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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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錄為自 1973 年開始至今的黃金價格走勢，看看這半個世紀以來的黃金升跌大浪，與今天相比又

如何？有何異同之處？市場是連綿不絕之因素在引發格的升跌，所以無論異與同都要同時參看。 

 
為何選 1973 年為起點？顯而易見是為了石油。二戰之後百廢待舉，跟著又來韓戰。40 年代肯是仍

在衰退期(Recession)，50 年代則是在艱苦期 (Tough)；人民都為糊口而奔馳，哪裡有錢去投資。金融市場

雖然存在，但只是大富豪的玩意，與一般民眾沒有關係。60 年代美國展開登陸月球計劃，為歷來最龐大

的國家計劃，所動用人、物力及資源均是史無前例的。下游工業如文具、製服及餐飲不但帶動國內經濟

展，更對環球經濟有一定的力量及貢獻。使環球經濟進入復蘇期(Recovery)，美國的貿易平衡也由盈餘變

為赤字。也是以前只有美國人有錢去買外來商品，但如今連其他國家的人也有錢去買貴價的美國貨了。 

 

1969 年 7 月人類登陸月球成功，對普羅大眾也帶來新概念，要有突破。投資市場不再是富豪的專

利，很多人都開始有剩餘入息去接觸金融市場。較貼身的就是香港的恒生指數也在 1969 年 11 月開始對外

發布，該指數創立於 1964 年，初期只是內部參考，因為外在社會沒有需求。對外發放是有監於廣大民眾

有此需要，投資市場不再是富人玩意。買股票也不能只是看兩、三隻藍籌股的價位，而是要看能代表市場

的指數。而買金也不一定是買飾金，也可以金融市場購買紙黃金的。金融場不再是洋鬼子的玩意，亞洲也

始開普遍及又或已傳遍全世界；這也為經濟起飛期打下良好基礎。 

 

70 年代到繁榮期(Prosperity)，亞洲 4 小龍也乘時崛起。世界經濟不再是受歐美大國主導，至少亞國

家也受重視了，4 小龍那麼小的區域也備受全球關注。而經濟起飛也使石油舉足輕重，成為地球上最重要

的天然資源。石油危機也使金價來一個對開，自那時開始，石油與黃金產生有密不可分割的關係。 
 (待續) 

俄羅斯舉行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軍演，人數達 30 萬人之多；比真正的戰事還要多。且看敘利亞、阿富

汗、巴拿馬及索馬里等戰事都沒有那麼多人參予；還有中國介入，顯然是針對美帝，但今早的金價居然和昨天

早上相同，炒家將他們的數十萬大軍當作隱形似的。星期一才說隨機指數的入貨訊號不夠力，到今天金價和星

期一早上相同。大悶局何時可突破？除看褐皮書及歐洲央行外，訧要釘緊 MACD 的趨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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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23.5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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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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12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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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三)We 17:00 ☆☆☆ EU 歐盟 Employment 就業人數 +0.4% +0.4% 

12/9 (三)We 19:00 ☆☆ US 美國 MBA Mortgage 抵押貸款 -0.1% -0.1% 

12/9 (三)We 20:30 ☆☆☆ US 美國 Producer Price Index 生產者物價指數 -0.0% -0.0% 

12/9 (三)We 26:00 ☆☆☆☆☆ US 美國 Beige Book 褐 皮 書 ／ ／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動員逾 30 萬人的俄羅斯「東方-2018」軍事演習昨天拉開序幕，這除了是俄軍史上最大型演習外，中國高調派出

3,200 名解放軍參加更備受外界關注；有分析認為，這次軍演或顯示中俄聯手抗衡美國。這次軍演為期 5 天，同時

在 5 個合成靶場、4 個空防軍靶場以及日本海、白令海和鄂霍茨克海水域舉行，主靶場設於俄國東部軍區的楚戈

爾，用於空地聯合訓練。據悉，演習中俄軍將出動逾 30 萬人，以及各型作戰飛機、直升機和無人機 1,000 多架，

艦船近 80 艘；這也是俄羅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略性演習，動用兵力兵器數量多，人員達到 30 萬人。 

 

美國總統川普長子 小唐納．川普表示，他不擔心會因為自己在通俄門案中 扮演的角色被送進大牢，但暗示調查人

員可能會「添油 加醋」，給他製造法律困境。 

 

大約一百萬人在西班牙巴塞羅那遊行，趁加泰羅尼亞的民族日支持加泰地區獨立。今次是去年十月加泰地區通過

公投但未有獨立之後的首個民族日，身穿紅衫的民眾，在街上形成紅色的人海，部份人手持加泰的旗幟，高叫口

號並打鼓和吹哨子。參與人士又要求當局釋放因為爭取獨立而被扣押的加泰領袖。 

 

北韓領袖金正恩致函予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舉行第 2 次美朝峰會，美國態度開放。美國國安顧問博爾頓表示，

金正恩曾稱北韓可在一年內無核化。 

 

外電引述消息人士報道，日本經濟再生大臣茂木敏充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可能下周五在美國舉行第 2 輪貿易

談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預計在本月 25 日起召開的聯合國大會間期，舉行會議。 

 

10 年前雷曼倒閉引發一場金融海嘯，「股神」巴菲特接受訪問時指，在這場金融海嘯中，揭示出美國經濟的脆

弱，又稱：「學習到在金融市場中，我們都只是排列得很接近的骨牌」。巴菲特又讚揚時任聯儲局主席貝南奇、

財長保爾森等人及時介入出手救市，是「做了英雄般的工作」。 

 

「鱷王」達利奧表示，經濟周期正處於「第 7 局」，仍會持續兩年，要協助經濟和股市繼續前進，聯儲局不應以

快過市場預期的步伐加息，又預料下次危機不是大爆炸般的危機，而是會引起更多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美國勞工部職位空缺及勞動力流動調查(JOLTS)顯示，7 月季節調整後，職位空缺增至 693.9 萬個，按月升 11.7 萬

個，升幅 1.7%。7 月職位空缺高於市場預期，而 6月數據亦向上修訂至 682.2 萬個。 

 
美國 7 月批發庫存按月升幅向下修訂至 0.6%，較原先公布的數據低 0.1 個百分點，但增速仍快過 6 月的 0.1%。批

發庫存向下修訂，由於汽車庫存進一步下跌。至於 7 月批發庫存按年升 5%。7 月批發銷售持平，6 月則跌 0.2%，

汽車、傢俱、專業設備及電腦設備銷售均跌。按 7月銷售速度，1.26 個月即可消化全部庫存。 

 

德國智庫 ZEW月度調查顯示，9 月經濟景氣指數升至負 10.6，好過 8 月的負 13.7，出乎意料連續兩個月改善，由

於對貿易戰升級的憂慮紓緩。現況指數亦出乎意料由正 72.6，升至正 76。 

 

 恒指 ：26,314.57    -109.88                     上證綜指： 2,657.97   -6.82                 道指 ：25,971.06  +113.99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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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ing the past, looking forward to tomorrow(8) 
 

          
The above is a long term trend of gold price since 1973 the petroleum crisis, in the past half a century, the gold price 

was always in same direction with petroleum.  
 
The World War II brought about a "Recession" in the 1940s, the Korean War made the period of 1950s in "Tough". 

People were striving for living and no mood or capital to invest. Investment belonged to big shot and not general public. 
In 1960s, the Landing of the Moon project pushed up the US economy as well as the world economy. It’s the largest 
project of US ever, and the downstream industries including stationery, uniform, catering brought about a bloom to the 
society. World economy entered into the period of “Recovery”.  The trade balance of US turned from surplus to deficit. 
This means formerly only America people had money to buy to foreign goods, but later on other people also had money 
to buy expensive US goods because of the bloom. 

 
The 1970 was in "Prosperity", for the Four Small Dragons of Asia rose up to play an important part of world 

economy and broke the domain by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then, petroleu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to be continued) 
        Russia is having 5-day military drill up to 300,000 people, even great than the scope of war in Syria, Afghanistan, 

Panama and Somalia. Gold price is still the same as Monday, where on that day I said the buying signal of Stochastic is 

not strong enough. Watch the Beige Book tonight as well as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Bank of England tomorrow. 

Breakthrough will come soon, keep an eye on the forest chart of M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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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長期走勢 Long Term Trend of Go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