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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股股股股 市市市市 與與與與 金金金金 市市市市 (6)                             

 

黃金是自盤古初開以來就存在於地球的，一般人都認為有保值作用，尤是其在戰亂時期因可能出現惡性

通漲，又或政府會崩潰而改朝換代，這些情況會使黃金價值更高。但歷來的世界大戰就只有兩次而已，若然有

第三次界大戰則可能是末日之時。而中國著名的上海黃金搶購潮，是發生在二戰之後的 1947 年 2 月，金價在

2 月 8 日至 10 日由 55 萬法幣升至 96 萬法幣，事實上戰亂與金價的關係是有限的。 

 

近年的金價大牛市，則是始於 2001 年紐約恐怖襲擊，終於 2011 年恐襲元凶拉登伏法及中東狂人卡達菲

被擊斃。這反恐戰符合傳統智慧。但 2011 年的敘利亞戰事展開後金價卻反轉入熊市，2013 年 4 月美股開始創

出新高，證實金融海嘯後的經濟已復蘇，基於股市與金市逆向之市場定律，金價大瀉。中國大媽群起買金，曾

有謠傳買至黃金缺貨。實情是貨黃金供應是十分之充足，但若要打造指定之金飾樣款，則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這不足為奇。及後數年金價稍為下跌，又有傳言說中國大媽出來買起金價，都只是附和；大媽真正可以買起金

價的只此一次。2016 年敘利亞事傳出由聯合國拉隴和談之時，金價不跌反轉入牛市，與傳統戰事概念相反。 

 

2013 年 4 月是首次也是唯一由散戶戰勝華爾街大鱷之役；是華爾街炒家見股市新高借勢狂沽狂沽黃

金。但由於中國大媽群起買飾金，傳出來源缺貨，實情是製造飾金需時並不等於短缺，但謠言卻說出現了付款

後數天才可取貨之缺貨現象。華爾街炒家暫避風頭，不敢與謠言硬碰，結果國際間的金價被中國大媽買起來

了。先前由於金融海嘯影響，上海股市由昔日的近 6,000 點跌至當時的 2,200 點。使散戶資金沒有出路，唯有

轉投金市，散戶買金消息網絡傳播更使大媽傾巢而出，導至當時金價一天波動達 130 美元，金價在急跌後果然

急速回升，而且主要波幅都出現在亞洲市時段，比紐約時段更甚。雖然大媽力量曇花一現，隔周後金價已重拾

跌軌，但大媽已使市場實現了一個不可能現的夢想，只要團結，散戶也一樣可以擊退華爾街大鱷，散戶不再是

大鱷點心。但黃金這個下跌浪潮，卻與紐約股市及上海股市有莫大的關連；金價升跌也不一定與戰事有關。 
(待續) 

金價果然在運行複式拱橋形走勢，上位去到拱橋頂，是 Fibonacci bands 的 1208，就如雪梨大橋的圓拱形頂就

不能再上，昨晚形成了橋墩，即在橫行一段時期，下跌之時會急些。但基本上都是在固定範圍內波動、等突破。所

謂阻力位與支持位雖然有一定力量，最終目是要被突破。至於拱橋形這個形態是否作用真的這麼大，就要視乎華爾

街炒家著眼在哪一方面？這就叫市場脉膞，如炒家跟隨這形態炒作，其效果加大。但炒家何時著眼其他因素？如貿

易戰或炒反市，也要留意。目前可說是等中期選舉，就要加倍留意選情，任何有關選舉的蛛絲馬跡都有位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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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00               1201.00                 1185.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189.00               1201.00                 1185.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188.50               1176.50                 11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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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Фондовый рынок и рынок золота 

繼續持有昨天買單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74.5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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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8年10月 
1 (六) ／ 11 (二) 0 21 (五) +20 1 (一) -20 11 (四)  21 (日) ／ 

2 (日) ／ 12 (三) +20 22 (六) ／ 2 (二) 0 12 (五)  22 (一)  

3 (一) +20 13 (四) +20 23 (日) ／ 3 (三) 0 13 (六) ／ 23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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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三) +20 15 (六) ／ 25 (二) 0 5 (五) 0 15 (一)  25 (四)  

6 (四) +20 16 (日) ／ 26 (三) 0 6 (六) ／ 16 (二)  26 (五)  

7 (五) +20 17 (一) +20 27 (四) 0 7 (日) ／ 17 (三)  27 (六) ／ 

8 (六) ／ 18 (二) +20 28 (五) -20 8 (一) +20 18 (四)  28 (日) ／ 

9 (日) ／ 19 (三) +20 29 (六) ／ 9 (二)  19 (五)  29 (一)  

10 (一) +20 20 (四) +20 30 (日) ／ 10 (三)  20 (六) ／ 30 (二)  

               3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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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117.5 HK91,65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174.5 HK13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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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二)Tu 18:00 ☆☆ US 美國 NFIB Small Business 中小企樂觀指數 108.8 109.0 

9/10 (二)Tu 20:55 ☆☆ US 美國 Redbook 紅皮書 5.7% 5.7% 

9/10 (二)Tu 21:15 ☆☆☆ US 美國 NY Fed speech 紐約聯儲主席演講 / / 

9/10 (二)Tu 22:00 ☆☆☆ US 美國 Chicago Fed  speech 芝加哥主席演講 / / 

9/10 (二)Tu 22:35 ☆☆☆ US 美國 NY Fed speech 紐約聯儲主席演講 / /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美國副總統彭斯上周發表演講全方位炮轟中國，指責中國企圖干預美國選舉及內政，令兩國緊張關係從經貿

擴至政治層面。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昨天會見訪華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時，嚴詞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錯誤言

行」，強調中國從來不會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我們光明磊落，問心無愧。」 

 

美國流行歌壇天后泰勒絲（Taylor Swift）表態為民主黨籍候選人布雷德森（Phil Bredesen）背書後，總統 川

普今天表示，他對泰勒絲音樂的喜愛度「少了大約 25%」。  

 

沙特阿拉伯記者卡舒吉進入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後失蹤，有土耳其官員相信卡舒吉在館內遇害。

但沙特說，卡舒吉已經離開領事館。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要求沙特，提供卡舒吉離開的證據。 

 

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諾德豪斯及紐約大學教授羅默共同奪得。諾德豪斯以研究氣候轉變與經

濟學之間的關係獲獎，羅默則以因研究科技創新如何影響經濟增長而獲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調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由之前估計增長 3.9%調低至 3.7%，主要因為貿易

戰及新興市場動盪，是 2016 年以來首次下調全球增長預測。IMF 表示，模擬結果顯示，若美國實施所有關稅

威脅其貿易夥伴，與沒有加徵關稅比較，2020 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產出將減少 0.8%。IMF 又調低美國及中

國明年經濟增長預測，其中美國由 2.7%下調至 2.5%，中國就下調 0.2 個百分點，至 6.2%。但同時維持美國

及中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測，分別為 2.9%及 6.6%。 

 

油價窄幅下跌，市場認為人民銀行降準是反映中國正努力維持經濟增長率，或對原油需求帶來支持。 

 

美國財政部一位高級官員周一表示，川普政府關切人民幣的貶值。與此同時該部正在考慮是否要在定於下周

公佈的報告中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白宮一直在向財長努欽施壓，要其正式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

籤。過去六個月中，人民幣兌美元重挫了 9%，成為亞洲表現最差貨幣之一，引發在中美貿易緊張關係不斷

升級之際中國刻意令人民幣走軟的揣測。報道：川普有法子認定中國為貨幣操縱國 只要選對適用的法令即可

上述高級官員表示，美國正密切關注人民幣，並對其近期的貶值感到關切。不過該官員未進一步詳細解釋。 

 

聖路易斯聯儲行長 James Bullard 表示，除非生產率上升，否則優於預期的美國經濟增速將會消退。「為了維

持目前的實際 GDP 增速，美國可能需要生產率成長加快，」Bullard 周一在新加坡接受採訪表示。「這是有

可能的，如果美國投資有所改善，並且技術擴散開始加快優化業務流程。」Bullard 是聯儲會最為鴿派的決策

層官員之一。他表示，過去一年半來，快於預期的增速讓聯儲會仍可繼續加息，即使通膨低於聯儲會官員的

預期。2017 年中，美國個人消費支出核心平減指指數意外下降至 1.4%，今年回升至目標水平 2%。 

 恒指 ：26,234.81   +36.32                    上證綜指： 2726.24       +9.52              道指 ：26,486.78    +39.73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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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e War has been lasting for half a year, the US unemployment rate dropped to 3.7%, the lowest level since  

1969 the "Landing of the Moon" project ─── now heading towards the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Project. 

Time flies, half a century thus elapsed. 
打了半年的貿易戰，結果使美國失業率降至 1969 年"登陸月球"計劃以來之最低位 3.7%，如今正邁向"使美

國再度偉大"的計劃。光陰似箭，這樣又過了半個世紀了。 

 
 

 

 

 

 

 

 

 

 

 
 
 
 
 

 
 
 

Stock Market & Bullion Market (6)  
 

         Traditionally, the price of gold should be affected by war, as it is a safe haven. But altogether we had only 
two major World Wars, the third will be doomsday. 

 
        In 2001, the terror attack in New York started a bull market, and ends in 2011 where Bid Laden was 

captured and Gaddafi killed. The Syrian war started in 2011, and the bear market of gold started within this 
war. In 2016, the United Nation called for a ceasefire talk on the Syrian war, the gold market did not fall but 
started a bull market. War is sometimes important and sometimes not so important, sometimes in reverse 
manner with traditional ideas. 

 
        In April 2013, Dow Jones broke record high which means that the darkest hours of Financial Tsunami had 

gone and recovery completed. Chinese housewives (中國大媽) came out to buy concrete gold and the news 

spread wide by internet.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end-users defeated big shots in Wall Street. Because the 
Shanghai stock market started to fall after 2008 from 6,000 points to 2,200 points. Capitals of Chinese 
housewives had no way out and the only way is to put inside the gold market, and made it has a fluctuation of 
US$130 per day, mainly in Asian market period. Therefore gold price has relation with US and Chinese stocks 
more than war. 

  (……to be continued) 

        The gold market is now forming an Arch Bridge pattern, going horizontally within the Fibonacci Bands. 

The top is 1208 and somewhat like the top of the Sydney Harbor Bridge and turn down as a pillar, mind that all 

resistances and supports are formed to be broken. When will it be broken,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Mid 

Term Election, for speculators are aiming at this. This is known as pulse of the market.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210 – 1215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183 – 1188 

Фондовый рынок и рынок золот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