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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美美美美 國國國國 中中中中 期期期期 選選選選 舉舉舉舉 (4)                            US  Midterm  Election 

 

中期選舉被視為美國人民對元首的最厲害的監察武器，基於他們民選制度是任何國民都可以做總

統。不問背景如學歷或從政經驗，只要把政網列出來，得到支持及足夠選票就可以出任。 

 
觀看美國總統的背景，很多都有豐富的從政經驗，如參議員、州長、國務卿或副總統等。但也有

毫無政壇經驗的軍人如艾森豪、商人如特朗普、也有曾當牛仔片演員的列根、賣花生的卡特。不管怎

樣，他們不會被視為天子，而是隨時會被國民罵至狗血淋頭、隨時會被人問候全家的人民公僕。他們

一方面是自由開放，即使曾受牢獄之災的人亦可出任元首；另一方面用盡方法去防止元首權力過大、

太偏激、太意氣用事。因為他一聲令下，海、陸、空 3 軍就要即時出動，違令者軍法處置！就是因為

他有權發動核戰或甚至第 3 次世界大戰；因此必需嚴加監管。而在日常運作方面，也希望他能夠改善

政策，以求在最短時間之內，使最多國民同時接收到最大利益，也要使納稅人的錢作最有效的支出。 

 

所以他們的國會用了雙議院制、也用任期去監察元首。美國總統的任期一向都是最短的只有 4

年。以前法國總統的 7 年如今也縮短為 5 年，民國初年的總統任期是 6 年如今台灣也縮為 4 年，其餘國

家大多是 4 或 5 年。除戰時外，美國最多只可連任 1 次。其次是議員的任期，他們也是最短的。英國下

議院任期 5 年，日本 4 年，美國只是 2 年。參議院美國與日本任期都是 6 年，但美國每兩年選 1 次 1/3

議席，日本 3 年 1 次每次 1/2 議席，英國則是終身制。英國上議院的權力經常被廢了武功，權力集中在

下員。美國兩院制權力均等，但參議員地位因物以罕為貴較崇高。香港立法會議員任期 4 年，特首 5

年。美國就是以任期最短來迫議員及元首均要以最少時間做出最多之事，這就是他們的監察制度。 
 (待續) 

如今連習近平也玩推文，還以流暢的美國式英語對外做一個優良的公關經理，這叫與時並進！每日做一

單，好過去打工；每日做對沖、好過等美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去年 3 月金價飇升前，本刊引用約翰斯霍普

金斯大學之監察，事先通水，居然快於美國國防部導試射之預告。這次敘利亞戰事令金價飇升前，則靠推文，

真不知明年要看什麼？總之要投資者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金價在橫行區頂部，如此時再因戰事買上風險也

頗高，要降低風險最好是用對沖方法，才可避免高位摸頂。且看連油價也破頂了，說到金價若遇戰事沒有理由

不買上，但此時在浪頂買上風險實在十分之高呀，而且昨晚更出現抗升槌，要破解用對沖之法則較穩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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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１２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７０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50.30               1362.30                      1346.3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50.30               1362.30                      1346.3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49.80               1337.80                       13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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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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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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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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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8年4月 
1 (四) -20 11 (日) ／ 21 (三) -20 1 (日) ／ 11 (三) -20 21 (六) ／ 

2 (五) -20 12 (一) -20 22 (四) -20 2 (一) +20 12 (四)  22 (日) ／ 

3 (六) ／ 13 (二) -20 23 (五) -20 3 (二) -20 13 (五)  23 (一)  

4 (日) ／ 14 (三) -20 24 (六) ／ 4 (三) 0 14 (六) ／ 24 (二)  

5 (一) -20 15 (四) -20 25 (日) ／ 5 (四) -20 15 (日) ／ 25 (三)  

6 (二) -20 16 (五) -20 26 (一) -20 6 (五) +20 16 (一)  26 (四)  

7 (三) -20 17 (六) ／ 27 (二) -20 7 (六) ／ 17 (二)  27 (五)  

8 (四) -20 18 (日) ／ 28 (三) -20 8 (日) ／ 18 (三)  28 (六) ／ 

9 (五) -20 19 (一) -20 29 (四) 0 9 (一) +20 19 (四)  29 (日) ／ 

10 (六) ／ 20 (二) -20 30 (五) ／ 10 (二) +20 20 (五)  3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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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70 HK45,24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84 HK5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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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工業生產[上月比]         ☆☆ -1.0% +0.1%   

  20:30  進口物價指數[上月比]       ☆☆☆ +0.4% +0.1%   

  20:30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 24.2 萬宗 23.0 萬宗   

即市新聞摘要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監督團體表示，在接獲俄羅斯情資顯示西方將 展開空中打擊後，敘國軍方已自

首都大馬士革內的重要 國防建築內撤出。 敘利亞政府軍被控 7 日對叛軍控制的 度瑪鎮進行致命化武

攻擊後，美國與法國已 警告，會採取強烈回應。敘利亞國防部 與軍事總部等建築已空了兩天，敘國

政府軍也已從軍用 機場，以及精銳的第 4 師與共和衛隊於首都近郊的基地 撤離。俄羅斯告訴敘利亞

軍方領 袖，俄國握有美法可能鎖定攻擊目標的情資。 

 
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表示，五角大廈已準備提供打擊敘利亞的 選項，做為敘國疑發動化武攻擊的回

應，但也提到美國 與盟邦仍在蒐集資訊。 

 

監管歐洲航空交通的歐洲航空安全組織（Eurocontrol）發出警報，知會航空公司地中海東部地區在未

來 72 小時內可能會有導彈對敍利亞實施空襲。部分主要航空公司於周三改變飛機航道。 

 
美俄軍事衝突的風險上升。俄軍事專家涅特卡切夫表示，部署在俄里海艦隊艦艇上的「口徑」巡航導

彈，有能力對美國在中東地區，尤其是敍利亞周邊的軍事基地實施有效攻擊。 

 
Facebook 被揭用戶的個人資料遭英國「劍橋分析」公司不當挪用。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朱克伯格周二出

席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接受 44 位議員 5 小時的「拷問」。他形容該公司正與傳播失實訊息的俄羅

斯爆發一場「軍備競賽」，又透露 Facebook 正協助特別檢察官米勒調查通俄門，但並未就營運模式

如何改進等問題作出實質承諾。朱克伯格還在眾議院的聽證會作供。 

 

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拉加德昨日在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李兆基會議中心演講，提到未來數周中國與美國

的貿易對持，將使全球貿易體系面臨分裂的風險，貿易關係緊張令到市場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她稱

貿易戰對經濟實際影響不大，更大風險是破壞投資信心，各國需要拋棄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以對話

化解目前的局勢。拉加德 2011 年出任國基會總裁，2016 獲連任 5 年，是該會首位女總裁。 

 
美國聯儲局表示，貿易戰前景對美國經濟 造成「不利因素」，否則就會穩步成長。 特朗普上月對銷 

往美國的鋼鋁祭出關稅對自身不會有重大影響，但「其他國家可能的貿易報復行動」卻恐更具殺傷

力。 據 3 月 20 到 21 的貨幣政策會議紀錄，聯儲局稱「其他與貿易政策有關的議題與不確定因素」為

經濟前景的 風險。但會議紀錄指出，近期的減稅與預算協議「預料能在未來數年，帶給產能重大刺

激」。通膨將會上升，會在期中達成聯 準會所盼的 2%目標。 

 
日本參議院周三通過開徵「國際觀光旅客稅」，從 2019 年 1 月 7 日起，所有年滿兩歲的外國人或日

本人，從日本出境時都要繳付 1,000 日圓稅項，有關款項將會從機票附加費中收取。 

 恒指 ：30982.99   +84.97                   上證綜指： 3196.97   -11.27               道指 ：24189.45  -218.55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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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74 countries joining the collision army led by US in Syria and fighting in 4 lines against each other. 

上圖顯示由 2014 年今，聯軍共在敘利亞施以 14600 次空襲。敘利亞如今有 74 個聯軍由美國率領協助反抗軍對付

政府軍及清剿恐怖份子，分四條戰線相互交火及支持。詳情請參閱 2013 年 5 月 2-10 的專題《敘利亞戰事》。 

 

 
 
 
 
 
 
 
 
 
 
 
 
 
 
 
 
 
 

 
 
 

 
 
 

US  Midterm  Election (4) 
 

Christine Lagarde, Managing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urned up to give a speech i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Topic is “Secure the Upswing and Strengthen Long-term Growth”, venue is in Lee Shau Kee Lecture 

Centre, HKU Centennial Campus. (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李兆基會議中心).  She warned all governments to steer 

clear of protectionism as such restrictions would hurt the confidence of investors psychologically more than the 
economy practically. In 2011, she became the first femal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extended for 
further 5 years in 2016. 
 
The purpose of midterm election is to supervise the president. The US has several forms to supervise the leader, in 
afraid of his power is too great. One point is to limit the period of ruling. The 4 years presidency is shortest in the 
world. Once French president had 7 years and now shortened to 5 years. Before World War II, Chinese president was 6 
years and now in Taiwan only 4 years. Another format is by period of double parliaments. The House of Common in 
the UK has a term of 5 years, in Japan is 4 years but in US only 2 years. Senate in US and Japan are both 6 years, but 
US re-elect every 2 years for one-third, and Japan every 3 years for half while the UK is a life long assignment. In 
Hong Kong lawmakers have a term of 4 years and Chief Executive 5 years. 

                                                                                                                                         (……to be continued) 

Some people blamed Donald Trump of spending too much time on Twitter and reminded him should 

concentrate on his job of president. But now even the Chinese president Xi is using Twitter, in fluent 

American English to make a better relation with the world outside. In March 2017, before the rose of gold 

price, I noticed the missile test of North Korea faster than the US National Defense Dept, just by the research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is year, before the rose of gold, I noticed the missile military action of US in 

Syria by news from Twitter, so what will happen next year. Must put an eye on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Petroleum is breaking the top, when buying gold on top of a waving the risk is rather high, better use 

hedging to lower the risk, it is most effective at this stage.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52 – 1357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328 – 1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