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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姬经济学： 

1860 年代日本开国后的贸易利得 
 

 

 

 

 

 

日本 NHK 电视台在 2008 年初，推出轰动的连续剧《笃姬》，制作费据说超

过 30 亿日元。这 50 集的收视率，最低的是第 1 集〈天命之子〉（20.3%），最高

的是第 48 集〈无血开城〉（29.2%）。2009 年在台湾开播后也引起一阵热潮，播

完一轮后立刻回放，我每星期有五天守着电视不敢遗漏。这部历史剧拍得实在好，

演员阵容庞大坚强，听说酬劳并不高，主要的资金投在服装（真是漂亮高贵的和

服）、建筑、器物这类的历史考证上。 

 

天璋院笃姬，1836-83 

从中日文的维基百科内，可以看到详细的演员名单与角色说明，也能看到例

如「花道指导」、「扇子制作指导」、「香道指导」、「萨摩语指导」这类的专业人员。

老牌演员如松坂庆子（饰女侍从几岛）、高桥英树（饰萨摩藩主），年轻新秀如宫

崎葵（饰笃姬）的表现也都可圈可点。我觉得《笃姬》和 BBC 的《都铎王朝》

（The Tudors，3 季共 28 集）一样精采。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天皇是虚位元首，政权在德川幕府手中。天皇和幕府都

主张锁国攘夷，但九州岛鹿儿岛的萨摩藩，以及江户地区的长州藩，这几个「外

样大名」主张开国通商。他们希望改革或甚至推翻幕府，主张「大政奉还」，由

天皇主政。萨摩藩的第 11 代藩主岛津齐彬（1851-58 在任），把养女笃姬嫁给德

川家族的第 13 代将军家定（1853-8 在任）。家定逝后，由家茂继任第 14 代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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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66 在任）。 

1856 年 11 月笃姬成为第 13 代将军的正室（御台所），就担任大奥（内宫）

的主导者。家定的生母（天寿院）在媳妇进门后，就退居侧院（因为天寿院是侧

室）。1861年 12月，仁孝天皇的第 8 皇女和宫（静宽院），下嫁第 14 代将军德

川家茂。笃姬（天璋院）在媳妇进门后，并未和她婆婆天寿院一样退居侧院，仍

然主导大奥，直到 1868年 3月「无血开城」离开江户城为止。1
 

前面说过，王室和幕府主张锁国攘夷，但有实力的外样大名（如萨摩藩）主

张开国贸易。如果时光能倒流，双方能请教经济学者，客观分析锁国或开国的利

弊得失，说不定可以避免「安政大狱」（1858）和「樱田门外之变」（1860）的党

争株连杀戮。 

日本的锁国政策始于 1639 年，禁止与外国有任何接触。唯一的例外，是在

长崎港维持和荷兰、中国的小额贸易。但愈来愈紧缩，18 世纪末时几乎已无重

要性。在锁国末期（1850 年代），日本平均每个国民的进口额约 0.6 美分。相对

地，1840 年鸦片战争被迫开港通商时，平均每个中国国民的进口额约 9 美分，

是日本 15 倍。锁国时期的日本，透过琉球也有些小额贸易；琉球虽然臣属中国，

但真正控制琉球的是鹿儿岛萨摩藩。 

让日本有开国之议的是，美国准将贝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

1794-1858），1853 年率船队抵达江户附近港口。1854 年贝里再度来访，带来 2

倍规模的船队，积极要求开港通商。开国派与攘夷派的意见相持不下，经过激烈

讨论才在 1859 年 7 月签约，指定 3 个港口（后来增为 5 个）通商贸易，收取低

额进出口关税。1860 年开放贸易后，日本的进出口额在 25 年内急遽增加：若以

25 年的趋势图来看，进出口线条大约成 40 度角的走向。1873 年时，日本平均国

民的进口额 79 美分，约是同时期中国的 3 倍。 

 

                                                             
1
 有讀者告訴我原因：天壽院是側室，篤姬是正室，正室的地位高於側室，所以篤姬的地位高於

天壽院。 和宮也是正室，此時比輩份，所以篤姬的地位高於和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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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准将贝里，1794-1858 

用经济语言来说，开国时期的日贸易有 4 项特色。(1) 1860 年刚开国时，以

当时出口品的价格来看，国内各行各业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2)但在国际贸易

上，日本是国际行情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订价者（price maker）。(3)政府

对出口贸易并不奖励也无补助，反而课出口税。(4)开国后的 20-30 年间，并未因

贸易而改变日本的产业结构。 

下面的表格显示，1868-75 年间的进出口结构，以农产品和简易工业制品（小

农作物、丝）输出为主，贸易的基础是「比较利益」：工资低、成本低、售价低。

这是典型开发中国家的贸易形态，1950-70 年代台湾也走过类似的路。进口品中

有 1/3 是农产品（米、糖），2/3 是英国的棉花与羊毛产品，以及军火武器和机械

制品。 

日本的贸易结构：1868-75 

产品 进口

（%） 

出口

（%） 

(1)非食物性农产品 

丝 

蚕卵 

其他（棉花、植物腊） 

(2)食物性农产品 

茶 

米 

糖 

其他食物 

(3)其他原料 

燃料（煤与木炭） 

其他 

(4)纺织品 

棉纱 

棉布 

羊毛 

其他纺织品 

(5)其他制造品 

武器与军火 

机器与工具 

各式制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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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贸易 20 年后（1880），日本才开始用西方的技术生产，进入早期工业化



的阶段。为什么在 1860-80 年间，不积极用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生产原本需要进

口的产品呢（这种方法称为「进口替代」）？主要因素是地狭人稠，耕地不足加

上气候条件限制，例如占进口大宗的蔗糖（9.9%）就很难在国内耕作。另一项大

宗进口品是羊毛（19.2%），当时日本没有可以生产羊毛的羊只，完全仰靠进口。

在劳动力供给丰富（甚至过剩）的情况下，以劳动密集型的模式为主，只有棉纱

与纺织业采用西方的机器。 

Bernhofen 与 Brown 这两位作者，接着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在贝里初

次带船抵达日本时（1852-3），就积极开放国际贸易，而不是拖到 1860 年才勉强

开国，国内生产毛额（GDP）大概会增加多少？透过各种假设与复杂的计算，他

们认为贸易的利得可能会让 GDP 提高 8%到 9%，这是相当高的数字。如果用「黄

金两」（日本币）来表示，他们估算 1868 年贸易所产生的利得，全国平均每人约

0.05 两。翌年增为 0.13 两，1870 年大增为 0.3 两，1873 年 0.34 两，1875 年 0.32

两。这些都是很显著的增加，因为 1840 年平均每人所得约 2.3 两，1870 年快速

增至 4.76 两，国际贸易必然是重要因素。经济学常说「贸易是成长的引擎」，各

国的「天赋资源」和「比较优势」，透过贸易互通有无让各国快速成长。闭关自

守会造成内部过度竞争，稀少性资源价格过高，技术进步趋缓。 

萨摩藩很早就和琉球贸易往来，知道西洋科技与军事优势，所以强烈主张开

国通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岛津齐彬处心积虑，把笃姬嫁入主张锁国攘夷的德

川幕府，自己成为第 13 代将军德川家定的岳父。可惜幕府和天皇的立场一致，

都反对开国通商。笃姬并没有完成齐彬托付的任务，心急的萨摩藩就和实力强大

的长州藩连手，出兵攻打江户的德川幕府。 

幕府把「大政奉还」天皇（1867 年 11 月）后，进入明治维新（1868 年 10

月）的新境界。接下来，1894 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1931 年占领东北，1937 年

入侵华北，打遍东南亚。日本在这 50 年间的急速发展，开国与贸易政策是重要

关键。2008 年的历史连续剧《笃姬》，又赚走台湾不少外汇。历史真的没有用吗？ 

 

参考书目 

Bernhofen, Daniel and John Brown (2004): “A direct test of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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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长期经营合算吗？ 
 

 

 

 

 

 

 1980 年代初期，我在法国某个小城的路上，看到一个极其落寞的面孔。那是

个高瘦的中年人，五官端正，拿着廉价的蓝白塑料提袋上街购物。整体而言，气

质还算不错，但没到出众的程度。为什么会吸引我的目光？因为他的体型与面貌

完全是白人，但皮肤是半黑半白的奇怪灰色。我猜他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殖民

地的黑人，才会被带回法国生活。他的外表注定了社会的疏离性，我很少看到这

么孤怜的面孔。 

法国不只对外国人排斥，连从殖民地回来的本国人，都难以完全融入法国社

会。原本在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生活过的法国人，回国后被称为黑脚

（pieds-noirs）。他们虽是白人，但在非洲住久了下半身已染黑。黑脚的口音与行

为，和巴黎文化有明显差距，形成独特的圈子。其中最有名气的，是 1957 年得

诺贝尔文学奖的卡缪（Albert Camus, 1913-60），3 年后因开车出事英年早逝（46

岁）。 

 除了法属黑色大陆的诸多问题，阿尔及利亚在 1950-60 年代独立战争时期，

也造成严重死伤。今日的回教居民，在法国社会也有融合的困扰。帝国主义在短

期内占领许多领土，掠夺无数资源，开发广大海外市场；但帝国逐渐衰退后，殖

民地的包袱就要由子孙承担。例如 1950 年代，法国在越南的奠边府之战伤亡惨

重。伦敦也有同样的现象：旧殖民的各色人种在各地活动，带来财富与智慧，但

也带来各式问题。 

这些显而易见的现象让人怀疑：如果计算利弊得失，帝国的长期经营合算吗？

换句话说：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帝国是资产还是债务？有可能设计出一套「帝国

帐」，来对比长期的损益吗？ 



 持负面见解的人，认为有日不落国之称的英联邦，对英国而言是个钱坑。要

出兵保护各属地，虽然有贸易上的盈收，但整体而言赚得少负担重。尤其在二次

大战后，各殖民地在政治上逐渐独立，但经济、货币、财政上有困难时，还是要

过去的老大哥出马。对现代英国人来说，帝国是祸延子孙的赔本生意。牛津大学

的经济史学者 Avner Offer，1993 年提出具体数字与无形的收益，力辩帝国对英

国是利远大于弊的长期投资。这篇文章思路清晰，相当有说服力。以下分点解说

他的主要证据。 

 (1)帝国的全球军事支出对财政确是一大负担，但这也提供海外投资的机会，

而且获利率比国内投资高。1870-1913 年间，国内投资的平均报酬率约 4.6%，海

外投资则有 5.7%。这 1.1%的差别有多重要？1930 年代的海外财富所得，约占国

内生产毛额（GDP）的 9%。这 1.1%利润差额，若换算成国民所得约有 2%，这

不是个小数目。当然，投资利润高表示海外市场较不健全，风险也较国内高。 

 (2)最主要的批评，是殖民地的存在让国防支出大增。1860-1912 年间，英国

的国防支出比德国、法国高 2.5 倍。换个角度来看，国防支出等于是对殖民地的

巨额补贴。这种补贴远超过从殖民地贸易的利得，所以殖民是不合算的生意。如

果英国的国防支出和德法相同，则税赋可减少 2%，民间的课税率可降低 12%。

所以帝国是不理性的投资，投资者帮政府扩展帝国，是更不理性的行为。 

 Offer 提出 1870-1914 的证据反驳上述说法。英国的国防支出，占国民所得的

百分比（2.95%），长期而言和德国相当（2.86%），比法国（4.52%）少 1/3。若

用英镑来表示，每个国民每年约分摊 1.07 镑军费，德国的平均国民分担额每年

约 0.69 镑，法国约 1.05 镑（和英国相近）。 

为什么会有英国海外军费特别高的印象呢？原因有二：(a)法国的国防支出

被低估了。(b)英国虽然打赢和荷兰在南非的波耳（Boer）战争（1899-1902），但

也付出高额的军费（约国民所得的 7.5%），让世人有英国军费太高的印象。其实

海外的高军费，也协助国内解决失业问题，大约吸收 3-5%的男性劳动力。整体

而言，除了波耳战争期间，英国的军事负担并不比法国高，也比德国高不多。 

 Offer 提出一个详细表格，主要讯息如下。(a) 1909-10 年帝国的总人口约 394.8

百万（包括英国、自治的属地如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南非，以及印度和各地

的小殖民地）。(b) 1909-10 年的军费总支出约 52.522 百万镑。(c)平均每个子民的



国防负担额约 0.13 镑。(d)若把海军支出也算入，平均每个子民的负担额约 0.22

镑，远低于过去的认知。 

 (3)现在换个角度，看帝国圈内的贸易好处。1907-8 年间英国输出到殖民地与

属地的金额，约 520.14 百万镑；从帝国各地的进口额约 649.61 百万镑，进出口

合计 1169.75 百万镑。但英国对属地与殖民地的海军支出，总共才 35.14 百万镑。

也就是说，英国海军每支出 3 镑，就能在海外做 100 镑生意，怎会不合算呢？ 

 现在反过来，从殖民地和属地的观点来看。加拿大海军每支出 0.07 镑，就可

在英联邦内做到 100 镑生意，更是合算。这个数字在澳洲是 0.22 镑，在新西兰

是 0.27，在南非是 0.12，在印度是 0.19。换言之，大英帝国内只要支付低廉的军

费，就可保障国协的巨幅贸易。帝国怎么会是经济上的负担呢？帝国是一只金鸡。

属地与殖民地帮助英国的成份，远大于英国对属地的帮助。大英帝国怎么算都赚。 

 简言之，帝国的军事成本过去被高估了，有不少潜藏的好处被忽略了。英国

在世界各地活动带来的好处并不小，但不易计算。英国往海外发展，对国内有许

多可见的好处：扶持造船业、促进航海技术、帮助科学发展（例如达尔文的小猎

犬号大航行）。其他好处包括提升国际地位、增广国民的视野、在各大洲的活动

探险。把过剩的人口移往属地和殖民地，把罪犯流放到澳洲。还可以和各国政府、

精英分子、商界、金融界建立长期深厚关系，发挥帝国影响力。 

整体而言，英国大约支出国民所得（GNP）5%的成本，就可享受到许多优

势与资源，国协间的贸易更带来相互繁荣与成长。这种当世界大哥的美好感觉，

以及因而带来的实质利益，让人深深体会到帝国非但不是负债，而是英国的策略

性资产。19 世纪缔造的帝国，并不是浪费资源的错误。 

 再举几个熟知的亚洲例子，来支持帝国的长期利益说。试想看看，过去的殖

民地如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每年有多少人去英国留学、学英文、旅

游。这笔重要收入就是建立在过去的帝国经营。以我熟知的经济学界来说，1979

年得诺贝尔奖的 Arthur Lewis（1915-91），出生在英国中美洲的属地 St. Lucia，

在伦敦受教育，替英国带来光荣。1998 年得到诺贝尔奖的 Amartya Sen（1933-），

在印度受完大学教育后，赴剑桥大学深造，日后也替英国带来光彩。这类的事不

胜枚举。 



 

Amartya Sen（1933-），1998 年诺贝尔奖 

 我原本认为帝国没落后，殖民地就变成英国的负担。Offer 这篇论文相当有

说服力，改变了我的认知。但我还是觉得法国的状况不同，殖民的长期代价恐怕

超过收益。各国的状况不一，需要个案检讨，这是个值得争辩的题材，有许多优

缺点容易流于主观认定，不易相互说服。 

 

参考书目 

Offer, Avner (1993): “The British empire, 1870-1914: a waste of mone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6(2):2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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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桩脚的为难与苦恼 
 

 

 

 

 

 

 大英帝国在极盛时号称「日不落国」，全球都可见到米字旗飘扬。大家熟知

的主要会员国有：加拿大、纽芬兰、澳洲、新西兰、南非、印度。这几个「国家」

组成紧密团体，在军事、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各方面密切交流，成为世界最

大的「帮派」。这些会员国在大树下好乘凉，有事时「帮主」会调度资金与人马

协助解决问题。但和帮派组织一样，如果盟主势力衰退，或对盟下诸国有不合理

要求时，这些桩脚怎么办？是要为公益而忍私利，或是要独立自主避免诸多牵扯？

要享受别人的庇荫，就要预想到日后的麻烦。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8）后大英

帝国势力衰减，国协会员各自有问题要解决，还要顾及盟主的利益。 

 

1921 年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版图 

 这篇故事的主题，是澳洲在 1923 年左右，为了挽救经济而想回复金本位，

但英国对是否回复金本位，内部一直有不同意见。身为桩脚的澳洲，只好不断请

求英国赶快回复金本位。此事在 1925 年 4 月圆满落幕，但若英国决定不回金本

位，就很难说这些桩脚是否还愿意支持盟主。以下先简述金本位制的始末。 

 英国施行金银复本位制已有好几世纪，主要特点如下。明确规定 1镑的纸币，

可换到多少黄金或白银。金银都是法定货币，有法定的交换比例，有一段很长时

间约是 15:1。英国因为贸易顺差，累积的白银太多，加上采矿与提炼技术的进步，

导致白银产量过多，造成银贱金贵。 

1821 年英国把复本位改为金本位，废止白银的货币地位。1870 年之后德法

http://zh.wikipedia.org/zh-cn/File:British_Empire_1921.png


美诸国跟进，英格兰银行成为金本位的总舵手，哪个国家出现金融问题，总裁打

个电话协调，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金本位有什么好处？简单地说，会员国的货

币都用黄金作为发行准备，币值都要黄金表示。例如瑞典和智利商人交易时，双

方立刻明白对方的报价，等于多少重量的黄金。 

另一个好处是，任何人拿着黄金俱乐部会员国的货币，都可去该国银行兑换

等值的黄金。也就是说，金本位国的纸钞都能换成黄金，多有保障啊！日本在

1880 年代末期很想挤入列强，但国库实力不足，就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强索

巨额赔款，才有足够财力加入黄金俱乐部。 

这套美好的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中止，主因是英法德列强

互战。战后在巴黎凡尔赛和约时，各国讨论是否要恢复金本位，但德国败战后付

不出巨额赔款，英国虽然战胜但已打穷，英格兰银行无法保证英镑可以兑换黄金。

回不回金本位，关系到英国的世界领导权。大英帝国已显疲态，若要回复金本位，

就要先解决国内的高失业与高通膨。 

凯恩斯这派的学者极力反对，认为打肿脸充胖子不但有害，更会误导国际货

币体制。但国协内有不同声音，希望重振帝国雄风，南非和澳洲劝进尤力。当时

的财政部长丘吉尔左右为难，拖了好几年后终于在 1925 年回复金本位。此事被

凯恩斯不幸言中，6 年后（1931 年 9 月 21 日，日本发动 918 事变之后 3 天），英

国宣布脱离金本位，德法列强跟进，半世纪来风波不断的金本位，在 1934 年美

国也退出后，宣告寿终正寝。 

 

凯恩斯，1946 

以上是金本位的大略兴衰过程，以下解说澳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

损失不严重，但战后的经济问题迫使政府积极想回复金本位。然而澳洲在国际金

融的地位，无法登高一呼或任意行事，只能不断请英国带头。英国左右为难，澳

洲在母子国的结构下，无法独立采取有利的金融政策，又不敢强硬脱离国协，这

是桩脚国的痛苦经验。 

英镑若不回复金本位，汇率就不容易稳定，因为无法用固定的黄金含量来表

示币值，容易引发对英镑的投机买卖，对全球的金融不利。另一方面，瑞典在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John_Maynard_Keynes.jpg


1924 年 3 月率先宣布回复金本位，德国也有此打算。英联邦的南非也顾不了盟

主面子，在 1925 年元月宣告回复金本位。澳洲当然也想这么做。英国政府已默

认这是不可回避的趋势，但总希望澳洲「相忍为国」，等英国宣告之后才跟进。

英国必然要回复金本位，迟疑的主因是要选个较好的时间点。 

为什么澳洲急着逼迫英国表态？主因是担心国内通膨变剧，澳币的汇率不稳，

游资流进流出投机套利，但在盟主的要求下也只能屈服顺从。英澳双方同意回复

金本位有几个好处：稳定汇率、减少贸易逆差、减缩通货供给（降低通膨）。战

后英国经济转劣，失业率与通膨率高升，造成原为国际领导货币的英镑贬值。 

1922-4 年间澳币相对于英镑升值 5%。羊毛是澳洲的主要出口品，价格也跟

着上涨，外汇收入大增，更加重澳币的升值压力。但在 1924-5 年间澳洲开始衰

退，民间投资减少，信用体系紧缩。接着禁止黄金出口，担心黄金存量无法支撑

货币的发行量。 

国协各国也有类似的问题要解决，就想回复战前的金本位，一方面用以控制

货币发行量，二方面稳定各国币值（汇率），三方面促进贸易稳定。澳洲政府对

这件事的态度积极，原因有两点。(1)养羊业和农业部门缺乏资金，而这是澳洲

最主要的出口业（外汇来源）。(2)政府发行价值 3.8 千万英镑的公债，但有 6 百

万卖不掉。财政部请求银行吃下 5 百万，但墨尔本的银行不肯，因为他们要保留

资金，贷款给羊毛业者和农民。银行只肯借钱给财政部 6 个月，其他地区的银行

也不肯配合。 

政府面对这些金融难题，明白必须返回金本位，才有可能让货币发行量、物

价、利率、汇率回复均衡。所以一方面禁止黄金出口，二方面逼劝英国速返金本

位，三方面放话说：澳币不一定要钉住英镑，如果英国不回金本位，澳洲也不一

定要跟随。 

但是英国极力阻挡，因为 1923 年 11 月时，英镑与美元的兑换比例，离预期

的 1 英镑=4.86 美元还差 12%。英镑太弱，还不是重返金本位的时间。英国硬是

不答应，澳洲再怎么说狠话也没用。澳洲眼前的主要困难，是如何提供宽松的资

金给厂商，而又不会引发物价上涨，所以才急切地想重返金本位。 

但澳洲的经济规模没大到能独立自主，国际金融的地位还不够资格自行宣布

返回金本位。若硬逼英国，日后澳洲有困难时，伦敦的资本市场恐怕不会出手相



救。但澳洲的产业若不速救，恐怕汇率不稳外销受损。情急之下，澳洲政府把原

先的「英联邦银行」改为「中央银行」，意思很明白：表明态度要独立于国协的

牵制。 

1925 年元月 8 日澳洲正式通知英国，他们要重返金本位。如果真有本事，

片面宣布即可，何必照会英国？其实这只是逼宫的手段，目的是要英国同意背书。

在一旁观察的美国，也知道英国非重返金本位不可，否则英联邦一旦溃散，对全

球政治经济的冲击非同小可。美国于是伸出援手，在财务上支持英国。保守的英

国财政部门，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还在迟疑。各方早已隐忍不住，逼问英国何时要

采取「决定性的步骤」（definite steps）。英国的回答是：还没有最终的决定，但

「不是没有可能」（not improbable），有可能在 2 个月内做出决定。 

澳洲政府对这种回答失去耐心，1925 年 2 月 18 日撤销黄金出口禁令，这就

把英国逼到墙角了。2 月 22 日英国政府希望澳洲政府稍缓，好让英国与国协的

会员国，同时宣告重返金本位。澳洲政府不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南非在去年（1924）

7 月 1 日，已自行宣告重返金本位，英国也无可奈何。事情拖到 3 月 6 日，澳洲

内阁决意要重返金本位，但还是要和英国商议宣告的时间。3 月 20 日英国内阁

终于决议重返金本位，但希望在 4 月 28 日的预算报告后才宣布，澳洲只好同意。 

事情终于圆满落幕：英国与澳洲以及其他国协政府，同时宣布重返金本位。

为什么南非能在 1924 年 7 月就宣布，而澳洲要一忍再忍？主因是澳洲的自有资

金不足，要靠英国借资金、借黄金才够用。另一项原因，是澳洲的资本市场不发

达，必须靠伦敦的支持。政治桩脚不好当，帝国的桩脚也要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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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股市 1929 年大崩盘：股价泡沫说 
 

 

 

 

 

 

1929 年 10 月纽约股市大崩盘，引发最严重的世界性金融大恐慌与工商业大

萧条。好几个国家的失业率接近或超过 20%，全球贸易急速萎缩，甚至还帮助希

特勒日后的兴起。这么严重的股市崩盘，有人说是货币因素：信用融资太宽松。

有人说是产业结构性因素：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8）期间严重破坏，

在 1918-28 年的积极建设过程中，购买许多美国钢铁与各式产品，导致产业过度

扩张。到了 1929 年欧洲的需求锐减，导致供给过剩，凯恩斯引用马尔萨斯的观

念，称之为「有效需求不足」。换言之，上市公司的获利，产生结构性的下滑，

高速成长的股市自然会崩溃。 

 

还有一种说法：纯粹是泡沫吹得太大，崩溃是股市狂热的必然后果。我认

为此说的证据最直接、最简单、最难推翻。相对地，运用过度复杂的计量统计分

析工具，表面上看来既科学又耀眼，其实内藏不少可疑的资料操纵，反而不如肉

眼直观的说服力。 

先简述 1926-34 年间纽约股市的激烈起伏。若以 1926 的股市指数为底

（=100），1926 到 1929 年 10 月之间的指数，以将近 45 度角的趋势爬升。如果

飞机以这种角度飞行，你必然感到相当不舒服。但股市正好相反：反应热烈，男

女老少、私人与法人、贫富贵贱、白领蓝领、菜篮族，都搭上这班「发财特快号

国民列车」。股市崩盘的历史教训、「人为财死」的古训、专家的良心建议，一概

http://www.laozhuangyi.cn/archives/880.htm/images


无效。 

离题说一件类似的事：2008 下半年从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我认为根本的

祸源，就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葛林斯潘（Greenspan）的宽松政策。美国总统 4

年选一次，每任都希望经济情势大好，自然喜欢葛林斯潘这种华尔街出身的犹太

金融专家，甚至还让他连五任。这位主席当然明白，他的行为等于是长期性的纵

火，但总统与民间就是喜欢看火势猛烈的烟火。在良心的驱使下，1996 年葛林

斯潘提出一句名言：「非理性的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方面警告大灾难

必然发生，二方面为自己的行为脱罪。耶鲁大学的教授 Robert Shiller，2000 年

用这个警世标题，写了一本畅销书《非理性的繁荣》。火种早已播下，只是到 2008

年才以「次级房贷」这个症状爆发崩溃。 

纽约股市在 1929 年 10 月达到顶峰：指数超过 220，表示 2 年半内股市上扬

2.2 倍。10 月 24 日（黑色星期四）和 10 月 29 日（黑色星期二）的两次大跌后，

指数开始垂直下落，一年内跌到 145 左右。接下来是可预见的反弹：1930 年中

的指数约 170。但随后是更严重的下滑：1931 年中的指数只剩 110，跌回 1926

年初的价位。 

整体来说，1926 年之后的短期急速上涨，应该是狂热性的买进；1929 年 10

月之后的自由落体，应该是失序性的狂卖与落井下石。有人提出证据，说联邦储

备早已预见股市过热，因而采取信用紧缩政策，但股市圈内的信用贷款反而急涨

（供投机买卖股票），这才是泡沫化的主因。其实会形成泡沫，还有诸多的内外

在因素，析述如下。 

前面说过，一次大战后欧洲重建的强烈需求，造成美国经济大繁荣，国民所

得大增，失业率大减。工商业与制造业在这股景气下，兴起合并整合的热潮，有

水平式的也有垂直式的，目的是追求更大的产业规模、更多角化的经营、更高的

利润率。工商产业的整倂与开发新产品，都需要金融界提供更多资金。但前面说

过，美国的金融当局已察觉过热，改采保守谨慎的货币供给。企业界从商业银行

贷不到钱，自然转向股市集资，手法就是耳熟能详的「印股票换钞票」。 

股市炒热后，商业银行在财政部的管制下，不便融通巨资给产业界，但总不

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大块肥肉流口水。对策很简单：商业银行开始附设证券业，代

理买卖股票，提供资金给投资者做投机性的杀进杀出。商业银行兼营股票号子的



家数，1922 年只有 10 家，1931 年增加十倍（114 家）。原本只是提供金融贷款

的商业银行，大多数变身成为「投资银行」，代理股票上市业务。简言之，银行

业和股市已密不可分，成为互利共生的生命体。接着又发展出新名堂：投资信托。

主要的业务是做股票上市与代理投资，这些信托公司掌握的资金，庞大到几乎「富

可敌国」，在股市呼风唤雨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保险公司当然也动了心，把保费投入获利率惊人的股市，主业（保险）反而

比不上副业（股票）。这场「股票换钞票」的全民运动，在工商业、金融业、保

险业合力煽风点火后，警觉的旁观者在 1928 年 3 月就看出泡沫了：同年的 4-5

月间，指数上涨 15%。 

有人界定泡沫的成形日是 3 月 5 日，因为通用汽车的股价当天上涨 7%，其

他主要股票例如 RCA（美国无线电公司，1919-86），在那个惊奇的星期内上涨

14%。通用股价大涨的主因，是总经理预测自家股票会从 180 涨到 225，并向股

东宣称公司的盈利会高达 60%。RCA 是当时的重要新技术提供者，1928 年 3 月

公布的「1927 年度营业报告」，预期景气会愈来愈好，1928 年的股利会比预期高。 

在这种乐观振奋的气氛下，主要企业（如美国铝业公司、航空运输业）的财

务报告，也热烈呼应这片繁景。1920 年银行业的资产约有 58%投入工商业贷款，

但由于股市火红的吸金效果，1929 年降到 37%，表示原本投入工商业的生产性

资金，已大幅转入股市（投机买卖）。 

1928 年 3 月泡沫形成后，哪些类型股票爬升最快？当时的股票分成三大类：

工业股、铁路股、水电瓦斯股。爬得最高也跌得最惨的是水电瓦斯股：1928 年 3

月的指数约 150，1929 年 10 月己超过 310，11 月底时跌回 150。这正是典型的

泡沫：1 年半内翻升 2 倍，1 个月内跌回原点。 

现在换个角度，用整体股价与股利的变化，来显示泡沫的形成与破灭。前面

所说的股市指数基年是 1926，离大崩盘只有 3 年，不易看清全局。现在把基年

退到 1922，就可看到 1922-30 年间的大幅变化。从股价的角度来说，若以 1922

年的指数为 100，1926 年中期上涨到 200，表示泡沫的形成期，应该比前面界定

的 1928 年 3 月早许多。 

泡沫急遽涨大的时间是 1926年中到 1929年 10月，指数从 200涨到接近 400，

这是如假包换的泡沫。此处的重点是「股利」：股票的实际价值（或公司的获利



能力）。股利指数的变化曲线，在 1922-8 年间基本走势和股价相同，甚至可以说

是「亦步亦趋」，表示股价和股利并未脱离，这是很健康的讯息。然而从 1928

年 3 月左右，这两条线开始分道扬镳：股价指数涨到 400 时，股利指数才刚超过

260。表示股市的投资人，比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对公司的预期获利更乐观（甚

至是太乐观）。这是泡沫化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举三个例子说明股市的狂热现象。(1)证券商提供短期融资的指数，在

1926-31 年间几乎与股价指数同步起伏，完全重迭，表示添油煽火的效果相当理

想。这个短期融资指数，若以 1926=100，在 1929 年 10 月股价顶峰时高达 220，

崩盘后 1 年内跌回 100。(2)从股票垫款的利率来看，1926 年尚未狂热投机时，

短期利率约为 4-5%，1929 年 10 月时飙到 15%。1930 年中期股市崩垮后，利率

跌到 2%还没人借，这当然是短期投机性泡沫破灭的现象。(3) 1928 年初起，号

子涌入大量新面孔，女性尤多。证券商大幅开辟贵宾室，提供大量女性杂志，派

专人解说股市变化，提供投资咨询，大力倡言「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富人」

（Everybody Ought to be Rich）。菜篮族涌现时，你就该走了。 

1970 年代初期台湾股市开始狂热，我那时读大二，向家里要了 5 万元（那

时不是个小数目），积极投入股市，对用功读书这种事根本看不起。我很快就受

到惨痛教训，从此不再看股市行情。40 年来我不知听过多少股市悲剧，明白这

种钱是我命中不该有的。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定律永远不会改变，前仆后继的

故事永不终止。如果你确信在股市内，你不会是那只不幸的小白鼠，那就勇敢地

跳下去吧。跳下去之前先想一下，为什么经济学界与金融学界，大部分优秀的教

授还认命地教书写论文。 

 

参考书目 

White, Eugene (1990): “The stock market boom and crash of 1929 revisited”,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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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股市 1929 年大崩盘：股价偏低说 
 

 

 

 

 

 

读过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 Fisher equation（MV = PT，M 是货币供给量，

V 是货币流通速度，P 是物价水平，T 是交易量），但你可能不知道 Irving Fisher

（1867-1947）的重要贡献与精采人生。他最拿手的科目是数学，但觉得经济学

最符合他的社会关怀。他读耶鲁大学一年级时父亲过世，靠家教收入养活自己、

兄弟、母亲。1888 年取得学士后，进入经济学博士班，毕业论文结合数学与经

济学，取得耶鲁大学颁发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1891）。 

 

Irving Fisher，1867-1947 

 之后他娶一位富家女，岳父送的结婚礼物是搭邮轮赴欧旅游 3 个月。据说他

自盖一栋十层的高楼，自费聘请助理，在各楼层做他有兴趣的研究：分层做物理、

做数学、做化学、做经济。他的著作丰富多元，最主要的贡献是货币经济学，1996

年由 William Barber 辑成 14 册全集，维基百科英文版有 6 页的解说与外部连结，

可读性很高。 

 1929 年 10 月纽约股市大崩盘前夕，Fisher 认为仍大有可为，甚至大崩盘之

后还坚持此说。这件事一方面拖垮他的财富，二方面破坏他的学术声誉。大家以

为 Fisher 对 1929 年股市的见解，是天真的错误。没想到 2004 年得到诺贝尔奖的

Edward Prescott，同年 11 月发表一篇平反文章，认为 Fisher 对 1929 年股市的见

解正确。1929 年时 Fisher 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学者，他到底发表过什么特殊见

解？他的学理基础与证据何在？Prescott 真的能替 Fisher 平反吗？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Irvingfisher.jpg


 Fisher 在股市崩盘前后发表过下列见解。(1)股价虽已达到高原，但仍未追上

股票的实际价值，所以股价还会上涨。(2) 1929 年 10 月 22 日《纽约时报》的头

条说：「Fisher 认为股价偏低。」(3) 10 月 23 日他在银行业的会议上说：「大部分

的证券价值，并无膨涨的现象」。(4) 10 月 24 日股市开始大崩，到 11 月底已从

顶峰跌了 30%。Fisher 根据各大上市公司的「强劲获利报告」、「很少有工会的争

议」、「对研究发展（R&D）与无形资产的投资相当高」，依然坚称股价并不高。

(5)虽然 Fisher 在股市已蒙受大亏损，但他在 12 月底时还说：「我过去的印象和

现在一样，股市会因为上市公司可靠的盈利而上扬，不理性和不聪明的狂热买进，

只是股市上扬的部份原因。」 

 Fisher 这种乐观态度，主要是认为经济体质一直在进步，科学的新发现持续

应用在产业上，新的企业管理技术与观念不断发展，各类公司之间的合并热潮，

增强了经济规模（scale）与事业广度（scope）。简言之，Fisher 认为股市实在没

有理由不上扬。但事实是残酷的：股市不但崩溃，还造成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界性

恐慌，全球陷入大规模失业与萧条，好几年之后才恢复。金融圈与学界因而有个

共识：Fisher 实在错得离谱，1929 年 10 月时股价已远超过实际价值。 

 McGrattan 和 Prescott（2004）用现代的成长理论，估算 1929 年上市公司的

股票基本价值，对比它们的股市行情。他们推估的依据，是上市公司的生产价值

（有形的与无形的）、营收的税率、股利的分配。结果「强烈」显示，Fisher 的

见解正确：1929 年 10 月股市颠峰时，股价确实被低估了。 

 依照他们的理论，股价应该要等于公司生产性资产的价值，他们称之为「公

司的基本价值」（fundamental value of corporations）。生产性的资产，包括有形（机

械）和无形（商誉）两类。他们运用的数据，是有形的资本、土地、税率，这些

会影响资产价格的实际数据。这些是微观（个体）面。在宏观（总体）面，他们

用产业的利润率以及经济成长率，加上前述的有形资产，来推估无形资产的规模。

接下来对比上市公司「生产性资本」的总价值，以及崩盘时这些股票的实际市场

价值。 

 研究显示：(1)以保守的方式，估算 1929 年上市公司的基本价值，至少是上

市公司税后价值的 21 倍以上；(2)上市公司的基本价值，约是国民生产毛额 GNP

的 1.67 倍。这两项估算「强烈」显示，Fisher 的见解是对的：1929 年大崩盘时，



股价略低于上市公司的基本价值。 

 1929 年 8 月 Fisher 认为股价并未被高估，其中有个论点，是他认为上市公司

的无形资产相当大。过去有好几位学者认为，1929 年的股价大约高出上市公司

实际价值的 30%。Prescott 认为，只有在假设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等于零」时，

这项结论才成立。所以关键在于无形资产到底有多大。你能告诉我麦当劳公司在

快餐业，或 Google 公司在信息业的无形资产（信誉），价值多少亿美元吗？很难。 

Prescott 在 2000 年代初期当然更没有这些资料，只能从国民所得的统计，去

重构出估算值。他们的结果显示，就算只用最低的无形资产数值来计算，1929

年 10 月的股价，都没超过上市公司的价值。他们的估算认为，这些无形资产的

价值其实相当高：至少是公司有形资本存量的 60%。 

 Prescott 用现代理论来分析，加上他的诺贝尔声誉，增强了这项研究的可信

度。接下来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股市会崩盘？他说这个问题在此不回答

（Answering that question is not addressed here），但指出股价的急剧下跌，和当时

的货币政策措施有关。崩盘前，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简称 Fed）对股市

投资者的信用管得非常紧，因为担心「股市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上涨，必然会把美

国的信用吸去，用在投机的证券操作上，达到令人警戒的程度。」股市崩盘后，

Fed 的货币政策转松股价回涨。 

Prescott 的论文提供一个表格，显示两个重点。(1) 1929 年 8 月时股价和上

市公司盈余的比值。有 5 个不同来源的数据显示，这个比值最高的数字是 19.0，

最低是 14.1，表示股价尚称合理，并非天价。(2)上市公司的股票总市值和 GNP

的比值：最高的数字是 1.67，最低是 1.24，表示股价并没有被高估。他们在正文

和附录中，还提供一些走势图与 90 家主要上市公司的市值、净盈余，以及两者

的比例。这 90 家公司中，有 50 家是工业，20 家是铁路，20 家是水电瓦斯业。 

我对他们的分析工具不熟悉，对他们的计算过程也不够掌握，但我对这篇文

章感到相当困惑。一方面 Prescott 说得合情合理，也看不出有什么缺失；另一方

面，他们又不明白回答关键问题：如果 Fisher 是对的，为什么股市会崩盘？单用

货币供给的松紧度来解释，我认为不够说服力。如果一个人够健康，单是短期的

食物管制，还不致于因而崩溃吧！1929 年 10 月纽约股市的大崩盘，是 1930 年

代世界大萧条的原爆点，Prescott 的论文就好像是，某位年轻的体坛健将突然暴



毙后，医师不开死亡证书，反而开了健康证明，真让我困惑。他还没充份说服我，

有请专家为我们解谜。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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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经济学家有用吗？ 
 

 

 

 

 

 

1929 年世界大恐慌时，经济学家没有提出有效的警告。这情有可原，因为

那时期的经济学界规模还小，统计数据相对地欠缺，有博士学位的人不多。2008

年美国金融大恐慌时，情况已完全不同：经济博士无处不有，各种统计数据在网

络上随手可得。但为什么政府还是措手不及，严重影响各国的金融与产业。回想

一下，2008 年下半年到 2009 年上半年间，新竹科学园区有多少人在放无薪假？ 

所以问题很简单：经济学家到底在干什么？只会「黑板经济学」，一下讲台

就没用吗？在黑板上写一堆吓死人的方程式，看起来很科学，怎么连房市泡沫都

解决不了？哈佛大学的 John Galbraith 教授（1908-2006）说过一句名言：「经济

学最大的功能，就是创造与维持经济学家的就业。」 

二次大战期间，其实经济学者有过实质贡献。战争是残酷的破坏与杀戮，但

不可讳言地也有正面效果：平衡过多的人口、发明许多新科技（例如核能技术、

高阶密码）。美国经济学家在二次大战时，有一批在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策略分析局），估算敌方（德、日、义）的伤亡数，评估敌方的意图与能力，

协助战后重建的谈判。 

另一批经济学家在 Enemy Objectives Unit（敌方目标组），挑选适合轰炸的

目标。还有一批在 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统计研究组），应军方要求评估各

式问题。在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物价管制局）的经济学家，协助资源

分配到民间，避免通膨和投机性的囤积，让资源能有效供应在欧洲的部队与盟军。

在 War Production Board（战时生产局）的经济学家，协助民间工业生产军需，

确保有急需的军备，都能取得原物料（例如铝矿）。 

这些平民出身的经济学者，所做的各项分析时常得到罗斯福总统采用，也协



助联邦储备局和财政部筹划各种政策。这些在战时贡献过智慧的年轻学者，日后

有五位得了诺贝尔奖：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 得奖）、Tjalling Koopmans

（1910-85，1975 得奖）、Simon Kuznets（1901-85，1971 得奖）、Wassily Leontief

（1905-99，1973 得奖）、George Stigler（1911-91，1982 得奖）。还有几位优秀的

分析者，战后在 MIT、哈佛、史丹佛、耶鲁任教，有 5 位日后成为美国经济学会

理事长。 

  

Tjalling Koopmans（1910-85，1975 年诺贝尔奖） 

二次大战的主战场在英、法、德、中、俄，美国本土未受影响，有余力调集

这批通晓各国语言（原籍俄德法）的才智人士，加入智慧性战场。罗斯福总统很

看重这种幕僚分析，1940 年派他的好友 William Donovan（一次大战的英雄，日

后在纽约执业律师），亲赴伦敦分析，在纳粹的猛烈空袭下，英国的存活机率有

多高。结果 Donovan 和总统幕僚的判断相似：日后英国有可能在空战上打败德

国。 

这项经验让美国采取一项重要决策：全力搜集情报，由政府汇整，聘请专家

做细部分析，直接对总统负责。国会图书馆与各地图书馆全力配合提供数据，创

立研究分析小组。以图书馆的协助内容为例：提供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三个

轴心国）的报纸、地图、统计资料、交通路线、桥梁、铁路、燃料、隧道的战地

讯息。 

以下举实例说明，经济学家的分析如何协助军方拟定战略。1941 年 12 月 12

日提出的〈德国军事与经济现状〉报告中，经济学家有好几项见解，和海外情报

单位的结论相反。军方的情报指出，德国的状况危急且严重缺粮。经济学家的判

断却是：从 1936-7 年间起，德国前线士兵的三项重要配给品（面粉、肉类、脂

肪与食用油）一直在增加。民间对这三项配给品的消费量虽然减少，但已被 1939

年起大幅增加（约 50%）的马铃薯弥补过来，整体而言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

况好很多。 

在〈西欧轴心国的营养状况〉报告中，经济学家说德国人的卡路里摄取量，



开战后已减少 15%，但平均每天仍有 2,784 大卡，这表示不会在短期内因缺粮而

投降。战后的研究显示，1940 年时德国每人每天能摄取 3,370 卡，1942 年因战

事吃紧降为 2,555 卡，1943 年增为 2,751 卡，1944 年战争结束前一年还有 2,810

卡。这表示活命没问题，但食物以谷类为主，相当单调。肉类与脂肪的配给状况

和英国差不多，但德国的配给制度较早实施，涵盖的范围较广。战时的卡路里虽

可维生，但无法负荷粗重的体力工作。德国还能维持 2,500 卡以上的摄取，主因

是人口的大量耗损：战死、赴外国（尤其是俄国）打仗、战时人口出生率大降。

经济学家对这件事的判断，比情报单位的讯息精准。 

1941 年德军入侵俄国，这是会扭转欧战的战役。美国政府要经济学家分析，

德国需要调配多少资源才能打败俄国。刚开打时，德国很快就占领俄国十条主要

铁路，迅速运送 200 师军队与粮饷深入俄境。在有限的情报下，经济学家去请教

铁路专家，了解零度以下的火车载运效能，以及各种状态下的每日最高运送量。 

在〈东战线的德军供应问题〉报告内，经济学家的结论是：与俄国开战的前

6 个月内，由于德军事前充份准备，各项军需都很充裕。但也会很快就耗竭：军

队每推进 200 公里，就需要额外的 3.5 万次卡车运输。换句话说，运送物资到前

线的能力，每天会减弱 1 万公吨。这表示到 1942 年初时，德军的战力会明显下

降，战后证明这项评估基本上正确。另一战场是北非，美军分析德国隆美尔将军

（有「沙漠之狐」之称）的战备能力，经济学家再次展现优秀的分析能力。 

 

1939 年 9 月德军入侵波兰 

打了几年仗后，盟军想了解德国境内的损伤状况。经济学家想到一个妙招：

阅读各地报纸地方版的讣闻。德国文化长久以来对讣闻相当看重，对死者的生殁

年、职业、阶级、服务单位、死亡地点都有详细记载。美国透过驻瑞士（中立国）

领事馆，搜集德国各地的讣闻，样本数约为各地报纸总家数的 1/4。分析者计算

1941 年 6 月 22 日到 1942 年 10 月 31 日，各阶级官兵的伤亡统计，得出一个比

例：每阵亡 1 个军官，就会有 21.2 个国民死亡。 

另一项推估是：德国在入侵俄国之前已损失 11.4 万名官兵，这和战后的调

查数字（13.4 万）相当接近。但对侵入俄国之后的死亡数就太高估了：经济学家



估算，1941 年 6 月到 1942 年 10 月，德国损失 181.3 万官兵，战后的估算只有

77.4 万。在斯大林格勒（现改名为 Volgograd）的战役中，经济学家估算有 40.7

万阵亡，实际数字是 30.7 万。 

在地球的另一端估算阵亡人数实在不容易，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是军备估算。

假设掳获和毁损的德军轮胎，约占总生产量的 0.3%。又假设前 5 大轮胎厂的产

量，超过全国总供应量的 70%，就可计算出德军消耗橡胶胎与人造胎的状况，也

可看出德国缺乏橡胶的严重程度。情报单位估算德国在 1943 年时，每个月约能

生产 1 百万个轮胎，但经济学家估算只有 18.61 万个，战后调查的实际数字是

17.55 万。类似的估算法，也应用在坦克车、战斗机、枪枝、V-1 飞弹、V-2 火箭

的生产。情报单位估算，1942 年 8 月的坦克产量约 1,550 辆，经济学家说只有

327 辆，战后的调查数字是 342 辆。 

战争期间的资源有限，要精算如何以最少的耗费，得到较高的效果。以轰炸

为例，要反复计算先炸哪里、要投下多少炸弹。有几位战后在 MIT 经济系任教

的学者，以及一位诺贝尔得主，利用德国空照图，透过「成本效益」分析，发明

各种计算方程式，以最小成本达到最大打击效果。可惜战后的评估效果并不佳，

主因是轰炸破坏民间财产的程度，远大于摧毁军事设施的效果。轰炸对德国士气

打击不大，反而更激起民间团结对抗盟军。但轰炸油库的效果很好：1944 年 3

月时，德国空军的油料产量高达 18 万吨，轰炸后在 6 月时只剩 5.4 万吨，9 月只

有 1 万吨，已失去反击能力。 

类似的故事多得数不清，最后举远东战区日本的例子。美国的分析家早在

1941 年 11 月 24 日就提出预言：「经济围堵的压力，已把日本逼到无法支撑的地

步。解决之道只有两个：外交谈判或武力解放。」1941 年 12 月时，由于海军的

围堵，这个原本资源就缺乏的国家，进口量减少 60%，出口工业只发挥 30%的

生产力。从 1936 年起外债已增加 5 倍，1937 年起货币供给量增加 3 倍。电力、

劳动、食物、商品都有管制与配给。 

撑到 1945 年 4 月，经济学家提出〈日本的粮食状况〉报告，说日本的食物

（质量与数量），原本就比西方国差，大战后又下跌 10%。战争期间的平均卡路

里摄取量，从 1930 年代末的 2,270 卡，降到 1944 年的 2,050 卡。食物的质量严

重恶化，脂肪和淀粉尤其欠缺，战后的研究显示这些估算相当正确。1941-5 年间



在都市出生的小孩，比在乡间出生者较矮较轻，主因是粮食较不足。 

以上的故事说明，除了推估俄国战区的伤亡人数失准，经济学家的分析基本

上相当准确。为什么会比情报单位做得好，主因是这个由 18 个经济学家组成的

分析团队（搭配许多助理与军方支持），擅长运用统计分析工具，从有限的样本

做科学性的推估。这些有用的判断，帮助军方锁定关键重点，掌握敌方的致命弱

点。 

他们的主要分析工具，是现在大家熟知的线性规画：在有限资源下，在多重

目标的约制下，如何求出最适解，也就是在解答 optimization problems。这些经

济学家日后各有辉煌的专业成就，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战时体验，让他们对战后

的经济理论发展，以及对财经政策的建议，提供重要的养成背景。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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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为什么会兴起？拚经济才是硬道

理 
 

 

 

 

 

 

 二次大战后希特勒成为邪恶象征，原本是激发人心的自传《我的奋斗》（1925），

据说在德国至今仍是禁书。从不少影片中，可以看到他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戴。为

什么希特勒会得势？答案是：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失业率太高，希特勒有效解决

这个难题。 

 1914-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强制德国付出巨额赔偿。当时年轻

的凯恩斯参加英国代表团，极力反对向惨败的德国索重偿。因为这种屈辱必将深

烙人心，只要有机会再度强大，德国必然报复雪耻。凯恩斯人微言轻，愤而辞职，

写了一本极畅销的名著《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廿年后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

大战，果真被凯恩斯不幸言中。这廿年间德国的政治经济激烈变化，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就是希特勒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称为威玛共和（the Weimar Republic，1919-33），

那是因为在北方威玛城，召开国民会议通过的共和国宪法。这个政府在巨额赔款

的压力下，被迫提高税率，导致严重的物价上涨（通膨）。正在全国努力偿债时，

飞来一件横祸，严重打击才要恢复的经济：1929 年的美国大萧条与大恐慌。 

 

1923 年发行的 5 千万马克纸币＝1 美金 

全球贸易在短时间内严重萎缩，德国的工业生产与出口因而大挫，失业率逐

月上涨。接下来是恶性通膨（hyperinflation）：物价急剧上涨，辛苦的储蓄与养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WiemarRepublic_September_01_1923_50MillionMark.jpg


老金短期内化为乌有。政府有庞大的外债压力，工商业缺乏资金，外国人不敢来

投资。简言之，1929 年大恐慌期间，德国的问题比美国严重多了。外资眼见情

况不妙，自然抽身离开，失业人数暴增，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较差，打击更大。 

 先不谈这些焦头烂额的麻烦，以下把重点聚在失业问题上，因为这是引爆社

会与政治动荡的关键因素。就失业人口数来说，在 1924-5 年间，约从 2 百万逐

渐跌到 50 万，显示战后的经济已逐渐稳定。但从 1925 下半年起，失业人口急速

增加到年底的 220 万，然后逐渐下降回到 1927 年中的 100 万。进入 1929 年后，

就几乎以 40 度角的走势爬升，1931 年底时高达 600 万。 

这么严重的失业，表示社会即将进入暴动状态。威玛政府试着让各政党结盟，

但效果不佳；试着走民主路线，也没有实质帮助。人民对政府已失去耐心，期待

强力的领导者让德国站起来。政治强人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

（Nationalsozialismus，简称 Nazi，音译为纳粹），要求把议会制改为独裁领导制，

群众热情跟随。 

 

希特勒的兴起 

希特勒的「抢救失业大作战」得到热烈回响，他打出「面包与工作」口号，

让民间有「领袖辗转难眠苦思拯救百姓」的形象。其实新政府刚上任时并无良策，

但正好碰上 1929 年的大恐慌：这是世界性的灾难，不能过度指望政府单手扭转

局势。1929-32 年间的大恐慌，给希特勒政府相当长的时间细思对策。1933 年 8

月 31 日在纽伦堡的党员大会上，希特勒宣称解决失业问题是头号工作。他们把

目标放在中下阶层：1933 年 3 月时农业部门有 23.8 万失业人口，1 年内急减到

6.6 万。同一时期，建筑业的失业人口从 49.3 万减到 10.7 万。 

 还有什么事比填饱肚皮更能得到选票？以下的简单数字显示希特勒必定得

胜。1933 年元月的全国失业人数 501.2 万人，7 月时减为 496 万，12 月降到 375.8

万。1934 年元月 314.4 万，7 月 269.6 万，12 月 241.2 万。换言之，失业人口在

24 个月内减半，你能不投这位英明的领导一票吗？大海迷航时不需要大舵手

吗？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Hitler_1928.jpg


 希特勒有什么神效法宝？简言之，在特殊时期用特殊手段，这些都是民主议

会做不到的事。(1)冻结薪资，不准上涨，让工商业界能雇用更多人。(2)冻结物

价，让民间的收入与储蓄维持购买力。(3)抑制进口，爱用国货，扩大内需。 

这几项铁腕（铁血）政策成效显著，希特勒的声望，与失业率的下跌、经济

成长的效果同步变化。拚经济才是硬道理，这是古今中外颠仆不破的真理。然而

历史也一再告诉我们，人性要在得意与失意时看得最清楚。翻身的人有可敬之处，

也更有可怕之处。人民的眼睛，对眼前的事情是雪亮的，对较长期的事情反而是

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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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野仙踪》不是童话故事 
 

 

 

 

 

 

 《绿野仙踪》（1900）是家喻户晓的美国童话故事，你在幼儿园就看过卡通

版，成长的过程看过注音版、改写版、全译本、英文原著，更幸运的人还看过戏

剧版。近几十年来有人说，这本童书其实是作者包姆（L. Frank Baum，1856-1919），

透过书中的角色与情节，在表达他的政治体验与对当代人物的褒贬。也有人说，

包姆是主张「白银自由化运动」的失败者，这本童话故事里所隐藏的，是他对美

国废弃白银走向金本位的不满。有些研究包姆的专家说，从对他生平的理解，上

述的解读其实无中生有，那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把自己的研究主题与特殊见解，

投射在这本童书上。 

 

L. Frank Baum，1856-1919 

 这类的说法我有亲身体验。小时候读《西游记》，眼里看到都是妖怪、盘丝

洞、铁扇公主这类情节。上大学时重读，才明白有唐代、玄奘、长安、西域这些

背景。中年陪儿子重读时，看到的反而是各章回最后几行「有诗为证」，才明白

为什么有人说，吴承恩写这本书的主旨，是在表达他的禅修心得。也有道教界人

士认为，《西游记》是一部阐述「金丹大道」（内丹术）的丹经。还有各式各样的

解读，不信者恒不信。 

以下要介绍的诠释，是从美国近代货币史的角度来理解《绿野仙踪》。或许

您会觉得匪夷所思，但我认为相当有说服力。美国的大一经济学教科书，已有人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L_frank_baum.jpg


做过初步介绍，提醒学生注意：《绿野仙踪》其实是一本货币史的寓言故事，主

要的争论点，是 1873 年废止白银本位是否明智。 

 《绿野仙踪》的女主角，是大家熟知的多萝西（Dorothy）。她是个没有父母

的 16 岁少女，和叔叔亨利、婶婶爱姆（Em）、小狗嘟嘟（Toto），住在堪萨斯的

贫穷农家里。时间是 1889 年，有一天刮起强烈龙卷风，把房子、多萝西、嘟嘟

吹到一个矮人国里，压死了可恶的东方女巫。多年来她统治着这些矮人，要他们

日夜做苦工。没想到从天而降的多萝西，解救了这些受苦受难的人。 

有一位从北方来的善良女巫向多萝西道谢，然后把东方女巫脚上的一双尖头

银鞋，取下来送给多萝西。这个奥兹（Oz，这是黄金白银重量单位 ounce 的缩写）

国里，有四个女巫，北方和南方的是好人，东方和西方的是坏人。现在东方女巫

死了，只剩下西方的坏女巫。大家都知道，东方女巫把那双银鞋当宝贝，但没有

人知道这双鞋有什么法力。 

 接下来的童话故事读者大概已回想起来，以下简介原作者的生平，和书中主

角所对应的真实人物。包姆在 1900-20 年间，总共出版 14 本奥兹系列童书，都

是从第 1 本《绿野仙踪》延伸出来的。这本书在 1900 年推出图文并茂的插图本，

一年内就卖了 3.5 万本，1902 年搬上舞台，1939 年由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一

世纪以来已有 40 多种语文译本，还有无计其数的改写本和舞台演出。米高梅电

影为了吸引观众，竟然把那双银鞋（代表银本位），改成漂亮但没有意义的红宝

石色，完全破坏原作者最在意的象征意义。 

包姆生于纽约州 Chittenango 地方的富裕家庭（1856），20 多岁时写过一出

成功的剧本在百老汇上演。1882 年与 Maud Gage 结婚，她父亲 Joslyn 是普选运

动的领导人物。包姆夫妇后来搬到南达科他（South Dakota）州的 Aberdeen 城，

体验到边区的生活，也听到正在兴起的民粹运动（populist movement）。这是 19

世纪末西部农民反对金本位制，主张恢复白银本货币功能，所提出的白银自由化

运动。目的是要让任何人都可拿银子去银行，要求铸成银币使用。他们组成人民

党（Populist Party），又称为「白银党」。1896 年推举 William Bryan（1860-1925）

参选总统，但并未成功。白银自由化失败后，这个党就失去重要性。 

 话说包姆在南达科办一份小报 Saturday Pioneer，发行几期 Western Investor，

但都不成功。1890 年搬去芝加哥，做过几项不同行业，时常出入芝加哥报界俱



乐部，认识一些重要作家。包姆积极参与白银派，但白银派的总统候选人 Bryan

在 1896 年竞选失败，包姆「失业」后回到老本行写剧本。第 1 本童书在 1897

年出版，但并不成功。1900 年的《绿野仙踪》，原本的书名是 From Kansas to 

Fairyland（《从堪萨斯到仙境》），出版后立刻给他带来全国性的知名度。 

 在这个童话故事里，多萝西代表美国的诚实、善良、勇敢。有人考证说，现

实世界的多萝西本名是 Mary Elizabeth Lease，她是人民党的著名演说者，绰号是

「堪萨斯的龙卷风」（Kansas Tornado）。陪伴多萝西的小狗嘟嘟（Toto，和某个

知名的卫浴厂牌同名），牠所对应的是禁酒党（Prohibition Party）。这个小党的宗

旨，是反对销售、饮用酒精类饮料，也是白银自由化的支持者。为什么叫 Toto？

有人说这是 Teetotaler（禁酒主义者）的缩写。 

 

《绿野仙踪》（1900） 

被多萝西和房子压死的东方女巫，影射美国总统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担任过两任总统：1885-9、1893-7）。为什么把他说成穿银鞋的坏女

巫？因为克里夫兰在 1893 年带头废止购银法案，主张实行金本位。故事中屡次

出现的「黄砖路」（yellow brick road），指涉的是金本位。翡翠城（Emerald City）

指的是首都华盛顿。 

稻草人是西部农民的化身，朴实呆板，脑子里塞的是稻草。拿着斧头的锡樵

夫代表工人阶级，他原本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被东方女巫诅咒后才变成这个样

子。那只懦弱的狮子，指涉白银党的总统候选人 Bryan，表达包姆对他的不满。

那个在翡翠城里，搬弄虚实唬人的空心大佬奥兹巫师，影射的是 Marcus Alonzo 

Hanna（1837-1904）。他是个工业家，在 1896 年的总统选举中，担任 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第 25 任总统，1897-1901）的重要策士。 

 介绍过书中的主角，现在回到现实的经济问题：为什么在 1890 年代，会有

「白银党」（主张白银货币化）和「黄金党」（主张金本位）之争？大背景是美国

从 1860 年代末期，到 1906 年之间的衰退萧条。若以 1869 年的物价水平为基点

（=100），1879 年跌到 72，之后几年稍有反弹，但最高也到 1882 年的 80。最严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Wizard_title_page.jpg


重的是 1896-7 年间，指数下滑到 61，可见萧条的严重性。这也是白银党与黄金

党争选总统的那一年。到了 1906 年指数才回升到 75。 

第 2 项指针是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指数。1879 年跌到 56，表示本来可以卖 100

元的农作物，跌到只剩 56 元。更糟的是，到了 1896 年时，指数惨跌到 44，农

民的困苦不说自明。 

 第 3 项指标是黄金和白银的比价。1869 年时，每两黄金可以换到 20.7 两白

银（价值是 20.7 比 1）。之前在金银复本位时期（也就是黄金和白银都是合法货

币时），金银的比价是 16 比 1。20.7 比 1 表示白银大幅贬值，这对西部七个产银

州靠银矿维生的人打击很大。这个比值在 1870-90 年间，降到 17.9 与 19.4 之间，

表示白银的价值稍微回升。但从 1891 年起白银价格大跌，从 1891 年的 20.9 比 1，

跌到 1896 年的 30.8 比 1。1902 年时更惨（跌到 39.6 比 1），表示靠银矿维生的

西部居民，购买力急剧下跌。过去持有白银当作储蓄的，这些银子贬值一半以上。

西部居民因而更痛恨，那些主张跟随世界潮流采取金本位的「黄金派」。 

 伴随而来的是超高失业率：1890 年只有 4%，1893 年高达 11.7%，1894 年更

高（18.4%），1898 年跌到 12.4%，1899 年好转到 6.5%以下。从货币发行量的角

度来看，1869-1906 年间的数字，表面上看来一直稳定增加，但若细看「强力货

币」（High-powered money＝黄金＋白银＋国库券）的成长速度，就会发现一个

大问题：这段时间的经济成长很快，人口和产业都高速增长。简言之，实质所得

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强力货币的成长速度。这就像青春期的少年，每年身高体

重的增长率，远远超过粮食供应的成长率。所以问题就很清楚了：为什么 1869

年之后物价会下跌？那是因为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太慢，赶不上整个经济体的成

长速度。 

 换句话说，事情变成「物贱钱贵」：产品虽多但换不到钱，因为货币的供给

成长太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现象？因为美国在 1873 年放弃原本的金银复

本位，要追随英法德列强改采金本位。也就是说，原本具有货币价值的白银，现

在法律上已不具货币地位，成为和铜铁一样的金属。1976 年的诺贝尔奖得主

Miton Friedman（1912-2006），写过一篇有名的论文，指责说 1873 年的金本位法

案，其实是一项罪恶（“The Crime of 1873”，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

年 98 卷 6 期）。他一向主张金银复本位较佳：万一金本位出问题，还有白银当备



胎副伞，对经济体系较有保障。 

 支持白银自由化的「白银派」，主张回复白银的货币功能，论点很简单：美

国的黄金存量还不足以撑起愈来愈庞大的经济体系。为什么硬要把白花花的银子，

搁置在一边当金属，弄得全国的货币严重不足。这就像发育中的少年，父母只准

他吃肉类，说要多吃高蛋白食物，才会显得高贵，才能和富裕的邻居相比。但这

个家庭其实还不够富有，肉类的供应量不够让少年饱足。不论是认知错误或心态

奇怪，竟然不准吃家中存量非常丰裕的米饭小麦。 

白银派认为，只要让产量丰富、价格低廉的白银成为法定货币，不就皆大欢

喜？在这种压力下，1890 年 7 月 14 日国会通过购银法案，规定财政部每个月要

收购 450 万盎司的白银，这是白银派的大胜利。但以美国当时的国库财力，根本

买不了这么多白银，撑到 1893 年 11 月就废止这项购银法案。白银派败下阵来，

黄金派又抬头成为主流。这两派从 1873 年起的互斗，到 1896 年的总统选举才划

下句点：白银派的候选人 Bryan 败选，黄金派的 McKinley 当选第 25 任总统。美

国从此（1896）确立金本位，直到 1934 年才脱离。 

 1896 年白银派败选后，包姆把这股激情与过程，转化隐藏在《绿野仙踪》的

人物里。这些内容读者都很熟悉，现在只需提出一个关键性的结尾。多萝西和稻

草人、锡樵夫这些朋友走完旅途后，她要怎么返回堪萨斯农场的叔叔家？「这双

银鞋有奇妙的魔力，只要把鞋跟靠在一起敲三下，就可以命令鞋子带妳到任何地

方。」多萝西抱起小狗嘟嘟，向大家道别，敲打鞋跟三次，要银鞋带她们回到爱

姆婶婶家中。呼啸一声，她就腾空起来，只觉得两耳都是风声，之后就发现已经

坐在堪萨斯大草原上叔叔新盖的房子前面。多萝西的脚上只穿着袜子，「那双银

鞋一定是在空中掉落了，也许掉失在沙漠里，再也找不到了。」 

 包姆原本力挺白银自由化，寄望银子会产生惊人的魔力。经过一趟奇异之旅，

女主角带着小狗又回到了原点，那双法力无边的银鞋「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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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与望远镜： 

英国的长期经济统计告诉我们哪些新见

解？ 
 

 

 

 

 

 

我们生活在日历时间，时常用 1 年、3 年、5 年来判断事情。这是显微镜式

的眼光，容易见树不见林。如果有很长的连续性统计，浓缩成一页的趋势图，一

眼看清楚千年间的主要变化，那该多好。这是望远镜式的眼光，容易见林不见树。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拥有最长期的统计。Clark 

(2005)用 8 百年（1209-2004）的数字传达几项重要讯息：1800 年之前经济进步

非常缓慢，甚至是停滞性的；1800 年之后所得几乎以 80 度仰角爬升，终于脱离

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富裕工业社会。 

这也同时告诉我们：(1)今日还有许多国家没能逃脱马尔萨斯陷阱；(2)其他

先进国家如法德美日，不可能在 1800 年之前就逃脱这个陷阱；(3)人类生活是近

200 年来才有显著改善；(4)在这 8 百年的证据下，我们对过去的经济见解，恐怕

有不少观点是没根据的。 

这 8 百年的统计，主要是 1209-2004 的建筑工人薪资。这些技术工人的工资，

1800 之前是水平的，表示没有逃离「粮食成长率抵不过人口成长率」这个陷阱。

现在的认知，是以 1800 年为产业革命的起点。证据也显示，早在 1640 年就开始

有技术上的突破，但光是这点还不足以逃脱这个陷阱。 

这套 1209-2004 长期数据有两项主要来源。(1)英国建筑工人的薪资（4.6 万

笔）；(2)物价和房租数字（11 万笔）。这 15.6 万笔数字有相当的连续性、代表性、

一致性。这些数据当然没有漂亮到每年每月都有，但若以每 10 年的平均数字求



取 1 个点，然后把这 80 几个点接起来，就很能看清楚长期变化趋势。 

1800 之前的工人实质工资，当然有起伏性的波动，但并没有明显的走势。

就好比在一条水管内起伏波动，终究还是没能破管而出。实质工资没有明显的突

破，表示 1800 之前英国（人类）的生活水平是「静止的」。 

举个例子：1200-49 这 50 年间，和 1750-90（产业革命前夕）这 50 年间，

实质工资只相差 9 个百分点。5 百年间增长 9 个百分点，根本算不上进步。但也

不要忘记，这 5 百年间有不少阶段，是天灾人祸战争的倒退期。相对地，产业革

命之后（1800-2004）的 2 百年间，建筑工人的实质工资增长 13 倍，平均每年的

成长率高达 1.3%。 

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长期而言，拥有特殊技艺的工人，实质收入比一般

体力工人高吗？如果差别不明显，那就没理由送小孩去当学徒。答案是：(1)在

1200-1300 年间，这两种工人的薪资差距高达 2.2 倍。(2)之后差距就下滑到只剩

1.5 倍。这个 1.5 倍的差距维持到 1900 年。(3)这 1.5 倍的差距，在 1900-2000 年

间逐渐下滑到 1.2倍左右。在 1960年代甚至只差 10%，2000年时稍微拉大到 22%。

这表示说，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化，英国博士和高中毕业生的所得差距已经不明

显，我猜测这项差距在美国降得更快。 

这项长期资料可用来回答一个常见的疑问：英国产业革命到底是从哪一年开

始的？过去的说法是 1760 年代，因为在这个时点之前有两个特色。(1)还没能脱

离马尔萨斯陷阱（人口的成长率大于粮食〔所得〕的成长率）；(2)工商业的效率

没多大进步。1760 年代产业革命后，情况就翻转过来：所得的成长率大于人口

成长率，工商业的效率与技术有显著进步。 

这个概念可以用图形来表达，请在脑中或纸上画个纵轴，单位是实质工资（所

得）的指数，1860=100。再画个横轴，单位是人口（百万）。运用前面说的那个

数据（1209-2004 年间的人口与工资），就可以描绘出很多点。这些点的联机：(1)

如果呈现负斜率（也就是走势由左上向右下），就表示人口一直在增加，但工资

反而减少。(2)如果这些联机呈水平状，就表示人口与所得之间呈均衡状态。(3)

如果这些联机呈现正斜率（也就是从左下向右上走），表示人口一面增加，但所

得的增加率更快，就是已经脱离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工业化社会。 

这套 1209-2004 数据显示：(1) 1650 年代之前，这条斜率是负的，表示还没



脱离马尔萨斯陷阱。(2) 1730-1800 年间这条线的斜率呈水平状，表示处于平稳的

停滞拉锯状态。(3) 1800 年代起这条线的斜率呈 45 度角上升，这就是生产力大

增，进入大幅起飞的工业社会。(4)这个图明确告诉我们，如何界定马尔萨斯陷

阱的终点（1650 年代之前）、转折进入过渡期（1650-1800 年间）、起飞进入工业

革命（1800 之后）。 

有一项数据可以左证，1650 年代是英国成长的转折点。从 1580-1920 年间的

文盲率来看，1660 年之前的男性识字率约在 30-45%，1660 年之后急速上升，1740

年左右高达 75%。更显著的证据是女性：1660 年之前的识字率不超过 10%，之

后急速上升，1740 年时约 30%，1860 年约 70%。 

 

Clark (2007)《告别施舍》 

产业革命对百姓生活有哪些帮助？1760-1860 年间的建筑工人薪资，正好可

以对比 1800 之前与之后的变化。如果以 1860 年的指数为 100，则 1760-1800 年

间的薪资指数，在 60 与 45 之间起伏。但在 1800-60 年间，虽然也有高低起伏，

但大体而言指数以 45 度角的爬升：从 45 高到 110。实质所得在 60 年间增加一

倍，表示产业革命的效果很好。 

最后一项对比也相当引人注目。爱尔兰比英国落后，两个地区在政治与经济

长期密切来往的结果，竟然让双方的实质工资在 1760-1860 年间逐渐同步化。这

就是理嘉图所说的：长期自由贸易后，双方的价格与经济福利会均一化。原本较

落后的爱尔兰，把马铃薯卖给富裕的英国，让爱尔兰的所得（GNP）成长率快速

增加。长期的结果是爱尔兰的 GNP 成长率，竟然高过英国的 GNP 成长率。 

这项结果看起来奇怪，想台湾与美国的例子就明白了。1950 年代我出生时，

台湾的 GNP 每人不到 100 美元，1970 年代我上大学时不到 1 千美元。台湾以美

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结果在 30 年内（1970-2000），台湾的 GNP 平均成长率至少

5%，而美国只有 2%或 3%。现在我们甚至还觉得美国货便宜了，这是我读大学

时不敢想象的事。大陆在 1980 之前所得相当低，改革开放自由贸易后，所得成

长率与外汇存底，在 2010 年已排名世界第一，这就是自由贸易的好处。 



我们是日月年地过一生，习惯显微镜式的机械时间观。这篇文章提醒我们，

时常转换用长期的望远镜视角，可以减少许多目光如豆的偏见与狭隘。如果到了

人生晚期，为自己画出这辈子的起伏曲线，就能更明白在哪个阶段其实不必那么

做，或在哪个阶段其实应该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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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陷阱的概念与证据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在《人口论》（1798）内最有名的

论点，是「食物增加的速度呈算术级数」（2, 4, 6, 8, 10），「人口增加的速度呈几

何级数」（2, 4, 8, 16, 32）。如果人口的成长率高于粮食的成长率，就可称为马尔

萨斯陷阱。我们时常听到非洲的饥馑，但台湾与中国大城市的餐厅，每天不知浪

费几千公吨蛋白质（厨余）。 

 

Thomas Malthus，1766-1834 

 第一个想了解的问题是：人类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逃脱这个陷阱？英国是最

早工业化的国家，最早逃脱陷阱。第二个问题是：其他先进国家是在哪个时点逃

脱的？第三个问题是：还有哪些地区尚未逃离。要回答这些问题须先说明两件事：

(1)马尔萨斯陷阱的概念；(2)要用哪些指针或数字当作客观衡量的标准。 

 先介绍一项前导性的观念：工资铁率（Iron Law of Wages），这是古典经济学

派理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提出的。以没有特殊技能的工人为例，

如果他的实质薪资增加了，在没有避孕的状况下会生出更多小孩。这些孩子的消

费能力，很快就超过他的负担。经济能力较弱或较不幸的家庭，有些孩子就无法

养活。这个工人的生活，虽然会因为所得的增加而短期改善，但在出生率无法控

制的情况下，他很快就会被孩子吃垮。接下来他只能养活自己、配偶和几个小孩。

如果以几十年或上百年为观察单位，可以发现工人的实质收入，长期而言刚好可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Thomas_Malthus.jpg


以养活一家几口，不会有剩余。这种不会变富也不会饿死，只能求温饱（subsistence 

level）的所得，称为工资铁率，一般人无法逃脱这个铁率。这个概念在《人口论》

之前就已存在，后来把这个概念学术化，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David Ricardo，1772-1823 

 以英国的长时期统计为例，从公元前到 1800 年之间，虽然实质工资有过多

次起伏，但都没有超越过铁率（勉强温饱）的天花板。现在把 1800 年界定为产

业革命的起点，是因为 1800之后英国的实质工资，就以接近 80度角的趋势上升：

所得的成长率远远超过人口成长率，人类终于冲破工资铁率逃脱马尔萨斯陷阱。 

这是 1800 年代工业国家的情况，王公贵族与工商业界的生活富裕化，农民、

贩夫走卒、无技术工人的生活更是大有改善。美国在 19 世纪时也急速加入这个

行列，但也有不幸的国家，如中国、印度、非洲，一方面工业未能起飞，二方面

人口成长率明显增高，19-20 世纪还深陷在工资铁率内。今日世界上仍有相当比

例的人口，生活在这个铁率、陷阱、黑洞内。 

 有一件很难马上接受的事实：虽然在 1700-1800 年间已有蒸汽机和高度文明，

但对 18-19 世纪的大多数人口而言，从「温饱」的程度来看，恐怕不会比中世纪

或新石器时代好太多。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虽然今日有飞机、有计算机、能登

陆火星，但对仍在陷阱内的非洲人来说，他们的温饱程度还比不上 1800 年代英

国工人。1800 年之后的产业革命，虽然减少了先进诸国「社会内」的生活差距

（工人与中产阶级的差别缩小），但却扩大了「国际间」（如英国和非洲）的生活

差距。 

 接下来要回答三个问题：(1)为什么人类要到 1800 年才能脱离陷阱？(2)为什

么在 1800 年时，英国这个岛国能率先脱离陷阱？(3)为什么各国之间的经济成就，

在 1800 年之后会扩大（严重化）？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脱离陷阱需要科技突破。1800 年之前，虽然瓦特

已改良蒸汽机，牛顿已发明微积分、能证明万有引力，但整体而言，1800 年之



前科技的进步速度太慢，每年约只有 0.05%，大约是今日的 1/13。这种速度不足

以累积出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强大吸力，犹如 1950 年之前的火箭推力还不足以

逃脱地心引力。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较可争辩。并不是因为英国有丰富的煤矿、在世界各地有

殖民地、有宗教改革、有启蒙运动。主因可能是(1)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稳定：英

国孤立北海，较不受欧陆各国的争战影响，在 1200-1800 之间社会相对地稳定。

(2)人口压力方面：在 1300-1760 年间人口成长相对缓慢，对粮食与自然资源的需

求较少。(3)另一项社会性的因素，是富有阶层在经济上相当成功，在生育率上

也较具优势。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较明显。产业革命后各国的所得差距愈拉愈开，形成强国

∕弱国、殖民者∕殖民地、核心国∕边陲国的对比，至今不变。以 2002 年的情

况来对照：体力工作者的时薪在美国是 9 美元，印度只有 0.38 美元。这类的例

子不胜枚举。强国掠夺弱国资源（石油、矿产）的事当然不是新闻，强国的工业

在弱国排放污染，以邻为壑更是常态，美其名曰「全球化」。 

人口增加的速度快过粮食成长速度时，每人的平均粮食就会减少，这是 1800

之前的状况。1800 之后，在英国和西欧工业国家，状况颠倒过来。这些事情可

用每人平均粮食摄取量的变化来显示，以下对比工业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实况，有

历史资料也有现今实况。 

英国的体力工人在 1800 之前，所得的 75%用在饮食上，25%用在衣物与居

住方面。以饮食来说，这 75%内有 44%是谷类与淀粉，10%是奶类，9%是肉类，

8%是饮料（酒或其他），3%是糖与蜂蜜，1%是盐与楜椒。 

接下来对比 1800年英国工人的薪资购买力，以及 2001年非洲马拉维的状况。

英国工人在 1800 年每日的薪资，可以买到 3.2 公斤面粉，而 2001 年马拉维的工

人日薪只能买到 2.1 公斤。同样的比较：英国工人能买到 20.4 公斤的马铃薯，马

拉维工人只能买到 4.2 公斤。牛肉是 1.4 公斤对比 0.6 公斤。整体而言，1800 年

英国工人日薪的食物购买力如果等于 1，2001 年马拉维工人只有 0.4。也就是说：

在 200 年之后还相差 2.5 倍。这也是有无产业革命的差别。 

若以 1800 年英国的平均每人所得为 100，2000 年时全世界有 7 亿人口的所

得，比 1800 年时的英国还差。马拉维甚至只有 33%，津巴布韦约 107%，印度



110%，玻立维亚 120%，中国 157%。这是 200 年间有无产业革命的差距。 

下个问题是：这表示愈古代的人愈穷困吗？当然不是。若以小麦的购买力来

表示，英国工人的日薪在 1780-1800 年间，约可买到 13 磅，但在公元前 1800-1600

年的巴比伦，工人的日薪可以买到 15 磅。雅典在公元前 408 年可以买到 30 磅，

在公元前 328 年可以买到 24 磅。这表示：尚未脱离马尔萨斯陷阱时，在经济最

好的英国，生活水平未必好过古代的巴比伦。 

现在把各国的状况都拉回到 1800 年前后，对比工人每日薪资的小麦购买力。

最高的是阿姆斯特丹（21 磅），土耳其的伊斯坦堡（18 磅），伦敦（16 磅），英

国（平均 13 磅），巴黎（10 磅），长江三角洲（6.6 磅），韩国（6 磅），京都最低，

只有 4.5 磅。换言之，阿姆斯特丹是京都的 4.6 倍，英国是京都的 2.8 倍。 

最后来对比英国（1789-96）与日本（1750）的农民食物内容。英国有 60.6%

是榖类与豆类，日本高达 95.4%。糖类在英国有 4.7%，日本是「零」（所以 1895

年之后在台湾大量兴建糖厂）。肉类与脂肪在英国粮食中占 28.4%，日本 4.6%。 

我父母在青少年时期由于战争因素，至今仍相当珍惜食物。不要忘了人类在

2 百年前，才首次脱离马尔萨斯陷阱，也不要忘了今日仍有 7 亿以上的人口，粮

食摄取还比不上 1800 年代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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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英国会衰落美国会兴起？ 
 

 

 

 

 

 

 经济史学界大致同意，英国在 1800 年代进入产业革命，成为「世界的工厂」。

大约百年后，龙首就被美国取代了。更糟的是，英国开始进入长期性的衰退。学

界时常从科技、结构、生产力，来解释上述现象。另有些学者从成长理论的角度

来分析，有两个主要派别。 

 (1)传统的新古典成长模型，特点是成长的动力来自外部力量，例如土地、资

本、劳动力的增加。这个理论的背后假设，是技术会持续进步，资本累积会「规

模报酬递减」。更重要的，是各国之间的成长差距，会愈来愈缩减，贫穷落后的

国家，会逐渐追上先进国家，但不会取而代之。这个理论很可以解释，为何英国

不能永远当龙头老大。但这个理论不易解释：(a)为什么英国在 1800 年左右会成

为龙头；(b)为什么美国会在 1 世纪内超越。 

 (2)另一种理论称为「内生成长模型」，是从较个体（微观）基础来分析，例

如新科技的发明、人力资源的培养，都是成长的来源。甚至产品质量的改善、激

励性的制度、有利的法律规定、研究发展（R&D）、教育投资，都是成长的来源。

同样的道理，上列因素在各国的状况不一，所以就能用来解释为何英国会成长龙

头，为何非洲不易在短期内强大，以及为何美国在 20 世纪初期能取代英国。 

 然而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英国之所以能成为龙头，还有些重要因素是这两

项理论捕捉不到的：例如规模的效果、无法转移的科技、海外殖民地与资源的发

现。现在要回答的第 1 个问题是：哪些重要因素让英国在 1800 年代成为龙头。 

大家可能会以为 1800 年代进入产业革命后，各行各业就以相似的速度向上

飞扬。这是很大的误解，可能是因为棉纺业的亮丽表现，让人以为这是集体现象。

英国从 1780 开始起跑，到 1850 年的顶峰之间，国内生产毛额（GDP）平均年成



长率约 2.5%，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就产业部门来说，只有几项行业表

现特别杰出，大部分行业还是传统性的缓慢，以下是几项代表性的数字。 

(1)若用 1990 年的美元币值来表示，1780 年英国的平均国民所得约$1,787，

1820 年约$2,099，1870 年约$3,263（比同时期第二富裕的荷兰高 20%，比法国和

德国高 70%，比美国多 1/3），1913 年约$5,032，确实很亮眼。(2)平均寿命方面，

1780 年时约 34.7 岁，1820 年 39.2 岁，1870 年 41.3 岁，1913 年 53.4 岁，进步明

显。(3)识字率也有很大进步：同一时期从 50%到 54%到 76%到 96%！(4)农业部

门就业人口明显下滑：同一时期从 45%到 35%到 22.7%到 11.8%！表示非农业部

门迅速成长。 

 但有一项警惕性的讯息：美国制造业生产力迅速追赶，1820 年时已是英国的

1.49 倍，1870 年 2.04 倍，1913 年 2.13 倍。为什么这么快就被追过？以下分 4

点说明。 

 (1)英国的科技进步虽然很快，但如前所述，在各部门的分布很不平均。以服

务业（如商店、银行）来说，这个部门的就业人口约占 40%，但技术进步相当不

显著。 

 (2)关键性的科技（例如蒸汽机），大家误以为必然有非常大的产业效果。其

实蒸汽机带来的「社会节省」（也就是节约成本的效果），1800 年代只占 GDP 的

0.2%。原因是蒸汽机并未立刻被广泛使用，1800 年总共只有 3.5 万匹马力的动能。

蒸汽机的重要性要到 1850 年之后才显著，例如 1870 年增加到 200 万匹马力，此

时就有显著的社会节省，约占 GDP 的 3.5%。 

 (3)美国产业的生产力为什么能追得这么快？就英国这方面来说，工厂的组织

形态很传统，都是中小型企业，不易发挥「规模效果」。以棉纺业中心曼彻斯特

为例，中型工厂的雇用人数 1841 年只有 174 人，只比「最低效率规模」的 150

人稍高。相对地，美国地广人稀，又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一开始就朝大规模作

业、生产线的设计，工厂规模平均比英国高许多。双方的「生产效率」与「规模

效果」高低立判。 

 (4)在 1800-1900 年间，英国的科学与技术领先世界，是科技的「净输出国」。

这当然很荣耀，但赚到的「面子」大于「里子」：比英国落后的国家，进口英国

技术后，运用较便宜的人力与较丰富的资源，很快就追上来。反过来说，英国很



少从其他国家得到这种追赶的好处，没有享受到便宜快速的「学习效果」。 

 现在把场景拉回 1800 年代，对比英法这两个世仇，解说英国为何能胜出。

法国的人口较多，气候温和，资源也丰富。但英国从 1560 年代（都铎王朝的伊

莉萨白一世）开始，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与殖民地，尤其 1588 年打败西班牙无敌

舰队后，海权更是快速发展：海外市场与贸易额大幅增长，也刺激国内产业的蓬

勃进展。 

英国最特殊的技术，是煤矿的开采、蒸汽机的广泛运用，也就是在能源技术

上领先世界。长期下来，英国工人阶级内拥有技术的比例相当高。相对地，当英

国重商主义快速进展时，法国还停在大陆型的农业生产形态，不像英国一样积极

发展海权与开发殖民地市场。法国人把大部份的精力，耗在政治争夺与文化活动

上，输掉了起跑点的优势（first mover）。 

明白英国能在西欧领先的原因，现在来看为何美国很快就能超越。把时间点

拉到 20 世纪初期，对比的效果较明显。 

(1) 1920 年时，美国的 GDP 约$594.4（单位是 1990 年的 10 亿美元），英国

在 1913 年只有$214.5。这是「岛国」和「大陆」型经济在规模上的差异。 

(2)同一时点，美国人口 106.9（百万），英国才 42.6（百万），差 2.5 倍。 

(3)以投资额占 GDP 的比例来说，美国约 12.5%，英国 7.4%，表示这个年轻

的国家正在积极拚经济。 

(4)以 R&D 经费占 GDP 的比例来看，美国约 0.25，英国 0.02，差 10 倍。 

(5)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美国 0.56，英国 0.07，相差更远。 

(6)土木工程师占就业人口的比例：美国 0.13，英国 0.05。 

(7)总合要素生产力的成长率：美国 1.7%，英国 0.45%。 

这 7 项数字宣告英国的必然让位。英国衰退的劣势，到 1929 年就明显到无

可争辩。美国平均每人的 GDP，是英国的 131.4%，而在 60 年前（1870），美国

是英国的 75.3%。1929 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生产力，是英国的 250%。 

再换一种指标。1913 年英国前三名产业是：铁路与船运、纺织业、钢铁业。

1929 年的前三名是：铁路与船运、烟酒业、纺织业。美国在 1913 年的前三名是：

非铁金属业、农业设备、产业设备。1929 年是农业设备业、车辆与航空器、非

铁金属业。其实只要看 1929 年英国的第二大产业竟然是「烟酒业」，就知道有多



沈沦了。 

美国的制造业能在短期内成为龙头，有一项关键就是地大物博（自然资源非

常丰富）。在 1940 年之前，美国的优势几乎都是「能源密集型」的制造业（耗铝、

耗铁、耗油）。这表示美国的能源价格偏低、天然物资充沛，自然就走向以资本

密集、原料密集、节省劳力型的工业。 

一方面这是得天独厚，但也在短期内快速耗竭无再生性的资源，另一方面就

朝向开发人力节省型的技术（耕耘机、收割机、洗衣机、生产线）。有了这两项

优势，就更吸引外国人力、资本涌入，形成雪球效果：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

技术进步率、投资报酬率都遥遥领先。 

相对地，英国早期的优势（例如蒸汽机、煤矿能源）很快就失去光彩。英国

的社会阶级、菁英统治、贵族气息、历史包袱、制度僵硬。这些特色进入 20 世

纪后，成为再度翻起的障碍。更糟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付出惨痛的代价，

本土遭到严重打击，二次大战后殖民地又逐渐独立。而美国在两次大战期间，不

但本土没受影响，反而因为军需与武器的供应让经济兴盛起来。 

若以 20 世纪末的眼光来看，英国产业的竞争力有几项严重缺点：缺乏生产

线、规模不够大、经营不够多角化、水平与垂直的整合度不足、企业管理能力较

弱、新科技的发明能力（如计算机软件）不足、科技人才外流。这些缺点正好是

美国产业的优势。我们无法预测美国这些优势还能维持多久，才会被日本、韩国

超越，就像 20 世纪初期美国迅速超越英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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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普鲁士会兴起？ 

以税收制度的效率化为例 
 

 

 

 

 

 

普鲁士原本是个贫穷小国，缺乏天然资源，1740 年普已成为欧洲第一军事

强权。以军队规模来说，1650 年只有 2 千人，1713 年增至 3 万人，1755 年 13.6

万人，1786 年 19.4 万人。为什么能迅速兴起？关键是税收制度：1640-1806 年间

是全欧洲最有效率的。腓特列二世（1740-86 在位）一方面把普鲁士变成军事强

国，二方面也明白军事的强大必须建立在税制效率上。 

 

普鲁士，1866 

1640 年之前普鲁士的税制，是由各地区领主征收，这有三项缺点：没效率、

不公平、做不好。为什么在 1640-1806 年间能有这么大转变呢？学界对这个问题

有不同见解，其中最为人知的论点，是以社会学大师韦伯（Max Weber，1864-1920）

为代表的诠释：普鲁士的税制组织已经官僚化，因而比领主的无制度性税收有效

率。 

他们认为普鲁士的税制有 5 项特点。(1)官员有明确阶层，由高一职级的监

管下一级。(2)明订官员的责任与权利义务，在这之上有国家级的行政法律来规

范。(3)官员的等级依才干与考试分派，而非行政性的指派。(4)官员有终身职保

障，不可任意解职。(5)官员有固定的货币薪资（而非实物），退休后有养老金。 

韦伯认为欧洲各国的政府结构，在 17 世纪初期已有世袭制和官僚制的混合

体，普鲁士的优势在于官僚制特别突出，已有现代国家的官僚体系。有些学者反

http://d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Datei:Map-DR-Prussia.svg&filetimestamp=20070111114350


对这种说法，认为 17-18 世纪的普鲁士还相当中央集权，但同时也开始发展官僚

体制。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共同的问题是：官僚化就会让税制效率化吗？ 

韦伯认为官僚化会比君王领主制「有更优异的效率」，但也有人批评说他把

官僚行政过度理想化。要反驳韦伯论点，最有力的证据是：普鲁士的官僚化在

1794-1810 年间完成，而在此之前税制己经改革得相当有效率，两者并无因果关

系。税制的效率化是在 1640-1786 年间，以缓慢线性方式进行：在 1640-88 年间

有初步改革，1688-1713 年间受到挫折，1713-40 年间重回改革轨道。这些都在

行政体系官僚化之前就已完成。 

 

腓特列二世（1740-86 在位） 

更明显的证据，是腓特列二世 1786 年逝世后，税制效率有过激烈的衰退，

而此时的官僚体系早已完成。简言之，官僚化与税制效率并无因果关系。腓特烈

二世时期，打过几次耗费高昂的战争，去世时国库还有 5.1 千万 Thaler（塔勒，

旧德币，1 塔勒=3 马克），这是前任国王 Frederick William 一世（1713-40 在位）

遗款的 6 倍。 

韦伯的「官僚说」与史实不符，但因影响广泛反而成为主流见解。现在大

家已理解到，官僚体系有许多不效率的地方，所以要解释普鲁士的税制效率，必

须回到历史实境找寻原因。其中最简捷有力的论点，是腓特烈二世时期发展出一

套既不受官僚体系约束，又更能有效控制税务官员的手法。为什么普鲁士能建立

出独特的效率税制？  

以经济的结构来说，普鲁士并不适合发展出效率税制。主因是原有的封建

制度根深柢固，其次是经济比其他国家落后，第三个原因是交通与运输条件不佳。

普鲁士在 17 世纪时，从领土和人口来说还是个小国家，中央税务署和各地税务

局的连络，至少要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18 世纪时普鲁士国土大幅扩张，但

交通与运输的进步跟不上，因而在税收上造成许多麻烦，加上各地封建势力抵抗，

税收成本明显增高。 

过去的税收基本上是包税制：中央要求各省每年上缴多少金额，各省收到

http://d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Datei:Friedrich_Zweite_Alt_AM.jpg&filetimestamp=20060525223136


命令后，要求各县每年上缴多少。各县再向各乡镇要求上缴额。各地的实际税收

额，与实际上缴额的差额，就是各层级的盈余。普鲁士税制的一项特点，是只对

城镇课税。为何不对农村乡间课税？因为地主大都是有权有势的贵族，必然会团

结抗税，所以把税源集中在抵抗力较弱的城镇工商业与居民。这样的简化有好处：

可以大幅精简税务机构的组织与人员：18 世纪时有 3 千位税务人员就够了，和

同时期欧洲各国相较，实在是「少得惊人」。 

普鲁士有何秘方？这些论点较难用数字左证，分述如下。 

(1)普鲁士国王对各阶层的官员有直接控制权，有人称之为王权制，也有人

说这是「朝廷的绝对主义」。这种王权制大约始于 1640 年，终于 1794-1806 年间。

1806 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由法律条文规定的现代文官制，限制君王对官员的指

挥权。在财政效率最佳的 1640-1806 年间，两位国王直接控管各级官员，腓特烈

二世甚至还亲自处理税务。要发挥「朝廷的绝对主义」必须有两项前提：(a)国

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太多（小国寡民）；(b)国王雄才大略。为何 1806 年之后就

无法发挥「绝对主义」？因为普鲁士领土在强大军国主义下扩张 3 倍，人口增加

10 倍，税收的效率跟着下跌。 

(2)税务官员的薪资，以专业考试和业绩考核为基础，目的是避免无能的冗

员（降低成本），增进税收效率。税官的主要招募来源是退役荣民，雇用这些受

过军事训练，尤其在战场受过伤的退役者，有几项好处：(a)忠心耿耿，愿意接

受国王指派。(b)以雇用替代免费的荣民福利，公私互利。(c)荣民人数众多，容

易挑选有才干者。(d)荣誉感较强，不易被贿赂腐化。(e)荣民之间有军队的关系

基础，可相互牵制掌控。这些优点让普鲁士的税收成本大幅下降：每收到 100

元只需付出 13 元，1764 年时全欧洲最低。 

(3)组织采取阶层制，各层级的官员有明确业务，同职等的官员可在各地轮

调。绩优者往上调升，绩劣者向下调配，制度灵活不僵化。 

(4)监控系统明确，国王与中央级官员可直接监管税务组织，另派督察人员

暗中访察。各阶层之间相互监督，目的在打破派系减少集团贪污，以及因单一主

管所造成的监控缺失。 

(5)在官僚体制内服务的优点，是有稳定的薪资与工作保障，但主要的威胁

是被撤职查办。前面提过「朝廷的绝对主义」，这是惩罚税务官员的主要手段：



相当任意也相当频繁。腓特烈二世在 1740-86 年间，开除过 1/4 的省级税务长官。

严厉的好处是贪污率很低：在鞭长莫及的时代严厉是必要手段。在官僚体系尚不

完备的时代，官员无法有效自保，只好让统治者为所欲为。还有三种制裁方式：

高额罚金、处死刑、没收财产。官员有统一薪俸，整体而言待遇不错：高阶官员

的年收入约有 400 到 800 Thaler，低阶的有 20 到 70（平均约 40）。高薪的目的是

「养廉」，否则贪污会严重化。高薪的另一个风险是就业权没保障，长官或国王

有任意裁撤权。如果税收的业绩超过目标，缴库后的剩余还可分红。 

如果上述的做法那么有效，为什么 1804 年之后，要改为对官员较有保障的

官僚体制？主要原因是客观条件的改变：19 世纪初起欧陆的交通与运输有重大

改善，从前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监督不易的状况，已变成讯息传递快速。这

样就不必让官员分红养廉，文官职位有法律保护后，朝廷的绝对主义相对萎缩。

另一项原因，是普鲁士的领土扩大 3 倍，人口增加 10 倍，经济快速成长，税源

变多变大变广，人治的成份逐渐由法治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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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继承制是日本战前经济成长的阻

碍？ 
 

 

 

 

 

 

 学界过去认为资本、土地、劳动才是成长的要素。1960 年代后逐渐理解到，

软件面恐怕也相当重要，例如宪法是否奖励经济活动、专利法是否能有效保障新

发明。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有惊人的成长，但为何从 19 世纪末的明治维新到 1940

年之间，没有类似的经济奇迹？现在发现有一项重要因素：战前的农业部门成长

不足，几乎是停滞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主因有两项：(1)农业部门的资源被扭曲，没有发挥应有的

效率。(2)农业部门的资本累积不足，导致起飞困难。如果这两项障碍不存在，

战前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不致于只有美国的 33%，应该可以提升到 50%。接

着要问：是哪项因素造成上述的两项障碍？答案可能是：父权制下的长子继承制，

迫使长子留在农业部门，不能自由转入城市与工商部门，造成农业部门的资源无

效率，以及资本的累积不足。 

 农业的就业人口 1885 年时大约 1,400 万，占全国就业总数 64%。奇怪的是，

这 1,400 万农业就业人口，一直维持到 1937 年都没改变。虽然农村移往都市的

人数，在 1885-1937 之间不断增加，但为什么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前，农

业部门的就业人口这么稳定，不会随着都市与工业部门的增长而减缩？这种奇异

的稳定，和其他新兴国家很不相同。背后必然有非经济性的因素，让愈来愈无效

率的农业部门，维持固定的就业人数。战前的农业技术不属于「规模报酬递增型」，

若一直维持 1,400 万的就业人口，农业部门的资源必然会被扭曲而无效率。 

 在新兴经济里，城乡（或农工）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必然不同。如果资源可以



自由流动，应该会有一边（城市的工业部门）会愈来愈壮大，另一边（乡村的农

业部门）愈来愈萎缩。经济体内的资源（资本、劳动、技术），会流向效率较高

的城市工业部门。战前的农村就业稳定，背后的非经济性障碍（即自我设限），

应该不是法律性的（否则政府会排除它），而是习俗性的。 

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这项障碍是长子继承制呢？日本是个服从性高的国家，

有长子继承家业的观念，但有什么总体（宏观）证据，来解说战前农业部门的特

殊稳定性？有一项较间接的证据：战后的民法修正后，长子就没承袭祖业的义务

与经济动机，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立刻大幅下跌。单是这点恐怕说服力不足，以

下做较全面的铺陈与分析。 

 从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来对比：(1) 1885 年美国工人的所得约是日本的 3.4

倍，也就是说，日本工人的所得大约是美国的 1/3（或 33%）。(2) 1885-1940 年

间，日本工人的收入，稳定维持在美国的 30-50%。(3)战后日本经济急速起飞，

1947-1972 年间工人的所得增长 5 倍；(4)到 1990 年代初期，美日工人的所得已

相差不到 20%。这 4 点说明：1885-1940 这半世纪间，有个奇怪因素在阻挡日本

经济起飞。 

 再回到前面解说过的农业就业人口，现在用较具体的数字来表达。1885 年时

稍微多过 1,400 万，这个数字长期而言持续下降，但到 1940 年时，也比 1,400

万少不了多少。换言之，战前农业就业人数非常稳定。但在 1940-50 年间，这个

数字从 1,400 万不到成长到将近 1800 万。可能是因为在战争期间：(1)都市人口

疏散到乡间；(2)工业部门就业困难；(3)农村部门粮食较充足。较特别的是 1950

年之后，这条就业线以 45 角度下滑，2000 年只剩下 230 万左右。 

 为什么农村就业人口战后下跌这么快？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农村就业人口

的下跌，要晚到 1950 年才出现？农业不是技术进步快速的部门，亚洲开发中国

家的农村，边际生产力早就「小于零」。这表示就业人口过多，早就该被推向都

市部门、工业部门、海外。日本政府必然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知道经济要起飞的

前提，就是农村部门要「减肥」（减除多余的就业人口）。但为什么没去做，或做

不到？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和 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Edward Prescott，

运用古典成长理论模型，设计「反事实」的计量模拟，得到下列的显著数据。如



果战前的农民，完全没有移往都市或工业部门的障碍，那么：(1)所得会从原本

只有美国的 1/3，激增到 1/2。(2)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存量，在 1940 年会增加 1

倍以上。(3)农村的就业人口在 1885 年时，会从 64%减到 40%，一路下滑到 1940

年会少于 25%。(4)农业部门的产值反而会提高 5%左右，因为把多余的就业人口

「推出去了」，边际生产力自然提高。(5)农产品（粮食）的价格会明显上升，对

农民的收入很有帮助。但从工业部门雇主的角度来看，粮价上升对经济发展不利。

或许就是这项考虑，政府没有积极引导过剩的农业人口，移转到其他部门。 

 其实从江户时期人民就可以自由迁徙，在农工部门间自由流动，官方从未禁

止转业。所以农业部门的稳定就业人口，应该是自发性与文化性的。就像美国的

Amish 族，也是希望根留原地，不愿搬迁，不愿用现代化的技术，即使收入因而

减少也在所不惜，这是自发性、宗教性的。日本的父权文化，倾向于要求长子继

承家业，其余诸子可以自由离家择业。那么没有儿子的家庭怎么办？日本社会有

一套补救办法：从亲戚中过继一个儿子，或在朋友、部属、优秀人才中找寻，入

赘之后改姓，称为「婿养子」。 

 1964-72 年间的首相佐藤荣作（1901-75）就是个显例。他父亲原本姓岸（Kishi），

入赘后改姓佐藤。荣作的亲兄岸信介（1896-1987）也曾任首相（1957-60）。岸

信介原本随入赘的父亲姓佐藤，后来被父亲的本家收作养子改回本姓。1949 年

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汤川秀树（1907-81），他父亲小川琢治是地质学家，因入赘而

改姓汤川。这种运用过继来解决问题的手法，在日本文化是常态。例如德川幕府

末期的将军夫人天璋院（笃姬），就是从九州岛萨摩藩一个「分家」（主掌小地区）

的女儿，先过继给藩主岛津齐彬，再过继给公卿近卫忠熙，提高身分后才嫁入幕

府当将军的正室夫人（御台所）。 

离题了，回来谈长子继承制。简言之，保守的农业部门战前奉守「长子继承、

诸子自由」的社会规范，使得农业的「总户口数」不变。但都市与工业部门，因

为吸纳长子以下诸子的劳动力而增长。这是奇怪的现象：身体左边维持固定的体

积，右边却一直增胖。其他新兴经济（如台湾），则是农业部门萎缩，工业部门

迅速增长。 

 为什么 1945 年战后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会急速下降？主因是 1947 年日本采

用新宪法，也重新修订民法。最重要的是民法第 24 条，大意是：对配偶的选择、



财产权、继承权、住所选择权，法律应该从个人尊严的立场来制订。在这项精神

下，家产的继承权有很大的改变：从长子单独继承，改为诸子平均继承。就算父

亲有遗嘱让长子继承所有家产，依据新的民法规定，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另

一半必须分给诸子（女）。 

日本农村每户的田地通常不大，所以只能由单子继承，如果由诸子继承就会

大家都不够生活。新的民法规定让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那怎么够生活？所以

长子就更没意愿留在农村，转而投入薪资较高的工业部门，或生活较舒适的都市。

这些农户流失后，农业部门的生产力还能应付粮食需求吗？没问题，因为战后的

农耕走向机械化、精致化。如果真的粮食不够，还有丰富的外汇可以去外国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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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设亚元圈要注意的几件事 
 

 

 

 

 

 

 Robert Mundell（1932-）是 1999 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被誉为「欧元之父」。

2001 年在上海召开的 APEC 会议上，他说未来十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欧

元区、美元区、亚元区（亚洲货币区）。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存底，早就排名世界

前两名。2008-9 年金融恐慌期间，美国政府拿着大笔国债券到中国说好话，要求

协助减缓庞大的资金需求。 

 中日韩三国与东盟（ASEAN）十国已在构思，能否和欧元区一样，共同使用

单一货币，暂称为亚元（Asian Currency Unit 或 Asian Monetary Unit）。亚元不是

可以在超市购买的实体货币，而是根据亚洲 13 国的货币价值、国内生产毛额、

贸易规模，依公式加权计算后，所制订的虚拟货币。人民币在亚元的权重最高（约

30%），日元其次（约 20%）。 

亚元的两项好处是：(1)强化亚洲各国间的贸易、生产与经济合作。(2)减少

对美元的依赖，减少因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最早的亚元区构想，是马来西亚总

理马哈蒂尔，1997 年在东盟国家会议上提出。为什么到了 2009 年底还是「只听

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亚洲各国的中央银行，对亚元的编制方法意见纷纭，对

亚元的预期效果「还看不清楚」。主因是亚洲各国：(1)发展程度差异较大。(2)

缺乏共同的政治意愿。(3)缺乏有领导力的货币（「锚」货币），日元和人民币虽

然逐渐强势，但仍比不上美元和英镑的作用。 

 

东南亚国协会徽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ASEAN_logo.jpg


较悲观的看法，认为亚元只是个遥远的梦想，乐观者认为亚元离我们愈来愈

近。有一件事恐怕是错的：2001 年 Mundell 说十年后会出现亚元区。日后亚元

若有机会成立，除了报章杂志分析的利弊得失，历史上存在过的金本位、英镑圈、

法郎圈、马克圈，它们的兴衰史也很值得借镜。以下要介绍的故事，是这类特定

经济圈在碰到全球性恐慌时，可能会产生预料外的效果，这是筹组亚元圈时要先

有的心理准备。 

 1929-33 年世界大恐慌期间，全球贸易量大幅萎缩，几个主要经济圈（金本

位圈、英联邦、东亚圈、美元圈），各自采用不同的策略，得到不同的效果。先

看一个具体的数字变化：1929 年元月全球贸易量约 5,352 百万美金。纽约股市

1929 年 10 月底大崩盘之后 2 个月，全球贸易量急跌到 4,857 百万美金。再过 1

年（1931 年元月）只剩下 3,259，1932 年元月还有 2,134，1933 年元月 1,788。

换言之，4 年内萎缩到只剩 1/3。如果把这些数字逐年逐月画出来，形状就像一

张蜘蛛网，但不是向外扩张，而是向圆心急速收缩，很像太空星球崩塌的过程。

十年后到了 1938 年，世界贸易量已大幅回复，但仍只有 1929 年的 90%。 

 

1929-33 年大恐慌期间全球贸易量大幅萎缩 

 1929 年全球经济「覆巢」后，各国的对策不同，但有个共同特征：逐渐形成

区块化。意思是说，会依地缘或殖民关系组成各自的圈子，相互加强贸易。换句

话说，这些小圈子会用差别关税、配额等手法，来排斥圈外的国家。世界大萧条

后国际贸易变成区块化、圈子化，其中的三个大圈子是：以英国为首的英联邦圈、

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金本位国家圈、由德国带头的中欧圈。主因有二： 

(1)大恐慌之后各国保护主义兴起，在国贸方面的做法，就是用关税阻挡外

货入侵，目的是保护本国产业与就业，1930 年通过的美国 Smoot-Hawley 法案就

是个显例。相关的配套措施很多，例如对某些行业（纺织品）采取配额限制，或

对某些国家采取差别性关税。英联邦 1932 年在加拿大渥太华通过一项协议，对

会员国采取关税优惠或免税。德国采取差别性贸易政策，巩固自己的经济影响力。 

(2)国际金本位在 1931 年 9 月开始崩溃后，各国货币的汇率各自浮动，对商



品报价和交易结算产生很大困扰。原本关系较密切的国家，各自结合成货币圈，

例如英镑圈、马克圈、美元圈、金本位核心圈。结果是：圈内各国的币值相互稳

定，各集团之间的汇率则起伏不定。 

 区块化后集团内各国的关系密切化，相互融资贷款，圈内的各国产品容易进

出，联合排斥非本集团的国家。这就像人际关系，正常时开放互流，遇到危机就

组成派系排外。哪些因素会把哪些人聚在一起呢？(1)地缘近，(2)语言文化相似，

(3)使用共同货币，(4)宗教信仰相同。景气变差时，愈和自己人贸易，反之亦然。 

 以下举实例说明这个现象。英国出口到英联邦的数量，从 1928 年的 44%增

到 1938 年的 50%；从英联邦进口的数量，从 30%增到 42%。同一时期，法国和

殖地与保护国之间的进口量，从 12%增到 27%，出口量从 19%增到 28%。德国

和六个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南斯拉夫），以及拉

丁美洲的进口量，从 17%增到 28%，出口从 13%增到 28%。日本和韩国、台湾、

满州之间的进口量，从 14%增到 39%，出口从 18%增到 41%（东亚共荣圈）。这

是全球性的共同趋势。 

 同样的道理，1930 年 12 月斯堪地那维亚国家相互解除贸易障碍，目的是减

少对德国的依赖。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小国，1932 年 12 月组成荷比卢关税

同盟，互相免除关税与人员物资的进出管制。这等于是在各自的小圈内完全自由

贸易。没有伙伴的就各自去串联，例如 1931-2 年间，意大利和遥远的奥地利、

匈牙利签署贸易协议。1934 年美国和 17 个西半球国家，签署贸易互惠协议，但

由于地理差距甚大，总贸易量并未大幅增加，要到 1945 年战后才显示出这些协

议的效果。 

 还有一个圈子，是中欧与东南欧诸国，他们还想维持金本位，1931 年 11 月

在捷克布拉格举行会议，把多瑙河流域国家组成贸易集团。美国也和菲律宾、古

巴、中美洲各国，以及加拿大、阿根廷组织美元圈，但效果都不理想。 

 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因素会让不同的国家结盟？地缘性重要吗？语

言呢？GNP 水平呢？货币的相近性吗？答案如下。(1) GNP 的水平很重要，这很

符合常识：物以类聚，富人和富人来往，穷人和穷人做生意。(2)距离是最大的

杀手：贸易原本就是互通有无，距离远运费高，自然影响意愿。(3)地缘的邻近

性很重要：远亲不如近邻，地缘性会降低交易成本增加贸易意愿。(4)原来的殖



民地关系最重要，英联邦内的效果最明显。(5)共同货币圈也很重要：马克圈、

英镑圈、金本位圈内的国家，因为币值相同汇率稳定互信度高。 

 从 1929-38 大恐慌年间的经验，来看今后筹设亚元圈的前景，上述五点恐怕

都会构成障碍。(1)亚洲各国的 GNP 差异太大，硬要把穷国和富国聚在同桌吃饭

做生意，恐怕场面不协调也撑不久。(2)在今日的运输条件下，会员国之间的距

离已不是重要因素，这项因素已转换成各国的关税壁垒、对外开放的程度。(3)

会员国之间的宗教、文化、语言、心态差距过大，沟通协调成本太高。(4)各国

货币不一，汇率浮动的差异度高，很难协调出互相接受的「亚元币值」。(5)日本

和中国互争夺龙头，会员国很快就出现派系和圈子，这些内部摩擦会减弱预期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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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郁金香情结 
 

 

 

 

 

 

Mike Dash (2000): Tulipomania: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Coveted Flower & the 

Extraordinary Passions It Aroused,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麦克．戴许着，

李芬芳译：《郁金香热》，时报公司出版（2000 年 5 月）。 

 

 提到郁金香我脑中同时浮现两个情景。孩童时期初读大仲马的《黑色郁金香》

（1850），虽然那是从英文转译的改写本，但基本的讯息在一世纪多之后，对一

个异文化的孩童，还是留下了惊叹感。成年后也想给自己的孩子看看这本杰作，

但只能找到李牧华先生从英文翻译的绝版书（1972，台北：文化图书公司）。我

希望台湾的小孩在不久后，可以读到从法文译出的完整注释本。心急的读者可以

在第 11 章末，看到作者对《黑色郁金香》传说的综述。 

 

 另一个情景是和郁金香接触的经验。1979 年我去欧洲读书之前，没见过这种

传闻中的美丽花朵。在巴黎的住宅区初见它时，就像见到久闻大名的人物和美女

一样：初见之下没想象中的完美，稍加细看，确实不错，来年再见时，才体会到

为什么会众人赞赏。每年花季盛开时，布鲁塞尔街道两旁各式美色的郁金香，廿

年之后仍历历在目，同时也回想起在那几年之间，身处于异文化之下的诸多见闻、

学习的喜悦、人事物的众多变动。 

 1980-4 年间我去过荷兰著名的 Keukenhof 花园两次，特别注意郁金香的各式

品种。那是个 28 公顷左右的花园博物馆，每年春季吸引上百万世界游客，观赏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openfind.php?key=%B3%C1%A7J%A1D%C0%B9%B3%5C%2F%B5%DB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openfind.php?key=%A7%F5%AA%E2%AA%DA


千万种奇花异草，保证不虚此行。我好奇的是：荷兰人从 17 世纪起就开始栽培

这种黑钻石，两世纪之后到底成功了没？大仲马在小说第 31 章，说此事在 1673

年 5 月已经成功，并领得 10 万荷兰盾的重赏。 

我真想见识一下，特地请导览者指点去看最深色的郁金香，但答案是失望的，

连照片都懒得拍。我觉得除非是人为改变基因，否则在天择的过程中，植物不会

演化出全黑的花朵。在人为的杂交控制下，我只看到深褐色郁金香，而这是所有

郁金香颜色中我认为最丑陋的。黑色花朵必然比淡色花吸热，吸了高热就容易蒸

发本身的水份，在自然界存活的机率会降低，所以如果真有黑色郁金香，那必然

是满足人类喜好的异常产物。 

 

黑色郁金香 

 人类竟然会用那么多心思，狂热地追逐一种既不实用、又无美感、对郁金香

本身无益、纯粹是一时风尚的特殊颜色。而追求黑色的偏执，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必然会体会到，这只是郁金香狂热过程的小插曲。我举本书第 11 章末的例子，

来说明这种疯狂的激情。1600 到 1630 年间，「一个父母都在工作且尽力想要存

钱的家庭，景气好时每年可能攒下 20 或 50 块荷兰盾的积蓄。」1636 年 12 月，

一朵值 3,000 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换到下列物品：8 只肥猪 + 4 只肥公牛 + 12

只肥羊 + 24吨小麦 + 48吨裸麦 + 2大桶葡萄酒 + 4桶各值8块荷兰盾的啤酒 + 

2 吨奶油 + 1,000 磅奶酪 + 1 个银制水杯 + 1 包衣物 + 1 张附有床垫与寝具的床 

+ 1 艘船。 

  3,000 块荷兰盾的花算贵吗？在繁荣时期（见第 9 章），最著名郁金香的单

颗球茎，从 1633 年的 5,500 块，「攀升到 1637 年元月的一万块天价。」1637 年 2

月初，郁金香市场开始疲软，在元月份可以卖 600 到 1,000 块荷兰盾的一整个花

床郁金香，据说只能以 6块钱易主，而一批在市场大好期间价值约 400块的球茎，

也只能卖到 2 块。这些价格显示，就算能找到买主，也只有旧价的 5%，不到原

价 1%的情况更是常见。 

 这种大崩盘的情景我亲身经历过，后来又目睹好几次。1960 年代台湾一窝蜂

养鸟，45 岁以上的人必然还记得十姊妹、文锦和各式各样的家鸟炒作事件。当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black+tulip&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QMZdfPo76nAM8M&tbnid=qAgG9OMz2m2WoM:&ved=0CAUQjRw&url=http://www.tumblr.com/tagged/black%20tulip?before=20&ei=-WMwUcOKNczslAWz_IGgDg&psig=AFQjCNH8dlUGrcQ2hzPKC7cBjUEtfiK8IA&ust=1362212176984189


时普通公务员的月薪不到一千元台币，我家里就养过好几对市价一万五的锦静。

那确实是漂亮的好鸟，换算现值至少是半部 BMW 3 字头的跑车。有些才刚买回

来，第二天就打架死了，也有因为惊慌撞笼死的。 

每天把这些鸟当皇帝皇后般地供奉，给它们住桧木做的鸟笼、喂鸡蛋，只巴

望它们赶快发情，多下几个金蛋，连番孵出金子银孙。结果不到几年，下场和荷

兰的郁金香一模一样。不过中国人不会暴殄天物，不久之后餐馆的菜单上出现「炒

十姊妹」，原先在鸟店里炒得火热的宝贝，沦落到在铁锅里炒得火热，身价差了

两个零以上。 

 这种十姊妹现象，在台湾重复过好几次：全民运动式的股市大狂热，造成菜

篮族的经济知识大跃进；鸿源机构大吸金，大开香槟之后没几年主事者下狱，亲

友反目，泡沫又破了；六合彩运动只是个较小型的郁金香现象，还有前两年到处

盛开的葡式蛋塔店。这些事情在有生之年，你还会再看到很多次。 

从此书可以了解，股市或网络狂热，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其实是人类这种动

物在经济化的社会里，一再重复的现象。虽然各个文明在不同时代，会有各式有

趣的案例，但基本原理与狂热的暴起暴落过程，是普世相通的（另见第 15 章的

其他例子）。 

 西洋经济史学者对郁金香狂热、海外殖民地投资狂热、土地炒作、股市泡沫，

都有很好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有些还很能纠正过去的见解。这里不是介绍这些论

点的地方，我在专业上忍不住要介绍两本非技术性的好书。(1) Peter Garber (2000): 

Famous First Bubbles: The Fundamentals of Early Manias, MIT Press; (2) Charles 

Kindleberger and Robert Aliber (2005):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5th edition, New York: Wiley（中译本《疯狂、恐慌与崩盘》）。 

这歇都是郁金香在荷兰炒热之后的事。你有没有想过：郁金香狂热为什么会

在荷兰而不在其他地方发生？土耳其人把它传入荷兰之前，这种美丽的花朵有过

哪些复杂的历史？它有过哪些引人遐思的名字？为什么现在称它为 Tulip？经过

哪些植物学者的苦心经营，郁金香才有这么多彩多姿的面貌？在它变富贵之前，

有人把郁金香的球茎，加上油醋调味烤来当作晚餐，味道如何？这本书要告诉我

们的，就是「郁金香情结」：美丽的花朵、复杂的历史、疯狂的激情。 

作者的细腻书写，以及诸多引人注目的细节，我不必在此重复。倒是有几个



联想到的问题，依我目前所知的略述如下。 

本书第 11 章说郁金香的崩盘期是 1637 年 1-2 月，这是对的。可是《黑色郁

金香》开头的场景是 1672 年 8 月，哈伦市的郁金香社悬赏十万荷兰盾，给能培

植出黑色郁金香的人，也是同年的事。大仲马在小说的第 31 章宣布有人成功得

赏，那是 1673 年 5 月。如果郁金香市场在 1637 年已经崩盘，为什么在 37 年后

的 1673 年，还有人要出十万重金给黑色郁金香？大仲马的书内各章也可以看到，

荷兰对郁金香的栽培与研究，1673 年时几乎还是全民性的运动，并未因崩盘而

溃散，反而继续深入研究发展。 

相对地，台湾的鸟市崩溃后，并没有类似的延续性科学探讨，原因是：荷兰

的花卉市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其重要性，短暂的崩盘不会使整个产业消除掉；

而台湾的鸟类市场不具有这种重要性，泡沫一破就烟消云散。 

第二个议题是：为什么要追逐黑色郁金香？如果这是大仲马虚构的，或是半

真半假的事，那就不必追究答案。如果真有此悬赏，那有可能是因为还没有人做

得到，困难度高，希望在重赏之下出现奇迹。果真能出现黑色，郁金香的色系就

十全十美了。 

另有一项猜测可当作助谈。欧洲人原先认为天鹅是白色的，不相信会有黑色

天鹅，因为这会坏了他们心中的完美形象，就像他们心目中塑造的天使不会穿黑

衣一样，那是撒旦的颜色。据说 16 世纪在澳洲发现黑天鹅，如果天鹅都能有黑

的，为什么郁金香就没黑色的？鸟类的黑色或许有保护功能，但黑色的花朵，如

前所述，对自己的存活与繁衍不利。 

第三个议题是：如果荷兰的郁金香和台湾的十姊妹，是普遍人性的重复现象，

为什么人类会有这种疯狂的盲从行为？这是有利人类存活的因素吗？或纯是上

帝的败笔？有一种说法大略如下。石器时代人类的族群活动规模不大，或许在一

两百人之间。管理人类大脑情绪的机制，同时包含理性与非理性两种，处理日常

生活事项时，基本上是理性面在运作。但若遇突发状况，或有障碍要超越，而这

些事情是一般人无法理解或无法掌握时，就会失去自我判断力似地跟随他人行动，

出现盲从现象。 

所以常可听到一种说法：「理性的个人、盲目的群众」，就是说明这个现象。

一旦需要聚集人群，就是要应付突发状况，或有大型障碍要排除，或是出现超级



利益，或是遇到前所未见的奇特现象。一旦进入「群众」状态，理性面向就被压

抑下来，非理性「跟风」就如滚雪球般增长。从纳粹到红卫兵到任何一窝蜂的盲

从现象，大概都可以从这个观点来理解。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活动是理性的。这个假设的隐含前提是：

「个人在做供需交换时」，但不能据以推论说：「群体经济活动也是理性的」，史

例昭昭，事实正好相反。 

郁金香狂热是个完整的案例，本书作者细腻析述整个过程。这是个漂亮的例

子（美丽的主角），加上大仲马动人的文采，把这个泡沫事件传播到好几世纪之

后的不同社会里，更深入了老少妇孺心中。人类的经济疯狂行为，也因而有了一

个优雅的代名词：Tulipomania。 

 

此文是《郁金香热》的导读，2000 年 5 月时报公司出版。感谢李怡严教授

（清华大学物理系退休）对本文的指正，提供重要相关文献与论点，其实他是本

文不具名的合著者。 



附录 2 

黄金的魔力 
 

 

 

 

 

 

Peter Bernstein (2000): The Power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New York: 

Wiley & Sons。彼得․伯恩斯坦：《黄金的魔力》，台北：商周出版，2002 年，517

页。 

 

 汉人的习俗里，长辈与诸亲友给新生婴儿的礼物，最常见的就是黄金：金元

宝、金项链、金手镯。在象征吉祥如意、长寿百岁的祝福外，我后来才领悟到，

其实这是家族成员对新加入者，所提供的一项「逃难基金」。几千年来兵刀水火

的血泪教训，这个民族早已充分认知「天命无常」、「富不过三代」，给新生儿的

礼物，还有什么比黄金更具有「急难救助」的功能？台湾中央银行的黄金存量，

听说在世界央行中名列前茅，也是基于同样的动机：逃难恐慌症。 

 「汉人与黄金」是我一直很想了解的题材，因为有太多谜题需要解答。举个

例子。《孟子 · 公孙丑下》，陈臻问孟子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

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

一般对「兼金」的注解是「好金也，其价兼倍于常者」；对「镒」的理解是「二

十两」，百镒就是二千两。问题是：「兼金」的「金」是黄金吗？孟子有二千两黄

金的行情吗？当时有这么丰富的黄金在市面流通吗？ 

 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页 65 说：「古时金银铜都称金」。如果是这样的话，

诸王送孟子的到底是金或银或铜？劳干在 1971 年《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写了一

篇〈汉代黄金及铜钱的使用问题〉，内容丰富，但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明确解答，

反而增加不少疑惑。读了这本《黄金的魔力》，我更确信需要有一本《汉文化里

的黄金》，来告诉我们这个民族的「黄金拍案惊奇史」。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redir.php?key=The%20Power%20Of%20Gold%20The%20History%20Of%20An%20Obsession&area=mid&item=F010292063


 本书作者是哈佛大学出身，在纽约的 New School 大学兼任教授，1973 年以

自己的名字创办投资顾问公司，写过几本投资学与金融史的畅销书。全书 20 章

分三篇，首篇 9 章，综述黄金在西方文明史上多采多姿的角色；次篇 7 章，谈

17-19 世纪黄金在西欧诸国（以英国为中心）的货币功能；第三篇 4 章，纵谈 20

世纪国际金本位的兴衰，与国际金价的激烈起伏过程。 

 我较熟知的题材是第三篇国际金融史。他摘述得相当生动，有很贴切的描写

与评论。书后的 11 页参考书目相当完整，我知道的主要文献都列入了。问题是

有许多已列出的文献，在正文中并未真的引述到。这就显示出本书特质：这是一

本写给华尔街人士看的金融史，作者在博览群书后，依时间顺序、依题材做轻松、

愉快、知识丰富的综述。你若问我这本书好不好看，答案是正面的。你若问内容

可不可靠，我会说这是综述型的书，没有多少作者的见解。你若问这本书有无深

度，我会说：对商业出版者而言，这是个冒犯性的问题。 

 作者是个「知识经济」的实践者，他在「转售」知识，他不是严肃型的深度

工作者，本书前两篇的内容最能确认这项性格。西方文化与黄金在几千年的纠缠

过程中，累积了非常丰富的文字著作，作者光是从英文著作（和一些法文书刊），

就写出这本五百多页的大书。以这个题材的丰富材料看来，如果他愿意的话，可

以再写出三本，反正他只是在综述与剪裁。 

 

试金石 

 你若问这本书值不值得看，那我会说不错。举个例子说明我的阅读感受。我

对「试金石」如何运作一直没搞懂，也没看到够好的解说，作者在页 50 和 115

对试金石的说明，让我有释然通畅的快感。这类有用的小知识还有不少，我对此

书的好感，就是建立在诸多的小解惑上。 

原刊于《中国时报》2002 年 8 月 11 日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8%A9%A6%E9%87%91%E7%9F%B3&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STQDdMqsy7xKUM&tbnid=couW7rVkr4v_iM:&ved=0CAUQjRw&url=http%3A%2F%2Fwww.baike.com%2Fwiki%2F%25E8%25AF%2595%25E9%2587%2591%25E7%259F%25B3&ei=nWkwUaqDIMuPkgXFzoCwBA&psig=AFQjCNFxfLQ7PYJUIWerKiy4AJvKtRDQxg&ust=1362213658743722


附录 3 

布劳代尔的《地中海史》 
 

 

 

 

 

 

 

 《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唐

家龙、曾培耿等译，上下册，1,018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2002 年）。 

 

布劳代尔这本博士论文在 1949 年出版、1966 年大幅修订后，不断被译为多

国语文。这本书为什么那么有魅力？贡献何在？ 

 

Braudel (1902-85)与 Wallerstein (1930-) 

在一千多页的篇幅里，并非页页珠玑，因为他的文体是描述性的，过度细节

与注重事实，常在好几页之后还看不到一个具体论点，有时让人会沮丧。本书的

价值，是启发我们如何用不同的眼光，去观察这个既具体而又千变万化的海域，

去构思不同的历史概念。这种历史形象构图的思考方式，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要欣赏的，是《地中海》的整体造型，而非细部的砖瓦，因为那不是有大史

识的史学家所要呈现的。他后来出版的名著《资本主义》（1979）与《法国史》

（1986），其中的主要观念都已在《地》出现过。这些概念包括：长时段、趋势

变动、事件、经济世界、经济重心变迁说、辅助性的敌人。 

本书首篇是从人文地理的观点，呈现大地中海域的环境特色，所对应的历史

时间，是作者最注重的「长时段」（以世纪为单位）。这些地理与环境上的特殊

状况，深刻影响此海域内各族群的活动形态。第二篇从「趋势性变动」（以几十



年为单位），来观察地中海域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等面向的「整体性」变动；

也就是从宏观、社会性时间的观点来看人类行为。第三篇是典型的事件史，作者

表现出丰富的细节知识与熟练手法，却视这类题材为「历史的泡沫」，只是表层

现象，数目众多但无深层力量。 

 

《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作者用三种历史时间的概念，把诸多问题分置在三个层级上，一方面把全书

的架构撑出立体感，二方面也显示出他对历史层级重视的顺序。各章之下再分二

到四节，每节之下再细分数小节（其实各小节都可更深入扩充成长论文，或甚至

一本专书）。 

在篇幅的限制下，这些小子题常被压缩到二至三页，不够深入，一触即离。

篇幅如此简要，对外行人而言不够清晰，对内行人又失之浅略。本书珍贵之处在

于整体架构性的设计，而非细节的内容。他的史学论述不是提出假说、呈现证据、

得出推论；布劳代尔是历史图像的建构者，是能掌握庞杂细节的大绘图者。 

布劳代尔撰写此书时，并无预先设定的目标，而是先随着个别档案的刺激写

出内容，之后再合成全貌。优点是地中海的复杂面向，得以不受预设架构限制，

缺点是成品必然庞杂枝蔓。布劳代尔著名的三种历史时间观，是全书脉络了然于

胸后才顿悟的。 

《地》特点在于：是材料在带领作者，而非材料屈服于作者的意愿。他写作

的风格，不是在既定的论点内详细举证辩驳，而是在小篇幅内运用许多细节数据，

同时处理好几个视角。他先描绘一个小题材的枝叶（小节），再拼构出一个上层

的景观（节），再往上构成章、篇、全书，是个由下写到上的描述与建构过程。 

较严重的缺陷，或许是他对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档案掌握较佳，常可见

到在一个共通性的题材中（如论城市的功能），只举意大利或法国南方为例。但

这是一本论地中海的著作，让人怀疑这些例证是否能显示出地中海域的通性。 

我认为最有创见部份，是论贵重金属从北非和美洲流入后，对地中海域的影

响。作者认为并没有之前学者所认为的那么强，贵重金属所发挥的功能，要视当



地过去金银存量、相关事情，以及货币流通速度、国与国之间的联系、经济活力、

国家与商人活动的情形，或甚至连「民意」都有关系。 

金、银（以及铜）的数量并不等于货币存量，金属货币之间也会相互碰撞竞

争。更重要的是，欧洲本身的经济已经开始成长，否则单纯的金银进口不会有这

么大的物价效果。现代国家的兴起、军队的开支、公务人员的薪资、以现金课税

等货币化之后，才会对美洲金银产生有效需求。换句话说，他不赞同简单的货币

数量说：货币存量与物价水平之间，有紧密的或比例的关系。 

英语系的地中海研究者，对《地》的架构设计较无意见，但对档案数据运用、

具体问题则有异议。半世纪以来评述此书的文章很多，多从各自熟习学门的角度

（如西班牙外交史、海战史等等）评论，较少见到经济史学者有系统的批评。美

国新经济史学者多持负面看法，例如 1993 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史学者 Douglass 

North 认为，此书是一本艺术作品，年鉴学派并未对经济史提供有帮助的见解。 

布朗大学的史学家 Anthony Molho 认为：「《地》在跨越美国专业历史人

士的群岛时，就像是一艘失去踪影的船。《地》当然没有转变美国历史学界著述

的风貌，也没改变美国大众文化对地中海的传统形象，也没有因而在美国开创出

一种布劳代尔学派式的历史写作风格。」本书在各国得到的评价不同，这是个值

得再探讨的有趣问题。 

原刊于《中国时报》 2002 年 7 月 14 日 



附录 4 

《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导读 
 

 

 

 

 

 

《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施康强、顾良译，3 册。台北：

猫头鹰出版社，1999 年（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6 年）。 

 

 

 

1 架构与内容 

1.1 结构 

 这套三部曲的第一册，是 1952 年作者依他老师费夫贺 (Lucien Febvre, 

1878-1956)之嘱写的，1967 年由巴黎 Armand Colin 出版，收录在「世界的命运」

(Destins du Monde)丛书。之所以会写那一册，主要是当时他已投入许多心血，研

究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经济，Febvre 嘱他先摘要出版。 

出版后作者有两项不满意：(1)一本没有批注的经济史著作说服力必然大减。

(2)他对这个领域接触愈广、领会愈深，就愈发地疑惑。因为他观察到的现象，

似乎与他所熟知的理论相抵触，例如 Werner Sombart 和 Josef Kulischer 对资本主

义的理解，布劳代尔认为他们虽然举证丰富，但在观点上有一种倾向，就是把经

济活动当成一种「均质的实体」，也认为唯有透过统计数字才能理解经济史。 

此外，一般历史著作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欧洲，好像其他世界并不存在。他们

http://findbook.tw/book/9789867174741/basic


常把欧洲描述成一个逐渐迈向理性化的市场，终于累积出工业革命的果实；而且

把工业革命看作分水岭，把历史切成工业化之后的现代社会，和工业化之前的传

统社会，布劳代尔对这些看法相当不满意。在长达 25 年的阅读、整理、扩充后，

终于在 1979 年出版这套三部曲。他把第一册扩充改写，换了书名《日常生活的

结构：可能的与不可能的》，也把初版未附上的批注尽可能复原。 

 肉眼能轻易观察到的活动，例如店铺的交易、工厂的生产，是了解经济现象

的起始点。作者提醒我们，观察长期的经济活动变化时，不能只把眼光放在显而

易见的活动上，应该要体察影响这些表面现象的深层因素；而这些面向常被忽视，

或虽然被理解，但未赋予公平的历史分量。 

 他提出一个「三层经济活动」的概念，来彰显 15-18 世纪欧洲的特质，同时

也可应用在亚非美等几大洲。作者认为经济活动的最底层，是日常生活性的生产

与交易活动，并无正式的组织；这类活动的地理半径很短，只限于城乡或稍大的

区域内。第一册就是以这种「日常生活的结构」作为主要探讨对象。 

第二册《贸易的活动》，探讨往上一层的经济活动：较具规模的区域性（各

省或邻近诸国之间）商业体系，是如何茁长发达的。第三册把范围再往上，推到

国际与洲际，以「经济世界」为探讨单位：在经济阶序（hierarchy）顶端的那群

人，如何借着控制与操纵交易追求利益。例如 18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或 16 世纪

意大利热内亚富商，他们掌握金融体系网络的核心，可以在千里之外控制生产贸

易，或甚至搅翻各地区经济活动的秩序。这种网络的完成，给近代资本主义的运

作与成长，提供一块肥沃的土地。 

 这三层经济活动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并存共生。最底下的一层，当然是

各民族早已有之；第二层是 15 世纪左右才在西欧有较具体的雏型；第三层更晚

到 17、18 世纪才稍微完整。各大洲各国的发展情况不一，这三层经济活动出现

的时代不同，占国民生产额的比例也不同。 

从全书的脉络看来，这个分析架构似乎不是一开始就拟好，而是随着对题材

的了解才逐渐意识出来。作者在全书导论（I:24）说：他担心读者对这种三分法

质疑，例如作者是用哪些标准，来切分第二册的市场经济与第三册经济世界的历

史素材。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区分得开的概念吗？他迟疑许久才决定以「市场

经济」（注意：这是有实质交易的「市场」活动，而不是经济学说的「资本主义



的市场经济」）作为中间那一层。他认为这种三分法，不但适用 15-18 世纪欧洲，

甚至在今日也具有解释力。 

 在写作方法上，作者有意避开理论性的探讨，而专注于「具体的观察与历史

的比较」（I:25）。因为他很明了学界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有太多不同的观

点与理解（宋巴特、韦伯、Tawney 等人之间就有很大的认知差距）。如果加入理

论面向，必然会更陷入沼泽，倒不如以实例举证，来说明自己对资本主义这个概

念的理解。透过史实的陈述，更能彰显 15-18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真实生

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异质性。 

他并不是要证明某项理论、假说、观点，而是要描述 15-18 世纪人类的经济

活动出现一种新形态，被 19 世纪末以后的人称为资本主义。作者要呈现的是，

这段时期缓慢酝酿与发展的动态过程，以及与其相互影响的因素，而不是去分析

「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 

 

1.2 内容 

第一册：物质生活 

 第一册的题材差异性最高，所需要掌握的原始资料、他人的研究成果、统计

数据最庞杂，数据的可信度也较低。本册的内容大都是食衣住行、技术、货币、

市镇等复杂事项，很难用一个或数个架构，把这些数据串成具有逻辑的结构，这

是题材上的先天弱点。 

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心血，写他认为最困难、最不容易从中提出有意义命题与

理论的第一册？因为他认为要掌握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活动范畴，要体会它的深

度与厚度，这个环节不能逃避。布劳代尔认为，每个时代经济生活都有它的底与

顶，这就是本册的副标题：可能的与不可能的。在日常生活中，电视与飞机在二

次大战之后是可能的，在 20 世纪初是不可能的。今日不可能到太空和海底观光，

下世纪则有可能成真。透过「可能与不可能」这个上下限度，可以掌握不同时代

人们的努力与成就。 

他并不是以最尖端或最劣等的情况来衡量，而是透过前述日常生活的各种要

素（衣食住行），来彰显各时期的进步与停滞。这是个有意义的观察点。他的研

究显示，15-18 世纪并未能有效突破大自然的约制条件，达到原本是可能的限度。



以陆地运输为例，虽然 1830 年代西欧已有相当好的交通网络，但仍未达到当时

可能的最高限度。火车的发明与普及使得交通网络大幅增加，所需的费用平民化，

这才达到 19 世纪中叶的可能限度。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是一直在把这条可能界

限往外、往上推展。 

 在这个概念下，作者要回溯地界定出，15-18 世纪这些可能曲线的变动情形。

试想，如果能透过时光隧道，去伽利略、休谟、鲁索、笛卡尔家里住几天。最让

人印象深刻的，或许不是这些名人的智慧，而是他们的生活环境与方式：照明、

取暖、食物、医疗。经历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技术与粮食突破等激烈动荡

过程的人类，如果能逆着时光去了解 15-18 世纪（即封建制度之后与工业革命之

前），以长期的眼光来看为什么有过停滞性的局面？经过哪些酝酿与酦酵才导致

工业革命的突破？从这些过程可以找出哪些律则吗？ 

 这种对日常生活结构的研究另有一层意义。日常生活的习俗与细节，虽然没

有大理论可谈，但它反映了大多数人在长时期内反复进行的活动。这种细微但重

要的动态变化过程，是建构某个时代社会经济史的绝佳材料，但却又因其细微，

反而常被历史学者忽视。虽然它是经济活动的底层，但也是影响上面两层的根基；

反过来说，它也是上面两层活动的接受者。忽略了这个面向，对经济活动的理解

就缺了一个重要环节。 

 

第二册：经济生活 

 「物质生活」与「经济生活」的交会形式有上百种面貌：市场、摊贩、店铺......。

本册分析这些不同的交易形式，从最基本的物物交换，到成熟的交易行为。作者

试图从所描述的史实中，捕捉此时期经济生活的律则与机能，看看是否能建构出

一套经济「通」史，或是建构出一套「文法」、一种「模式」、一种「类型」。宣

称这项目的后，作者在「前言」（II:21）表明要这么做的话，必须涵盖社会面、

政治面和经济面。 

 布劳代尔提出一项启发性的结论。他认为在 15-18 世纪间，公平自由竞争的

经济活动，在最低层的日常交易中较常见到（如菜市场）。在较高层次的交易活

动（如批发、远程贸易、金融兑换业），反而是以投机、市场独占、价格控制为

主，因而累积了财富与权势，不可避免地造就社会的寄生阶级（II:22, 227-8）。 



15-18 世纪的经济活动，造就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商人。而商人之间也有差

序性的高低：从国际性的大资本家，到地方性的中小型富商，而这整个商人阶级

（经济活动性的），是附着在一个深厚的平民百姓阶级（日常生活性的）之上。 

 本册前两章用相当大篇幅，详细描述市场交易、摊贩、店铺、市集、证券交

易的基本活动与机能。第三、四章说明资本主义的基本意义，以及它在生产、流

通等方面，在本国与在国际间的行为。最后一章从社会的面向，来看经济活动的

意义。作者认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必然有多面向的「秩序」，经济活动的结构

性变化，只是其中的一项「秩序」，它会受到国家角色、文化形态等因素影响。 

 

第三册：经济世界 

 布劳代尔在第二册的前言（II:23），说他在此册并未遵守「连续的历史时间」，

而只依观察问题的方便性，把事情依题材而非依史实的时间顺序来处理。在第三

册中，他说要转回来遵守「世界时间」。为什么要用「世界时间」的概念？因为

第三册要探讨的主题，是「经济世界」这个大单位。如果能有一套理论性的「世

界时间」来配合，会让整本书有更完整的体系。 

换个方式说，他之前在《地中海》（1949）提出三种历史时间的概念；在以

经济世界为主题的第三册里，他似乎「被迫」要提出一种新的「世界时间」，来

和以「经济世界」为单位的探讨相呼应。所以他在本册的序言（III:17），就说历

史研究需要提出一种和从前不同的时间单位：世界时间。而这个世界时间「并非

人类历史时间的总和。这个特殊的时间单位，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地点，主宰了世

界的某些地区与某些的事实。」 

 

 作者在第三册序言（III:18），只用一段话解说世界时间的意义，之后全书中

就无类似的说明与应用。他以印度为例，若把印度与国外有交往的地区，划出一

个大略的四边形，就可以看出只有在此四边形上的地区，是和外在的世界生活在

同一个时间步调上。各地区的发展程度，多少会有一些时间上的落差，但和那些

与世界主流脉动毫不相干的地区相对比，仍可分辨出与世界时间完全独立的地区。 

以晚清沿海的通商口岸为例，它和「华洋隔绝」的西北、西南地区，明显属



于截然不同的世界时间。若以世界时间来划分，在地球仪上就可划分出与世界同

步的区域，以及自我封闭的「社会经济时区」。作者认为，能用世界时间归类的

地区，可以视为「世界史的一种上层结构」，它代表一种成就上的集结地区，是

由在其下层的地区努力创造出来的。 

 

2 综合评论 

 就研究方法而言，布劳代尔认为应该从最基本活动的史料，来建构这段时期

的特质：从日常的生活环境、使用的物品，追踪人类生活史的变动。例如从食衣

住行的细节、市场交易活动的细部史实、原始的贸易文件、支付记载等基本史料

着手。这是从底层往上建构，而不像过去一样从高阶层经济决策、大型经济组织

模式，从上层往下层建构的观点来研究社会经济史。 

从这种角度观察到的资本主义发达过程，和马克思及其跟随者的视野完全不

同。这不是历史进步阶段的观点，也不是阶级之间对抗斗争的学说。布劳代尔不

预设理论，甚至有意避开任何理论争执，而是要让史料说话。 

 就史料的运用来说，第一册有 40 页的批注与书目，第二册 47 页，第三册 46

页。25 年的广泛阅读相关文献后，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细部理解相当完备，

绝非仅提出漂亮学说架构而材料不够充实的研究所能匹敌。 

 写作方法上，他的举证方式常有炫耀渊博之嫌。如果以简洁达意的标准来看，

则有不少例子与书目可以去除而不伤大旨；我甚至觉得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就很

足够表达全书的主旨。他这种撰写社会经济史的方式，和战后英美经济史学界讲

求简洁论证的学风完全不同。他的写作方式并不是「因果关系」式的论证，也不

是「功能关系」的诠释，而是以史料为基础的历史表达。 

 

布劳代尔 

以基本粮食为例，他用面粉的产量、价格、生产特性做广泛的铺陈，而不是

提出一个经济性的命题来笼罩这些材料。我较关切的命题是：粮食产量和价格，

与人口增减之间的相关程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过哪些不同关联？需要从哪些



不同角度，来厘清这些复杂面貌的主要特质？布劳代尔对这些议题完全没有触及。 

  

3 总结 

 对任何杰出史学家来说，要写 15-18 世纪的资本主义发达史都不是轻易的事。

如果要达到布劳代尔的「总体史」目标，那恐怕会更困难。很令人敬佩地，布劳

代尔投入 25 年的光阴，完成设定的目标。我对这本名著的综合印象，可以用一

项比喻来表达。 

以家庭常用的灯泡为例，如果电力转换为亮度的效率不高，灯泡很快地就会

烫手；也就是说，电力耗在热度上的比例，大于转换为亮度的比例。我们对杰出

史学家所企求的，当然是亮度（历史的洞识）而非热度（出版界与读书界的热潮）。

我 40 岁时认为，这套书的热度大于亮度；我现在 55 岁，认为这三册的亮度和热

度相当；20 年后 75 岁时，应该会认为亮度大于热度。 

 资本主义史必然会一而再改写，布劳代尔的三册巨着也必然会一而再被引述。

理由是：(1) 20 世纪写作资本主义史的学者中，他是很具代表性的，也提出他独

特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观。(2)他把与这项题材相关的新旧文献，都摘述引用到了，

日后的研究者，必然能从书后附注的书目得到相当启发。(3)所附的诸多地图、

图表、统计数字、相片、图画，都是很有用的视觉辅助，有时甚至比正文还更具

吸引力。 

出版一世纪之后（2079），这部著作必然还会流传，不只是它百科全书式内

容所带来的强烈吸引力，更因为它在架构、概念、论证所引发的高度争辩性。 

 

原刊于《中国时报》2000 年 2 月 26 日 

2006 年 12 月 9 日修改结论 



附录 5 

《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 
 

 

 

 

 

 

Gregory Clark (2007):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xii + 420pp. $29.95 cloth.《告别施

舍：世界经济简史》，洪世民译，台北：财信出版，2008。 

 

 

 作者克拉克在经济史学界的知名度相当高，作品时常出现在专业期刊上。

较特殊的是，他很少用方程式和计量回归，只用简单的图表和几何图形就够了。

他的文章质量高又容易理解，2005 年曾以一篇论 1209-2004 年间英国劳动阶级经

济状况的文章，刊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顶级期刊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上，

内容直接、简单、透彻、有新意、有洞见。这是值得仿效的写作方式：用基本的

分析方来处理普通数据，得出有意义的创见。 

本书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西方世界经济史丛书」第 14 本，中文世界对

其中的第 4 本较熟悉：Kenneth Pomeranz 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2000）。《告别施舍》这本书名（A Farewell to Alms），仿自海明威 1929 年的著名

半自传体小说《战地春梦》（A Farewell to Arms，又译为《永别了，武器》）。对

英文读者而言这是听起来很熟悉的书名，但内容完全不同：世界经济简史。 

作者 1957 生于苏格兰，今年正好 50 岁，是加州大学 Davis 校区经济史教授

兼系主任。1979 年从剑桥大学毕业（主修经济学与哲学），之后进哈佛大学经济



系，1985 年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史丹佛和密歇根大学任教。他的主要探讨兴

趣，是「长时期」的经济成长、国家财富的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是英国与印度。 

从书衣上的简介，本书主旨是要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会

这么富裕，而其他地区又那么贫困？为什么产业革命（伴随着前所未见的快速经

济成长），会发生在 1800 年左右的英国，而不是在其他时间或其他地方？为什么

工业化不会让整个世界都富裕起来？反而让某些地区甚至更贫困？分析这些深

刻的问题外，本书提出引人争辩的新论点：文化（而不是剥削或地理因素或天赋

资源差异）才是解释国家贫与富的重要因素。 

作者反对目前流行的看法：产业革命是在稳定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下，

在 17 世纪短暂期间内爆发出来特殊现象。克拉克提出的证据显示，这些制度性

的因素，在工业化之前早已存在。他的论点是：这些制度会缓慢地改变文化，鼓

励百姓放弃渔猎时期的直觉性作为（暴力、无耐心、不肯努力），转向辛勤工作、

理性化与教育。 

他认为社会必须有长期的定居和安全性，发展出这些文化的特性与有效率的

工作，才能让经济成长。对那些没有长时间稳定的社会，工业化是遥不可及的事。

克拉克反对 Jared Diamond（戴蒙）《枪炮、细菌与钢铁》的论点，说天赋资源（例

如地理环境）对国家贫富有重要影响。 

以上这几段话，我认为是出自编辑人员，而非作者本人的文字，因为克拉书

中的两个关键性观念，书衣上并未提到：一是马尔萨斯陷阱，二是工业生产过程

中的效率。我对这两项要点会再详述，以下说明全书的结构，以及我的阅读角度

和主要观感。 

全书 18 章，除了导论和结论，主体 16 章分成三部份：首篇（2 至 9 章）析

论 1800 年之前的经济生活，这时期的特点是人类的生活一直无法跳脱出马尔萨

斯陷阱。简单地说，就是人口的成长率小于粮食的成长率。此篇的主要内容有几

个面向：生活水平、生育率、预期寿命、富者生存、技术、制度与成长。 

次篇（10 至 14 章）探讨 1800 年左右发生的产业革命，有哪些重要成就；

过去的三种主要学说，为何不足以解释产业革命的特殊现象；英国的产业革命有

哪些成就与特点；为何中国、印度、日本没有类似的产业革命？革命之后对人类

的生活有哪些重要改变？ 



末篇（15 至 17 章）对比 1800 产业革命之后，为何某些国家的经济有急速

且惊人的成长？相对之下，为何有许多国家还那么贫穷落后？作者认为关键在于

生产过程的效率：英美欧洲的生产效率与成本，和印度、非洲的成本效率相差悬

殊，导致让人惊叹的「贫益贫、富益富」。 

整体而言，第 1 章综述全书的方向、旨要与见解，我认为写得还算有吸引力。

其中最重要的是图 1.1，那条在 1800 年之前低水平的稳定马尔萨斯陷阱线，以及

1800 年产业革命之后，贫国与富国大分歧的示意图。本书有两项特色，一是穿

插相当有用的相片，对比贫富状态的落差；二是有大量统计表格和图型。这些都

是从作者 20 多年来的数据库整理出来，很少见到把这么多文明的古今数据凑在

一起，制作出这么有用的好图表。我认为这些图表相当有说服力，对作者的讯息

传达也有显著帮助。 

第一篇（2 至 9 章）中我最推崇第 2 章。这是我所见过对马尔萨斯陷阱这个

概念，解说得最完整、最有说服力、最有启发性的。在此之前我对这项概念只有

单点式的模糊概念，读完本章后我才有较整体性的理解。我认为此章的内容、逻

辑、证据、图表、理论推导，都是很可以学习的模板：图 2.1 至 2.5 的几何图型

解说很清晰，这是理论性的建构；图 2.5 以统计数据标示 1200-1800 英国平均每

人所得（横轴）和人口（纵轴时进时退的状况。图 2.6 和图 1.1 相对照来读，有

效地帮助我看清楚，什么叫做「无法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这是我对全书最感激

的地方。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架构与思考逻辑，建立在逃脱出陷阱之后的状况，所以在

阅读此章时，一下子不容易体会作者的逻辑。举例来说，在马尔萨斯陷阱之下的

世界（人口成长率大于粮食成长率），任何会增加死亡率的事情，例如战争、动

乱、疾病、公共卫生恶劣，反而会提升生活水平：因为这些事会造成许多人死亡，

社会上抢夺粮食的人口减少，平均每人的生活水平因而改善。相反地，任何会减

少死亡率的事，例如医疗进步、公共卫生条件改善、社会和平与秩序，都会使人

口增加，反而会使平均每人的粮食减少，降低生活水平， 

因此我们现在认为的美德，包括清洁干净、和平纪律、粮食安全存量、所得

平均、慈善义行、努力工作，在马尔萨斯模型内，都是属于有害生活水平的恶行。

相反地，我们现在公认的恶行，例如卫生条件差、杀婴、堕胎、贫富不均、自私



懒惰、荒年，反而是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的美德。 

第 3 章对比 1800 之前与之后，贫国（如马拉维）、富国（如英国）和原始部

落（如波斯瓦讷!Kung 族）的生活水平：工资、物价、卡路里、蛋白质。作者以

具体数字，告诉我们两件违反直觉的事：(1)原始部落每天摄取的蛋白质和卡路

里，不一定比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人差。(2)古代人工资的实质购买力，甚至比

现代的英国人好。但现代人有两项优势：(1)生命预期比古人和原始人高（即平

均寿命更长）；(2)平均身高在 1800 之后明显增加。这是由于粮食充足和医疗卫

生进步，是古人和原住民比不上的地方。我认为第 3 章的实证数据非常丰富，很

有说服力，好几方面改变我的认知。 

第 4 至第 9 章的手法和第 3 章差不多，主要的差别是题材不同（生育率、预

期寿命等）。如果兴趣不高或时间有限，只要翻阅这几章的图表就够了，都很容

易理解。 

第二篇的 10 至 14 章分述五项主题。(1)第 10 章以简单的理论架构和简洁图

表，解说 1800 之后人口与所得（代表食物）这两项重要因素，在英国与其他先

进国家增长的情形，简称为现代的经济成长与国富。克拉克认为其中的主要关键，

是产出的效率（efficiency gain）大幅增长。而这种效率的增长，主要得自创新与

因之而得的「外部效果」。此章写得简洁有力，内容合情合理。 

(2)第 11 章就相对地不易读懂，主轴是要批评下列三种学说，无法解释产业

革命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 

(a)外生成长理论（exogenous growth theories），即外在的法律、政治与社会

性制度，会有效地帮助产业革命发生，也就是「制度决定表现」论。他批评制度

学派的人历史知识不足，单是在制度上有效率，若基本粮食不足，逃不出马尔萨

斯陷阱，再好的制度也枉然。这小节他写了 7 页半（页 210-7），牵扯不少较间接、

甚至不相干的内容，减弱了说服力。 

(b)多重均衡理论（multiple equilibrium theories，页 218-23），我左看右看，

虽然明白个别段落的大概意思，但还是很难拼凑出具体图像，也无法具体理解作

者的重要论点。更奇怪的是，接下来插入 3 整页批评人力资源（human capital）

说，主要是在反对 Gary Becker 等人的见解。我猜测作者的目的之一，是要推翻

制度学派的观点，可是突然出现这不相干的小节，既突兀又缺乏说服力。 



(c)最后的内生成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页 226-8）只有 2 页，

主要的论点是，在产业革命之前这段长时间，经济系统内的某些特征，已经创造

出现代成长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不必等待有外来资本、技术、创新的诱

发，产业革命也会自动发生，会产生高效率的成长。克拉克认为以上这三种理论，

都无法解释 1800 年的产业革命。 

此章的内容让人读得很辛苦，又没立即提出作者的对照性新观点。这是第二

篇的理论架构，我认为过于晦涩，缺乏深刻说服力。 

(3)第 12 章将近 30 页（230-58），谈英国的产业革命实况，写得非常好，这

是他最拿手的题材，统计图表尤其精采有说服力，我觉得 12 章和第 2 章是本书

最成功的部分。 

(4)但接下来的第 13 章，论中、印、日为何无产业革命，我认为是一大败笔。

他在最后一段的总结，解说中国和日本为何比英国迟缓：「有两项重要因素或许

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在 1300-1750 这段期间，中日的人口增长比英国快。但是中

日这两个社会的人口系统，和英国富裕人家相较之下，繁殖率较低。」他会这么

说，是因为他在图 13.4 对比清朝皇族的生育率，远低于英国的富人，甚至在 1770

年之后，还低于英国的一般平民。 

我觉得此章的内容太单薄，只用皇族（富人）的繁殖率，根本无法解释为何

中国无产业革命。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877）的开

场白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克拉克用英国产

业革命成功的架构，套在中国的个案上，等于是把幸福家庭的架构套在不幸福的

家庭上，而没有具体解释这个不幸家庭的悲惨问题所在。克拉克的这种逻辑与方

法完全不恰当。其实他只要从 JSTOR 数据库稍微搜寻一下，就可以在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这本期刊，找到 Yifu Lin (1995):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d in China” 和 Kent Deng 

(2003): “Development and its deadlock in Imperial China, 221 B.C. - 1840 A.D.”这两

篇论文说明中国为何没有产业革命，也可以知道克拉克的论点，距离中国史实有

多遥远。 

(5)第 14 章论产业革命对社会的长期影响，长达 28 页，其实都是简单易懂的

图表，没多大启发性。 



第三篇（15-17 章）有两项明确的主题：(1)第 15 章解说 1800 之后各国的经

济成长状况，对比贫富国之间的惊人落差。图表与相片都呈现得很好，简明易懂，

无可批评之处。(2)第 16 章以英国、印度为例，说明 1800-2000 年间造成贫富国

差距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贫国的产业生产效率太差。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应该没

人有异议。但我认为应该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包括传统的因素如资本不够、教育

水平不足这类问题。 

作者用 15 页（336-51）详细解说为何穷国（以印度为例）的生产无效率，

这个主题占全章的 2/3。他在页 359-65 又用 7 页讨论一个类似问题：为何穷国的

劳工质量这么低？两者合计共 22 页，在一本正文 377 页的世界经济简史书中，

以这么多篇幅详析印度棉纺业不效率的情形，比例上实在不恰当。我也感觉到，

克拉克分析穷国生产不效率的状况时，他的文笔也跟着没效率。 

第 17 章解说为什么富国、穷国会有这种大分歧，我觉得内容平淡，有好几

页（360-5）太细节繁琐，缺乏吸引力。第 18 章是 7 页的总结，缺乏力道。他以

日本为例（图 18.1），反复说明所得的增加，并不会带来更高程度的快乐。他告

诉我们：人类花了太多力气，追求不一定会让我们更快乐的事。这些说法学界早

已知晓。 

 

《枪炮、细菌与钢铁》 

这本书制作精美，图表相片很有吸引力也有解释力。我只发现表 2.1 缺了单

位（应该是「百万」），以及页 305 第 4 行的一个错字（应是 country 而非 county）。

如果你时间有限，我建议读较精采的第 1、2、3、10、12 章。我认为历史系和经

济系同学，可从此书学到不少经济史知识。这本书对 1800-2000 的经济变动解说

得很好，但作者太重视产业、工厂这类微观（个体）层面的证据，过度把重点放

在树木上，较忽视森林的结构与变动因素。我同时推介戴蒙的《枪炮、细菌与钢

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998 中译），来当作互补与平衡性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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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新疆等地回蒙族的粮食，基本上是以肉食为主，因为从地理的结构来

看，那些地带不适合农耕，行游牧逐水草而居，所以畜肉产量相对地比农产品丰

富，是主要的卡路里来源。 

  汉族以平原和丘陵地农耕为主，这种形态较容易养活人口。秦汉以后的中国，

只要维持上百年没有战争或水旱灾，人口很快就激增到土地生产力不胜负荷的程

度。人口一达到饱和点，土地就会被极度开发运用，产生与河道争地、围湖耕作

的情形。土地过度开发的结果，是「开山开到顶，杀人血满井」，因为已经达到

土地运用的极点，人口所需要的粮食，超过土地所能供养的程度，自然会有饥馑。

强悍者起而聚众成匪，杀烧掳掠，官匪交战杀人无数。若压得下就罢，压不下就

改朝换代，朱元璋不就是从饥饿小和尚，抢杀出天下的吗？ 

  中国经济几乎都没跳出过马尔萨斯陷阱：粮食产量跟不上人口增加量，一旦

超过负荷，就靠天灾人祸来平衡。靠农业技术突破来增加粮食，当然是解决的方

式，但还是跟不上人口在承平时期的激增速度。在这个基本限制下，只好在既定

的农技水平，让每个单位（亩或甲）的土地，生产最大数量的卡路里，来养活众

多的人口。 

  若以精耕方式种稻，而且在江南地区能两熟，每亩地所能生产的卡路里，一

定高于以同面积土地，种牧草养牛羊所得的肉类卡路里。牛羊需要活动面积，也

不能一年两熟，要获取十万卡路里，种稻米要比养牛羊省地。在庞大的粮食压力

下，种稻麦尚且不足以养活众生，哪有余地养牲畜当作食物？ 



  在稻麦与畜牧争地的情况下，汉民族自然缺乏肉类蛋白质，只能靠植物性的

蛋白质补充：豆类及其加工品如豆浆、豆腐。但肉类还是人体所需，所以自然会

去开发不占耕地的肉类资源：鸡鸭与猪。鸡鸭养在屋院，吃五谷与田地的虫螺；

猪养在房舍边的圈内，利用人类剩余的粮食。简言之，鸡鸭猪和人类是共生关系：

人以剩余的粮食与不占耕地的空间养它们，它们以动物性蛋白质回报。 

  以这种形态生产的肉量，当然不足以供应家庭每人每天所需，所以会去开发

另一类不占耕地的肉类来源：狗、蛇、蛙、鼠、鱼、虾。可是鱼虾也不是各地都

有的天赐粮食，要有河湖才行。我大概是在胡适《四十自述》里看到他说，安徽

绩溪的平常家庭一年吃不到几次肉，有人用木头雕成鱼形放在菜盘内，挟菜时顺

便碰一下木鱼，表示沾到肉类。不知实情如何，但这已凄惨显示强烈的肉类饥渴

症。 

 

胡适（右） 

  中原地区体积最大的肉类来源是牛马。中原与华南并不产马，汉武帝时尚且

要到大宛买马，马匹是战争与国防的工具，自然不是一般的肉类来源。牛是耕种

工具，汉文化通常以感恩的要求禁吃牛肉。但一旦牛马死了，最后还是祭了五脏

庙。 

  虽然说因为畜谷争地，而使得肉类缺乏，但是富有家庭还是有能力消费得起，

多以不与五谷争地的鸡鸭猪鱼为主。因为如果富室嗜吃牛肉，承平时期会引起社

会性的示范效果，中等家庭也仿效的话，就会有一部份的耕地被挪作畜养肉食用

的牛。一旦发生水旱灾（而这是常有的事），粮食供应必缺，要把养牛的耕地转

种五谷已来不及。所以这不是市场供需的问题，而是维持社会均衡的必要禁忌。 

  若民间有吃牛肉的习惯，一旦遇到粮食欠缺，就会有更多的穷苦人家饿死（因

为粮价暴涨而无隔宿之粮）。所以就用更根本的道德性要求，切断民间对牛肉的

需求：牛只耕田养活我们，不可忘恩负义吃牠。这种道德要求纳入宗教后，有效

地压抑牛肉的需求。富有家庭就算有能力有机会，也不敢轻易吃牛肉，以免遭议

论。这样的文化禁忌，有效阻挡畜谷争地的机会。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Chen_Hu.jpg


  汉民族不吃牛肉的原因，我是以肉谷争地的角度来看，这让我联想起为什么

回教徒不吃猪肉。《旧约圣经》〈利未记〉与〈申命记〉里，耶和华神提到信徒

只能吃「有分蹄，而且会反刍的」。「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

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我对不吃猪肉有另一种见解，曾经和

人类学者讨论过，但他们不同意我的猜测。1984 年左右，我到北非突尼西亚旅

行一周，体会到沙漠生活的困难，也自以为是地理解为什么阿拉伯人不吃猪肉，

以及为何会容许多妻制。 

  历史上阿拉伯人是游牧的，在沙漠里最缺的是水与树林，所以燃料也必然稀

少。我们都知道牛肉生食对人体无害（牛排馆供应血淋淋的牛排），而猪肉若不

煮熟，很容易致病（医学上很容易解说）。在燃料缺乏的地区，以阿拉伯人的烹

调习惯（肉类很少切丁切片），猪肉大概引起过不少麻烦。 

一方面猪肉容易致病，所以被归类为肮脏的动物，二方面游牧民族在迁徙时，

猪只的速度太慢而且不易管理。所以在教育不够普及、医学尚不足以理解细菌的

时代，为了避免猪只对人群危害，最根本有效的方式，就是用宗教的规定来禁绝。

我猜测宗教和文化禁忌，通常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对应的约制背景。相对地，猪在

西洋文化的观念里，则是可爱的动物，卡通造型也从未丑化过它们。 

  另一项也是旅行时的领悟，同时也不拟与人争辩的议题是：为什么阿拉伯社

会容许多妻制？听说现在法律已经禁止，但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我的看法是：

这是游牧民族的必要设计，道理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

男孩的夭折率大于女孩，所以自然人口中的女性会稍多于男性（约 105 比 100）。

游牧民族碰到战争，男性的死亡率通常高于女性，死伤的通常是中壮年男子，男

女比例更是失衡。支撑族群的壮丁若突然减少，老弱妇孺由谁负责？我猜测多妻

制的起源，并不是鼓励齐人之福，而是每个男子有义务，要负担一位以上妇女及

其子女的生计。后来有人能娶四位老婆，那是因为传统文化已能容忍富足者的夸

耀。 

  再回来谈中国的粮食问题。春秋之前的战争，是贵族性的（百姓无资格参军），

以制服对方为目的。战国中后期，商鞅在西方的秦国提倡军功，尤重首功（杀敌

取首级），之后在几次东征中采取歼灭型战争。以长平或马陵之战为例，都是杀

人无数血流漂杵的消灭性战争。 



为什么会改变形态？从前的战俘可以当奴隶，而现在秦国的农业已相当发达，

不缺乏劳动力，战俘成为消耗粮食的负担，自然没必要保留。况且消灭敌国的壮

丁，是接收该国最简洁的方式。大概从那时起，中国对人权的概念有了很大转变。

究其根本的考虑，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紧张性应是主因之一。不知道是李鹏或江泽

民说的：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有意见，其实洋人不了解，在中国只要不饿

死人，就够保障人权了。 

  西洋人说中国人是：陆上走的除了车子，天空飞的除了飞机，海里游的除了

潜水艇，全吃。可见粮食对汉民族的压力有多大。现在是牛排馆到处可见，我们

对牛肉的观点改变了。有人说那是澳州牛，也不帮我们耕田，不必有心理负担。

这些都是解除文化禁忌的说辞，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牛肉和我们的基本

粮食来源，没有竞争性的关系。文化禁忌通常可以找到约制条件的历史根据，当

这些限制解除后，文化禁忌就跟着松弛，因为人类是条件反射的动物。 

原刊于《中国时报》1996 年 10 月 9 日 

* * * 

〈汉人与牛肉〉补述（2013 年 3 月） 

 我在〈汉人与牛肉〉（1996）提出「肉谷争地」（或是「畜谷争地」）的概念，

说明汉人的肉类来源以「不占耕地」为主。例如猪就圈在屋边，把厨余转为猪肉；

鸡鸭鹅都不占耕地，鱼虾蟹蛇鼠鳝更是如此。现在用这个原理来说明印度、回教、

日本的情形，目的是要印证汉人对牛肉的禁忌绝非特例。 

 战后有位美国人类学者一直不明白，他们的主要肉类来源，为什么在印度会

成为圣牛。他就去做实地调研，当然没看到牛肉店，但看到许多牛皮制品，确定

应该有宰杀牛只，可是牛肉到哪去了呢？印度是个缺粮的地区，怎么会抛弃高卡

路里的牛肉？ 

印度有种姓制，社会阶层粗分为婆罗门、剎帝力、吠舍、首陀罗，有人告诉

他说牛肉被贱民阶层吃掉了。他带着翻译去查访，总是得不到答案。他改变策略

对当地人说，美国人如何用各种方式吃牛肉，和他们交心分享牛肉的烹调美味。

贱民阶层没想到高贵的白种人竟然也吃圣牛，看他说得这么真切应该不假，就和

他分享如何用咖哩烹煮牛肉最可口，他终于确定牛肉并没有浪费掉。但他还是不

明白为什么牛会被神圣化，当地人也说不出个好道理。后来他体认到一个道理：



印度位于东亚季风区（范围包括北印度洋和孟加拉国沿岸），夏季季风强而稳定，

有大量对流活动，在固定的雨季有急骤暴雨，之后雨量锐减。如果平时就缺粮的

百姓，在难忍饥饿时把牛吃了，雨季来临时如何耕田种地？如果无法得到应有的

农获，日后饿死的人必然更多。 

汉人禁吃牛肉是用道德要求（牛帮我们耕田），印度禁吃牛肉的要求更绝：

把牛神圣化，吃牛肉是亵渎神明的事，从动机上禁绝了对牛肉的需求。其实目的

相同：不要因为吃牛肉而降减谷物产量，这对地窄人稠的农耕社会，是养活更多

人口的必要禁忌。牛只神圣化的结果，是这个严重缺粮的国家竟然有两亿多只牛。 

 回教社会为何禁吃猪肉？如果你是沙漠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请问你会养

鸡鸭鹅作为基本肉类来源吗？不会，因为两脚禽类不易迁移，不容易长途跋涉，

沿路四散根本管不住。在四脚畜类中，牛羊驴都容易管理，猪太聪明，合群性低，

你能带 3 百只猪迁居吗？猪肉的另一项麻烦是必须煮熟，吃不全熟的猪肉容易得

病。牛排店会问你吃七分或五分熟，但从来没人问过你猪排要几分熟。游牧民族

最珍惜的两项资源是水和燃料，沙漠缺水少树燃料贵，全家一年吃牛羊肉所需的

燃料，必然比吃猪肉少。猪对游牧民族有三大缺点：耗燃料、容易致病、不易迁

移。这些道理对古代游牧民族不易解说清楚，干脆就在宗教经典上禁止，说猪是

分蹄动物但「不倒嚼」、「不洁净」，猪「的肉你们不可以吃，死的也不可以摸」。

印度把牛「神圣化」来禁吃牛肉，那是因为牛能帮忙耕地；游牧民族把猪「污秽

化」，那是因为猪没用有害：不易迁移、容易致病、耗燃料。 

 接下来看日本为何吃生鱼片。日本作家深泽七郎的《楢山节考》(1956) 拍过

两次电影（1958、1983）。深泽七郎作一首〈楢山节〉曲子贯穿整个故事，因而

取此书名。我看的是 1983 年版，叙述日本古代信州寒村山林内的「弃老传说」：

老人家到了 70 岁，就由家人背到深山野岭等死。电影中 69 岁的阿玲婆为了让孙

子多吃一口饭，到井边把一口雪白健康的牙齿敲掉。 

日本列岛位在火山带上，地震多温泉多，山多耕地少缺燃料，怎么可能养活

这么密集的人口？解决的方式很简单：这个岛国四面环海，肉类蛋白质的来源全

部由大海与河流提供，和中国的鸡鸭鱼虾蟹鳝一样，完全不占耕地，避开「肉谷

争地」的困扰。山多树少燃料贵，那就生食活海产，既好吃又省火。 

日本有过「不吃四脚动物」的禁忌。两脚动物（人类之外）基本上是鸡鸭禽



类，不会争夺耕地。四脚动物（野兽之外）基本上是牛羊马畜类，牠们吃的牧草

会争夺耕地。日本人口稠密耕地稀少，不吃四脚动物的禁忌，与汉人不吃牛肉的

禁忌，都是「畜谷争地」这个概念的表现。 

 明白中国、印度、阿拉伯、日本如何透过食物禁忌，来增加人口的存活机率，

接下来要问三个高度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佛教源自地广人稀、物产富饶、动物充

足的北美洲，还会禁吃牛肉主张素食吗？如果阿拉伯民族定居在物产与燃料丰富

的中国江南，还会禁吃猪肉吗？如果天主教教宗、回教领袖不戒肉食，基督教牧

师、日本和尚可以娶妻生子，那么灵性与神性的高低，和戒肉戒色相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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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野仙踪》与中国 
 

 

 

 

 

 

《绿野仙踪》第 20 章〈脆弱的瓷器城〉里，女主角多萝西(Dorothy)和她的

朋友稻草人、狮子、铁樵夫，要穿过一座瓷器城。所有的东西都是瓷器：瓷地面、

瓷房子、瓷牛、瓷马、瓷猪；连百姓也是瓷做的，有瓷公主、瓷牧羊女、瓷牧童，

都不超过多萝西的膝盖。他们进入这个城市，从一头乳牛身边走过时，瓷牛吓了

一跳，踢翻了放牛奶的瓷提桶，撞倒挤牛奶的瓷女孩。结果那头牛断了一条腿，

瓷桶碎了，女孩的手臂也撞出个小洞。多萝西一再道歉，但那个女孩愤怒地检起

断牛腿，牵着那只可怜的三脚牛，一跛一跛地走了。 

之后遇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公主，他们想靠近看清楚一些，没想到那位瓷公主

吓得急忙逃走。多萝西和她的朋友们还遇到一个瓷小丑，穿着补丁衣服，显得又

丑又滑稽。正当要离开这个城市时，狮子的尾巴不慎扫倒一座教堂，多萝西说：

「还好我们只伤了一头牛和一座教堂，他们实在是太脆弱了。」 

 

多萝西、稻草人、狮子、铁樵夫 

  美国的货币史学者 Hugh Rockoff，在 1990 年 98 卷 4 期的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发表一篇论文，说《绿野仙踪》这部童话书里，其实隐含相当重要的美

国货币史背景。他说此书的作者包姆（L. Frank Baum, 1856-1919），在政治立场

上是人民党党员（populist）；在经济问题方面，他反对美国在 1870 年代放弃金

银复本位，改采取黄金单一本位。背景是：大约从 1870 年开始，英法德诸国改

采黄金本位，国际银价因为失去货币功能而大跌。美国为了跟上世界潮流，1873



年宣布放弃复本位，改采金本位。这对西部的产银诸州而言，因为世界银价大幅

下跌而损失惨重，现在连美国政府也不要白银了，情况凄惨不言可喻。 

  许多经济学者和包姆一样，认为这是美国货币政策的一大错误，称之为「1873

年的罪恶」（Crime of 1873）。但这是世界货币体制的潮流，美国在那个年代还

不是国际经济的主导者，只好跟着英法诸国的政策起舞。大约 25 年之后包姆开

始写作《仙踪》，他把这 25 年间因为废止银本位而产生的祸害，以及另一些社

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透过童话形式表达他的不满与意见。熟知此书的人，会注

意到多萝西有一双魔力强大的银鞋（隐喻银本位的重要性），以及住在绿色翡翠

城（美钞是绿色的）里名叫奥兹的巫师（Wizard of Oz），而 Oz 正是 ounce（盎

司，金银单位）的简写。单从这几项外在的特质，可以显现《仙踪》和货币政策

的关系。 

  Rockoff 的文章把这层关系讲解得很清晰，有兴趣的人可以细读。其中与中

国相关的篇幅不多，主要的论点是：〈脆弱的瓷器城〉（Danity China Country）

是在指涉中国。大家都知道 china 这个字，小写 c 时是瓷器，大写时是中国。包

姆写这一章的用意是：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用银本位，自从国际放弃白银本位后，

中国货币的对外购买力大贬，而多萝西和她的朋友（美国的白银政策），给这个

脆弱的瓷器城带来了惊吓和破坏。Rockoff 告诉我们：那位美丽的公主可能是在

虚拟慈禧太后，而被狮子扫倒的教堂，是庚子拳乱时被义和团破坏的洋教堂。 

  这是一项有趣的诠释，可是我认为，美国的白银政策在 1870-90 年间，对中

国并未造成重大影响：包姆误以为中国当时蒙受「银贱」的苦难，美国的白银政

策要负一部分责任。中国当时确实受到国际银价跌落的影响，可是以美国当时的

经济实力，和对国际金融的影响力，还没有到足以严重伤害中国的行情。包姆让

多萝西和她的朋友们，无心地破坏可爱的瓷器（中国），那是因为他对中国货币

体制的理解不足，才会让多萝西背了不必要的黑锅。我的目的是要帮多萝西平反，

因为真正的破坏者，是英法列强改采金本位，所造成的国际银价长期下跌。我希

望以下的论点可以告诉《仙踪》读者说：多萝西和她的朋友们，其实不必有太大

的愧疚感。 

  美国采取金银复本位时（1873 年之前），1 盎司黄金可以换 15.6 盎司白银(1

比 15.6)。1873 年放弃白银本位后，银价持续下跌，到 1889 年时跌成 1 比 22。



产银区的业者和矿工，以及原先持有大量白银的人，因为损失惨重而组织起来，

要求政府无限制铸造银币，给白银业者一条生路。这是违逆国际潮流的主张，当

然不会成功，但是 1890 年有了转机。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想通过由东岸产业界

提出的关税条例，所以就和西岸产银州的议员达成协议：如果西岸能支持通过关

税条例，东岸就支持通过西岸的购银法案，要求财政部每个月收购 450 万盎司白

银。这项法案在 1890 年 7 月 14 日通过，称为 Sherman 购银法案。 

 

1893 年 11 月美国总统 Cleveland 废止购银法案 

购银法案一过，各国怀疑美国是否还要维持金本位，同时预期白银价格会回

升，就抢购白银来卖给财政部。这等于是议会强迫国家，收购国际行情持续贬跌

的白银，数量是每年将近五千万两。以美国当时的国力，哪有可能长期撑下去？

到了第三年（1893）上半就出现警讯：财政部的黄金快耗光了，美国不知是否还

能维持金本位制。经过激烈的争辩和拖延，国会在 1893 年 11 月废止购银法案。 

  我认为这项法案的影响主要是在美国境内，就算对外国有影响，也不致于妨

害到中国。先从价格的角度来看，虽然此法案规定财政部每个月要购入 450 万盎

司，可是并没有限制它的收购价格。原先以为白银价格会回升的投机者，没想到

各国的白银涌入，纽约和伦敦的白银价格都不升反跌。 

从数量的角度来看，因为白银已不再是国际货币，各国急于清理库存，最重

要的出处是当时仍采银本位的中国。1871-80 年间中国进口的白银数量，约是 3

千 3 百万两（每两等于 37.5 公克）。购银法案 1890 通过之后十年间，白银的进

口数量约是 9 千 6 百万两（几乎是三倍）。也就是说，中国的银子并未被美国吸

走，反而还因为国际银价的持续下跌而大量流入。 

  我认为，购银法案如果真的伤害到中国，并不是因为它的通过，而是因为它

的废除：财政部不再购银，使得原本就低落的银价雪上加霜。1890 年法案通过

时的银价，是每盎司 1.04 美元，1893 年底废除时 0.78 美元，之后一路跌到 1898

年的 0.59 美元，十年间贬了 44%。对中国这样的银本位国家，这等于是外力强

迫她的对外购买力贬值。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连串的战败赔款、外货侵入、外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President_Grover_Cleveland_Restored.jpg


债高筑，然后货币又大贬，真是欲哭无泪。更要命的是：当初的赔款以白银为单

位，现在银价大贬，列强不干损失，硬要中国再赔出这段汇差。包姆从媒体上知

道中国的白银问题，就设计〈脆弱的瓷器城〉这章，来凸显白银政策殃及可怜的

小瓷器城（中国）。 

  1929 年世界经济大恐慌后，金本位制在 1931 年废除，白银回复了它的货币

功能。美国在罗斯福总统任内通过一项购银法案（1934），规定财政部不论是在

国内或向国外采购，必须(1)要使银价维持在每盎司 1.29 美元以上，或是(2)财政

部白银存量的货币价值，达到黄金存量货币价值的三分之一为止。 

1934 年的购银法案对中国就有影响了。第一，这次规定要把银价抬到每盎

司 1.29 美元以上；第二，可以向外国收购；第三，1934 年的美国，在国际货币

的领导地位，已和 1890 年不可同日而语；第四，金本位已垮，各国不再急于抛

售白银。1934 年的购银法案尚未通过时，中国政府预见这会把白银大量吸往美

国，使得货币供给（白银）锐减，造成物价下跌，百业萧条。1934 年的法案是

否有此效果，还是争辩中的问题，在此我只是要说：虽然是同样性质的法案，但

是 1890 年的美国和 1934 年的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完全不同，从价格和

数量的角度来看，对中国的影响完全不同。 

  再回到 1890 年代的情境。国际银价长期下跌，在美国废止购银法案后更是

火上加油，使得原本是银荒的中国，竟然出现了「银贱」的情形：1885-95 年间，

白银的购力跌了将近一半。何汉威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993 年

62 卷 3 期），发表一篇论文，详细分析「银贱铜贵」的状况。他告诉我们，白

银一贬，银铜比价也就大幅下跌：相对于白银的下跌，铜钱的价值高涨了（1880-9

年间涨两倍以上）。晚清的铸币权在各省政府手中，各省财政原本困难，一旦看

出铜钱升值，就开始大量铸钱谋利（可赚一倍以上）。若某省因铸铜钱而获利，

邻近省份就会铸造劣钱，来此省买物品或换回良币，因而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

良币」：各省竞铸铜元，愈铸愈差，铜元价值大贬，因而物价大涨。 

  在国际银价下跌和美国购银法案的影响下，如果中国以银为单一本位，就算

受了伤但还能挺得住，因为白银到底不是民间的日常货币。要命的是，铜元价格

因银价下跌而相对地高涨，各省竞铸铜元所产生的劣币效果，破坏了民间日常交



易的铜元体系。铜元的败坏助长物价上涨、经济不稳、暴动、镇压、军费支出，

这才是伤了命脉之因。 

 包姆不理解中国是银铜本位（不是西洋的金银本位），他没理解到，对中国

真正有杀伤力的不是银而是铜。他有心或无心地指责美国白银政策的副作用，让

多萝西和她的朋友，以为他们伤害了瓷器城（中国）。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深刻地理解到：多萝西他们其实没破坏什么，元凶是英法

各国所采取的金本位。如果 1890 年美国的购银法案对中国产生过影响，最多也

只是在骆驼背上放下最后一根稻草。如果那项购银法案是英国制定的，而且多萝

西是英国人的话，那么她就可以对瓷器城的破坏而感到愧疚。 

原刊于《中国时报》1997 年 12 月 29 日 

附记（2012-11-29） 

 满清灭亡的诸多原因中，最常见的说法是慈禧太后把北洋舰队的经费挪去兴

建颐和园。这类的说法相当多，也各自成理，整体而言有两个特色：(1)在政治

与军事上找因果；(2)归咎于国家领导人。用医学的进步来譬喻，如果我们对古

代名人重新验尸，可以看到此人有胃癌又有心脏衰竭，但这些病都不会立即致命。

透过《绿野仙踪》与中国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这个病人还有更致命的死因：败血

症（血液感染后，老年人很难幸免）。为什么晚清的铜元体系崩坏类似老人败血

症？因为这是全国百姓同时受到严重困扰的货币与物价问题。这是自体衰竭造成

的吗？这是国际金本位造成的，不是自发性的，是受到境外病毒的感染，是国际

金本位引发美国「通过」（1890 年）购银法案，然后又「废止」（1893 年），因而

让中国从「银贵铜贱」逆转成「银贱铜贵」，再引发铜元体系的危机。所以原凶

是英德法列强，尚属弱国阶段的美国，只是放下最后一根稻草。 

我构思这篇文章时，一直不明白国际的「金银复本位」，为什么会伤害中国

的「银铜复本位」。每次重看史料就写些笔记，但实在想不通，就把文档收起来。

过了半年仍不死心，拿出来重看又百思不得其解，如是者三。最后是把三个概念

（银贵铜贱、银贱铜贵、劣币驱逐良币）结合起来，才了解这个自我困扰许久的

小谜题。这篇短文对我的学习过程意义重大，我终于明白「生而知之」、「学而知

之」、「困而知之」的差别：困而知之的答案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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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论美国的托拉斯 

 

 

 

 

 

 

〈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3，《饮冰室合集》14:33-61）这篇长文，有

几项主要讯息。(1)梁启超在美国游历，初见闻这种独特的经济组织 Trust（意义

与沿革详见下文），他急切地想要向国人介绍，这种「生计界新飞跃之一魔王」

(14:34)。(2)他受到严复译《天演论》物竞天择观念的影响，认为托拉斯是经济

上的新强势组织，若依目前的扩张趋势，则「不及五十年，全世界之生计界将仅

余数十大公司（适者生存）」(14:33)。(3)托拉斯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及十年，

将披靡于我中国。…抑我国中天产重要品，若丝若茶若皮货，其制造之重要品，

若磁器若织物，苟以托辣斯之法行之，安见不可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也。」

然而他也知道这只是理想：「而惜乎我国民之竟不足以语于是也，吾介绍托辣斯

于我国，吾有余痛焉耳。」(14:61) 

 

1989 年版《饮冰室合集》12 大册 

此长文分 10 节：发端、发生之原因、意义与沿革、独盛于美国之原因、托

拉斯之利、之弊、与庸率（工资）之关系、国家对托拉斯之政策、与帝国主义之

关系、结论。其中背景解说性的篇幅不少，此处不拟摘述，把要点放在析论梁对

各项问题的见解。2
 

                                                             
2
 他在《新大陸遊記節錄》的第 9節，以 10頁篇幅記載與托拉斯相關的具體事實，主要有 3項。

http://zh.wikipedia.org/zh-cn/File:Yinbingshiheji.jpg


 

1 意义与沿革 

梁对 trust（托拉斯）这个名词的解说是：「盖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

而以全权委诸少数之人为众所信用者，故得其名（西律凡承受遗产之人未成年或

有疾不能自理事者，则任托一人为之代理，其人亦名托辣斯梯）。」(14:37)这样的

界定用现代眼光读来，忽略了几项重要特质。 

第一，并不是任意几家公司结合在一起，委托某些人经营，就可称为托拉斯。

组成托拉斯的基本目的，是要独占或寡占或大幅扩张市场占有率，使厂商能因而

得到更大的利润（或减低成本），使公司的产品在生产与营销方面更具主导性。

手法上可分为：(1)水平的结合（同类产品之间的联结，例如汽车业之间、家电

业之间）；(2)垂直性的结合（例如从上游的石油裂解结合，到下游的油品贩卖）。

(3)多角性的结合，例如日本的三菱公司在重工、贸易诸方面的经营，都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第二，梁在括号里所说的，是在说明信托人（truster），把所有权委托给特定

的代理人（trustee），之间的法律关系，这和经济学上的托拉斯完全是两回事。

经济上的托拉斯，不一定要把经营权委托给他方，只要是在经营上相互结合，以

追求更高的市场掌控度，都可称为托拉斯行为。也就是说，单单把经营权或所有

权委托他人，在法律上虽名之为信托 (trust)，但并不足以称之为托拉斯（都写为

trust，但意义不同，一个是信托，另一个是托拉斯）。要点是：厂商在相互结合

之后的经济影响力，已触犯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就可用反托拉斯法（或公平交

易法）来处置。若依梁的定义，则看不出何以需要有反托拉斯法的存在。 

从这两点看来，梁所举的 4 种托拉斯组织方法，都是属于把企业权委托他人

经营的性质，这和经济学上可用「反托拉斯法」处置的企业结合垄断行为完全无

关。这是因为梁对经济学的认知有限，而他所参阅日文的著作，大概是先用法律

观点来解说此词，而未直接进入析论企业的水平与垂直结合，而误导了梁的基本

认知。 

上海辞书出版社《经济大辞典》（1992 年，页 695-6）对托拉斯有如下解说，

                                                                                                                                                                               
(1) 1899年元月以後所設立的大型公司（資本額 1千萬美金以上者）共有 81家，分別說明其設

立年度與資本額；(2)分 12點說明托拉斯之利，以 10點說其弊；(3)與托拉斯相關的政府調查報

告，以及民間的相關著述。此節所記多為所見的事實，較少個人的觀感與評論。 



可用来对比梁的误解。「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生产同类产品或在

生产上互有联系的大企业，纵向或横向合并组成的垄断组织。旨在垄断某些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全部活动由一些最大的股东组成的董事会加

以控制，参加企业成为这个大垄断组织的股东，在法律上和产销上完全丧失独立

性，只按投入资本额取得股权和分享利润。主要有两种类型：以金融控制为基础

的托拉斯，和以企业合并为基础的托拉斯。前者的参加者保持形式上的独立，实

际上则从属于类似持股公司的总公司，大股东通过股票控制额以控制整个垄断企

业。后者是由同类企业合并组成，或由实力强大的企业吞并较弱的同类企业组成。

托拉斯是比卡特尔和辛迪加更加稳定的垄断组织。美国是最早出现托拉斯的国

家。」 

梁的另一项误解，是为何托拉斯这种组织会在西洋经济体制内出现。他用三

页多篇幅解说托拉斯发生的历史背景。他的见解相当独特：「此近世贫富两级之

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于斯时也，乃举天下厌倦自由，而复讴

歌干涉，故于学理上而生产出所谓社会主义者，于事实上而产出所谓托辣斯者。

社会主义者，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托辣斯者，自由竞争反动之过渡也。」这是

很让人费解的论点。 

资本主义因主张自由竞争，而造成社会阶级分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弊

病，所以会产生和它对立的社会主义，目标是要消除因资本主义制度而起的弊病。

而托拉斯制度，尤其是在美国产生者，从历史过程的角度来看，正好是资本主义

利伯维尔场经济体制发展的极致：大企业间为了追求更高的市场占有率、更高的

利润率，因而有水平与垂直的整合，这是自由竞争的极端化结果，而不是梁所说

的：「自由竞争反动之过渡也」。若托拉斯只是过渡，那么过渡之后的阶段是什么

呢？梁说：「曷云托辣斯为反动之过渡也？托辣斯者，实“自由合意的干涉”也。」

这又是一项难以理解的说法。 

另一项更难理解的，是梁所认知的托拉斯产生之原因。梁分 8 项说明「非有

大资本者，不能优胜于竞争」、「所谓大食小、大复食大者，于是而第二等之工业

亦将全败。于斯时也，生计界之恐慌不可思议，而社会必受其病，故非有所以联

合之而调和之，则流弊遂不知所届。此托辣斯之所由起也。」照此段文义看来，

托拉斯是因工商产业之间有弱肉强食、以大吃小的现象，为了防制此项流弊，所



以才会产生托拉斯。这样的见解和一般的理解正好相反：托拉斯是厂商借着水平

与垂直的结合，来追求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更高利润；同样地，为了防制托拉斯

的弊端，美国政府才会执行反托拉斯法。 

再举《经济大辞典》的例子，说明托拉斯之害以及梁对此事的误解。「1882

年，洛克菲勒家族的俄亥俄孚石油公司，吞并 14 家大石油公司成立的美孚石油

托拉斯组织，是世界上第一个托拉斯组织，资本额虽仅 1.1 亿美元，却控制着美

国精炼油总产量的 85%和出口量的 90%。1900 年以后，食糖、制钢、石油、制

铝、铁路、电气设备、榨油、火柴、烟草等行业均普遍成立了托拉斯组织，共有

185 个。它们掌握了 30 余亿美元资金，占全国制造投资的三分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相继出现许多托拉斯组织。

由于托拉斯任意操纵价格、排斥竞争，造成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并不断发生侵吞土

地、营私舞弊、行贿等不法行径，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反对。因此，美国国会

后通过了一系列反托拉斯法律，如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以

施加限制。在此压力之下，标准石油托拉斯于 1911 年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予以

解散。」 

梁对托拉斯的基本误解，在一段自问自答中再度显现。「问者曰：子言托辣

斯所以救自由竞争之极敝。今若此，是以更大之资本，与彼次大之资本相竞争耳，

而何救之可云？曰：是其性质不同。…故托辣斯者，和平之战争，而合意之干涉

也。」此段文义难解，但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梁弄错了托拉斯的基本定义与目

的：托拉斯本身是自由竞争的极致，才需要有反托拉斯法来制衡；托拉斯这种组

织，不是用来「救自由竞争之极敝」的，托拉斯不是救命者，而是要被限制的对

象。 

 

2 利弊 

梁用 3 节的篇幅，说明托拉斯独盛于美国之原因、托拉斯之利与弊。他根据

日本农商务省 4 年前之报告(1899)，译录 5 大因素，说明何以托拉斯在美国独盛。

这些因素已是众所皆知，不必细引，但其中第五条说：「美国之铁路如蛛网然，

贯通全国而往往有秘密减价之事，是亦导起托辣斯之一原因也。」若已蛛网，则

经营者必多，也必相互竞价，不必秘密减价。 



梁列举托拉斯的 12 利，并以表列方式呈现，甚简明，但亦有可辩者。他分

3 项来说明：(1)本公司之利（内分消极的与积极的）、(2)消费者之利、(3)全国民

之利。若托拉斯对消费者有利（他分列 3 项：物价低廉、供给确实、运费节省），

对全国民有利（亦分 3 项：节制生产维持物价、交换智识奖励发明、蓄养内力与

他国外竞），美国何以需要反托拉斯法？ 

他另用 10 条说明托拉斯之弊，全文过长不便细引，重要的讯息是：梁对这

些弊端与批评采取辩护态度，举一例为证。「第三，以其为本业之独占也，无竞

争之刺激，故生产技术之改良进步日益怠。以此与自由竞争之国民相遇，不久必

至退步劣败，诚如是也。则前此种种之利益，皆不足以相偿矣。」这是常见的合

理论点，梁在同段内的辩解是：「虽然，据过去现在之托辣斯实情以审判之，此

流弊似尚未见。」若真是如此，何以会有此批评且为经济学界所共识？ 

梁既知美国在 1882-1900 年间屡有反托拉斯法案，又详知各主要托拉斯公司

之业务与合并状况，照理应说明为何美国司法界屡有此类反对性的作为。但纵观

全文，他的倾向却是支持托拉斯制度。例如他在第 7 节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说

有人批评自由竞争过度，会导致资本家利润降低，劳动者的收入因而受影响。梁

以 3 个表格证明：不同层级的员工在托拉斯成立后，薪资不降反高，「此托辣斯

有益于劳佣而无害，其证一也。」之后他举统计数字说明：「托辣斯成立以后，雇

佣之人数与受庸之金率，相缘且增，而且其增加率甚大，至易见也。托辣斯有益

于劳佣而无害，其证二也」；「托辣斯者，亦调和资本家与劳力者之争阋一法门也。」 

梁何以有这种见解或心态？动机之一，是他希望把托拉斯的概念介绍给国人。

因为中国的企业太小太弱太散，他期盼能透过这种组织，把工商业结合成几十个

大企业，一方面增加产能，二方面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性：「抑我国中天产之重

要品，…茍以托辣斯之法行之，安见不可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也。」 

 

理解这项基本动机后，我们只能惋惜地说：梁误解美国托拉斯的基本性质，

误估它对国计民生的利弊。美国的托拉斯是大企业的再度结合，不论是水平的或

垂直的，目的是在进一步控制市场提高利润。梁所希望的，是中国的中小企业结



合起来，达到一个稍有规模的企业体，不论是水平的或垂直的，目的是要能在国

际市场上稍有竞争对抗的能力，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在这项动机下，

他表列托拉斯的诸项优点，勉强替托拉斯的诸项弊端作辩护：「似尚未见」、「亦

不必深虑也」、「若是不足以相诟病也」。 

 

3 评价 

梁的动机，犹若一位体弱的中国男子，初见美国重量级举重选手体魄强壮，

艳羡之余，亦思采相同之环境与训练方式以求强健对抗。医者示曰：此类选手刻

意训练，日后恐得某病，身体某处恐老后反受其苦，故法律禁止过度伤劳也。但

此人只思强壮，对曰：此弊不必深虑、不足以诟病也。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冲动，

梁并非特例，严复亦犯此病。 

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是英国执世界经济牛耳时期的作品，史密斯主张

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对弱小诸国（如 18 世纪德国）而言，犹如超级柔道或拳

击选手，主张比赛不必分等级，只要放任自由竞争即可。严复在清末译此书时，

向国人介绍这几项英国经济强盛时的政策，希望中国亦能仿效直追。他的目的和

梁一样：希望因而「可以使欧美产界瞠然变色」。自由放任和托拉斯一样，都是

英美经济发展长期累积出来的「自然」产物，都是强盛时期的特殊产物，梁与严

两人极思中国能仿行，但徒见其利而不见其病。 

现代知识对托拉斯已有较正确、较完整的理解，我们不必对梁这篇基本认知

错误的文章过度批评。对美国托拉斯与反托拉斯运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下

列的相关文献。3
 

原刊于《历史月刊》1999 年 12 月号 

                                                             
3
 (1) Oliver Williamson (1987): Antitrust policy,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第 1冊頁 95-8。(2) 韓毅(1994)〈論 19世紀末 20世紀初美國的托拉斯立法

運動〉，《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5:55-61。(3) 張附孫(1994)〈美國的反托拉斯運動〉，《雲

南教育學院學報》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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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失败的井田制实验 
 

 

 

 

 

 

 秦汉以后的信史中，就没有井田制的记载，但在汉代与清代各有过一次「井

田」实验，都以失败收场。本文第 1 节说明汉代王莽新朝试行王田制的背景，它

的主要理念为何？具体的做法为何？碰到哪些障碍？为何终归失败？第 2 节以

类似的角度，说明清代雍正朝的旗人井田区，它的构想与做法为何？有哪些无法

克服的困难？这两次失败的实验让我们警觉到：理想中的井田制其实不易施行，

幻想是优美的，现实是严酷的。 

 

1 王莽的王田制 

1 背景 

 王莽的新朝（公元 9-23 年），是西汉过度到东汉的短命王朝（15 年）。为何

王莽会出现？西汉初年地多人稀，耕地的压力不大。初期的休养生息后经济发展

国力强盛，到武帝时「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汉书》

卷 75〈夏侯胜传〉）。武帝对外征伐拓土，对内兴功役民，导致民间贫困化。尤

其是商人阶级的兴起（如桑弘羊、孔仅、咸阳），势力膨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汉书》卷 24〈食货志〉说：「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益困。」「强富

豪，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或是

「逃亡山林，转为盗贼。」「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武帝之后，朝廷

举办一次著名的朝野代表会议，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充分反映武帝之后社

会与财经问题的严重程度。单就土地的兼并而言，在王莽代汉的前夕，已造成社

会重大危机，是导致西汉灭亡的重要因素。 

 



2 王莽篡汉 

王莽精熟《仪礼》、《周礼》、《左传》古文经学，兼纳今古文两派之说。在生

活方面，他被服儒生，俭朴节约，礼敬师友，尊崇贤良。在这种形象下，他得到

不少儒臣的褒美，期望他能实现带有儒家礼治天下的社会模式，解除西汉晚期以

来的乱象。汉儒对具有外戚身分的王莽积极拥护，把他当作复古化的执政圣贤，

逐步推向篡汉称帝的局面。哀帝崩后王太后召王莽，迎立平帝，位上公，加九锡，

大权在握。不久，弒平帝，迎立孺子婴，居摄践阼；三年后废帝自立，改国号为

「新」。 

 

新朝王莽 

 王莽掌握朝政后，起用古文经派的刘歆，想施行《周礼》（谣传为周公所作）

的典章制度，许多儒生支持这条复古改造路线。新王朝的托古改制大略有十项：

(1)仿居摄事（给自己的新王朝找历史根据）；(2)立五等爵（公侯伯子男）；(3)设

置郡县（依古文经书为典范）；(4)改颁吏禄（重订官俸）；(5)复井田制（行王田

制）；(6)五均赊贷（设五均官平抑物价）；(7)改革币制（共 5 物 6 名 28 品）；(8)

释放奴婢；(9)行巡狩礼；(10)改定祭礼。这些新制度都有经文根据，如《汉书•

食货志》所说：「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诗经文。」 

 

3 王田制的构想 

 以下专谈上述的第(5)项（行王田制）。先看《汉书》卷 99〈王莽传〉，说明

王莽的理念与手法。「莽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

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

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

曾无立锥之居。…予前在大麓，以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

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

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古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

井田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从这段正史的引言看来，王莽先谴责秦无道，坏圣制，废井田，导致社会不



安。接着他说本来在大麓时，曾经想实施「公田口井」，但因故未行。现在有了

新王朝，他要把天下的田土改称为王田，不得买卖。主要目的是平均地权：「男

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若有人敢反对「井田圣制」

者，依古制严厉处罚。这段话表明王莽行王田制（土地国有），是依循古代的「井

田圣制」。然而，他确知古代井田的运作方式吗？王田制真的就是井田圣制吗？

现有的史料没有与王田制相关的具体细节，但我们知道一项整体性的数据。《汉

书》卷 28〈地理志〉第八下说，定垦田有 8,270,536 顷，民 12,233,062 户，口

59,594,978 人（平均每户 4.87 人）。旧制一顷等于 100 亩，若可耕地为 827,053,600

亩，平均每户约可分得 67.6 亩，每人约可分得 13.9 亩。也就是说，若王田制真

的彻底施行，也做不到「一夫一妇田百亩」的理想。 

 

4 阻碍与失败 

 料想得到的阻挠，是原先拥有广大田土的地主，必然反对王田制。王田制实

施后，据〈王莽传〉第 69 说：「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这些地主中有些是

政府权要，自然集结反对。〈王莽传〉说：「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

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王莽传〉记载中郎区博劝谏王莽的话：「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

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

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

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莽知民怨，乃下书曰：「诸名食

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从这段记载可知，王田制很快地就经不起考验，王莽公开放弃此制。到了新

朝后期，「莽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

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 

 王莽的新朝迅速崩溃，原因众多，这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我们可以猜测：牵

动全国基本生活的王田制，应是新朝崩溃的重要因素。若要和井田说这个题材牵

连起来，我有以下的结论。其实王莽要做的是土地国有制以及地权平均，但他又

以复古为己任，所以把王田制和井田说勉强牵扯在一起。其实他也未必清楚，传

说中先秦井田制是如何运作的，况且他所依据的《周礼》，现代的考证（如钱穆



(1932)〈《周官》著作时代考〉）已经知道，这是战国晚期的伪书，其中所述的井

田制也不可靠。 

 

2 清雍正朝的旗人井田区 

 这项井田实验有三项特色：(1)试行时间很短，从雍正三年（1725）至乾隆元

年（1736），只有 11 年。(2)范围不大（河北省的顺天府与保定府，共 2 府 4 县

17 村，总面积 20,939.2 亩）。(3)文献有限（以《八旗通志》内的〈土田志〉为主）。 

 

1 旗民的生活 

 清初入关后，由于明朝的皇亲、驸马、公、侯、伯、内监遗下许多无主庄田，

而清朝的东来诸主、勋臣以及八旗兵丁无处安置，就把这些土地分发给他们。依

《大清会典•八旗通志》卷 62 页 11 记载，所谓的圈地是「顺治 11 年（1654）覆

准，凡丈量州县地用步弓，各旗庄屯用绳。用步弓曰丈，用绳曰圈。」圈地的分

配原则是：诸王以下依职爵不同而异，壮丁每名 25 亩，普通旗民每人 30 亩。若

有灾荒，每亩地给米 2 石，例如康熙三年（1664），八旗庄田灾赈米粟 2 百余万

斛，10 年（1671）赈八旗屯米 160 余万石。此外还常发内帑给旗民偿债，例如

康熙年间曾发帑金 540 余万两，一家赏至数百两；后又赐帑金 650 余万两。因有

朝廷的照顾，旗民的生活优裕，「治生苟且，靡费极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康熙 12 年（1673）谕旨：「…近见满州贫困，迫于逋负者甚多，赌博之风禁

之不止，…且满州习俗好为嬉戏，凡嫁娶丧祭之仪，不可枚举。…」雍正 2 年（1724）

谕旨，对旗民的奢侈、堕落、贫困说得更明白：「朕以八旗满州等生计，…其妄

行过费、饮酒赌博，于歌场戏馆，以觅醉饱等事，屡经降旨训戒，…」雍正 4

年（1726）上谕：「…八旗为本朝根本，…今八旗兵丁贫乏，即将食粮国帑尽行

颁赐，朕固不惜，但使随得随尽，曾不浃旬，遽即荡然，亦何济之有？并有将原

置房产变易无遗者。…」（见《圣祖仁皇圣训》卷 6 页 3、《大清会典事例》卷 1164

页 3、《世祖圣训》卷 6 页 5） 

 

雍正 



2 试行井田区 

 部分旗民不事生产、奢侈、堕落、危害社会，雍正想把某个地区的土地收归

国有，让这些旗民能「不饥、不寒」、「放辟邪侈，皆不为己」，希望能在井田制

下同养公田，「尽收尽报」，一方面不拖欠钱粮，二方面有正当事做，三方面有收

入来源。 

 雍正二年（1724）6 月怡亲王等奏请：「臣等查得内务府余地共一千六百余顷，

及拖欠钱粮人所交地共二千六百余顷，以此两项地内，挑选二百余顷作为井田。

行文八旗，…将无产业满州五十户、蒙古十户、汉军四十户，前往种地。」（《八

旗通志•土田志》卷 6 页 1-2）雍正五年（1727）上谕：「旗人枷号鞭责治罪革退

官兵，并无恒业，在京闲住，依靠亲戚为生，以致良善之人被累维艰。…将此等

人查出，令于京城附近直隶地方耕种井田，作何安置之处，王大臣等会议具奏。」

也就是要把受过刑事处分的旗民，送到井田区内约束改造。 

 他们依照孟子「方里而井」的说法划分井田经界，基本原则是：(1)在井田地

亩内，倘有旗民交错之地，请将近存良田照数换给。(2)以周围八分为私田，中

间百亩为公田，共力同养公田。(3)自 16 岁以上、60 岁以下，各授田百亩。但据

《大清会典事例》卷 161 页 3：「每户原给一百二十五亩，以十二亩五为公田，

十二亩五分为屋庐场圃，一百亩为私田。」 

 「井户」之外还有「堡户」：这些是受过刑事处分的旗民，不种公田也不纳

粮，只给地 30 亩。政府提供井户土地，还要供给建农舍、购置农具、耕牛、种

籽、一年的食粮：每间土房给银 10 两（共 4 百间），每户给银 50 两供买办口粮、

牛种、农具。若是因罪发往井田者，「五户共给牛三只，购买牛具、籽粒等物及

每年口粮，每户给银十五两。」井户有 3 年的免税期：「公田俟三年之后，所种公

田百亩之谷，再行征取。」从这些优厚条件看来，根本就是在安置对社会造成困

扰的旗民，完全不是孟子或传说中的先秦平民井田制。 

 雍正三年（1725）至七年（1729）间，试行的井田区域只限河北顺天与保定

两府。顺天府内有固安县（内有 6 村）、霸州（内有 5 村）、永清县（内有 3 村）；

保定府内有新城县（内有 3 村），合计 2 府 4 县 17 村，井田数合计 20,939.2 亩。 

 井田区内设「管理员」1 名，为最高负责人，管理井田相关事务，以「革职

大员内诚实有年纪者」充任。主要的职责是约束井田民户，「令其耕种，不许出



入京城。」若「管理井田官员不能料理妥贴，或约束不严，致令生事扰害地方者，

将管理官员从重治罪。」另设「劝教」1 名，专管井田户旗民的刑政与教养，使

不敢妄生事端。另设「骁骑校」，专治军事，维持井田区的治安。设「催领」8

员，专事催取公租。设「乡长」1 名，专供督率农务交粮，并稽查逃盗、赌博等

事。从这些职位的任务看来，井田区更像是罪犯恶人的矫正生活区。 

 

3 必然的失败 

 从雍正三年（1725）试行到 13 年（1735），乾隆即位（1736）后立刻废除：

井田制几乎和雍正朝同始终。乾隆元年 4 月，和硕庄亲王等奏请停止试行井田：

「设立井田试行十年以来，所有承种之一百八十户，缘事咨回者已有九十余户。

循环顶补，大都皆不能服田力穑之人，行之未见成效。」（《大清会典事例》卷 161

页 3） 

 也就是说，在 11 年间有 180 井田户，其中一半（90 户）先后退出，其余 90

户「不能服田力穑」。乾隆朝的执事者知道井田若继续施行，「势必添工本，徒耗

钱粮」。接下来是如何善后：「令地方官确查实力耕种者，改为屯户，于附近州县

按亩纳粮，令各属防御管辖。」「其不能力穑之户，咨回本旗，停其拨补。原领田

房，交州县赁耕，取租解部。」 

 雍正朝试行的井田必然失败，因为初始的动机与目的，就是要安顿堕落与危

害社会的旗民。这些井户虽有免费耕地和必须的经费，但不可奢求他们自食其力。

传说中的井田制是全国上下一体施行，而雍正朝的井田，只是在一时一地的小范

围内，给不事生产的旗民与社会边际份子一个区隔生活圈，徒然坏了井田这个美

好的历史想象。 

 这种井田情结在道光年间，还在皇帝的朱批中出现过。2004年台北故宫博物

院展览《知道了：朱批奏折展》，页60有一项奏折，是江西道监察御史罗志谦〈奏

为兴复井田因利利民不致纷扰折〉，时间是道光三年（1823）七月初六日。皇帝

的朱批是：「考古而不通今，一片繁文，于事何益。」道光皇帝或许知晓雍正朝

的前车之鉴，才会有这种正确的认知。 

原刊于《历史月刊》2007年12月第2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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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地说与井田说 
 

 

 

 

 

 

1 基本论点 

本文最重要的论点，是在辩明井田之说源于《孟子》，接着论证孟子当初的

用意，是要替滕国规画「井地」，而非倡议「井田」制。后儒误解了这点，而导

致不必要的「井田有无」之纠葛。其实「井字田」和「井田制」是两回事：把土

地划成「井」字型，目的是要「正经界」（类似农地重划）；井字型的耕地，和传

说中的井田制（一种政治、社会、经济之间的复合关系），是不相干的。 

1919-20 年间，《建设》杂志对「井田制度有无」这个议题，刊登过一系列辩

论文章，主要参与者有胡适、胡汉民、廖仲凯、朱执信、季融五、吕思勉等人。

这些文章由上海华通书局汇印成书《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1930 年 147 页）。

柯岑（1933）《中国古代社会》的附录，重印这场辩论的内容。这本书在 1965

年，又由台北的中国文献出版社重印。此书对井田有无的各种看法，以及与先秦

田制相关的论题，已大致有具体的呈现。梁启超在编写讲论《先秦政治思想史》

（1922）时，不知是否已听闻胡适等人的争辩，然而从《先秦》内相关的论点看

来，感觉不出梁对那项辩论有所反应。 

 

钱穆 

民国以来，对先秦田制与井田说争辩的文章很多，有些是单篇专论，有些是

在土地制度史内附带论述，有些像梁一样在论先秦史时带上一笔。我们认为其中

最有力的辩解，是钱穆（1932）论述《周官》的著作年代时，在第 3 节「关于田



制」的详细深入解说。齐思和在〈孟子井田说辨〉（1948），将孟子论三代田制的

一段文字，与回答毕战的一段文字作出区分，认为后者是专替滕国设计的方案，

这帮助我们澄清不少混淆的观念。 

从民国初年胡适与胡汉民等人辩论「井田有无」以来，这场大争辩至今仍未

止息，学术期刊上还不时出现各式各样辩解井田的文章。以专书形式探讨井田制

的研究，在 1970-80 年代就有陈瑞庚（1974）《井田问题重探》、金景芳（1982）

《论井田制度》、徐喜辰（1982）《井田制研究》、吴慧（1985）《井田制考索》。

这些专著以及无计其数的单篇论文，各自从独特角度出发，论证井田问题的各个

面向，可说是众说纷纭，至今尚无能相互信服的定论。日本学界对井田制的研究，

请参考佐竹靖彦（1999）〈日本学界井田制研究状况〉、佐竹靖彦（1999）〈从农

道体系看井田制〉。佐竹的基本见解是：「笔者明确地认为井田制确实存在。」 

 这些庞杂的文献中，以「孟子井地」为主题的论文并不多见，在此仅举两例。

木村正雄（1967）〈孟子の井地說：その歷史的意義〉是較早的一篇，他認為「井

地說」是孟子獨創新倡的（頁 167）。方清河（1978）硕士论文〈孟子的井地说〉，

基本论点和本文的看法相近：孟子的原意是井地「方案」而非井田制，井田制是

后儒误会、附会、强加注释，而仍无法求自圆其说的「人工产品」。可惜这篇论

文没有整理发表在期刊上。虽然本文和方先生的基本路线契合，但在论证方式与

左证数据上仍有相当差异，各自有侧重的面向。若举一例以说明差别，则本文第

3 节「从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说」，是历年来否证井田说较独特的方式。 

本文从一个较特定的观点来探讨：井田说源自《孟子》，而孟子当初替滕国

所规画的是「井地方案」（即「井字田」），目的是在「正经界」，这与后儒所谈论

的、理想化的井田制无涉。把「井地」和「井田」混为一谈，是日后争讼井田有

无的肇端。整体而言，井田有无的辩论，是自树稻草人的虚拟型「空战」，正如

胡适在《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页 30）所说的：「“日读误书”是一可怜。“日读

伪书”是更可怜。“日日研究伪的假设”是最可怜。」1950 年代之后，许多学者从马

列史观的角度，探讨先秦田制与井田说；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看，本文的论点也可

以视为我们对这两个主题，以及对各种不同诠释的回应。 

 

2 孟子的井地方案 



 许多学者将纯凭理想的井田制，与孟子为滕国所做的土地规画混淆了。我们

对此事另有看法，要点是认为孟子所提议的是「井地方案」，而不是「井田制」。

《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

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

无恒心；…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

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

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

则必取盈焉。”…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

周亦助也。…」这段对话引发了孟子的井地说。我们先厘清井地的意义，之后论

证井地与井田之间毫无关系。 

 

1 井地的意义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

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

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

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

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

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

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从这段话看来，似乎滕文公已经知道有「井地」这回事，祇是不知如何实行，

所以要毕战去请教。孟子的回答要点是：「…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

地不均，谷禄不平；…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孟子的重点

是在「正经界」。如果孟子不是答非所问，那么「井地」的重点应该就是「正经

界」，这和后世所强调的「井田」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事实上，孟子从来没提过「井田」。「地」与「田」固然关系密切，可是他一

再讲「公田」、「粪其田」、「分田制禄」、「圭田」、「乡田同井」，却以「经界不正，

井地不均」来回答毕战，可见「井地」不可能是「井田」的同义语。4「井地」

                                                             
4陳瑞庚（1974《井田問題重探》）第 2章第 1節（十）提出：「…如果當時沒有以井劃地的制度，



究意应作何解？滕文公关心的到底是甚么？当时滕国急需的是甚么？这几个问

题应该先弄清楚。 

    孟子很高兴滕文公了解「正经界」的重要性，5这样就有希望实施他所提倡

的「仁政」。可是滕国很小，总面积不到 2,500 平方里。根据考古资料，1 周尺约

等于 19.91 公分，6而 1 周里为 1,800 周尺，算得 1 周里约等于 0.358 公里。假设

滕国的总面积约 2,500 方里，只比新竹市的面积稍大。滕国位于泗水近旁，地势

平衍（但也因而易遭洪泛），有较大块平坦的野地（估计不到 1 千平方里）可用。

因此孟子设计一个「井地」范型，将每 1 平方里的耕地，用「井」字形的阡陌分

割成 9 块，每块面积约 1 百亩。以当时的耕作水平（用铁犁，也许还用牛），大

约可供 7、8 口之家食用（《孟子‧万章下》：「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

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孟子给这种 1 平方里的田地，取个单位名称：「一井」。7这种范型的设计符

合孟子的两项基本要求：(1)容易计算面积，井地均而谷禄平。(2)经界不怕损坏，

经界的标志就算因泗水泛滥流失，或被暴君污吏毁损，因为形状「超整齐」，日

后也容易重建。如果孟子的构想仅停留在「正经界」的层次，这样的设计确是恰

当。 

然而孟子还想把属于赋税制度的「助」法附益上去，企图将两项改革一次解

决。所以他把公田放在 1 井的中间（税率等于九分之一），但这就违反了他先前

所主张的什一税率（十分之一）理想。如果孟子将标准 1 里见方的「一井」地，

分割为 10 块长方形小单位如图(b)，而非「井」字型的 9 块如图(a)，也许就可以

避掉这个缺陷。可是 1 方里刚好等于 9 百亩，划成如图(a)的方块，则每块刚好

为 1 百亩，正好符合孟子心目中的「周制」标准。 

                                                                                                                                                                               
滕文公怎會想到提出這個問題呢？」這句話已經很接近問題的焦點，可惜他沒有進一步分辨「井

地」與「井田」。 
5關於何以當時「正經界」的問題會突顯出來，請參閱第 3節「從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說」。這裡要

強調的是：「經界亂」不是局部性的症候，戰國初年已到處發作。然而在不同地區或國家，會因

人口分佈或其它經濟環境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症狀。各處應付（不能說是解決）「經界亂」的辦

法，往往因地制宜，沒有一致的丹方。滕國因為地方小，田地的肥瘠差異不大，分配上的爭議較

少，情形比較單純。請參閱第 4節「綜述」部份的「問題 (5)」。 
6
 吳洛（1975）《中國度量衡史》，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64。 

7如果《國語‧魯語下》的「田一井出稯禾…」的「一井」有所傳承，則孟子這個名詞就不是自

創的，但這不是本文的重點。 



图(a)和图(b)的面积相等（等边等高），差别在切成 9 块或 10 块。若孟子用

图(b)的划分法，图型稍复杂还不是主要的困扰，问题是每块的面积就必须缩为

90 亩（而非每块百亩）。孟子当然不愿意使每家的田地，少于他心目中「周制」

的百亩标准。8现在我们设身处地替孟子着想，他的确不容易各方面都兼顾到。

孟子大概不愿意求简反繁，所以决定对「野人」的税率稍苛一点（「请野九一而

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反正这已经比往日的税率低很多。 

图(a) 井字田（每块百亩，九一税）  图(b) 长方田（每块 90 亩，什一税） 

 

 

 

 

 

 

 

图 1 井字田与长方田 

 

此外，他又主张对卿大夫在世禄采邑之外，另给奉祭祀的圭田 50 亩，给余

夫（可能是未成家的男子）田 25 亩。这些零碎的田地，究竟位于滕国的何处或

出自何方呢？《孟子》中没有交待，他把这些枝节问题留给滕国君臣润泽（「此

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以常识来揣测，野地的可耕部分不会

太整齐，既然大的方块已画作井字田，剩下边缘不规则的部分，可以切成小块分

给余夫。这大概相当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说的「町原防」9。圭田则可

能位于城外郭内的「郊」，以便照顾。这两种土地的面积都比较小，价值较低，

对公平性的要求也不太严格，所以孟子就把税收的方式留给滕君自定。孟子这项

策画滕文公似乎是接受而且实行，否则孟子不会在滕国继续留一段时间，10还能

                                                             
8若要用圖(b)的劃分法，而且又要讓每家的耕地面積維持百畝，則必須將一井的標準單位擴大為

大長方形，讓其中的一邊長為 1又 1/9里。可是那多出來的 1/9里，就不容易測量準確了。若要

將擴大後的一井還維持正方形，則每邊的長度必需為 1.054里，這在「正經界」時會產生難以預

期的困擾。 
9按〈杜注〉，「原防」是隄防間的零碎地，「町」是動詞，意為分割成小頃町。 
10根據錢穆《先秦諸子繫年》（1956年香港大學出版社增訂版，頁 345-52）的考證，孟子在滕的

   

   

   

   

   

   

 

     

     

 



看到滕国「徕远民」的效果，甚至还有时间与陈相辩论许行的「共耕」主张。 

后儒对《孟子》的这一章颇有误解。朱熹认为「周时一夫受田百亩，乡遂用

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

之彻。」显然他是受《周官》的影响，把孟子的话套在《周官》的「乡遂」与「都

鄙」庞大系统上。甚至连崔述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套，他对朱熹的修正，祇是乡遂

仍用彻法，而都鄙因已实行「助」法，划分公田与私田，故没有「通力而作，计

亩而分」的需求。11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孟子祇是替滕这个小国，设计一套经界范型与税收制度。

滕国卿大夫（包括然友与毕战）的世禄采邑，也有部份土地分布在城郭外的野地

上，这是朱熹与崔述所讲的「都鄙」。然而滕国的总面积不到 2,500 方里，其中

的「野」就算占三分之二，也禁不起每人数百方里采邑的瓜分。如果这些都鄙的

封疆再占去一些地，那就更不够了。 

文王的庶子叔绣初封于滕，为侯爵，封地方百里。《春秋经》载隐公 11 年滕

侯朝鲁，此时还是侯爵；在两年之后的桓公二年，《春秋经》载「滕子来朝」。从

此《春秋经》就一直用「滕子」来称呼滕君。《杜注》对这项差异的解释，是「盖

时王所黜」，这项说法有可能成立。当时周桓王正力图振作，以摆脱郑庄公的控

制，可能借口滕君不朝而贬其爵以立威，但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因而削地。滕与宋

相邻，一直受到宋的侵蚀；僖公 19 年宋襄公为立霸业，会诸侯而执滕宣公，大

概也侵占不少滕的土地。日后滕君虽竭力巴结盟主晋国，会盟几乎无役不从，但

这么做也只徒然耗损国力，本身并未得到多少实质的保护。 

到了孟子的时代，滕国祇剩下始封国土的四分之一弱。12在损失国地的过程

中，分布在野地上的卿大夫采邑当然首当其冲。在孟子的时代，一方面卿大夫的

                                                                                                                                                                               

時間大概是 323-320 BC，計 3年，然後遊梁遊齊。孟子在滕的事蹟不少，除了〈滕文公上〉所

載，尚有〈梁惠王下〉，以周大王故事回答文公所問應付大國之道，頗顯得捉襟見肘。〈盡心下〉

載：「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然則孟子初到滕國並無久居之意，因受文公知遇而延長逗留。然

而滕的國力畢竟太弱，孟子亦無法在此施展其「王道」理想。或許這就是他日後在國力雄厚的齊

國不受齊宣王重用，而深感惋惜的理由。參見方清河（1978）〈孟子的井地說〉頁 21-2，對孟子

在各國遊歷過程與年代的解說。 
11見崔述《崔東壁遺書》第 5冊〈三代經界通考〉（台北：世界書局，1963 ）。 
12據《史記索引‧越世家》引《古本竹書紀年》，越王朱勾曾經滅滕，時間在春秋與戰國之間，

細節無可考。唯越國在淮北的勢力大起大落，孟子時滕國必已復封，可是經過這次兵災，城郭封

疆的殘破也可想而知。 



数目不会太多；另一方面，他们在野地的采邑庄园，也不可能再浪费许多面积在

封疆上。换言之，应该不会有一般结构的都鄙。在这种状况下，野地还是可以规

画为井字型的方块，然后把某些井字型内公田的收成，作为特定卿大夫的俸禄。 

    至于乡遂，因为城郭的范围小，所以近郭墙内外的土地面积就不大，不可能

再分出多少乡多少遂。《周官》基本上是以战国后期大国的心态，去建立复杂而

多层次的地方制度。甚至僖公时的鲁国，也比孟子时代的滕国大过 20 倍，因此

《尚书‧费誓》才会有「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干。…」的要求。后儒往往不考

虑个别的背景差异，把这些文献混而用之，遇到互相抵触的地方就牵强饰说，越

讲越繁复，反而离真相越远。 

    其实孟子的重点还是在于「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他希望当地尽量能自给自足，死徙无出乡。因为当时的城市经济已经萌芽，吸收

不少农民往外移出，以往闭锁性的氏族社会，已逐渐失去规约农民的功能。在春

秋初年，《诗经》内已不乏抱怨生活痛苦而企图迁移的心声，但有可能还是个别

的事例。 

到了战国初期，农村人力大量失血，迫使各地诸侯用「徕远民」的策略，来

挽救缺粮危机。从梁惠王问孟子：「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

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就可以觉察到这种趋势。孟子经常强调的「仁

政」，也是以此为目标而发挥，确实也能针对当时的弊病创议；他所说的「法先

王」，只是作为包装的外衣。 

后儒往往认为「井田制」的主体是「计夫授田」，这和《孟子》在此章所说

的话并不吻合。因为孟子仅说：「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这是以「家」为单

位，而以余夫之田作为补充；并未如后儒所说，规定多少岁始受田、到几岁要还

田。当然，毕战当时应该也会「润泽」一些细节；其中有多少流传到后世，被吸

收入后儒的「井田制」，正不易言。但我们确定，这一点不在孟子的原方案之内。 

在周代的封建架构下，「授土」原是对诸侯受封的特定用语，如〈大盂鼎铭

辞〉谓：「受民受疆土。」《左传‧定公四年》也记载王室对康叔：「聃季授土，陶

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不过后来对授受的用字，已不再那样讲究，

因此在《孟子》也可以看到许行所说的：「愿受一廛而为氓。」这里的「受」字，

显然已经是普通的用语。「授田」并不是孟子「井地」理想中的专门术语，这和



「井田」说中的几岁始受田，观念上差别很大。 

 

2 孟子的管理思想 

《孟子》中有些屡次强调的主张，可以视为孟子的基本思想。他似乎认为良

好的管理可以开源节流，所谓「劳心者治人」，取其担负管理重责之意。例如〈公

孙丑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

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

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

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 

再如〈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

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

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这些论点，在在反映孟子注重管理的基本态度。 

这种见解也不是孟子创发的，在孟子之前，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政，以

敛粜之法为调济，取有余以补不足（见《汉书‧食货志》卷 24）。稍后，卫鞅也

为秦孝公作了大改革。这些改革都诉诸有效率的管理，也都取得一定的成就。这

方面孟子只能算是后辈。他较创始性的部分，是用「法先王」来包装他的管理方

案。战国初期有几个「明君」，的确能以较完善的管理政策改善民生，增加粮食

生产膨胀国力。当时手工业技术的急速发展，与商业的逐渐蓬勃，也让管理者有

用武之地。 

这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例如《周官》就是在周公制作的包装下，建立的一

个庞大官僚管理系统。井田制在这种情况下被吸纳进去，还改得面目全非，让汉

代的注释家伤透脑筋。后世若要仿效井田制的种种做法，最多只能在短期收效，

长期的效果恐怕不佳，因为再有效率的管理，效果也是有限度的：当被管理者逐

渐适应规范发展出对策后，管理的效果就会递减。 

然而这种递减的效应没机会在滕国显现，因为滕文公没几年就去世了。《孟

子‧公孙丑下》：「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孟子在齐国也没有多少年，以卿

的身分出吊于滕，所吊者恐即文公之丧，故文公在位很可能祇有 6、7 年。他所



推行的新政身后恐将不保，即使没有人亡政息，滕国不久即亡于宋。《战国策》

卷 32：「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估计时间不会晚于 295 BC。

再不久，齐愍王灭宋，滕城归齐。再数年燕将乐毅下齐 70 余城，滕国当然在内，

这些变动会把滕文公的政绩（包括成效与后遗症在内）都消灭掉。到了战国末期，

仅剩孟子为滕国规画的方案载于《孟子》内；《周官》采之，其它托古改制者采

之，因而滋生多少不必要的纠葛。 

 

3 从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说 

一般认为是由于共享水井，或是因为阡陌的形状像似井字，所以才名之为「井

田」。孟子为滕国策画时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

同养公田。」恐怕就是从「井」字形状得来的灵感，其实井字还有一些原始意义

被忽略了。 

 

1 井字原义 

〔魏〕张揖《广雅‧释诂》有一条古训：「闲…臬井括…楥略，法也。」（见

《广雅疏证》卷 1 上）。井有「法」之义，虽不见于《尔雅》，但金文中却可常见。

例如〈大盂鼎铭文〉：「命女盂井乃嗣且（祖）南公。」这里的井字有「效法」之

意。井字也可作为名词，当「法则」解，如〈毛公鼎铭文〉：「女毋弗帅用先王作

明井。」这个用法很快就被引申作为「刑法」，而且在汉初隶定的古书中，都被改

写为「刑」字。如《诗‧大雅‧文王》有「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大雅‧

思齐》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都显示这个作为「效法」的原

义，在春秋以前还很时兴。 

据全广镇（1989）《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页 203-8）：「井」字与「刑」、「邢」

等字，其古音声母虽远（「刑」、「邢」为匣母，「井」为精母），而韵同在耕部，

故可通假。在《说文》中，「刑」字下有：「刑，罚罪也。从刀丼。《易》曰：“丼

者，法也。”」《段注》：「此引易说从井之意。」其所谓《易》，不见今日《周易》

之经传，疑为汉代所通行之《易纬》之一。此引文亦见晋司马彪之《续汉书‧五

行志》（现已成为《后汉书》之部份），与唐沙门玄应之《一切经音义》卷 20，



可能即录自《说文》。汉应劭之《风俗通义》则作「井，法也，节也。」（不见于

今本，似逸，此为由《太平御览》辑佚之文）可见此义亦流传得相当广。 

事实上，这还可以溯源到殷商甲骨文中的「井方」。考证的结果指出，这就

是「邢国」（朱芳圃 1972《甲骨文商史编》页 126 考证，此「井方」乃殷之诸侯，

殷亡为周所吞）。此外，还有些从井字衍生出来的意义，在隶定之后没有被改写

为「刑」字，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周易‧井卦卦辞》的「往来井井」。王弼的

《注》释为「不渝变也」，这讲得有些含糊，但也可见井字可以有多种引申的意

义。《荀子‧儒效》也有「井井兮，其有理也」，杨倞的《注》则解释为「良易之

貌」。这和下文的「严严兮，其能敬已也」相比，「严严」形容「其能敬已」的形

貌，则「井井」应含「有规则」的意义。《周易》中的「井井」释作「不渝变」，

与此意义也不违背，都是把井字当作动词用，作为「效法」原义的引申。 

在西周初期武装殖民时代，统治者的主要作为是建造城郭封洫，封疆之内的

田地经界还不是大问题。那是因为地广人稀，农业技术尚未发达，每家的耕作范

围有限，暂时不发生耕地分配公平的问题。后来人口渐密，耕种技术渐渐进步，

各家的田地彼此接壤，所以经界的画分就逐渐重要。然而中国古代的数学，对几

何图形研究不够发达，形状不够规则的田地面积不易准确估计。13到了春秋后期，

在人口较密的地区，就有田地经界规画的压力。 

《左传‧襄公 25 年》载：「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

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井衍沃，量入收赋。」显示已经开始对

各类型土地做整体规画。其中的「井衍沃」，大概就是把田地的经界，规范成较

整齐的格式，方便估算面积。这里的井字，是「规则化」的意义。也因为这条「井

衍沃」的记载，使我们明了当时「土地规画」已成了一种施政方针。 

到了滕文公时代，田地规则化的需求更加迫切，孟子才对「井地」的问题，

发挥一大篇「正经界」的议论，也因而使得「井地」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汉初隶

定时，未把这个井字改写为「刑」字，反使它的本义隐晦了。 

                                                             
13由現在看得到的資料判斷，中國古代的幾何進展不如同時期的西方。中國求面積的方法，基本

上是長與寬的相乘。對於不整齊圖形面積的估算，慣常的做法是「截長補短」，這就涉及到人為

估計。如果分割為許多小方塊之後再相加，計算者的判斷更會影響結果。這些技術上的不準確性，

會給經手官吏上下其手的機會，這應該不是孟子願意看到的。 



 

2 丼与井 

《说文解字注》第五篇下的「丼」字小篆，中间有一点，显示《说文》认为

「丼」为井字的初形。《说文》对丼的解释为：「八家为一丼，象构韩形。…古者

伯益初作井。」并认为中间那一点「象瓮」。然而在李孝定（1965）编纂的《甲骨

文字集释》，甲骨文皆作「井」，中间没有一点。在已知的卜辞中，此字皆用于「井

方」、「帚井」等处，都没有用来指涉水井。至于周代的金文，根据周法高（1982）

编纂的《金文诂林》与《金文诂林补》，就区分为「井」与「丼」两形。井字在

很多地方，可以通假作「刑」或「型」，也用来作为地名或人名。「井」和「丼」

两字截然有别，但都找不到一种用法是指涉「水井」。 

根据全广镇（1989）《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页 205）与吴其昌（1991）《金

文世族谱》（卷 2 页 5-6、卷 1 页 18-9），中间有一点的「丼」，皆与姜姓之奠（郑）

丼氏有关，例如曶壶之「丼公」、曶鼎之「丼叔」。中间无一点的井字，与「邢」

字相通，受封者是周公之后，为姬姓，例如麦鼎之「井侯」。虽然甲骨文卜辞与

钟鼎铭文中，都找不到作为水井之用的井字，但是《说文》也确指，「丼」字是

「井」字的初形。因此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在周代分化为 2 字，或是水井的「丼」

在甲骨文里，本来中间就有一点，祇是因没有用在地名或人名上，所以才未在卜

辞中留下记录。如果是后者，那有可能「井」字的原义就是「效法」或「规范」，

并由此引申出「阱」、「刑」、「型」等字。 

丼字如果是从井字衍申而来，本来或许是写作「汫」，从水从井。此字见于

甲骨文，但不见于《说文》，在后来的《集韵》与《玉篇》中，此字解作「小水」，

或假借作「阱」。可能是再由「汫」简化作「丼」，中间那一点并非如《说文》所

说的是「象瓮」。这祇是个猜想，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来证实或否证。（另参阅王

书辉(2006)〈谈「丼」〉） 

钟鼎铭文中有记载田产纠葛细节的文字，居然没有涉及水井，这有点奇怪。

从甲骨卜辞可以看到，王室生活中的困惑都要卜问；凿井是否能成功，照理也应

该卜问，可是并没有看到这类记载。更奇怪的是，整部《诗经》一个「井」字也

没出现过。《诗经‧小雅‧白华》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这类谈到雨水与旱

灾的文句很多。甲骨文也有大量求雨的卜辞，但都没谈到水井。 



所以大概可以确定：西周之前没有用过井水灌溉。我们也可以猜测，那时大

概不会在田中凿井。百姓住宅之井，照理应该在房屋附近，取用水才方便，不必

远行到田里挑。因此大约是要到战国时，凿深井的技术较成熟后，井水在灌溉上

才逐渐有辅助性的地位，而且是以灌园为主。后儒谈论井田时，常设想八家共一

水井灌溉，恐怕是从后世的生活习惯，往前作了错误的推论。 

其实水井很早就存在了。根据宋镇豪（1994）《夏商社会生活史》记载，在

河北蒿城发掘的商代遗址内，就有水井 6 口（页 64）。但何以在《诗经》内没有

水井的地位？《诗经》有许多地方写到泉水，如《曹风‧下泉》：「冽彼下泉，浸

彼苞稂。」《邶风‧泉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小雅‧四月》：「相彼泉水，

载清载浊。」公刘在迁移时：「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观其流泉，其军三单。」

（《大雅‧公刘》）文王对密人的警告：「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大雅‧皇矣》）

诗人讥刺周幽王的秕政：「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大雅‧召旻》） 

由此推论，当时贵族的饮用水多是泉水，百姓在有天然流泉可饮时，也不太

愿意凿井。据许进雄（1995）《中国古代社会》，考古学者在西安的半坡挖掘到一

个有 40、50 座房基的遗址，因处于泉源区，取水尚称方便，但并未发现有井（页

312）。水井的初始功能，大概是用来当作通地下泉源的工具。然而浅井较不易维

持水质洁净，《周易‧井卦》初六爻辞「井泥不食」，显示经常需要渫井；九五爻

辞「井冽寒泉食」，表示寒泉誉上品之井水，是最吉的爻象。 

 

3 井字的历史意义 

春秋中期以后人口密度增加，井水的饮用才逐渐普遍。郑国子产的新政「庐

井有伍」，显然就是因应这种新需求。汉末刘熙《释名‧释宫》第 17 说：「井，

清也，泉之清洁者也。」那是在掌握深井技术之后才会有的看法。春秋时期的贵

族大概都是饮用泉水，用民力开隧道取地下泉水，这种活水比静态的井水容易控

制水质。《左传‧隐公元年》载颖考叔劝郑庄公：「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

曰不然？」可见隧而及泉并不是很难的事。到了孟子的时代水井已经普遍，因此

就有许多与井相关的故事，例如瞽瞍使舜浚井，企图将他活埋等等。 



    现在我们了解，西周以前水井并不普及。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解释，何

以井田这个名词，要到孟子的时代才被普遍接受。因为即使在过去有类似井田的

做法，也不会用「井」这个字来形容，因为井的观念是战国时期才普及。春秋之

前，井这个字完全没有「经界」，也没有「井田」的意义。我们要极力澄清的是：

「井字田」和「井田制」是两回事。任何时代为了充分利用耕地，都可以把土地

划成「田」字型或「井」字型，这由甲骨文中各种「田」字的象形写法，就以可

明白（古时划分线的实体是封洫）。但井字型的耕地，和传说中的井田制（一种

政治、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不相干的。 

 

4《左传》中的井与泉 

要看春秋时期，人民对井水依赖的程度，有加强的趋势，最好由《左传》着

手。 

(a)井 

    《左传》里颇有对水井的描述，显示当时的水井已逐渐普遍。然而也可看出，

当时的水井还相当原始、相当浅。《左传》提到水井的部份，按时序可归纳出 6

项： 

    (1)〈宣公二年传〉：「狂狡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那

个郑人大概是车右，他在应战时跌下车，又踩到井口而落井。显然那个井并不深，

而他也有盔甲保护，掉落后还有作战能力。而宋国的狂狡却太轻敌（或太仁慈），

居然倒握戟柄，伸入井内想拉他出来。戟柄的长度不到一丈，可见井的深度大概

也差不多。郑人抓住戟柄出来后，可能趁机夺了戟，反而虏获了狂狡。这次的战

地在宋，井应在宋国。 

    (2)〈宣公十二年传〉：「申叔（展）视其井，则茅绖存焉，号而出之。」此事

发生在楚灭萧之役。楚大夫申叔（展），先前对萧大夫还无社暗示：当楚军入萧

时，要他藏入眢井以避难。所谓的眢井就是废井，废井可以躲人，可见不很深，

或甚至是干井。萧是宋的附庸，井在宋楚之间，后来属楚。 

    (3)〈成公十六年传〉、〈襄公十九年传〉、〈襄公二十六年传〉等处都提到：

军队作战时若需要空地，可以「塞井夷灶」。所填塞的井，是军队为了获得饮用

水所挖的井（野战井）。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渐大，估计每一方包括后勤人员在



内不下数万人，饮用水就必须靠野战井，兵过即弃。为了要有平坦的地面供战车

奔驰，以及有足够的空间让士兵列阵，弃井随即用土塞平。能在短时间内塞井，

可见挖得不深。 

    (4)〈襄公二十五年传〉：「（前年冬）陈侯会楚子伐郑（东门），当陈隧者，

井堙木刊。」意思是：郑国对陈国的举动恨之切骨，并以之为伐陈的口实。这显

示郑国民间饮用井水已逐渐普遍，井若为陈兵所堙，当然会怀恨。同样地，在短

时间内即可填塞大量水井，可见那些井并不深。 

    (5)〈襄公三十年传〉：「郑子产为政，使庐井有伍。」可见当时郑国的水井已

多到需要管理。郑国人口密，地处中原，河溪水量夏冬涨落大，需要井水补充。 

    (6)〈昭公二十五年传〉：鲁昭公孙于齐，「先至于野井」。此处的「野井」应

是地名，但是否因水井而得名，尚不可考。 

    以上是《左传》关于井的记载，时间始于鲁宣公二年，已进入春秋中期。到

了春秋后期（襄昭之际），民间的井水使用，在人口较密的郑国已渐普遍。再过

几十年，井在鲁国也普及了，所以在《论语‧雍也》里，有宰我设喻向孔子问难

之言：「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 

到了孟子的时代，离襄昭之际又过了两百多年，水井就更普遍，因此《孟子

‧公孙丑上》，就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来反衬「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是井水用得多了，地下水的水位较前降低，所以《孟子

‧尽心上》才举这样的譬喻：「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8 尺为轫，9

轫为 72 尺。孟子虽以此为譬喻，但亦能反映当时人的常识。9 轫之深与春秋中

期之井深不足 1 丈，变化甚大。 

 

(b)泉 

    对春秋时期的贵族而言，泉水在生活中似乎相当重要，《左传》里提到「泉」

的地方不少。 

    (1)〈隐公元年传〉：郑庄公阙地及泉，与母亲姜氏相见。 

    (2)〈文公十六年传〉：「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八月辛未，

声姜薨，毁泉台。」据《公羊传》解释，「泉台」即郎台，在鲁都曲阜的南郊。「泉



台」大概是因泉而筑。考其地望，其泉应该就是逵泉。 

    (3)〈昭公十七年传〉记载：楚国俘虏吴国之乘舟余皇，严密看守。「环而堑

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代命。」楚军掘壕沟深可及泉，在隧道中满置木炭以

除湿，并在内列阵，显示掘隧道通泉在当时并非难事。 

    (4) 此外，《左传》中地名为某泉者，多因泉而得名，姑举数例： 

逵泉 ─ 见〈庄公三十二年传〉，位于鲁国曲阜南郊。据杨伯峻（1982）《春秋左

传注》（页 254）引述《清一统志》，谓其泉水中有石，如伏鼋怒鼍。 

翟泉 ─ 见〈僖公二十九年传〉，位于洛阳。《杜注》：「大仓西南池水也。」 

华泉 ─ 见〈成公二年传〉。齐师败于晋，齐国之车右丑父假冒齐顷公，令顷公

往华泉 

        取饮而逃脱，可见该地以泉为名。华字则可能来自华不注山。 

蚡泉 ─ 见〈昭公五年传〉，为鲁地。《公羊传》作「濆泉」，而以「涌泉」释之。

显 

        然由泉水得名。 

    从这些引述，可见春秋时期泉水普遍，以泉为名之地相当多，尤以齐鲁与成

周附近为甚。泉水应为当时饮用水之上品。当时已知地上之涌泉来自地下，故亦

称地下水为「泉」或「黄泉」。故郑庄公可以阙地及泉、楚军掘壕沟其深可以及

泉；而掘井祇是通达地下泉源的管道，这可从孟子的话得证：「掘井九轫而不及

泉，犹为弃井也。」 

 

(c)余论 

《今文尚书》28 篇内，完全没有「井」字，伪《古文尚书》也祇有〈毕命〉

篇内有一句「弗率训典，殊厥井疆。」（宋）蔡沈《书经集传》解释为：「其不率

训典者，则殊异其井里疆界，使不得与善者杂处。」伪《古文尚书》出现于晋代，

「井疆」的名称，完全是后代人心中的制度，伪造者不自觉地漏了底。 

从这里也可以推测，在西周至春秋初期之间，统治者所颁的文告与典礼记录，

不会用到井字。此外，在殷商甲骨文与周金文中，「井」字未见作「水井」解的。

还有，我们在《诗经》与《尚书》内，也都看不到井字。这几件事共同指出一项

事实：西周之前水井不像后世那么重要。从上面的讨论得知，要到春秋中期人口



密度大增后，水井的重要性才渐显露。另一方面也因而确知，泉水在西周以前是

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尤以贵族为甚。14
 

 

4 综述与结语 

1 综述 

孟子与滕国君臣的问答，到底制造了甚么谜团，让两千多年来的饱学之士都

转不出来？可以归纳出下列 5 个问题。虽然在正文里已经尝试回答，但为了能更

清晰综述，我们把相关的答案归纳在各个问题之下。 

(1)孟子回答滕文公问「为国」的第一段话里，除了一些原则性的，如「民

事不可缓也」、「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以求「人伦明于

上，小民亲于下」之外，主要是一段关于三代税赋制度的传说。似乎孟子自己也

不十分清楚这些制度的细节，还要引用龙子的话与《诗经‧小雅‧大田》的句子

来补充。到底他对哪些话较有把握？哪些是仅凭猜想呢？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对三代税赋制度的了解，也许比同时代的人稍多一些，

可是离完整还远。他较有把握的片段，似乎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

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惟助为有公田」，以及他对「助」与「彻」的

解释；这些都是他特别提出来讲的。另外，他引龙子的议论，作为他认同助法的

根据，他对议论中的叙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

为常。」显示他是赞成助法的，这是属于「较有把握」的部分。他对其他事情的

叙述，把握就少一些，尤其是他对〈大田〉诗中「公田」的理解是错误的。这使

得他对原来所相信的「周人百亩而彻」，也产生了怀疑。他说「虽周亦助也」，祇

是提出心中的疑问，并不是他的结论，因为这和他所认同的助法之优点并不抵触。 

(2)在同一段内，孟子并未提出「井地」的字眼；而在之后的第二段内，滕

文公却主动派毕战向孟子问「井地」。是否滕国君臣已先知道井地这个观念，而

仅向孟子请教具体的办法呢？孟子用「经界不正，井地不均」作为他的回答总纲，

这是要传达甚么讯息呢？毕战所问的井地，与第一段内的赋税有甚么关系呢？ 

我们的回答是：滕文公派毕战向孟子问的井地，是土地规画的方针。「井」

                                                             
14陳良佐（1970）〈井、井渠、桔槔、轆轤及其對我國古代農業之貢獻〉，對井在中國古代農業與

生活的應用情況，有很好的解說。 



字在此应作「型」字解。滕国的田地因受战祸与兼并的破坏，经界不够规则，导

致面积无法准确计算，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孟子用「经界不正，井地不均」作为

回答的总纲，正是针对此问题，提醒滕国君臣要及早整顿，不要让「暴君污吏」

去「慢其经界」。当时人口的增加，已造成各家的农田接壤，破坏了以前的经界。

同一时期，因人口外移所造成的农村失血，可以抵消部分人口的增加效应，这正

是整顿经界的好时机。 

井地与赋税的关系是间接的，因为孟子认为「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

定也」。在他心目中，赋税问题的解决，显然是以「正经界」为先决条件。 

(3)孟子在第 2 段所描述的「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为何讲得那

么笼统？毕战听到这段话后，真的就能自行补充细节吗？他有没有继续发问？若

有，何以没有记录？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所策画的办法（「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是针对滕国地势平坦而小面积的特性所设计。滕国独特的情况，当时大家都知道，

无须多讲。反而是后代的人在事过境迁后，没有考虑到滕国的特殊背景，才会产

生误解。若能把当时的背景考虑进去，就可以发现孟子的话已经相当清晰明白。

孟子的方案已经把「野」、「国中」、「圭田」、「余夫」都照顾到了，其余细节已不

会造成很大的不公平，可以放心让滕国君臣自行决定。毕战有把握在孟子方案的

精神下补充细节，所以就没必要多问。 

(4)孟子说的「请野九一而助」，何以与他在第一段所认同的「什一」不一致

呢？有没有「托古改制」的成份呢？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说的「请野九一而助」，是因为「正经界」的井地方案，

如本文的图(a)所示，是切成 9 块，只能「九一」，无法兼顾到「什一」的原则。

由此可知，孟子所着重的是「正经界」。在此前提下，能够实行「莫善于助」的

赋税制度，当然就更理想。 

与战国后期的诸子相比，孟子的井地方案理想中，托古改制的成份不多。他

所引的「古」大多有所传承，就算有错，也是当时儒家共有的错。儒家对「古」

有相当一致的认识，孟子无须、也无法自己托古。他所叙述的三代税制，在战国

初期流传过，即使非常不完整，也可能代表当时对此问题的较好信息。孟子显然

了解这些传说的不完整性，只好加进自己的猜想。如果他真的在托古，为甚么不



托得更完整一些？ 

(5)在《孟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孟子对所坚持的原则，会向不同对象一再

推销。然而，田地与税赋这么重要的方案，何以在《孟子》中仅此一见呢？他心

目中有没有完整的草案呢？或仅是为了滕国的特殊问题，所做的临时发挥？ 

    我们的回答是：「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孟子针对滕国特殊情

况所做的个别建议，而非应该坚持的普遍性原则。方案背后的精神，是在「取于

民有制」，这才是他所坚持的原则。在规画方案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推销「民

事不可缓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配合措施，这些更是他坚持的原则。孟子感于滕文公

的知遇，才针对滕国情况作此策画，可见他心中并没有事先准备好的草案。这是

个特例，在《孟子》中仅此一见。梁、齐等大国的客观条件较为复杂，孟子当然

不会冒昧提出同样的方案。甚至在鲁或在宋时，因为得不到君主的信托，他也没

有提过任何方案。由此可见，所谓的井田制，其实是后人企图将孟子井地方案的

外壳，在过度一般化之后，推广运用到更广泛的地区，未必掌握到孟子当初的基

本精神。 

 

2 结语 

现在检讨一下，历来对上述 5 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战国时代离孟子最近，他

们对当时背景的掌握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战国后期至汉初，托古改制风气最盛行，

学者们因而以为孟子也是在托古改制，祇是说得不够详细。于是凭一己的理想，

将《孟子》中的记载扩大渲染，误导后代读者以为那真是先王的遗制，是孟子所

祖述的，此事尤以《周官》为甚。由西汉中后期到魏晋，那些说法所产生的问题

就逐渐浮现。儒者花了很大精力，来弥缝前人对井田制说法，把那时已显得若有

若无的传说，加上诗书中扯得上关系的一言半句，作为「解经」的根据。 

结果是越解释越臃肿，害得唐宋以后的学者，也陷在漩涡中无法自拔。仅少

数学者如宋朝的朱熹，看出孟子此处「制度节文不可复考，而能因略以致详，推

旧而为新，不屑屑于既往之迹。」（见他在《孟子章句》中为此章所写的按语）朱

熹作了较合理的推论，启发清代干嘉学者，逐渐扭转这项积重难返的趋势。 

干嘉学者的努力，已部分澄清历来经学家最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欧美日本的



史迹与学说，也开始让国人有更宽广的眼界。梁启超涉及的外务太杂，对上述问

题的解答并没有太多贡献。五四以后，胡适、顾颉刚、季融五等人，继干嘉遗风，

对以往的经学抱怀疑与批判态度，对井田制的疑点当然不肯放过。上面综述的 5

个问题，他们也大致意识到了；对这 5 个问题个别的解答，也偶尔有说对的。可

是一般而言，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例如胡适在《井田制有无之研究》（页 50）说：

「孟子的文章向来是容易懂得的，但是他只配辩论，不能上条陈。他这几段论田

制的话，实在难懂。」其实孟子并非在「上条陈」！他的话也讲得够清楚，毕战显

然听得懂，所以才没再发问。祇是后人没有考虑孟子与滕国君臣问答的背景（而

这些在当时是不需讲明的），才会觉得难懂。 

另一方面，朱执信他们多少会感觉到，井田传说有助于推介国外某些政经理

论（例如原始共产社会）进入中国，故倾向于辩护传统的说法。然而经过这次辩

论，疑古的风气已开，对日后解答井田问题的进展有帮助。尤其是日后大部分对

井田的辩论，都知道要回归到《孟子》。 

    钱穆对人口问题与井田的关联，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对第 1 个与第 5 个问题

的答案也与我们相近。齐思和对第 3 与第 5 个问题的突破最有贡献。陈瑞庚已经

注意到第 2 个问题的「井地」名称，他对第 1 个问题的处理也算正确；然而他对

第 5 个问题的答案却错了，因而影响他对 3、4 问题的处理。木村正雄比较接近

第 3 个问题的解决。方清河对第 1、第 3、第 5 个问题的解答都有心得；可惜他

对井地的意义解释得不很成功，对孟子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也分析得不够透澈，

有点功亏一篑。我们在前人的成就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有效否证井田说

这个重要公案。 

与李怡严合着，原刊于《新史学》2002 年 12 月第 13 卷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