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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憶往昔憶往昔憶往昔憶往昔、、、、望明天望明天望明天望明天(7)                             

 

現貨黃金格經已跌破開採成本 1200 美元，到底何時可以回升？不妨參考上次跌破底時的情況。 

 
2013 年 6 月 27 日現貨黃金首次跌至 1197 水位，是在什麼情況下跌？4 月 22 日美股道瓊斯指數不

但收復金融海嘯後的失地，還創出歷史新高。同時波士頓馬拉松出現恐怖襲擊，為美國自 9/11 事件後最

嚴重之恐襲。美元成為資金避難所，基"股升金跌"之市場定律，金價大跌。跌破 1400 美元導至中國大媽

群起買金，華爾街大戶見勢免不對，也要暫避風頭。以免硬踫。是時因為中國股市下挫，資金苦無出路，

於是散戶將最後一筆可用資金投入金市。經過了一個月之苦戰，大媽彈盡量絕，金價重拾跌軌。此時華爾

街淡友再度重搥出擊，將金會推低於 1200 的關口。 

 

因為是首次破關，這個關口的心理作用大於成本作用，所以翌日便馬上反彈回升，至同年 12 月始

再下破。2014 年又再破位，而 2015 年大部份時間都處於這關口之下。若說大局，則是 2013 開始已破位

但又反複回升，但 2015 年則是主要時間都在這水位之下；長達 1 年時間，而在 12 月底更十分接近 1,000

大關。且看 2015 年之開年價是 1199，全年之收市價是 1059。即使不計算個別破位日子，也可以多於 1 年

時間是位於成本之下炒作的。 

 

但在這 1 年當中，未嚐聽到有任何場因而停工或減慢生產，人家還是正常運作，皆因看好前景，認

為它始終有一天升上來，但要等到什麼時候？為什麼他們會有這麼強大信心，皆因救市成功、QE 政策退

市，道瓊釿屢創新高，石油危即將結束，主要是球經濟向好，民眾購買力，消費力及投資意慾強勁。2001

年，黄金價格因紐約 9/11 事件而彈升，今天是 17 周年紀念日。它展開長達 10 年之大牛市至 2011 年，敘

利亞戰事始於 2011 年使金價展開大熊市。2013 年波士頓恐襲使中國大媽群起買金，打造了首次散戶戰勝

大戶情況。2016 年敘利亞戢事又使金價回頭。 
 (待續) 

金價牛皮不變，要看明晚褐皮書，後天歐洲央行及英格蘭銀行議息。歐洲股市向好因英國脫歐談判釋出好消

息，美股亦堅挺。但亞洲的中國及香港股市疲弱，因擔心貿易戰之影響，看來市場擔心中國所受之損失比美國大，

不無理由。金價無方向感。ADX 線已到底，但 ADXR 仍下跌當中，一定要兩線同時觸底大市才止跌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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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00               1182.00                  1198.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194.50               1206.50                  1190.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194.00               1182.00                  1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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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ht 現水位沽出    

Вспоминая прошлое и с нетерпением 
жду завтра 

繼續持有昨天買單 

 

Continue to hold short position    

 

繼續持有昨天沽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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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8年9月 
1 (三) -20 11 (六) ／ 21 (二) -20 1 (六) ／ 11 (二)  21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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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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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六) ／ 14 (二) -20 24 (五) -20 4 (二) -20 14 (五)  2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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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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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二) -20 17 (五) -20 27 (一) -20 7 (五) +20 17 (一)  27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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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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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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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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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127.5 HK99,45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157.5 HK12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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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位不包手續費 price tag excluding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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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二)Tu 17:00 ☆☆☆ EU 歐盟 ZEW Survey 經濟情緒調查 -11.1 -10.0 

11/9 (二)Tu 18:00 ☆☆ US 美國 NFIB Small Business 中小企樂觀指數 107.9 108.2 

11/9 (二)Tu 22:00 ☆☆☆ US 美國 Wholesale Trade 批發庫存 +0.7% +0.5% 

11/9 (二)Tu 22:00 ☆☆☆ US 美國 JOLTS Job Openings JOLTS 職位空缺 6.662M 6.660M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今天是美國 911 恐襲 17 周年，這場噩夢仍給人們帶來致命影響，有統計指近萬名曾參與救援的工作人員及民

眾因此患上癌症，當中近 2,000 人已逝世，而且浮現的個案愈來愈多。 

 

位於大西洋的颶風「佛羅倫斯」已增強為四級颶風，最高每小時風速達到 195 公里，逐漸逼近美國東岸，南

卡羅來納州已向沿岸地區的居民發出指令，在當地星期二中午開始撤離，估計涉及 100 萬人。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波 頓（John Bolton）今天表示，總統川普為北韓領導人 金正恩打開一扇門，但仍在等

待他們採取非核化行動。 波頓表示：「我們仍在等待。兩位領袖再次會面的 可能顯然存在。」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如果世界於 2020 年前不作改變，氣候變化將會有不受控制的危機。要求各國

領袖能夠於明年九月，到紐約舉行特別氣候會議。古特雷斯提到，全球今年都受氣候變化影響，包括受到熱

浪、山火、風暴及水災打擊，造成連串破壞。環境方面，珊瑚生命受威脅，海水酸度上升，大氣層的二氧化

碳濃度達至 300 萬年以來最高。 

 

敍利亞政府軍準備收復叛軍的最後據點伊德利卜省，美國官員指敍總統巴沙爾已批准政府軍使用氯氣對付叛

軍。美國副總統彭斯已警告，敍政府軍若使用化學武器，會觸及美國對敍政策的「紅線」，將迅速採取回應

行動。據報美國國防部目前正針對敍利亞擬定軍事策略，為總統特朗普提供軍事行動選項。普京與與土甘耳

其總理及爾多安及伊總統統魯哈尼在德克峰會達成協議，表示 3 國將合作確保敘利亞權完完整，驅逐外國勢

力以協助敘利亞的重建。意即要趕走美帝及北約國家。 

 

普京表示，俄國與日本有關千島群島的領土爭端不可能立即解決。這似乎是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比較樂觀的

預測潑了冷水。普京趁出席海參崴一項經濟論壇之便，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面後表示，有關問題已經商討

了數十年，如果以為可以立即解決就太天真了。有關說法與持樂觀態度的安倍晉三相反。 

 

負責英國脫歐談判的歐盟首席代表巴尼耶相信，有望在未來 6-8 星期達成英國脫歐協議。有關言論刺激英鎊

急升，兌美元重上 1.3 水平，觸及 1.3052，創 5星期新高，升幅達 1%。最新報 1.301，升幅約 0.7%。歐元兌

英鎊一度跌至 0.8896，跌幅近 0.6%。另外，英國衛報指，歐洲的領導人預計下周宣布，可能在 11 月 13 日舉

行英國脫歐特別峰會。 

 

美國總統川普威脅對所有自 中國進口貨品加徵關稅，外界更加擔憂全球兩大經濟體 的貿易戰將全面開打。

在香港和上海股市領跌下，大多 數亞洲股市今天應聲收低。川普 7 日未立即提高 2000 億美元中國貨品的關

稅， 在措施公聽期限過後未採取行動，令投資人稍微鬆口氣 。但他當天稍晚在空軍一號專機上告訴記者：

「如果我 想要，我很快會放行對額外 2670 億美元（自中國進口貨 品加徵關稅）。」這也意味，幾乎所有美

國自中國進口貨品都可能面 臨關稅懲罰。北京隨後也威脅表示，將對華府任何關稅 措施予以報復。 

 
 

恒指 ：26,566.83    -52.40                     上證綜指： 2,672.55   +2.36                 道指 ：25,857.07   -59.47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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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ing the past, looking forward to tomorrow(7) 
 

         The price of gold is now trading under the excavating cost of US$1,200 and let’s see what had happened in the past 
when under this level. 

 
         On 27th June 2013, it fell to 1197, first time under 1200. On 22nd April 2013, Dow Jones gone higher than the 

financial tsunami and broke record high. Gold is believed to go in reverse direction with stocks, therefore gold price fell 
sharply, Chinese housewives went out to buy gold ornament and bought it up, first time end-users defeated big shots in 
Wall Street, because there was a collapse in Chinese stock market, and capital had no way to embark. 

 
        In 2015, most of the time gold was trading under 1200 and went to 1047, quite near the support of 1,000. The opening 

price of 2015 was 1199, and closing price was 1059. 
 
       Throughout 2015, all gold mines kept operating without any setback or ready for stopping, because of confidence in 

economy, successful bailout and QE policies. Mind that the bull market started on 2001, the 9/11 terror attack, today is 
the 17th anniversary.  The bull market ended in 2011 and bear market started at the Syrian War. Peace talk of the war 
started in 2016 and gold price fell again. 

 (……to be continued) 
         Gold price went sluggish, watch the Beige Book of tomorrow midnight and the meeting of 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Bank of England on Thursday. European and US stocks are strong because there is good news on Brexit. However 

Chinese and Hong Kong stock markets are quite weak because of the fear of trade war. People afraid the trade war 

would hurt China greater than US, it seemed genuine. The ADX line reached the bottom, but not ADXR, must wait for 

both lines to reach the bottom before the reverse of the market. 

 

С Вспоминая прошлое и с 
нетерпением жду завтра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205 – 1210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183 – 1178 

Wounds of 
the Giant 

巨 人 的 創 傷 
 

 

Greatest falls of Dow Jones in a single day         道瓊斯最大單日跌幅 
Date                      事     件                         Incident                                   Points           Percentage 

1987/10/19           電腦程式沽盤           Computer formula selling             -507.99 -22.61%  

1989/08/09       尼克遜辭職              Resignation of Richard Nixon       -117.00           -15.5%  

1929/10/28            經濟大恐慌              Great Depression                             -40.58         -13.47% 

1929/10/29            經濟大恐慌              Great Depression                                -30.57         -11.73% 

2001/09/17       紐約恐怖襲擊      New York Terror Attack                -684.81  -7.12% 

1941/12/08            偷襲珍珠港              Pearl Harbor Attack         -3.2             -5.8%    

2008/09/15      雷曼兄弟破產     Lehman Brothers Bankruptcy           -499.36           -4.78% 

2018/02/05            加息陰影                  Rate Increasing Shadow                 -1,175.21           -4.61% 

2001 年紐約恐怖襲擊，為道瓊斯歷來第 2 大點數跌幅，最大

跌幅是今年 2 月的加息陰影。 

如今的加息陰影，使美股標普創出歷史上最長牛市，去年最

後一個交易天，本刊指出美股將--------再與天比高！！！ 

 
In the terror attack of New York 2001, Dow Jones fell for 684 
points, second greatest in history, the greatest was in Feb 2018 
facing rate increase it fell for 1,175points.. 
Now when facing rate increase, US stock erected the longest bull 
market for this bulletin already predicted " Higher Than Ap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