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匯市場展望 

匯市經歷波動的一天，先是歐洲央行 7 月會議紀要顯示官員擔憂匯率過高風險，致歐元短

暫急挫，再是特朗普首席經濟顧問 Cohn 辭職的謠言令避險情緒上升，該消息被辟謠後，

西班牙恐襲的消息又再刺激避險需求。因此黃金、日元紛紛走高，美債收益率則下滑。 

美元指數 現價：兌美元 93.680; 兌港元 7.8232

本周市場焦點： 

美國 7 月進口價格指數，7 月零售銷售，FOMC 會議紀錄，7 月密歇根大學預期 

 繼美聯儲 7 月會議紀要打擊 12 月加息預期後，週四美聯儲 Kaplan 表示“金

融市場正在警告美國經濟疲軟，因此美聯儲政策製定者對是否加息應該非常

耐心和審慎”。美聯儲 12 月加息預期由 43%回落至 33.6%。

 美國政治不確定性也為美元增添下行壓力。繼週三特朗普解散兩大顧問委員

會後，週四特朗普首席經濟顧問 Cohn 辭職的謠言令美債收益率跌破 2.2%，

儘管消息很快被辟謠，但投資者擔憂特朗普政策前景。另外，特朗普據悉放

棄成立基礎設施顧問委員會的計劃，意味著基建投資相關的財政刺激政策可

能不了了之。由此可見，雖然美國經濟基本面強勁能夠為美元帶來支撐，且

歐元回落支持美元指數向上，但美元上升空間仍受到美聯儲加息預期低迷及

本土政治風險的限制。

歐元 現價：兌美元 1.1728; 兌港元 9.1748

本周市場焦點： 

歐元區 6 月工業生產，第二季 GDP，6 月貿易收支，7 月 CPI，6 月經常帳收支 

歐元區 6 月貿易順差擴大至 266 億歐

元，對歐元帶來支撐。不過，歐元升勢

很快受到遏制，因爲歐洲央行 7 月會議

紀要顯示該央行擔憂歐元進一步上漲

的風險。這也令歐洲央行行長下周在

Jackson Hole 上的講話變得更爲重

要。此前，路透報道指行長德拉吉不會

帶來任何新的政策信息。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1550 

支撐位○2 ：1.1200 

支撐位○1 ：9.0358 

支撐位○2 ：8.7620 

阻力位○1 ：1.1900 

阻力位○2 ：1.2430 

阻力位○1 ：9.3096 

阻力位○2 ：9.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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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鎊  現價：兌美元 1.2871; 兌港元 10.0692  

本周市場焦點： 

英國 7 月 CPI，7 月 PPI 投入，二季度 ILO 失業率，7 月零售銷售 

英國二季度失業率刷新 1975年以來最

低水平，報 4.4%，二季度就業人數增

長 125,000，優於預期，同時不包括花

紅的薪金同比增速加快至 2.1%，英鎊

因此低位反彈。另外，7 月零售銷售（不

含汽油）按月和按年分別增長 0.5%和

1.5%，優於預期。但英國央行加息機

會不大，意味著英鎊上升空間有限。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2810 

支撐位○2 ：1.2500 

支撐位○1 ：10.0215 

支撐位○2 ：9.7790 

阻力位○1 ：1.3224 

阻力位○2 ：1.3270 

阻力位○1 ：10.3454 

阻力位○2 ：10.3814 

日元 現價：兌美元 109.43; 兌港元 0.0715  

本周市場焦點： 

日本第二季 GDP，6 月工業生產，7 月貿易收支 

日本 7 月出口和進口分別按年增長

13.4%和 16.3%，增速較 6 月份有所加

快。由於出口表現強勁，日本 7 月貿易

收支連續第二個月錄得順差，報 4188

億日元，利好日元。特朗普首席經濟顧

問辭職的謠言加上西班牙恐襲的消息

再度推高避險情緒，並支持日元走強。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09.00 

支撐位○2 ：108.50 

支撐位○1 ：0.0680 

支撐位○2 ：0.0663 

阻力位○1 ：115.00 

阻力位○2 ：118.00 

阻力位○1 ：0.0718 

阻力位○2 ：0.0721 

加元  現價：兌美元 1.2673; 兌港元 6.1736  

本周市場焦點： 

加拿大 7 月成屋銷售，6 月製造業銷售，7 月 CPI 

加拿大 6 月製造業銷售按月下跌

1.8%，扭轉上月升勢，亦低於預期，

疲弱的數據導致加元下挫。EIA 數據指

美國原油庫存連續第 7 周下跌，降至

4.665 億桶，是自 2016 年 1 月以來的

低位。惟數據顯示美國國內的產油量增

加，再次引起全球對原油供應過剩的憂

慮。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2414 

支撐位○2 ：1.2400 

支撐位○1 ：5.8645 

支撐位○2 ：5.6690 

阻力位○1 ：1.3340 

阻力位○2 ：1.3800 

阻力位○1 ：6.3019 

阻力位○2 ：6.3090 



 

 

 

 

 

 

 

 

 

 

 

 

 

 

 

 

 

 

 

 

 

 

 

 

 

 

 

 

 

 

 

 

 

 

 

 

 

澳元 現價：兌美元 0.7889; 兌港元 6.1714  

本周市場焦點： 

澳儲行 8 月貨幣政策會議紀錄，第二季工資價格指數，7 月失業率 

澳洲 7 月失業率持平於 5.6%。7 月勞

動市場參與率按月上升至 65.1%，而就

業人數則淨增加 27900 人，大幅高於

預期。利好數據加上美元回落及鐵礦石

價格反彈令澳元受支持。不過，在澳儲

行維持中性立場及偏好弱澳元的情況

下，澳元上升動能不足。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7430 

支撐位○2 ：0.7400 

支撐位○1 ：5.8126 

支撐位○2 ：5.7892 

阻力位○1 ：0.8089 

阻力位○2 ：0.8100 

阻力位○1 ：6.3282 

阻力位○2 ：6.3368 

紐元 現價：兌美元 0.7288; 兌港元 5.7017  

本周市場焦點： 

紐西蘭第二季零售銷售(扣除通膨)，8 月 ANZ 消費者信心指數，第二季 PPI 

紐西蘭二季度 PPI 投入按季增長

1.4%，增速比上季加快，物價上升或

帶來通脹壓力。8 月 ANZ 消費者信心

指數由 125.4 上升至 126.2，按月上升

0.6%，扭轉上月跌勢。再加上美元回

落，紐元反彈。但中短期内，紐儲行料

維持鴿派觀點加上乳製品價格偏軟，紐

元仍可能受壓。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7220 

支撐位○2 ：0.7050 

支撐位○1 ：5.6484 

支撐位○2 ：5.5154 

阻力位○1 ：0.7531 

阻力位○2 ：0.7600 

阻力位○1 ：5.8917 

阻力位○2 ：5.9456 

離岸人民幣 現價：兌美元 6.6842; 兌港元 1.1704  

本周市場焦點： 

中國 7 月工業生產，7 月零售銷售，7 月 M2，7 月新增人民幣貸款 

7 月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達 63 億美

元，環比下降 53%，反映市場對人民

幣預期不斷改善。8 月起結匯意願上升

料支持銀行代客結售匯轉爲順差。另

外，本周境内銀行間流動性持續緊張，

直至昨日傳出央行將進行 SLF 操作的

消息，才緩解緊張局面。市場仍相信央

行不會進一步收緊政策。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6.6700 

支撐位○2 ：6.6650 

支撐位○1 ：1.1387 

支撐位○2 ：1.1338 

阻力位○1 ：6.8701 

阻力位○2 ：6.9000 

阻力位○1 ：1.1729 

阻力位○2 ：1.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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