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匯市場展望 

日本央行和歐洲央行相繼“放鴿”，兩國央行均決定維持目前寬鬆貨幣政策及利率不變，

日元、歐元受壓。民調顯示英國保守黨支持率大幅領先，提前大選料有利文翠珊推動脫歐

談判，利好英鎊，英鎊對美元一度升至 6 個月高位。本周關注主要經濟體 GDP，以及歐盟

領導人峰會。 

美元指數  現價：兌美元 99.196; 兌港元 7.7813  

本周市場焦點： 

美國 3 月新屋銷售，4 月消費者信心，第一季 GDP，第一季核心 PCE 

 受汽車，金屬製品和機械設備需求減弱影響，美國 3 月耐用品訂單環比上升

0.7%，低於預期的 1.3%。核心耐用品訂單則環比下滑 0.2%，創去年 6 月以

來最大跌幅。3 月未決房屋銷售按月轉跌 0.8%，優於預期。3 月批發庫存按

月下跌 0.1%，差過預期。 

 特朗普在與加拿大總理及墨西哥總統通話後同意目前不終止 NAFTA。三國領

導人同意各自根據國内程序，迅速促成 NAFTA 的重新談判。據眾議院共和黨

人士消息，為避免政府因撥款法案未能通過而停擺，眾議院議員可能考慮通

過一項為政府提供為期一周融資的議案，為達成長期融資方案爭取時間。早

前特朗普已經為此做出讓步，擱置了修建美墨邊境牆的工程。 

歐元  現價：兌美元 1.0866; 兌港元 8.4559  

本周市場焦點： 

歐洲央行貨幣政策會議，歐盟領導人峰會，歐元區 4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及 4 月 CPI 

歐洲央行一如預期維持三大利率不

變，也按既定計劃縮減 QE 規模至每月

600 億歐元。行長德拉吉表示潛在的通

脹壓力仍受到抑制，目前並未討論推出

刺激措施。央行偏鴿派的立場利空歐

元。歐元區 4 月經濟景氣指數及消費者

信心指數均逼近十年高。德國 4 月 CPI

年率上漲至 2%，超越預期。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0500 

支撐位○2 ：1.0494 

支撐位○1 ：8.1704 

支撐位○2 ：8.1657 

阻力位○1 ：1.0950 

阻力位○2 ：1.1000 

阻力位○1 ：8.5205 

阻力位○2 ：8.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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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鎊  現價：兌美元 1.2899; 兌港元 10.0369  

本周市場焦點： 

英國第一季 GDP，4 月全國房價， 3 月公共財政，2 月服務業指數 

民調顯示英國保守黨支持率大幅領

先，提前大選料有利文翠珊控制議會及

進行脫歐談判，並將帶來穩定的政治基

礎及寬鬆的財政政策，消息利好英鎊，

英鎊對美元一度升至 6 個月高位。英國

央行稱，本週實現 100 億英鎊企業債

購買計劃後不會進一步購買，無需實施

新刺激措施意味著經濟增速理想。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2100 

支撐位○2 ：1.1960 

支撐位○1 ：9.4154 

支撐位○2 ：9.3064 

阻力位○1 ：1.2900 

阻力位○2 ：1.2920 

阻力位○1 ：10.0379 

阻力位○2 ：10.0534 

日元 現價：兌美元 111.23; 兌港元 0.0700  

本周市場焦點： 

日本央行貨幣政策會議，3 月失業率，3 月 CPI，3 月工業生產及零售銷售 

日本 3 月失業率維持在 2.8%。3 月 CPI

年率則下跌至 0.2%。日本央行一如預

期維持利率不變及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

0%的目標，並維持目前 80 万億日元的

QE 規模。日本央行將 2017 年的核心

通脹下調至 1.4%，同時上調 GDP 的增

速預期至 1.6%。美日利差及避險情緒

消退使日元轉弱。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08.13 

支撐位○2 ：108.00 

支撐位○1 ：0.0677 

支撐位○2 ：0.0659 

阻力位○1 ：115.00 

阻力位○2 ：118.00 

阻力位○1 ：0.0720 

阻力位○2 ：0.0721 

加元  現價：兌美元 1.3629; 兌港元 5.7092  

本周市場焦點： 

加拿大 2 月零售銷售，2 月 GDP，3 月工業產品價格指數 

加拿大 2 月零售銷售按月下跌 0.6%，

遜於預期，而核心零售銷售則下跌

0.1%，好於預期。美國就進口木材貿

易摩擦對加拿大發難，但其後稱不會立

即退出 NAFTA，刺激加元短暫回升。

但利比亞兩大油田重啓，油價跌幅一度

擴大至 2%以上，消息打擊加元。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3000 

支撐位○2 ：1.2969 

支撐位○1 ：5.7052 

支撐位○2 ：5.6798 

阻力位○1 ：1.3639 

阻力位○2 ：1.3700 

阻力位○1 ：5.9856 

阻力位○2 ：5.9999 



 

 

 

 

 

 

 

 

 

 

 

 

 

 

 

 

 

 

 

 

 

 

 

 

 

 

 

 

 

 

 

 

 

 

 

 

 

澳元 現價：兌美元 0.7474; 兌港元 5.8153  

本周市場焦點： 

澳洲第一季 CPI，第一季 PPI，3 月民營部門信用 

澳洲通脹數據遜於預期，第一季 CPI

按季上升 0.5%，而按年則上升 2.1%，

均低於預期 0.1 個百分點，澳元應聲下

跌。因早前對勞動力市場疲弱及房地產

風險的憂慮，澳儲行會議記錄透露出鴿

派傾向，致澳元承壓。鐵礦石價格繼續

下跌，對澳元造成持續壓力。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7411 

支撐位○2 ：0.7000 

支撐位○1 ：5.7667 

支撐位○2 ：5.4469 

阻力位○1 ：0.7741 

阻力位○2 ：0.7772 

阻力位○1 ：6.0235 

阻力位○2 ：6.0476 

紐元 現價：兌美元 0.6884; 兌港元 5.3569  

本周市場焦點： 

紐西蘭 3 月建築許可，3 月貿易收支，4 月 ANZ 企業信心 

紐西蘭 3 月貿易帳赤字收窄至 36.7 億

元，差過預期。3 月營建許可按月轉跌

1.8%。4 月 ANZ 商業信心微跌至 11。

而紐西蘭第一季度 CPI 按季上升 1%，

而按年則上升 2.2%，均超越預期，為

5 年來首次達標，利好紐元。紐西蘭全

球乳製品價格指數上升 3.1%，對紐元

帶來支持。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6881 

支撐位○2 ：0.6862 

支撐位○1 ：5.3543 

支撐位○2 ：5.3395 

阻力位○1 ：0.7393 

阻力位○2 ：0.7482 

阻力位○1 ：5.7527 

阻力位○2 ：5.8220 

離岸人民幣 現價：兌美元 6.9029; 兌港元 1.1272  

本周市場焦點： 

中國 3 月諮商會領先指標，3 月工業企業利潤 

中央政治局罕有地高調表態，強調“維

護金融安全”。1-3 月份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利潤總額 17043 億元，增速回落，

同比增加 28.3%。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

表示今年能實現 6.5%的增長目標，貨

幣保持“穩健中性”，意味著加息機會

不大。各類銀行因監管贖回委外資金，

對債市股市帶來衝擊。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6.8538 

支撐位○2 ：6.8373 

支撐位○1 ：1.1232 

支撐位○2 ：1.1213 

阻力位○1 ：6.9279 

阻力位○2 ：6.9395 

阻力位○1 ：1.1353 

阻力位○2 ：1.1381 



 免責聲明: 本資料是根據公開可利用的資訊撰寫而成及只僅供參考，並未顧及任何收件人的特定投資目標、財
務狀況或其特定需要，收件人應作出獨立判斷或尋求獨立諮詢。本資料並不構成對任何人作出買賣證券、外匯
的要約、邀請、招攬、意見或建議，也不構成任何有關證券的價格或匯率的未來走勢的預測。過往表現不一定
反映未來之表現；貨幣投資項目的價值、價格或所得收益均可升可跌。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及或其有關連公
司或會持有本資料所述的貨幣的投資。本資料內的一切意見、預測及估計，並不代表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的
意見任何修改將不作事先通知。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盡力確保所提供的資料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但不擔保該
等資料準確性和可靠性，也不承擔任何人因依賴該等資料(包括本資料內的事實錯誤或遺漏)而遭受任何損失或
損害的責任。 

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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