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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頁數



登入手機外匯交易平台

設定您的外匯觀察清單

登入Citi Mobile®

流動理財，點選
「財富管理」

立即體驗外匯
交易平台

「外幣兌換 / 交易」頁面內
點選「加入」

點選您想加入觀察清單
的貨幣組合

最近三次外匯交易中的貨
幣，亦會自動加入您的觀
察清單

即時串流報價，讓您可以心水匯價進行交易

1 4進入「外幣兌換 / 
交易」

3點選「外匯」2

1 2 3

備注：「財富管理」 版面下的「外幣兌換/交易」功能目前只適用於花旗私人客戶業務/Citigold/Citi Priority/Citibanking客戶。
外幣買賣涉及風險，匯率可升可跌，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透過「即時交易」* ，24小時進行外匯交易

* 星期六至日的最高交易金額為 HK$150,000 或等值。
備注：「財富管理」 版面下的「外幣兌換/交易」功能目前只適用於花旗私人客戶業務/Citigold/Citi Priority/Citibanking客戶。
外幣買賣涉及風險，匯率可升可跌，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點選「買賣外匯」
或直接於觀察清單揀選
心水外幣

如有多於一個扣賬戶口，
請揀選合適的扣賬戶口

輸入金額，即時下單！

確認買賣細節，交易完成，
並即時收取短訊確認通知。

隨時瀏覽交易詳情 買賣紀錄 一目了然！

1 2 3

4 5 6



以「外匯限價單」預設心水匯價^

點選「買賣外匯」
或直接於觀察清單揀選心水外幣

點選「限價單」

設定您的心水價位 成功設立限價單，到價自動交易！
設定完成後即收取短訊確認通知。

最低交易金額為HK$5,000或等值；本行在決定接受任何外幣限價單定價(或其組成部
分)時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但不限於相關交易類型在市場上的流動性，交易規模及/
或複雜性，以及處理交易所需費用和銷售成本等，因此當客戶所輪入或指示的價格過
於貼近當時市場匯價時，本行或未能接受及處理該指示。

^ 交易時間：

設立、更改及刪除指示 進行匯價配對

星期一至星期日: 星期一至星期日:
00:00 – 03:00 及 07:00 – 23:59 00:00 – 23:59

當市場匯價達到指定匯價時為您執行交易，助您24小時捕捉外匯市場機遇

1 2

3 4

備注：「財富管理」 版面下的「外幣兌換/交易」功能目前只適用於花旗私人客戶業務/Citigold/Citi Priority/Citibanking客戶。
外幣買賣涉及風險，匯率可升可跌，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湯森路透市場資訊

免責聲明：本頁所載資料及數據均由第三方提供。該等第三方內容僅供一般信息參考之用，及不旨在構成購買或出售任何證券或貨幣的建議或徵求，也
沒有考量Citigroup, Inc.所公佈的任何意見。
備注：「財富管理」 版面下的「外幣兌換/交易」功能目前只適用於花旗私人客戶業務/Citigold/Citi Priority/Citibanking客戶。
外幣買賣涉及風險，匯率可升可跌，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點選「圖表」標誌，
即可預覽外匯圖表

長達10年之互動外匯圖表數據，並可提供仔細至
每一分鐘的匯價走勢

提供技術分析及
全面技術指標 (例
如移動平均線，
相對強弱指數等)

透過「外匯圖表」及「外匯調查」，獲取湯森路透提供的外匯走勢預測

外匯圖表

於「外匯觀察清單」選擇「外匯研究」 點選「外匯調查」，
了解同業意見

提供1個月、3個
月、6個月及1年
走勢預測 

外匯調查

1 2

1 2 3

3



外匯匯率提示

點選「外匯提示」 點選「設立匯率
提示」

選擇您想設立提
示的外幣組合

即時透過手機短訊或電郵通知獲得到價提示，最多可同時設定40個外匯到價提示； 有效期限可長達1個月

您可以設立買入或賣出的提示，並輸入目標買入/
賣出匯率及到期日

成功設立外匯
提示！

您可在設立提示
後更改提示

1 2 3

4 5 6

備注：「財富管理」 版面下的「外幣兌換/交易」功能目前只適用於花旗私人客戶業務/Citigold/Citi Priority/Citibanking客戶。
外幣買賣涉及風險，匯率可升可跌，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設置交易後的限價單
於交易完成後，即為剛交易之外幣交易設置「限價單」，有效期限可長達2個月

外幣預訂服務

在「財富管理」頁面內
點選「外匯」後，
進入「預定外幣鈔票」

簡單填寫兩欄或任
一欄，即時預設獲
利/止蝕的心水外
匯價位

選取最方便的指定分行提
取外幣
 

於交易完成後，即可預訂現鈔，更簡便地提取外幣

您亦可選擇到指定外幣自動櫃員機，直接提取外幣。
更多外幣提款方式詳情: citibank.hk/fxwithdraw

備注：「財富管理」 版面下的「外幣兌換/交易」功能目前只適用於花旗私人客戶業務/Citigold/Citi Priority/Citibanking客戶。
外幣買賣涉及風險，匯率可升可跌，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外幣買賣涉及風險，匯率可升可跌，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登入即買，買外幣更便捷
一登入Citi Mobile® App，您已經可以直接於「賬戶概覽」下的「外幣存款」或「Citibank Global Wallet」
即時買入心水外幣、預設心水匯率到價自動交易或設定心水外幣到價提示。

登入後點選您的
「外幣戶口」或
「Citibank Global Wallet」

1 選擇想買入的外幣2

輸入金額，
即時下單！

4 交易完成！5

按「立即買入」3

立即買入



注：「外幣存款」或「Citibank Global Wallet」版面只能進行「普通」指令。
外幣買賣涉及風險，匯率可升可跌，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預設心水匯率

登入後點選您的
「外幣戶口」或
「Citibank Global Wallet」

1 選擇想買入的外幣2

設定心水匯率、
到期日輸入買入
外幣金額

4 成功設定限價單，
到價自動交易！

5 成功設定後，
您可以按「查看限
價單」查閱交易
詳請。

6

按「預設心水匯率」3



外幣買賣涉及風險，匯率可升可跌，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Copyright © 2021 Citi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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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後點選您的
「外幣戶口」或
「Citibank Global Wallet」

1 選擇想買入的外幣2 按「設定到價提示」3

設定心水匯率及
提示到期日

4 成功設定到價提示5 成功設定後，
您可以按「查閱到價
提示」了解詳情。

6

設定到價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