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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以後，亞洲的美元儲備大增，美國赤字大

增，引起對國際宏觀經濟平衡的高度關注。美聯儲主席伯

南克上任前接受訪問，「其他國家需要採取更多行動，

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以紓緩美國破紀錄的經常賬赤

字」。1 唯美國馬首是瞻的 IMF，召集中國、歐元區、日

本、沙特阿拉伯和美國五大經濟體，共商解決「扭轉失衡

的世界貿易」。2 是亞洲增加出口和積累儲備的強烈需求，

將美國造就成了「全球第一赤字大國」？

7.1	 東亞「高儲蓄兩難」與美國不儲蓄不難

關於東亞國家的高儲蓄率，說法不少，衡量標準不一。

有說法是，中國的儲蓄率是所有大國裡最高的。包括公共儲蓄

和私人儲蓄在內，中國的國民儲蓄率（未被立即消費掉的國內

生產總值百分比），大約是 50％。美國的儲蓄率是所有大國

裡最低的，只佔國內產值的 10％ 左右。3  2007 年 5 月，中美第

二次戰略對話前夕，財長保爾森繼續拿儲蓄率說事兒，認為美

中貿易逆差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國存款比例高達 50％，是中

國人不願消費，使得經濟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推動。4

（一）東亞的「高儲蓄兩難」

麥金農認為，東亞國家或多或少都存在「高儲蓄兩

難」（Conflicted Virtue），說的是「任何無法以本幣提供

信貸的國際債權國都將出現貨幣錯配問題」。具有高儲蓄

「優點」的國家，通常會出現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即

向外國提供融資。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出現兩種情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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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開始抱怨該國持續的貿易順差是由於貨幣低估，是不

公平的做法；同時，隨著其美元權益的積累，國內美元資

產持有者越來越擔心手中的美元資產相對貶值，會不斷把

美元資產轉成本幣資產，迫使本幣昇值。這兩種情況往往

交織在一起。國外要求本幣昇值的商業壓力越大，國內美

元資產持有者就越是憂心忡忡。當美元資產開始轉成本幣

資產時，政府就會左右為難。— 如果允許本幣大幅昇值，

就會引發通貨緊縮，經濟最終陷入零利率的流動性陷阱，

尤其在國內物價水平已經走穩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但如果

不讓本幣昇值，國外就會以貿易制裁相威脅。

日本首先深受其害。20 世紀 80 年代，日本的經濟總

量已經非常龐大，其工業品出口迅速增長，加上鉅額經常

項目順差，使之成為美國和西歐工業國家主要的商業競爭

者。70 年代~90 年代中期，美國不斷「敲打」日本，以貿

易制裁相威脅，要求日元昇值。由於 80 年代~1995 年日元

持續昇值，日本在 90 年代陷入通貨緊縮之中，至今尚未

擺脫。即使 1995 年以後沒有出現持續的日元昇值，由於

日元對美元匯率劇烈波動，日元資產利率的風險溢價也是

負數。日本的利率逐步走低至零，出現所謂的「流動性陷

阱」，此時貨幣政策失效，銀行新增貸款無利可圖。5 中

國，會步日本的後塵嗎？

麥金農進一步說，目前東亞各經濟體還很難協調行

動以實現未來「共贏」，軟釘住美元，是現實的選擇。但

是，穩定的前提條件是，美聯儲能保持美元較為穩定的國

際購買力。6

問題是，美元的國際購買力能穩定嗎？從 1971 年結束

金本位到 2003 年，美元對黃金的價值已經貶值高達 90％。

以生活費用為標準，已經貶值 70％。7 遠的不說，2002 年

初~2007 年 10 月，美元兌歐元累計貶值超過 50％，兌英

鎊、加拿大元也處在 20 年多來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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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洲是存款率高

把亞洲國家「共贏」的希望寄託在美元幣值穩定上，

只能是麥金農的一廂情願。他能從亞洲國家的角度出發考

慮問題，與只會先嚷嚷著日元、然後是人民幣昇值的美國

政客，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麥金農始終沒有說清楚，所

謂的亞洲儲蓄率高，其實只是存款率高。

過去，亞洲的金融市場不發達，社會保障程度低，

民眾信任的是銀行存款。8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的金融全

球化，讓亞洲人也開始積極投身資本市場。可惜好景不

長，金融危機隨之而來，大大小小「泡沫」紛紛破裂。亞

洲資本市場 90 年代大發展之後，資本大規模向美、歐回

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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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對金融危機

的抗受力差，亞洲居民的儲蓄只能再回到銀行體系，更加

集中地體現到存款上。

日本是現成的例子。10「日本從 60 年代以後就沒有成

立過新的普通銀行」。11 存款利率政府管制，亞洲金融危

機以前沒有銀行倒閉，還有「第二財政」郵政儲蓄。日本

百姓不必費心勞神，長期保持高額儲蓄，通過銀行為企業

生產項目貸款投資。日本法人持股佔股票總額 70％，百姓

對當股東缺乏興趣。「在日本家庭持有的金融資產中，有

60％ 都屬於某種形式的存款 — 也就是固定資產面值和沒

有市場風險的金融資產。」12  金融自由化以後，國外日元

持續昇值，國內利率持續降低，一系列西化、美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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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各項穩定的就業、保障和福利，迫使人民考慮儲蓄的

保值問題。普通百姓既不可能像銀行放貸那樣對企業投資

作項目評估，也不可能像大股東那樣深入瞭解企業經營，

只能從事股市、樓市的價格投機。13 於是，「日本出現了

全民炒股熱」，「1985 年，日本個人金融資產中股票資

產的比例是 9％，1987 年上昇到 16％，1989 年又上昇到

21％，日本人口的五分之一是個人持股者。」14  然而，亞

洲金融危機後，2004 年的日本股票價格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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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三）美國，不儲蓄不難

「在美國，情況剛好相反，只有 15％ 的家庭金融資產

採取了存款或貨幣市場基金的形式。他們擁有兩萬億美元

的共同基金，接近六萬億美元的普通股票，還有兩萬億的

信用市場工具。這還不算他們透過養老基金和其他金融機

構持有的股票和債券。」16  美國金融業發展領先全球，無

論是普羅大眾醫療、教育、養老的基本需要，還是富裕階

層買債券、炒股票、投資各種對沖基金的需求，幾乎都可

以找到相應的金融工具。所以，銀行存款在美國私人儲蓄

中才顯得越來越無足輕重。雖然統計上是低儲蓄甚至負儲

蓄率，但美國人財富迅猛增長，個人消費比重並不高。17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家庭最終消費支出佔 GDP 的比

重，不僅高於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而且高於歐盟，踞

於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之上（表~16）。按照一般的理解，

百姓收入水平高、社會保障程度高，自然可以擺脫「不敢

消費」的顧慮，提高消費比率。香港、日本的人均 GDP 已

屬高收入之列，但社會保障程度低，家庭最終消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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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GDP比重只能與中等收入國家看齊，不足為怪；弔詭的

是，歐盟人均 GDP 與美國相近，社會保障程度高，北歐

各國更是早就被稱為「福利國家」，歐盟的家庭最終消費

支出佔 GDP 比重，還是遠遠趕不上美國。再次說明，只有

美元霸權，才足以讓社會保障水平不高的美國人越來越富

裕，可以放心地理性消費。放眼全球，獨此一家。

表~16：部分國家（地區）的消費支出與社會保障程度比
較，2003	年

國家（地區）
家庭最終消費支出

佔 GDP 比重
總儲蓄佔 
GDP 比重

社會保障程度

中國 40％ 47％ 低

中國香港 57％ 32％ 低

日本 57％ 26％
低，以雇主

提供保障為主

美國 71％ 14％
低，以雇主

提供保障為主

英國 66％ 13％ 低

歐盟 59％ 22％ 高

中等收入國家 57％ 28％ －

高收入國家 63％ 20％ －

資料來源：家庭最終消費支出和總儲蓄佔 GDP 比重，見 World 

Bank：“Table 4.9 Structure of demand，2005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http://devdata.worldbank.org/wdi2005/Table4_9.htm）。

各國家（地區）的社會保障程度比較，參考盧周來：〈轉型期中國

社會公平問題研究〉，《香港傳真》No.2006-77；〈調查指八成人

憂強積金不足退休〉，香港《信報》2005 年 10 月 18 日，第 6 頁；

高柏：《日本經濟的悖論 — 繁榮與停滯的制度性根源》第七章；

Martin Wolf：〈誰說美國人不需要社保？〉《金融時報》中文網

2007 年 4 月 23 日（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0

940&pos=MID_HLB&pa1=0&pa2=2&pa3=005000026&loc=SPECIAL

%20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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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

美國民眾的實際儲蓄率不低，「非理性消費」、「負

儲蓄」的正主兒是美國政府。

2006 年 8 月，美國財政部宣佈將出售 440 億美元的債

券，並將從 2007 年開始每季推出 30 年期的債券拍賣。8 月

這輪拍賣包括三年期、十年期和 30 年期債券，所獲資金除

了償還當月到期的 223.8 億美元債券外，還能多出「新資

金」216.2 億美元。18 這並不是偶然現象。美國正在發行越

來越多的國債，來替換老國債。19

（一）財政赤字~軍工景氣

美國的「雙赤字」舉世聞名，財政赤字是常態。從

圖~15 中可以明顯看到，美國 GDP 增長率下降，政府隨

即擴大財政赤字，刺激經濟增長；反之，當財政赤字減

少，甚至扭虧為盈時，隨之而來的就是 GDP 增長率下降。

圖~16 則進一步說明，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與軍費開支關係

密切。

蘇聯解體，冷戰勝利，舉國歡騰，美國政府一時沒有

理由繼續軍備競賽，星球大戰計劃下馬，不得不減少財政

赤字。GDP 增長率也從 1989 年開始直線下降。由於訂單減

少，在政府直接指揮下，美國各軍工集團從 1993 年開始馬

不停蹄的大規模兼併，短短四年，20 多家接受政府訂貨的

著名大型軍工企業碩果僅存四家。20 國防開支穩中有降，

財政赤字迅速減少，1998 年甚至開始扭虧為盈。隨後，美

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大幅下降，季度 GDP 出現十年來的首次

負增長，21 美聯儲從 2000 年開始先後 13 次降息，聯邦基金

利率降到 1％，戰後最低，經濟沒有起色。22 直到「9.11」

以後，美國打完阿富汗再打伊拉克，軍費開支從 2002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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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節節攀昇，23 財政盈餘迅速變為赤字。戰爭經濟刺激

景氣，美聯儲才敢從 2004 年起連續加息 17 次，吸引外國資

本流入美國，尤其是購買了大量美國國債，讓美國的赤字

財政可以繼續下去。24

為什麼「財政赤字~軍工景氣」在美國這麼靈？產業

結構調整、大量消費型的製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帶

來美國「產業空心化」。是軍工在支撐著美國製造業。美

國 GDP 佔世界的五分之一，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的四分之

一，而美國的軍工產品銷售，卻佔了全世界的一半！25 所

以，從資源分配上說，其它國家發展軍工，就要擠佔民用

資源，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冷戰期間的蘇聯、如今的

朝鮮就是例子；只有美國，有越來越軍工化的製造業結

構，才能以戰爭帶動軍工產業發展，促進本國經濟繁榮。26

圖~15：美國	GDP	增長率與財政赤字（盈餘）比較，
1980~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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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http://www.bea.gov/bea/dn/gdpchg.

xls）�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http://www.cbo.gov/budget/

historical.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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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6：美國國防開支與財政赤字（盈餘）比較，
1980~2006	年（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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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06 財政年度美國國防開支為估計數。

資料來源：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http://www.cbo.gov/

budget/historical.pdf）；United States Census（http://www.allcountries.

org/uscensus/565_national_defense_outlays_and_veterans_benefits.html；

http://www.census.gov/prod/2006pubs/07statab/defense.pdf）。

軍工的消費者是政府，只有窮兵黷武的政府訂單，才

能支持軍工化的製造業，刺激經濟增長；而增加的政府開

支不能靠加稅來彌補，否則會得罪國內百姓。因此，只能

靠財政赤字。

（二）美國大舉發債，得有人買

過去，流入美國資本市場的資金以私人投資為主導，

但是，目前九成的資金流入是債券投資，而且以全球各地

央行為主要投資者。27  過去是外匯儲備最多的日本最積

極。現在，外匯儲備居全球之冠、2006 年底已經突破萬億

美元的中國，也趕上來了（表~17）。美國是中國對外金融

投資的最主要目的地，其中又以美國國債為主。截至 2006

年末，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達到 3970 億美元，僅次於日

本，居世界第二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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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持有美國政府債券最多的十個國家（地區）（億美元）
名次 國家/地區 2005 年 10 月 2004 年 12 月 2003 年 12 月

1 日本 6820 7120 5840

2 中國 2480 1940 1570

3 英國 1870 1640 940

4 加勒比海地區 1140 690 550

5 中國臺灣 720 590 530

6 德國 640 540 480

7 油國組織 640 600 430

8 韓國 610 690 600

9 加拿大 520 330 210

10 中國香港 480 530 540

資料來源：IMF、國際結算銀行、經合組織、美國財政部、美聯儲、各
國（地區）央行（〈中國外匯結構多元化，歐盟恐拖累美元匯價〉，香
港《信報》2006 年 1 月 12 日，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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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這

個趨勢到現在是愈演愈烈：2006 年 3 月 31 日 IMF 公佈，截

至 2005 年第四季度全球外匯儲備總額 4.171 萬億美元。總

儲備中有約 67％（2.81 萬億美元）是貨幣資產，貨幣資產

中約 1.87 萬億美元（66.5％）以美元計價。30 另一項由 IMF

對 124 個成員經濟體所做的外匯儲備調查顯示，截至 2007

年 3 月底，各成員外匯儲備總額達 3.5 萬億美元，其中美元

儲備 2.24 萬億美元，比 2006 年底增加了 4％；同期各成員

的歐元儲備，換算後僅為 9110 億美元。31

最突出的例子是，2002 年初中國全部外匯儲備才 2174

億美元；2006 年一年就增加了兩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2007 年，僅上半年就增加了 2663 億美元，32  9 月，外匯儲

備總額達到 1.43 萬億美元！33 急增的這麼多美元哪來的？

美國印出來的！「美國作為主要貨幣儲備國，擁有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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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儲備。」34「只有美國能夠成為一個鉅大的淨債務國，

而不會危及本國金融體系的健康。」35

表~18：各國（地區）官方外匯儲備排名，2007	年	9	月（億美元）
排名 國家（地區） 儲備額 截止時間

1 中國內地 14336 2007 年 9 月底

2 日本 9456 2007 年 9 月底

3 俄羅斯 4254 2007 年 9 月底

4 中國臺灣 2629 2007 年 9 月底

5 韓國 2573 2007 年 9 月底

6 印度 2478 2007 年 9 月底

7 巴西 1630 2007 年 9 月底

8 新加坡 1476 2007 年 8 月底

9 中國香港 1408 2007 年 9 月底

10 德國 1171 2007 年 8 月底

註：近年來，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儲備額紛紛上榜，在排名表中的位置還
不斷攀昇。例如，印度 2002 年、俄羅斯 2004 年、巴西 2007 年開始榜上
有名，馬來西亞也曾於 2005 年名列十大。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網站（http://www.info.gov.hk/hkma/chi/
press/2007/attach/20071008c1a1.doc）。中國 9 月的外匯儲備額，
根據人民銀行網站數據更新（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
tongjishuju/gofile.asp?file=2007S09.htm）。

表~19：中國歷年外匯儲備數據，1981~2007	年	9	月（億美元）

時   間 金   額

1981 年底 27

1990 年底 111

1996 年底 逾 1000

2001 年底 逾 2000

2004 年底 6099

2005 年底 8189

2006 年 2 月 8536

2006 年 10 月 10096

2006 年 12 月 10663

2007 年 9 月 14336

資料來源：〈大陸外儲 1.06 萬億美元〉，香港《信報》2007 年 1 月
16 日，第 9 頁；中國人民銀行：〈黃金和外匯儲備報表〉1999~2007
年（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tongjishu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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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最大債務國，長年投資淨收益

身為世界上最大的淨債務國，貿易經常項目逆差了 20

多年，美國卻還保持了 20 多年的投資收益順差、淨流入。

「欠了別人大量債務，不但不需要向別人付息，反而要從

別人那裡收取利息。」不能不令經濟學家感慨不已，以至

於要討論經濟「暗物質」的存在。36

其實，根本不需要說到「暗物質」這麼玄乎。明擺著

的邏輯是：各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了穩定匯率，一頭用

高回報吸引外商投資，一頭買回大量低回報的美元資產。

「裡外裡，美國人什麼也不用幹，單憑美元霸權，坐收鉅

額利潤。」37

按當代常規理論，為了保持匯率穩定和貨幣安全，一

國的儲備金應該相當於其以美元計價的短期外債；或者相

當於 4~8 個月的進口支付。2002 年，美國國庫券的利率為

1.75％。換言之，發展中國家用商業利率借進多少外債，

或者用高於商業銀行利率的盈利承諾引進多少外資，就得

購買相當比例利率僅為 1.75％ 的美國債券。38「龐大的外

匯儲備事實上相當於中國為富裕的美國消費和投資提供鉅

額補貼」。中國用佔 GDP 相當份量的資金購買美元債券和

資產 — 美國短期國債、長期國債、以房地產抵押作擔保

的證券等等，中國央行與其他亞洲國家央行一道，實際上

承擔著美國幾千億美元的全部經常性項目赤字。39「日本和

中國的央行正掌握著價值二萬億美元的低息債券，其中大

部分是美國國庫券和抵押貸款，這項對美國納稅人的鉅額

補貼，⋯⋯堪稱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外國援助項目。」40  美

國財政部公佈的數據，截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外國持有

美國各類證券 7.78 萬億美元，其中 31％ 是美國股票，61％

是美國長期債券（大部分是「無資產抵押」債券），另有

6150 億短期債券。日本和中國這兩大美國貿易逆差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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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持有美國證券總額最大，其中大部分正是無資產抵押

的「其它」長期債券；中國內地、香港、臺灣和新加坡持

有的「其它」長期債券，加起來有 7720 億美元，超過了日

本（表~20）。41 美國財政部沒有對「其它」類再做詳細解

釋，但是，沒有資產抵押還能如此大量發債的，非美國政

府莫屬。

表~20：各國（地區）投資美國各類證券情況，2006	年	6	月
30	日（億美元）

排名
國家
或
地區

總計 股票

長期債

短期債資產抵押債券
（ABS）

其它債券

1 日本 11060 1950 1210 7060 850

2 中國內地 6990 40 1220 5560 170

3 英國 6400 3000 1060 2180 160

4 盧森堡 5490 1930 690 2550 320

5 開曼群島 4850 1780 1350 1420 310

6 加拿大 3820 2740 220 730 130

7 比利時 3310 210 420 2630 40

8 荷蘭 2800 1580 550 580 90

9 瑞士 2620 1450 320 760 90

10 中東產油國 2430 1110 110 800 410

15 新加坡 1630 1010 70 510 40

16 中國臺灣 1350 70 250 1000 30

17 韓國 1240 10 40 1060 130

19 中國香港 1100 220 120 650 110

全球合計 77790 24310 9800 37530 6150

原註：中國內地，不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中東產油國，包括巴林、
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沙特阿拉伯、阿聯酋。
資料來源：美國財政部：“Preliminary Report On Foreign Holdings 
Of U. S. Securities At End-June  2006”（http://www.ustreas.gov/
press/releases/hp3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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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在美國的投資罕有豐厚回報，通常比投資國

外的美國人所得要低很多。42 以外資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為

例，20 世紀 90 年代，外資的利潤匯出急劇增加，大量抵銷

了貿易順差，對中國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平衡發生負面影

響。更有甚者，在「市場換技術」口號下，不少外國直接

投資具有借貸的性質，地方政府往往給外方提供高達 15％

以上的收益率保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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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990~2004 年，中

國的外資企業利潤匯出額逾 2500 億美元。45

調查顯示，2006 年標準普爾 500 指數公司的海外業務

增長可觀，海外銷售額平均佔公司總銷售額的 44.2％，其

中，可口可樂、麥當勞和 IBM 的比率高達 65％、65％ 和

56％。46  與此相呼應，2006 年美國股票型基金平均收益

高達 15％，是當年銀行利息的三倍。其中，投資中國和印

度等亞洲新興市場的基金回報率更是高達 36.9％。47  2007

年，巴克萊資本訪問了幾十位來自歐洲、亞洲和美國的資

產管理人員，80％ 的受訪者認為，投資中國資產每年回報

率最少達 16％。48

有中國和日本們大力地吸納美元，不惜讓外匯儲備額

屢創新高，才有美國用赤字財政大力發展「戰爭經濟」、

保持連續 20 多年經濟平穩增長的餘地。靠血汗工廠出口

廉價產品，幾經辛苦換回的美元，還會乖乖回到美國，投

資低回報的美債；以美國為首的跨國公司，則在中國理所

當然地收取著高額投資回報！2006 年，外企出口額佔中國

出口總額 58.1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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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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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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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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這，就是「中國通過政府操縱等不公平競爭手段，在

美中貿易中大發其財，然後又投資美國政府債券，操縱美

國的經濟命脈，對美國的經濟和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51

7.3	 產業轉移與美國貿易赤字

貿易赤字，也不斷地被美國政府和國會拿著來說事

兒。2007 年 5 月，保爾森又說話，2006 年美國對中國的貿

易逆差創下 2325 億美元的最新紀錄，「已使美國國會充滿

挫折感和彌漫保護主義氣氛，這對中國是不利的」。52

美國貿易到底怎麼了？

（一）低增值、高污染產業轉出

隨著「世界是平的」全球化推進，以美國為首的跨

國公司，將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的

產業或工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跨國公司的產業競爭能

力和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領導能力，也空前加強。分散的

發展中國家，成了西方的生產線、車間、甚至是大「排污

池」。53

在這個背景下，除了牽扯軍工的幾家汽車，美國的許

多普通消費品製造，早就轉移日本、韓國、臺灣和中國內

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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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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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工與高科技嚴格管制

跟低端的消費品製造業正相反，高附加值的美國軍工

和高科技產業，不會輕易轉出去。相應地，美國的製造業

增加值，可以從 1990 年佔全世界 23.58％，進一步上昇至

2001 年的 26.33％。55

這些高科技和軍工產品，不但技術不轉，連產品都

不輕易賣。幾十年來，以美國為首的「巴統」17 國，對

蘇聯、東歐國家以及中國等採取禁運，目的是防止和限制

西方的戰略物資、高技術及產品流向社會主義國家。冷戰

結束，1994 年「巴統」解散，限制卻依然存在，1996 年

成立的「瓦森納協議」就是「巴統」的延續。在「瓦森

納協議」的兩份控制清單中，一類是兩用商品和技術清

單，涵蓋先進材料、材料處理、電子、計算機、電信、信

息安全、傳感與激光、導航與航空電子儀器、船舶與海

事設備、推進系統等九大類；另一份是軍品清單，涵蓋

各類武器彈藥、作戰平臺及其相關部件、設備、材料和技

術，共 22 類。56  美國商務部下屬工業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制定出口管理條例，2500 多項

技術和產品需要申請出口許可證。57 近年來，對中國的限

制還不斷增加。在中國進口的科技產品中，美國的份額已

經從 2001 年的 18％，下降到 2005 年的 8％。58  2005 年，中

國商務部副部長廖曉淇說，美國拒絕向中國出口核電子技

術設備和衛星等高科技產品，至少喪失了 250 億美元的對華

出口。59  2007 年 6 月 15 日，美國公佈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

新規定，進一步擴大了對華出口管制許可證商品和要求中

國商務部出具最終用戶說明的範圍，涉及 20 個大類。60

至於沒什麼敏感技術含量的產品，例如大豆、牛肉、

好萊塢大片，美國倒是想方設法地出口，經常成為貿易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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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和爭端的重要議題。斯蒂格利茨說，美國「借自由市場

之名行保護主義之實」。以農業補貼為例，2.5 萬名「富得

流油」的美國棉農把高達 30~40 億美元的補貼瓜分殆盡，

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國。增加的產量壓低棉花價

格，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就有一千萬棉農受影

響，竭盡全力只為爭取能糊口的收入。美國沒想過取消棉

花補貼，反而提出開放國內棉花市場，使談判具有了「超

現實主義色彩」— 由於鉅額補貼帶來的低價格，美國即使

取消官方壁壘，也根本不需要進口棉花。61

農產品的戰略意義不言而喻。大量轉移出去的普通消

費品製造業，美國政府不補貼。於是，廉價消費品不斷進

口，美國繼續逆差，而美國的逆差來源地，過去主要是日

本，現在加上中國，本國貨幣倍受來自美國的昇值壓力。

值得一再提醒的是，1985 年「廣場協議」，日元被迫大幅

昇值，隨後，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一蹶不振了近 20 年。美

國經濟卻在穩定地蓬勃發展。62

7.4	 誰來養活美國？

美國 GDP 只佔全球三分之一，但資本市場總值佔全球

總值的一半，美元佔全球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的金

融實力早已超過生產力。63

（一）亞洲補貼美元霸權

由於美元具有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美國可以

獨自背負鉅額的本幣債務，不會像較不發達、存在原

罪問題的債務國那樣，受到貨幣攻擊。在沒有通貨膨

脹的情況下，美國幾乎可以無休止地從國外借債，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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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其鉅額財政赤字。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個「良

性」循環。64

歐洲人說，「美國是免費旅行，購買了貨物只付

紙。」65  美國人說，「只有勞作才能創造出財富。而『美

元』卻不是勞動造就的 — 印製一千億美元的鈔票和印製

一張一美元鈔票所投入的勞動有多大差別呢？它不僅欺騙

了普通百姓，即使是那些用商品和服務去換取我們的『美

元』的人，也是上當受騙的受害者」。66 美國人墨頓．米

勒拿諾貝爾獎興高采烈，「我們指揮你們給我們送來這些

費盡千辛萬苦生產出來的、奇妙的汽車、照相機和機床。

而我們又給你們提供了什麼呢？只不過是喬治．華盛頓的

一些頭像。」67  蒙代爾討論時說：「日本儲蓄率很高，投

資和建造了很多工廠，生產出大量的產品。接著他們把一

些儲蓄借給美國人，使他們購買自己的產品，再生產過程

就完成了」。68 布盧姆指出：「亞洲目前是美元勢力的最

後支柱」。69

越來越多的內在失衡已經讓美國經濟焦頭爛額：

貿易赤字、聯邦預算赤字、個人債務、空前低水平的

國民儲蓄率、資產的價格泡沫，當然還有史無前例的

高消費支出。如果把這些失衡放在任何一個其他國家

的身上，恐怕這個國家早已經分崩離析了。但是美元

卻逃脫了這一命運，其原因在於，亞洲國家的中央銀

行為避免本幣昇值而開始囤積美元。70

對發展中國家，「無論危機具體情況如何，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給危機國家開出的藥方一概是『自由化＋財政緊

縮』的萬應靈丹。」結果往往造成「IMF 蕭條」乃至「IMF

騷亂」。曾任肯尼迪總統特別助理的歷史學家阿瑟．施萊

辛格評價說：「至於華盛頓堅持的財政純潔性，就一個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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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貨膨脹、濫發紙幣和向國外投資者出售公債後又以拒

絕償付的辦法為自己的開發籌集如此大量資金的美國來

說，那或許是最不恰當的廢話。如果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的準則來支配 19 世紀的美國經濟，則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

勢將推遲很長時間。對發展中國家宣揚正統的財政理論，

我們有點兒像站在一位老妓女的地位說話，她現在有錢退

休了，但卻認為，為了公眾道德應關閉花街柳巷。」71  安

迪森．維金說：「如果在一個能夠真正實現貨幣自由流通

的體系裡，美元恐怕早已經土崩瓦解了。」72  其實，美國

並沒有像施萊辛格所說 — 已經「從良」，相反，在美元霸

權的威力下，「雙赤字」帶動經濟平穩增長，玩得越發純

熟。事實上，美國成了國際金融體系中惟一不受監督的特

權國家。73

（二）新「三角貿易」

我們只用很少的紙幣（美元）去交換亞洲地區豐

富的產品和服務，我們也足夠聰明地知道這一切並不

公平，當我們送去這些紙幣時，我們必須要提供真正

有價值的產品 — 美國太平洋艦隊。74

美國海軍學院教授 Thomas  Barnett 道破了其中的關

鍵。在所謂的「地理大發現」年代，臭名昭著的「三角貿

易」，把沾滿非洲黑奴血汗的美洲金銀，源源不斷地輸送

到印度、中國和日本等地，為歐洲抵銷對東方的貿易赤

字。75 運轉的潤滑劑，是歐洲的船堅炮利。如今，異曲同

工的新「三角貿易」已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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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貨幣博弈參與的新「三角貿易」之邏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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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17 所示，美國的財政赤字、製造業軍工化和貿

易赤字相輔相成，其中的關鍵，就是製造業軍工化。軍工

不是市場經濟，通過政府財政赤字增加國防預算，可以直

接落實到對軍工企業的採購訂單。因此，在普通製造業外

移、佔 GDP 比重下降的趨勢下，越來越大的軍工成份，

讓美國製造業還可以保持總產出額和增值額平穩增長。高

科技就是軍工。一頭是美國對高科技產品和技術出口諸多

限制；另一頭，是跨國公司為追逐低成本而搬到亞洲的工

廠車間，源源不斷地將消費品輸回美國，反映在海關統計

上，是美國的進口。一裡一外，美國對亞洲的貿易赤字只

能居高不下。

亞洲的存在不可或缺。除了提供廉價日用消費品外，

由於不斷累積的對美貿易順差，亞洲的美元儲備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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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這些亞洲美元不斷回流，支持美國政府大量發行美元

債券，彌補鉅額財政赤字。財政赤字、貿易赤字和製造業

軍工化成了良性循環，成了一個對美國越來越有利的正反

饋。再加上「上帝站在我們這邊」的「反恐戰爭」，美國

生產出來的軍工產品，可以「消費」到所謂的「恐怖主

義」國家，讓美國得以控制中東和中亞地區極具戰略意義

的石油資源。這些地區的石油，有相當部分還要通過美國

控制的海上航線，例如馬六甲海峽，最終輸往東亞。76 新

「三角貿易」，完整地「世界大循環」起來。

美國的軍費支出，常年佔世界軍費支出的一半。2005

年新增的全球軍費開支，80％ 來自美國。77  美國擁有獨

一無二的軍事地位，再加上美元霸權「無與倫比的影響

力」，78 新「三角貿易」運轉的潤滑劑，仍然是「不當帝

國的帝國主義」。

（三）美元貶值「削債」

為了讓美國在這個新「三角貿易」中的利益可以進一

步擴大，還有一道手續不可少 — 美元貶值，是公開的變相

「削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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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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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對

美國國民而言，美元貶值和美元加息相比，前者是更好地

恢復國際收支平衡的工具。因為美元加息是讓美國國民自

己承擔調整成本，而美元貶值是讓其他持有美元資產的國

家和美國一起來承擔調整成本。」81

當一般性地貶值不完全有利時，還可以特殊逼迫債權

國貨幣昇值，達到更直接的「削債」目的。所以，真正的

美元霸權，不僅體現在各國儲備中美元儲備的份量，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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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國際化率比其它貨幣高多少；更關鍵的是，美國欠

別國的美元債務，還可以用「超級 301 條款」、半年一次的

「匯率操縱國」認定、82 反補貼稅、向 WTO 申訴，乃至重

量級的「廣場協議」，五花八門的「大棒」，逼債權國貨

幣昇值。

日本歷來是買美債最多的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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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的匯率主要由美元或者說是美國決定」。83

日元兌美元匯率，從 1985 年的 240 飆昇至 1995 年的 80，

且不說日本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由此破裂、出現嚴重的通貨

緊縮、經濟陷入低谷十幾年難以翻身，僅是美元債權價值

「大縮水」的損失，就已經是「打落牙齒和血吞」了。

這還不算完。雖然美元兌日元貶值的大方向已定，

日本央行仍然很頑強地頻繁干預匯市，試圖保持日元匯率

穩定。「但是干預往往以失敗告終。」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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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下半年，日本

政府干預匯市動用的資金多達 20 萬億日元以上，創歷史最

高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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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萬億甚至幾十萬億日元的大手筆干預，敵

不過美國的敲打、大量國際投機熱錢對日元昇值的預期、

以及昇值預期的自我實現，2003 年下半年到 2004 年初，日

元匯率仍是毫不留情地拾級而上，日元兌美元從 119 昇到

104（圖~18）。強大市場壓力下央行的逆市干預，可能會

像「用一隻水桶和一塊抹布去對付密西西比河水泛濫。」85

幾年的貿易順差，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外匯市場上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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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日元匯率與日本對匯市的頻繁干預，2003~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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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銀行資料（參照張季風：《掙脫蕭條：1990~2000 年

的日本經濟》第 79 頁，修訂繪製）。

如今，中國成為美債的第二大買家。86 中國外匯儲備

已超萬億美元，其中美元儲備的比重，流行的說法是大概佔

七成。2005 年 7 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累計昇值超過 10％，87

邏輯上，意味著數百億美元就此「蒸發」。

不買美債行不行？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曾表示，「中

國無意進一步擴大外匯儲備」，美元匯率應聲大幅下跌，

國際輿論大嘩。2007 年初，中國政府決定設立投資公司管

理國家外匯，對外匯儲備作更多元化的投資，同時一再表

示，「公司正式投入運作後，中國將繼續買入美國政府債

券」；中國拓寬外匯運用方式主要是解決新增外匯的運用

問題，「不會涉及既有外匯資產，更不會大量出售美元資

產」。88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語重心長：中國購買美國國債

「有自己的利益在其中」，⋯⋯任何急劇的改變都不符合

中國的利益。89 還是無官一身輕的格林斯潘說得輕巧：別

擔心中國會大量拋售手中的美國債券，因為，找不到這麼

多買家。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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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買些其它外匯資產行不行？趕在中國投資公司正

式掛牌的當口兒，歐盟官員說得更明白，主權財富基金

（SWF）在歐洲的投資將受限制。91

貨幣博弈，不是經濟，而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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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平均每星期幾十億美元的美債購買量，美國經濟就會有大麻

煩，但是，中國經濟由於對美國出口萎縮，也會有大麻煩，事實

上，雙方已經陷入「金融恐怖平衡」的狀態（宋鴻兵：《貨幣戰

爭》第 229 頁）。
90  美國國債價格持續下跌，格林斯潘於 2007 年 6 月 12 日如是說

（〈格林斯潘暗示美債風光不再，中國難大量脫手〉，星島環

球網 2007 年 6 月 13 日，http://www.singtaonet.com/fin/200706/

t20070613_556433.html）。
91  醞釀多時的主權財富基金「新丁」中國投資公司，2007 年

9  月  2 9  日正式掛牌，有可能入股歐洲最大的私募基金

Apax  Partners；幾乎同時，歐盟官員說，主權財富基金的運作應

該更加透明，否則，在投資歐洲某些戰略行業或嘗試進軍某些行

業時，歐盟有充分理由介入。據估計，中國及中東諸國的主權財

富基金總資產高達 2.5 萬億美元（〈歐威脅限制 SWF 投資〉，香

港《信報》2007 年 9 月29 日，第 8 頁；〈中投今成立，或入股歐

最大私募〉，香港《信報》2007 年 9 月 29 日，第 7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