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最夯的交易者對
於市場的展望

e投睿的明星交易者對民國107年
的市場預測



迴首過去這一年，我只能用一個詞描述：難以置信。民國106年發生了
許多大事。美股飆漲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並引領全球股市的高漲。而數
位加密貨幣則從鮮有問津迅速成為街頭巷尾人們熱議的話題。

對於e投睿來說，這也是破紀錄的一年。越來越多的交易者正湧入我
們的社區，我們的創新產品CopyFunds™複製基金也成功地跑贏了市
場大盤。

在民國107年，我們將繼續引領全球金融科技的革命，並始終傲立於金
融創新的最前沿。e投睿將進一步擴大規模為用戶提供更多的交易產品
並拓展更多的新興市場。不僅如此，我們還將增加更多的數位加密貨
幣與研發更新的CopyFunds™複製基金。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在新
的一年裡，e投睿將一如既往地傾聽交易者的心聲，想用戶之所想，
急用戶之所急，始終秉承著e投睿的價值理念：e投·睿享。

去年年初，我們發佈了明星交易者對於民國107年行情的預測。現在是
檢驗他們的時刻了！讓我們來看看有多少是成功應驗了呢？

當然，我們今年也繼續邀請了部分頂級的明星交易者來分享他們對於
民國107年的市場預測。我已經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今年蘊藏著哪些財富
先機了！

享受交易帶給你的樂趣！
Yoni Assia，e投睿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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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大型科技企業氣勢長虹

科技行業經歷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年，在民國106年，幾項重要市場指數屢創新高，而科技股
更是絶對地一馬當先。

科技股在民國107年能否繼續保持這一勢頭？其估值是否過高？ 讓我們來深入探討一下推動這
個行業發展的幾家大型企業的表現。

民國106年的增長，有很大程度歸功於“FANG”，即Facebook、亞馬遜（Amazon）、奈飛
（Netflix）和谷歌（Google）四大巨頭。再加上蘋果公司（Apple），這五大企業的市值占標
普500指數成分股總市值約12%。這讓部分投資者非常緊張——這些企業真的還能繼續上漲嗎？

收入和每股收益都大幅增長。Facebook的增長主要來自廣告客戶的強勁需求以及活躍用戶的持
續增長。亞馬遜的雲服務帶來高利潤，奈飛繼續大舉擴張國際市場，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
高速增長則主要來自手機搜索業務和視頻網站YouTube。

所以，儘管其股價已經反映了市場的預期，但由於這些企業的業績一直保持強勁，增長勢頭也
就無出其右。在我看來，市場給予它們更高的估值是合理的。
而展望民國107年，最主流的科技趨勢——例如人工智能、機器人和無人駕駛汽車仍將引領市
場。在這些領域有所建樹的大型科技企業將有更大的上漲空間。

但正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美股牛市於民國107年暫告一段落，那麼曾經收益最大的
科技股也勢必受害最甚。

不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作為市場上表現最為強勁的行業，從長遠來看其終將在人們日益增長
的需求的推動下繼續迅猛發展。

@Reinhardtcoetzee
(Reinhardt Gert Coetz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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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就認為比特幣社區將結束長達數年的內耗，團結將推升比特幣在民國106年年底大漲
300%以上。但很顯然，我還是太小瞧比特幣了，以驚人的速度正不斷地刷新記錄。

民國106年年初，數位加密貨幣連續數月大跌，直到市場在春季傳出比特幣ETF的信息後跌勢才
有所緩解。但是當美國證監會連續三次否決ETF申請時，市場再度大失所望。大量資金開始湧
入以太坊的ICO（首次公開募集代幣）中，這刺激了以太幣在民國106年夏天的大漲。與此同
時，全球越來越多的資金湧入數字加密貨幣。這使得相比起曾經的恐懼，人們現在反而更樂見
主流貨幣的分叉。因為分叉就意味著手頭上就會免費多出新的數位加密貨幣，何樂而不為呢？
於是，比特幣分裂出比特幣現金（Bitcoin Cash）和比特幣黃金（Bitcoin Gold），而我相信在
民國107年還會經歷更多的分叉。

這些分裂出來的克隆幣或者競爭幣因為營銷得力且對應用前景充滿信心，它們都一經推出便取
得了不俗的成績。而在去年年底，比特幣期貨正式登陸芝加哥期權交易所（Cboe）。這讓市場
重燃了信心——曾被否決的比特幣ETF或在民國107年起死回生！

除了市場上頻傳的好消息外，愈來愈多的人開始將比特幣視為與黃金等同的保值貨品。這顯
然是一種利好，黃金的市值已經高達8萬億美元，比特幣或在今年趕超黃金。這也就意味著它
還會再翻3倍！

比特幣的成功無疑為其他數位加密貨幣進入傳統金融領域提供了典範。而最有可能複製其成功
的不是以太幣或是瑞波幣，而在我看來是達世幣！它得益於“即時發送”和“私密傳送”技術而被維
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看中，借助它成立了去中心化的營銷基金。達世幣交易更為迅速、成本也更
低廉以及波動性較小，這令其他數位加密貨幣望及項背。

我相信，數字加密貨幣將在民國107年迎來一次大洗牌。各個數位加密貨幣將明確自己的職能地
位。用戶將用腳投票，進行一次優勝劣汰——打擊糟糕的山寨幣並投資優秀的數位加密貨幣。

對於加密貨幣來說，民國107年的競爭似乎要比民國106年還要激烈，隨著競爭升級，監管機構
也將跟上節奏。我認為10大加密貨幣中的最大贏家是比特幣和達世幣。

@jaynemesis 
(Jay Edward Smith)

比特幣的春風猶未盡

比特幣目標價：
民國107年12月：30,000-60,000美元

達世幣目標價：
民國107年12月：2,000-4,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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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數或現重大突破

美元指數為一籃子貨幣兌美元匯價的幾何加權平均值。

美 元 指 數 主 要 受 到 六 大 貨 幣 兌 美 元 的 匯 價 影 響 。 這 些 貨 幣 包 括 ：

歐元在美元指數中占很大的權重，因此美元指數的表現基本與EUR/USD貨幣對的表現相反。
從交易的角度來看，反映更長遠表現的圖表顯示：經過十年的底部徘徊，美元指數終於在民國
103年出現突破，並自民國104年3月起一直橫亙在特定區間。在向上或向下突破這一區間形成
比較明確的趨勢之前，美元指數仍將困守於此區間。從過去3年的表現來看，在此巨大區間保
持中性看法似乎最為明智。如果指數在93以上，我們可以做多，上望100。

較短期而言，該指數一直困在橫向區間，直至突破此區間的高位，接近100水平。然而指數還
是未能在民國106年突破此水平，美元指數重返92-100的區間。在成功完成一個倒轉頭肩形態
後，價格突破這一水平，目前在93以上（本文撰寫之時）。

正確的做法是做多美元，或入市從美元上漲環境中獲利。我仍然認為我們將漲至100，若突破
這一水平，很可能扶搖直上。以目前的市況來看，我們仍希望做多美元，直至指數達到100後
再重新評估。

我的目標價位是100，如果指數確如我所料上漲到這一水平，我們仍可繼續看好，USD兌歐元、
日元、英鎊、CAD、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匯價或將再上。

David Peddle，技術分析交易者，通過圖表觀察市場，已有12年經驗。

@Dpeddle 
(David Peddle)

•歐元 (EUR) 
•日元 (JPY)  
•英鎊 (GBP)  

•加元 (CAD) 
•瑞典克朗 (SEK)  
•瑞士法郎 (C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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鉑金在民國107年的行情或迎來轉機

我想說說鉑金以及我看好它的理由。 鉑金是一種稀有的貴金屬。它是92種自然元素中第72種
最常見元素。它擁有無數種用途，包括汽車製造、醫療和工業設備、製藥、珠寶等，還可用
作投資。

因其物理和催化特性，最常用於汽車製造，占這種金屬使用量的37-41%。它主要被用作催化轉
化器的尾氣淨化。我看好鉑金在民國107年及以後的行情，主要基於兩點：
 
1. 供求關係（影響所有市場的基本要素）
這幾年，PGM（鉑族金屬）產量缺口不斷擴大，原因有好幾個，但最主要的是當前價格無利
可圖。

產量減少意味著供應減少。然而，汽車產業的需求不斷增加，而據報汽車銷量連年上升，加之
其他市場對這種金屬的需求也在增加，從更長遠來看，這種狀況只會推高價格。
 
2. 價格
我認為當前鉑金的價格918美元（在本文撰寫之時）非常便宜。在五年前，鉑金的價格為1,700
美元，而再往前五年，其價格高達2,100美元。當前價格似乎是一個極其吸引的長線買入價。
 
與之相反，看空鉑金的其中一個論據是電動車市場的不斷增長。雖然在汽車製造業中，鉑金
主要被用於催化劑轉化器，但其實這種金屬也用於其他汽車部件，甚至包括燃料電池技術。所
以，汽車產業向替代燃料和新能源領域進化，不可能忽略對鉑金的需求。與此同時，使用柴油
發動機和汽油發動機的車輛銷量持續攀升。所以，我認為上述論據有點言過其實。

 我認為鉑金的其他用途，包括珠寶、工業應用和投資，行業發展欣欣向榮，只可能增加對這種
貴金屬的需求，這也是我看好鉑金的原因。
 
小心謹慎，祝交易順利。

@Mrthor7734 
(Tom B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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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錯過民國107年瑞郎
（美元/瑞郎）的大行情！

我發現USD/CHF是一對非常有趣的貨幣對。這是我在民國106年交易最頻繁的資產，我從2民國
106年瑞士央行期望貨幣貶值的形勢明朗化後開始進行交易，當時美國聯儲局正推動美元走強。

這也是非常適合在e投睿進行交易的貨幣對，因為與大部分其他貨幣對相比，瑞郎的價差更適
合進行短線和日內交易。一直以來，瑞郎都被用作壞消息和危機出現時的“避險天堂”，該貨幣
對的波幅相當大。這在交易中很有用，因為很適合在得知市場行情的情況下進行波段操作。

民國106年初時，USD/CHF報1.0180，高於目前的水平（即民國106年10月30日），因為美聯儲
加息帶動USD在民國105年底走強。在民國106年的大部分時間，瑞郎都處於跌勢，但也有一
些不錯的波段，提供獲利回吐的機會。民國106年12月，USD/CHF再一次走高，因為還有一次
加息預期，加上其他利好消息提振USD的整體表現。

展望民國106年… 我認為USD/CHF仍可提供非常理想的交易機會。如果年初美聯儲再度加息，
今年可能再現民國106年的行情，美元隨後可能像去年加息時一樣回落。

此交易的基本面因素仍然穩健，因為瑞士央行仍希望貨幣貶值，這從EUR/CHF貨幣對仍遠低於
過去釐定的最低限值1.20可見一斑。這個限值是一個非常粗略的指導值，不過可能意味著如果
EUR/CHF再次突破1.20，則有望在民國107年接近高位區間。

我對USDCHF設定的民國107年目標價是1.05，1.03水平將見大阻力，若政治及經濟環境發生
變化，將對此預測值進行調整。

祝您交易愉快，歡迎在e投睿社區@我並一同探討市場走勢。

@SallyForex 
(Sally Anne Isa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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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坊或在民國107年底劍指2400美
元！

@Wesl3y 
(Wes Nolte)

如果您在民國106年1月1日買入1,000美元的以太坊，那麼六個月後，您持有的以太坊已值50,000
美元以上。再賺50倍的潛力足以讓那些想賺快錢的投機者心癢不已，雖然以太坊經常被視為“
區塊鏈新產品”。許多人都叫囂著“衝上雲霄”和“HOLD”（比特幣的暱稱是“hold”），但隨著六月
份從高位回落，他們也逐漸失去信心。我反而認為這是好消息：畢竟上漲速度太快、幅度太大
並非好事（遠高於比特幣），而加密貨幣需要一些時間從天花亂墜的吹捧中沉澱下來，以追上
它們所被賦予的價值。

那麼問題是以太坊接下來怎麼走？ 首先，我們應該知道，以太坊最主要的角色是交易的平台，
一種可從根本上改變資本遊戲和經濟結構的工具。它需要在這些領域做出一些成績，才能支撐
價格進一步飆漲。

我們目前還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但我相信它即將帶來的變革非常巨大，大得讓人難以想像。
那麼從中期來看，以太坊的表現如何？

•以太坊改進：推動權益證明制度（PoS）的相關舉措將在很大程度上減少挖礦的工作量，提升
網絡安全性，而雷電（Raiden）擴容解決方案最終可將交易時間優化到一個更有效的水平。

•以太坊的採用：巨型企業和政府部門釋放信號，似乎有意支持以太坊。當今技術所需要的是
一系列建基於技術上的、行進中的實際商業應用，而這些應用可產生收入。我們有可能在民
國107年看到這一發展。

以太幣價格：民國107年前達到2,400美元？ 我認為有此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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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談判或為英鎊/美元創造良機

在整個民國107年，英鎊/美元（GBP/USD）將繼續為外匯交易者提供交易良機，因英國政府
正試圖通過談判以在民國108年3月29日成功脫離歐盟。

在此日期前，政府將儘力為英國爭取最有利條件，而這有望在民國107年10月前塵埃落定。不
過，待遇的類型以及未來英國與歐盟的關係仍不確定。我倒認為這是進行英鎊交易的良機，無
論哪個方向，這一不確定性都將令英鎊上下起伏。

此外，隨著英國脫歐談判漸入佳境，英國很有可能在民國107年9月前進一步加息，因為英倫銀
行希望藉此來抑制英國脫歐公投後英鎊貶值所導致的通脹。投資者試圖基於對進一步加息的憧
憬獲利，或也加劇波動性。

從技術角度來看，英鎊在民國107年將繼續回升，並在1.300水平受到支持，有望進一步重返獨
立公投前的水平1.400。

全球經濟處於增長之中，而英國將可全面受惠於與歐盟及環球新夥伴建立新的貿易關係。貨幣
貶值、低通脹和接近全民就業，這些強勁的基本因素都有利於未來英鎊匯價的走勢。

@GoodGoing 
(Wayne ryan)

請考慮風險承受能力 * 過去表現不可作為未來業績的衡量標準 * 上述內容並非投資建議 * eToro 
(Europe) Ltd是一家在塞浦路斯註冊的公司 * 公司編號 ΗΕ 200585 * 公司地址：KIBC 7th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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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42nd floor, One Canada Square, Canary Wharf London E14 5AB * 獲金融行為監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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