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時間 地區 國際重要數據或重要大事 預估值 前值 

2018/9/30 

09:00 中國 製造業 PMI (9 月) 51.2 51.3 

09:00 中國 非製造業 PMI (9 月) -- 54.2 

09:45 中國 財新中國製造業 PMI (9 月) 50.5 50.6 

2018/10/1 

全天 香港 國慶日 -- -- 

10/1~10/5 中國 國慶日＆十一長假 -- -- 

08:30 臺灣 製造業 PMI (9 月) -- 53.00 

15:55 德國 德國製造業 PMI (9 月) 53.7 53.7 

16:00 歐元區 製造業 PMI (9 月) 53.3 53.3 

17:00 歐元區 失業率 (8 月) 8.2% 8.2% 

21:00 美國 FOMC 委員會委員博斯蒂克講話   -- -- 

21:45 美國 製造業 PMI (9 月) 55.6 55.6 

22:00 美國 ISM 製造業 PMI (9 月) 60.5 61.3 

2018/10/2 

00:15 美國 FOMC 委員羅森葛籣(Rosengren)講話   -- -- 

07:50 日本 貨幣基數 (同比) -- 6.9% 

16:30 英國 BoE FPC 會議紀要   -- -- 

20:55 美國 紅皮書商業零售銷售 (月度環比) -- 0.3% 

22:00 美國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委員誇爾斯 Quarles 講話   -- -- 

2018/10/3 

全天 美國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Powell)講話   -- -- 

04:30 美國 上週 API 原油庫存 -- 290.3萬桶 

15:55 德國 德國綜合 PMI (9 月) 55.3 55.3 

16:00 歐元區 Markit 綜合 PMI (9 月) 54.2 54.2 

17:00 歐元區 零售銷售 (月度環比) (8 月) 0.2% -0.2% 

20:05 美國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委員巴爾金(Barkin)講話   -- -- 

20:15 美國 非農業就業人數變化 (9 月) 18.5 萬人 16.3萬人 

21:45 美國 Markit 綜合 PMI (9 月) 53.4 53.4 

22:00 美國 ISM 非製造業 PMI (9 月) 58.3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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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0 美國 原油庫存 -127.9 萬桶 185.2萬桶 

2018/10/4 

02:15 美國 FOMC 委員梅斯特(Mester)講話   -- -- 

20:30 美國 持續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 -- 

20:30 美國 初請失業金人數 -- -- 

20:30 美國 非農就業人數 (9 月) 18.8 萬人 20.1萬人 

21:15 美國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委員誇爾斯 Quarles 講話   -- -- 

22:00 美國 工廠訂單 (月度環比) (8 月) 0.9% -0.8% 

2018/10/5 

14:00 德國 德國工廠訂單 (月度環比) (8 月) -- -0.9% 

16:20 臺灣 外匯儲備(美元) (9 月) -- 4,598.8億美元 

20:30 美國 就業參與率 (9 月) -- 62.7% 

20:30 美國 私人部門非農就業 (9 月) 18.5 萬人 20.4萬人 

20:30 美國 貿易收支 (8 月) -500 億美元 -501億美元 

20:30 美國 失業率 (9 月) 3.8% 3.9% 

2018/10/6 
01:00 美國 貝克休斯原油鑽井設備數量 -- -- 

03:00 美國 消費信貸 (8 月) 150 億美元 166.4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