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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繼續聚焦債務上限談判，美國總統拜登與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談後，雙方均表示會談富有成效，但仍未

達成協議。拜登表示，雙方再次重申，違約是不可能的。市場保持謹慎，美股三大指數表現不一，標普 500

收平，道指向下，納指則收高。西太平洋合眾銀行股價漲近 20%，主要是受到以折扣價出售價值 26 億美元

的房地產建設貸款以改善資產負債表的消息支持，地區銀行股指數漲 3%。多位美聯儲官員講話鴿鷹參半，

Bullard 支持今年再加息兩次共 50 個基點，有其他官員贊成觀察數據並暫停加息。美債收益率連續第 7 個交

易日走高，2 年期美債收益率升至 3 月以來的高位。美元指數繼續徘徊在 103 上方，兌除日元、離岸人民幣

以外的主要貨幣大致走平。美國聖路易斯聯儲總裁 Bullard 認為，目前的通脹水平依然過高，且市場高估了

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美聯儲今年票委、明尼亞波利斯聯儲總裁 Kashkari 表示，難以決定下月在美聯儲議

息會議上支持加息或暫停加息。如果通脹沒有下降，他讚成再次加息。Kashkari 利率可能必須超過 6 厘，才

能回到聯儲局 2%的通脹目標。其他美聯儲官員指，現時評論 6 月是否加息為時尚早，亦有官員支持 6 月會

議上保持利率不變。 

 
美元指數            現價：兌美元 1031.193; 兌港元 7.8297       

本周市場焦點 

美國 4 月新屋銷售，4 月耐用品訂單，第一季 GDP，4 月核心 PCE 

• 美聯儲部分官員的鷹派言論，導致美債收益率連續第 7 個交易日走高，2 年期美債收益率升至 3 月

以來的高位。美元指數繼續徘徊在 103 上方，兌除日元、離岸人民幣以外的主要貨幣大致走平。目

前，市場對美聯儲 6 月加息的押注維持在 2 成左右，但對年尾減息的押注進一步回落。另外，我們

預計只要未到債務違約的一天，對外匯市場的影響都不會明顯。近期，由於美國經濟數據穩健、通

脹具有粘性、美聯儲官員的立場較鷹派，支持美元走高。料美元短期内可能呈區間整固走勢，留意

美元指數處於 102.00、101.80 支持位；阻力水平可看至 103.94。 

   

 外匯市場展望 

 

姜靜 王灝庭  

2023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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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         現價：兌美元 1.0817； 兌港元 8.4697            

本周市場焦點： 

歐元區 5 月製造業 PMI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0760 

支撐位○2 ：1.0700 

支撐位○1 ：8.4248

支撐位○2 ：8.3778 

阻力位○1 ：1.0888 

阻力位○2 ：1.0928 

阻力位○1 ：8.5250

阻力位○2 ：8.5563 

歐元兌美元周一大致在 1.0800-1.0830 的區間波動，未見明

顯方向。數據方面，歐元區  5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升至-

17.4，但低於預期。美聯儲官員放鷹的同時，歐央行官員繼

續重申打擊通脹的決心，行長拉加德表示，根據目前掌握的

資訊，歐央行不會停止緊縮的行動。本周關注歐元區 5 月製

造業 PMI、消費者信心。關注匯價於 1.0888 的阻力位；支

持位下看 1.0760。 

 

英鎊              現價：兌美元 1.2444； 兌港元 9.7423              

本周市場焦點： 

英國 5 月製造業 PMI，4 月 CPI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2400 

支撐位○2 ：1.2387 

支撐位○1 ：9.7088

支撐位○2 ：9.6986 

阻力位○1 ：1.2500 

阻力位○2 ：1.2568 

阻力位○1 ：9.7863

阻力位○2 ：9.8404 

周一英鎊兌美元大致在 1.2420-1.2470 的區間橫行，收報

1.2437。數據方面，英國 5 月房屋平均要價按月升幅加快至 

1.8%，顯示經濟前景改善抵銷了加息的影響。本周關注英

國 5 月製造業 PMI、4 月 CPI。市場目前預期英國 4 月的通

脹將回落至 8.2%的水平，相信通脹的走向將左右英央行的

加息路徑。短期内，貨幣對關鍵支持位在 1.2370，而阻力

位則見 1.2500/68。 

 

日元              現價：兌美元 138.50； 兌港元 0.0565          

本周市場焦點： 

日本 4 月服務 PPI，東京 5 月 CPI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36.56 

支撐位○2 ：135.88 

支撐位○1 ：0.0564 

支撐位○2 ：0.0563 

阻力位○1 ：138.80

阻力位○2 ：139.15 

阻力位○1 ：0.0573

阻力位○2 ：0.0576 

美債收益率繼續上漲，加上 3 月核心機器訂單遜於預期，日

元兌美元周一下跌 0.45%至 138.60。今早公佈的日本 5 月

PMI 數據全面造好，製造業 PMI 7 個月以來首次升至擴張區

域，服務業擴張步伐亦創紀錄，服務業 PMI 升至 56.3。短

期内，美債收益率的走高繼續打壓日元，如日元/美元跌穿

年内低位 138.80，下一個阻力位將在 1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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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元              現價：兌美元 1.3495 兌港元 5.8019         

本周市場焦點：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1.3460 

支撐位○2 ：1.3400 

支撐位○1 ：5.7856 

支撐位○2 ：5.7635 

阻力位○1 ：1.3533 

阻力位○2 ：1.3585 

阻力位○1 ：5.8170 

阻力位○2 ：5.8431 

美元/加元繼續走平。有預測稱下半年石油需求將增加，同

時加拿大和 OPEC+的供應在最近幾周有所減少，國際油價

向上。不過，美元的强勢，加上市場等待有關美國債務上限

談判的結果，限制了油價漲幅。本周由於加拿大缺乏重要經

濟數據的公佈，貨幣對走勢將被美元因素和油市左右。關注

1.3460-1.3533 的區間。 

 

澳元           現價：兌美元 0.6659 兌港元 5.2137          

本周市場焦點： 

澳洲 5 月製造業 PMI，4 月零售銷售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6600 

支撐位○2 ：0.6574 

支撐位○1 ：5.1676

支撐位○2 ：5.1472 

阻力位○1 ：0.6700 

阻力位○2 ：0.6761 

阻力位○1 ：5.2459

阻力位○2 ：5.2937 

澳元兌美元繼續處於 0.6600-0.6700 區間窄幅波動，未有明

顯方向。澳洲和美國協調政策和投資，以支持澳洲關鍵礦產

的發展達成協議，這意味著澳洲礦產行業將獲得大力支持，

在中長綫支持澳元。另外，澳洲 5 月服務業 PMI 下滑至

51.8。近期澳洲數據的就業數據轉弱，加上中國的經濟數據

走弱，對澳元施壓。短期內，留意 0.6600、0.6580 的關鍵

支持位；阻力位關注 0.6700、0.6761。 

 

紐元             現價：兌美元 0.6296 兌港元 4.9229         

本周市場焦點： 

紐西蘭第一季零售銷售，紐儲行會議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0.6190

支撐位○2 ：0.6110 

支撐位○1 ：4.8466

支撐位○2 ：4.7839 

阻力位○1 ：0.6312 

阻力位○2 ：0.6370 

阻力位○1 ：4.9421 

阻力位○2 ：4.9875 

紐元兌美元周一在 0.6260-0.6300 的區間橫行，收報

0.6287。紐元短線表現繼續跑贏澳元，主因是市場預計紐

儲行本周將繼續加息 25 個基點，而澳儲行繼續加息的理據

不强。目前，市場押注紐儲行有超過 3 成的機會將在下次會

議上加息 50 個基點，利好紐元。短期內，紐元兌美元匯率

支持依然是 0.6190/6200；阻力位在 0.6400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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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人民幣            現價：兌美元 7.0466； 兌港元 1.1112 
      

本周市場焦點： 

中國 5 月 LPR 

 

未來兩周走勢 

兌美元 兌港元 

支撐位○1 ：6.9500 

支撐位○2 ：6.9000 

支撐位○1 ：1.1028

支撐位○2 ：1.0951 

阻力位○1 ：7.1000 

阻力位○2 ：7.1500 

阻力位○1 ：1.1266

阻力位○2 ：1.1347 

美元維持强勢，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周一繼續走低，收報

7.0470。最近，內地當局傳來不同的政策信號，人民銀行

及外管局指將加強監督管理和監測分析，強化預期引導，必

要時對順周期、單邊行為進行糾偏，遏制投機炒作。與此同

時，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未有釋放明顯阻止貶值的信號。綜

合信號顯示，當局默許目前的人民幣貶勢，但不允許無序貶

值。短期内，由於套利交易以及即將來臨的港股分紅季，估

計離岸人民幣兌美元短線或難逆轉承壓局面，但需要留意美

元和美債收益率回調、當局干預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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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市場             股票市場     

  收盤價 日變動    收盤價 日變動   指數 收盤價 日變動 

美元指數 103.198 -- 美元/港元 7.8295 0.15% 

 

道指 33,286.58 -0.4% 

歐元/美元 1.081 0.07% 歐元/港元 8.4688 0.22% 

 

標普 500 4,192.63 -- 

英鎊/美元 1.244 -0.06% 英鎊/港元 9.7435 0.08% 

 

納指 12,720.78 0.5% 

美元/日元 138.600 0.45% 日元/港元 5.6540 -0.37% 

 

日指 31,086.82 0.9% 

美元/加元 1.351 -- 加元/港元 5.8017 0.11% 

    

澳元/美元 0.665 0.03% 澳元/港元 5.2133 0.17% 

 

恆指 19,678.17 1.2% 

紐元/美元 0.629 0.06% 紐元/港元 4.9314 0.35% 

 

恆生科技

指數 

3,903.58 2.1% 

美元/離岸

人民幣 

7.047 0.32% 港元/在岸

人民幣 

0.8983 0.12% 

 

上證綜指 3,296.47 0.4% 

                   

銀行同業拆息利率 (%)         美國國債收益率 (%)   

期限 港元拆息 日變動 期限 美元拆息 日變動   期限   (日變動) 

隔夜 4.7121 -25.4 bp 隔夜 5.0621 -0.3 bp   2 年 4.3154 (+5.0 bp) 

1 個月 4.7751 8.2 bp 1 個月 5.1269 -1.3 bp   5 年 3.7619 (+3.0 bp) 

3 個月 4.7762 6.7 bp 3 個月 5.3747 -1.8 bp   10 年 3.7148 (+4.2 bp) 

6 個月 4.7776 8.1 bp 6 個月 5.4549 -1.2 bp   30 年 3.9662 (+3.9 bp) 

12 個月 4.7748 7.2 bp 12 個月 5.4310 -1.4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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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傳送或以其他方式披露任何相關資料。華僑銀行集團的所有成員均不會就閣下或任何相關實體遵循任何法律、規

則、規例、指引或類似規定（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司法權區實施的 MiFID II）承擔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 

若透過電郵等電子形式傳送本文件，無法保證有關傳送為安全性或沒有錯誤，因為資料可能被截取、損壞、遺失、被破壞、

延誤、不完整或含有病毒。因此，本行不會對電子傳送可能引起的本文件內容之任何錯誤或遺漏而承擔責任（在法律允許的

範圍內）。 

本免責聲明的條款及細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管轄，並按其詮釋。 

本文件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