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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指數 
• 美國最新的經濟數據穩健、債務上限談

判有進展，令市場預期美聯儲更大的可

能是推遲減息而非提前，美元和美債收

益率獲得支撐，美元指數週四升穿 103

關口，連創近七週新高。共和黨領袖、

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指，談判代表可能最

快本週末達成原則上的協議，他預計下

週提交眾院表決，言論引發可能就債務

上限達成協議的樂觀情緒。另一邊廂，

美國最新的經濟數據表現穩健，進一步

降低對美國經濟衰退的擔憂，並減低年

內減息預期。美國零售銷售較上月升 

0.4%； 截止 5 月 13 日當週，美國首次

申領失業援助數減少 2.2萬人至24.2萬

人，少於預期的 25.2 萬人，暗示就業

市場供需仍緊俏。央行方面，週內官員

言論偏向鷹派，令市場對 6 月加息的預

期明顯提升。美聯儲官員 Logan 稱擔

心過高的通脹仍未降溫到足以令美聯儲

在 6 月暫停加息；理事 Jefferson 指，

美聯儲在降低通脹方面還沒有取得足夠

的進展，但表示願意耐心等待過去一年

的政策所產生的效果。在種種因素影響

下，市場估計美聯儲的減息可能會推遲

而不是提前，市場對年內減息的預期跌

至 50 個基點，支持美元走高。展望未

來，由於美聯儲下一次 6月召開 FOMC

會議之前，將會再發布一份 CPI 報告和

非農就業報告，料上述數據將左右市場

對美聯儲年內減息的預期。 

圖1：美元指數-日線圖：留意美元指數處於102.00、101.80 支持位；

下一個阻力水平可看至 1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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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元 
• 歐元兌美元延續下行勢頭，回吐近兩個

月以來的漲幅，週五交易時段見

1.0770 附近徘徊。外在因素方面，市

場下調對美聯儲的減息預期，導緻美元

指數升至七周高位。內在因素方面，歐

元區 3 月工業生產按月及按年跌分別跌

4.1%和 1.4%，跌幅超過預期，市場擔

心利好已出盡，導致歐元受壓。儘管如

此，目前歐元區服務通脹仍高企，歐元

區 4 月 CPI 和核心 CPI 終值漲幅分別為 

7.0%和 5.6%；第一季就業人數環比意

外加快升幅至 0.6%，未調整按年升幅

意外加快至 1.7%（前值升 1.5%)，意

味著就業市場供需仍緊俏。另外，歐盟

執委會上修歐元區今年 GDP 預測值至

1.1%（2 月時預期為 0.9%），並表示

天然氣價格快速回落本，民間消費在能

源支出回落下表現強勁，加上供應鏈改

善，估計未來將進一步釋放民間消費動

力。總括而言，儘管市場認為歐央行相

比美聯儲有更多加息的空間，但由於美

國經濟數據依然穩健，加上債務上限談

判有進展，美債收益率上揚，德美利差

收窄，歐元兌美元承壓。 

圖 2：歐元/美元–日線圖：由於技術指標 RSI 和 MACD 在超賣區間回

升，不排除匯價可能在底部找到支持。關注匯價於 1.0810、1.0860 的

阻力位；支持水平下看 1.0720、1.0630。 

   

      英鎊 
• 由於英國首季失業率意外上升，打擊英

鎊，疊加美元走高，英鎊兌美元在本週

四跌向三週以來的低位，低見 1.2400

水平下方。具體而言，截至 3 月的三個

月中，英國失業率意外升至 3.9%，而

4 月受薪員工按月減少 13.6 萬人，創

2021 年 2 月以來首次下跌，但工資增

長大致穩定，包括獎金平均收入的增長

維持在 5.8%的高位，反映英國就業市

場開始受到加息的影響。就業市場的降

溫，加上早前英央行行長偏向鴿派的言

論，有見及此，部分投資者縮減了對央

行進一步加息的押注，均導致英鎊走

弱。然而，由於英鎊通脹仍處於高位，

市場普遍認為英央行  6 月將再加息 

0.25%。行長貝利於英國商會全球年會

上表示，若通脹壓力持續，可能需要進

一步收緊政策，但補充英國勞動力市場

通脹壓力有降溫跡象。 

圖 3：英鎊/美元指數-日線圖：英鎊/美元空方有所減弱。預計英鎊兌

美元或傾向區間內整固，留意 1.2450、1.2370 關鍵支持位，而阻力位

則見 1.2550、1.26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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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元 
• 美國債務上限談判見進展，市場估計美

國不會出現債務違約，且新一輪美國經

濟數據穩健，對美國衰退的預期減弱，

美元和美債收益率連日攀高，日元兌美

元跌穿年內低位，暫見於 138.50 附近

水平徘徊。國內方面，因私人消費及資

本開支反彈，抵消了全球經濟負面影

響，日本首季經濟按季增長 0.4%，勝

於預期。通脹數據方面， 受海外旅客

及國內旅遊復甦推升，零售價格上漲，

抵銷政府對能源補貼影響，4 月全國

CPI 和核心 CPI 分別按年上升 3.5%和

3.4%，符合市場預期。短期內，由於

市場上調對多個主要央行加息的預期，

與此同時預料日本央行加息時點可能推

遲今年年底，日本和其他主要經濟體之

間的利差再擴大，日元繼續有沽壓。然

而，我們的看法依然是日央行有機會在

年內取消收益率曲線政策（YCC），加

上美元中期走軟，美日利差可能會逐步

收縮，估計日元中期走強的格局不改。 

圖 4：美元/日元–日線圖：由於匯價剛突破 200 天移動平均線

(137.12),下一級留意 140.00，以至 142.20 水平；支持位於 136.00、

135.00 和 133.50。 

 

  

      加元 
• 儘管美元週內一路走高，但加拿大 4 月

通脹率意外回升，引發了對加央行進一

步收緊的猜測，加元兌美元匯價按週仍

見升幅。在今年 3 月，加拿大央行暫停

加息，但最近行長 Macklem 表示，如

通脹持續高於 2%的目標水平，加央行

準備進一步加息，並指現在考慮降息為

時過早。本週二，加拿大公佈 4 月通脹

率同比增長意外由上月的 4.3%回升至

4.4%，主因是 OPEC+此前宣布進一步

削減石油產量。在此背景下，央行對通

脹持續回落的趨勢或產生一定質疑，繼

而推動市場對加央行恢復加息的預期，

並扭轉此前兩週對年內減息的預期。然

而，本週四行長 Macklem 表示 4 月通

脹率上升為反常現象，央行看法依然是

通脹會繼續下降，弱化加息預期（上述

講話推動市場對 7 月加息的可能性由周

三 66%降至 54%）。短期內，市場將

留意美國債務上限的問題和大宗商品價

格可否扭轉當前的弱勢，以判斷美元兌

加元的強弱。 

圖 5：美元/加元-日線圖：料美元兌加元續見於 1.33-1.36 區間內波

動。阻力水平依然是 1.3620，然後為 1.3680 水平 ;關鍵支持看至 

1.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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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元 
• 澳元兌美元繼續呈橫行偏下行波動格

局，本周大致在 0.6600-0.6710區間波

動，主要是受累於美元保持堅挺，以及

中國的經濟數據走軟。 

• 國內因素方面，此前澳儲行 5 月會議紀

要內容指，預計通脹率到 2025 年年中

才會回到 2-3%目標區間的頂部，就業

市場仍非常緊張，失業率處於近 50 年

來最低水平，警告可能需要進一步加息

來抑低通脹。然而，澳洲 4 月的失業率

意外上升，加上第一季薪資價格指數環

比增幅低於預期，打擊了市場原先擔心

物價和工資可能出現螺旋式上漲並導致

未來更多加息的預期。具體而言，澳洲

4 月失業率意外上升至 3.7%，就業人

數按月減少 4,298 人（預期增加 2.5 萬

人），加上第一季薪資價格指數按季增

幅為 0.8%（低於預期 0.7%），減輕了

澳儲行年內再加息的壓力。根據利率期

貨價格顯示，市場估計澳儲行 7 月加息

的可能性不足 30%，到 8 月進一步加

息至 4.10%的可能性亦不足半成。 

圖 6：澳元/美元-日線圖：由於技術指標 RSI 及 MACD 已呈回落，不

排除澳元短期內仍有進一步回調的壓力。留意匯價可否守住 0.6600、

0.6580 關鍵支持位。 

  

      紐元 
• 儘管美元反撲和中國經濟復甦進度不及

預期，但市場寄望紐儲行下週加息，紐

元週內大致走穩，兌美元持穩於

0.6200 水平上方。回顧近期當地數

據，紐西蘭第一季度勞動成本指數小幅

放緩，環比升 0.9%，低於前值和預期

值的 1.1%，但總就業人口仍錄得 0.8%

環比增長，失業率維持在 3.4%。工資

增長和就業人口保持強勁，突顯出紐儲

行在遏制通脹方面面臨的艱鉅任務。此

外，儘管紐西蘭財政赤字高於預期，但

仍增加政府支出，料擴張的財政政策將

加劇通脹，為紐儲行下週加息預期帶來

支撐。參考現時利率期貨價格，市場幾

乎已完全消化在 5 月 24 日的政策會議

上加息 0.25%至 5.5%，並不排除之後

仍會再加息一次，該預期利好紐元短線

表現。未來一周，留意紐西蘭 5 月消費

者信心指數、第一季度零售銷售以及紐

儲行議息會議。估計紐儲行對通脹預測

依然是市場焦點。 

圖 7：紐元/美元-日線圖：料關鍵支持位依然是 0.6210/00，下一級為

0.6100 關口；關鍵阻力位在 0.64 和 0.6530 頸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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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 此輪人民幣貶值壓力主要還是來自中美

利差。  

• 3 月矽谷銀行事件不僅影響了全球金融

市場也打破了人民幣的均衡。矽谷銀行

事件導緻美聯儲加息預期大幅回落並帶

動人民幣波動率大幅回落。人民幣的窄

幅波動也使得人民幣套利交易愈加受歡

迎。 

• 短期內，套利交易以及即將來臨的港股

分紅季都將使得人民幣面臨下行壓力。 

圖 6：人民幣/美元-日線圖：看漲動能指標保持上漲，RSI 指稱見處於

超買區間，留意匯價 7.08 和 7.1160 阻力水平；支持位置處於

7.0260/0360、6.99、6.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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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走勢預測 

 現價 1Q 2023 2Q 2023 3Q 2023 4Q 2023 

歐元兌美元 1.0768 1.1000 1.1100 1.1200 1.1200 

英镑兌美元 1.2405 1.2400 1.2500 1.2600 1.2600 

美元兌日元 138.48 133.00 131.00 128.00 127.00 

美元兌加元 1.3491 1.3400 1.3200 1.3200 1.3100 

澳元兌美元 0.6638 0.6900 0.7000 0.7100 0.7200 

紐元兌美元 0.6242 0.6300 0.6400 0.6500 0.6600 

美元兌 

在岸人民幣 

7.0420 6.9000 6.8000 6.7500 6.7000 

 

 現價 1Q 2023 2Q 2023 3Q 2023 4Q 2023 

歐元兌港元 8.4297 8.6096 8.6879 8.7661 8.7661 

英镑兌港元 9.6959 9.7054 9.7836 9.8619 9.8619 

日元兌港元 5.6555 5.8849 5.9747 6.1148 6.1629 

加元兌港元 5.7980 5.8410 5.9295 5.9295 5.9747 

澳元兌港元 5.1975 5.4006 5.4788 5.5571 5.6354 

紐元兌港元 4.9001 4.9309 5.0092 5.0875 5.1658 

在岸人民幣兌

港元 

1.1126 1.1343 1.1510 1.1595 1.1682 

 

數據來源：華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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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銀行及其相關公司、其各自之董事及／或僱員（統稱「相關人士」）可能擁有本文件所述投資產品或發行商的未來權

益，有關權益包括進行相關投資產品的交易，以及向有關發行商提供經紀、投資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華僑銀行及其相關

人士也可能與該等投資產品的供應商有關聯，並向其收取費用。 

本文件僅供閣下使用。本行沒有就提供本文件收取獨立費用。除非事先經本行書面同意，否則不得複製本文件的內容，亦

不得以任何方式將本文件內容分發或傳送予任何其他人士或將其納入其他文件或其他資料。在不影響上述規定的前提下，

閣下接受本文件即代表同意不會違反任何法律、規則、規例、指引或類似規定，向任何人士或實體（包括（但不限於）任

何海外辦公室、聯屬公司、母實體、附屬實體或相關實體）（任何該等人士或實體均為「相關實體」）分享、傳達、分發

或發送本文件的副本，或以任何方式披露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或當中載列的任何資料（有關報告、部分內容及資料

均為「相關資料」）。閣下亦同意不會向受任何司法權區實施的《金融工具市場指令》(2014/65/EU)（「MiFID」）及歐

盟《金融工具市場法規》(600/2014) (「MiFIR」)（統稱為「MiFID II」）或其任何部分約束的任何相關實體分享、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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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