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佣金 - 股票、ETF（ETP）和權證 - 固定式定價結構
香港1,2

階梯 佣金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香港交易所股票 交易價值的0.08% 18港幣 10港幣

香港交易所權證、結構性產品 交易價值的0.08% 10港幣 10港幣

滬港通與深港通股票 交易價值的0.12% 22.5人民幣 15人民幣

美國

佣金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每股0.005美元 1.00美元 交易價值的1% 1.00美元

例外（API、DARK、IBKRATS、IBDARK、CSFB算法、CSFB路徑、JEFF算法、FOXRIVER算法）
美國API直接傳遞定單 3

價值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全部 每股0.001125美元 1.50美元 交易價值的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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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K

移除流動性 添加流動性

直接傳遞定單 不適用 4 不適用

智能傳遞定單9 可變（見註釋） 不適用

IBKRATS

移除流動性 添加流動性

直接傳遞定單 不適用 4 應用正常佣金

智能傳遞定單10 可變（見註釋） 可變（見註釋）

CSFB算法、CSFB路徑、JEFF算法及FOXRIVER算法

費用

正常佣金基礎上每股增加0.0010美元

加拿大

佣金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每股0.015加元 1.50加元 交易價值的0.75%1, 2 3.00加元

每股0.012美元 1.20美元 每筆交易價值0.75%1, 2 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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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交易價值的0.15%比索 90.00比索 無 50.00比索

注：

1. 另外根據不同執行場所收取適用的交易所、ECN及/或專業經紀交易商費用。
2. 對於立即以交易所定單冊中現有的出價或要價執行的定單，會增加交易所流動性移除費用。參見北美階梯式部分獲取關於交易所費用的詳情。
3. 該收費不適用於相對、掛鉤市場以及掛鉤中點定單。
4. 直接傳遞至IBKRATS的適銷成交定單通常會被拒。
5. 僅對賣單收取交易費用。
6. 包括NMS、OTCBB、NextShares及粉紙市場（Pink Sheet）股票。
7. 如果計算出的每筆定單最高佣金還低於每筆定單最低佣金，則將按每筆定單最高佣金收取。例如，買入10股價格為$0.20美元的股票，佣金將是$0.02
（10股 x 0.005/每股 = 0.05佣金，每筆定單最低佣金為1.00，但佣金不能超過10股 x 0.20 x 1% = 0.02）.

8. 最高每筆交易5.95美元。如果是部分執行，則每次執行算是一筆交易。
9. 若IBKR從流動性供應商處獲得返傭，我們將從標準美國股票佣金上全額扣除該返傭。如IBKR未從執行中獲得返傭，系統將應用標準美國股票佣金。
10. 如您的定單與其他IBKR客戶的定單成交，我們將收取標準美國股票佣金減去0.0007每股的費用。若IBKR從流動性供應商處獲得返傭，我們將從標準
美國股票佣金上全額扣除該返傭。如IBKR未從執行中獲得返傭，系統將應用標準美國股票佣金。

11. IBKR Lite版支持美國交易所掛牌股票和ETF的免佣金交易。如果是交易未在交易所掛牌的美國股票（如粉單和OTCBB）、ETF、權證或其它不符合條
件的產品，IBKR Lite版賬戶需按固定式定價方案繳納佣金。

12. 佣金適用於所有定單類型。
13. 包括了所有交易所費用。
14. 當客戶向NYSE發送異常數量的不適銷限價定單，並且不通過IB的智能傳遞而是直接向NYSE傳遞定單，IB保留對其徵收附加費的權利，用以支付專
業經紀交易商的定單處理費用。 在這種情況下，IB將會通知受影響的客戶。

15. 增值稅，也被稱為消費稅、商品及服務稅，如果適用的話，將分別應用於合格的服務項目。
16. 修改的定單可以是取消的定單或以新的定單替代當前的定單。在某些交易所，修改的定單可能會被看作新的定單，需要交付最低佣金。例如，如果一
個含有200股的定單被提交並且100股被執行，隨後，您修改了定單，另外的100股被執行，那麼兩份100股的定單都將交付最低佣金。經過隔夜的定
單將被視為一個新的定單，用於確定定單的最低數量。

17. 小數股交易每筆定單最低佣金0.0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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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比利時、法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荷蘭、瑞士、英國通過IB智能傳遞（IB SmartRoutingSM）執行的股票和ETF定單3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平台費

以歐元計價的1 6000歐元及以下的部分：4.50
歐元

6000歐元以上的部分：交易價值
的0.075% 2.00歐元

以英鎊計價的
6000英鎊以下的部分：4.50英
鎊

6000英鎊以上的部分：交易價值
的0.075% 2.00英鎊

以瑞郎計價的
10000瑞郎以下的部分：7.50瑞
郎

10000瑞郎以上的部分：交易價
值的0.075% 2.00瑞士法郎

以美元計價的2 8000美元以下的部分：6.00美
元

8000美元以上的部分：交易價值
的0.075% 1.00美元

奧地利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所有
交易價值的
0.15% 6.00歐元 無 2.00歐元

波羅的海地區（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

混合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所有
交易價值的
0.3% 15.00歐元 無 2.00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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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所有
交易價值的
0.15% 6.00歐元 無 2.00歐元

法國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直接傳遞的
交易價值的
0.15%

6.00歐元
9.00美元 無 1.00美元

德國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SWB, SWB權
證

交易價值的
0.18% 9.00歐元 無 2.00歐元

GETTEX - 股
票和權證

交易價值的
0.075% 1.875歐元 無 2.00歐元

其它直接傳遞
的定單

交易價值的
0.15% 6.00歐元 無 2.00歐元

匈牙利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股票
交易價值的
0.15% 300匈牙利福林 無 650匈牙利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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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股票
交易價值的
0.15% 22.5以色列謝克爾 無 7以色列謝克爾

意大利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權證和結構性
產品

交易價值的
0.15% 9.00歐元 無 2.00歐元

其它直接傳遞
的定單

交易價值的
0.15% 6.00歐元 無 2.00歐元

荷蘭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直接傳遞的
交易價值的
0.15%

6.00歐元
9.00美元 無 2.00歐元

挪威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所有
交易價值的
0.075% 73.50挪威克朗 無 20.00挪威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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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所有
交易價值的
0.15% 22.50波蘭茲羅提 無 8.00波蘭茲羅提

葡萄牙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所有
交易價值的
0.225% 9.00歐元 無 2.00歐元

西班牙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直接傳遞的
交易價值的
0.15% 6.00歐元 無 2.00歐元

瑞典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以瑞典克朗計
價的

交易價值的
0.075% 73.50瑞典克朗 無 20.00瑞典克朗

歐元計價
交易價值的
0.15% 6.00歐元 無 2.00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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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以美元計價的
ETF、權證和結
構化產品

交易價值的
0.15% 15.00美元2 無 2.00瑞士法郎

其它直接傳遞
的定單

交易價值的
0.15%

9.00瑞郎
6.00歐元
9.00英鎊
9.00美元

無 2.00歐元

英國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直接傳遞的 0.15%
6.00英鎊
6.00歐元
9.00美元2

無 2.00英鎊

注：

IB的費用中包含了所有交易所和監管費用，但以下情況除外。

1. Euronext (FR/NL/BE) – 僅對ETF產品傳遞每筆0.75歐元的交易所費用。
2. 在歐洲市場以美元計價交易的產品。
3. 有關第三方交易費用的更多信息，請見IBKR知識庫文章。
4. 佣金適用於所有定單類型。
5. 增值稅，也被稱為消費稅、商品及服務稅，如果適用的話，將分別應用於合格的服務項目。
6. 修改的定單可以是取消的定單或以新的定單替代當前的定單。在某些交易所，修改的定單可能會被看作新的定單，需要交付最低佣金。例如，如果一
個含有200股的定單被提交並且100股被執行，隨後，您修改了定單，另外的100股被執行，那麼兩份100股的定單都將交付最低佣金。經過隔夜的定
單將被視為一個新的定單，用於確定定單的最低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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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5

階梯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所有
交易價值的
0.12% 9.00澳元 不適用 3.00澳元

印度3,4

證券交易稅、交易所費用及商品和服務稅（GST）

產品 標準 最低 最高 每筆定單平台費

股票4 1.5基點 印度盧比9 印度盧比30 約2美元

日本

階梯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所有
交易價值的
0.12% 120日元 不適用 25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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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階梯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所有
交易價值的
0.12%

3.75新加坡元
4.00美元
27.00港幣
2.10英鎊
3.00歐元

不適用

3.00新加坡元
1.00美元
10.00港幣
2.00英鎊
2.00歐元

注：

1. 點此查看SEHK股票交易費用。
2. 點此查看滬港通和深港通股票費用表。
3. 最高每筆定單價值1,000,000印度盧比。超出1,000,000印度盧比的定單部分將按2個基點收取。
4. 對於所有只在澳大利亞Chi-x交易所的產品，IBKR不會監控底層證券生命週期中發生的變動或就此向客戶發出通知，包括但不限於潛在的止損或行權
事件。客戶對監控此類底層證券的變動及做出相應的獨立投資決策負有完全的責任。此外，IBKR不會審核與此類產品相關的文件，且客戶有責任充分
理解此類產品的運作影響及其特性。如有必要，客戶應自行尋求專業的法律或財務建議。

5. 有關第三方交易費用的更多信息，請見IBKR知識庫文章。
6. IBKR Lite版支持美國交易所掛牌股票和ETF的免佣金交易。如果是交易未在交易所掛牌的美國股票（如粉單和OTCBB）、ETF、權證或其它不符合條
件的產品，IBKR Lite版賬戶需按固定式定價方案繳納佣金。

7. 除非上方另行說明，否則均包括了所有交易所和監管費用。
8. 佣金適用於所有定單類型。
9. 增值稅，也被稱為消費稅、商品及服務稅，如果適用的話，將分別應用於合格的服務項目。
10. 修改的定單可以是取消的定單或以新的定單替代當前的定單。在某些交易所，修改的定單可能會被看作新的定單，需要交付最低佣金。例如，如果一
個含有200股的定單被提交並且100股被執行，隨後，您修改了定單，另外的100股被執行，那麼兩份100股的定單都將交付最低佣金。經過隔夜的定
單將被視為一個新的定單，用於確定定單的最低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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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佣金 - 期權 - 固定式價格結構

美國

固定式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最高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每張合約0.975美元1 1.50美元 N/A 2.00美元

美國 - 附加費用

代碼 附加費用

SPX（非每週期權）

權利金 < 1.00美元 每張合約0.40美元

權利金 > 1.00美元 每張合約0.50美元

SPX（每週期權）

權利金 < 1.00美元 每張合約0.49美元

權利金 > 1.00美元 每張合約0.58美元

VIX

權利金 < 0.11美元 每張合約0.10美元

權利金 < 1.00美元 每張合約0.25美元

權利金 < 2.00美元 每張合約0.4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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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金 >= 2.00美元 每張合約0.50美元

Complex VIX

權利金 < 0.11美元 每張合約0.05美元

權利金 < 1.00美元 每張合約0.17美元

權利金 < 2.00美元 每張合約0.35美元

權利金 >= 2.00美元 每張合約0.50美元

RUT

CBOE 每張合約0.18美元

CBOE2 每張合約0.15美元

OEX

OEX（每月期權） 每張合約0.40美元

OEX（每週期權） 每張合約0.30美元

XEO

XEO（每月期權） 每張合約0.40美元

XEO（每週期權） 每張合約0.30美元

DJX

DJX 每張合約0.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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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 監管費用

佣金

期權監管費用（“ORF”）2, 3 每張合約0.0388美元

美國 - 交易費用

佣金

交易費用 4 0.0000221美元 * 總賣出金額

FINRA交易活動費用 0.002美元 * 賣出數量

美國 - OCC清算費用

等級 費用

1 - 999張合約 每張合約0.03美元

> 999張合約 每筆交易82.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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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AMXL 每張合約25墨西哥比索 +
25墨西哥比索 25墨西哥比索 + 25墨西哥比索 40墨西哥比索

NAFTRAC 每張合約20墨西哥比索 +
20墨西哥比索 20墨西哥比索 + 20墨西哥比索 40墨西哥比索

QQQQ 每張合約30墨西哥比索 +
30墨西哥比索 30墨西哥比索 + 30墨西哥比索 40墨西哥比索

所有其它
每張合約40墨西哥比索 +
40墨西哥比索 40墨西哥比索 + 40墨西哥比索 40墨西哥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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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IBKR Lite版版賬戶每月前1,000張美國期權合約按固定式佣金收費。對於超出1,000張合約的美國期權交易量，IBKR將應用IBKR Pro版美國期權階
梯式佣金結構。有關階梯式結構的更多信息，請參見此處。

2. 以下交易所收取期權監管費用（“ORF”）：AMEX、BATS、BOX、CBOE、CBOE2、EDGX、EMERALD、ISE、GEMINI、MERCURY、MIAX、
MERCURY、NOM、NASDAQBX、PSE和PHLX。

3. 此費用適用於“客戶”賬戶中通過OCC清算的交易，通常包括公共客戶和專業客戶交易。
4. 交易費用只對賣單收取。
5. IBKR的階梯式佣金模式並不是交易所與第三方費用以及折扣的直接代收和傳遞。IBKR階梯式佣金結構下向客戶代收的費用可能會大於IBKR支付給
相關交易所、監管部門、清算所或第三方的費用。例如，IBKR可能不會將基於交易量的折扣傳遞給客戶。同樣，IBKR傳遞給客戶的折扣也可能低於
IBKR從相關市場獲得的折扣。例如，IBKR可能會因為在某特定市場超過一定交易量門檻而獲得更高折扣款，但通常不會將這部分折扣直接傳遞給客
戶。

6. 佣金適用於所有定單類型。
7. 美國期權行權和被行權不收取佣金。
8. 美國微值買入平倉交易不收取佣金。僅當期權最小跳動單位>0.01美元時適用。不包括複雜定單。
9. IBKR在決定傳遞定單的目的地時會考慮交易所費用和/或折扣優惠。某些情況下，為了降低或避免產生執行定單的交易所費用，IBKR可能會將適銷定
單傳遞至當前並未發佈全國最佳買賣價（NBBO）但卻可能會願意以全國最佳買賣價執行定單的交易所。如果是這種傳遞方式，客戶要支付的執行費用
通常就會比原本的費用更低。如果為降低或避免產生交易所費用而將定單傳遞至當前並未發佈全國最佳買賣價的交易所，IBKR會確保客戶的定單會
以定單傳遞當時的全國最佳買賣價成交。

10. 修改定單將被當作是取消原定單再替換成新定單。在某些交易所，這可能會使被修改定單像新定單一樣被收取佣金。例如，如果提交了一個200張合
約的定單，成交了100張合約，然後您修改了定單，接著另外100張合約也隨之成交，則這兩個100張合約的定單都需按價格結構分別繳納佣金。

11. 組合定單的每一條邊都需按價格結構繳納費用。

15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2356&p=options1


比利時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所有
每張合約1.5歐元
+2歐元 1.5歐元+2歐元 2.00歐元

法國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指數期權
每張合約1.5歐元
+2歐元 1.5歐元+2歐元 2.00歐元

股票期權（乘數>= 100） 每張合約1.5歐元
+2歐元 1.5歐元+2歐元 2.00歐元

股票期權（乘數< 100） 每張合約0.20歐元
+2歐元 0.20歐元+2歐元 2.00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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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股票期權
每張合約1.10歐元
+2歐元 1.10歐元+2歐元 2.00歐元

所有未在下方列出的指數
期權

每張合約1.50歐元
+2歐元 1.50歐元+2歐元 2.00歐元

DJ200 / DJ600 每張合約2.00歐元
+2歐元 2.00歐元+2歐元 2.00歐元

DAX 每張合約1.70歐元
+2歐元 1.70歐元+2歐元 2.00歐元

意大利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股票期權
每張合約2.00歐元
+2歐元 2.00歐元+2歐元 2.00歐元

指數期權
每張合約3.00歐元
+2歐元 3.00歐元+2歐元 2.00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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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美元計價期權
每張合約2.00美元
+2歐元 2.00美元+2歐元 1.00美元

Mini-AEX期權 每張合約0.30歐元
+2歐元 0.30歐元+2歐元 2.00歐元

所有其它
每張合約1.50歐元
+2歐元 1.50歐元+2歐元 2.00歐元

挪威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指數期權
每張合約18.00挪
威克朗

18.00挪威克朗 20.00挪威克朗

股票期權
每張合約22.50挪
威克朗

22.50挪威克朗 20.00挪威克朗

西班牙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股票期權
每張合約0.90歐元
+2歐元 4.5歐元+2歐元 2.00歐元

指數期權
每張合約0.80歐元
+2歐元 N/A 2.00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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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股票期權
每張合約2.55瑞士
法郎

2.55瑞士法郎 2.00瑞士法郎

指數期權
每張合約4.20瑞士
法郎

4.20瑞士法郎 2.00瑞士法郎

英國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所有
每張合約2.55英
鎊1 2.55英鎊 2.00英鎊

注：

1. 期權行權的印花稅（英國=0.5%）會直接向客戶收取。
2. 佣金適用於所有定單類型。
3. 包含所有交易所費用和監管費用。
4. 期權行權和被行權都收取佣金。
5. 修改定單將被當作是取消原定單再替換成新定單。在某些交易所，這可能會使被修改定單像新定單一樣被收取佣金。例如，如果提交了一個200張合
約的定單，成交了100張合約，然後您修改了定單，接著另外100張合約也隨之成交，則這兩個100張合約的定單都需按價格結構分別繳納佣金。確定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要求時，經過隔夜的定單將被視為一個新的定單。

6. 某些意大利股票將受交易稅影響，2013年3月1日起生效。有關稅收計算的其他詳細信息，請參考此處。
這些受交易稅影響的意大利證券，其衍生品也將受到交易稅的影響，2013年9月1日起生效。有關衍生品交易稅的其他詳細信息，請參考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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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指數期權（ASX） 每張合約2.00澳元
+ 1澳元 2.00澳元1 + 1澳元 2.00澳元

股票期權
每張合約0.30澳元
+ 0.15澳元 1澳元1 + 0.15澳元 2.00澳元

香港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指數期權
每張合約45.00港
幣

45.00港幣 10.00港幣

股票期權 2

香港聯交所（SEHK）二級
期權 3

期權價值的0.3%
+ 每張合約1.00港
幣的交易所費用

27.00港幣 10.00港幣

香港聯交所（SEHK）三級
期權3

期權價值的0.3%
+ 每張合約0.50港
幣的交易所費用

27.00港幣 10.00港幣

所有其它股票期權
期權價值的0.3%
+ 每張合約3.00港
幣的交易所費用

27.00港幣 10.00港幣

恒生國企指數（HHI） 每張合約30.00港
幣

30.00港幣 10.00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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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恒生指數（MHI） 每張合約25.50港
幣

25.50港幣 10.00港幣

印度

證券交易稅、交易所費用以及商品服務稅

產品 標準 最低費用 最高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期權 1.5 bps 9印度盧比 30印度盧比 約2美元

日本

佣金 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N225期權（每週和每月）6
交易金額的18bps
，外加外部費用 +
2美元

每筆定單150日元
+ 2美元 250日元

股票期權（TSEJ）7 每張合約135日元
+ 2美元

每張合約135日元
+ 2美元 250日元

新加坡

佣金 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NIFTY 每張合約4.275美
元

4.275美元 2.00美元

新加坡元計價期權
每張合約7.50新加
坡元

7.50新加坡元 3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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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所有 期權價值的0.3% 1,500韓元 2500韓元

注：

1. 計算ASX期權的行權/被行權費用成本時，股票期權將為每張合約0.275，指數期權將為每張合約0.75。
2. 所有期權行權和被行權都將採用標準股票佣金，外加香港聯交所期權結算所（SEOCH）對每張已行權的股票期權合約收取的2.00港幣費用。
3. 二級股票期權是指以下底層證券的期權：3, 4, 5, 6, 11, 19, 66, 135, 288, 489, 753, 788, 1088（僅CSB）, 1093, 1099, 1171, 1339, 1658, 1810,

1816, 1876, 1928, 1988, 2328, 2388, 2601, 2628, 2800, 3323, 3968, 6030, 6837.
三級股票期權是指以下底層證券的期權：17 (NWA only), 23, 151, 267, 293, 330, 358, 386, 390, 494, 728, 762, 857, 883, 902, 939, 992, 998,
1088（僅CSE）, 1186, 1359, 1398, 1800, 1880, 1898, 1919, 2038, 2282, 2333, 2600, 2777, 2888, 2899, 3328, 3800, 3988.

4. 針對前100手。定單超出100手的部分將按每手5印度盧比收費。
5. 對於定居國外的印度人（NRI），每筆定單最高費用為150印度盧比。
6. 不論採用何種佣金結構，每月到期Nikkei合約的行權或被行權成本費用為6 bps，每張合約最高費用420日元。每月到期Nikkei合約的行權或被行權成
本費用為130日元。

7. 先期費率。費率可能會發生變化。

● 佣金適用於所有定單類型。

● 包含所有交易所費用和監管費用（香港股票期權除外）。

● 行權和被行權不收取佣金，澳大利亞除外。

● 階梯式定價適用於指數期權。更多信息，請參見期貨佣金。

● 修改定單將被當作是取消原定單再替換成新定單。在某些交易所，這可能會使被修改定單像新定單一樣被收取佣金。例如，如果提交了一個200張合
約的定單，成交了100張合約，然後您修改了定單，接著另外100張合約也隨之成交，則這兩個100張合約的定單都需按價格結構分別繳納佣金。確定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要求時，經過隔夜的定單將被視為一個新的定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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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佣金 - 外匯 - 定價結構

月交易金額2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2

<= 1,000,000,000美元 0.30基點3 * 交易值4 3.00美元 2.00美元

1,000,000,001 - 2,000,000,000美元 0.225基點3 * 交易值4 2.25美元 2.00美元

2,000,000,001 - 5,000,000,000美元 0.15基點3 * 交易值4 1.875美元 2.00美元

> 5,000,000,000美元 0.12基點3 * 交易值4 1.50美元 2.00美元

注：

1. Source: Euromoney FX survey FX Poll 2018: The Euromoney FX survey is the largest global poll of foreign exchange service providers.
2. 或美元等值貨幣
3. 1個基點=0.0001。
4. 貨幣交易的佣金是根據交易價值計算的，然後被換算為賬戶的基本貨幣並以基本貨幣被收取。

● 佣金適用於所有定單類型。

● 包括了所有交易所和監管費用。

● 修改過的定單將被看作是取消原有定單並用新定單替換。在特定的交易所，這可能會使修改過的定單像新定單一樣受到最低佣金的限制。例如，如

果您提交了一筆200股的定單並執行了其中100股，然後修改定單並執行另100股，佣金最低限額對兩次執行的100股定單都適用。經過隔夜的定
單將被視為一個新的定單，用於確定定單的最低數量。

● 增值稅，也被稱為消費稅、商品及服務稅，如果適用的話，將分別應用於合格的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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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佣金 - 固定收益 - 定價結構

美國——公司債券&存單

佣金 最低 最高 每筆定單平台費

面值<= 10,000美元的部
分

0.15% X 面值1, 2 每筆定單1.50美元 375美元或交易價值的
1.5%，取較小值 2.00美元

面值> 10,000美元的部
分

0.0375% X 面值
1, 2 無

375美元或交易價值的
1.5%，取較小值 2.00美元

美國——市政債券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面值<= 10,000美元的部
分

0.075% X 面值1,

2 1.50美元 187.5美元或交易價值的
1.5%，取兩者較小值 2.00美元

面值> 10,000美元的部
分

0.01875% X 面
值

1, 2 無
187.5美元或交易價值的
1.5%，取兩者較小值 2.00美元

美國 - 聯邦債券（短期國債、中期國債、長期國債）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面值<= 1,000,000美元
的部分

0.003% X 面值1 7.50美元 無 2.00美元

面值> 1,000,000美元的
部分

0.00015% X 面
值

1 7.50美元 無 2.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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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 外部費用
外部費用在成本中代收。詳情請參考 IB 的網站：

BondDesk IBKRATS 市政中心（MuniCenter） 紐交所債券（NYSE Bonds）

美國 - 交易費

費用

FINRA交易活動費用 0.00075美元 X 售出數量3

注：

1. 1基點=0.0001美元
2. 佣金按等級收取。例如，對於美國公司和市政債券，第一個1萬面值收取0.1%，其餘超過1萬的本金收取0.025%。
3. 每筆交易最高0.75美元。

● 交易量等級的應用基於所有股票，權證和交易所指數基金的月累計交易量總和。每天計算一次，而不是在每次交易時進行計算。因此，當交易量超過

當天的限制時，將減少下一個交易日的執行量。只有在成本相加價格結構下交易的股票才會被計入月交易量。顧問、機構和經紀商賬戶的股票交易量

被全部加總以決定交易量等級。這些費用是在當月從低交易量等級開始逐級計算的。

● 增值稅，也被稱為消費稅、商品及服務稅，如果適用的話，將分別應用於合格的服務項目。

● IBKR的階梯式佣金模式並不是交易所與第三方費用以及折扣的直接代收和傳遞。IBKR階梯式佣金結構下向客戶代收的費用可能會大於IBKR支付給
相關交易所、監管部門、清算所或第三方的費用。例如，IBKR可能不會將基於交易量的折扣傳遞給客戶。同樣，IBKR傳遞給客戶的折扣也可能低於
IBKR從相關市場獲得的折扣。例如，IBKR可能會因為在某特定市場超過一定交易量門檻而獲得更高折扣款，但通常不會將這部分折扣直接傳遞給客
戶。

● 修改的定單看作取消定單以新的定單替代當前的定單。在某些交易所，修改的定單可能會被看作新的定單，需要交付最低佣金。例如，如果您提交了

一份2萬美元面值的債券定單，其中1萬獲得執行，之後您修改了定單，剩下的1萬也獲得了執行，如果適用，最低佣金將應用在兩個1萬面值的執行
中。經過隔夜的定單將被視為一個新的定單，用於確定定單的最低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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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交易值 =< 50,0001 0.15% X 交易值 3.00歐元 無 2.00歐元

交易值 > 50,000 並 <=
5,000,0001 0.0525% X 交易值 3.00歐元 無 2.00歐元

交易值 > 5,000,0001 0.0225% X 交易值 3.00歐元 無 2.00歐元

歐洲 - 公司債券 - UBS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最高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面值<= 10,000歐元的部分 0.15%* 面值（15基
點）3, 4 無 無 2.00歐元

面值 > 10,000歐元的部分 0.0375%* 面值（
3.75基點） 3, 4 無 無 2.00歐元

歐洲 - 外部費用在成本中代收2。詳情請參考 IB 的網站：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5575&nhf=T

注：

1. 交易值 = 票面值 X 價格百分比/100
2. 交易所對比率超過5：1（此為交易所允許的比率，計算方法是：定單數目/交易執行次數）的每筆定單收取2.00歐元。新的定單數目和定單修改次數包
含在比率的計算中，而取消的定單不作數。

3. 1個基點=0.0001歐元
4. 佣金按等級收取。例如，第一個1萬面值收取0.1%，其餘超過1萬的本金收取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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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固定費率1, 2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最高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政府債券 交易值的0.12% 27港元 無 15港元

香港 - 成本相加費用

月交易值（港元）3 每筆交易值費用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最高費用 每筆定單平台費

<= 15,000,000 0.12% 27.00港元 無 15港元

15,000,001 – 300,000,000 0.075% 18.00港元 無 15港元

300,000,001 –
900,000,000 0.045% 12.00港元 無 15港元

900,000,001 –
2,000,000,000 0.030% 9.00港元 無 15港元

> 2,000,000,000 0.0225% 6.00港元 無 1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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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交易所，清算和代收費用（按交易所），詳情請參考 IB 的網站：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5575&nhf=T

注：

1. 交易所和監管費用不包括在內。
2. 交易所交易費用、交易所交易關稅、CCASS結算費和CCASS託管費用包含在內。盈透代收客戶的SFC交易課稅（交易金額的0.003%，應用於股票
和權證）。

3. 要獲取如何計算每月交易量等級的更多信息，請點擊此處。
● 交易量等級的應用基於所有股票，權證和交易所指數基金的月累計交易量總和。每天計算一次，而不是在每次交易時進行計算。因此，當交易量超過

當天的限制時，將減少下一個交易日的執行量。只有在成本相加價格結構下交易的股票才會被計入月交易量。顧問、機構和經紀商賬戶的股票交易量

被全部加總以決定交易量等級。這些費用是在當月從低交易量等級開始逐級計算的。

● 增值稅，也被稱為消費稅、商品及服務稅，如果適用的話，將分別應用於合格的服務項目。

● IBKR的階梯式佣金模式並不是交易所與第三方費用以及折扣的直接代收和傳遞。IBKR階梯式佣金結構下向客戶代收的費用可能會大於IBKR支付給
相關交易所、監管部門、清算所或第三方的費用。例如，IBKR可能不會將基於交易量的折扣傳遞給客戶。同樣，IBKR傳遞給客戶的折扣也可能低於
IBKR從相關市場獲得的折扣。例如，IBKR可能會因為在某特定市場超過一定交易量門檻而獲得更高折扣款，但通常不會將這部分折扣直接傳遞給客
戶。

● 修改的定單看作取消定單以新的定單替代當前的定單。在某些交易所，修改的定單可能會被看作新的定單，需要交付最低佣金。例如，如果您提交了

一份2萬美元面值的債券定單，其中1萬獲得執行，之後您修改了定單，剩下的1萬也獲得了執行，如果適用，最低佣金將應用在兩個1萬面值的執行
中。經過隔夜的定單將被視為一個新的定單，用於確定定單的最低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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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佣金 - 金屬

黃金 美元/盎司（倫敦當地,美國現貨黃金），白銀 美元/盎司（倫敦當地）
佣金適用於所有定單類型，且使用包括所有交易所和監管費用的定價結構。

倫敦金，美國現貨黃金

定單量（美元）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0 – 500,000 2.25個基點1 *交易價值 3.00美元 2.00美元

500.001 – 1,000,000 1.5個基點1 *交易價值 不適合 2.00美元

> 1,000,000 1.05個基點1 *交易價值 不適合 2.00美元

倫敦銀

定單量（美元） 佣金 每筆定單最低佣金 每筆定單平台費

0 – 250,000 4.5個基點1*交易價值 3.00美元 2.00美元

250.001 – 500,000 3.0個基點1 *交易價值 不適用 2.00美元

> 500,000 2.25個基點1 *交易價值 不適用 2.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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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借貸費用

餘額等級 收取的借貸費用

產品 幣種 第一階梯 第二階梯 第一階梯以下

第一階梯和第二

階梯之間 第二階梯以上

所有 美元 1,000,000 10,000,000
1.078%
(BM + 1%)

0.578%
(BM + 0.5%)

0.378%
(BM + 0.3%)

存儲成本費用

倫敦金 存儲費用0.10%每年。

美國黃金 0.15美元每盎司每月3

美國現貨黃金交割費用

IBKR處理費用 500.00美元

交割費用 25.00美元

注：

1. 1個基點=0.0001.
2. 美國黃金僅供應美國合法居住者。美國黃金不提供給亞利桑那州、蒙大拿州、新罕布什爾州與羅德島州的合法居住者。
3. 費用將每天計算且將在次月的第三個工作日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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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佣金 - 共同基金

美國居民

費用 價格 每筆定單平台費

無交易費用基金1
查看基金 0.00美元 2.00美元

IBKR交易費用
每筆交易取3% * 交易價值和14.95美元
中的較低者

2.00美元

注：

● 首筆基金定單的最小金額為3,000美元，接下來的最小定單金額為100美元。
● 該網站可能包含與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SFC）許可在港公開銷售之投資產品（包括但不限於未在香港註冊的共同基金和基金）相關的
信息和資料。因此，盈透證券香港有限公司尚未向香港投資者開放此類產品。所有香港人士在該網站閱讀有關此類產品的信息時均應保持注意。如對

於該網站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您應尋求獨立的專業建議。

1. 基金公司可能會收取提前贖回費，請參見基金招募說明書了解詳細信息。

數千隻非美國共同基金無交易費用（免費）

其它基金大多數定價在4.95歐元1，包含所有監管費用和交易所費用。

查看無交易費用基金列表

1.或貨幣等值。另有4.4歐元+2歐元平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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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結算交易所定價

固定式定價結構

每筆定單

第一級 19歐元 4.4歐元+2歐元平台費

其它等級 5歐元 4.4歐元+2歐元平台費

Euronext固定式定價結構
我們針對歐洲共同基金的固定式定價按交易價值的固定百分比收取費用，包含所有IBKR佣金、交易所費用和監管費用。

固定費率 每筆定單最低費用 每筆定單最高費用 另每筆定單需付

歐元計價 交易價值的0.1% 4.00歐元 29.0歐元
4.4歐元+2歐元平
台費

外部費用

泛歐交易所（EURO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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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佣金適用於所有定單類型。

● 包括了所有交易所費用和監管費用。

● 隻提供不收取提早贖回費用的免手續費基金。

● IBKR的階梯式佣金模式並不是交易所與第三方費用以及折扣的直接代收和傳遞。IBKR階梯式佣金結構下向客戶代收的費用可能會大於IBKR支付給
相關交易所、監管部門、清算所或第三方的費用。例如，IBKR可能不會將基於交易量的折扣傳遞給客戶。同樣，IBKR傳遞給客戶的折扣也可能低於
IBKR從相關市場獲得的折扣。例如，IBKR可能會因為在某特定市場超過一定交易量門檻而獲得更高折扣款，但通常不會將這部分折扣直接傳遞給客
戶。

● 首筆基金定單最小金額為3,000美元，後續最小定單金額為100美元。
● 該網站可能包含與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SFC）許可在港公開銷售之投資產品（包括但不限於未在香港註冊的共同基金和基金）相關的
信息和資料。因此，盈透證券香港有限公司尚未向香港投資者開放此類產品。所有香港人士在該網站閱讀有關此類產品的信息時均應保持注意。如對

於該網站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您應尋求獨立的專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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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客戶賬戶最低資產要求和活動費用

賬戶結構 月閒置費用

經紀商客戶賬戶
0.00美元
淨清算價值小於1000美元的賬戶將被收取1美元的閒置費用。

以上的費用由 IB 收取，詳情請參考 IB 的網站：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5217

8. 融資

利率

港幣 5.0%

美元 3.9%

*融資利率、利息每日變動，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一切以交易時為準。實際利率請參考交易前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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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服務風險披露聲明：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費用可能因為 Interactive Brokers 或天財資本的改動而作出更改而未能通知。閣下交易前需要注意所涉
及的所有費用，Interactive Brokers 或天財資本或秒投或分子金融有限公司不會為任何以上資料改動、不準確、不實或任何誤
導訊息而負上任何責任。投資涉及風險。證券價格可升可跌，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一定能

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投資前客戶應考慮其本身的投資經驗、投資目標及風險承受程度，並參閱相關證券投資服

務的條款及細則。有關滬港通及深港通的資料，請參閱關於滬港通及深港通的資訊(當中載有有關透過滬港通及深港通作投資
的主要風險)。

秒投或分子金融有限公司 (“本公司”) 提供給閣下的信息僅供閣下參考。它不應被解釋為任何投資於任何特定證券的建議或招
攬。如果閣下對任何證券交易平台上的任何信息不確定，請諮詢閣下的獨立和專業顧問。任何由本公司提供的有關證券交易平

台的推廣活動純屬供閣下參考。 本公司並無誘導或試圖誘導 閣下買賣任何證券。在進行任何證券交易活動或進行任何投資前
，您應仔細考慮自己的需要和財務狀況。

貨幣風險披露聲明：

人民幣兌換為港幣或其他外幣受匯率波動影響。客戶於兌換人民幣至港幣或其他外幣時，將可能因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而出現

利潤或虧損。人民幣目前受中國政府外匯管制，其匯率或較容易因政府政策改變而被影響。

除非情況另有所指，否則本文件並不構成對任何人士提出進行任何交易的招攬、邀請或建議，亦不構成對未來任何證券價格變

動的任何預測。本文件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香港任何監管機構審閱。

由證監會持牌人天財資本提供的任何推廣活動不得解釋為徵求或建議任何人買賣任何證券或其他金融產品；秒投及秒投的經

營主題分子金融有限公司 (“本公司”) 並不提供任何證券交易服務，本公司僅代表天財資本推廣其業務，本公司僅提供天財資
本國際所提供的信息。與開戶有關的所有事項將由天財資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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