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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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2016 年 11 月特朗普當選後，金融市場上出現了一種效應叫特朗普效應。但一直都有疑問，就是

此效應可維持多久？何時結束？但卻甚少人去查究它的成因！ 
 

這次的第 58 屆總統大選有兩個特點，一是希拉莉大熱倒灶，特朗普以爆冷姿態勝出；另一是希

拉莉所得總票數為 48.2%，特朗普只得 46.1%但贏了選舉團票。及後分析結果並非民調樣本有誤，而是

最後關頭突然出現電郵醜聞，而使選民臨時改變主意以致希拉莉落敗。這樣的話，特朗普當選為何不

是股市大跌反而大升？選民大部份都不投他一票，大失所望之餘結果怎樣……？ 
 

當時美股上升，不少人以為是一、兩天的事；及後也認為最多也是一、兩星期或一、兩個月吧。

只是本刊指美股會繼續創出連環新高，但 2016 年破不了 20,000 點，結果聖誕期間雖然 4 次闖闗，也最

多升至 19,999 點便回頭，好像有人在造馬及打假波似的。不過留意本刊在 2017 的首個專題是海闊凭漁

躍，天空任鳥飛！結果道瓊斯全年破記錄地創了 71 次新高。而 2018 年首個分題是再與天比高，結果

道指在 1 月份再創出 17 次天比高的新高。2 月雖然大幅回落但又出現強勁反彈。如今仍在新高邊緣，

距離最高位不足 10%；按華爾街炒家的定義，跌幅要超過 10%才算進入調整。 
 

為何會出現特朗普效應？奧巴馬不是救市成功了嗎？奧巴馬於 2009 年 1 月 20 日上任，同年的 3

月 6 日(星期五)ARRA 救市計劃的首張退稅支票寄出了！且看他上任後第 7 個星期道瓊斯便展開長達 9

年的大牛市，至今仍未結束。誰敢說他救市不成功？金融海嘯所損失的 800 萬個工作崗位也在 2014 年

初完全回補了。QE 計劃完滿退市；在他任內，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連續 99 周低於 30 萬人，為 1970

年代以來最低，直至特朗普上任才首周才達 100 周大關。是如假包換的行運醫生醫病尾，一劑藥攪

掂！特朗普在 2016 年 12 月未上任前說過，他當選前經濟一片幽暗，當選後一片光明…..？？？？？？ 
(待續) 

一年前在核戰危機的高峰期筆者卻叫人把軍事評論員打入冷宮，這是 2017 的斷、捨、離，2018 的斷、

捨、離是貿易戰。金價在貿易戰將升得比核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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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時遲、那時快，100WMA 大發神威再配合隨機指數，金價了上來，因為美匯Ｗ形是假破，是陷阱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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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５８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１２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２３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35.00               1347.00                       1331.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35.00               1347.00                       1331.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34.50               1322.50                       13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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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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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23 HK17,94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58 HK4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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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國內生產總值   ☆☆☆☆ +0.6% +0.6%   

  21:15  ADP 就業變動   ☆☆☆ +23.4 萬人 +20.0 萬人   

  21:30  貿易收支     ☆☆☆☆☆☆☆☆☆☆☆☆☆☆☆☆☆☆☆☆ -531 億美元 -550 億美元   

  21:30  非農業生產力   ☆☆ -0.1% -0.1%   

即市新聞摘要 
特朗普表示美國在別無選擇之下，只能實施關稅計劃。當美國在貿易方面，落後於其他國家時候，展開貿易戰

並不是那麼糟糕的事情，貿易戰會傷害其他國家而不是美國。特朗普警告，如果歐盟對金屬關稅進行報復，對

美國的威士忌及牛仔褲徵收關稅，他將對從歐洲進口的汽車徵收 25%懲罰性關稅。 

 
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表示，儘管總統川普的公開聲明似是反對制裁俄羅斯，國會通過的制裁措施仍會在數週後

實施。並說川普「全力支持」。俄國因涉嫌干預美國 2016 年總統大選而面 臨制裁。 

 

中美貿易戰雲密布之際，中方在全國兩會期間，釋出擴大開放、吸引外資的緩和訊號。國家發改委昨強調，外

資是中國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將大幅放寬市場准入、大幅提高服務業開放水平，大範圍吸引外資進入，並大力

推動投資便利，促進外企全方位公平競爭。 

 

聯合國樂見南北 韓領袖計劃召開峰會，今天表示聯合國準備好協助推動 會談，終結因平壤發展核武野心而衍

生的危機。但特朗普表示，這個亦可能是一個虛假的希望，若果不能成事，美國準備強硬應對。 

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聲明，表示北韓一日不採取具體步驟放棄核武之前，美國及盟友都不會停止對北韓進行最

大程度的施壓。 

 

美國《福布斯》雜誌公布全球富豪榜，今年全球首富是網上零售商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他擁有 1120 億美元

財富，主要由於亞馬遜的生意在過去一年增加近 60%，令他的財富大增 392 億美元，是自富豪榜 1987 年創立

以來，財富增幅最大的一年。第 2 位富豪是微軟創辦人蓋茨，身家有 900 億美元；股神巴菲特排第三，擁有

840 億美元的身家。騰訊主席馬化騰排 17 位，有 453 億美元財富，是亞洲排名最高的富豪；阿里巴巴主席馬雲

排 20 位，有 390 億美元。本港首富李嘉誠排 23 位，他擁有 349 億美元財富。 

 

聯儲局理事布雷納德認為，美國或適宜逐步加息，對通脹率升至 2%的目標更有信心。她說，美國近幾年經歷

刺激經濟增長及通脹的努力，情況正在好轉，基於稅改及政府支出帶動，加上全球同步增長，形容美國經濟的

表現正由逆風轉向為順風，她亦樂於見到通脹率短期超越目標。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第 7 輪談判結束，惟談判進度大幅落後，在 30 個談判項目中，今次只完成 3

項。美方提議於未來數周就協議內的主要原則達成共識，以趕及墨西哥大選前完成談判。由於談判只剩最後一

輪，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指，現時談判進展緩慢，提議 3 國先就協議內的主要原則達成共識。萊特希澤強

調，倘談判未有成效，不排除美國會商討實施雙邊貿易協議。 

 
美國 1 月工廠訂單下跌 1.4%，跌幅大過預期，亦是 6 個月來最大跌幅，結束過去 5 個月上升的情況。數據顯

示，1 月運輸設備訂單下跌 10%，受到民航機訂單下跌 28.4%的影響。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材下跌 0.3%，反

映企業在設備上的投資減少。美國 1 月耐用品訂單經修訂後下跌 3.6%。 

 
恒指 ：30642.85    +130.93                    上證綜指： 3297.83   +8.19       道指 ：24884.12   +9.36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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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大牛市何時展開？就是本刊先前預測的 2016 年 1 月 1 日 0 時 0 分 0 秒"千金散盡還復來"之時，而美國的出

口貿易增長亦於同時開展變化。到底是它推升金價被金價推升它？諸君可自行衡量。 

When did the bull market of gold started? As predicted by this bulletin, sharply at 0 sec 0 min 0 hour 1 day 1 month of 
2016. Behold, the export of US started to grow at the same pace. So which pushes which? 

 
http://www.haver.com/comment/comment.html?c=180206A.html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12)       (だんしゃり) 
 
The general election of 2016 had a special effect known as Donald Trump effect, how it comes? 
 
There were two particulars, firstly was Hilleary, she collapsed even she was the hottest candidate. Secondly the total 
vote she got was 48.2% and Trump just 46.1%. It was not the error of the poll, but because of the email scandal 
came out at the last moment to make voters changed their mind.  
 
At first, people thought that the stock market might just rose for one or two days, or weeks or months, but ultimately 
the Trump Effect lasted till now. I have already predicted that the Dow Jones would create a new heaven and earth 
in 2017, and it really made 71 record highs that year. In 2018, I said it would be higher than apex, and the first 
month made 17 record highs. Now it is still quite near record high, less than 10%.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Wall Street, when the price fell 10% away from the highest point, it is known as an adjustment.  
 
Why the Trump effect would come out? Barrack Obama already saved the economy! He took office on 20th Jan 
2009, seven weeks later, the Dow started a bull market of 9-year long till now is still carrying on. It was because of 
the first tax refund check of ARRA bailout mailed out on 6th March 2009,  the loss of 8 million jobs had already 
refilled in 2014 and QE policies withdrew in 2014. Initial claims reached 99 weeks of below 300,000, longest since 
1970; but after Trump took office in the first week, it reached 100 weeks. Trump said in December 2016 before he 
took office, the economy of US was gloomy before the election outcome, but after that, bright and shiny.  
 
At the height of nuclear war last year, I used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2017” to ask investors to put down all 

military commentators. For the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2018”, focus is simply in trade war. Gold price will 

soar up in trade war crisis and even will be higher than nuclear war crisis. Put down the nuclear war and march 

widely into trade war. Now 100 WMA is in effective and the stochastic is showing its power also. Mind that the 

Double Bottom (W shape) rebound of USD Index is a false signal. It is a trap, don’t believe in it.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50 – 1355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317 – 1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