短倉的對沖保證金（在同一基礎市場）交易期權差價合約。您的長倉和短

倉總風險將會進行計算，您只需要支付其中一個累計持倉的保證金。 

期權差價合約具有較低的交易成本。線上交易期權差價合約，額定保證金較低，普通

期權交易沒有溢價經紀。跟普通期權交易一樣沒有附加手續費。 

注意：您交易的不是期權本身。您無法行使期權，也對它所構成的基礎參考工具沒有

權利。  

  

在我們平臺 

我們提供差價合約交易，因此這裡的期權也是指期權差價合約。這意味著，我們交易

者開啟的倉位都是關於某個特定期權的，決定其收益/損失的是“買進”和“賣出”價

格的變化（根據其倉位類型），而不是期權在執行時的最終價格。 

 

例如：工具“Germany 30”當前的價格是 9746.56（買入價），大衛選擇的期權是

9850 “看漲”期權，“買入”價為 512  -意思是說，他認為“Germany 30”期權到

期後的價格將高於 9850。“買入”價和“賣出”(512/500) 價表該特定期權的供應和

需求（就像它們對任何工具的作用一樣）。這意味著，一旦某個期權的倉位被開啟，

收益/損失將取決於平倉時的賣出價。 

 

 
 
 
 

建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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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買進”一份 Germany 30 的期權差價合

約，賣方報價為： 

$512 x 1 = $512 USD 

 

合約杠杆率為 1:2 。這意味著，大衛需要向我

們帳戶存入初始保證金，保證金金額是合同價

格的 50%。 

$512 x 0.5 = $256 USD 

平倉 

 

當天晚些時間，期權的價格上漲了$32 USD，

達到 540（買方出價）/544（賣方報價）。交

易對大衛有利，於是他決定平倉。 

$540 x 1 = $540 

 

他的總收益等於買入價減去賣出價。 $540 - $512 = $32.00 USD 

 

總結：在上面例子中，大衛存入$256 作為這筆交易的初始保證金，並獲得收益$32。

如果價格沒有上漲$32 美元，而是下跌了$10 美元，他將會損失$490 - $512 = $22 

USD 

 

注意：下文標題“使用我們產品的費用”有詳細說明。 

“看漲/看跌”功能如何影響用戶持倉？ 

在上面例子中，假設交易者買入一份“看漲”期權，如果期權基礎價格達到 9850 以

上，交易者則會盈利，因為持有“看漲”期權，當期權到期時市場價格高於用戶購買

期權時的價格時，利潤就產生了。 

商品差價合約 

 

我們還以各種商品期貨價格提供一系列的差價合約。這通常被我們稱為商品差價合約。

此等產品的詳細資訊列於交易平臺的工具詳情中。這些類型的差價合約無需支付傭金； 

我們的報價包含了所有費用，所以唯一的費用就是差價– 我們“買入”和“賣出”報價

的差額。額定保證金也在交易平臺的工具詳情中列出。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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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莉認為黃金價格被低估了，於是她決定簽訂黃金差價合約，期望黃金價格會上漲。

我們交易平臺以美金顯示的黃金價格是 1,621.85 （買方出價）/ 1,622.35 （賣方報

價）。我們的最小單位量是 100 盎司。凱莉買進了 100 盎司。 

 

建倉 

 

凱莉“買進”一份 100 盎司的黃金差價合

約，賣方報價為： 

1,622.35 x 100 = $162,235 USD 

 

合約杠杆率為 1:200。這意味著，凱莉需要

向我們帳戶存入初始保證金，保證金金額是合

同價格的 8%。 

162,235 x 0.005 = $811.18 USD 

 

我們賺取差價。在本例中，差額是$0.50，

相當於$50 USD。 

 (1,621.85 – 1,621.35) x 100 ounces = 

$50 USD 

 

每日隔夜費 

 

持倉超過交易平臺的工具詳情頁面指定的某

個時間，您需要支付或被扣除隔夜融資費。在

本例中，假設隔夜融資成本為-0.018% 

162,185 x -0.018% = -$29.19 USD 每日

隔夜費 

 

平倉 

翌日，黃金價格上漲了$10 USD，達到

1,631.85 （買方出價）/1,632.35（賣方報

價）。交易對凱莉有利，於是她決定平倉。 

1,631.85 x 100 = $163,185 

 

她的總毛收益等於買入價減去賣出價 163,185 - 162,235 = $950.00 USD 

 

她的總淨收益等於毛收益減去成本。 950 - 29.19 = $920.81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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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在上面例子中，凱莉存入$811.18 作為這筆交易的初始保證金，並獲得收益

$920.81。如果價格沒有上漲 10 美元，而是下跌了 10 美元，她將會損失 161,185 - 

162235 - 29.19 = 1079.19 USD 

  

注意：注意：下文標題“使用我們產品的費用”有詳細說明。 

外匯差價合約 

 

外匯差價合約可讓您獲得貨幣匯率變動的市場經驗。外匯差價合約的建倉方式跟其他

差價合約一樣。我們會提供匯率的買入價和賣出價報價。 

 

例如，我們的 EUR/USD 報價為 1.3543/1.3545。 

 

如果您認為 EUR/USD 匯率將上漲，您可以以 1.3545‘買入’差價合約。如果您認為

EUR/USD 匯率將下跌，您可以以 1.3543‘賣出’差價合約。您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平

倉。如果差價合約是一份買入合約，平倉價格則是我們報價中較小的數字，如果差價

合約是一份賣出合約，平倉價格則是較大的數字。 

 

持倉過夜，您的帳戶將存入或被扣除適當的隔夜融資費（見章節 2.7）。 

 

交易平臺的工具詳情中列出了貨幣交易大小和額定保證金的詳細資訊。 

 

外匯差價合約示例 

示例 1：買入 USD/CHF  

 

建倉 

羅伯特決定買空美元兌瑞士法郎，並要求提供 5 單位（合約）的報價，相當於

USD 25,000（交易平臺的工具詳情中列出了單位大小）。我們給他的報價是

0.9172/0.9177，他以 0.9177 買進 5 份合約。外匯差價合約交易無需支付傭金。 

倉息（隔夜融資費調整） 

如果倉位保持開啟狀態，根據利率差情況，隔夜費調整額將從您的帳戶扣除或存入

您的帳戶。適用的利率顯示在交易平臺的工具詳情中。提醒您，只要未平倉，此利

率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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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例中，日利率是-0.02% （減號表示您要支付給 Plus500）。 

USD 25,000*0.02% = $5 = CHF4.58. 

平倉 

23 天后，USD/CHF 升至 0.9333/0.9338，羅伯特以 0.9333 賣出 5 份合約進行止

盈。羅伯特的交易總收益計算如下： 

 

關閉交易：USD 25,000 (5 units) x 0.9333 = CHF 23,332.5 

開啟交易：USD 25,000 (5 units) x 0.9177 = CHF 22,942.5 

交易總收益 = CHF 390 

 

 計算總體結果 

計算總收益或淨收益，您還需要考慮隔夜融資費。在本例中，羅伯特持倉 23 天，

應付總隔夜融資費為 USD 5*23=USD115 = CHF 107.32：： 

 

交易總收益：CHF 390 

借項隔夜融資費：CHF 107.32 

淨收益：CHF 282.68 = USD 302.88 （等值） 

每個國家以特定的貨幣持有用戶的帳戶餘額（即澳大利亞的貨幣是澳元、匈牙

利的貨幣是福林等）。 

 

按照換算時 Plus500 交易平臺的匯率進行換算。匯率會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

客戶應當時刻注意匯率對他們倉位的影響。 

 

示例 2：賣出 GBP/USD 

 

建倉 

羅伯特決定賣空英鎊對美元，並賣出 10 單位，相當於 GBP 50,000。Plus500 在交

易平臺上的報價是 1.5750 / 1.5754，羅伯特以 1.5750 賣出 10 單位。提醒您， 

Plus500 的報價僅顯示在不同的平臺上（Web Trader、Desktop Trader、iPhone、

iPad 和 Android 等）。 

 

羅伯特決定設定他的止損單價位為 1.6224。這意味著，如果市場對他不利，儘管

意外情況下會出現 1.6224 到 1.6322 的市場“缺口”，但是他的倉位將會嘗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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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4 價位關閉。從理論上講，您在這個倉位上的損失最多也不會超過您的初始

存款額。 

倉息 

調整 

在本例中，日利率為-0.018%（減號表示您要支付給 Plus500）。 

GBP 50,000*0.018% = GBP9 = USD 14.18. 

平倉 

12 天后，我們的 GBP/USD 報價跌至 1.5533/1.5537。羅伯特認為英鎊現在可能

會上漲，於是以賣方報價 1.5537 買入 10 單位進行平倉。羅伯特的交易收益計算如

下： 

 

關閉交易：GBP 50,000 (10 單位) x 1.5537 = USD 77,685 

開啟交易：GBP 50,000 (10 單位) x 1.5750= USD 78,750 

交易總收益 = USD 1065 

 

計算整體收益 

計算總損失，您還要考慮借項利息。 

在本例中，羅伯特持倉 12 天，產生借項利息總額 12*14.18=USD 170.16。 

 

交易毛收益：USD1065 

借項隔夜融資費：USD 170.16 

總收益：USD 894.84 = GBP$568.15（等值） 

 

示例 3：賣出 BTC/USD 

建倉 

哈裡決定賣空比特幣兌美元，並賣出 100 個單位，相當於 50 個比特幣。Plus500 

在交易平臺的報價為 450.00 / 457.50，哈裡以 450.00 賣出 100 單位。提醒您，

Plus500 的報價僅顯示在不同的平臺上（Web Trader、Desktop Trader、iPhone、

iPad 和 Android 等）。 

 

哈裡決定設定止損單價位為 465.00。這意味著，如果市場對他不利，儘管意外情

況下會出現 460.00 到 470.00 的市場“缺口”，但是他的倉位將會嘗試在 465.00

價位關閉。從理論上講，您在這個倉位上的損失最多也不會超過您的初始存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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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融資費調整在本例中，日利率為-0.1%（減號表示您要支付給 Plus500）。 

BTC 50*0.1% = BTC 0.05 = USD 22.5. 

平倉 

5 天后，我們的 BTC/USD 報價跌至 418.00 / 425.00。哈裡認為 BTC 現在可能會

上漲，於是以賣方報價 425.00 買入 100 單位進行平倉。哈裡的交易收益計算如

下： 

 

關閉交易：BTC 50 (100 單位) x 425.00 = USD 2,500 

開啟交易：BTC 50 (100 單位) x 450.00= USD 45,000 

交易總收益 = USD 2,500 

計算整體收益 

計算總收益，您還要考慮借項隔夜融資費。 

在本例中，哈裡持倉 5 天，產生借項隔夜融資費總額 5*22.5=USD 112.5。 

交易毛收益：USD 2,500 

借項隔夜融資費：USD 112.5 

總收益：USD 2,387.5 

 

本產品披露聲明第一頁提到，交易差價合約可能會讓您虧損全部初始存款。 然而，使

用 Plus500，您不用支付關閉您的所有倉位後無法覆蓋的欠款。 

利用止損單和限價單管理風險 

 

我們在交易平臺提供一些功能，説明您控制交易損失。 

我們還提供各種訂單，如止損訂單（包括普通止損單和跟蹤止損單），限價單和緩衝

限價單，各稱為一份“訂單”，當我們對某個工具的報價達到或者超過您選擇的某個

價位（觸發價格），可讓您開啟或關閉一份差價合約。這些訂單持續生效，知道您將

其取消（GTC –） (GTC –取消前有效)。 

 

您只能透過互聯網和手機交易發出訂單。Plus500 不接受電話和電子郵件訂單。 

 

如果我們接受了其中的一個訂單，那麼當我們的出價（賣出時）或我們的報價（買入

時）達到或者超過觸發價格，您的平倉指令將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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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我們下訂單前，您有責任瞭解訂單是如何運作的。下面列出了一些例子，您還可

以在我們網站獲取進一步的資訊或請求我們的支援。向我們下訂單，您則承認您已理

解該訂單所附的條款和條件。 

 

請注意，您的訂單可能會被執行，無論 Plus500 平臺上提供的某個特定參考工具差價

合約的買方出價（賣出時）或者賣方報價（買入時）達到或超過觸發價格的時間長短。

在波動市場中，我們的報價‘缺口’可能會跨越觸發價格，因此，某個特定參考工具

的建倉價或平倉價可能超出您指定的觸發價格。 

 

重要的是要明白，下訂單時您是作為委託人與我們交易的；您不是在基礎市場交易。

當我們嘗試在可能達到的價位執行您的訂單時，如果基礎市場上也有類似的訂單，則

不可能確定這一價位是什麼。除非您設定了一個保證止損單，否則我們無法保證會以

觸發價格執行您的訂單。如果存在此等情況，我們將行使合理的自由決定權來確定何

時觸發訂單，以及有關交易被開啟或關閉的價位（視情況而定）。 

 

為避免此等風險，您可以考慮使用 Plus500 設定保證止損單。此類訂單如下所述。 

 

您可以在我們同意的情況下隨時取消或修改觸發價格，在我們報價或相關市場價格達

到或超過您當前指定的觸發價格。進行任何取消或修改可能會要求您追加保證金。  

 

您的訂單只能提交一份（即您的整個交易將會以相同的價格開啟或關閉（如適用）），

Plus500 不會疊加訂單。 

 

訂單示例： 

示例 1：使用‘止損單’賣出股票差價合約 –‘在某個價位平倉止損’ 

 

建倉 

交易平臺上 Y 公司的股票報價為$6.41/6.46，比爾以買方出價$6.41 賣出 10,000

股做差價合約。比爾決定設定止損價位為$6.70。設定止損單不收取任何費用。如

果市場對比爾不利，他將以$6.70 平倉。然而，如果市場缺口跨越他的止損單價位，

他將在下一個我們認為有代表性、公平且合理的可平倉價格進行平倉。在本例中，

我們假設 Y 公司的股票缺口跨越他的止損單價位$6.70，那麼倉位會以$6.80 平倉，

造成的損失為$1500（不包括隔夜融資費和紅利調整）。 

 

這筆損失的計算如下：建倉價$6.41 減去止損單價位$6.70 + 市場滑點$0.10 =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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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 x 10,000 股 = $3,900。 

 

對持倉添加止損單不會影響額定保證金。 

 

觸發止損單 

比爾持有 Y 公司的股票一個月後，Y 公司發佈了一些好消息，導致 Y 公司股票的開

開盤價明顯提高。前一天 Y 公司股票以$6.05 收盤，而現在開盤價為$6.91/6.96。 

 

比爾的止損單被觸發，並以$6.91 平倉，這時候可以買回 10000 股進行平倉。 

 

比爾的交易總損失計算如下：  

建倉價格：$6.46 

平倉價格：$6.96 

差額：$0.50 

交易總損失：$0.50 x 10,000 = $5000 

 

計算交易總損失，您還必須包含隔夜融資費和在持倉期間可能獲得的任何紅利。比

爾的總損失計算如下：： 

交易總損失： ($5000) 

總傭金：$0 

隔夜融資費調整：$238.8 

總損失：($4761.20) 

 

示例 2：使用跟蹤止損訂單買入一份股票差價合約 

 

跟蹤止損單是一種自動跟蹤您的倉位，如果市場對您不利，一旦相關差價合約價格達

到或者超過觸發價格便關閉您的交易的止損單。跟蹤止損單的優勢是，觸發價格隨著

市場向有利的方向移動，而普通止損單的觸發價格是固定的。一旦跟蹤止損單被觸發，

它的處理方式與普通止損單的處理方式完全相同。 

 

跟蹤止損單的觸發價格根據‘止損距離’確定。‘止損距離’是由您下訂單時決定，

並且必須是高於或低於開盤價的若干點。1‘點’是某個特定參考工具可以變動的最小

價格，如 Plus500 平臺的參考工具詳情選項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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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Plus500 交易平臺對公司 Z 股票差價合約價格的報價為$10.20/10.30，伊

恩以$10.30 當作差價合約買入 1000 股，並設定了一份跟蹤止損單，止損距離是

50 點。本例中，1 點等於$ 0.01。 

 

跟蹤止損單的觸發價格最初設定在$9.80，即低於建倉價格 50 點。Z 公司股價立即

開始上漲。很快我們的賣價上升至$10.55（高於建倉價格 25 點）。相應地，伊恩

的跟蹤止損單的觸發價格‘上升’了 25 個點，達到$10.05，按新的市場價位重新

設定了 50 點止損距離。 

股價繼續反彈，午後 Z 公司的股票以$10.89/10.99 進行交易。 

 

伊恩的跟蹤止損單的觸發價格現在移動到$ 10.39。 

Z 公司突然發佈了一個消息，導致該公司的股價突然下跌，不出幾分鐘，交易回落到

$10.20/$10.30。這次價格下跌觸發伊恩的跟蹤止損單，並以$10.39 平倉，低於最高

價($10.89) 50 個點，但是仍然遠高於建倉價$ 10.30。 

 

如果使用普通止損單，伊恩則仍未平倉，因為他的普通止損單的觸發價格將保持在最

初價位$ 9.80。相比之下，跟蹤止損單是跟隨市場向有利的方向變動的。 

 

跟蹤止損單與普通止損單的唯一差別在於，跟蹤止損單的價位跟隨市場向有利的方

向變動，而普通止損單的價位是固定的。一旦觸發跟蹤止損單，它的處理方式與普

通止損單的處理方式完全相同。 

 

示例 3：使用‘限價單’買入一份差價合約 – ‘在某個價位平倉止盈’  

 

限價單是一個在我們的價格移動到一個更有利的價位（如‘買入’時如果我們的價

格下降到某個指定價位，或者‘賣出’時我們的價位上升至某個指定價位）時的交

易指令。 

 

例如，如果我們提供 Q 公司的股票報價為$15.11/15.15，伊恩發出一份限價單以

$19.30 的限價‘買入’。如果在任何時候，在內部或外部的市場時間，我們的報

價越過限價單的價位（本例中是$19.30），伊恩的限價單會被觸發。我們通常會

接受任何未平倉合約的一份限價單。 

 

保證止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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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止損單是能夠在（經我們同意）建立新倉時在新的交易中提交的訂單，保證以

指定的價格平倉，無滑點風險。保證止損單可以在交易平臺的某些工具中設置。您

可在交易平臺的工具詳情中查閱詳細資訊。 

附加一個保證止損單，可以絕對限制某一倉位的潛在損失。然而，請注意，保證止

損單須遵守以下附加條件： 

 只能在新的交易中請求保證止損單，不能將其附加到現有倉位； 

 只有在交易時並且交易平臺有符合要求的工具時，才能啟動/編輯保證止損單； 

 一旦保證止損單被我們接受，則不能刪除- 只能更改價格。 

 保證止損單必須與我們當前工具報價保持最小距離（由我們決定）； 

 由於我們保證您的平倉價格，發出保證止損單需要繳納倉息。倉息顯示在交易

平臺的工具詳情中。 

請注意，此倉息一經啟動概不退還。在我們的金融服務指南標題“需要向我們支付

哪些費用？”下更詳細說明了保證止損單倉息計算方法，這也是本產品披露聲明的

一部分。 

 

保證止損單示例 

 

建倉 

交易平臺的黃金價格報價為$1259.1/1259.6，肯決定以$1259.6 買入 100 盎司做

差價合約。肯想降低他的損失風險，於是決定以$1199.2 價位設置保證止損單。請

注意，只能在建立新的交易時附加保證止損單；如果市場對肯不利，即使市場突然

出現缺口，他的倉位也將以$1199.20 美元平倉。 

 

附加保證止損單將產生保證止損單倉息，該費用會在批准保證止損單前顯示。本例

中，假設保證止損單倉息為$25。 

 

觸發保證止損單 

 

本例中，我們假設 3 小時後黃金價格暴跌至$1160.5 價位。肯的保證止損單被觸發

並以$1199.2 平倉，儘管黃金價格缺口跨越此價位。 

 

損失計算如下：建倉價$1259.6 減去保證止損價$1199.2 = $60.4。 

$60.4 x 100 盎司 = $6,040。 

總損失計算如下：  

交易總損失：($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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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倉息：($25) 

總損失：($6,065) 

 

如果沒有保證止損單，肯將損失(1259.6-1160.5) x100= $9,910 

  

請注意，對於所有沒有保證止損單的訂單，您在執行平倉時得到的價格不是以這種

方式保證的。 

貨幣換算 

 

您的帳戶餘額始終以一種貨幣計價，如果您是澳大利亞公民，該貨幣則是澳元，如

果您不是澳大利亞公民，該貨幣則是您指定的貨幣（如紐西蘭居民的貨幣是紐西蘭

元(NZD)） 。 

 

交易時，我們將以我們交易平臺上提供的貨幣對匯率把資產貨幣換算成您的貨幣： 

 平倉 – 我們會在平倉時將淨損益換算成您的貨幣- 在此之前該倉位的損益以其

資產貨幣計價。 

 建倉- 我們會在建倉後立即將初始保證金和持倉保證金換算成您的基準貨幣。

換算示例： 

凱莉的餘額是 100 AUD。 

凱莉開啟了一個 500 EUR 的 VodaFone 倉位，淨損失為 -10 EUR。 

VodaFone：初始保證金為 10%，持倉保證金為 2% 

我們交易平臺的 EUR/AUD 貨幣對報價是：1.2562/1.2572 

初始保證金 = 500 EUR * 0.1 * 1.2572 =  

持倉保證金 = 500 EUR * 0.02 * 1.2572 =  

* 即使匯率變動，本倉位的這些保證金也不變。 

淨損失 = -10 EUR * 1.2572 = -12.57 AUD 

凱莉的新餘額：100 AUD - 12.57 AUD = 87.43 AUD 

 

 

交易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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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線上交易平臺提供以下差價合約交易設備：Desktop 

Trader、WEB Trader、iPhone 應用流程 Pad 應用程式、Android 應用程式和

Android 平板電腦應用程式。 

 

我們只接受透過交易平臺下的訂單。我們不接受電話和電子郵件訂單。  

主要優勢  

 

使用我們服務的主要優勢是： 

 對沖 

您可以進行帶杠杆的外匯交易，以保護基準貨幣或黃金價格變動給您帶來的風

險。  

 

示例： 

AUD/USD 1.2000 1.2004 

羅伯特居住在澳大利亞，在將來某一時期需要支付 12,000 USD 購買 eBay 產

品，他擔心澳元會貶值。為了防止這一情況，羅伯特賣出 AUD 10,000 

AUD/USD 倉位，以便在澳元貶值時能夠獲利，以抵消他的其他損失。 

 

假設 AUD/USD 跌至 1。羅伯特將欠 12,000 AUD 購買 eBay 商品（從現在開

始又欠 2000 AUD）。 

 

然而，羅伯特持有的 Plus500 倉位盈利 2000 AUD，於是進行所有對沖後他節

省了 2000 AUD（減去差價，並加上或減去任何持倉成本）。 

 

● 推測 

除了使用我們的交易設施作為對沖工具，您還可以利用我們提供的基準貨幣或

資產價格報價來預測價格變動情況。投機商試圖透過預測市場波動和購買一個

從沒有實際用途的基準工具的變動中獲取價值的合約來獲利。上面的差價合約

示例說明了客戶根據這樣一種信念，即市場將向某個特定的方向發展，進行投

機買賣交易。 

 

● 隨時訪問全球市場 

使用我們的線上交易平臺，您可以訪問並在即時更新的系統進行交易。您可以

在我們交易平臺的工具詳情頁面中查看某個工具開放交易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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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流動報價 

我們的線上交易平臺含有 Plus500 提供的即時報價。您可以即時查詢您的帳戶

或倉位 ，並且根據 Plus500 根據即時資訊提供的報價開始差價合約交易。 

 

● 全面控制您的帳戶和倉位 

使用我們的交易設施時，您可以對您的交易設定止損限價單。這意味著，如果

市場對您不利，我們會根據您的訂單關閉您的倉位。然而，請參閱下面的風險

章節，這一節重點介紹了您在波動的市場中遇到的風險，在價格超過止損限額

前，我們可能無法關閉您的倉位。 

 

● 保證止損 

附加一個保證止損單，可以絕對限制某一倉位的潛在損失。即使市場突然出現

缺口，也能以指定的價格平倉，無滑點風險。 

只有部分工具支援“保證止損單”。請參閱上文的“利用止損單和限價單管理

風險”一節獲取完整說明。 

 

重大風險  

 

交易差價合約存在許多風險。這些風險可能會給您帶來不利的財務收益。您有責任監

控與我們的交易設施有關的任何風險。在開始交易前，請徵求獨立法律、財務和稅務

意見。除非您已經完全瞭解產品以及與之相關的利益和風險，否則請勿使用我們服務。 

 

請參閱下文與我們的差價合約交易設施有關的部分風險： 

 

 意外情況 

 

如果出於我們無法控制的原因導致我們無法履行對您的義務，我們可以中止對

您的義務。例如，在重大市場波動時期，在相關金融市場進行交易是不現實的，

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發生此等事件，我們會通知您。 

 

 市場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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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會受到許多影響，可能會導致快速波動。由於這種市場波動，我們交易平

臺提供的差價合約交易或止損單沒有哪一種被認為是“無風險”的。  

 

鑒於市場的潛在波動情況，建議您時刻密切監控您的交易。您可以使用止損單

來管理部分虧損風險。如果您使用止損單，如果匯率或資產價格提前達到您指

定的價位，我們將開啟一個與您現有倉位相對的倉位。然而，在波動的市場

中，下訂單和執行訂單之間可能存在相當大的時間滯後。這可能意味著，買方

出價或賣方報價可能顯著低於或高於賣出（或買入）訂單（包括止損單）的價

格。這被稱為“缺口”。除非您已經下了保證止損單，否則我們無法保證止損

單能夠成功地降低您的虧損風險，該風險可能比您最初預想的要大。“缺口”

風險可以透過使用保證止損單避免。如需詳細說明，請參閱上文“利用止損單

和限價單管理風險”章節。 

 

● 杠杆風險 

 

差價合約交易涉及高杠杆率。您可以支付相對小額的初始保證金，使基礎參考

工具面臨更大的風險。這樣使用產品放大了您的交易大小，所以您的潛在收益

和潛在損失也同樣被放大。請緊密監測您所有開啟的倉位。如果市場對您不利，

而您的初始保證金存款減少，我們會自動關閉您的倉位。請參閱本產品披露聲

明的“我們強制平倉的權利”章節。 

 

● 差價造成的潛在損失 

 

在您與我們進行交易並且基礎參考工具向您期望的方向變動的情況下，平倉後

您的資產淨值卻有可能比原有投資還少。因為差價的綜合效益和可能適用于未

平倉合約天數內的任何負值隔夜融資費，可能導致這種情況的發生。   

 我們充當做市商 

雖然 Plus500 平臺生成的價格會考慮來自不同管道的當前交易所和市場資料，

但是並不是直接從任何一個管道獲取的。這意味著，我們對某個參考工具的差

價合約報價可能跟該參考工具在任何當前交易所或市場的價格或者競爭者的價

格不一樣。 

 

● 加密數位貨幣的交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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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和萊特幣等加密數位貨幣差價合約交易涉及高風，可能不適合所有的交

易者。在決定交易此等工具前，請您仔細考慮您的交易目標、經驗水準和承擔

風險的意願。您可能會損失部分或全部您的初始存款，因此，請勿使用超出您

的損失承受範圍的資金進行交易。請謹慎對待並認真考慮這種交易是否適合您，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徵求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 

 

● 交易對手風險 

 

鑒於您的每筆交易都是把我們當作交易對手進行交易的，您的每筆交易都會面

臨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您要依靠我們履行每筆交易條款規定的對您的義務的

能力。這種風險有時被稱為交易對手風險。 

 

本產品披露聲明中的產品不受持牌交易所的保護，又稱中央交易對手。相反，

這些產品被稱為“場外衍生品”。這意味著，您與我們直接簽訂合約，並且您

將受到我方信用風險的影響 。如果我們企業破產，我們可能無法履行我們對您

的義務。在此情況下，您可能會成為任何行政或清盤中的無擔保債權人。並且

無權向我們任何標的資產追償。您可以透過審查有關我們公司的財務資訊來評

估我們對您履行這些對手義務的財務能力。您可以使用本產品披露聲明開頭的

聯絡方式聯絡我們免費獲取一份我們的財務報表副本。 

 

我們可以以委託人身份選擇在批發市場與對沖交易對手訂立反向交易，降低客戶面臨

的風險。然而，與我們進行交易的對沖交易對手也有可能破產。如果出現這種情況，

我們可能無法依靠基礎標的資產，並將成為對沖交易對手的無擔保債權人。這可能會

影響我們履行對您的義務的能力。  

ASIC 指標 – 交易對手風險-對沖  

通常，我們以委託人身份透過與對沖交易對手訂立交易

來降低客戶面臨的風險。我們的對沖交易對手是我們的

母公司 Plus500 Ltd 。Plus500 Ltd 在以色列註冊成

立，並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的 AIM 板上市。Plus500 Ltd

目前沒有獲得授權或許可提供金融服務。它在包括澳大

利亞在內的各司法管轄區設有持牌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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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500AU 可能會使用其他對沖交易對手，視流動性不

足、不可抗力或其他影響或可能影響流動性可靠性的情

況而定。如果有其他對沖交易對手參與，Plus500AU 將

遵守其網站上的對沖策略。 

我們將根據供應商提供流動性的能力、資產負債表健康

性、信用等級、合規安排以及涉及的費用和成本選擇供

應商。如有要求，我們可向客戶和潛在客戶提供一份書

面對沖策略。該策略定期進行更新。 

ASIC 指標 – 財務資源  

我們制定了一項書面的政策以維持充足的財務資源，該

政策闡述了我們如何監控我們對財務要求的遵守情況，

以及我們如何進行壓力測試，以確保我們持有足夠的流

動資金來抵禦重大不利的市場波動。實際上，我們每天

都會內部監測和報告財務資源要求。每季度進行進一步

的合規性監督，每年進行一次外部審核。 

 

● 系統風險與訪問我們網站 

 

我們依靠技術為您交易設備。設備被干擾可能意味著您無法在需要時進行交易。

或者，技術故障可能會導致現有的交易中斷。交易中斷包括操作線上設備所使

用的電腦系統“崩潰”。我們透過安裝最先進的 IT 系統和備用措施來管理這種

風險。 

 

您有責任提供和維護您訪問我們網站的方式。這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個人電

腦、數據機或其他可供您使用的連線訪問系統。 

 

雖然互聯網總體上值得信賴，但是技術問題或其他情況可能會延遲或阻止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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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們的網站。如果您無法訪問網路，則無法訪問我們的線上設施，這意味

著，您無法在需要時進行資產交易，從而可能讓您遭受損失。  

 

 網路安全風險 

 

網路安全風險是當今全球企業面臨的主要威脅。和任何線上交易企業一樣，我

們並不能保證我們的 Plus500 平臺不會被協力廠商干擾。這意味著，您可能會

面臨可能發生的因協力廠商干擾而導致的問題，例如，未經授權訪問我們的或

您的 IT 系統或設備、資料外泄和業務中斷，最壞的情況是被協力廠商訪問您的

交易帳戶而造成經濟損失。Plus500AU 嚴肅應對這一風險，並透過聘請信譽好

的網路安全供應商、持續監控 IT 系統和備用措施來管理風險。您可以透過確保

您訪問我們的交易服務所使用的設備安裝了最新的防毒軟體，並且確保您的密

碼以安全、保密的方式保存，從而降低風險。 

    

● 費用和收費 

 

在您與我們進行交易並且基準貨幣利率或資產價格向您期望的方向變動的情況

下，收盤後您的資產淨值卻有可能比開盤時還少。因為差價的綜合效益和未平

倉合約天數內可能適用的任何隔夜融資費可能導致這種情況發生。 

 

● 基礎差價合約暫停和交易中止 

 

交易參考工具的任何交易所暫停交易或關閉或者對任何此類市場的交易施加限

制或特殊或不尋常的條款可能會影響 Plus500 平臺的交易。在這種情況下，我

們可能會強行讓您立即平倉（見本產品披露聲明標題為“我們強行平倉的權利”

章節）和/或要求追加保證金（見本產品披露標題“維持您的倉位”）。 

 

ASIC 指標 – 被暫停或中止的基礎參考工具  

如果一項資產被暫停或到期，我們有權以最終價格平

倉。此外，當基礎參考工具出現交易中止情況或者基礎

工具交易依據有關市場規則被暫停時，不得建立新倉。 

● 您的交易可自動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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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股權價值必須時刻高於持倉保證金，否則您的倉位會被關閉而不另作通知。您

要全權負責時刻監控您的交易帳戶和餘額。很重要的一點是緊密監控您的倉位，因

為可能需要您立即付款。 

到期與轉倉 

 

有些工具，如期權，設定了有效期。您可以在平臺的工具詳情中查看此資訊。一旦到

了有效期，所有該工具的未平倉合約將以到期前的最後價格關閉。 

 

對於基於期貨合約（如指數和多數商品），當前合同到期時，該倉位將自動展期（結

轉）到下一個合約。Plus500 會調整兩份合約之間的價格差異。展期日期和時間顯示

於平臺上的每個工具詳情中。 

 

如果新合約以到期合約的倉息進行交易（更高價格），長倉（買入）將調整一個負值，

而短倉（賣出）將調整一個正值。然而，如果新合約以到期合約折後價格進行交易，

長倉（買入）將調整一個正值，而短倉（賣出）將調整一個負值。 

 

此外，展期時可能會收取倉位的差價。 

 

開啟的倉位將無限期地展期，直到您決定平倉（根據您履行保證金義務的情況和我們

的平倉權利）。 

 

展期調整計算示例： 

大衛持有一個 100 份石油合約的長倉（買入）。 

 

展期時石油合約價格： 

現有合約買價= $45.30 

現有合約賣價= $45.25 

新合約買價= $46.50 

新合約賣價= $46.45 

 

調整額計算： 

買價差額= [新合約賣價] - [現有合約賣價] = $46.45 - $45.25 = $1.2 

買價調整 = - ([合約金額] * [買價差額]) = - (100 * $1.2) =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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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價調整= [合約金額] * [新合約差價] = 100 * (46.50$-46.45$) = $5 

買入總調整= [買價調整] - [差價調整] = - $120 - $5 = - $125 

 

總結：： 

大衛將繼續持有相同倉位的 100 份石油合約。 

大衛將獲得調整額-$125。 

大衛的資產淨值保持不變（不含$5 差價）。 

 

計算上面例子的賣出倉位： 

賣價差額= [新合約買價] - [現有合約買價] = $46.50 - $45.30 = $1.2 

賣價調整= [合約金額] * [買價差額] = (100 * $1.2) = $120 

差價調整= [合約金額] * [新合約差價] = 100 * (46.50$-46.45$) = $5 

賣出總調整= [買價調整] - [差價調整] = $120 - $5 = - $115 

 

總結： 

大衛將繼續持有相同倉位的 100 份石油合約。 

大衛將獲得調整額$115。 

大衛的資產淨值保持不變（不含$5 差價）。 

我們的強制平倉權利  

 

根據客戶協定，在下列情況下，我們有權以 Plus500 平臺的報價關閉您的持倉，而毋

須事先通知： 

 

 您的資產淨值低於持倉保證金金額；或 

 

 您的餘額低於持倉保證金金額；或 

 

 您使用信用卡給我們的付款因任何理由被撤銷；或 

 

 您沒有遵照我們的要求，在我們指定的時間範圍內支付任何持倉保證金；或 

 

 我們自行判定，某一特定差價合約的交易變得不穩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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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我們無法控制的任何事件，根據我們的合理意見，阻止我們履行我們對您的義

務，或者阻止我們對在 Plus500 平臺交易的一個或多個差價合約維護有序的市

場。為避免懷疑，此類事件可能包括任何基礎參考工具的價格、價值或等級的過度

或快速波動，或任何參考工具的交易暫停，或我們預期（合理地）發生任何此類事

件。 

使用我們產品的費用 

 

請參閱我們最新的金融服務指南獲取如何向 PLUS500AU 及其員工和有關各方

付款的說明，以及有關本產品披露聲明所描述產品應付的差價、換算費、行政

費、隔夜融資費和閒置費等資訊。您可以在我們網站中的最新的金融服務指南

中找到此資訊（含示例）。您可以通過使用本產品披露聲明開頭的聯繫方式聯

繫我們下載金融服務指南或者免費獲取一份紙質版。我們如何處理您的資金？ 

 

您的帳戶資金將保存在指定帳戶中。我們的客戶存入的資金與我們的資金分開，並按

照澳大利亞法律保存在指定帳戶中。 

 

ASIC 指標 –客戶資金 

本節闡釋了我們的客戶資金政策，包括我們如何處理您

的資金和我們何時從您的帳戶提款。政策中還提到與使

用您的資金相關的交易對手風險。您向我們轉帳的任何

資金將被歸類為客戶資金，並由我們以信託形式為您保

存，並由我們根據公司法進行管理。所有客戶資金將保

存在一個澳大利亞吸收存款機構（ADI）的獨立客戶銀

行帳戶中，我們不會將客戶資金用於對沖交易。 

 

該等帳戶分開存放客戶的資金與企業的資金。

Plus500AU 不會將客戶資金用於任何投資或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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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們的服務，您則放棄了對我們指定的客戶帳戶（亦稱為信託帳戶）存款的任何

利息的權利。個人客戶帳戶不是分開的，而是合在一起的。我們替您以信託形式保管

該筆資金，直到您提取該資金、使用該資金進行交易，或在欠我們的未付費用或在使

用者協定中提到的其他情況下以其他方式向我們提供這筆資金的合法權利。 

 

除了透過銀行轉帳取款，其他所有帳戶提款申請的最低取款金額要求是$50 美金（或

等值金額）和您的可用餘額兩者中較低者。而銀行轉帳的最低取款金額等於$100 美金

（或等值金額）和您的可用餘額兩者中較低者。 

 

我們不會將客戶資金用於進行授權對沖活動。我們與此類交易有關的任何債務都是使

用我們自己的資金支付的。  

 

示例 

如果您關閉某個倉位並遭受損失，損失將會即時從您的帳戶餘額中扣除。 

 

示例 

如果您持倉某工具一段時間並且被收取隔夜融資費，那麼這筆資金將從你的資產淨值

中即時扣除。請閱讀上述帳戶餘額說明。 

此外，如果您在指定的獨立帳戶餘額不足，您還有可能會損失部分或全部資金的交易

對手風險。請參見上文題為“重大風險”章節，獲取有關交易對手風險的更多資訊。 

 

我們不會使用客戶資金對沖衍生品交易或任何交易。 

條款與條件 

 

在簽訂合約前，請務必閱讀和簽署我們的使用者協定。如果您在澳大利亞境外，可能

還有其他條款和條件需要您簽名或確認。 

 

使用我們的服務，您將受到我們的使用者協議（隨時會更改）以及任何需要您簽名和

確認的其他條款的約束（如您在澳大利亞境外）。但是，如有不一致，下文所述法律

文檔中的條款將按照下列優先順序排序： 

 

● 本產品披露聲明 

● 使用者協定 

● 開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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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聲明披露聲明中的資訊不時會有變化，本產品披露聲明開頭列明的日期是最近更新

日期。 

 

本產品披露聲明中對我們產品的使用者沒有實質性負面影響的資訊會隨情況發生變化，

並透過本公司網站進行更新（見第 1 頁的聯絡方式）。您可以透過訪問網站或者發郵

件給我們請求提供電子文檔或紙質版，獲取該資訊。您還可以隨時訪問網站，網站上

包含了我們產品的其他資訊。 

 

我們提供的任何產品均無冷靜期。 

 

請務必向我們提供所有我們合理要求的資訊，並遵守澳大利亞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法律。

尤其是，在您使用我們的產品和服務前請務必提供充分的身份證明。如果我們有合理

的理由認為付款可能違反澳大利亞的法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法律，我們可能會延遲、

阻止或拒絕進行、修改或完成交易。如果付款違反了澳大利亞的法律或任何其他國家

的法律，我們將不承擔任何責任。我們可能會向澳大利亞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法律要求

的有關當局披露您所提供的資訊。 

 

在使用我們的服務的過程中，您承諾不會違反澳大利亞的法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法律。 

 

我們保留暫停運營我們網站和線上設施或其任何相關部分的權利。 在此情況下，我們

可自行決定（不管是否事先通知）按照我們認為公平而合理的價格對您持有的未平倉

合約進行平倉。 

 

我們可自行決定對客戶帳戶金額施加限制。 

稅收影響 

 

差價合約交易會產生稅收影響。通常來說，如果您從匯率或價格波動中獲利，那麼該

部分收益將納入您的應稅收入中。反之，如果匯率或價格波動導致您虧損，那麼該筆

損失將從您的應稅收入中扣除。但是，稅法複雜，且隨著個人情況和您的貨幣交易目

的而有所不同。因此，在使用我們產品或服務前，您應當與您的稅務顧問討論有關稅

務的問題。 

我們扮演哪些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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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500AU 是產品發行商。這意味著，我們發行本文檔所描述的產品，並且不代表

任何人進行操作。 

 

PLUS500AU 還是服務提供者。我們網站（有時候，我們的代表）可以給您一般性建

議，並協助您使用交易服務。我們還透過母公司 PLUS500 Limited 提供部分服務。 

您應當如何投訴？ 

 

如果您對我們有什麼意見，您可以聯絡我們告知您的投訴內容。如果您在海外，我們

會引導您與海外爭端解決機構取得聯絡，這將使得您獲得除在澳大利亞的權利以外的

其他權利。 

 

如果在 45 天內您的投訴未得到滿意解決，請使用本產品披露聲明第一頁的聯絡方式聯

絡我我們。 

 

我們會儘量在規定的時間內快速公正地解決您的投訴。 

 

如果您的投訴未能得到滿意解決，您有權將問題遞交至澳大利亞金融督察服務機構

(FOS)，這是一家外部投訴服務機構，PLUS500AU 是該機構的會員： 

 

您可以致電 1800 367 287 （澳大利亞境內）或者+613 9613 7366 （澳大利亞境

外）聯絡 FOS 或者致函至 GPO Box 3, Melbourne, Victoria 3001, Australia，以聯

絡 FOS。您還可以透過其網站 www.fos.org.au 聯絡 FOS。 

 

 

如何簽訂客戶協定  

 您可以填寫我們網站的註冊表，與我們簽訂客戶協定。成功註冊的一個前提條

件是，您確認已閱讀本產品披露聲明，並且您已閱讀並同意遵守同時向您提供

的使用者協定（‘客戶協定’）。 

  

 另一個前提條件是，您要符合我們的客戶資格標準。我們會使用您提供的資訊

並考慮您的知識、經驗和對差價合約的掌握程度來評估您是否適合在我們交易

http://www.fos.org.au/
http://www.fos.org.au/
http://www.fos.org.au/
http://www.fos.org.au/
http://www.fos.org.au/
http://www.fos.org.au/
http://www.fos.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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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交易。但是，由於我們不提供針對個人的意見，我們不會使用此資訊向您

提供針對性建議。完成註冊後，您便可以使用您的用戶名和密碼線上登錄您的

交易帳戶。 

 

 向我們申請開設交易帳戶前，建議您先仔細閱讀本產品披露聲明和客戶協定，

並聽取獨立的財務、稅務和其他專業人員的意見。 

 

語言 

 

本產品披露聲明有簡體中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和英文版如有出入，以英文版為准。  

術語表  

 

 ASX 指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 

 AUD 指澳元。 

 基準貨幣指您的交易帳戶計價使用的貨幣，亦指報價交易貨幣對左邊的貨幣。

貿易中的任何利潤或虧損都會兌換成基準貨幣。示例請查閱本產品披露聲明第

4 章步驟 3。 

 EUR 指歐盟的官方貨幣-歐元 

 ETF 指交易所交易管理投資基金。 

 強制清算如本產品披露聲明章節 4 中描述。 

 FSG 指我們發佈的金融服務指南。 

 FX 指外匯。 

 初始保證金是在您開始與我們交易前要求您存入的第一筆存款。 

 持倉保證金是平倉前要求保存的保證金。 

 保證金水準指您帳戶中的資產淨值或資金餘額。 

 訂單指止損單（包括普通止損單和跟蹤止損單）、限價單和緩衝限價單。 

 產品披露聲明指本產品披露聲明。 

 基礎工具是 Plus500 平臺列出的基礎工具（即股票、指數、ETF、外匯匯率、

商品價格或其他金融工具）。 

 差額是我們從其他客戶或我們的批發供應商獲得的買價和賣價之間的差額，以

及我們報給您的買價和賣價之間的差額。我們的金融服務指南(FSG)中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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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我們支付哪些費用？”項下詳細描述了差價的計算方法，這是本產品披露

聲明的一部分。 

 交易平臺指透過網站訪問的我們的線上交易平臺。 

 使用者協定指您使用本產品披露聲明中描述的產品前必須同意的條款和條件。

這些條款和條件被列入本產品披露聲明中作參照。您可透過本產品披露聲明開

頭的詳細資訊聯絡我們，免費獲取本文檔的副本。 

 USD 指美元。 

 網站指 Plus500.com.au。 

 

 

 

Plus500AU Pty Ltd，澳大利亞公司註冊號碼(ACN)為 153 301 681，澳大利亞金融

服務許可證(AFSL)編號為 417727，是本網站上描述和提供的金融產品的發行商和賣

方。請下載本產品披露聲明以獲取更多資訊。在決定購買或繼續持有我們的產品之

前，請您認真考慮。我們僅提供一般性建議，且一般性建議並未考慮閣下的目標、財

務狀況或需要。使用我們平臺交易涉及風險 – 點擊此處查看我們完整的風險警告。我

們取得的澳大利亞金融服務許可證(AFSL)(編號 417727)授權我們在澳大利亞提供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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