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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關於我們 
 

財富工作坊由多位金融從業員成立,多位創辨人從事銀行、個人理財、外匯

行業超過十年,其中更有三年全職經驗,其中不斷硏發自動化智能交易軟件

及應用。 

 

鍳於一般股票或外匯參與者對自動化智能交易的認識,應用技巧皆十分陌

生,因此本工作坊希望組織有意用自動化智能交易軟件參與市場的各方好

友,透過舉辨講座及課程,分享成功要訣及一種全新自動化模式。 

 

 

Our Goals 我們目標 
透過定期舉辨講座和課程,向同學灌輸導師多硏發自動化智能交易軟件及

應用的專業知識、技巧和經驗法門。 
  

就外匯巿場的不同波動市況,作出獨到的分析及預測,設計出一套行之有效

的自動化軟件。 

  

協助及定期跟進會員的進度,鼓勵會員分享硏發各自成果,努力打造全港最

大的智能交易團隊。 

 

輕鬆賺錢不是夢,大家一起實現躺著賺美金的偉大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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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其中一個真倉示範 

學員真倉示範 

開倉時間及資金：11/09/2018  (USD90,000 / HKD702,000) 

回報：19%  (USD 16,771/ HKD130,813.8    截至 29/12/2018) 

策略：Skiwing Scalping Pro, News EA, All In One EA 

開倉時間及資金：18/10/2018  (USD9,629 / HKD75,106) 

回報：142%  (USD 12275.83/ HKD96,751.50    截至 29/12/2018) 

策略：Skiwing Scalping V1.4 , Manual Trading, Skiwing Golden Arrow Indicator 

開倉時間及資金：19/10/2018  (USD100) 

回報：43%  (USD 43.08   截至 29/12/2018) 

策略：Skiwing Scalping V1.4, Robo Cutter V1.8 

開倉時間及資金：19/11/2018  (HKD2500) 

回報：95%  (HKD3,754   截至 29/12/2018) 

策略：Skiwing Scalping V1.4, Robo Cutter V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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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科技金融發展蓬勃的年代，各行各業在努力尋找創新之路，而我們正

為大眾的財富增長注入全新的體驗。 

 

在這年裏面，「財富工作坊 (Financial Freesytle)」憑著三大核心價值，專注於

外𠥔程式交易的課程發展。 

 

（一）誠信，我們 100%專注於課程的質素，致力提供不同教學內容給學

員，公司提供過百萬港元真倉實盤給同學觀摩，因為我們「說到做到！」我們相

信誠信才是長遠發展的關鍵所在。直到現在為止，公司從來沒有收到任何關係課

程內容上的投訴或退款要求，當然我們會一直努力保持下去。 

 

（二）穩定，課程所提供的智能交易系統，運用精密的量化定性分析方

法，從技術面、基本面角度，分析未來價格變動趨勢，以及確定多個品種之間價

值偏離的合理範圍，通過構建多品種、多周期、多策略等等，構建量化趨勢型策

略。運用中性投資策略，量化投資收益，對沖投資風險。 加上倉位管理，在識

別市場交易機會後，從設定最小倉位開始起步， 採用排列組合方式進場，通過

系統設定好的止盈位置獲利離場。 系統高度智能化，學員能夠根據市場情況自

主判斷進場機會和資金管理以及風險防控。 

 

（三）自由，學員能按照自己喜愛定製資金管理方案，再根據自己資金

情況和風險偏好選擇不同的風險平倉線，獲得不同的預期收益。同時資金在學員

自己的賬戶里，隨時可以查看賬戶收益情況。為傳統交易帶來一個全新的外匯革

命，用全自動的交易策略提供盈利！ 

核心
價值 

誠信 

自由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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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直相信 -「在外𠥔市場，只有盈利者才能教你如何成為盈利者，

這是無需質疑的！」 

 

從 2015 年開始，我們的海外研究團隊已經擴展到英國倫敦、美國紐約丶澳洲悉

尼、泰國曼谷丶馬來西亞吉隆坡丶印度新總理丶中國北京丶青島丶杭州，我們不

斷硏究及開發新的交易策略，務求為學生提供更更穩健更高效的增長。 

 

2018 年，是「財富工作坊」開始起飛的一年： 

 

舉辦了超過 20 場的課程介紹會； 

成功舉辦了 12 屆的課程； 

教了超過 500 小時以上的課堂； 

學員人數接近 100 人； 

成為首間獲得 I Money 及 E-Zone 訪問的外匯課程公司； 

開立了學生的溝通群組； 

舉辦了第 1 屆的外匯模擬交易大賽； 

差不多 90%以上同學能夠在外匯市場賺錢； 

搬了一個更大的辦公室； 

硏究開發了超過 20 個的交易策略..... 

 

但是，還未夠，令學員能夠賺錢才是我們能夠順利發展下去的原動力⋯⋯ 

 

2019 年，我們會繼續秉承以上嘅核心價值，為大家帶來全新更簡易更便利的交

易系統及策略！（敬請大家期待） 

 

2019 年，加入我們，成為贏錢家族的一分子，讓我們一起振翅高飛!!!

創造「被動收入」！！ 

 

我得！你都得！ 

 

財富工作坊  

FinancialFreestyle.com 

 

  

Whatsapp 查詢及報名：+852 98410630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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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煉金術-全自動 EA 程式課程》上課時間表 19 Q1 

適合任何人士, 不論年齡，學歷，電腦，知識，性別，國籍均歡迎報名  

(課程名額有限) 

 

 

 

 

 

 上課地點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1 月課程 觀塘鴻圖道

財富工作坊 

 

17/1(四),24/1(四), 31/1(四) 

13/2(三),21/2(四), 28/2(四) 

7/3(四) 

7:30pm-9:30pm 

(每堂 2 小時) 

2 月課程 觀塘鴻圖道

財富工作坊 

 

20/2(三),27/2(三), 6/3(三) 

13/3(三),20/3(三), 27/3(三) 

3/4(三) 

7:30pm-9:30pm 

(每堂 2 小時) 

3 月課程 觀塘鴻圖道

財富工作坊 

 

28/3(四),4/4(四), 11/4(四) 

18/4(四),25/4(四), 2/5(四) 

9/5(四) 

7:30pm-9:30pm 

(每堂 2 小時) 

 

 

註:所以課堂由 Don Wong 及 Kathy Li 全現場任教 (Live) 

註:週末特別班不定期舉辦，會於有足夠學生人數時再推出，如有興趣請於報名

表上填寫。 

註:此為參考學費，課程學費會因課程實際開支而做出調整而不會另行通知。 

註:教學進度謹作參考，有機會因應實際需要而改變並在課堂上宣佈。 

註:本校將會按報名人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通知或於課堂上通知。 

  

Day 1 入門篇  

•何為外匯? 

•課程介紹 

•如何利用模擬
戶口 Demo 
Account 練好
技術 

Day 2 訊號 (Signal) 

•VPS應用-制造外
匯24小時ATM機 

•外匯觀察平台演
示 

•複息獲利法，如
何每月賺10-20%
的交易系統 

Day 3自動化智能
交易軟件 (EA) 

•工具篇: 全自動
程式交易EA試
用 

•外匯長勝方法:
八大交易策略 

Day 4 外匯商 
(Broker) 

•戶口分別: ECN 
vs Standard 

•佣金計算， 如
何尋找極低佣
金平台 

Day 5 特別篇 

•99.9% BACK 
TEST REPORT 

•如何建立你的
外匯生意王國 

•風險管理 

•心態篇: 倉位控
制 

Day 6 -7實戰篇 

•導師陪你實時
真實落單，指
出您落單時的
錯誤 

•避免交易陷阱 

•外匯即日鮮 
DayTrade即日
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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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 財富工作坊(Finacnialfreestyle)對使用或依靠本網站內容所帶來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 網站的所有內容

均不應被視為投資建議，投資者不應依靠這些資訊作投資決定。投資涉及風險。外匯價格可升可跌，在某些情況下，投資者

可能需承受所有或重大的投資損失。過往表現未必可作為日後表現的指引。投資者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詳細閱讀有關外

匯商的資料，以了解包括風險因素等詳細資料。投資者應評估投資產品所涉及的風險，並自行尋求獨立及專業顧問的建議，

以確保已作出的任何決定均適合其經濟及財務狀況。以上資料由傲翔資訊科技有限公司編制及未經證監會審閱 

<<報名方法 >> 

Step 1:付款  

. 

 

 

 

 

如需要使用 PayMe 付款 ，請與我們聯絡。 

 

 

 

 

 

 

 

   如需要使用 PayPal 付款 ，請與我們聯絡。 

 

Step 2:報名         

登入我們公司網站 https://www.skiwingit.com/next，按橙色 Button 輸入 Google Form 資料 。 

 

Step 3 聯絡我們 

付款後,請提供入數紙 / 付款憑證 (填寫你的名字，聯絡電話，介紹人名稱（如適用）)到 

Whatsapp: +852-9841 0630 (Admin)、以確認留位。 

 

 

 

 

 

A. 現金/支票  

B. PayMe 

C.  支付寶 /微信支付 

D. Payp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