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管理
如何管理外匯風險

◚⯎ Bank

「重點不是您做對或做錯，重點是您
做對時能賺多少錢，您做錯時能賺多
少錢。」
喬治·索羅斯，投資者，
商業大亨和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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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交易商的特點

無論成功交易商使用什麼交易策略，這些人似乎都有共同的行為。下文將研究四種方法來增加成為成功交易商
的可能性。

解說指標
技術交易 (亦即使用價格圖表上的計算指標尋找交易機會) 是一門藝術。雖然大多數交易商使用價格圖表進行
交易，不過一些人認為技術指標虛假不實。許多積極使用技術指標的交易商反而強調應該始終遵循常識。

投資多元化

經驗豐富的技術交易商總是使用多個指標來尋覓和
確認交易機會。許多人建議選擇和嘗試各種指標，
包括領先、落後、波動、趨勢等等，然後依據本身的性
格、交易型態和偏好策略、市場或貨幣組合選擇本身
喜歡的指標。

甚至童話故事也告訴我們風險管理和多元化的價值。有一個故事是說一個女人帶著雞蛋到市場時將所有的雞
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就是很明顯的例子：女人的問題不是籃子裡有很多雞蛋，而是所有的雞蛋都在同一個籃子
裡。同樣地，您可能決定進行大筆交易，也可以將大量資金投入於一項策略。這本身並不是問題，不過應該依據
您的其他投資來決定金額。
本文後面的範例將涉及如何計算交易規模以保持在保證金限制之內。除此之外，請務必改變交易，以免一次市
場變動或虧損不對於您的帳戶造成過大的不利影響。
依據您的交易方式，您可能較偏好使用一個或多個參數進行交易多元化，例如貨幣組合、地理位置或策略
類型。

關於多元化有一些想法。其中一種想法是對所有交易進行對沖，因此，即使在某筆交易中虧損，也會在另一筆交
易中獲利。若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持續獲利並將結束損失交易，如此才能表現得更好，而且交易費用也不會侵蝕
所有獲利。
第二個是依據多個參數進行多元化，以確保最終在另一類別中穩定獲利來抵消某一類別中的任何損失交易。

提示 依據市場偏好和交易型態，設法促使交易多元化。

價格圖表顯示過去的交易，而不預測未來。因此，最佳做法是在開倉之前透過其他方式確認甚至釐清交易
訊號。

瞭解選擇的指標之後，即可將所需的常識和紀律輕鬆運
用於您的交易。並非所有交易訊號都實際可行，經驗和
知識將有助於您辨別。

賣出

賣出

70
50

買入

買入

30

提示 研究您的未平倉交易時，無論您使用什麼技術指標，都必須界定退場點。許多指標均包括再次關
閉交易的經驗法則。

移動平均線

布林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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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呆坐在電腦前！

減少損失，以利滾利

您是否曾經被帶去看體育比賽，或在網際網路上熱烈觀看一段不重要的視訊？這些很好的例子都在說明我們正
在做的事情可能會獲得比必要更高的優先順序：您可以看報紙得知體育比賽的結果，而且視訊完全不重要。這
個原則也適用於交易 - 如果您注意交易平台上的發展情況，這個動作會讓您著迷！

如果您做對，一次交易就能財務獨立。不過，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只有在指出交易數量與您的財務狀況無關
時才提及：基本參數是損益之間的關係。顯然，如果您在每次獲利或損失交易中獲利或虧損相同的金額，您顯然
需要持有比獲利更多的獲利頭寸；不過還有另一種選擇：如果您確定每筆交易的潛在獲利大於潛在損失，則需要
較少的獲利交易即可抵消損失交易的影響。

研究人員表示，隨著時間變化，較不
衝動的交易商比交易時受情緒影響
的交易商獲得更豐碩的成果。

當然，觀察有公開交易的金融工具所呈現的價格變動可能會令
人感覺興奮，尤其是出現不可預測的快速發展而且正在使用大
量資金的情況下。不過，此時，您可能會為了關閉交易而不顧您
縝密考量的價格點，有時這會導致代價高昂的後果！

值

獲利

1.0090

9點

1.0045

3點

1.0030

停損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時間

損益 比取決於貨幣和市場情緒。對於價格變動限制在一
定的範圍內的交易，損益比通常是 1:2。
不過，對於預期會有較大變動的交易，例如追隨趨勢，損
益比 1:3 相當合理。

例如，假設您的分析將您引導到四個潛在
交易。對於每筆交易，您都可以界定平倉
的價格水準。將開盤/進場價格的潛在獲
利 (停利訂單) 設定為 9 點，開盤/進場價
格的潛在虧損 (停損訂單) 設定為 3 點。
現在，如果四次交易中只有一次朝向您的
分析點發展，則結果仍然可以相當豐碩。
如果其中兩次朝向您的分析點發展，您將
獲利 12 點 (虧損僅 6 點，而獲利 18 點)。
簡單來說，藉由確定每筆交易的潛在獲
利大於潛在損失，您可以減少需要做對
的頻率。

避免這種情況的最佳方法是繼續進行下一筆交易，或進行與交易無關的活動，以免由於衝動而受到干擾。

提示 在開倉之前完成交易，亦即在開倉時訂定退出價格。

6

提示 簡單記錄交易獲利和虧損，並注意是否藉由以利滾利來準備獲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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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策略範例

損益比

交易規模

如前所述，藉由確定您的潛在獲利大於潛在損失，可以減少需要正確交易的頻率比率。這與損益比有關，後者表
示損益之間的關係：

本節將界定交易規模、平倉價格水準，以及如何透過逐步平倉來鎖定獲利。下文假設您想要持有頭寸並擁有
10,000 美元的交易帳戶。進一步假設您已經持有的頭寸表示您的帳戶價值為 4,000 美元。換句話說，您有剩
餘的 6,000 美元可以利用 1 到 100 的槓桿，進行價值 600,000 美元的交易。不過，請注意，這是依據最大損失
6,000 美元計算而得，因此，持有少量準備金時，風險偏好不超過 5,000 美元。
首先決定交易規模。1 手是任何指定基礎貨幣的 100,000
，因此，如果以 100:1 的槓桿比例使用 5,000 美元，您能
夠以 441,800 美元買入 400,000 歐元。換句話說，您能
夠以每歐元 1.0045 美元的價格買入 4 手歐元美元組，充
分運用您帳戶中的 4,418 美元資金。

未平倉
頭寸

歐元/美元新
交易

準備金

潛在虧損

1 點 = 0.0001
點是大多數交易平台上盡可能最小的
價格變動。對於大部分的貨幣組合，這
是小數點後第四位。

接著，檢查此交易規模是否在您的風險承受能力之內，或
者是否需要調整：由於買入 1 手時 1 點的價值為每點 10
美元，對於本例的 4 手而言，1 點價格變動的價值為每點
40 美元。如果價格變動 10 點，則獲利 (或虧損) 為 400
美元，在 582 美元的剩餘風險承受能力之內 (整體風險
承受能力減去開倉交易佔用的總和，亦即 5,000 - 4,418
美元 = 582)。換句話說，在此範例中，在指定風險偏好的
情況下，交易商無法承受相對於頭寸超過 10 點的變動。
請注意，此範例使用較大的槓桿作用，可將任何價格變
動的價值放大 100 倍。依據分析的信心和帳戶中的可用
交易股權來調整槓桿。如果您有大量的交易股權，則能
夠以更少的槓桿獲得相同的獲利 (或虧損)。

提示 確定交易量時，請務必檢查點值，以確認風險在您的風險承受能力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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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比或盈虧比   =

每筆交易的平均獲利
每筆交易的平均損失

值

獲利

獲利
停損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虧損

六月

1
3

有幾種方法可以衡量風險。最簡單的方法是透
過交易規模、交易價值或點值。另一個是注意
資產的波動性，亦即價格變動的幅度以及其可
能性 (價格變動的幅度和頻率)。瞭解風險之後，
即可藉由調整頭寸平倉訂單的交易規模、槓桿
或價格水準來減輕風險；或者，也可以調整損
益比：

價格變動在有限範圍內

價格變動顯示較大幅度的變化

將停利訂單設定為距離停損訂單初始水準的
兩倍。

將停利訂單設定為距離停損訂單初始水準的
三倍。

損益比 1:2

損益比 1:3

同樣是這個例子，假設價格的趨勢是預期會有相當大的價格變動。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平倉訂單將損益比設定
為 1:3 設定相當合理。假設這是多頭交易，則停損訂單將低於進場價格，而停利訂單將高於進場價格。
在交易規模的小節中，我們發現範例的假設風險承受能力不允許相對於頭寸超過 10 點的變動。因此，將停損訂
單設定為進場價格以下的 10 點。損益比為 1:3，停利訂單應該設定在 30 點以上。

提示 花時間分析您的偏好貨幣，並注意各種情況下價格變動的一般幅度。使用這些資訊確定您的市場
和策略的可能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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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鎖定獲利
經驗豐富的交易商通常會逐漸關閉獲利頭寸，有時會由於交易規模較大而逐漸降低風險，其他交易商則會在獲
利後才予以鎖定。
在我們的 4 手多頭交易例子中，風險偏好和市場都指出要比進場價格高出 30 點來獲利，可以透過三個步驟逐步
平倉：
以 1 手獲利 10 點，設定大部分獲利 = 100 美元
以 2 手獲利 20 點，鎖定大部分獲利 = 200 美元
以 2 手獲利 30 點，獲得此次交易的最終獲利 = 300 美元

30 點

1.0090

20 點
10 點

1.0045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造訪 swissquote.com/forex

2
3

雖然總數少於在理想時間立即將所有頭寸平倉
的總和，不過該時間無法事先知道。逐漸獲利可
以確保您不斷增加本身的股權，因而增加交易
能力。

獲利

1

開啟 Advanced Trader 模擬帳戶

對於許多交易商而言，獲利紀律在心理層面相當困難。實際上，注意本身的衝動和習慣相當有助益，就像
探索交易心理一樣。

值

後續步驟 - 開始使用瑞訊進行交易

您可以練習外匯交易
擁有 100,000 美元的虛擬貨幣。
沒有風險也沒有義務。

馬上開始試用！

為什麼使用瑞訊進行外匯交易？
• 20 年的線上交易專業知識

• 受到全球 300,000 多個交易者的信賴
• 多語言客戶支援

• 獨家市場研究，每日和每週報告
• 全球流動性和精確執行
• 獨立帳戶

• 在瑞士證券交易所 (SIX:SQN) 上市的國際集團

瑞訊受到全球金融媒體定期引述和諮詢。

時間

提示 探索在價格變動較小的市場中使用追蹤停損訂單可以進一步降低風險：這些訂單將隨著價格朝
04 - 20 | TW

向您的停利訂單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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