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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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在香港立法會進行補選之同時，美國今天也有補選。他們稱為眾議院第 39 區特別選舉。特朗普

於上周六親自飛到賓夕法尼亞州替議員拉票。此乃特朗普之票倉，他也曾在名揚四海的賓法尼亞大學

取得經濟學士學位。2016 年大選之時，這個州被稍為打造第 45 任美國總統的地方。此次補選也被視為

是本年 11 月中期選舉之前哨戰，由於他支持率低，市場擔心他們會在中期選舉後變為跛腳鴨政府。 
 

所以這次特朗錯押下重注，在賓夕法尼亞州使出混身解數，以圖力挽狂瀾！ 
 

貿易大戰揚言要使出"反反反擊"行動───因為美國貿易平衡長期處於赤字，特朗普認為受到不

公平對待，於是展開"反擊"行動，對歐盟之鋼材及鋁材加徵 25%及 10%之關稅，歐盟大表遺憾，揚言

會進行"反反擊"行動以作報復，並已擬好一批清單以作加徵關稅及配額。特朗普在賓州之演說，強調

若然歐盟不就犯或有任何對壘措施，他將對德國汽車包括平治及寶馬等加徵懲罰性關稅，這一連串的

報復、反報復及反反報復及反反反報復行動，就應了黃飛鴻師父之名言：冤冤相報何時了！ 
 

事件可以看出，特朗普早有部署詳細計劃，他也早料到各國都反對他的政策。初期市場只擔心他

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在他祭出第一招，即對中國太陽能電板及大型家電徵收關稅外，市場在密切觀

望他看中國第 2 步之策略是如何的。怎料他第 2 步是向全球宣戰，而在眾多壓力下又將北美放到例外

位置。歐盟的西方國家，一直以來都國最好邦交的國家，如今也捲入貿易戰當中了。 
 

下一步是什麼？不可能再作任何範圍之拓展，而是在深度。即市場擔憂他在現有框架外再作有深

度之對壘。且看特朗普如何舞這台大龍鳳吧！！！ 
 (待續) 

聯儲局政策一向十分關注 CPI，尤其是核心指數，今晚又將炒到底本年加息 3 或 4 次。此時也要留意日圓

升勢以及歐羅同時的跌勢。更要認識美匯 W 形是陷阱，是假穿。由於炒家識破假穿所以才炒反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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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虛擬銀行暫時不可能出現，但業界會趁機改善支付系

統，所以道瓊斯下跌之時、納斯達克再與天比高，應驗了本刊是年圖文並茂的預言。留意歐羅偏軟時美匯也軟

了，但不會如末日博士說今年會震散美元和歐羅；貿易大戰是會有一定衝擊，總之不會有金融風暴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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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持有沽單 Continue to hold shor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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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頁                                            2018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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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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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NFIB 中小型企業樂觀指數    ☆☆ 106.9 107.1   

  20:30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月比]           ☆☆☆ +0.5% +0.2%   

  20:30  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月比]       ☆☆☆  +0.3% +0.2%   

即市新聞摘要 
特朗普周一在 Twitter 帖文指，已經責成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與歐盟代表對話，以消除針對美國的大

量關稅和貿易壁壘，重申這對美國農民和製造商不公平。言論再次燃起市場對貿易戰的憂慮。道指早段曾升

113 點，其後受特朗普言論拖累，倒跌最多 157 點。納斯達克指數再創收市新高，報 7588 點，上升 27 點，

升幅近 0.4%。 

 

聖路易斯儲行行長布拉德(James Bullard)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表示，在儲局縮表政策變得愈來愈有

力的情況下，若今年加息 4 次，或為通脹帶來下行壓力，更警告若一邊加息，一邊縮表，會拖累美國經濟復

甦。布拉德亦指，在現時的經濟環境，儲局不應在限制性政策立場上走得太遠。若走得太遠，會在通脹本已

低於目標的情況下，為通脹帶來下行壓力。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財相麻生太郎同時捲入篡改文件「森友學園」醜聞，加上日本央行逐漸減少買債，以及

經常帳盈餘增加，都有利日圓升勢。有力挑戰 100 水平。歐洲央行上星期議息後，把維持量寬的字眼刪除，

意味央行可能於今年內停止購買資產計畫。令歐羅兌美元略為偏軟。 

 

新加坡兩間公司涉嫌違反聯合國制裁決議，向北韓出口奢侈品。聯合國一份報告提到有關的奢侈品包括洋酒

等，最近的交易於去年七月。兩間涉及的公司，都是由同一人擔任總監，分別否認與北韓有關。 

 
美國共和黨占多數 的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今天宣布，他們調查俄羅斯涉干預 2016 年總統大選，查無證據川普

競選陣營與俄國勾結。他們接受美國情報機構對 俄國人尋求干預選舉的推論，但拒絕了莫斯科明確企圖 助

川普入主白宮的推測。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創辦人馬斯克透露，由該公司建造、用來航向火星的火箭太空飛船，最快明年上

半年就可以進行短程試飛。 

 

美元回軟，美國就業數據理想，但薪資增長放慢，預料將限制聯儲局今年加息超過 3 次的次數，加上美國貿

易政策的影響仍然不明朗。 

 

市場仍憂慮美國原油產量持續增加，不利油價走勢。紐約期油收市報每桶 61.36 美元，下跌 68 美仙，跌幅

1.1%。倫敦布蘭特期油收市報 64.95 美元，下跌 54美仙，跌幅 0.8%。 

 

環球各地倡議「無現金化」發展，國際清算銀行(BIS)研究發現，2016 年全球各國平均現金用量，佔 GDP 的

比例升至 9%，較 2000 年上升兩個百分點。更呼籲各國央行注意數碼貨幣的潛在風險，或會影響金融穩定

性，強調必須進行更多實驗及防範工作。其中，瑞典現金用量佔比再創新低，僅佔 1.4%，無現金化程度冠

絕全球，而香港及新加坡則分別達 16.9%及 10.4%。日本及歐元區現分別上升至 20%及 10.7%，反映儘管全

球電子支付技術廣泛應用，但部分已發展國家對現金的需求有增無減。 

 恒指 ：31570.52   -24.19                    上證綜指： 3332.77   +6.07          道指 ：25178.61     -157.13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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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years of sponsorship      長達十六年之贊助 

 
 

 
 
 
 

 

Detach, Discard, Dissolve (16)       (だんしゃり) 
 

Donald Trump traveled to western Pennsylvania to the special election of the vacant of House on Saturday. The 
battle is on Tuesday(today), not just a battle for the Republican, but treated as a battle of medium election in 
November. This is a test election whether Donald Trump will become a lame duck government.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of 2016, he won by 20 points in Pennsylvania,. This state is for Republicans, and known as 

the stronghold (票倉).  Therefore this battle is not just important for Republican but for both parties. So what is he 

going to do will be the focus of the trade war enhancing? 
 
He is launching out a trade war of re-re-retaliation. The long term trade deficit of America made Donald Trump into 
a weak and suppressed position, so he launch out his action of retaliation, After the tariff of 25% on steel and 10% 
on aluminum against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U expressed deep regret and is ready for re-retaliation. The speech 
of Donald Trump in Pennsylvania brought out the fact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any negotiation in tariff, but ready to 
have re-re-retaliation on the automobile of imported vehicles from Germany like Benz and BMW. Thus the depth of 
the trade war is deepening. 
 
After first the trade war was on solar panel and household electric appliances of China, the market afraid of further 
items levied on China, but Trump turned to the whole world instead. Now the width had extended from Asia to 
Europe and hardly can extent anymore, so the depth is the focus now. 
 
The CPI tonight will lead to a speculation whether interest rate should increase 3 or 4 times this year. Mind that The 

Yen rises, but Euro falls and USD weakening. The W shape of USD already said as a trap; it’s a false penetration 

and will lead to reverse speculations. Official "virtual bank" would not launch out at this stage, but payment systems 

are going to modify so. Therefore when Dow Jones falls, NASDAQ is Higher than Apex as predicted.  There would 

not be a finance tsunami because of trade war, only great impact. USD and Euro would not break down as Dr 

Doomsday warned. Take it easy, only fluctuations and no thunder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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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