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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的存续时期大约在 1840-1917 年间，基本立场是反对英国

古典学派「看不见的手」概念，反对最小政府、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说。历史学

派的主要政策要求是：德国在 19 世纪中叶仍处于以农业为主的阶段，必须有强

势的政府领导，透过关税保护幼稚产业逐步提升竞争力。 

今天只能谈历史学派的基本概念，举一位代表人物为例。历史学派的内部分

新旧两派，还有许多内容可以深入探索，想进一步了解更宽广的面向与研究书目，

可上网查询 Historical school of economics。这个学派也影响英国的历史学派（可

查询 English historical school of economics），以及美国的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 

school）。 

问：在什么背景下德国会产生历史学派与重商保护主义？ 

 答：德法（拿破仑）战争签署和平协议后，「德国」分裂为 39 个邦，政治上

与经济上几乎各自独立。奥地利希望德国维持分裂以免壮大，英、法、俄也各怀

鬼胎，但德国有另一股民族情绪希望统一强盛。19 世纪中叶时，政治经济军事

最强大的普鲁士在诸邦中称王，在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98）的强势

领导下逐渐统一。19 世纪下半叶时德国的心态就像中国清末，以追求富强为首

要目标。哪种主义最适合？当然是重商主义：透过国家的积极规画与保护，追求

金银的累积与军事的强盛。我们从英国的经验得知，重商主义必然采取管制与干

预手段，民间希望政府积极扶助产业，「大海航行靠舵手」。 

 

Otto von Bismarck，18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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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当时的知识环境来看，哪些学说对德国的目标有帮助？ 

 答：这和晚清的状况类似：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最有刺激

效果。在富国强兵的前提下，德国式的国家主义和英国式的个人自由主义，是截

然相反的概念：国家是人民的保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至上、个人最后。 

问：这种价值观必然会打击个人的自由，但也有人受益吧？ 

 答：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主张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者。这些人的路线与国家

的利益结合，取得学术界的主导权，掌控教育部与教科书的审核权。在德语系统

内，他们排斥当时在奥地利成为主流的边际学派（分析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主张

利伯维尔场机能，与英国古典学派遥相呼应）。 

问：为什么特别看重历史，甚至自称历史学派呢？ 

答：主因是他们认为理解历史的根源与发展，很能用来解释现今状况。其次，

旧理论必须用新状况来检验适用性，据以修正旧学说或发展新理论。在这种认知

下，他们认为英国式的自由经济学说，并不是超越时空的真理，市场机能与自由

主义无法保证优化的成果，适合英国的理论未必适合德国。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采取历史观点与归纳法，就是要从史实发展的经验

中观察整体现象，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从历史经验归纳出实用的法则。

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法，例如史密斯分析「钻石与水的矛盾」，或理嘉图的「差

额地租说」，只是静态的书房哲学，不具现实感也缺乏历史感，从抽象演绎得到

的法则没有应用价值。 

德国人要切题实用的经济知识，要对国家行政、税务征收、产业发展、外汇

累积有所帮助。历史学派认为政策必须服从史实的发展，必须基于对历史与当前

的实证研究。经济理论的主要功能是解释现今实况，用来检验旧理论进而发展新

理论。一切的一切，都以对民生社会有用为依归，领导人就是要把国家带到富强。 

问：可否举个代表人物说明历史学派的主要见解？ 

答：最知名的人物是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他是历史学派的前

导者。父亲是皮革工人，自己是公务员出身，1816 年当副部长，还当过杜宾根

大学的教授，1819 年才因政治见解离职。他还担任过工商协会总长，目标是把

四分五裂的经济统合起来，抵抗外国的工商产品入侵，积极鼓吹以国家为主体的

「国民经济学」。 



基本上他是个政治狂热者，主张诸邦团结统一。当时德国境内共有 38 个税

关，虽然有利税收但无法物畅其流。1820 年李斯特当选议员，倡议以激进手段

改革行政与金融体系，但碰到相当的阻挠。1825-32 年间他移民美国，主张德美

两国应采取保护主义，才不会被英国的产业革命打败。从他的经历来看，那是个

不幸的人生：健康不佳、生活困难，失望自杀。 

 

问：从学说面来看，李斯特的特点何在？ 

答：李斯特的代表作是《国民政治经济学体系》（1841），此书有英文版（1856）

和中文版（台湾银行译本）。李斯特说，德国还处于落后的农业生产阶段，无法

和英国的高度工商业相比，所以古典派的经理完全不适合德国。他提倡各国要依

自己的国情发展符合自身利益的学说，不必跟着古典学派摇旗吶喊。 

他认为经济发展有五个阶段：(1)原始；(2)畜牧；(3)农业；(4)农业与制造业；

(5)农工商并重。在前 3 个阶段实行自由贸易，对经济发展会有显著效果。但在(4)

过渡到(5)的阶段就需要关税保护，不让幼稚工商业受外国欺凌，才有机会成长

茁壮。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19 世纪中叶的德法美三国还都在第(4)阶段，所需

的政策自然和处于第(5)阶段的英国不同。各国必须考虑自身特质与现况，不可

毫不质疑地套用自由放任学说。如果德国开放自由贸易，工人与产业必然受到冲

击。他明白财富并不等于国富，拥有竞争性的生产力才是重点；同时要维护本国

的资源，不能让强国巧取豪夺。 

问：李斯特有哪些独特的学说与主张？ 

答：我印象最深的几个论点，是他对古典学派的自由论深恶痛绝。他把英国

贬为充斥商店的国家，不脱小商店主的狭隘视野。他认为史密斯的自由放任说，

其实是最奸诈凶狠的毒计：英国在重商主义之后，金银的存量已领先世界，产品

具有价格与质量的双重优势，产业革命之后更成为世界霸主。在各种优势下主张

自由贸易，犹如重量级拳王主张应采自由对打制，不要依体重年龄来分级。这种

看起来开明的自由学说，背后的狠毒目的，就是让英国更方便征服殖民地，打败

竞争对手，主宰世界资源称霸全球。我觉得李斯特的见解，未必是无知的偏见。 

引一段他对史密斯的批评，就可以看出他的基本观点。「亚当史密斯的国际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8/Friedrich_List_%28timbre_RFA%29.jpg


贸易自由学说，其实只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延续。他和重农学派的经济分析都忽视

国家的特性，完全不考虑政府与政治的角色。他们假设世界会有长久的和平，各

国之间会和睦相处。他们不重视本国产业的优势，也不重视强化制造业。他们希

望有完全自由的贸易。」 

李斯特认为《国富论》的主要缺失，是忽视各国实况的差异，以为自由经济

是每个国家都适用的万灵丹。但英国的美食可能是德国的毒药，德国千万不能走

「政府极小化」路线，也不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而应该保护幼稚产业，等国内

茁壮具备竞争力之后，才逐步开放与世界自由贸易。我觉得此说有理。 

问：德国著名的社会学者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有一本名著《基督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5），主要的论点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基

督新教的教义积极鼓励经济成就密切相关。这件事和历史学派有相关吗？ 

答：完全不相关。历史学派的主要见解我已大略解说如上，当然还有好几个

面向没有提到，但从思想史的观点来看，那些见解并不很重要，反而是你提到的

韦伯命题更具争辩性。我正好对这个议题有些看法，以下就把话题转到韦伯见解

上。韦伯可以算是半个经济学者，因为他师承历史学派的 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也写过一本经济史的著作（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Gustav Schmoller，1838-1917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韦伯反对这种见解，认为宗教有它的正面

功能，例如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可能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这个观点引出许多研

究，但绝大多数这类的文献，都是在韦伯所提出的「宗教（文化）精神与资本主

义」上纠缠，很少从韦伯命题「之前」的角度，来检讨这个命题的历史情境。也

就是说，很少人检查过韦伯当初是：(1)根据哪些史实提出这个命题？(2)韦伯对

那些史实的理解可靠吗？ 

问：可否具体解说这两个要点？ 

答：西欧自 16 世纪起，受到宗教改革影响的地区，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地

区（如低地国和伦敦），两者之间有相当程度的重迭，韦伯认为这不会是单纯的



历史巧合。他认为新教教会对高利贷、利润这些观念的改变，解除了人们在追求

利润时的文化压抑，以及潜意识上的焦虑。换言之，韦伯说基督新教的教徒，在

信仰上有一种新的特殊心态，可称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心态，这种心态的产生

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因果关联。 

问：有哪些事实导引韦伯做这样的推论？ 

答：大约在 1895 年时，韦伯的一位学生奥芬巴赫（Martin Offenbacher），在

德国的巴登（Baden）地区做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信基督新教的人，比信天主教

的更富有，也较积极投入经济活动。奥芬巴赫的说法是：「天主教徒较安逸，对

利润的追求较不饥渴，宁可收入较少，但有较安全的生存，而不愿过较冒险与刺

激的生活，即使后者能带来财富与荣耀。」换个方式来说，新教徒较愿意「吃得

好」，天主教徒喜欢「睡得好」。天主教不鼓励追求财富，在教义里传达的讯息是：

为富不仁者死后要上天堂，比骆驼要穿过针眼还困难。基督新教的观点相反：鼓

励追求经济上的成就来荣耀你的主。 

 

Max Weber 与夫人 Marianne（1894） 

韦伯在这项调查的启发下找到另一项左证。以英国的牧师 Richard Baxter

（1615-91）为例，他的训词是：「不应该浪费任何我们在尘世上短暂居留的宝贵

时间，我们唯一的报偿，就是在上帝为我们安插的位置上尽全力去做，…上帝已

预先知道谁会被拯救，谁会被罪谴，然而只要能在个人的天职上成功，就有可能

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努力经商致富的商人，会因为在职位上的成功而成为上

帝的选民。 

问：对经济学界来说，很难相信宗教信仰能产生资本主义。 

答：是的，英国的著名经济史学者陶尼（Richard Tawney，1880-1962），写

一本《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反驳韦伯。陶尼认为因果关系正好相反：

宗教确实会影响人生观，也会改变人们对社会的见解，但经济与社会的变迁更会

影响宗教的观点。这是一位值得注意的学者，请上网读他的生平与著作。 

陶尼说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对欧洲人的宗教观产生重大改变，这是不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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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但问题要往前推一层：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欧洲人的世界观与科

学观产生更大影响。资本主义之所以兴起，主要是因为发现新大陆后，大量白银

与香料流入欧洲，造成物价革命，带动产业发展，促进资本主义的兴起。韦伯说

资本主义是因为信仰基督新教而兴起，那是倒果为因的推理。 

 问：这是重要的论点，可否分点举例证明？ 

答：道理其实很简单。新大陆的金银、马铃薯、玉米、香料大量流入欧洲后，

许多地方很快就富裕起来，人口大增物价大涨，制造业与贸易跟着活络，商人的

地位提升。地主与领主手上的现金相对有限，反而要向工商业周转，士农工商的

地位重新洗牌。在这个大翻转的过程中，过去受到罗马天主教控制的地区，富裕

之后就不肯再受教皇指挥，甚至公然抗命。封建领主的经济相对衰落，农民起来

反抗长期的压迫。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以英国的亨利八世为例，他以离婚官司为

由公然与罗马教皇决裂，国王的地位超越过教会。这些「叛逆」的背后虽然有宗

教界的长期恩怨，但经济成长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扮演推波助澜的效果。所以不

是基督新教导致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促进基督新教的茁长。 

 

Richard H. Tawney，1880-1962 

 问：还有人持类似的见解吗？ 

 答：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85），也反对韦伯

的说法。他跳脱「宗教与资本主义」的争论，从经济地理变迁的角度，来解释资

本主义在北海地区（也正好是新教信仰区）发达的原因。他认为用历史社会学的

方法，不但不能解决韦伯命题，反而会把问题复杂化。 

他根据具体的史实提出「经济地理变迁说」，基本论点是：宗教改革时期的

欧洲，已经取代地中海域（尤其是意大利）的经济主控权。这类的经济重心迁移，

在历史上很常见，例如回教徒兴起后，拜占庭就衰落了，回教的经济主宰权，后

来又让给欧洲人（西班牙、意大利）。到了 1590 年左右，欧洲的经济重心又迁移，

这次是移往北海，这个在当时最繁盛的地域，正好是基督新教徒居住的地区。 

从经济重心迁移的观点来看，欧洲的主控权曾经在地中海的不同地点，由拜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R-h-tawney-1.jpg


占庭、回教徒、意大利人轮番主导过。后来地中海的风光，逐渐被西班牙和葡萄

牙所控制的南大西洋海域抢去。所以在 16 世纪末宗教改革时，如果能用「资本

主义」这个名词的话，是应该用在欧洲的南方（意大利与西班牙）。 

 

Fernand Braudel，1902-85 

 问：为什么南方的经济重心会移转到北方？ 

 答：有一项简单但重要的因素：西葡两国王室，对海外经营的独占权控制很

紧，主要是为了能增加国库收入，应付日益短缺的政府开支。从海外回来的船货

都要课一笔可观的税金。商人马上意识到再往北走几天，就可以把货物在北海的

安特卫普、布鲁日（Bruges）、阿姆斯特丹等港口出售。这样不但能免除西葡的

重税，货品也能透过多瑙河、莱茵河等网络，销售到对殖民地货品需求很高的内

陆，价钱还卖得更好。北方的港口方便，又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市场，在外货的刺

激下，北海地区的商业与金融交易日趋活络。 

 问：也就是说，西葡两国的做法其实是在产生一股「推力」。相对地，欧洲

北方有什么「拉力」或磁力呢？ 

 答：另一项关键因素是北方的开发程度较差，生活水平和工资比南方低。南

方的工业逐渐被北方的低工资、大市场、廉价的内河运输网、沿海有效率的船队，

这些有利的条件抢过去。加上北方的资源（木材、谷物、羊毛）比南方丰富价格

又低，北方人工作较勤奋（相对于南方的「懒惰」），工业生产的重心就逐渐由南

而北移。1590 年左右，整个欧洲的景气正走下坡，对繁盛南方的打击比刚要起

步的北方严重，这是北方站立起来的好机会。南方的海外贸易因为国家的约制而

移转到北方，南方的工业也逐渐不敌北方的优势条件，工业和商业因而进行重心

转移（当然这是个缓慢的过程）。 

 以上的论证可以简化如下：北方兴起的诸多因素中，你觉得是经济因素（资

源多、工资低、市场大、运费廉、自由低税贸易区）有重要的影响力，或者是韦

伯的概念（基督新教的教义，对追求利润观念的改变）较有解释能力？ 

 问：这种经济地理的解释，并不排除宗教改革对北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帮助。 

 答：相对于从前不同教派之间的歧异分散，宗教改革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



一个有组织的北方社会，这在对抗南方的商业竞争时，是个有利的团体条件。宗

教战争使新教徒之间形成有社群意识的网络，在国家意识发达之前，这对商业贸

易产生过作用。 

 经济重心迁移之前，南方的威尼斯是资本主义的重镇，可是威尼斯人并不信

奉基督新教。曾经掌握地中海域的拜占庭与回教国家，他们在经济上的强势主控

权，和宗教信仰或教义有哪些关联？如果渊源长久的儒家思想，能解释台湾战后

四十年的快速成长，又怎么解释宋明以来中国长期的经济衰退？ 

 所以韦伯命题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

基督新教的贡献。任何宗教信仰的族群，只要具备当时的有利条件，又碰巧站在

西欧北方那个历史潮流与位置上，任何勤奋的社群都会有类似的成就。基督新教

的贡献是在鼓励一个勤奋的民族，而不是造就让北方兴起的有利条件。如果那个

历史要点被中国或日本占据，成就会较差吗？在那种经济环境下，有哪个种族或

哪种宗教信仰，会不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资本主义不是在某个时期由某些人在某个地方「发明」的，这就像爱因斯坦

并未「发明」物理学一样。新教徒只是西欧封建领主制度崩坏后，在一项新的经

济体制（资本主义）缓慢茁壮成长过程中的幸运儿：有重要角色但不是发明者。

社会经济体制是不能发明的，如果真的有这回事，马克思所构思的社会主义才是

更重大的发明，能在苏俄、东欧、中国实行。 

 问：有一种论点，说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理性主义有关。 

 答：经济上的理性主义，是指精确计算得失之后的行动。如果说资本主义是

理性的产物，那是否说社会主义、封建领主制缺乏理性？是否说文明社会的制度，

必然比原始社会更合乎理性？利瓦伊史陀的《野性的思维》不同意这种论点。资

本主义的社会也有许多违反理性的事：纽约有睡在地下道的街友，同时有许多吃

牛肉的狗。社会主义现在是失利了，可是它完全不理性吗？原始社会、社会主义、

封建领主，都曾经是「理性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经过社会

选择而产生的制度。 

 问：有人说复式簿记和远期汇票的发明，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 

 答：那是倒果为因的说法，这就好像是说：X 光和麻醉技术发明后医学才得

以发展。应该是资本主义发达后，才使复式簿记、远期汇票更能发挥功能。基督



新教的勤俭与敬业天职观，如果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发

源地（想一想英国的欧文、费边社，德国的马克思、西欧的工会运动），也是在

同一个宗教信仰区呢？ 

 今天的主题是德国历史学派，没想到中途偏离主题，跳到另一个大争辩上。

下次回到正题，谈法、德、英三国在经济分析上同时而又独立的发展：边际学派。 



14 边际学派在法国的发展 
 

 

 

 

 

 

今天的主题分两部分：(1)边际学派的历史背景与特点；(2)边际学派在法国

的发展。下次的主题是边际学派在德国、奥地利、英国的发展。 

如果你翻阅《国富论》、《人口论》、《资本论》，从外表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特

点：都是用文字叙述，间杂一些数字。边际学派有两项外观上的特点：(1)开始

用几何图形与微积分。(2)古典学派的主题很大（经济成长、人口、货币、汇率、

物价），边际学派不谈这类「总体宏观」的议题，转而关注「个体微观」的效用、

消费、厂商、竞争、供需。 

 今日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大都从边际学派讲起，这个学派奠定今日个体（微

观）经济学的基础，也为日后的新古典学派开出一条新路。这个学派还有个特点：

在法、德、奥、英诸国用相似的工具（几何图形与微积分），分析相似的题材（效

用、消费、竞争），学术史上称为 multiple discoveries（同时又独立的发现）。 

 问：这是否因为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一方面西欧诸国碰到类似的结构性经

济问题，二方面科学的发展让图形和数学分析逐渐成熟，才会有这么凑巧的同步

行为？ 

 答：是的。以英国为例，马尔萨斯出版《人口论》时（1798），社会与经济

问题已经严重了，主要现象是景气下跌、工人生活困难、所得分配不均。马克思

出版《共产党宣言》时（1848），英国已陷入「饥荒的 40 年代」。古典学派在史

密斯与理嘉图时期，在重商主义与殖民地的帮助下，英国的 GNP 成长迅速。这

个时期发展出来的概念（分工、钻石与水的矛盾、看不见的手），与分析工具（用

语言与逻辑做归纳与演绎推理），已无法处理景气衰退时的严苛问题，分析的概

念与工具必须求新求变。 

 但是从思维的角度来看，1850 年代经济学家受的教育是古典学派，遵循史密



斯式的市场机能说，以及理嘉图式的所得分配法则：土地、资本、劳动这三项生

产要素的所得，如何分配给地主、工商界、农工这三个阶级。第二项特征是：受

古典学派思维影响的新经济学家，基本上遵循自由路线，反对政府干预、反对社

会主义、反对工会团体。 

 问：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边际学派有哪些特色？ 

 答：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边际」这个概念：多加上一单位的劳动投入（或肥

料），会增加多少产出；多花费 1 百元，会增加多少满足感。第 2 项特征是强调

理性：我肯多花 1 百元，必然是因为值得（满足感的边际正效用，大于花掉 1

百元的边际负效用）。不理性的行为当然也会存在，但通常是在特殊情况下，不

会持久也不会普遍。第 3 项特征是前面说过的，研究的主题转向个人的消费、厂

商的竞争、供需的变化，而不谈货币、物价、所得这些总体宏观议题。第 4 个特

征也是前面说过的：注重市场机能与自由竞争。在分析的初期，他们的假设较简

化也较强烈，例如完全竞争、产品均质化、没有广告的效果。 

 

「边际」分析 

第 5 项特征是以「需求面」为主：各位还记得古典学派遵循赛依法则（供给

创造本身的需求），也就是注重供给面而忽略需求面。边际学派注重效用与消费，

一方面从宏观总体问题转向微观个体议题，二方面从供给面转向需求面的分析。

第 6 项特征是注重主观效用（例如消费者的满意程度），不再把效用当作中性的

分析，不再假设人与人之间的效用可以相互比较（你的美食可能是我的毒药）。

第 7 项特征是注重均衡的概念，这当然是受物理学的影响，以及为了满足数学的

性质。这项特征日后影响新古典学派的静态与比较静态分析，以及更后来的一般

均衡概念。 

 问：有人认为史密斯的市场机能说，是替资本家或有钱人讲话。边际学派的

理论，是否对哪个阶层特别有利或不利？ 

 答：依照边际学派的理论，一个人的工资应该等于他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利

润应该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地租应该等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这是可以用微



积分或数学方程式表达的中性学理，是纯学术的分析，并无阶级的因素。这种中

性的分析，注重效率问题（增加多少投入之后，会增加多少产出），是相当成功

的科学探讨，把个人因素与主观意愿降到最低。 

可是你相信这种说法吗？人类是使用工具的动物，武器不限刀枪棒棍，思想

才是更可怕的手法。资本家与富豪最欢迎边际学说，因为这种严谨的分析，可以

证明他们会这么富有，是因为他们的才华与资金，发挥非常高的边际产出效果。

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学派，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利益牵扯。举个例子来说明边际观

念的负效果：为什么我会这么穷？那是因为我的边际产出效果不好。社会的弱势

者也都是因为边际生产力太差，所以如果要让玫瑰花开得更漂亮，就应该剪掉浪

费养份的不良枝叶（社会的弱势者）。你赞成这种边际学说吧！ 

 问：这就偏离主题混淆焦点了。为什么边际的概念在分析上至今仍是主轴？ 

 答：原因很简单：学生运用明确的几何图形，容易明白线条变化的效果与意

义，比纯用文字更简洁明确。加上大量使用微积分，让主题能用数学证明，图型

与数学的科学效果，让边际学派很快就征服学界。但这种精确化的分析，一次只

探讨一个小主题（只看胃肠或肝胆，检查心脏要另找专家）。这就是大一学生耳

熟能详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或称为「部分均衡分析」。 

边际分析有几项主要缺点。(1)只看问题的某个部分，容易被批评以偏盖全。

(2)假设太强太不真实，例如假设市场完全竞争。(3)只能解释个体的消费与竞争

行为，不能解释成长与物价变动这类大问题。边际分析对开发中国家的决策者无

用，所以严复在 1902 年（清朝末年），宁可翻译古典学派的《国富论》（1776），

也不愿翻译新古典学派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虽然有这三项缺点，但

边际分析已成为新古典学派的基石，发展出严谨的数理分析，成为今日的主流。 

问：为什么今天的主题是法国边际学派，而不是英国？ 

 

Antoine Augustin Cournot，1801-77 

答：英国虽然是古典学派的发源地，但不要忘了《国富论》的不少见解，是

史密斯从法国重农学派学来的。重农学派的揆内提出很重要的经济溪流概念（参



见第 6 章），19 世纪时法国的经济分析并不比英国差。例如提出赛依法则的

Jean-Baptiste Say（1767-1832）、Léon Walras（1834-1910）的一般均衡架构、Vilfredo 

Pareto（1848-1923）的最适化概念（optimality），这几位都是法国人。欧陆在边

际分析方面，其实进展比英国更早更好，我们是因为太受美国影响，美国又太重

视英语系统的学术成果。 

今天介绍两位法国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数学家出身的古尔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1801-77），以及工程师出身的杜比（Jules Dupuit，1804-66。

这个名字中文不易发音，最后的子音 t 不发声，意思是「井」，所以也可以称他

为井先生）。 

 古尔诺是把数学应用在经济问题的先驱，他的作品在生前无人理会，现在反

而成为厂商竞争理论之父，所谓的 Cournot-Nash 均衡是今日最基本的架构。他

提出好几项名词与概念沿用至今：边际成本、边际收入、引申性的需求。古尔诺

20 岁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最有名的精英大学之一），主修数学，后来在巴黎

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在求学期间发表过几篇论文，引起物理学兼统计学者

Siméon Poisson（1781-1840，提出统计学上很著名的波瓦松机率分布。法文的

Poisson 是「鱼」）的注意，进而帮助古尔诺在里昂大学取得数学教授职位（1834）。 

 

物理学兼统计学者 Siméon Poisson，1781-1840 

 问：对现代读者来说，古尔诺留给我们哪些重要成果。 

 答：这可分好几个面向。第一件是他得出独占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条件。法国

有好几家著名的矿泉水公司，各自独占一个重要的矿泉区，产品的口味不同，各

自有忠诚的顾客群。古尔诺的命题是：要在哪些条件下，独占厂商的利润才能极

大化？矿泉水厂商只要从政府取得开采权，就可以无限量生产，但没有厂商会这

么做。所以第一个问题是：独占利润极大化时的产量是多少？古尔诺算出一个简

单有用的答案：当边际收入（MR）等于边际成本（MC）时，独占利润就极大

化（MR= MC）。 

 问：我常听到 Cournot-Nash 均衡，那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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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这是个较复杂的概念，你在中级个经（微观）教科书可以找到较完整的

解说，我现在只提古尔诺的部分，他的原理很简单。如果有两家矿泉水公司，一

家的水有汽泡（我不喜欢汽泡的味道，但有人特别喜欢），另一家则无。这两家

独占者都想要侵入对方的地盘，祭出种种花招：找美女代言或减价大赠送，或暗

指对方的产品有疑虑。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现在双方交战后出现一个新名词：对

手的反应函数。也就是说，厂商的策略不再是静态地遵循 MR=MC，而是看对手

的行为与反应来调整策略。 

这是常见的竞争行为，每个厂商都要猜测对手（可能同时有好几个）的策略，

来调整自己的手法，现代的竞争理论称之为 conjecture variation：我猜你、你猜

他、他猜我，形成复杂的行为。古尔诺无法处理这么复杂的策略，必须等到二次

大战后的赛局理论，才能分析这些繁复的行为变量。 

古尔诺的重要性，是提出「对手的反应曲线」这个概念，但他被迫作一个强

烈的假设：A 厂商提出某项策略时，必须假设 B 厂商的策略（价格与数量）不

变。同理，B 厂商在决策时也必须假设 A 厂商的策略不变。相互探索几年后，

就可以知道对方的手法与反应方式（知己知彼），这时就可以给 A 与 B 画出两条

「反应曲线」（reaction curves）。透过相互摸索探底，花招出尽后双方也累了，就

会暂时停在两条反应曲线的交会点上，这个点就是 AB 厂商策略的（暂时）均衡

点，挂出免战牌，休养生息下回再战。 

 

两家厂商的「反应曲线」与均衡点 E 

 问：这是个简略的均衡解，必然有许多缺点。 

 答：是的，但这也开启厂商理论这个大领域，为日后的独占、偶占、寡占、

独占性竞争，奠下重要基础。对后人来说，古尔诺的粗略模型有两项主要缺点。

(1)假设产品是均质的，其实有些矿泉水有汽泡，有些则无。(2)独占者应该有差

别取价的能力（例如电价就依大小用户与离峰时间而异），但古尔诺的模型缺乏

这个重要面向。 

 问：古尔诺写了哪些经济分析的书或论文。 



 答：1838 古尔诺结婚那年，出版《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principes mathématiques de la théorie des richesses）。1863 年出版《财富理论原

理》（Principes de la théorie des richesses），1877 年出版一本《经济学说摘述评论》

（Revue somma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同年病逝（76 岁）。当时的经济学

界还是以文字论述，尚不能理解数学如何能分析经济原理。古尔诺注定是只孤鸟，

没想到日后成为个体经济分析的开创者。 

 他当然明白数学的时代尚未到临，只能委婉地说，古典学派用文艺手法分析

经济现象虽然优雅流畅，但如果要追求抽象演译推理，或要求精确表达，那就无

法避免方程式。数学分析的好处是一眼就可掌握主要方向，就像一张图片胜过千

言万语，几何图形和方程式也有同样的效果。他认为用符号和方程式，方便表达

无法用数字呈现的关系，也比较容易传达函数关系，或写成定理的形式。就像物

理学一样，虽然有许多现象尚未能证实，但已能用数学推测可能的结果。 

 问：除了前述的独占厂商如何追求利润极大化（MR=MC），以及厂商竞争时

的「反应曲线」，他还有哪些重要见解。 

 答：最简明有用的是 D = F(P)：需求是价格的函数。这条简明的方程式他称

为需求法则（loi de débit）：其他条件不变下，价格愈高需求愈少，反之亦然。换

句话说，古尔诺用函数来表达供需关系。重要的不是具体数字，而是这种手法与

概念。虽然他注重理论分析，但反对只用数学推理。因为经济现象是实证问题，

必须用数字或证据来检验，理论、模型、事实要结合才有意义。 

 问：在古尔诺的独占厂商解内，我们只看到用数量调整来当作竞争策略，为

什么价格竞争不在他的架构内。 

 答：古尔诺模型的稳定性（均衡点），是用调整数量来达成。用调整价格来

达成均衡，是另一位法国人 Joseph Bertrand（1822-1900）的贡献，称为 Bertrand

模型。这些技术细节在中级理论教科书都会解说。我举一个类似的例子来对照：

教科书内也会对比华尔拉斯（Walras）和马歇尔的稳定性（stability）：Walras 是

用调整数量来达到稳定性，Marshall 是用调整价格来达成。 

 

http://fr.wikipedia.org/wiki/Fichier:Joseph_bertrand.jpg


Joseph Bertrand，1822-1900 

 问：你说还有一位杜比（井）先生，也是法国边际学派的重要人物。 

 答：他是巴黎「国立造桥修路学院」（É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

毕业的工程师。法国的高等教育有两大系统，一是常见的大学（université），另

一是「高等学院」（École）。这种学院特别难考，通常是高中毕业会考后进入先

修班两年，密集准备后才能挤进窄门。毕业生的出路很好，通常进入行政部门、

公营事业或教育体系。若以领域来分，人文社会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最有名。理

工以综合科技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最好，那是拿破仑时期创办的。此外

还有以土木工程为专业的学院（例如杜比先生毕业的造桥修路学院），也有行政

专业学院，还有综合工艺学院。这是法国特有的精英教育体系。 

 

国立造桥修路学院 

杜比在工程界声望很高，1843 年获得骑士勋章，1850 年成为巴黎的总工程

师，1855 年高升法国土木工程界的总监督。他在经济分析方面的著作，集中在

1844-53 年间发表。主要的贡献是运用边际原理来分析消费者剩余，提出差别取

价的原理。土木工程师为什么要分析这些事情？道理很简单：道路与桥梁都是政

府出资建造，使用者当然要付费。工程师一方面造桥修路，二方面也要订出各种

价格：要低到够吸引使用者，又要高到足够建造成本。 

这就牵涉到几项基本学理：效用递减（或递增）法则、如何计算消费者剩余

（让使用者有赚到的感觉）、如何在平民与富人之间差别取价，让使用人数极大

化。试举三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工程师出身的杜比，在 1840 年代的论文写得多

么像今日的经济学家：〈论公共工程的效用衡量〉（1844）、〈论收费站与收费表〉

（1849）、〈论效用与效用的衡量〉（1853）。他的分析手法和古尔诺类似：用图形

解说，用方程式表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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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es Dupuit，1804-66 

 问：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说，杜比的主要贡献何在？ 

 答：他的核心概念是「消费者剩余」，这是大一学生就明白的道理。为什么

我愿意花5百元买这本书？因为我估计得到的好处超过 5百元。消费者的「所得」

与「支出」之间就是消费者剩余，也就是觉得有赚头、有好处才肯去买。同样的

道理，生产者的剩余就是利润，有赚头才肯去生产。修桥造路之后要收费，价钱

高了没人肯来，收费低了又不敷成本。所以杜比必须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我走

这条路有什么好处？要支付多少过路费？为什么我不走免费道路？因为公路的

速度快，省下大半时间，付点钱也值得。 

 接下来的问题是：依人头收费，或是依交通工具收费，或是依其他标准收费

（例如身份或职业），才能使收入极大化又能让使用者的意愿极大化？杜比提出

「独占者的差别取价」理论。这些事在教科书内都有解说，我换个简单的方式来

表达。第一种是依职业或年龄，例如电影院分学生票、军警票、儿童票、成人票。

第二种是依使用量的高低来差别取价，例如买 100 个以内不打折扣，101-500 个

打 9 折，501-1000 个打 8 折。第三种是依使用者的支付能力，例如飞机和火车就

分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这些今日生活中常见的观念，基本学理是法国工程

师提出来的。 

 问：他们是从实用角度出发，没想到对数理经济分析做出重要贡献。 

 答：是的，他们运用微积分，结合经济学的效用概念，应用在公共工程的定

价策略上。他们很明白这种结合的重要性：(1)分析具有经济利益的议题。(2)从

具体事实与统计得出抽象学理，用图形与方程式表达一般化的科学性质。(3)透

过演绎逻辑与图形推理，得出肉眼观察不到的内在学理。他们心中都有实用目的，

并不是为纯理论而推理。这套消费者剩余和差别取价的概念，在交通工具发达后，

尤其对轮船、火车、飞机的定价策略，产生长久广泛的影响。除了这些营利事业，

公共部门的定价，例如博物馆、公立医院、教育体系，也是依照这两套原则收费。 

 以上简介法国工程师对经济分析的贡献，如果你想进一步理解这个被低估的

领域，请参见 Secret Origins of Modern Microeconomics: Dupuit and the Engineers

（1999）。 



 



15 边际学派在德奥英的发展 
 

 

 

 

 

 

 今天接续上次的主题，把场景换到德国、奥地利、英国。德奥虽然都是德语

区，但边际学派在这两国的发展路线不同，今日对我们较有影响的是奥地利，这

条线后来发展成奥地利学派，那是另一个重要的主题。英国和法国的边际学派，

对今日的分析有显著影响，德奥的痕迹较有限。 

 问：上次讲法国的古尔诺与杜比，都是精英学院出身的科学家（数学与工程）。

德国有类似的系统吗？没听说过德国有重要的经济学环境，怎么会「突然」在边

际分析出现重要贡献？ 

 答：我年轻时在法国住过，熟悉他们的教育体系。我在慕尼黑住过几个月，

对他们的社会和教育所知有限，没看到德国有类似的精英学院体系。你说得对，

19 世纪中叶的德国经济分析并不发达，如第 12 章所说的，还在重商与保护主义

的阶段，尚未进入科学的分析。今天介绍的这两位都是体制外的独立学者，他们

的著作在生前几乎无人理会，但和古尔诺一样，现在反而成为基本定理或重要的

启始者。 

 

Hermann Gossen，1810-58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 Hermann Gossen（1810-58），他当过基层公务员，离职后

用 4 年时间写《论人类关系的法则与人类行动的规则》。这本运用数学分析的著

作，1854 年出版后只卖掉几本，失望之余他把库存全部销毁。英国边际学派的

要角杰方士（William Jevons，1835-82），1871 年出版《政治经济原理》后，无

意间发现 Gossen 的 1854 年著作。杰方士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理论其实 Gossen



早就预见了。杰方士的书在学界博得大名，但在日后的修订版中，把功劳归给比

他更早发现边际学理的 Gossen，Gossen 那本被销毁的著作也因而在 1889 年重印

（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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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sen 的第二法则：边际效用均等法则 

 Gossen 的主要贡献有两项：(1)边际效用递减法则；(2)边际效用均等法则。

第(1)项太简单不必重述。第(2)项就是今日大家熟知的「等边际法则」，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如果你每月的可支用所得是 1 万元（或 1 亿元），你如何知道这笔钱

发挥得淋漓尽致（效用最高化或极大化）？Gossen 的第二法则告诉我们：当每

块钱的边际效用都相等时，这笔钱的总效用就极大化。这 1 万元你可以捐给孤儿

院 4 千元，吃喝玩乐 3 千元，缴交各种费用 3 千元。你也可以花 8 千元吃喝嫖赌，

2 千元支付生活费用。虽然这两种用钱的手法完全不同，但只要你觉得花每块钱

的边际效用都相同（每块钱都花在刀口上），那么这两种用法的总效用都相同（极

大化）。 

 问：原来等边际法则其实就是 Gossen 的第二法则。他还有哪些学说？ 

 答：我没读过他的著作不敢判断，请各位上网查 Gossen 的生平与著作，看

会产生什么新感受。我猜对现代有意义的不会太多，否则早就有人广为宣传了。

接下来介绍我认为更重要的人物 Johann von Thünen（1783-1850）。 

我年轻时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文把 John 翻译为约翰。后来才知道在德语

系内（包括荷兰语与斯堪地纳维亚语），John 的写法是 Johann，读音像约翰。同

样的道理，我也不明白中文为什么把 Jesus 译成耶稣，后来才知道此字的拉丁文

拼法是 Iesus（读作耶稣）。我们的文化吃了太多美式麦当劳，把用罗马字母表达

的都用英文发音，真是犯了文化狭心症。 

von Thünen 这个名字很难用中文精确发音，大致读为冯˙杜能。他的主要经

济学著作是《孤立国》（第 1 册 1826 年，第 2 册 1850 年）。主要分析工具是微积

分，曾经得出一条定律：工资 W=A 与 P 乘积的开根号，其中 A 是「工人必要的

生活物资」，P 是「劳动者的价值」。杜能自以为发现重要的定理（就好像爱因斯



坦发现 E=mc
2），兴奋到把这个方程式刻在自己的墓碑上。这是学术史上的插曲，

没有人认真看待过。 

 

Johann von Thünen，1783-1850 

 问：可是从这条方程式看不出边际的概念。 

 答：是的。杜能的另一条方程式也有类似问题，但就重要多了 R=Y•（p - c）

-mYF。此式内的 R=地租，Y=每单位土地的产出，c=每个单位商品的生产费用，

p=商品的单位价格，F=运费，m=到市场的距离。这个式子看起来很寻常，但最

重要也最新颖的变量是 m（市场的距离）。我不要进入这些技术细节，以下把重

点放在他的分析手法与对日后的启发。 

 

杜能用同心圆来描述经济活动的区位 

他用「同心圆」来描述各种经济活动的「区位」：市场位于同心圆的核心，

往外一层圈是树林，再往外一圈是轮耕的田地，再外一圈是牧地，之后是休耕区，

其外是畜牧区，最后是狩猎区。为什么书名是《孤立国》？因为你把上述的圈子

依同心圆的方式，往外一层层画完后就好像是个孤立国。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在

18 世纪之前，通常就是这个结构，你想象一下《侠盗王子罗宾汉》的时代，经

济生活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问：这种分析有什么启发性？ 

 答：古典学派的主要分析架构，是三种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和三

个阶级（地主、工商界、农工人）。杜能告诉我们，经济活动中有一项很重要的

变量，长久以来被忽视了：距离。为什么距离是重要因素？想看看你住的房子，

不论是房租或房价必然很受「区位」的影响。区位是什么意思，就是和「中心」

的距离。再举个例子：为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因为亲人在「远方」，在紧急

时不如「旁边」的外人有用，「亲疏」反而没有「距离」重要。为什么台湾要和



日本与大陆贸易，主因是距离近运费低。如果日本位于北欧，中国位于南非，贸

易得起来吗？ 

人类的经济行为里，距离的因素远比你想象的重要。区位与距离的重要性，

在运输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已成为基本要素。二次大战后发展出一个新领域：

空间经济学。例如便利商店和快餐店在做分支点的布局时，各家的土地、资本、

劳动成本其实不相上下，要比较的反而是区位。这个概念的分析起源就是德国的

杜能。 

 

厂商区位与竞争的经济分析 

 问：我还是看不到边际的概念。 

 答：英国的马歇尔非常景仰杜能，甚至说：love（von Thünen）above all my 

masters。你或许还记得第 9 章谈到理嘉图的「差额地租说」。杜能和理嘉图心中

都有边际的概念，理嘉图解说不同「肥沃度」的土地，有不同的生产力（小麦产

量）。杜能解说不同区位的土地，会有不同的生产力（经济价值或租金高低）。 

 问：为什么从未听说过 Gossen 和杜能的名字或学说？ 

 答：Gossen 和杜能的个人生活都很可惜，主因是他们的学说领先时代，没有

人理会他们的见解。杜能把工资律方程式刻在墓碑上，Gossen 自诩为经济学界

的哥白尼，上一章谈法国的古尔诺也是孤寂无闻。另一位更重要的经济学者 Léon 

Walras (1834-1910)在法国找不到工作，「流落」在偏远的瑞士洛桑教书。他用数

学来分析经济体系（一般均衡），也没人理会他。他落寞无聊到提名自己竞争诺

贝尔和平奖，失败后还失意一阵子。这些早期的数理经济学家，有不少让人鼻酸

的故事。 

 问：德国在边际学说还有哪些贡献？ 

 答：德国学派的主要贡献大致如上，以下转谈奥地利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奥

地利学派出过几位大师，例如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1899-1950）、Ludwig 

von Mises（1881-1973）、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1974 年诺贝

尔奖）。这几位名人是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今天要谈的是第一代。 

 1970 年代末期我打定主意不去英语系国家读书，但无法判断该去柏林或巴黎。



当时教育部规定要通过语文考试才能出国，我只好同时学德文和法文。结果我的

法文考 56 分，德文 47 分（50 分及格）。我心有不甘再考一次德文，竟然只得 37

分。35 年后回想起来真是老天有眼，没让我去接受德国学界的熏陶。我的本性

和他们完全不兼容，读奥地利学派的著作时特别犯冲。以下介绍他们的见解，如

果你感觉太简略或没深度或死板无趣，那要怪我和他们无缘。 

 问：请具体解说奥地利的学说，我们自己判断好坏。 

 答：第一位代表性的人物是孟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他在布拉格

大学与维也纳大学研读法律，1870 年出版《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名扬四

方。之后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到 1903 年退休，1876-8 年间曾担任皇太子 Rudolf 的

宫廷教师（太子太傅）。1929 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他的遗孀生活困难，日本

有人看上孟格尔的藏书，出一笔钱全部买走。这批书运出孟格尔家门时，维也纳

市民集结在外抗议无效。1991 年 2 月我在日本一桥大学图书馆看到这批藏书，

还看到孟格尔的随身笔记本，大约 10 公分高，约 2 百页的羊皮精装。主人用最

细的钢笔从左上角写到右下角，笔墨清晰宛如昨日。我对这本一丝不苟的笔记印

象深刻，但对他的论点兴趣不大。 

 

Carl Menger，1840-1921 

1992 年底我在哈佛校史馆查看熊彼得的文件，他的个性和孟格尔截然相反。

晚年的熊彼得在生活上已经散涣，他在二次大战期间运用商学院 Baker 图书馆的

历史档案（收藏许多经济学古典著作与文件），撰写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1954)。我看到各国重要学界人士写给他的信，不知他是否有回信，但常看到他

把这些信翻过来，用背面写书稿的笔记。 

 问：请言归正传谈孟格尔的边际学说。 

 答：先谈基本观点与手法。他认为经济行为要从「主观的」（subjective）、「细

微的」（atomic）、「自利的」（self-interest）角度切入，经济行为的目的在追求效

用极大化。也就是说，他认同古典学派史密斯的个人、自由、自利观，反对马克

思派的「集体性」（collective）、「总合性」（aggregative）。因为经济行为必然以个



人为基础，要符合 4 个条件。(1)财货与劳务必须满足人的需求；(2)财货之间必

须有因果关联；(3)必须能认清这些关联性；(4)必须能支配这些东西来满足需求。

这 4 点你听起来感觉如何？很有趣、很深刻、很哲学吧！ 

 问：他对边际学说到底讲了什么论点？ 

 答：1970 年我读大一时，课本上的边际效用就是孟格尔的版本。他的著名范

例你也听说过：当你很渴时第 1 杯水的效用很高，第 3 杯很快就递减，第 5 杯的

效用就是零，第 6 杯的效用小于零（快吐了）。这种效用观可以用具体的数字表

达：第 1 杯的效用是 10，依序递减到第 5 杯时为零。这种有数值的排序，经济

学的术语是 cardinal ranking。 

但大多数的效用无法用数值表示，例如静坐参禅的效用，看到火灾或出车祸

时的惊吓。经济学界很快就放弃孟格尔的数值效用观，改采依主观偏好排序的效

用（ordinal ranking）。例如我最喜欢的是数钞票，然后是看美女，之后是买豪宅。

换言之，你不必给每件事的效用赋予数值（因为每年不一定相同），但依我的劣

根性，到老死为止效用的排序不太会改变：钞票第一、美女第二、豪宅第三。现

在你明白为什么孟格尔的（数值性）边际效用，在学理上不太好用。 

 做人说话要公平，孟格尔有个概念对每个人都很有用，那就是老少通晓的「机

会成本」说。人生有奇情巧缘，你怎么知道花力气做一件事到底是福还是祸？所

以每个人对自己要做的事，例如追求配偶或攀登圣母峰，心中会盘算成本与效益。

这种盘算无法转换用金钱表示，因为这种价格无行无市，每个人的算法不一，是

很主观的事。换句话说，机会成本是一种「设算的价格」，是一种「取舍的代价」，

不能在市场上交换：你拿心目中高成本的事，去和别人心目中低成本的事交换，

人家也未必肯要。 

 问：奥地利的边际学派还有其他人提出不同的学说吗？ 

 答：卫舍（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出生在贵族之家，17 岁进维也

纳大学读法律，21 岁毕业后任公职，但他的主要兴趣是学术研究。他和童年友

人 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另一位边际学派的要角），去德国的海

德堡、耶拿、莱比锡大学读经济学，两人后来娶同一位老师的两个女儿成为连襟，

是奥地利学派的佳话。 



 

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 

 卫舍最重要的理论，是探讨自然价值（Der natürliche Werth），这件事其实你

早已熟知。你怎么知道效用是在增加的阶段？很简单：用微积分的语言来说，就

是在一阶微分大于零的阶段。你怎么知道效用在递减？因为在那个阶段的二阶微

分小于零。这些基本概念是奥地利边际学派想出来的，但写成微分形式或用几何

图形表示，那是日后英国新古典学派的贡献，然而「头香之功」还是该归属奥地

利人。 

 

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 

 问：卫舍的好友兼连襟有哪些重要见解？ 

 答：Böhm-Bawerk 的名字很难读，简称朋巴维克好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资

本理论方面。简要地说，他是利息理论的重量级人物，主要的著作集中在资本与

利率论。但这些著作内容艰涩，你可以从网络上用他的名字找到在线版，如果前

3 章能让你读得津津有味，我愿意请你吃三客牛排。朋巴维克在政治圈很活跃，

当过三任财政部长（十年），之后回到学术圈。同样重要的是，他有个学生叫做

熊彼德。熊彼德在 Ten Great Economists (1952)内，说朋巴维克在经济分析上的贡

献，和理嘉图同属最高等级，日后也很少有企及者。我不相信，请你也别相信，

否则你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朋巴维克？ 

 问：英国的边际学派有哪些主要人物和重要学说？ 

 答：最重要的是杰方士（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82）。他出生在关心社

会与经济问题的基督教家庭，18 岁去澳洲悉尼的铸币厂打工，1859 年返英进伦

敦大学，1865 年毕业。他的教育基本上是理工取向，包括数学、生物学、化学、

冶金。1862 年他在 British Association 发表两项经济分析的见解：(1)效用理论的

结构；(2)以统计方法分析景气循环。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1Bawerk.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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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82 

1863 年他发表一本专书 Pure Logic，1865 年出版《煤炭问题》，引起经济学

界的注意。这时他才 30 岁，财政部长也注意到这本煤炭著述。他的主要工作是

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36 岁时因压力过大精神崩溃。1882 年 8 月，他在英国南

方海边游泳时溺毙（47 岁）。凯恩斯对他相当赞赏，替他写传记估计说，到 1936

年为止杰方士的九本主要著作大约共卖出 3.9 万册。47 岁就能出 9 本书，卖到将

近 4 万本，还惊动凯恩斯写传记，20 世纪之前有多少人能得此殊荣？他的个性

孤独冷漠，对古典乐有深刻的知识与见解，认为自己的天赋与原创性，和德国作

曲家华格纳很相似。 

 

Jevons 创造的逻辑分析机（logic piano，1869） 

问：他对边际学说的主要贡献何在？ 

 答：他在这方面的见解表现在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871），完全是独

立的创见，未受过他人的影响。他提出衡量效用的 4 个角度：(1)强度；(2)持久

度；(3)确定或不确定性；(4)远或近。他受过理工训练，很会用几何图形表达，

划出总效用的形状（先升高后下跌的反 U 字型），划出总效用的顶点，正好对应

于边际效用等于零，这个基本观念沿用至今。你还记得前面提过德国 Gossen 的

第二法则（等边际原理）吧？那就是杰方士读到之后，才促成重印 Gossen 的著

作。其实杰方士自己也有类似的见解，只是惊艳于 Gossen 比他更早就以更简洁

优雅的方式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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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方士显示如何计算痛苦与快乐（效用） 

 杰方士画过一个图（见上），很能表现出他的边际学说。此图的主要目的，

是要显示如何计算痛苦与快乐（效用）。当然会有一条负斜率的效用线，但更棒

的是他用这个概念来表达工作的快乐与痛苦，从而提出劳动供给曲线，这点需要

稍微解说。 

你在经济学原理课本内，读过「劳动供给曲线后弯」的概念与图形吧？意思

很简单：如果你整天没事做，就算生活没问题也会觉得不愉快（正常人应该如此），

每天能工作 3 小时的感觉不错。但若你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必须工作 15 小时，

那么工作的感觉（效用），从第 10 小时之后就急剧下跌，超过 12 小时就很痛苦。

这样你就可以画出一条由负转正、再转负的劳动效用曲线，或称为劳动供给曲线。

这个图最早就是杰方士提出的，虽然形式与「劳动供给曲线后弯」不同，但基本

精神延用至今不变。他的分析技巧比不上日后的马歇尔，但比同时代的德奥边际

学派高明多了。 

 他还有一项优点，就是很会用统计数字建构学理。例如 1862 年他运用气象

科学的知识，写一篇文章谈太阳黑子活动对景气循环的影响。他从黑子活跃的年

份、农作物丰收歉收的年份、企业破产的年份，探索之间的因果与相关。他算出

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是 10.44 年，而非科学界所认为的 11.11 年，他说这是影响

农作收成与景气循环的重要因素。他对这件事相当兴奋，但现在已没人相信这种

事。千万不要拿这件事取笑他，你知道牛顿还认真研究过炼金术呢！那当然是更

可笑的科学探索。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杰方士的贡献，有好几本专书可参阅，我推介 Harro 

Maas (2005): William Stanley Jevo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 



16 边际学派的应用与推广 
 

 

 

 

 

 

 前两章谈边际学派在法、德、奥、英的诞生过程，那些奠基者可称为第一代，

今天谈第二代的应用与推广。和前两章相反的是，第二代的代表性人物集中在英

国和她的小老弟（美国）。法德奥当然各有传人，但对今日的影响相对有限。 

 问：除了时间的先后与国别的变动，两代之间的基本差异何在？ 

 答：两代的共同点是：(1)在分析工具上使用微积分与几何图形；(2)在题材上

不讨论货币、物价、所得这类的总体题材，转向效用、消费、厂商、竞争这类的

个体议题。第一代大都从需求面来分析，例如（喝水的）效用递减法则、消费者

剩余的观念、差别取价的手法。这表示第一代的边际分析，把供给视为「给定」

（given）。第二代有几项特点：(1)同时注重供需两面；(2)国际化的速度很快，在

西欧各国与北美茁壮；(3)经济学逐渐专业化，各国的大学正式开课，出现学术

期刊与学会。 

 问：为什么边际学派会在英国开花结果？ 

答：因为有一位重要的前导者，就是上一章介绍的杰方士，以及一位更重要

的集大成者，就是下一章的主角马歇尔：他把边际分析发扬成现今所称的新古典

学派，他的分析手法与题材，成为今日经济学教材的基础。以下介绍在杰方士与

马歇尔之间，这段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首先解说爱吉瓦斯（Francis Edgeworth，

1845-1926）的贡献。只要读过中级个体（微观）的人，都熟知 Edgeworth Box

（如下图，网络上有许多类似但不同表达方式的图）。 

 

Edgeworth Box 



这个盒子的基本道理大家都很明白：假定有 A 与 B 两人，要交换 M 与 N 两

种商品，他们在不同时间点，会随着 M 与 N 产量与价格的变化，在不同点成交，

把这些点连接起来，就是你所熟知的契约线。这是边际学说的重要发展，因为也

可以从 AB 双方「天赋资源」的角度，来看交换的变动轨迹。 

如下图所示（这是法文版的表达），Edgeworth Box 还可画出 Pareto optimum

的观念。再进一步说，A 与 B 的均衡点可以是一个「区域」，数理经济学上称为

core。我不要把事情复杂化，而是要告诉大家说，第二代边际学派的贡献具有相

当的延伸性，我们今日还在他们的树荫下生活。 

 

 问：你刚才说的事情跳跃太快，请先介绍爱吉瓦斯的生平与贡献。 

答：他是爱尔兰人，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毕业后到牛津求学，日后成为政治经

济学讲座教授。皇家经济学会成立时他是创办者之一，当过学会期刊 Economic 

Journal 的主编 35 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他的主要贡献集中在 1881 年的

专书 Mathematical Physics（不要被书名骗了，这是用数理来分析经济问题），以

及 1925 年的论文集 Papers Relating to Political Economy。 

 

Francis Edgeworth，1845-1926 

他的基本概念承自 Bentham，认为每个人都是一部「快乐的机器」，会依照

预期的快乐或痛苦行动，会在有限的资源下追求效用极大。如上所述，他的分析

工具是微分方程，运用数学和几何图形做精准的表达。他的贡献中有三项至今仍

广泛沿用：(1)无异曲线的概念：(2)寡占厂商的定价策略；(3)明确定义边际产出

和平均产出的几何关系。 

问：他在 19 世纪末就发展出无异曲线的概念，想要解说什么现象？ 

 答：他的无异曲线和今日的概念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认知，是在第一象限

上有条预算线，上面有一条凸向原点的无异曲线，在在线的任何一点效用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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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吉瓦斯的用法较初始，目的是在建构 Edgeworth Box 的早期版本。在这个初始

的版本中有两位主角：《鲁滨孙漂流记》里的英国船长，和荒岛的野人「星期五」。

鲁滨孙当船长时，他的话就是法律，但在荒岛野外求生时，他的生存技能就比不

上星期五。但鲁滨孙拥有武器和其他优势，星期五若和他合作互蒙其利。 

 

鲁滨孙与星期五 

鲁滨孙有三条无异曲线（I II III），表示在这三种状况下，他都肯和对方合作。

同样地，星期五也有三条无异曲线（1 2 3）。I II III和 1 2 3会有三个交会点（ABC），

在 ABC 这三个均衡点上双方都很满意。如果把 ABC 三个点连接起来，就是一

条契约线。这个早期版本传达三个简单但重要的概念：(1)每个人都有好几条无

异曲线；(2)和别人的无异曲线交会时，就是互利双赢的均衡点；(3)把这些均衡

点连接起来，就是契约线。早期版本的契约线是直线，现在的版本是非线性的（见

上面的 Edgeworth Box 图）。 

契约线（ABC）上的均衡点有个特色：如果要增进一方的效用，必然会损及

另一方的利益。但在 ABC 线「之外」的地区（即非均衡点地区），双方都可以增

进自己的效用，而不会损害对方的利益。这样的意涵，与日后福利经济学的 Pareto 

optimum 概念相通。 

 问：鲁滨孙和星期五各自拥有对方没有的条件，又能交换互利。请问他们的

行为属于哪种性质？ 

 答：是交换互利的契约行为。过了几年鲁滨孙被英国船救起，他把星期五带

回国后，星期五失去荒岛求生的优势，成为仰靠鲁滨孙的依存者。 

爱吉瓦斯的偶占理论是另一回事。你还记得第 14 章谈法国边际学派时，提

到古尔诺的独占模型里，有两家矿泉水的独占厂商。他们的决策模式，是假定对

方的策略（反应函数）为既定（不会改变），所以古尔诺的模型里会有一个均衡

解。爱吉瓦斯认为这不符合实况，因为独占厂商的策略，一定会随着对方的变化

来动态调整，不可能只有一个均衡解。 

他提出的偶占解，修正古尔诺的两个假设：(1)矿泉水公司可以策略性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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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产量，可以供大于需，也可以供小于需。(2)矿泉水公司因为拥有独占权，所

以具有差别取价的能力：可依购买者的身份（军公教），可依购买的数量（1 瓶

或 1 打），可依经济能力（设计高档包装卖给富豪或贵妇）。 

 在这些复杂的策略下，市场就不会有单一的均衡点。以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为例，双方打起价格战、数量战、产品差异化战、找明星代言，甚至找教皇代言

（要求在圣诞弥撒结束时，不要说 Amen！改说 Coca Cola！）。市场上虽然只有

两家厂商，但双方不结盟、不勾结、无协调，所以不会有单一均衡点。相反地，

这会产生一个「均衡区」，爱吉瓦斯称之为「价格战区」：偶占双方可用数量、产

品差异、广告各种策略，为自己的可乐定出各种产品（有糖、无糖、低卡）的价

格。双方打久了，就会形成一个稳定的价格战区（例如各家手机公司的月费订价）。 

 问：听起来比古尔诺的模型更接近市场实况，有人批评他吗？ 

 答：天下没有不被批评的学说。以下三点批评现在看起来有道理，但对爱吉

瓦斯并不公平：就算他的模型有这些缺点，但重要的是他开启这条探索大道，提

出重要的基本性质。(1)在他的偶占模型里，好像这两个独占者的市场已经结合

成一个。在现实的市场竞争里，再以可口与百事可乐为例，虽然都在同一地区贩

卖，也没有距离和区位上的差异，但他们有各自的客户群，其实双方的市场范围

是区隔的。(2)在这种模型里，好像竞争双方无法得知对方的反应（函数）以及

过去的行为模式。其实偶占者交手已久，早已知己知彼（内斗内行），双方的讯

息几乎是对称的。(3)这种偶占模型隐含假设双方的生产能量固定，其实长期而

言必然会调整，也都会开发新产品，把市场的竞争搞得更复杂更多变。 

 问：没想到厂商理论在 19 世纪末就这么发达了。 

 答：其实还没真正开始呢！第 19 章谈到不完全竞争理论时，会引入「规模

报酬递增」、「外部经济」、「独占性竞争」这些概念，那就更复杂了。今日的厂商

竞争理论已无法用图形表达，必须用抽象数学和复杂的赛局理论，这个行业的进

步速度真是惊人。 

现在回来谈爱吉瓦斯的另一项基本贡献，对你来说其实很简单，因为大一学

生早就明白了。你当然听说过「总产出」（total product, TP）、「边际产出」（marginal 

product, MP）、「平均产出」（average product, AP），这三者的几何图形关系是爱

吉瓦斯确定下来的。 



简单地说（见附图），总产出（TP）的曲线形状，刚离第一象项的原点时，

会呈现内凹的曲段，此时它的一阶微分大于零（表示在报酬增加阶段）。但 AP

曲线走到顶点时，会和一条下降的 MP 相交。MP 与 AP 的交会点，就是 TP 线第

二阶段的开始，此时它的二阶微分小于零（表示在边际报酬递减阶段）。接下来

当 TP 线达到最高点时，正好是 MP 等于零时。也就是说 MP 在最低点时，TP 达

到最高点。之后的 TR 就进入第三阶段往下滑。 

 

问：刚才提到一个小重点：MP 下跌时会交在 AP 的最高点。这让我联想到

教科书上的包络线（envelope curve，见下图），它有两个特点：(1)厂商的短期边

际成本（MC），会交在短期平均成本（AC）的最低点；(2)把这些最低点连结起

来（包络线），就是厂商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请问：这可以算是爱吉瓦斯的延

伸吗？ 

答：这是很后来的概念。提出包络线的是 Jacob Viner（1892-1970），当时是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后来转到普林斯顿大学。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国际贸易

理论与经济思想史（亚当史密斯的研究）。1931 年他发表包络线时，原本以为长

期的平均成本曲线，必然会切到短期平均成本曲线（AC）的最低点 。 

 

包络线（envelope curve） 

他找一位数学系的中国研究生帮他画图，要放在文章里发表。研究生说这是

不可能的事：长期的 AC 曲线是可以把短期的 AC 曲线包起来，但这两条长短曲

线的切点，不可能都刚好位于短期曲线的最低点。Viner 大吃一惊，问题出在哪

里？为什么长期的 AC 曲线，不一定是短期 AC 曲线最低点的组合？这件事让

Viner 与包络线变得更有名。这是把爱吉瓦斯的短期推广到长期，没想到出了这

个插曲。 



 

Jacob Viner，1892-1970 

问：今天开讲时提到，美国的小老弟也跟着做边际分析，他们有哪些见解值

得一提？ 

答：很少，但战后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大都是美国人写的，他们一定会提的

人物是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 1847-1938）。他在分析上并没有重大的贡献，

而是美国作者对前辈的爱国性尊崇。克拉克的重要性，是美国经济学会在 1947

年以他的名字设立一个奖（Clark medal），每两年颁给一位 40 岁以下在美国工作

的经济学家（2009 年起改为每年颁发）。得过这个奖的人，到 2009 年为止有 12

位得了诺贝尔奖，指标意义很明显，上网查 Clark medal 就可看到完整解说。 

 

John Bates Clark，1847-1938 

克拉克最主要的贡献，是用边际的观念解说要素所得（工资、利润、地租）。

例如某位工人的月薪 5 万元，那是因为他的边际产出价值 5 万。这种说法看似科

学（因为可以用微积分来表达），但完全不符实况。以我自己的生产力和薪资来

说，正好是负相关：拿我和自己相比，30 多岁时我每天至少工作 12 个小时，想

法比现在又多又好，但在 1980 年代中期月薪还不到 2.5 万。到了 2010 年代物价

上涨后，我的月薪大约是 4 倍，但此时已 60 岁，工作时数减少，也没什么想法，

做些可有可无的事等退休。请问克拉克：我的薪资和我的边际生产力有何相干？

我的薪资是军公教的制度性工资，依年资调整。 

用边际生产力来解释薪资是书呆子的说法，你看张忠谋或郭台铭或王永庆，

一年赚那么多钱，这和他个人的边际生产力何干？他们能赚进大把财富，是来自

企业的设备、策略、工人的血汗，他们每天的工作时数不会多于中级工程师。 

问：教科书教的就是这种理论，美国人为什么会接受？ 

答：因为这最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美国的石油和钢铁大王喜欢这种理论，



因为这可以解释他们的财富多，是因为他们的边际生产力非常高；黑人和乞丐这

么穷困是因为他们的边际贡献太小。这种理论的另一项功能，是他们以每个人的

边际生产力来评判他的贡献，决定是否要继续聘用。另一项优点，就是个人的成

就可用边际贡献来衡量，不必受阶级或社会属性的限制，这在新兴的美国资本主

义社会非常好用。 

问：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流行一种学说叫做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和边际

学说相关吗？ 

答：这两套学说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你很熟悉达尔文主义的基本论点：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把这套学说从生物界应用到社会现象，就是要证明：石油大王

就像丛林的狮子，是物竞天择之下的强者，失业者就像食物炼的下层被吞食淘汰，

这是不可违逆的天道。如何证明谁是适合生存者？边际生产力是中性的好指针，

跟出身背景无关，只要奋发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提高边际贡献。克拉克提出这

套边际学说时，美国经济正往上坡走，人口与资本迅速增加，景气繁荣一片乐观，

大多数的行业处于报酬递增阶段。1929 年大恐慌大萧条之后，你认为还有人相

信这套说法吗？ 

问：1929 年大萧条之前，有人反对这套学说吗？  

答：主张边际学说的人认为，政府的主要功能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不要让

独占厂商过度暴利，只要让各种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在合理的大环

境下自由竞争，就能发挥最有效率的边际产出，GNP 就能很快提升。最有名的

反对者你必然听过，就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提到的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97）。他认为超额利润是不合理的所得，例如曼哈顿的土地价值飙涨，这和

地主的边际贡献根本无关，而是社会进步与经济成长的成果，不是个人努力的业

绩。所以乔治主张涨价归公，课高额的土地增值税才公平。同样地也要课高额遗

产税，因为资本家的后代并无劳动却有巨额财富，这些不公正的财富都是从社会

抢走的。 

 

Henry George，1839-97 



 问：我们在报章杂志上，常看到美国大企业执行长（CEO）的薪资上千万美

元，有巨额分红也配有飞机和游艇。如果边际生产力学说不正确，为什么这个现

象至今不变？ 

 答：这种现象吸引许多优秀青年，花大把银子挤进名校读 MBA。很快地供

给就超过需求，他们找不到工作之后，才明白 MBA 的真义：More Bitterness Ahead

（真正的苦头在前方）。话说回来，为什么某些 CEO 的年薪可以高达数千万美元？

这个道理就像职业球队的明星：整个产业的年产值非常大，球队为了争夺冠军不

惜高薪聘高手。但现实是残酷的：(1)能得到这种高薪的人数比例很低；(2)绝大

多数的球员都在温饱边缘，可能终身都没出头天；(3)超级明星一旦受伤或贡献

度减低，就不留情地降级或解约。 

同样的道理，大企业的 CEO 只签短期合约，随时有被董事会解职的准备，

能久居高位的是鳯毛麟角，才会在报章成为名流。就算这个 CEO 是位奇才，也

要靠团队的力量在产品上有创意才会成功，例如微软的比尔盖兹，或苹果计算机

的 Steve Jobs。这种短期的超额报酬称为「效率工资」：要有超高效率、有超高贡

献时才有。 

职业杀手领的就是效率工资，因为重赏之下才有勇夫：短期的单一危险任务，

办完事领钱走人。美国的 CEO 之间高度竞争（球队也一样），把薪资炒到不合理

的高度，吸引许多人去读 MBA 或打棒球。其实这套制度下的牺牲者远远多于得

胜者，只是社会不关心被淘汰者的下场。 

 问：CEO 和球星能领高薪，是因为他们的边际生产力很高，例如每次上场都

能轰出全垒打。这样看来，个人的边际生产力，不正是解释薪资高低的好工具吗？ 

 答：对这种特殊的「效率薪资者」而言是对的，他们年薪千万美元，但只要

下一季打不出全垒打，薪资就会陡降或甚至被球队交易出去。大部分正常人的薪

资，都不是这样决定的。同一个工人在传统的生产在线，和在台积电的生产在线，

他的边际产值就有很大的落差。是这个工人换个地方表现就不同吗？其实是因为

台积电的设备较好，产品价格较高，生产线的流程效率高。 

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边际效率，除了能力还牵涉到公司的设备与诸多因素。

也就是说，很难精确区分边际生产力的构成因素中，哪些是个人的，哪些是外围

环境的，哪些是产业的特性。边际生产力是人力、资本、设备结合的成果。前面



说过，大部分的薪资是制度性的，边际学说在分析上的意义，远大于实证上的可

行性。 

 边际学派的第一、第二代到此结束，下次讲新古典学派的开创大师马歇尔。 



17 马歇尔与新古典学派的奠基 
 

 

 

 

 

 

前面三章谈边际学派的发展、应用与推广，大家会感受到地理（国别）上的

变动：18 世纪的古典学派发源地在英国，19 世纪边际学派的主要国家是法德奥，

最后回到英国在杰方士、爱吉瓦斯手中发扬光大，还带动美国经济学界的兴起。

换句话说，经济分析到 19 世纪末时，已经是英语国家的天下。今天的主题是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的泰斗：剑桥大学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 ），

他一方面承继古典学派的精神与边际学派的科学方法，二方面提出原创的概念与

分析工具，奠定新古典学派的根基，三方面为日后的凯恩斯铺设起飞跑道。 

 

Alfred Marshall，1842-1924 

问：他的专业教育是经济学吗？他的分析有什么特色？ 

答：父亲是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常逼迫儿子作功课到深夜，因而对父亲的

教育方式相当反感。马歇尔从小脸色灰白苍老，绰号「白腊烛」，进大学后主修

数学。他的个性悲天悯人，对改善穷苦人的问题特别关注，差一点就去当牧师。

大学毕业后担任数学教师，对形上学（哲学）、伦理学、经济学产生兴趣，1860

年代末期开始在剑桥讲授政治经济学。受到边际学派开创者（法国）古尔诺与（德

国）杜能的影响，他感受到数学分析经济现象的微妙，试着把理嘉图和弥尔的经

济学翻译成数学。 

各门各派的经济学说在 18 世纪中叶后兴起，单在英国就有许多重要的前辈，

如史密斯、理嘉图、马尔萨斯、弥尔、马克思、杰方士。加上法德奥边际学派的

重大发展，19 世纪下半叶是光明与希望的年代。受到物理学、生物学、数学突



飞猛进的刺激，经济分析走到新的爆发点上，马歇尔就是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的超

级亮星。 

从现存的各种相片看来，马歇尔是个瘦弱书生，个性谨慎不随便发表文章。

同行都知道他的抽屉里，不知有多少已完成的手稿，对各类问题已有深刻的解答。

只要想到这一点，别人就不敢把稿件送到期刊发表。凯恩斯写过杰方士和马歇尔

的传记，对这两位的个性有深刻对照。「杰方士看到水壸开了，就像小孩一样开

心大叫；马歇尔看到水壸开了，就安静地坐下来建造出蒸汽机。」这是急燥与老

成的写照。 

有人问马歇尔说，你这么长期专心读书研究，为什么只出版这几本书？他说

就像布置商店櫉窗的艺术家，要先有整体的构图，施工阶段每完成一个小步骤，

就要退到对街观看是否恰当。真正动手的时间并不多，来回的省思反而较费时。

这种温和缓慢的特点，让他感觉弥尔在 1848 年时宣称「价值理论已建构完成」，

其实言之过早。他也觉得杰方士做了过多的「原创性」宣称，其实冷静看来并没

那么关键。马歇尔从 1870 年代就开始建构经济理论的数学基础，但要 20 年之后

才发表。更谦虚的是，他把这些数学分析都放在注脚和附录，正文的目的是要让

读者都能理解，从严谨分析所得到的意义与实例。 

他的知识渊博，是个复杂的多面体：经济理论家、人道关怀者、数学家、历

史学者。他认为经济学最该学习的对象是生物学，因为它最能表现大自然的本质；

经济理论并不等于真实，而是用来发掘真象的过程。换句话说，他认为经济学的

概念只是工具，而非分析的目的。 

问：马歇尔做了一件小事沿用至今：把 Political Economy 改为 Economics。 

答：他认为经济学的主旨不是研究货币、物价、所得、GNP、效用、竞争，

而是(1) “a study of mankind in the ordinary business of life”。我把这句话理解为：

研究日常生活里的行为。(2) “it examines that part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action 

which is mostly connected with the attainment and with the use of the material 

requisites of well being”。我把这小段拗口的句子，转换一个理解方式：经济学探

讨个人与社会行为，如何取得想要的东西，以及运用必要的东西来增进福利。在

这个定义里，马歇尔没有谈成本与效益，也没有谈资源的效率运用或分配，更没

有谈 GNP 与所得分配，也没提到国际贸易或厂商竞争，但这些面向都隐含在上



述优雅的两段小句子里。就像骂人不带脏字，他把研究铜臭的学问带到花香的境

界。 

马歇尔把政治经济学改成经济学的主因，是要避开马克思式的阶级斗争与意

识形态，改走纯科学的中性分析，同时也让经济分析成为独立的专业领域。他当

然明白，经济行为必然无法和社会、政治、心理、历史明确切割，用他的话来说：

Nature draws no such sharp lines（大自然无法明确切分）。为什么要把经济分析专

业化？他的名言是：学门的宽度拉得愈开，科学的精确性就愈低，反之亦然。经

济分析必须和政治、社会切割，走向专业化与精确化才能快速成长。 

问：马歇尔对经济学的界定未免太广泛吧？ 

答：他的心胸开放，认为每个人都可给经济学下定义。在他的心目中，经济

学的首要目标就是消灭贫穷。经济学是「致用」的学问，理论的探讨是为了帮助

思考与逻辑正确，这是手段而非目的。他擅长理论推演，但这是过程而非目标。

大部份的经济学者注重研究「欲求」，但他较看重「行为」的分析。 

这种求实的态度，加上著作的优越性，以及深藏不露的抽屉，让他成为同时

代经济学界最敬畏的人物。马歇尔很谦虚地说：「任何人想评估他的原创性，必

然是件愚昧的事。」我们现在知道许多归功于他的概念，例如「供需法则与十字

架」、「消费者剩余」，其实都早有原创者，只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流传既

广又深入人心，读者常把在他书上读到的，误以为是他创造的。难道马歇尔没有

创新吗？有的，例如价格弹性的概念，那是他坐在屋顶上想出来的。 

问：我看他的名著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封面有一句拉丁文 Natura non facit 

saltus，这要表达什么概念？ 

答：我先谈这本《经济学原理》。1881 年马歇尔开始写作，1890 年出版后成

为学界的主流，生前改版 8 次。皇家经济学会在 1960 年代，请马歇尔姐姐的儿

子编成两大册集注版。1990 年代中期，我对马歇尔的一个小概念「准租」

（quasi-rent）有点疑惑，用不少时间去了解他的生平与著作，这篇论文刊在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2000 年卷 8。如果你对《经济学原理》有兴趣，网络

上有专属条目和在线版全文可查阅：Principles of Economics（Mar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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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 

现在回来谈你的问题：Natura non facit saltus 是什么意思？这句拉丁文的英

文翻译是：Nature does not make jumps（大自然不会跳跃）。前面提过，马歇尔的

本科教育是数学，他认为经济学最该仿效的学门是生物学（研究自然现象）。在

数学领域里，马歇尔最尊崇创造微积分体系的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

1646-1716）与牛顿（1642-1726），在生物领域里他最推崇达尔文（1809-82）。这

三位大师的著作，都引用这句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 年）时期就流传下

来的名言。 

这句话的精义是说，大自然事物的本质都是缓慢而非急剧的变化。在数学的

脉络里，方程式的变化都是「连续的」（continuous）与「可微分的」（differentiable）。

在物理学的脉络里，唯一打破这个规律的是量子力学：要用机率的概念来表达（所

以测不准），爱因斯坦坚持「上帝不会掷骰子」，一直不愿接受这个理论。在生物

学的脉络里，当然就是达尔文的演化论：生命现象是缓慢演化的，既无特定方向

也无特定目的。虽然 DNA 的基因会突变，但因为尺度太小速度太慢，还不算是

「跳跃」。 

为什么要在《经济学原理》的封面引述这句话？(1)马歇尔在宣称他认同数

学、物理、生物学的变化观；(2)左证他运用微积分探讨经济行为有其正当性。

这两点后来成为新古典学派的基本认知与手法。 

 问：如果他的本科教育是数学，又以微积分为主要工具，为什么《经济学原

理》的正文全都是文字，而把数学分析与图形放在注脚与附录？ 

 

Sir Arthur Bowley，1869-1957 

 答：我引用一段信函你就明白了。1906 年 2 月 27 日马歇尔写信给 Arthur 

Bowley（1869-1957，英国统计学家），解说自己的研究方法，大意如下。「我现

在已经不写那些可能对你有用的数理经济学，我对那些事情也记不太清楚了。我

现在已经不读数学，甚至忘记应该怎么把许多东西连结起来。最近几年的研究工

作里，我愈来愈感觉到，用好的数学定理来处理经济假说，不太可能会做出好的



经济学。我愈来愈依据下列的规则：(1)把数学当作速记语言，而不是探讨的引

擎。(2)用这个方法一直到把想法完全记下为止。(3)把它们翻译成英文。(4)举例

说明为什么这些想法在真实生活里是重要的。(5)把数学烧掉。(6)如果你做不到

(4)，就把(3)烧掉。我经常做这最后一点。」马歇尔的书能征服知识界，关键就在

(3)与(4)。他宁可用较冗长的文字表达，也尽量避免用专业术语。他举的实例有

些是时事，有些是众所周知的历史，重要的是这些例子背后，都有深度的意涵与

抽象的推理。 

 问：这 6 项原则让人印象深刻，但对 21 世纪的学界还适用吗？ 

 答：剑桥大学经济学系主编的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77 年起，

双月刊），在前十几年的「投稿需知」上都引述这 6 项原则，这几年才拿掉。经

济学界五大期刊的主编，会提醒作者不要在正文里有过多技术内容，若绝对有必

要用很多数学，那就放在附录里，如果太长就放在网页让人下载。马歇尔是数学

专业出身，比大多数人更明白数学的功用与限度。虽然我的研究不需要用数学，

但我见过一些这方面的高手。1980 年代初期我在欧洲读书时，有位世界级的专

家教我们一般均衡理论，竟然用口试取代笔试，他着重是否了解观念而非演算能

力。 

 随着年龄与经验我逐渐体会到，在经济分析里数学就像武士刀，非常犀利，

结果明确，不容争辩。但数学就像武士刀，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水浒传》和金

庸的武侠小说，让人难忘的不是必杀技也不是特殊兵器，反而是侠骨柔情、江湖

道义与离奇的人性。双节棍舞得出神入化确实眩人耳目，但总不如高手持扇飘然

而至让人神往。 

开发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大都没有新概念和洋人交流，必须用方程式来证明

自己。幸亏诺贝尔奖是瑞典人颁发的，他们不会被整页的数学吓到。他们在意的，

是文章背后的讯息是否有启发性与延展性，所以才会颁给完全不用数学的Myrdal

（1974）、海耶克（1974）、Coase（1991）、North（1993）。我的看法是：没有故

事就没有文章，好故事和好概念比好数学更重要，正如消息好比手机好更重要。

如果经济学成为应用数学，如果论文只是在修改变量与放宽限制条件，那就不会

有重要讯息可以传达，甚至比不上纯文本但有启发性的文章来得有用。 

 问：马歇尔注重数学、理论、历史的给合，这有可能吗？ 



 答：他是数学出身，很明白它的有用性与有限性。他注重历史面，主要是受

史密斯的影响，因为《国富论》有相当篇幅是对历史的综述与回顾。他注重理论

面，主要是受理嘉图方法论的影响：虽然理嘉图不会数学，但透过逻辑推理，竟

然可以提出差额地租说、所得分配原理、经济成长停滞论（见第 9 章），这种深

刻的洞见让马歇尔印象深刻。 

整体而言，古典学派的宽广视野，加上边际学派的数学与图形技术，所结合

的能量必然要表现在一个转折点上，马歇尔正好是这位闪亮的代表者。有证据吗？

请看他的《经济学原理》：(1)在附录 B 内，他表现出对思想史的熟悉与评论；(2)

在附录 C 内，他解说经济学的范畴与方法；(3)附录 D 谈如何用抽象推理进行分

析。 

 马歇尔有个缺点：很少对一个概念下明确的定义。我对他的「准租」做过探

讨，发现他对这个新概念竟然出现 26 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为什么他这么不精确？

我认为是当他提出新概念时，发觉无法用精准的数学表达，就从不同角度来捕捉

各种可能性，反而让读者更困惑更混淆。研究马歇尔的学者时常观察到这个现象，

或许可称之为「原创的模糊性」。 

 问：马歇尔好像把他最擅长的数学分析，贬抑在最下层。 

 答：从他的著作看来似乎如此，其实他是在过度压抑。细心的读者会看到，

《经济学原理》有许多数学附录，其中的第 21 项（Mathematical Note XXI）要

探讨下列几项因素：(1)联合需求（joint demand）；(2)复合需求（composite demand）；

(3)联合供给（joint supply）；(4)复合供给（composite supply）。马歇尔在这 1.5 页

内，要探讨上述 4 件事同时发生的状况（when they all arise together）。用今日的

术语，这是要建构一套联立方程体系或一般均衡模型。 

1908年马歇尔写信给美国边际学派的 J.B.克拉克（见上一章的Clark Medal），

透露他对这 1.5 页的在意程度：「我这辈子一直在努力，要给这第 21 个数学附录

提出真实的形式，日后还要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以当时的数学环境，马歇尔

还达不到这个目标，这要等到 1950 年代才由 Arrow、Debreu、Allais、Negishi

（根岸隆）这群高手共同完成。 

 在马歇尔的观念里，外在的世界随时都在变动，各种因素之间会互相牵扯但

步调又不一，所以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能掌握这么复杂的真实。马歇尔是



在宣称，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必然落差性。他认为「愿意相信常识与实务直觉的人，

比那些只会对经济问题求理论解的高手，更容易成为好的经济学者。」 

 问：照他的说法，经济理论岂不就没用了？ 

 答：马歇尔认为经济分析有四大困难。(1)相关因素之间有相互依赖性，变动

一个就会牵动另一个，所以本质上是非静止的。(2)随着时间的进展必然也会带

来变动，所以本质上是动态的。(3)还有预期不到的外来干扰，所以本质上是有

风险的。(4)物理现象比较容易孤立出一部分（如粒子），取得精确的结果；但人

文社会与经济现象的本质不同，精确性与可复制性比不上自然科学。 

由于这 4 项特质，经济学只能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的

方式来分析。这必然会失去真实性与复杂性，所以称为「部分均衡分析法」。虽

然有这个缺点，但这也是逼近事实最快的方法，在固定的范围与短时间内，甚至

还有预测能力。换句话说，马歇尔提倡这种一次只做一个步骤的分析，把问题聚

焦缩小到可以精确分析，然后合并起来观察整体变化。 

 马歇尔明白经济理论与现实状态的差距，所以把「经济时间」切分成 4 种。

(1)市场时间（market period）：非常短暂的交易时间，在此状态下供给是固定的，

或完全无弹性。(2)短时期（short run）：厂商可以变更生产与供给，但无法改变

生产设备的规模。(3)长时期（long run）：厂房设备可以变动，所有的成本皆可变。

(4)很长时期（secular period）：价格、科技、人口皆可变动。 

然而不同产业的时间观并不相同，例如钢铁业在三、五年内很难调整，而计

算机业在三、五个月内就变化万千。所以长短期不是日历时间的概念，而是这个

行业调整的速度。马歇尔对经济分析的「时间面向」很感兴趣，1908 年写信给

克拉克说，他心目中有五大问题尚待解决，排首位的就是「分析时间的影响」。 

 问：快下课了，你还没提到马歇尔的贡献。 

 答：八二三炮战期间（1958 年 8 月 23 日到 10 月 5 日），有位国防部长叫俞

大维（1897-1993）。1918 年他进哈佛大学哲学系，1920 年取得硕士后赴柏林大

学专攻数理逻辑（1926 年博士），后来转向弹道研究。有一次到三军大学讲授弹

道学，他拿一把步枪放在讲台上，主题是扣板机之后子弹在枪膛内的行进过程。

让听众印象深刻的是，他讲了两小时子弹还没离开枪口。好，言归正传，谈马歇

尔的主要贡献。 



 以下的内容你在经济学原理里都读过，但为什么还要讲？(1)希望你明白马歇

尔的贡献至今仍深刻地影响我们。(2)这些概念对你并无新奇性，但马歇尔如何

「发明」它们，是个有趣的角度。 

 问：经济学的第一课供需曲线，听说就是他发明的。 

 

 答：这是《经济学原理》内最为人熟知的图形，有人依它的外型取个绰号：

马歇尔的十字架。其实最早提出供需曲线交会的，如第 10 章所述，是苏格兰爱

丁堡大学的工程教授 Fleeming Jenkin（1833-85）。1870 年他发表论文“On the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Labour”。Jenkin 明白界定：(1)供给与需求都是价格的函数；(2)需求曲线是负斜

率，供给曲线是正斜率；(3)供需曲线的交会点，就是价格与数量的均衡点；(4)

均衡点是透过市场竞争达成的。Jenkin 的推理与几何图就是今日供需曲线的原型，

主要的传递者是杰方士与马歇尔。这个图还有另一项重要性：奠定价格的部分均

衡分析法。 

 问：我一直以为供需图是马歇尔的重要发明。他对这个图有什么添加性的贡

献？ 

 答：主要是诠释性的。大家必然会问：如果供需曲线的交会点，就是市场价

格与数量的均衡点，请问是供给曲线在决定均衡点，或是需求曲线在决定？马歇

尔有个漂亮的譬喻：裁缝师傅剪布料时，你会问他是上方的刀片先剪，还是下方

的刀片先剪吗？这个问题就好像在问消费者：你决定买电视机时，是看电视的正

效用在决定，或是花钱的负效用在决定？剪刀是上下同步的动作，买电视机的决

策，是正负效用交互运作之后的选择。这是无法拆解的同步行为，而且是「边际」

（临界点）的行为。马歇尔认为经济行为不是孤立的，就像在同一个容器内的三

个骰子，会互相碰撞，得出不同的点数。他的意思是说：供给、需求、价格这三

个骰子会交互影响，直到动力停止（边际动力=0）时，就出现均衡点（静止状态）。 

 问：请举例说明哪个概念是马歇尔的原创，成为今日分析的基础。 

 答：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弹性」。以价格弹性来说，就是物品价格的变化，

与对该物品的需求数量，有「逆关系」（斜率为负）。你当然知道弹性有三种：(1)



弹性等于 1，表示价格贵多少，数量就等比例减少。(2)弹性大于 1，表示价格是

「有弹性的」（price elastic）：例如香烟涨价 1 倍，我只好抽得更少（<½），否则

会排挤其他消费。(3)弹性小于 1，表示价格没弹性，例如虽然米价上涨，但不得

不买同样数量的米，否则会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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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弹性

 你当然会问：这种小事古人早就明白，马歇尔的贡献何在？贡献在于把上述

的文字写成简明的公式，并区分成=1、>1、<1 三大类，方便教学与应用。如果

要复杂下去，还可再到「点弹性」、「弧弹性」、「交叉弹性」。 

 因价格变化而造成需求量的变化，可分为两种效果。(1)所得效果：我的收入

本来可以让我每天抽一包烟，现在烟价上涨一倍，但我的收入不变，只好改为每

天抽半包。(2)替代效果：香烟价涨只好努力戒烟，但每天必须嚼 5 包口香糖来

转移烟瘾。 

价格变化时，依需求量的变化程度，商品的性质可分好几种。(1)正常财：

所得增加后需求增多，例如牛排。(2)劣等财：所得增加后需求变少，例如泡面

或米饭（改吃麦当劳）。(3)炫耀财：价格愈高需求愈多，例如名牌服饰与高档汽

车（又称 Veblen 财或奢侈财）。(4)季芬财（Giffen goods）：劣等财的价格变高后，

需求量反而增加，例如饥荒时期的马铃薯或地瓜（此时的所得效果大过替代效果）。

这一系列的观念，能成为一套基础的消费需求分析，必须归功于马歇尔的简化与

串连。上述的内容中，所得效果与替代效果有时不易明确区分、不易数量化、不

易相互比较。 

 

商品的性质可分好几种 

 问：我一直以为消费者剩余（consumers‟ surplus）是马歇尔提出的，但第 14

章说这是法国工程师杜比的贡献。马歇尔对这个观念增加了什么内容。 

 答：消费者剩余是个人主观的感受：我买这个东西或做这件事情，感觉很值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Types_of_goods.svg


得或还划算。杜比与马歇尔把这个概念推广到公共议题上：修这条马路或建这个

电厂，是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利弊如何判断？(1)从节省的时间与油钱，可判

断公路的消费者剩余是高或低。(2)盖这个核电厂对工业发展很重要，但会造成

居民恐慌，利弊就不易拿捏。消费者剩余的分析有三项隐含假设：(1)无所得效

果；(2)无替代效果；(3)个人的效用可相加，无替代或互补的效果。现代的分析

已把这个概念推到相当复杂的程度，但就基本学理来说，马歇尔扮演的角色以「命

名」和推广应用为主，没有根本性的贡献。 

 问：这些都是熟悉的事，马歇尔有哪些重要观念是我们较少听到的？ 

 答：恐怕要让你失望的原因，是他的分析都很重要，大都已经吸收在现代的

理论基础篇。例如政府对厂商应该课税或补贴，这要看产业是在规模报酬递增或

递减的阶段。当然也可以再牵连到「外部经济」这类的概念，这些都是你已熟知

的事。你会怀疑说，怎么一直没提到马歇尔对总体宏观的分析？因为他的主要贡

献集中在个体微观面，这是新古典的特征。马歇尔对宏观经济的思维，尚未脱离

赛依法则的架构（Say‟s Law：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所以他反对马尔萨斯的「有

效需求不足说」，也不认为可以从消费行为，来分析景气循环问题，这些要等到

1930 年代才在凯恩斯手中完成。 

我觉得马歇尔有几项特色。(1)集大成者：把之前学者的贡献整理成体系性

的架构。(2)漂亮的呈现者：把各种概念和现实生活密切结合，让经济分析的知

识广泛传播。(3)科学化的优雅表达者：透过数学与几何图形，掌握复杂现象的

本质，让读者明白文字与数学如何相互转换。(4)他常说自己的理论根源于理嘉

图，他的研究只是在重述与延伸理嘉图，再加上新的要素（例如时间的面向）。

整体而言，马歇尔的贡献是用几何图形与数学，来分析个体经济问题，然后和古

典学派结合，称为新古典（neoclassical）学派。他奠定今日分析的基础，扮演承

先启后的枢纽功能。 



18 洛桑学派：华尔拉斯与巴瑞图 
 

 

 

 

 

 

 1980 年代初期我在巴黎赛纳河畔的旧书摊，买到一本谈洛桑学派的书。洛桑

是法国和瑞士交界的中型法语城市，人口约十多万，我没听说过那里有什么经济

学派。那本 1950 年的旧书（430 页）尚未裁边，表示没人看过。法国早年常出

版这种平装本，读者购买后送到自选的装订店，依家族或个人藏书的外型，重新

精装（烫金）贴上藏书票。这么做的好处，是书房的收藏高雅一致。我看过这类

的装订店，不明白简单的一本书需要这么麻烦做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资产阶级

的讲究。 

 

Léon Walras，1834-1910 

 那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两位洛桑大学著名经济学者的文选：Léon Walras

（1834-1910）与 Vilfredo Pareto（1848-1923）。从名字看来一位是法国人一位是

意大利人，怎么会在瑞士任教呢？我查了资料才知道他们都是巴黎人，但学说与

立场都和主流差距太远，只能在学术地位偏远的小城得过且过。 

华尔拉斯过世后，遗缺由巴瑞图接替。巴瑞图有一次搭火车时遇到一位意大

利人，对方说你们洛桑大学有位了不起的经济学者叫做华尔拉斯。巴瑞图说我认

识他那么久，还接了他的位子，从来没听说他有什么重要性？那个人说，你回去

换个角度重读他的著作，就会看出他在建构一套一般均衡体系。巴瑞图半信半疑，

重读之后才明白金矿就在身边。算是洛桑大学走大运，低薪聘到这两位日后深刻

影响经济学界的大师。 

 问：「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枝。」这两位生前就扬名还是死后才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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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可否简介他们的生平与著作？ 

 答：华尔拉斯生前的状况很令人同情，巴瑞图的运气较佳，但都不能算是生

前扬名。华尔拉斯出生在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投考巴黎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的数学组落榜两次，后来考进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父亲

Auguste Walras（1801-86）也是该校毕业生，是古尔诺（详见第 14 章）的同学。

父亲介绍古尔诺的著作给儿子，引发出两项重大影响：(1)华尔拉斯向世人介绍

古尔诺的重大贡献。(2)深受古尔诺运用数学分析经济现象的启发，华尔拉斯把

古尔诺的部分均衡分析扩展为一般均衡。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这套数学体系在当时没有伯乐，华尔拉斯失望之余转向文学发展，出版一本

平庸的小说，生一对双胞胎女儿，编一本短命的月刊，在铁路局和两家银行工作

过。更严重的是他认同社会主义路线，主张土地国有化。数理经济分析与社会主

义路线，让他在本国四处碰壁，直到 1870 年才在洛桑大学法学院找到教职，投

票时还有 3/7 反对。他的经济困顿，直到 1884 年娶了富孀才好转。 

1874-7 年间，他在期刊上发表日后最有影响力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

（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ure）。这些著作在 1980-90 年代初期出版为 12

册全集，一生孤独的华尔拉斯真是身后哀荣。英语世界对华尔拉斯经济学研究最

有名的人，是 William Jaffé (1983): Essays on Walras（剑桥大学出版，390 页），

以及 Donald Walker (2005): Walrasian Economics（剑桥大学出版，357 页）。进一

步资料请上网查 Walras，有许多相关联结。 

 

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ure，1896（第 3 版） 

 巴瑞图（Vilfredo Pareto，1848-1913）原籍意大利热内亚，母亲是法国人。

他在巴黎的中产阶级环境成长，1867 年大学毕业（主修数学），1870 年从意大利



的 Turin 工业大学取得工程博士。之后在意大利铁路局与民间产业当几年工程师，

40 多岁才投入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他认同英国式的利伯维尔场观，在佛罗伦

萨大学担任经济学与管理学讲师，对政府的管制措施失望，转而热衷政治活动。

1889 年双亲过世后娶俄籍夫人，1893 年洛桑大学聘为经济学讲师，后再婚，转

向经济学与社会学。除了经济学上的 Pareto optimum 这个重要概念，他还留下

Pareto index、Pareto‟s law、Pareto distribution。 

 

Vilfredo Pareto，1848-1923 

 问：我有个困惑。上一章讲马歇尔时，说他的主要贡献是部分均衡分析，他

的《经济学原理》是 1890 年出版的。刚才说华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

是 1874-7 年间先在期刊发表，主要贡献是一般均衡分析。从这两个年代看来，

一般均衡的概念比部分均衡更早提出，我一直以为应该是相反。 

 答：是的，我原本的认知和你一样，但史实正好相反。部分均衡和一般均衡

有相似点也有相异处。相似点是：均衡点都是由供给与需求函数的变动来决定。

相异点有两个面向。(1)决定均衡点的「变量」（determinants）：在部分均衡的架

构下，必须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所以通常只要考虑价格与数量就够了。在一般均

衡的架构下，还要考虑其他的外在因素，例如物价、货币供给、天灾人祸等等。 

(2)决定均衡点的「机制」（mechanics）：在部分均衡的架构下，考虑价格与

数量的变动时，在机制上（即变动的路线）必须先假设其他隐含因素（例如产品

之间的替代性或品味改变），都不会影响供需的分析。在一般均衡的架构下：(a)

与这项产品所有相关的因素都会相互影响，而且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交互运作

（interdependent）。(b)与这项产品不直接相关的市场，例如劳动市场、货币市场，

如果有变动的话，也要考虑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换言之，部分均衡只要写两三

条小方程式，一般均衡则要写复杂的联立方程式。 

 你必然会问：一般均衡的联立方程式，同时要考虑这么多变量，怎么可能算

出具体的解答？关键就在这里：马歇尔的部分均衡简单好用，答案清晰具体，易

学好用。华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只能用联立方程式表达，既抽象又不易具体求解，

所以在 19 世纪下半叶当然不受欢迎。要到 20 世纪下半叶计算机发达后，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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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的一般均衡」这个领域，终于让华尔拉斯的体系发挥实用功能。 

 问：部分均衡的好处，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下，得出 small but powerful

的结果，缺点是见树不见林。一般均衡正好相反：好处是不从「孤立」的角度看

问题，而要考虑「其他条件都可能会变」，缺点是不易计算出具体结果。眼前的

现实微观问题当然要靠部分均衡，但总体宏观的问题就必须靠一般均衡。这样的

理解正确吗？ 

 答：是的，你已经掌握到基本差异。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华尔拉斯的体系好

像更具原创性。但回到 1880 年代的情境，马歇尔位居剑桥的龙头，名扬四海威

望崇高；而华尔拉斯是偏远洛桑的失意教师，毫无影响力可言。 

英法两国争战数百年，心结至今难解。在经济学的发展上，法国虽有重农学

派和工程师出身的边际学派，但在重商主义、产业革命、日不落国的声势下，英

国的经济学也居于领导地位。这让法德义诸国的经济学界相当吃味，好像欧陆没

什么重要贡献。在这个脉络下，你就不会惊讶华尔拉斯说，马歇尔是一只「政治

经济学的大白象。」 

公平地说，马歇尔的超高人气也非偶然。(1)有重要的新见解，例如弹性的

概念。(2)文笔好吸引读者，参见上一章马歇尔写作的 6 个步骤。(3)正文写给一

般读者看，注脚与附录写给专家看。(4)剑桥的学术气氛佳，同事高明学生聪明，

容易产生滚雪球效应。相对地，华尔拉斯的笔调抽象，不易举实例解说，缺乏实

用性，动不动就一堆方程式，连同行都很难理解，怎能期盼有广泛回应？ 

 华尔拉斯比较像是构图的建筑师，停留在设计草图的层次，对大多数人来说

不知如何落实，也看不出是否真的能运作。马歇尔有双重的优点：(1)对实际问

题有具体解答，例如供需、弹性、消费者剩余、外部效果、产业政策。(2)对理

论问题有分析性的推展，只要看他的注脚和附录就明白了。为什么马歇尔也看重

理论？因为「表面的事实是沉默的」（facts by themselves are silent），必须透过理

论的透视，才能看出内在的本质与特性。我们每天都看到太阳、月亮、星星，但

必须透过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能理解宇宙运作的本质与机制。 

 问：大二的个体经济分析教科书，通常会解说马歇尔和华尔拉斯的「市场调

整」，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那是什么意思？ 

 答：其实教科书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如果市场短暂的供需失衡，那可能是



因为有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双方的差异点在于：要透过怎样的机制才能回复均

衡？马歇尔说：只要让数量下跌或增加，就可以调整市场的失衡。相对地，华尔

拉斯是用价格的增减，来调整市场的失衡。 

 你会说：价格与数量是一体的两面，有什么差别吗？如果你是经济部长，要

对价格下手（例如打压房价与地价），和要对数量下手（例如扩大内需或打压消

费），其实是很不同的政策：对象、手法、管道、影响都有很大差异。换句话说，

政府下决策之前要先弄明白，是要跟随马歇尔（数量调整），或是跟随华尔拉斯

（价格调整）。华尔拉斯的价格调整概念，受到「拍卖市场」的启发：古董拍卖

是否能成交要靠买方「喊价」，这是一套「摸索」的过程（tâtonnement）。我们现

在明白，马歇尔是在 1873 年提出市场均衡的概念，华尔拉斯是在 1874 年发表这

个概念，所以很有可能华尔拉斯在脑中，比马歇尔更早就在思索这个问题。 

 问：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华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有哪些缺点？ 

 答：你在教科书上也一定看过，在华尔拉斯的多重市场均衡下，当第 N-1 个

市场均衡时，第 N 个市场也必定会均衡。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世界里这是过度

美妙的说法。这和之前谈过许多次的赛依法则一样（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所以

市场必然会均衡），要等到 1930 年代凯恩斯提出《一般理论》，我们才明白真实

的世界里，大多数的情况是处于失衡状态。 

 换个角度来说，为什么一般均衡模型在 1950 年代之前不受欢迎？因为大多

数读者认为，这种联立方程式很难或甚至无法求解，没有实用价值。虽然可以写

出漂亮的数学方程式，但架式远多过内容，空有形式而无实质。要等到 1950 年

代经济数学突飞猛进，大家才警觉到这位在瑞士不得志的先驱，被遗忘在知识仓

库的角落很久了。如前所述，一般均衡理论在 1950 年代大红大紫，计算机发达

后更发展出「可计算的一般均衡」，华尔拉斯才复活过来，在今日的声望甚至远

超过马歇尔。 

 问：前面提过他的失意人生，能否再补充一些故事，让我们自我安慰，说这

么有远见的先驱也曾经那么低沈过，凡夫俗子就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境遇了。 

 答：你也可以说华尔拉斯相当自恋，对自创的一般均衡体系相当自豪。

1857-1909 年间他和各国的主要经济学者都有联系，目的是要说服同行这套理论

的优越性。这 50 年间他大约留下 1800 封谈经济问题的信函，用 5 种语文书写，



之外还有大量的书信谈各式主题，包括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这些与外国同业

讨论经济学的信件，除了推销自己的理论，有时还不遮掩地要求期刊主编刊登他

的论文，也毫不留情地批判马歇尔派的部分均衡理论。 

 他最有名的自我推销，是要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发和平奖给他，理由是他在经

济学的科学贡献，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如果他今天还活着，我相信他有资格

获得诺贝尔奖。在偏远地方失意太久，他变得愈来愈自我中心，也因而对主宰学

界的英国学者心怀不满，主因是英语世界的学术界对他毫无反应。他几乎是有系

统地攻击理嘉图、爱吉瓦斯、马歇尔，还说弥尔（见第 10 章）是「贫乏的逻辑

家，也是个平庸的经济学家」。自怨自艾的人什么事都想得到。 

 问：我还是想问清楚，华尔拉斯的模型有哪些基本特色与优缺点。 

答：那我就把前面说过的整理成五个要点。 

(1)一般均衡理论能求解吗？华尔拉斯只写出架构与方向，以现代严谨的数

学眼光来看，当然还很不成熟。你或许会问：既然一般均衡是一组联立方程式，

那只要把未知数与方程式，控制在可运作的范围内，不就可以计算求解了？是的，

对 5 条方程式和 5 个变量的小模型当然可以这样，但如果有 N 条方程式和 M 个

未知数，你怎么证明必然有唯一解或稳定解？这要等到 1954 年，才由 Debreu 与

Arrow 合写出数学，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existence），成为这个大领域的

基石。这两位日后得诺贝尔奖，没有人不服气。 

 (2)就算能求出唯一解或稳定解，但不必然就有经济意义，或许也会得出负值

（价格与数量为负的均衡解）。数学上一切都可能，但只有在第一象限的正值才

有经济意义，有数学解未必就有经济意义。 

 (3)华尔拉斯的模型能应用在产业界吗？恐怕很难，至少有两个原因：(a)这是

一套交换模型而不是生产模型。(b)在规模报酬固定时还能分析，如果加进报酬

递增或递减的条件，就会复杂到难以处理。 

 (4)有可能得出多重解吗？华尔拉斯承认这个可能性，但在真实世界里只能有

单一解（真相只有一个）。所以早期的经济学者怀疑，在多重解的情况下要如何

取舍。 

 (5)更大的担忧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失衡是常态，均衡反而是异常。尤其当决

策者有特定目标时（例如把经费集中在人造卫星），他们会偏好失衡解而非均衡



解。再说，就算有短暂的均衡，也无法保证能维持下去（只能一时无法长久）。 

 Frank Hahn 是一般均衡理论的世界级专家，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当过皇家

经济学会的主席。1980 年他在 Public Interest 发表一篇短文，评论一般均衡理论

的成败。他说 Arrow 与 Debreu 在 1954 与 1959 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一方面给这

个理论奠定基础，但也同时让这个理论走到尽头。「我们现在已经走到终点，发

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启发性。」（形式上的优雅，远超过实质上的有用）。 

熊彼德说华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地位犹如宪政史上的〈大宪

章〉（Magna Carta）。今日大学部教的是马歇尔经济学（部分均衡），研究所教的

是华尔拉斯经济学（一般均衡），现代的分析早已是华尔拉斯的天下了。 

问：虽然华尔拉斯和巴瑞图同属洛桑学派，其实两人的研究领域很不相同，

基本的概念与分析工具也大异其趣。所以这两人是地缘性的接近，远多过思想的

同构型。 

 答：是的，亲兄弟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展，业务虽然不同但仍属同个家族。华

尔拉斯的主要概念是一般均衡与价格调整，分析的主题是市场运作机制。巴瑞图

的主要概念是交换与最适化，分析的主题是效率与福利增进（better-off）。 

 经济系的同学都知道巴瑞图最适（Pareto optimum）的意思，或许你比较能

理解中文的表达方式：如果双方的交换能做到「不损人而利己」，或「不损己而

利人」时，就达到最适状态。这句话背后的意涵是：已无法再调配资源，或再分

配财货与劳务，来让双方更满意。用更专业的语言来说，巴瑞图最适同时传达三

种状态：(1)消费者之间的财货分配已达到最适状态。(2)资源的分配在技术面也

已达到最适状态。(3)产出量也在最适状态。还有一个延伸的观念：如果我有办

法增加 A 的福利而不减少 B 的福利，那就称为巴瑞图增进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 

 问：这些概念一听就懂，有什么深意或理论性的吸引吗？ 

 答：上面的说法是最表层的摘述，20 世纪的数理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在巴

瑞图的基础上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英国的 Arthur Pigou，在 1920 年出版《福利

经济学》，这个领域在二次大战后有重大的发展。1950 年代最具开创性的著作是

Kenneth Arrow（1951）《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印度籍的

Amartya Sen，这两位都以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得到诺贝尔奖。 



 问：前面说过，巴瑞图在大学时期主修数学（1867 年毕业），1870 年取得工

程博士学位。他和 14 章介绍的法国工程师听起来很相近：都是用数学和工程概

念来分析经济问题。请举例说明巴瑞图在这方面的贡献。 

答：举三个你很熟悉的例子，这些在大一经济学原理就教过了。第一个例子

是边际替代率（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如果 A 手上有许多苹果，B 手上

有许多汉堡，双方都很愿意交换。但要交换到哪一点时双方的满意度最高呢？答

案是当苹果和汉堡的边际替代率相等时。这是什么意思？就是 A 愿意放弃多少

苹果来交换 B 的汉堡，这样一直做到双方不想继续为止。此时 AB 双方的消费福

利达到最高点：双方都满意。 

( ) x
x y

y

MUdy
MRS

dx MU
    

边际替代率（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 

上述的例子是两个人在交换两种物品，当然也可以推广到 N 个人在交换 M

种商品。这个概念的功能，是明确界定财货的最适分配状态。当交换到每种财货

的边际替代率都相等时，就不再交换下去，此时的商品市场就达到最有效率也最

满意的状态（optimal distribution of goods）。你不觉得这听起来好像是 Gossen 的

等边际法则吗？（参见 15 章） 

 第二个例子，是边际技术替代率（marginal rates of technical substitution）。如

果你有很多土地、资本、劳动，要如何运用才发挥最大的生产效率？你如果有很

多资本但人力较缺（所以工资高），那你就会用资本（机械）来取代劳力。同样

的道理可以运用在各种生产因素上，直到各种要素之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都相等

时，你的所有生产要素就能发挥最大功能。换句话说：这是在追求各种资源的最

适技术分配（optimal technic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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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技术替代率（marginal rates of technical substitution） 

 第三个例子运用相同的原理，来决定最适产量（optimal quantities of output）：

当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转换率（marginal rate of transformation）相等时，生产者

可以得到最适的产量。 



X
x y

y

Q
MRT

Q





 

边际转换率（marginal rate of transformation） 

 问：这三个例子的基本原理其实都一样，只是换个主题而已。我不明白巴瑞

图的这个原理有何重要贡献？ 

 答：巴瑞图的这三个边际率，现在看起来是有点简单甚至机械。巴瑞图的重

要性是明确提出各种均衡条件，尤其是最适化（optimal）的各种条件，这和极大

化、极小化的概念不同。举个例子，你想要追求金钱的极大化还是最适化？极大

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无穷大。我比较愿意追求金钱的最适化，因为我要的不是

「金钱无穷多」，而是「够用就好」。有无穷多的钱，恐怕也会有无穷多的麻烦与

困扰。平时不缺，想用时还能有，也没人拿钱的事来烦你，「没有金钱的烦恼」

不是更重要吗？。 

 问：后世学者对巴瑞图的理论有哪些批评？ 

 答：巴瑞图的最适化概念，数学条件明确，干净漂亮，但在现实状态下并不

容易衡量。有时只能靠感觉来评判，例如社会是否更公平，市场是否更效率，或

某个部门的改善是否会伤害其他部门的利益。例如台湾与大陆要签订 ECFA，让

两岸的商品逐步零关税，这对贸易和金融部门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但对台湾的农

业部门就有明显害处。自由贸易是互益性的资源交流，受益部门应该补偿受害部

门才符合社会公益。巴瑞图最适化概念的第二个缺点，是缺乏动态的变化观（因

为它是静态模型）。例如 30 年前的法律制订时虽然公平合理，但时间久了又没修

改就会阻碍进步。第三个缺点是：有效率并不等于对社会有益。例如贩卖婴儿会

让无子女者满意，但显然不容于法。类似的例子如偷窃、贩毒、娼妓、走私。 

 下章的主题是不完全竞争理论，我会简洁扼要许多。 



19 不完全竞争理论 
 

 

 

 

 

 

 你当然还记得，大一经济学原理对完全竞争的说明：(1)竞争者众，个别厂商

与消费者无独特的影响力；(2)所以每个厂商与消费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3)产

品都是均质的（没有差异化）。完全竞争当然是过度简化与抽象的假设，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产业革命后期，厂商的地位益发重要，完全竞争的假设愈来愈禁不起

批评。随着国际间贸易的发展，各国的经济力量天差地别，完全竞争的模型就更

禁不起考验。 

 

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 

其实法国的数理经济学者古尔诺（参见第 14 章），他的分析对象是独占和偶

占厂商，就表明这是个不完全竞争的世界。英国爱吉瓦斯（第 16 章）的寡占模

型，也较能解释真实的世界。其实古尔诺和爱吉瓦斯早就宣示，不完全竞争模型

的必要性，但这要等到 1920 年代才有较显著的进展。 

不完全竞争的几项特色是：(1)属于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2)属于部分

均衡分析（不是 18 章华尔拉斯的一般均衡）；(3)以边际的概念为主要分析工具；

(4)运用抽象演绎的推理；(5)假设经济行为都是理性的。 

问：主要的突破贡献者是谁？ 

 答：有位意大利的年轻学者 Piero Sraffa（1898-1983），在凯恩斯主编的

Economic Journal（1926 年卷 36 页 535-50），发表“The laws of return under 

competitive conditions”。这篇皇家经济学会期刊的文章，论证一件对我们现在属

于常识的观念：随着厂商生产规模的增大，单位成本跟着下跌。 



 

Piero Sraffa，1898-1983 

这不是小孩都知道的事吗？Sraffa 提出的新观念是「内部经济」：厂商的规

模扩大后，内部的成本就会降低（例如一家五口买一台电视）。这个小见解导引

出几项新洞见：(1)这种成本递减的情形，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内不一定会发生。

(2)成本递减（报酬递增）的观念，和古典学派的「报酬递减法则」相违背。(3)

厂商的规模愈大就会愈有效率，有效率的会排挤掉不效率的厂商。(4)所以市场

的竞争性就愈「不完全」，表示会更倾向于寡占、偶占或独占。 

 凯恩斯看出这篇论文的重要性，想办法把他从意大利弄到剑桥大学经济系。

Sraffa 替凯恩斯做两件事：(1)搜集中世纪以来的各种经济著作，尤其是重商主义

时期贸易商、官员、学者的小册子，这是他俩的共同嗜好。(2)凯恩斯透过皇家

经济学会，委托 Sraffa 编辑理嘉图全集十册，因为理嘉图是 Sraffa 的偶像。 

编书还不容易？统一版面的体例与字体，多花成本印得漂亮不就好了吗？

No! Sraffa 花了好几年时间还不能交稿，皇家学会按捺不住找他来说明。他说最

难编的是索引，因为要把每个观念读通吃透，才编得出能交叉查索的东西。皇家

学会就派两位助手做了一年，Sraffa 看了之后说不能用，他自己跳下去做了两年

编出一大册，作为全集的第 11 册，前后共享了 22 年（1951-73）。 

 光看这件事你就会猜他这辈子写不出多少著作。是的，1920-38 年间他写过

十篇左右，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 1926 年那篇。之后呢？就是 1960 年剑桥大学出

版的名著，请注意它非常独特的书名：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这本书用大字体印得稀稀

疏疏，大概共有 90 页。1980 年代时我试着去理解，但完全跟不上这本纯文本的

抽象论述，只好先看背景性的解说，有三项主要文献希望能引起你的兴趣。 

(1)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第 12 卷第 1 期（1988 年，191 页），是

Sraffa 的纪念专辑（191 页，收录 14 篇论文），说明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 

(2) 1987 年 McMillan 出版一套 4 册的经济学百科全书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第 4 册页 445-52 有 John Eatwell and Carlo Panico 的好



解说，综述 Sraffa 的生平与著作。更重要的是接下来 Paul Samuelson 的长文

“Sraffian economics”（页 452-61）。Samuelson 在开头的第二段说，Sraffa 那篇 1926

年的论文「是独占性竞争革命的领头著作。单是这一篇就足以聘他为终身职。」

这套经济学辞典在 2008 年出第 2 版，扩增为 8 册，上述这两篇解说重印在第 7

册页 783-803。Michael Mandler 在页 803-16 写了一篇锦上添花的新文章“Sraffian 

economics (new development)”。 

(3)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第 36 卷第 6 期（2012 年，页 1267-569），

是 Sraffa (1960)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出版 50 周年纪念专辑，收录 15 篇论文。意大利经济

学界非常以 Sraffa 为傲，从网络上可以查到很多相关论文。 

 问：如果 Sraffa 对不完全竞争理论有重大贡献，为什么在教科书上没看过他

名字？我们知道的，反而是剑桥经济系的女教授 Joan Robinson（1903-83）。 

 

Joan Robinson，1903-83 

 答：是的，她可能是剑桥（或甚至全世界），第一位（或是最有名的）女性

经济学家，请上网查看她的生平、著作、相片。她最主要的著作是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有人认为她应该以此书

得诺贝尔奖，但是我不同意。(1)如果你在网络上或去图书馆查阅此书，或许你

会同意我的看法，说她的几何图形很普通，没有重要的新工具，也没有深刻的新

概念。(2)她和 Sraffa 在剑桥经济系共事很久，我看过好几项文献都显示，Sraffa

认为 Robinson 的见解不足，还当面给她难堪过。那为什么《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会那么有名？有个八卦说（我认为很可能是事实），那是凯恩斯的得意门生

Richard Kahn（1905-89）帮助她完成此书。(3)我的偏见是：Robinson 对不完全

竞争理论的贡献，既不深刻也不实用，名大于实，虽然用不少几何图形，但还不

如 Sraffa 的纯文本有启发性。 

 为什么？因为 Robinson 的主题之一是「买方独占」（monopsony），这和卖方



独占（monopoly）相反。为什么她会关心这个议题？因为她的政治立场偏左，注

重劳动市场的机制与劳工被剥削的分析，而资本家正好是劳动市场的买方独占者。

她的分析工具主要是用几何图形，来解说「边际工资成本」、「平均工资成本」、

「边际产出值」、「边际收益」这类简单的边际概念。这也没关系，关键是要如何

把这套分析，应用到更一般性的厂商行为上？我觉得很难，也就是说 Robinson

的不完全竞争理论，没有相当的延展性。 

 

劳动市场的买方独占（monopsony） 

 问：今日教科书的版本是根据谁的贡献？ 

 答：主要是哈佛大学的 Edward Chamberlin（1899-1967）。他在哈佛的博士论

文（1927，28 岁），就是以「独占性竞争理论」为主题，修正后出版为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1933 年，34 岁）。他一辈子都在这个理论上琢磨，

但基本的论点大都在这本书里呈现了。主要的贡献何在？特殊之处是他把「独占」

和「竞争」，这两个看起来属于光谱两端的状态巧妙结合起来，成为最能解释真

实世界的竞争理论。 

 

Edward Chamberlin，1899-1967 

 独占性竞争的意思很简单，说个例子你就可以举一反百。经济学有许多小领

域，例如计量、劳动、货币、赛局、财政；每个经济系都有老师教不同的科目，

各科目的教师几乎是「独占」（因为只有一两位）。但从整个经济学界来看，系上

的这一两位财政学老师，在高手如云的财政学门里，却是很「竞争」的（因为没

有主导能力）。独占性竞争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或商品），都能「找到一个角

落存活下来」。例如街角的便利商店，这是非常竞争的微利行业，但就因为它的

位置离你家近，拥有区位上的利基（niche），所以它同时具有竞争性与独占性。 



 

独占性竞争模型 

 这个理论告诉我们：除了高铁、台铁、台电、电信局、瓦斯，这类少数的独

占或寡占，绝大多数的厂商和产品都要面对严酷的竞争。为什么它们都能存活下

来？因为每个行业和商品都必须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术语叫做「产品差异化」。

例如我不会写复杂的数学模型，也不会用先进的统计软件，那怎么还能在学界混

这么久？因为我自知不比别人好，只好和别人不一样（产品差异化）。我会教（较

少人会的）经济史与思想史，也能发表这方面的著作。我的天敌多（经济学界看

不起），但竞争者少，不容易被取代。就靠这个小利基（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

过了一辈子养活一家人。 

 这套理论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告诉我们「非价格竞争」的重要性。菜市

场和量贩店大都以低价为要求，打的是价格战。但高档的商品，如化妆品、Benz、

BMW、Rolex，主要的要求是质量，他们的广告不会标示价格。这些高档品怎么

竞争呢？靠广告。化妆品就找优质美女来吸引：用了之后会和她一样出色。化妆

品业的生产成本不高，真正花钱的是过度精美的包装、过度昂贵的代言人、奢华

的百货公司专柜。 

每个品牌都有它的独占性（死忠爱好者），但品牌之间又激烈抢夺市场占有

率。这就是 Chamberlin 独占性竞争的广泛解释能力，比 Robinson 的独买理论有

用多了。你从基础经济学知道，只要有独占就会有不效率（称为社会福利的死三

角）。也就是说，只要有「不完全竞争」就会有「资源分配不效率」，但这种不效

率既难以捕捉也无法消除，称为 X 不效率。 

 问：独占性竞争理论听起来很棒，但世界上没有一套理论是完美的，有人批

评它的缺点吗？ 

 答：Chamberlin 承认这套理论的本质是静态的，无法解释时间变动时（t+1，

t+2）的状况，也就是说缺乏动态面。第 2 个缺点是有人批说，每个厂商在不同

的时间点、在不同生产规模时，生产成本会起伏变化。但在 Chamberlin 的理论

里，他只用一条简单的平均成本曲线，和一条简单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表达，显然

无法掌握复杂的实况。 



 

规模报酬固定、递增、递减 

例如中钢在钢铁业景气时或不景气时，产量就很不同，但整个生产工厂的设

备是固定的（沈没成本很高）。台湾、韩国、日本的钢铁厂，并不会因为激烈竞

争而使得各国钢铁厂的成本一致化。这两项批评当然正确，但我认为 Chamberlin

的博士论文，是不完全竞争理论最重要的基础，比 Sraffa 的「报酬递增」和

Robinson 的不完全竞争，重要太多也好用太多。 

 问：好，这样我大概了解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根源。简单地说，这就是完全竞

争（全白）与完全独占（全黑）之间的过渡，最能用来解释大多数的竞争机制，

包括价格与非价格的竞争（例如产品差异化与广告营销）。 

 答：是的，矿泉水的独占者可以用产量来竞争（打数量战），量贩店可以用

价格来竞争（打价格战）。还有一种商业战争是靠特殊的优势，例如拥有专利权

的保护，拥有矿脉的开采权，拥有特殊的区位，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竞争的「不完

全性」。还有些产品是非物质性的，例如算命、风水、心理咨商、宗教，这类市

场的竞争不靠价格也不靠数量，因为没有平均成本或边际成本可用来分析。但你

也知道这种市场的规模很大，例如少林寺和台湾的庙宇，每年有多少金钱进进出

出。我的意思很简单：经济学的竞争模型有它的功能也有它的限制，看不到摸不

到的商品就很难精确分析。 

 问：刚才提到广告是非价格的竞争手段，我想知道如何解说广告的效果，例

如 Google 的网络广告如何发挥功能？ 

 答：平面媒体或电子媒体，投入巨额广告费用的目的大概有两项。(1)改变需

求曲线：本来不想买 SKII 的化妆品，但代言人实在美得无法抗拒，我就节省几

个月的菜钱买一套吧！这样就创造新的需求，扩大这个产业的需求量。(2)改变

需求弹性：我原本对西式的快餐没兴趣，但电视的密集广告打动了孩童。虽然西

式快餐的价位高，但熬不住小孩的期盼眼光，只好忍痛消费，吃了之后就戒不掉，

掉入广告的陷阱无法自拔。 

 不完全竞争理论是个技术性相当高的题材，需要很多几何图形才能做基本解

说。我的目的是提供基本概念，如果你想进一步看技术性的分析，任何一本个体



经济学教科书都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不必在此重复。 



20 数理经济学 
 

 

 

 

 

 

 第 14 章介绍法国的古尔诺（1801-77），他不是最早用数学分析经济问题的人，

听说西班牙有人在 16 世纪就做过了，但我没看过正式的文献。边际学派是早期

的数理经济学，古尔诺与华尔拉斯（见 18 章）是今日公认的先驱。边际学派在

英国的大将杰方斯与爱吉瓦斯（15 章），以及新古典学派的奠基者马歇尔（16

章），已经熟练地把数学融入。 

 台湾的经济学界完全跟着美国走，对数学与统计的要求很高。例如在 2000

年代中期，台大经济系大学生甄试的初步条件，就是数学要 14 级分（15 级分表

示你是顶端的 1%）。台湾学界进步很快，几乎每 10-15 年就一个世代。在我的老

师那一代，只有很少数人能进入前 5 大期刊，到了我这代已经有好几位，比我晚

15 岁以上的就更多了。这些能挤入顶尖期刊的优秀学者，都很能运用数理工具，

但我更想见到有亚洲人能只用文字就刊在优秀刊物上，因为这表示是靠概念取胜，

而不只是熟练的数理技巧。技术性的问题很快就会被超过，例如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已经能解答微积分题目，真正有生命力能历久弥新的是概念，例如

Coase 定理。 

问：讲到 Coase 定理，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历届诺贝尔奖得主中有哪些人，

不靠数学或根本不会数学的？ 

 

Thomas Schelling, 1921-（2005 年诺贝尔奖） 

 答：请你看附录 7 的表格，我们一起数数看。(1) 1974 年的得主是瑞典的



Myrdal 与奥地利的 Hayek，他们的著作中不但没数学，连统计表格和几何图形也

很少见。(2) 1979 年的 Lewis，他最有名的是劳动供给无限制下的双元经济模型

（1954），也只用简单的几何图形。(3) 1986 年的 Buchanan 以公共选择理论得奖，

所用的数学大一学生都会。(4) 1991 年的 Coase 完全只用文字，但芝加哥大学在

1960 年代就敢聘用他。(5) 1993 年的两位经济史学者，尤其是 North，也只用文

字；Fogel 虽然用一些计算，也不超过大一程度。(6)最让我惊讶的是 2005 年以

赛局理论得奖的 Thomas Schelling。他哈佛毕业后长期在哈佛任教，当过美国经

济学会主席，后来转往马里兰大学。1992-3 年间，我在哈佛听过他演讲，2006

年 10 月他应邀来新竹清华演讲。宴席间气氛高昂时，他说许多得奖与颁奖过程

的趣事。他说大学时没读过微积分，只会解答简单的习题，在著作中也很少用数

学。我问他怎么会以赛局理论得奖？你能看哪些高深数学的论文吗？他说只会最

简单的不合作赛局，数学性高的他不会。得奖的原因是他把赛局的基本见解，运

用在国际军备竞赛，尤其是核武的「吓阻论」上。(7) 2009 年以「经济治理」得

奖的 Williamson，很少用数学方程式；另一位是 Ostrom（1933-2012，第一位女

性得主）是政治系出身，我猜她大概不很会微积分。 

 

Oliver Williamson, 1932-（2009 年诺贝尔奖） 

 这样数下来，1969-2009 的 41 届诺贝尔奖中，就有 6 届颁给几乎不会或只会

微积分的学者。如果数学那么重要，难道诺贝尔奖委员会瞎了眼？反过来说，经

济学家运用的数学，对数学系、物理系或电机系的人来说实在不够高深。如果数

学好就能对经济学有深刻贡献，为什么理工科的高手不来竞争诺贝尔奖？原因很

简单：只有技术没有重要概念一定走不远，因为缺乏延伸性。反过来说，如果有

好概念和好议题，自然会吸引好技术的人来深入。亚洲人技术强概念弱，我希望

能见到有华人在顶尖期刊，注销纯文本的论文，例如书末附录 2 与附录 3 的好文

章。 



 

 问：19 世纪末或 20 世纪初，有哪些学者开始用数学分析经济问题？ 

答：你可以查看两项数据，内容都很丰富。 (1)网络上查 Mathematical 

economics。(2) Roberto Marchionatti (2004)编辑的 Early Mathematical Economics, 

1871-1915（4 册）。有两个小故事你已经知道了。(1)第 17 章介绍剑桥的马歇尔，

他是数学出身，但最有名的是那 6 条写作规则：用数学当速记，翻译成英文找到

实例后就把数学烧掉。数学是渡河的工具，而非「彼岸」。(2)马歇尔的学生的儿

子凯恩斯，也是剑桥数学出身，有一本流传至今的机率论（参见凯恩斯全集第 8

册）。如果你翻阅他的全集，尤其是最重要的《一般理论》（1936），印象最深的

恐怕是他几乎不用数学。你当然会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用数学，我们是凡人，还

是把数学弄好才容易找工作。是的，我完全同意。 

问：数学在凯因斯《全集》内的份量也不多，但我想他应该不排斥，甚至欢

迎别人用数学来阐述他的概念。 

答：是的，1938 年凯因斯写信给他的学生 Roy Harrod（1900-78）说：

“Economics is a science thinking in terms of models jointed to the art of choosing 

models”（经济学是用模型来思考的科学，加上选择模型的艺术）。「模型」不代

表一定是数学，但用数学表达符合模型的定义。 

问：数学在 20 世纪的经济分析就重要了吧？ 

 

John Hicks，1904-89（1972 年诺贝尔奖） 

答：我认为早期最有贡献的是 John Hicks（1904-89，1972 年诺贝尔奖）。他

有两项重要成果你一定在教科书里读过。(1) 1936 年凯恩斯发表革命性的《一般

理论》，但大多数读者不容易掌握它的创意。翌年 Hicks 发表影响深远的论文“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Econometrica, 1937 年卷 5 页

147-59）。它的主要贡献，就是把凯恩斯的纯文本翻译成 IS-LM 图型。(2)他在 1939



年出版 Value and Capital，最有名的概念是区分替代效果（substitution effect）和

所得效果（income effect），再把这两件事合并起来称为 Slutsky equation。 

 

Slutsky equation=替代效果＋所得效果 

问：之后有哪些重大的发展？ 

答：经济学开始大量引入数学，求均衡解、求最适解、求极大化、极小化。

有一个人和一个机构产生扭转性的影响。最重要的人就是 Paul Samuelson

（1915-2009，1970 诺贝尔奖，美国第 1 位得主）。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1941）

出版为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1947）。你一定要读这本书的重版序言

（1983），这是 25 年后的自我回顾，描述他如何进入一个没有人到过的池塘，里

面有无数的大鱼等着上钩。他这辈子不知写了多少论文，他说最好的状态是 1

天完成 3 篇。你上网查 Paul Samuelson，可以看到他的论文集共有 7 大册：I

（1937-64 中）、II（1937-64 中）、III（1964 中-1970）、IV（1971-6）、V（1977-85）、

VI 与 VII（1986-2009）。他很有可能是 20 世纪最多产的经济学者。 

最重要的机构是 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这是 1932

年 Alfred Cowles 创办的研究机构。1929 年大恐慌之后有很多人投下重金，想要

理解这种怪异经济现象的本质。1939 年 Cowles Commission 移入芝加哥大学，吸

引十位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数理经济学者：Arrow (1972)、Debreu (1983)、

Haavelmo (1989)、Hurwicz (2007)、Klein (1980)、Koopmans (1975)、Markowitz 

(1990)、Modigliani (1985)、Simon (1978)、Tobin (1981)。1955 年这个机构转到耶

鲁大学，改名为 Cowles Foundation，和经济系为邻，相得益彰。 

问：这些是二次大战前或大战期间的事，之后有什么代表性的事？ 

答：有许多学者加入数理经济的阵营，在以数学和统计分析为主的顶尖期刊

Econometrica（1930 创办）发表许多重要论文。我认为在诸多高手的重要论文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 Arrow and Debreu (1954): “The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Econometrica，22:265-90。这篇由日后两位诺贝尔超级巨

星合写的论文，至少有两项重要性：(1)奠定了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与架构；

(2)宣示了数理经济学的写作体裁与最高标准。你必须上网瞻仰这篇论文，赞叹



两声，同时感受一下这种「与世无争、与世无关」的纯粹性学问。1
 

 
 

数理经济学的顶尖期刊 Econometrica，1930 创办 

问：出现这么多高手自然会吸引更多人投入，这个领域必然蓬勃发展。但真

正重要的成果有那么多吗？ 

答：如果看附录 7 的历届诺贝尔得主，我们必须承认从 1950 年代开始，经

济学已是数理的天下。其中顶级的高手是 Arrow，他的议题好、技术强、视野开

阔。你一定读过他的「不可能定理」，上网看他的生平与著作就可以理解他有多

了不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数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以下引述 Samuelson（1976

年）的说法：「1935 年左右经济学进入数学的时代（我猜他是指 Hicks 的著作）。

要让一位非数学天才进入原创性理论的神坛，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这句话说得太早也太绝，从附录 7 可以看到，至少有 6 届诺贝尔奖的得主几

乎不用数学。如果要抬杠的话，我认为有许多数理的论文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大

都在修改假设条件或放宽假设，甚至是在树立稻草人。当你手上有一把铁锤时，

眼睛里看到的全都是钉子。真正重要的是找到关键问题，赤手空拳（没有数学工

具）抓到大象（例如 Coase 定理），比提着机关枪打麻雀高明多了。爱因斯坦说：

「智者绞尽脑汁解决问题，慧者避免产生问题」（Intellectuals solve problems; 

geniuses prevent them）。 

 问：有哪些人运用数学分析解答重要的实际问题？ 

 答：最好的例子就是在俄国出生的 Wassily Leontief（1906-99，1973 年诺贝

尔奖）。1928 年他从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31 年移民美国进入哈佛经济系任

教。他的主要贡献，就是你在教科书读过的投入产出表（input-output tables），其

实这个概念早就有了。第 6 章介绍过法国重农学派揆内绘制的「经济表」，基本

的构想就是分析国民所得在农民、地主、工商三个阶级之间，如何交换、流动、

分配。但 18 世纪中叶的统计资料不足，分析工具（计算器）也不够。 

简要地说，投入产出分析的概念就是要知道经济体系内，各部门之间如何相

                                                             
1
 參見 Till Düppe (2010): “Debreu‟s apologies for mathematical economics after 1983”, Erasmus 

Journal for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3(1):1-32. Till Düppe (2012): “Gérard Debreu‟s secrecy: his 

life in order and sile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4(3):413-49. Till Düppe (2012): “Arrow and 

Debreu de-homegenize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34(4):491-54. 



互依存与流通。这是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架构，为了方便计算都简化为线性方程式。

Leontif 运用 1919 年美国 46 个部门的统计资料做出「产业关联表」，分析各产业

之间相互投入与产出的相关程度。例如钢铁业需要从哪些部门得到多少投入，所

产出的钢铁又对哪些部门（如汽车与造船）有多大贡献。 

这篇论文刊在 1936 年 8 月号的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分析 1919

年数据的研究有什么实用价值？1939 年纳粹兴起后欧洲区局势紧张，美国必须

了解各项战备资源要如何分配才能发挥最大效益。1941 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

式参战，你马上就能理解 Leontief 的投入产出分析有多实用。 

 问：1919 年的资料能帮助 1940 年代初期的大战吗？ 

 答：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表面上看来只是学理的推演，但重要的是指出方

向后，自然有许多高手会解决其余问题。1919 年的统计数据太粗糙，电子计算

器的功能在 1930 年代还太原始。但这条路线的重要性已引起各方关切，国防部

尤其有兴趣。二次大战后计算器的功能颷长，可以运算 400 个产业之间的投入产

出关系，这是在解一组超大型的联立方程式。十多年前台湾的经济建设委员会每

五年做一次，都要印一套好几册的报告书，你可以上网去了解最新状况。世界各

国做短中长期经济计划，都必须用到这套分析。 

 问：对台湾这样比较小的经济体来说，投入产出表有哪些主要功能？ 

 答：油价上涨对石化业的冲击很大，中下游的塑料产品也跟着受影响，但每

个人对冲击程度的判断不一。有了投入产出分析，就可以模拟国际油价涨 1 美元、

2 美元、5 美元对石化业上中下游的影响深度。同样的道理，消费者物价指数上

涨 5%或 10%，对各行业的影响也能做模拟。大型企业如台积电、台塑、鸿海，

也可以依照这个方式去模拟各种状况。 

你不必完全相信计算机的答案，就像你对气象预报也会有所保留。因为这类

的模拟是：(1)根据过去的资料；(2)用简化的线性方程式；(3)假设没有突发状况。

经验老道的医生也不敢完全靠断层扫描，要开刀切下去看才是真的。问题就在开

刀成本过高，才要靠仪器先呈现大致状况。同样的道理，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只能

提供方向，判断与抉择还是要靠经验与直觉。 

 问：如果计算机分析的结果都还有个人判断空间，那我想问个基本的疑惑：

读经济学有什么用？在火线厮杀的企业家，例如王永庆和郭台铭，他们的学历很



普通，也能经营出企业王国；而经济学读到博士，也只不过在做理论推演。 

 答：所以有人嘲笑说这是「黑板经济学」，离开黑板就没用了。也有人说经

济学最大的功能，就是在创造与维持经济学家的就业。1970 年代初期我读大学

时，蒋介石还在当总统，他的经济决策很听从海外六大院士的意见。有一次他咨

询某项政策的可行性，刘大中是国际知名的计量学者，他说要算看看才能回答。

算出来的结果符合预期那就好办，如果不符合，不知又要七上八下多久。蒋硕杰

是国际知名的货币理论学家，他说不必计算了，只要推理一下就可判断。 

蒋介石带兵打仗出生入死，下决策时还要计算吗？身经百战的人只要在脑中

冷静推理就够了。虽然我不是蒋介石，但光听他们的回答就知道谁高谁低。买青

菜豆腐时要计算，做大事就要靠直觉，况且人算不如天算，别再算了！直觉的重

要性，在于根据你的知识与经验，三秒内给个简洁的答案。这也是比较符合你利

益的答案，因为这个大脑跟着你这么久了，比你还了解你需要什么。（参阅 2002

年经济诺贝尔奖 Daniel Kahneman 的《快思慢想》，2012） 

 问：资本主义有市场机能在调整，人算有时真的不如天算。但在中央计划的

共产国家，资源与人力的调配由国家主控，如果不事先计算规画，怎么可能运作？ 

 答：是的。1917 年俄国大革命后走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我不知道 Leontif

专研投入产出分析，是否和他在俄国出生成长有关。你说得对，投入产出分析是

计划经济的基础，这个领域在俄国很早就发展。Leonid Kantorovich 在 1975 年就

以「线性规画」（也就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杰出成果获得诺贝尔奖，这是俄国的

惟一获奖者。 

投入产出的分析有几项过度简化的限制。(1)假设生产系数是固定的，也就

是假设企业的生产技术不会变动，要投入多少要素才会产出多少成品。(2)假设

生产函数是线性的，不会有效率增进或减退的事。真实的工厂运作千变万化，怎

么可能整年不变动？(3)假设规模报酬固定，也就是不会有创新、新发明，或被

其他国家追过淘汰的可能。这三点合起来说就是：中央计划的隐含假设是「只有

计划没有变化」；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问：数理经济学在二次大战后，除了一般均衡理论，还发展出另一个重要的

领域：赛局理论（game theory）。 

 答：是的，从附录 7 可看到诺贝尔颁过三届（1994、2005、2012）给赛局理



论，共有 7 位得奖者。这个领域有好几份重量级的期刊，例如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1971 创刊）、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989 创刊）。 

 问：听说赛局理论的开创者不是经济学家？ 

 

John Von Neumann，1903-57 

 答：John von Neumann（1903-57）是匈牙利的犹太人，1930 年到普林斯顿

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和爱因斯坦同事。他在数学、计

算器以及科学上的诸多贡献（原子弹的三大发明者之一）。他和普林斯顿大学经

济系的 Oskar Morgenstern（1902-77，1925 年从奥地利移民美国），在大战期间合

写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944）。von Neumann 身兼多职，没

有很多时间动笔，但没有人对他当第一作者有任何疑问。 

 我有两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书一直舍不得送掉：一本是 Friedman 和

Schwartz 合写的《美国货币史，1860-1960》（1963），第二本就是这本赛局理论。

2004 年这本书 60 周年纪念时，出了漂亮高雅的烫金本。后面新附 1944 年以来

的重要书评，有好几位当年写书评的人后来得了诺贝尔奖。其中最让我惊讶的是

Herbert Simon（1978 年得奖），他的博士学位是政治学领域，1944 年才 29 岁就

有这么好的眼光。请参见 Robert Leonard (2010): Von Neumann, Morgenstern, and 

the Creation of Game Theory: from Chess to Social Science, 1900-19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0 周年纪念的烫金本 

 如果 von Neumann 和凯恩斯活得够久，他们一定会得到诺贝尔奖。这项荣誉

被另一位数学家得到了：John Nash（1928-）。他大概是惟一不懂经济学的得奖人：

普林斯顿的数学博士。非经济学界出身而得奖的还有 Simon（1978）与 Ostrom

（2009），这两人都是政治学界出身，但研究的主题非常经济性。Nash 得奖后问

人说：经济学界是否有一位大师叫 Jevons Marshall？他把 Stanley Jevons（见 15



章）和 Alfred Marshall（17 章）混为一人。 

 

John Nash，1928-（1994 年诺贝尔奖） 

Nash 得奖（1994）后，普林斯顿大学把他的博士论文和其他文章，合编成

一本 The Essential of John Nash（2002，244 页）。他的事迹与著作，网络上有丰

富的解说。他最有名的是证明出 Nash 均衡，经济学界把这项均衡和古尔诺的成

果结合起来，合称为 Cournot-Nash equilibrium。普林斯顿毕业后，Nash 到 MIT

数学系任教，开始出现精神分裂与妄想症。这个传奇的故事，1998 年由 Sylvia 

Nassar 写成《美丽境界》（A Beautiful Mind：A Biography of John Forbes Nash, 

Winner of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1994）。2
 

 

Cournot-Nash 均衡 

她写得非常好，既忠实又内行，我知道的一些零碎事实都写得很精确，连

Nash 住的精神病医院也描述得很平实。我碰巧知道这些事，因为 1992-3 年间我

在哈佛与 MIT 停留一年，也去普林斯顿看过。这本小说在 2001 年改编为同名的

电影，虽然无法和原著 100%相符，但也很值得看。除了这部商业性的电影，经

济学界还有人以 Nash 为主题拍一部记录片，访问好几位专家，也很值得看。这

两部片子在新竹清华图书馆都有。 

数理经济学界高手如云进步神速，数学和统计是亚洲人能和西方学界对话的

主要管道，要出人头地务必从此处着手。有一天当你在这个领域睥睨天下时，请

你回想一下：我写了这么多方程式，除了复杂和优雅，真的解释了哪些现象？ 

转述一个学界笑话。热气球故障降落在荒郊野外，驾驶者问路人：「请问我在哪

里？」路人：「你在气球篮子里。」驾驶者：「你一定是个经济学家！」路人：「你怎么

                                                             
2
 參見她的通俗經濟思想史著作 Grand Pursuit: The Story of Economic Genius, New York: Simon & 

Schster, 2011. Reviewed by Orley Ashenfelter,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2, 50:96-102。《偉

大的追尋：經濟學天才與他們的時代》，台北：時報出版，20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John_Forbes_Nash,_Jr._by_Peter_Badge.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John_Forbes_Nash,_Jr._by_Peter_Badge.jpg


知道？」「因为经济学家有三个特质：有问必答、逻辑正确、答案没有意义。」你不

是那位路人吧！ 



21 制度学派 
 

 

 

 

 

 

 18 世纪古典学派的主要分析项目，是土地、资本、劳动、人口、物价、货币。

19 世纪下半叶的边际学派，一方面开始运用几何图形与微积分；二方面「边际」

（边际收入、边际产出）成为核心概念；三方面是分析的主题，从古典学派的「总

体宏观」转向新古典的「个体微观」：效用、需求、厂商、消费者。 

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很复杂，还有外围的因素，例如法律、文化、风俗、社

会。马克思对制度性面向的探讨最深入，也是最有体系成果的代表人物。请你回

想一下第 12 章的几项核心概念：剩余价值、剥削、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历史

唯物论、上层结构。今天要谈的制度学派以美国的贡献为主轴，但不要忘记马克

思才是更重要的根源。 

问：如果马克思在制度分析上这么重要，为什么不谈欧洲的制度经济学，反

而以资本主义的美国为主题？ 

答：欧洲人对制度问题的探讨从来没间断过，但他们也很难摆脱马克思的观

念与影响，所以在 20 世纪中叶之前，欧洲的制度经济学者，通常会（有点不公

平地）被归为马克思学派。今天谈的制度学派，完全没有马克思的影子，只谈制

度面如何影响经济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反而是美国学者做得比较好。美国制

度学派还可分新旧：旧派的代表是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新派

的代表是 Ronald Coase（1910-，1991 年诺贝尔奖）与 Douglass North（1920-，

1993 年以经济史得诺贝尔奖）。 

 问：为什么美国学界会注重制度问题呢？是不是因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所

以土地、资本、劳动这些基本问题反而不构成困扰？ 

 答：Yes and No。Yes：地大物博地广人稀的国家居民较慷慨，对陌生人较友

善。地窄人稠的国家，如果找不到新出口（殖民地或新产业），由于过度竞争缺



乏安全感，容易养成鸡肠鸭肚、目光如豆、小鼻子小眼睛的性格。No：其实美

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一直很严重：(1)从殖民时期就有黑人奴隶的复杂问题。(2)

南北对立（北方工业富有先进，南方农业相对落后）引发 1860 年代的内战。(3)

大资本家（石油大王、钢铁大王）与平民、劳动者、农民的贫富悬殊问题尖锐。 

 19 世纪末美国的 GNP 增长很快，但工人的工时长，失业与疾病问题严重，

老年与教育问题也是有目共睹。1890 年代的衰退更突显独占与托拉斯的弊端。

由于语言和文化相近，美国的思潮倾向英国古典学派，但 19 世纪末的美国人已

明确感受到，自由放任的最小政府并不会带来最大福祉。严重的社会问题迫使他

们必须选择新路线：(1)重整社会，走向欧式的社会主义。(2)改善福利，拯救资

本主义。答案当然是(2)。 

美国的经济学界，除了受到英国自由主义的明显影响，还有一股重要的德国

势力。那是因为 19 世纪普鲁士兴起，德国逐渐成为欧洲强权，留学德国的美国

人很多，不只在化学、工业、机械方面，经济学界有许多重要人士都曾留德。以

Johns Hopkins 这所知名大学为例，它早期的建筑与体制就是走德国路线。留德

的美国学者自然熟悉历史学派与马克思学派，但也知道历史学派的国族主义、马

克思派的阶级斗争路线不适合美国。他们学到制度面的重要，但保有自由与民主

的倾向。 

 

Johns Hopkins 大学 

 问：制度学派有哪些主要特征？ 

 答：(1)以较开阔的视野来看待问题，因为社会是庞大的有机体。新古典学派

强调部分均衡分析，就像医生开刀一样，每次只处理特定问题。社会是个人的总

合，但也有它的特殊结构与特征，并不是分别研究个体问题之后，加总起来就等

于总体问题。换句话说，微观问题的总合并不等于宏观问题。制度学派强调要从

多重角度、多重视野来分析：经济问题必然包括政治、社会、法律、习俗、意识

形态这些面向。习于新古典派的人会说：怎么可能同时处理这么多的复杂问题，

应该逐项切开分析。 

 (2)注重基础制度的设计，不要只分析经济法则（例如报酬递减），而要探讨



制度性的因素，注重所得分配、缓和景气变动、要有短中长期的规画。也要探讨

宪法的条文是否有利经济活动，法律条文是否有反商倾向，是否对消费者足够保

护。 

 (3)放弃静态的观点，真实的世界竞争激烈变动快速，不能接受史密斯的「看

不见的手」，要改采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说。(4)反对均衡的概念，要讨论

动态的因果关系，对变动做主动的调整。(5)利益冲突是社会常态，要放弃史密

斯的社会利益和谐说。(6)主张自由民主改革，强调分配公平化，政府要大有为，

不要自由放任。(7)主要的要求对象是中产阶级、农业部门、中小企业与劳工。(8)

注重实证研究，多用统计数据，反对用纯逻辑的演绎推理。整体而言，制度学派

在方法上与目标上，都和主流的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相对立。 

 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谁？他的分析有哪些特色？ 

 答：最独特的人，就是前面提过的韦伯伦。祖先从挪威移民到威斯康星州，

他在明尼苏达州的乡下长大。挪威人会聚居在威斯康辛，是因为气候形态和北欧

接近。挪威人召募亲友移民威斯康辛，主要要求是「地是平地的」，因为挪威多

山、多冰河切割的锯齿状海湾，平地少农作不易。 

 

韦伯伦在明尼苏达州读 Carleton 学院，遇到一位老师 J. B. Clark（参见第 16

章）。之后他去 Johns Hopkins 大学读研究所但没争取到奖学金，转到耶鲁后于

1844 年取得哲学（不是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到康乃尔与芝加哥大学做博

士后研究，成为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主编。他写 11 本书但还升不了教

授，主要是严重的婚外情、对学生不关心、教学技巧不佳而一直换学校，包括史

丹佛和纽约的社会研究院。最有名的故事是他应征哈佛经济系教职，校长知道他

恶名在外，请他喝咖啡表明关切。韦伯伦说：请校长放心，经济系那些教授的夫

人我都想办法见过了。 

他个性多疑孤僻文字尖酸，试举他对 snobbery（趋炎附势、附庸风雅、攀附

者）这个名词的解说为例：「我用这个字时并无不敬之意，它是个好用的词，用

来指那些追求温文儒雅（gentility）的人。这种人的社会立足点不高，也没有自



己想象的那么纯正。」 

 问：他写那么多著作，最有名的是哪一本？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 

答：最有名的是《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1899），台湾

银行经济研究室 1970 年代出版过此书的译本，2007 年左岸出版李华夏的译本。

书内最有名的概念是「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实例很多，身

边就很常见。 

 

《有闲阶级论》 

你知道有些人的收入普通，但不惜血本买名牌。为什么要这么做？炫耀。台

湾某些地区每隔几年就有大拜拜，摆流水席让路人免费吃喝，人类学称为「夸富

宴」。这些人平常省吃俭用，每几年就要公开炫耀。新几内亚某些部落的酋长，

要把值钱的财富放在家门口展示，定期公开烧掉给族人看。如果你烧不起，酋长

就换人做。这些例子显示，炫耀是古今中外行为的通性。 

 问：韦伯伦就讲这种常识性的事？ 

 答：他说有闲阶级还有「避免做有用工作的倾向」。这让我联想到春秋战国

时期有养士制，门下食客数千，也有鸡鸣狗盗之徒。这些食客有朝一日会报答主

人，但平日无所事事。有人把小指头的指甲留得很长，我后来才明白这是另一种

炫耀，表示他不必下田工作做粗活。我年轻时看过长辈咬着牙签在马路上走，心

想这个人真奇怪，万一跌倒不正好刺入喉咙？我父亲说这是因为大战期间大多数

人粮食不足，咬着牙签在路上摇愰是在炫耀吃过饭了。法国人每年有一个月的带

薪假期，但有人无法去地中海晒太阳。百货公司就卖一种太阳灯，把门锁上不敢

出门猛晒一个月，好向邻人同事朋友炫耀古铜色的皮肤。 

台湾有位富豪在酒店展现新买的钻石瑞士表，20 多年前价值 4 百万。另一

位客人也拿手上的名表凑热闹，大家都看出那个更高档。这位富豪当场拿下手表

摔在地上踩坏，说下次买个更好的。台湾有位议长去买 Benz 名车，车商小心伺

候解说，最后请问老大看上哪部，他说：就这辆，买半打。 

清朝结束后有些宦官无谋生技能，只好在门口摆个招牌「看太监」，很多人



因而明白宦官是这么去势的。另有些人生恻隐之心，付钱访问他们在朝廷的生活。

老宦官拿出个小球，上面有几根鸡毛，大家看儍了眼，不明白这有什么特殊。他

说你们平民不懂，我们风光时应酬多，从早吃到晚又消化不了，用鸡毛球在喉咙

里转两下，吐光之后再去吃。 

 你明白什么叫有闲阶级了吧！这种人在美国快速成长时期更多。你看过「铁

达尼号」电影吧？其中有一幕是幸存的老妇人坐着直升机，手上带着一缸活金鱼，

去看打捞「铁达尼号」的过程。1970 年代阿拉伯国家因油价大涨而暴富，许多

人钱多到不知如何花用。欧洲就出现一种顾问，教人花钱做各种怪事为乐，他们

就是在「避免做有用的事」。 

 问：这些小故事和经济分析没什么关系。 

 答：我再讲个小故事你就明白了。1970 年代台湾经济尚未起飞，对自己的产

品没信心，毫不遮掩崇洋拜金的心态。那时有家药厂进口一种良药，每剂要卖

30 元，还算有良心，但销路不好。药厂经理想个简单的办法，加个零成为 300

元，砸下大笔钞票送礼物给医院和医生，请他们向病患宣称这是美国新开发的特

效药，如何神奇有效，结果销路成长百倍。 

这个故事的意义很明显。什么叫做正常财？就是价格上升时需求量降减，价

格下跌时需求量增多。什么叫做炫耀财或奢侈品？正好相反：价格愈上升需求量

愈大，价格愈低需求愈少。换句话说，正常财的需求曲线是负斜率，奢侈品与炫

耀财的需求曲线是（反常的）正斜率。 

 问：我在经济学原理读过类似的故事，称为季芬财（Giffen goods）。1840 年

代爱尔兰大饥荒时马铃薯的价格大涨，奇怪的是需求量反而大增，需求曲线也呈

现（反常的）正斜率。我不明白，同样是正斜率的需求曲线，如何判断何者是炫

耀财？何者是饥荒财？ 

 答：两者的需求曲线虽然都是正斜率，但有个基本的差异：炫耀财（奢侈品）

是在没有生存压力时的反常现象，季芬财（劣等财&饥荒财）是在求生存时的反

常现象。这需要进一步的解说，我用爱尔兰的大饥荒为例。称为季芬财的原因，

是有位 Sir Robert Giffen（1837-1910）观察到基本粮食的需求线，在饥荒时会由

负斜率变成正斜率。 



 

这个地窄人稠的国家，五口之家的农户平均耕地只有一英亩，饥荒时最重要

的是每天摄取活命的 2,500 卡路里。平日还能吃到牛奶和肉类，饥荒时就被迫只

能吃马铃薯（单一食物）。此时的马铃薯价格扬升，但需求量反而更高，因为除

了马铃薯已无其他食物。状况严重时，成年人每天需要吃 14 到 22 镑才够活命，

早午晚三餐都吃，从 1 月 1 日吃到 12 月 31 日。 

 你这样吃一星期试看看！在这么不愉悦的情况下，马铃薯的需求曲线会成为

反常的正斜率。所以必须在季芬财的预算线下方加上一条「生存线」，来和同样

是正斜率的炫耀财做出区隔。教科书谈季芬财时都缺乏「生存线」的概念，所以

学生就不明白为什么，麦当劳的马铃薯是需要排队的正常财，而爱尔兰的马铃薯

却是劣等的季芬财？  

 季芬财必须在所得逼近生存底线时才会出现；必须在没有其他食物可选择替

代时，马铃薯才会成为季芬财。也就是说，在正常的社会里不可能找到季芬财，

季芬财是只有在被迫求生时（ survival imperative），才会出现的消费行为

（subsistence-driven behavior）。 

 我把季芬财的特征整理如下。(1)季芬财出现时，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不是交

切在他的「预算线」上，而是交切在他的「基本生存在线」。(2)基本生存线的位

置必然低于预算线。(3)无异曲线（即可以自由选择马铃薯与肉类的搭配组合）

只可能出现在预算在线，不可能出现在基本生存在线。(4)季芬财出现时，消费

者在生存的压力下，被迫只能选择一种食物（马铃薯），他的选择点必然落在 X

轴或 Y 轴上（称为角隅解，corner solution），而不是在第一象限内。(5)消费者的

所得效果，此时会大于（马铃薯和肉类的）替代效果。(6)季芬财必然是劣等财。 

 问：可否介绍几本制度经济学的专业期刊？ 

 

 答：(1)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这是美国 The 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 在 1967 年创办的季刊，主旨是探讨经济现象中的制度演变过程。(2)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JITE），这可能是德国最老的经

济学刊物（19 世纪中叶就有了），也可能是制度经济学界最好的专业季刊，2010

年已出版到第 166 卷。(3)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2005 年创刊（1 年 3

期），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 

 问：二次大战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哪些？ 

 答：现在把重点转向「新制度学派」，也就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对制度经济学

的贡献。我介绍两位代表人物：第一位是 1991 年得诺贝尔奖的 Ronald Coase

（1910-），第二位是以研究经济史的制度面，1993 年获得诺贝尔奖的 Douglass 

North（1920-）。 

Coase 定理大家耳熟能详，主要的观念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1937 年

Coase 发表一篇重要论文，分析为什么「公司会存在」？简要地说，因为可以减

少交易成本。如果你想找外劳照顾老人，如何在短时间内找到可靠的？答案是劳

力中介公司。他们手上有一堆名单和相片供你挑选，还能说出他们的工作经验与

雇主评价。你要付一笔中介费，但省事可靠。为什么中介公司能存在，因为他们

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家庭会存在？也是因为能降低生活成

本。为什么需要学校？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能从交易成本得到解释。 

 

Ronald Coase（左）与 Douglass North，1994 

这个概念启发许多相关研究，其中最显著的两位是：(1) 1993 年得诺贝尔奖

的 North，他从制度面来理解长期经济变动的非物质因素。(2) 2009 年得诺贝尔

奖的 Oliver Williamson（1932-），他把交易成本说深入应用来解释公司的治理。

请参阅附录 7 的表格，看他们的主要贡献。 

 问：经济史是你的专业，可否解说 North 的主要论点？ 

 答：North 认为他最代表性的著作是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1981）。North 是我系上同事刘瑞华教授的博士论文指导，刘老师翻译过 North

的两三本书，他对这个主题的理解比我好太多，我只能算道听涂说，知道零碎的

片段。 



 我们常以为蒸汽机和计算机这类的重要发明，对 GNP 才有意义。North 提醒

我们说，其实 17 世纪之后（英国的）专利法保障发明者的利益，因而鼓励更多

人投入，才会出现更重大的发明与创新。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飞机这种硬件对

成长固然重要，但专利法和商事法这类的制度也有重要贡献，不能只看硬件而忽

略软件。 

 我举个对照性的反例。大家都知道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Joseph 

Needham，1900-95），最重要的贡献是主编《中国科技文明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是耗费半世纪以上的集体工作，内分七大册，各册之下

有好几卷，1954 年至今已出版 25 卷，对理解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有不可取代的地

位。 

以南宋的水转大纺车为例，不论在设计上、概念上、效率上、实用性上都比

世界各国早好几世纪。但为何反而失传不用呢？因为动力纺车出现后，会取代许

多人力，破坏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与均衡。统治者对发明创新的态度很简单：奇

技淫巧者杀！ 

 

水转大纺车（约长 9 米高 2.7 米） 

North 的分析告诉我们：制度创新对经济的长期成长，甚至比技术发明还重

要。他认为这是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重要因素，请参阅他的另一本名著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1973 年与 Robert Thomas 合着）。

请上网读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条目，内容丰富有趣，我就别再说了。 



22 凯恩斯学派 
 

 

 

 

 

 

 凯恩斯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者，他的学说影响深远，至今仍是美国政

策的主流。例如联邦储备体系（中央银行）的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1953-，

参见第 3 章），应对 2008-9 年金融大海啸的政策，就是凯恩斯派的思维。这条路

线从 1929 年的大恐慌，到 1930 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New Deal），到二次大

战之后，以及 1960 年代的经济起飞。凯恩斯对全球的影响力将近一百年，一点

也看不出衰退的征兆。 

本章解说(1)他如何形塑出近代的总体经济分析，说明他的核心概念。(2)凯

恩斯的学说如何影响世界各国，尤其对美国学界的深远影响。换句话说，今天的

主题有两条主轴：(1)是「凯恩斯经济学」，谈他的学说与创见；(2)是「凯恩斯学

派」，谈学说的流传与影响。  

 问：19 世纪末期的剑桥大学经济系，不是马歇尔的天下吗？第 17 章说过，

马歇尔的特点是用边际的概念、微积分和几何图形，采取部分均衡分析法。为什

么才隔不到几十年，就从个体当道变成以总体为主流？ 

 

凯恩斯的父亲 John Neville Keynes，1852-1949 

答：我先说明凯恩斯的背景与剑桥经济系的脉络。大家都知道马歇尔有个学

生叫 John Neville Keynes (1852-1949)，他的个性温和，写过一本谈经济学方法论

的书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1891），之后在剑桥大学担任行

政工作。他有个儿子 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父子的首名都是 John，



所以就用 Maynard 来称呼儿子。马歇尔看上这个有才华的儿子，但 Maynard 对

经济学没多大兴趣。 

马歇尔就找他的学生 Arthur Pigou（1877-1959，剑桥的重要经济学者），每

星期陪凯恩斯吃一次早餐谈经济学。凯恩斯的母亲个性活泼，担任过剑桥市长。

凯恩斯的传记很多，可以看三联书店 2006 年出版的《凯恩斯传》（905 页）。这

是 Robert Skidelsky 花 30 年写的三册传记，浓缩成单册本，我受益良多。不要忘

记上网查阅他的全集：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30 册）。

那是英国式简明优雅文体的范本，这么丰富精采的一生，实属少见。 

 

问：可否先给个整体概念，说明凯恩斯的分析有哪些重要特质，和先前的各

学派有哪些差异？ 

答：我建议你上网看《一般理论》（1936）英文版的第 1 章，只有一页（其

实只有一段）。那是革命宣言，我简述主要论点如下：古典理论的命题其实只适

用在特殊状况，而非一般情况，也就是均衡的状态其实不多。古典学派所处理的

特殊状况，它的几项特征正好不符合当今的经济社会。如果我们把古典理论用来

处理目前的实况，必然是误导性与灾难性的结果。凯恩斯加上注脚：古典经济学

这个词是马克思发明的，用来指称理嘉图和 James Mill，以及在这两位之前的经

济学家。凯恩斯说，古典学派是指理嘉图的「跟随者」，包括（例如）J. S. Mill、

马歇尔、爱吉瓦斯和皮古。换句话说，凯恩斯要推翻皮古、他父亲的老师马歇尔、

以及理嘉图派的所有人。 

问：这些人不都还健在吗？而且是他的亲友，甚至是日常见面的人。 

答：是的，所以凯恩斯花好几年时间写《一般理论》。他的草稿复原后有此

书的两倍厚（2 册），收录在《全集》里。他写这本书时压力大到心脏病发，还

向他的朋友萧伯纳（Bernard Shaw，1856-1950）说，这是一本革命性的著作，凯

恩斯说写这本书的心路历程是一种 long struggle of escape。 

我还没回答你的问题：凯恩斯有哪些革命性的创见？(1)他的体系建立在「主

观心理」方法上，也就是不再假设行为是客观理性，而是主观的、会受心理因素



的影响。(2)属于失衡（disequilibrium）的分析。(3)注重短期的政策效果，因为

「长期而言，我们都已经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这句话出现在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1924），原意是用来批评过去的分析，并未在长期与

短期效果上保持平衡，但现在常把它当作凯恩斯「只重短期不论长期」的证据。

(4)注重总体综合面（aggregate）的分析（例如总合需求），不做消费者、产业的

个体分析。 

问：新学派的诞生通常是社会经济结构走到转折点，他的时代也碰到重大事

件？ 

答：就是 1929 年的世界大恐慌。你上网查 Great Depression，就明白这个问

题的严重性。学界对它的起因、蔓延因素、景气复苏有许多争辩，甚至到今天都

还没有定论，大恐慌是「万古常新」的重大论战。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经济学家会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大火燎原？

你还记得赛依法则吧？（参看第 8 章）这个法则说「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就

算有短暂的失衡，长期而言供需必然平衡。但是对凯恩斯而言，「在长期我们都

死了」。大恐慌时美国的失业率超过 25%，这是多可怕的社会问题！学界没见过

这么大的灾难，不知如何扑灭这场前所未见的大火。 

赛依法则是古典学派的基本认知，凯恩斯必须先推翻这个奉行已久的错误，

所以在《一般理论》的首页出现前面引述的那段革命宣言。第 8 章也说过，凯恩

斯的药方其实也是从古典学派找来的：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说」。萧条的

主因是「消费不足」，所以政府要以积极的公共支出刺激生产与消费。古典学派

奉行「看不见的手」与「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凯恩斯认为必须扬弃，改采另

一条路线：「看得见的脚」与「创造有效需求」（政府积极干预）。 

问：1930 年代初期列强经济大衰退，但《一般理论》要到 1936 年才出版，

1939 年欧战爆发。凯恩斯的学说，怎么能在 1936-9 三年间发挥特殊效果？ 

 

美国罗斯福总统 

答：1918 年一次大战结束后凡尔赛会议时，凯恩斯已大出风头，他在剑桥



大学的讲学内容早已在学界流传，也在各国传布。书是 1936 年才出版，但美国

罗斯福总统在 1933 年就提出「第一次新政」（First New Deal），1934-6 年间推行

第二次新政。1933-6 年间的美国新政，是应用凯恩斯学说成功的典范，请上网读

New Deal 条目。 

这项功绩有两项长远的影响。(1)从 1930 年代到 2010 年代，只要碰到景气

衰退，政府就开出凯恩斯牌的药方。我猜测这个处方至少可以用到 2030 年，凯

恩斯实在太有面子了。(2)很自然地，二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学就成为美国学界

的主流，透过各国留学生的传播，成为全世界最熟悉的学派。台湾战后亲美留美，

自然走凯恩斯学派路线，1970 年代初期我读大学时已是如此，至今仍未变。美

国经济学界大体而言有两大阵营：(1)哈佛、耶鲁、MIT 是凯恩斯学派；(2)芝加

哥大学偏向亚当˙史密斯与奥地利学派的利伯维尔场机能说。 

问：可否简介凯恩斯学说的基本特色？ 

答：可以分 5 大点。(1)分析架构注重总体宏观面（例如总合需求），较不注

重传统的个人行为与企业决策。(2)注重需求面，尤其是「有效」需求，因为 1929

年大恐慌的病根，在于有效需求小于实质供给，也就是说供给大过需求，赛依法

则失灵。(3)注重分析经济的不稳定性，主因是计划的支出和真实的投资额不同

（资金未到位）。原因众多，例如利润率太低，导致投资诱因不足，或是因为景

气变动造成投资者裹足不前，或是流动性（现金）偏好太强，不愿做中长期投资。

(4)工资与物价的僵硬性，例如工会护卫基本工资，或是受最低工资法的保护，

不景气时无法向下调整工资。或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产量下跌，但厂商不

愿削价求售，市场因而失衡。(5)采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让政府财政赤字

投入公共建设刺激景气，或是用宽松的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或降低利率减低投

资成本。这五个要点你在大一经济学里早就背得滚瓜烂熟。 

问：这派的学说与政策，对哪些阶层有利或不利？ 

答：主要目的是扑灭大火（大萧条），所以人人都是受益者，没有阶层之分。

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失业族群与工商企业界，但农业部门也同样受益。这和马克

思的手段不同，他们要推翻资产阶层，要无产阶级专政，要把生产资源国有化。

大恐慌的问题缓和后，大家才明白经济学家有功能，经济学不只是知识分子的逻

辑建构，竟然真的能经世济民。凯恩斯一方面改变了政策的思考模式，二方面提



高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如果你对经济学还有点兴趣，不要忘了凯恩斯的功劳，

这是从史密斯到马歇尔都没做到的境界：对政策有重大影响力。所以凯恩斯学说

很快就成为主流，也因而区分出个体（微观）和总体（宏观）两大分野。 

问：从概念的角度来看，凯恩斯有哪些新贡献？ 

答：回顾经济理论两百多年来的发展，我认为马克思和凯恩斯最具原创性，

因为他们的概念和前人完全不同，至今仍很有力道。马克思的部分在第 12 章说

过了，凯恩斯的部分你在教科书里也够熟悉了，但我还是列举出来方便你回想：

消费函数、边际消费倾向、边际储蓄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流动

性陷阱、工资与物价的向下僵硬性、失业状态下的均衡、乘数效果、加速原理、

赤字支出、节俭的矛盾、非志愿性失业、投机性的需求。你当然还会多想到一些。 

问：天下没有完美的学说体系，凯恩斯的分析有过哪些批评？ 

答：如果把善意的和恶意的加起来那就多了，我只说合理善意的。(1)太注

重短期的政策效果，忽略长期的广泛后果。(2)既是短期（1-2 年），就属于静态

的分析，缺乏长期的动态感。(3)为了彰显政策效果，会夸大萧条的严重性与可

能性，就像药品的广告会夸大得病的机率与对生命的威胁。(4)低估技术进步与

发明对复苏的贡献。1930 年代的重要发明较少，对 GNP 的贡献较低，这个批评

是今日的观点，对凯恩斯不公平。(5)为了达到效果，凯恩斯不惜浪费与破坏，

例如他认为建造金字塔、盖大教堂庙宇、大地震、战争，对活络经济有积极效果。 

凯恩斯曾建议英国政府把失业者分成两组，第一组发铲子把钞票埋在地下，

第二组也发铲子，找到钞票就算他的。凯恩斯鼓励有钱人浪费挥霍，让穷苦人有

机会赚钱，其实这是马尔萨斯的想法。你还记得第 8 章说马尔萨斯要维持谷物法，

来保障地主阶级的收入，因为他们能花钱聘佣人与农人，会产生较大的连锁效果。

台湾政府在 2009 年发给每人 3 千 6 百元的消费劵刺激买气，就是凯恩斯派的思

维。 

问：我想知道英国政府对凯恩斯学说的态度。 

答：你听过《圣经》的一句名言：在家乡没有先知。如果牛顿或爱因斯坦住

在隔壁，你一定不相信那个老头会那么重要。凯恩斯的学说透过剑桥大学师生的

讨论与辩驳，早已闻名于世。但在现实的政策面，英国的社会主义倾向较明显，

很多知识分子同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反地，美国在 1930 年代没什么大师，



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没有生存空间，所以对凯恩斯学说几乎没什么抗拒性。凯

恩斯就跨过大西洋在美国成为先知，在英国只是诸多学说的浪潮之一。 

问：商品需要进口商引入推广才会创造新市场，凯恩斯的学说透过哪些管道

引进美国知识界？ 

 答：这是个多元的现象，主要是透过去剑桥大学的留学生，与知识界直接阅

读《一般理论》。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哈佛经济系的 Alvin Hansen（1887-1975），

以及哈佛毕业后终身在 MIT 任教的 Samuelson，以下分别解说。 

《一般理论》出版后（1936），翌年 Hansen 进哈佛经济系任教。他曾经指出

凯恩斯《货币论》（1930）内的某个数学错误，对《一般理论》的最初印象平平。

但随着对凯恩斯著作的理解，他愈来愈佩服。 

 

Alvin Hansen，1887-1975 

Hansen 在系上有个固定的财政政策研讨会，核心主题是研究凯恩斯的著作

与政策意涵。参与这个研讨会的学生，日后有许多成为重要人物，对总体经济学

与政策有重要贡献。他们一方面学到新的观念，另一方面对大萧条的本质也有更

深刻的理解。他们接受凯恩斯的概念，认为这是解决严重失业问题的良方。你只

要看几个当时学生的名字，就明白那个研讨会的长远影响力：Richard Musgrave

（德国籍的财政学名学者，日后长期在哈佛任教）、Evsey Domar（1914-97，俄

国人，长期在 MIT 任教）、Paul Samuelson（1970 年诺贝尔奖）、Paul Sweezy

（1910-2004，在哈佛任教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James Tobin（长期在耶鲁任

教，1981 年诺贝尔奖）。 

 问：除了这批明星级的学生，Hansen 有哪些著作对推广凯恩斯学说有明显帮

助？ 

 答：1941 年 Hansen 出版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一方面在理论上

支持凯恩斯对 1930 年代问题的分析；二方面支持美国政府采取凯恩斯派的政策。

Hansen 力挺凯恩斯学说的另一种方式，是参加国会的经济委员会听证会，表达

他对凯恩斯思维与政策的支持。换句话说，他全力支持政府大有为地干预，以达



到充分就业的目标，也因而得到一个绰号「美国的凯恩斯」。Samuelson 说 Hansen

「比凯恩斯更凯恩斯」。Hansen 写了十本书，译成 29 种语文版本，其中在学生

圈内流传最广的是 A Guide to Keynes（1953），否则研究生不易读懂《一般理论》

的文字，更不容易翻译成具体的图形，也说不清楚背后的意义。 

 问：从教学的角度来看，Hansen 用什么方法推广凯恩斯学说？ 

 答：第 20 章说过，1937 年 Hicks 在 Econometrica 发表重要论文，把《一般

理论》的总体政策翻译成 IS-LM 图型。Hansen 的主要方法，就是在 Hicks 的架

构上做更完整解说，写成 Monetary Theory and Fiscal Policy（1949），以及 A Guide 

to Keynes（1953）的第 7 章。换句话说，你在教科书上看到那一套 IS-LM 图形，

是 Hick 发明在先 Hansen 推广在后，合称为 Hicks-Hansen 的 IS-LM 模型。 

 问：你刚才说 Samuelson 也是推广凯恩斯的要角。 

 答：是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从专题研究来说，1939 年 24 岁时，Samuelson

发 表 论文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ultiplier analysis and the principle of 

acceler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1:75-8。这篇文章奠定了「乘数

效果」（multiplier）与「加速原理」（principle of acceleration），成为研究景气变

动的基础理论概念。 

第 20 章谈数理经济学时说，Samuelson 的博士论文在 1947 年出版为影响深

远的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同样重要的，是翌年出版的教科书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后来去掉副标题，简称为 Economics。1970

年我读大一时是第 8 版，1985 我开始教书时是 14 版，2010 年已经第 19 版。这

本教科书在 1961-76 年间，每个版本至少印 30 万本，至今已有 41 种语文译本，

全球销售超过 4 百万本。 

 

 这本教科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总体宏观部分，完全是凯恩斯派的思维。

第二个特色是 Samuelson 仿效 IS-LM 图型的做法，画出现在全世界共同接受的

表达方式：分析国民所得的构成图时，在第一象限有一条 45 度角线。你当然也

知道国民所得的基本组成：Y = C + I + G + (X-M) = GDP。这套解说系统是透过

Samuelson 的教科书，传达给全世界的学生已超过半世纪。 



以上是凯恩斯学说如何透过哈佛这个重要的转播站，透过 Hansen 与学生毕

业后在 MIT 和耶鲁继续传播，以指数性的成长速度散布到全世界。 

 问：凯恩斯写作时很少用数学和图形，二次大战后北美的凯恩斯学派，反而

大量运用数学和图形。我有个简单的疑惑：如果凯恩斯棺中复起，他看得懂这些

自称凯恩斯经济学的作品吗？他会承认那是他的学说吗？ 

 答：分两点来回答。(1) 1937 年 Hicks 用 IS-LM 图形来批注《一般理论》，凯

恩斯当时 54 岁，并不反对这种诠释，因为他知道这是学术界的常态：马克思自

己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自称马克思学派的观点很不相同。用 Stephen Stigler 的

话来说：如果某项学说以某人来命名，那就表示那个学说与那个人无关。这个玩

笑性的实况有个学名，称为 Stigler‟s law of eponymy（可上网查）。凯恩斯的学生

Joan Robinson（见第 19 章），1960 年代去美国波士顿的剑桥市访问（这是哈佛

与 MIT 的所在地），她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的凯恩斯经济学，和我所知道的很不

相同，你们的是私生子（bastard＝杂种）。 

 (2)回答你的另一个问题：假若凯恩斯棺中复起，他读得懂或会同意吗？1980

年代初期，我去奥地利 Salzburg 参观莫扎特博物馆，看到他自有的键琴（那时的

钢琴）。键琴有两大缺点：音量小、力度不能完全由演奏者控制。我有点惊讶，

琴弦又细又少，能把莫扎特的音乐性表现得多好？我的感觉和你一样：如果莫扎

特棺中复起，到今日的交响乐团听自己的作品，他能辨认出来吗？他会同意那是

他的作品吗？ 

 「凯恩斯经济学」（英国剑桥的），和「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美国剑桥的），

如果用 DNA 的相似性来比喻，血缘的近似性会大于 50%吗？1960 年代初期有位

瑞典博士生 Axel Leijonhufvud，对这个问题做很好的研究，后来他在 UCLA 经

济系长期任教，论文出版成一本名著(1968):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他举例说明双方的基本差异：凯恩斯在《一般理论》的主

要关怀，是要呈现一套总体经济的数量调整模型（a macroeconomic quantity 

adjustment model）；而不是要分析「失业状态下的均衡」（analysis of unemployment 

equilibrium），那是凯恩斯学派的主要关怀。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那是北美诠释者当时的环境与问题意识，与凯恩斯写

书时大不相同。凯恩斯学派从原著找有用的概念，「加持」或投射在自己的模型



上，为了吸引目光还贴个大标签，说这是凯恩斯牌的产品。有人说「所有的历史

都是现代史」，因为写作者都把历史用来当作自己的注脚。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附加两个小要点。(1)从「科学革命」的角度来看，

凯恩斯经济学是一种「典范的转移」：完全不同的视野、新的分析概念、以政策

目标（挽救 1929 大恐慌）为主的理论架构。(2)推荐各位读 Mark Blaug（1997）

《经济理论的回顾》第 16 章（英文版页 641-76），他对《一般理论》做很好的导

读，也有很漂亮的解说与评论。Blaug 对凯恩斯用了不少工夫，1985 年左右拍过

一部凯恩斯的影片（大约 1 小时，他送我一份），他的解说不能忽略。 



23 奥地利学派 
 

 

 

 

 

 

 第 15 章谈边际学派时，稍微提到奥地利学派的第一代，我不觉得很有启发

性。今天要谈第二代的代表人物：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海耶

克（Friedrich von Hayek, 1899-1992）、熊彼德（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

我不太敢碰海耶克，因为那是个大黑洞，陷入后必定无法脱身：我在 1970 年代

稍微接触过，知道那是个单独的领域，甚至是个独立的小学门。我对现今的第三、

四代很不熟悉也不太喜欢，请谅解我这方面的知识有限。 

 

Ludwig von Mises，1881-1973 

 问：可否简要说明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特点？ 

 答：回想一下凯恩斯的分析里，谈的都是宏观面：利率、货币、流动性陷阱、

有效需求。这种论述大都在分析政府的作为和政策选择，很少谈到企业或个人的

角色。在马歇尔的新古典个体分析里，虽然比较谈到个人的角色，例如消费者剩

余，但背后的重要假设是：这些个人都是「代表性的个人」（representative man），

也就是「理性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 

奥地利学派正好相反：把企业和个人放在分析的核心（以人为本），认为企

业是有创造性的，个人不一定是理性的。这个特征从米塞斯的著作即可看出：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1912）。同样的道理，奥地利学派注重与

人密切相关的制度面，以及失衡面（因为人必然不完美）。既然注重个人，就会

看重自由面与竞争面。奥地利学派认为人性是复杂的，会冲动、会犯错、会判断

失误、会恐惧，所以不可能做出理性计算。正由于人性的复杂，所以要注重制度



来规范行为的容许程度、来协调各方的利益。 

奥地利学派的关键词不是均衡、理性、供给等于需求、阶级斗争，而是个人

行为的「主观性」、「时间」对分析的意义、不确定性、失衡，看重「过程」、知

识的角色、协调的必要。 

 问：这些概念听起来都不是传统的经济术语，反而比较像心理学和社会学的

语言。我一下子不能明白这些概念背后的意思。 

 答：你的反应很正常，同时也点出奥地利学派的困境。(1)他们的基本概念对

今日的经济学界太陌生也太遥远，这两套体系之间很难有火花性的对话，因为问

题意识和分析工具都很不同。(2)这种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念，很难用数学模型

表达，缺乏科学的外观与证明，有数理倾向的人不肯投入，因而不易成为主流，

只能靠诺贝尔奖颁给海耶克（1974）撑起基本门面。这样说也未免太羞辱奥地利

学派，如果你上网看 Austrian School，会惊讶地看到丰富解说，看到他们的学会

和期刊，以及代表性的人物与著作。这股非主流的势力不可小看，至少出过海耶

克和熊彼德这类超级巨星。 

 问：你还没回答刚才的问题：奥地利学派的具体内容与实例。 

 答：那我就分五点详说，有点抽象，不要太抗拒，听完再判断。(1)强调主观

意识而非客观分析。奥地利学派的基本信念是，经济行为是人的选择，只要有选

择就有主观成份。你在教科书里看过「显现性偏好」，这就是主观的意识。个人

在选择时，所依靠的是他「有限的」知识（不可能全知全能），既然讯息与知识

不可能完全，就会有错误空间。即便是经营之神王永庆也做过几次错误投资（例

如汽车业）。军事上也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医生也会看错病开错刀。我同意

奥地利学派的见解，说经济理性行为的假设违反常识。换句话说，企业家就是敢

做主观选择，勇于承担风险。我不相信我是理性客观的，我也不相信理性客观的

人会发现新大陆。 

 

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 

 (2)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经济行为。「人」才是活动的主角，不分析主角的动

机与作为，而只是中性地谈物价与景气，能探索到问题的核心吗？连最重视总体



分析的凯恩斯，都会谈 animal spirits（这是个复杂的概念，请上网看解说，文献

丰富）。 

 (3)注重行为的目的性。每个人的（经济）行为必然有明确的目的，不完全是

利己，也可以利他（例如参战为国捐躯）。古典学派的思考以效用来衡量，在痛

苦与快乐之间计算与选择。日常生活或许可以用这个方法，但奥地利学派认为所

有的选择都是「向前看的」，所以「预期心」的角色就很重要。人的行为不只是

单纯地计算痛苦与快乐，同时也受到「目的性」与「动机性」的驱使。 

 (4)经济行为是互动的，而非单向的函数关系。新古典学派通常只考虑个人与

厂商的效用，然后计算极大值、极小值、最适状态。奥地利学派认为这类的分析，

注重（数学）形式的优雅与完整，但能否对应到真实的世界，则不是抽象理论建

构者的关怀。 

 (5)奥地利学派宣称，自己的经济学是不科学的（nonscientific），他们反对理

嘉图式的纯逻辑演绎，也反对纯数理的推演。认为这种「以形害义」的分析，表

面看来有科学的形式，但实质内容是非科学的（unscientific）。数理与计量模型

喜欢预测下半年的 GNP 或油价变化，但通常只是不负责任的臆测。那些预测者

甚至不知道自己下半年的吉凶，就敢放肆大谈明年的世界前景气。奥地利学派的

目标，在于增进对社会的理解，让大家更明了经济的运作机制，预测景气变动不

是他们的主要关怀。 

 问：听起来很动人，但我不敢放弃新古典学派的思考方式与数理工具。就算

我学好主流经济学都不一定找到工作，如果我宣称走奥地利学派路线，那必然更

找不到工作。我换个话题：请举例说明奥地利学派的战绩。 

答：我猜你的意思是要举个例子，说明奥地利学派和其他学派有过哪些重要

的争辩。我知道一个漂亮的个案，是米塞斯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派的著名辩论。

这是个重要的长故事，给我 10 分钟把来龙去脉讲清楚。 

 

1917 年俄国革命推翻沙皇后，积极走向集权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短

时间内得到显著效果引起各国注目。原本大家对资本主义的公平性就很质疑，



1929 年大萧条后对资本主义的稳定性更是疑虑。西欧的知识分子，因而对社会

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相当的预期与幻觉。希特勒兴起后，奥地利学派（信仰自由

主义）被迫流亡，最有名的三位是熊彼德、海耶克和米塞斯。海耶克在 1944 年

出版《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反对集权式的中央计划经济，认为

这种制度会把社会带到奴役之路。 

米塞斯是熊彼德在维也纳大学的前后期同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同校执教，

1940 年移民美国在纽约大学任访问教授，1969 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

员」。米塞斯从 1920 年代起就反对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主要的论点在《社会主

义》（1922）中有完整论述。 

他的基本论点是中央计划不是好的制度，因为价格机能完全无法发挥，企业

家精神没有施展的空间，一切都靠中央计划局的全盘规画。计划局或许可以规画

明年全国要生产多少布料与鞋子，但怎么可能规画生产设备这类的资本财呢？农

业丰收和歉收时怎么办？你总不能预估三年后的粮食产量吧？ 

当工资、货币供给、资金这些生产要素都中央化，就表示各省县与地方基层

没有自主的空间，结果必然僵化死气沉沉。在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下，没有利伯

维尔场，没有价格机能，必然无法追求效率。俄国百姓要排队买面包，因为资金

被挪去发展登陆月球了。 

米塞斯辩论说，企业家才是活力的主体，在缺乏创新、冒险、不鼓励才华的

社会主义国家，只是被动地做上级分配的事。在缺乏诱因与激励的环境下，都在

消极地应付，对质量不关心，反正都是国营的，好坏盈亏与我无关。这种制度会

出现奇怪现象：搬钢琴的工人薪资，和弹钢琴的音乐家相同，理头发的薪资和开

脑袋的外科医生接近。这些都是讲求工农兵平等所造成的假象，反而造成不效率

与假公平，成为对 GNP 成长最大的障碍。相对地，在资本制度里人人追求利益

极大化，有意愿冒险与创新。这才是让 GNP 快速成长的好方法，缺点当然就是

社会的不公与贫富悬殊。 

米塞斯反对中央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那些坐在办公室的官员，不可能

知道全国各地的所有产品数据，而是一厢情愿或不顾事实地规画，不考虑供给与

需求是否相符，只从供给面来单向设计。中央计划局好像是全知全能的计算机，

或甚至在扮演上帝，要规画几十万件商品的供需。这些事情在市场机能体系下，



让价格机能自动调节就好了。历史证明奥地利学派是对的，共产集团在 1990 年

代初期开始崩溃，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之后，反而产生比资本主义更严重的弊端。

有本书对这次的大辩论有很好解说：Don Lavoie (1985):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问：我没听说过米塞斯的名字，这样听来好像他很有学问又有趣。 

答：其实他是个单调呆板的人，除非你心中有爱，否则很难读完一章后还会

有热情。他一板一眼到如果打字者在稿子上有个标点错误，他就要揉掉重打。他

的学说其实就是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强调市场与价格机能的重要性，一辈子

就在这个圈子打转，文字冗长论点反复，我很早就向他告别了。 

问：你对海耶克也有同样的感受吗？ 

 

答：那就完全不同了。1970 年代初期台湾还在戒严，能接触到的外国信息

很少，图书馆的藏书有限又是闭架式。海耶克在战前有位学生周德伟，时任海关

署长，他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海耶克名著的中译（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 

周先生的译文一方面过于典雅，二方面相当有个人见解，试举两例。(1)他

把书名译为《自由的宪章》，constitution 固然有宪章之意，但我认为海耶克的原

意是「构成」，但《自由的构成》未免太平淡，大陆有译本名为《自由秩序原理》

较折衷达意。(2)他把 freedom 译为「自由」，把 Liberty 译为「自繇」。Freedom

与 Liberty 在中文内难以明显区隔。虽然古字里「繇」与「由」同字，但完全不

同义：「繇」与「徭」同意，是「役」的意思。我觉得「自繇」是自创的怪词，

没有「自由」的意思。「繇」在古字里同「籀」，是占卜的文辞，与自由无涉。 

我那时太年轻无法理解译文，又无原文书可看，就去找译者请教。周先生当

时已退休准备赴美，竟然愿意见我谈了大半天，我还是一头雾水。海耶克是欧洲

式的知识贵族，博学多闻著作丰富影响力深远。1970 年代初期他在芝加哥任教，

应邀来台访问引起媒体大幅报导。邀他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政府改革开放走自由



主义路线。也有人说政府已决定这么做，要学术界配合运作，邀请自由派大师来

台建言，然后高层虚心受教，这是「戏码说」。 

其实我们早就透过台大哲学系殷海光教授翻译的《到奴役之路》，对海耶克

有初步认知。我 40 岁之后重看殷海光的译文，明白两件事：(1)戒严时期他翻译

此书时，某些段落做了选择性的删筛。(2)他在译文中加入自己平时不便说的道

理，我称为「托译言志」。现在信息发达，回头看年轻时期真是走了不少摸索的

寃路。 

1938 年纳粹兴起后，海耶克定居任教伦敦政经学院，他是蒋硕杰的博士论

文指导。1950 年他转到市场机能学派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中间沉寂一时，我

猜原因之一是他不用数学也少用图形，不容易和主流的数理学者打成一片。我在

报纸上看到有人说，1974 年他得诺贝尔（75 岁）后，好像打了强心剂，又是一

条活龙。 

问：你对熊彼德也有类似的观感吗？ 

答：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是个有活力、有创造力但也更悲

剧的英雄，网络有非常多的文献和相片。我手边有两本传记相当好看。(1) Richard 

Swedberg (1992): Schumpeter: A Biography；(2) Thomas McCraw (2007): 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我搜藏一些他的相关资料，

对他还算了解。 

1992-3 年我在哈佛商学院图书馆，曾经用过他在二次大战期间写作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时的桌子，也在哈佛校史档案借阅过他的文件，印

象深刻。我手边还保留这本《经济分析史》，可以看出他真的很博学。他写此书

时已进入晚年，有些见解相当主观或甚至错误，例如他对 quasi-rent 的解说我就

很不同意。但没有人敢忽略这本书，主因就是太广博也太有见解，就算是错误也

都有点启发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些都是 sparkling errors（闪亮的错误）。 

 

1980 年代中期，我认真读过他的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

还能感受到 40 多年前他的力道与征服力。他晚年生活较低沉，上课时学生可以



看出他没睡好或是宿醉，讲课也不准备。二次大战期间有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流亡

美国，教室里有些人比他对某些题材更懂。有人回忆说熊彼德上课时常胡乱讲，

既没条理也没重心，但几十年后还会在脑中突然出现，鲜明难忘。而那些准备充

分的教师，从黑板左上角写到右下角，学期一结束就永远不记得内容了。 

问：八卦该说完了，请说些正经的论点。 

答：熊彼德的人生三愿和我很不一样，他立志要当：(1)世界上最好的情人；

(2)欧洲最好的骑士；(3)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我觉得上天听见了，决定要和他开

个玩笑。你当然听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不要随便

立志，老天没你想象的仁慈。 

熊彼德生在 Moravia（原属奥地利，现属捷克），在维也纳大学读法律与经

济学，1913-4 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交换教授，种下他和美国的长久缘份。一

次大战期间（1914-8），他的立场亲英反德主张和平，1919 年任奥地利财政部长。

1921 年担任维也纳一家银行的负责人，受到 1924 年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而

倒闭，只好回到学术界任德国波恩大学教授。从 1932 到 1950 年过世（67 岁）

任哈佛大学教授，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30 年参与创办数理经济学的顶尖

期刊 Econometrica。他年轻时没学过微积分，中年时努力试过但没成效。 

熊彼德的经济见解，有两个主要影响来源：(1)他从洛桑学派的华尔拉斯（见

第 18 章），学到体系之间相互依存、交互影响的概念（一般均衡），了解到新古

典学派的部分均衡思维，有其功能也有其限度。(2)他反对马克思的阶级鬪争说，

反对集权主义的中央计划，但很佩服马克思对经济变动过程的深度剖析。 

熊彼德的主要目标和马克思有两个共同点：(1)都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制度

面。(2)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透过剥削造成阶级冲突；透过追求利润极大化的贪

婪心，造成景气过热与衰退，这两项缺陷会导致资本主义崩溃（详见 12 章）。熊

彼德也认为资本主义必将崩溃，但透过不同的途径与机制，他称为「创造性的毁

灭」（creative destruction）。 

这是个重要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诠释。我感觉到很多人（尤其在美国学界），

把这个概念放在「商品竞争」的小框架内，忽略了熊彼德当初的雄心大愿：他要

当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者，他要和马克思一样，解释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过程与



原理；他要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与过程，来论证同一个命题。把熊彼德大格局的创

造性毁灭论，弄成缩小版的商业竞争行为说，那真是断章取义、把格局弄小了。

这个重要论点的内容稍后详述。 

问：熊彼德最有名的论点，是强调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从来没

听说过他要做和马克思相抗衡的伟大工作。请说明他对企业家的概念。 

答：这个英文字是法文与英文的综合体：entrepreneur 的原意，用英文来说

就是 undertaker，就是承担任务去完成的人。英文从法文借来这个字，但大多数

人又不知如何正确发音，就有人加上英文的字尾 ship，弄得不英不法。我每次听

美国人读这个字总觉得难过，就像吃牛排沾辣椒地怪异。 

企业家精神不一定指商业性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过程曲折，要先到处募

款，碰到无数困难，出海后又多灾多难，但终于成功了。这就是企业家精神：勇

于冒险犯难，承担风险做出别人钦羡的事。同样的道理：帮派大哥、海盗和丐帮

帮主，要成功很不容易，都属于企业家精神。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核心概念：创新（innovation），就是用前所未见的

手法或工具达到新目标，例如发明家爱迪生、科学家牛顿与爱因斯坦。创新的定

义很简单，就是「出新招」，例如引入新技术、新方法、开发新市场（例如微软、

Facebook 或 YouTube），或研发新的生产线。有些创新有 GNP 意义，例如蒸汽机、

飞机、计算机，但大部分的创新未必有此效果。 

换个角度来说，你家财万贯去开公司当老板，那只是个资本家，并不必然就

是企业家或创新者。反过来说，有些人没钱但有才华，能开出新路，例如台塑王

永庆年轻时的拚斗精神，例如台湾餐饮业的严长寿只受普通教育，但能走出自己

的大片天空。熊彼德认为资本主义最珍贵的，就是鼓励企业家精神。如果社会充

满活力鼓励创新，自然会带动 GNP 成长，否则就会掉进停滞期。熊彼德观察到，

创新活动有集中出现（cluster）的趋势，会在某个时期大量出现。但花无百日红，

如果出现阻碍因素（例如战争或瘟疫），产业就跟着衰退，经济体制进入萧条，

重新调整进入新均衡。 

问：下课时间快到了，可否解说更重要的概念：创造性的毁灭。 



 

Werner Sombart，1863-1941 

答：20 年前我读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时，对这个概念的印

象和我从教科书读到的内容很不相同，你从网络可以查到更多文献。前面介绍过

McCraw（2007）的熊彼德传记，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在专谈这个概念。其实这个

概念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宋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提出的，熊彼德

把它应用到经济学界。其实我对这个概念相当有兴趣，但每次都败在懒惰之下。 

以下是简化的教科书版本。独占者会有超额利润，必然引起他人的注目，要

进入市场分享利润，独占者也会防卫自己的利益。在动态的竞争压力下，独占者

（例如微软）会不断研发更新更具优势的产品。这种独占→防卫→竞争的动态的

过程，就是一个既「创造」又「毁灭」的过程：微软一直要「创新」，但市场的

竞争与司法部的反托拉斯法，又一直要「毁灭」微软的独占优势。 

举个史例你就明白了。美国火车在 19 世纪是很独占的产业，但出现高速公

路与卡车后，铁路的优势就被削减。后来出现航空业，长途铁路的优势就衰减了。

生活上你也看过很多类似的事，例如电信局的独占通讯系统，在网络出现后，免

费的 Skype 就让越洋电话的优势消失了；电子邮件的出现，让台湾的邮局必须在

窗口代售面膜。这些例子要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资本主义虽然会创造独占，但

透过这套创造性的毁灭机制，独占者必然无法长期维持优势。资本主义的两大优

势，就是价格机能与竞争机制，一方面随时在破坏，一方面又随时在创新。 

问：前面你提到一个问题，说稍后要解说，主题是马克思与熊彼德有同样的

目标：解说资本主义为何必然崩溃，但双方的角度、概念、过程完全不同。 

答：是的，我提过这个问题，但一时想不起答案，我从前知道但现在模糊了。

那就把这个题目留给各位，当作期末成绩的加分题。请在一页内解说：熊彼德和

马克思一样，想要论证资本主义必然崩溃，但双方的概念与论点迥异。「创造性

的毁灭」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熊彼德如何用这个概念，来预测资本主义

将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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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芝加哥学派 
 

 

 

 

 

 

 战后台湾的经济学界走美国路线，从名校毕业的人愈来愈多，其中从芝加哥

取得博士学位在台任教的也有好几位，甚至多过从哈佛、MIT、耶鲁毕业的人数。

从附录 7 的诺贝尔奖名单来看，芝加哥也是得奖人数最多的，高峰时期系上有七

位得主任教。第 22 章说过，哈佛、MIT、耶鲁基本上走凯恩斯学派，主张政府

大有为的干预式政策。第 23 章说过，芝加哥大学基本上走自由学派，主张发挥

市场机能政府极小化。当然不是芝加哥的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主张，这个基本氛围

是由几位核心人物奠定的：Friedman、Stigler、Becker、Lucas。本章分两条主轴：

(1)解说这个学派的基本特征；(2)限于篇幅只能简介三位代表人物的主要贡献。 

 问：自由主义与最小政府的学说，《国富论》（1776）已有完整论述。在汹涌

的历史潮流中，我们看到 19 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也看到边际学

派的兴起，以及 20 世纪初期马歇尔的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的「反赛依法则」

总体经济学。为什么《国富论》的主张到二次大战后，竟然在以凯恩斯学派为主

流的美国，奇异地在芝加哥复兴，甚至还有最多的诺贝尔奖？ 

 答：我说不出个简单明白的道理，但可以提供背景性的说明。(1)美国的名校

在东部有哈佛、MIT、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乃尔这些长春藤盟校。在

西部有史丹佛和柏克莱这些名校，北部有芝加哥、西北大学、威斯康辛、明尼苏

达。各校自有特色，必须有自己的明星人物才能彰显。 

(2)单就芝加哥来说，它有北方最好的人文社会学领域，理工学院也有许多

重要人物与诺贝尔奖，例如物理学界的费米和发明氢弹的泰勒。物理学界的杨振

宁和数学界的陈省身，也和芝加哥有过密切关系。这个学校的水平不会比东岸的

名校差，它的经济系有突出表现并不意外。 

(3) 1948 年 Friedman 回到母系任教，他的高标准与影响力产生磁吸作用，吸



引有才华的系友（例如 Stigler），也吸引像 Becker 这样的高手加入。所产生的滚

雪球效果，就会培养出 Lucas 这样的博士生荣耀门第。 

 问：如果不谈个别差异而从整体角度来看，20 世纪下半叶的芝加哥学派有哪

些基本特色？ 

 答：(1)最重要的精神，当然就是亚当˙史密斯和奥地利学派，强调的「个人」

角色与尊重市场机制：是追求个人福利、尊重价格机能、保障个人自由意志与行

为。(2)社会现况不论是否合理或是否喜欢，都是长期竞争与演化的结果。最好

不要有政府的干预，硬要扭到「更好」的方向。真正要做的是建立公平竞争环境，

维护财产权，让外部性与交易成本极小化，才能更合理更效率更公平。(3)反对

凯恩斯派的干预，尤其是货币与财政政策，认为这些主动的干预，其实是几次大

萧条与景气波动的背后黑手与乱源。(4)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民间对政府的作

为早就了然于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干预式的政策效果，早就被「理性预期」

和「提早反应」消解了。(5)官员的政策目标与民间的看法未必一致，政府的管

制也未必公平合理。主张最小政府，管得愈少管得愈好，回归古典学派的自由主

义，所以有人称芝加哥学派为「新的古典学派」或「新的自由主义学派」。 

 问：每种学派都会有人支持或反对，请说明芝加哥派的情况。 

 答：这套自由主义没有特定的要求对象，受益者是：(1)一般民众和民意代表，

因为自由主义尊重个人意志与民意表达。(2)财团和富人，因为他们不喜欢太精

明或太有权力的政府，会妨碍他们的活动与利益。18 世纪有人批评《国富论》

是在替资本家讲话，维护富有阶层的利益，看不见的手其实比较袒护资本家。 

哪些人讨厌自由主义？(1)农业团体需要政府补助，因为干预性的政府会注

意农产品价格，关切物价水平与通货膨胀。(2)工会也反对自由主义，因为他们

要结合劳工来和资本家争议薪资与福利。(3)积极作为的官员不相信，放手让民

间自己管理会对 GNP 有显著效果，也不相信自由放任会让社会更公平理性。 

 问：这样听来芝加哥学派的反对者还相当多，而且也不是没道理。 

 答：很难说芝加哥学派是否正确，但有几件事实反映这个学派的劣势与优势。

(1)从 1929 年大萧条至今，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团很少由芝加哥派主导，基本上

是由东部名校的凯恩斯派参与。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是美国总统，会找个顾问团

来告诉你说，自由放任是最好的政策吗？当然不会，因为政府就是要表现要行动



要有作为。(2)就学术的创新与影响来说，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就很显著，例如

Friedman 的货币数量说、Becker 的家庭经济学、Lucas 的理性预期理论、Coase

的交易成本说、Mundell 的最适货币区理论，以及年轻一代 Steven Levitt 在《苹

果橘子经济学》的新题材与创意分析。 

 问：我大概明白这个学派的特色，接下来可否介绍几位代表人物？ 

 答：在有限的篇幅下我只能介绍三位：Friedman、Becker、Lucas。更重要的

是你从网络上看相关数据，丰富得很。(1)上网查看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2)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网站看最新状况。(3)对以下要介绍的 3 位，上网看

他们的生平与著作。(4)上诺贝尔官方网站（见附录 7），看他们的自传与演说影

片。 

 问：有人说 Friedman 是 20 世纪经济学界的小巨人，这是什么意思？ 

 答：我不确定这句话是褒还是贬，但基本用意是在对比身高（听说不到 1.6

米）与成就的明显反差。另一位有类似反差的人，是建造艾菲尔铁塔的 Alexandre 

Gustave Eiffel（1832-1923）。这个塔的总高度 324 公尺，最顶端的楼层 273 公尺，

建造时间是 1887-9 年（三年不到）。主要目的是当作 1889 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就

像 2010 年的上海世博）的入口点。 

 

Alexandre Gustave Eiffel，1832-1923 

1979 年我去巴黎读书时，几乎每天都要走过铁塔附近。每次仰望天上的浮

云快速飘动，总是想不通在 1880 年代怎么能做出这样惊人的东西。下次你有机

会参观时，记得要站在铁塔的四个脚下方，感受一下身高和那个大曲度弧状底座

的对比。你就会明白建造者的身高（听说不到 1.6 米）和成就的反差。说 Friedman

是经济界的小巨人，我猜就是这种感觉。 

当初要盖铁塔时，艾菲尔最担心的不是高度与工程问题，而是要选择哪种材

料。当时还没有不锈钢，他要考虑两大问题：(1)风吹雨打的生锈问题；(2)全塔

的总重量问题（约 1 万公吨）。最后选择他最熟悉的材料：生铁。听说每次从底

层油漆到塔尖后，就又要从底层漆起，如此反复不已直到塔垮为止。 



 问：Friedman 最有名的学说，当然是 monetarism（唯货币论）。我们在教科

书读过这个理论，我想知道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那是什么意义？ 

 答：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真的是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你记得古典学派

的货币理论说过：货币是一层面纱。意思是说，不论是透过贸易顺差或政府印钞

票，让货币数量增了一倍，长期而言物价也会增高一倍，实质购买力根本没变化。

如果我的薪水加十倍，物价也涨十倍，那有什么用？如果我的薪水少 1/3，物价

也跌 1/3，那我也没什么损失，所以古典学派说货币只是一层面纱。 

 Friedman 反对在景气时缩紧货币供给量，或在萧条时增加货币供给量，透过

人为的手法把经济活络起来。他认为最好的货币政策，就是长期维持「温和稳定

成长」（每年约 4%或 5%），这样就能配合或刺激自然增长。然而美国从 1929 年

大萧条之后，就沿用凯恩斯学派的扩大赤字、增加货币政策，几乎成为难以改变

的「定见」。 

Friedman 一方面强调古典学派的理论与智慧，二方面和 Anna Schwartz 合作，

1963 年出版 860 页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这本没有数学但有大量长期统

计的巨著，提供许多肉眼就可以判断的证据：美国史上的几次重大萧条，都和政

府不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密切关系。以 1929 年大恐慌为例，政府为了防止股市过

热，把货币供给减了 1/3，这是最错误的政策。 

 

 凯恩斯说货币的需求有三项动机：交易的需求、预防的动机、投机的目的。

Friedman 加上七项因素：(1)我对货币的需求量，取决于我的总财富量；(2)取决

我保有现金的成本（利息或保管费）；(3)取决于我的偏好：喜欢手上有大把钞票

或低调节省；(4)与长期的实质收入正相关；(5)与物价水平正相关；(6)与预期的

通货膨胀率负相关；(7)与利率的变化无显著关系。 

我研究近代中国银本位问题时，从《美国货币史，1867-1960》获益良多。

我手上这本是 1990 年的平装本第 8 刷，20 年来不知又印了多少刷。我建议你去

找一本来翻阅，先从索引页 824 找 China，看其中的一项主题「银本位」。我觉

得他的基本判断很好，对陌生的题材也能根据学理说出正确见解。他是个既传奇



又精采的人，请看他和夫人合写的传记《两个幸运的人》（1999）。 

 

 问：我读过他的恒常所得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我不明白这个

学说的目的是什么？ 

 答：读大学时我为了应付考试，跟你一样硬背下来囫囵吞枣，后来也没机会

接触。1990 年 3 月 Blaug 告诉我一件事：大家都说 Friedman 最有贡献的是货币

理论和货币史，但他觉得真正了不起的著作是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1957，45 岁）。我愣了一下，才把大学时期吞下去的枣子消化了（过

了 15 年）。以下的解说是简化版，请在教科书上看严肃版。 

 凯恩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观念：边际消费倾向。你多赚 1 万元时会多花 7 千

元，多赚 10 万元时会多花 5 万元，换句话说消费是所得的函数。对穷人或少数

人来说，平常过得苦哈哈，多赚当然多花。可是对中产阶级或较富有的人，你觉

得王永庆会因为财富而过得纸醉金迷吗？其实他节省得要命。如果明天中了十亿

元彩劵，我会多花 1 亿吗？当然不会。边际消费倾向说让人困惑。 

Friedman 说凯恩斯的理论，无法反映所得与消费之间的正确关系，对理解消

费行为没有帮助。他认为「我们使用现金消费时，并非取决于短期的现金收入」。

相反地，他认为家计单位的消费模式，并不是由「当前（即短时期）的所得来决

定」，而是由「恒长（即长时期）的所得决定」。 

这符合大多数家庭的开销模式。例如夫妻都是上班族的家庭，就算收入中上，

也要长期规画房贷与儿女教育，就算中了上亿彩劵，也是庆祝几天后就回到长期

的规画里。你在报纸上看到中奖后就挥霍的人，几年内就一贫如洗甚至自杀，这

就符合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说。正常合理的家庭绝对不会这么做。Friedman

在 1950 年代有证据支持恒常所得说吗？除了理论的建构与推演，他实地访问各

种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医师）的日常开销模式，都支持他的假说：家庭的

支出取决于长期的收入（预期未来一段长时间的所得），而非半年或一年的短期

收入。 

这个学说更深远的意义，是要反对凯恩斯学派的短期总体理论，说消费是短



期所得的函数。换句话说，凯恩斯派认为所得增加会让消费支出增加，会造成乘

数效果。Friedman 认为这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说法。凯恩斯学派不了解恒常所得说，

只用边际消费倾向说，必然会夸大政府的短期刺激经济效果。（推荐一篇回顾性

论文 Costas Meghir (2004): “A retrospective on Friedman‟s theory of permanent 

income”, Economic Journal, 114:F293-F306） 

 问：还有半小时就下课，请你谈 Becker 和 Lucas 的事。 

 答：那我就简要些。Becker 是经济学界公认的天才，不是靠复杂的数学演算，

而是靠题材的新颖，以及和不同领域（尤其与社会学）结合之后的闪亮火花。1930

年出生，1951 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22 岁时与老师 William Baumol 刊出一篇思

想史的名作：“The classical monetary theory: the outcome of the discussion”，

Economica，1952, 19(76):355-76（伦敦政经学院出版）。1955 年从芝加哥大学取

得博士学位，1957-69 年间任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70 年回母系任教，和社会

学系、商学院合聘。1967 年得 Clark 奖，1992 得诺贝尔奖，2007 得总统自由奖

章，2014 年逝。他在几个领域的贡献，各自带引出新的研究风潮：种族歧视、

犯罪与惩罚、毒瘾问题（理性上瘾）、利他行为、人力资本、家庭经济学、时间

分配经济学、不肖子定理。 

 他的著作等身影响全世界，我对他的两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刻。(1)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2):76-90，这是和

George Stigler 合作的漂亮论文。这句拉丁文成语的意思是「品味无法争辩」。西

洋谚语说：颜色与味道无法争辩，因为这是主观的感受，无法透过辩论来说服。

这篇文章给这个命题做出数理经济的分析，相当有创意。 

(2) “A note on restaurant pricing and other examples of social influences on 

pri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5):1109-16。这篇 8 页的短文要问一

个常见但难以回答的问题。有家海鲜店的生意非常好，顾客宁可排两小时的队，

也不愿去隔壁的另一家海鲜店。问题是：(a)生意这么好的店，为什么不提高价

格（以价制量）？(b)如果我是附近一家生意轻淡的海鲜店经理，我知道质量与

商誉比不上那家特优的邻店，那就应该降价去吸引在长龙里排得不耐烦的顾客。

但为什么通常不会这么做？ 

 Becker 在文章内说这个问题他百思不解，1950-60 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时，每次把这个题目发给学生当作业题，看会不会碰到个天才，但都无人提供解

答，几十年过后只好跳下来自己解决。在这个有趣的问题里，供给和需求曲线都

变得很奇怪。Becker 终于解出答案，但我完全看不懂。你要不要上网印下这篇文

章试读一下？这两篇文章告诉我们一件事：Becker 的问题有趣，解答的技巧奇特，

答案让人惊异。 

 问：可否举几个实例说明 Becker 的基本贡献？ 

 答：他的博士论文（1955）分析「歧视经济学」，这是任何社会都常见的事。

例如会因肤色而得到不同的待遇，会因胖瘦高矮而被排除机会。从经济分析的观

点来看，「歧视者」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拥有歧视的「偏好」或「品味」，也愿

意为这种「歧视系数」付出额外的成本（应付可能被告上法院的代价）。换句话

说，「歧视者」比「公平对待者」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来购买「歧视的品味」。 

 

公然歧视 

 另一个例子是分析「人力资本的投资」，说明为什么教育是「短亏长赚」的

投资。如果我高中毕业后立刻就业，马上可以有收入，何必读大学、硕博士呢？

上大学的代价是：(1)少赚 4 年；(2)多花 4 年的学费与生活费。但大学毕业后找

到的工作，收入较高生活质量较好。以一生的观点来看，多花 4 年的投资与少赚

4 年，长期而言是值得的。我把故事说简单了，目的是说明 Becker 很能分析日常

生活题材。 

 这类的分析可以延伸出一个小领域，叫做讯息经济学。例如为什么要进明星

高中与大学，要跟随名师或进入前百大企业工作？因为人海茫茫不易出头，如果

你有前十大名校的学位或十大企业的名片，在竞争过程中别人比较容易注意到你。

也就是「名牌」所发出的电波（讯息）较强，出头的机会就高多了。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进入大卖场买一种不够熟悉的产品，刚好看到一个平日信任的厂牌，就

会放心买下。 

 最后再举一个 Becker 例子：时间分配理论。过去的理论假设，消费是实时的，

忽略了时间（延迟的）面向。其实各种消费所需的时间成本很不相同：读书的时



间成本、娱乐的时间成本、购物的时间成本，每个小时所得的快乐和付出的成本

都很不一样，所以成本=金钱+时间。大家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但过去的分

析着重实质的成本（土地、劳动、金钱），忽略了时间成本的重要性。大家也知

道「春宵一刻值千金」，所以每个人每天都要决定如何分配时间，就像要决定如

何分配金钱一样。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Becker 有何高见？他进一步区分出：(1)「时间密集的商

品」（time-intensive commodity），例如要花长时间才能获得的系统知识（学微积

分或德文）。(2)「财货密集的商品」（good-intensive commodity），就是短时间内

会大量消费的东西（如快餐）。这样的区分要做什么？(1)如果我的薪资增加一倍，

我就会把我的时间分配，从「时间密集」的工作（例如煮晚餐），转向「财货密

集」的消费（例如改吃麦当劳）。(2)我就不肯花时间洗衣，改用洗衣机和洗碗机

代劳。(3)夫妻双收入高的家庭，平日工时长较劳累，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减少（孩

子多麻烦多）。相反地，若只有男方工作，女方为全职主妇，对子女的需求量就

会增加。 

Becker 还有一项重要贡献：家庭经济学，分析为什么会有婚姻、男主外女主

内的契约行为与交易成本、子女是昂贵的耐久财、家庭是利他互助的单位、为什

么离婚是理性的行为。 

 问：还有 5 分钟就下课，你还没谈到另一位：理性预期的大将 Lucas。 

答：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内值得谈论的人物很多，例如 1993 年以经济史得诺

贝尔奖的 Fogel，就有好几项概念可以介绍。Lucas 的专业精采丰富，诺贝尔官

方网站有他的自传与影片。他本科读的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后来一度去柏克莱

读历史博士，但受到 Friedman 的影响，决定回芝加哥读博士。他在自传上说，

某个暑假期间他系统地研读 Samuelson (1947):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把书内的几何图与数学方程式重做一次。暑假后他发现自己在技术方面的熟练度，

已不比系上的老师差。 

 他最有名的贡献是「理性预期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这个概念简单地

说，就是民间对政府的政策很快就能预期到，还能迅速提出对策（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所以大多数的政策公告后，其实早就被「对策」中和掉了，政策因而变

得中性无效。你从教科书可以看到这个理论的解说与数学证明，我讲个小故事当



作今天的结尾。 

Lucas 和元配离婚时，她说我人生的精华岁月都在帮你生小孩做家庭主妇。

现在你功成名就另有新欢，所以要求在离婚协议书加上一条：如果签字后七年内

Lucas 得诺贝尔奖，她可以分一半奖金。Lucas 当然愿意，因为这是最高的祝福。

1995 年他独得诺贝尔奖，夫人因而得到 50 万美元。这是完美的理性预期，夫人

是全世界最能应用这个理论的非专业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