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全澳青年模擬投資比賽》 

比賽章程 

一、 主辦機構： 澳門青年聯合會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青年協會 

支持機構 :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澳門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 比賽目的： 

為參賽者提供模擬平台以磨練投資心態，希望參賽者可藉著比賽吸收更廣泛

的投資實踐經驗，學習應用更多投資知識和技能，並以合規、公平、公正的

方式和原則進行模擬投資比賽，達致減低投機意識及增強理財觀念的目標。 

 

三、 比賽時間：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12 月 9 日（共 8 星期）。 

 

四、 參加資格：年齡為 18 至 45 歲的澳門居民(持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 

 

五、 報名時間：2016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六、 報名手續：參賽者可透過以下網站報名註冊，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一） 澳門青年聯合會網站 http://www.myf.org.mo﹔或 

（二）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青年協會網站 http://www.bocmyth.org.mo﹔ 

七、 比賽形式： 

參賽者以個人名義參賽，完成所有報名手續並收到確認電郵後，可獲得一個

股票虛擬帳戶並給予預設 100 萬港元的虛擬資本，通過互聯網登錄網站

http://www.bocmyth.org.mo，於指定交易期間進行股票網上買賣。比賽為期八

個星期，比賽結束後，累計盈利以及風險調整後收益(最高風險調整後收益=

比賽期間投資組合平均收益率÷收益率標準差)最高的 30 個帳戶為比賽的優

勝者。 

 

八、 比賽獎項：比賽共設 60 個獎項，並送出現金禮劵以及累計高達二萬八千元

澳門幣，分別為組合回報奬及穩定表現獎各 30 名，其中穩定表現獎將頒予

比賽中風險調整後收益最高的 30 名選手，藉以鼓勵參賽者比賽時提高風險

回報比的意識。此外，比賽最後總累計盈利和風險調整後收益最高的各 30

個帳戶除獲得相應獎金或現金券，並獲主辦機構頒發紀念獎狀。 

http://www.bocmyth.org.mo/


               

 

九、 開幕儀式： 

主辦機構將於 10 月 15 日舉辦開幕儀式。參賽者必需出席開幕儀式，並出示

有效證件領取比賽賬戶所需之網上用戶名稱和密碼信封。主辦機構會於開幕

式上公佈比賽網址，如參賽者未能出席，須提前聯繫主辦機構。 

開幕儀式地點：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中國銀行大廈 3 樓會議廳。 

十、 比賽規則： 

（一） 參賽者可獲設一個股票虛擬帳戶，以及 100 萬港圓虛擬資金作為起

始資本。 

（二） 參賽者在比賽期間以 100 萬港圓虛擬資本，在下列交易時段內於股

票市場進行交易。 

（三） 比賽過程中，主辦機構將根據參賽者的股票組合情況進行排名，相

關結果將於頒獎禮上公佈。 

（四） 在比賽期間，主辦機構會為參賽者安排投資講座，為參賽者提供市     

場的參考資訊。 

（五） 股票模擬投資市場的交易細則如下﹕ 

1. 投資範圍﹕所有於香港交易所上市並以港圓作結算之股票、交易所買賣

基金（ETF）等，但不包括窩輪、牛熊證以及買入價格低於$1 港圓的股

票。 

2. 股票交易時段﹕非香港公眾假期的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至

中午 12 時及下午 1 時至 4 時正。 

3. 比賽不設股票預放盤服務，也不設沽空股票和期貨指數合約。 

4. 比賽期間將限制參賽者每日交易次數為 10 次，所有買賣股票必需在真

實市場上有具體可作成交的股數和金額。 

5. 模擬比賽之股票報價為即時價格，買賣指令將以實時價格進行交易。比

賽期間股票查價，將設有 250 次最高查詢次數。 

6. 為提高仿真度，股票的交易運作均參照現行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網上銀行

股票交易實務操作，例如買賣股票的成盤、交收金額、凍結交易金額等，

而買賣股票所需收取之印花稅、交易費、交易徵費等佣金和費用亦會按

市場慣例於交易時一併收／付參賽者股票帳戶。 

7. 買入之股票在比賽期間，所有股息派發、供股以及配股均不計入是次比

賽的累計資金之內。 

比賽最後結果 

組合回報獎 穩定表現獎 

第一名 MOP 3,000 元奬金 第一名 MOP 3,000 元奬金 

第二名 MOP 2,000 元奬金 第二名 MOP 2,000 元奬金 

第三名 MOP 1,000 元奬金 第三名 MOP 1,000 元奬金 

第四名至第三十名 MOP 300 元現金禮券 第四名至第三十名 MOP 300 元現金禮券 



               

8. 每天結算之賺蝕淨額，將連本帶利（或連本帶蝕）累計至翌日，如此類

推，作為翌日的起始資金（資金包括賣出股票未入帳之款項）。 

9. 買入之股份在交易日期間停牌，假設當日收市前該股份仍未復牌，收市

結算價及其價值則以停牌前價格計算。 

10. 如港交所因故宣佈停市後，當天收市前未能恢復正常運作，結算價將以

暫停前價格結算。如開市前已宣佈停市，而當天一整個交易日未能恢復

運作，則比賽不計算該交易日。 

 

十一、 評分準則﹕ 

（一） 比賽時間﹕ 

奬項 比賽開始時間─結束時間（期內） 優勝者 

組合回報奬 
10 月 17 日上午 9 時 30 分 至  

12 月 9 日下午 4 時 
盈利最高的 30 個帳戶 

穩定表現獎 
10 月 17 日上午 9 時 30 分 至 

12 月 9 日下午 4 時 
風險調整後收益最高的 30 個帳戶 

（二） 若出現兩隊累計盈利最高的參賽者，兩隊將攤分第一及第二名獎

金，如此類推。 

（三） 排名及得奬名單將於 2016 年 12 月頒奬禮當天公佈（敬請留意主辦

機構網站及通知）。 

（四） 參賽者的模擬股票組合排列首位不代表參賽者已贏得奬品，獲奬參

賽者必須攜同身份證明文件出席頒獎典禮進行身份確認後，才可獲

得獎品，獲獎者於當天的分享會向其他參賽者分享寶貴的投資心

得。 

（五） 獲奬者同意主辦機構在合法情況下有權使用其名字或相片作為宣

傳之用。 
 
 

十二、 其他注意事項﹕ 

（一） 主辦機構保留修正比賽規則和細節的權利而毋須事前通知。 

（二） 主辦機構將保留最終決定權及以上各項條款的詮釋權。 

（三） 比賽應公平競爭，若參賽者被發現以不公平或不正當手法進行比賽

而贏得其他參賽者，致違反本比賽目的，一經查實，該參賽者將即

時被取消參賽資格。 

（四） 參賽者無條件同意並授權主辦機構將投資比賽期內以不記名方式

所收集之交易數據。 

（五） 本活動所收集的所有個人資料只供主辦機構以及第三方系統供應

商於本次用作投資模擬比賽的用途。除此之外，主辦機構將不會向

其他第三者披露所收集的個人資料。 

 



               

十三、 聯絡及查詢﹕ 

如對章程內容有任何疑問或查詢，歡迎與主辦機構澳門青年聯合會聯絡。 

負責人﹕林先生         電話：28523618 

電郵﹕benlam@myf.org.mo       傳真：28523619 

 

聲明： 

本活動主辦機構將本著謹慎的態度竭力保證比賽的順利進行，但對於非主辦機構所能控制的風險所導

致的事故、系統故障或由於網絡問題導致的系統故障對參賽者虛擬資金及排名產生的影響不做任何形

式的擔保。參賽者如因密碼丟失或被不法破解以致影響用戶排名，本活動主辦機構概不負任何責任，

系統可能暫停該帳戶交易或建議重新開始。主辦機構對比賽規則和比賽結果出現異議時有絕對的解釋

和判決權，參賽者不得有任何異議。 

 

附錄一、重要日期一覽表 

日期 事項 

9 月 1 日 至 9 月 30 日 報名時間 

10 月 15 日 《開幕禮》 

10 月 17 日 至 12 月 9 日 比賽時間（為期 8 星期） 

12 月 17 日 《頒獎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