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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斷斷斷斷  捨捨捨捨  離離離離 2018 (だんしゃり) (11)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美國歷來最重大的科技成就，及最能彰顯國力之表現，可說是 1969 年的登陸月球，直至半個世

紀後的今天，還只有他們才可以做到，其他國家仍然望塵莫及。只是昔日的登陸剛站穩陣腳後，便馬

上遇到 1973 年的石油危機，全世界都陷入衰退當中，經濟及軍事強國美帝也開始末落了。 

 
1979 年伊斯蘭革命導至美國駐伊朗大使館 66 名人質被挾持 444 天，堂堂軍事大國居然無法保護

自己使館人員，大為失威。1981 年 4 月卡特總統的營救人質行動，又因兩架 RH-53D 直升機前後發生

機件故障而腰斬。但同年同月，一向被美國人視為 2 等子民的英國人也出事，伊朗駐倫敦大使館又被

恐怖份子挾持人質 26 人，卻被英國特種部隊 SAS 在 7 天後攻入，解救全部人質。但卡特無能力於短期

結束人質危機，而使經濟衰退雪上加霜，所以朗奴列根才要使美國再度偉大。 

 

果然列根上任首天人質便獲釋，及後大肆發展軍備，星球大戰計劃更不費一兵一卒拖跨了強敵蘇

聯。列根經濟學更神奇，大幅減稅促進經濟增長，最後使政府稅收反而增加。還有下滲經濟學，即是

使有錢人更富有，再靠他們把財富從手指隙中漏給窮人；這樣就使美國進入最長的經濟擴張期。 

 
老希殊及小布殊都是蚩尤托世、專注戰事，老布殊率領 34 國的 956,600 人進行海灣戰爭；並於索

馬里戰事禦駕親征，在靠岸之輕型航母的黎波里號渡宿指揮作戰。而小布殊則率領 49 國的 479,760 人

進行的伊拉克戰事，並有阿富汗反恐戰。都使美國入經濟衰退當中、股市大跌、失業率飇升、工作崗

位流失；2008 年更爆發金融海嘯。所以特朗普才要使美國再度偉大。最大不同之處，就是特朗普就職

前有奧巴馬進行了 8 年之救市計劃，不過未能改善貿易赤字，而工作崗位即使增加，也只是回補先前

失去的，正面之曾長有限。所以特朗普才要斷、捨、離；否定奧巴馬的功勞，稱之為幽暗期。 
(待續) 

特朗普矢志已決，貿易戰及報復行動將在所難免，因為特朗普覺得以往美國所受之貿易待遇不公

平，如今要使出斷、捨、離招式，否定過往一切重新定位。每日做一單、好過去打工；每日做對沖每日做對沖每日做對沖每日做對沖，，，，

好過等財爺派錢好過等財爺派錢好過等財爺派錢好過等財爺派錢。要捉摸美匯去向不妨參考日圓；隨機指數出現入貨訊號，支持位在 100W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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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０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５０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１１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22.00               1334.00                       1318.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22.00               1334.00                       1318.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21.50               1309.50                       13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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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需自行作最後決定。 

Buy at once現水位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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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8年3月 
1 (四) -20 11 (日) ／ 21 (三) -20 1 (四) -20 11 (日) ／ 21 (三)  

2 (五) -20 12 (一) -20 22 (四) -20 2 (五) -20 12 (一)  22 (四)  

3 (六) ／ 13 (二) -20 23 (五) -20 3 (六) ／ 13 (二)  23 (五)  

4 (日) ／ 14 (三) -20 24 (六) ／ 4 (日) ／ 14 (三)  24 (六) ／ 

5 (一) -20 15 (四) -20 25 (日) ／ 5 (一) -20 15 (四)  25 (日) ／ 

6 (二) -20 16 (五) -20 26 (一) -20 6 (二)  16 (五)  26 (一)  

7 (三) -20 17 (六) ／ 27 (二) -20 7 (三)  17 (六) ／ 27 (二)  

8 (四) -20 18 (日) ／ 28 (三) -20 8 (四)  18 (日) ／ 28 (三)  

9 (五) -20 19 (一) -20    9 (五)  19 (一)  29 (四)  

10 (六) ／ 20 (二) -20    10 (六) ／ 20 (二)  30 (五)  

               31 (六)  

 

                                   
年份Year 價位Price tag 利潤 Profit 年份Year 價位Price tag 利潤 Profit 年份Year 價位Price tag 利潤 Profit 

2018 +US11 HK8,58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50 HK34,320 

2017 +US$264.5 HK 206,310 2010 +US$169.90 HK 132,522 2017 +US$277.5 HK22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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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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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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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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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05 +US$298.50 HK 232,830    

 

Annual Profit of past years  投資策略往績 

每日一單 Daily Trading                                                 對沖單 Hed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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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數據之公佈        (有☆者為較重要數據，最高級別為 5 粒星)                 預測                   前值              

  23:00  工廠訂單[上月比] ☆☆ +1.7% -1.3%   

  23:00  耐用品訂單[上月比] ☆☆☆ -3.7% -3.5%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徵收鋼鋁進口關稅後，其顧問納瓦羅強調並不會豁免任何國家，包括盟友。英國首相

文翠珊向特朗普通電表示憂慮。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預料特朗普今周或下周初將簽署落實徵收關

稅，任何國家銷售鋼材和鋁材到美國都要支付 25%和 10%關稅，強調不會向任何國家提供豁免優惠，包括

美國盟友，「因這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但在必要情況下，華府會向企業提供豁免的程序，令企業得以繼

續營運，惟他並無進一步解釋詳情。納瓦羅又指關稅是要針對中國，指中國憑巨大產能向全球市場傾銷鋼鐵

鋁材，影響各國利益，批評中方是全球鋼鋁問題的根源。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亦指特朗普與多國領導人講解政

策時，表明關稅並不會豁免任何國家。對於歐盟揚言向美國進口產品徵收關稅作報復，羅斯指歐盟計劃徵稅

的產品主要是電單車、威士忌和牛仔褲，「是微不足道」。 

 
德國政府警告，大西洋兩岸若爆發貿易戰，歐洲和美國都將受害 ，敦促美國不要走上「錯誤道路」。周末

期間美歐雙方 曾就貿易議題激烈交鋒。德國總理梅克爾發言人塞柏特在柏林告訴記者說：「我不想評 斷我

們距離貿易戰有多近或多遠。這樣的貿易戰對德國 、歐洲或美國都不利。」塞柏特還說：「封閉自己和保

護主義是錯誤的道路 。」 

 
法國總統馬克宏表示，這明顯違反全球貿易規則，歐洲聯盟必須「快速做出反應」。 馬克宏和來訪 的加拿

大魁北克省長庫雅爾舉行聯合記者會，他在會中表示：「這些（關稅）無可置 疑違反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規定。…我相信歐盟有 必要迅速反應，反應方式應符合 WTO 框架和均衡原則。  

 

南韓表示，將在本月舉行的 G20 財長及央行總裁會議上，向美國及其他國家表達對貿易摩擦的憂慮。南韓

企劃財政部長官金東兗在政策會議上表示，將利用 3 月 G20 會議，與美國等主要國家舉行雙邊會談以闡述

南韓的立場。他重申，南韓政府著重出口策略多元化，包括加強與東盟成員國貿易聯繫。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可能會參加耶路撒冷美國新大使館的開幕儀式。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上星期發表的國情咨文，談到的新技術和武器系統，目的是要保護俄羅斯、保證戰略均

勢，亦增強國際安全。俄羅斯將在波羅的海、黑海、太平洋和北極海域，發展交通基礎設施。 

 

金融數據供應商 Markit 公布，歐元區 2 月綜合採購經理指數終值跌至 57.1，低過初值，反映經濟活動從 1

月時的 06 年 6 月後高位回落，但數字仍處於 50 以上，顯示經濟仍處於擴張狀態。歐元區上月服務業採購經

理指數跌至 56.2，同樣低於初值。但企業對未來 1年看法樂觀，企業預期指數升至 68.2，創 9 個月高位。 

 
北韓領袖金正恩，接待與到訪北韓的南韓總統文在寅特使團。雙方共進晚餐，金正恩與特使團進行坦誠的對

話，深入討論到緩解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 

 
美國供應管理協會 2 月非製造業指數跌至 59.5，仍高於預期，當中企業活動分項指數升至 62.8，新訂單分項

指數升至 64.8，創 05 年 8 月後最高，但投入物價指數跌至 61。金融數據供應商 Markit 公布，美國 2 月服務

業採購經理指數終值升至 55.9，同初值相同，創去年 8 月後最高。上月服務業新業務分項指數升至 57.8，是

2015 年 3 月後最高，但低於初值。美國 2 月綜合採購經理指數終值升至 55.8，但略低於初值。 

 恒指 ：30285.46    +393.18                    上證綜指： 3257.03   +0.56        道指 ：24874.76   336.70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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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掀起貿易大戰的憂慮下，日圓冉冉上升，脫穎而出，對美匯的升勢有一定的壓力。 

Under the threat of trade war by Donald Trump,  the Japanese yen soared up gradually and is giving significant 
pressure to the US dollar.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11)       (だんしゃり) 
 

The greatest success of USA in technology should be the Landing of the Moon in 1969, where half a century 
later, still no one can do it. Regretfully, just after that in 1973, the petroleum crisis brought USA and the world 
into a recession. That’s why Reagan wished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In 1979, another crisis occurred, 
the US Embassy in Iran was occupied by Islam and 66 hostages were captured for 444 days. President Carter 
arranged a rescue action but cut off in midway because two RH-53D helicopters had engine failure one by one. 
But at the same time in London, there were also hostage crisis; but British special force SAS rescued all of 
them in just 7 days. USA was quite weak at that time. 
 
When Ronald Reagan took office, hostages released on the first day and his plan of Star War made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completely without going into any battle. He is famous for his REAGANOMICS. He cut tax 
greatly to bloom the economy and at length made the country more prosperous that the government collected 
even more tax. His Trickle-Down Economics was to make rich people richer and let their money flew down 
little by little to the poor. Thus made USA had the longest period of expansion in economy. Case was a little 
similar and now Donald Trump wishes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George Bush Senior and Junior concentrated too much in war. Bush Senior led a war of 34 countries and 
956,600 people in the Gulf War. Bush Junior led 49 countries of 479,760 people in Iraq War. Both made the 
stock market slump and unemployment rate rose up. Furthermore in 2008 there was a Financial Tsunami, thus 
Donald Trump needs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under such a situation. Barrack Obama did save the 
economy to a great extent, but no help to trade deficit.  That is why the focus of Donald Trump is now upon 
trade war. 
 

The preparation of trade war is in full swing (如火如茶), Donald Trump has decided to go ahead no matter 

what kind of opposition is on the way. He would give up everything in the past by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Gold price is having support in the 100 WMA. Stochastic is giving out buying signal.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38– 1343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306 – 1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