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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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美國貿易赤字劇增至金融海嘯後的新高，而新高後又再來新高。美帝終拉開戰幔，由中美貿易大

戰演化為美帝對全球宣戰 ；所以有必要解貿易赤字的觀念，才能用斷、捨、離概念去放棄傳統想法。 
 

為何本刊在 1 月份推出專題貿易平衡及 2 月推出斷、捨、離專題後，特朗普就採取咄咄迫人之強

硬關稅政策？不是造馬或打假波，而是看到美國貿易赤字一直攀升，在眾多數據之中，它的增長是最

具刻畫性的。變化不是一朝一夕出現，而是逐步彰顯的。還否記得 2017-2018 年本刊的跨年專題？是

為"一劍渡關山、孤客盪天間"！如今美帝特朗普連得力助手、白宮的首席經濟顧問也因貿易戰問題請

辭，他孤身隻影向全球各國的貿易戰對壘，是真正的孤客盪天間！貿易大戰是對誰都沒有好處。結果

會怎樣？本刊在 2018 年首個分題已預告了是"揮劍長空淚揮劍長空淚揮劍長空淚揮劍長空淚涕涕涕涕橫橫橫橫"！且看特朗普如何去舞這台大龍鳳吧！ 
 

但觀看貿易赤字的走勢圖，也要用另一概念去看。何謂高位或低位？不能以傳統的目視概念，要

用觀看外匯市場中的日圓、瑞郎及加元概念去看。即當圖形中的曲線向下之時，財經新聞就會報導說

美國貿易赤字攀升了而不會說下跌了。當圖形中的曲線向上，財經新聞就會說貿赤回落、減少而不會

說上升或增加的。原因何在？貿易赤字只是一個俗稱，這數據的原名叫貿易平衡，設立之時是 1950

年，戰後初期美國貿易是有盈餘的；仍是用傳統看法。因為二戰中全球就只有美國本土沒有受到戰火

洗禮，生產力沒有受破壞，其他國家都百廢待舉；一直至 70 年代的石油危機始轉為赤字。由於長期都

出現負數，因此市場索性把這數據叫成貿易赤字；觀念也因而要轉變了。 
 

因此附圖中在 2005 至 2008 年的 W 形不用傳統的雙底稱呼，財經新聞都說布殊的弱美元政策推

高了貿赤，直至金融海嘯前始成雙頂回落。如今美國貿赤已破金融海嘯後的新高，新聞及評論都說若

不再加以控制，將再創"歷史新高"，而不會說是"歷史新低"。 
 (待續) 

特朗普見到貿赤大增而實施"反擊"，雖然措施略為收歛，但仍引起強烈的"反反擊"，到底他是否會作出新

的"反反反擊"還未知。美匯回升，美股反彈導至金價偏軟。金價會在橫行區貼近低部運行而向 100WMA 作出假

破。策略與先前相同，見到低位宜反手多於追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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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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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２８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17.00               1329.00                       1313.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17.00               1329.00                       1313.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16.50               1304.50                       13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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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7 (六) ／ 27 (二)  

8 (四) -20 18 (日) ／ 28 (三) -20 8 (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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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28 HK21,84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68 HK5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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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  貿易餘額     ☆☆ -135.76 億英鎊 -119.00 億英鎊   

  21:30  非農業就業人口      ☆☆☆☆☆ +20.0 萬人 +20.0 萬人   

  21:30  失業率               ☆☆☆☆☆ 4.1% 4.0%   

  21:30  製造業就業人數   ☆☆☆ +1.5 萬人 +1.5 萬人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行政命令，宣布會將所有進口鋼鐵及鋁，徵收分別 25%及 10%關稅，15 日後生

效，其加拿大及墨西哥獲豁免，而其他國家會保留豁免機會，透過談判商討，其中一個考慮進行豁免商討的

國家為澳洲。市場普遍認為，措施較 3 月 1 日所公布的溫和。特朗普上周預告會向進口鋼材和鋁材徵收重關

稅時，曾經揚言無一國家獲得豁免，但消息傳出後，國際社會反應強烈，異口同聲抨擊美國的做法，歐盟更

擺出高姿態準備作出報復。特朗普可能在壓力下作出一些讓步。加拿大對美鋼鐵出口排名第 1（鋁製品對美

出口也是排名第 1），其次是巴西、韓國、墨西哥和俄羅斯，中國對美鋼鐵出口排名第 11。有商界團體和政

治游說組織警告稱，向進口鋼材和鋁材徵收重關稅的措施，只會適得其反，對美國工業和農業帶來更大傷

害。國會眾議院負責稅收、貿易等事務的籌款委員會主席布雷迪等 107 名共和黨眾議員，周三向特朗普遞交

聯名信，指大面積加徵鋼鋁關稅可能損害美國的就業、製造業和消費者。他們對此計畫表示「深切擔憂」，

敦促特朗普重新考慮，以避免對美國經濟和工人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特朗普形容，海外進取的貿易政策如同向美國襲擊，是向美國勞工的嘲笑，剝奪鋼材及鋁業工人就業機會。

他又強調，當選美國總統同得到工人支持有很大關係，現時徵收關稅，實現競選承諾。美國這次對進口貨品

徵收關稅，是根據《1962 年貿易擴展法》第 232 條款，美國商務部對進口產品進行是否損害美國國家安全

的調查後而作出。 

 

《華爾街日報》昨引述熟悉情況的人士稱，特朗普政府近日向中方提出，要將美中貿易逆差縮減 1,000 億美

元。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美國對中國的貨品貿易逆差達 3,752 億美元，創歷史新高。美國仍是

中國外貿順差的最大來源地。中國外長王毅昨天強調，貿易戰是「抓錯藥方」，只會損人害己；他又指中美

之間不必做對手，更需當夥伴。 

 

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近日更尋求對進口鋼鋁徵高關稅。11 個亞太國家料

於當地時間周四在智利簽署瘦身版 TPP，即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進展協定(CPTPP)以降關稅，挑戰特朗普

的貿易保護主義。 

 

特朗普答應將在 5 月底前與北韓領袖金正恩會面，金正恩承諾避免進一步核試及試射導彈。 

 

歐元兌美元顯著下跌，歐洲央行放棄了在必要時增加買債的措辭，，拖累歐元轉弱。英鎊偏軟，市場憂慮英

國無法與歐盟在本月稍後峰會上達成脫歐過渡協議。結果今美匯指數回升，最新報 90.234，上升 0.5%。 

 

美國上周新申領失業援助人數從逾 48 年低位反彈，增加 2.1 萬人，升至 23.1 萬人，多過市場預期，但就連

續 157 周少過 30 萬人，是 1970 年以來最長，反映勞工市場緊張。數據顯示，4 周平均新申領失業援助人數

上升 2 千人，升至 22.25 萬人，持續申領失業援助人數減少 6.4 萬人，減少 187 萬人。 

 恒指 ：30912.90   +257.62                    上證綜指： 3289.96   +1.55          道指 ：24895.21     +9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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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だんしゃり) 
 

US trade deficit reached a record high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the Sino-American Trade War is now enlarged as a 
war of US against the whole world. Thus we have to use the concept of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to view things from a 
new angle. 
 

The cross year topic of this bulletin in 2017-2018 is "Journey of Knight Errant" where shown Donald Trump had to fight 

alone against everything. So what will be the result? The first sub-heading in this year was Sobbing of the Strong. (揮劍

長空淚涕橫) 

 
When we view the chart of trade deficit, we have to use the concept of forex chart as that of viewing Japanese Yen, Swiss 
Franc and Canadian Dollar. What is meant by high and low cannot use simple visual concept. When the curve in the chart 
goes down, the financial news will turn out to describe the trade deficit is soaring high and won’t say it goes down. When 
the curve goes up, news would say the deficit is retreating and not rising. Why? Trade deficit is just a colloquial name; the 
official name is International Trade (telling bala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50 and at that time US really had surplus in 
trading. But after since the petroleum crisis in 1970s, it had turn into negative for quite a long time. So the market simply 
calls it Trade Deficit. 
 
In the above chart, you can see the W shape from 2005 to 2008, market would not call it double bottom, instead financial 
news would describe as the weak dollar policy of George Bush pushed the deficit higher and higher, until prior to 
Financial Tsunami it formed a double top and went down. Now the deficit is rocketing. The government must do 
something to control it, or else it will reach a “historic high” and not “historic low”. 
 
It is historic and not just historical. 

 
Off and on ! Under the great trade deficit, Donald Trump made a rebound in the trade war now arousing re-rebound 

actions. Would Trump would start another re-re-rebound actions ? Just see. Thus USD Index rose together with Dow 

Jones, gold price went slight down and will move along the bottom of rectangular shape, might have a false penetration 

of 100 WMA, should get ready to do the reverse with meet low points rather than chasing to sell.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30 – 1335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300 – 1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