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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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美帝特朗普如今心情十分之雀躍及興奮，這點他已在社交貼文中表露無遺。他的心態到底如何？投資者

都可藉此輕易掌握及滲透；多謝現代科技轉型帶動了經濟轉型，也帶動了投資轉型。這一代的投資者比上一代

幸福得多了，前輩門做夢也不敢想像可以即時揣摩各位大帝之心情。獅城峰會特朗普視為對世界和平之重大貢

獻及個人之輝煌成就；此舉會替北韓帶來安定及繁榮，筆者也迎合潮流對事件表態一下。 
 

要使美國再度偉大 (MAGA)固然之是總統先生的天職，作為美帝之最高領導人，他還有更大的任務，就

是要維持世界和平穩定及促進環球經濟繁榮。他們的確是軍事第一強國，但即使他們的鐵甲雄師百戰百勝又如

何？戰事可免則免，無人想生靈塗炭的。且看老布殊在兩場正義之戰都旗開得勝，分別是海灣戰爭及索馬里戰

事，而第 3 場的巴拿馬戰事更將人家總統生擒，那又如何？戰績輝煌也不能夠連任，輸給了經濟達人克林頓！

若然對北韓發動核戰，美帝可輕易將北韓徹底夷為平地甚至自己本土毫無損傷，但所蒙受之經濟損失以致人道

及形象之損失難以估計，肯定得不償失。這個世代是經濟掛帥、金錢掛帥；不再是像二戰前後的軍事掛帥。 
 

再看去年 4 月，是為核戰危機的最高峰期，智庫機構當時評估結果，開戰機率為 60%，當機率超過

50%之時，普遍民眾都擔心戰事是否真的會爆發，也開始吸引蟻民的注意力，投資者也準備有所行動而不只是

看新聞那麼簡單。但當時本刊大聲疾呼說要將所有軍事評論員打入 冷宮，這場仗根本打不成，及後美朝隔空

罵戰至年底，開戰機率逐月下降 49%...37%...25%...20%，之後人家也懶得去計算了；但本刊仍不斷報導開戰之

百份比，以確認真的要將軍事評論員打入冷宮，轉注在經濟評論員身上。 
 

北韓開放市場，進入繁榮狀態，得益最大應該是亞洲的隣國如中、日、韓等，其次為東南亞國家，歐美

也會得益但始終是近水樓台先得月。美帝也應意會到這點而在談判中加強自己之角色，如協助北韓現代化及國

際化當中將會採用美國公司之援助等等。總比昔日小布殊的伊拉克戰事被評為以鮮血換取石油而戰好。這將對

特朗普之中期選舉及連任大選有強大助力，難怪他也趁機展開 KAG 大選拉票活動了。如今不但共和黨議員提

名他角逐諾貝爾和平獎，連遠在挪威的國會議員也出來提名；人氣沖天，應了本刊年初預言：一劍渡關山  !!!! 
 (……待續) 

自從自從自從自從 5 月月月月 15 日之大陰燭開始日之大陰燭開始日之大陰燭開始日之大陰燭開始，，，，金價形成了一敏感三角形金價形成了一敏感三角形金價形成了一敏感三角形金價形成了一敏感三角形，，，，高位越來越低但低位也越來越高高位越來越低但低位也越來越高高位越來越低但低位也越來越高高位越來越低但低位也越來越高。。。。每日做一單每日做一單每日做一單每日做一單、、、、好好好好

過去打工過去打工過去打工過去打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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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保力加通道過了中線並收窄當中留意保力加通道過了中線並收窄當中留意保力加通道過了中線並收窄當中留意保力加通道過了中線並收窄當中，，，，BBW 線跌至線跌至線跌至線跌至 0.01168 之極低位之極低位之極低位之極低位均均均均

示意突破即將出現示意突破即將出現示意突破即將出現示意突破即將出現。。。。美匯開始見頂回落美匯開始見頂回落美匯開始見頂回落美匯開始見頂回落，，，，歐羅止跌回升歐羅止跌回升歐羅止跌回升歐羅止跌回升。。。。金金金金價價價價在等消息突破但必需有確認訊號方夠穩在等消息突破但必需有確認訊號方夠穩在等消息突破但必需有確認訊號方夠穩在等消息突破但必需有確認訊號方夠穩。。。。本周之本周之本周之本周之 3 大大大大

央議息及央議息及央議息及央議息及 4 大期貨到期之衝擊尚未完結大期貨到期之衝擊尚未完結大期貨到期之衝擊尚未完結大期貨到期之衝擊尚未完結。。。。此牛皮狀況較少見此牛皮狀況較少見此牛皮狀況較少見此牛皮狀況較少見，，，，投資者必需先定目標看好或看淡投資者必需先定目標看好或看淡投資者必需先定目標看好或看淡投資者必需先定目標看好或看淡，，，，然後再耐心等待然後再耐心等待然後再耐心等待然後再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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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299.00               1311.00                     1295.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99.00               1311.00                     1295.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98.50               1286.50                     13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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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   ５０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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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8年6月 
1 (二) -20 11 (五) -20 21 (一) -20 1 (五) -20 11 (一) -20 21 (四)  

2 (三) -20 12 (六) ／ 22 (二) -20 2 (六) ／ 12 (二)  22 (五)  

3 (四) -20 13 (日) ／ 23 (三)   -20 3 (日) ／ 13 (三)  23 (六) ／ 

4 (五) -20 14 (一) +20 24 (四) -20 4 (一) +20 14 (四)  24 (日) ／ 

5 (六) ／ 15 (二) +20 25 (五) -20 5 (二) +20 15 (五)  25 (一)  

6 (日) ／ 16 (三) -20 26 (六) ／ 6 (三) +20 16 (六) ／ 26 (二)  

7 (一) -20 17 (四) -20 27 (日) ／ 7 (四) +20 17 (日) ／ 27 (三)  

8 (二) -20 18 (五) -20 28 (一) -20 8 (五) -20 18 (一)  28 (四)  

9 (三) -20 19 (六) ／ 29 (二) -20 9 (六) ／ 19 (二)  29 (五)  

10 (四) -20 20 (日) ／ 30 (三) -20 10 (日) ／ 20 (三)  30 (六) ／ 

      31 (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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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54 HK45,24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43 HK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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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重要性 

Place 

地區 

Indicator 
 

數據 Previous 

前值 

Expected 

預期 

14/6 (四)Th 19:45 ☆☆☆☆ EU 歐盟 ECB Meeting 歐洲央行會議 ／ ／ 

14/6 (四)Th 20:30 ☆☆☆☆ US 美國 Initial Claims 初領救濟金人數 222K 225K 

14/6 (四)Th 20:30 ☆☆☆ US 美國 Retail Sales 零售銷售 +0.3% +0.3% 

14/6 (四)Th 20:30 ☆☆☆ US 美國 Import & Export Prices 出入口格 +3.3% +3.3% 

14/6 (四)Th 21:45 ☆☆ US 美國 Consumer Comfort Ind 消費者舒適指數 54.8 56.2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聯邦儲備局一如預期，加息 4 分 1 厘，同時預期今年再加息兩次，全年合共加息 4 次，較 3 月時預測多一次。主席鮑威

爾表示，當利率貼近中性水平時，維持寛鬆措辭並不適當。聯儲局官員認為，聯邦基金利率於今年年底的適中水平是 2.375

厘，較 3 月份調查高 0.25 厘。聯儲局重申，貨幣政策會維持寬鬆，而進一步漸進加息會符合經濟持續增長、勞工市場強勁

及中期通脹接近 2%。聯儲局下次議息會在 7月 31至 8月 1 日。市場估計，到時加息機會率不足一成，而 9 月份會議加息的

機會率超過 70%。 

 

聯儲局的經濟預期顯示，今年經濟增長預測為 2.8%，較 3 月時預測輕微上調，未來兩年經濟增長預測則分別維持在 2.4%及

2%，更長周期增長預測亦保持在 1.8%。至於通脹方面，預計今年個人消費開支通脹率為 2.1%，高於早前預測的 1.9%，未

來兩年均預料為 2.1%。另外，聯儲局將今年失業率預測由之前的 3.8%下調至 3.6%，未來兩年失業率預測亦調低 0.1 個百分

點，至 3.5%。 

 

國際足協第 68 屆大會昨日在莫斯科會展中心舉行，經過 200 多個國家及地區的投票，北美洲的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以

壓倒性優勢擊敗北非國家摩洛哥，獲得 2026 年足球世界盃的聯合主辦權。這是首次由 3 個國家聯手主辦世界盃，此前只有

日韓兩國在 2002 年共同舉辦過世界盃。2026 年世界盃的參賽隊伍，將首次擴增至 48 隊。 

 

歷史性的美朝峰會於周二舉行，北韓領袖金正恩承諾「無核化」，美國總統特朗普叫停美韓聯合軍演，並考慮撤走駐韓美

軍及「薩德」反導系統。有分析指，美朝達成的協議剛好符合北京期望，中國或成「大贏家」。金正恩承諾拆毀一個「主

要的導彈引擎試驗場」，美國則會暫停針對北韓的軍事演習，這與中國早前提出的「雙暫停」建議一致。特朗普公開表示

考慮從南韓撤走美國軍隊，對中國更是「意外收穫」。北韓官方傳媒昨天形容這次峰會金正恩取得大勝，並暗示美國總統

特朗普作出了一些讓步，包括打算解除對北韓的制裁。而特朗普昨天返抵華府，再發推文，聲稱「北韓不再是核威脅」。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今天在南韓首都首爾表示，美國希望在總統川普第一個任期尾聲，即 2020 年底之前，看到北韓核武做到

「重大裁減」。 

 

滙豐銀行資助的一項有關全球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管理者的調查顯示，隨著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

（SDR），以及中國持續推進資本市場開放，全球外儲管理者對人民幣的信心正不斷增強，受訪機構預期，到 2020 年人民

幣佔全球外儲的比重可望達到 8.5%。 

 

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譴責以色列要為加沙地帶早前有大批巴勒斯坦人死亡負責。決議由阿爾及利亞及土耳其以阿拉伯及

穆斯林國家名義提出，在聯合國大會 193 個成員國之中，獲 120 國贊成、8 國反對及 45 國棄權通過。自 3 月底開始，大批

巴勒斯人在加沙地帶邊境示威，以色列士兵開槍鎮壓，造成至少 129 名巴人死亡。美國提出修正案，譴責哈馬斯煽動暴

力，但未能取得 3 分之 2 多數票支持。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12 日在新加坡舉行高峰會後，成功簽署歷史性協議，兩名挪威國會議員隨即提名特朗

普角逐諾貝爾和平獎。 

 

油價由跌轉升，美國能源資料署公布，上周美國原油庫存減少 410 萬桶，減幅超出市場預期，汽油及蒸餾油庫存亦出乎意

料減少。另外，數據顯示，上周汽油日需求預計上升至紀錄高位。紐約期油收市報每桶 66.64 美元，上升 28 美仙，升幅

0.4%。 

 恒指 ：30518.98     -204.65                   上證綜指： 3047.71       -2.09              道指 ：25201.20   -119.53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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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利率   US Fed Interest RateUS Fed Interest RateUS Fed Interest RateUS Fed Interest Rate 

日期 Date 加息點數 Increase 減息點數 Decrease 實際利率 Actual 

14/06/2018 25  1.75-2.00 

22/03/2018 25  1.50-1.75 

13/12/2017 25  1.25 - 1.50 

14/06/2017 25  1.00 - 1.25 

16/03/2017 25  0.75 - 1.00 

14/12/2016 25  0.50 - 0.75 

17/12/2015 25  0.25 - 0.50 

16/12/2008  75 - 100 0.00 - 0.25 

26/10/2008  50 1.00 

08/10/2008  50 1.50 

30/04/2008  25 2.00 

19/03/2008  75 2.25 

30/01/2008  50 3.00 

22/01/2008  75 3.50 

11/12/2007  25 4.25 

31/10/2007  25 4.50 

18/09/2007  50 4.75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 Investment (23)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инвестиций 
The posts of Donald Trump on social media shown that he is extremely exciting and satisfactory on the 
summit of Singapore. Thanks to modern technology that we can get hold of the psychological situation of key-
man at once where the former investors had no such a chance, may only visualize in dreams and scientific 
movies. Now, not only Republican of Capitol Hill nominated him to run for the 2019 Nobel Prize of Peace, 
even senators in Norway so far are going to have such a nomination. It is already predicted earlier this year in 

the topic of this bulletin───Journey of Knight Errant that he would overcome adversities afar. 
 

Even if the American army is the strongest in the world, it is quite unwise to start a nuclear war. They can 
press down North Korea completely but the price of economic damage, humanity and image of civilization are 
too great for that. Let’s see George Bush Sr who won 2 wars of justice still defeated by Bill Clinton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for what people want and need was economy and not war. George Bush Jr started the Iraqi 
war and was described as Blood for Oil. Practically, what the world needs is peace and economy rather than 

victory. Or you can say everyone wants more money in his pocket and not death of anyone！！！！！ 
 

Donald Trump at once started his campaign of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That means he is running 
for the second term presidency and midterm election now. He is the hot-most person nowadays around the 
world. His MAGA is changing to KAG──Keep America Great is the slogan for 2020 General Election. 

(……to be continued) 
The gold market is in a symmetrical triangle since the big black candle stick of 15

th
 May. The highest points are moving 

lower but lowest points are higher. The price inside the Bollinger Bands has crossed the middle line and the band is 

becoming narrow, it denotes change will come soon. The BBW line dropped to 0.01168 quite low indeed. The USD is 

turning down, Euro turning up. Mind also the impact of Triple Spirits Knocking and Quadruple Witching. The current 

sluggish state seldom occurs. Investors should fix a target of looking up or down first and wait patiently for a 

breakthrough, then the signal of confirmation.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10 – 1315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283 – 1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