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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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布殊家族是蚩尤托世，只會軍事不會經濟；結果攪了一個大頭佛出來，就是 2008 年的金融海嘯。奧巴馬

在救市方面實在立下不少了汗馬功勞；唯一沒有多大進展的，就是在改善貿易平衡方面。 

 

請參閱附圖，這是一種較少見的顯示圖；當中的橫虛線是代表自金融海嘯以來的平均值。可以看出在 2008

年金融海嘯爆發後，全球陷入嚴峻的經濟衰退當中，百業蕭條；各國出入口貿易均大幅萎縮。但當各種救市計

劃推出後，便穩定下來。變化可以看出是 2014 年的 QE 政策退市後，貿赤的高位和低位都逐步攀升。2017 年特

朗普上任後，貿赤一直高於平均值；2018 年已到達金融海嘯後的新高，所以這兩月來，特朗曾態度越來越強

硬，採取了寧濫無緃的政策。沙塵滾滾、殺錯良民也在所不惜！看貿赤高低一如看日圓、瑞郎和加元的走勢

圖，曲線向下是代表貿赤上升而不是下跌，曲線向上不是貿赤增加而是減少，要以斷、捨、離拼棄傳統觀念！ 

 

2001 年小布殊上任後，貿易赤字問題日益嚴峻。2001 年紐約恐怖襲擊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當中，隨之而

來的阿富汗反恐戰及伊拉克戰事更是落井下石，使美國再受沉重打擊。於是小布殊採用弱美元政策意圖去改善

貿易赤字，更同時迫人民幣升值。在展開一個超級美元的下跌大浪後，幾經艱苦，終於在他的第 2 個任期將貿

易赤字穩定下來在 678 億美元的水位成雙頂，沒有再飇升。可是弱美元政策所換回來的，就是一場金融風暴。

前車可鑑，奧巴馬那裡還敢再用弱美元政策？ 

 

奧巴馬任內是救市成功，經濟指標都改善了。但貿易赤字又如何？如果光是只看數目字是貿易赤字是降低

了，但"降低"並不一定代表"改善"。且看小布殊任內最後的幾個月，貿易赤字降幅更大，那是因為經濟衰退。

奧巴馬上任的頭幾個月，貿易赤字大幅增加，不是代表衰退加劇，而是因救市計劃成功，實際上貿易赤字在當

時大幅增加是代表復蘇強勁。所以才要用斷、捨、離觀念重新衡量。 

 

因此看貿易赤字不能只看數字遊戲，在經濟衰退初期有增長是代表有復蘇。正如通漲一樣，由通縮變為通

漲也是代表復蘇而不是代表衰退。所以有輕微的通漲及貿易赤字，才是健康的經濟。 
(待續) 

不同時段要看不同指標，如今要看 100WMA，它所出的訊號都是真的。每條技術線都會有準得如造馬及打假波

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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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匯Ｗ形果然證實是陷阱來的！每種圖形都有真實

和陷阱的時刻。見到陷阱就千萬不要跟，否則會比悲慘世界更悲慘。見到真訊號就一定要跟，自可富貴迫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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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單吃 9 沽單止 4 

Buy wins 9, sell stops 4 

Daily Profit 上日利潤   ＋５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９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３２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26.00               1338.00                       1322.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26.00               1338.00                       1322.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25.50               1313.50                       13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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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頁                                            2018 年 3 月 8 日(星期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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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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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32 HK24,96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63 HK4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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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Challenger 裁員人數   ☆☆☆ -2.8%     

  20:45  歐洲央行利率決議    ☆☆☆ 0.00%     

  21:30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 21.0 萬宗 22.0 萬宗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白宮首席經濟顧問科恩宣布辭職，導火綫據報是總統特朗普曾要求他公開支持向進口鋼鋁徵收重關稅。眾

議院 107 名共和黨眾議員向總統特朗普遞交聯署信，對他將會對進口鋼鐵和鋁材加稅的計劃表示深切擔憂，敦

促他調整做法。 

 

歐盟警告，如果美國總統特朗普落實向鋼鋁加徵關稅，便會向美國旗艦產品包括花生醬、橙汁等採取報復措

施。據報，歐盟已列出針對一百種美國貨品的名單。 

 

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拉加德警告，美國將對進口鋼鋁課徵關稅的計畫，恐引爆貿易戰，將傷害全球經濟成長 。 

 

國家主席習近平首席經濟智囊劉鶴，上周訪美為兩國貿易戰「拆彈」及磋商合作後，昨天在北京出席兩會會議

時，首度開腔回應訪美之行。他透露與美國政府官員進行坦誠具建設性的交流，強調雙方均同意不打貿易戰，

並會加強溝通和深入談判，促進雙邊合作交流。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周三就歐盟與英國未來的關係公布談判指引草案，計畫在英國脫歐後，較嚴格地限制英

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進入歐洲單一市場。草案還警告，英國一旦脫歐，將無法享有與歐盟的全面自由貿易，雙

方未來的貿易「不可能沒有摩擦」。 

 

羅斯前雙面諜斯克里帕爾及其女兒尤利亞在英國懷疑接觸不明物質昏迷後，英國外相約翰遜警告，若果事件證

實跟俄羅斯有關，可能採取制裁行動，英方皇室及官員或不會出席今年 6 月在俄羅斯舉行的世界盃決賽周盛事 

 

歐盟統計局表示，包含 19 國的歐元區 2017 年經濟 成長率為 2.3%，低於 1 月時估計的 2.5%，但高於 2016 年 

的 1.8%，並且為 2007 年以來最高水準。 

 

聯儲局發表最新的經濟報告褐皮書，指出各個地區的經濟繼續以溫和至適度步伐增長，物價升幅溫和；由上一

份褐皮書以來，就業市場以溫和幅度增長。褐皮書指，美國各地企業報告就業市場持續偏緊，過去兩個月多數

行業仍面臨人才短缺。另外，多個地區出現薪資上升速度加快的跡象。聯儲局指出，12 個地區當中，有 4 個地

區報告鋼材價格顯著上升，部分原因是來自海外的競爭減少。 

 

人力資源服務供應商 ADP 報告顯示，2 月私人市場新增職位 23.5 萬個，多過市場預期，1 月數字亦向上修

訂至增加 24.4 萬個。美國去年第 4 季每單位勞工成本向上修訂至按季上升 2.5%，按年上升 1.7%。去年全

年每單位勞工成本亦向上修訂至上升 0.4%。 

 

美國 1 月貿易赤字上升 5%達到 566 億美元，多於預期，創逾 9 年新高，主要由於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擴大

16.7%，達到 360 億美元，是 2015 年 9 月後最多。扣除通脹影響，美國 1 月貿易赤字升至 697 億美元。1 月出

口下跌 1.3%，當中對中國出口下跌 28.1%，期內進口維持不變，但對中國進口上升 2.9%。 

  恒指 ：30499.74    +294.37                    上證綜指： 3270.35   -18.89     道指 ：24801.36     -82.76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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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貿易赤字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balance-of-trade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13)       (だんしゃり) 
 

The main task of Barrack Obama was to save the economy; every indicator had been improved but not trade deficit. In the 
above chart, the horizontal dotted line is a mean average.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the whole world was in recession, 
the deficit shrank. After the bailouts, the trade deficit kept stabled. In 2014, after the withdrawal of QE policy, it went up 
gradually. In January 2018, it reached the height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of 2008, and that’s why Donald Trump had so 
many actions in the recent two months. 
 

So in the above chart, you have to use the concept of viewing the chart of Japanese Yen, Swiss Franc and Canadian 
Dollar. When the curve is going down, it means the deficit is heightened, it is worsened and not improved; when the 
curve goes up, it means the deficit is going down, improved and not worsened. 
 

After George Bush took office in 2001, the New York terror attack made the US economy in recession, the Afghanistan 
and Iraqi War made the recession further deeper. George Bush used the weak dollar to save the economy and forced the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Yuan. So in the second term of Bush, the deficit reached the height of 67.8 billion and formed a 
double top, kept stagnant and did not go up again. But the price of this great downward wave of USD led to the Financial 
Tsunami of 2008. Therefore, Obama dared not to use weak dollar policy again.  
 

Obama successfully saved the economy, all indicators turned good. When we refer to trade deficit, we cannot only stare 
on the figures, when it is lowered it did not represent improvement. The last months of George Bush, deficit was greatly 
lowered because of the recession; it was worsening and not improved.  The first few months of Obama it was great 
enlarged, but actually was improved and not worsened. We must use the new concept of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to 
view this.  
 

Also as inflation, we must have slight inflation, when the economy turns from deflation to inflation it means blooming. In 
first stages of recovery, enlarged trade deficit also means economy is blooming and not worsening.  
 

We have to use different technical indicators in different stages; whosoever shows genuine signal we must follow; 

whosoever shows false signal don’t follow. It is plain and clear that the double bottom (W shape) of USD Index is a trap. 

It is a false signal, don’t follow it. I have already said this in previous days. Please follow the 100 WMA, it is a genuine 

signal and can bring a lot of fortune, but have to quit when it turns into a false signal. So grasp the chance right now!.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40 – 1345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313 – 1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