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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限授權書
於 20    年    月   日授予

本人/我等(客戶姓名)( 以下簡稱「客戶」):  

謹此委任(受權人姓名)( 以下簡稱「受權人」):  

(受權人必須持有 IG 賬戶--請填寫賬戶號):  

關於 IG Markets 賬戶號 
(若已知, 請填寫客戶希望授權處理的(一個或多個) 賬戶號，以下簡稱「賬戶」):  

為下列目的擔任客戶的受權人：
1.   代表客戶與 IG Markets Limited（以下簡稱「貴公司」）簽訂, 修改或結

束交易，及下達, 修改或撤銷任何類型的指令，不論指令是否已附著於
賬戶上現有已開啟的交易；

2.  設立, 修改或撤銷所有與賬戶相關的交易偏好設置，例如（但不限於）
啟用跟蹤止損和設立轉倉指示；

3.  代表客戶與貴公司簽訂任何與賬戶上的交易相關的協議，例如（但不
限於）點擊生效許可協議 (click wrap agreements), 圖表交易及兌換協
議；

4.  代表客戶就客戶可能提出針對貴公司的申訴或爭議事宜與貴公司 
聯絡；

5.  在賬戶（一個或多個）之間轉款，或客戶在貴公司持有的其他賬戶之間
轉款。為了避免疑義，受權人不得指示貴公司將款項轉出貴公司之外，
或接受由貴公司之外轉入的款項；

6.  代表客戶接受貴公司在交易條款上的任何修訂, 包括貴公司的客戶 
協議。

上述段落中客戶給予的授權受下列條款的限制：
1.  受權人確認此授權書的有限性（正如上述段落所述），及同意不會採取

任何將或可能超出授權範圍的行動。由於：(i) 貴公司根據受權人超出
授權範圍的指示行動； 或(ii)受權人違反此授權書的任何條款而導致
貴公司的任何損失, 損害或費用，受權人則對貴公司作出賠償並使其
永久免責。

2.  受權人在根據此授權書代表客戶交易時是否會運用其自身酌情權是
由受權人與客戶決定的單獨事件。貴公司沒有義務就該事宜諮詢客戶
或受權人，受權人同意在客戶給予受權人的授權範圍內行事。

3.  受權人確認賬戶及賬戶上所有已進行的交易受貴公司客戶協議條款
的約束，並同意在代表客戶與貴公司交易時遵守客戶協議並受其條款
約束。

4.  在受權人與貴公司開立賬戶時，貴公司應考慮受權人的個人能力及他
根據此授權書作為客戶的代理人在賬戶整個期間的維護行為，有條件
接受此授權。受權人無須存款至個人賬戶，亦無須在個人賬戶上執行
任何交易。

5.  客戶授權貴公司接受受權人向貴公司發出關於賬戶的一切指示（不論
為口頭或書面指示）。貴公司在根據該等指示行事之前沒有義務諮詢
客戶或任何其他人士。

6.  客戶須就所有受權人向貴公司發出的指示（以及因此或已經進行的所
有交易）認可並承擔全部責任及債務，而客戶會保障貴公司免受因遵
照該等指示行事而導致的任何損失, 損害或費用，並使其永久免責。此
免責在下列情況下有效：

 •  不論任何情況而導致出現該等損失, 損害或費用;
 •   不論貴公司就有關由任何其他人士或團體（包括上述指明的受權

人）持有的貴公司任何其他賬戶的知悉, 行為或遺漏。
   客戶進一步同意將此免責聲明範圍擴大至因保障貴公司或其他客戶

或為市場操守，貴公司推翻受權人提出的不正確或錯誤指示而導致的
損失, 損害或費用。

7.  貴公司謹此告知客戶受權人不是貴公司的員工, 代理人或代表，並進

一步告知受權人沒有任何權利或授權代表貴公司行動，或受貴公司任
何形式的約束。

8.  除非客戶向貴公司發出相反通知，貴公司將不時直接與受權人聯絡賬
戶相關事宜。客戶對此表示同意，受權人亦同意及時將該等聯絡轉達
至客戶。貴公司與受權人之間的通訊都被視為客戶與受權人於同一時
間收到。

9.  客戶同意並授權貴公司向受權人披露所有貴公司持有的賬戶相關信
息，包括貴公司持有的客戶個人信息。

10.     客戶確認並接受在向受權人提供電子或網上交易系統時，貴公司有
權，但沒有義務對受權人使用該系統的能力而設置限制, 控制, 參數
及/或其他控制。客戶接受如果貴公司選擇對受權人的交易不設置任
何限制或控制，或如該等限制或控制因任何原因而失效，貴公司將不
會對受權人發出的該等指示行使監督或控制權，而客戶將會對受權
人在該等情況下的行動承擔全部責任和債務。

11.   如果客戶要求撤消或修改此授權，客戶必須向貴公司提出書面要求。
該書面通知只在貴公司收到後的兩個工作日方可生效（除非貴公司
向客戶建議更短期間適用）。客戶確認，在撤消/修改生效之前，客戶將
對發給貴公司的所有指示負責，並對該段時間進行的交易或可產生
的任何損失負責。

12.   貴公司有絕對酌情權決定貴公司不再接受受權人的賬戶相關指示。
假如貴公司有此決定，貴公司必須向客戶提供合理的通知。貴公司無
需闡明不再接受受權人指示的原因，但為避免疑義該等原因可能與
受權人在貴公司的個人交易有關，例如（但不限於）受權人在貴公司
自身賬戶的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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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授權書以契約形式執行及履行並且由以下最後簽署日期起生效

上述段落中客戶給予的授權受下列條款的限制 (續)： 
13.   本契約將受維多利亞州法律管轄並據此詮譯。契約各方將不可撤銷

地服從於維多利亞州法院在由本契約產生的任何爭議的專屬管轄
權。

14.   本契約可簽署一式兩份，並將共同產生等同於客戶及受權人簽署同
一文件的效力。客戶及/或受權人可透過傳真或電郵經掃描的已簽署
生效副本至貴公司，其效力及效果等同於本契約原件已遞交並已簽
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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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部分：如閣下是個人，請填寫此欄

客戶姓名:  

 簽名:   日期:  

見證人

見證人姓名:  

職業:  

地址:  

 

郵編:  

 簽名:   日期:  

A.2.部分：如閣下是公司，請填寫此欄

公司名稱:  

簽署人1

姓名:  

職位:  

 簽名:   日期:  

簽署人2

姓名:  

職位:  

 簽名:   日期:  

以下由客戶簽署：
本人，客戶，同意上列所有條款並同意此授權書以契約形式執行履行。
如閣下為個人，請填寫 A.1.部分
或
如閣下為公司，請填寫 A.2.部分

閣下填妥資料後，請︰
 打印此表格
  簽署表格（如果閣下是個人則需要獨立見證人在場）
 受權人签署表格
 將填妥表格交給我們

閣下必須在見證人在場情況下簽署；見證人必須是獨立個人，不可是閣下
的受權人（或其僱員）, 家庭成員或配偶。

簽署人1 必須是公司的董事 
簽署人2 必須是公司的董事或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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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部分：如閣下是個人，請填寫此欄

受權人姓名:  

 簽名:   日期:  

見證人

見證人姓名:  

職業:  

地址:  

 

郵編:  

 簽名:   日期:  

B.2.部分：如閣下是公司，請填寫此欄

公司名稱:  

簽署人1

姓名:  

職位:  

 簽名:   日期:  

簽署人2

姓名:  

職位:  

 簽名:   日期:  

以下由受權人簽署 （續上）
本人，受權人，同意上列所有條款並同意此授權書以契約形式執行履行。
如閣下為個人，請填寫 B.1.部分
或
如閣下為公司，請填寫 B.2.部分

閣下必須在見証人在場情況下簽署；見証人必須是獨立個人，並不可是閣
下的客戶, 家庭成員或配偶。

簽署人1 必須是公司的董事 
簽署人2 必須是公司的董事或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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