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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新加坡 與 香港      (22)  海陸空三軍 
      

      新加坡部隊曾有參加戰事的紀錄──陸軍曾於 2001 年參加北約在阿富汗圍剿塔利班行動。海軍則在 2003

年參予伊拉克戰事的多國聯合部隊。都是真槍實彈上陣，雖然主要任務都是美軍負責，英軍其次。2008 年海軍

參予阿丁灣巡邏以對付海盜時就真的平分秋色，與 40艘多國軍艦輪班巡邏。空軍則於立國後沒有實戰經驗。 
 

         他們的海軍是派往台灣南部的左營受訓，即目前高鐵終點站附近。亦有陸軍裝甲部隊在台各軍營受訓，名

為"星光部隊"。也曾在風災及地震後協助救災。台灣也不介意有外國軍隊在境內執行任務，因為是他們訓練出

來的。救災本來就是現代軍隊正常職責之一。為了表示他們的中立關係，新加坡經常與外國部隊進行聯合軍

演，包括中國、澳洲、日本及美國。武器來源是德國、法國、瑞典、愛爾蘭及美國等。2004 年印尼海嘯，新加

坡亦派出軍艦救災。2016 年星光部受訓完畢由商船運送 9 部愛爾蘭製的 AV-81 裝甲車回國，中途停靠香港。船

長因疏忽或偷懶漏了報關，但卻被香港海關在例行檢查中查到扣留了多天。還驚動了中國外交部，由於車上沒

有彈藥擾釀後放行。星光部隊初期每年受訓人數為 10,000人，如今只有 3,000人；因為不少改往澳洲受訓。 
 

        李顯龍在大選勝出後尚未就職時，就先行以私人身份訪問台灣，希望低調一些以免中國不悅也同時可保持

台灣關係及示意不會完全受中國擺布；上任後就沒有官式訪問。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曾 3度訪港，但特首沒有回

訪他便不來了。按外交慣例訪問最好是 1比 1 ，有時 1比 2或 3也算了；但沒有人說過香港特首不能去台灣是他

們自己不去。1999年台灣大地震，歐、美、亞各國的救援隊伍均抵達後，在輿論壓力下香港救援隊伍才出發。 
 

  二戰後香港都沒有參予軍事行動。香港的飛行服務隊，被聯合國指定為南海的國際救援隊伍。而 1982 年的

福克蘭戰役，本來就有華藉英兵在戰艦上當伙頭大將軍，但因謝菲爾號驅逐艦被阿根廷向法國購的飛漁導彈擊

沉而殉職。其他伙頭將軍家屬要求退役未被接受。崗位雖然是伙頭大將軍，編制上仍屬軍人。而在軍艦工作最

需要人手就是作戰時刻；雖然最初應徵時是太平盛世，沒有想過真的要打仗，也不能在軍事行動中離職的。  
                       (……待續)                                                                         

  減息本來就是會令美元疲弱的，但美股再新高又會令元轉強，而且先前聯儲局暗示減息步伐會暫停，至少

本年不減。所以上周減息初期美匯是下跌的，但本周隨美股新高又回升。中美貿易談判為目前市場唯一好消

息。英國大選預料可以替保守黨在國會贏取更多議席，但到等到下月 12 日。香港問題仍然膠著未有明顯改善跡

象，但很快會有突破性進展。金價在發展橫行區更難預測，多右肩走勢仍在發展及變形之中，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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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486.00                       1498.00                  1482.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486.00                       1498.00                  1482.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485.50                       1473.50                  1489.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BUY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 １２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292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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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31808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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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9年11月 
1 (二)   -30 11 (五) 0 21 (一)   0 1 (五)    0 11 (一)  21 (四)  

2 (三) -40 12 (六)  ／ 22 (二) 0 2 (六)  ／ 12 (二)  22 (五)  

3 (四)  0 13 (日) ／ 23 (三) 0 3 (日) ／ 13 (三)  23 (六)  ／ 

4 (五) 0 14 (一)     0 24 (四)   0 4 (一) 0 14 (四)  24 (日) ／ 

5 (六)  ／ 15 (二) 0 25 (五) 0 5 (二) 0 15 (五)  25 (一)  

6 (日) ／ 16 (三) 0 26 (六)  ／ 6 (三)  16 (六)  ／ 26 (二)  

7 (一)   0 17 (四)   0 27 (日) ／ 7 (四)  17 (日) ／ 27 (三)  

8 (二) 0 18 (五)   0 28 (一)   0 8 (五)  18 (一)  28 (四)  

9 (三) 0 19 (六)  ／ 29 (二) 0 9 (六)  ／ 19 (二)  29 (五)  

10 (四) 0 20 (日) ／ 30 (三) 0 10 (日) ／ 20 (三)  30 (六)  ／ 

      31 (四)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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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HK218,40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442.5 HK345,150 

2018 +US242 HK188,760 2010 +US$169.90 HK 132,522 2018 +US239 HK18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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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三)We 18:00 ☆☆ EU 歐盟 Retail Sales 零售銷售 +0.3% +0.0% 

6/11 (三)We 20:00 ☆☆☆ US 美國 MBA Mortgage MBA 抵押貸款 +0.6% +0.5% 

6/11 (三)We 21:30 ☆☆☆ US 美國 Non-Farm Productivity 非農業生產力 +2.3% +0.9% 

6/11 (三)We 21:30 ☆☆☆ US 美國 Unit Labor Cost 單位勞工成本 +2.6% +2.2% 

6/11 (三)We 23:30 ☆☆☆ US 美國 EIA Petroleum  EIA 原油庫存 +5702K +4802K 

即市新聞摘要 
聯合國報告指出，中美貿易戰導致兩國出口下跌和消費者要付出更高昂的價格，造成兩敗俱傷。聯合國貿易和

發展會議的報告指出，美國對中國貨品實施的關稅，單在今年上半年，導致美國從中國進口減少兩成半，總值

350億美元，對兩國經濟都造成損害。報告又說，中美貿易戰可能損害全球經濟穩定和未來增長。 

 

聯合國研究報告顯示，中美貿易戰在上半年令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減少逾 25%， 1-6月需要繳納關稅的進口中

國商品總額由去年同期的 1300 億美元，減少至 950 億美元。由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展(UNCTAD)發表的報告指

出，美國對中國貨品開徵關稅正損害雙方經濟。中國的損失是出口大幅下降，美國的損失是消費價格上升。中

國企業在第 2 季以出口價格下降 8%的方式，開始吸收關稅帶來的部分額外成本，但仍有 17%的成本要由美國消

費者負擔。報告提到，受美國關稅打擊最嚴重的是從中國進口的辦公室機械同通信設備，減少 150億美元。研究

發現，其他經濟體正在填補中國留下的大部分空白，其中台灣受惠最大，今年上半年對美國出口增加 42 億美

元，主要就是辦公室同通信設備。墨西哥對美國的出口增加 35 億美元，主要是農業、運輸設備同電機。歐盟對

美國出口就增加 27億美元。 

 

到訪中國的法國總統馬克龍，今日將由上海轉往北京，分別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及總理李克強舉行會談，預計雙

方將會簽署一系列商業及合作協議。法國官方早前表示，馬克龍與習近平的會談中，不會迴避香港局勢及新疆

大規模拘禁穆斯林等被視為禁忌的話題。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Justin Trudeau）今天宣布，中國同意恢復進口加拿 大牛肉和豬肉，顯示兩國緊張關係有所

突破。 

 

英國國會今天解散，下月 12日舉行大選，各政黨積極爭取 4600萬名選民支持。民調顯示，執政保守黨的支持度

仍然領先。首相約翰遜表示，如果他領導的保守黨在大選中勝出，他將可爭取國會通過他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

議，令英國如期在明年一月底脫離歐盟。 

 

隨著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可能在緩和的跡象進一步出現，日本、美國和歐洲國債齊齊下跌。作為全球利率基準的

10 年期美債殖利率較 2019 年低點已經反彈了逾 40 個基點。在歐洲，主權債殖利率此前因經濟衰退之憂而創下

歷史低點，眼下法國國債殖利率已回升至接近正值的水平，這還是 7月份以來頭一次。 

 

包括聯儲會在內的央行降息潮和對中美貿易協定的熱切期盼正在提振金融市場的信心，而主要經濟指標在最近

下跌之後顯示出企穩跡象。儘管未必會有強勁反彈，但相對的好轉可能會叫停幾周前對世界經濟走向衰退的擔

憂。這樣的環境足以讓聯儲會主席傑羅姆·鮑威爾和其他貨幣當局暫停更多貨幣刺激措施。高盛集團執行長在接

受採訪時表示，隨著美國民眾幫助延長經濟擴張期，並且貿易緊張局勢看來正在緩和，美國經濟短期內陷入衰

退的可能性「不大」。 

 
恒指 ：27,492.63  +30.52                      上證綜指：2,985.91  -5.66                     道指 ：27,492.63  +30.52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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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全球軍費開支  Global Military Expense 201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military_expenditures 

 

 

        
 

 

 

 

                                                                                   

 

Singapore &  Hong Kong  (22)   Military actions 
 

The Singapore army had joined the NATO action to fight against Taliban in 2001 in Afghanistan. As for navy, they had 

joined the Joint Action to fight against Iraq in 2003. Of course for these actions, major battles were fought by US, and 

Singaporean only occupied minor jobs. In 2008, the navy joined an action in the Gulf of Aden action to fight against 

pirates, the navy was among the fleet of 40 battleship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nd missions were allocated evenly on 

patrolling in the waters. In the tsunami of 2004 of Indonesia, the Singapore navy also took part in rescue. Air Force had no 

actual act. 
 

The Singapore army and navy has been receiving there training in Taiwan, and is known as the Star Force. Battleships 

anchor in the southern harbor and army in the north, they also took part in rescue during natural disaster such as storms 

and earthquake. At first they have a yearly persons of 10,000 and now only 3,000 for some changed to Australia for 

training. 
 

For Hong Kong, no military action had taken after World War II, but the Government Flying Service is appointed by 

United Nation as the International Rescue Team of South Sea. While for individual personnel, they took part in British 

Destroyer as a cook in the Falkland Island War of 1982 and died in the line of duty (因公殉職). 
 

Rate decrease should make the USD fell, but record high of stocks made it strong again.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the UK 

would help the Tory (保守黨)win more seats in the Parliament, but next month and not now. Better refer to the multi left 

shoulder of gold chart and see how it breaks through.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498 - 1503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470 - 1475 

 

北約 

美國 

中國 

沙特 
 

印度 

法國 

俄國 

英國 
 

德國 

日本 

南韓 

意大利 

巴西 
 

澳洲 

加拿大 

土耳其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military_expendit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