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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經濟轉型經濟轉型經濟轉型經濟轉型、、、、投資轉型投資轉型投資轉型投資轉型 (2)                            Transformation 

 

二次大戰剛結束之時，國際局勢是十分之簡單的。就是美蘇兩大集團對壘。因為經歷了戰火的洗禮，

必需要以船堅礮利方可救國。戰後各國都不忘發展軍事力量，以實力的展示防止戰火再度重燃。歐洲戰事

之結束，是因為蘇聯之紅軍佔了地利，比盟軍早一星期攻入了柏林迫希特拉自盡而聲威大振。及後美國用

兩枚原子彈轟炸日本之廣島及長崎，提早結正式結束二戰；而認定及進入了美國之科技主導一切的時代。 
 

專家估計，若不使用原子彈，美軍當然仍可獲勝；但戰事則要持續多 6 - 12 個月，美軍死亡人數則要

增加 200 - 400 萬；日本軍民死亡人數則要增加 500 - 1,000 萬；而亞洲各國之軍民尚要付出 1,000 - 2,000 萬

之死亡人數。於是各國全力發展核武，而核武則是導至經濟轉型、軍事轉型以至科技轉型之主要因素。北

韓在此次危機中肯妥協是因為列強之經濟製裁加劇，亦因美國承諾協助朝鮮半島經濟轉型。 
 

二戰何以爆發？真正的遠因在 30 年代的經濟大衰退？美國何以戰勝，因為期本本土未受波及，經濟

仍有適度發展。有強力經濟後循去支持軍事發展及武器之製造，兼亦是因經濟發展而使人才集中。專家都

有更優越之環境作研究，而全部集中到新大陸去了。原子彈之概念最先源自德國科學家，原子彈之父是猶

太人，而領導製成原子彈之製作則是意大利人。其實是美帝人力資源集中，高手雲集可以提供相互砌磋機

會。又因本土無戰事而使生活安定，導至經濟也穩定發展。提供學者優質之環境及大展所長之機會。 
 

二戰期間，美國仍有數間大學有急促之發展與成就，當中的芝加哥大學就成立了人類首個核子反應

堆；經成功試驗後，就由軍方接管以曼哈頓計劃去發展原子彈。當年羅斯福總統邀請數間大學呈交製造原

子彈的計劃，都各自有深厚之物理及科技基礎，為何獨選中此校？因為他在 20 年代己成立了洛克菲勒發展

基金，有龐大之經濟實力可以抵受 30 年代大衰退和 40 年代世界大戰，計劃無需政府支助。如今雖然多國

都有核武，但卻是以整個國家的力量去研發，美帝則只是以一間私立學校去發展，就有國家級的經濟實

力。所以美帝之可以率先製成原子彈是因為經濟實力雄厚。如今北韓轉變態度，也是為了經濟而已。可見

經濟轉型深深主導一切，無論科技、軍事、社會轉型、學術研究以至外太空計劃，都源自經濟力量。 
 (……待續) 

MACD 自自自自 5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之之之之浪浪浪浪底底底底開開開開始始始始逐逐逐逐日日日日轉轉轉轉好好好好？？？？但但但但昨昨昨昨天天天天隨隨隨隨機機機機指指指指數數數數唱唱唱唱反反反反調調調調叫叫叫叫人人人人沽沽沽沽貨貨貨貨，，，，此此此此時時時時應應應應讓讓讓讓相相相相信信信信訊訊訊訊號號號號？？？？當當當當然然然然是是是是要要要要

停停停停真真真真訊訊訊訊號號號號。。。。每日做一單每日做一單每日做一單每日做一單、、、、好過去打工好過去打工好過去打工好過去打工；；；；每日做對沖每日做對沖每日做對沖每日做對沖、、、、好過等美國好過等美國好過等美國好過等美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因因因因為為為為拋拋拋拋物物物物線線線線轉轉轉轉了了了了勢勢勢勢，，，，這這這這

訊訊訊訊號號號號才才才才是是是是可可可可靠靠靠靠的的的的。。。。留留留留意意意意美美美美元元元元的的的的升升升升勢勢勢勢隨隨隨隨時時時時會會會會結結結結束束束束，，，，需需需需要要要要加加加加看看看看美美美美匯匯匯匯的的的的 ADX 線線線線方方方方可可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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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l wins 6, buy cuts 4 

沽單吃 6 買單止 4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2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８１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14.00               1326.00                     1310.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14.00               1326.00                     1310.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13.50               1301.50                     13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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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ht現水位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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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8年5月 
1 (日) ／ 11 (三) -20 21 (六) ／ 1 (二) -20 11 (五) -20 21 (一)  

2 (一) +20 12 (四) -20 22 (日) ／ 2 (三) -20 12 (六) ／ 22 (二)  

3 (二) -20 13 (五) -20 23 (一) -20 3 (四) -20 13 (日) ／ 23 (三)  

4 (三) 0 14 (六) ／ 24 (二) -20 4 (五) -20 14 (一) +20 24 (四)  

5 (四) -20 15 (日) ／ 25 (三) -20 5 (六) ／ 15 (二)  25 (五)  

6 (五) +20 16 (一) -20 26 (四) 20 6 (日) ／ 16 (三)  26 (六) ／ 

7 (六) ／ 17 (二) -20 27 (五) -20 7 (一) -20 17 (四)  27 (日) ／ 

8 (日) ／ 18 (三) -20 28 (六) ／ 8 (二) -20 18 (五)  28 (一)  

9 (一) +20 19 (四) -20 29 (日) ／ 9 (三) -20 19 (六) ／ 29 (二)  

10 (二) +20 20 (五) -20 30 (一) -20 10 (四) -20 20 (日) ／ 30 (三)  

               31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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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81 HK63,18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88 HK6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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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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數 據       Important indicators 
Date 

日期 

Day 

星期 

HK Time 

時間 

Stars 

重要性 
Place 

地區 

Indicator 
 

數據 Previous 

前值 

Expected 

預期 

15/5 (二)Tu 17:00 ☆☆☆ EU 歐盟 G D P 國內生產總值 +0.4% +0.5% 

15/5 (二)Tu 20:30 ☆☆☆ US 美國 Bloomberg Consumer  零售銷售 +0.6% +0.6% 

15/5 (二)Tu 20:55 ☆☆ US 美國 Redbook 紅皮書 4.2% 4.0% 

15/5 (二)Tu 22:00 ☆☆☆ US 美國 Business Inventory 企業庫存 +0.6% +0.6%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駐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新大使館昨日在爭議聲中開幕。數萬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帶邊界大示威，抗議美使館

從特拉維夫遷至耶城。以軍發射實彈鎮壓，至少 52 個巴人在衝突中死亡，逾 2400 人受傷，是 2014 年加沙地

帶哈馬斯組織與以軍開戰至今，巴人死亡人數最多的 1 天。此番遷館也是特朗普兌現競選承諾的又一表現，向

支持者證明自己言出必行，為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乃至 2020 總統大選造勢。 

 

法國總統馬克宏發表聲明，譴責在加薩示威的巴勒斯坦人所遭到的暴力衝突，並重申他反對美國大使館遷至耶

路撒冷的立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 1992 年一項有關禁止在美國大部分州分進行體育博彩的裁決，認為法例違反美國憲

法。判決認為，每個州政府有權決定是否將體育賽事博彩合法化。有研究估計，全美一旦可以將體育賽事博彩

合法化，30 多個州會在 5 年內允許合法體育博彩。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已準備好在北韓完全廢除核計劃下解除制裁，容許美國企業到北韓投資，助當地創造

經濟繁榮，程度甚至可以媲美南韓，又保證不會動搖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地位。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中興通訊向美國供應商購買相當數量的零部件，反映中美正進行貿易談

判，以及他與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個人關係。白宮表示，特朗普要求商務部長羅斯，重新審視向中興實施的限

制。羅斯表示，正尋求其他措施替代罰則，他將會與訪美的中國副總理劉鶴討論，但強調中興違反制裁禁令，

有關行為不能忽視。《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報道，華府以暫緩制裁中興，換取北京取消 4 月起對美國農

產品加徵的關稅。《紐約時報》認為，美國的做法可以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緊張，但令中興避過懲罰，可能開

創壞先例。 

 

中美貿易談判再現曙光！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今日將以「習近平主席特使」身分訪美五天，與美方展開第二輪貿

易談判。美國總統特朗普前天突然轉軚，稱正與中方商討幫助中興通訊盡快恢復業務，意味着因為美國七年制

裁令而面臨「休克」危機的中興，有望死里逃生。《華盛頓郵報》報道，美方考慮「放生」這家中國電信設備

巨企，以換取北京在美國農產品方面作出讓步。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報告指全球石油供應過剩已基本消除，帶動油價上升。美國能源資料署指，預期 6 月

美國頁岩油日產量將上升至紀錄高位 718 萬桶，則限制紐約期油升幅。紐約期油收市報每桶 70.96 美元，上升

26 美仙。 

 

商品大王羅傑斯直言現時市場最主要威脅就是華府。他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熱衷於貿易戰，似乎已經深入

靈魂，而他身邊的人現在同樣熱衷於貿易戰，惟不知道歷史上從未有人能夠打贏一場貿易戰，結果將較任何人

想像糟糕。可惜聯儲局由一班官僚及學院派組成，他們自己也慌張，無論是印銀紙或買資產，做甚麼都錯，問

題只會更壞。美國是全球負債最高的國家，債務有增無減，認為美元在下次熊市時應該會比瑞郎、歐元或英鎊

好，屆時美元會幣值太高及形成泡沫，可沽美元，當黃金下跌時以買金。先前羅傑斯早己勸籲要買入黃金。 

 恒指 ：31380.20  -168.12                     上證綜指： 3180.33  +6.66           道指 ：24831.17   +91.64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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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 Investment (2)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actually leads the whole world. Why North Korea changes her attitude 
and has compromise now?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sanction and the US promised to help her i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The far off factor of World War II is proved to be aroused by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The 
war was ended by the atomic bomb. In 1942, President Roosevelt invited several famous universities to 
submit their plan of atomic bomb; they are all strong in physics and technology. At length he chose 
Chicago University. Why? Because in the 1920, they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a Rockefeller Fund which 
could stand fast against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1930s and World War II of 1940s. They have a strong 
economic background. Nowadays, there are a lot of countries possessing nuclear power, but they are 
using a whole nation’s resource to fulfill it, while in the US, they just use the power of a single private 
university, because they are economically as strong as a nation. 
 
The concept of atomic bomb was generated by German, the father of atomic bomb was a Jewish, and the 
leader of the Manhattan Plan to invent the bomb was an Italian. Why human resources concentrated in 
US and no other places, it is because economically they can provide a better situation and thus attracted 
high caliber expertise for development. Therefore, everything is aiming 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nowadays. 

                                                                                            (……to be continued) 

Gold prices move in a narrow range, MACD started to move upward since 2
nd

 May. Yesterday the 

stochastic shown the reverse way of selling. So what should we do? Stick to genuine signal of Parabolic 

SAR, and mind also the ADX of the USD Index, for there is overbuying in the USD.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23 – 1328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295– 1300 

 

 

We’ll buy gold! 
 

我們會買入黃金! 

The """"commodity tycoon"""" Jim Rogers, co-founder of  Quantum Fund, taught investors how to protect 

themselve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Conclusion is “ We’ll buy gold! ”    
"商品大王" 羅傑斯、量子基金創辦人之一，昨天在接受智庫機構訪問時認為面對目前局勢，投資

者若要自保，應該買入黃金。 

 

How to protect yourself? 投資者如何自保? 

https://stansberrychurchouse.com/global-investing/jim-rogers-biggest-threats-global-markets-prot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