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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銀行（DBS Bank Ltd）經全球金融雜誌（Global Finance）連續第七年（2009-2015）評選為亞洲最安全銀行。  

星展銀行（台灣）亦獲全球銀行與金融評論（Global Banking & Finance Review）評選榮獲2016台灣區成長最快速零售銀行

（Fastest Growing Retail Bank Taiwan 2016），  

全球品牌雜誌（Global Brands Magazine）評選為2015台灣區最佳客戶服務品牌（Best CSR Report Award- Bronze Medal），  

以及「企業財資雜誌」雜誌評選為 2015 年台灣最佳金融交易銀行。 

本週焦點：歐元 – 本週央行會議，下次升息時機成焦點，支撐於 1.1320 
▪ 聯準會官員上週發言表現鴿派，鞏固了其將放慢升息的立場。但同時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認為歐元區經

濟並未衰退，但仍需要央行大規模的寬鬆貨幣政策支持；加上該區經濟數據表現欠理想，歐元應聲回落

並一度跌至最低 1.1350。 

▪ 歐元區 11 月工業生產按月降 1.7%，創 2016 年 2 月來最差表現。另外德國去年國內生產總值（GDP）

按年增 1.5%，為 5 年來最低。較弱經濟數據引燃對歐元區經濟增長及央行下次升息時機的擔憂。 

▪ 聯準會已落實減慢其升息步伐，同時歐洲央行去年宣佈有可能在今年第三季升息，且近期歐元區的經濟

有所減慢，因此歐洲央行於本週利率決策會議中就未來貨幣政策及對經濟的看法將成歐元焦點。預期歐

元短期走勢將取決於歐洲央行與聯準會於貨幣政策立場上的差異，匯價預料於 1.1250-1.1550 波動區間，

下—支撐於 1.1320。 

▪ 技術壓力位：1.1450/1.1520/1.1580    技術支撐位：1.1320/1.1250/1.1200 

 

Source : 嘉實資訊XQ全球贏家20190122 

 

       2019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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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英脫歐替代方案、中美貿易談判、美政府停擺及歐日央行會議 

                                                                    資料來源：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路透社及彭博社 20190121 

 

 

 

 

 

 

 

 

 

 

 

 

 

 

 

 

 

 

 

 

 

 

 

 

 

 

 

 

 

 

日期 地區 項目 期間 預期 前期 

01/23/2019 05:45 纽西蘭 CPI(年比) 4Q 1.80% 1.90% 

01/23/2019 21:30 加拿大 零售銷售(不含汽車)(月比) Nov -0.40% 0.00% 

01/23/2019 23:00 歐元區 消費者信心指數 Jan A -6.5 -6.2 

01/23/2019 日本 日銀政策餘額利率 23-Jan -0.10% -0.10% 

01/23/2019 02/02 美國 零售銷售(不含汽車及汽油) Dec 0.40% 0.50% 

01/24/2019 08:30 澳洲 全職就業變動 Dec -- -6.4k 

01/24/2019 20:45 歐元區 ECB 主要再融資利率 24-Jan 0.00% 0.00% 

01/24/2019 22:45 美國 Markit 美國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 Jan P --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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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無協議脫歐機會減，英鎊升至 1.30，預料於 1.2500-1.3000 區間 

 走勢/策略：英國首相梅伊脫歐協議在議會闖關

失敗，但反對黨提出的不信任投票也未能把她

趕下台；市場預期無協議脫歐的可能性大減，

英鎊上週由跌轉升並高見 1.3000。梅伊本週一

將提交脫歐替代方案，市場關注往後安排，預

料英鎊將於 1.2500-1.3000 表現反覆。 

 本週焦點：總工業訂單差值、就業數據 

 技術壓力位：1.1450/1.1510/1.1570 

 技術支撐位：1.1320/1.1270/1.1200 

 

Source : 嘉實資訊XQ全球贏家20190122 

 

日圓：市場避險情緒稍降，日圓上週觸及 109.88，注意本週央行會議 

 走勢/策略：中美雙方談判進展良好，且英國無

協議脫歐機會大減，令市場避險情緒有所減退；

日圓上週觸及 108.00 後掉頭下跌，並低見

109.88。日本央行本週將公佈其利率決議，預

料央行將重申其寬鬆貨幣政策立場，加大日圓

中長線的下行壓力。短線來說，市場風險事件

或促使日圓獲短暫支撐，預料日圓於 107.00-

111.00 區間。 

 本週焦點：央行會議、PMI 及貿易數據 

 技術壓力位：110.20/111.00/111.50 

 技術支撐位：109.00/108.30/107.50 

Source : 嘉實資訊XQ全球贏家201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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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幣: 美元走高使澳幣跌破 0.7200，注意本週公佈就業及 PMI 數據 
 走勢/策略：雖中美貿易談判現進展，但因美元

指數重上96，使澳幣上週承壓並跌破0.7200。

中美貿易談判若落實一些具體方案，將支撐澳

幣走勢。本週注意當地公佈的經濟數據，或能

令澳幣走勢提供多些方向。 

 本週焦點：就業報告及PMI數據 

 技術壓力位：0.7250/0.7320/0.7390 

 技術支撐位：0.7120/0.7060/0.7000 

 

 

Source : 嘉實資訊XQ全球贏家20190122 

 

紐幣：美元上週持續反彈，紐幣跌破 0.6800 支撐，下一支撐於 0.6695  

 走勢/策略：紐幣上週跌破 0.6800 支撐，至最

低 0.6713；因承壓於美元持續反彈。紐幣上試

0.6840 壓力後下跌，下一支撐於 0.6695，為

50%黃金分割水平。匯價短期預料受該國經濟

數據及美元走勢影響，於 0.65-0.69 區間。 

 本週焦點：第四季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技術壓力位：0.6800/0.6850/0.6920 

 技術支撐位：0.6680/0.6600/0.6550 

 

 

Source : 嘉實資訊XQ全球贏家201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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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幣：油價需求面獲支撐，加幣持穩但未見明顯方向，下一壓力於 1.3220  
 走勢/策略：中美貿易關係現進展，支撐油價需

求，帶動油價上週回升，使加幣於美元回升下

持穩於 1.3200-1.3300。加幣走勢未明，本週

應關注當地公佈的銷售數據。加幣下一壓力位

於 1.3220，即 50.0%黃金分割水平 (1.2780-

1.3666)。 

 本週焦點：零售銷售及製造業銷售 

 技術壓力位：1.3350/1.3420/1.3480 

 技術支撐位：1.3200/1.3150/1.3000 

 

Source : 嘉實資訊XQ全球贏家20190122 

 

人民幣：全年經濟增 6.6%符中央目標，人民幣 6.80 持穩，短期表現區間 
 走勢/策略：中美關係緩和預期提振市場，但因

油盤購匯以及貿易數據偏弱影響，人民幣上週

最終跌破 6.80。數據方面，中國 2018 年四季

度 GDP 同比增長 6.4%，全年增長 6.6%，符合

中央目標全年 GDP 增長 6.5%的發展目標。人

民幣短期預料表現區間，市場期待中國副總理

劉鶴於 1 月 30 至 31 日訪問華盛頓後，能給人

民幣一個更明確的方向。 

 本週焦點：GDP、工業生產及零售銷售 

 技術壓力位：6.8140/6.8280/6.8420 

技術支撐位：6.7850/6.7700/6.7550 

 Source : 嘉實資訊 XQ 全球贏家 201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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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聲明 

本文件之資料來源取自於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文件所載之資料（「有關資料”）僅供參考，並

未針對任何特定人士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狀況、風險承受能力或其特定需求而提供。有關資料並不構成

任何申購或買賣任何投資產品或服務之推介、要約或邀請。在任何情況下，有關資料並非、亦不應被視作

或依賴為任何投資建議。除非另有書面協議，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行”） 亦並非

您的投資顧問或受託人。本行亦不會對您或任何人士因使用本檔或信賴有關資料而引起之任何損失或後果

承擔任何責任。有關資料雖從本行認為可靠的資料來源獲得，惟本行並未就有關資料之準確性、完整性或

適時性作出任何性質之陳述或保證；並且本文件所引用之訊息僅係市場現在或過去表現，並非未來表現之

預測或保證，本文之市場趨勢評估及有關看法為本文發表日當時之判斷及評估，惟市場之狀況訊息萬變，

本文之論述及資料將隨時間而有所調整或改變，本行可不時更改有關評論及相關資料且不再另行通知。在

任何情況下，本行均不就未來市場表現提供任何擔保或保證。於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您應詳閱相關產品

或服務之說明、銷售文件、風險說明及其他相關文件，並應針對本身之特別投資目標、財務狀況、風險承

受能力、特別需求以及相關產品或服務之銷售檔中所揭露之風險因素，自行衡量相關產品或服務是否為適

合您之投資標的或尋求專業財務顧問之建議後，始決定是否進行相關投資或交易。投資性產品具有風險

（ 包括但不限政治、匯率、價格等之風險），其未有中央存款保險之保障，投資人可能發生本金之損

失，本行就投資人之損失不負責任何責任。本檔之智慧財產權屬於本行所有，非經本行事前同意或授權，

不得任意複製、轉載、引用、抄襲、修改、散佈或為任何其他方式之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