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匯市場展望 

參議院通過預算案，進一步為特朗普稅改鋪路，因此美元和美債收益率攜手向上。另外，

出口調查顯示日本大選安倍大勝，超寬鬆貨幣政策延續的預期令日元顯著回落。本周重點

關注歐元區及加拿大央行會議，美國及英國第三季 GDP，日本及澳洲 CPI。 

美元指數 現價：兌美元 93.84 兌港元 7.8015

本周市場焦點： 

美國 10 月 Markit 製造業 PMI，9 月耐久財訂單，第三季 GDP 

 媒體稱特朗普傾向於提名美聯儲理事 Powell，由於 Powell 偏鴿派的立場與現

任主席耶倫相似，若其當選，料保持溫和加息步伐，消息打擊了日前對於偏

鷹派候選人 Taylor 當選的預期，因此 10 年期美債收益率從接近 2.35%的水

平一度跌穿 2.3%。據悉，特朗普將會在訪亞前公佈最終人選，因此我們將繼

續觀望。在美聯儲下一任主席明朗化之前，美元前景仍存在不確定性。

 近日部分經濟數造好反映美國經濟基本面穩健，其中美國 10 月密歇根大學消

費者信心指數創 2004 年 1 月以來新高 101.1，而美國上週首次申領失業救濟

金人數創 1973 年以來最低，暗示颶風過後勞動力市場逐漸復甦。相信美聯儲

12 月加息機會大，目前市場預計當月加息概率達 80.2%。另外，參議院通過

預算案，這為特朗普稅改前路掃去又一個重大障礙，美元應聲上漲。

歐元 現價：兌美元 1.1761; 兌港元 9.1753

本周市場焦點： 

歐元區 10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10 月 Markit 製造業 PMI，歐央行貨幣政策會議 

歐洲央行 10 月 26 日會議上公佈縮減

QE 計劃的預期高企，對歐元帶來支

撐。另一方面，西班牙中央政府稱將解

除加泰羅尼亞地區的自治權，而加泰政

府主席則威脅若被暫停自治權將立即

宣佈獨立。西班牙局勢動蕩料限制歐元

升幅。歐元兌美元料難升破 1.1905。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1690 

支撐位○2 ：1.1500 

支撐位○1 ：9.1200 

支撐位○2 ：8.9717 

阻力位○1 ：1.2230 

阻力位○2 ：1.2430 

阻力位○1 ：9.5412 

阻力位○2 ：9.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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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鎊  現價：兌美元 1.3189; 兌港元 10.2896  

本周市場焦點： 

英國第三季 GDP，10 月 CBI 企業樂觀指數 

CPI 和就業數據亮麗支持 11 月加息預

期高達 81.8%。但 9 月核心零售銷售按

月意外跌 0.7%。由於經濟基本面可能

不支持英國央行進一步加息，英鎊或保

持偏軟表現。脫歐方面，英首相文翠珊

表示願意在公民權利的議題上讓步。不

過，在分手費及北愛爾蘭邊界議題上的

分歧一日未解決，談判料難有進展。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3000 

支撐位○2 ：1.2850 

支撐位○1 ：10.1420 

支撐位○2 ：10.0249 

阻力位○1 ：1.3600 

阻力位○2 ：1.3616 

阻力位○1 ：10.6100 

阻力位○2 ：10.6225 

日元 現價：兌美元 113.93; 兌港元 0.0685  

本周市場焦點： 

日本 10 月日經製造業 PMI，9 月 CPI 

日本大選結果出爐，現屆執政聯盟獲得

大勝，取得超過 2/3 的眾議院議席。執

政自民黨可望獨自取得過半數議席

(283 個)。而盟友公明黨則取得 29 個

議席。執政聯盟連任意味日央行維持寬

鬆的貨幣政策的可能性較大，日元或會

繼續受壓。受大選消息影響，日元跌至 

3 個月以來最低水平。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08.00 

支撐位○2 ：106.80 

支撐位○1 ：0.0684 

支撐位○2 ：0.0681 

阻力位○1 ：114.00 

阻力位○2 ：114.50 

阻力位○1 ：0.0722 

阻力位○2 ：0.0730 

加元  現價：兌美元 1.2636; 兌港元 6.1744  

本周市場焦點： 

加拿大 8 月躉售交易銷售，加央行貨幣政策會議，加央行 Poloz 及 Wilkins 講話 

加拿大 9 月 CPI 按年增長 1.6% ，遜於

預期，其中糧食價格增幅創 16 年來最

低。而核心 CPI 按年則增長 0.8%。另

外，8 月零售銷售按月則意外地轉跌

0.3%，11 個零售分項中有 8 個錄得下

降。通脹及零售數據欠佳令加央行年內

加息的可能性驟降，加元短線受壓。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2102 

支撐位○2 ：1.2100 

支撐位○1 ：6.1333 

支撐位○2 ：6.0012 

阻力位○1 ：1.2720 

阻力位○2 ：1.3000 

阻力位○1 ：6.4465 

阻力位○2 ：6.4475 



 

 

 

 

 

 

 

 

 

 

 

 

 

 

 

 

 

 

 

 

 

 

 

 

 

 

 

 

 

 

 

 

 

 

 

 

 

澳元 現價：兌美元 0.7806; 兌港元 6.0896  

本周市場焦點： 

澳洲第三季 CPI，第三季進口物價指數，第三季 PPI 

澳洲 9 月失業率意外地進一步下降至

5.5%，優於預期。受到利好就業市場

數據和鐵礦石反彈的支持，澳元顯著上

揚。惟澳儲行表明不會盲目跟隨其他央

行加息，美澳政策分歧或限制澳元升

幅。相比之下，因為紐西蘭經濟前景不

確定性上升，澳元表現料優於紐元。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7773 

支撐位○2 ：0.7720 

支撐位○1 ：6.0641 

支撐位○2 ：6.0228 

阻力位○1 ：0.8050 

阻力位○2 ：0.8130 

阻力位○1 ：6.2951 

阻力位○2 ：6.3200 

紐元 現價：兌美元 0.6944; 兌港元 5.4170  

本周市場焦點： 

紐西蘭 9 月貿易收支 

紐西蘭優先黨選擇與工黨及綠黨組成

聯合政府。新政府對勞工及外資的主張

或對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加上優先

黨主張紐儲行應加大對匯率的控制，以

弱紐元刺激經濟增長，貨幣政策未明朗

可能令紐元持續受壓。不過，紐元在上

周未急跌後料可暫時回穩。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6932 

支撐位○2 ：0.6900 

支撐位○1 ：5.4080 

支撐位○2 ：5.3830 

阻力位○1 ：0.7531 

阻力位○2 ：0.7600 

阻力位○1 ：5.8753 

阻力位○2 ：5.9291 

離岸人民幣 現價：兌美元 6.6416; 兌港元 1.1746  

本周市場焦點： 

中國 9 月工業生產利潤，9 月房屋價格 

19 大後人民幣將繼續雙向波動。中國

央行行長周小川否認了擴大人民幣交

易區間的傳聞。周行長對中國經濟下半

年 7%增長的預期以及對改革的承諾一

度推高了人民幣，但是隨後對明斯基時

刻的警告又使得包括人民幣在內的資

產價格下滑。對於未來 5 年，政府對

債務風險的重視將會超過以往，這可能

會成為影響人民幣的因素之一。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6.4664 

支撐位○2 ：6.4464 

支撐位○1 ：1.1666 

支撐位○2 ：1.1644 

阻力位○1 ：6.6874 

阻力位○2 ：6.7000 

阻力位○1 ：1.2065 

阻力位○2 ：1.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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