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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快訊黃金快訊黃金快訊黃金快訊 

 
 

 

 

 

 

 

 

 

 

市 場 動 態                         波浪理論波浪理論波浪理論波浪理論、、、、極度準確極度準確極度準確極度準確 (20) 

 

艾略特波浪為目前最被廣泛採用的一種測市工具，無是長、中、短線的市場預測，都是不

可偏離它，無論是由專業人士以至散戶都同時愛用。皆因它有時可以細緻地描述一個浪的始末情

況，尤其是某時會有一些浪是會重覆出現的，那就更加是前車可鑑了！ 

 

去年底與前年底的黃金市場，都在觸底的情況下，以十字星終結熊市而在年初展開另一升

浪。投資不只是猜測升跌 2 份之 1 機那麼簡單，這不是澳門賭場買大細，而是還需要有適當之策

略。要猜測升或跌太容易了，2 份之 1 的機會豈非代表全世界有 2 份之 1 人，即 35 億人可以做大富

豪嗎？為什麼不是？就是因為策略問題。 

 

且看 2015 年底之前本刊做了什麼？11 月 11 日的中國採購節(光棍節)，本刊將每日一單傳

統的 12 美元止賺盤收窄至 11 美元，及後大市真的進入平底浪。到了 2016 年 1 月 8 日本刊拉濶止

賺盤至 12 美元，金市應聲打造 30 年來最強之首季升幅。波浪理論是十分十分之準確！到 2016 年

11 月的中國光棍節本刊按兵不動，一直忍手至 11 月 25 日藩邦的採購節(感恩日)，才將止賺盤由 12

美元再度收窄至 11 美元，大市應進入 U 形平底浪。但 2015 年十字星是在 12 月 31 日出現，2016

年的十字星是在 12 月 26 日出現，總之自此展開大升浪。2015 年底的專題是千金散盡還復來，熊市

準時在特輯結束時終止了。2017 年的專題是海濶凭魚躍、天空任鳥飛。2017 年 1 月 18 日本刊將止

賺盤拉至 12 美元，金價完成Ｕ形底運行並再展升浪，轉輾升破日本雲層及 250WMA，MACD 也自

此變為正數。美股 3 大指數也創連環新高，道指更準時升破 20,000 大關，至今仍關口之上。 

 

波浪理論準得如打假波及造馬一樣！ 

 

某些波浪是會重覆出現的，投資者需要找出哪個浪會重覆出現？在何時重覆？而重覆之時

力量又如何？比先前的力量大抑或小？又重覆到什麼時候始終止？總之去年初之升浪的而且確在本

年初重覆，但力度較細小，沒有 30 年來最強之首季升幅，但會有的是……明天待續。 

  

技術走勢：市場焦點由聯儲局之利率，逐步轉移至特朗普之國會演說，用神將會放在稅制及軍費方面。這比

加息之影響更為深遠。特朗普就職後，美國經濟的而且確有明顯變化。明天 10:00HKT 他將在國會披露他的

經濟及外交等全盤政策。美國總統本來習慣在每年 1 月發表國情諮文，展示來年之施政方針。今年只是首

年，特朗普就以此演說列出他本年施政之細節。先前之就職演說主要作用在鼓舞，這是他上任後 1 個月來的

按實情列出之計劃，諸君不妨洗耳恭聽吧。這次不是只講煸情口號，而是如何實現競選承諾，使美國再度偉

大！每日做一單、好過去打工；每日做對沖、好過等財爺派錢。支持 1198,1228；阻力 1282,1305。 

電話：3180-8803 

網址：www.31808888.com 

   www.31552222.com 

  

訊匯金業有限公司 

匯凱金銀投資有限公司印製© 

編撰:  (余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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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單每日一單每日一單每日一單：是日建議現水位沽出黃金(10:00HKT)，即 1253.00，獲利目標 1241.00 止蝕 1257.00。 

 

 

 

對沖策略對沖策略對沖策略對沖策略                                              買入：1253.50 止賺：1265.50止蝕：1249.50 

(10:00HKT 同時買入及沽出)                 賣出：1253.00 止賺：1241.00 止 蝕：1257.00 

     

     

投資策略利潤往績 

 

 

 

 

 

 

 
 

2017年1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2017年2月 
1 (日) ／ 11 (三) -20 21 (六) ／ 1 (三) -20 11 (六) ／ 21 (二) -20 

2 (一) ／ 12 (四) -20 22 (日) ／ 2 (四) -20 12 (日) ／ 22 (三) -20 

3 (二) -20 13 (五) -20 23 (一) -20 3 (五) -20 13 (一) -20 23 (四) -20 

4 (三) -20 14 (六) ／ 24 (二) -20 4 (六) ／ 14 (二) -20 24 (五) -20 

5 (四) -20 15 (日) ／ 25 (三) -20 5 (日) ／ 15 (三) -20 25 (六) ／ 

6 (五) -20 16 (一) -20 26 (四) -20 6 (一) -20 16 (四) -20 26 (日) ／ 

7 (六) ／ 17 (二) -20 27 (五) -20 7 (二) -20 17 (五) -20 27 (一)  

8 (日) ／ 18 (三) -20 28 (六) ／ 8 (三) -20 18 (六) ／ 28 (二)  

9 (一) -20 19 (四) -20 29 (日) ／ 9 (四) -20 19 (日) ／    

10 (二) -20 20 (五) -20 30 (一) -20 10 (五) -20 20 (一) -20    

      31 (二) -20          

倫敦金 

上日收市 開  市 最  高 最  低 收  市 

1258.20-8.70 1256.40-7.40 1263.50-4.00 1253.10-3.60 1255.20-5.70 

上午定盤 1256.25 下午定盤 1257.20 

買入利息 -61.19 (-2.25%) 賣出利息 -20.4 (-0.75%) 

港    金 

上日收市 開  市 最  高 最  低 收  市 

11665-11671 11649-11659 11711-11717 11620-11626 11639-11645 

買入息口 -20 倉   租 20.00 

倫敦銀 

上日收市 開  市 最  高 最  低 收  市 

18.32-18.36 18.32-18.39 18.47-18.51 18.28-18.32 18.29-18.33 

定盤 18.34       

每日一單                                                                                  對沖策略 

年份 價位 折合港元 年份 價位 折合港元 年份 價位 折合港元 

本年本日 +US$23 17,940 2010 +US$169.90 132,522 本年本日 -US$9 7,020 

2016 +US$340.00 268,320 2009 +US$428.00 333,840 2016 +US$273 206,700 

2015 +US$51.00 39,780 2008 +US$386.00 301,800 2015 +US$413 322,140 

2014 +US$83.00 64,740 2007 +US$266.40 207,792 2014 +US$233 181,740 

2013 +US$189.60 147,888 2006 +US$189.00 147,420 2013 +US$410 319,800 

2012 +US$111.90 87,282 2005 +US$298.50 232,830 2012下半年 +US$50.10 39,078 

2011 +US$629.90 491,322 2004 +US$193.00 150,540    

 

策略說明策略說明策略說明策略說明：：：：每日一單乃基於贏 12 輸 4，又或贏 13 輸 5 的比例去克服飄忽之市場而取得利潤。凡按此入市需要以限價單進行，切忌中途變卦見 2,3

元便吃但輸則輸足 4,5 元。本策略乃一個贏多輸少之策略，執行時切忌變為輸多贏少之方式去運作；否則無法達至上述利潤，不如另覓他法。 

風險聲明風險聲明風險聲明風險聲明：：：：價位可升可跌，市場瞬息萬變，投資需量力而為，本刋意見只供參考。 

上日利潤為-US$4 

累積利潤為 +US 23 

 

上日利潤為-US$8 

累積利潤為 -US$-9 

 

黃金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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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入利息 -29.72 (-3%) 賣出利息 0 (0%) 
 

人民幣公斤條 

上日收市 開  市 最  高 最  低 收  市 

277.16-7.36 276.90-7.30 278.44-8.64 276.50-6.70 276.82-7.02 

買入利息 -17.3 (-2.25%) 賣出利息 -5.77 (-0.75%) 
 經濟數據之公佈     (有☆者為較重要數據，最高級別為 5粒星)                                                         前值前值前值前值         預期預期預期預期 

2月 28日  18:00 歐元區  消費者物價指數[去年比] ☆☆ +1.8% +1.9% 

 (星期二) 21:30 美國 批發庫存[上月比] ☆☆ +1.0% +0.4% 

  21:30 美國 國內生產總值[同期比年率] ☆☆☆☆☆ +1.9% +2.1% 

  21:30 美國 個人消費[同期比] +2.5%   

  21:30 美國 GDP價格指數[同期比] +2.1% +2.1% 

  21:30 美國 個人消費支出核心指數[同期比] ☆☆☆ +1.3%   

  22:00 美國 標普/CaseShiller房價指數 192.14   

  22:45 美國 芝加哥採購經理人指數☆☆ 50.3 53.0 

  23:00 美國 消費者信心指數☆☆ 111.8 111.0 

  23:00 美國 聯儲局里奇蒙分行製造業指數 +12  

即市新聞摘要即市新聞摘要即市新聞摘要即市新聞摘要 
南韓國防部表示，已經與樂天集團簽署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的換地協定，根據協定，樂天向國防部出

讓星州高爾夫球場，國防部將南楊州市軍事用地轉讓給樂天，並預料會在今年內展開部署計劃。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批評，韓方罔顧中方利益關切，執意配合美方加緊推進有關部署進程。中方對

此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不滿，並表示遺憾。中方將堅決採取必要措施維護自身安全利益，由此產生的

一切後果由美韓承擔。 

 

美國前總統喬治布殊罕有發聲，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媒體對立。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任職期間很少

發表政治評論的布殊，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節目採訪，宣傳自己的新書《勇氣的肖像》時，罕有地

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和現任總統與新聞界的爭議關係發表了觀點。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要求高階軍官找出更多摧毀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方法 ，五角大廈今天向白宮提

出最新的作戰計畫。川普競選主軸之一，就是快速結束對 IS 戰事。儘管 IS 失去數以千計的戰士，目

前仍占領敘利亞和伊拉克北 部地區。特朗普批評歐巴馬政府的動作太慢。 特朗普上任不久，給五角大

廈 30 天的時間，檢討目前 戰事進度，找出一套全面性計畫「徹底消滅」IS。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明天將就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對該國 實施制裁決議草案進行表決。 俄羅斯已經誓

言將動用否決權，阻撓此決議草案， 這將是俄國第 7 度訴諸否決權，保護盟友敘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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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昨日向各聯邦政府部門提出下財年預算計劃。新政府預算案會顯著增加軍費 540 億美元，旨在加

強威懾中國海軍，同時卻大幅削減國務院經費，外交恐會放到次要位置。預算據報會削減國務院、環

境保護局等聯邦機構，以及其他非國防計劃的開支。其中一名官員更指，國務院經費的削減比率可能

高達 30%，屆時國務院會被迫重組，並須撤銷部分項目。美軍每年軍費現已高達約 6,000 億美元，而

國務院經費加上華府對外援助亦只有 500 億美元左右，故新預算引來部分防務專家質疑。 

 

總統特朗普周二晚（香港時間周三早上）向國會兩院演說期間，會披露部分稅改方案的內容，包括為

中產階層減稅、簡化稅階、降低企業稅以提高美企的國際競爭力，以及可以令製造業受惠的稅改施措

等。至於由眾議院共和黨人提出，但遭零售業反對的"邊境調節稅"方案，姆欽稱自己才剛開始考慮。

他亦暗示，特朗普對該方案好惡參半，而政府希望參眾兩院可以合作制定聯合方案。 

 

英國即將啟動"脫歐"程序之際，市傳首相文翠珊或容許蘇格蘭再度舉行獨立公投，加上 3 月 15 日為超

級星期三，當日荷蘭舉行大選、美國債務上限到期、聯儲局公布議息結果，隨時發生"黑天鵝" 事件。

"末日博士"麥嘉華更警告，美股隨時面臨「雪崩」危機。 

 

今年議息時有決策權的達拉斯聯儲銀行行長卡普蘭預計，美國今年經濟增長會高 2%，就業市場和通脹

正接近聯儲局的目標，重申加息「宜早不宜遲」，應該開始緩慢，逐步收緊貨幣政策，避免落後於形

勢，更指即使加息數次，貨幣政策仍然是寬鬆。另外，彭博數據顯示，利率期貨交易員與投資者預

期，聯儲局 3 月加息機會升至五成，明顯高於五日前的 34%。 

 

日本推行"超值星期五"是要解決兩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一是消費者支出低迷不振，二是惡名昭彰的冗

長工作時數，造成過勞死，引爆國民健康危機。 這項使工作和生活維持平衡的新計畫從本週開始實 

施，要求雇主讓員工在每個月最後 1個星期五提早於下 午 3 時前後下班。 

 
 

 

 

 

 

 

 

 

 

 

道指連創 12 天新高，平 120 年來紀錄。 
 

若今晚再創新高，就是紀錄中的紀錄，史無前例的 13 天連環新高。本刊早就以"海濶凭

魚躍、天空任鳥飛"來迎接特朗普的就任。他上任第 3 個交易天標普與納指便齊創新

高，第 4 個交易天道指破 20,000 點。不要太介懷今晚的記錄，焦點應放在金融市場已

躍進另一天空海濶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