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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紐  約  與  芝  加  哥 (22)        
   

    中東油王因為得到了真主的照顧，地下埋藏著全球最大的油田，而石油因為值不菲也被稱為黑金。

美國靠他們的高科技人才，成功研發頁岩油。就是將無用的劣質石油以低廉成本轉化為常規石油，不再

倚賴中東；這樣便遏抑了油價的升勢。但其他西方國家尚未研發成功頁岩油，雖然最終也會像核武一樣

連七、八線國家都可擁有這技術，但卻需要過渡期的。因此油王如今雖然不能像昔日完全操控環球經

濟；但對油價仍有一定影響力；因為除美國外，其他國家仍十分倚賴中東。 

 

  請以頁岩油發展進程去配合油價走勢圖看：2012年美國宣布研發成功，油價無法再升。2014年初預

期在 2015 年產量可以超越沙特，油價出現懸式下挫直至 2016 年初，因為經濟好轉使人民購買加強，黃

金與石油在 2016年初同時展開牛市。2018年 12月美國宣布成為淨石油輸出國，正式百份百擺脫中東油

王枷鎖。本來油價應該下跌，但油組宣布減產以穩定油價。結果又再出現頭肩底式反彈。(請參閱附圖)  

 

    2018 底的倒轉頭肩式與 2016 初都是真正的頭雙肩，因為都有認可之急跌。2018 年的大浪只跌了 3

個月，且無顯注反彈；2016 年循環浪跌了 14 個月，當中自然有明顯的反彈浪。共同點都是斜向上的，

但幅度不算大，即是到達底部的時間市場氣氛不算悲觀，看好的人較多才會出現斜向上形式，這形弍是

不會維持太久，很快便可解決的。完成後抽時， 2019年 3月便開始上升，前後只化了半年時間便使熊市

徹底轉向。但 2016年見底之時，頭雙形成是始於 2015年 7月，完成後抽急升之時是在 2017年 11月，

前後糾纏了 27個月，因為這個循環是始於 1973之石油危機，延伸了近半世紀。 

 

      所以每一形態都要知道它的所在位置，是循浪抑大、中、小、浪，才可得悉它的重要性及所受影響

之深遠。總之石油危機結束後，油王影響力雖然不及先前，但並不代表完全無影響，仍需關注便是。 
 (……待續)               

黃金價格正處於頭雙肩之頸線，升跌機會各半。技術走勢也在 Lower Band 1 及 Upper Band 1 的中位數，升跌機會各

半。也時處於保力加通道中央，升跌機會各半。但中美貿易談判之結果，無論是好是壞。都將超越圖形的限制。基本圖形

是 8/5之高位已超越 26/4之高位，有機會發展成多右肩走勢或甚至出現陷阱。但留意貿易談判可以擊破所有關卡的。 

 

要看黃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284.00                     1296.00                   1280.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84.00                     1296.00                   1280.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83.50                     1271.50                   1287.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Нью-Йорк и Чикаг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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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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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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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７６ 

 
Buy wins 4, sell cuts 4 

買單吃 4沽單止 4 

利潤 PROFIT 0 

 

http://www.31808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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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9年5月 
1 (一) -20 11 (四) 0 21 (日) ／ 1 (三) +20 11 (六)  ／ 21 (二)  

2 (二)   -20 12 (五)  +20 22 (一) -20 2 (四) +20 12 (日) ／ 22 (三)  

3 (三) 0 13 (六)  ／ 23 (二)   -20 3 (五) 0 13 (一)  23 (四)  

4 (四) -20 14 (日) ／ 24 (三) -20 4 (六)  ／ 14 (二)  24 (五)  

5 (五) -20 15 (一) 0 25 (四)   -20 5 (日) ／ 15 (三)  25 (六)  ／ 

6 (六)  ／ 16 (二)    0 26 (五)   -20 6 (一) -40 16 (四)  26 (日) ／ 

7 (日) ／ 17 (三)  0 27 (六)  ／ 7 (二) -40 17 (五)  27 (一)  

8 (一) +20 18 (四) -20 28 (日) ／ 8 (三) -40 18 (六)  ／ 28 (二)  

9 (二)   0 19 (五) 0 29 (一) +20 9 (四) -40 19 (日) ／ 29 (三)  

10 (三) 0 20 (六) ／ 30 (二) +20 10 (五)  20 (一)  30 (四)  

               31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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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US$76 HK59,28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98 HK76,440 

2018 +US229.5 HK179,010 2010 +US$169.90 HK 132,522 2018 +US232.5 HK181,350 

2017 +US$264.5 HK 206,310 2009 +US$428.00 HK 333,840 2017 +US$277.5 HK222,690 

2016 +US$340.00 HK 268,320 2008 +US$386.00 HK 301,800 2016 +US$273 HK 206,700 

2015 +US$51.00 HK 39,780 2007 +US$266.40 HK 207,792 2015 +US$413 HK 322,140 

2014 +US$83.00 HK 64,740 2006 +US$189.00 HK 147,420 2014 +US$233 HK 181,740 

2013 +US$189.60 HK 147,888 2005 +US$298.50 HK 232,830 2013 +US$410 HK 319,800 

2012 +US$111.90 HK 87,282       

 

Annual Profit of past years  投資策略往績          (利潤不包手續費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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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五)Fri 16:30 ☆ UK英國 International Trade 國際貿易 -1411 B -1360B 

10/5 (五)Fri 16:30 ☆☆ UK英國 G D P 國內生產總值 +0.2% +0.5% 

10/5 (五)Fri 20:30 ☆☆☆ US美國 C P I 消費者物價指數 +0.4% +0.4% 

10/5 (五)Fri 26:00 ☆☆☆ US美國 Treasury Budget 財政預算 -1469 B -1520B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美國聲言於香港時間今日中午，把對 2 千億美元中國貨的關稅由 10%提高至 25%。就在中國副總理劉鶴啟程赴華盛頓

展開新一輪談判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批評中國先反口並破壞協議。中方官媒不僅將劉鶴此行形容為「鴻門宴」，

中央更下令嚴查全國糧食存量，防止貿易形勢惡化引發糧食供應危機。 

 

中美展開新一輪貿易談判。美國副總統彭斯表示，總統特朗普的團隊每時每刻都在努力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彭斯表

示，他期望在當地時間星期五凌晨零時 01 分之前，即特朗普早前表示會對中國加徵新關稅的時限前，中美能夠達成共

識，但他說，美方對於要令雙方貿易關係變回平衡的問題上，立場會繼續堅定。 

 

新一輪中美貿易談判在華盛頓舉行，美國總統特朗普透露，收到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封美妙的信件，相信仍然有可能同

中國達成貿易協議。率團到美國出席談判的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向傳媒表示，帶著誠意到華盛頓，希望能夠在當前這種

特殊的形勢下非常理性、非常坦誠地和美方交換意見。 

 

北韓 5天內第二次發射飛行物。南韓總統文在寅警告北韓，若反覆類似行為，會令對話與談判陷入困境。北韓領袖金正

恩表示，是要檢視西部前線防禦部隊的快速反應能力。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北韓未準備好談判。另外，一艘貨船遭

受扣留，懷疑從北韓出口高質煤炭，違反國際禁令。 

 

美國核動力航空母艦「林肯號」進入紅海。美國要求埃及確保「林肯號」駛經蘇彝士運河時的安全，埃及官員透露，

「林肯號」已安全駛過。美國派遣「林肯號」及一個轟炸機特遣隊，前往中東，聲言要向伊朗發出清晰無誤信息，任

何針對美國及盟友利益的襲擊將遭到無情還擊。 

 

美國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博斯蒂克表示，美國經濟已接近通脹升溫的臨界點，若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提高關

稅，將會推高物價，聯儲局密切關注貿易戰發展。 

 

美國商務部今天公 布數據顯示，美國 3月貿易赤字擴大 1.5%到 500億美 元，但是對於目前跟美國打貿易戰的中國，貿

易逆差卻 呈現縮減。根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美國 3月自中國進口商品 的總額，降至將近 3年來最低水平，其中手機

和其他家 庭用品購買金額顯著下降。經過季節調整，美國 3月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減少 6.2%至 283億美元，為 2016年 4

月以來最低。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美國中產階層收入增長減慢、貧富差距擴闊、貧窮階層向上流前景黯淡，將在美國未來

需要處理的重大問題。鮑威爾出席一項活動致詞時表示，無大學學位或出身寒微的美國人要晉身中產階層，較上世紀

50 及 60 年代困難得多。近年來，中產家庭收入增長滯後，民眾要在經濟階梯向上游除倚靠本身努力同才能，亦視乎出

身、成長環境，以及受到的教育。而種族亦佔重要位置。鮑威爾認為，美國未來將面對雙重挑戰，一方面要培養有助

低收入家庭進入中產階級的條件，同時亦要確保中產階級仍能一如以往，提供基本經濟保障。 

 

美國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為 228K，市場預期為 215K，上期為 230K。勞工部報告顯示，不包括食物和能源，4 月份生

產者價格較上年同期上升 2.4%，追平去年 5 月以來的最低漲幅，並且不及經濟學家關於該指數將會加速的預期。3 月

份該指數上升 2.4%。4月份的整體生產者價格環比成長 0.2%，也低於預期，3月份該指數成長 0.6%。 

 
恒指 ：28,789.04  +466.70                    上證綜指： 2918.33  +66.82                  道指 ：25,828.36    -138.97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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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石油熊市結束之時，與 2016年初同時出現頭肩底。 

There was a reverse head & shoulder by the end of the bear market of petroleum in late 2018, so as early 2016.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40 – 1345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312 – 1317 

 

New York & Chicago (22)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end of bear market of petroleum in early 2016 and late 2018, both were in 

form of a reversed head & shoulder, both had a fall of avalanche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Therefore, they are known as typical patterns, not a trap. 

 

But the one in 2016 was the end of the petroleum crisis since 1973, it lasted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Therefore it took 14 months to form such a pattern, the one in 2018 used only 3 months. Both 

were in form of clinging upward, that means during the bottom of market, sentiment were more 

optimistic. The fact is that even the crisis ended; oil tycoons in Middle East still have some effect on the 

oil prices and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They could not control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completely, but 

the still have important effect, for only US has shale oil,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still need some time to 

develop it.   
                                                     (…..to be continued) 

Today, the gold price is at the neckline of head & shoulder where the chance of going up and 

down is just half to half. Technically, it is also at the midpoint of Lower Band 1 and Upper Band 1, 

where the chance of going up and down is just half to half. As for Bollinger Bands, it is also at the 

midpoint, where the chance of going up and down is just half to half. The high of 8/5 had already over 

24/6, which means it might develop into a multi right shoulder pattern. But for the Sino-US trade talk, 

the chance of good and bad outcome is also half to half now. Anyway it can have any kind of 

breakthrough. 

    Нью-Йорк и Чикаго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295 -1300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267 - 1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