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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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美股創出了最長牛市之後，下一步去向如何？ 
 

繼續上升？繼續創新高？抑或在高位徘徊？抑或轉入熊市？若然轉入熊市，到底是否會現金融危機

而急跌？抑或因急跌而導至另一場金融危機？抑或只是緩緩向下而作出健康調整？這一切一切，都頗為耐

人尋味。美股自 2009 年 3 月開始上升以來，每隔數月就有人發出溫馨提示說水位偏高，慎防回吐。如是

者提示了 9 年，每次筆者都說無需理會，到底何時才要理會？總有一天要理會的嗎？這個世界是沒有永遠

上升的市場，同樣也沒有永遠下跌的市場。 
 

說時遲、那時快！昨晚道指跌了 831 點，納指 315 點，雖然未破大跌市的紀錄，但這枝大陰燭也夠

大了。何時轉勢？即使知道也不能只以一兩句說話來預測，要以連載式專題來閱明才夠強調。正如黃金結

束熊市前，本刊在 2015 年 12 月以半個月的專題事先通水是千金散盡還復來；而長達 43 年的石油危機結

束時，本刊則在 2016 年 1 至 2 月以長達兩個月的專題石油危機始末事先通水。而鳳舞九天則是在 2016 年

3 月事先通水說北韓會展開長達兩年的導彈及核危機。 
 

股市又如何？2003 年事先通水該年是道瓊斯年，結果創出新高證明金融海嘯的創傷已復元。2014

及 2015 都預期繼續上升，但下半年大幅回調但不會山崩川決。2016 年因金價由熊市轉入牛市，美股在高

位橫行，有新高已不算新聞。2017 年本刊預期美股是海闊凭漁躍、天空任鳥飛 ！請看附圖美之亮麗升

勢，是年共創了 71 次新高，史無前例。2018 年會跌嗎？當眾人都懷疑之時，本刊卻專題是再與天比高。

1 月創新高後回調，但本刊堅持再與天比高，結果 8 月標普創了歷來最長牛市紀錄，果然再與天比高。 
 

後市如何？中期選舉後自會明朗，本刊此時選擇此專題絕非偶然的。且看 2018 年 1 月 15 的專題是

貿易平衡，當時還沒有貿易戰呢。波浪理論應驗如神，準得如造馬及打假波一樣。 
(待續) 

股市大跌，黃金才升少許，顯然不成比例。但不能以某天來看，應以大局衡量，美股難以像前 8 年的看法。

也要留意金價拱橋形如何發展及變體。在眾多技術指標之中到底看哪種最好？此時此刻應該留意 Fibonacci Bands 最

實質。未有突破之前仍需作兩手準備，時間上則釘緊中期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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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00                     1205.00                 1189.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193.00                     1205.00                 1189.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192.50               1180.50                 11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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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wins 4, sell cuts 4 

買單吃 4 沽單止 4 

利潤 profi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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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9 (五)  29 (一)  

10 (一) +20 20 (四) +20 30 (日) ／ 10 (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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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170.5 HK13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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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四)Th 20:30 ☆☆☆☆ US 美國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物價指數 0.2% 0.2% 

11/10 (四)Th 20:30 ☆☆☆☆ US 美國 Jobless Claims 初領救濟金人數 207K 205K 

11/10 (四)Th 23:00 ☆☆☆ US 美國 EIA Petroleum Report 石油報告 8.0M 8.2M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中方向美國大豆加徵報復性關稅，令大豆價格急漲，連鎖效應殃及飼料生產和養豬業。面對成本上漲問題，

中國飼料工業協會提議，減少豬飼料粗蛋白質水平，壓縮對大豆的需求，這或令內地 4 億生豬要率先「勒緊

肚皮」。據報道，作為飼料蛋白質主要來源的豆粕價格持續走高之際，中國飼料工業協會提議，設置豬飼料

粗蛋白上限，日前起草了 2項協會團體標準，並公開徵求意見。 

 

美國政府今天宣布對外國 投資關鍵科技產業加強監管的計畫，此舉被視為大體上 是針對中國。 美國總統川

普曾指控中國剽竊美國科技的情況猖獗 ，藉以合理化對年進口額逾 2500 億美元中國商品課徵懲 罰性關稅。 

11 月 10 日生效的上述新規定更新施行 30 年的法令， 讓川普擁有廣泛權力，可以阻擋外國投資敏感產業或被 

視為危害美國國安的外國投資。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結束訪問日、韓、朝、中 4 國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周二表示，美中之間存在競爭，

但也在朝核問題等多領域擁有共同利益，應維護兩國關係穩定。而特朗普在當日上午表示，蓬佩奧和中國外

長王毅的見面「非常順利」，但他認為中國未準備好就貿易戰達成和解，「絕對會」繼續向中國加徵關稅。

美股急跌超過 800 點。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聯儲局過度加息的做法有錯，已經變得瘋狂，他又認為，

今次股市大跌，是市場一直以來期待的調整。 

 

國《華盛頓郵報》的特約沙特阿拉伯記者卡舒吉，勇於批評沙特當局，他上周二進入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布

爾總領事館後失蹤至今。土國親政府報章昨日公開與卡舒吉失蹤案有關的十五名沙特男子的名字和照片，稱

他們為「十五人暗殺小隊」，包括沙特皇儲的貼身保鏢、特種部隊成員、情報人員，甚至法醫等。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南韓在取消對北韓的制裁前，首先要獲得美國的批准。南韓外長康京和昨日在國會表

示，外交部正與有關部門討論，是否要解除對北韓的經濟制裁，但外交部其後澄清，現階段南韓政府未正式

討論有關事宜。南韓艦艇天安號在 2010 年被擊沉，船上 46 名官兵死亡。事發後南韓對北韓實施制裁，包括

除了開城工業區外，叫停兩韓貿易和人員往來、禁止對北韓新增投資、全面禁止北韓船舶駛入南韓海域等。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表示，考慮到全球債務處於紀錄高位，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資金流出

新興市場。而大型經濟體央行的政策步伐不一，被認為加速資本流動。她又說，希望各國不要走向貿易戰或

貨幣戰，強烈建議緩和貿易緊張局勢，致力於加強有力、公平及符合需要的全球貿易體系。她表示，支持中

國在匯率靈活方面的做法，希望中國遵循保持人民幣匯率靈活的建議。 

 

東京股市急瀉逾 900 點，日經指數跌至 22564 點，上午收報 22591 點，下跌 914 點，跌幅 3.9%。 

 

義大利消防單位今天 公布的影音顯示，薩丁尼亞島（Sardinia）高速公路一 座橋梁部分路段遭大雨沖毀。 所

幸當時並未有車輛在路上行駛。 在斷橋之前，因路面出現大洞，已先禁止通行，但 河水高漲下橋梁坍塌，

公路立即斷成兩截。 

 恒指 ：25,201  -992.94                          上證綜指： 2607.22   -118.25                道指 ：25,598.74    -831.83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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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Market & Bullion Market (8)  
          

There i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the US stock market broke so many records in the past years, when 
will it come to an end? As a rule, no market can rise forever or fall forever. 

 
Will it continue to rise? Continue to have record high? Or just ranging in high level? Will it turn into bear 

market? Will another financial crisis make it fall or will it have an avalanche to bring about another financial 
crisis? Warm reminders have been sending out since March 2009 that the US stocks has risen so far, beware of 
adjustment. If it turns back, just a few sentences are not enough to have the description. It should be a series of 
topic like petroleum crisis or nuclear crisis…. And now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gold and stock market. 

 
In 2003, I called that year the Year of Dow Jones, and it started to have record high. In 2014 and 2015, I 

predicted it would continue to have record highs, but in the second half will have fast adjustment, however no 
avalanche. In 2016, because the gold market turned into bull, stocks goes horizontally but still have record 
highs. In 2017 the topic is Boundless Sky & Endless Sea, and it made 71 record highs, the most ever. In 2018, 
the topic is Higher Than Apex, the S&P established the longest bull market ever. So what will happen next? It 
will be clarified after the Mid-term election. 

  (……to be continued) 

       There is a great drop in stock but the gold market only rises a little, not in proportion. Please stick to the 

development of Arch Bridge Pattern, see how it transforms into other patterns or complex pattern. Among so 

many technical indicators, which is most suitable for today? The Fibonacci Bands should be most applicable.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208 – 1213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178 – 1183 

Фондовый рынок и рынок золота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