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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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特朗普使出如來神掌第一式───曙光初現！簽署鋼鋁關稅行政命令，以一狂、雙飛、三絕掌，

意慾了結多年貿易赤字的恩怨情仇。結果他將導至關稅大戰的波瀾汹湧───揮劍長空淚涕橫！ 
 

美國貿易赤字問題嚴峻，不是今天才有的。為何以往不處理？而到此時突然揮刀舞劍、拳腳交

加。特朗普也擱置了多方的勸諫，甚至放棄白宮的首席經濟顧問，一於孤客盪天間，此時以斷、捨、

離政策，即使面對極大之反效果，仍要推出這些關稅政策。各方反應不一，當然會有優點及缺點。特

朗普此舉乃是為了"反擊"多年來之貿易不平衡，但加徵關稅顯然會導至報復行動，如今美國在貿易赤

字上是受害國家，但若實施新關稅，順差國就變了受害國家需要報復行動，實行"反反擊"。若然美國

再實施"反反反擊"行動，這樣發酵下去就阿尼吉諦了 ！ 
 

醞釀了一年多的貿易大戰，終於在白宮宣布特朗普與金正恩將展開會面的同日宣戰。核戰危機有

望化解，去年 4 月在核戰的最峰高期，老夫已大聲疾呼要將軍事評論員打入冷宮。一狂當然是指狂人

總統特朗普；雙飛是指金恩與他總會面了，三絕掌是這回無需再靠中國斡旋北韓的核危機，可以絕情

地對中國出招了。一狂、雙飛、三絕掌就催生了如來神掌第一式，以後還有很多招式，陸續有來呀！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一直以來，市場都擔心美國會針對中國之逆差而使出強硬政策。

特朗普這次居然向全球宣戰，斷然推翻過往的一切狀況，要重新定位，無非想表態他才是受害人。他

們已捱了赤字多多年，再捱下去特朗普這位老人家就要爆血管了！其實這次的反對聲音是不少的，被

徵收關稅國家當然舉腳反對，但美國國內也有不少反對聲音。先前老夫也說他沙塵滾滾、殺錯良民；

於是特朗普的大開殺戒政策現稍為收斂。但美國國內為何要反對他呢？他做的事都是為美國人利益著

想，是要把工作崗位帶回美國，不再讓被世界工廠的中國勞工搶去美國人的飯碗呀！ 
 (待續) 

歐洲、美洲以至亞洲股市，在全球貿易大戰的陰影下，不跌反而大升。早就說過這是一個炒反市

之年代，已說了多時的。總之市場狀況是應升則跌，應跌則升；應沽則買，應買則沽。金價在雲層的

五里霧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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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到橫行低區位則反手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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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２４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23.00               1311.00                       1327.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23.50               1335.50                       1319.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23.00               1311.00                       13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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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l at once現水位沽出    

Risk disclosure: Price can go up and down at any moment, trade and bear the risk according to your own capital;  

all suggestion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final decision still lies upon investors. 

The essence of Daily Trading must base upon profit $12 to stop loss of $4, some take profit at going for $2 or $3, but keep on stop loss of $4. Thus is 
doomed to fail, but misled of following a strategy of doom to win. Ratio 12-4 must be kept, don’t just follow other to lose and dare not follow to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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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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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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24 HK18,72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60 HK4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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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3日 (星期二) 2:00am  財政預算☆☆☆ +492億美元 -2230億美元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總統川普今天 在輔選造勢場子，再度於貿易爭端裡單獨挑明歐洲，揚 言若歐盟不對美國產品降低壁

壘，他就對德國汽車課稅 。 川普日前宣布對幾乎所有將鋼、鋁銷 往美國的國家課鋼鋁關稅，引爆爭議。他

昨夜在賓夕法 尼亞州一場輔選造勢對台下激情群眾表示，若歐洲不降 低貿易壁壘，「我們就對賓士課稅，

就對 BMW 課稅」。 目前還不清楚川普的威脅是反映美國實際政策，或 只是對群眾的激情演出，但他稍早

推文已講了類似的東 西。 川普推文寫道：「歐盟以及在貿易上對待美國很壞 的絕妙國家，在抱怨鋼&鋁關

稅。若他們放下對美國產 品的恐怖壁壘&關稅，我們也會放下我們的。赤字太大 了。他們如果不動，我們

就對車輛等課稅。公平得很！ 」 

 

中美貿易關係成為市場關注焦點。商務部部長鍾山昨表示，貿易戰沒有贏家，只會給中美兩國和世界帶來災

難。中國不希望打貿易戰，也不會主動發起貿易戰，但能夠應對任何挑戰。鐘山表示，中美貿易統計存在一

些差異，據兩國統計專家組測算，每年的逆差部分，美國高估了 20%。中美貿易不平衡還與美方高技術對

華出口的管制有關。有研究機構報告顯示，如果美國對華出口管制放寬，對華貿易逆差可減少約 35%。 

 

繼加拿大、墨西哥及澳洲獲美國豁免鋼鋁關稅後，歐盟及日本亦向美國爭取鋼鋁關稅的豁免，惟三方貿易官

員在會晤後未有結果，下周將繼續磋商。歐盟貿易專員馬爾姆斯特倫與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與美國

貿易代表萊特海澤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開會，希望獲得美方豁免最新的鋼材和鋁材關稅。會後歐日官員表

示，未來數日將繼續進行討論。歐日官員先進行雙邊會議，之後萊特海澤加入會談，討論歐盟 28 個成員國

和日本是否獲得鋼材和鋁材進口關稅豁免，萊特海澤之後再分別與馬爾姆斯特倫和世耕兩人單獨會面。 

 

世界衞生組織近日公布 2018 年可能導致嚴重國際爆發的疾病，除了伊波拉病毒和寨卡病毒等較為人熟悉的

疾病外，還包括一種被稱為「X 疾病」（Disease X）的致命病原體。專家警告，「X 疾病」爆發的條件已經

成熟，可從多種源頭形成，或隨時大爆發，而且人畜傳染機率高，可殺全球數以百萬計病人。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新的槍械管制措施，包括計劃資助教師使用槍械的訓練以及改善買槍的背景審查制度，

同時要求精神健康中心及學校和執法部門增加溝通，以及聯邦調查局作檢討。 

 

以文在寅總統特使身分訪問北韓的青瓦台國家安保室室長鄭義溶和國家情報院院長徐薰，結束訪美行程周日

下午返回南韓。他們今日將再度啟程，分別前往中國、俄羅斯和日本，介紹早前訪問北韓和美國的結果。暫

時未知兩人會否與中、日、俄首腦會面。 

 

俗稱恐慌指數的芝加哥期權交易所波動指數（CBOE VIX），上周五在就業報告公布後曾降至 14.62，為 2

月 1 日以來最低，顯示投資者的擔憂有所消退。上周五是美股牛市第九年的最後一日，換句話說，本周一大

牛市步入第十個年頭。標普 500 指數當日收 676 點，9 年間累升 3.12 倍。 

 

國際油價上周五扭轉跌勢，大升超過 3%。美國上月就業報告顯示整體經濟穩健，帶動美股上漲，投資者憧

憬美國需求前景強勁，加上美元下跌，令油價有支持。紐約期油收市報每桶 62.04 美元，上升 1.92 美元，升

幅 3.2%。倫敦布蘭特期油收報 65.49 美元，升 1.88 美元，升幅 2.96%。全周計美英兩地油價分別升 1.29%和

1.74%。 

 

 

恒指 ：31468.59   +468.62                    上證綜指： 3318.38   +11.02          道指 ：25335.74     +440.53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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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鋼材十大入口國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15)       (だんしゃり) 
 

The problem of US trade deficit has been lasting for decades, it actually is a long term problem, but why is now 
the time for close combat(短兵相接)? 

 
There are a lot of opposition voices for the tariff bail signed off, but Donald Trump neglected all oppositions, 
even though he knows that the tariff surely would bring about retaliate actions he still carries on. He put down 
all the past,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Trump thinks that US is suppressed seriously by deficit for years and 
now should be time for retaliation, and the opposition countries are now ready for re-retaliation.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rump would not sit still and get ready for re-re-retaliation…… 
 
On the same day he imposed the tariff bill, it triggered the trade war, but the White House announced of a mind 
boggling summit of Donald Trump and Kim Jung Un.  Simply because of the end of nuclear war crisis, and 
another crisis of trade war started. US need not to rely upon China on mediation of nuclear war, and can use the 
most heavy tariff system to fulfill their wants. 
 
The opponent countries of course would not welcome the tariff, but why those inside US also in opposition? 
Trump’s aim is America first!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He actually is fighting for the benefits of American. 
He actually is bring jobs back to US, and would not let China, the world factory to seize away the jobs of US. 
Why the top economist in White House has to resign?  
 
Under the threat of worldwide trade war, stock market did not fell but rose in Europe, Asia and America. I have 

already said recent years the market is doing reverse speculations.  When it should rise, then it falls; when it 

should buy, that is time to sell. Now sell the gold at this level and buy back when it reaches the bottom of the 

current rectangular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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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