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经济理论的回顾 
 

 

 

 

 

 

 小学时读过一则翻译短篇故事〈最后一课〉，作者是法国小说家都德 Alphonse 

Daudet（1840-97），主角是个讨厌上法文课（国语）的小学生。有一天老师说，

从明天起改上德文课，因为不准再教法文了。原因是过去百年间法德交战，相互

割地还地，每次法国战败就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割给德国。1980 年代初期我

去过这两省，他们有自己的方言与文字，我认为是德语系的一个分支，但居民的

自我认同明显倾向法国。 

 

Alphonse Daudet，1840-97 

 今天是这学期的最后一课，很高兴终于要结束了，或许你比我更有解脱的感

觉吧！今天不讲学派不讲人物，而是回顾经济理论在过去三百年间，进步与演化

的特质。目的是要让各位明白，今天的经济学只不过是这股大潮流下的一支，甚

至是某个环节而已。到了你孙子的年代，经济学必然会明显改变，恐怕连你都不

认得了。这表示一件简单明确的事：今日的经济学绝对不是超越时空的真理，而

是以新古典学派为主流，以数理分析为王道的特殊时代，当然也是个进步快速高

手如云的黄金年代。 

 问：你已经退休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你对经济学的发展有哪些感受？  

 答：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个学门的多元性与快速变动性，以及高手如云、

技术高超、叹为观止。这是个非常动态化的学门，过去的见解从未消失过（例如

18 世纪的「看不见的手」），新观点与新领域不断出现（例如用神经网络的概念，

来分析经济问题的 neuroeconomics）：可以说是「出新」但未必「推陈」。只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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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首的经济思想演化表，就可以明白这是个百花齐放、诸家争鸣的学门。附录 7

的诺贝尔奖名单，从专业领域的分歧性来看，也符合生物多样性的特征。换句话

说，这个学门新旧并存，有延伸、有创新、有交织、有互生，此起彼落，精采不

绝。 

 问：我觉得有许多经济理论，是因为当时发生重大事件，促使学者去理解这

些事情的本质，才建构出一大套或较小型的理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1929 年大

恐慌的重大灾难，让凯恩斯看出古典学派的赛依法则，不再能解释眼前的问题。 

 答：Yes and No。Yes，凯恩斯是个好例子（大恐慌），马克思也是（资本家

恶待劳工阶级），亚当史密斯也是（重商主义带来不公平、不效率），理嘉图 vs.

马尔萨斯也是（谷物法造成国内物价上涨，国会争辩是否应该废除）。No，许多

学理的发展是纯逻辑性的，不必有事实当背景，例如看不见的手定理、钻石与水

的矛盾、Arrow 的不可能定理。物理现象中只要能证明一个论点错了，那么在相

同的条件下，不论在 16 或 18 或 22 世纪都是错的。经济现象就没有这种超越时

空的特色，例如货币数量说，从 18 世纪的 Hume 到 20 世纪的 Fisher、Friedman、

Lucas，都会有新观点、新证据、新架构，提出不同的解释，「历久弥新」是经济

学的重大特色：老兵不但不死，也未必凋零。 

 问：职业球队有主力球员，我想问一个不必问也知道答案的问题：思想史内

各学派的明星人物也关键吗？ 

 答：是的，就像少林、武当、昆仑派的开创者一样；就像微软、台塑、鸿海

的企业集团的创办人一样。各学派的领头羊角色很重要，一方面是开出新路的人，

二方面也创造经济学家的就业机会。这些新立门户的革新者，如果以建筑来譬喻，

他们提出新的架构与概念，外部的造形新颖、内部的管线布置迥异，因而庇荫多

少漂泊的灵魂。 

经济学有五个层次：(1)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2)学派（奥地利学

派、凯恩学派）；(3)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一般均衡体系、理性预期理论）；(4)

概念（交易成本说、看不见的手定理）；(5)技术（做数学证明、统计检定）。做

到(5)就足以骄其妻妾；做到(4)就能在教科书上留名，得到学术奖；做到(3)就可

能得诺贝尔；做到(2)就位极人臣；做到(1)就是神佛。 

我认为这三百年来，真正称得上开山祖师的几位是：古典学派的史密斯、社



会主义的马克思、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总体经济学的凯恩斯。宽松地说有这四

位，严格地说只有那三「斯」，才是真正开创新格局能进入 Pantheon（诸神殿）。

1969 年至今得过诺贝尔奖的明星，各自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还是属于「搭梁

立柱」的层次。之下有人砌出一面墙，有人搬砖头、砌水泥，有人推广、解说、

导览。 

像我这个等级的人，最大的功能是找难易适中的旅游手册（教科书），长期

担任手册解说员。大略解说完毕后，还要出考题给分数，引发双方的磨擦与怨言。

换句话说，在你的求学阶段过程中，我只是一门 3 学分课程的解说员。透过导览

手册告诉你哪个景点好看，哪位主角有哪些精采贡献，以及没完没了的偏见和没

营养的八卦。感谢各位选修这门课，给我宝贵的就业机会，我还用考题和分数来

威胁你，实在不符江湖道义。 

 问：虽然是个导览员，你在这行业也看过一些起落与变化，请问有哪些感受？ 

 答：经济学是社会学科内最接近自然科学的领域，大量借用数学和统计当作

分析的工具。其次是模仿自然科学的风格与做法，例如期刊化、排名化、SSCI

化，尽量让外貌变成科学阵营的样子。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经济学分析的主题是

人文社会性的，新发明无法取代旧概念。就像 20 世纪钱穆的史学著作，无法取

代司马迁的《史记》，Samuelson 的卓越贡献，也无法取代《国富论》和《资本

论》。换句话说，史密斯、理嘉图、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至今都还活着，因

为后人还在他们的巧妙建筑下，不断地修补、扩充、更新。蒋介石或王永庆再重

要，也比不上关公的长久地位。 

 第二个感触，是经济学愈来愈分工，专业愈来愈细密。大多数人都是在一两

个小领域内做几个小题材，弄到秋毫毕现反而不见舆薪。你如果翻看史密斯、理

嘉图、马克思、凯恩斯的全集，就会感觉到他们的活动方式正好相反：森林比树

木重要。为何今日的研究会小题材化？因为大多数是平凡的技术者，各自拥有数

学统计工具，处理适合工具的议题（削足适履）。 

这个行业的竞争生态是抢登期刊论文，比较不鼓励大范围地思考与追求古今

贯通。只有少数人用少数时间在思考大问题，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都想办法

要在一根头发钻出 3 个小洞。同样的道理，为了追求科学化的外观，就要强调价

值中立，分析者没有主观见解，只有科学推演的结果，少掉了主观与论点。这当



然是好事，免得阿猫阿狗都来插嘴，但有时也该体会一句名言：科技始终来自于

人性。 

 问：你是在暗讽经济分析过度数学化吗？这是因为你不会数理分析而产生的

不平衡心态吗？ 

 答：是的，完全说中要害，但也有些高手和我有类似的感受。这些高手历经

千山万水，有时会感概一身的绝技未必造福人群；而我是没能力进江湖争霸，只

会在旁边讲风凉话。投入∕产出分析的开创者 Leontief（见 20 章），1973 年得诺

贝尔奖后，也觉得过度使用数学未必那么有生产性。 

这些以数理分析得奖的优秀学者，认为过度数学化的缺点是：(1)过度注重

内在逻辑的严谨，较不关怀具体的现实。(2)太依靠工具而非个人的见解，就好

像医师太依靠仪器检验，较缺乏个人的综合判断，换句话说是工具主义至上论。

(3)数理工具就像医疗仪器，检验不出来的就以为不重要。但精神上的疾病，例

如焦虑症与身心失调症，如何用仪器检验？这些病难道不重要、不困扰吗？有经

验的人为判断，比只靠卫星定位系统开车重要多了。 

 问：我现在才大三，还在蒙胧看雾。你一下子讲这么多学派与人物，还说数

学不能解决真正问题，都把我弄胡涂了。每次听你东讲西讲，之后就更无所适从，

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做妖言惑众：说一堆好像见闻广博、合情合理的话，反而更

让人迷惑，难怪皇帝要斩除这种人。我想问一件切身的事：如果我想在经济学界

走研究路线，从思想史流派变迁的角度来看，选哪个专业领域较有用？ 

 答：学术工作是「事后的诠释」，凯恩斯是在 1929 年大恐慌之后，才构思出

新的《一般理论》（1936）。经济学者不是算命师，不可能告诉你明年景气如何。

有些人在报上预测明年 GNP 的成长，你只要拿翌年的实际成长率来对比，就明

白该杀头的预测者还真不少。有人在报纸写专栏，说国际油价会飙到 200 美元，

结果逆向大跌，他也脸不红气不喘。媒体常会选出年度十大离谱的预测，笑话还

真多。我听知名的电子业领导人说，他最多能猜测半年内的状况，半年以后的事

对他来说是哲学问题。其实这些预测者也不确定，半年以后自己是否安然无恙。 

 回到你的切身问题来。我只能诚实诚恳地说：我不知道，知道才怪。就像在

电视上解说股票行情的「老师」，如果他真的知道哪只股票铁赚，为什么不自己

全力买进，还要和公众分享内线消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知道选哪个专业领域



日后必红，为什么我自己不去做，还要和公众分享，徒然招惹更多的竞争者？我

的良心建议是：倾听你内心的声音，行行出状元。Hayek、Coase、North 这些人

完全不会数学，也可以得诺贝尔奖。我觉得这个奖还是让瑞典人主持比较放心，

如果让美国人或华人颁奖，大概会全部颁给数理和计量领域。 

 新古典学派是现在的主流，但到了你子孙时就未必了。你考大学时如果硬要

进最热门火红的学科，和一大票人竞争得面红耳赤，倒不如找个适才适性的角落，

让自己的特点充分发挥。丐帮也会出现帮主，电子业也有人失业跳楼。机关算尽

太聪明，最后才明白人算不如天算。在知识的领域里保持心胸开放，欣赏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万物静观皆自得。 

* * * 

 感谢各位捧场，听我东拉西扯嘻笑怒骂，讲一堆偏见和八卦。经济思想史不

会让你更富裕，也不会把你变得更聪明，但这本书可以帮你减少无知。这本《趣

味》的性质就像是《儒林外史》，而不是《近三百年学术史》；就像是《三国演义》，

而不是《三国志》；就像是《西游记》，而不是《大唐西域记》。如果你觉得这本

导读还算有趣，那就要进一步研读附录 6 介绍的教科书。 

我的三项原则或许对你也有用： 

(1)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避免过度竞争）； 

(2)不比别人强就和人家不一样（产品差异化），行行出状元； 

(3)倾听内心深层的声音，也听别人的意见，但做自己的决定。 

中年之后我深切感受到三件事： 

(1)人生很长； 

(2)变化很大； 

(3)想不到的事，比想得到的事更重要。如果你认为历史对你没有意义，那等于

是确信「想不到的事」对你不重要，不要太铁齿。 

附送我的人生三愿： 

(1)日常篇：吃得下饭（and 拉得出来）、睡得着觉（and 醒得过来）、笑得出来（and

九泉含笑）。 

(2)社会篇：钱多事少离家近、睡觉睡到自然醒、位高权重责任轻、领钱领到手

抽筋。 



(3)境界篇：顺心如意、无疾而终、永不轮回。 

 

  



 

 

 

 

 

 

 

 

3 观念与辩驳： 

凝着神辩经济思想史的洞见与疑惑 
 

 

 

 

 



26 非货币数量说较合情理 
 

 

 

 

 

 

如果河流的水量加倍，流速并不会因而加倍，因为河床不是平整的，河道也不是

笔直的。 

Richard Cantillon (1730s):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Higgs‟s 1931 translation, p. 177. 

 

 

 货币数量说是经济学界最熟悉的学理之一，耶鲁大学的知名教授 Irwin Fisher 

(1867-1947)，在他的名著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1911）提出众所周知

的方程式 MV=PT（称为 Fisher equation）。M 表示货币的总数量，V 表示货币的

流通速度（velocity），P 表示一般物价水平，T 表示经济体系内的总交易量（从

房地产到青菜豆腐）。不要小看这条简洁的方程式，背后蕴藏着数不尽的理论争

辩与实证差异。它的基本讯息是：货币数量与流通速度的乘积，等于一般物价与

交易数量的乘积。 

这样的说法隐含一项认知：在交易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的数量与流通的

速度，会「均匀地」影响物价水平。如果台湾的 MV 增加 10 倍，假定 T 不变的

话，那么 P 就会上涨 10 倍。这是 18 世纪古典学派的基本认知，一直延续到 1970

年代芝加哥大学的 Milton Friedman，在大方向上都接受这个说法。今天要介绍古

典学派之前的另一种说法：如果 MV 增加 10 倍，T 也不变的话，P 未必会同步

上涨 10 倍；而是要看新增的 10 倍货币供给，是流入哪些部门或哪些阶层手中而

异。提出这项重要见解的是 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我认为他的见解较

符合现实，比货币数量说近乎情理。 

 



 

 问：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是谁？ 

 答：他是爱尔兰人，1680 年代出生（确切年不知），背景资料有限，1734 年

死于伦敦自宅（约 49 岁）。有人说是家仆贪财纵火，另有一说是他债台高筑，不

堪债主逼迫而自焚。还有一说：他设计火灾找个替死鬼，本人带着财富远走新大

陆。Cantillon 是英文的姓，读作「康帝龙」，但他的发迹与主要事业在法国，法

文中若有连续的「ll」就不发音（例如女儿 fille 就读作 fie），所以我猜在法国时

大家叫他「康帝雍」。他只留下一本书稿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Essay on the Nature of Trade in General)，目前的考证是 1730 年写的（1755 年出

版），1931 年由 Henry Higgs 英译为 An Essay on Economic Theory，美国 Auburn

大学的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有 2010 年的译版与解说（PDF 檔 251 页）。 

 父亲是 Ballyheigue 地区的地主，康帝雍大约在 1705 年赴法，1711-4 年间住

在西班牙，建立不错的政商关系。1714 年回巴黎后在堂兄弟的金融圈工作，逐

渐闯出名号，主要业务是巴黎与伦敦之间的金融交易，包括外汇买卖。转折点是

他和苏格兰籍的 John Law（1671-1729）搭挡，在巴黎掀起 Mississippi Company

的股票投机。这是近代史上的重大金融泡沫事件，可参见 Charles Kindleberger 

(1997)《疯狂、恐慌与崩盘》。简要地说，1716 年法国政府颁给 Law 两项特许：

(1)成立投资银行 Banque Générale；(2)用来筹措资金成立 Mississippi 公司，开发

法国在北美的占领地。Law 拥有这两项特许权后开始发售公司股票，同时透过自

己的银行印钞票融通资金。 

 

John Law，1671-1729 

 康帝雍透过 Law 的关系，以低价买入大笔公司股票，然后高价脱手大赚一笔。

接下来他找人合伙做北美土地生意，但随着 Mississippi 公司泡沫的破灭，那些投

资北美土地的人也跟着破产，就到法院控告康帝雍，也有人计划对他谋财害命。 

 问：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他的主要贡献何在？ 

 答：英国早期的边际学派主将 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82），1881 年「重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3/31/Richardcantillonsignatur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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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康帝雍的著作，评价是：「政治经济学的摇篮」，理由如下。(1)这是当

时已知最早的「完整经济学论述」。(2)对经济理论与分析有好几项重要贡献：货

币理论（这是今天的主题）、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对企业家的概念（风险的承

担者）、空间经济的分析。(3) 18-19 世纪受他影响的重要经济学者，有英国自由

学派的亚当史密斯、法国重农学派的主将 Turgot 和 Quesnay、以赛依法则闻名的

Jean-Baptiste Say。(4)进入 20 世纪后，康帝雍的学说再度引起学界重视，例如

Henry Higgs（康帝雍的英译者）、奥地利学派的熊彼德、海耶克。这些事在 Murphy 

(1986): Richard Cantillon: Entrepreneur and Economist 有详述。 

 问：这次的主题是非货币数量说，康帝雍的主要贡献何在？为何还值得注

意？ 

 答：我先解说综合的意义，之后逐点细说。大家熟悉的货币数量说，最简单

的版本是：在流动速度（V）和交易数量（T）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M）

增加 N 倍，物价（P）就会上涨 N 倍。反之，M 减少 N 倍物价就下跌 N 倍。这

种数量说是「等比例性」的，康帝雍提出「非等比例性」的观念。例如重商主义

时期英国外贸大幅增长，外汇存底大增后国内的货币供给跟着大增，但这笔钱并

不是「均等地」进入士农工商各阶层，也不是「均等地」进入农业、工业、商业

各部门。所以完全没有理由相信，货币供给增加 N 倍后，全国的物价会「平均

地」涨 N 倍。 

 较真实的状况是：如果外汇流入厂商手里，他们会兴建工厂、买土地、买奢

侈品、投资股票，这几个部门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相对地，内地的居民、农业

部门、木工铁匠、教育部门，就不感受到这笔财富的效果，这些部门的价格不可

能涨 N 倍。这种依部门、依地区而异的物价上涨，其实是一种 localized effect（有

区域性和部门性的限制）。 

 换句话说，新增的货币供给会产生「相对的」（ relative），而非等比例

（proportionate）的物价效果，学界称之为康帝雍效果（Cantillon effect）。你从

教科书上也很常听到一个名词：货币的中立性（the neutrality of money）。大意是

说，如果每个人手中的钞票都增加 N 倍，物价也跟着涨 N 倍，所以并没有增加

任何人的实质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增加的效果是「中性的」。所以

古典学派也常说：货币只是一层面纱。 



 你会反驳说：康帝雍效果是短期性的，在 3-5 年内或许是对的，但如果把时

间拉长到 10-20 年，全国的各种物价应该都会成 N 倍。是的，很有可能，所以比

较简单化的说法是：康帝雍的非货币数量说，较适合说明短期现象；货币数量说

（也就是 MV=PT 这条 Fisher equation），较适合说明长期现象。 

 问：大体上我明白了，可否系统地介绍康帝雍的主要推理。 

 答：英国的自由主义之父 John Locke（1632-1704），1691 年提出类似 MV=PT

的见解：货币的数量与货币的交易价值成反比。也就是说，货币愈多物价愈高，

购买力会比例性地降低。这是整体性的说法，以下分点解说。 

 先谈货币供给（M）。康帝雍认为只有黄金白银才算，纸币不属于他定义的

货币。原因是：在金银本位的时代，纸币只是方便交易的货币形式，本身并无价

值。买卖双方肯用纸币，是因为任何人拿官方发行的钞票，都可以去银行换取公

告价值的金银，银行有义务把金银兑给纸币的持有者。金银（币）的优点是：量

小值高、容易运送、各地的金银质量相同、容易切割也不损价值、容易保存不怕

水火、美观吸引人、长期保存不会变值、产量不多价值稳定。国家的短期货币供

给（金银）有两项主要来源：国内金银矿的产出、外贸盈余所累积的外汇。 

 问：在康帝雍的时代，英国尚未进入产业革命，经济活动尚未激烈起伏，货

币流通速度（V）应该比今日低很多，康帝雍怎么解说这个因素？ 

 答：流通速度的现代用语是 velocity，康帝雍的用语是 rapidity of circulation。

康帝雍认为，流通速度取决于对货币的需求，愈需要用货币交易，钱的流通速度

就更快，也就是每张钞票在一年内换手的次数会增高。V 的简单定义是：全国年

产值除以民间拥有的金银货币。1750 年英国的总产值约 1 亿英镑，当时民间的

金银币值约 1500 万，所以 V 值约为 6.6，也就是每块钱每年约可换手 6.6 次（Bordo 

1983:239 注 17）。 

 

1900-2007 年间的货币流通速度（V） 

 问：这当然是粗略的估算，今日台湾或美国的 V 值大约多少？ 

 答：如果你从网络搜寻 velocity of money，会看到许多解说，英文版的维基



百科有详细定义。我找到 1900-2007 间的 V 数值，大约在 2.12 与 1.15 之间，年

平均约 1.67（季平均也差不多）。为什么美国经济交易这么活络，V 值才 1.67，

而 1750 年代的英国反而高到 6.6？我猜原因是：(1)美国的货币发行量很大，每

块钱被用到的次数因而较少；(2)交易时多用支票或信用卡，对现金的需求不高。

而 18 世纪的英国金银币数量较少，每个钱币要快速流通才能让交易顺畅；再说

当时没信用卡，一切靠现金。 

 问：18 世纪的英国，应该没有今日意义的物价统计，康帝雍怎么分析这项变

量？ 

 答：这的确是个大麻烦。康帝雍的分析里并没有 P，也没有物价指数的想法，

他只能用个别的变动（例如小麦）来表示物价趋势。但他有明确地区分「货币价

格」（用多少钱可以买 1 公斤小麦），和「相对价格」（用多少个鸡蛋可以换 1 公

斤小麦）。他说长期而言，物品的「相对价格」是一种「内在的价值」（intrinsic value），

是由生产一项产品所需的「劳动投入」和「土地投入」来决定。但短期而言，物

品的价值可以用市价来表示，这是由供给与需求条件决定的。 

 同样地，另一项类似的困扰也不能苛责他：无法得知经济体系内的交易总额

（T），他只能用农业部门的产出来代表「流通的财货」（circulation of goods）。

换句话说，康帝雍无法掌握 PT 这两项变量。今天的 PT 有个简单的数值，就是

国民生产总额（GDP）。 

 整体而言，就 MV=PT 这条方程式来说，他只能掌握 MV，但他知道增加货

币的流通速度（V）的效果，和增加货币供给额（M）的效果类似，都会影响物

价（P）和交易量（T）。 

 问：这些内容听起已经开始循环，康帝雍的非货币数量说似乎也不过如此。 

 答：表面上似乎如此，其实他有更精微的见解，可称为「货币数量说的动态

版」，也可称为「货币失衡理论」。康帝雍的主要见解，是分析货币数量如何透过

动态过程，影响经济活动与物价水平。以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为例，当外贸部门

赚入新金银流入时，大家的直觉是物价水平会跟着变动。Locke 说新流入多少钱

（例如 20%），物价就会上涨 20%。康帝雍认为这种思维与实况不符，因为这种

「数量」与「物价」的「直接对应说」有个严重问题：没有考虑新流入的钱，是

透过哪些管道（士农工商），对哪些部门（农林渔矿制造业），产生不同比例的影



响（可以从 0%到 50%或更多）。 

 我在初中物理学过「连通管原理」：虽然各种水管的粗细不同，但只要放入

同个水槽内，每种水管内的水位会都一样高。也就是说，只要有新钱流入，经济

体内各部门的规模虽然大小不同，但水位（物价）必然会趋于一致。你同意这种

观点吗？我认为不会，试想大陆近十年来赚进多少外汇，沿海大城市的物价涨幅

就比内地高许多。从各产业部门来看，房地产和奢侈品的涨幅也比基本粮食高。

虽然整体物价是比十年前提高，但各部门与各地区的差异还是很明显，这就反驳

了货币数量说隐含的「等比例上涨」观点。 

 问：我想知道康帝雍怎么表达他的见解。 

 答：例如他说：流通的货币数量如果增加一倍，「这些货币所导致的物价上

涨，并不会均等地影响所有产品与商品，上涨的幅度也不会和货币的增加量成等

比例。」他举例说：如果在国内挖到大量金银矿，矿场主人与相关人士必然暴富，

与他们邻近的居民和相关行业是周边受益者。这些新出土的金银要经过很长时间，

才会流入各行业各部门，短期内（3-5 年）不会产生「连通管原理」。 

 康帝雍分析影响「相对价格变化」的 7 项因素。(1)这笔新钱是在国内挖到的

金银矿吗？(2)或是外国政府援助的？(3)或是外国移民带进来的？(4)是外国使节

和游客带进来的？(5)是国外来投资的？(6)是战败国的赔款？(7)是进出口的盈余？

这 7 项因素都会把外国钱带进来，但进入的管道、行业、长短期都很不同，对物

价的影响效果也不同。以上说的是「第一波」、「直接」接受新钱者（initial recipients）。

周 

 接下来还有两项因素：(1)哪些人接收了这些新钱？(2)他们把钱花费在哪些项

目上（土地、房产、股市、奢侈品、高利贷）？不同阶层和不同部门的人收到这

笔钱（是第二回合的收受者），他们又会花用在不同的事物上。这个原理一直运

作下去，就会产生第二波、第三波、第 Z 波的效果。较复杂的是：第一波和第 Z

波的 V（流通速度）都很不一样，所以很难明确预知从外国引入 1 亿美元，10

年后对各行业的涨价效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对货币数量说的「等比例上涨」

观点，就会打个大问号。 

 问：没想到 18 世纪的见解，反而比 21 世纪教科书想得更深入透彻，康帝雍

还有什么好见解？ 



 答：主要论点大概就这样，还有一两个小要点也可看出他相当熟虑。(1)国内

金银矿增产，物价必然上涨，国民富裕后就会增加国外低价产品的进口，这反而

会伤害本国的产业与安全（例如买外国廉价粮食，而不自己生产）。(2)另一项缺

点，是物价上涨国民富裕后（如同 20 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大量进口外国产品造

成外汇流出、国际收支赤字。本国的货币因而减少，这对国内的生产与物价会产

生伤害（紧缩萧条）。我认为康帝雍提出一个重要论点：从上述 7 种管道所增加

的新钱，必然会把物价往上推，本国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外国就贵了，表示本国的

「贸易条件」会逐步恶化，汇率也被迫升值，不易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长期而

言，这笔当初辛苦从外国赚来的钱，又会流出去（试想美国在 21 世纪初期的巨

额外债与外贸赤字）。 

 问：康帝雍的整本着作都在谈非货币数量说吗？他还有哪些主要见解？ 

 答：和货币数量相关的见解大致是这些，书中也讨论其他主题，例如利率、

外汇投机、货币规则与政策、国际收支、货币，这些都不是今天的重点。我在参

考书目提供几项主要文献。康帝雍的缺点，是只有理论而无实证支持，那是时代

的限制。第 36 章的主题，是 19 世纪的非货币数量论者 John Cairnes（1823-75），

一方面解说他的观点与实证研究，二方面介绍一篇 1970 年代的分析，如何用现

代的统计来印证这个概念。 

 问：康帝雍的见解不错，后来的经济学者也有类似看法吗？ 

 答：当然有，你最熟知的人就是凯恩斯。据 Blaug (1997:21)的说法，凯恩斯

《货币论》（The Treatise on Money, 1930）的见解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不会

对所有的价格产生相同的影响，程度不一，时间也不同。如果模仿这种的简洁语

句，也可以把康帝雍的主要见解浓缩成：「货币供给增加后，不只会把物价向上

推，还会改变物价的结构。这取决于两项因素：是谁得到这笔新钱，以及这些人

对不同物品的相对需求。」（Blaug 1997:21）。康帝雍见解的另一个特色是：这些

从国外流入的新钱，基本上以物价效果为主，对生产的效果有限。我认为应该会

有生产效果，想想台湾战后的例子和大陆现况，就可知道外资和外汇的就业效果

其实相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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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牛顿对亚当史密斯有过影响吗？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本名著， 

「就是史密斯把牛顿的方法论先应用到伦理学上，然后应用在经济学上。」 

Mark Blaug,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1980:57) 

 

其实史密斯的思维不是牛顿式的，甚至连牛顿都不是牛顿派的。 

 Montes (2003:723) 

 

 

 今天的主题各位或许会大感疑惑：牛顿（1643-1727）是物理学家，怎么也会

影响经济学的思考与分析？牛顿的影响广泛深远，对 18 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也有重要启发，例如对 David Hume（1711-76）的影响就很明显（Schliesser 2007），

而 Hume 和史密斯（1723-90）又有师友情谊。 

 问：我一直以为 1492 年发现新大陆后，对经济分析的主要影响，是来自美



洲的白银（在欧洲引发物价革命）和粮食（马铃薯和玉米引发人口革命）。 

 答：白银和粮食确实很重要，重商主义之下的国际贸易快速成长，改变了

16-17 世纪的世界观。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因素，是 18 世纪中叶开始酝酿的产业

革命。工商业发达后商人阶级兴起，掌控更多的现金与物资，新式工厂兴起，传

统的工匠没落，工人阶级逐渐形成，过去拥有土地的贵族势力逐渐衰退，资产阶

级取而代之。经济与商业的大洗牌，对社会哲学家的思维引发新的激荡，具体的

行动例如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化、推翻独占特许权。除了这些「形而下」

的具体人事物，还有「形而上」的影响来源，牛顿就是思维上的重要泉源。 

 问：物理观点怎么影响人文社会的思维？ 

 答：从天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牛顿之前有两位重要人物：(1) 1609 年德

国数学家与天文学家 Johannes Kepler（1571-1630）提出行星运动的两条定律，

1618 年提出第三条定律，后来称为「克卜勒的行星三大定律」。(2)意大利物理学

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确定哥白尼的「日

心说」，推翻宗教界主张的「地心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牛顿的贡献大家都

很熟悉：万有引力说、三大运动定律、发展出现代的微积分。简言之，牛顿是近

代科学革命的标竿人物，他所代表的科学态度，对知识界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牛顿的《数学原理》（1687） 

 科学革命有几项重大影响。(1)理解自然法则（natural laws），从万物现象中

找出背后的原理，得出能一般化、跨越时空的真理。(2)讲求用实验证据支持科

学理论，注重实验的可重复验证性。(3)世间的事物都相互依存互相，例如太阳

系内的恒星、行星、卫星之间，表面上看来是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转，其实是交互

影响的。(4)造物主创造了宇宙后，就让万物依据简洁的法则自行运作，不再干

涉或指挥。这一点对社会哲学家的影响最大，因为当时处于重商主义时期，在政

府大有为的心态下，积极采用各种干预手段来富国强兵。Hume 和史密斯这些苏

格兰启蒙运动的大将，提出自由经济学说，主张政府不宜采干预主义，应该学习

造物主「自由放任」的精神，减少不必要的障碍与管制，让百姓追寻自己的利益

才合乎自然法则。用中国的观念来说，就是「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精



神，这是「无为」的本质。 

 问：所以不是牛顿直接影响经济学说，而是他所代表的科学革命精神，对史

密斯所代表的自由学说有所启发。 

 答：是的。今天介绍的重点范围较小，要指出牛顿如何对史密斯产生具体影

响。从后人的眼光来看，思维的转变好像是平滑顺畅理所当然，马克思对这件事

有个好说法：拔牙很痛，有麻醉药就能解决，但我们没有可以用来拔除旧观念的

麻醉剂。思想的转换其实很难，蒙古统治中国时推行「收继婚」（例如兄长过世

后妻子由弟继娶），汉人难以承受只好用守寡应对。 

 问：牛顿学识广博好奇心重，应该对经济现象提出过见解吧。 

 答：是的，他不是第一位研究经济现象的著名物理学者。1526 年哥白尼

（1475-1543）发表货币论述 Monetae Cudendae Ratio（参见 Copernicus 1992），

探讨通货膨胀与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牛顿的传记中记载他投资股票失利的经过，

他还当过铸币厂的厂长（1700-27 年），1717 年时还用他的名义公告，每英两黄

金的官价为 85 先令。 

 

哥白尼，1475-1543 

 问：我认为今天的议题，不是牛顿对经济现象的见解，如何具体影响史密斯

的著作，而是牛顿式的科学态度与物理观，在史密斯找寻经济法则时的启发性角

色。 

答：是的，完全正确。我先举个例子说明当时的学术气氛。1751-2 年间有位

John Millar，在爱丁堡听过史密斯道德哲学课程，他说：「大学的智识圈非常受

到 Francis Bacon（1561-1626）与牛顿著作的影响。」人文学科也想把研究自然科

学的态度与手法，应用来探讨社会行为。科学家想要了解上帝的手法，哲学家想

要了解上帝的意思。所以史密斯就从牛顿那里学习，如何用「法则」的概念来分

析社会里的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背后，会受到「看不见的手」引导，以

及受到「供需法则」的约制。 



 

 

Sir Francis Bacon，1561-1626 

史密斯在 Glasgow 教书时的一位学生 Dugald Stewart，说史密斯当时的研究

兴趣是数学与自然哲学。最明显的例证，是他在 1746-58 年间写过一篇 70 多页

的长文，解说天文史对哲学探讨的影响：“The principles which lead and direct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illustrated by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此文的初版是 1795

年（史密斯逝后 5 年），现在收录于牛津大学出版的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第 3 册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页

33-105。史密斯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已有许多研究详细分析过。这类从自然科学

影响人文学科的例子相当常见，例如法国重农学派的主将 Quesnay（1694-1774），

提出著名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影响了 20 世纪的「投入产出分析」。

Quesnay 是宫廷御医，他的血液循环知识有助于解说经济体系的流通原理。 

 

问：为什么〈天文史〉这篇长文，是理解史密斯对自然科学、对牛顿的科学

观、对自然法则见解的重要文献？ 

答：〈天文史〉从三个角度出发：wonder（困惑：新奇独特的事情）、surprise

（惊异：意外的发现）、admiration（敬佩：了不起的见解与漂亮的论点）。他从

早期西洋天文史的诸多理论中，感受到一项有意思的见解：天文理论未必就是真

实的形象，早期的天文理论其实是虚幻作品，目的是要把各种想象平滑地衔接起

来（fictions to smooth the imagination）。但到了〈天文史〉的结尾，史密斯的态

度改变了，那是由于牛顿的卓绝天才，让自然科学有了完整的解说体系。牛顿提

出一项天体运动的链接原理（principle of connection），那就是万有引力（gravity）。 

问：〈天文史〉并不是史密斯的主要贡献，我想知道牛顿的影响，在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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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著作中也看得出来吗？ 

答：史密斯对「法则」的执着，也表现在他对法理学（Jurisprudence）的定

义上：「一种探讨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法律的科学，这种科学是要探讨这些法律

基础背后的一般性原则。」（that science which inquires in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which ought to be the foundations of the laws of all nations）。牛顿和史密斯的著作

表面上毫不相干，但两人的手法却有明显的相似性：都是从外在的现象归纳出通

则，然后从通则演绎出现象。例如牛顿从诸多物理现象中，归纳出基本原则（万

有引力法则），然后用万有引力去推演星球的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可以解释地球

上的现象，也可以解释卫星的轨迹、彗星的轨道、潮汐的变化。 

问：史密斯著作中也有类似的「万有引力法则」吗？ 

答：人文社会现象的歧异性必然较高，当然没有漂亮的单一「引力法则」，

可用来解释复杂的现象。这一点史密斯完全比不上牛顿，但史密斯的著作中有许

多结构、手法、思维是牛顿式的。以分工这个概念为例，《国富论》首篇首章就

举制针厂为例，说明如果能有效分工，每个工人每天可以制出 4800 支针。史密

斯对分工的解说方式和牛顿相似，先说明具体现象，然后得出一个强有力的概念：

经济行为的本质就是交换，你我为何有能力和他人交换？那是因为社会分工之后

生产力大增，成本降低，在市场上才有竞争力，所以分工是增加国家财富的首要

因素。 

接下来史密斯得出另一项重要推理：分工的程度受到市场规模大小的约束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这是什么意思？如果

小诊所每日的营业额只有 1 万元（市场规模太小），分工程度就必然不细（两三

个人就够了）。如果大医院每日的营业额超过十亿，那么连领药品都要分工到让

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这种推理手法就是牛顿式的：从现象到基本原理，从基本原理再向外延伸。

如果对牛顿的著作不够熟悉，就不容易感受到史密斯思维中的牛顿成分。在《国

富论》里，史密斯只提过牛顿一次：1717 年参加财政大臣会议，讨论对中国、

日本、印度贸易时，金银的价格兑换比例应如何制订。史密斯的时代和知识圈，

笼罩在牛顿式的科学态度和推理方式下，虽然不易从著作中直接感受到这一点，

但对比双方的结构和手法就可了然。 



问：史密斯与牛顿的相似性是学界共识吗？ 

答：试举三个例子。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名人 Mark Blaug 在《经济学方法论》

（1980 年初版页 57）说：史密斯的两本名著《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就

是史密斯把牛顿的方法论先应用到伦理学上，然后应用在经济学上。」Henry 

Bitterman 说，史密斯的手法是「把牛顿实验主义的技术应用在道德问题上。」苏

格兰 Glasgow 大学的史密斯研究者 Andrew Skinner 教授说，史密斯用许多牛顿

式的手法，他的分析「在构思时就是仿效牛顿式的物理学。」这类的说法还有许

多。 

 

问：这些解说都很清楚，我也能接受，但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 

答：20 世纪的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学派，大量使用几何图形和数学，基

本的手法就是把牛顿式的物理学应用到经济学。史密斯的自由经济主义、市场机

能说、看不见的手这些基本原理，仍是今日经济学的根基。我希望各位能理解一

个看似无关但其实密切相关的事：今日经济学的思维仍是 18 世纪牛顿式的（也

有人说是 19 世纪式的物理学），用数学和图形来分析。 

 问：如果今日的经济学是牛顿式的数学推理，那么为什么还要读《国富论》？

史密斯还有意义和功能吗？ 

 答：《国富论》和史密斯式的思维，对数理经济学家来说有两大缺点：(1)缺

乏完整的逻辑一致性；(2)无法用公设、公理、定理、引理这种科学语言来表达。

然而，如果你单有数学工具而没有经济问题意识，那怎么会做出有意义的分析呢？

如果单从技术面来看，失败的物理学家和应用数学家，都比经济学出身的人强多

了。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会颁给海耶克、North、Coase 这些几乎不会数学的人

呢？反过来说，为什么世界级的数学高手，不来抢诺贝尔奖呢？原因很简单：单

靠数学工具不会产生有意义的经济理论或有用的政策建议。对经济现象的直觉和

感受性，不是数学和几何图形所能取代的。数学是重要的逻辑工具，是分析的手

段而不是经济学的目标，不要把本末搞颠倒了。思维与思想才是更可贵的天赋，

只要有真正好的见解，就能找到技术人员来验证，但反之不必然成立。漂亮的理



论与严谨的逻辑，未必能解释简单的重要事实。 

 问：今天的主题是史密斯经济学内的牛顿灵魂。这样听起来，《国富论》就

像是牛顿《数学原理》的藉尸还魂版。我有三个困惑：(1)史密斯真的那么没主

见？(2)牛顿的科学观这么轻易就能翻译成《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3)就

算在思维上受了牛顿的启发，并不表示史密斯就没有独立的贡献。 

 答：感谢你提出这三个问题，我心中也有类似的疑惑。只是前面引述的权威

文献言之凿凿，我对这个题材又不够内行，不敢大声反驳。我最近看到 Montes

的两篇文章，刊在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 2008），他提出几个论

点。(1)其实史密斯的思维不是牛顿式的（Smith was not a Newtonian in the sense 

that is commonly understood）。(2)甚至连牛顿都不是牛顿派的（that Newton was not 

“Newtonian” either），这句话听起来就像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3)史密斯经济学和 19 世纪的新古典学派很不同，和今日的主流也很不同，完全

没有 atomistic-mechanistic 的观念。(4)史密斯也没有「一般均衡」的概念，有人

说他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者，这个论点完全不成立。 

 问：愿闻其详。 

 答：这些论点较微妙，不易简要解说，我试着指出方向，有兴趣的人还是请

阅读原文。(1)牛顿常被定位为「理性时代」之父，他是 18 世纪下半叶知识界的

头号英雄，对各学门各行业都有深刻影响，大家对史密斯受牛顿的启发与影响这

个论点很少质疑。Montes（2003:724）说，其实牛顿的推理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

axiomatic-deductive，而是 analytic-synthetic 式的。更令人惊异的是，Montes 认为

牛顿的分析方法（实证主义的诠释，positivistic interpretation），是受到法国启蒙

运动（French Enlightenment）的影响，这件事反映在他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1687）内的 mechanical philosophy。(2)过去认为史密斯的方法论比较简单，只是

一种较特殊的机械式社会观，从个体活动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行为（Smith simply 

applied a particular mechanistic version of society that presupposed an atomistic view 

of human beings），Montes 认为这个观点也是错的。我没有足够的专业判断

Montes 的论点。这种争论很伤脑筋，好像很重要又好像很无聊。 

 问：我听得一头雾水，联想起一种说法：如果你不能说服（convince）别人，

就先混淆（confuse）他。可否举个明确的例子，说明史密斯和牛顿的观点其实



很不相同。 

 答：牛顿的星体运动、古典力学、万有引力、光学分析，基本的分析方法是

数理演绎（mathematical-deductive）。史密斯处理的议题是人性本质与社会行为，

当然不能用数理演绎的方法来探讨。其次，史密斯的分析对象虽然是个人，但人

是社会性的动物，是相互依存影响的共同体。《道德情操论》里有个好譬喻：在

社会的庞大棋盘里，虽然每个棋子都依照自己的意愿来移动，但也必须考虑自己

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全盘。这个譬喻再次说明，史密斯的分析手法和牛顿的数学演

绎相距甚远。 

这两个简单的例子让我倾向于赞同说：牛顿的科学观，对史密斯的思维确实

产生过影响，但对《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本最代表性的作品，大概没有密

切的关系。学界也一直有人倾向这个见解。如果你还记得史密斯的主要概念是「看

不见的手」、「钻石与水的矛盾」、「劳动价值说」、「论分工」，那就更难和牛顿的

概念与手法联结在一起。希望这个简单的论点，能 convince 你而不是 confuse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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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亚当史密斯的两个面貌 
 

 

 

 

 

 

屠夫、酿酒者或面包师傅的产品，都是我们晚餐所需要的，但他们并不是为了要

提供我们的晚餐，而只是在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Adam Smith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即使是自私无比的人，在他的本性中一定有某些原则，让他对别人的幸运也会感

到欣慰，因为别人的快乐会传到他身上；即使他从别人的快乐得不到任何东西，

他都会愉快地看到这件事发生。 

Adam Smith (1759):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牛津大学出版的《史密斯全集》共 6 册，统称为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1)《道德情操论》（1976）、(2)《国富

论》（1976）、(3)《哲学论文集》（1980）、(4)《论修辞与文学》（1983）、(5)《法

学论集》（1978）、(6)《通讯集》（1987），以及全集的总索引《史密斯著作索引》

（2001）。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两本：《情操论》（1759）与《国富论》（1776）。 

 《情操论》的主要论点是：社会中的个人相互依存，若要增进整体福利，则

人与人之间要有同理心或同感心（sympathy 或 empathy）。但在《国富论》里，

就像你早已熟知的论点：人是自利的、市场是竞争的、无情的。这是截然不同的

人性论：互助共利说 vs.竞争自利说。19 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学者，给这个矛盾性

的议题取个名字：Das Adam Smith Problem，用来指称人文社会学者与哲学家对

这项矛盾的争辩。有许多人宣称已经解决这个议题，但至今为止仍无明确定论。 

我认为最简洁也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 Vernon Smith（1927 年生，2002 年

以实验经济学得诺贝尔奖）1998 年提出的见解：在社会的层面上，史密斯认为

人必须互助共利，所以在《情操论》提倡「同感说」。但在经济层面上人是自利

的，在市场层面上人是竞争的，所以「竞争自利说」成为《国富论》的核心。



Vernon Smith（1998）认为，《情操论》与《国富论》之间没有矛盾，因为史密斯

在处理不同层次的议题，Das Adam Smith Problem 是个稻草人式的假问题，是个

没生产性的影子问题。 

 

Vernon Smith（1927-），2002 年得诺贝尔奖 

 问：我们知道竞争和自利的意义，但对同感心（sympathy）这个概念较陌生。 

 答：用中文的概念来表达，就是「感同身受」、「替他人设身处地」、「人溺己

溺、人饥己饥」。例如 2011 年 3 月日本发生 9 级地震与大海啸，死亡失踪人数超

过 2 万人，还有福岛核电厂爆炸的辐射威胁。大陆对日本的负面情绪一向高昂，

但电视台女主播在报导时隔海拭泪，这就是 sympathy（同理心）与 empathy（同

情心：不是可怜的同情，而是相同的感情）。 

为什么人类能感同身受？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里有「镜像神经元」，看到镜

子里的人被火烧，也会感受到他的痛苦，所以才能从古今中外的小说、戏剧、电

影、音乐中，感受到别人微妙复杂的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哪些动物没有镜像神

经元？最明显的是蛇类（会相互吞食），老鹰啄死猎物或子女时毫不留情（别人

的苦痛对牠们无意义），据说是因为脑中缺乏一种 cortex（大脑皮层）。镜像神经

元若有基因缺陷，就会有自闭的倾向，对他人的喜怒哀乐较无感受，俗称「白目」

（不会看人脸色）。 

 问：你说得相当清楚，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觉得这个议题似乎就这么简

单明确，为什么 19 世纪的德国学者竟然想不通，还惹出一堆研究文献？ 

 答：那是因为我们有「后见之明」。要是生在 15 世纪，我也相信地球是平的、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因为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但你也知道看得见的未必真实

（地球是平的），看不见的未必不存在（紫外线、细菌、奈米、磁场、电波、无

线电、空气、鬼神）。 

回到你的问题来：为什么 19 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学者，会认为史密斯有两个

面貌？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史密斯时期的读者，不认为他有两个面貌？主因是



德国经济学家中，有一派属于社会主义或同情社会改革者，他们对当时主流的英

国式自由放任学说很有意见，就把这笔帐算到学说的源头史密斯身上。要怎么批

判他呢？很简单：论证《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内在见解相互冲突，而且这种

矛盾既是显然的，又是无法调和的。简言之，习于国家主义的德国学者认为，英

式的自由主义不是跨越时空的真理，史密斯的著作更不可靠，因为这两本源头著

作，对人性本质的立论相互矛盾。 

 

August Oncken（1844-1911）论史密斯与康德 

例如德国经济学者 August Oncken（1844-1911），在 1898 年发表一篇长文（分

三次刊出）：“Das Adam Smith-Problem”，质疑「这位苏格兰道德学教授（史密斯），

把自利（self-love）视为人类行为的惟一原则，就表明他是「物质道德」的支持

者。这样的话，他又如何把 benevolent（慈善），适当地放在人类的本性里？…

《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两部完全独立的著作，基本原则相互抵触。我们应该

把《国富论》视为《情操论》的续作，或者是把这两本书合并起来，视为史密斯

对道德哲学的整体性论述？」 

 问：请稍等一下。1759 年《情操论》出版后史密斯名声大扬，之后去法国游

历（1764 年 2 月至 1766 年 10 月），会见了重农学派的主将 Quesnay 和 Turgot

等人，受到他们的自由主义影响，把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的概念写进《国富论》

（1776）。如果我是当时的读者，我也不会认为这两本书有什么内在冲突，因为

这两本书相距 17 年，谈的是两个独立的主题。我觉得是德国人在经济上落后，

又怕英货侵入，所以反英情绪较高，对自由贸易说尤其反对，因为德国的工业与

产品需要关税保护才能存活。你认为那是这种情结引发对史密斯的批判吗？ 

 答：我不知道德国学者的真正动机，但人在自卑和自大时什么事都想得出来。

我比较知道的是那 2 年半的法国之旅，对史密斯确实是重要的经历。简单地说，

史密斯属于 18 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影响他道德哲学观念的两位重要人士之一，

是 Francis Hutcheson（1697-1746），Ian Ross 的《史密斯传》（牛津大学第 2 版，

2010），第 4 章的标题就是 The Never to be Forgotten Hutcheson（不可或忘的



Hutcheson）。另一位就是众所熟知的 David Hume（1744-76）。在《史密斯传》索

引页 569-70，Hume 占了将近整页，Hutcheson 约有半页。 

 

Francis Hutcheson，1697-1746 

这两位的影响在《情操论》（1759）出版前无可置疑。但在 1759 与 1776 出

版《国富论》的 17 年间，有人认为影响史密斯道德哲学的来源，是法国的重农

学派（Quesnay 和 Turgot 等人），和哲学家如 Voltaire（1694-1778，伏尔泰是笔

名，本名是 François-Marie Arouet）。换句话说，有人认为《情操论》和《国富论》

的人性本论分属两个来源：前者属于苏格兰，后者属于法国，同感互利说是苏格

兰的，自利竞争说是法国的，两者的差距 17 年。 

 

Voltaire（1694-1778），10 法郎纸币 (1964) 

德国学者注重这件事，认为法国游历改变了史密斯的人性观。著名的德国经

济学家 Karl Knies（1821-98）认为，「法国之旅与这两本书之间的差异，不能视

为单纯的意外」。我同意你的说法：德国人多心了，因为自由主义在苏格兰学者

之间早有共识，法国的自由主义是史密斯精神上的奥援。1759 年出版《情操论》

时史密斯 36 岁，心智上已经成熟稳定。《国富论》虽然是 17 年后出版，那是因

为他受成名之累杂事过多，加上那本书太厚（超过 800 页）才会拖这么久。其实

他的见解早就定型了，我认为《情操论》与《国富论》是持续性的著作。但是还

有许多德国经济学家，例如闻名的 Lujo Brentano（1844-1931）在 1877 年，以及

Witold Skarzynski（1850-1910）在 1878 年，都坚持这两本书之间是断裂的，认

为史密斯的人性道德论从英国转向法国。 

 

Karl Gustav Adolf Knies，18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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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英国学界对德国人的「断裂说」有什么看法？ 

 答：1764-6 年史密斯在法国游历，有位在 Glasgow 大学听课的学生，留下

1762-3 年的笔记。18 世纪中叶的学术风气，是学生记下详细的课堂笔记，在书

局出版供他人阅读，也供教授日后修改著作时参考。这些笔记现在收录于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法学论集》，全集第 5 册，1978）。从 1762-3 年的笔记可明显

看出，《国富论》的主要见解，尤其是自利说和竞争说，在赴法之前早就形塑了。 

举一段最有名的例子。1762-3 年的笔记里说，屠夫、酿酒者、面包烘焙者，

并不是为了我们需要饮食才去做那些事。他们之所以勤奋地在本业上努力，完全

是出于自利的动机（赚钱养家活口），而不是出于慈善或利他。这个例子在 17

年后的《国富论》里再度出现，只有字面上的差别，内容与讯息毫无二致。这个

例子再度显示：1764-6 年的法国游历是找寻知音之旅，德国学者应该先查证这个

众所周知的例子。 

 问：这是个好证据，如果能再找两个类似的证据，我就完全服气。 

 答：有两个类似的证据。(1)有位学生 Dugald Stewart，在史密斯过世（1790）

后发表一篇传记：“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LL.D.”（1794），

现收录在《全集》第 3 册《哲学论文集》（1980，页 269-351）。这篇传记明确指

出，史密斯的主要见解在 1752 年或 1753 年就已经呈现了。此时《情操论》（1759）

尚未出版，离 1764-6 的法国游历至少还有十年，所以史密斯的自利说、竞争说、

自由论，都不是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用个较强烈的说法，《情操论》的同

感心与互利说（道德哲学），和《国富论》的自利说与竞争说（经济哲学），有可

能是在同个时期（1740 年代末到 1750 年代初）同时形塑构思的。 

 

Dugald Stewart（1753-1828）是史密斯的学生与同事 

 (2)史密斯过世前不久，写一篇《情操论》第 6 版序言，明白指出：当初会写

《国富论》，主要是《情操论》初版的书末有一段话没讲完，主旨是「要对法律

与政府的一般原理提供解说」。这篇序言显示史密斯写这两本书时，在构思上是

一贯的。也就是说，这两本书之间没有断裂，史密斯没有两个面貌，而是德国的

解读者有两种眼睛。 



 问：先前提到 Vernon Smith（2002 年诺贝尔奖）的见解，我觉得简洁有力，

可否用他自己的话重述？ 

 答：他在 1998 年那篇文章的摘要说：史密斯的这两本主要著作，是从两个

互斥的主题（一论道德一论竞争）来探讨人性问题。《国富论》谈的是自利与不

合作（竞争），《情操论》谈关注他人的同感心、同理心、同情心。这是属于两个

层面的议题：经济行为属于「非人身的市场交换」（impersonal market exchange），

社会行为属于「人身的交换」（personal exchange）。在不合作行为的市场竞争行

为里，人要从交换行为中追求利益极大。相对地，在人身交换的社会合作行为里，

是以相互性为基础：互赠礼物、帮助他人、给别人方便。 

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其实人性兼具合作与不合作的面向，正如同你我心中同

时具有慈善与凶恶的组合，兼具天使与魔鬼的成分。对待邻人与朋友时，我们是

慈善的、天使的，对待败类与敌人时，我们是凶恶的、魔鬼的。不论行为是善是

恶、是交换或竞争或互助，基本人性还是自利的，只是有时以互助利他的形式出

现，有时以自利竞争的形式表达。我觉得这是很合情理的见解，研究黑猩猩的动

物学者也有类似观察。 

 问：《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有好几种中译本，有无译者对 Das Adam Smith 

Problem 提出不同的见解？ 

 答：我手边的《情操论》译本是 1997 年 11 月初版，2008 年 7 月第 9 次印刷

（北京商务版），这是四人合作的译本。「译者序言」页 9-20 第 2 节的内容是「简

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作者很明白整个问题的核心：史密斯在伦理学上被视

为利他主义者，在经济学上是利己主义者。他们的立场很清楚：「这两部名著之

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论述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就本质而言，却是一致的。」

在这个认知下，他们提出三个主要论点。(1)这两本着作「的交替创作、修订及

其整个研究、写作计划来看，决不能否认斯密学术思想体系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2)「从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来看，《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人的利

己本性出发的。」(3)这两本书「之间的有机联系，还集中表现在斯密那只“看不

见的手”的统一论述中。」 

 问：你觉得这三点够说服力吗？ 

 答：古今中外的研究者，对这个议题的解答可说无奇不有。北京商务版提出



的这三个论点，我觉得有两个特色。(1)和前述提过的各种见解相较之下，他们

比较从外围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2)完全没有征引西方学术界期刊的文献，

不知是认为不值得参考或是单纯的状况外。我的整体感觉是，华人学术圈在这个

领域上和这个议题上，都还无发言权。当然这不是个重要的学门，但国家的学术

水平也可以从这里「见微知着」。1970 年代初期我读大学时，只要能读懂英文就

很高兴了，40 年后台湾的学术界已有明显成长，对洋人的见解也未必全盘接受，

但还没好到让人愿意来看我们的见解。就像接力赛一样，我先希望这条路线别断

了，然后才敢期盼每一棒愈跑愈好。 

 问：刚才提到学界对这个议题的论点五花八门，可否举些怪例？ 

 答：我知道两个例子，其一是 Paganelli（2008），她的主要见解与过去的理

解相反。我们知道《情操论》的主要要求是互助利他，《国富论》是自利竞争，

但她找出相反的证据说：(1)其实「自利」（self-interest 或 self-love）这个观念，

在《情操论》里出现的频率反而更高。(2)在《国富论》里的自利说，史密斯并

没有赋予积极正面的意义，反而是持较批判的态度。(3)所以这两本书如果真的

有矛盾，那是因为《情操论》要比《国富论》更偏向自利说。 

这篇论文刊在经济思想史最好的期刊上，也经过正式的评审过程，我也觉得

内容证据十足难以驳翻。另一个例子是 Martha Nussbaum，她发表过一篇类似的

翻案文章，主旨是说大家以为《国富论》的内容较冰冷无情，其实史密斯在这本

书内，对「同感心」（sympathy）的着墨也很深；对物质生活与制度的安排，如

何会影响个人的能力，也有详细解说（Paganelli 2008:366 注 2）。 

这些无奇不有的论点，让人感觉史密斯不只有两个面貌。他到底有几个面貌？

这取决于有多少学者在多少世纪之间从多少角度来诠释他。如果史密斯棺中复起，

恐怕连自己都会听胡涂了。我的结论是：Das Adam Smith Problem 是个无生产性

的虚假问题，是个张飞打岳飞的混淆议题，就算能确实解决也没有多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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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消费不足说：马尔萨斯与理嘉图的争

论 
 

 

 

 

 

 

理嘉图在 1823 年写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上说：「现在，亲爱的马尔萨斯，我

的话都说尽了。正如其他的好辩者一样，在经过这么多的辩论之后，你我皆可保

留自己的看法。这些辩论并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情谊；即使你完全同意我的话，

我也不见得会更喜欢你。」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与理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

是多年好友，个性不同（马尔萨斯悲观，理嘉图乐观），观点迥异（马尔萨斯支

持谷物法，理嘉图反对）。马尔萨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对 1930 年代凯恩斯的经

济学有深广影响；理嘉图对马克斯、19-20 世纪的抽象演绎分析也有长远影响。

这种既是朋友又是论敌又影响思想流派的例子相当少见，我从相关文献中整理出

四项议题，希望能发挥「组曲」的效果。 

 (1)今天谈第一个题材：对比马尔萨斯与理嘉图的方法论，解说双方在理解经

济现象时，采取的分析手法与得出的结论。简要地说，马尔萨斯倾向传统的归纳

法，从诸多事实中得出共通的法则，据以提出政策。理嘉图也是要提出有用的建

议，但他的手法完全相反：先从最简单的基础，创造出新的概念与工具，逐步推

理建构出一套逻辑思维，得出分析上的共通原理。我挑一个他们持久争辩的主题

「有效需求说」（或称「消费不足说」），来彰显双方的差异与特点。 

(2)第 30 章要回答一项争辩：马尔萨斯对凯恩斯有过重要启发吗？马尔萨斯

的手法常被批评为较实际较表面，缺乏理嘉图式的学理深度；但马尔萨斯也常批

评理嘉图，为了追求漂亮的逻辑而枉顾现实。现代学者认为理嘉图的成就较高，

但也常忽略一件重要的事：马尔萨斯的文笔与政治影响力虽然比不上理嘉图，但



他对凯恩斯的影响，以及他对萧条的药方，远比一般认知的重要。 

 

马尔萨斯与《人口论》（1798） 

 (3)第 31 章的主题：是否应该废除谷物法，这是马尔萨斯与理嘉图在政策上

最大的争辩。简要地说，透过关税保护不让廉价的谷物进口，粮价因而不合理地

高涨。理嘉图说这会逼迫工资上涨，工商业的成本增高，减弱国际竞争力。马尔

萨斯的见解完全相反：廉价谷物进口后，工人的实质购买力上升，必然会生养更

多子女，只会让工人阶级人数增加，之外毫无帮助。谷物法的好处是让地主能获

得利益，才有意愿在工商界投资，购买设备增加产能改进质量加强国际竞争力。

你赞同哪一边？较奇特的是：维护地主的马尔萨斯是个牧师，并无土地私产的利

益，而主张打破地主利益的理嘉图，却是拥有良田千顷的大地主。他们的政策建

议都不是为了自身，而是追求社会的长远发展。 

(4)最后一个议题（第 32 章）是：为什么 20 世纪的主流经济学者，对理嘉

图的分析手法相当赞许？他的长久性贡献何在？有哪些不同的见解与争论？ 

问：这 4 个组曲听起来内容还算丰富，可否先解说今天的主题：什么叫做「有

效需求不足」？我一直以为这是凯恩斯的创见。 

答：我先说明时代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是最发达的国家，也拥

有最长期的统计。Clark (2005)用 8 百年间（1209-2004）的数字，告诉我们几项

重要讯息：1800 年之前进步非常缓慢，甚至是停滞性的；1800 年之后所得几乎

以 80 度仰角爬升，终于脱离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富裕的工业社会。这套 1209-2004

年的数据有两项主要来源：(1)英国建筑工人的薪资（4.6 万笔）；(2)物价和房租

数字（11 万笔）。这 15.6 万笔的数字，当然没有漂亮到每年每月都有，但若以每

10 年的平均数字求取 1 个点，然后把这 80 几个点接起来，也很能看清楚长期的

趋势。 

Clark（2005 页 1318 图 8）告诉我们：(1)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1798）

时，为什么笔调那么悲观？因为 1798 年建筑工人的实质薪资，是 1760-1860 年

间的最低点。(2)为什么理嘉图写作《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1817）时那么乐观，



因为正值景气大幅反弹。如果以 1860 年代的平均所得为 100，1789 年的平均所

得约 45，1817 年大增至约 65。(3)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8）时平均所得约

80，那为什么还需要革命呢？因为从 1840 年开始英国进入「饥荒的 40 年代」，

平均工资从 1836 年的 83 跌到 1840 年的 75，反弹到 1842 年的 85，又跌入 1848

年的 80，这十年间起伏太快太大，失业严重暴动频传。 

问：《人口论》的悲观有史实背景，但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

和理嘉图的《赋税原理》（1817）不是只隔 3 年吗？当时工人的平均所得一路上

升，为什么马尔萨斯还需要悲观？ 

答：那是因为 1803-15 年间英法打了好几场仗，称为 Napoleonic Wars（注意

有 s）。这是指拿破仑称帝统治法国期间（1804-15），在欧洲各地与诸多国家的多

场战事。但是 1812 年的侵俄战役惨败，1815 年的滑铁卢之战又败于英军，结束

长达 13 年牵扯全欧的大战争。马尔萨斯和理嘉图争论的时间点，正值「拿破仑

战后的萧条」（post-Napoleonic depression，参见 Hollander 1969）。1815-20 年间

的萧条有几项特征：(1)资金不足难以累积投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 K/L 比值

太低（工人可分配到的生产性资金太少），因为有许多资产在战争期间被摧毁了。

(2)资金不足就无法雇用足够的工人，造成严重失业。(3)但另一方面，1815-6 年

间农业大丰收，价格下跌，农户收入降低；工业部门的需求不足，造成购买力不

足。马尔萨斯给当时的症状开出诊断书：关键在于「需求不足」（a failure of demand）

所造成的「过剩」（glut）。 

 问：他是当时唯一提出这个见解的人吗？ 

 答：法国的 Jean Charles de Sismondi（1773-1842）在《新政治经济学原理》

（1819）也提出类似的概念，认为战后经济的问题在于 effective demand（有效

需求）不足。 

 

Sismondi 的《新政治经济学原理》（1819） 

 问：我对有效需求说所知有限，可否先解说马尔萨斯的逻辑？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Sismondi_-_Nouveaux_Principes_d%E2%80%99%C3%A9conomie_politique.djvu&page=1


 答：他的有效需求不足说（或是「消费不足说」）有一套因果逻辑：从个人

的过度储蓄，推论到景气低迷不振。简单地说，1815 年战后因为景气不佳，失

业率高，民间所得低，自然就会节约支出（提高储蓄率），市场上的可用资金就

会不足，无法筹到足够资金投入生产设备与聘雇工人。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有

效方法，就是鼓励消费，创造有效需求。最有消费能力的是谁？地主和政府。为

什么？因为透过谷物法的关税保障，在高粮价政策下才会有高地租收入，才能把

资金投入生产创造就业。另一方面，地主家庭的贵妇开销、聘用仆人与园丁，也

是在增加就业机会，这就是创造有效需求。政府能做的事，是积极从事公共工程，

造桥修路兴建学校，目的也是创造就业与有效需求。 

 问：这不就是凯恩斯针对 1930 年代初期大萧条的处方吗？ 

 答：是的，这是下一章的主题，今天的重点是对比理嘉图的相反见解。理嘉

图认为消费不足说，是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内，最重要但也最

难以接受的论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理嘉图说：「目前我真的觉得有点困难，

我不太能清晰地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论说体系。」这个困难点你恐怕不容易体会，

必须先说明双方思维上的差异，才好解说为什么不易相互理解。 

在实际生活上，理嘉图是股票金融业出身的富豪，买了许多地成为士绅后，

进入国会参与决策，他当然不是个书呆子，而是见多识广的精明商人。但在写作

上他是个相当科学性思维的人，习惯从基本的公理（axiom），透过逻辑的演绎建

构出一套推理。最明显的例子，是为了解释全国的产出如何在三个阶级（工人与

农民、工商业者、地主）之间分配，他凭空创造出「差额地租」这个不实际，但

又能「歪打正着」的概念（参见第 9 章）。 

换言之，他要看到内在的逻辑推演，才能明白对方的思维。马尔萨斯的手法

是古典学派的类型，叙述很多事实之后得出一些见解，是「归纳性」的，也可以

说是「新闻体」的。这种文笔缺乏科学上的优雅与「一般性」（跨越时空），但它

诉诸常识与直觉，较能掌握现实感与读者的情感。换句话说，理嘉图经济学走的

路线是抽象分析派，马尔萨斯走的事实直观派。分析派为了得到精确的结论，通

常要做出不符现实的假设，例如「假定其他条件不变」。 

 



 问：理嘉图是精明成功的商人，又是参与国事的决策者，如果他只靠抽象推

理，怎么可能在生活上成功？ 

 答：我举现代的例子你比较容易明白。好几位得过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

也在 Newsweek 或《纽约时报》写专栏评论时事，例如 Paul Samuelson（1970 年

得奖）、Milton Friedman（1976）、Gary Becker（1992）、Paul Krugman（2008）。

这些人用右手写抽象数学推演的论文，左手评论现实议题。理嘉图就是这种「人

上人」，而马尔萨斯是只能写具体议题的「人下人」，他不会写抽象推理演绎的论

文。我觉得（恐怕也是实情），理嘉图看不起马尔萨斯的分析手法，不同意他的

见解，就委婉地说「不太能清晰地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论说体系」。 

在下一章开头的引文你会看到，凯恩斯说理嘉图派经济学的成功，其实是一

大灾难，因为他们会轻蔑那些没有抽象思维的见解。其实逻辑的严密与体系的优

雅，有时会遮蔽简单的重要议题。幸亏诺贝尔奖是瑞典人颁的，他们的眼光不错，

愿意颁给不会建构数学模型，不会用计算机验证计量模型的海耶克（1974）、James 

Buchanan（1986）、Ronald Coase（1991）、Douglass North（1993）、Elinor Ostrom

（2009）和 Oliver Williamson（2009）。「人上人」未必样样高明，「人下人」也

会有「上上智」。 

 问：这个道理很浅显。我想知道理嘉图怎么说明他的研究方法。 

 答：他写信给马尔萨斯说：「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在探讨国家财富的本质与

起源，但我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是用来探讨财富创造之后，如何在不同的产业与

不同的阶级之间分配的“法则”。…我愈来愈觉得前者（探讨财富的本质与起源）

是“白费力气与虚幻的”，后者（追寻科学性的法则）是科学的唯一真正目标。」

用现代的话来说，会写数学模型的人，轻蔑只用文字的同行，说你们的工作白费

力气又虚幻无用。弱势的马尔萨斯坚信，经济现象是复杂的多面体，无法只用法

则、逻辑、演绎来掌握。 

 问：这是第一个角度的对比，不是还有另一个角度吗？ 

 答：第二个角度是学派之间的认知差异，你也可以说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落差。

简单地说，理嘉图和许多古典学派的人，都接受赛依法则（Say‟s Law：供给会

创造本身的需求），所以就算某个行业短时期失衡，但不可能会有全盘性的失衡，

因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的机制。赛依法则是第 33 章的主题，届时详说。 



今日的主旨是对比基本的认知：有无可能发生全盘性失衡，或产品过剩或非

志愿性的失业？马尔萨斯认为有，因为所得太低造成购买力不足，这是 1803-15

战后萧条的主因，所以必须有积极的作为（刺激有效需求、政府透过公共工程创

造就业）。但理嘉图认为这只是短期的失衡，不必干涉就会自动回复均衡状态，

不必担心产品过剩（glut），因为「供给会创造本身的需求」。 

 问：你似乎认为马尔萨斯的观点比较有理。 

 答：虽然没有提出漂亮的理论与法则，但他是个悲天悯人的牧师，比较会从

「人的行为」（例如决定花钱的方式与动机）来观察现象。相对地，理嘉图着迷

或执着于优雅的法则，比较会「看不见」事实。2011 年 3 月日本发生 9 级地震

与海啸，如果你身历其境，应该会比较相信：(1)一切都会自动回复均衡，政府

不必干预；(2)政府要积极建设公共工程，刺激有效需求才能迅速复苏？我投票

给马尔萨斯，你呢？ 

 问：你是说双方的辩论是鸡同鸭讲？ 

 答：恐怕是没有生产性也没有结论的争辩，因为观点不同价值观迥异。学界

很多人觉得马尔萨斯的分析不深入，论点平常，跟不上科学的脚步。其实爱因斯

坦也犯过科学上的大错误：(1)他原本认为宇宙是静止的，直到哈柏用天文望远

镜证实，星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表示宇宙还在膨胀。(2)量子理论的特点是

「测不准原理」，但爱因斯坦生前一直认为不可能，因为上帝「不会掷骰子」（不

会有测不准这种事）。理嘉图遵循的赛依法则，到了 1930 年代才被凯恩斯的《一

般理论》推翻。凯恩斯热情地写一篇〈马尔萨斯传〉（38 页），极力推崇「有效

需求不足说」（消费不足说）。 

 问：马尔萨斯如何反驳理嘉图？ 

 答：他说「某些非常有才华的作者认为，虽然时常可以看到特定商品会有过

剩（glut），但不可能会有全盘性的商品过剩。因为依照他们的观点，（制造）商

品一定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的，…某项产品的超额供给（excess supply），只

是证明其他商品在供给上有缺失，所以全盘性的超额（general excess）是不可能

的。…这种说法及其应用，对我而言是无稽之论，也和供需原理完全违背。」这

段话的主旨，是在反驳古典学派共同遵守的赛依法则：不会有超额供需，市场终

将均衡。 



 

超额供给 

马尔萨斯从「个人的需求与行为」，来观察市场运作机制，站在微观的立场，

认为每种商品都有它的市场特性与管道，正如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与特点。相对

地，理嘉图站在宏观的角度，主张商品的存在就是为了要和其他商品交易，没有

人会在交换不到商品的情况下，去生产自己的商品。各行各业的商品种类何止千

万种，如果我是制造棉被的工人，我能预知今年应生产多少才不会过剩吗？你怎

么会在夜市买到大量廉价的倒店货呢？那不就是超额供给吗？ 

 问：理嘉图是否为了维护模型的优雅，而否认供需失调？ 

 答：有可能，因为「失衡模型」被学界接受，是凯恩斯学说得势之后的事。

在 1820 年代很难处理失衡问题，因为这是破坏科学对称性、破坏理论简洁性的

讨厌鬼。赛依法则是一块完美的遮羞布，让供需永远相等，保障魔术师得到热烈

掌声的法宝。马尔萨斯是个不识相的老实人，硬要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硬要说

国王的新衣并不好看。他喜欢 messy realistic theory（混乱但较真实的理论），理

嘉图喜欢提出跨越时空的优美法则。在马尔萨斯「真实但丑陋」，和理嘉图「优

美但较不真实」之间，或许是源自面对自然科学时的自卑感，经济学界选择了理

嘉图，只有勇敢的凯恩斯力挺马尔萨斯。这项差异也能解释，为什么制度学派和

历史学派会兴起：他们要用动人的故事，对抗高深优雅但生冷不符实况的模型。 

 问：前面提到凯恩斯说，理嘉图的胜利是百年来经济学的大灾难。 

 答：凯恩斯不只同意马尔萨斯的结论，也赞同他的分析路线，我引两小段给

你看。「经济学的写作并不是在做数学证明或写法律文件，而是要激起或诉诸读

者的直觉。」「经济学并不是和数学一样，要在逻辑上写得密不通风滴水不漏。…

最能一般化的理论通常也最没有讨论价值，…但是如果作者不能提出严谨清晰的

作品，我也担心他恐怕无法发表。」马尔萨斯和理嘉图是个好例子，因为他们的

思维方式（mindset）很不相同，如果坚持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对方的论点就变

得无法理解或甚至可笑。也正因为有这种坚持，才会产生各种学派（古典派、新

古典派、马克思派、奥地利学派、凯恩斯学派），也才会有主流和非主流的区隔，

这些都是路线不同和认知差异所引起。 



我的结论是：马尔萨斯和理嘉图对「有效需求不足说」（消费不足说）的辩

论，是一场鸡同鸭讲的争执，不会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中，

科学的（会设计引擎）是否比直觉的（会处理车祸）优越，那就未必了。最后我

引个例子，说明 Sraffa 并不同意凯恩斯对理嘉图经济分析的偏见，也不同意凯恩

斯对马尔萨斯的过度欣赏。1932 年 12 月凯恩斯草拟〈马尔萨斯传〉时，他请 Sraffa

提供当时正在编辑中的《理嘉图全集》，因为其中有一册是这两位论敌的通信。

Sraffa 知道凯恩斯对理嘉图有偏见，而理嘉图是 Sraffa 的偶像。Sraffa 在 23 日回

信说他很愿意在数据上配合，但请凯恩斯“don‟t treat too ill my David”（「不要太

恶待我的戴维˙理嘉图」，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36: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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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马尔萨斯对凯恩斯的启发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马尔萨斯的研究路线完全失利。理嘉图的经济学在过去百

年间的完全主宰，对经济学的进展其实是一大灾难。如果马尔萨斯（而非理嘉图）

带动了 19 世纪的经济学，今日的世界应该会更丰富更有智慧。 

Keynes (1933:98-101). 

 

 上一章多次提到，马尔萨斯（1766-1834）的「有效需求说」（消费不足说），

对凯恩斯（1883-1946）的《一般理论》（1936）有显著影响，今天要进一步解说

双方的相似见解。有人认为他们之间并没有智慧上的密切连结，我从多篇文献得

到的综合印象，倾向于认为有显著影响。但比较属于启发性的，因为凯恩斯有许

多新概念是马尔萨斯所无，例如流动性陷阱、工资向下僵硬性、乘数效果。在拯

救大萧条的具体措施上，双方共同的药方，是刺激有效需求与扩大公共工程建设。

整体而言，凯恩斯的成就还是明显超越马尔萨斯，尤其是在两次大战之间

（1918-38），他对经济决策的影响力，以及对国际金融组织建构的贡献，都是马

尔萨斯无法企及的。 

 问：也有论文分析马克思对凯恩斯的影响。 

 答：这类的文章很多，你用 Marx + Keynes 搜寻就可找到许多。你也可以把

Marx 改为 Adam Smith 或 Schumpeter，这类的文章多到看不完。但如果问谁对凯

恩斯的经济思考最有影响力，我认为还是马尔萨斯，主因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马尔萨斯面对 1815 年战后的英国大萧条，凯恩斯面对 1929 年 10 月纽约股市崩

盘后，在美国与世界造成的大恐慌。前者是单国的问题，后者是全球性的问题。

不论规模大小，基本病征类似。换个角度来说，赛依法则（经济会自动回复均衡）

这种古典学派的观点，已无法解释大萧条的成因，遑论提出有效对策。马尔萨斯

和凯恩斯共同面对的是：产业衰退、失业率严重、有效需求不足、市场机能失灵



（供需失调）、投资不足、过度储蓄、经济失衡。 

 

 问：听说《一般理论》的首章只有一页？ 

 答：其实整章就是一段和一个注脚。我干脆把它的内容说给各位听，你就明

白这本书的方向与性质。简要地说，就是要反对古典学派的均衡观念。 

我这本书取名为《就业、利率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重点放在「一般」，目的是要

把我的论点与结果，拿来和古典学派的理论相对照。我受的是古典学派教育，百

年来这个学派在理论上与政策上都处于主宰地位。我要提出论证，说古典学派的

基本论点，只能适用在某些特例，不能运用在一般的情况下，因为古典学派所说

的，只是均衡下的某个特别状态。此外，古典学派所主张的这些特殊情况，正好

与当前经济社会的状况不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古典学派的见解，运用来处

理眼前的问题，结果必然是误导的与灾难性的。 

这段正文有个注脚，大意是说： 

古典学派这个名词是马克思发明的，用来指称理嘉图与 James Mill 以及他们

的前辈，也就是那些替理嘉图派的经济学奠定基础的人。我认为古典学派也应该

包括理嘉图的跟随者，他们不但承袭理嘉图派的经济学，还把它弄得更加完善。

这些人包括（例如）J.S. Mill、Marshall、Edgeworth 和 Pigou 教授。 

《一般理论》的首章这么简短，其实是一项重要的革命宣言：要和古典学派

划清界线，从理嘉图到与凯恩斯的师长 Pigou 等人。或许你已注意到，凯恩斯没

提马尔萨斯（理嘉图的朋友兼论敌）。 

 问：我在《一般理论》的索引，看到马尔萨斯的名字出现在 7 个页码内，「有

效需求」这个名词出现在 6 个页码内。 

答：如上章所述，这个观念是双方最相似的地方。今天的主旨是要提出更多

的相似性，这些只能从双方著作的内文去感受，从表面性的索引无法看出。上一

章提过凯恩斯写过一篇传记（Keynes 1933），明白显示对马尔萨斯的感情。《凯

恩斯全集》的第十册是《传记文集》，内收 39 篇长短不一的文章，最长的是〈Alfred 

Marshall 传〉（页 161-231，71 页），因为那是凯恩斯父亲的老师，更是新古典学

派的大将。其次是〈William Stanley Jevons 传〉（页 109-60，50 页），因为他是英



国边际学派的开创者。第三是〈马尔萨斯传〉（页 71-108，38 页），这是理解他

对凯恩斯启发的重要文献。 

问：在他们的著作中，有效需求是个明显的共同点。再找出两个类似的共通

点，就比较能支持这两位心灵的互操作性。 

答：那我就再说几个学界的共识。(1)双方都主张民间要更积极消费，就算

是非生产性的消费（unproductive consumption），也能刺激需求与供给。 

 

1980 年代里根总统的「供给面经济学」 

(2)主张政府透过公共工程建设带动活力，1930 年代美国大恐慌时，罗斯福

总统就采用过这种手法，效果还真不错。1980 年代里根总统在景气衰退时也这

么做过，但用了个新名词「供给面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一方面透

过减税来降低企业成本与增加雇用就业，另一方面由政府投资公共建设刺激活力。 

(3)另一项特征就是注重短期效果，凯恩斯说「长期而言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大意是说，萧条时期生活艰难，如果政策要长期才有

效，那早就全死光了。古典学派注重长期效果（与均衡），但马尔萨斯很明白，

经济理论不应追求优雅完整，而是要有「活人无数」（立竿见影）的具体措施。

哪种政策最具短期功效？当然就是刺激「有效需求」：增加浪费性或无生产性的

消费、公共工程、减税、创造就业。 

(4)你应该听说过「储蓄的矛盾」（paradox of thrift）这个观念。我们从小的

教育都是鼓励节俭储蓄，但在景气衰退时节俭储蓄会导致可用资金不足，反而有

害。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一项特征，其实马尔萨斯早就有类似见解。 

 

储蓄的矛盾（paradox of thrift） 

 问：如果你能再举三个类似的例子，我就完全信服。 

答：我试看看。(1)你在大一经济学原理内，一定读过凯恩斯的「边际消费



倾向」、「边际储蓄倾向」、「边际投资倾向」（propensity to spend, to save, to invest），

这些都属于一组共同的概念。马尔萨斯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没提出这么引人注目

的名词。「当资本增加得太快时，累积资本的动机就会减缓，因而自然会增加消

费减少储蓄。」同样地，「当利润增加时，累积资本的动机就会增强，因而会倾向

于花费较少的收益，增加储蓄。」他认为繁荣时，储蓄率会高过 GNP 的成长率。

虽然字面上未必和凯恩斯相同，但精神的相通性很难否认。 

(2)还有一点很重要，上一章已谈过但刚才忘了提：双方都鲜明地反对赛依

法则，反对理嘉图派的均衡观，认为失衡是常态，均衡反而是异常，衰退、繁荣、

萧条都属于不均衡状态。马尔萨斯批评赛依、理嘉图、James Mill，说这些人都

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都假设“资本累积就会保证有需求”（意思

是说：供给资本就会自动创造出需求），也错误地认为劳动者的储蓄，会创造出

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因而会鼓励厂商继续生产。」他的意思是说：古典学派的错

误认知，是储蓄会自动转换成有效需求；储蓄是一件事，肯拿出储蓄购买是另一

件事。换句话说，有购买力并不等于有购买意愿，要掏钱买回家才算数。为什么

这么着重「有效」？因为光是有「计划」、有「意愿」都是空谈。 

(3)古典学派对货币的见解你早就知道了：货币是中立性的、是一层面纱，

因为货币供给额增加十倍，物价也会上涨十倍，所以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与经济

的润滑剂，对国民生产额无实质效果。马尔萨斯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货币有「购

买力」（purchasing power，你没看错，这是他的用语，不是近代才有的）。我摘

述他的论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作者，通常害怕赋予货币过高的重要性。…大

家真正要的是商品而非货币，…但这种会流通的中介（货币），对储蓄而言也是

绝对的必要，工商业者如果用实物而非货币来支付工资，生产必然会变得缓慢，…

如果没有货币，农人和工匠在销售产品时也会立刻受阻。这种流通性的中介在分

配财富时、在鼓励工商业时，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如果把货币的角色放置一旁，

那必然会误导我们的推理（经济思维）。」 

 

凯恩斯《货币论》(1930) 

同样地，凯恩斯对货币的态度也和古典学派迥异，他写过《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1930），把货币和生产理论结合在一起，这是另一个大议题。在此我

只是要指出，双方的观点有个共通性：货币不是面纱更非中立性的，而是生产体

系中的重要环节。 

问：好吧，总算又挤出三个相似性。那我想进一步问：凯恩斯经济学里的重

要因素，有多少是马尔萨斯早就有的？ 

答：我猜你真正想问的是：凯恩斯经济学里有多少「不是」马尔萨斯的。我

刚才的回答有点误导，好像凯恩斯的主要见解都是马尔萨斯的。其实我的重点是：

(1)在古典学派中，马尔萨斯是个相当独特的人物。在理嘉图经济学（抽象分析、

法则化、演绎手法）称霸的一百多年间，马尔萨斯被忽视了。 

(2)从凯恩斯的著作中，我们明显看到马尔萨斯的影响力，反而看不到理嘉

图的影子。主因是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大萧条、大恐慌、景气低迷、高失业率。

他们处于悲观的时代，共同感觉到古典学派的理论帮不上忙，感叹经济学是一门

「丧气的科学」（dismal science）。 

(3)马尔萨斯较不幸运，因为 1840 之后英国的景气好转（维多利亚女王时期

的繁荣），他的见解因而被忽视了。凯恩斯较幸运，因为 1930 年代的大萧条是全

球性的，他的有效需求说、赤字支出说、公共工程建设说，被美国罗斯福总统采

用，成为「新政」（The New Deal，1933-7）的灵药，雄霸世界至今不衰。 

 

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 

(4)凯恩斯的新创见很多，例如你很熟知的乘数原理、加速原理、IS-LM 曲

线、流动性偏好、流动性陷阱、失业状态下的均衡、储蓄的矛盾、总合需求。 

前面提过〈马尔萨斯传〉（1933），大半篇幅是在解说有效需求、储蓄、投资、

市场过剩这几项观念，这些也就是对凯恩斯最有启发的部分。能有这几项重大影

响，其实就很了不起了。相对地，他对马尔萨斯的生平与《人口论》着墨不多，

因为较缺概念深度。 

 问：从学术的公平性来说，他对马尔萨斯不可能没有批评吧！ 

 答：有两点批评。(1)凯恩斯那本名著的全称是《就业、利率、货币的一般理



论》（1936），马尔萨斯分析过就业和货币问题，凯恩斯说他完全忽视利率这个重

要面向。这是事实但也不公平，因为 1815 年战后的金融市场尚未健全，中央银

行的公开操作效果，远远比不上 1930 年代，不分析利率自然有时代的因素。(2)

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说，只是概念性地提出，没有具体说明和就业、货币、利润、

储蓄、投资诸多议题之间的关联与运作机制，所以很容易被当时的读者忽视。确

实如此。但反过来看，马尔萨斯不就是做了又高又漂亮的好球，让凯恩斯在百多

年后大显身手吗？ 

问：有人写过翻案文章，论证马尔萨斯对凯恩斯的影响未必那么明显吗？ 

 答：Corry（1959）是个好例子。这篇文章刊在皇家经济学会的Economic Journal，

凯恩斯当过主编（1911-46），所以绝不是戏作。这篇 8 页短文的基本论点是：(1)

从理论架构上来看，《一般理论》几乎和马尔萨斯不相干，凯恩斯有自己原创观

念与思维。(2)凯恩斯说理嘉图经济学百年来的胜利，对经济学界是一场灾难，

Corry 也不同意。(3)从经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马尔萨斯不是凯恩斯的前导者，

而是凯恩斯对马尔萨斯过度惊艳。总之，马尔萨斯对凯恩斯的理论并无多大帮助。

凯恩斯的学生 Roy Harrod（1900-78）有本闻名的《凯恩斯传》（1951），Corry 引

用此书的页 460 说：「我无法相信马尔萨斯这位了不起的人口理论学者，对经济

学会有多高价值的贡献，因为他的分析总是搅乱成一团。」 

 

Roy Harrod 的《凯恩斯传》（1951） 

 问：Corry 总有学术上的严肃理由吧。 

 答：(1)他认为凯恩斯的一大特色，就是储蓄未必等于投资（S≠I），而马尔

萨斯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完全属于古典学派（S=I）。Corry（1959:719-20）引用

许多马尔萨斯的原文来支持此点。 

(2)他知道马尔萨斯的重要贡献，是指出市场过剩（glut），也就是生产过剩，

原因在于消费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解决之道在于提高「非生产性的消费」，以

及政府带头做公共工程建设，增加就业机会提升购买力。Corry 也明白理嘉图认

为市场过剩这个观点「不符实情」（unrealistic），因为理嘉图基本上相信赛依法



则的均衡说。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Corry，只是不明白此事怎么用来证明，马尔萨

斯和凯恩斯之间无重要关联。 

(3)马尔萨斯的政策，是自由放任式的古典学派（政府极小化），而凯恩斯主

张政府大有为，采取赤字支出政策、积极做公共工程。马尔萨斯确实说过：「我

们最好跟随史密斯遗留的伟大政治经济原理，除了少数几项特例（如国防、教育、

司法、货币），最好让每个人在法律规定之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我想反问 Corry：

就算马尔萨斯有自由放任的思维，但在 1815 年战后大萧条期间，自由放任能解

决市场过剩与有效需求的困境吗？如果他此时主张政府大有为，可否也算是特殊

时期的特例呢？这正好和凯恩斯的想法相符，怎么会是双方的大差异呢？ 

Corry 这篇 8 页的短文很难完全说服我，总觉得他是用二次大战之后成熟的

凯恩斯经济学，来对照 19 世纪初期马尔萨斯见解的简陋与不堪。对爱因斯坦而

言，牛顿的物理学是简单的，局限性明显（只是个特例）。你相信爱因斯坦会否

认牛顿的影响吗？你用 Einstein + Newton 搜寻就知道答案了。 

 问：后来有人驳斥 Corry（1959）的论点吗？ 

 答：Rutherford（1987）在 Oxford Economic Papers 辩驳，说 Corry 和 Schumpeter

这些人的观点值得商榷。他认为马尔萨斯对凯恩斯有显著的启发，否则为什么要

写 38 页的〈马尔萨斯传〉？Rutherford 先列举负面的文献与见解，说这些否认

马尔萨斯的学者，是先入为主接受了凯恩斯的成熟版（也就是先了解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当然就会轻视马尔萨斯（牛顿）的贡献与启发。换句话说，接受《一

般理论》之后，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必然显得幼稚单纯。这篇 15 页

的论文内容较技术性，不易在此摘述，但基本的问题与论点我先前大都提到了。 

我只能援引 Hollander（1969:306），再度支持双方的关联性。这篇长文是经

济史（拿破仑战后大萧条）与思想史的结合体，从史实与理论两个角度同时考虑，

得出具体的结论：On the contrary Malthus‟s account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Keynesian analysis（相反地，马尔萨斯的论点和凯恩斯的分析并无歧异）。希望

Kates（1994）的论文标题，也有类似的支持效果：“The Malthusian origins of the 

General Theory: or how Keynes came to write a book about Say‟s law and effective 

demand”（《一般理论》的马尔萨斯根源：凯恩斯如何写一本关于赛依法则与有

效需求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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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废除谷物法：马尔萨斯与理嘉图的争

论 
 

 

 

 

 

 

英法拿破仑战争（1803-15）结束后，有过一场应否废除谷物法的激烈争辩。大

家都知道，马尔萨斯的主张保护农业，他是唯一替谷物法辩护的重要经济学家，

因而一直被视为异类。本文的研究发现，其实他早在1824年就撤回支持谷物法的

主张。这项发现也左证，他当初之所以会支持保护主义，并不是要维护地主阶级

的利益，而是从国家的利益着眼。 

Hollander (1992) p. 650 

 

理嘉图著作中的主要结论，是说如果有更开明的经济政策，英国的利润与新资本

的累积率应该可以更好。也就是说，他相信谷物法是为了要维护地主阶级，而牺

牲相当大的国民利益。然而我认为，即使谷物法没有废除，英国还是会有一长段

的经济成长。 

Tucker (1960): Progress and Profits in British Economic Thought: 1650-1850, p. 162. 

 

 

 何谓「谷物」？这是基本粮食的代名词，在亚洲就是米，在南美是玉米，在

英国是指大麦、小麦、燕麦。谷物法（Corn Laws）的主旨，是要透过高关税壁

垒，让英国与爱尔兰免于外国廉价的谷物竞争。谷物法是个代名词，国会的正式

条文是 Importation Act，1815 年通过，1846 年废除，约共施行 32 年。谷物法的

通过，是英国重商主义的重要特征；它的废除，是迈向自由贸易的里程碑。为什

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辩？牵扯这么多政界、工商界、学界重要人物的争执？主因

很简单：地主希望透过关税保护来维持高粮价；工商界希望国外廉价粮食自由进

口，降低工资与原料成本；政界就是双方角力的场所；经济学界也分成两大阵营，

各自析论利弊得失。今天的重点是马尔萨斯和理嘉图，在这场大争辩中的论点与

逻辑。 

 问：他们的立场在前几章已大略解说过。我们需要更多的史实背景，才好判



断双方论点的合理性。请解说 1815-46 年间大争辩的远近因素，以及此事的结果

和影响。 

 答：下议院的委员会在 1813 年建议，排除国外种植的谷物（也就是禁止进

口），直到国内种植的谷物（指小麦），每 quarter（= 8 bushels = 291 公升）的价

格，达到 4 英镑（2010 年的币值约 202.25 英镑），才再度开放进口。马尔萨斯认

为 4 英镑是合理价格，主要论点是：(1)如果长期倚赖外国的廉价谷物，劳动阶

级的工资会下降，那是因为劳动者领的是「生存工资」。如果粮价下跌，资本家

就只肯付更低的薪资。(2)谷物下跌后，农业部门（农民与地主）的收入大减，

当时农业占 GDP 的比重很高，对经济的打击很大。(3)地主的所得减少后，无余

力投资工商业，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很快就被外国超越。 

 理嘉图的见解正好相反：(1)开放国外廉价谷物进口，可以降低工资，减少制

造业成本，增强货品的国际竞争力。(2)废除谷物法等于宣示自由贸易，让廉价

原料进口。透过英国的先进技术与优越的生产效率，反而能从国际贸易获得更多

利益。这两位的相反见解，正好代表赞成与反对谷物法的基本论点。 

 

Lord Liverpool (1770-1828) 带领保守的托瑞（Tory）派政府 

 英法战争（1803-15）结束前夕，一方面是风调雨顺谷物丰收，二方面是预期

和平即将到临，谷价在 1814 年明显下跌。当时保守的托瑞（Tory）派政府，在

Lord Liverpool（1770-1828）带领下，于 1815 年通过谷物法，立即引发赞成者与

反对者尖锐对立，但都无具体的结果。 

 问：利益冲突这么明显，怎么可能多年无事？ 

 答：此事拖延到 1820 年，有位经济学家 Thomas Tooke（1774-1858），为商

界写一份陈情书（Merchant‟s Petition），要求下议院废止关税保护实行自由贸易。

当时的主政者仍是 Lord Liverpool，他说他赞同自由贸易，但在当前的复杂限制

下，不易废除保护条例；他也相信英国的经济优势，在保护体系下仍能持续成长。

翌年，贸易局的领导 William Huskisson 提出一份报告，要求回复 1815 年之前「实

质上自由」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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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Tooke（1774-1858）要求废止关税保护 

 下议院在多重压力下，1822 年通过「进口法案」（Importation Act 1822），规

定国内种植的谷价达到每 quarter 80 先令（=4 英镑）时，就可以进口谷物；但谷

价低到 70 先令（=3 镑 10 先令）就禁止进口。这项法案 1822 年通过后到 1828

年之间，谷价从未涨到 80 先令，表示这 6 年间没有进口谷物。1827 年时，地主

阶级联合起来反对 1822 年的法案，翌年通过新的谷物进口法案：当国内谷价低

于 52 先令时，进口的谷物课税 34 先令 8 便士；当谷价高到 73 先令时，关税就

降到 1 先令。也就是说，当谷价在 52 与 73 先令之间时，关税就在 34 先令与 1

先令之间浮动。 

 问：英国政治的特点是政党轮替，难道保守的托瑞政府能长期执政？ 

 答：如你所说，1830-41 年间的主政者是自由派的辉格（Whig）政府，但仍

倾向于不废除谷物法。辉格派日后的首相 Charles Pelham Villiers（1802-98），

1837-45 年间在下议院提出 9 次废除法案，但都未成功。其中阻力最大的是 1842

年那次，反对票高达 303。到了 1845 年，反对票降到 132。保守派的首相 Sir Robert 

Peel（1788-1850）1841 年上任，1845 年时他宣称倾向废止谷物法，但却投了反

对票，翌年他才投赞成票，通过废止谷物法。 

 

保守派的首相 Sir Robert Peel（1788-1850）废止谷物法 

 谷物法的废止有两大功臣。(1)前述的自由派首相 Villiers，1838 年他在工业

城曼彻斯特对 5 千名工人大会演说，宣扬反对谷物法的立场与主张。1840 年他

领导一个「进口税委员会」（Committee on Import Duties），出版一本册子检讨谷

物法的影响。(2) 1836 年伦敦成立一个组织，叫做 Anti-Corn Law League（反谷

物法联盟），但民间的支持度不高。1836 年在曼彻斯特也成立一个同名的联盟，

与 Villiers 密切结合，把那本小册子翻印好几万本，在主要的报章上刊登，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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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美国翻印。 

 1815 年通过谷物法后，到 1840 年正好 25 年，反对声浪已难以抵挡。保守党

的 Robert Peel 在 1841 年被选为首相，他宣称研究过亚当史密斯、David Hume

和理嘉图的著作。但在 1837-45 年间，他仍投票反对废止，只愿在税率上稍作让

步：当谷价跌到 51 先令以下时，最高关税为 20 先令（相对于 1828 年的 34 先令

8 便士）。 

 问：英国史称 1840 年代为「饥饿的 40 年代」（the hungry ‟40s），为什么在缺

粮的状态下，还能禁止外国的廉价谷物？ 

 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背景就是这个时期：民不聊

生与政治不合理。马克思很早就对谷物法有强烈意见：废除谷物法的运动已经发

动，这需要工人的支持。废除谷物法的目的，只是要得到两倍的「大面包」（a Big 

Loaf），同时也要通过十小时的工作法案（每日的工时减到十小时）。社会主义者

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和「反对谷物法联盟」结合，得到许多知识分子与作家的

支持。他们的共同要求，是开放廉价谷物进口，提高工人的购买力。 

 台湾的书报摊上，很容易买到英国《经济学人》周刊（The Economist），它

的内容相当多元，文章质量优良可读性高。这个刊物创办于 1843 年，正值废除

运动的高点，《经济学人》当时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反对谷物法联盟」。 

 

1846 年反对谷物法联盟大会 

 废除运动高涨时，护卫谷物法的 Richmond 公爵，在 1844 年创立「中央农业

保护协会」（Central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Society，CAPS），来和反对势力抗衡。

CAPS 能成立有一项外因素：1844 年农业丰收。但好景不常，翌年农业歉收，爱

尔兰的马铃薯受到枯萎病害，英国缺粮，爱尔兰饥荒。在危急存亡的压力下，1845

年 12 月 4 日政府在报纸 The Times 宣告，1846 年元月召开国会废止谷物法。这

项决定导致 Peel 首相辞职，维多利亚女王找 Russell 另组政府，但此事未成，Peel

回任首相。 

 1846 年元月 27 日，Peel 发表 3 小时演说，宣称谷物法将在 3 年后（1849 年

2 月 1 日）废止，但关税在这 3 年间会逐步调降，低到每 quarter 只课 1 先令。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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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废法者坚称，废除后必将使传统地主的社会与政治势力消退，被日益茁壮的工

商阶级取代。Peel 在多重压力下提出「废除法案」（Bill of Repeal），此法案也称

为「1846 年进口法案」（Importation Act 1846）。1846 年 5 月 15 日这项法案三读

时，赞成废止的票数是 327，反对票 229，可说是大胜（多出 98 票）。但这是下

议院的投票结果，还需上议院（House of Lords）通过。此事在 6 月 25 日完成，

长达 32 年（1815-46）的谷物法宣告结束。 

 问：废除后果真粮价大跌？ 

 答：从长期趋势来看，1850-70 年间的平均谷价是 52 先令，因素很多。(1)

从国外运粮的轮船费用便宜化，铁路发达后港口到内陆的运送成本大幅下跌。(2)

北美的农业生产机械化，粮产大增价格低廉，远程渡海后仍有利润。(3)俄罗斯

的农业生产集体化，工资便宜，产量丰富，大量涌入英国。 

 在国际粮价大跌的局势下，各国纷纷以关税壁垒（谷物法）保护本国农业，

只有英国和比利时反其道而行（废止谷物法）。19 世纪中叶后英国经济大幅成长，

人口大增物价激涨，但 1877 年的平均谷价每 quarter 只有 56 先令 9 便士，到 19

世纪末都未超过 66 先令，这是自由贸易之功。试举几个特例：1878 年跌到 46

令 5 便士，1885 年的谷物种植面积减少 1 百万英亩（约 4 千平方公里），降幅约

28.5%。1886 年的谷价跌到 31 先令。 

反过来说，英国对进口谷物的依存度，从 1830 年代的 2%激增到 1860 年代

的 24%，1880 年代约 45%（将近一半靠进口）。从农业人口的角度来看，1871-91

年间减少 9.22 万人，城市劳动人口增加 5.34 万人，表示许多农民被迫转入工商

业部门就业，成为新兴的劳动阶级。从开阔健康的乡村进入拥挤污浊的都市，流

离失所或被迫接受低工资与恶劣工作环境。9.22 万农民转入工业部门后，农村劳

动力吃紧，因而造成工资上涨，农业部门失去谷物法的保护，优势一去不返。 

 问：理嘉图是 1823 年去世，马尔萨斯是 1834 年过世，离 1846 年的废除法

案间隔 23 年或 12 年，所以对谷物法的废除没有直接影响。 

 答：是的，但他们的见解是正反双方最典型的代表，所以有必要理解。从理

论的角度来说，理嘉图派的论点认为，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人口与资本累积日

益增高，各行各业的利润率愈来愈低。那是因为随着肥沃耕地的耗竭，农业部门

会去耕作愈来愈贫瘠的土地。同样的道理，工商业愈来愈竞争，产品日益多样化



与平民化，过去的超额利润日益减少。 

用今日的术语来说，这是报酬递减的观点，因为 19 世纪初期还没有大量的

技术创新，学界与产业界还看不到报酬递增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视野下，如果施

行高关税壁垒，必然会使工人的实质购买力下降（因为粮价太高），工商业的工

资和原料成本太高，结果就是英国的产品价格，会远高于谷价低廉的国家。接下

来的恶果是：(1)失去国际竞争力，产品滞销，工商业萧条，失业率爬升。(2) 16-18

世纪在重商主义之下，透过国际贸易辛苦赚来外汇，会倒流出去购买外国的廉价

产品。(3)所以谷物法只是在维护地主阶级的短期利益，长期而言是一种「自己

打败自己」的错误政策。 

 马尔萨斯派的见解正好相反。(1) 19 世纪初期的英国还是以农业为主，农业

部门的人口与产出是经济重心，如果让廉价谷物自由流入，农业部门必然受到严

重打击：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收益大跌，地主收入剧减。(2)工商业部门尚在

成长，资金来源仰靠农业部门提供。如果农业被打垮，工商业的资金从何而来？

(3)农村部门破坏后，地主与贵族的优势消失，国会的上议院、社会的阶层制度、

传统价值观、社会秩序都会破坏。 

 今日我们对理嘉图派的论点较能接受。(1) 19 世纪初期已逐渐进入产业革命，

英国的前途维系在产业部门的发展，高谷价政策必然有害产业的成长。(2)废除

谷物法后，工商业的成本下降，利润自然提升。工商业发展后会累积所需的资金，

不必仰靠地主阶级投资。(3)农业部门萎缩后，释放出来的过剩劳动力，可以进

入棉纺业或工商业界，带动产能的提升。(4)在高关税的保护下，农产品价格过

高，鼓励农民去耕作不够肥沃或甚至贫瘠的耕地。在谷价极端高昂的情况下，甚

至会有人在花瓶里种植小麦。换言之，高谷价会导致全国的「资源分配不效率」：

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在生产力极差的劣质耕地上。(5)实行谷物法必然引起各

国报复，也用高关税壁垒阻挡英国产品。谷物法废除后，各国的原料、产品、人

力都可自由流通互易有无，物价低廉货品丰富，互助合作共同成长，何必把国门

关上损己不利人？ 

 上述这些道理谁都明白，但国会势力掌握在贵族与地主手中。在既得利益的

考虑下，当然不易短期内废除，谷物法就成为保护主义 vs.自由贸易的代名词。

谷物法的废止不单是经济的考虑，政治面与社会面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主要是担



心若不废除，有可能会引发暴动性的革命（例如爱尔兰在 1845-9 年间发生大饥

荒）。 

 问：从思想面来说，大家都认定马尔萨斯赞成谷物法。今天一开头你引用

Hollander（1992）的新论点，说马尔萨斯的立场后来已转为支持自由贸易，只是

还没来得及修正著作出版，后世学者大都没意识这项转变。 

 答：大部分人认为，马尔萨斯主张或同情谷物法，是在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

他之所以偏向农业部门（agriculture bias），原因很简单。(1)农业部门产出占 GDP

的比重最高。(2)农业部门的雇用人数最多。(3)农业土地的总价值是全国财富的

首位。基于这三个基本事实，他认为谷物法可以保护农业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

利益）：(1)保障高粮价，地主才会去开发更多的耕地，促进农业产出，增加地租

收入。(2)高粮价可以刺激农业部门更繁荣，这是累积「可投资资金」最有效的

方法与管道。我同意说，马尔萨斯是个农业保护论者，但基本目的是要成长更快。 

 问：有哪些证据显示他转变立场？ 

 答：(1) 1824年他在Quarterly Review发表一篇将近 40页的长文（页 287-334），

名称有点奇怪：“Political Economy”。(2)在 1826 年第 6 版《人口论》中新添增的

注释。(3)新近发现的三封信函，日期是 1829 年 3 月 31 日、1832 年 3 月 6 日、

1833 年 1 月 22 日。这三项文献透露三项重要讯息。(1)马尔萨斯意识到工商业的

出口利益，是经济成长更重要的来源。(2)理解到自由贸易（废止关税保护），对

工商业的扩展有明显帮助。(3)自由贸易后工商业收益的增加，可以弥补开放农

产品进口的损失。 

 问：哪些因素促使他转变观点？ 

 答：1803-15 年间的英法战争，对双方的经济都有重大打击。为了加速战后

复苏，避免国民生活贫困化，他理解到：(1)开放市场打通国际管道，一方面可

以吸引国外粮食与物资流入，二方面贸易也能使工商业繁荣，增加劳工需求减少

失业。(2)透过国际互通有无，可以解决内需不足（产品过剩），这是促进成长的

有效需求。(3)他支持谷物法的基本动机，其实也是站在国家的利益来考虑。既

然自由贸易能带来更大的利益，就没必要坚守谷物法的立场。(4)工商业发达后

也能快速累积资金，不必仰靠地主阶级的财富与储蓄。 

 问：可否引述几段文字证明他的转变？ 



 答：1832 年 3 月 6 日马尔萨斯写信给 Thomas Chalmers 说：“I quite agree with 

you in regard to the moral advantage of repealing the corn laws”（我十分赞同那些废

除谷物法的优点）。1833 年元月 22 写给 Jane Marcet 的信中，再次表示同意废除

谷物法，还加上两句话赞同自由贸易：It will no doubt give a stimulus to foreign 

trade;...Still I am for the removal of the restrictions（我赞同鼓励对外贸易…移除各

种限制）。整体而言，我认为诚实公正的马尔萨斯，是以国家利益为重，阶级利

益其次，个人利益最末。到了 1840 年代，自由贸易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他

的转变是时代意义大于个人意义。 

 请参阅 Schonhardt-Bailey（1997, 2006）和 Barnes（1938），有非常好的史料

和解说。与谷物法相关的文献非常庞杂，以下只是较新近的文献，许多精采过程

无法在此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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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理嘉图对经济分析的贡献：分歧见解 
 

 

 

 

 

 

理嘉图是个详宁的人，他的同事和对手来自不同圈子：证劵业、刚萌芽的政治经

济学界、国会议员。他们都喜爱也尊崇他的智慧与个性。例如他和马尔萨斯在宗

教上与经济上，都有相当不同的见解与立场，但又能维持长久的情谊，也能有风

度地交换歧见。 

Kenneth Arrow (1991): “Ricardo‟s work as viewed by later economists”, p. 70. 

 

 

 第 30 章首段引述凯恩斯的话，说理嘉图分析方法的胜利，对经济学百年来

的进步是一大灾难。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评论，原因如下。理嘉图的逻辑推理演

绎，一方面注重内在的模型严谨，与追求科学性的法则；二方面遵循赛依法则，

认为短暂的失衡终必将自动回复均衡；三方面遵循古典学派的见解，认为货币只

是交易的媒介，是中立性的面纱，对成长没有实质意义。有这三项特色的理嘉图

经济学，对 1930 年代初期的大萧条，提不出明确有效的对策，反而不如马尔萨

斯的直观现实推论。 

凯恩斯对「有效需求说」以及「政府积极推动公共建设」大感惊艳，1933

年热情洋溢地写了〈马尔萨斯传〉（38 页），甚至把有效需求说发展成《一般理

论》（1936）的第 3 章。此书的第 1 章是 1 页的革命宣言，第 2 章是「对古典学

派基本命题的批判」（20 页），第 3 章就是「有效需求原理」（12 页），其实这才

是全书主体的首章。如果你在书末索引查 Malthus、Demand（effective）、

underconsumption这几个条目，就可以感受到马尔萨斯在这本经典名著内的地位。 

 大萧条的地震海啸平静之后，学界并不觉得马尔萨斯的分析能力有那么好，

缺乏引申扩展的空间。换句话说，马尔萨斯是急诊室的特效药，没想到平常不起

眼的东西，在危急时竟然立了大功。但回复常态后，小兵还是得回复原来的地位，

理嘉图经济学又回到主流至今不衰。今天的主旨就是要替理嘉图平反，说明他在



分析上的贡献，为何至今还能持续发光发热，多位诺贝尔奖级的人物对他还很有

兴趣。相对地，马尔萨斯还在落寞地等待下次的大萧条。 

 

理嘉图全集 10 册（1951-5），索引 1 册（1973） 

 问：如果凯恩斯对理嘉图的评价那么负面，为何在皇家经济学会担任秘书或

会长任内，他要邀请意大利人 Piero Sraffa（1898-1983）主编《理嘉图全集》？ 

 答：这套十册的全集的编辑时间很长，1946 年凯恩斯去世后才在 1951-73 年

间逐册问世。其中最耗时的是第 11 册总索引（至少用了好几年），因为 Sraffa 想

做的不只是名词与人名，而是概念与内容的索引，那就不是能从字面判断，必须

掌握内在的脉络才有可能。此事详情请参阅 Pollitt (1988): “The collaboration of 

Maurice Dobb in Sraffa‟s edition of Ricardo”。 

1926 年 Sraffa 在凯恩斯主编的 Economic Journal 发表报酬递增的重要论文，

之后就一直待在剑桥大学经济系，与凯恩斯的团体有长期密切交流。凯恩斯深知

理嘉图是 Sraffa 的英雄，就委请他编辑《全集》。凯恩斯透过皇家经济学会，重

编主要经济学家的全集，包括马歇尔《经济学》的集注版（2 大册），甚至日后

的《凯恩斯全集》（含索引共 30 册），也是在这个脉络下完成的。凯恩斯对古典

学派与理嘉图的批评，随着大萧条之后的重新洗牌而消散。《理嘉图全集》出版

后，再度吸引学界的注意。 

 问：他有哪些重要议题值得重新理解或诠释？ 

 答：那就多了，我举 4 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为例。(1) Stigler（1982 年得奖）

写过好几篇相关论文，1952 年那篇“The Ricardian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是众所周知的。Mark Blaug (1956) “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Ricardian economics”

出自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就是 Stigler。这两篇都刊在芝加哥

大学经济系的期刊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 1959 年 Samuelson（1970 年

得奖）发表一篇 50 页的长文，分两次刊在哈佛经济系的期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运用战后的新分析工具（数学与图形），重述理嘉图的主要见解。

Samuelson 在 1959-89 年间，至少写过 5 篇分析理嘉图的文章。(3) Hicks（1972

年得奖）1977 年在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发表“Mr. Ricardo and the 



moderns”，用现代概念重述理嘉图的工资理论。(4) Arrow（1972 年得奖）在 1991

年发表一篇 8 页短文“Ricardo‟s work as viewed by later economists”，批评理嘉图

的分析，引发不同的回向，此事稍后详述。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不可磨灭的

贡献，为什么还要在理嘉图身上下功夫？ 

 

Piero Sraffa，1898-1983 

 问：也一定有次级的学者大量投入。 

 答：各国的理论学者和思想史家，发表不计其数的论文与专书，最具代表性

的选辑就是 Wood（1985、1994）与 Blaug（1991），总共重印 206 篇论文。若现

在（2011）辑印 1995-2010 年间的论文，必然也会超过 200 篇。如果凯恩斯的见

解正确（理嘉图的胜利是百年来经济学的大灾难），那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问：理嘉图的分析里，有哪些议题这么值得重新探讨？ 

答：答案就在上述的重印论文集里，我挑几条路线简要说明。(1)关税保护

主义与自由贸易论，最具代表性的议题就是谷物法应否废除，上一章谈论过了。 

(2)比较利益法则，试举 2 篇实证文章你就明白了。Bernhofen and Brown 

(2004): “A direct test of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case of Jap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1):48-67。Bernhofen and Brown (2005):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gains from trade: evidence from 

Jap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1):208-25。 

(3)理嘉图的「对等定理」：如果政府需要筹款打仗或建设，请问应该增加课

税或发行公债？政府不必偿还税款，但民怨必高甚至造反；民众可以投资债劵，

但政府日后的财政负担必重。理嘉图说课税和公债的财政效果相同（对等），你

同意吗？ 

(4) Sraffa 根据理嘉图的学说，发表一本百页不到的怪书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1960)。Samuelson 非常称赞，说这是 Sraffa

派的经济学。跟随着 Sraffa 这条路线，发展出一派新理嘉图经济学（neo-Ricardian），

网络上有非常多文献。 



基于上述 4 点我得到一个印象：从科学分析的角度来说，如果马尔萨斯在过

去 150 年间成为主流，恐怕才是经济学的大灾难。凯恩斯偏见了。 

问：我看过一个名词 Ricardian vice（理嘉图的罪恶），那是什么意思？ 

答：网络上有许多解说，我简述它的方向与由来。理嘉图的分析侧重抽象演

绎，目的是追求逻辑上的严谨与科学性的法则，凯恩斯批评这种分析优雅但不实

用。熊彼德（1954）《经济分析史》（页 473，541，618，653，1171，详见索引

页 1223），对这种逻辑严谨但未必是好理论的现象，称为 Ricardian vice，因为在

他的系统之外，「就没有多大意义，也不值得去探讨」。 

换句话说，理嘉图和现代的新古典学派，着重抽象分析与数学模型。这些分

析必须建立在强烈且不真实的假设上（「其他条件不变」只是个小例子），这些追

求抽象优雅的理论通常无实际用处。用熊彼德的话来说：「这是卓越的理论，永

远无法驳斥，除了意义之外什么都不缺（也就是说完全没有意义）。用这类手法

所得出的结果，来解决实际问题者，可称为 Ricardian vice。」（页 473） 

这个名词还有另一种解释：在抽象模型里，真正能操作的只有少数变量，必

须假设其他变量都不会变动。如果要从这种抽象、简化、遵循数理逻辑的模型，

推论出具体的政策结论，是危险的事。然而现今的学界却热烈拥抱这项「罪恶」，

视之为常态与必要，许多主要期刊的论文都属于这类型。熊彼德眼中的理嘉图罪

恶，在当今的科学界已成为一种 virtue（遵循的德行）。理嘉图是近代经济分析之

父，在数理模型当道的今日，凯恩斯和熊彼德的判断都偏误了（另参见 Hollander 

1977 页 1-2 的解说）。 

 

Kenneth Arrow（1921-，1972 年诺贝尔奖） 

问：理嘉图只用文字描述，没有数学也没有今日意义的模型，但他的思维推

理方式和数理学派相通，所以他的分析手法至今仍是主流？ 

答：就像所有的思想家，身后的评价会随着时代的潮流起伏。理嘉图逝后也

有人批评他对人口问题的见解，Samuel Bailey（1791-1870，英国哲学家与作家），

不太欣赏他的逻辑推理。古典学派的末代传人 John Stuart Mill（1806-73），一方



面视他为无上的权威，但另一方面也想推翻他的见解，要把分析带向新古典学派。

马克思把理嘉图放在最高的层级，自己却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马克思学派。新古典

派初期的大将 Jevons（1835-82）说：「理嘉图是个有才华的人，但方向错误，把

经济学带入错误的路线。」这类的批评多得很，Arrow（1991）那篇 8 页短文的

前 4 页，对历代诸家如何评价理嘉图做了不少摘要。 

问：前面提过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诠释，例如 Stigler（1952）、Samuelson

（1959）、Hicks（1977）。他们用现代的概念与分析工具，把理嘉图的雏型见解，

改写成符合今日标准的成熟版。他们好像是在「借尸还魂」，把自己的意思用理

嘉图的名义表达出来，若理嘉图从棺中复起，恐怕无法相信自己的见解，能改写

成惊人的数理模型。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人对理嘉图的内容提出批评？ 

答：当然有，Arrow（1991）就是个好例子。他先说自己对思想史没有研究，

但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理嘉图的分析有几项重大缺点。 

(1)史密斯的《国富论》，分析财富的本质与起源（注重经济成长），理嘉图

的分析着重所得在不同阶级之间如何分配（注重分配成长的果实），但忽略一个

很重要的面向：国家的资源应如何配置才会更有效率。所谓的资源包括劳动、资

金、土地，这三项之间有复杂的连锁关系。如何有效运用这些资源追求成长，要

比如何分配所得分配重要多了。 

(2)理嘉图的价值论，基本上还是劳动价值论，缺乏供给与需求的面向，也

就是完全没有最基本的分析工具，甚至连价格和数量的关系都没提过。 

(3)这样的话，商品的价格与数量就不是由供给和需求来决定，而是完全由

技术水准来决定：如果工人手上的工具很有效率，产量能增三五倍，价格就会降

低，而不是由市场的供需法则来决定。 

(4)同样地，市场机能、竞争原理这些今日的重要因素，在理嘉图的体系内

也不具备应有的份量。 

(5)完全缺乏效用这个观念。 

 

Paul Samuelson（1915-2009，1970 年诺贝尔奖） 

问：我认为 Arrow 的批评不公道，他等于是批评凡尔赛宫浪得虚名，因为



既无电梯、抽水马桶，也缺中央空调，更没有冰箱与微波炉和烤箱，甚至比不上

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舒适便利。这根本是「时光错置型」的批评，而不是设身处

地理解，当时的环境与主要议题。要看理嘉图能用哪些有限的分析工具，解决哪

些具体议题，才合乎史实与人情。 

答：是的，我完全同意。思想史的写作有两条主要路线：(1)历史重构法，

回到当初的社会经济背景，解说作者的主要问题与论点，让我们更明白为什么会

写出那样的作品。(2)理性重构法，用现代的工具与概念，重述作者的逻辑与内

在论点，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古今贯通，Stigler（1952）、Samuelson（1959）、Hicks

（1977）就是这种手法的范本。Arrow（1991）这篇短文既不是(1)也不是(2)，只

是把理嘉图痛骂一顿，缺乏同情的理解，也缺乏古今贯通的创见，对今日读者没

有理解上的帮助。思想史学界对 Arrow（1991）的见解很不以为然，Johnson（1993）

是个代表作。当然，思想史学界对理嘉图也有过严厉的批评，例如 Hollander（1977

页 1-2）摘述好几种意见，相当引人注目。 

 

John Hicks（1904-89，1972 年诺贝尔奖） 

 问：从经济学发展三百年的宏观角度来看，你如何评价理嘉图？ 

 答：如果依年代主观排列最有影响力的前 5 位，我认为是亚当史密斯、理嘉

图、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若要依影响力排序恐怕很困难，因为会随着时代

风潮而有显著变化。我换个角度，不只比较专业成就，把视野拉开，对比他们的

「人生圆满度」。 

(1)史密斯是古典学派的奠基者，也是市场机能说的倡导者，有经济学之父

的地位。但他是个知识分子，未婚无子女，日子平顺说不上有财富，学说在政策

上无立即的影响力，而是在概念的层次上影响深远。 

 (2)理嘉图是股票市场的胜利者，累积巨额财富，拥有良田千顷，有 8 个子女

和 25 个孙子，他的推理方式（方法论）与各种理论影响至今。在英国的政策上，

他极力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谷物法，虽然这些在他逝后才落实，但他对这两件事的

影响无庸置疑。还有一件不算小的决策影响：他主张银行发行纸钞时，必须有足



够的黄金准备，国会在 1819 年通过这项提议，可算是早期的金本位型式。简言

之，他在经济分析、个人财富、政策影响力、家庭圆满这几方面，是「每项都满

分」的人生。 

 (3)马克思的思维开创许多新观念，例如剥削、阶级斗争、历史唯物论、生产

关系。他一生穷苦潦倒，好几位子女先他而逝。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要等到

1917 年俄国革命成功后才「死后哀荣」。有生之年他厄运缠身，落寞多苦多难多

劫数。 

 (4)马歇尔是新古典学派的重要奠基者，今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例如供需法

则、弹性、消费者剩余，这些概念都是他的贡献。他在剑桥大学透过教学与著作，

影响全世界的理论与分析手法。然而他的健康从小不佳（绰号白腊烛），没有政

策的影响力，家庭生活平淡，称不上有财富，相较于理嘉图他的人生算不上精采。 

 (5)凯恩斯是可以和理嘉图相较的人：开创了总体经济分析，决策上影响美国

1930 年代的「新政」，形塑了战后国际金融组织的架构。他在股票与理财上相当

成功，但财富还是比不上理嘉图，较缺的一环是没有子女。我认为理嘉图在这 5

位当中，整体人生分数排名最高。 

 问：这些是八卦的对比，可否严肃评估理嘉图的学理贡献与缺失？ 

 答：其实各位已都有个基本概念，我重新整理条列。(1)在古典学派中，他是

第一位运用抽象分析与逻辑推理，得到重大成果者。(2)他的自由贸易论根植于

比较利益说，这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3)虽然尚无边际学派的工具，但他已

能掌握报酬递减法则，具体运用在差额地租理论上。(4)古典学派大都强调成长，

而他的重点是过去较少触及的所得分配，这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学派是一大启发。

(5)他对财政问题的分析，尤其是「对等定理」，在今日的财政理论中仍有重要地

位。 

 他的理论当然有缺失，基本上是时代性的，试举二点。(1)古典学派在态度上

接受赛依法则，同意会有短期的部门性失调，但不会有全盘性的失衡，因为经济

体系有自动回复均衡的机制。(2)资本家倾向于购买机器取代劳工，因而造成排

挤性的失业。这是因为当时的科技尚未大幅进步，在成长较缓慢的社会里，难免

有「我活你死」的零和观念。这种观念现在看来错误的原因有二：(a)其实 GNP

不是固定的，人会创新，会追寻新的就业机会（如网络兴起后带动的各种新行业）。



(b)虽然机器刚开始取代劳工时，会导致就业上的困难，但长期而言失业者也会

找新出路。机械确实会造成短期的就业失调（影响家庭与社会生活），但还是应

该鼓励使用机械，才能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 

 整体而言，我认为理嘉图可能是经济学界有史以来最值得羡慕的人：原创的

分析方法影响深远、富甲一方而不假公济私、对政策有显著影响力、家庭繁盛人

生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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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赛依法则：根源•内容•争论 
 

 

 

 

 

 

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件商品生产出来后，就会立即在市场上，透过和其他商品交

换的方式，充分展现本身的价值。当生产者做好这项商品时，就会迫不急待地把

它卖掉，否则它的价值就会随着留在手边的时间加长而递减。同样地，这位生产

者也会急着把到手的钱处理掉，因为金钱的价值也是会消灭的。把钱用掉的唯一

方法，就是购买其他产品。所以创造一种商品之后，就立即开启了其他商品的销

售管道。 

Jean-Baptiste Say (1803):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pp. 138-9. 

 

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从赛依和理嘉图的时候，就开始传授说供给会创造本身的

需求。这种说法是有些意义，但也定义得还不够清晰。它的基本意思是说：整体

而言，生产的总成本，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全部用来购买这项产品。…赛依法

则的意思是说，产出的总合需求价格，会等于总合供给的价格。换句话说，总合

供给与需求之间，不会有阻碍充分就业的阻碍。 

Keynes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pp. 18, 26. 

 

 

 Jean-Baptiste Say（1767-1832）是法国经济学者，逝前一年担任法兰西学院

的政治经济学教授，1826 年被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国外会员，代表作有《政

治经济学》（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1803-26 年间共 5 版）。现代版的赛依法

则各位早就耳熟：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上述的两段引文，已显示比较详细的内

容。 

 

 或许你没听说过另一个有名的法则：Stigler‟s law of eponymy。我简单介绍它

的意思，维基百科英文版有深入的解说。Stephen Stigler 是芝加哥大学的统计学



教授，他父亲 George（1911-91）是 198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父子都以学识

渊博幽默嘲讽知名。学界通常以某位知名人物替某项原理命名，例如「供给创造

本身的需求」就命名为赛依法则。Eponymy 就是「追求祖名」：找出某项法则或

原理的始祖（详见《「追求祖名」经济学辞典》，An Eponymous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004）。 

Stigler 在 1980 年提出一项 law of eponymy：没有一项科学的发现，是依它

的最早发现者命名。也就是说，科学界以人来命名的法则或发现，都是「认错了

祖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大家把这个法则命名为 Stigler‟s law of eponymy，

其实早在 Stigler 发现之前，学界早就知道真正发现这条法则的，是哥伦比亚大

学的社会学教授 Robert K. Merton（1910-2003），他儿子 Robert C. Merton（1944-）

以财务经济学的贡献，1997 年获得到诺贝奖。也就是说，Merton 才是 Stigler‟s law 

of eponymy 的发现者，但现在却都称之为 Stigler‟s law。这就更证明 Stigler‟s law

是正确的：没有一项科学的发现，是依它最早的发现者命名。 

 问：这项原理告诉我们，赛依不是最早发现赛依法则的人。 

答：有人说《国富论》（1776）已有「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的见解；这项

概念在 James Mill（1773-1836）的 Commerce Defended（1808）里也出现过，那

为什么现代人称它为赛依法则？主因是凯恩斯的《一般理论》（1936）太有名，

大家跟着他误认为这是赛依的见解（见章首第二段引文）。 

问：赛依是谁？赛依法则的重要性何在？ 

答：如果你想进一步理解赛依的生平与著作，英文版的维基百科是理想入口，

本章末的书目中，Palmer（1997）的传记有深入的解说。经济学界分析赛依法则

的论文多如过江之鲫，Blaug（1991）和 Kate（2003）这两本论文集是代表作。

有两本专著综述赛依法则的发展史，都有相当的可读性：Sowell（1972）与 Kates

（1998）。当然也不要忘记凯恩斯，因为《一般理论》（1936）的主旨，就是要推

翻古典学派奉为基本概念的赛依法则。 

夸大地说，赛依法则对古典学派的重要性，犹如天文学上的「地心说」（地

球是宇宙的中心），《一般理论》就是要改变基本认知，把学界带进「日心说」的

时代：1930 年代的经济大恐慌，起因于供给过剩，也就是说，供给并不会创造

本身的需求。解决大萧条的药方是反其道而行：透过财政赤字与公共建设，创造



有效需求、提供就业机会，这是马尔萨斯（1766-1834）早就提出的处方。 

问：赛依不是最早发现赛依法则的人，那么谁是给赛依法则命名的人？ 

 答：我再转述三项八卦，之后进入较严肃的学理议题。(1)其实「供给创造本

身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见章首第二段引文）这句名言，也不

是源自凯恩斯，那是他取自美国的经济学者 Harlan McCracken（1933）：Value 

Theory and Business Cycles，但因未注明出处，大家误把这句名言归功于凯恩斯。 

 

(2)知名的芝加哥经济学者 Frank Knight（1885-1972，他是 George Stigler 的

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方向是经济思想史），在 1928 年的论文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in the problem of modern capitalism”就提过赛依法则：「交换经济

的基本定理（有时称为「赛依法则」）就是说，某项商品的供给就是另一项对商

品的需求，反之亦然。同理，总合供给和总合需求必然相等，在此概念下，货币

只是交易的媒介。」（页 91）。这表示 Knight（1928）比凯恩斯（1936），更早提

出赛依法则的名称与内容。 

(3)谁最早提出这个名称？是美国经济学者 Fred Taylor（1855-1932，

1892-1929 年间在密歇根大学任教），在 Principles of Economics（1925 年第 9 版）。

他在此书中有一章名为「赛依法则」，除了解说它的意义，还追溯到古典学派中

的相关见解，认为赛依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Taylor 在页 201 说：「这项原理

我称为赛依法则。虽然从前已有许多作者解说过，我认为赛依对此事的表达最特

出。」（参见 Kates 2010） 

简言之，赛依法则的名称是 Taylor 在 1925 年首先提出；Frank Knight 在 1928

年也解释了它的名称与内容；「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这句名言，是 McCracken

在 1933 年提出的。《一般理论》（1936）借用了这个名称、借用了这句名言、借

用了这个观念，但都未注明出处，后世以为都是凯恩斯的创见。 

 问：听了这些小道消息，我还是不明白：连小孩都知道供给不会恒等于需求，

为什么凯恩斯之前的众多杰出学者竟然奉为真理？ 

 答：如果我没有现代科学知识，每当我仰望无际的天空，我愿意相信地球是



宇宙的中心；每当我登高四眺，总是很难说服自己说地球不是平的；如果不是从

人造卫星相片看到蓝色的地球，我怎么会相信它是个球体？19 世纪末英国的地

质学者，根据《圣经》的记载，推论地球年龄大约六千多年。这类的科学无知在

历史上俯拾皆是。 

 问：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20 世纪之前的学者，会接受「供给恒等于需求」，

或「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难道他们看不到日常生活中显著的反例？ 

 答：20 世纪之前当然有人不相信赛依法则，最著名的两位是马尔萨斯与马克

思。马尔萨斯的见解前几章已解说过许多次，他认为供给不足不是萧条的主因，

「有效需求不足」才是重点。马克思的视野与见解更犀利：这是资本主义体制的

本质问题，资本家只顾生产，透过剥削劳工追求利润极大化，必然的结果是生产

过剩、景气衰退、民不聊生、资本主义灭亡。 

 

 身处于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例如亚当史密斯、理嘉图、赛依、James Mill，

认为生产者是精明理性的，规画生产时必然已想好这些产品的出路，没有理由过

度生产造成库存，就算有短暂的供需失调，透过市场机能的调整必然会回到均衡，

没有必要担心长期的市场失衡。 

问：这些学者看见过农业歉收，也知道欧洲各国争战的后果，但在认知上仍

然不敢推翻赛依法则。 

答：这种普遍的心态现在说来很奇怪，我也不知如何替他们辩解。同样的道

理，古埃及时代就知道地球不是平的，哥白尼之前也早有证据，说地球不是宇宙

的中心，但是科学界还是不敢推翻教会的解说。经济学界没有这种不可推翻的权

威，不知为何还遵循与事实格格不入的旧说，直到 1930 年代才被凯恩斯推翻。

英法两国的百姓在 11-18 世纪时，相信国王有特殊的神授能力，透过触摸病灶能

治好结核菌引起的颈部脓肿。我的意思很简单：今日我们深信的观念，对后人而

言可能是简单明白的无知，这是科学进步的常态，就别再责怪先贤了。 

 问：你对经济史略有所知，可否从具体史实来判断赛依法则？ 

答：这是个庞大的问题，可以从理论和史实来看。大一经济学原理的第一课，



就是供需曲线的分析：纵轴是价格，横轴是数量，两条曲线相交表示处于均衡状

态，有个价格对应个数量。我们可以追问两个问题：(1)供需曲线之所以会相交，

是哪一条线主动哪一条被动？(2)万一供需曲线不相交，会变成什么局面？那是

由于哪些因素造成的。 

新古典学派大将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说，供需曲线犹如剪

刀的两刃，裁缝师哪能分清楚是上方的刀刃或下方的刀刃在剪？应该是上下刀刃

一起剪。欧洲经济史有太多的实例，显示供需并不是配合得那么好，裁缝师傅的

剪刀并非用得那么顺畅。换句话说，景气衰退、丰年、歉收、贫穷、战争、天灾，

都会让供需失调，赛依法则失灵的机率其实不低：有供给未必有需求，反之亦然。 

回想 16 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西班牙把欧洲的产品大量运往拉丁美洲，也

运回大量的白银、蔗糖、烟草。这些都是利润丰厚的国际贸易，但每年交易的数

量高低起伏，还受到疾病、战争的多重阻碍。这类的贸易其实是帝国主义武力扩

张的一环，真的是「供给创造了需求」，但你也必然会同意：这种供需的交会是

由供给面在主导，背后的推动者是政治与武力，不是两厢情愿的公平交易，而是

强国对弱国的剥削。 

问：我想你离题了，赛依法则的框架是本国经济，你无限上纲过度诠释了。 

答：完全同意。就算回到单一社会的架构里，也很容易找到实例反驳赛依法

则。以台湾在 1950-80 年间的快速成长来说，你认为该归功于供给面的提升，还

是需求面的提升？有实证研究显示，日本在 1950-70 年代的经济起飞，应归功于

扩大内需，成长的引擎是需求面而非供给面。再举个史例：隋唐帝国建造大运河，

让南方的米粮运送到北方京城，直到明清都是如此。对华北而言这是单方的需求，

对华南而言这是强制的供给，而非市场机能在运作。 

再以荒年为例，农业歉收粮食不足，造成供不应求，供需曲线就无法交会，

市场失灵政府也失灵，结果是死人无数。现代的非洲饥荒严重，粮食需求大于供

给，而欧美各国正好相反，可见赛依法则并非超越时空的真理。在 1800 年产业

革命之前，农业供给的不确定因素很高（天灾人祸），工业产品的需求有限（所

得不足以购买），我认为在这个阶段（1800 年之前），赛依法则不会成立。在这

个阶段之后，只要有天灾人祸与景气衰退，我认为赛依法则也不会成立。换言之，

赛依法则会成立的时间其实不长，这个法则在经济史上是个例外而非常态。 



 

问：我想应该回到现代的理论架构，来看赛依法则的特点。 

答：现代架构下的赛依法则，大都是短期的理论分析，比较少见到实证面的

长期数值检验，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法则本来就是个纯概念，不易用实例验证；

这是个总合性（aggregate）很高的概念，不易用产业与厂商的资料印证。你很容

易在大学部或硕博班的教科书内，看到不同作者对赛依法则的解说与诠释，在网

络上也可以找到成百上千篇的相关论文。以下我整理出这个法则的基本特征，但

内容奇特干涩乏味。 

(1)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货币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2)所有的储蓄都会转为投资或花用掉，这个想法在史密斯和 Turgot 的著作也

可以看到。 

(3)储蓄（而非消费）是成长的根源。 

(4)经济体系内的产出与需求必然相等（表示无剩余），而且是同时发生（表

示无时间落差）。也就是说，总产品必然等于总购买，因为劳动、资本、土地所

得到的报酬，都会（立即）转化成对财货与劳务的需求。 

(5)虽然总需求与总供给必然相等，但也会因某些个人的计算失误而产生落差，

这些落差就是造成危机的因素。但在运转良好的经济体系，这些只是部分的与暂

时的。在这个观点下，古典学派认为总额需求的不足是不可能的。危机只是因为

对某些财货与劳务供需的暂时失调。就算发生极端严重的危机，由于库存相当丰

富以及价格会跌得够深，所以对各种商品产生需求，继而带动景气回升。这种原

理也可以应用在失业问题上。 

(6)危机必然是局部的，通常是由于投资错误造成超额供给（产品过剩）。人

们对这些过剩的商品，不愿支付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必须削价求售。 

(7)在货币经济体系中，货币不止是支付的工具，也是储存价值的工具，所以

可以只卖出商品而不必买入东西。这种握存货币的行为，会随着对经济失去信心

而增高，因为大家会看到许多投资性的错误。在信用经济体系中（可向金融体系

贷款），大家会更追求现金，因而握有货币的效应会更放大，造成普遍性的破产。 



(8)这些现象会导致全盘性的衰退与萧条，但也会很快透过价格、薪资、利率

调整回来。在一般均衡的体系中，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扯，超额需求与超额

供给都会消失，回复均衡状态。 

凯恩斯的《一般理论》，就是要打破这种「自动回复均衡」的迷思。他认为

过度的储蓄会降低总合消费、降低总合生产，因而造成投资不足，降低国民所得，

增加非自愿性的失业。这就是有名的「节俭的矛盾」：原本是美德的储蓄，到头

来反而有害成长。对应之道就是刺激有效需求，提高消费与投资。 

问：可否换个角度，对比赛依与凯恩斯的基本差异。 

答：(1)在赛依原著的体系内，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交易的媒介。在凯恩斯的体

系内，货币的功能很复杂：有交易的功能、可以用来储存价值、可以用来投资、

可以用来投机。(2)在赛依体系内，价格可以随着供需状况而上下调整。但在凯

恩斯体系内，工资有向下僵硬性（制度性的工会工资），物价也不是可以平顺地

上下变动。(3)属于古典学派的赛依法则中，政府的角色不重要，管得愈少管得

愈好，不会提出积极的干预政策。但在凯恩斯体系中，政府要积极主动，不再依

靠看不见的手，而是运用看得见的脚（政策干预），管得愈多管得愈好。大海航

行靠舵手，政府要大有为领导人民脱离困境。(4)赛依体系下的短暂失业，属于

「结构性的失业」（结构性的失调）。而凯恩斯体系的失业是景气循环性的，起因

于总合需求不足，只要景气回复，有效需求上升，失业问题就会消失。 

问：想问个有点笨但重要的问题：赛依法则在 1930 年代就被凯恩斯驳倒，

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探讨这个「死人的错误见解」？ 

答：所以才会有许多人觉得，思想史是个没有生产性的领域，只是在垃圾堆

中制造垃圾。但从本章的书目也可以看到，学界有不少高手对这个题材的兴趣一

直不减，例如 1999 年 William Baumol 在美国经济学会的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发表论文 “Retrospectives: Say‟s Law”（收录在Kates 2003页 39-49）。

赛依法则是理论中最具争辩性的议题，对它的再理解可以更明白凯恩斯的贡献，

也更可以看出古典学派的基本特征。我无法说服你说，赛依法则不是「死人的错

误见解」；我也无法保证两世纪之后的学界，有可能认为凯恩斯的论点，也属于

死人的错误见解。这不就是科学进步的本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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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 
 

 

 

 

 

 

对思想史学者来说，马克思社会主义会一直是个谜：这么不合逻辑、如此晦涩的

学说，竟然产生这么大的能量，能持续影响这么多人的心智，还能创造出许多历

史事件。 

Keynes (1926):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part II, sec. I. 

 

马克思主义体系，如果看它的整体外观、它的假设、它的目的，或许还有点意义；

除此之外，它的内容不只站不住脚，甚至是无法理解的。 

Thorstein Veblen (1906): “The socialist economics of Karl Marx and his followers”, 

I:575. 

 

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的鸦片。 

Raymond Aron (1955):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马克思经济学在 20 世纪，曾经影响地球一半人口的生活形态与思惟方式。

我们可以不喜欢它，但不可以不理解它。今日的它在声势上已明显衰退，但有多

少儒林豪杰在这个领域放过异彩，有许多值得介绍的精采人物与事迹。 

 从文献的角度来说，Wood（1988, 1993）把 1898-1990 年间的代表性论文，

辑成 8 册（共 264 篇），提供相当的便利。著名的经济学辞典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1987年版第 3册页 367-95；以及 2008年第 2版页 384-430，

有许多相关的条目值得详读。这些文献与人物实在太庞杂，在有限的篇幅内，我

挑两位相当有特色的学者，介绍他们的部分见解。第一位是剑桥大学经济系的

Maurice Dobb（1900-76），第二位是波兰的 Oskar Lange（1904-65）。 

 问：可否先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特点与内容？ 

 答：马克思（1818-83）的著作很丰富，长远深刻地影响人文社会诸多领域（社

会学、历史、哲学、政治学、人类学）。对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透过三大册



的《资本论》，来批判古典学派的见解。他的主要批判对象是亚当史密斯，因为

史密斯主张市场机能说，替资本制度辩护。史密斯强调分工会增进生产力，有助

于 GNP 的成长。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透过分工制度，剥削劳工赚取剩余价值，追

求利益极大化，是不公不义不道德的行为。相对地，马克思对古典学派的理嘉图

相当钦佩，因为(1)他的经济学着重阶级所得分配，不是只追求利润。(2)他的分

析手法运用逻辑推理演绎，较具科学分析的特质。 

 

 马克思反对古典学派的基本认知与分析方法，他不把问题的重心放在土地、

资本、劳动、利润，而是着重阶级冲突、剥削剩余价值、生产关系、上层建筑、

失业、景气危机、土地与生产工具公有化、银行与金融体系国家化、革命、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名词与概念，清楚指出马克思经济学的取向与独特性。 

 问：在众多精采人物与学说中，为何挑出 Dobb 与 Lange？ 

 答：我先简介 Dobb 的生平与主要观点。1919 年 Dobb 进剑桥大学读历史，

一年后转读经济，1921-22 年在历史与经济两个领域都获得首奖毕业，之后在伦

敦政经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回剑桥当讲师（1924-59），之后任 Reader（相当于副

教授，1959-76，逝）。他原本隶属剑桥的 Pembroke 学院，但因对马克思主义的

积极投入，而丧失在学院的用餐权与教学权，后来转到同校的 Trinity（三一）学

院任教（1948）。 

他在 1920 年大二时加入共党，1930 年代大学里初现共党活动时，他成为核

心人物。在学术方面他的著作众多影响广泛，主要路线是从马克思的角度诠释新

古典经济学。他探讨的主题相当多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福利经

济学、所得分配、经济成长与发展、俄国经济。他最关心的议题，是社会主义经

济的中央计划大争辩：计划经济学是否可行、市场式的社会主义（注重市场机能

的集权经济学）是否可行。他认为中央计划有三大优点。 

(1)可以事先协调各项资源的数量与运用的优先级。资本主义的市场机能强

调自由运作，但缺乏相互协调性，容易造成浪费、不确定性、失衡。透过中央计

划与协调，可以减少无谓的浪费、不确定性、不效率。 



(2)资本主义制度追求私利，大都从较狭隘的眼光来做决策（追求利益极大

化），较不顾虑弱势与公平性，容易造成外部不经济。中央计划的眼光较全面，

注重扶助弱势与所得公平性，确保基本工作机会与福利救助，优先投注公共建设

扶持弱势产业。 

(3)中央计划可以汇集更广泛的信息，例如投资率、可用资金的合理分配、

消费数量的配置、选择合适的技术、合理分配各区域的资源、各种能源（水电油

气）、各项基础产业（农林渔牧）的长期规划。 

 

Maurice Dobb, 1900-76 

问：这些议题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你认为 Dobb 真的那么有吸引力吗？ 

答：从时空背景、社会心态、价值观念来看，他真的离我们很遥远。我想说

一个没有证据的看法：战后的台湾和华人世界，吃太多麦当劳喝太多可乐，对欧

洲知识界的社会关怀所知有限，容易忽略 Dobb 这类知识分子，觉得他们太意识

形态，也不会用数理模型分析经济议题。其实他们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厌恶利润

极大化，强调所得分配合理化，追求济弱扶倾劫富济贫。 

我很难具体解说 Dobb 的特质与贡献，最好的方法是介绍 Amartya Sen（1933-，

1998 诺贝尔奖）1987 年写的小传 “Maurice Herbert Dobb (1900-1976)”。为什么

Sen 肯替这位剑桥大学马克思派的老师，在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写小传（2008 年第 2 版内又重印）？为什么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肯

替 Dobb 出版纪念专号（1978 年 2 卷 2 期）？有兴趣知道答案的话，去找来看看。 

问：为什么波兰籍的 Lange 会引起你注意？ 

 答：因为他在经济分析上有重要贡献，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有特殊的历程。他

出生在波兰西南部的大城 Krakow，1926 年大学毕业，1928 年取得法学硕士，

1927-31 年在 Krakow 大学担任研究助理。转折点是 1934 年获得 Rockefeller（洛

克菲勒）奖学金赴英国，1937 年转往美国。1938 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

主因是 1934-6 年间，他在英国的重要经济学期刊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发

表 4 篇论文，其中两篇是纯理论，两篇是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的理论。 



赴美后的学术成果更引人注目：1942-60 年间，在顶尖刊物 Econometrica 发

表 6 篇论文，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Economica 都有重要论文。简言之，他在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这两个领域，已是

世界级的学者。这些不凡的成就，引起俄国领导斯大林的注意，请求美国罗斯福

总统特许 Lange 赴俄访问，商讨社会主义建设议题，还邀请他担任日后波兰内阁

的阁员。 

 

Oskar Lange, 1904-65 

 1943 年 Lange 取得美国籍，二次大战尾声时，他和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意见

分歧，转向由苏联支持的另一派人士。他一方面表态支持斯大林路线，二方面要

求美国政府对流亡的波兰人士施压。政治上他有过几项角色：(1)在罗斯福与斯

大林之间扮演白手套，讨论战后波兰重建问题。(2)二次大战后他放弃美国籍，

新成立的波兰共党政府，派他担任首位驻美大使。(3) 1946 年担任波兰驻联合国

代表。(4) 1947 年返国在政府部门任职，也在华沙大学继续学术研究，担任经济

计划与统计方面的工作。(5) 1961-5 年间任内阁副主席，还短暂代理过国家主席

（1964 年 8 月 7-12 日）。 

 问：真是精采的人生，但也实在太刺激，难怪 61 岁就早逝。他有哪些学术

贡献？ 

 答：分两方面说。(1)对纯理论的分析，例如效用函数的决定因素、利率与生

产理论的关系、利率与最适消费倾向、储蓄与投资、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他曾证

明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和第二定理）、经济均衡的稳定性、赛依法则的批判、论创

新、乘数理论、计量经济学、投入与产出分析、批判货币数量说、指导 Don Patinkin

（参见第 39 章）这些学生日后成为杰出学者。 

(2)社会主义经济学方面，例如对比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苏俄的

马克思经济学、斯大林著作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论中央计划经济、计划经济

的原理。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市场的社会主义学说，略述如下。Lange 深受英美

新古典学派的影响，认为市场机制确实有效率，但他又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生

产工具与资源国有化、中央计划经济）。他结合「市场」与「计划」这两个看起



来不兼容的概念，主张在总体宏观的层次上，走社会主义与中央计划；在产业、

厂商、消费的个体微观层次上，走市场经济与自由化。 

 这种「综合果汁」的异类结合，是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点，能发挥价

格机能的效率，也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均。Lange 在波兰和美国都长期生活

过，他认为这是可行的，只要中央计划者能善用市场机制，同时要求国营产业成

本极小化和利润极大化。为了追求这项理想，他晚年还研究控制学（cybernetics）、

学习操作计算机，希望能应用在中央计划上。 

 问：真有使命感。可否介绍 Lange的马克思经济学？因为这才是今天的主题。 

 答：那我就介绍他 1935 年在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发表的〈马克思经济

学与现代经济学理论〉。此文的背景是 1933 年 7 月有位日本学者柴田启（Shibata 

Kei），在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发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与（瑞

士）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主旨是对比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均衡理论。柴

田的论点是：虽然一般均衡理论很精细也很完整，但对资本主义的组织以及发展

的规律，无法提出有效的解说。相对地，马克思经济学虽然有许多缺失，反而更

能解说资本主义的特质，原因何在？Lange 觉得这个问题有意思，他想提出自己

的见解。 

问：我认为这不是个好问题，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是在做数学定理的证明，完

全不适合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态运作机制。我认为柴田的问题，就好像是在问

为什么计算机断层扫描的影像分析，虽然是最新的医疗科技，但反而比不上年老

的传统心理专家，更能解说人类的不理性行为。 

 答：柴田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认为一般均衡理论之所以不能解释眼前的具

体现象，那是因为均衡理论太细节、太复杂、太抽象。相对地，马克思经济学的

特点是着重整体性问题，以及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位置，比较适合解说

具体的现实问题。Lange 要接续柴田的议题，想厘清马克思经济学和「资产阶级

经济学」（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双方有哪些本质上的异同，

各自有哪些优劣点。 

 问：Lange 的立场偏向社会主义，他认为资产阶级（现代）经济学有哪些缺

点？ 

 答：(1)注重科学工具的应用，例如用微积分、计量统计方法、几何图形来分



析短期问题（厂商竞争、消费函数）。优点是可以得出具体的答案，但比较不看

重整体制度的合理性和长期的走向。(2)愈来愈强调大规模生产的效益，取代中

小型的生产模式，从自由竞争模式走向寡占与独占。(3)愈来愈走向（凯恩斯式

的）政府干预，取代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看不见的手与市场价格机能）。(4)从

自由贸易走向保护主义，在国际关系上更强调国家主义。(5)把资本主义的生产

模式带到开发中国家，这是经济的帝国主义，改变许多文化的价值观与生活形态。

(6)强权国之间的利益争夺激化，造成资本主义更不稳定。现代理论的主要关怀，

是科学性的外观（数学模型化），比较不重视制度的合理性。 

 

Lange（左）与美国代理国务卿 Dean Acheson，1945 年 12 月 

 问：反过来说，马克思经济学比较注重较现实议题，「科学性」是次要问题。 

 答：Lange 提出个好说法来回答你的问题。假设有两个人，一位只读奥地利

学派、Pareto、Marshall 的著作，从来没听说过马克思。另一位只读马克思，完

全不知还有另一种经济学存在。请问哪一位比较能解说资本主义演化的基本趋势？

答案不说自明。相对地，1930 年代的马克思经济学有许多缺点。(1)对独占性的

价格没有多少见解可以提供。(2)对货币、利息、信用这些基本问题，没有多层

次的政策见解。(3)对租税原理没有深刻分析。(4)对技术进步与研究发展的分析

太少。(5)如何把有限的生产资源，在不同部门间最适配置？马克思经济学对这

方面的分析明显不足，而这正是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关键。 

 简言之，马克思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着重的面向不同。马克思派注重资

本主义整体的长期演化理论，但不擅长经营中央银行，也不会处理贴现率的变化。

相对地，现代经济学注重短期具体问题，对解决效率议题尤其拿手。缺点是眼光

较短，就像是医生着重治好眼前的疾病，较少关怀病患长期的生理与心理环境。

换句话说，现代经济学的特色，是局部的、静态的、技术的。马克思派的特色是

注重长期演化，缺点是题材庞大不易聚焦，人人都能轻易讲述一大套，共同的结

论就是：抗争、斗争、革命。现代经济学的共同结论是：竞争、利润、均衡。 

 问：我想到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他是「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但他的经济学不就是演化式或演进式（evolutionary）的吗？ 



 

Schumpeter 的动态资本主义观 

 答：他是奥地利学派的大将，在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英译本 1934）

提出两个现在很知名的关键词：企业家精神、经济演化。他当然不属于马克思派，

但如果你读他的《十大经济学家》第 5 章〈论马克思〉，或《资本主义、社会主

义与民主》（1942）的前 4 章，必然会强烈感受到两件事：(1)他对马克思这个人

物的赞叹，(2)他对马克思诸多见解的反对。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经济演化观

必然受过马克思的影响。从动态演化的观点来看经济学，「均衡」这个概念是现

代分析的核心概念，它的数学意义远超过对现况的解释能力，换句话说，实用性

很小。另两项核心概念是「效用」或「边际」，这对解说消费者行为很有理论性

的帮助，但如果从宏观动态的角度来看，这两项概念未免目光如豆。 

现代经济学的特色是 small but powerful：对具体局部性的事情可以做精确分

析，甚至数学化到让人叹为观止；也会告诉你利润极大化是美德，财富可以荣耀

家族与上苍。马克思经济学就像从飞机看地面，对整体结构与趋势一目了然，但

不够脚踏实地掌握具体细节；它会让人激动、抛头颅、洒热血，当然也就不会教

你如何致富享乐。你觉得哪一派比较具有道德情操？但另一方面，为什么也有人

说：「20 岁时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有人性；30 岁还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有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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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马克思经济学的缺失 
 

 

 

 

 

共产主义学说好像是一部圣经，既不能批评也不该批评。但对我来说，这是一本

老旧的教科书，不单是科学上的不正确，对现代的世界既无益处也无法施行。我

怎能接受这种学说？…如果我们需要一种宗教，怎么可能在出售红色〔左翼〕书

籍的紊乱垃圾中找寻得到？在西欧受过适切教育的知识分子，很难在这里〔共产

主义学说〕找到他的理想，除非先前曾经遭受某些奇怪与恐怖的转换过程，因而

改变了他的所有价值观。 

John Maynard Keynes (1931): Essays in Persuasion.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而且有其重要性。对信徒而言，第一，它是一套具

有终极目标的体系，一方面涵盖了生命的意义，二方面也是用来判断事件与行动

的绝对标准。其次，它是一种引导至终极目的的标杆，是一套救赎的纲领，更是

一套区分正邪的指标。透过马克思主义，人类，或是某部分被挑选出来的人类，

将会得救。我们还可以说得更明白些：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那些被挑选出来的

人而言，是坟墓旁边的美丽天堂。 

Schumpeter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Chapter 1. 

 

马克思的经济学，不是用来协助规划社会主义的社会。 

[而是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缺失] 

P.J.D. Wiles (196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t. 

 

 

 上一章介绍两位推崇马克思经济学的人物，现在反过来介绍两位批判者。熊

彼德（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是 20 世纪上半叶，经济思想史学界最著名

的人物，代表作是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1260 页，有中译本《经

济分析史》）。他的人生三愿是要当天下最伟大的骑士、情人、经济学家。这三个

愿望相当刺耳，上天真的听到了，故意让他品尝几次大起大落的滋味。太小的愿

望没意思，上天懒得理你。不大不小的愿望也很没趣，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如

没愿没望来得平静自在。 

布劳格（Mark Blaug, 1927-2011）是 20 世纪下半叶，经济思想史学界最著名



的人物，代表作是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97 年第 5 版 725 页，中译本

《经济理论的回顾》，2009）。他有几个特点：博学、锐利、嘲讽、机智、反骨、

勤奋、睥睨。任何学说经过这两位的法眼恐怕都难善终，但他们下笔还算节制，

以下介绍的论点要放大两三倍，才能还原他们心中真正的强烈意见。 

 

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 

 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熊彼德认为马克思是个学识丰富的天才与预言者，

终身嗜读著述不倦，兼具学理与实务，擅长把枯冷的理论转化为激动人心带动社

会变革的论述。我想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师承关系。 

 答：德国的经济学在马克思时期尚未发达，他的思想来源与批判对象是英法

古典学派。他自称是理嘉图的学徒，当然不是真正的授业关系，而是学术脉络的

传承。(1)马克思承袭理嘉图的基本命题，注重所得分配讲求社会正义。(2)承袭

理嘉图的抽象演绎推理，从基本的定理（劳动价值论），逐步建构整套理论与政

策意涵。另一位影响马克思的人，是法国重农学派的主将揆内（Quesnay, 

1694-1774）。揆内的放任学说和史密斯《国富论》的自由主义互为表里，马克思

从揆内的「经济表」（分析三大部门相互交易流动的动态过程），学到一个重要概

念：经济流程（economic process）。这对马克思建构经济动态运作的内在逻辑，

与推论资本制度必然崩溃的学说，是一项重要的启发。 

 问：劳动价值说是马派经济学的基础，这是古典学派中屡见不鲜的概念，马

克思增添了哪些重要意义？ 

 答：最重要也最为众所熟知的贡献，就是从劳动价值说引申出剥削论（资本

家剥削劳动所得），以及由此再引申出的阶级对立、斗争、革命论。从马克思的

观点来看，受雇工人虽然拥有人身权与财产权，但只要一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就和奴隶并无多大差别。劳动价值说的基本意思，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

时的劳动投入量，这也是古典学派的共识。熊彼德有两项批评。 

(1)这种「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只有在完全竞争与静态的社会才

成立（例如在传统的农村与初始的工商业），如果在不完全竞争（寡占与独占）



的环境下，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是劳动投入数量（试想看看，iPad 与 iPhone 的

价值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你认为工人的劳动投入量重要吗？）。马克思更大的

错误，是用这种只适合静态、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劳动价值说，来建构一套经济变

动学说，还更野心地据以推论资本制度必亡论。 

(2)每个工人的劳动质量不一，被剥削的程度因而不同，所以这种分析方式

在学术上较缺乏科学性。这也说明为什么边际学派兴起后，能用微积分来证明、

能用几何图形来表达更细微的学理时，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说（包括理嘉图与马

克思的），很快就从教科书退位。边际学派的要求平实中性，用人人都可以明白

感受的中性观念（效用与价格），取代了诉诸热情与煽动的劳动价值说。熊彼德

说劳动价值论不是「错误」，而是 dead and buried（死掉埋葬了）。 

 

 问：马克思是个预言家，但至少有两项预言错了。(1)长期而言资本家的利润

会下跌；(2)资本制度必然崩溃。 

 答：19 世纪中叶做这两项预言时，还没有现代意义的统计资料，所以短期内

不容易反驳。到了 1980 年代，各类统计已逐渐完备，经济史学界也回溯建立不

少跨世纪的数据。马克思的两项预言是实证问题，现代已可轻易驳倒。马克思的

时代科技创新尚未风起云涌，预见不了日后的轮船、电报、飞机、电视、计算机、

网络，所以不要和他计较这两项预言。同样的道理，《资本论》里的货币理论也

相当脆弱，主因是：(1)马克思在这个议题上没有良好的师承，货币理论也不是

理嘉图的强项。(2) 19 世纪中叶的金融体系还不发达，他没有多大机会发展出这

方面的好理论。 

 问：马克思说劳动阶级的生活会更贫困化，但美、日、德、英、法的工人生

活得比祖先更好，这也是错误的预言。我听说熊彼德赞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体制

必然崩溃。 

 答：是的，从结论来说，熊彼德认同马克思的预言，还说 I believe it is。但

熊彼德不同意马克思崩溃说的理论。(1)劳动价值是错的。(2)根据错误的劳动价

值说，所建立的剥削论也是错的。(3)资本家的利润下跌说没有史实根据。(4)劳



动阶级的生活也没贫困化，资本家和劳动阶级可以对话协商，不一定要走向斗争

革命。 

 问：如果熊彼德不同意马克思的内在逻辑，而又同意他的结论，那么熊彼德

提出哪些新的理论，来取代上述 4 点错误学说呢？ 

 

Karl Marx, 1818-83 

 答：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能提出我的困惑。 

(1)熊彼德晚年在哈佛长期任教，亲眼看到美国的资本主义愈来愈强壮，对

打败德国和日本有重要贡献。我不明白他是居于哪种心情、根据哪些史实，在

1940 年代还预言资本主义会崩溃。 

(2)他也知道有些新马派学者，例如 Rudolf Hilferding，认为愈来愈多的大企

业集团出现，应该会让资本制度更稳定。1929 年的大萧条与高失业率并没有打

倒资本主义，美国的实力反而更强壮。 

(3)熊彼德认为马克思的错误，并不会妨害真相的探讨，显示他主观上支持

马克思的结论，但一方面又必须批评马克思的见解，二方面又反击说，那些批评

马克思的人犯了更多更幼稚的错误。 

(4)那么熊彼德有什么高见呢？他就是为了要回答这个大问题才写《资本主

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但我还是不明了他的真正论点，也不认为他的论

点能取代马克思。这本书写得很好，知识渊博雄辩滔滔，我认为最有创意的概念

是「创造性的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我读这本书第 7 章得到的印象是：创

造性的毁灭不但不会摧毁资本主义，反而还是强化资本制度的重要特色，所以我

认为熊彼德没有成功论证资本主义必灭。更重要的是，和这两位大师的预期相反：

资本主义虽有许多弊病，但今天它活得还算好，至少比社会主义好。 

 问：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会成功，会取代资本主义，但是奥地利学派的信念

相反。大家都知道熊彼德属于奥地利学派，我不明白为什么熊彼德会违反奥地利

学派的基本态度，认为社会主义会取代资本主义。 

 答：这也是我的困惑。熊彼德在《资本主义》的初版（1942）序言里说，「社



会主义的社会，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正如资本主义的社会不可避免地将会崩解。」

第 3 版（1949）修正了这项「远观式」的预言，以较保留的态度说，这本书是在

分析「可观察的趋势」。但他的基本态度还是一样：「资本主义的秩序倾向于自我

毁灭，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明显的继承者。」熊彼德认为资本主义被自己

的经济成就害死，因为这种成功会造成社会与政治的对立性。熊彼德的目的是要

诊断资本主义的病症，而不是要咒咀它灭亡。所以这本书是对资本主义的诊断书，

而不是死亡证书，目的是要提醒世人：如果明白这些病症也能改善，就可以避免

快速死亡。熊彼德在页 61 说：医生诊断说这个病人会死亡，并不代表医生希望

病人死去。 

 问：用这样的说法替他辩解实在有点勉强。我换个角度想问你对这本书的观

感。 

 答：《资本主义》（1942）多次重印，70 年后的今日仍是社会学、政治学、思

想史学界不敢轻忽的名著。这本书有明显缺点也有明显优点。主要缺点是时常聚

焦不明确，有时好几章看不到重点，有不少段落对 1940 年代的读者也只是普通

常识，如果全书浓缩一半，我也不觉得会减损整体价值。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本书是典型的晚年熊彼德文体。他经历过两次大战，几

次婚姻与亲人死别，还有参与政治与金融事业惨败的痛苦。这些因素加总起来，

让他在二次大战期间在哈佛教书写作时，「创意」远少于「随意」。但我想替他辩

护的是，如果一本书的内容都是「正确的」，在当年也能算是名著，但几十年过

后就没多大启发了。相反地，有不少当时看似「随性的偏见」（opinionated，例

如罗素的《西洋哲学史》，1945），至今仍有许多（扰乱性的）启发。《资本主义》

（1942）就是这类型的名著：你很难同意它的内容，但更很难忽视它，因为总是

在不经意处挑起你的思绪，挑战你的成见，说几句至理名言，就算有许多错误，

其中也有不少是闪亮性的。 

 问：我对熊彼德的论点还是相当困惑，但就今日的主题来说，他明确告诉我

们马克思经济分析的 4 项缺失。我想听另一位批评者的观点。 

 答：布劳格的见解较学理化，集中在《经济理论的回顾》第 7 章，不易用浅

白的语言转述，我摘述一项论点为例。「劳动价值说其实只是一种静态的一般均

衡理论，适用于任何封闭性的交换经济。应用这套学说时，可以不考虑财产权的



特性，只要是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单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同时也假设生产技

术的投入系数都是固定的。劳动价值说其实只是更一般性的 Walras 式理论的特

例。」（第 22 节） 

 

Blaug 的名著第 5 版中译，2009 

 问：这段引述让人感觉到，马克思的分析没什么重要性。 

 答：布劳格认为马克思是 19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从现代意义的分析

来看，会有许多逻辑上的缺失与命题上的错误。若和理嘉图相比较，马克思的优

点是能把经济活动的各个面向连结起来，从生产关系到景气循环到阶级斗争到无

产阶级专政，也能把现状与历史、与制度、与上层结构串成整套的论述体系，这

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一个人要同时处理这么多这么复杂的议题，必然很容易

在许多地方有漏洞。为了让他的模型更漂亮，马克思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扭曲事实、

曲为解说、过度推论、夸大解释能力。 

他在建构一个无法独力完成的体系，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环，他还触及政治、

社会、宗教诸多学科与面向。单就经济学来说，他的核心概念是剩余价值说（从

劳动价值论推理出来的剥削理论），但前面说过这套说法不易成立。马克思的贡

献在于：(1)提出动态性的观点，解说资本制度的变动模式，以及长期的演化（资

本主义必亡）。(2)提醒古典学派疏忽的几项重要议题，例如技术变动、景气循环、

失业的严重性。 

 问：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亡，这种论述在哲学上称为 petitio principii，这

是什么意思？ 

 答：这个拉丁名词的英文翻译，就是哲学争论上常见的 begging the question。

有人译为「乞求问题」，但这是字面的直译，看不出重点。哲学的专用术语是「丐

题」，意思是说「在某个论证的前提里，已经隐藏了结论」。丐题还有三个意思：

(1)如果你不接受这个论证的结论，你也就不会接受它的前提。(2)如果你接受这

个论证的前提，但却不相信结论，那么你就犯了「自我矛盾」。(3)如果我提出一

个丐题，其实我只是变相地要求对方质询我的前提，而不是我的结论。好了，够



抽象了吧。 

 问：为什么预言资本主义必亡是一种丐题？ 

答：布劳格在《经济理论的回顾》第 4 版（1985）第 7 章第 6 节（页 234）

有一段解说，但在第 5 版时删掉了（见页 224），或许有人说服他说这样的解释

不恰当。我引述如下，你自己判断看是否有道理。「整本《资本论》基本上就是

一套丐题。因为剩余价值率（rate of surplus value）在市场上是观察不到的。在

理论内有观察不到的变量，也不是什么错误，例如心理学里的『自我』（ego）和

新古典经济学里的『效用』，都是观察不到的。问题是剩余价值不只是观察不到，

它也是个『非行为性的变量』，经济体系内的人无法对它有所作为。工人在追求

实质工资极大化，资本家在追求利润极大化，这些是可以作为的，而剩余价值既

无法观察又无法有所作为。」这段话只是个例子，目的是要说明，马克思时常用

未能证明的前提来当作论断，还据以建构出一大套论述，预言资本主义必亡，会

被社会主义取代。这也可以说是先有结论才建构前题，或是前提里已经隐藏了结

论。 

 马克思的这种预言，有人说是「启示录型的谬误」（apocalyptic fallacy）：预

言资本主义必亡社会主义必胜，结果正好相反。马尔萨斯在 19 世纪上半叶也犯

过这类的谬误：预言人口会以几何级数成长，粮食以算术级数成长，必然会发生

饥荒，但 3 百年后今日的社会却非常浪费粮食。布劳格认为马克思的预测缺乏理

论基础，臆测的成分居多。他甚至认为从 1900 年之后，马克思经济学就处于退

化的状态。意思是说，马克思经济学在 1900 年时，逻辑的谬误已经很显著，1900

年之后的研究都是多余的，马派专家对这个论点必定反感。 

 

牛津的 G. A. Cohen（1941-2009） 

 问：科学哲学里有个常用的判准：如何判断某个理论的优劣？很简单，从它

的预测能力来判断，预测准的就是好理论，不准的就是坏理论。换句话说，不管

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必败社会主义必胜，但



今日的实况正好相反，所以这就是抓不到老鼠的坏猫。 

 答：这是「工具论」的论点，也是个难以辩驳的论点，基本的论调和 Friedman

类似：不必管某个理论的假设条件是否合理，只要那个理论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

（能抓到老鼠），那就是个好理论。回到你的问题来：我不敢说马派经济学一无

是处，因为我知道那个阵营里有许多非常可敬的对手，例如伦敦政经学院的

Michio Morishima、（森嶋通夫，1923-2004）、牛津的 G.A. Cohen（1941-2009）、

John Roemer（1966 年哈佛数学系优等毕业，1974 年柏克莱经济博士，目前在耶

鲁大学政治系与经济系任教），他们一定有更强烈的意见要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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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史实支持非货币数量说 
 

 

 

 

 

 

 

二次大战后大部分国家都观察到，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动幅度并不一致。…经济理

论告诉我们，货币供给的变动，在短期内，对经济体内各部门与各产业的价格，

应该会有不同的影响。 

Michael Bordo (1980:1088-9) 

 

Cairnes 的理论预测，是在 1850 和 1860 年代提出的，之后虽然科技与制度上有

过显著的变化，但他的预测在 1950 和 1960 年仍然有效。也就是说，当货币供给

变动时，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速度，会比制造产品价格变动的速度快。 

Michael Bordo (1980:1108) 

 

 第 26 章讨论非货币数量说时，因为没有 18 世纪的史实可供验证，所以只在

概念的层次讨论。今天承续第 26 章的内容，以 19 世纪中期澳洲和 20 世纪中期

美国的实况，来支持非货币数量说。今天的第一位主角 John Elliott Cairnes

（1823-75）是爱尔兰人，父亲 William 生在政治家庭，但违反父母的期盼进入商

界，在慈善界也有很大名气。John 走不同的路线进入学术界，1848 年在都柏林

的三一学院取得学士，六年后硕士学位，领域是艺术与法律，之后转向政治经济

学，投入相当大的心力。 

1856 年他在都柏林担任政治经济讲座，翌年出版 Character and Log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后来还出版几本着作，例如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nd 以及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issez-Faire。1866 年任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

教授，1872 年因健康不佳辞职，1875 年 7 月逝于伦敦。他是英国在 John Stuart Mill

（1806-73）发表《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之后，以及在 Jevons 与 Marshall

兴起之前最重要的人物。Mill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6 版序言说 Cairnes 是“One 

of the most scientific of living political economists”。熊彼德（1954）《经济分析史》



（页 533 注 7）对 Cairnes 有很高的赞许，说他是当时能修正 Mill 分析结构的人，

也说他在方法论上的见解是个里程碑。 

 

John Elliott Cairnes, 1823-75 

大家都知道芝加哥大学的 Friedman（1912-2006），主张货币数量说（在交易

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的数量与流通的速度，会「均匀地」影响物价水平）。

Cairnes 反对此说，但这两人在方法论上有个共同的见解：检验经济理论的好方

法，是看它有无预测能力，而非它的前提假设是否符合实况（the test of a good 

theory lies in its ability to predict rather than the realism of its assumptions）。 

 问：就今天的主题来说，Cairnes 要提出哪些论点？ 

 答：Cairnes 著作中与今日主题相关的，是 The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Theoretical and Applied（1873）。他研究澳洲货币史的目的，是要分析几项议题。

(1) 1848-51 年发现金矿后，货币数量说是否还能成立？(2)发现金矿对世界各国

的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会有哪些对比性的影响？(3)发现金矿后，依照理嘉图

比较利益法则的预测，澳洲因为富裕起来，就会从农业产品的「净出口国」，转

为「净进口国」，果真如此？(4) David Hume（1711-76）的 price-specie flow 

mechanism 理论说，英国透过贸易赚入金银，国内物价因而上涨，出口竞争力变

弱，最后会拿祖先辛苦赚来的外汇去买外国产品，导致金银外流。这个现象在澳

洲也会发生吗？(5)第 26 章提过康帝雍的理论，说国外流入的金银，对国内物价

的影响不是「平均的」，而要视外汇流入哪些人手中（地主或商人或工业界），对

不同类别的产品引发不同的物价效果。也就是说，他要验证的是「非货币数量说」。 

问：这几个议题有意思，今天的主题应该是第(5)项。 

 答：是的，Cairnes 要阐明 1848-51 年间发现金矿后，造成通货贬值与物价上

涨，这种效果在各行业与各产品之间「并非一致的」，反驳货币数量说的见解：

货币贬值后对物价会有一致性的影响（a depreciation of money only show itself in a 

uniform action upon all prices）。 

19 世纪英国（及其属地）的货币有两种类型：金银币和英格兰银行发行的



纸币。Cairnes 认为这两种货币、银行存款、汇票、各种信用工具的数量，对物

价都会有影响。他区分货币的长短期价值：(1)在交易量不变的情况下，短期价

值是由货币的供需求交互决定的。(2)但长期而言，货币的数量取决于获得贵重

金属（金银）的成本，例如贸易的顺差、发现金银矿。 

 

古典学派认为货币是中立性的，只是交易的媒介，本身没有实质意义，不会

影响经济体系的成就。Cairnes 认为这是「比较静态」的看法，只有在长期才成

立。Cairnes 的观点和 20 世纪初期的凯恩斯类似：我们生活在钟表时间内，短期

（1-3 年）才是重要的，货币政策在短期才有意义。古典学派的货币中立说，是

长期性的观点，不适合分析短期货币供需变动（例如发现金矿）对物价的冲击。 

 问：我想听 Cairnes 的原文说法。 

 答：「通货增加后，会依环境的状况而有不同的效果。有哪些环境状况呢？

要看这些新增的钱是如何运用。如果新钱流入喜欢借贷而非花费的人手中，那就

会压低利率。反之，如果流入喜欢花费而非借贷的人手中，就会提高利率。透过

这个机制，也会把物价提高，因而增加借款者的需求。这就是发现金矿国家的状

况。新黄金首先流入矿业主手中，他们会把这些钱花用在无生产性的事物上，或

是用来投资在矿业上。不论是哪个方向都会提升物价，也因而会提升借款者的需

求，但不会提升可贷资金（without increase the loan fund）。」（转引自 Bordo 

1975:342） 

 问：这是简单的推理，我看不出有什么创见。 

 答：Cairnes 的新见解在于，新增通货对物价与实质产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

新钱是透过哪些管道（矿业主或地主贵族）进入经济体系，这是他所谓的「第一

回合」（the first round）。换句话说，(1)新钱是被哪些人先取得，以及这些人把这

些钱用在哪些用途，就会影响物价的方向与程度，而不是如货币数量说所说的，

会对各种物价产生「平均地」影响。(2)该经济体系内，各部门对新钱的需求与

供给的「相对弹性」，例如夕阳产业对新钱就没多大需求，处于朝阳阶段的（如

电子业和科技新贵）就有很大需求。(3)对外汇需求高的国家，以及产品具有竞

争力的国家，都会来争取这笔新钱（新发现的金矿）。他举澳洲的实例说明，新



黄金会透过国际贸易和其他管道，先流到英国之后流到各国，用以进口所需的财

货和劳务。这些外来的新物品，一方面让澳洲的物价提升，二方面澳洲的黄金流

到各国后，也会提升世界的物价。 

问：重点在于以实例证明这些说法 

 答：1859 年他发表第 1 篇论黄金的文章“The Australian Episode”，检视发现

金矿对物价与经济的效果。他的证据显示，金矿工人的薪资大幅增长，产业对劳

动需求减少（表示机械设备明显取代体力劳工）。接下来可以看出，金矿工资很

快就影响其他行业，各部门的价格都上涨了。重点在于发现金矿之后的几个月，

金块的价格比金币的价值涨得慢，那是因为澳洲没有铸币厂，金块的产量大增，

但无法转为金币。金块因为缺乏货币功能，价值就相对地低于金币。换句话说，

由于澳洲不能铸造金币，黄金无法迅速转换为货币，物价上涨的程度就没预期的

那么多。但把黄金运到英国换回金币后，物价就涨得和预期的相同了。 

 问：澳洲物价迅速上涨后，最明显的改变是什么？ 

 答：对这个农业国来说，最重要的产品是畜牧业（奶油、奶粉、牛羊肉）。

这些产品的价格由于金矿而上涨后，澳洲很快就从粮食的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

原本投入农牧业的资金与人力，也大幅转入矿业，用新黄金购买外国的农产品与

制造品。 

 问：澳洲的黄金会一直流出，世界的物价也会涨得和澳洲一样高。 

 答：你的说法是连通管原理：不论水管粗细，水位会一样高。不会如此的原

因很多，例如有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有些国家和澳洲的贸易额不多（例如

清朝）。这就像大水库决堤，也不会让全国的土地平均湿透，因为各地的海拔不

同地形各异。再说，澳洲因为敢花钱买昂贵品，进口价格会逐渐高升，黄金逐渐

外流。外汇优势减弱后，失去黄金带来的比较利益，终必回到当初的农业生产上。

这就像中了彩劵后挥霍采购，钱耗光了只好重操旧业。 

用具体的数字来说比较明白：1848-51 年发现金矿，维多利亚地区的金产量

1856 年约值 12 百万英镑，1870 年时减半为 6 百万；总商品贸易量从 1856 年的

15.5 百万，减为 1870 年的 12.5 百万，更可怕的是人口在 1856-70 年间加倍。 

 问：15 年内这样的变化确实可观，但还是没回答重点：金矿发现后对各部门

的不同影响（否证货币数量说）。 



 答：他在 1858 年发表另一篇论黄金的文章“The Course of Depreciation”（贬

值的过程）。他说有一种「直接过程」，就是金矿业者手中的钱迅速增加，然后大

量采购开采设备，或购买从前缺乏的物品。另一种是「间接过程」：金矿工人的

薪资提高后，会吸引其他行业工人的进入采矿业，也会带动各行业的基本工资上

涨，造成产业的利润降低，投资意愿淡化，工商业的供应减少，造成物价上涨。 

另一方面，农工商业各部门之间的价格效果，也会产生明显差异，取决于四

个条件。(1)新黄金所带来的财富流向何方（房地产或奢侈品或股市）。(2)各行业

更新设备、增加商品供应量的能力不同。(3)各行业产品的短期需求弹性不同（餐

饮业或运输业）。(4)各行业的品味与习惯不同，对新钱的用法也不同。四项因素

加总起来可以推论出：新增加的金钱，流入各行业的比例与速度高低快慢不一，

把钱花用出去的手法各异，必然不会产生「平均式」的物价上涨效果。 

 问：澳洲新黄金对各国物价的影响呢？ 

 答：Cairnes 认为最明显的改变会是英国这个宗主国，其次是美国（因为英美

的银行体系交流通畅），接下来是法国（银行信用体系的效率没那么好）。再来是

贸易量大的国家，以及逐渐要改制为金本位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因为落后又采银

本位，列强的物价因黄金流入而上涨后，中印两国的进口成本会增高。Cairnes

用 1872 年的统计研究显示，各国物价变动的排序和他的预期相符，唯一的例外

是美国。因为 1858-68 年间受到南北战争（内战）的影响，发行过多纸钞导致物

价大幅变动。在同一时期，英国著名的经济学者 Jevons 也做了类似研究，双方

独立研究的结果竟然几乎相同，Cairnes 感到欣慰。 

 问：用抽象文字解说，不如用统计数字较有说服力。 

答：我知道，但 19 世纪的货币与物价数据不完整也未必可靠。以下是 Bordo

（1975）页 350 表 1 的几个简单数字。 

1848-51 年金矿潮之后的经济变动 

 1849-58 1849-68 

英国 

(1)货币黄金存量 

(2)物价 

(3)实质产出 

 

+4.4% 

+2.4% 

+3.2% 

 

+3.7% 

+1.5% 

+3.1% 

美国 

(1)货币黄金存量 

(2)货币供给量 

(3)物价 

 

+8.2% 

+6.8% 

+4.0% 

 

0 

+8.8% 

+3.4% 



(4)实质产出 +5.4% 无资料 

 

 问：19 世纪下半叶英美的经济还在快速成长，这样的百分比好像是自发性的

增长，未必与新金矿有密切关系。我觉得 Cairnes 的理论不错，但证据嫌弱。有

无近代的研究可以支持或加强他的理论？ 

答：纽泽西州立大学（Rutgers）经济系的 Michael Bordo，是国际知名的金

本位制专家，1975 年写一篇研究 Cairnes 见解的好文章。他也看到你提的问题，

1980 年在芝加哥大学的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发表论文，运用美国 1957-71

年间的批发物价数据，把各种产品分成九大类，印证康帝雍和 Cairnes 的非货币

数量说。他的主要命题和结论，已摘录在本章开头的两段引文。 

他的分析是学界的标准手法：第 1 节导论说明主要命题；第 2 节综述 Cairnes

的学说，以及物价变化与工资契约长度的理论关系（这一点较专业）；第 3 节是

数学模型；4-5 节是繁复的计量回归分析；第 5 节总结。这篇 1980 的论文，是我

所知（论非货币数量说）最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问：他如何把 Cairnes 的学说，引入现代的模型内？ 

 答：他把我之前摘述的 Cairnes 学说，精简成一页的命题。(1)新发现的金矿，

在短期内对不同商品的冲击程度，取决于新钱流入哪些人（或哪些部门）手中（即

所谓的第一回合），以及这些人（部门）如何运用新钱。(2)不同部门的产品，在

短期内的供需弹性。(3)金矿发现后，在短期内会造成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显著

变化。(4)初级产品（crude products），对新增货币的反应比较快速，制造品

（manufactured products）的反应比较慢。因为制造业牵涉到要改用哪些生产机

械、哪种生产程序；初级产品没有这些复杂的过程，较能直接反应。(5)在初级

产品部门内，Cairnes 预期动物产品（肉、乳）价格的上涨程度，会比植物（蔬

菜、水果）高。(6)易腐品和非耐久财，对新货币的反应（涨价）速度，会比耐

久财快。Cairnes 运用 1850-60 年代几个国家的统计，得到的结果支持他的理论：

羊毛、肉类、动物油脂的涨幅最高，蔬果类与矿业产品的涨幅居次，制造业产品

最低。Michael Bordo 运用美国 1957-71 的资料，得到和 Cairnes 在百年前相似的

结论。 

 问：Bordo 把产品分成哪九大类？ 

 答：工业、农业、原物料（raw goods）、制造品、初级产品、中间制品、最



终产品、耐久财、非耐久财。也可以说是四大类：(1)工业与农业；(2)完全的原

料或基本加工品，与完全制造品；(3)用加工的程度来分：初级、中间、最终产

品；(4)耐久与非耐久则。他的物价是 1957-71 年间的季数据，所以共有 9 类产品

和 60 个时间点（15 年）。他把 9 类产品再细分成 14 类，得到的结论仍然相同。 

 希望今天的主题可以说服你：(1) Fisher equation (MV=PT)和货币数量说，在

短期内是错的；(2)货币供给增加时，短期内对不同部门的价格效果必然不一；(3) 

19 世纪中叶 Cairnes 的理论与预测是对的，思想史不是在研究死人的错误见解，

有不少命题值得重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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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对华尔拉斯的理解与误解 
 

 

 

 

 

 

就纯理论来说，我认为华尔拉斯是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他的经济均衡体系，一

方面具有革命性的创造力，同时又有古典综合的质量。这是单一经济学者所能做

的最好作品，可以和理论物理学的成就相比拟。…这是经济学迈向严谨精确科学

之路的杰出标竿，虽然现在已有点过时，但仍是今日许多杰出理论作品的背后支

柱。 

Schumpeter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p. 827, 1026. 

 

整个世界其实可以视为一个巨大的综合市场，由各种个别的市场所组成，买卖各

种社会财富。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出其中的律则，了解这些买卖如何自动地调和。

因此我们要先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正如同研究纯粹力学（理论）时，要假设机

械之间的磨擦力为零。 

 Walras (1874):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p. 84. 

 

如果说经济学的目的，是要提供丰盛的收益，给国家带来充裕的收入，这就像是

说，几何学是要用来建造坚固的房屋，天文学是要能在大海安全地航行。简言之，

这是从应用的角度来定义科学。 

Walras (1926):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definitive edition), part I, lesson 1, 

§4:53. 

 

如果纯经济学理论（或交易理论或交易的价值或社会财富的理论）就像物理数学，

也像力学和流体力学，那么经济学家就不必害怕运用数学的方法和语言。 

Walras (1926):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part I, lesson 3, §30:71. 

 

先严谨地证明几何和数学的基本定理，然后推导出微积分和力学的定理，目的是

要应用到实验性的数据上，我们就能达到现代产业的惊异成就。 

Walras (1926):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appendix I, part I, §4:471. 

 

 

 华尔拉斯（Léon Walras, 1834-1910）生于法国逝于瑞士，生前诸多不顺，身

后的著作全集 9 巨册（1984-2005 编辑出版），被尊为一般均衡理论的始祖。有人



说现今大学部的经济学，教的是马歇尔（1842-1924）的供给需求、弹性、部分

均衡、短期分析，硕博士班教的是华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架构。其实你在大学部的

教科书，早已熟悉华尔拉斯的两项基本见解。(1)供需图上有价格（纵轴）与数

量（横轴），在马歇尔的架构下，是透过数量的调整来达到均衡；在华尔拉斯的

架构下，是透过价格的调整来达到均衡。(2)如果第 N-1 个市场能均衡，第 N 个

市场也会自动达到均衡，这是一般（全面）均衡的粗略概念。 

 

华尔拉斯，1834-1910 

 问：在教科书上也看到，他的分析可以写成一组联立方程式。这么复杂的抽

象数学，对 19 世纪下半叶文史出身的经济学家大概不容易了解，在没有计算机

运算的协助下，大概也没有实用性，解决不了具体问题。 

 答：这是他生前最大的困扰，也是败给马歇尔的关键。马歇尔注重部分均衡

分析，因而有几项优势。(1)每次讨论一个小问题，两条方程式就够了。(2)分析

的议题既具体又有答案，简明易懂。(3)复杂的图形与数学都放在注脚或书末附

录，正文深入浅出有趣味有深度。(4)在个体经济学的层次上，能提出具体的政

策分析与建议。这四项优点正好都是华尔拉斯的缺点。 

 问：可否简介这位奇特人物的生平？ 

 答：他父亲（Auguste, 1801-66）不是专业经学学家，但有一位以数理经济学

闻名的大学同学：古尔诺（Antoine Cournot, 1801-77）。Auguste 对社会改革、土

地问题、运用数学分析经济现象很有兴趣，这三大特质对儿子起了深刻影响。1844

年华尔拉斯在 Caen 城的中学就读，1851 年取得文学学士，1853 年科学学士。同

年投考法国最优秀的综合科技学校（École polytechnique）但失利，翌年特意加

强数学与分析课程，但再度落榜。1854 年被巴黎矿冶学校（École des Mines）录

取为预科生，但他对工程师的教育没兴趣。之后转向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批

评、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在经济领域内，他受到古尔诺建构数学模型的启发，

着重理性主义的严谨分析。 

 瑞士的洛桑大学法学院，1869 年筹设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有人想到 1860



年时，华尔拉斯在洛桑的国际租税大会发表过论文，从理论角度探讨土地与国家

地产的问题，获得第 4 名。洛桑大学邀请他来参加遴聘，经过一些波折终于在

1870 年获聘，任教到 1892 年。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从 1860 年起就展现的

数理分析。 

1860 年之前他的第一本着作，是反对 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65）的

社会主义学说：《论政治经济学与正义》。有几项因素让他相当孤单不得志：(1)

位处偏远的洛桑，无法和伦敦与剑桥的经界竞争。(2)文体过度理论化，太多数

学，读者不易掌握精要。(3)用法文发表，读者群较小。(4)对社会改革相当热心，

立场明显反而不利在学术界发展。 

 问：为什么现在研究华尔拉斯较有名的学者，都是英美人士，反而很少看到

法国的人名与著作。 

 答：他的一般均衡概念到了 1950 年代，发展成为一个大领域，其中最重要

的两位是 Kenneth Arrow（1921-，1972 年诺贝奖）与 Gérard Debreu（1921-2004，

1983年诺贝奖）。1954年 7月他们在Econometrica 第 22卷 3期首篇（页 265-90），

发表一篇奠基性的论文：“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很多人以为 Debreu 是美国人，其实他是法国精英学校毕业，对数学分析高度兴

趣，战后赴美发展，1975 年入美籍。 

你说得对，现今研究华尔拉斯的知名学者，以英美的数理学家居多。如果你

熟悉法国经济学界，应该会调整一下观感。我想强调两件事：(1)当今学界大都

集中研究华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其实他对社会改革的著作，比纯数学的部分

更丰富。(2)法国学界在 1984-2005 年间，整理出《华尔拉斯父子经济学全集》14

巨册（1-4 册是父亲 Auguste 的著作与书信，5-13 册是儿子 Léon 的著作，末册是

目次与索引），可惜尚无英译本，否则对华尔拉斯的理解必然会改观。 

 问：我没听说过这套全集，可否简介主要内容与编辑手法。 

 答：有一群思想史学者，有些任职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有些在里

昂第二大学的 Centre Auguste et Léon Walras。他们发现有一批华尔拉斯父子的档

案，1924 年起就存放在里昂（捐赠者是 Aline Walras），遗忘 60 年后重见天日。

他们向教育部、研究与科技部、以及其他单位申请经费整理这批档案，领头工作

的主要学者有六人（部分人名见本章末参考书目）。 



 我举三册的内容为例。首册（1990）是父亲的《财富、自由与社会》，编者

写了 47 页的卷头语（全集解说），介绍父亲的著作内容（72 页），以及 53 页的

生平解说。在 461 页的正文后，是 95 页的编者注释，最后是 6 页的人名索引。

这样的背景解说实在够分量，两位主编是Pierre-Henri Goutte与 Jean-Michel Servet。 

 

《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1874，1926 定版） 

 第 8 册是华尔拉斯的名著《纯綷政治经济学要义》，1988 年出版（反而比首

册早 2 年，因为各册的负责人不同，完工期各异）。此册主编是 Claude Mouchot，

做了一件复杂但重要的事。此书曾经有过 5 种版本（1874，1889，1896，1900，

1926），内容有过不少变动。Mouchot 最大的任务就是编出「集注版」，方便读者

看出各版本的异同。他先写十页的体例说明，之后复制 5 个版本的封面，接下来

是正文（页 1-690），3 个附录（页 691-722），专有名词解说（页 723-31），1-5

版各章的页码对照表（页 732-37）。此书在 1938、1953 年出版过浓缩摘要本（复

制在页 739-91），接下来编者写了 5 个版本的历史（页 795-822），最后是此书英

译者 William Jaffé写的译注，Mouchot 把它译成法文（页 823-71）。我完全投降，

实在太费心血了。研究华尔拉斯的人如果能阅读这本集注，不知会有怎样的感想，

不知会再激出哪些火花，改正多少过去的见解。 

 我翻阅这本集注的感觉很明显：完全同意熊彼德的论断（见本章的首段引文）。

暂不论书内的思想，光看数不尽的复杂方程式和优美的几何图形，就可以知道：

1874 年此书出版时，他是全世界最好数理经济学家，大部分的读者应该跟不上

这些技术内容。英国的 Jevons 和剑桥的马歇尔，在方程式和几何图形上都远远

不如他，但这反而是传播深刻见解的致命伤。 

 

《社会财富的数学理论》（1877 初版，1883 二版） 

 第 11 册是《社会财富的数学理论》（1877 年初版，1883 年二版），主编者与



第 8 册相同（Clande Mouchot），1993 年出版 743 页。编者写了 6 页导读，之后

复制此书的法、义、德文版封面。这也是个集注版，也是充满数学方程式和复杂

的几何图形，详细内容我就不再多说。整体而言，从这 9 本厚重的全集，可以感

受到他的孤单、不遇、激愤、坚持。 

 问：我对华尔拉斯所知有限，可否用中级教科书的程度，简介他的主要学说

与见解。我知道会有点抽象，就算听不懂也很爽。 

答：华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有哪几项特质？可以从几个面向来说。(1)如

果你是个消费者，请问在哪种状态下会达到效用的最高点？答案是：在既定的预

算下（例如每个月 5 万元），如果我能让花在不同事物上（吃饭、买包包、慈善

捐款）的每块钱，都能达到相同的效用（每块钱都花在刀口上），也就是让每块

钱的边际效用相同（称为等边际法则），在这种状态下我的消费效用最高。(2)如

果你是个生产者（卖鸡排或制造计算机），请问在哪种状态下利润会达到最高点？

其实原理都一样：如果我花在采购各种原料的每块钱，都能达到相同的边际价值

（利润）时。这也是「等边际法则」的运用。(3)如果你是掌控家庭收支大权的

人，在什么状态下最满意？(4)如果你是中介公司的老板，在什么状态下最满意？

如果你是… 

 综合地说，华尔拉斯想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里有五花八门的市场和无限多

的供给需求，随时都有大量的交易，请问各个单独市场是均衡的吗？整体的市场

是均衡的吗？这是如何达成的？如果失衡的话，会再回复稳定吗？用数学语言来

说，各个单独市场能达到均衡，犹如一条方程式能得出唯一解。整个社会有许多

市场要同时达到均衡，犹如要从一大组联立方程式得出唯一解，这在实务上有多

困难啊！ 

华尔拉斯不管实际问题，他要得到在「真空」状态下，在「磨擦力为零」状

态下的「纯綷解」。你觉得这套概念吸引人或有用吗？或只是在满足数学的癖好？

要得到这个唯美派的纯綷解，还需要其他假设条件来配合，例如必须假设所有厂

商的成本函数都相同、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也就是生产技术不可以进步或

退步）。 

 问：这样的分析有什么用处？ 

 答：新古典学派马歇尔的部分均衡分析，每次只谈一件事（例如原子笔的供



需），之外的事都假设为「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这是目光如豆见树

不见林的显微镜手法。华尔拉斯的手法正好相反，他用见林不见树的望远镜手法。

双方的共同点是：都必须做强烈且不真实的假设。 

用数学语言来说，华尔拉斯最重要的分析，就是要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与「均衡解」，而且不可以有负值（否则无经济意义，也就是必须在第一象限内）。

华尔拉斯体系必须满足三个强烈条件，才能得到有意义的唯一解：(1)规模报酬

不变或递减；(2)不可以有联合产品（同时生产牛肉和牛皮），也不可以有外部性

（种果树顺便收成蜂蜜）；(3)所有财货之间都有「粗替代性」，例如计算机价格

上涨时，需求必然减少，其他产品（例如桌椅）的需求必然增加。 

 

 问：这听起来相当不合情理，华尔拉斯如何能求出唯一均衡解。 

 答：如果不顾实际困难，数学真的能做出许多事情。为了让五花八门的市场

达到均衡，他提出一种概念，法文字是 tâtonnement（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探

向不明确的下一步），英文译成 groping（也是摸索的意思）。以平版计算机为例

（例如 iPad），刚开始时厂商投入一项不确定性很高的产品，消费者也不敢冒然

订购，透过相互探索修正好几次，终于皆大欢喜。在「摸索」的概念下，每个市

场都会透过「价格机制」的「尝试与错误」，而达到均衡点，加总起来就会得到

整个社会诸多市场的均衡。听起来很「真空滑顺」吧！这就是数学的魔力，你认

为这能帮助解决什么具体问题？ 

 问：如果这套一般均衡体系只是在玩数学，为什么学界会长期投入乐此不

疲？ 

 答：用数学证明均衡的存在定理，这件事本身就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多方高

手在二次大战后积极投入，1950 年代中期在 Arrow、Debreu 与各国高手的合力

下达到标竿点。接下来就有人发展出「可计算的一般均衡」，用计算机计算总体

经济的规划和许多具体问题。正如爱因斯坦的理论，在 20 世纪初期看不出有何

用处，但日后启发许多大规模产业（如光电业）的发展。同样地，在计算机发明

之前，华尔拉斯的均衡体系在 19 世纪末看来一无用处，但今日的各种计划都必



须考虑部门间的交互影响，这些概念的源头，就是 1870 年代的《纯粹政治经济

学要义》。 

 

华尔拉斯在 19 世纪末是个被弃绝的异端 

 19 世纪末的学界认为，华尔拉斯体系有几项缺点。(1)形式多于实质（以形

害义）。(2)在长期动态调整下，自由竞争体系会让利润消失，这和现实的产业状

况（独占、寡占）明显不符。(3)华尔拉斯强调「摸索性的交换」、「透过价格机

能调整」，缺乏具体的供给与需求理论。(4)如果有这些缺点，他当初的目的是什

么？我认为是在追求「科学之美」，而不是在描述真实市场的竞争过程。如果马

克思的梦想，是要建构一套「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华尔拉斯的梦想，是要理

解在「理性建构」之下，经济体系有无可能达到最理想的社会福利状态，以及能

否因而建构出「公平公正公义」的理论世界。 

如前所述，华尔拉斯父子都有强烈的社会改革倾向，但在实际生活上无法展

现，转而在数学里追求美学式的理论体系（说得做不得）。在他的体系内没有技

术变动，没有勾结，没有掠夺，没有景气循环。熊彼德说华尔拉斯的经济学，犹

如 1215 年的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宣示了美好的愿景与基本原则。这种

高层次的宣言适合挂在国会大厅上，不适合出现在产业界与金融界。 

 问：他们父子都有强烈的社会改革倾向，也写过不少论土地和税制方面的问

题，为什么很少见到分析他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论述？ 

 答：其实也有人注意到，刊在美国经济学会的旗舰刊物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可在网络上阅读 Bürgenmeier: “The misperception of Walras”, 1994, 

84:342-52）。作者提醒大家注意华尔拉斯的社会经济研究，他在这方面的心力不

小于数理模型的建构。华尔拉斯和马克思一样，能写纯科学的抽象作品，对实际

生活也很投入。他关怀的社会议题很广：公平、正义、个人与政府（集体）的区

别、租税、土地。学界长期以来的刻板印象中，华尔拉斯是个冷酷计算最适均衡

的科学人，但如前所述，如果你有机会读他的全集，设身处地感受他的情境，对

他的印象会大大改观。 



 问：是否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华尔拉斯经济学的意义？ 

 答：当然一直都有，尤其是思想史学界和制度学派。有一篇刊在哈佛大学主

编的重量级期刊，也可以在网络上阅读（Bowles and Gintis: “Walrasian economics 

in retrospec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1411-39）。因为篇幅有限，

我只简要介绍他们的切入点。(1)在华尔拉斯的模型里，假设人的行为是自利的，

人的偏好是外生的（既定的）。(2)假设交换行为都是「完全的」（说到做到，不

会出差错）。(3)买卖双方的契约不需成本（以心传心，一拍即合，不需中间人介

绍，也没波折）。 

这三项都是很不符实况的假设，因为：(1)不是人人都是以自利为中心的「经

济人」（舍身救人的事常可听到）。(2)市场交换的结果不是平滑顺畅的，也未必

是「摸索」的，而是充满心机策略，以及政治力介入的战场。换言之，经济学不

能只追求优雅的数学解，应该更注重「行为面」与「制度面」，这也是古典学派

的传统。如果一定要用数学才较具科学的味道，那也要把行为与制度的因素写入

模型。 

 

参考书目 

Auguste et Léon Walras, Œuvres économiques complètes, edited by Pierre Dockès, 

Pierre-Henri Goutte, Claude Hébert, et. al. (1988-2005), Paris: Economica, 14 

volumes（查Amazon.com的法国网站）.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2000): “Walrasian economics in retrospec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1411-39. 

Bürgenmeier, B. (1994): “The misperception of Walr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1):342-52. 

“Léon Walras”, Wikipedia (英文版与法文版). 

Schumpeter, Joseph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8 马歇尔之前的供需曲线分析 

 

 

 

 

 

 

鹦鹉也可以成为有学问的（政治）经济学家，只要学会两个词就够了：供给与需

求。 

Anonymous 

 

在经济学发展的初期，我们认为需求与供给，是由两股相互挤压的粗鲁力道，引

导到机械式的均衡。近期的想法则认为，平衡或均衡不是由粗鲁的机械力所达成，

而是由起起伏伏的有机能量所调整。 

Alfred Marshall (1898): “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Economic Journal, 8:43. 

 

有趣的是，老练的经济学者有时会误以为，每件观察到的交易，都是供需曲线会

合的结果（其实未必）；但对经济学外行的人时常忘记，大部分观察到的交易，

都是由供需曲线的会合所决定。 

Robert Solow (1997): “It ain‟t the things you don‟t know that hurt you, it‟s the things 

you know that ain‟t so”,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2):108. 

 

 供需曲线是许多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的第一个图型：价格在纵轴，数量在横轴；

供给曲线从东北走向原点（正斜率，表示价格愈高供应愈多）：负斜率的需求曲

线，表示价格愈高需求量愈少。就这么简单，中学生都能懂，有什么好说的？现

在看来自然不过的东西，例如 E=mc
2 或 iPad，其实都有过不寻常的过程：「看似

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今天的主题是供需曲线「前史」。先和大家做个

暖身，回想它的几个基本特征。 

 

现代的（马歇尔式）供需曲线：价格在纵轴，数量在横轴 

 (1)如果需求增加但供给不变，就会产生价格上升、数量增加的新均衡。反之，

如果需求减少但供给不变，就会产生价格下降、数量减少的新均衡点。同样的道



理，如果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但需求量不变，就会产生价格上升但数量减少的新

均衡。反之，如果向右移动供给曲线，就会产生价格下降但数量增加的新均衡。

（低估各位的智商，真抱歉） 

 (2)这种分析是马歇尔式的部分均衡，特点是：(a)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明天的

石油价格不变、太阳仍旧从东边升起）。(b)价格在纵轴，数量在横轴。这不是天

经地义吗？No！马歇尔之前很多人把数量放在纵轴，这是今天的另一个主题，

要解说这两种手法的差异与目的。 

 (3)这种供需曲线的隐含假设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有许多相近似的供应

者，在竞争出售相近似的产品；没有独占者，买卖双方对价格都无影响力（无

market power）；供给曲线的形状，取决于边际成本的高低，只要成本低于市价就

会持续供应。 

 (4)影响供给量的因素有：(a)生产成本；(b)生产技术；(c)相关产品的价格（例

如 iPad 与其他平板计算机的竞争）；(d)对日后价格的预期（若行情好就增产，反

之则减量）；(e)同行的厂商数量。反过来说，影响需求量的因素有：(a)所得的高

低；(b)品味与偏好；(c)相关产品与服务的价格；(d)对日后价格的预期（等半年

后降价才买）；(e)购买者的数量（邻居都有 iPad 4，我怎能输他们）。 

 (5)供需曲线的交会点，就是市场的均衡点。对比今年 1 月、6 月、12 月的均

衡点，就是在做「比较静态分析」（对照 3 个时点的变化），目的是要了解：除了

价格与数量的变动，还受到哪些因素（新技术或国际油价或战争威胁）的影响？ 

(6)从相对价格的数量，可以计算出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量的变动比率，

除以价格的变动比率，所得到的负值）。这是点弹性，还可以计算「弧弹性」、所

得弹性、交叉弹性，这些内容与定义在教科书里都有。如果供给曲线不是正常的

正斜率，而是垂直的，它的弹性就是 0（完全无弹性）；如果是水平的，它的弹

性就无穷大（∞）。 

 

(7)分析产品（桌椅、计算机）的供需曲线，原本是用在个体（微观）经济

学的架构内。但供需曲线现在也用在总体（宏观）的分析里，例如描绘货币的供



需曲线（纵轴是利率，横轴是央行的发行数量）。在宏观分析里常见到「总合供

给」与「总合需求」，这是从供需曲线借用过来，分析凯恩斯式的总体经济学。 

问：虽然供需曲线是 19 世纪中叶的产品，但供需这种概念在历史上早就有

了，早就内化在动物的行为里，只是现在用几何图形与方程式来呈现。 

答：是的，动物行为隐含供需曲线的变化分析，从传统菜市场的买卖，就可

观察到供需曲线的变动。这些肉眼就可看到的现象全世界都知道，没什么特殊。

战国时期的《管子》就有「轻重篇」，解说国家如何透过中央调控，支配策略性

物资的供需。西方文献对供需概念的见解，有三篇考证性的文章可看：

Groenewegen（1973，1987）、Thweatt（1983）。 

刚才的话题还没说完整，供需曲线还有延伸性的意义。(1)供需曲线的交点

就是均衡点，也就是市场内的要素或产品或劳务，已无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2)

如果尚未达到均衡，会有两种调整方式：马歇尔式的调整，是透过数量的变化来

达到均衡；华尔拉斯式的调整，是透过价格的变化来达到均衡。(3)如前所述，

影响供需曲线的要素很多，除了价格和数量，还有所得的高低、品味与偏好的改

变、生产的要素改变、相关产品的价格变化。(4)经济政策与措施（例如税率的

变动）也会影响供需曲线。(5)透过供需曲线，也可呈现市场是属于竞争性的（资

源分配有效率），或是独占性的（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的「死

三角」）。 

问：马歇尔式的供需曲线，为什么会成为现今的标准？ 

答：那时大英帝国如日中天，剑桥大学的经济学界，在马歇尔这个灯塔的引

领下，透过英联邦与殖民地迅速征服世界。供需曲线成为学界的标准后，有人戏

称它为「马歇尔的十字架」或「马歇尔的剪刀」。马歇尔较喜欢用的譬喻是：就

像裁缝师傅的剪刀，没有人能说清楚是上方的刃在剪，或是下方的刃在剪，而是

上下一起剪。他还有一段更优雅的说法，请见本章首引文的第 2 段。 

就像历史人物一样，后人不明了当时的背景与实情，常把功劳或罪过集中在

某个代表人物身上，例如辛亥革命的成功孙中山居首功，秦桧背负北宋亡国的罪

过。同样的道理，在马歇尔之前英、法、德都已有人运用供需曲线。今天的主题

就是介绍早期的供需分析，希望说服你：供需曲线图不是马歇尔发明的。也希望

能说服你：现今熟悉的几项基本概念，例如价格弹性、均衡的稳定性、多重均衡



解、比较静态分析、消费者（与生产者）剩余、成本递增或不变或递减、差别取

价、社会福利损失（死三角）、资源分配不效率、市场的不完全性，这些概念在

马歇尔之前就已存在，也已经能用几何图形表达。有人说过一句名言：It‟s all in 

Marshall, if you‟ll only take the trouble to dig it out（如果你肯挖下去的话，一切概

念都已在马歇尔的著作里了）。今天要传达的讯息正好相反：一切都已在马歇尔

「之前」的著作里了。 

问：现今公认最早的数理经济学家，是法国的古尔诺（Antoine Cournot, 

1801-77，参见第 14 章），他的著作里也有供需曲线吗？ 

答：有，但不完全一样。他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1838），书末的

图 1 就有个第一象限图，纵轴是数量，横轴是价格。主要的差别是：只有一条负

斜率的需求曲线，而没有供给曲线。现在供需曲线的纵轴是价格，为何古尔诺把

它放在横轴？因为数学上的惯例是把依变量（dependent variable）放在纵轴，自

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放在横轴，所以你就可以猜到，古尔诺的需求函数

写成 Q=f(P)。如果你看本章的其他供需曲线图，可以看到法国工程师 Dupuit 的

图（1844），也是价格在横轴。 

难道法国人总是跟别人唱反调吗？非也，数学界和工程界都把倚变量放在纵

轴。你当然会说，如果供需是相互影响的，价格放在纵轴或横轴，完全不会影响

分析的原理与结论。数学家坚持依自变量（价格）放在横轴，经济学界偏偏喜欢

把价格放在纵轴。如果你定义太阳是从西边升起，物理定律就要因而改写吗？价

格放在纵轴或横轴，根本不是有意义的问题。其实古尔诺（1838）书末的第 6

个图，当他分析课税对价格与数量的影响时，就把价格改放在纵轴。 

 

法国工程师 Jules Dupuit, 1804-66 

问：所以「位置」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因此推论出哪些洞见。 

答：是的，古尔诺有好几项分析上的新见解。(1)写出供给与需求的函数；(2)

计算出供需曲线的斜率；(3)算出价格的需求弹性（大于 1 或小于 1）；(4)引入一

条正斜率的供给曲线，分析当政府增税时，会使价格上升，会导致需求量减少。

这四项合起来告诉我们：古尔诺在 1838 年已能画出供需曲线，也能写出供需的



函数关系，更能用几何图形分析增减税对供需的影响。 

问：德国人也有类似的分析吗？ 

答：Karl Heinrich Rau（1792-1870）在《国民经济学原理》（1841）第 154

节的附录，有个几何图值得一说。古尔诺运用第一象限做过一项重要的分析：假

设市场有两位主要的竞争者（偶占），例如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双方一定会注

意对方的营销与产品策略。古尔诺做个强烈的假设：假设对手的行为（产量与销

售手法）不变，自己如何追求利润极大化。双方相互竞争，各自调整自己的生产

函数，最后会达到一个均衡，双方就不再变动（因为也累了），现在称为古尔诺

的偶占反应函数模型。 

奇怪的是，古尔诺能运用价格与数量做这么先进的分析，但却未做「市场均

衡的稳定性」分析，也就是「市场是否有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如果有的话如何

回复均衡」。或许他觉得这个问题意义不大（trivial），这个问题在 1841 年由德国

的 Rau 绘图解决了（他不认识古尔诺及其著作）。Rau 画一条垂直的供给曲线，

和一条负斜率的需求曲线，两者的交会点显示市价低于均衡价格（因为有超额需

求）。生产者知道后就提高售价，超额需求因而消失，市场回复均衡。这种分析

现在看来稀松平常，但 Rau 在 1841 年就能用几何图形和三角函数表达，比剑桥

的马歇尔早几十年。 

问：我在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上看过，有个法国的工程师只用一条需求曲线，

就做出很了不起的分析。 

 

Jules Dupuit 的需求与效用曲线(1844)：数量在纵轴，价格在横轴 

答：那是 Jules Dupuit（1804-66），他的图形非常简单，但应用性相当惊人。

从上图可看出，1844 年他用一条简单的需求曲线，表达了好几个现代的观念：(1)

消费者剩余，就是你支付的价格小于得到的好处（例如用 20 元买一枝铅笔，参

加学测考上台大）。你试看能否在这个图内，看出消费者剩余在哪个区块？(2)如

果我是独占者（例如台电），就可以透过差别取价（依用电数量或离尖峰时段），

来获取最大的利润。(3)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就可推导出两个重要性质：正常的

需求曲线是负斜率的，而且凸向原点（convex to the origin）。这些见解比马歇尔



早了好几十年，既能用几何图形也能用数学方程式，法国工程师与数学家的贡献

被严重低估了。幸好有人写书替他们平反（ Secret Origins of Modern 

Microeconomics: Dupuit and the Engineers, 1999）。 

问：德国也有数学家做出类似的分析吗？ 

答：Hans von Mangoldt（1824-68）做过供需曲线分析，但我觉得他的贡献

比不上古尔诺和 Dupuit。如下图所示，(1) Mangoldt 把价格放在纵轴，他是数学

家，当然知道倚变量通常放在纵轴，所以他的需求方程式应该写成 P=f(Q)。(2)

前面说过，Rau 的供需曲线（1841）有一条垂直的供给曲线，和一条负斜率的需

求（直）线，也就是说 Rau 已有供需曲线的观念，但形壮很特别：都是直线。

Mangoldt 的供需曲线（1863）有个特点：虽然形状奇特，但供需曲线都不是直

线。 

 

Hans von Mangoldt 的供需曲线(1863)：价格在纵轴，数量在横轴 

这个 1863 年的图有个均衡点，如果有超额供给或需求的话，会透过动态的

调整（例如涨价或降价或减少供给）回到均衡点，这个观念在 Rau 的图（1841）

已经具备了。换句话说，马歇尔的十字架在 Mangoldt 手中（1863）已完成了，

只是形状没那么优雅。 

如果你上网查 Mangoldt（找图片），可以看到他画的其他供需曲线，这些图

显示他已经在做「比较静态」分析，已经有「多重均衡」的概念，也知道如何对

「联合产品」（例如绵羊同时供应羊毛和羊肉和羊皮）做「定价分析」。英国的

Francis Edgeworth（1845-1926，你应该还记得他的 Edgeworth Box），1894 年时

说 Mangoldt「是独立发现需求与供给数学理论者之一」。我觉得 Mangoldt 的供需

图形分析，比同时期的法国和英国经济学界先进。 

 

Hans von Mangoldt (1863)：供给与需求曲线的移动 

问：为什么我们从来没听说过 Mangoldt，也没看过他的供需曲线图？ 



答：因为有位 Friedrich Kleinwächer，在 Mangoldt 逝后重印他的书，但把几

何图全删了，理由是「我完全不认为这些图或数学方程式有助于理解经济法则。」

另一个原因是：他是个数学家，当时的经济学界掌握在历史学派手中，觉得数学

方程式没多大用处，轻易地就忽视他（请参阅 Humphrey 1992 页 10-5、22-3 与

Mosselmans 2003 的详细介绍）。 

问：绘出供需曲线的德国人和法两国人，都是工程师和数学家，英国也是吗？ 

答：是的，今日经济学能这么科学化，要感谢 19 世纪中叶数学家和工程师

的投入。除了今天提到的这几位，还有上章的主角华尔拉斯（法国人但在瑞士洛

桑大学任教），以及德国的 Gossen（提出等边际法）、德国的 von Thünen（提出

区位理论，说明「距离」的重要性，有人说他是空间经济学的鼻祖）。 

英国最早提出供需曲线分析的是 Fleeming Jenkin（1833-35），也是工程师出

身。他对政治经济学、电磁学都有重要贡献，但最出名的是协助铺设海底电缆线：

第一条大西洋海底电缆，以及红海、新加坡到雅加达、（地中海）马耳他岛到埃

及亚力山大港这几条重要缆线。他不是专业经济学者，没听闻过古尔诺、Rau、

Dupuit、Mangoldt 这些人的供需曲线研究，完全是他自己的独立发现。英文版的

维基百科有 Jenkin的精采人生，他的经济分析可参见Brownlie and Prichard（1963）。 

问：前面几位的供需曲线，虽然图形各异巧妙不同，但说来说去都是纵轴（价

格）、横轴（数量）、供给曲线、需求曲线。Jenkin 有什么新论点？ 

答：你说得对，供需曲线只是不同国家的工程师和数学家，用不同手法在第

一象限玩弄两条曲线。日后马歇尔把这些摸索过程与曲线的变化，简化成现代版

（见本章第一个插图）。同样的道理，今日的 Apple 系列产品能这么简洁优雅，

需要 Steve Jobs 这样的才华，才能把体积庞大操作复杂的计算机，简化成老弱妇

孺都能使用的 iPad。 

问：已经有了 iPad，为什么还要了解 IBM 的第一台计算机？经济学已经发

展到这么高深的境界，为什么还要了解 19 世纪如何摸索出供需曲线？ 

答：19 世纪中叶的供需曲线现在看来确实可笑，你认为 1 百年后的人，对

今日的 iPad 会有什么评论？今日的前沿科技与思想，百年后都属于「死人的错

误见解」，所以就别嘲笑古人，带点同情心理解他们是怎么摸索的。如果你有重

要的发明或发现，高兴 3 年就好，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淘尽古今多少英雄人物。 



再回来谈 Jenkin 的供需曲线。以他的过人才华，对这件小事竟然写了 3 篇

论文（1868，1870，1872），至少绘过 11 个图解说供需曲线的运作原理，这些图

复制在 Humphrey（1992:16-20）。我在网络找到另一个漂亮的图复制在下面，我

有几项困扰。(1)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初版是 1890 年，价格就已在纵轴且成

为学界采用的常规。(2) Jenkin 的 3 篇论文是 1868-72 年间发表的，Humphrey 复

制 Jenkin 的 11 个图，价格都是在纵轴，为何我找到的彩色图价格在横轴？(3)这

个彩色图应该是 1872-90 年间，英国学者绘的（横轴用先令标示）。我对比过 Jenkin

的几个图，因为相似度相当高，如果不是他亲绘的，也是别人仿他的手法绘的，

只是把价格改在横轴。 

 

Jenkin 的供需曲线(1870)：数量在纵轴，价格在横轴 

问：是谁绘的现在也无所谓了。我看这个图里有 5 条线：(1)固定需求曲线；

(2)固定总供给曲线；(3)初始的供给曲线；(4)增加后的供给曲线；(5)减少后的供

给曲线。这些复杂的线条到底要表达什么讯息？ 

答：我猜这个图的概念是：市场均衡是短暂的，当供给与需求随着时间的移

动而变化时，均衡点就跟着移动。这又引出你很熟悉的概念：在「极短期」内，

市场是稳定的；在「短期」内，数量和价格都会变动；在「长期」时，厂商会引

入新技术或推出新产品；在「很长期」时，国民所得和社会环境都会有大变化。

这是我们从马歇尔学到的，但 Jenkin 的好几个图（1868-72），更早就提出时间变

化对市场均衡的作用。再就价格在横轴这件事来说，Jenkin 早期的供需曲线里，

也是跟随数学界的习惯用法，把价格放在横轴，例如 Brownlie and Prichard（1963）

页 210、214 的两个简图皆如此。 

问：价格在緃轴或横轴，只是习惯用法的问题。数学界习惯放横轴，经济学

界习惯放纵轴，「颜色与味道是无法讨论的」，要为这种事浪费时间吗？ 

答：Scott Gordon (1982)〈为什么马歇尔要把纵横轴颠倒过来？〉说明过去

习惯把价格放横轴，是马歇尔把它颠倒过来的。如前所述，数学界习惯把倚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绘在纵轴。所以如果价格在纵轴，方程式就写成 P=f(Q)；

若价格在横轴，就写成 Q=f(P)。我对 Gordon (1982)的看法是： 



(1)前面说过，古尔诺、Rau、Mangoldt、Jenkin 都曾经把价格放在纵轴，马

歇尔绝不是首创者。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是习惯的问题，不会影响分析的本质与

结论。 

(2)马歇尔把价格放在纵轴，原因之一是他在说明「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

时，对读者的视觉比较方便辨别（如下图所示）。如果把价格放在横轴，意义也

一样，纯是视觉与喜好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古尔诺平常把价格放在横轴，但在

分析偶占问题时，就把价格放在纵轴，也是为了解说上和视觉上方便。 

 

(3)价格放在纵轴还有个好处：和需求曲线位置较接近，而需求又和效用的

观念相通。也就是说在视觉上，效用、需求线、价格可以结合成一组概念。 

问：现在都采用马歇尔的版本（价格在纵轴），他这么做是受到谁的影响？ 

答：1896 年 4 月 6 日马歇尔写信给一位同行 Seligman 说：「我（的供需曲线）

要完全感谢古尔诺，而不是 Fleeming Jenkin 或 Dupuit。Jenkin 在爱丁堡发表论文

（1870）之前的一两年，我在讲义里就（对供需曲线）有自己的见解了。」同样

地，和 Jenkin 同时代的边际学派主将 Stanley Jevons（1835-82），说 Jenkin（1870）

那篇供需曲线的论文：「是一篇巧妙且有启发性的文章，所有的论点大概都是正

确的。但我想说，大概在 1863 年左右，我在 Owens 学院教课时，就经常使用交

叉曲线，来解说市场价格如何决定。」 

无人不知、无人不会的供需曲线，在简洁的外表下竟然有过上述的传奇过程，

也能做出许多重要的分析，得到具体有用的结论，真是「简单好用、以小博大、

小兵立大功」。以上的解说要传达几项讯息。 

(1)供需图并非马歇尔首创，在他之前已有五位数学家和工程师（Cournot、

Rau、Dupuit、Mangoldt、Jenkin）做了很好的分析，也得到许多有用的结论。这

些非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在马歇尔发表 Pure Theory of Domestic Value（1879）

和《经济学原理》（1890）之前，对供需分析已有很深刻的理解。换言之，前四

位非英国籍的研究者，在马歇尔成为经济学家之前，就对供需曲线做出重要的奠

基成果。 



(2)这五位奠基者之间，除了 Mangoldt 对 Rau 的研究已经知悉，其余四位都

相互不知对方的研究。早期的供需分析都是独立的发现与见解，集中在法国

（Cournot、Dupuit）和德国（Rau 与 Mangoldt），英国在时间上与见解上都落后。 

(3)就各别的贡献来说，每位先驱已掌握供需分析的基本原理，各自绘出形

式相当不同的供需图，各自着重在不同的经济议题上：Cournot 先绘出线条的形

式，表明正常财的价格与需求量为负相关（需求曲线为负斜率）；Rau 与 Mangoldt

提出供需稳定的条件与比较静分析；Jenkin 应用在市场长短期的分析上。他们早

已运用供需图来探讨课税的效益、提出消费者剩余的概念、独占的福利损失、独

占者差别取价的分析、联合产品（牛肉与牛皮）与复合产品（咖啡与糖）的供需

条件、供需的弹性分析。 

把马歇尔当作供需分析的代表人物，其实是后世的误解，他是个传播者（使

徒）而非创造者。感谢马歇尔把这些复杂的过程与见解，简化之后延用至今传布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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