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國際市場新聞社(MNI)提供，並由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發佈，重點聚焦歐洲金融市場。

歐洲晨訊
2016 年 10 月 06 日
週四早盤歐洲市場日程上數據稀少。
0600GMT，德國 8 月份製造業訂單將
率先登場。
此後，瑞士 9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訂於 0715GMT 出籠。
美國日程自 1100GMT 啟動，屆時 9 月
份挑戰者(Challenger)月度裁員計畫將
出爐。

1130GMT，歐洲央行(ECB)將發佈上次
政策會議紀要。

1430GMT，最新 9 月 30 日當周美國能
源部(DOE)天然氣庫存資料亮相。

1230GMT，加拿大 8 月份營建許可登
臺，同時 10 月 1 日當周美國初請失業
金人數亦將公佈。

1535GMT，加拿大央行(BOC)高級副行
長威爾金斯(Carolyn Wilkins)在魁北克
三河鎮發表講話。

此外，美國財長盧(Jacob Lew)亦擬於
1230GMT 在 彼 得 森 研 究 所 (Peterson
Institute)回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與世界銀行會議。

1900GMT，最新美國財政部可分離債
券(STRIPS)公佈，此後美聯準(Fed) M2
貨幣供應訂於 2030GMT 發佈。

全球經濟事件日程
時間（格林威治時間/本地時間）
0600/0800

德國 8 月份製造業訂單

0715/0915

瑞士 9 月份消費者者物價指數(CPI)

1130/0730

美國 9 月份挑戰者(Challenger)月度裁員計畫

1130/1330

歐洲央行(ECB)貨幣政策會議紀要

1230/0830

加拿大 8 月份營建許可

1230/0830

美國 10 月 1 日當周初請失業金人數

1430/1030

美國 9 月 30 日當周天然氣庫存資料

1900/1500

美國財政部可分離債券(STRIPS)資料

2030/1630

美聯準(Fed)周度貨幣供應資料

市場概況
外匯市場：隨著中國市場因國慶黃金
周假日休市，亞洲時段迄今外匯市場
交易平淡。澳洲貿易數據優於預期，
但交易員對此熟視無睹。今日迄今市
場呈窄幅區間波動。澳元兌美元交投
0.7602-25 區間，最新報 0.7605。美元
兌日圓陷入 103.33-62 區間，最新報
103.45。歐元兌美元交投 1.1199-1.1214
區間，最新報 1.1203。英鎊兌美元局
限於 1.2726-59 區間，最新報 1.2737。
美股收市：週三美股因風險人氣改善
而反彈，抹去週二跌幅有餘。道瓊工
業 平 均 指 數 (DJIA) 漲 0.62% ， 收 報
18,281.03 點；那斯達克綜指漲 0.50%，
收報 5,316.020 點，同時標普 500 指數
漲 0.43%，收報 2,159.73 點。週二標普
500 指數高見 2,165.46 點(週三 高見
2,163.95 點 ) ， 止步 55 日 均線(位 於
2,167.76 點)前方。上破 55 日均線將會
富有希望，但交易員傾向看到先解除
9 月 30 高點 2,175.30 點和 9 月 22 日高
點 2,179.99 點，然後才會目標試探 8
月份所創歷史高點 。截止週三收盤，
標普 500 指數年初至今累計漲 5.7%，
並較 8 月 15 日所創歷史高點 2,193.81
點跌 1.6%。

美國指數期貨：美國指數期貨在清淡
市況下小幅走低，因市場在等待今日
稍晚歐洲央行會議紀要，而該行可能
考慮縮減債券購買傳聞已導致週二市
場下跌。目前，12 月 e-mini 標普期貨
合約跌 2.00 點，報 2,151.25 點；12 月
e-mini 那指期貨合約跌 2.75 點，報
4,870.75 點，同時 12 月 e-mini 道指期
貨合約跌 16 點，報 18,184 點。
美國國債：在昨日早盤因歐洲央行縮
減債券購買憂慮重返而交投活躍後，
今日亞洲市美國國債期貨開局遲緩，
其中 10 年期債期貨現跌 0.5 點，同時
交易量適度。除了等待美國非農就業
報告外，在最新縮減傳聞出現後，今
日稍晚歐洲央行會議紀要已令許多投
資者觀望。正如蘇格蘭皇家銀行(RBS)
利率策略團隊所稱，“恐慌通常緊隨
縮減一詞出現，該事實足以令多頭謹
慎”。10 年期債期貨最新報漲 1.5 點，
報 130-085。
日本股市：週四早盤日股錄得小幅上
漲，其中出口類股成關注焦點，因日
圓繼續走弱。早盤收市，日經 225 指
數上漲 0.57%或 96.70 點，報 16,915.94

點，同時東證第一部 TOPIX 指數漲
0.58%或 7.80 點，報 1,355.61 點。
黃金：現貨金最新微漲 0.30 美元，報
1,267.25 美元/盎司，且亞洲早盤迄今
交投 1,266.15-1,269.55 美元區間。市況
再度淡靜，因市場在等待歐洲央行會
議紀要，同時據稱該行將縮減資產購
買，此乃週二金價創下 3 年來最大單
日跌幅的主要催化劑之一。目前，黃
金仍持守關鍵斐波(Fibo)支撐 1,266 美
元上方，同時 200 日均線位於 1,258 美
元。
石油：週四亞洲時段 2016 年 11 月交
割的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WTI)期貨合
約最新下跌 0.17 美元，報 49.66 美元/
桶，交投 49.61-49.72 美元區間。隨著
中國市場因國慶黃金周假期休市，市
況淡靜。颶風馬修(Matthew)可能影響
墨西哥灣沿岸地區，這令市場暫時維
持買盤基調，且風險偏好持續改善，
同時利好美國能源資料協會(EIA)石油
庫存數據也助推週三油價上漲 1.14 美
元。

技術分析
德國 10 年期國債：(Z16) 163.57-65 支撐區域目前至關重要
阻力位 4：165.85
阻力位 3：165.68
阻力位 2：165.03
阻力位 1：164.61

10 月 3 日高點
10 月 4 日高點
10 月 5 日高點
55 日均線

前收盤價：164.32
支撐位 1：163.65
支撐位 2：163.57
支撐位 3：162.75
支撐位 4：162.56

100 日均線
9 月 16 日低點
周包寧傑帶狀(Boll band)下軌
9 月 13 日所創月低點

評論：Z16 合約延續跌勢，收於 21 日和 55 日均線下方確認了
關注焦點乃 163.57-65 區域 – 包括 100 日均線。這一支撐區域
現至關重要，空頭需收于其下方以令關注焦點轉向 162.02-56
區域 – 包括 9 月份低點。技術指標超買修正，這增強了看空
依據。多頭現需收于 165.03 上方以確認看空壓力減輕，且收
于 165.68 上方將目標 166.36。

Euro Stoxx 50 指數：仍呈區間震盪

阻力位 4：3125.67
阻力位 3：3101.75
阻力位 2：3084.39
阻力位 1：3063.12

周包寧傑帶狀(Boll band)上軌
9 月 8 日高點
包寧傑帶狀上軌
9 月 22 日高點

前收盤價：3026.28
支撐位 1：2922.82
支撐位 2：2892.52
支撐位 3：2811.81
支撐位 4：2807.65

9 月 16 日低點、包寧傑帶狀下軌
8 月 3 日低點
周包寧傑帶狀下軌
7 月 6 日高點，現為支撐

評論：股指繼續在 2859.52-3101.75 點寬闊區間震盪。日技術指
標 處 於 中 性 水 準 ， 且 繼 續 幾 乎 未 提 供 任 何 線 索 。 3063.123101.75 點阻力區域依然至關重要，多頭需收于其上方以目標
試探 100 周均線(位於 3236.88 點)。空頭繼續期待收于 2892.52
點下方以確認總體關注焦點轉向試探 2016 年低點 2672.73 點。

Eurex 期貨市場收盤

歐洲期貨交易所 – 追求更加卓越

不可或缺的宏觀經濟與市場資訊

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 是全球領先的衍生品交易所之一，提

國際市場新聞社(MNI)為一家新聞資訊、特別是全球外匯與固
定收益市場資訊的主要供應商，為市場專業人士與希望基於可
靠資訊而作出投資決策者提供及時、相關且重要的洞察。我們
不僅提供新聞資訊，而且還提供新聞分析，將突發新聞與其對
資本市場的影響相聯繫。我們的獨家資訊往往驅動市場。

供範圍廣泛的國際基準產品。
我們運營最具流動性的歐元固定收益衍生品市場，提供最廣泛
系列全球股指衍生品，並為歐洲股市衍生品的平臺之選。此外，
我們還涵蓋股息、波動性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相關衍性品。
您可以在一個平臺上找到所有以上一切。
歐洲期貨交易所的技術兼備創新性和可靠性，全球來自 35 個
國家/地區的 400 多個會員和約 7500 名交易員正在使用我們
2000 多種產品，涵蓋 9 個傳統和創新資產類別產品和服務。

過去 30 年來我們已建立起提供任務關鍵資訊的信譽。國際市
場新聞社(MNI)在北美、亞洲與歐洲設有 12 家辦事處，新聞記
者的素質與經驗真正使我們相比其他新聞來源與眾相同。我們
的市場報導職員，包括前固定收益與貨幣交易員及瞭解市場的
策略分析師，同時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與資料通訊記者將經濟
專業知識與嚴謹的金融新聞學彙聚一身。
MNI 為德意志交易所集團全資子公司。

MNI 聯繫方式：
連絡人：Clive Tillbrook 歐洲主編
電話：+ 44 207 862 7400
電郵：clive.tillbrook@mni-news.com
MNI 銷售：

uksales@marketnews.com

nysales@marketnews

歐洲期貨交易所為德意志交易所集團子公司。
欲瞭解更多資訊，敬請訪問 www.eurexchan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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