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TA TRADER 4
使用指南

蘋果移動設備

iPhone 5S / iPhone 5 iPhone 6 iPhone 6 Plus iPad / iPad Mini

Meta Trader 4 適用於絕大部分蘋果移動設備
此版本適用指南展示如何在蘋果移動設備上使用 Meta Trader 4



下載平台

點擊“ GET ” 進行下載

打開“ App Store” 搜索“Meta Trader 4”

Meta Trader 4 是網上交易行業中最流行的交易平台之一。內置市
場圖標包含專業分析。客戶可自由下買，賣，止損，止盈單。使用Meta 
Trader 4 移動App， 你可以隨時交易差價合約產品。



完成下載可能需要幾秒的時間。 

歡迎界面之後將跳至登陸選項

點擊 “ Login to an existing account ”

接下來， 您將被導入服務器搜索

登陸



在服務器搜索頁面， 在搜索框請輸入“ Bacera ” 請您在列表內選擇合適的服務器（如果您將在百滙有限公
司的模擬賬戶交易， 請選擇Bacera-DEMO； 如果您將在
百滙有限公司的真實賬戶交易， 請選擇Bacera-REAL）

無論是模擬賬戶還是真實賬戶， 您的賬戶登陸和密碼將會在賬戶
申請成功後通過電郵的方式發送到您的電子郵箱。
本使用指南， 我们使用的是模拟账户。

賬戶和密碼



交易 / 開倉

一旦您登陸到您的賬戶，將被默認導至您可以觀察外匯市
場的報價頁面。 我們之後會介紹如何在該頁面添加更多
差價合約產品。首先我們先了解 “ 交易功能 。”

點擊您想交易的貨幣對。在此範例中，我們選擇了
AUD/CAD。一旦您點擊了貨幣對，一個指令窗口將會跳出
來。點擊“ Trade ”

選擇手數“ – ” 减或加“ + ”

“ – ” 减 “ + ” 加

一旦您選定您需買入或賣出的產品，MT4允許您編輯交易的手數
（Lot Size）和設置止損（Stop Loss）, 止盈（Take Profit）和誤差
（Deviation）。



點擊這里便可以編輯 “手數”

設置止損點

設置止盈點

設置誤差

如果您不確定如何設置止損
或止盈或其他，只用點擊“not 
set”（不設置）。 MT4會生成一
個就目前價錢來看，相對合理
的點供您使用。當然，您可以
在關閉交易之前任何時間選
擇設置這些點。

您在設置完交易情況之後，您可以通過點擊“Sell（
賣）”“Buy（買）”開始交易。在本範例中，我們選擇

“Buy（買）”。

完成，我們成功買入兩手AUDCAD。

開始交易

編輯“ 手數，止損，止盈，誤差 ”



點擊切換到“Advanced（高級的）”，可以讓您在不用點
擊單一貨幣對的情況下看到更多的信息，例如點差，最
低，最高。

點擊右上方“+”可以允許您在觀察列表中添加更多產品。

點擊左上方鉛筆頭的圖表可以刪除您不希望在查看列表
中看見的差價合約產品。

使用“Advanced”

從產品觀察表中刪除產品

添加更多產品



關閉交易 / 平倉
點擊屏幕下方指示條中的“Trade”。 您可以在這裡看到您所有開立的交易。此範例中，我們

將要關閉我們幾分鐘前買的AUDCAD。

點擊出現擴展信息。

擴展信息樣式

由右到左滑動屏幕
會出現選項。



點擊鉛筆圖標

接著，您將看到一個確認頁顯
示著您交易關閉時的價格點。

点击屏幕下方的“History(交易历史)”。

您可以查看您交易歷史記錄的詳細信息包括您的總餘額
和所得利潤。

MT4可以在“history”裡顯示您關閉的每筆交易的利潤。

點擊“Close”



圖表
點擊“Chart”, 您會發現整個顏色主題立刻發生變化。

根據默認設置，圖表使用的是黑色背景的燭柱圖。您可以
按照您的偏好設置您的顏色主題。

激活“對準線”，一個十字線會出
現。您可以用手指移動這條線對
準市場某個特定時間點。

您可以添加多種元素到您的圖
表，例如Bull Power Moving 
Average（牛市力量移動平均線）

，或Force Index（強力指數指標）
等等。

您可添加對象至圖表幫助您分
析。 *利用圖形化對象分析市場
屬於高級技術分析。

使用圖形化對象分析市場不能保
證利潤。 

1.使用兩個手指放大或縮小來觀
察市場不同的時間段。

2.或，點擊時間參考框架選擇。

Time Frame 對照表

縮小放大

*我們會在稍後章節介紹如何使
用每一個功能。我們先從初級開
始。

Add Objects

Aim Elements

MT4 Time Frame

M1 1分鐘 4小時

1天

1周

1个月

5分鐘

15分鐘

30分鐘

1小時

M5

M15

M30

H1

H4

D1

W1

MN



點擊“+”激活。之後，您可以在圖表任何位置點擊查看您需了解
的具體市場趨勢。按住&拖動使十字線在圖上移動。

按住和拖動使十字線在圖上移動。

Aim

回到報價界面。點擊您想觀察該圖表的產品。然後，點擊圖表。

點擊界面底部的“Quotes（報價）”

切換到不同的產品



點擊對象的標誌，您將會進入到對象界面。有多種對象工具可供您
使用。此範例中，我們使用箭頭工具來講解。

一旦您選定對象，該對象會在您的圖表中出現。這意味著您可以在
您的圖表上任何位置畫箭頭。

如果您希望刪除該對象工具，

只需在該對象工具選項上滑動，點擊“Delete(刪除)”

使用圖像化的對象

按住然後拖拽

放開



添加元素

軟件包含多種元素可以添加至表格，幫助您分析市場動向以及做
決定。

每個元素都可以定制。您可以定制顏色，水平，階段等等。在此範例
中，我們選擇了Bull Power (牛市力量)。我們可以將指數的顏色變
為“Green(綠色)”以區別圖表中其他元素指數。

如果您想刪除一種元素，只用點擊元素的圖像，滑動&刪除您希望
移除即可。



主界面

指示窗

* 左圖例為牛市力量

在“Setting（設置）”中有多種圖表主題供您選擇。圖表默認主題
為燭柱圖。您可在“Setting（設置）”中換成“Line(線型)”或“Bar(
條型)”。

指示是一個簡化的，具體的圖表。

条型 线型



設置

交易賬戶允許您登出您現在的賬戶，或切換到其他賬戶。

以上內容為MT4蘋果移動設備的使用指南

您可以在messages接收所有的信息。

您可以在charts 編輯圖表的顏色方案，風格等等。

百滙有限公司發送給您的所有郵件您可以在Mailbox查看。

MT4 提供一些相關的市場新聞和文章供客戶使用。

免責聲明

Meta Trader 4 在蘋果移動設備上的使用指南只用於展示給BCR

有限公司的客戶Meta Trader 4的功能。

Meta Trader 4 在蘋果移動設備上的使用指南沒有包含任何關於

差價合約交易建議性的信息。

風險披露

差價合約交易需承擔一定風險而且不一定適合所有投資者。在您決定與BCR合作進行差價合約交易之前，請慎重考慮

您的投資目標， 財務狀況，投資需求和經驗水平。我們建議您需求獨立金融專業意見，而且您確保在交易之前已充分

了解該投資可能涉及的風險。

BCR是Bacera Co Pty Ltd的商標。BCR, ACN 130 877 137, AFS 執照號碼328794。

公司地址: Suite 802, Level 8, 99 Mount Street North Sydney, NSW 2060 Australia | 電話: +61.2.8459.8050 | 傳真:+61.2.8088.7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