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匯市場展望 

美國聯儲局委員紛紛表示對低通脹感到擔憂，因此債券市場對加息的預期仍然偏低。美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徘徊在年内低位附近，導致美元上升動能不足。沙特石油官員表示該國

正尋找方法提振油價，目標為每桶 60 美元。再加上投資者平短倉，使油價止跌。 

美元指數 現價：兌美元 97.553; 兌港元 7.7991

本周市場焦點： 

美國第一季經常帳餘額，5 月成屋銷售，5 月新屋銷售，6 月 Markit 製造業 PMI 

 美聯儲委員 Harker 表示 9 月可能開始收縮資產負債表，他同時表示暫停下一

次加息是謹慎的。另外，今年沒有投票權的聖路易斯聯儲主席 Bullard 重申

“今年通脹疲軟的背景下沒有必要再加息，倒是爲了未來政策工具考慮應儘

快縮表”。本周三位聯儲委員提出對通脹低迷的擔憂。彭博顯示期貨市場對

12 月加息預期僅達 40.2%。債券市場的表現也暗示債券投資者預期美聯儲加

息的可能性偏低。美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徘徊在年内低位 2.15%，阻礙美元

指數上升。

 美國上週首次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稍微上升至 241,000，但仍然處於 300,000

以下水平，反映就業市場維持穩健。美聯儲也相信就業市場緊俏將最終帶來

工資通脹。下周國會將討論特朗普醫改，至今至少有三名共和黨參議員反對。 

歐元 現價：兌美元 1.1149; 兌港元 8.6952

本周市場焦點： 

歐元區 4 月營建產值，4 月經常帳，6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6 月 Markit 製造業 PMI 

歐元區 6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由-3.3 上

升至-1.3。隨著該區域政治風險消退

（法國總統馬克龍領導的共同前進黨

和同一陣綫的民主運動黨奪得議會的

絕大多數席位將助馬克龍進行改革；意

大利極左黨派民望低）。鑒於美國收益

率回落，美元進一步上升動能不足。歐

元/美元可能在 1.10-1.11 找到支撐。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1100 

支撐位○2 ：1.1000 

支撐位○1 ：8.6570 

支撐位○2 ：8.5790 

阻力位○1 ：1.1294 

阻力位○2 ：1.1365 

阻力位○1 ：8.8083 

阻力位○2 ：8.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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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鎊  現價：兌美元 1.2684; 兌港元 9.8922  

本周市場焦點： 

英國 6 月 Rightmove 房價，5 月公共部門借款淨額 

受英國央行行長卡尼在周二的演講中

表示目前還沒有到調整利率的時候。英

鎊/美元跌至大選後的新低。不過，英

國央行首席經濟學家表示支持下半年

去除部分刺激措施，使英鎊止跌回升。

英女王允許廢除歐盟移民法也對英鎊

帶來支撐。截止 5 月底，英國公共部門

淨債務總額續增至約 1.74 萬億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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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69 

支撐位○2 ：9.3277 

阻力位○1 ：1.3000 

阻力位○2 ：1.3023 

阻力位○1 ：10.1388 

阻力位○2 ：10.1568 

日元 現價：兌美元 111.36; 兌港元 0.0700  

本周市場焦點： 

日本 5 月貿易收支，5 月工具機訂單，6 月日經製造業 PMI 

日本 6 月日經製造業 PMI 下滑至

52.0。5 月出口按年大幅增長 14.9%，

進口按年上升 17.8%，導致貿易收支由

順差轉爲逆差 2034 億日元，利淡日

元。美元和日元之間的利差將導致日元

進一步下挫。短期而言，美元/日元仍

在其 100 日 移動均線 111.85 構成的

技術阻力位附近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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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78 

支撐位○2 ：0.0661 

阻力位○1 ：115.00 

阻力位○2 ：118.00 

阻力位○1 ：0.0721 

阻力位○2 ：0.0722 

加元  現價：兌美元 1.3228; 兌港元 5.8959  

本周市場焦點： 

加拿大 4 月躉售交易銷售，4 月零售銷售，5 月 CPI 

加拿大 4 月零售銷售按月升幅擴大至

0.8%。美國 6 月 16 日當周 EIA 原油和

汽油庫存攜手下降。但媒體稱 OPEC 代

表指出除非伊朗接受加入減產行動，否

則 OPEC 不會同意加大減產力度，該消

息令美油價格大跌 3%。沙特希望提振

油價至 60 美元的消息使油價止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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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44 

支撐位○2 ：5.6515 

阻力位○1 ：1.3793 

阻力位○2 ：1.3800 

阻力位○1 ：6.0000 

阻力位○2 ：6.0136 



 

 

 

 

 

 

 

 

 

 

 

 

 

 

 

 

 

 

 

 

 

 

 

 

 

 

 

 

 

 

 

 

 

 

 

 

 

澳元 現價：兌美元 0.7544; 兌港元 5.8840  

本周市場焦點： 

澳洲第一季房價指數，澳儲行 6 月貨幣政策會議記錄 

澳儲行 6 月貨幣政策會議記錄沒有帶

來意外消息，依舊顯示該央行持中性立

場。澳洲第一季房價指數按年增長

10.2%，高於市場預期的 8.9%。澳洲 5

月失業率意外下降至 5.5%，就業人數

大幅增長 42,000。同時勞動參與率上

升至 64.9%。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7300 

支撐位○2 ：0.7000 

支撐位○1 ：5.6933 

支撐位○2 ：5.4595 

阻力位○1 ：0.7741 

阻力位○2 ：0.7772 

阻力位○1 ：6.0373 

阻力位○2 ：6.0615 

紐元 現價：兌美元 0.7252; 兌港元 5.6556  

本周市場焦點： 

紐西蘭第二季 Westpac 消費者信心，紐儲行貨幣政策會議 

紐儲行一如預期維持利率不變，且重申

在未來一段時間内將不會加息，但沒有

再提“紐元過強”的擔憂，因此紐元有

所反彈。 紐西蘭 6 月 ANZ 消費者信心

指數按月升幅擴大至 3.1%。紐西蘭 5

月服務業表現指數急升至 58.8，反映服

務業持續擴張。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6818 

支撐位○2 ：0.6800 

支撐位○1 ：5.3174 

支撐位○2 ：5.3034 

阻力位○1 ：0.7393 

阻力位○2 ：0.7482 

阻力位○1 ：5.7659 

阻力位○2 ：5.8353 

離岸人民幣 現價：兌美元 6.8377; 兌港元 1.1406  

本周市場焦點： 

中國 5 月房屋價格 

財政部週四發行今年首批離岸人民幣

國債，中標利率再創歷史新高，主要是

因爲流動性緊張。不過，中國央行公佈

北向債券通的細節，允許境外投資者投

資境内銀行間債券市場，以及參與一級

債券市場。境外投資者可以使用人民幣

或外幣進行北向投資，並在香港結算。

這料將支持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及點

心債市場的發展。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6.7134 

支撐位○2 ：6.6807 

支撐位○1 ：1.1352 

支撐位○2 ：1.1303 

阻力位○1 ：6.8701 

阻力位○2 ：6.9000 

阻力位○1 ：1.1617 

阻力位○2 ：1.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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