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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費的經濟

在第三章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看到，只有在資源和貨

物是嚴格可分專有的條件下，才能依靠完善的市場（這意

味著具有高效率的相對價格體系，即不存在行政管制和干

預，以及確立了不減弱的財產權）與私人企業相結合的體

制，以帕累托效率水平來供給這類資源和貨物。通常只有

麵包、大米這種最終產品才能比較嚴格地滿足可分專有條

件。但是，在一個經濟體系裡，要生產出這種具有可分專

有性質的貨物，還必須使用其他資源。因此，一般地說，

對任何一個經濟體系的整體而言，通常是無法滿足可分專

有條件的。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系統的長期運行將會形成

一種事與願違的後果 — 各個局部力圖以效率原則為指南

的活動常常導致全局的浪費，而不是像人們通常所想像的

結局：看不見的手會使追求私利的個人活動自發地與全社

會的利益相一致。

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會看到，由於資源利用中的

技術性質（可更新性和可重複利用性）和社會性質（可分

性，可專有性以及外在性），實際情況變得異常複雜。其

原因還不僅在於在經濟系統中存在著按可分性和專有性來

分類的四類資源和物品，而且還在於即使對於某一具體的

貨物（如林木）而言，它也可能具有多重社會屬性。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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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這些情況及其後果，我們先從私災和公災談起。

◎   公災與私災

公災又被稱為公有資源的災難，這個概念來源於對這

樣一種現象的概括：以往在英格蘭的一些牧區，當地政府

免費向要放牧的任何人提供公地。儘管這種想法是出於一

種有益於社會的考慮，但這種規定卻有利於放牧最多的農

民，他們從公地中得到最大利益。如果一個農民不去利用

公地，那麼另一個人就會利用它。結果是農民之間的競爭

導致每個人都競相在公地上放牧過量的牲畜，直至公地由

於過度放牧而遭破壞，從而成為一種災難，即使大家都知

道只有根據最大持久性產量的原則來行事，才能保持資源

的長期生產能力，但兩個或兩個以上集團（或人）之間的

競爭（逆向競爭淘汰機制）還是使其難以實現的。

這個案例常常被用來作為批評一般公有制低效率的根

據，並做為推薦私有化解決方案的論據。然而從前文專有

性一節中，我們不難看出這種批評和推薦是缺乏根據的。

實際上，公災這一概念並不確切，嚴格地說，它只是在某

種規定和法令體系下的公有資源使用不當的災難。更準確

的提法是：開放式的資源利用方式的災難。當採用不同的

規定和法令體系時，如果在保持資源公有的前提下，實行

出售放牧許可證（可以轉讓）或出租牧場，是可以消除這

種災難的。但對於公災這一概念，我們是在這一嚴格的範

圍之內來使用的。另一方面，在這種公災的前提下，如果

還有一個不受管制和干預的畜產品市場，情況可能更加糟

糕，結果必然是使過度放牧和資源破壞更趨嚴重。相反，

如果畜產品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如國家以較低的價格壟

斷收購），倒可能減輕公災的程度。當然這不是我們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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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建議，而是想以此說明不同組合的可能後果。

令人費解的是，在上述過度放牧的案例和不確切的公

災概念到處流行的時候，沒有人提出私災這一概念，現在

讓我們來看看這方面的情況。假設存在一個完全擁有開發

鯨魚能力的獨家私人公司（或股份聯合公司）來管理和利

用鯨魚資源（只考慮單一種群：南極白長鬚鯨）。不妨設

想，由於過去的作業已經使鯨魚減少到 7.5 萬頭，這時能

保持種群持續生產能力的最大持續產量（MSY）為每年大

約兩千頭，也就是說當每年捕獲量大於兩千頭時，將會使

種群萎縮直至滅絕。假設一條白長鬚鯨的市場價格為一萬

美元，若按 MSY 原則行事，每年可將獲得兩千萬美元的

收入。但是捕鯨公司還可以不顧保持種群持續生產能力的

可能性，決定立即捕獲剩下的 7.5 萬頭鯨魚。現在再假設

在一定意義下全部捕光是可以實現的，並忽略在短時間內

處理幾百萬噸鯨油導致市場價格下跌的問題，那麼該公司

將獲得 7.5 億美元的總收入。即使保持按每年 5% 的利率進

行其他行業的投資，7.5 億美元將獲得年利潤 3750 萬美元

（如按 10% 的利率計算則為 7500 萬美元，近於兩千萬美元
的四倍）。根據這些粗略的計算，採用滅絕白長鬚鯨種群

的策略遠比採用 MSY 策略為優。實際上，資源種群的所有

者傾向於把種群看作為資產，這對於不可更新資源和可更

新資源都是同樣正確的。因此，他希望自己的資產以正常

的利率贏得紅利，否則所有者必將設法清理這些資產。這

個結果被認為是資源經濟學的第一個基本定理，是由霍特

林在 1931 年建立的，又稱霍特林定理。
①

在上述案例中，財產權是不減弱的（獨家私人企

①   C. W. 克拉克：《數學生物經濟學：更新資源的最優管理》

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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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價格是未受干預的，因而是高效率的，資源是可分

專有的，結論是該系統達到了帕累托效率。然而，實際的

結局則是某一種群的滅絕。霍特林定理對於「低級」資產

是普遍有效的。當由某種資源的最大持續產量所能獲得的

盈利率低於市場利率時，則稱其為「低級」資產。現在我

們可以將霍特林定理簡潔地概括為：對於「低級」資產，

在價格不受管制，資產是可分專有的，並且是私人所有的

（即確立了不減弱的財產權利體系），從而市場是完善的

條件下，所有者對該資產採用滅絕式的開採方式，是帕累

托效率意義上的最優方式，資源私有者沒有保護資源的動

力和激勵。因此，我們也稱這個定理為霍特林私災定理。

它描述了私有資源的災難，即由於資源的私有與完善的市

場相結合的體制，導致資源過度開發和破壞；而且，資產

的低級程度越高（即其最大持續產量的盈利率低於市場利

率的差越大），則這種類型的過度開發和破壞的程度也就

越高。

現在我們放棄獨家私人公司完全控制捕鯨業的假定，

因為根據前述有關專有性的分析可知，對於像鯨魚這類

資源，由於其本身固有的自然特性，不適於對其規定專有

的財產權。因此，更為現實的假設是：規定任何國家或公

司將免費自由進入這個行業。這是一個沒有任何限制的

規定，它導致了與私災相對應的另一個極端：完全非專有

的、不屬於任何人的狀況。讀者一眼就會看出這就是前述

公災的狀況，其結局是一望可知的。

現假設鯨魚產品市場是沒有任何管制和干預的，從而

價格是高效率的，但財產權已不是不減弱的了。這時鯨魚

將是一個完全開放使用的，或屬於不受任何管制的共有資

源。開放式資源的經濟理論是由高當在 1954 年建立起來

的。高當（H. S. Gordon）關於在開放式資源中有「利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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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結果，被認為是資源經濟學的第二個基本定理，又

稱為高當定理，它補充了霍特林關於私人佔有資源種群的

定理。由於對相當多的生態資源無法規定專有的財產權，

因此在這些情況下，高當定理可能是更為重要的。這個定

理有許多重要的結果：開放式開發比利潤最大化經營更加

普遍，並且更可能導致不利的生物學後果，包括滅絕的可

能性；需求的增加會促使開放式資源受到更加強烈的開

發，一旦超越了 MSY 水平，生產水平會逐漸降低；技術上

的進步提高了開發效率，然而卻可能產生進一步降低生產

力的相反效果。②

從抽象的觀點看，開放式開發可以當作貼現率為無窮

大的私人最優管理的極限情況。也就是說，當貼現率 → ∞ 

時，霍特林定理與高當定理等價。從直觀上看這是明顯

的，因為在自由進入的開放式開發中，由於過度進入所導致

的激烈競爭阻礙了為未來而實行保護的熱情（更明確一點

說，只顧眼前就意味著高貼現率，當近視的距離 → 0 時，

貼現率 → ∞）。因此，如果採用了高貼現率，那麼由於

開放式開發所造成的許多不利條件也可以在私人所有的情

況下出現。就捕鯨業和林業而言，年貼現率（或市場年利

率）達到 10% 已足夠對資源保護產生嚴重的影響或造成

破壞性的後果。這種影響的不可逆性（如物種滅絕後無法

再恢復）說明，開發過度是應當避免的。因此，通常認為

高利率對保護資源是不利的，然而普遍的零利率在實際上

又是不可能的。這意味著必須在有關的權利體系中，引進

保持資源的規定和限制（稱之為保護準則），才能與短期

效率（和利率有關）準則一起達到縱向的和橫向的公平 

②   C. W. 克拉克：《數學生物經濟學：更新資源的最優管理》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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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效率。

霍特林定理和高當定理顯示了如下的結論：第一，不

受任何干預和管制的市場體制未必能達到資源利用的高效

率；第二，自由市場與私人企業相結合的體制遠不是解決

資源有效配置的靈丹妙藥；第三，自由市場與開放式的資

源開發方式相結合的體制同樣弊端百出；第四，這恐怕是

最重要的一個結論：在以霍特林定理為一端而以高當定理

為另一端的中間區域裡，針對資源的特性，對完全私有和

完全開放做出若干組不同的限定，能夠形成一個廣泛的財

產權利體系的譜系，只有它們才能形成有效保護和有效開

發相協調的局面，例如，在霍特林定理中引入捕撈率和出

售率的限制。

◎   竭澤而漁

根據有關的研究，森林在保護環境和自然的效益方面

提供的價值約佔四分之三，而提供林產品的價值僅約佔四

分之一。例如，1972 年日本的森林在涵養水源、防止水土

流失和土石崩塌、供氧、鳥類保護以及休養保健方面的作

用，每年提供經濟效益 12.82 萬億日元，相當於日本 1972

年全國財政預算總值；其中還沒有包括森林在調節氣溫、

淨化大氣、降低噪音等方面的環境保護作用。③  以 1 比

300 的匯價計算，約合 430 億美元（當年美元價格）；以日

本的森林覆蓋率為 60% 來計算，則每公頃森林的生態經濟

效益約為二千美元，這相當於 1980 年的四千美元（每畝約

266.6 美元），而其提供的林產品價值約為 1333 美元 � 公

頃（1980 年美元，每畝約 89 美元）。

③   夏偉生：《人類生態學初探》第 124、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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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森林還是在不斷地減少：在 1958 年，森林

約佔陸地面積的四分之一，到 1978 年則降至五分之一，④ 

在 20 年中減少了六億公頃以上，平均每年減少三千萬公

頃，按等差數列計算，20 年損失了生態經濟效益 25.2 萬億

美元，每年損失 1.26 萬億美元（1980 年美元），這絕不

是一個小數目。這種事情之所以能夠發生，可以從幾個方

面來解釋。首先，假設森林只有提供林產品的功能，由於

多數林木在這方面都是「低級」資產，那麼根據霍特林定

理，就不難理解這類現象能夠持續發生的道理。

其次，如果考慮到森林的生態經濟效益，那麼森林絕

不是「低級」資產了。如果以其自然生長率 5% 來計算，加
上其生態經濟效益，則森林的「廣義贏利率」高達 20%，
這比通常的 10% 的市場利率要高出一倍。雖然森林作為

一種有形的木材資源，是可以作為可分的專有資源來看待

的。但是就其保護環境的效益而言，顯然是不可分的非專

有資源。從這種角度看問題，森林這一資源或貨物兼有可

分專有的和不可分非專有的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部分。對

於這樣一種資源，企圖以私有制與自由市場相結合的體制

來解決上述每年 1.26 萬億美元的損失是根本無濟於事的，

根據霍特林定理，這只能導致森林資源的加速滅絕。對於

私人企業而言，具有可分專有的部分只能是森林的低級資

產部分：有形的木材資源部分。

因此，下述現象是不難理解的：對於森林私有者而

言，他所能分享到的森林的生態效益相對於其他人幾乎可

以忽略，或者說破壞這種效益所招致的損失分攤到他個人

身上的部分小得幾乎可以忽略；另一方面，由於這方面的

效益或服務具有嚴格的不可分的非專有性質，因此他無法

④   夏偉生：《人類生態學初探》第 124、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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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他人為得到這種效益或服務而付費。所以他的唯一抉

擇就是不斷地砍樹，而根本沒有保護資源的動力，即使是

在他認識到了這種效益對於人類的重要性時也是如此。解

決這種矛盾的辦法，是不能夠靠徹底地採取私有化方案

的，因為這種資源的性質決定了它不可能徹底地私有化。

比較有效的辦法就是限制採伐率或出售率。這必然形成另

一種權利體系，例如，在完全私有的基礎上規定上述限

制，就意味著對私有產權進行限制。

現在我們轉向對耕地資源進行分析。耕地是一種橫向

可分專有資源，同時又是可更新的資源，它與森林一起構

成了地球上生命能夠持續存在下去的兩大支持系統。那麼

耕地與土壤的狀況如何呢？以美國為例。到 80 年代初為

止，美國的農民和農業部每年花在控制耕地土壤侵蝕上的

費用都在十億美元以上，其中農戶和農業部約各佔一半。

儘管如此，1982 年進行的一項詳盡的土壤情況調查表明，

美國每年由於水蝕和風蝕要喪失 31 億噸表土，超出可承受

水平 20 億噸，美國農民每生產一噸糧食就要喪失六噸表

土。⑤ 與 1977~1978 年的 15.3 億噸相比，表土流失量增加

了一倍。⑥

美國的耕地基本上都是私人所有的，根據耕地資源

的專有性質，應該說確立了專有的財產權是不成問題的。

美國的農產品市場是很少受到管制的，在這些條件下，該

系統的運行應該是高效率的，然而上述情況應該如何解 

釋呢？

70 年代中期世界小麥價格急劇上漲，美國夏季休閒

⑤   萊斯特．R. 布朗等：《經濟社會科技 — 1988 年世界形勢述

評》第 248 頁。

⑥   萊斯特．R. 布朗等：《縱觀世界全局》第 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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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從 1969 年的 1700 萬公頃減少到 1974 年的 1300 萬

公頃。美國土壤保持局局長肯尼斯．格蘭特為此警告農民

說，減少休閒土地會造成嚴重的風蝕和塵暴。他告誡農

民，千萬不要受空前的小麥價格和短期收益的誘惑，因為

他們將以長期失去土地生產力為代價。1977 年的全國資源

普查表明，在種植小麥的州，如得克薩斯和科羅拉多州，

風蝕遠遠超過允許的限度。⑦

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土地的長期生產力是無法專有化

的，以及耕地具有縱向不可分性。儘管耕地產出的小麥、

玉米是可分專有的，然而把耕地及其產出做為一個複合體

系來看，其可分專有性就大大減弱了。在這種情況下，私

有農戶首先對與可分專有部分有關的信號做出反應，就不

足為怪了。另一方面，土地的長期生產力的淨現值很低

（因為形成一寸表土往往需要大自然「工作」幾百年的時

間），就此而言，表土這種長期生產力是一種「低級」資

產，當土地產出的價格一旦迅速上昇，就會出現過度開

發 — 損失長期生產力 — 的情況，這已為當貼現率 → ∞

時，霍特林定理與高當定理的等價所描述。這時，（對於

表土的）開放式開發所造成的許多不利條件就在私人所有

的情況下出現了。這就是說，除非保護土壤的措施能很快

地收效，否則在利潤較小的高度競爭的市場中，誰採取保

護土壤的措施誰就可能破產。

在 1984 年前後，全世界農田的土壤流失量估計為 230

億噸，已超過了新土壤的形成。⑧ 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

面，在耕地與其非農用途的競爭中，耕地的農業用途更是

居於劣勢，因為這時它已是「低級」資產了。據有關文獻

⑦   萊斯特．R. 布朗等：《縱觀世界全局》第 91、97 頁。
⑧   萊斯特．R. 布朗等：《縱觀世界全局》第 91、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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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⑨ 世界耕地面積的增長在 50 年代就明顯地放慢了，

平均每年增長不到 1%，在 70 年代降至 0.3% 以下，80 年代

降到 0.2%。如果考慮到城市佔用的土地往往是好地，而新

增加的土地往往質量較差，再考慮到表土流失所致的耕地

質量下降，那麼，按一定的質量等級折算現有耕地面積，

80 年代的耕地面積可能已轉向下降。

◎   寅吃卯糧

前面的分析主要集中於可更新資源，現在我們轉向不

可更新資源。實際上，對於不可更新資源，儘管其在地質

的時間尺度上可能會繼續生成和增加，但從人類的時間尺

度上看，這種「最大持續產量」與零沒有差別，所以不可

更新資源是可更新資源在其最大持續產量趨於零時的極限

情況，兩者的關係可概括如下：

可更新資源—→ 不可更新資源
最大持續產量 → 0

由此，我們從霍特林定理得到下述一個推論：

對於不可更新資源，在假設價格不受管制，資產具有

可分專有性，並且確立了完全私人所有的財產制度，從而

市場是完善的條件下，由於這種資產的「最大持續產量」

近於零，則市場利率越高，過度開發的程度就越高。一般

地說，市場利率是大於零的，因此從長期看，私人所有者

在不可更新資源的開發上通常容易出現過度開發的傾向，

缺乏為社會和後代保護資源的動力和激勵。

⑨   萊斯特．R. 布朗等：《經濟社會科技 — 1985 年世界形勢述

評》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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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這個推論還可以推廣到對該資源擁有完全所

有權的任何一個獨家企業（如集體企業）或聯合企業（如

股份公司），只要這個企業或公司的目標與社會目標存在

著一定程度的不一致（如公司的目標是經濟利潤最大化，

而社會目標則是為後代保持更多的資源），而不論它是否

為私有企業。應該指出的是，對於不可更新資源，這個推

論及其推廣不包括壟斷性的佔有情況。

對於高當定理而言，當我們把不可更新資源看成是可

更新資源的極限情況（在最大持續產量趨於零的條件下）

時，其中某些結論也可類似地推廣到不可更新資源中來。

例如，對於具有共同油層的油田，不加任何控制的開發

（即開放式的開發）可能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前些年，

在我國礦業（具有共同礦脈）的開發中，「有水快流」的

方針的實施，就導致了類似的後果：資源的破壞。

由於礦藏非常近似於不可更新資源，因此我們以它

為例來進行具體分析。一般說來，在其他條件不變時，當

貼現率（或市場利率）較低時，對礦藏的開採率會降低。

形象地說，礦藏所有者在市場利率很高時，會把手中的礦

藏加速開採出售，變成現金，然後換成收益率很高的金融

資產；相反，當市場利率很低時，則其所有者傾向於以實

物（礦產）的形式保存資產，從而降低開採率。這種解釋

與霍特林定理的實質十分相似。下面我們看一個更嚴格 

的推導。

考慮一個競爭模型，礦產價格為 p，開採成本為 C

（q），其中 q 為採掘率，礦產所有者的目標函數為：

Ja {q } ＝∫   e－
δt [�p －τ�q－ C�q�] d  t

現在的問題是，要在整個開採過程中，通過調節採掘

率 q�t�，使上述目標函數最大。式中τ＜0 時表示減耗津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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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率（為了刺激礦產所有者更好地利用尾礦），當τ＞0 

時表示開採率稅（為了控制開採率，按開採出的單位礦石

徵稅）；考慮開採成本函數的形式為 C�q�＝Cq＋rq2（由

於 q 為採掘率，在公式中有 q2 這一項，故越到礦山開採末

期，開採成本越是遞增）。在這些前提下，可以解出採掘

率方程如下：

p－τ－C
q�t�＝ —（1－e

δ�t－T�）
2 r

式中δ為貼現率，是一個常數。⑩

現在假設貼現率降至 ，即δ＞ 。則採掘率方程 

為 q�t�，在此式中只須用 代換上式的δ，其他都不變，

將兩式相減得：

p－τ－C
q�t�－q�t�＝ —�e �t－T�－e

δ�t－T��
2 r

現設 p－τ－C＞0，由於 t＜T（T 為礦山開採完畢

之時間），則有 e �t－T�＝1/e �T－t�，對括號中另一項

也如此，由於 e �T－t�＜e
δ�T－t�（因為δ＞ ），則有 

1/（e �T－t�）－1/（e
δ�T－t�）＞0，於是有 q�t�－q�t�＞0，

這說明有較高貼現率δ的開採率高於貼現率較低時（ ）

的開採率。讀者不難用類似方法證明當τ＞0 時，開採稅

率較高時，開採率較低。

這就說明了當貼現率高時，開採率就高，否則反之。

現在的問題是，從全社會角度看問題和從礦山所有者（私

人或集體）角度看問題有何不同。通常有這樣一種看法：

⑩   C. W. 克拉克：《數學生物經濟學：更新資源的最優管理》

第 161 頁。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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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貼現率通常低於市場利率，也就是某一局部所有者通

常更注意眼前利益（即私人貼現率更高），而市場利率反

映的是這些局部投資者的貼現率。其理由如下：礦產（排

除那些具有共同油層的油田）一般具有較好的可分專有

性，現假設已經確立了礦山的私人專有權。由於私人投資

的時間範圍相對較短，例如，從礦山到廠房設備投資，其

服務率限一般在 20~40 年之間。但對於一個社會而言，這

只不過是一代人的時間。社會要想永遠生存和發展下去，

它不得不關心某一不可更新資源能夠為很多代人繼續利用

和服務，或者至少要等到技術的發展可以用新的不可更新

資源或可更新資源（如用太陽能取代石油）來替代這種資

源。這就意味著社會更注重長遠利益，至少要考慮兩三代

人的事情，即社會的貼現率要低於私人貼現率。如果說社

會貼現率約為 4~6%，這對未來兩三代或更多幾代人只會

產生不太大的影響，因此就完全有理由擔心，在不可更新

資源的開採上，由市場決定的貼現率（一般約為 8~10%）
會大大高於長期的社會貼現率（只看一代人或看到兩代人

以上，前者的貼現率可能比後者高一倍），從而造成資源

開採過度的後果。

資源開採的短期高效率（橫向效率）條件使得市場利

息率 r 成了決定性的因素，且它又是由當代人決定的。同

時，不受干預的市場利率有一種自我保護的功能，因為若有

一些所有者不以這種短期高效率準則來行事，就會被市場淘

汰，因而市場中只能剩下照此辦事的那些人。所以，當短期

高效率條件使當代人在確立一種為子孫後代「節省」多少不

可更新性資源的標準方面，起著一種專橫的作用。這就使人

沒有理由相信，資源開採的短期高效率條件能夠用來判斷各

代人之間的公平和長期的高效率（縱向效率）。

雖然社會貼現率過度低於市場利率，有可能會造成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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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開發不足 — 過於忽視當代人的利益。但這種「錯誤」

是容易糾正的，而過度開發的後果可能幾十年或上百年都

糾正不過來，例如，森林過度開發對水土流失、沙化、二

氧化碳吸收不足的破壞性後果很難在短時期內糾正過來，

但這種單向的不可逆性直至現在也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

視。為糾正過度開發，可以對礦山開發徵收開採稅率，這

可以使私人貼現率趨向社會貼現率。要提高開採程度，則

可實行減耗津貼（即τ＜0 的情況，讀者可在上式中自行

驗證）。

對於可重複利用的不可更新資源（如金屬礦藏）而

言，如果這種資源的所有者面對的市場利率 r 大於社會貼

現率，且與資源開採過程有關的外部相關不經濟性高於與

資源重複利用有關的外部相關不經濟性，當這兩個條件滿

足時，社會最優重複利用率將高於私人市場所決定的重複

利用率。這是一個相當一般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對新

開採資源徵收開採稅，並對資源開採過程所產生的外部不

經濟性徵收污染稅，將使私人市場決定的重複利用率接近

社會的最優重複利用率。⑪

證明這個一般結論的思路如下：當第一個條件滿

足時，新開採資源的企業其產品價格將低於社會最優價

格 — 因為貼現率相對提高與價格降低具有同等效果。這

種效果從上述公式也可看出來，為保持 q�t�不變，當δ

提高時，相當於 p 下降，這將導致新開採資源的社會成本

高於企業所面臨的價格。也就是說從社會角度看應少用新

開採資源 — 因為社會最優價格高，但從企業或廠商角度

看則應多使用新開採資源 — 因為企業面臨的價格低。當

⑪   阿蘭．蘭德爾：《資源經濟學：從經濟角度對自然資源和環

境政策的探討》第 2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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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條件滿足時，那麼使用新開採資源的私人成本將進

一步小於社會成本 — 因為私人企業能轉嫁的外在成本更

高，這將使私人企業更傾向於利用新開採資源。

◎   不堪重負

由土壤、淡水、海洋、大氣、陽光和生物等組成的

生態系統，是可以忍受一定的外界壓力的，並通過自我調

節機制來恢復自身的相對平衡。這種自我調節的能力取決

於其閾值和容量。當外界壓力超過一定的限度時，生態系

統的自我調節能力就要降低甚至消失，生態平衡就要遭到

破壞乃至使整個系統解體，這個限度就稱為生態閾值。例

如，森林生態系統，每年有一臨界採伐量，超過了就會破

壞該系統的可更新性。容量是指生態系統能容納某種物質

的量，即通過系統自淨作用而維持自身相對平衡的能力；

容量大小取決於毒物（或污染物）的性質及毒性大小，以

及生態系統的抗毒自淨能力。

在生態系統的閾值和容量內，人類繁衍主要是自催

化的，人類對環境的不利影響（人 → 環境）可以被環境

吸收或自淨（這相當於彈性形變），因而可以忽略。這時

環境對人的影響（環境 → 人）是主要的，對人來講主要

是適應環境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人類的演化分為兩部

分：人的自催化和環境對人的影響。而環境不同部分之間

的相互影響（或說環境的自催化）是獨立於人類活動的，

即不受人類活動的影響。這可用圖~4 表示：

一旦人的自催化（表象是人口的指數增長）超過生

態系統或環境的閾值和容量時，人對環境的不利影響就無

法被環境吸收或自淨了，因而再也不能被忽略了，這時人

與環境的交叉催化或相互作用就成為至關重要的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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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們現在似乎已達到人類與氣候關係史上的關鍵時

刻，人類可能是第一次處於人工改變氣候的開端。這時

圖 4（a）就變成了（b）。人類的演化變成了相互聯繫的

三個部分：人的自催化，人與環境的交叉催化，環境的自

催化。

圖~4：環境與人類

這時外在不經濟性累積的不良後果就逐步顯現出來，

這可以通過圖~5 表示出來。通過我們前述的分析，可以

看到外在不經濟性的累積儘管每年都很小，但只要不斷累

積，時間一長，其作用是不可忽視的（這相當於範性形

變）。例如，森林減少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所造成的溫

室效應只要使地球表面溫度增加 3~5℃，其後果就不堪設

想。但對於一代人或幾代人而言，公眾很難感受到累積外

在不經濟性的不良後果對自己的有害影響。在逐步累積過

程中，很可能對每一代人都只產生輕微的邊際上遞增的不

良影響，因此每一代公眾都缺乏足夠的動力去制止它繼續

人 環境
（a）

人 環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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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因為一代人的時間畢竟太短暫了。

圖~5：累積外在不經濟性

而且對於以前若干代人遺留下來的累積量，在自己

這一代進行治理，並為後來若干代人造福，自己這代人支

付的費用很可能要大大超過自身所得到的收益。再加上同

代中每個人分攤的收益如此之小，以及道德風險，致使公

眾不得不只顧眼前，及時行樂 — 尋求淨現值高的營生。

同時人們常常抱著這樣的想法：前人都過來了，我們為什

麼不能過；後人也自會有辦法，何須杞人憂天。因此只有

等到累積外在不經濟性的負的淨現值足夠大，以至於治理

活動的淨現值在當時各種活動中具有最高的正淨現值時，

那一代人的治理活動才成為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治理

成本   治理收益，人們才會行動起來。但是，那時也可

能會出現第 29 天的故事。這樣一個過程可以用圖~6 來予 

以說明。

外在性
累積

閾
值

自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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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外在性累積的流程

這個過程可以從下述數字得到一定程度的驗證：一萬

年以前森林面積約為 76 億公頃，到 1862 年（蒸汽機已成

為主要的原動機），森林面積減少到 55 億公頃，減少量為

21 億公頃，平均每年下降約 20 萬公頃。從 1862 年到 1958

年，在約一百年的時間裡又下降到約 30 億公頃，減少量為

25 億公頃，每年下降約 2500 萬公頃。從 1958 年至 1978 年

（二次大戰後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在 20 年時間裡降

至 23 億公頃，減少量為七億公頃，每年下降 3500 萬公 

頃。⑫ 從 1862 年至 20 世紀中葉正是資本主義逐步發展和大

私有制確立的時期，而從 1958 年至 1978 年正是大私有制的

黃金時期，相應的各個階段正是森林減少的逐步加速期。

在這個過程中被拋棄和破壞掉的資源中的不可分非專

有部分（如森林的生態效益，一定質量的大氣等），現在看

來正是與人類未來的生存發展命運攸關的寶貴財富。人們已

經開始認識到這一點了，例如波斯特爾指出：美國蒙大拿州

⑫   夏偉生：《人類生態學初探》第 125 頁。

私有化
加速

拋棄非專有
不可分的部分

專有
可分

危害人類

外在性
累積加速

增長加速

市場化
加速

外在性
加速

超過
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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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73 年通過一項法律，允許政府機構擁有水權。目前這

個州的許多水尚未被動用。根據這一條例，大量的水得以保

留，從而保護了江河的生態系統。由於擁有這種保護權，黃

石河大量的水將永遠不得取用。法學家稱之為「公眾托拉

斯」原則，儘管目前很少使用，但它是控制用水的最佳方法

之一。遠在羅馬時代就認為，在公眾托拉斯原則中，政府

擁有水權，可以採取行動保護這種權力不受私人利益的侵

害。⑬ 這難道不是對私有產權的一種否定嗎？

在本章前面各節中，我們專門分析了生物資源、森

林和土壤資源以及不可更新資源的利用狀況，不難看到其

中的過度開發趨勢是顯而易見的。至於大氣、淡水，由於

其不可分專有性質是非常明顯的，在對不可更新資源的過

度開採和利用過程中，大氣污染和水資源（包括海洋和河

口）的污染同樣是極其驚人的，其機理與上述並無二致。

由於大氣污染所造成的臭氧層破壞，甚至陽光 — 最後一

種無稀缺性的資源 — 的可用性都正在受到影響和破壞。

看來人類現存的資源配置機制（包括財產權利體系）和發

展方式確實出了不小的毛病。

◎   真相大白

在前述幾節中，我們分析了不同類型的自然資源及其

相應的配置機制（包括產權制度，價格機制等）與後果，

現在我們可以將其與經典發展方式結合起來作一總結。

總的來說，經典發展方式的癥結就是對資源的過度利

用：一方面它是以大量耗用不可更新資源為基本特徵的，

⑬   萊斯特．R. 布朗等：《經濟社會科技 — 1985 年世界形勢述

評》第 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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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同時還造成了可更新資源的大規模破壞。資源過

度耗用的實現機制就是私人企業制度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

體制（簡稱經典體制）。

這種體制的基本特點就是：盡可能將資源複合體系

中的一切不可分的和非專有的部分拋棄掉，以便把其中的

可分專有部分盡可能地分離出來，因為只有這部分才能使

經典體制盡展所長，大放「異彩」。這大概就是經典發展

方式能在兩三百年裡迅速崛起，並在世界上確立起自己的

主導地位的奧秘。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

經典發展方式的確立又實有其根據。這就是在近代兩三百

年的大多數時間裡，那些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命運攸關的

不可分非專有資源：大氣、森林、淡水、土地、陽光、生

物等資源，確實曾是相對「無限」豐富的（特別是對於少

數早發達的國家），以致於它們幾乎「沒有稀缺性」。因

此，儘管經典體制對上述稀缺性無能為力，但由於它們還

未達到嚴重的稀缺程度，所以並未對以這種體制為載體的

經典發展方式構成嚴重的現實約束。那些稀缺性的資源

恰好具有較強的可分專有性 — 這是經典發展方式的最強

項，而不具有可分專有性的資源又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的，且所有外部不經濟性又都可拋到生態系統的閾值和容

量之內，讓其承受和自淨。一切都配合得如此巧妙，這就

難怪經典發展方式能在兩三百年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一枝

「獨秀」，氣壓千林，大展「宏圖」。

然而，對於具有幾十萬年歷史的人類而言，這兩三百

年的歷史不過是短暫的一瞬，經典發展方式的好景不長。

曾幾何時，那些沒有稀缺性的、但對人類生存發展命運攸

關的資源紛紛告急，由於外部不經濟性的累積超越了環境

與生態系統的閾值和容量，這些資源紛紛變成擁擠性資源

和稀缺性資源，而經典發展方式的載體 — 經典體制 —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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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資源的配置素無所長，很難做出適當的處理。另一方

面，近似可分專有的資源 — 主要是不可更新的資源 — 則

在經典發展方式與經典體制下，被過度開採和大量耗竭。

這就使經典發展方式與經典體制面臨著極為尷尬的局面：

面對原來無須處理、難以配置而現在又必須處理的大量資

源（主要是可更新資源），一籌莫展；而原來善於處理的

對象（主要是不可更新資源），由於數量日見枯竭，使其

用武之地日見減少 — 缺少了被處理的對象。

因此，經典發展方式與經典體制一方面自造難題，

另一方面又自毀基礎，這真是一個雙重的悲劇。可以說人

類面臨的十大環境問題：土地沙化、森林銳減、水資源危

機，物種滅絕、酸雨污染、「溫室效應」加劇、臭氧層破

壞、土壤流失、有毒化學品污染、垃圾成災，在極大程度

上無一不是經典發展方式與經典體制對人類的「厚贈」，

這正是大自然在對其進行清算總賬的表現。

現在我們來看一條消息：由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

提出的一份分析報告，預報了從現在到 2040 年的歐洲自

然環境變化趨勢。報告指出，歐洲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包

括：土壤繼續酸化，水和空氣質量進一步下降，有毒化學

物的排放已達到危險水平，大氣緩慢變暖對農業和陸地上

的水系以及季節變化帶來的不良影響等。在中歐地區，硫

酸沉積的濃度已高出安全標準十倍。報告警告歐洲各國政

府，若不儘快採取行動，改變現有經濟發展模式和一些生

活方式，那麼隨著化學毒物、硫酸等在土壤、濕地中的積

累和在河湖及入海口的沉積，這些「化學定時炸彈」的爆

炸將難以避免，到時將會帶來更大的災難。
⑭

但是這裡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儘管上述問題主要是由

⑭ 《中國科學報》198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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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家中所實行的經典發展方式及經典體制造成的（例

如，美國人口為世界人口的 5%，但向大氣排放的二氧化

碳卻佔全球排放量的 25%），但是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

存在著類似問題，而其根據則有不同。這就是：將經典的

發展方式與開放式的資源（包括可更新資源與不可更新資

源）開發方式相結合。本來，從理論上說，在以公有制為

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裡，能夠比以私有制為主體的資本主

義國家更好地處理不可分的非專有資源。但由於以往的公

有制缺乏一系列具體有效的法令和規定，及以此構成的一

個以共有財產為基礎的權利體系，因此導致了近似於開放

式的資源開發方式和強調增長相結合的局面。如果說霍特

林定理是對經典發展方式及其基礎 — 經典體制 — 的速

描，那麼高當定理則是對目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方式及

其基礎 — 開放式的資源開發方式 — 的快照。

尤其令人擔憂的是，對於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如果在

開放式的資源開發方式之上再加上市場機制，並繼續實行

經典發展方式，這三者的結合很可能是一個極其不好的組

合。因為這個組合不僅沒有揚市場之所長 — 易於處理可

分專有資源，反而會用市場之所短 — 在權利體系不完善

時的逆向競爭機制與過度開發機制。這個問題屬於「三體

問題」中的內部構造問題，無法在本書裡深究。下面我們

僅對市場體制之短略作描述。

由於人類系統的時間尺度與上述不可更新資源形成的

地質時間尺度有著數量級上的鉅大差別，而在人類現有的

資源分配制度中卻基本沒有表現這種差別的機制，由此造

成了鉅大的後果。

例如，對於價格和供給之間的一般關係而言，如果

供給減少，價格就上漲。換言之，隨著價格的上漲，在短

期內可能增加利潤，於是進一步提高了對已經過度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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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的開採慾望，使資源開採完全達到不能恢復的程

度 — 至少在人類的時間尺度上看，是不能恢復的。

最困難的問題是供求關係無法考慮長程性的時間因

素。由供求規律決定的價格是以目前的可用性為基礎的，

它既不能預見，也不能防止將來的短缺。而實際上，即使

有哪一個生產者根據最近幾年將出現的短缺，企圖提高礦

產品的價格，都要受到只關心短期利益的競爭者廉價出售

的挑戰，或以哄抬物價而被訴之法庭。因而價格不會上

漲，直至短缺突然到來，以致不能在所要求的時間裡對重

新利用或尋找代用品起刺激作用。

危險在於利用資源的指數增長能夠非常迅速地把資源

耗盡，以致從開始感到資源短缺到變得匱乏這段時間是這

樣的短，甚至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採取諸如尋找和安排代用

品及重複利用等緩和措施。當前的資源分配制度無法有效

地解決這種根本性的問題。

經典經濟理論以這種制度為前提，也根本沒有考慮到

後代的需求。在認為看不見的手會把一切事情辦好的看法

的背後，隱藏著這樣的信念：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

實際上，就所有的自然資源而言，我們的後輩天生就比我

們窮得多。

因此，像市場價格這樣一種資源分配制度，由於其調

節的時間尺度是人類的時間尺度，因此從本質上說是無法

與資源形成的地質時間尺度相協調的。有些學者認為當前

的資源問題不是市場本身的缺陷造成的，而是由於很多資

源（如空氣）尚未徹底私有化而致，因此，必須把一切資

源私有化 — 美其名曰內部化。⑮ 而實際上，在很多私有

資源上，近百年的歷史已說明這種想法純屬無稽之談（姑

⑮   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第 2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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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談很多資源內部化的成本是極高的）。私有制加市場

機制遠不是解決人類基本問題的靈丹妙藥。

現在可以回答經典發展方式的前提條件和實現機制

了。首先，那些最早發達的國家實際佔有著在人類時間尺

度上可看為近似無限的、世界性的自然資源，這當然是建

立在少數國家對國際資源的經濟或非經濟的剝奪之上的。

這種獨特的資源性質及其實際支配格局就是經典發展方式

的基本前提條件之一。這就註定了這種發展方式只對少數

國家有實際意義，對多數國家則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對於

整個人類將是災難性的。例如，假設 2000 年有 70 億人有

像現在美國人一樣高的人均 GNP，環境污染總負荷至少會

是現在的十倍。⑯

多數發展中國家不應該再幻想達到近幾十年來美國

的物質生活水平。佔世界人口不到 6% 的美國人維持目前

的生活水平，耗費了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世界礦物資

源年產量。因此，即使完全重新分配了世界資源，經典的

發展方式在客觀上也不可能是普遍適用的。道理很簡單，

這種發展方式的前提條件 — 資源條件，對於世界上大多

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壓根就不存在。即便是對於少數發達國

家，這種條件還能持續多久，也頗值得懷疑。一旦不可更

新資源耗竭的局面不可逆轉，由揮霍性增長所積累下來的

長期矛盾，將大白於天下。

其次，現行的資源分配制度（包括市場分配機制以及

私有制），由於其時間尺度的根本限制，對在地質時間尺

度上形成的資源價值大大地低估了。實際上，供求達到平

衡的、沒有任何干預的市場機制極大地扭曲了資源的超長

期相對稀缺程度的量度，因而鞏固和加速了今天我們所看

⑯   米多斯等：《增長的極限》第 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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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由經典發展方式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對於這種超長程

性質的人類基本問題，看不見的手不僅用處甚微，甚至有

害無益，它只是在事情累積到極為嚴重時，才把其後果突

然顯示出來。而有些極為不利的不可逆變化卻註定要在長

期中影響人類的未來，而消除其不利影響需要人們付出更

大的代價。

近年來，聯邦德國、日本和英國都紛紛採取措施來

提高新汽車的節油性能。聯邦德國的汽車生產者在 1979

年石油漲價時，同意把他們新生產的汽車節油能力提高

10~20%。日本在同一年通過法令規定，到 1982 年新汽車

的平均耗油量要控制在每加侖 32 英里的水平。這既不是

間接控制，也不是經濟手段，而是以法律為基礎的直接干

預，其目的無非是把純粹市場機制所扭曲的價格再扭曲過

來。這對於那些迷信看不見的手的人（他們認為任何干預

都會扭曲價格，從而使資源配置效率降低）真是極大的諷

刺。這些事例不過說明了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式和水平是以

其對自己未來的認識水平為基礎和加以量度的。

◎   揮霍與增長

隨著更多的人們認識到不可更新資源的有限性，以及

這種資源的迅速耗竭，一些經常掛在人們嘴邊的常識和概

念也開始有了不同的含義，例如，對於什麼是進步，什麼

是生產率 ⋯⋯ 等等看法，開始產生了不同的理解。

然而對於應該減少資源消耗增長的各種建議，經常

會遇到這種振振有詞的反駁：「你不能阻止進步」。實際

上，人們經常混淆進步與揮霍性增長的鉅大差別。在不可

更新資源消耗與可更新資源破壞的後果還不十分明顯的時

候，這種鉅大的差別被層層迷霧掩蓋了，以致於人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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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二者作出明確的區分。

人類終究必須根據某些期望的目的來確定真實的前

進目標。離開了對於生活的意義和方向這類基本問題的判

斷，人們的前進目標就難免模糊不清。每當人類面臨困境

和挫折時，對於人是什麼，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 等等這

類有關人類生存和發展方向的基本問題的爭論，就會再度

興起。

與在特殊條件下形成的經典發展方式一起演進的人生

哲學和文化基礎，把人類生存的根本目的說成是滿足所有

可能的物質需求，卻不管這種需求有多少意義。而揮霍性

增長又恰恰在於它不考慮增長的方向和質量。

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應該全面地重新審查我們的努力方

向和程度。看看這種努力是在資源限定的範圍內繼續改善

人類的生活，還是僅僅為了滿足短期利益和利潤的增長而

導致資源的枯竭和經濟的崩潰。為此，是否需要改變我們

的生活方式，使其有利於人類社會和文明的近一步發展，

而不是陷入更深的困境。下面的例子為這種重大抉擇的含

義提供了進一步的說明。

在西方，生產牛肉的工業界要使人們相信，在過去

一些年裡，牛肉的消費朝著高水平的趨向發展是「進步

的」。但是，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伴隨著大量牛肉的飲

食而大量地吸收飽和脂肪，是引起心臟病、肥胖症和其他

失調症的主要因素。此外，發展牛肉食品必需增加穀物的

生產，這就大大增加了侵蝕、沉積、來自傳統的營養物污

染以及土壤流失。顯然，任這種趨勢繼續發展，對個人和

社會都毫無好處。相反，如果根據人們食用數量的需要來

發展，使食物比較平衡，既更有益於健康，又減少對環境

的影響。

又如超音速運輸機也作為「進步」的一個標誌而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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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而反對它的人則被指責為進步的絆腳石。然而，這

種運輸機是否合算？它比波音 747 飛機每乘客英里要多用

五倍的燃料，產生更多的污染，且起飛時產生的噪音多四

倍。這種「進步」僅使有限數量的乘客橫渡大西洋節省大

約 30% 的時間。另一方面，往返機場的快速鐵路系統則可

以節省能源和減少污染，可節約所有空中乘客平均總運輸

時間 30% 以上。⑰ 那麼，應該把這種運輸機看作是揮霍性

增長，還是進步？

本書第二章所引證的事實都曾被人們冠之以「進步」

二字，但在今天看來，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應屬於揮霍性增

長，而並非進步。與此相反，任何能使人們用更少的資源

作相同功率或功能的變化，才應被看成是進步的。

實際上，減少資源耗費的增長，並不意味著拋棄科學

技術或者恢復原始生活方式。事實恰好相反，導致資源耗

盡和引起經濟崩潰的揮霍性增長，卻是最可能使社會倒退

到原始狀況的。而認清限制資源利用的意義，減少揮霍性

增長，使人類自身適應於在資源限定的範圍內生活，才是

使人類文明繼續發展的辦法。

不斷透支的經濟  現在來看一個案例，我們可以通過

它對近代經濟增長中的揮霍性部分作出數量上的測度。世

界資源研究所在 1989 年 5 月 19 日於華盛頓發表了一份研究

報告，⑱ 對用國民生產總值（GNP）年增長率來衡量國家

經濟增長的方法提出挑戰，因為 GNP 並未考慮到自然資源

耗竭這個因素。

由該所高級研究人員里佩托撰寫的以印尼為研究案例

⑰   B. J. 內貝爾：《環境科學：世界存在與發展的途徑》第 359

頁。

⑱   轉引自《科技日報》1989 年 5 月 24 日。



977966

   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

的這份報告指出，採用 GNP 衡量經濟增長的傳統方法，實

際上誇大了真正的經濟發展。例如，印尼在 1970~1984 年

間，GNP 年平均增長率為 7%，但當扣除森林、表土和礦

物燃料耗竭等資源消耗指數時，其經濟增長率僅為 4%。
里佩托在《被濫用的資產：國民收入賬戶中的自然資源》

的研究報告中說：「目前我們衡量經濟增長的方法是騙人

的」，「這些方法沒有像看待其他種資本或資產那樣來看

待自然資源」。

該報告指出：「人們將建築物和設備等人造資產看做

是固定資產。在估價國民收入時，通常要考慮到固定資產

折舊率。但是，對自然資源人們就不這麼看，一般說來，

國民收入（等於國民生產總值減去固定資產折舊）不計入

這些資產的損耗。」按傳統方法計量，印尼每投入 3.5 美

元，其經濟效益為一美元。從 1970 年到 1984 年，如果考

慮到自然資源的耗竭，則每產生一美元收益需投入十美

元。里佩托稱：「沒有一家公司能長期通過出售其固定資

產的方法，來向職工發工資。但是很多國家卻躲在騙人的

統計數字的幕後，做上述類似的事情」。

世界資源研究所發表的這份研究報告，向用資源籌

措建設資金的國家的政策制定者發出警告：忽視自然資源

的耗竭，誇大經濟增長率數字，可能會使長期規劃和發展

失敗。里佩托認為：「那種採用環境赤字來籌措資金的方

法，從表面上看，增加了收入，實際上財富卻減少了。」

當讀者看到這裡時，會作何感想呢？如果人們看到一

個人在靠變賣祖宗留下的家產過活時，一定會說他是個敗

家子。但是當人們看到一個國家或民族在做著同類的事情

時，卻異口同聲稱讚那個變賣得更快的是個好樣的。應該

如何來解釋其中在邏輯上的鉅大矛盾呢？

在上述印尼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癥結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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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P － 固定資產折舊＝國民收入＝消費 ＋ 投資，這個公

式意味著，只有國民收入才是可以用於人們生活消費和新

增投資的部分，因為只有足夠的折舊資金才能使已形成的

固定資產保持完好（這是保持簡單再生產的基本條件），

因此，折舊是不能用於消費和追加投資的。同樣的原理如

果用在自然資源（或自然資產）上，則應在國民收入中再

減去自然資產折舊，即在國民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錢用於補

充自然資源的消耗，以使其完好如初。然而在人們把這部

分自然資產的折舊當做「利潤」來使用和消費時，人們實

際上是在向自然環境透支。這種縱向的外部不經濟性一旦

累積起來，必將產生鉅大的惡果。在印尼的案例中，透支

部分與真正增長部分約各佔一半，也就是說自然資產的折

舊被當作「利潤」消費掉了，或者說在所謂的增長中有一

半是揮霍性因素。如果用這種尺度去重新衡量一下兩三百

年的近、現代經濟增長的「奇蹟」，就會發現它的「成

就」之一就是使透支率不斷加速。就此而言，我們不僅愧

對前人，而且也羞見來者。

這種透支不僅是由無知愚昧或計算錯誤造成的，更重

要的是它反映了這樣一種流行的或潛在的觀念：自然資源

是無限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只要透支率是一個有

限的數，而人類生存期限也是有限的（例如幾十億年），

當然可以盡情地透支下去。這就如同有上億個祖宗留下的

家業，而只有一個敗家子去揮霍，當然可保無虞。但是事

情卻遠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麼美妙，甚至是相反的：一個

祖宗留下的家業，卻有許多敗家子在揮霍。在前文中，我

們已經看到，絕大部分可更新資源正在變成不可更新的

了，而幾乎所有不可更新資源的耗盡期限已屈指可數。面

對這種局面，人們又將作何感想呢？人們大概只好用一句

話來搪塞：管它呢？讓後代人去操心這些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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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為內涵而建立起來的國民收入

核算形式正在崩塌這樣一個事實，反映了這種經濟學理論

實際上是一門鼓勵浪費和揮霍的學科，它所研究的基本內

容之一就是教導人們節儉是不道德的，以及如何去更有效

地進行浪費和揮霍。1776 年，當亞當．斯密出版他的經

典著作時，儘管英國森林的過度採伐已經成為一個問題，

而他卻仍然主張市場機制與利己的個人相結合可以保護森

林。如果他在九泉之下有知：在他死後的半個世紀之後至

今，正是森林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減少時，將會有何感

想？有人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生命是脆弱的，要精心地

加以維護。我們應該再加上一句話：自然不僅寶貴，而且

比生命更脆弱 ⋯⋯

重新提出問題  依託於錯誤的觀念和理論而建立起

來的國民收入核算體系，必然要扭曲效率和進步的真正含

義。且看下述似乎悖於常理的分析。

多數人都認為日趨複雜的新技術能讓效率更高的非

人類能量來替代效率低的人類能量，從而創造出更多的財

富，而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大大減輕人類生活的負擔。這就

是通常所說的進步意義之所在。這種思維方式有這樣一個

前提，即單位時間的能量流通量越大，社會效率就越高，

文明進步就越快，世界就越有秩序。

反之，如果把效率定義為減少工作量的話，那麼維

護個人生存所需的能量越大，效率也就越低。這和流行的

觀點截然相反。所謂「工作」，歸根到底就是對有效能量

的耗費。現代工業化社會的每個成員為了維持生命所必需

「用完」的能量比一百萬年以前的人要高出一百多倍。如

果我們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用機器代替了人力勞動，工作

量就因此「減少了」，那就太可悲了。

直到目前為止，人們都是根據每個產量單位所需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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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給生產率下定義的。前些年，曾有人研究，生產一輛汽

車究竟要費多少能量。該項研究表明，生產汽車實際耗費

的能量要比所需要耗費的能量多好幾倍。為什麼要多費能

量呢？因為要使汽車更快地離開生產線。在現代工業經濟

中所浪費的能量，很大部分是為加快速度所付出的代價。

只要生產率仍然按照單位產量速度來量度，將資源轉

成經濟效用的過程就要耗費不必要多的能量。然而，只要

還有足夠的礦物燃料和那些形成、維持工業化生產方式的

金屬礦產，用單位產量速度來解釋生產率就還是合乎邏輯

的。但由於現有的物質能量基礎已日趨枯竭，以前經濟活

動的熵正以超出本系統吸收能力的速度累積起來，為了適

應熱力學效率在生產和消費的經濟過程中的要求，經濟學

家將要對他們的生產率觀念作出重大改變。

當人們看到一輛汽車時，從以往的觀念出發可能會

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應如何改造馬達，使它作更多的

功？」現在，我們則可能提出完全不同的問題，如：「我

們的生活果真缺少了汽車不行嗎？」「汽車是否有助於提

高我們的生活、健康和文化水平？」「今日的汽車是否剝

奪了下一代維持生活的能力？」如果一件事首先是不值得

去做的話，那麼這件事的失敗及成功的程度就不足掛齒

了。如果汽車不值得被人們擁有，那麼用一加侖油跑 20 英

里和跑 50 英里的汽車就毫無區別了。

上述幾段話引自於文獻，
⑲ 儘管該書作者在某些方面

可能有失偏頗，但其仍不失為西方學者對經典發展方式所

做出的最為徹底地審查的範例。

實際上，在存量資源還相對豐富的年代裡所形成的物

質經濟和經典發展方式，的確是消耗越來越多的東西來製

⑲   傑里米．里夫金等：《熵：一種新的世界觀》第 2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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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越來越少的東西，那些目前收縮和衰退得最厲害的產

業 — 所謂夕陽產業，正是那些過去浪費和揮霍得最厲害

的工業。一旦存量資源迅速耗竭的局面已經不可逆轉時，

立於這個基礎之上的技術體系、發展方式和觀念構架還能

不發生變化嗎？試想在這種情況下，分別用十卡和一卡礦

物能量獲得同樣一卡食物能量，兩者哪個更有效率或更經

濟些呢？這真有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的味道。

看來，人們應對進步給出如下的新定義：在使可更

新資源不受破壞的基礎上，根據人類的基本需要和發展需

要，並在資源限定的範圍內，用比以往更少的不可更新資

源的消耗，達到和以往同樣的可更新資源利用水平，以滿

足人類的基本需要和發展需要。只有這樣的變化，才是真

正的進步。這似乎應該成為新發展方式取代經典發展方式

的基本原則。

總之，儘管新的發展方式還有很多不明確和極易引起

爭議的問題（我們將在後文中予以討論）。然而有一點卻

無庸置疑，那就是面臨著可更新資源的破壞日益嚴重和不

可更新資源的迅速耗竭，在工業化時代所形成的常識和基

本概念，如經濟和不經濟、效率高和低等關係正在發生顛

倒。同樣明白無誤的是，人們（特別是我們這樣一個發展

中大國的人們）應該，且不得不用新的眼光和更為徹底的

看法，全面地重新審查和評價已經發生過的和正在發生著

的每一件事的意義和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