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般交易 

交易時間﹕一般交易中「增強限價盤」的服務時段為每一個交易日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為止，並將於上午 9:30 發

送至香港聯合交易所進行自動交易配對。在收市競價的參考價定價時段(下午 4:00 至 4:01)，未能配對的

增強限價盤，而輸入價不偏離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市場可接受價格範圍內，將自動轉往當天的收市競價

交易時段繼續以指定的落盤價格掛牌；否則，落盤將被交易所取消。 

 

證券種類﹕以港元或人民幣結算的股本證券、認股權證、交易所買賣基金及牛熊證。  

 

預設價格範圍﹕須為當時市場可接受價格至第 20 個價位範圍內。  

 

落盤渠道﹕手機銀行、中銀 e 網 (個人)、服務熱線或親臨櫃檯進行交易。 

 

1.增強限價盤 

「增強限價盤」最多可同時與 10 條輪候隊伍進行配對（即最佳價格隊伍至距離 9 個價位的第 10 條輪候隊伍），

只要成交的價格不差於輸入價格。沽盤的輸入價格不可低於最佳買入價 10 個價位（或以外），而買盤的輸入價格不

可高於最佳沽出價 10 個價位（或以外）。 

 

您可在本訂單種類中，除了可輸入 1 手的倍數完整買賣單位(即正股)外，還可輸入不足 1 手的股份(即碎股)。

但必須注意，如您的落盤只有碎股，碎股將即時送出市場，且將可能以略低於市價成交。如您的落盤含有正股及碎

股時，正股必須部份或全數成交後，碎股才送出市場，且將可能以略低於市價成交。 

 

「增強限價盤」例子(僅供說明之用) 

假設您設定一個以每股 HKD3.00 沽出某股票 20,000 股的增強限價訂單種類。本行將會以您設定的落盤價

HKD3.00，與市場最佳價格的 10 條輪候隊伍進行配對。 

市場輪候隊伍﹕ 

 

 

交易結果﹕該「增強限價盤」以您的落盤價及市場上較高的 3 條輪候隊伍配對共 7,000 股，餘下未能成交的

13,000 股將按您指定的落盤價 HKD3.00 繼續輪候。 

 

如何設定「增強限價盤」 

 



1. 點選[一般交易]選項  

2. 選擇買賣方向 

3. 輸入股票編號  

4. 輸入您想買入/沽出的股數 

5. 輸入落盤價 

 

 

 

 

二、 競價交易 

交易時間﹕「競價限價盤」服務時段為每一個交易日「開市前競價交易時段」的上午 9:00 至 9:22 止；及每一個交易

日「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下午 4:01 至 4:10 止。 

證券種類﹕符合交易所的證券將於開市前競價交易時段或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送出交易所輪候。 

 

預設價格範圍﹕「競價限價盤」須為交易所開市前或收市競價時段的可接受價格範圍及 50 個價位範圍內，落盤將

送出交易所輪候。若落盤超出交易所可接受的證券或/及價格範圍，將保留於本行系統直至落盤到

期失效或相關落盤價格達到交易所其它時段接受的價格範圍內才送出交易所輪候； 

「開市前競價交易時段」1輸入競價買賣盤時段(上午 9:00 至 9:15)的可接受價格範圍，將按交易所公

佈的上日收市價的百分比價格範圍內；開市前不可取消及隨機對盤時段(上午 9:15 至 9:22)的可接受

價格範圍，將按交易所公佈的上日收市價的百分比及上下限價格範圍內。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1輸入買賣盤時段(下午 4:01 至 4:06) 的可接受價格範圍，將按交易所參考價

定價時段(下午 4:00 至 4:01)公佈的參考價的百分比價格範圍內；不可取消及隨機收市時段(下午 4:06

至 4:10)的價格範圍須為最低沽盤價與最高買盤價之間。 

 

落盤渠道﹕手機銀行及中銀 e 網(個人)進行交易。 

 

1.競價限價盤 

「競價限價盤」是指在開市前或收市競價交易時段 
1
內以指定落盤價格的買賣盤。指定價格等同最終參考平衡

價格 
2
或較最終參考平衡價格更具競爭力的競價限價盤（即指定價格等同或高於最終參考平衡價格的買盤，或指定

價格等同或低於最終參考平衡價格的沽盤）或可按最終參考平衡價格進行對盤。 

在開市前競價交易時段，未能配對而輸入價不偏離市場可接受價格範圍內的競價限價盤，將自動轉往當天的持

續交易時段。在收市競價的參考價定價時段(下午 4:00-4:01)，未能配對的競價限價盤，而輸入價不偏離收市競價交

                                                      
1
有關香港聯合交易所在開市前或收市競價時段的交易機制詳情，請瀏覽香港聯合交易所的網頁﹕www.hkex.com.hk 

2
參考平衡價格指當時進行對盤可以成交最多股數（即參考平衡成交量#）之參考價格。只有在競價限價盤的最高買盤價 等同或高於競

價限價沽盤的最低沽盤價時，才會計算出參考平衡價格。於輸入競價買賣盤時段及對盤前時段所輸入之競 價盤會令參考平衡價格及參

考平衡成交量改變並持續計算及更新；而香港聯合交易所亦於對盤時段計算出最終參考平衡價格。 



易時段的市場可接受價格範圍內，將自動轉往當天的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繼續以指定的落盤價格掛牌；否則，落盤將

被交易所取消。 

 

競價限價盤例子(僅供說明之用)﹕ 

假設您在開市前輸入競價買賣盤時段(即上午 9:00 至 9:15)時設定一個以 HKD3.00 買入某股票 20,000 股的「競

價限價盤」訂單種類。在隨機對盤時段(即上午 9:20 至 9:22)此股票的最終參考平衡價格為 HKD3.1，而香港聯合交易

所將以買賣盤類別(以競價盤為先)、價格及時間優先次序按最終參考平衡價格順序對盤。若您的競價限價盤全數沒

有成交，本行將以您設定的落盤價 HKD3.00 繼續在當天的持續交易時段(即上午 9:30)掛牌。 

 

如何設定「競價限價盤」 

 

1. 點選[競價交易]選項  

2. 選擇買賣方向 

3. 輸入股票編號  

4. 輸入您想買入/沽出的股數 

5. 輸入落盤價 

 

 

 

三、 預放盤 

交易時間：預放盤的服務時段為全年每日 24 小時(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除外)3 ，未能在下午 4:00 前送出交易所的預放

盤訂單將不再參與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且沒有任何成交或未到期的預放盤將於下一交易日重新送出，最

長有效期為 14 個交易日。  

 

證券種類：以港元或人民幣結算的股本證券、認股權證、交易所買賣基金及牛熊證。  

 

預設價格範圍：須為當時市場可接受價格至第 300 個價位範圍內。  

 

落盤渠道：手機銀行、中銀 e 網(個人)或親臨櫃檯進行交易。 

 

1.限價盤 

「限價盤」將會在開市前交易時段以「競價限價盤」的規則送出。「限價盤」的交易方向可以是買入或沽出，

您建立「限價盤」時必須設定指令的「限價」。若在持續交易時段建立的買入方向「限價盤」「限價」必須設定為

等於或低於現價；沽出方向時，「限價」必須設定為等於或高於現價。當市場現價(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除外)變動至

                                                      
3客戶需注意，每一交易日本行將需處理系統維護程序，當本行進行該程序時，預放盤服務將短暫暫停。 



等於或優於本行預設的可接受落盤價位時，「限價盤」指令將會以您輸入的「限價」送出香港聯合交易所落盤買入

/沽出股票。 

「限價盤」例子(僅供說明之用)﹕ 

假設某股票的市場按盤價為 HKD3.00，買賣差價為 HKD0.01，而您設定沽出方向的「限價」為 HKD3.10。您的

沽盤因在可接受的落盤價範圍內(即 20 個價位內)，落盤將以 HKD3.10 送出市場輪候沽出；若您設定沽出方向的「限

價」為 HKD3.50，因沽盤超出可接受的落盤價範圍(即 20 個價位外)，落盤將以 HKD3.50 保留在本行系統內，直至市

場按盤價為 HKD3.30，落盤才會送出市場輪候沽出。 

 

如何設定「限價盤」 

 

1. 點選[預放盤]選項  

2. 指示種類選擇“限價盤” 

3. 選擇買賣方向  

4. 輸入股票編號  

5. 輸入您想買入/沽出的股數 

6. 輸入限價 

7. 選擇到期日，最高 14 個交易日 

 

 

2.止蝕觸發盤 

「止蝕觸發盤」只會在持續交易時段被觸發才送出。「止蝕觸發盤」交易方向只可以是沽出。您建立「止蝕觸

發盤」時必須設定指令的「觸發價」及「最低沽出價」，「觸發價」必須設定為低於市場現價；「最低沽出價」必

須設定為等於或低於「觸發價」。當市場現價變動至等於或低於預設的「觸發價」時，「止蝕觸發盤」指令會被觸

發，本行即時以「最低沽出價」送出香港聯合交易所落盤沽出股票。指令的成交價亦有機會優於、等於或低於客戶

設定的「觸發價」，但不會低於「最低沽出價」。若「止蝕觸發盤」未能在指定之「最低沽出價」成交，該指令將

以「最低沽出價」送出市場掛牌輪候。 

 

止蝕觸發盤例子(僅供說明之用)﹕ 

假設您持有一只現價為 HKD3.00 的股票，並希望當股價跌至 HKD2.80 時立即沽出此股票，但不想沽出價低於

HKD2.60。 

就此，您可設定「止蝕觸發盤」。您先要設定「觸發價」為 HKD2.80 及「最低沽出價」為 HKD2.60。當股價變

動至 HKD2.80 或以下時，您的沽盤將即時以您設定的「最低沽出價」送出市場，並以當時市場的最佳價格(但不會低

於您設定的「最低沽出價」)沽出股票。  

 

如何設定「止蝕觸發盤」 

 



1. 點選[預放盤]選項  

2. 指示種類選擇“止蝕觸發盤” 

3. 輸入股票編號  

4. 輸入您想沽出的股數 

5. 輸入觸發價 

6. 輸入最低沽出價 

7. 選擇到期日，最高 14 個交易日 

 

 

3.雙向沽盤 

「雙向沽盤」中的「限價盤」將會在開市前交易時段以「競價限價盤」」的規則送出；而「雙向沽盤」中的「止

蝕觸發盤」只會在持續交易時段被觸發才送出。「雙向沽盤」是由一個「限價盤」(沽盤)及一個「止蝕觸發盤」組成

的預放盤指令。當任一邊指令觸發及被部份/全數成交時，另一邊指令會同時自動失效。當市場現價變動至等於或高

於「限價」，「限價盤」沽盤會即時觸發並以「限價」送出香港聯合交易所。若市場價跌至等於或低於「觸發價」

時，「止蝕觸發沽盤」會被觸發，並以「最低沽出價」送出香港聯合交易所。 

 

雙向沽盤例子(僅供說明之用)﹕ 

假設您持有一只現價為 HKD3.00 的股票，並希望股價升至 HKD3.30 或以上沽出此股票；又或者股票跌至

HKD2.80 時立即沽出此股票，但不想沽出價低於 HKD2.60。就此，您可設定「雙向沽盤」。您先要設定「限價」為

HKD3.30，「觸發價」為 HKD2.80 及「最低沽出價」為 HKD2.60。當股價升至 HKD3.10 或以上時，您的沽盤將以「限

價」HKD3.30 落盤輪候沽出股票；反之，若股價變動至 HKD2.80 或以下時，您的沽盤將即時以您設定的「最低沽出

價」送出市場，並以當時市場的最佳價格(但不會低於您設定的「最低沽出價」)沽出股票。  

如何設定「雙向沽盤」 

 

 

 

 

 

 

 

 

 

 

 

 

 

 

1. 點選[預放盤]選項  

2. 指示種類選擇“雙向沽盤“ 

3. 輸入股票編號  

4. 輸入您想沽出的股數 

5. 輸入限價價位 

6. 輸入觸發價 

7. 輸入最低沽出價 

8. 選擇到期日，最高 14 個交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