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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後初期，財政政策方面還是相當積極的。政
府內部達成了廣泛的共識，認為有必要實施彈性的財
政政策以穩定經濟，而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也對自己運
用財政槓桿「微調」經濟的能力充滿自信。
財政行動主義的熱愛者忘記了由此而引起的一種
極為重要的行為偏向：無論個人還是政府都更傾向於
無原則的妥協而不是紀律和約束。這種不對稱在政治
領域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也蘊含著極大的風險。減稅
成了家常便飯，而增稅或削減政府開支則會影響選票
數量。幾乎從來沒有一個強勢的政治團體主張增稅或
削減開支，在減稅討論時甚至連棄權都不敢。
伴隨上述問題而來的則是財政政策過熱⋯⋯90 年
代早期的商業衰退是這方面的一個很好的例証。除日
本之外，所有的主要工業化國家都是靠著鉅額的預算
赤字並且揹上數目鉅大的政府債務之後才實現了此前
的商業擴張。那些卸任的官員給繼任者留下了棘手的
難題。幾乎每一個工業國家都發現，財政政策已經沒
有餘地了。其結果是，激活經濟增長的任務落在了貨
幣政策頭上。1

6.1 宏觀調控窮途末路
在同樣的政治壓力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一樣，
也走上一條只鬆不緊的不歸路。本來，美聯儲用貨幣供應
調節經濟，「應當釘住一個目標，即必需品價格水平的穩
定，而不應該去過問股票市場。」然而，宏觀調節越來越
無法迴避「財富效應」對景氣的決定性影響。「我們不再
使用一種一元的標準（貨幣供應）了，我們現在位於股市
的標準之上，而聯邦儲備看起來有責任保持股市上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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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許多美國家庭擁有鉅額的儲蓄存款，聯
儲加息的決定將令他們受益。可是今天，他們卻惟恐
利率調高危及自己手上的股票價值。商業企業大都不
喜歡緊縮的貨幣政策。後者很可能導致銷售下降，利
潤萎縮。與此同時，在政治領域中，從最保守的到最
自由的，沒有一派喜歡聯儲採取緊縮政策。3
格林斯潘冰雪聰明：1996 年，口頭警告「非理性繁
榮」；1999 年，堅決保證不會跟市場過不去：
如果資產泡沫已經發生，或哪怕只是即將發生，
適當的調整性的貨幣政策無疑至少可以部分減輕其對
經濟的影響。很顯然，如果有辦法阻止或減小正在發
生的泡沫，那我們的日子就會好過得多。但是，識別
一場正在形成中的泡沫也許是中央銀行所面臨的最艱
鉅的任務之一，這意味著它自己對基本面的判斷將同
數百萬投資人的意見相對抗。4
資本市場冰雪聰明：冰雪聰明的格林斯潘，肯定不敢
「同數百萬投資人的意見相對抗。」
60 年前，本傑明．斯特朗曾一語中的：「對付任
何此類危機，你只需開閘放水，讓金錢充斥市場。」
事實上，這也正是格林斯潘所做的。5
由於全球經濟穩定現在都維繫在美國經濟的繼
續擴張上，因此幾乎沒有人認為，美聯儲主席會突然
轉變過去的套路，完全放任市場的自發運行力量。正
如評論者所稱謂的，「格林斯潘的推動」— 關於格
林斯潘會採取反向措施以阻止市場下滑到某一點的假
定 — 成為金融活動的基本假定。6
放鬆貨幣的主要目的是提高金融資產的價值，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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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亦然。
隨著時間的推移，聯儲在穩定市場方面的成功紀
錄將會使各類投資者滋生出一種新的態度，這有點類
似於存款保險，你可以寄希望於中央銀行擔保市場。
這種心理將導致金融運行更加失去平衡。承擔風險的
膽量也會越來越大。7
在格林斯潘和魯賓的指揮下，美國人有錢都不存
銀行，而是買股票，大家都寄希望於科技股票，像押
寶一樣。8
圖~12：以黃金和美元計價的石油價格，1945~2005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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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塗克、魯賓諾：《美元失色，黃金發熱》第 70、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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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用寬鬆的貨幣供應滋潤金融市場，得到各國中
央銀行熱烈響應。美元霸權的直觀含義是，「美國作為主
要貨幣儲備國，擁有無限的美元儲備。」美國對外負債越
多，美元貶值的誘惑力越大。 10 雖然美元與黃金脫鉤，各
國中央銀行無可選擇，75~80％ 的外匯儲備還是美元。11 誰
也不希望美元貶值，更何況美國市場是亞洲、南美出口導
向的衣食父母。無可奈何，不管是主動貶值競爭還是被動
金融危機，各國貨幣只能「跟牌」，與美元一塊兒水落船
低。12 美聯儲印刷機猛轉，各國中央銀行印刷機猛轉。13 貨
幣經濟高燒不退，金融市場火爆沸騰。
美聯儲和市場，兩個冰雪聰明「大眼瞪小眼」，日夜
兼程趕印鈔票，30 年時間過去，奔到零利率的南牆。貨幣
經濟不可持續發展，兩極分化需求不足無藥可醫。流入美
國的長期投資驟減，短期投資攀昇（附表~3）。14 終於，
一往無前的股市馬失前蹄，新經濟照舊蕭條了。2000 年 6 月
到 2001年 4 月，製造業生產工人裁員 50 萬。15 2001 年 3 月
到 2003年 6 月，全國企業裁員 210 萬。 16 財政貨幣雙管齊
下，猛注「強心劑」，市場無動於衷。2002 年 3 月，黔驢
技窮的美聯儲，情急之中，鄭重其事，考慮採取「非常規
緊急措施」— 印美鈔買股票托市！17

6.2 和平發展主題變奏
如果長期蕭條會遏制國際商業企業的動物本能，
那麼美國將是最後一個遭受蕭條痛苦的國家。軍事、
政治以及經濟上的主導地位使美國有能力享受這種豁
免權。18
怎樣「豁免」？單玩紙幣玩不下去了，美國政府「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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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另一個制高點。好不容易冷戰結束，好端端的和平發
展，美國總統突如其來，宣讀一連串「邪惡軸心國家」，
以反恐名義窮兵黷武，增加軍費開支，發展軍工刺激經
濟、鞏固政治、凝聚人心。 19 絕渡逢舟，正瞌睡送來個
枕頭，「9.11」成為美國經濟帶動全球復甦的轉折點。
2002 年以降，美國軍費開支大增，軍工企業加班加點。
「.com」泡沫煙消雲散，軍工股票奮然勃起，幾家大盤鼎力
托舉，股市回暖，經濟復甦。
圖~13：美國國防預算、財政收支差額與聯邦基金利率，1975~2005 年

資料來源：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Historical Budget Data ，2006
年 1 月 26 日（http://www.cbo.gov/budget/historical.pdf）；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6 年 1 月 4 日
（http://www.census.gov/prod/2005pubs/ 06statab/defense.pdf）；Federal
Reserves Statistical Release：Historical Data （http://www.federalreserve.
gov/releases/h15/data/Monthly/H15_FF_O.txt）。

譬如，2001 年 8 月，美國電腦設備訂單比 1999 年同期
減少 52％；2002 年 4 月，再比 2001 年同期減少 30％。與
此同時（2 月），阿富汗戰爭帶動，交通運輸設備訂單增
加 10％，非軍用飛機訂單增加 57.6％，軍用飛機訂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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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20 打完阿富汗打伊拉克，國防部採購精確制導裝置
（JDAM），1999 年 8.75 萬個，2002 年 23.8 萬個。波音原
來的設計生產能力是每月 1500 個，2001 年提高到每月兩千
個，2002 年 8 月再提高到每月 2800 個。21 製造車間開足馬
力，24 小時三班倒。22 製造業繁榮得「三班倒」，發達國
家福利社會工人貴族久違多年。結果，2002 年 3 月，美國新
房銷售減少 3.1％，耐用消費品訂單減少 0.6％。國防開支增
加 19.6％，創 35 年新高。軍工企業銷售和利潤大增，股票價
格連續五個月高於標準普爾 500 指數近 50％。23 2003 年，波
音交付民用飛機 281 架，比 2002 年（381 架）陡降 26％；軍
工收入激增 10％（增 247 億美元），軍工合同創歷史新高
（年五百億美元）。 24 除了牽扯軍工的幾家汽車，許多民
用產品製造，早都轉移日本、南韓、臺灣和祖國大陸了。25
全球範圍的產業結構調整，在美國，表現為製造業的軍工
成份越來越大。 26 如今「在美國，約有三分之一的企業與
軍工生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27 依託空前強大的軍工
化製造業，阿富汗戰爭，28 伊拉克戰爭，滿世界反恐戰爭，
一路打到 2006 年軍火出口創 13 年新高。29 美軍、盟軍、友
軍、敵軍持續增長的軍火需求，把冷戰結束的財政盈餘，
重新打成鉅額赤字。 30 美國經濟恢復「雙赤字」的健康形
態，美聯儲調頭加息了。31
美軍在三年朝鮮戰爭中投彈僅 68 萬噸，每月平均
1.9 萬噸；在八年的越南戰爭中投彈 750 萬噸，每月平
均 7.7 萬噸。而在 42 天的海灣戰爭共投彈近 50 萬噸，
月均消耗彈藥 35.7 萬噸，每月投彈量為朝鮮戰爭的 19
倍、越南戰爭的 4.6 倍。
一枚「小牛」空對地導彈造價為 10 萬美元，海灣
戰爭中發射了 5100 多枚，總值五億多美元；「麻雀」
導彈每枚 169 萬美元，海灣戰爭中發射了 71 枚，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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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億美元；每枚「戰釜」式巡航導彈售價高達 135 萬
美元，海灣戰爭共發射 288 枚，共耗費 3.9 億美元。在
海灣戰爭中大出風頭的「愛國者」導彈每枚 110 萬美
元，每個發射架價值 2700 萬美元。每枚聯合直接攻擊
炸彈（JDAM）價值為兩萬美元，造價比激光制導炸彈
還低一些，2001 年在阿富汗反恐戰爭中則成為主打彈
藥。32
2007 年初，布什總統開出 2008 年度的「總軍事預算
達 7390 億美元！」鉅額軍費開支，一分錢不能拿去炒股
票，當錢買錢、錢生錢的賭博籌碼，全部實打實的「最終
消費」，擴招、增兵、發餉、補助、療傷、退役、安葬、
撫恤，更多錢用在買軍火，錦上添花先進生產力，一艘航
空母艦「出廠價」31 億美元，一艘維吉尼亞核潛艇 27 億美
元，兩艘 DDG 1000 驅逐艦 34 億美元⋯⋯ 33
經濟學家不是講究國際分工「比較優勢」嗎？新世紀
興新經濟，轉移到中國的彩電、冰箱、洗衣機、服裝鞋類
樣樣過剩，集中在美國的坦克、軍艦、戰機、「聰明彈」
（smart bomb）才是刺激經濟的有效需求。而且，貧富越
分化，社會越動亂，衝突越頻繁，戰爭越慘烈，經久耐用
的消費品越過剩，一次性消費的軍火需求越旺盛。軍工產
品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更新換代日新月異，前後產
業關聯廣泛，物質生產的最高級形態，從來是科技進步、
經濟發展、大國崛起的驅動底盤。
遙想羅斯福當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一年之內，美
國的 1300 萬失業人口中的大部分回到了工作崗位。」34 世
界大戰之後，兩大陣營冷戰，軍備競賽你追我趕。朝鮮戰
爭、越南戰爭之後，是「里根~布什版的軍事凱恩斯主義
政策」。35 1990 年海灣戰爭，美國軍售增加 410 億美元，
61.5 萬人就業。1999 年科索沃戰爭，美國一季度的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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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到 4.2％。「軍工景氣」，屢試不爽。36 更何況小布什
今天，高科技戰爭雲遮霧罩，隱形戰機，無人駕駛，高來
高走，見尾不見首。科技進步自己的武器裝備，屠戮毀壞
別人的生命財產。除了過街老鼠恐怖主義，還有誰能夠得
著「美麗尖」呢？
2006 年美國國防部僱用了 214.3 萬人，而國防工
業特別合約公司僱用了 360 萬工作人員，相當於總共有
574.3 萬人在為美國國防部工作，這一數字相當於美國
勞動總人口的 3.8％。此外美國還有將近 2500 萬老兵。
因此可以說有三千多萬美國人直接或間接從美國的軍
事預算中領取薪酬。我們謹慎地假設每戶家庭有兩個
成年人投票，可以推算出有六千萬投票人在美國軍事
體系中有經濟利益。因此美國社會具有在政治上自動
永久地成為軍事化社會的危險。37
與美國「軍事化社會」臉對臉，中國和平發展 30 年，
「科教興國」，軍工產業「軍轉民」。 38 美國集中製造
業之精華，專門生產誰都生產不了的高科技，掙大錢。
「專家估算，一架售價五千萬美元的 F~16 戰鬥機，利潤
在 50％以上」。 39 波音~747 平均每架利潤 3500 萬美元，
按價值計，佔民用幹線飛機市場價值的 25％。買飛機的世
界各國，幾十年無怨無悔。 40 中國大量生產誰都能生產的
勞動密集型，掙工繳費，聚沙成塔，集腋成裘。2005 年製
造 70 億雙鞋，「約佔全世界的 70％」。雖然還是他國品牌
商標，全球鞋匠面臨歇業威脅。 41 一盤散沙，泥足鉅人。
大國嗟起，世人側目。算算總賬，加上港澳臺和海外華人
的 GDP，中華民族振興，似乎第一次看得見、摸得著了。
然而，蒸蒸日上繁榮娼盛，遮不住銀行壞賬積重難返。兩
極分化，腐敗蔓延，信仰危機，犯罪猖獗。中日關係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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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分裂勢力囂張。陳水扁聲嘶力竭「四要一沒有」。小
布什誤稱臺灣「共和國」，逼迫臺獨買軍火，口口聲聲不
惜用核武「保衛臺灣」。 42 一頭直接刺激美國經濟復甦，
一頭間接增加逼迫大陸改革金融的談判砝碼。通貨擴張成
「通貨緊縮」，與「9.11」事件，前後腳，合成「和平發
展」的拐點。筆者在《史無前例的挑戰》中，分析美國必
需大敵當前的社會原因。賭博新經濟走到頭，繁榮軍工復
甦經濟，是美國必需大敵當前的經濟基礎。

6.3 「世界賭場」與「世界工廠」
經過 20 年發展變化的、各種以食利性金融資本為
基礎的機構，它們不論在收入的分配還是在投資節奏
上，或是在工薪就業水平和條件方面，都可以通過操
縱金融市場活動而起著決定性作用。
這類機構包括各種銀行，並且尤其包括那些被
稱為機構投資者的組織：保險公司、養老基金、集體
金融投資公司以及為散戶服務的資產高度集中的管理
機構（互助基金），後者往往是大的國際銀行或保險
公司的信用分支機構。機構投資者通過操縱交易市場
而成為工業集團的所有者，它們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股
東所有者，其金融收益戰略與工業投資的需求毫不相
干，而且它們以極其粗暴的方式提高剩餘價值率和獲
取剩餘價值。43
「在長期計劃和穩定的情況下，真實經濟最為繁榮興
盛。」 44 格林斯潘強調：「越來越明顯的是，要使長期生
產率、實際收入以及生活標準達到盡可能高的水平，最關
鍵的因素是保持物價穩定。」 45 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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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貨幣匯率激烈波動，各國央行利率頻繁調整，工業生產
和國際貿易，從此再沒有物價穩定。 46 譬如，波音~747
六百萬個零部件，60％ 以上國外生產。「波音必須面對
來自全球各地的零件供應商，每家供應商都使用不同的貨
幣，這些百萬位元組貨幣對美元的價格波動，每秒鐘都在
進行。⋯⋯事實上，一個與全球連線、企業以全球為基礎
進行生產的經濟體，卻與那些每分每秒都在變動的貨幣連
線，這簡直是荒謬至極。」47
匯率、利率激烈變化，迫使生產企業下注金融投機，
有的斬獲甚豐，更多損失慘重。 48 無論輸贏，全不促進生
產。美國金融市場最繁榮，貨幣經濟對物質生產的不利影
響更直接。
在整個 20 世紀 80 年代，股息佔製造業公司利潤的
百分比比 70 年代的平均水平提高了三分之一，⋯⋯利
息支付佔製造業稅前公司利潤的百分比也在 1982~1990
年間上昇到 26％；而在 1973~1979 年間，這一比率只
有 13％，在 1950~1965 年間更低，只有 1％。49 實際
上，只有少得可憐的貸款真正用於改進生產手段。在
1981~1989 年間，非金融公司的貸款總額中只有 21％
用於了資本支出，而這些支出又絕大部分表現為現金
流（扣除利息、股息和折舊後的稅後利潤）。與此對
照，1983~1989 年間的 50％ 的非金融公司貸款都被用
於金融淨資產的收購上。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看似矛
盾的結果，一方面，非金融公司的貸款和負債水平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高的，但另一方面，製造業的
投資水平則跌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從 1984 年到
1989 年，非金融公司用於合併與收購的年均支出高達
1840 億美元，而同期用於非住宅固定投資的年均支出
則只有 840 億美元。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末，製造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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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債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但就實際生產狀況
而言，卻幾乎沒有出現什麼擴張。50
製造業大規模轉移，「卻幾乎沒有出現什麼擴張」，
說明美國高科技軍工化製造業，靠不受資本市場價格波動
影響的政府訂單喫飯，越發依賴高額美元儲備的亞洲，購
買美國政府債券（財政赤字）。既然如此，80 年代以來，
全球一體化的物質生產大發展從何談起？— 答案在提問
中：發達國家海外直接投資、產業轉移，「堤內損失堤外
補」。商務部統計，到 2006 年 2 月，中國累計批准外商投
資企業 55.8 萬家，實際使用外資 6310 億美元，外商直接投
資存量 2720 億美元。51 薄熙來講話，1990~2004 年，外來
投資者匯出利潤 2500 多億美元。52 這麼多利潤從哪裡來？
中國工資雖然超低，但以生產效率計，美國勞動
成本只係中國的 1.3 倍，日本係 1.2 倍；反之，美、日
兩國工資係中國工人的 25 倍。國家統計局長李德水引
述一份珠三角地區工人收入調查資料時慨嘆，該地區
民工月薪只夠每日食四碗炸醬麵！53
譬如，美國法律規定最低工資每小時 5.15 美元，最低
失業救濟每週 50 美元（最高 316 美元）。54 1980~1995 年，
美國製造業小時工資 17.2 美元，中國 0.3 美元（為美國的
1.7％）。55 譬如，在墨西哥，初級組裝工人平均實得工資
每天 4~5 美元，加上交通、伙食和管理費，公司花在一名
工人的支出每小時 2~3 美元。薩爾瓦多 1.59 美元，多米尼
加 1.53 美元，印度尼西亞 1.19 美元，中國 43 美分。 56 譬
如，紡織業小時工資，瑞士 35.33 美元，德國 27.69 美元，
法國 21.03 美元，英國 20.17 美元，意大利 19.76 美元，美
國 15.78 美元，波蘭 3.8 美元，中國沿海 1.76 美元，中國內
地 0.48 美元。57 把中國建成「世界工廠」，讓〈中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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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全球」〉！58
發達國家勞動、資源、污染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
轉移，大大降低勞動成本、資源佔用成本（包括土地）、
環境污染費用，大大提高利潤率。貨幣經濟帶來不確定性
的負面影響，讓確定的成本下降消化抵償了！由此得出結
論說，物質生產因禍得福，恐怕並不確切。全球金融自由
化（貨幣經濟）與經濟（物質生產）全球一體化，從來互
為表裡。 59 外商產業投資需要相應的金融服務，相應的金
融服務推動外商產業投資。產業資本全球化推動全球金融
自由化，全球金融自由化促進產業資本全球化。一塊硬幣
的兩面，不分彼此。從功能上說，貨幣經濟、實物經濟都
在利用技術進步、特別是通訊和信息處理技術的歷史性進
步，共同推動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兩極分化。前者展開金
融資本變革財富的分配法則，後者實現產業資本壓低生產
成本，尤其是勞動力成本。
1983~1990 年期間，法國集團財務經營盈餘已從
佔增值的 15.5％ 上昇到 28.5％。然而，這方面的鉅
額增長卻反映為工業投資增長的放慢，從增值比例上
看，工業投資從 1983 年的 15.2％（這确實是投資的一
個低點）只上昇到 1990 年的 20.4％。⋯⋯實際上，財
務經營盈餘的大量增加主要是靠對工資成本（在這一
時期，它們從增加值的 77％ 下降到 66％）實施強大壓
力才得以實現的。60
「強大壓力」有多強大？到 2005 年，法國「近十年
的平均失業率達 10％，而且平均失業率在過去 20 年不曾
低於 8％。」16~24 歲的失業率，1990 年 15.3％，2005 年
21.4％。 61 2006 年春天，一個勞動法修正案，引發全國青
年大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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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發達國家的勞工組織，為什麼經常「反」共產
黨領導之「華」，與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同道，贊成、甚至
發動針對中國的貿易制裁和人權指責？人往高處走，水往
低處流。錢買錢、錢生錢的投機賭博，奔的是高度發達的
西方賭場。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玩的是廉價勞動的「尋底競
賽」。哪裡能夠繼續壓低工資，延長工時，資本往哪裡流。
上世紀 90 年代後期，外國直接投資每年以超過 30％
的速度增長，⋯⋯亞馬遜公司在西雅圖裁員，卻在印度
增加崗位。如此人員調配為這些公司降低了 40~50％ 的
成本。⋯⋯在很多人看來，特別是核心國家中參與工會
組織的產業工人看來，全球化就是「尋底競賽」，為
此，跨國公司關閉國內的廠家，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
國外開設新廠。為了保住飯碗，工人們被告知必須在
無利可圖的范圍內再作讓步，可是不管作了什麼樣的
讓步，老闆都會說，還有不少工人願意答應更苛刻的
條件，於是工人只有被迫再次讓步。62
80 年代，「與中等收入者相比，10％ 最低收入者的
收入在美國減少了 11％，在英國減少了 14％，在加拿大減
少了 9％，在澳大利亞減少了 5％」。 63 在美國，實際小
時工資的年增長率，1960~1973 年為 2％，1973~1979 年
為 1％，1979~1995 年為 0.65％。「從 1979 年到 1989 年，
整個勞工階層中 70％ 的低收入工人遭受了實際工資下降
的厄運，而 40％ 的低收入工人的實際工資的平均下降幅
度更高達 9％。」1992~1997 年，製造業實際工資年增長
負 0.2％。64
在經濟開始起飛的 1993 年，製造商們已經在長
達八年的時間裡成功地抑制實際工資的增長，使得小
時實際工資的年增長率只有 0.6％。在此後經濟迅速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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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四年中，小時實際工資的年均增長率更是下降到
負 0.3％。⋯⋯到 2000 年 12 月，私企中小時實際工資
的平均水平仍然沒有超過 1968 年 9 月的工資水平，比
1979 年的最高點低 5％。⋯⋯全部僱用工人中有四分之
一以上工人的工作報酬，甚至低於貧困標準，即年工
資 17029 美元，或小時工資 8.19 美元。這些勞動者組
成的所謂「在業的過剩僱傭勞動大軍」和那些失業的
過剩僱傭大軍一起，強有力地壓制了工資水平。65
市場經濟的邏輯簡明扼要：一旦資本掙脫國家政權
的枷鎖，你英國、德國、法國工資高、福利好、抽稅重、
禁止童工、法定最低工資、八小時五天工作、帶薪休假、
公費醫療、退休失業社會保障，多多關照勞工，我資本就
上中國了。用腳投票，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66 吸引
不到資本，外資引不來，內資流出去，就業和發展無從談
起，安定團結都成問題，設計再好的制度也維持不下去。
於是乎，各國政府不得不循著放任自由的方向深化改革，
廣化開放，爭先恐後，減少對資本的各項限制和稅收，減
少對勞工的各項社會保障和福利開支。優待資本，虐待勞
工，成為世界新潮流。空前規模和速度的兩極分化，連差
點兒往蘇聯摔原子彈的麥克納馬拉，都看不下去了！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揭示了全球化帶來的另一
面（負面）：金融全球化使某些民族國家的貨幣政策
即使不是陷入無效，也是陷入失控狀態。此外，全球
化的弊端逐漸顯現，對於弱勢群體的傷害尤其明顯：
當全世界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時，全世界無產者卻在分
裂！發展中國家為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競相提供優
惠條件，有時甚至是「超國民」待遇；同時為了讓資
本家有利可圖，發展中國家的工人競相壓價，只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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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低才能有工作機會！而發達國家的工人由於最低工
資法的「保障」，等待他們的是工廠外遷、失業在
家；原來以製造業為主的繁榮興旺的城市現在一片衰
敗：廢棄的工廠、破敗的社區、惡化的環境、怨怒的
居民等等。67
「怨怒的居民」怨怒的目光，尾隨流出的資本和就業
崗位，指向繼續加倍努力招商引資的「世界工廠」。
對於那些抨擊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人來說，亞太
地區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會帶來西方
生活水平的「中國化」（Chineseization）之虞。許多
美國人和歐洲人認為，來自中國、印度和墨西哥的
數億低工資工人的競爭，一直在壓低美國的工資水
平，並在西歐引起失業。這使人們想起凱澤．威爾
赫姆（Kaiser Wilhelm）發明的一個詞語 —「黃禍」
（Yellow Peril）。68
美國和中國，歷年吸引外資最多，舉世公認全球化受
益最多的兩個大國。美國吸引外資世界第一大，因為鉅大
而成熟的金融市場，是投機資本冒險賭博的樂園。69 中國吸
引外資世界第二大，因為「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70 相
同質量的勞動，中國是「尋底競賽」的終點，產業資本攫
取剩余價值的樂園。「所以，中國成了鼓吹全球化的人最
喜歡舉的例子。」 71 美、中兩國，左右人類社會的進步方
向。美國用投機賭博，空手套白狼，轉瞬間 30％、50％、
70％ 的回報，誘惑金融資本。中國用數以億計的廉價勞
動力，缺乏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勞動保護，吸引產業資
本。「世界賭場」和「世界工廠」，一對孿生兄弟，集中
體現全球經濟一體化，資本與勞動在地理上的兩極。

305

新經濟的歷史終結

由於資本大規模向美、歐回流，令人喫驚的是，
儘管在 20 世紀 90 年代取得了長足發展，但亞太股市
市值在世界股市總市值中所佔的比重反而下降了。
根據國際證券交易所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ock Exchanges）2000 年年報提供的統計數據，1990
年，在世界股市總市值中，北美所佔比重為 36.7％，
歐洲佔 26.5％，亞太和南美分別佔 36.5％ 和 0.3％；
2000 年，北美、歐洲、亞太和南美所佔的比重分別為
51.9％、31％、16％ 和 1.1％，亞太所佔比重下降一半
以上。72
值得小心謹慎，美、中這對貨幣經濟與物質生產的黃
金搭檔，30 年時間過去，一個「軍工景氣」窮途末路，一
個「和平崛起」難以為繼，當中連接必須一道極其脆弱的
安全閥 — 人民幣不可兌換。因為匯率穩定的是，低成本物
質生產不可或缺的價格環境。

6.4 「日元昇值綜合癥」73
無論中央銀行採取何種政策，兩個陣營的經濟學
家都相信，如果貨幣政策是寬鬆的，具有彈性的匯率
將平穩地貶值；如果貨幣政策是緊縮的，匯率將平穩
地昇值。74
如果貨幣流動不受約束而且沒有成本，那麼外匯
市場的遠期匯率會反映兩個國家的利率差異。75
「購買力平價」是國際經濟學衡量匯率的理論武器。76
2006 年 5 月一期《經濟學家》，根據麥當勞「鉅無霸」漢
堡包的價格差，硬說人民幣低估 58％。嚴肅、科學、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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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學家》不開玩笑。1986 年選「鉅無霸」當衡量
「購買力平價」的指數，20 年時間經久耐用，因為麥當勞
在 120 個國家和地區開分店，「鉅無霸」的組成原料和製作
工序多年不變，保証同質同量，同時包含麵包、肉類、調
料、人工製作等多種原料和勞動，既方便歷時態比較，又
具備足夠綜合要素。77
平心靜氣回顧日元匯率（兌美元），從 1985 年的 240
飆昇至 1995 年的 80，《經濟學家》說人民幣低估 58％，
實在太客氣了。如果說 1985 年以前，日元低估，美日貿易
赤字，《廣場協議》有理由強迫日元昇值，可是日元大幅
度昇值以後，事情不好理解了。「美元在 1985~1990 年間
貶值 30％」。 78 1989~1990年，日本股市、房地產一落千
丈。以後十多年時間，日本經濟陷入戰後史無前例的持續
蕭條，美國經濟步入戰後史無前例的持續繁榮。 79 日元兌
美元，大幅度昇值以後，持續承受持續昇值的鉅大壓力。
直到 2006 年，「鉅無霸指數」繼續顯示日元低估 28％。
1995 年與 1993 年相比，日本「70％ 的中小企業合同減少，
20％ 完全失去了合同。」80 恰恰在這個叫天天不應的淒涼
谷底，日元匯率突破 80 的歷史最高峰！
1999 年以降，「儘管經濟仍處於衰退之中，但外匯市
場上日元依然非常堅挺。」雖然匯率上下波動，「無論如
何，外匯市場上日元昇值壓力依然根深蒂固。日元昇值預
期使人們越發擔心通貨緊縮，抑制了日本居民和企業的當
期支出，並將名義利率壓低到零。這種反常的匯率預期深
深根植於日美兩國的商業交往歷史之中，麥金農和大野健
一稱之為『日元昇值綜合癥』。」反常的癥結是零利率，
不擔心通貨膨脹，反而擔心通貨緊縮。因為「無論美元貶
值多少，總有一些美國官員從日本的貿易順差中，看到日
元進一步昇值的潛力。」因為「美國政府和企業界游說團
體商業方面的擔心，得到經濟學家的鼓動和支持。」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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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元昇值成癮，病魔纏身，一病不起了。
（4）貿易衝突一再發生，日元進一步昇值，不斷
迫使日本陷入相對乃至絕對的通貨緊縮，日元昇值預
期得以強化。
（5）經常項目持續順差，導致日本擁有越來越多
的美元權益，貨幣風險不斷增加， 81 資本外流受到抑
制。即使美國不再施加商業壓力，日元也依然有上昇
空間。82
圖~14：日本對匯市的頻繁干預，2003 年

資料來源：根據日本銀行資料繪製（張季風：《掙脫蕭條》第 79 頁）。

「從 1992 年 8 月到 2000 年 10 月，日本先後實施了九次
經濟刺激方案，總規模高達 129.1 萬億日元。」83「日本央
行 2003 年前五個月的匯市干預就耗資 6.4 萬億日元 — 相當
於 2002 年日本對美貿易盈餘的 84％ — 抑制日元強勢，顯
示出日本央行的堅強決心。日本財務省 2003 年 12 月18 日決
定，在 2004 財政年度政府預算中，將干預匯市所需資金額
度大幅增加到 40 萬億日元。」84「到 2005 年，日本公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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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債務總額佔 GDP 的比重將達到 220％，這在工業國家和
平時期是絕無僅有的！」85「1994 年，貨幣政策走向擴張，
之後基礎貨幣每年增長 4~10％。由於貨幣增長比名義 GDP
的增長快得多，基礎貨幣的流通速度急劇下降。」 86 雖然
「12 年來，地產價格下跌 90％，股票價格下跌 80％」，87
泡沫早擠乾淨了。可是，只要還有貿易順差，美國勞工組
織和商界游說團體就能對選票產生的美國政府施加壓力，
日本外匯儲備越多，88 貿易摩擦越激烈，日元昇值預期越強
烈，企業和百姓越減持美元資產，日本外匯儲備越多⋯⋯，
循環強化日元昇值預期自我實現。
多年來，學界媒體習以為常，天經地義得不假思索，
貨幣價格理應市場調節。倘若試為「日元昇值綜合癥」搭
脈，值得多問一聲：什麼市場？怎樣調節？
圖~15：日美貿易順差和日元~美元匯率，1970~2006 年
(右座標，億美元)

註：2006 年的美日貿易逆差額為未經調整數據。
資料來源：日元兌美元匯率見 The Financial Forecast Center 網站（http://
www.forecasts.org）；日美貿易順差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網站數據計算
（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bp_web/simple.cfm?anon=443&table_id=
10&area_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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瞥一眼圖~15 就知道，匯率變化與貿易平衡，不存在
昇值減少順差的因果關係。換言之，經濟學家恣意標榜的
市場調節，主力決非什麼「平價購買力」。「事實上，自
從 1991 年以來，貿易赤字似乎就對美元的幣值『免疫』，美
元昇值，赤字惡化；美元貶值，赤字還是惡化」。 89 而且
「在 1998 年下半年和 1999 年下半年，美國的降低利率和提
高利率都降低了美元的匯率」。 90《廣場協議》以後 20 年
時間，美國經濟多年繁榮前所未有，多次提高利率，美元
一路貶值；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前所未有，持續降低利率，
日元持續昇值。「大多數匯率變化實際上與宏觀經濟基本
面無關。」 91 決定匯率的「市場調節」，是熱錢炒作投機
賭博。 92 賤紙幣脫鉤貴金屬，「貨幣的價值在於人們的信
心和期望。」 93 信用信用，有人信則有人用，沒人信則
沒人用。這時候，市場的「『平均觀點』能夠自我實現。
如果市場相信一家銀行將會倒閉，那麼它就會倒閉，如果
市場相信某貨幣將會大幅貶值，那麼一般這種貨幣就會貶
值。」 94 眾口鑠金，眾喣漂山。所以，「一種匯率制度能
否維持，關鍵是匯率預期。」 95 誰的「匯率預期」？每天
幾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額中，貿易和直接投資佔不到 5％，
絕大部分是套期套利投機。「外匯市場早已成為全球最大
賭場」。96
匯率與基本面如貿易和財政赤字或者相對價格水
平沒有明晰的和直接的聯繫。匯率是市場選美競賽的
結果。在市場參與者的觀念中，二者之間的關係确實
存在，根據金融「選美競賽」慣例迅速變化的可能性
和預期而發生變化。97
榮智健提出，匯率與貿易，有關係，但不是一回事。
中國貿易順差，不足以成為人民幣昇值的理由。 98 趙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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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資本項目可兌換後，資本流動決定人民幣匯率的
走勢。」 99 有沒有勇氣面對實際？「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
換是國際投機資本的投機要求」。「從目前來看，進入中
國的國際游資才最渴望人民幣早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和
人民幣早日昇值。」 100 換句話說，鼓吹中國匯率市場調
節，是要把人民幣改革開放成每天幾萬億美元套期套利的
賭博籌碼。
投機賭博怎樣調節匯率？麥金農又有精道描述：
如果國外學者和政府官員仍迷信美國債權國的貨
幣昇值可以減少其貿易順差，他們的言論就會鼓勵熱
錢拋售美元，轉向亞洲、歐洲等美國債權國的貨幣。
這些國家就更加難以避免貨幣的實際昇值和令人頭痛
的通貨緊縮。101
只要有貿易順差，必有壓力集團壓著美國議員要求日
本開放市場、日元昇值；每天幾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中，
就會有人擔驚受怕，操作套期保值，就會有人投機下注，
增持日元資產；大量投機熱錢流入流出，自我驗證、自我
實現日元昇值；迫使日本政府財政預算一年幾十萬億日
元，反向購買美元資產，試圖減緩日元昇值壓力⋯⋯在這
個螺旋中，「來自賣空外匯的損失原則上是無限的 — 有誰
知道本幣與美元的匯率會上昇到多麼高的程度？」102 在普
遍呼悠人民幣低估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開放資本項目不
僅不能緩解昇值壓力，反而會推動貨幣匯率持續上昇。」103
在日元/美元匯率自由浮動的情況下，日元昇值
壓力的兩個來源，即對美國商業界壓力的擔憂以及日
本金融機構持有的鉅額美元證券資產，迫使日本的名
義利率低於美國的名義利率。⋯⋯美國不時向日本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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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壓力讓日元昇值，表面上減少了日本的貿易盈餘，
但這卻是造成日本經濟持續至今的通貨緊縮的主要因
素。104
毫無疑問，日元兌美元匯率的長期昇值，有利於
美國經濟而不利於日本經濟。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儘
管日本政府一直致力於通過外匯市場干預來維持日元
匯率穩定，但是干預往往以失敗告終。從布雷頓森林
體系崩潰以來的整個歷史階段來看，日元兌美元的匯
率主要受美國政府控制，日本政府對這一匯率的影響
明顯處於弱勢。105
目前，單就美元、歐元、日元三大國際貨幣之
間的匯率變動而言，美國政府有較強的控制力，往往
能夠引導美元匯率朝著有利於美國經濟增長的方向發
展，而日本和歐盟的控制力則較弱，干預匯率的有效
性較低。人民幣一旦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人民幣
就有可能成為被國際資本追逐的一種主要的國際貨
幣，極有可能與美元、日元、歐元一起成為四種主要
國際貨幣。在這四種國際貨幣中，美、日、歐的經濟
實力，特別是金融管理能力遠遠超過中國，在這種情
況下，四種貨幣之間匯率的波動就是四國（將歐元區
視為一國）政府之間的博奕，博奕的最有可能的結果
就是其他三國將經濟發展的矛盾通過匯率轉嫁給中
國。106
中國有能力承受這個嗎？所以，經濟學家認識到，
「匯率不穩定本身並不是問題所在。相反，正是金融市場
的不穩定才導致匯率的不穩定以及貨幣貶值。」所以，
「關鍵任務不僅僅是創建一個金融穩定區，還應包括通過
實現金融市場穩定來促進匯率穩定 — 而不是相反。」 107
打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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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股票價格穩定了，期貨價格穩定了，房地產價格穩定
了，「金融深化」成一潭死水，哪裡還有「橫財效應」繁
榮娼盛？眼瞅著中國覆車繼軌，亦步亦趨日本老路，麥金
農呼天搶地，比中國人自己還著急：
2001 年美國高技術泡沫破滅後，美國商業界關注
的焦點從日本轉向中國。⋯⋯事實上，人民幣昇值惟
一必然的結果是中國經濟增長步伐放慢，出口、進口
增幅下降，但貿易順差的變化是難以預測的。108
許多外國人對中國「過份」強大的商業競爭力感
到憂心忡忡。他們敦促中國政府讓人民幣昇值，增加
人民幣匯率彈性。這可能導致人民幣持續昇值。20 世
紀 80 年代直到 90 年代中期，日元被迫持續昇值，結
果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經濟陷入零利率的流動性陷
阱。中國也可能重演悲劇。⋯⋯長期存在的人民幣持
續昇值壓力，可能迫使中國重蹈日本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通貨緊縮的覆轍。109
不幸的是，如同日元過去不斷面臨昇值壓力一
樣，人民幣昇值的威脅是持續存在的。和日本一樣，
中國的儲蓄盈餘，亦即貿易順差不太可能隨著人民幣
的昇值而減少，相反會出現經濟增長放慢和物價水平
下跌。一旦人民幣昇值，例如從目前的 8.28 元/美元昇
到七元/美元，市場就會預期人民幣可能還要進一步昇
值，在人民幣自由浮動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根據開放
的利率平價原理和負的風險溢價，市場預期將把人民
幣資產利率壓低到零，中國將陷入日本式的流動性陷
阱。此時貨幣政策失效，無法再推高物價，或放慢私
人部門把美元資產轉化成人民幣資產的速度。
匯率浮動能否解決問題？遺憾的是，經常項目長
期順差，且無法用本幣放款的國家不能實現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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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匯率浮動，即使不存在資本管制也是如此。由於私
人投資者不聲不響地購買並持有外匯權益（高儲蓄兩
難），任何讓匯率浮動的努力都會導致匯率無休止地
螺旋式上昇。為了防止通貨緊縮，政府最終將被迫重
新入市購買美元，穩定匯率。值得注意的是，匯率昇
值本身對經常項目順差的影響難以預測。於是，通過
官方外匯儲備的積累，政府將發現自己再次成為惟一
的融通經常項目順差資金的國際金融中介。110
同樣都是「出口導向」，日本、南韓的製造業發展，
自主品牌，海外擴張，從研究開發到售後服務，結構完整
的縱深體系。相比較，中國「三來一補」式的「世界工
廠」，不過是跨國公司價值鏈上勞動密集的一個低檔環
節，消化貨幣昇值的能力極差。 111 原材料和市場「兩頭
在外」，原材料進口價格彈性極低，產品出口價格彈性極
高，企業利潤空間極薄。112 在這個基礎上，「根據最新估
計，若人民幣昇值 10％，出口即會減少 16.6％，以 2004 年
計，相當於一千億美元。縱使只昇值 2％，對邊際利潤已極
低的紡織或農業，也會讓棉紡業利潤下滑12％，毛紡業下
滑 8％，成衣業下滑 13％。」113 在這個基礎上，2006 年，
標準普爾研究報告《利率或人民幣急昇可能使尚處成長中
的中國銀行業承受壓力》，假如利率上調 2％，人民幣昇
值 25％，銀行純利馬上減少 34％，不良貸款比例馬上飆
昇 6~9％，額外多出不良貸款 1.7 萬億人民幣。114 在這個基
礎上，2007 年初，商業部網站承諾，「到 2007 年底以前，
人民幣累計昇值幅度有可能達到9~10％」。115
當然應該看到，目前服裝、鞋類、自行車、打火機
等諸多產品的價格，不是中國企業與越南企業、印度企業
競爭，而是我們「窩裡鬥」的成果。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
長，出口產品的價格，並非沒有漲價空間。恰恰因為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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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大陸貿易順差篤定持續，足以成為持續逼迫人民幣匯
率市場調節的「正當理由」。
人民幣以資本項目可兌換為分界線，可兌換以
前，中國政府能夠控制人民幣匯率；可兌換後，中國
政府控制人民幣匯率的能力將明顯降低，人民幣匯率
將主要由中國政府之外的力量決定，因此匯率政策的
有效性將會大大降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甚至會成為
處於霸主地位的發達國家損害中國宏觀經濟的手段。116

6.5 在零利率與戰爭之間
除非採取積極、務實的步驟來冷卻並控制金融賭
場，可慶賀的其他事情就不多了。對多數人而言，和
人民的生命玩蛇梯棋遊戲，影響太明顯了。只有那些
金融賭客將仍然在俯臨資本主義城市中心的辦公大樓
裡得以幸存，他們將舉杯慶賀。對其餘的人來說，美
國世紀將會悲哀、痛苦地結束。117
從有金融歷史以來，人類社會第一次面對貨幣發行
的理論極限。美元脫鉤黃金以後，人們憤怒美元霸權，因
為美國債務、貿易「雙赤字」，總可以通過印鈔票輕易
化解。 118 2003 年，通貨擴張成「通貨緊縮」的重要理論
意義在於，一旦美元名義利率為零，帶領各國貨幣名義利
率為零，全世界，包括「雙赤字」的美國自己，就再不能
靠增印紙幣粉飾太平了。投機賭博所以能夠成為貨幣經濟
蒸蒸日上，因為隨美元一路貶值，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
機，各國中央銀行主動、被動不斷增印貨幣，從而在 30
年時間裡，把賭博從「零和」變成可持續發展的「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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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所以，名義零利率，是新經濟的邏輯終點 —「正
和」回歸「零和」，賭博繼續，經濟不再。當然，任何一
個局部市場，譬如開始金融危機「前戲」的祖國大陸，只
要入市就賺錢的喜劇還會上演。但是，就經濟形態而言，
全球一體沸騰的風光不再。作多與拋空雙贏的皆大歡喜，
還原成我贏的，只能是你輸的。新經濟現賭博原形，通貨
擴張成「通貨緊縮」的荒誕，勢必不斷重演。馬克思關於
資本剝削剩餘價值，無論絕對貧困還是相對貧困，生產與
消費不對稱，必然帶來供給過剩的科學論斷（也是常識最
容易理解的判斷），再次得到變本加厲的驗證。新經濟之
「新」，不過是把市場經濟進化到賭博極致，119 極大加快
財富分配的速度，極大加劇兩極分化，導致需求不足。今
天所謂的「通貨緊縮」，不過是凱恩斯經濟學倡導政府調
節宏觀經濟之後，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無奈表述。
從 1920 年到 1929 年，工人每小時的工資只上昇了
2％，而工廠中工人的生產率卻猛增了 55％。120
在 1929 年，美國人中最富裕的 5％ 的個人收入佔
全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的非勞動收入遠遠多於 40
年代的相應收入。另一個因素是公司中盛行的削減投
資的戰略，以維持紅利以及股票交易中的股票價值。
⋯⋯在 1930~1933 年間，幾乎九千家美國銀行破產，
僅 1933 年就達到了四千家。美國經濟學家沃特．羅斯
托（Rostow）在 70 年代的著作中也相信，世界各地的
初期產品生產者收入的下降 — 歐洲的東南部、美國的
中西部以及南美和澳大利亞 — 已經預先決定了世界體
系在 30 年代的蕭條。121
投機賭博新經濟，和平發展兩極分化，耐用消費品全
面過剩，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並非歷史簡單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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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不同之處有兩點：
上一次，美國一半勞動人口失業，羅斯福組成「大
城市工人階級和農村改革派的聯合陣營」，從「革命的邊
緣」挽救資本主義。 122 這一次，無論財政、金融如何調
節，政府開支、福利保障如何向社會底層傾斜，繞不過去
一個大 GDP 幾十倍的貨幣經濟。過去，個別窮人拿慈善救
濟去賭博，屬於不識好歹，不可救藥；如今，外匯儲備、
社保基金、扶貧款必須投資金融市場「運作」，是賭博新
經濟的常規。123 再多資金投入刺激經濟，先得煥發金融市
場的「財富效應」；而金融市場越是繁榮娼盛，越是加速
兩極分化，降低多數人的購買力。
上一次，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調撥供給需求，
欣欣向榮，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大蕭條形成鮮明對照，間接
鞭策美帝「新政」。這一次，剩下最後一個共產黨中國紅
旗不倒，「操控匯率」人人喊打，「全球貿易失衡」罪大
惡極， 124 「戰略對話」咄咄逼人。 125 一旦祖國匯率被迫
「彈性」得與國際慣例接軌，早晚發生金融危機，引爆至
少第二次亞洲金融危機（如果不是全球金融危機）。「世
界工廠」的物質生產土崩瓦解，篤定連累「世界賭場」的
金融賭博房倒屋塌。真到了那個時候，金融風暴 → 經濟
危機 → 社會動亂 → 政權顛覆 → 祖國分裂的程序逐次展
開，萬一中間一發而不可收拾，王力雄的《黃禍》則成了
對人類的詛咒。126
和平發展主題變奏，標識著「後新經濟」時代開始。
從邏輯上說，「新經濟」已經屬於尸居餘氣了。高技術含
量、高價值含量的軍火一次性消費，成為緩解全球中央
銀行齊頭並進零利率的應急措施。無論如何，「事實仍
然是，全球經濟的復甦還要依賴於美國經濟的刺激和拉
動。」127 更何況，戰爭雖然減少部分人口，同時毀壞更大
量的耐用消費品（縮短產品壽命週期），戰後重建增加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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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需求，幫忙緩解「通貨緊縮」。然而，2004 年以來，美
國出現長短期利率倒掛，提出新的學術挑戰。128 軍需生產
很難像彩電、冰箱、汽車一樣，依據收入增長多少、需求
增加多少的函數關係，精確規劃產品的壽命曲線，從事大
規模、長週期的生產建設投資。戰爭可以在短期刺激供給
和就業，但是，短時間內支付數倍日常工資的加班費，不
等於增加就業規模和提高收入增長預期；129 短時間內增加
庫存和流動資金佔用（短期利率上昇），不足以帶動長期
投資同比例增加（長期利率上昇）。這才是諸多偶然或短
期因素分析背後，理解美元長短期利率倒掛的基本邏輯。
戰爭刺激經濟復甦，飲鴆止渴，噉臍果腹。可以重復
使用，不可持續發展。軍需帶動物質生產，創造新增財富
（毀壞別人財富），並不阻攔投機賭博參與分配。相反，
只有刺激股市、樓市的「財富效應」，才能喚醒復甦。金
融市場錢買錢的速度加快，無非是在兩極分化、消費不足
的現有基礎上加劇兩極分化、消費不足，加速宏觀經濟回
歸零利率也無濟於事的供給過剩。換句話說，一次戰爭喚
醒的短期復甦，經金融市場主導分配財富，直接加劇下一
輪「通貨緊縮」。130 既然走出「通貨緊縮」的出路是發動
戰爭，經濟復甦的標識是金融市場繁榮，接下來的，只能
是一扣緊過一扣的惡性循環。
藉助科技進步，特別是信息處理和通訊技術進步，全
球金融自由化加全球經濟一體化，以超常規的加速度，把
賭博變成經濟，把經濟變成賭博。資本主義的歷史邏輯，
插上金融創新的翅膀，從 1971 年美元脫鉤黃金，到 2003年
通貨擴張成「通貨緊縮」，眾盲摸象，新經濟的性質沒來
得及看清楚，投機賭博可持續發展的歷史終結了。世界經
濟在零利率與戰爭之間徘徊往復，全球一體化信仰危機，
翹首以待新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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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的前進路線，又一趟曲折迂迴的否定之否
定。驀然回首馬克思，燈火闌珊處，茨威格的感嘆小資情
調，求索的方向，也屬於「沒有選擇的選擇」呢。
因為金錢的背叛，讓我們覺得再沒有什麼靠得住
了，除了我們自己內心的永恆。131

附表~3：國外私人投資者購買的美國資產，1996~2000 年
（單位：十億美元）
年份

政府
債券

公司
債券

公司
股票

直接
投資

總計

直接投資佔
總計（％）

1996

191.7

83.7

11.1

89.0

375.5

23.70

1997

191.7

84.0

66.8

109.3

451.8

24.19

1998

94.5

122.4

43.8

193.4

454.1

42.59

1999

51.9

158.9

94.3

282.5

587.6

48.08

2000

60.2

175.3

176.35

257.3

669.15

38.45

合計

590.0

624.3

392.35

931.5

2538.15

36.70

原表註：2000 年的數據是在前半年數據的基礎上按年計算得出。
資料來源：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 2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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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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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第 297~298
頁。

2

「我並不認為這是他們真正的責任，但是它們之間是有內在聯繫
的」（保羅．薩繆爾森：〈世界經濟的狀況〉，蒙代爾、扎克：
《貨幣穩定與經濟增長》第 41 頁）。

3

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第 217 頁。

4

考夫曼反駁格林斯潘說得中肯，「我們不能將近年的波動和危機
完全歸罪於那些破產的或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的經理們，儘管他
們的確應當負很大的一部分責任。但監管結構中的缺陷同樣也不
能免責。這並不是說應當讓監管官員負責金融機構的細節決策管
理。但是金融監管人員可以而且應當負起責任來，對於由金融機
構作為一個整體所產生的快速和過度集中的信貸增長現象，以及
它對金融體系所可能造成的共同影響不能視而不見。事實上，
公平的說法應當是：除了那些有責任判別和限制系統性風險的人
之外，誰又會站在『宏觀』的立場上看問題呢？」（黑體加重為
筆者所為；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第
219、229 頁）。

5

約翰．戈登：《偉大的博弈》第 357~358 頁。「按照經濟分析家
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的話說，『聯邦政府就是個樂
此不疲的吹泡人』— 先是在股票市場上吹起泡沫，然後是債券
泡沫；接下去是房地產泡沫、抵押再貸款泡沫。結果，消費者的
支出扶搖直上，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可支配收入。但是，我們
必須認識到，這絕對不是真實的經濟增長」（黑體加重為筆者所
為；安迪森．維金：《美元的墜落》第 44 頁）。

6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 170
頁）。

7

「一旦家庭資產淨值大幅度貶值，可以預期，利率就會大幅下
降。為抑制通貨膨脹而提高利率的做法將會越來越猶豫和拖延，
因為中央銀行自然會擔心，時機尚不成熟的、令人難以承受的和
尚未預期到的強行提高官方決定的短期利率的做法將加速市場的
拋售，從而導致資產價值的大縮水」（亨利．考夫曼：《悲觀博
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第 299、220 頁）。

8

古越：《白宮首席經濟智囊格林斯潘》第 1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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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96 年，一盎司黃金 385 美元，是美元掛鉤黃金 35 美元一
盎司的 11 倍（Jack Kemp：“Our economy needs a golden
anchor”，Wall Street Journal ，2001 年 6 月 28 日，第 A16
頁）。這個增長幅度與外匯日交易額從 70 年代末的三千億
美元到 2001 年的三萬億美元的增長幅度成比例。然而，
2006 年 5 月，黃金漲到 710 美元一盎司，為美元掛鉤黃金時
的 20 倍。

10

蘇珊．斯特蘭奇：《賭場資本主義》第 10、220 頁。「如果一
國發行了大量的以本幣計值的外債，那麼該國就有利用通脹和
匯率貶值降低債務負擔的強烈動機」（Robert J. Barro：〈世界
貨幣聯盟〉，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 149
頁）。

11

2005 年，蒙代爾在香港講話，「目前世界各國外匯儲備總額達
四萬億美元，其中 75~80％ 為美元儲備；⋯⋯目前歐元佔亞洲
經濟體外儲比例一般低於 20％，部分更不足 10％」（〈蒙代
爾：歐元 1.1 美元見底〉，香港《信報》2005 年 6 月 6 日，第 2
頁）。「截至 20 世紀 60 年代末，全球中央銀行持有的國際儲備
總和還不到一千億美元。而到 2003 年底就已經超過了三萬億美
元，其中的三分之二的儲備為美元。2000~2002 年的儲備增幅
最大，達到 9070 億美元。亞洲國家中央銀行實際上是唯一的買
入者，其中又尤以中國和日本為主」（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安迪森．維金：《美元的墜落》第 50 頁）。有消息說，中國的
外匯儲備，60％ 美元，15％日元，15％ 馬克（James Kynge：
“China may buy Euros for foreign reserves”，Financial
Times ，2002 年 1 月 7 日，第 3頁）。

12

這是美國債臺高築、貿易赤字，美元卻能在不斷貶值中堅挺的基
本原因。「由於美元起到了國際貨幣的作用，美國政府的決策人
可以放心大膽地採取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正如里根政府做
的那樣），⋯⋯在 90 年代的後半期，美國家庭消費成為需求擴
張的主要動力。消費帶動的產出增長以及失業率下降，是以對內
金融擴張、對外大舉借債來支持的，其負債的規模是其他國家
做夢都想不到的」（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
102~103 頁）。「在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許多依賴出口程
度較大的國家，本來就擔心出口會受到影響，如果美元再貶值
（等於出口國本幣昇值），它們的處境會更加困難。因此，它們
並不希望美元貶值，而願意美元堅挺。事實上，美國是目前世界
上惟一一個暫時還能承受其貨幣如此堅挺的國家。結果是，儘管

章

321

新經濟的歷史終結

美國經濟如此不景氣，2001 年上半年美元對世界各主要貨幣的
貿易加權匯率還是平均上昇了 7％」（格哈德．伊寧：《貨幣政
策理論》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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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譬如，「英國流通的貨幣量，1971 年 310 億英鎊，1996 年 6650
億英鎊（增長了 2145％）」（David Boyle：《金錢的運作》第
23 頁）。

14

譬如 2001 年 1~7 月，淨流入美國用於公司收購和兼併的外資 130
億美元，僅為 2000 年同期 1380 億美元的十分之一。「因為上市
證券隨時可以拋售，一旦投資者因美國經濟下滑而情緒變化，他
們的行為會破壞美元與美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格哈德．伊寧：
《貨幣政策理論》第 11 頁）。

15

製造業生產工人減少 4.5％（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
第 254 頁）。

16

梁彥穎：〈美國經濟復甦背後有隱憂〉，香港《信報》2003 年 6
月 20 日，第 24 頁。

17

Peronet Despeignes：“Fed considered emergency measures
to save economy”，Financial Times ，2002 年 3 月 25 日，第 2
頁。

18

蘇珊．斯特蘭特：《瘋狂的金錢》第 227~228 頁。

19

尚斌：〈美軍費大漲軍火商大喜〉，《國際金融時報》2002 年 2
月 22 日，第 7 頁。

20

普通機動車訂單增加 1.1％（Jeff Pruzan：“Decline in factory
orders spurs fears over US recovery”，Financial times ，2002 年 4
月 3 日，第 4 頁）。

21

Mark Odell：“Boeing builds‘smart bomb’plant as US demand
rises”，Financial Times ，2002 年 9 月 9 日，第 18頁。

22

波音生產 JDAM，出廠價兩萬美元一個（林行止：〈趕工製造
武器，戰事當在秋季〉，香港《信報》2002 年 3 月 27 日，第 8
頁）。「雷神公司研製的 500 磅 GBU~28 製導炸彈，從總體設計
到投入作戰使用僅用了 27 天時間」（高峰、紫榮：〈美國軍火
商忙著加班〉，《環球時報》2002 年 9 月 26 日）。

23

〈美國防預算激增，軍火商行情看漲〉，〈經濟好股市差，
美元弱最堪憂〉，香港《信報》2002 年 3 月 21 日，第 32 頁；
4 月 29 日，第 1 頁。譬如，大軍工企業洛克希德．馬丁
（Lockheed Martin），銷售額 2002 年 287~298 億美元，

第

章

2003 年 305~315 億美元（Christopher Bowe：“Defense contr
actors beat estimates”，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1 月25 日，
第 16 頁）。譬如，一個伊拉克戰爭，波音軍工銷售增長 10％
（Caroline Daniel：“Boeing foresees 10％ defense growth”，
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9 月 29 日，第 17 頁）。譬如 2005 年第
四季度，因為信息服務和航太系統需求增加，洛克希德．馬丁
的淨收入增長 53％；因為飛機零部件和服務需求增加，蜜井國
際（Honeywell International）的利潤翻番；軍工企業股票價格
隨之繼續上昇（Dow Junes Newswires：“Defense firms’profits
surge”；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6 年 1 月 27~29 日，第 5、
10~11 頁）。
24

Caroline Daniel：“Defense revenues help Boeing offset
difficulties in 2003”，Financial Times ，2004 年 1 月 30日，
第 18 頁。

25

譬如「休瑟說，現在美國人消費的製造業產品有三分之一來自進
口，在 1992 年這個比例只有四分之一，在 1982 年只有 15％。自
從 1998 年以來，進口產品中有三分之二來自發展中國家，其中
有一半來自中國」（李玥編輯：〈貿易全球化之利弊〉，《經濟
觀察》2006 年第 23 期，第 32 頁）。

26

不僅美國，歐洲發達國家亦如此。譬如，「多達 95％ 的欠英國
的債都是欠英國政府的出口信貸保證局的，作為購買英國出口
產品 — 主要是軍火 — 的誘因」（David Boyle：《金錢的運
作》第 91 頁）。

27

「僅美國要向臺灣出售『宙斯盾』驅逐艦一項，就涉及全美 49
個州 1938 個承包商的利益」（宋海英：〈軍工集團牽扯全美利
益〉，《環球時報》2002 年 1 月 25 日）。80 年代中期，「在
美國，大約國民總產值的 10％、全部勞動力的 9％、聯邦預算
的 50％、科學家和工程師的 60％ 被直接或間接地用在國防方
面」（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第
895 頁）。

28

「阿富汗戰爭中，美國軍方在前蘇聯國家邊境建了 13 個軍事基
地」（福斯卡斯、格卡伊：《新美帝國主義》第 52 頁）。

29

1993 年，老布什第一次海外戰爭結束，美國軍火出口 420 億美
元。2006 年，小布什反恐戰爭方興未艾，軍火出口眼看打破老
布什的紀錄（〈美軍售金額料創 13 年新高〉，香港《信報》
2006 年 8 月 22 日，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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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儘管冷戰後美國的國防支出下降了，但 1996 年美國的軍事支
出在全球總量中所佔的百分比卻比 1985 年里根政權時的國防支
出最高峰時期增長了 20％。1985 年美國的國防開支相當於蘇聯
陣營、中國和古巴總和的 65％，而『9.11』事件之前幾個月，其
支出卻相當於這些過去的『共產主義威脅』國家的兩倍多。⋯⋯
在冷戰結束、蘇聯陣營解體後的十年裡，美國已經在國防安全上
花費了兩萬億美元，超過所有對手花費的總和」（福斯卡斯、格
卡伊：《新美帝國主義》第 45~46、51 頁）。

31

推薦參閱梁曉：《世界是平的嗎？》中關於〈美國的永久性戰爭
經濟〉和〈誰來養活美國？〉的展開分析。

32

「據估計，在美軍投向阿富汗的共計 1.7 萬枚彈藥中，有 25％ 的
彈藥是 JDAM，總價值約 8500 萬美元。⋯⋯海灣戰爭中，美
軍空中作戰使用彈藥 21 種，其中 13 種是精確製導彈藥，約
佔 62％；地面作戰階段使用彈藥 20 多種，其中也有八種是精確
製導彈藥，約佔 40％。據不完全統計，海灣戰爭多國部隊首次
使用的高技術武器裝備就達一百多種」（高峰、紫榮：〈美國軍
火商忙著加班〉，《環球時報》2002 年 9 月 26 日）。

33

布什開出的帳單包括：國防部預算 4814 億美元，「環球反恐
戰爭」（GWOT）預算 1417 億美元，能源部核武器實驗室預
算 173 億美元，聯邦調查局偵查與軍事案件有關的預算 52 億美
元，再加上 2007 年度（10 月截止）伊拉克戰爭增撥 934 億美元
（林行止：〈窮措大大購軍火之謎〉，香港《信報》2007 年 2 月
7 日，第 23 頁）。如今，伊拉克「這場戰爭每星期要耗費 20 億
美元，每個月 80 億美元，一年近千億美元。據華盛頓『戰略與
預算評估中心』分析員斯迪芬．科西克計算，伊拉克軍費與阿富
汗軍費加起來，已接近當年朝鮮戰爭費用的 3610 億美元。如果
再拖上兩年，戰費總數將接近美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越南戰爭」
（陳有為：〈伊拉克，一場打不贏的戰爭〉，香港《信報》2007
年 1 月 19 日，第 37 頁）。

34

「政府隨時為國防生產提供信貸。甚至有些工業實際上實行了國
有化。『民主的火藥庫』表明了在戰爭的刺激下可以做些什麼」
（蘇珊．斯特蘭奇：《賭場資本主義》第 109 頁）。

35

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 38 頁。

36

王宏偉：〈9.11 事件與美國的「軍工景氣」〉，《改革內參》
2002 年第 2 期，第 33~38 頁。「一方面，美國只是在參與戰爭
和發展軍工生產之後才擺脫了 1929 年危機的陰影；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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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帝國主義戰爭對歐洲和亞洲造成的大規模毀滅，才創造了戰
後符合高利潤率積累要求的新市場。當戰爭的破壞效應開始減弱
時，美國於 1950~1952 年建立了龐大的軍工體系。從此，軍工成
為美國一切高工藝技術的源泉，成為調節需求的工具和為大工業
集團獲取利益提供持續援助的手段」（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弗
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第 5 頁）。
37

〈《西班牙起義報》：「營造戰爭已成美一大產業，美軍事工業
五大支柱」〉，光明網《光明觀察》2006 年 11 月 17 日。

38

推薦參閱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中〈中國航空工業何
去何從？〉的展開分析。

39

李三：〈戰爭是軍火商的大「利好」〉，《三聯生活週刊》2003
年第 13 期，第 57 頁。

40

只有空中客車忍無可忍，投資 120 億歐元，上馬鉅型飛機 A380。
2006 年試飛成功，因為技術原因一再推遲交貨（〈A380 客機第
三度延遲推出〉，香港《信報》2006 年 9 月 22 日，第 8 頁）。

41

「中國年產鞋產品 70 億雙，約佔全世界的 70％，鞋業從業人員
超過 120 萬」（〈中國鞋企起訴歐盟徵反傾銷稅〉，香港《信
報》2006 年 12 月 23 日，第 5 頁）。中國出口鞋佔歐洲市場的一
半。2006 年 10 月開始，歐盟對中國皮鞋徵收 16.5％ 反傾銷稅，
因為「中國進口鞋將會造成一百萬歐洲工作崗位的流失」（〈中
歐「鞋政治」〉，《財經》2006 年 12 月 11 日，第 66~70 頁）。

42

美國國防部《核態勢檢討》將伊拉克、伊朗、朝鮮、敘利亞和利
比亞列為五個「流氓國家」，外加中國和俄國，為七個可能需
要實施核打擊的國家。特別明確指出在南北朝鮮和臺灣海峽的
軍事衝突中，美國不惜使用核武器（趙景倫：〈核武器是用來威
懾還是進攻？〉香港《信報》2002 年 3 月 18 日，第 24 頁）。推
薦參閱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第四章〈臺海危機「美國製
造」〉的展開分析。

43

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第 5~6 頁。「自從 10~15 年
以來，新美國模式在幾個方面的特點越來越突出，正如社會學家
讓．帕丟羅（Jean Padioleau）所概括，最令人喫驚的一點是：
『投機家壓倒了工業企業家，輕而易舉的短期收益破壞了長期投
資的集體財富』」（米歇爾．阿爾貝爾：《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
義》第 82 頁）。

44

「在全球經濟中，固定的匯率就是比較理想」（喬爾．庫爾茨
曼：《金錢之死》第 254、300 頁）。「如果金融市場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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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一個國家在長期內實施明顯的固定匯率制度是非常有益的」
（克里斯托弗．約翰森討論時如是說；傑弗里．弗蘭克爾：〈日
本和東亞的經濟政策〉，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增
長》第 182 頁）。「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的固定匯率體制以資本
管制為特徵。很難想像，如果沒有資本管制，匯率會保持穩定」
（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 184 頁）。

326

45

拉里．卡哈納：《格林斯潘語錄》第 73 頁。「在戰後的前 30
年，由於金融管制制度的實行 — 根據功能和地域而採取的金
融約束制度以及對資本流動的限制（儘管在 20 世紀 60 年代末歐
洲美元市場的迅速發展加大了資本流動限制的難度），金融週
期被大大抑制。隨著對金融活動管制的放開，全球經濟的脈搏
一次又一次地被投機性經濟繁榮所抓緊，並不可避免地導致了
毀滅性的經濟崩潰」（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 36
頁）。「當金融體系被嚴格管制，中央銀行關注於貨幣和信用
總量管制時（1980 年以前），破壞性的金融週期的範圍被大大
抑制了。⋯⋯在這種金融管制的背景下，⋯⋯不太容易出現我
們現在看到的大規模的週期性金融動蕩；顯然，後者的出現和
現在金融活動的寬鬆環境有很大的關係」（2001 年國際清算銀
行第 71 期年度報告；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 36 頁
腳注）。即便金融自由化不可阻擋，有實証研究顯示，80~90 年
代，「53％ 聲稱實行管理浮動的地區，實際匯率與掛鉤或爬行
無異。」另有實証研究顯示，1970~1999 年 165 個地區，「接近
60％ 聲稱浮動者實際上不浮動」，而超過 80％ 聲稱掛鉤者確實
掛鉤（羅家聰：〈政府恐懼浮動，聯匯有益經濟〉，香港《信
報》2006 年 11 月 1 日，第 14 頁）。

46

譬如在法國，「據航空航天公司領導層估計，1995 年第一季
度美元貶值給它造成的負面影響是 1.05 億法郎的赤字，但假設
1994 年第一季度的匯率不變，公司可以盈利 6.55 億法郎。再
舉一例，勒維姆埃食品工業集團的出口佔其營業總額的 80％，
應該公司的要求，瓦布格機構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結果顯
示，美元或日圓匯率若上昇20％，就會分別提高該公司稅後淨
利潤 6~7％ 和 5~6％」（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第
143 頁）。

47

喬爾．庫爾茨曼：《金錢之死》第 299~300 頁。

48

「例如在衍生產品市場上，1990 年以來，英特爾軟件程序廠家
由於財務部門創立的一種新產品而盈利 1.83 億美元，而麥爾克
葯業集團為投入全套衍生產品的規劃，多年來利用財務部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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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開發模式化技術中取得經驗（1993 年 10 億美元）。⋯⋯日
本的 Shows Shell Sekiyug 公司在貨幣衍生產品上損失了 15 億
美元，德國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在石油衍生產品上損失 13.4 億美
元，美國寶潔公司在利率衍生產品上損失兩個億等等。一些法國
集團也在這類市場上受到重挫，如塞塔煙草公司 1994 年在各種
金融市場，其中包括複雜的套利調期交易市場上損失了 2.57 億
法郎。另一個例子是吉亞特機械工業集團，由於在勒克萊克商業
集團向阿聯酋出售坦克的回收預付款上冒險投資而損失了數億法
郎。
工業企業集團參與市場導致了管理成本的上昇：例如在法
國，要得到六個月內 1 美元兌換 5.30 法郎的擔保，就要支付合
同名義總額的 2.6％，兩年內的合同要支付 4.4％。在利率期貨
買賣市場上，要確保利率在 6.5％，兩年期合同要支付 1.7％ 的
費用，五年期合同要支付 6.5％。衍生產品保險的平均費用大約
佔合同總額的 3~5％」（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第
146~147 頁）。
49

「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末，美國製造業公司的債務水平仍然處於
最高紀錄，其資產~負債率上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利息負擔佔
稅前利潤（包括利息）的百分比也突破了歷史紀錄，高達 37％，
而 1979 年只有 23％」（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 82
頁）。

50

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 52~53、61~62 頁。「在主
要工業化國家中，金融市場自由化與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趨勢之
間，是否存在必然的聯繫？⋯⋯金融市場的行為表明有兩種途
徑，使得市場自由化導致了整體經濟形勢的惡化。第一，如『選
美競賽』那樣運作的市場很有可能是高度不穩定的，當所有的觀
點都向同一方向變化時，市場很容易遭受到嚴重的流動性困難。
這將會導致資金成本的增加，有時還會導致資金的短缺 — 這兩
種因素都將打擊投資，從而減少中期的投資活動。第二，在自由
的環境中，『選美競賽』也許會使政府和私人部門的行為產生系
統性的變化。儘管這種變化可以成功地降低市場的不穩定性，
但這種成功是以中期經濟形勢惡化為代價的。⋯⋯舉例來說，
1978~1981 年間英鎊的名義有效匯率昇值 20％，與此同時英國的
通貨膨脹率提高兩倍。實際匯率上昇導致了加工商品貿易賬戶的
迅速惡化，國內加工業產出下降 20％，英國的製造業從來也沒
有全部恢復過來。同樣，在 80 年代美國有效匯率波動 40％⋯⋯
過去 20 年經驗證明，金融市場完全的自由化是沒有效率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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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很好管理的金融市場傾向於較大的波動性和金融傳染，從而
不能為經濟高增長和高就業提供必要的穩定的金融基礎」（黑
體加重為筆者所為；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
第 95~97、1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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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秦大軍、劉喜梅：〈外企五年佔據全國出口半壁江山〉，香港
《信報》2006 年 4 月 24 日，第 34 頁。

52

28 萬家外資企業，三分之二盈利。中國美國商會 2004 年調查，
四分之三在華的美國公司盈利，42％ 的公司在華利潤率超過它
們在全球的利潤率（〈商務部長薄熙來：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
積極參與者〉，《人民日報》2005 年 05 月 23 日，第 14 頁）。
「巴克萊資本訪問了 73 位來自歐洲、亞洲、美國等地區代表的
資產管理人員，結果發現，80％ 的受訪者認為，中國資產管理
專家認為中國資產每年回報率最少達 16％」〈中國資產回報潛
力勝印度〉，香港《信報》2007 年 5 月 7 日，第 8 頁）。

53

曹仁超：〈1 月效應可用於美匯〉，香港《信報》2006 年 1 月 14
日，第 9 頁。

54

〈美國政府積極扶助弱勢社群〉，香港《信報》2005 年 3 月 22
日，第 8 頁。

55

Stalker：《國際遷徙與移民》第 38~39 頁。換言之，美國的最低
失業救濟是中國工資的四倍。「2004 年，在法國僱主協會舉行
的一次圓桌會議上，AT Kearney 的老板說，中國與法國工人的
工資之比平均為 1 比 72，而標誌~雪鐵龍的老板則估計，他們在
雷恩分公司的工人的工資是武漢的工人工資的十倍。⋯⋯美國勞
工部最近做了一次大規模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企業的平均
工資為每小時 0.4 美元，等於法國的 40 分之一。在上海，官方規
定的最低工資為每月 53 歐元，而法國的 Remiremont 為 1215 歐
元。在最低保障工資方面，法國和中國間的差距至少是 20 倍」
（伊茲拉萊維奇：《中國改變世界》第 145 頁）。

56

傑里米．布萊徹：〈今日全球化〉，阿羅諾維茨、高特內：《控
訴帝國》第 283 頁。「中國的工資只相當於墨西哥的四分之一
到五分之一」（伊茲拉萊維奇：《中國改變世界》第 146~147
頁）。

57

〈曼德爾森：鴕鳥政策不是歐洲的出路〉，《三聯生活週刊》
2005 年第 20 期，第 100 頁。「美國工廠工人的每小時平均工資
為 16 美元，而在中國，相同職位的每小時平均工資只有 61 美
分，還不到美國的 4％。一個美國工人用兩個星期的時間，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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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拿到相同崗位中國工人需要用一年才能掙到的工資」（安迪
森．維金：《美元的墜落》第 163 頁）。
58

中國的工資水平是日本的 24 分之一，美國的 20 分之一（哈繼
銘：〈中國「補貼全球」〉，《財經》2005 年 10 月 3 日，第 18
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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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致命弱點」（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第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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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第 1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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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威廉．塔布：〈尋底競爭？〉阿羅諾維茨、高特內：《控訴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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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昇 7.4％〉，香港《信報》2007 年 1 月 3 日，第 6 頁）。

64

1975~1985 年，「美元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貶值過程。在這十年
中，實際工資的增長也在雇主的努力下幾乎降到零」（羅伯特．
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 47、43、73、69 頁）。

65

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 233、216、230 頁。當然，
美國的經濟繁榮，不僅僅得益於工資成本降低。1985~1993 年，
降低匯率，降低利率，特別是降低稅率，綜合有助於生產企業
增加利潤。「在這八年時間裡，美元的名義有效匯率以不低於
4.7％ 的年均速度持續下降，製造商們自然因此受益匪淺。而
在隨後的 1994 年、1995 年，美元名義有效匯率的下降速度更
高達 8％。與此同時，製造商們也從實際長期利率（30 年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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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表明，在 1985 年以後的近十年時間裡，絕對和相對成本的大
幅度下降，大大提高了利潤率的可能空間，而製造業經濟的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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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帶動美國經濟 20 世紀 90 年代實現週期性上昇」（羅伯特．
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 233 頁）。然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
的格局中，美元貶值、利率下調、企業減稅，只能促使各國政府
紛紛「跟牌」。對資本家減稅讓利，對稱的是減少政府的社會福
利開支，在強力抑制就業和工資增長的同時，雪上加霜，進一步
降低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和安全保障。

330

66

「1980 年代初，密特朗所領導的社會黨以矢言推動平均主義改
革而在法國贏得執政權時，投資立刻滑落。法國的年投資率從
1965~1980 年享有的 4.4％，到了社會黨政府主政頭三年大跌至
負 1.21％」（Swift：《民主不民主》第 83 頁）。

67

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14 頁。

68

羅伯特．吉爾平：《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第 25 頁。

69

1985 年里根總統《國情咨文》，誓言把美國建成「全球資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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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經營」（蘇珊．斯特蘭特：《賭場資本主義》第 204頁）。
「美國的國債市場是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場，日交易量超過五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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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即大部分在華爾街」（瑞．坎特伯雷：《華爾街資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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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佔美國股市 7％；直接投資 11990 億美元；其它投資
12680 億美元；合計 6.5 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當年 GDP 的
66％。2000 年美國 GDP 9.817 萬億美元（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6”，http://
www.census.gov/prod/2005pubs/06statab/incom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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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001 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佔全球盈餘的比重從不
足 20％ 提高到 69.2％。「從國際投資者資金配置的角度看，
美國資本市場吸收的資本佔全球的比例遠遠超過了其經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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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奇蹟掩蓋百萬勞工苦難〉，香港《信報》2005 年 12 月 10 日，
第 5 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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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勞力密集產業移往利潤最高的地區，或是相對便宜的技術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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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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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第 393~394 頁。譬如日
本，2004 年股票價格不足 1989 年的二分之一。個人金融資產
中，「現金和銀行存款比例反而從 44.3％ 上昇到 55.4％，股票及
其他證券投資等從 30.7％ 下降到 13.5％」。相應的，養老金、保
險金的比例從 20％ 上昇到 26.4％（張季風：《掙脫蕭條》第 154
頁）。

73

麥金農、大野健一：《美元與日元》第 1~22 頁。

74

「20 世紀 60 年代，年輕的蒙代爾和幾乎所有其他經濟學家都像
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1955）等著名的凱恩斯主義者
那樣，認為浮動匯率可平穩地進行調整，用於穩定國內產出和
就業的波動，並支持國內反週期的政策。當時，這種觀點也得
到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3）、哈里．約翰
遜（Harry Johnson，1972）等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的認同。他們
並不主張進行宏觀微調，但強調貨幣政策獨立性在穩定國內價
格水平方面的重要性」（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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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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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力平價理論的重要性。實際上，購買力平價理論自誕生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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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理論在短期內很難成立，但是其在長期內是有效的，這已經成
為當前經濟學界的一個共識」（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
換及國際化研究》第 182 頁）。「但是，儘管 PPP 的歷史悠久並
被大家普遍接受，而在實踐中 PPP 卻不能成立。我們舉兩個例
子：歐元的問世促使人們進行了一系列國際價格比較並發現在歐
洲統一貨幣區的11個成員國中『同樣』的消費品其價格可以比中
間值高或低 50％。工業品的價格差也接近這個數字。」此外，
「一個經常被引用的例子即美國與英國的許多消費品以它們各
自的貨幣所標的價格是相等的，但在外匯市場上 1 英鎊值 1.6 美
元。但同時，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表明美元是高估的」（伊特韋
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 57~58 頁）。

77

「鉅無霸」在美國賣 3.10 美元，中國賣 10.5 元人民幣（按 1 比
8 的匯率＝1.31 美元）。由此算來，一美元等價 3.39 元人民幣，
人民幣低估 58％。所有國家中，按現有匯率把「鉅無霸」價格
轉換成美元，中國售價最低；其次是馬來西亞，1.52 美元；泰
國第三。相反，歐元和英鎊兌美元分別高估 22％ 和 18％。日元
雖然持續昇值，仍然低估 28％。當然，像所有添加諸多人為假
設的購買力平價計算一樣，《經濟學家》強調「鉅無霸指數」
只能參考，不能當成最終的科學結論（“Happy 20th birthday
to our Big Mac index”，The Economist ，2006 年5 月 27 日，
第 70 頁）。實際上，「鉅無霸」售價在中國比美國便宜一半
多，因為大部分中國人根本喫不起麥當勞。2006 年，算上東部
沿海地區，中國八億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三千元。即使人民幣昇
值 58％，1 美元兌 3.4 元人民幣，八億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天平
均不過 2.4 美元，還是喫不起麥當勞。所以，比美國便宜 58％ 的
麥當勞，到中國只能開在大城市，中等城市很少，縣級市縣幾
乎看不到。美國則有 1.3 萬家麥當勞，多麼偏遠的地方都能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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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無霸」（〈希望顧客進來，舒舒服服地休息和享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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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張季風：《掙脫蕭條》第 14 頁）。直到 2006 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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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這裡的「貨幣風險」指的是或者美元貶值，或者日元昇值，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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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至今依然高達 36％ 左右。政府債券餘額至 2001 年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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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縮國際傳導機制研究》第 73 頁）。「1992~1996 年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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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30 萬億日元穩定金融系統，1998 年 4 月又動用 16 萬億日元大
搞減稅和基建，但這一切猶如泥牛入海，影響微乎其微」（趙慶
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 1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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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 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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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 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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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雄：《日本經濟四大教訓》第 3 頁。

88

「1949~1969 年，當日元對美元匯率令人信服地固定在一美元兌
360 日元的水平時，外匯儲備總額只有大約 20 億美元。1991 年
日本資產泡沫破滅後，官方外匯儲備不過 619 億美元。可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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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低迷的 20 世紀 90 年代，官方外匯儲備的增長約佔 90 年代末
期總額的 80％」（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 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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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巴特拉：《格林斯潘的騙局》第 1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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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因此懷疑利率平價理論不適用了。⋯⋯就目前購買力平價
理論、利率平價理論、資產組合理論等匯率理論來看，每一個理
論中只有有限幾個自變量，他們強調的是某一或者某幾個因素對
匯率變動的影響，在假定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種分析是正
確的，也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但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
浮動匯率取代固定匯率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匯率制度，主要國
家金融自由化的逐步加深使得在國際間伺機尋找獲利機會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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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交易提供的槓桿效應使得小資金也能急劇放大，環境已經與之
前有了根本的改變，如果再用以前的理論進行簡單的分析就根
本只能得出困惑的結果」（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及國際化研究》第 151~152 頁）。實証數據表明，「70 年代末
美元的貶值幅度就明顯高於美國的相對通貨膨脹率；80 年代初
（1979~1985 年春）美元又大幅度升值，儘管美國的通貨膨脹率
比德國和日本高得多」（Robert Z.Aliber：〈匯率安排〉，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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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 220 頁。「沒有任何基礎性的
轉變可以解釋如此短的期間內所發生的鉅大變化。這種起伏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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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機性活動」（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
場》第 365 頁）。「在過去 15 年，關鍵匯率已經朝著比 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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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他們肯定沒有想到名義匯率保持不變。但是 30％ 或 40％
的實際匯率運動並不只是現實可能性。而且，當這些大規模運動
發生時，它們顯然和基本因素並不明顯相關，所以看來較難根
據現有的匯率理論來解釋。當它們最終發生時，匯率的持續波
動和迅速出現明顯背離的情況同樣令人驚訝。匯率經濟學在尋找
風險補償決定因素或新宏觀經濟學模型方面的研究已變得乏力」
（Rudiger Dornbusch：〈匯率經濟學〉，里維里恩、米爾納：
《國際貨幣經濟學前沿問題》第 16 頁）。

92

「關於匯率的傳統習慣被認為是受經濟基礎情況驅使的，但是，
在影響匯率的經濟基礎與即期匯率之間並不存在聯繫。因此，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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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理由希望（或者不希望）由傳統習慣所驅使的國際金融市場
將會促進政策的『健康』。作為監管與世界各國經濟關係的主要
變量匯率是由其未來價值的歷史期望所決定的。而衝擊浮動匯率
（或支持浮動匯率的控制結構）的力量是永遠變化的，且不可預
測」（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 100 頁）。
93

安迪森．維金：《美元的墜落》第 60 頁。

94

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 12 頁。

95

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 131 頁。

96

外匯市場「每天成交額高達兩萬億美元，真正涉及貿易有關的
只佔 3％，其餘 97％ 係炒賣匯價，大部分係孖展交易」（黑體
加重為筆者所為；曹仁超：〈佘當奴難收窄貧富懸殊〉，香港
《信報》2007 年 4 月 3 日，第 17頁）。「英格蘭銀行的一份報
告顯示，在 1985 年倫敦外匯市場大約 90％ 的交易額與貿易無
關。⋯⋯因此匯率主要由資本項目而不是由經常項目來決定。
資本交易的決定性作用並不令人驚訝，因為資本交易在有組織
的市場進行，在這種市場中信息的傳遞非常迅速，交易成本很
低，而且沒有商品生產的領先時間」（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David T. Llewellyn：〈國際貨幣體系〉，里維里恩、米爾納：
《國際貨幣經濟學前沿問題》第257~258 頁）。「自金融深化之
後產生的匯率決定理論如廣義資產市場論等，都是把匯率對於利
率的敏感放在重要地位，而其背後就是鉅大而靈活的資本流動」
（張幼文、干杏娣：《金融深化的國際過程》第 249 頁）。

97

「在匯率的決定機制中完全缺少『基礎經濟』因素；匯率的變化
完全受市場上投機者的『習慣』驅動」（伊特韋爾、泰勒：《全
球金融風險監管》第 183、3 頁）。

98

〈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幣的穩定 — 榮智健在新加坡萊佛士
論壇的發言〉，《香港傳真》No.2006~14。「十分清楚的是，
貿易競爭力將不再如經濟學教科書所說的那樣能決定一國貨幣
的價值。擁有最終發言權的倒是國際市場中的短期貨幣流動。市
場幾乎完全從政府手中奪去了對匯率的決定權」（蘇珊．斯特蘭
特：《國家與市場》第 110 頁）。

99

「影響真實資源配置的主要因素是實物商品的價格以及由價格決
定的行業利潤，而匯率主要是作為金融資產價格而存在」（黑體
加重為筆者所為；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
究》第 189、196頁）。

100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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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 200 頁。

102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
第 123 頁）。

103

「自從日本人引發人民幣昇值爭論以來，人們似乎忘卻了亞洲金
融危機帶給東南亞國家的災難，有國內經濟學家積極建議人民幣
應當通過實施資本項目可兌換來緩解昇值壓力，並認為本幣處於
昇值時為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有利時機」（黑體加重為筆者
所為；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 75
頁）。「正像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帶來了日本經濟體制的逆轉
一樣，如果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在強大的國際政治壓力下真的實
行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中國經濟體制在監控方面的弱點可
以成為直接威脅中國國家經濟安全的死穴」（高柏：《日本經濟
的悖論》，中文版序言，第 11 頁）。

104

「各種期限的日元與美元資產之間的利差仍然很大，甚至達到
3~5 個百分點。這一差異一部分可以用市場擔憂來解釋，即：特
別是當美國經濟放緩的時候，美國商業界要求日元昇值的壓力可
能重新出現。差異的另一部分來自日本目前金融機構認識到持有
鉅額美元證券資產的風險。這些資產是過去 20 年來日本經常賬
戶盈餘累積而成。由於美元資產的日元價值隨著匯率而波動，相
比於美元資產的利率，負的風險溢價減少了日元資產的利率。否
則，日本私營金融機構將沒有足夠的激勵來持有『過剩』的美元
資產」（Ronald I. McKinnon：〈東亞匯率困境和世界美元本
位〉，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 297 頁）。

105

「日元的匯率主要由美元或者說是美國決定」（黑體加重為筆
者所為；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
131、157 頁）。

106

「匯率所涉及的兩個國家如果在政治力量方面存在懸殊、是不平
等的，那麼，政治上的強國就容易控制兩國貨幣匯率的變動方
向，而弱國要是遇到強國控制匯率變動時，它反抗的力量是很薄
弱的，影響也是微不足道的。在解釋 1980 年以來，日元對美元
的匯率變動時，只有將政治因素考慮在內，才不會困惑、才不會
懷疑有關理論的正確性，但是在所有的分析匯率的數量模型中都
沒有政治變量的存在。由於美國在政治上的明顯的霸主地位，美
元、歐元、日元三大國際貨幣之間的匯率變動，更容易被美國所
操控」（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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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及國際化研究》第 76、152 頁）。「美元、德國馬克、日元和
英鎊至少佔 1989~1992 年間貨幣交易的 80％，在 1995 年佔到世
界貿易量的 77％」（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
第 117 頁）。
107

Barry Eichengreen：〈亞洲浮動匯率案例〉，亞洲開發銀行：
《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 202~203 頁。

108

「由於出口、進口同時下降，貿易差額的最終變化難以預料」
（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 70、2、199 頁）。

109

「令人不安的是，中國與日本的外匯問題很相似，當然中國在一
些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存在鉅額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
（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 103~104、191 頁）。

110

「1997 年以來，我們研究的所有十個東亞經濟體都出現了經常
項目順差。即使在印度和巴西這樣過去長期逆差的國家，情況也
一樣。人們開始會認為，貧窮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應該是凈資本
輸入國，而不是債權國。因此，當越來越多的國家成為無法用本
幣放貸的國際債權國時，投資者就會爭先恐後地持有而非拋售本
幣資產，貨幣危機就愈發可能以這樣的形式出現。⋯⋯20 世紀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美國不斷向日本施壓，要求日元昇值；
在新千年又建議中國採取更『靈活』的匯率，讓人民幣向上浮
動。這樣做顯然違反了第二條原則，增加了日本和中國兩大經濟
體在資產選擇中的不穩定性，導致拋售美元換取本幣的現象更可
能發生。其他小型東亞經濟體也可能受到傳染，出現類似的貨幣
轉換」（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
第 129~130、188~189、193、195 頁）。

111

「在中國出口的產品中，高技術含量的部分只佔五分之一，而西
方跨國公司的出口則幾乎全部是有高技術含量的產品（佔 85％
左右）」（伊茲拉萊維奇：《中國改變世界》第 161~162 頁）。
就這點「高科技」出口，「85％ 的『高科技』產品都是由外國
在華企業生產的產品」（〈西報如何看待「崛起的中國龍」〉，
《參考消息》2005 年 12 月 1 日，第 16 頁）。「據海關統計，
2004 年，高新技術產品在中國工業製成品中的比例僅為 27.9％，
而這些所謂的高新技術產品中還絕大部分使用國外的核心零部件
或者關鍵性技術。⋯⋯現在，外商獨資企業佔中國的外國直接投
資總額的 65％，而且它們主導了中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吳
越人：〈中國過度「外資化」的風險〉，《改革內參》2005 年
第 19 期，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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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譬如，一臺出口 DVD 售價 32 美元，交外國專利費 18 美元，成
本 13 美元，企業利潤一美元。一臺 MP3 售價 79 美元，國外拿
走 45 美元專利費，製造成本 32.5 美元，企業利潤 1.5 美元（〈一
臺 DVD 賺取一美元利潤，中國製造能走多遠？〉人民網 2005 年
3 月 11 日，http://homea.people.com.cn/GB/41391/3236349.
html）。譬如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Wanda 無線電鼠標是
羅技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在美國的銷售價大約 40 美元，其
中，羅技拿八美元，分銷商和零售商拿 15 美元，Wanda 零部件
供應商拿 14 美元，生產地中國從每隻鼠標中僅能拿到三美元」
（吳越人：〈中國過度「外資化」的風險〉，《改革內參》2005
年第 19 期，第 15 頁）。譬如，中國彩電出口世界第一，89％ 得
貼上外國商標。中國計算機毛利只有 5％，因為芯片和操作系統
是英特爾和微軟（〈我國名牌彩電 90％ 需貼外國商標才能出口
歐美〉，《法制晚報》2005 年 5 月 24 日）。譬如，人人喊打的
紡織品出口，行業毛利潤 5~7％，淨利潤只有 2~3％（〈曼德爾
森：鴕鳥政策不是歐洲的出路〉，《三聯生活週刊》2005 年第
20 期，第 100 頁）。另有報道說，「中國紡織品生產商只能拿
到 10％ 的利潤，90％ 的利潤都屬於品牌擁有者、批發商、分銷
商、零售商等各個環節，而這些環節大多被進口國壟斷」（〈中
國紡織品出口應實行新戰略〉，香港《信報》2005 年 5 月 25
日，第 14 頁）。

113

筆鋒：〈人民幣邁開歷史一大步〉，《亞洲週刊》2005 年 8 月 7
日，第 5 頁。

114

〈標普指內地銀行風險管理須改善〉，香港《信報》2006 年 6 月
28 日，第 10 頁。

115

「報告指出，人民幣匯率存在一定低估，這一點已成為許多人共
識，國內外學者認為人民幣被低估的幅度從 5％ 到 30％ 不等」
（〈商務部提出人民幣昇值 5％〉，香港《信報》2007 年 1 月 17
日，第 7 頁）。

116

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第 153~154
頁。

117

蘇珊．斯特蘭特：《賭場資本主義》第 222 頁。

118

「由於現在實際上實行的是紙幣~美元體系而不是 60 年代運行的
黃金~美元體系，美國作為主要貨幣儲備國，擁有無限的美元儲
備」（蘇珊．斯特蘭特：《賭場資本主義》第 10 頁）。

119

市場經濟天生具有賭博性質。「投機（speculation）包括對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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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物品或商品的買賣，是從市場價格的波動中謀取利益的一種活
動。通常，一個投機者現在買入一種商品，為的是將來在這種商
品價格上漲時賣出，以期獲得利潤；投機者賣出某種商品，是
因他覺得該商品的價格不可能再高了。這些商品可能是穀物、石
油、雞蛋、互聯網股票或是俄羅斯的盧布。投機商對使用這些商
品本身或用它們製作什麼東西並不感興趣，他們只是想以低價買
進和高價賣出。他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滿載雞蛋的卡車開到自
己家的大門口！投機是一種風險行為，即使是有經驗的投機者有
時也會因為錯誤的估計而遭受損失」（薩繆爾森、諾德豪斯：
《經濟學》第 167 頁）。
120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第 693~694 頁。

121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蘇珊．斯特蘭特：《瘋狂的金錢》第
105~107 頁）。

122

羅斯福說，在他第一次競選總統的時候，美國處在「革命的邊
緣，因為人民缺少食物、衣服和避難所」。當羅斯福競選連任
時，戰勝對手的演說詞是：「工商業和金融高度壟斷，投機行為
司空見慣，銀行違規操作屢見不鮮，階級對立嚴重，地方保護主
義盛行，軍工企業大發戰爭財⋯⋯然而，在美國歷史上，上述這
些力量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團結。如果它們都很恨我的話，那就
恨吧！我很歡迎。（講到此處，聽眾掌聲雷動，經久不息）」
（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第 415、157~158 頁）。

123

中國社保基金「在股票的總投資比例已達 25％，如果以市值計
算，比例更高」（〈項懷誠：海外投資月底達 125 億〉，香港
《信報》2007 年 3 月 29 日，第 11 頁）。「中國審計署副署長余
效明透露，去年審計人員在全國查出 308 億元社保資金被挪用，
不過這不包括上海和西藏」（〈去年 308 億社保資金被挪用〉，
香港《信報》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9 頁）。

124

2007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召集美國、歐盟、中國、日本、
沙特阿拉伯開會討論「全球貿易失衡」，「五大經濟體作出承
諾」，第一個就是「中國已經把減少外部的不平衡上昇到其在
2007 年國家要實現的一個重要目標的地位。她準備大力擴大內
需，並且承諾將逐步走向更靈活的貨幣制度」（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總裁 Rodrigo de Rato：〈扭轉失衡的世界貿易〉，香港《信
報》2007 年 5 月 8 日，第 32 頁）。

125

推薦參閱梁曉：《世界是平的嗎？》中關於〈07~08 中美關係急
轉直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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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王力雄的《黃禍》，1990 年出版。沒有炒作，不見書評，擺在
香港國際機場書店，寸土寸金之地，歷時多年經久不衰。學界評
論之少，媒體報道之少，暢銷數量之多（含大陸盜版），形成強
烈反差。縱觀人類暢銷書歷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如此反
常，不祥預兆，恰似對粉飾太平、醉生夢死的詛咒！

127

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 265 頁。有消息說，「美國
經濟每向下滑落一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就將跌落 0.4 個百分點，
而世界經濟每跌一個百分點，中國出口就滑落十個百分點」（王
國剛：《全球金融發展趨勢》第 330 頁）。

128

一方面美聯儲不斷加息，一方面「十年期債券收益率已從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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