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 卡列斯基比凯恩斯更早提出《一般理论》 
 

 

 

 

 

 

换句话说，大家熟悉的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是卡列斯基在 1933 年独立发现的，时间

上也比凯恩斯更早。 

Chapple (1991): “Did Kalecki get there first? The race for the General Theory”, p. 260. 

 

卡列斯基先生和凯恩斯各自发现一般理论，这是科学上「同时多重性发现」的典型例子。 

Joan Robinson 1979:129 (re-quoted from Asimakopulos 1988-9:267) 

 

卡列斯基先出版一般理论的内容，这件事是无可争辩的。出于学术上的适切尊严（可惜

这在学者之间罕见），他从未提过件事。…有趣的是，这两位思想家的政治与智识源点

完全不同，竟然得到相同的结论。对我们在剑桥（大学）的人来说，这是一大欣慰。 

Joan Robinson (1964): “Kalecki and Keynes”, reprinted in her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III:92-9. 

 

有人把卡列斯基和凯恩斯相提并论。卡列斯基的经济分析技术远比凯恩斯好，卡列斯基

在英国居留期间的贡献，对凯恩斯学派革命理论发展的影响力，或许比十多年之后，其

他年轻凯恩斯派学者的贡献更大。 

Harry Johnson (1973): “Review of Kalecki‟s Selected Essays”, Economica, 40:87-8. 

 

卡列斯基提出比《一般理论》更连贯的版本，他引进不完全竞争的概念，强调投资对利

润额份的影响。卡列斯基的版本在好几个地方，都比凯恩斯的理论更一般化。…卡列斯

基的著作已经预示出凯恩斯的《一般理论》，而且建构得更严谨，更前后一贯，更具一

般性的体系。…卡列斯基和凯恩斯不是敌对的发明者，他们是同时但独立的发现者。 

Feiwel (1975): “Kalecki and Keynes”, De Economist, 123:164, 197. 

 

卡列斯基模型的精神是马克思学派的，因而时常未能得到足够的赏识，其实他早就提出

凯恩斯学派体系的所有主要内涵。…虽然不应该说，现代计量经济学体系的所有基本要

素，都源自于卡列斯基的模型；但可以说卡列斯基模型里的所有要素，都可以在现代的

重要计量模型里找到。 

Lawrence Klein (1964): “The role of econometrics in socialist economics”, pp. 189,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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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列斯基（Michał Kalecki, 1899-1970）是波兰的马克思派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贡献

是运用数学模型，研究凯恩斯式的总体经济学。本章要说明卡列斯基比凯恩斯，更早提

出《一般理论》的概念与分析。也就是说，凯恩斯不是最早提出总体经济模型的人。一

方面由于政治思想与路线上的不和，二方面因为二次大战期间波兰被德国占领，1930-40

年代卡列斯基在瑞典、伦敦政经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流浪。战后他回波兰，对政

策与学术都有重要参与，也对古巴、以色列、墨西哥、印度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Michał Kalecki, 1899-1970 

波兰籍经济学家 Oskar Lange（1904-65）和卡列斯基，是二次大战前后从马克思派

角度，对经济分析最有贡献的人。第三位闻名的波兰籍学者，是 2007 年以 Mechanism 

design theory（用数学模型分析经济设计），得到诺贝尔奖的 Leonid Hurwicz（1917-2008）。 

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弟子，尤其是 Joan Robinson、Piero Sraffa、Richard Kahn，都

承认卡列斯基的贡献，比凯恩斯更早或甚至更完整，也因而有人称卡列斯基为「左派的

凯恩斯」。还有一项特色是凯恩斯比不上的：卡列斯基的数理能力明显优越，能用纯熟

的数学模型和统计数据分析问题。1990-7 年间刊行的 7 卷全集，从其中的问题意识、几

何图形、数学方程式，应该足以证明卡列斯基比凯恩斯更早提出《一般理论》。 

 

卡列斯基《全集》7 卷首册 

问：有这么奇特的事！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可否简介他的背景？ 

答：现今的总体经济学，还笼罩在凯恩斯的架构下。多数学者的重点，放在建构数

理模型或做细部延伸，对这套理论背后的「人」和「精神」没兴趣，只愿「向前看」。

其实有些人从卡列斯基全集得过不少启发。如果你对总体分析有兴趣，说不定这 7 册全

集，也能在概念上提供一些灵感，而不只是机械式地推导模型，或改变一些假设条件，

或做不同的排列组合。那多没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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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卡列斯基进入华沙大学读土木工程，在数学上表现不错，曾经把 Pascal 的

定理（在二阶曲线内画出六角形），做出更一般化的结果：画出 2n 边的多边型。我不知

道数学上这是什么意义，但明白他在大学时期，就展现相当的数理技巧。生活上他碰到

许多困难：父亲的纺织厂倒闭，他只好去当会计员，为了生活换过好几个工作，1918-21

年间服兵役，1924 年 25 岁才从 Gdansk 的综合技术学院毕业。 

他最早接触的经济学是马派著作，虽然都只是文字性的分析，但终身影响他对资本

主义的见解。1924 年即将毕业时父亲再度失业，他被迫四处打工，期间发表一些文章。

到 1929 年才因为统计工作的娴熟，在「景气循环与物价研究所」找到工作，奠定日后

重视统计分析的倾向。 

1933 年（34 岁），他写一篇分析景气循环的论文，其中的好几项议题，引导他日后

持续钻研的方向。1933 年 10 月，他在 International Econometrics Association （国际计

量学会）提出这篇论文，后来拆成 2 篇刊在当时的重要期刊：法国的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1935）和 Econometrica（1935），得到 Ragnar Frisch（1895-1973）和 Jan Tinbergen

（1903-94）的赞许，这两位是 1969 年首届诺贝尔奖得主。 

 

1936 年他得到一项奖学金赴瑞典参访，同年凯恩斯出版《一般理论》。卡列斯基转

往英国，先去伦敦之后去剑桥，结识凯恩斯的重要弟子：Piero Sraffa（1898-1983）、Maurice 

Dobb (1900-76)、Joan Robinson（1903-83）、Richard Kahn（1905-89）。透过他们的介绍，

1937 年卡列斯基和凯恩斯见了面。或许是口音太浓，或是个性差异太大或是其他原因，

凯恩斯对他态度冷淡。或许是出身、成就和声望都无法和凯恩斯比拟，卡列斯基谦虚低

调，从不提及他比凯恩斯更早提出类似的学理。 

但如同章首的几项引文所示，学界几乎共同承认，卡列斯基在这场理论竞赛中拔得

头筹。其中最公开支持卡列斯基领先的人，就是 Joan Robinson，她是凯恩斯圈内的重

要分子，是剑桥经济系的要角，也是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先驱之一（1933）。 

1939 年卡列斯基发表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景气变动理论），

奠定日后研究的主轴。二次大战爆发前，他与波兰当局的政治见解不同而滞留海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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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必因犹太身份受害。牛津统计研究所（Oxford Institute of Statistics），在收容难民知识

分子的考虑下，1940 年雇用他分析英国的战时经济，偶尔也在牛津兼课，但都未受到

重视。 

战争期间，他继续研究景气循环理论与充分就业问题。寄人篱下期间，他的态度益

发谦卑，也因不肯入籍而无法升迁，失意离开牛津，转往巴黎、加拿大。1946 年 7 月

应波兰政府之邀，任职经济部中央计划局长，几个月后辞职。同年底赴纽约，在联合国

秘书处经济部门任职至 1954 年，再度因政治因素（抗议美国麦加锡议员迫害共产党员）

而离职。 

1955 年返回波兰，1957 年任长期规划局长，让他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成长理论，

应用来规划 1961-75 年的远景。但长官认为这项规划「不够明亮」，而被视为「失败主

义者」。大约从 1958 年底起，卡列斯基就失去影响力，转而投入纯学术研究，再度钻研

数学，也随着年龄而更悲观，1970 年 70 岁过世。 

问：真是生前不得志，但能在牛津大学出版全集，也算是个平反。看了这么长的生

平介绍，想知道他如何比凯恩斯更早提出《一般理论》。 

答：知名的总体与货币理论学者 Donald Patinkin（1922-95），认为凯恩斯的《一般

理论》不是「同时多重的独立发现」，而是独特的创见（Patinkin 1982、1983）。新西兰

的 Simon Chapple（1991、1995）力驳此说，举证历历，认为卡列斯基不但比凯恩斯更

早提出《一般理论》，而且数学技巧与概念分析都更胜一筹。 

 

Donald Patinkin，1922-95 

问：Patinkin 对货币理论有过重要贡献，可否简述他的背景与取向？为什么他会跳

进卡列斯基的纷争里？ 

答：他是美籍犹太人，1947 年取得芝加哥博士，同年在哈佛的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刊登论文；1948 年在 Econometrica 和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各刊一篇；

1949 年在 Econometrica 和英国的 Economic Journal 各刊一篇；1950-1 在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Econometrica 各登一篇。简言之，取得学位的 5 年内登 8 篇顶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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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前途不可限量。1949 年全家返回以色列，在希伯来大学直到 1995 年。 

将近半世纪的尽心尽力投入，让他拥有以色列「经济学之父」称号。他在希伯来大

学担任经济系主任、社会科学院长以及日后的校长，最有名的专著 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1956），1965 年第 2 版，1988 年在 MIT 出第 2 版的删节版，仍是厚厚一大册。

他的生平与传记可在英文版维基百科查看，在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008 年第 2 版第 6 册页 332-6）也有详细介绍。1988 年在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学史会议

上我见过他，时任经济思想史学会长。 

问：为什么他会跳进思想史的领域？ 

答：主因是他发展出另一个研究领域：探讨凯恩斯的《一般理论》，尤其注重「有

效需求」和「非自愿性失业」这两个概念。这条路线累积出一本《有人预期过《一般理

论》吗？》，芝加哥大学 1982 年出版。此书的主轴之一，是要驳斥战后的一个论点：卡

列斯基比凯恩斯更早提出与《一般理论》相似的内容与见解。Patinkin 做许多细部的探

讨与文本诠释，结论是：《一般理论》不是「多重性的同时发现」，不论是卡列斯基或是

瑞典学者如 Ohlin、Myrdal、Lundberg，都不能宣称他们的作品中，已预期凯恩斯经济

学的来到。 

 

换言之，《一般理论》是凯恩斯的原创独特成果，其他学者不要对号入座往脸上贴

金。Patinkin 在《New Palgrave 经济学辞典》（1987）的 Keynes 条目（第 3 册页 19-41），

写 23 页的长文（附 3 页参考书目），再度强调《一般理论》的原创性与独特性。20 年

后这篇长文重刊在这套辞典的第 2 版（2008）第 4 册页 687-716，主编另邀两位作者写

篇新作，补充不同的观点（页 716-25）。 

问：重量级人物出手两次，应该会吓走不少支持卡列斯基的人。 

答：Patinkin 的证据十足，他对这个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很有说服力，确实产生平

反之功。但新西兰的 Chapple 发挥小虾米大战鲸鱼的精神，写 2 篇更有说服力的论文

（1991，1995），提出重要论点：Patinkin 的分析，忽略卡列斯基在 1936 年之前发表的

作品（有些只用波兰文发表），重新检视这些文章，就可强力反驳 Patinkin 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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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Chapple 替卡列斯基平反的结果，又回到二次大战后的论点：卡列斯基比凯

恩斯更早提出与《一般理论》相似的见解与内容。 

问：听起来戏剧性十足，可否先解说 Patinkin 的版本？ 

答：他先提出一个观念，称为「核心讯息」（central message）。以《一般理论》为

例，这本 24 章（472 页）的书（凯恩斯写此书时删弃的稿件，现已复原出版成两大册，

可见他的心血历程），主题多元内容庞杂，难怪有许多人急着对号入座，宣称凯恩斯的

某些论点和自己的作品相同，而且还比凯恩斯更早就提出。Patinkin 删去庞杂的枝节后，

认为《一般理论》的「核心讯息」（凯恩斯真正原创的见解，也就是别人没有的），是第

3 章的主题：有效需求理论。 

有效需求理论的要点是：凯恩斯认为 1929 年世界大萧条的主因，不是厂商的生产

能力出问题，而是民间的消费与厂商的投资不足，所以应该从刺激消费、扩张公共建设

来救经济。这是 18 世纪马尔萨斯提出的概念，但被当时的同行（理嘉图）嘲笑，没想

到竟然成为凯恩斯《一般理论》的「核心讯息」。 

 

问：如果这是马尔萨斯的概念，怎能宣称是凯恩斯的核心讯息？ 

答：凯恩斯受到这个概念的启发，做了理论性的延伸。用总体（宏观）教科书的图

型来说（这是你熟悉的表达方式）：(1)总和需求曲线和 45 度角线的交会点，决定了总

产出（Y）的高低（水平）。(2)如果总和需求曲线和 45 度角线失衡，会影响产出数量（而

非价格）的变化。(3)最重要的特点是，产出的变化是维持均衡的稳定力量。 

这三个特点用 Patinkin 的话来说：「有效需求理论的作用，不只是在找寻 F(Y)=Y 这

条均衡方程的数学解，而是要显示说，这个均衡的稳定性，是由 dY/dt=G[F(Y)-Y]这条

动态调整方程式来决定的，其中的 G‟>O」（New Palgrave 经济学辞典 1987 年版第 3 册

页 25）。 

Patinkin 说这个条件才是核心讯息，任何人要宣称比凯恩斯更早提出《一般理论》，

必须证明他们先提出这个条件。Patinkin 说，卡列斯基的著作里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没

资格宣称更早提出《一般理论》。Patinkin 说，思想史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噪声去除，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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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讯息清晰呈现。有位著名雕塑家说过类似的话：雕塑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多余的材

料去除即可。 

问：Patinkin 用这个方式来界定凯恩斯的核心讯息，这是他的主观认知，如果凯恩

斯棺中复起，也未必同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 Patinkin 知道某些人已经对某些论

点先插了旗，所以 Patinkin 下意识地会避开这些人的宣称。因此不必想也知道，他认为

卡列斯基的核心讯息，必然与凯恩斯的相异。 

答：Patinkin 认为 1936 年之前卡列斯基的著作，核心讯息是分析「造成投资循环力

量的分析」（见下图），因为 1933-5 年间他的好几篇论文，都以投资循环为分析主题，

甚至到了 1966 年，他还说这是 1936 年之前「最主要的」（most essential）部分。 

 

卡列斯基的投资循环分析 

看起来 Patinkin 证据十足无可反驳：1)卡列斯基的分析重点一直都是「投资循环」

而非「产出」（这是凯恩斯的重点）。2)凯恩斯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有效需求」，而卡

列斯基对此未置一词。3)虽然卡列斯基也分析过凯恩斯式「均衡过程的机制」

（equilibrating mechanism），但这篇文章发表在波兰政府的周刊上，这个刊物的性质是

评论与报告。虽然他也提到「失业的均衡」，但没引起专业上的注意。换句话说，Patinkin

认为这么重要的概念，发表在这么不重要的刊物上，未免对牛弹琴（cast pearls before 

swine，把明珠献给笨猪）。 

问：听起来 Patinkin 稳操胜劵，要怎么替卡列斯基解套？ 

答：1933 年卡列斯基有篇重要文章：〈On foreign trade and “domestic exports”〉（收

录在《全集》首册页 165-73）。卡列斯基在《论文选辑》（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1971）的导论说：「此书的第一部分是 1933、1934、1935 以波

兰文发表的三篇论文，都是在凯恩斯发表《一般理论》前刊登的，我认为这三篇文章包

含它（即《一般理论》）的基本论点。」（and containing, I believe, its essentials）。这是卡

列斯基唯一宣称他比凯恩斯更早提出《一般理论》的文字。Patinkin 分析过这三篇论文

中的第 1 与第 3 篇，但对最重要的第 2 篇（即上述的 On foreign trade…），只在注脚用 1

行就打发掉了，因为他一直认定卡列斯基的主要关怀是「投资循环」而非「总合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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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ple（1991 页 248-9）制作两个表格，强力反驳这个误解：1) 1933b 的论文（Outline 

of a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里，卡列斯基在 13 页的文章中，提到 12 次「总合产出」，

平均每页提到 0.9 次。2)在 1933c 论文（On foreign trade and…）里，9.5 页的文章提到

36 次总合产出，平均每页 3.8 次。3)在 1935b 的论文（The mechanism of the business 

upswing），7.5 页的文章提到 12 次，平均每页 1.6 次。换个角度来看，1) 1933b 那篇文

章的第 10 页有 8 次提到总合产出，第 11 页有 3 次。2) 1933c 那篇 9.5 页的文章中，总

合产出在各页提到的次数依序为 4，5，6，2，1，7，4，4，3，0。 

这两个统计表，明确反驳 Patinkin 的说法：卡列斯基怎么会不注意产出而只注重投

资？怎么能说产出这个概念在卡列斯基（1933-5）的论文中，不是个核心讯息？虽然这

三篇都以波兰文发表，但已译成英文在卡列斯基的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Business 

Cycles: 1933-1939（1966）。Patinkin 应该看到这三篇论文的英译本，但漏掉了「总合产

出」这项重要证据。简言之，Chapple（1991）的 2 个表格强调一个重点：卡列斯基的

核心讯息是「经济活动的水平」（level of activity，即产出水平），而不是「循环性」（cyclicity，

也就是 Patinkin 强调的投资循环理论）。 

问：Patinkin 认为凯恩斯的另一项核心讯息是「有效需求」，卡列斯基有分析这个概

念吗？ 

答：1)这是 18 世纪马尔萨斯提出的老概念，凯恩斯认为这是医治 1930 年代初期大

萧条的良方，是借来的而非原创的。2)有效需求这个概念，在《一般理论》第 3 章只有

短短几页，我认为凯恩斯不会承认这是个核心讯息，因为这只是个初级性的概念，不易

写成总体模型。(3)如果硬要找出卡列斯基也说过有效需求的语言，有一段话很接近：「换

句话说，资本家必须立即把他们多余的利润花用在消费或投资上。」（in other words the 

capitalists must spend immediately all their additional profits on consumption or investment，

引自 Chapple 1991 页 257），这段话源自“The mechanism of the business upswing”，1935

页 26-7）。 

问：那么卡列斯基的核心讯息是什么？ 

答：如前所述，他关怀的不是「投资循环」，而是分析利润、生产、出口、贸易收

支、政府赤字、投资这些因素，对经济均衡的影响，这几项因素也都是凯恩斯的重点。

你回想一下基础教科书的方程式 Y（总产出）= C（消费）+ I（投资）+ D（政府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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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X（出口）- M（进口），就可看出双方的主要关怀很相近。我引一段 Samuelson

（1981）的说法当左证：「在卡列斯基的模型里，投资水平是由利润决定的，而利润的

决定方程式又和凯恩斯的非常接近，…我们可以代表他（卡列斯基）宣称说，卡列斯基

所发现的模型，和凯恩斯的非常接近。」（Kalecki…comes closest to duplicating the 

Keynesian system…, we could claim on his behalf discovery of a model isomorphic to the 

Keynesian relation, 引自 Chapple 页 252 注 9）。 

问：有件事我不明白。介绍卡列斯基生平时，说他和 Oskar Lange 都是在马克思派

的架构下思考，而凯恩斯的总体经济学，显然和马克思学说毫不相关。在这么不同的理

念背景下，卡列斯基怎么会提出《一般理论》的内容？那不是资本主义的思维吗？ 

答：是的，这是个好问题。就和所有学派一样，马克思阵营里还有五花八门的学说，

正如基督教和佛教里，也许多派别和法门，坚持独特的路线和方法。在马派阵营里，卡

列斯基对 Rosa Luxemburg（1871-1919）的学说较认同，尤其是她在《资本的累积》（1913）

中主张，出口（外销）和政府支出，可以带来利润并扩张生产。 

 

Rosa Luxemburg，1871-1919 

请注意卡列斯基对这套学说的评论：「她认为国内的投资可以弥补储蓄的不足（gap 

of saving），这个观点在凯恩斯出版《一般理论》（1936）之前，没有人讲得比她更清晰。」

卡列斯基又说：「值得注意的是，我和她的理论之间有相当的共通性（certain affinity）。」

换句话说，Luxemburg 的投资与出口→利润→总合生产的想法，引导了卡列斯基；这与

凯恩斯的《一般理论》不谋而合，但早了 23 年（1913 vs.1936）。 

卡列斯基和凯恩斯的相似性，还有几个左证。如果你翻阅卡列斯基全集，在 1933-5

年间的论文，单看其中的几个图型就会觉得眼熟，实在太像现代总体经济学凯恩斯模型

的 45 度角图（见下图）。 

双方还有个共同点：都是在短期的架构下做分析。凯恩斯的名言是：长期我们都死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意思是说：政策的效果必然是短期性的（1-3 年），尤

其是在 1930 年代初期大萧条的情境里，政策的长期意义不重要。短期的意思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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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来时先教大家如何用水母漂，维持体力等候救命；长期的意思就是说：游泳课很重

要，从幼儿园就要全面教学。 

 

卡列斯基的投资决策与资本累积 

从卡列斯基的生平可以看出，他是学工程出身，数学与统计的能力不错，但家境困

苦，因缘际会进了经济学界，正好又碰到 1930 年代大萧条。在这样的国际情境下，他

受到 Luxemburg 著作的影响，把这些理念写成数学模型。完全没想到在英国，会有一

个出身经济学家庭的凯恩斯，也写出和他思维相近的《一般理论》。这是同时独立的发

现（1933 与 1936），这种英雄所见略同的事，科学史上屡见不鲜。凯恩斯的环境优势（剑

桥大学与大英帝国）无人可及，卡列斯基的学说被忽略也非意外。 

问：Patinkin 的书 1982 年出版，Chapple 的文章 1991 出版，但应在 1990 年之前就

写好了。卡列斯基的波兰文著作，已译成英文收在 7 册全集（1990-7）里。我想知道全

集里是否有更强的证据，支持卡列斯基比凯恩斯更早提出《一般理论》？ 

答：全集首册（1990）页 201-19是 1934年的论文，标题完全不吸引人：“Three systems”。

Chapple 针对这篇文章写了相当技术性的论文，刊在牛津大学出版的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5 年 47 卷 3 期）。这个期刊相当严格，要有坚强的立论与证明才通得过评审。

从抢争《一般理论》头香的角度来说，Chapple（1995）的主要论点是：卡列斯基这篇 “Three 

systems”，用现在通行的凯恩斯总体架构（IS-LM/AS-AD）来分析，也都可以相通。具

体的内容与推论相当技术性，不易在此摘述，有兴趣的人可在网络阅读。 

问：如果卡列斯基在 1933-5 年间就有《一般理论》式的著作，1936 年当他看到《一

般理论》出版时，心中必然汹涌澎湃。我想知道：(1)他当下的心情与反应；(2)他写过

书评吗？ 

答：他的反应很合理：激动与不平。《一般理论》出版时他在瑞典访问研究，但没

受到重视（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如此，在国内也是），部分原因是他对瑞典经济学界的「资

产阶级态度感到愤怒」。这是 1981 年诺贝尔奖委员 Lundberg 的看法，他见过卡列斯基，

但「我感到遗憾，因为我是后来才了解卡列斯基的重要贡献，而非事前。」 

《一般理论》出版时，有位朋友 Jòzef Zagòrski 从伦敦寄一本给卡列斯基，他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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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震惊。后来他告诉英国的同行 G.L.S. Shackle：「我难过了三天」（for three days I felt ill）。

既然已被捷足先登，他就不必写了。怎么办？只好写书评表达自己的见解，同时批评凯

恩斯的内容，刊在波兰的专业刊物 Ekonomista。这篇文章后来译成英文，刊在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1982 年 21 卷 24-53 页，现收在全集首册页 223-32。 

他的书评首段说：「凯恩斯先生的《一般理论》，毫无疑问是经济学史上的转折点。

这本书大约可分成两大部分：(1)在生产设备既定，以及投资水平既定的情况下，短期

的均衡是如何决定的。(2)投资的数量是如何决定的。」这篇书评的全文，以及两位作者

对比卡列斯基与凯恩斯的分析内容，详见 Targetti and Kinda-Hass (1982): “Kalecki‟s 

review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因内容技术性高，篇幅又长，不便在此摘述。 

问：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卡列斯基真的早就有《一般理论》的见解，剑桥大

学经济系的部分教师（凯恩斯的子弟）应该很容易判断。 

答：时间有限，我引一段话你就明白了。以不完全竞争理论闻名于世的 Joan Robinson，

1936 年 6 月在皇家经济学会的 Economic Journal（由凯恩斯主编）登了一篇〈隐藏性失

业〉。1976 年她在剑桥举办的「卡列斯基纪念讲座」回忆说：「（论文刊出后）我收到一

封信，显然是来自在英国访问的外国人。他说对我的文章有兴趣，因为跟他的作品很相

似。我认为这件事很奇怪。…当卡列斯基出现时，我更感到震惊。…他对我们（凯恩斯

派）的新观点完全熟悉（perfectly familiar），…我甚至无法分辨到底是我还是他在讲话。

但他能挑出凯恩斯论述的弱点，我虚弱地想辩解，但马上就被他镇住了。」 

记载这类的亲身经历还有许多，有兴趣的人可在网络阅读 Asimakopulos（1988-9）

以及 Feiwell（1975）那篇 34 页的长文〈卡列斯基与凯恩斯〉（证据十足，可读性高）。

综合本章首的 6 段引文，以及 Chapple 的两篇论文（1991、1995），几乎可以确定 Patinkin

（1982）的判断恐怕不对，卡列斯基应该比凯恩斯更早提出《一般理论》式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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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海耶克与凯恩斯的争辩 
 

 

 

 

 

 

如果你想了解我的内心现状，我想告诉你说，我认为自己正在写一本经济理论的著作

（《一般理论》，1936）。这本书不会立即大幅改变整个世界理解经济问题的方式，但在

十多年间应该会。 

Keynes to George Bernard Shaw, 1 January 1935. 

 

这就是《一般理论》的秘诀。这本书写得很糟，组织不良。…也不适合在课堂使用。它

有点傲慢，脾气不好，好争论，…偶尔闪过一些洞察与直觉，点缀着乏味的方程式。在

不灵巧的定义之后，突然出现让人难忘的乐曲装饰奏。然而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搞懂，就

会感觉到它的分析既明白又有新意。简言之，这是天才之作。 

Paul Samuelson (1946) “Lord Keynes and the General Theory”, Econometrica, 14(3):190. 

 

（凯恩斯）的《货币论》（1930）造成我的困扰与些许失望。（1932 年 2 月我在 Economica）

发表书评的第 2 部分后不久，大家都知道，凯恩斯对自己的理论架构做了根本的改变，

同时也开始准备一个全新而且非常不同的版本。凯恩斯的《一般理论》（1936）出版后，

有部分原因是基于之前的经验，我就不愿写书评，因为可能在还没做好系统的检视之前，

凯恩斯就又改变他的看法了。 

Hayek (1963). He repeated this point five times thereafter (re-quoted from Caldwell 

1998:553) 

 

是的，我的理论（《货币论》，1930）是有问题，但这些问题和海耶克著作里的问题相较，

显得微不足道。 

Keynes‟s review of Hayek (1931): Prices and Production (re-quoted from Caldwell 

1998:551) 

 

我认为这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心智与哲学上我几乎完全同意。不只是同意，而是深

刻感动地同意（海耶克《到奴役之路》的见解）。 

Keynes‟s review of Hayek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如果要写最终版的 1930 年代经济分析史，这场戏（这确实是一场大戏）的主角会是海

耶克教授。…很多人不记得，海耶克的新理论曾经是凯恩斯新理论的主要对手。 

John Hicks (1967): Critical Essays in Monetary Theory,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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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 年代初期世界大萧条，引发诸多学派的大争辩，试图对这项所未见的景气谷底，

提出诊断开出药方。英国是当时学界的灯塔，在杂乱的争论中出现两个显眼的尖峰：代

表剑桥大学的凯恩斯，与代表奥地利学派的海耶克（任教于伦敦政经学院，LSE）。 

凯恩斯的主张大家已很熟悉：古典学派主张的自由放任与最小政府已不适用，取而代之

的是大有为政府，采取积极干预，透过财政赤字创造就业、刺激消费、扩张投资。有人

担忧政府职权的扩大，会把国家带到当时势力逐渐扩张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走向「奴

役之路」。凯恩斯认为正好相反，政府的职权太小或太晚介入，更会走向奴役之路；积

极大有为政府的出现，是自由放任的终点，但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始点。海耶克从奥地利

学派的立场，护卫自由主义、市场机能、最小政府、企业家精神。 

 

凯恩斯（左，1883-1946）；海耶克（1899-1992） 

回头看 1930 年代初期双方的争辩，从政策的影响力来说，凯恩斯明显居上风，对

学术界的影响力也一样：凯恩斯经济学在 1940-60 年代风起云涌，透过哈佛、MIT、耶

鲁，强力传播全球，至今不坠。相反地，奥地利学派在熊彼德与海耶克之后，虽然也有

影响力与地盘，还是无法和凯恩斯学派比拟。今天的主题是回顾这两位大师的争论点与

思惟差异，说不定哪天奥地利学派再度兴起，重振古典学派的利伯维尔场机能说。 

 

《一般理论》，1936 

 问：你摘述了他们的基本差异，但没说到双方的「驳火点」。 

 答：双方的学术思惟差异甚大，几乎是没有交集的并行线。他们见面时都相当客气，

二次大战期间为了躱避德国轰炸，凯恩斯还协助 LSE 疏散到剑桥大学。1944 年海耶克

的《到奴役之路》出版时，凯恩斯写过相当赞许的书评（见章首引文第 5 段）。1930 年

凯恩斯出版《货币论》时，海耶克写过批判性的书评，凯恩斯不服（见章首引文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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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段）。 

除了 1931-2 年间稍微火爆但无结论的小争执，年长高傲的凯恩斯对海耶克，可以

说是相当谦和。双方的学术形态也很不相同：海耶克是老派的欧陆知识贵族，习惯写大

部头的系统论述，他用在经济学的时间，比不上他对社会与政治学理的投入（例如《自

由的宪章》、《到奴役之路》）。凯恩斯也一样，投入政治活动、股票市场、搜集艺术作品、

参与决策的时间，远多于对经济学的钻研。 

这两条并行线不易相交，凯恩斯又较早逝（1946 年，63 岁），对海耶克（1992 年

逝，93 岁）晚期的著作没有机会评论。除了因《货币论》而引起的短暂对话（1931-2），

双方较明确的驳火点，是凯恩斯写《到奴役之路》的书评时（1944），说海耶克缺乏政

治人物所需的「短期理论」（可以立竿见影的政策）。海耶克的回答是：凯恩斯热衷短暂

具体药效的政策，其实是对这些「危险作为」（dangerous acts）的长期后果，有意地视

而不见。 

 问：就算他们对大萧条期间，政府职能与政策的见解相反，但 1930-40 年代真正的

国际大问题，是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以及让海耶克（奥地利籍）最有切肤之痛的纳綷。

他们对共产主义与中央计划的观点也没交集吗？ 

 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观点就变得「大同小异」了。共同点是：(1)双方都护

卫自由的价值，但争论点是应该采「自由放任」，或是由「大有为政府」来维护。 

(2)双方都驳斥苏联式的中央计划，都反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綷）。凯恩斯对

希特勒的态度是：「在这场疯狂但无可避免的斗争里，我们的目标不是征服德国，而是

要把德国带回西方文明的历史怀抱里。它的制度基础是基督教伦理、科学精神与法治，

只有在这些基础之上，个人的生活才能存在。」 

(3) 1940 年凯恩斯出版 How to Pay for the War，海耶克读后写信给凯恩斯说：「很高

兴我们对（因战争而引起的物资缺乏）经济学见解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应该在何时

应用缺乏经济学。」 

 问：这 3 点是双方的大同，那小异呢？ 

 答：(1)双方都是自由主义者，凯恩斯急躁没耐性，海耶克理性温和缓慢。(2)海耶克

是「深知某事」的刺猬，凯恩斯是「知晓多事」的狐狸：海耶克深知的那件大事，是国

家对市场体制的所有干预都是邪恶的；狐狸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自以为够聪明能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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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这个陷阱，随时能创造出新理论、新论点、新政策，来为政府的干预辩解。(3)凯恩

斯博学多变善道，常在短时间内自辩自驳，海耶克对这种不稳定的特点深不以为然，认

为凯恩斯见风转舵缺乏稳定的科学原理。(4)海耶克认为没有原则的政治人物，容易陷

入集体主义的陷阱；凯恩斯认为不够警觉的政治人物，必然会陷入灾难。 

 问：海耶克在 1974 年得诺贝尔奖，凯恩斯若健在，有可能第一届（1969）就得奖。

你如何评价这两位大师？ 

 答：大家习于把他们视为经济学家，但这两位是「君子不器」（不能用固定的框架

来理解），贡献远远超过经济学的范围，主要的差异有几点。 

 (1)凯恩斯从伊顿中学到剑桥大学、到东印度公司、到财政部、到参加巴黎和会，处

处显示他是个活跃分子。剑桥与牛津出身的首相不知凡几，他们自视为菁英领导者和创

造性的少数，不甘于只在学界与著述。 

 (2)海耶克是奥地利的移民，虽然已归化英籍但总是他乡。他的出身是维也纳式的（想

想佛洛伊德或其他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虽然也关怀世事，但保持

学术中立、避开政治漩涡是更高的原则。海耶克是中产阶级出身，一次大战后的恶性通

膨毁了家庭生计，这个印象终身难脱。 

 (3)海耶克的经济学基本上是诠释性的解说，例如 1931 年的《价格与生产》、1984

年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凯恩斯是个破坏性的创新者，要推翻古典学派、驳斥赛

依法则，他对《一般理论》的自我期许就是个显例（见章首引文首段）。相对于凯恩斯

的大胆、灵活、创新（孙悟空型），海耶克显得保守、规矩、渊博、冷静、单调、无趣、

没有政治性、没绯闻、没有香槟酒会、不会上国际头条新闻（唐三藏型）。 

 (4)剑桥的经济学圈子，从 19 世纪末的马歇尔起就是世界灯塔，到了 1930 年代更是

独领风骚。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急着要推翻旧思维，要提出革命性的

《一般理论》。在环境危急的状态下，特别注重政策的短期效果，态度断然，采取必要

手段以防止（大萧条的）灾难。 

 

海耶克在伦敦政经学院(1930s-40s) 

(5)海耶克的冷静与渊博，在激动的 1930-40 年代也吸引无数的仰慕者（他是蒋硕杰

mailto:他們的貢獻早就遠遠超過@的範圍。他們的主要差異有下列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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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奥地利学派不追求急功，认为科学见解的最终胜利，必须

先让所有的反对意见自由奔腾；错误的见解终必自我毁灭，人类智慧就是这样累积起来

的。如果凯恩斯是精力充沛的叛逆改造者（Young Turks），海耶克就是个冷静沈潜的万

代老灵。如果海耶克是「方以智」，凯恩斯就是「圆而神」。 

 问：他们还有哪些共同点？ 

 答：虽然双方的个性、脾气、见解大不相同，但都是少见的高明知识贵族。才气过

人的哲学家罗素曾说，每次和凯恩斯辩论都想去撞墙，可想见他的反应和口才。海耶克

和凯恩斯的诸多见解相左，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但双方关系良好相互推许也是事实。

为什么？(1)双方都有很好的哲学背景，才深入经济学领域。(2)都不认为经济学是自然

科学的一支，不能只用严谨的数学来推论。(3)主观性在经济思维内有其重要性。(4)对

统计计量方法都有批评。(5)注重程序性的公正。(6)不主张齐头式的公平，认同劫富济

贫的效果。(7)强调思想的重要性，推崇 Hume、Burke、Mandeville 的著作。(8)表面上

看来是不相交的并行线，其实是根底相通的自由主义者，共同主张社会应该自由，但采

取的手段与政策互异。(9)凯恩斯是个成功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与政策影响力至今不

减；海耶克中年后放弃经济学，走入政治哲学的象牙塔里（《自由的宪章》，1960）。 

 问：前面说过，双方在 1931-2 年间有过一小段争论，他们在辩什么议题？ 

 答：海耶克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认为就算银行体系不创造信用（印钞票，兑支票），

市场还是可以平顺地运作。凯恩斯认为透过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包括创造信用），是

维持市场稳定的唯一方式。凯恩斯的论点明显优势，因为这是较切合实务的论述。奥地

利学派主张的利伯维尔场说，认为只要不干预市场，随它自由调整供给与需求，就能让

各种资源充分就业（有效率地发挥功能）。这种对市场机能「过度信任」的态度，在 1929

年底大萧条之后失去说服力：难道政府放任坐视，就能自动复苏吗？25%的失业率会自

动消失吗？倒闭的金融体系会神奇地死而复生吗？ 

 No！大海航行靠舵手，紧急危难时要靠强势领袖。英美早已进入民主阶段，不能仰

赖舵手领袖，只能靠政府积极作为：控制货币供给、调整利率、管制物价、扩大公共建

设、放弃运作半世纪的国际金本位制。换言之，奥地利学派的市场机能说，在 1930 年

代初期失去说服力，凯恩斯的积极政府论取而代之。 

以今日眼光评判双方的优缺点：(1)凯恩斯的数学和统计（机率论）能力不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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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理论》里主要用文字解说，搭配零星的方程式，很少用几何图型（参见章首引

文第 2 段）。海耶克的数学比凯恩斯差多了，只用纯文本描述。基本上双方都是用文字，

不用或只用少数方程式，没有现代意义的模型，反而比较像古典学派的手法（或中国式

的策论）。凯恩斯论点的优势，在于富有政治吸引力，提出具体的预防措施或解决方案；

海耶克沈醉在书房的严谨论述，没有特效药，只描述病情与病因，怎么会吸引大萧条期

间嗷嗷待哺的失业大众，与忧心忡忡的决策者？ 

 问：我想知道他们对大萧条起因的诊断。 

 答：海耶克认为，这件事在 1929 年春季已有明显讯息，因为工商业与贸易已开始

萎缩。他认为景气其实在 1927 年 7 月就已疲乏，美国联邦体系透过「宽松的货币」把

景气拖延两年，但终究再也撑不住了。为什么会崩溃？美国的证劵与房地产，因为货币

供给宽松而「过度投资」。凯恩斯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储蓄相当充足，也没有通膨的危

险，大萧条的原因，不是海耶克说的货币政策失当，而是「投资不足」（有效需求不足）。 

换句话说，海耶克认为大萧条的起因是投资超过储蓄；凯恩斯认为正好相反，是储

蓄超过投资（投资不足）。海耶克的理论有个缺点：他一直没能说清楚，为什么货币政

策的改变，会造成生产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一直没提出好的景气循环理论，来解

释大萧条的起因，以及如何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只在货币因素内回转。 

 

《货币论》，1930 

 还有一项较抽象的差异：奥地利学派注重均衡，就算碰到大萧条，在市场机制的运

作下，经济体会逐渐回复到动态的均衡点。凯恩斯的创见在于，他认为大萧条就是一种

失衡状态，为什么一定要让它回复均衡？一定要追求这种理论上与数学上的美感吗？这

就是你从总体经济学常见到的概念：工资与价格的僵硬性（只会上升不会下跌）、不充

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流动性陷阱、不确定性与风险。 

 问：章首引文的第 3 段，说海耶克对凯恩斯的《货币论》（1930）有很长的书评，

也表达对凯恩斯的困惑。这篇长书评让凯恩斯相当不舒服，还讲情绪性的话（见章首引

文第 4 段）。海耶克也知道，《货币论》不是凯恩斯的扛鼎之作，《一般理论》才是压轴，

为什么反而不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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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这个问题困惑学界很长时间，Caldwell（1998）和 Howson（2001）提供相当不

错的解说，我摘述给各位听看看。先从双方的因缘交会说起。 

 海耶克在维也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23），在美国住 16 个月，研究联邦储备银行

的运作体系。1927 年奥地利成立景气循环研究所，聘他为首任所长。1928 年赴伦敦参

加学术会议，主题是运用统计方法研究景气循环，就是在这个会议初识凯恩斯。1966

年他写文章回顾此事：「虽然我们马上就对利率理论的某些论点有强烈的异见，但之后

一直都是好朋友，因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但对经济学的见解很少相互同意。...

如果有人站起来直接面对他，即使他完全不同意，也会长久地尊敬那个人。」 

 一次大战结束后，凯恩斯参加英国代表团谈判凡尔赛条约（巴黎和会），他因反对

向德国索取过重的赔款而退出，回国后写了《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这本书立刻畅

销国内外，给他带来国际性的声誉。1920 年代凯恩斯投入学术界，出版两本重要的著

作：《机率论》（1921）与《货币论》（1930）。 

 

Lionel Robbins，1898-1984 

海耶克比凯恩斯年轻 16 岁，同时期开始写一本货币理论的历史与政策，其中的 4

章（论 1650-1850 年间的货币思想）已完成。1929 年他用德文发表《货币理论与景气循

环理论》（英译本 1933），同年他在德文期刊上发表论文，批评两位美国学者 Waddill 

Catchings 与 William Trufant 的消费不足说（你当然还记得，这是源自 18 世纪的马尔萨

斯，1930 年代凯恩斯把它发扬光大为「有效需求不足说」）。 

 海耶克的著作引起 Lionel Robbins（1898-1984）的注意，他刚刚当上 LSE 经济系主

任，30 岁就成为英国经济学界最年轻的正教授。1931 年春 Robbins 邀海耶克来 LSE 演

讲 4 场，引起相当的反响，讲稿同年出版为《价格与生产》。翌年海耶克接受 LSE 聘为

客座教授。 

1931 年 8 月海耶克在 LSE 的季刊 Economica，发表《货币论》的书评（上半篇），

凯恩斯显然非常不高兴（参见章首引文的第 4 段），凯恩斯逝后的遗物中有这份期刊，

他对这篇 26 页的书评写满注记，划了 34 处以上的标记。凯恩斯的答复刊在同年的 11

号（下一期）。书评的下半篇刊在 1932 年 2 月号。凯恩斯的回答用相同的篇幅，一方

mailto:30歲就成為英國@界最年輕的正教授。1931年春Robbins邀※來LSE演講4
mailto:30歲就成為英國@界最年輕的正教授。1931年春Robbins邀※來LSE演講4


 20 

面替自己辩护，二方面批评海耶克的《价格与生产》。 

从一小段引文就可看出凯恩斯的恼怒：「这本书对我而言，是我读过混乱得最严重

的著作，在开头的 45 页内，几乎没有完善的命题。这仍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可能会在

读者心中留下印记。这是相当独特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如何从错误出发，会让一个无恻

隐之心的逻辑学家进入精神病院。」他的意思是说：这本书一开头就是个错误，中间的

逻辑乱七八糟，严重到会把有强烈逻辑观念的人，逼死在精神病院。 

 期刊上的公开笔战之后，1931 年 12 月 10 日到 1932 年 3 月 29 日之间，双方相互写

了 12 封信。凯恩斯那时是皇家经济学会 Economic Journal 的主编，他的子弟 Piero Sraffa

对海耶克的《价格与生产》写一篇刺眼的书评，海耶克不甘示弱为文答复，这场笔战才

结束。 

 问：没想到风靡全球的凯恩斯，也有这种烦恼与心胸。既然双方已动肝火，为什么

《一般理论》（1936）出版后，海耶克对这本宣称革命性的著作（参见章首引文首段），

反而未发一言？ 

答：《货币论》被修理后，凯恩斯开始修正自己的理论，大约从 1932 年中起，开始

提出《一般理论》的见解与架构。凯恩斯的笔迹很乱，那时又无复印机，他把手稿交给

印刷厂排版（很贵），印 100 份交给剑桥的同事和弟子评论。这些初稿已重印在《凯恩

斯全集》，篇幅是《一般理论》的 2 倍，可想见他的动力有多强烈。 

 海耶克有好几个理由该写书评。「在维也纳刚开始担任教职时，我挑选的题材就是

那时在英国很盛行的消费不足说。…我们那时想做的，就是和凯恩斯对抗（to fight 

Keynes）。」Robbins 能读德文，认同海耶克的论点，也受到奥地利学派的影响，「我们立

刻能相互理解」。如果海耶克还没去英国时，就要「对凯恩斯提出反引力」（to provide a 

counter-attraction to Keynes），为什么《一般理论》出版后反而沉默以对？ 

有好几项外在因素。(1) 1930 年代中期凯恩斯在学术声望、国际活动、社会地位如

日中天，气势如虹。凯恩斯的子弟兵（例如 Piero Sraffa）对海耶克强劲反击，剑桥的气

势不是 LSE 所能向背。 

(2)芝加哥大学的主将 Frank Knight 从 1933 年开始，批评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

海耶克拖到 1936 年才回复。主因是他在 1933-6 年间，积极介入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是否

可行的大辩论漩涡里，写了两篇论文来打这次笔仗。换言之，他腹背受敌，无余力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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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新理论。 

 

Frank Knight，1885-1972 

(3)海耶克尚未归化英籍，朋友圈小，LSE 的同事也未必认同他的见解。只身海外，

又要双拳迎战数敌，主轴分散后必然失去力道，面对声势汹涌的《一般理论》，实在无

心无力对抗。1963 年他回顾此事：「我到今天还是无法释怀，为什么那时会闪避这项不

应回避的职责。」 

问：海耶克在 LSE 任教 20 年（1931-50），之后去芝加哥大学（1950-62），最后回

德国的 Freiburg 大学（1962-8）。1974 年他得到诺贝尔奖，声誉再起，现在已有《全集》

（预计 19 册，芝加哥大学编辑，1988-2010 年间出版 10 册）。在这么丰富的著作与访

谈记录中，有无其他数据可以补充说明，为何海耶克没写书评吗？ 

答：海耶克生前对这件事发表过 5 次看法：(1) 1963 年 10 月在芝加哥大学的一系

列演讲，内容拖到 1995 年才出版。(2)在 1966 年的一篇文章里。(3) 1970 年代他接受一

系列的访谈，也提到这件事，但 1983 年才出版。(4) 1980 年代他对此事又谈了两次，

一次刊在 The Economist，(5)最后一次是与他日后的传记作者 W.W. Bartley 访谈。一方

面这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二方面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事变化多端，三方面他逐渐老

化，这五次的说法必然会有出入。 

 

晚年的海耶克 

综合比对之后有几项论点持续出现，列举 7 点如下。各项原因之后的括号表示，在

5 次的发言中总共出现几次，次数愈高表示一贯性愈强。 

(1)基于批评《货币论》的经验，他认为凯恩斯是个善变的人（参见章首引文第 3

段），所以就不急着写文章评论《一般理论》（这个论点出现 5 次） 

 (2)他认《一般理论》只是「暂时性的作品」，凯恩斯还会再更动论点（出现 1 次）。 

 (3)如果要批评《一般理论》，就必须挑战凯恩斯的整套经济学，工程太浩大（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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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次）。 

 (4)他对这种争辩已感到厌倦（出现 1 次）。 

 (5)他那时正在写个模型，用以修正自己的资本理论基础，希望不久后可以取代凯恩

斯的模型（最后两次访问时强调此事）。 

 (6)但这个取代性的模型并未能提出。海耶克的《资本的纯綷理论》（1941）出版时，

他和凯恩斯并肩对抗战时的通膨问题，不想因写书评而减弱凯恩斯的影响力（最后两次

访问都强调此事）。 

 (7)二次大战结束时，海耶克不想批评凯恩斯，因为希望他能批评当时的政策，但翌

年凯恩斯就逝世了（1952 年提过这个理由，1980 年重复一次）。 

 问：海耶克的心情还真复杂，对一篇该写而没写的书评，也能说出这么多理由。 

 答：你现在总算明白，研究思想史的人有多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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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不只是经济学家： 

一位思想史学者的人生回顾 
Mark Blaug (1994): “Not only an economist: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a historian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American Economist, 38(2):12-27. 

 

 

高景仲译 

赖建诚校 

 

 

 

我决定念经济学，是受到 Henry George 与 Karl Marx 著作的影响。1944 年我 17 岁，

念纽约市的 Peter Stuyvesant 中学，修了一门商业的课。学期的最后一周，老师带我和

几位比较优秀的学生，到邻近的 Henry George School 参与一场讲座。主题是在解释如

果地租无限制地成长，就会造成贫穷、战争以及其他现代文明的弊病。Henry George 在

很久以前就诊断出这个病灶，并提出解决良方：单一地租的「没收性」征税！讲座结束

时，我们都得到 Henry George 的免费著作《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1879）。

这本书我读得一头雾水。几年后当我读到 Ricardo 的差额地租理论时，发现 George 的理

论来源，因而感到一阵兴奋。 

 

1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进步与贫穷》引发我的兴趣，但并未让我信服。不久后在纽约大学读大一时，我

结交几个左翼同学，他们先介绍我看 Lenin 与 Stalin 的小册子，之后是 Marx 与 Engels

的大部头。我深深被这些文章折服，几个月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Marx 的虔诚追随者。 

我现在试图回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那么快就改变我。我想

那是一些特质的组合，这些特质可以充分说明我这个人以及马克思主义。首先，主要是

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闪耀着那种拥有绝对真理的氛围。特别是集大成的 Lenin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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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lin，以执拗辛辣的语调对付敌营的知识分子。第二，马克思理论百科全书式的触角，

感觉这是个社会的普世科学，的确是一种哲学史以及自然的哲学。无论是最近的选举结

果，或是法国大革命的成因，或是古希腊王朝的倾覆，或是 Rembrandt 为何对光影对比

（chiaroscuro）情有独钟，或是 Beethoven 最后的钢琴协奏曲第 102 号为何只有两个乐

章，1或是 Gothe 在《浮士德》（Faust）最后要表达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中

解释。年轻的我颇好发高论，马克思主义就像为我量身定做：它可以让我大言不惭地对

所有题材发表自以为是的议论。 

 

Friedrich Engels，1820-95 

马克思主义教我经济决定论。根据经济决定论，经济利益与经济力量是所有社会与

政治冲突的基础。进一步推论，所有事物最终都可简化为经济学，经济学因而可以称为

社会科学之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六个月内，我决定必须读通经济学。大二那年我修了

第一门经济学，我清楚地记得这是很重的学科。我很高兴还能记取自己念经济学的困难，

因为这使我成为更好的老师。 

这些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吸引力。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引人入胜

之处，在于它的概念工具、专有名词与各类的精致术语；以及无数的（古犹太法统）区

分，如「底层」与「上层结构」、「生产模式」与「生产关系」、社会行为的「策略」与

「方法」、社会经济体系的「矛盾冲突」与「对立整合」等等。一旦掌握技术性语言，

服膺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创造一个论述的次文化。在这个次文化中，不夸张地说，只有

马克思主义者能了解你。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让我初窥知识社群自我哺育的学术文化。 

我并不只是个纯知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美国共产党、出席政治会议、参与政党

示威，这些我都做得意兴阑珊，因为我不太热衷参与组织活动，然而却也短暂地经历一

段真实的政治活动。过程简短，是因为我天生反骨，很快就被逐出共产党。1945 年当

大战接近尾声，同盟国占领德国的问题浮上台面成为政治议题。为了让美军永久驻在德

                                                             
1
 （四川綿陽讀者指正）：「此說法有誤，因為貝多芬的最後鋼琴協奏曲是第 5（《皇帝》），作品 73號，該

作品不是兩個樂章。所以我想應該是貝多芬的最後一部鋼琴奏鳴曲（piano sonata)，這部奏鳴曲就是兩個

樂章，編號也不是 102，應該是第 111號（OP 111)。」（Opus 111: Piano Sonata No. 32 in C minor,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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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国总统 Roosevelt 提出战后军事召集建议案，得到美国共产党主席 Earl Browder

的背书，Browder 因而被若干党员视为异端。Stalin 出面反对罗斯福的政策，Browder

的命运也就此底定：主席的职位被拔除并逐出共党，瞬间成为「不受欢迎人物」。几个

共党大学生替 Browder 收集陈情书，经过一番考虑我签署了。之后我被传出席共党审判

庭，由于应讯时未表悔意，旋即被开除党籍。从那时起，许多党内友人与旧识不只不跟

我讲话，甚至在街上相遇也装作不认识。从未加入阴谋（或准阴谋）组织的人，很难相

信党内同志相煎的速度既快又急。1945 年时美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无足轻重，我的经验

显得荒谬，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对左翼政治现实的痛苦觉醒。 

虽然在 1945 年时我已非摇旗吶喊的共产党员，之后却要用了至少七、八年的时间

来摆脱马克思主义余绪的桎梏。1945-52 年间，我头也不回地与共产主义渐行渐远。我

清楚记得，The God That Failed: Six Studies in Communism （1950）这本书对我的影响。

Arthur Koestler、Ignazio Silone、André Gide、Richard Wright、Louise Fischer、Stephen 

Spender 这六位作者，都是出走共产主义的「旅伴」。事隔多年，我还记得与知名共党叛

党份子一起幻灭的那种糟糕感觉。捐弃先前的信仰，而没有踏上「完全不信」这一步是

很玄妙的。对我来说，这一步的动力来自 1952 年夏天，胎死腹中的东德「革命」：东柏

林人几乎推翻苏联扶植的东德政府。1952 年 5 月我去柏林旅游，见证了反东德政权的

强烈憎恨。回到伦敦后，我从共党的平面媒体，看到革命爆发与苏联坦克镇压的报导。

我一直知道共党报章能睁眼说瞎话，但我之前闭着眼睛让谎言持续上演。像我这种「真

正信仰者」所经历的幻灭，就像泡过热水澡后的当头冷水淋浴。 

当年身为共产主义者，所相信的、剀切力陈的、全然信服的事，现在想来让我羞红

耳根。例如我记得如何为「莫斯科大审」的斯大林版辩护。这个版本指出，住在巴黎和

墨西哥城的 Trotsky，筹划在苏联境内进行大规模破坏，甚至要危及苏联军事高层。尽

管读了 Arthur Koestler 的 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有中译本，2006），我把它

斥为资产阶级的文宣。这让我从此以后，对强烈主张的信仰存疑，也让我比原来的自己

更能容忍。现在每当我声称某件事绝对真实，总会悄悄对自己说：「是的，就像莫斯科

大审。」 

我弃共产主义如敝屣，但扬弃马克思主义则还要更多时间。从某个意义而言，压榨、

异化、不平等这些大主题依然挥之不去。当然，经济学念得越多，我就越不相信马克思



 27 

经济学。我很快就看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经济难题的掌握，程度是可笑的。他真的认

为社会就像大街角的杂货店，出现的事情顶多是会计问题 。此外，马克思的经济预测

绝大部份都错得离谱。在他死前，对无产阶级未能推翻资本主义显然深感失望。但我还

是花了很多年，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深层谬误。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者，

甚或前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看不出这个谬误。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谬误，很聪明地被隐藏

在《资本论》里，千分之一不到的读者曾注意到。这个想法是：经济体中每个产业，都

有相同的剩余价值率。简言之，资本家每支付一元工资，就可以得到若干元的利润，不

管是在农业中挖沟渠，还是在石油业炼油的所得。这是个非常不可能的假说，但却无法

证明这是错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剩余价值率不是一个可观察的变量，也不是

一个行为的变量。Marx 深知这个问题，但急于伪装这个假说的武断性，他将价值与剩

余价值具体化，并反复提及资本主义体系在全力增加剩余价值率。这是个体资本主义者

做不到，也没有诱因去做的事。然而 Marx 必须假设有一个固定的剩余价值率，否则他

所宣称的「劳动本身创造剩余价值」，这个说法会一败涂地。 

至少在西方国家，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再相信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剩余

价值劳动理论。尽管如此，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继续相信资本主义奠基于对劳动的

剥削。他们指的剥削就是工人未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因此得不到雇用劳动所产生的利

润。他们的说法是，资本主义有个基本的不正义，存在于「工人没拥有，老板不工作」

这个事实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去观察这些自称「分析派马克思主义者」能做到什么程

度：放弃各种结果论，赞许资本主义，转向更多的道德判断。这些道德判断的基础，是

资本主义体系内社会关系的伦理意义。换言之，他们问的是：我们都要工作维生，而少

数人可以不做而活，公平吗？（当然，对此唯一的答案，是非常不公平）。但他们不问：

如果没有不平均且不公平的私人财富分配，资本主义还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吗？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同意资本主义并非教化人心的体系，它是粗暴、残忍、道德沦丧的，

但它却可以产出货品，而我们要的就是货品。 

 

2 麦卡锡经验 

要不是在 1952 年遭遇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幽魂，我怀疑那时会用这么多

年来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冷战的高峰，美国陷入反共的恐慌中，参议员 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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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rthy 的声势如日中天。从以下的故事可以看出这是一阵恐慌。1950 年我已经从纽

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班一年级。当时皇后学院经济系主任

Arthur Gay 因车祸丧生，系上找人在学期中接他的课。我曾是他的研究助理，因此被征

询是否要一试。突然间我发现自己课程满档，教授个体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以及从没

念过的营销学。我还记得每门课第一次上课前，紧张到前一晚真的把内容全部背下来。 

 

Joseph McCarthy，1908-57 

正当我的教学开始上手时，由 McCarthy 主持的「反美国活动委员会」（ th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到纽约调查市立大学系统内的共产主义。他们要求

三位知名教授出席，毫无疑问地，是为了问熟悉的问题：「你现在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吗？」

三位教授都援引宪法第一与第五修正案（禁止证人自我入罪），拒绝与委员会合作。尽

管三人都是终身职教授，但还是迅速被解职。其中一位是皇后学院的劳动经济学教授

Vera Shlakman。她是我先前的老师，也是当时的同事。「教师工会」（Teacher‟s Union）

是纽约地区大学教师的左翼职业工会，她左倾也是会长，就我所知，她可能也是对共产

主义幻灭的出走者。我上过她的课，知道她小心地保持中立，极力避免灌输意识形态给

学生。几个学生发动联署陈情书，要求校长让 Shlakman 复职。但根据学院章程，请愿

书至少要有一位院内教师签署。学生找遍经济系四十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以及

像我这样的低阶助教，没有人愿意签署陈情书。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找上我。出于我对

Shlakman 教授的尊崇，也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的怯懦，我签了陈情书。二十四小时内我

收到 Thatcher 院长（奇怪的是，四十年后竟然还记得他的姓名）下的字条，知会我若不

立即主动辞职，将会被免职，并列入未来就业的黑名单。 

接下来一两天，我考虑发动大规模抗争，并发表强力要求个人自由的声明。这项声

明将传诸后世，会被美国高中生阅读、引述。然后，我静静地递出辞呈。 

我当时已经走投无路。为了开始写博士论文，我之前已申请一项奖学金，并仰赖在

皇后学院的授课薪水维持这段期间的生活。在我口袋空空，且因这件事深受打击之际，

突然接获一通电话，告知我已经得到「社会科学研究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Joseph_McCarthy.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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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的奖助金，让我到国外撰写博士论文。显然有人暗中对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

伸出援手。 

我生命中的每个灾难，总是以奇妙的方式适时转化为助力。我很快就了解，生命中

最美好的两年自此展开。我选定「David Ricardo 学派在十九世纪经济观点的起伏」为题

目，最后的丰硕成果，超乎我先前的想象。2我也发现，学术研究是自己真正的强项。

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找个房间，过着中古时代僧侣般的生活，一周七天，每天阅读、写

作长达十八小时。我将初期的研究成果寄给博士指导教授，当时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

George Stigler，他辛辣但中肯的评语正是我所需要的前进动力。两年后我带着完成的论

文回到纽约，真心欢喜地在电视上，目睹 McCarthy 参议员最后的倾覆。 

1954 年夏天，我参加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的面试。日后成为我导师之一的 William 

Fellner 是主考委员。我觉得有必要解释辞去皇后学院教职的原因，我一直记得 Fellner

当时打断我，说：「这是一所私立大学，我们不在意几年前在公立大学发生的事。」这印

证了 Milton Friedman 的论点：可能的雇主激增后，一个自由的市场，较一个以国家机

关为独买者的社会主义体系，更能确保个人的自由。 

今日很难描绘麦卡锡年代的诡异氛围，当时在背后捅你一刀的可能是最好的朋友，

人们真的会每天晚上搜索「床下的共党份子」。年轻时我曾天真地相信，知识分子会捍

卫对抗当权者的想法，但受到麦卡锡经验的影响，我失去对知识分子与学者的所有尊敬。

只要有足够的压力，他们会向 McCarthy、Hitler、 Stalin、Sadam Hussein，或任何背后

有军警力量的人低头。 

 

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 

1954 年在耶鲁执教前，我几乎已摆脱对共产主义的旧信仰。Khrushchev 在 1956 年

发表著名的反 Stalin 演说，我从他亲口所说的话确认自己的新信仰，因而有一种静静的

满足感。随后几年我稳定地向右移动，但不像许多前共产主义者，我从未疯狂地反共产

                                                             
2我的博士論文 Ricardian Economics 出版時（1953），我認為 David Ricardo是嚴謹的理論家、令人景仰的

人物，還以 David為我的大兒子取名。這些年來我開始發現，Ricardo有「可伸縮」（telescopic）的傾向：

將長期縮為短期，之間沒有轉換期。這是正統經濟學的持續之惡。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Bundesarchiv_Bild_183-B0628-0015-035,_Nikita_S._Chruchstschow.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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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无论是当时，或许直到现在，我依然保持政治上左右摆荡。对私有化、松绑、工

会立法等政策议题我相当右派，但对社福支出、失业给付、女性的平权措施、黑人与同

志、堕胎权、软性毒品的合法化等议题，我则是强烈的左派。我向右的旅程被 Reagan

与 Thatcher 阻断。1980 年代居住在英格兰时，我对政府明目张胆地用大规模失业来对

抗通货膨胀，愈发感到不齿；也对英国选民十多年来，持续容忍二位数的失业率感到惊

讶。Thatcher 夫人能用「通膨成本总是大于失业成本」这种说辞来说服选民、财经记者，

甚至许多经济学家，令我大开眼界。个位数通膨伴随两位数的失业率，的确是 1980 年

代的大部分情况，但我相信这是明显的错误。3福克兰战争（The Falklands War）已经够

糟了，但她无能力对抗失业问题，或甚至承认这是个问题，让我面对总体经济问题时，

采取长久以来面对社会问题的左倾立场。正是由于 Thatcher 夫人，我回到对资本主义有

一种近乎稳定的信仰。但这是经过「凯因斯式需求管理」与「准社会主义式福利主义」

调和过的资本主义。 

 

3 与佛洛伊德的纠缠 

深受 Marx 影响的同时，我也无法拒绝 Freud（佛洛伊德）的召唤。1944、1945、

1946 三年的夏天，我在纽约州北部几家以接待犹太客人为主的饭店做服务生，我的客

人中许多是精神科医师与心理分析师。不久后我就埋首阅读 Freud 及其信徒的作品。佛

洛伊德理论解释所有事物的力量，令我热血沸腾，这种力量当然也让我想起 Marx 的风

格。我还清楚记得，目眩神迷于《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有感于像梦这

般的内在神秘，也可以用理性的方式来解释。我也折服于 Freud 的强大文字渲染力，或

许人们视他为科学家，但他更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佛洛伊德主义对我的深层影响，较

马克思主义更长远。然而渐渐地，这些年来我愈发了解，许多心理分析理论的重要概念，

是如何地自我验证与自我合理化；以及（精神）分析师抗拒以实证测试，来检视佛洛伊

                                                             
3在哥倫比亞大學唸研究所時，我開始對通貨膨脹經濟學感興趣。當時的老師 Arthur Burns教總體經濟學，

對 Keynes的理論多所質疑。Burns是我博士論文口試的四位委員之一（其他三位是 Abram Bergson、John 

Maurice Clark與 Karl Polanyi）。Burns問我通膨問題何在？這是個奇怪的問題，因為當時美國的通貨膨脹

率 1%。無論我給任何答案（對債主不公平、對薪資員工與年金領取人造成問題、一種儲蓄稅等等），他

就以一個反證來駁斥。不到十分鐘，他讓我不知所云，覺得自己像是個兩呎侏儒。意識到必定過不了這

部份的口試，我的心涼了半截。最後我被告知通過整體口試，我因通膨問題的差勁表現向他致歉。他親

切地拍拍我肩膀，說：「沒關係，年輕人，比你強的人都栽在這個問題上。」我衝回家，狂讀通膨問題，

矢言永不再敗在這個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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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思想的特性。我现在认为，几乎整个弗罗伊德理论都是胡说八道。再说，作为一种治

疗技术，心理分析与中国式的洗脑并无太大差异。但这个观点的建立是个缓慢的过程，

与我自己的心理分析经验有关。 

W.H. Auden 的绝妙好诗〈纪念 Sigmund Freud〉，每行都值得引述。Auden 的结论是： 

如果，他时常错误，有时荒谬 

对我们而言，他只是个凡人 

现在，只是整个意见气候 

在他化身的气候下，我们过着各自不同的生活 

他就像天气，只可以阻碍或帮助 

其实不然，他只能阻碍、也确实在阻碍。 

 

4 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思想史？ 

从小到现在，我一直是个求知若渴的读者。年轻时用阅读来逃避，后来养成每天读

一本的习惯。在经济思想史的领域里，不断地阅读具有比较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至

少对我而言，思想史是一种自我放纵的形式。1954 年我到耶鲁大学任教还不到一年，

就被要求接替 William Fellner 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所班，理由很简单：系上老师只有我跃

跃欲试。于是我意识到，二十七岁的我，正在一所顶尖的学府教一门研究生的思想史必

修课。耶鲁经济系那几年约录取二、三十位精心挑选的研究生，往后几年间至少有十二

位成为知名的经济学者。教这门课让我紧张到过度准备，我在几年内累积了数千页笔记，

这些笔记后来成为我唯一知名的书《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1962）。 

我在这本书的导论指出，思想史学者若非「相对主义者」，就是「绝对主义者」。相

对主义者认为所有过去的学说，大致上忠实反映学说生成的历史情境。绝对主义者认为，

思想的变迁是这门学问内部逻辑发展的成果；以日后的眼光来看，早先的思想几乎都是

错的。我宣称自己是个抬头挺胸的绝对主义者，并在书中消遣相对主义者。然而这已不

是我现在的观点，原因是这些年来，强势的「辉格历史诠释」（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已经抢尽风头。近年来我目睹许多论述者，尝试以现代的外衣包装（特别是某种数学模

型），来重现过去的伟大思想。我于是理解到，过度的绝对主义逻辑将会抽去思想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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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绝对主义完全不懂得珍视过去，而且不合理地要求历代思想家必须活在今天，并

以我们的方式思考。这种做法会摧毁对历史的认知。 

我年轻时期的绝对主义，是三股力量作用的结果。第一，1950 年代末期与 1960 年

代初期，经济学这个领域的信心达到顶峰。我们「当时」知道：就理论而言，一般均衡

理论的简洁已经达到极致；投入产出分析与线性规划，很快就会让一般均衡理论不只简

洁，并具有可操作性；「新古典综合」已经成功地将凯恩斯总体经济学，加进华尔拉斯

派的个体经济学。简言之，真正的经济学是个教会，所有的真理随时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就经济思想史而言，如果有人要采取绝对主义的观点，1960 年正是绝佳的行动时间点。

第二，我深受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的影响。

Schumpeter 当然是个奇特的绝对主义者，然而他也是个执着的绝对主义者。我之所以强

调 Schumpeter，是受到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George Stigler 的作品与人格影响。4当时 Stigler

打击学生的恶名在外，但我们的关系始终良好。我喜欢强势自信的人。当他说你写的东

西是胡扯，提出许多尖锐的批评来支持他的判断，让你不得不感激他竟然纡尊降贵地批

评你。他也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极少数真正有趣的人，他的幽默感戏谑甚至恶毒，但我喜

欢。我发现自己在模仿他的授课风格，当然还有他的写作风格，但是我总写不出像他那

般犀利的注脚。 

往后每当我遇到他，立刻变成屈膝的年轻研究生。其实我有点怕他，特别是我们的

政治观点相差十万八千里，有好几次我还不经意地表达让他深恶痛绝的意见。他最令我

感动的回忆是1960年在芝加哥时，把我介绍给他在 1930年代的指导教授Frank Knight。

我看他跟 Knight 讲话时的恭谨，与我面对他时的态度若出一辙。我忽然了解，就像我

无法把 Stigler 当成平辈一样，Stigler 也无法与 Knight 平起平坐。这种师生之间「知识

明灯」的传递不息，有极其动人之处。 

先不论绝对主义有什么知性上的长处，除了 Schumpeter 与 Stigler，我在耶鲁的学

生也是将我推向绝对主义的动力。经济思想史在 1950 年代是研究所的必修课，这些典

                                                             
4
我在哥大所有的老師，包括 James Angell、Arthur Burns、William Vickrey、John Maurice Clark、Abram Bergson、

Ragnar Nurkse 與 Karl Polanyi，其中我只清楚記得 Karl Polanyi。因為他介紹一般經濟理論，要我唸從未聽

過的書（例如 Malinowski 的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並教我如何輕而易舉地杜撰歷史「法則」。

Polanyi 注重「互惠」與「再分配」，他以這兩個術語，描述歷史上所有市場經濟之前的經濟體系。我不

相信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的中心論點，但它是氣味相投的「中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且非

常引人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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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美国研究生只想学现代经济学的工具与技法，完全不在乎经济史和思想史这类学术

性的科目。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要说服这些热血青年接受思想史，就必须让他们感受到，

在某种程度上思想史与他们相关。所以我教这门课时，不仅强调纯粹分析的概念一脉相

承，不断强调过去思想的现代性，同时也坦承过去的思想有时缺乏现代性。 

我非常用力鼓吹，经济学史是追求知识的合理学科，但这项努力也消磨了我对经济

学史的兴趣。1962 年我离开美国之前，我已大致决定转攻应用经济学。但在离开思想

史十年后，我在 1970 年代重新拥抱这个最初也是最后的恋人。总而言之，我发现思想

史在知性上所带来的满足感无可匹敌。我一直不能明白，如果我不知道某个思想的来龙

去脉，我怎么可能真正了解这个思想？我开始学微积分时，就必须探究牛顿是怎么发明

它的？Leibniz 是如何独立发明它的？双方如何论辩正确的微积分符号，以及导数这个

概念的意涵究竟为何？尽管一再努力，我一直无法真正了解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原

因是十九世纪末的物理学对我太难，因此我无法像理解 Leibniz 一样地了解爱因斯坦。

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伟大理论一样，套用经济史最近流行的术语来说，都是路径依赖

（path-dependent）的。也就是说，要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伟大的思想，就必须先理

解过去的文献如何导出新的理论发展。如果当初的思想主体不同，就会发展出不同的理

论。换句话说，没有经济思想史，新的经济理论怎么可能从天而降。除非你愿意无条件

地接受新经济理论，否则你一旦想评断它，就必须问它是从哪来的，而这个问题只有思

想史才能回答。 

我很了解，在经济学家论资排辈的行列中，思想史学者为何寥若晨星。但这确实意

谓，对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这是几乎非知识性的学科。许多经济学家面对思想时，简

直不知人文为何物，就像山顶洞人听贝多芬四重奏曲时，还问为什么这四个演奏者似乎

无法齐一拉弓。 

 

5 教育经济学 

1962 年我拿到研究奖学金，从美国到巴黎一年，继续十九世纪的棉业研究。那年

年底是耶鲁升等的年限。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六年后，学校必须擢升你为终身职

副教授，或是请你离开。耶鲁不让我升等的原因，是他们不需要专攻经济思想史的资深

教授，我觉得有必要另寻出路。现在想到回美国这件事，就让我感到灰心。我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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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国生活二十年，我始终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对我来说，美国人太粗线条、太市

侩。面对那些粗鄙的美国人，我还存有些许身为文化欧洲人的优越感。如 John Stuart Mill

所言，在美国「男人全心抢钱，女人全心喂饱男人。」或者如 Oscar Wilde 所描述，美国

「这个国家，从野蛮直接跳到堕落，缺少中间的文明阶段。」我决定搬回英国，那个我

在二次大战期间渡过男孩岁月，与之后写博士论文的地方。 

我开始申请几个英国大学的教职，但 1962 年的学术就业市场没什么扩张。我很快

就了解，可能过了一年都找不到工作。我幸运地碰到伦敦大学教育学院（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院长 Lionel Elvin，他告诉我教育经济学在英国是个新领

域，他们有个员额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我从没听过「教育经济学」，决定先做些功课。

我没花太多时间，因为在 1962 年时这个领域的研究极有限。我勇敢地写信给 Lionel Elvin，

坦承是教育经济学的新手，但想知道教育学院能否以一或两年为期约聘我。院方同意，

且出乎双方的意料，这两年结果变成 23 年！我提这些事，只是要强调意外在人生扮演

的角色。我读过几十种复杂的理由，来解释人们如何选择工作或婚姻。经过仔细的研究，

我发现经常是纯粹的机缘成为化学家或律师，或选择另一个她或他成为伴侣。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是学士后教师进修学院，学生大都是想要升级的老师，我的授

课时数不多。教育学院经济系只有两三个成员，我的行政工作负担也轻，首度可以全心

投入写作与研究。虽然没有经济学家可以对话，但伦敦政经学院就在同一条街上，因此

也不以为苦。不久后我就到伦敦政经学院兼课，我的时间就平分在两个学院。 

对我来说，教育的世界是个全新的范畴，比经济学的世界更软性。极少教育学者重

视以实证结果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有许多论证沦为价值判断的冲突。面对教育学者对经

济学家的切齿敌意，我一开始没有作好准备。在他们眼中，从好的方面来看，经济学家

是成本的撙节者，从坏的方面来看是法西斯人渣。见风转舵的情况，在教育学界甚至比

经济学界更严重。尽管在政治的光谱上，教育学的重心位置远较经济学偏左，但当教育

学者向右靠时，他们让 Milton Friedman 看起来像是左翼怪咖。 

不久后，我就开始强力鼓吹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我也是对英国的

教育投资进行报酬率计算的第一人。大约在 1965-75 年间，我为人力资本论阵营广招信

徒并全心投入，至少在文章发表的数量上打败对手。然而就像先前的佛洛伊德主义与马

克思主义，人力资本论的神话也宣告幻灭。1976 年我发表一长篇检讨报告，其标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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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理论︰不堪回首的记录」即可说明一切。这篇文章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没有错，

但立论薄弱且未见成果，无法呼应这个理论早期提出的承诺。也无法与主要的竞争对手

（筛选假设理论、文凭主义、文凭热，随你怎么称它）匹敌。最后我认为，人力资本论

大幅夸大，认知知识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中所扮演的角色。教育心理学者说，正规教育能

赋予「情绪行为特征」。也就是说，学校在形塑学生价值与态度过程中的影响，可以解

释现代化的过程中，教育的经济、甚至社会、政治角色。雇主看重教育的部份，不是在

受过教育的职工知道什么，而是他们如何表现。这个领悟深远地影响了职业训练的议题

与教育计划的面向，甚至教育资金的问题。我的「不完全契约」概念，需要监督「人类

努力」（human effort），以及职工雇用与晋升所涉及的筛选、传递问题。最后，我将这

个概念与我对教育的经济价值的新观念相结合。但是在 1970 年代末期前，我发现自己

在不同场合一再重复这些讯息，无论是对教育社群，或经济学家处理教育议题的方式，

皆未产生丝毫影响。结果是我对这整个议题失去兴趣。 

的确，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觉得教育比起绝大多数的议题，更容易沦为一种

似曾相似、没完没了的连环歹戏。其中的每个问题与论点，每隔十或二十年，恒常以相

似的形式重复出现。这种现象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只提一个。1960 年末期，我开始倡

议高等教育的学生贷款。这种学生贷款的财源，最好来自毕业生就业生涯中所课征的毕

业税。尽管在那之前，高等教育的学生贷款在美国已经是老套，但在英国一直到 1980

年代，这还是个耸人听闻且极端不受欢迎的想法。我曾经非常接近英国教育的权力中心，

首先是 1970 年代初期的工党政府，接着是 1980 年代初期的保守党政府，但是从未成功

地让有能力执行的人接受这个想法。1982 年左右我憎恶地放弃它，但其他英国经济学

家立即接棒，更有力地鼓吹它，到最后还是无力回天。Thatcher 夫人的保守党政府，1988

年终于通过一项阳春型的学生贷款计划，让学生在十五年内清偿个人债务。当时对这个

议题二十年来的相关论述完全没提到，英国经济学界毫无批判地接受这个提案。直到今

日政治人物还普遍认为，高等教育的财务并非经济学家的强项。 

在教育学院任教这些年，我花了许多休假时间，在亚洲与非洲担任联合国各种组织

的教育顾问。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国际劳

工组织、世界银行。我参与经济代表团，前往赤道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六个低

度开发国家。我在印度待六个月，写一本关于毕业生失业的书，在泰国与印度为福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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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工作一年。对发展经济学，以及提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咨询。起初我学到很多东西，

然而学习的报酬递减效应很快就出现，而且发现我一直在重复几乎每件在前个国家工作

时所说的话。我开始时满腔热血，亟欲拯救第三世界的涂炭生灵。但随着时间的消逝，

我愈发同意 Peter Bauer 的看法，那就是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害之甚于爱之。联合国的援

助使团也好，建议第三世界国家，哪些经济政策要做或不做的咨询也罢，这一切都不过

是一出超级大戏。这些国家只想得到援助或世界银行的贷款，但到手前要先证明他们已

经尽力寻求咨询。除了石油钻探或水利工程等技术领域，这些国家不花钱向国际顾问业

购买咨询服务。他们找联合国组织，争取像我这样的特约顾问提供服务。我很快就识破

他们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但至少还做了一阵子正事，直到他们高唱的歌曲变调。 

我越来越不相信，那些我必须共事的第三世界部长与政客。他们利用我这样的经济

学家去得到想要的援助，同时中饱金援的余款。在每个曾工作的国家目睹这些贪污与政

治假面，终于让我反对发展咨询顾问这件事。要脱身很容易，只要说些第三世界政府不

想听的话，而且说得够勤快，就保证不被续聘。 

我念兹在兹的事很简单：坚决反对高等教育，强烈支持小学教育。我认为这些国家，

特别是其中的非洲国家，在免费的高等教育上离谱地透支经费。当然，这些政府的当红

官员之前都曾因此而受益。同样离谱的是，这些国家的偏远小学经费不足。另一件令我

在意的事，是中学阶段正规职业教育的浪费，更不要提小中学课程标准的职业化。如果

认为学生的知识，造成教育的花费如此昂贵，那真是长久以来的谬误。以上两个错误政

策的成因，是一种称为「人力需求法」的教育规画技术。人力需求法是把投入产出分析，

不适切地用来媒合受教育职工，以及个别产业的工作职位。我用十多年的时间，攻击人

力需求法教育规划，最后还是未竟全功，至少在第三世界是如此。人力需求法完全针对

物质量（physical quantity），完全不谈价格（有人名之为无价经济）。这个方法浅显易懂，

在政治上无可阻挡，因此直到今天还是第三世界教育训练计划的主要工具。 

担任第三世界顾问这些年，领受到一个重要教训。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发展

现代化的目标结合时所产生的严重歧异。我曾效力过的每个政府，对社会主义都怀抱某

种程度的使命感，但也想要进行现代化与仿效美、日、英等国家。这些国家侈言「在地

创业家精神」之必要，但却压制每个赚钱的人，特别是出售黑心货品给在「非正式部门」

的一般人民。简言之，他们从未能接受「彻底个人主义」，以及快速经济成长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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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但也无法放弃成长与发展的目标。他们完全搞不清楚「国富的肇因」，不管这

些「肇因」为何，绝对不是立即杜绝「非劳动所得」，也不是所得分配的完全均等。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 1970 年代时，几乎每份我帮忙撰写的经济使团报告，都是

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委托。这些独裁者在报告刚发表，或不久之后就被推翻，列举如下：

1964、197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实验读写能力计划代表团」，赴巴勒维国王辖

下的伊朗；1972 年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计划代表团」，赴 Haile Selassie 辖下的埃塞

俄比亚；1973 年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计划全面代表团」，赴马可仕总统辖下的菲律

宾；1975 年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计划全面代表团」，赴 El Nimeiry 总统辖下的苏丹；

1976 年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计划代表团」，赴 Moshoeshoe 国王辖下的莱索托；1981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团，赴 Wanghuk 国王辖下的不丹；1983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代表团，赴苏丹 Bolkiah 辖下的文莱；1983 年世界银行代表团，赴邓小平辖下的中国。

写作本文同时，除了不丹、文莱、中国，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皆已换人。当年写报告的对

象，常常被现在掌权的人视为仇寇。经济学家对外国政府的政策具有影响力，这个观念

已经不再成立。 

 

6 经济学方法论 

随着 1970 年代的展开，我逐渐转向经济哲学方法论，这也成为我长期的研究兴趣。

其实这是我一直不自知的兴趣，始于我年少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着迷，更确切地说，始于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幻灭。皇后学院大四那年，我修一门 Donald Davidson 的社会科学哲

学讨论课（我后来才知道，Donald Davidson 是个望重士林的科学哲学家）。Davidson 知

道班上有几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别忘了当时是 1949 年），他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就

是温和地戏谑它。当我使出 Hegel 辩证三法则（量变到质变、对立的统一、否定的否定），

作为打开所有门的万能钥匙，他提出更好的 Herbert Spencer 演化「法则」︰演化是由一

个相对地模糊、不连贯的同构型状态，改变成为一个相对清晰、连贯的异质状态。

Davidson 说：「这干净利落地几乎解释了每件事。」我惊讶地明了到，这跟辩证法则一样

地真实：它们解释了每一件事，那就等于什么都没解释。 

Davidson 要我们读 Carl Hempel 的论文〈历史中一般法则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Journal of Philosophy，1942，39(2):35-48)。Hempel 指出，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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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释历史现象（例如法国大革命），必然要援引某种普遍的实证假说，且该历史现象

被认为是这个假说的特定例子。若无法做到，那就只是伪说明（pseudo-explanation）。

后来这被称为「科学说明的涵盖模型」（the covering-law model）：解释一件事，就是将

它「涵盖」在某种普遍法则之下。四十多年后，我还记得这篇论文如雷轰顶。包括此文

在内的十几篇文章，对我的思想有长远影响。我忽然了解，多年来我一直用这种伪说明，

而不了解它们站不住脚，因为它们涉及我或其他人，都一无所知的那种涵盖法则。一个

革命性的涵盖法则？是的，我们都读过 Crane Brinton 的《革命的解析》（Anatomy of 

Revolution，1938），这本书以三个革命为样本，归纳出革命的通性。但这些通性几乎不

等同普遍法则，或甚至普遍可应用的特性。简言之，除了以随机的方式，没有人真正解

释过法国大革命或俄国革命。 

我写博士论文之前没读过 Popper ，但已经多少吸收过他的否证主义

（falsificationism）。这个概念有些来自 Milton Friedman 的经典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1953）。虽然这篇文章没提到 Popper，却是一

种粗糙、迷你版的 Popper 主义。这个概念也有些来自 Stigler 论经济思想史的文章。1954

年我在耶鲁任教后，很快就与 Tjalling Koopmans 交好，一方面因为他是业余作曲家，

我也开始拉大提琴，我们可以谈音乐；另一方面因为我们都来自荷兰，喜欢一起讲荷语，

但我们对经济学的兴趣完全不同。他开始写《三论经济科学的状态》（Three Essay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Science，1957）的第二论时，内容全都是关于方法论。我们谈到 Friedman

的论文，我第一次完全被预测主义说服。预测主义指的是，理论的有效性必须以它的预

测正确性来评断。1956 年我发表第一篇专业论文〈李嘉图经济学的实证内容〉（“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Ricardian economics”），内容充满预测主义，然而我还是没念过Popper。

我能恍如昨日般记得最后决定念 Popper 的那一刻。 

 

1962 年住在巴黎时，一个周五下午我逛进书店，看到 Karl Popper 的《开放的社会

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945）。众所周知，这本书是研究 Plato、

Hegel、Marx 这三位开放社会的大敌。我回家吃过晚饭马上开始看，整个晚上加上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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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都看，满心不愿意地睡着，周日把它看完。我敢说在那之前，或之后直到现在，没

有一本书让我更热血。5读它就像是畅饮一瓶香槟。这本书右打 Plato 和 Hegel（我一直

将两人视为右派怪物），左批 Marx 犯下「启示录型的谬误」（预测在未知的将来某一天

世界末日将到来的游戏）。它也提供科学哲学、否证主义以及反对政治革命的有力论述。

反政治革命的原因是，整体来说，我们缺乏改变社会的知识，但我们可以也应该，以渐

进的方式来改革社会。 

于是我坐下来，阅读 Popper 写的所有东西。我成为彻底的 Popper 主义者，虽然我

现在觉得 Popper 有下列夸大之处：(1)没有归纳法这回事；(2)检证法（verification）与

否证法（falsification）之间，有根本的不对称性；(3)方法论是规范性的，且与科学史无

涉。直到今天，我还是个不再生（unregenerative）的 Popper 主义者。我在 Popper 身上

学到，怎么用清晰素朴的正统英文论述复杂的议题，也发现自己几乎是逐字模仿他的风

格。6
1952 年在伦敦写博士论文时，我兴奋地得知 Popper 在伦敦政经学院，每周一次开

科学史的讨论课。我获准列席旁听，但很快就了解 Popper 是个旧派普鲁士风格的老师。

他在著作中苦口婆心反对傲慢的偏执，然而他自己就是活生生的反证。伦敦政经学院流

传着一则笑话，显然是 Popper 学生想出来的。那就是 Popper 应该将他的书定名为《一

个开放社会的敌人的开放社会》（The Open Society by One of Its Enemies），较好的书名是

《一个封闭心灵的开放社会》（The Open Society by a Closed Mind）。唉！最伟大的作曲

家 Beethoven，是个糟糕的人，Wagner、Goethe、Tolstoy 亦然，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 

 

7 经济学之前是哲学 

我从不后悔年轻时立志成为经济学家，但有些时候我但愿当年念的是哲学。我可以

说是始于哲学，也似乎是终于哲学。我的开端并非一般性的哲学，而是一种特定的哲学：
                                                             
5
 「最喜歡的書」。這是我喜歡玩的維多利亞室內遊戲：(1)最喜歡的小說：Homer的 Odyssey。(2)最喜歡

的詩：Stephen Spender的 „I Think Continually of Those Who Were Truly Great‟。(3)最喜歡的戲劇：Arnold 

Strindberg的 The Father。(4)最喜歡的軍事史：William Prescott的 The Conquest of Mexico。(5)最喜歡的思

想史：Arthur Koestler的The Sleepwalkers。(6)最喜歡的哲學作品：Alfred Ayer的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7)最喜歡的人類學研究：先前提過的Malinowsky。(8)最喜歡的政治研究︰Popper 的 Open Society；等等、

等等；這是無止盡的遊戲，困難之處在於你不能選第二名。 
6更令人尷尬的文字風格啟發者是 Joan Robinson。第一次讀她的經濟學著作是在學生時代，多年後我還是

深受吸引。我讀過她寫的每個字，她的語言（充滿素樸口語的文字代數），吸引我的程度，跟她政治觀點

倒我胃口的程度一樣。我們碰面時，她總是對我極不客氣（在 1960年代「劍橋的資本理論爭議」後，她

即視我為敵），但我不在意。在經濟學這個由男性主導的專業，要當個聰明的女性已經夠難了；要在劍橋

經濟系這種同質氣氛中當個聰明的女性，鐵定令人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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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神是否存在」是我第一个问与答的哲学问题，至今我仍感到兴趣。我被养育为

正统犹太人，十二岁前信泛神论，十五岁前信不可知论，十七岁前信激进无神论，自此

未曾片刻动摇。的确，年纪愈长，我的无神论似乎愈激进。现在当我舌战超级信徒（不

得不说，我爱、超爱这么做）时，要同时维持有礼合宜的谈吐，简直是对我容忍力的一

大考验。 

这一切的开始是我十二岁那年，叔叔给我一本《圣经》，我没留意里面有新约与旧

约。我是个停不下来的读者，一书在手就全心投入。我从来不知道新约的存在，很自然

地就读起来。我立刻被耶稣的故事深深吸引，再辅以阅读 Ernest Renan 的《耶稣的一生》

（一本十九世纪美化的耶稣传记，将他描绘为人性化的远古先知）。我认为这个说法必

定为真，但亲戚都告诉我这个说法是假。我与他们争辩，然后被送到拉比（犹太教经师）

处接受矫正。他很快地说服我，指出耶稣不可能是神的儿子，因为创造宇宙的至高智能，

既不能有子嗣也不能是弥赛亚，原因是当弥赛亚降世时，羔羊将与狮子并卧，放下刀剑，

民族间不再兵戎相见。刀剑放下了吗？民族间的战争停止了吗？于是我发现，那是个具

有彻底说服力的论证。 

也许在福音故事里，记载的耶稣美丽故事是假，但是佛陀的故事呢？佛陀是耶稣之

后的下一个阅读，我觉得两个故事同等美丽。然而亲戚友人再一次告诉我，佛陀的故事

不可能为真。所有这些美丽的故事，包括旧约中摩西、约瑟、戴维的故事、新约中耶稣

的故事、以及大乘佛教经典中的佛陀，我想必然都是真，因为它们这么优美。然而同样

地也必然为假，因为它们彼此的矛盾。我茅塞顿开，不再相信任何权威性的宗教，而成

为 Spinoza 式的泛神论者（我当然从未听过 Spinoza）。1940 年德国入侵后我们仓皇离开

荷兰，父母把哥哥跟我送到英国寄宿学校。校长是个基督教科学会信徒，试图要我改信

基督教科学会，这件事让我接触权威式异议教派。往后几年，我是大人眼里经常性的小

捣蛋鬼，因为我从不停止问他们宗教信仰的问题。我发问的目的不在学习，而在说服他

们放弃，证明神存在的设计论证（argument of design）、第一因（first cause）论证、或

终极目的论证等谬误。至于耶稣的历史性，我有很多聪明的理由，来说明耶稣存在的可

信度，比不上阿瑟王或罗宾汉的可信度。我必须说，这是我永远无法真正学会克服的弱

点。直到今天，我忍不住要跟基本教义派份子辩论，无论其背景是基督教、犹太教、伊

斯兰教或印度教，尽管我知道这是无望的白费力气。我是个地狱的（infernal）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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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总是相信理性的论证最终会胜出。 

我喜欢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宗教的人，意思是说，我每天都在思索以下的大哉问：宇

宙间有秩序吗？这个秩序意义何在？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了一个目的吗？这些都是好问

题，但是由神或教会来回答，对这些问题的深度而言是一种污蔑。我十几岁时热切拥抱

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无神论正是我所要的。我阅读 Popper，想要亲近 Popper

作品的原因，并非 Popper 主义等同无神论，而是 Popper 的谬误法完全适合无神论。请

让我看看有哪些事件可以推论神不存在？没有，当然，神的存在是信仰的问题。我们相

不相信神的存在并不重要。不会造成区别的区别，是无意义的区别（A difference that 

makes no difference is no difference）！故此理得证。 

 

8 从 Popper 到 Lakatos 

1960 年代后期，当我固定在伦敦政经学院授课时，认识了 Imre Lakatos，他继 Popper

之后在伦敦政经学院担任逻辑与科学哲学教授，在这短短几年间我很喜欢他（1974 年

去世）。1968 年的学潮期间，他成为无惧却具同情心的批判者，毫不怜悯地取笑学生的

激进虚矫行径。他有资格这么做，因为在 1956 年逃往西方世界之前，他曾经因「右派

偏离份子」的罪名，在匈牙利监狱服刑数年。他有极佳的幽默感，7我们一见如故十分

投缘。Lakatos 不懂经济学，但他的博士生 Spiro Latsis 给他灵感，想把他的方法论见解

应用到经济学领域。Latsis 的确是首位将 Lakatos 思想应用在经济学的人。1974 年 

Lakatos 在希腊办一场学术会议，让物理学者、经济学者、科学哲学学者，发展一些「科

学研究方法论计划」的个案研究。他在会议召开前一个月猝逝，Latsis 如期举办这次会

议来纪念 Lakatos。对我和其他许多人来说，这次会议是一生难得的聚会。经济学领域

有 Lionel Robbins、John Hicks、Terence Huchinson、Herbert Simon 与 Alex Leijonhfvud

等大家。哲学领域有 Carl Hempel、Adolf Grunbaum、与 Paul Feyerabend 等硕儒，充满

知性的火花。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希腊境内美丽的 Nafplion。Spiro Latsis 的父亲 John 

                                                             
7我最喜歡的 Lakatos故事，帶有精采猶太笑話的強烈色彩。Lakatos說他成長在一個匈牙利小村莊。七歲

時帶第一張成績單回家時，所有的科目都得到 A，唯有體育是 C。他媽媽狠狠揍他一頓以示懲罰。隔年

的成績單，包括體育在內通通得 A（故事講到這裡，已經夠好笑了，因為他體型瘦小，根本不可能在運

動上有傑出表現）。母親總是告訴他，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成為劍橋大學教授（不知為何，她將劍橋視為學

術成就的巔峰）。1956年 Lakatos從匈牙利逃到英格蘭，獲得獎學金赴劍橋攻讀數學史。他完成博士學位

（論文以 Proofs and Refutations為書名出版），並獲聘為臨時講師。他將寫信告知住在匈牙利的母親，她

回信說：「好，但他們為什麼不讓你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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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sis 豪迈地提供金援，让我们见识一种心向往之的风格。 

 

Imre Lakatos，1922-74 

Popper 与 Lakatos 两人之间关系的争议，自 1974 年起延烧至今。在我眼中，Lakatos

是 80%的 Popper，加上 20%的 Kuhn。Lakatos 强调不同的东西，但传达的方法论本质

上与 Popper 相同。1989 年 Neil de Marchi 和我在 Capri 筹办第二次 Nafplion 会议，与会

的众多经济学者，对 Lakatos 与 Popper 思想的敌意让我深深讶异。大部分的敌意，是针

对 Lakatos 坚持说对科学研究的最终评判，应该以能否创造出崭新的预测为指标。这个

标准终究难以被与会者所接受，他们了解这个指标会让今日通行的新古典经济学，几乎

全部会被质疑。 

逐渐地，经济学自 1950 年代以来，近年来更是以加快的速度，变得愈来愈数学形

式化。也就是说，几乎都只关切分析的精准，而不惜牺牲政策的相关性。经济学所展现

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数学，而非实证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家有时被指控为物理羡

妒症（physics-envy），但这是完全误导性的指控。任何了解当代物理的人都会证实，物

理学重视实验证据，力求理论与实验证据一致，不太重视严谨的定理与分析的引理

（lemmas）。经济学家的真正问题，是数学羡妒症（mathematics-envy）。一般均衡理论

是经济理论中最尊贵的类型，只有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在运用。这个理论完全不具实证

内容。证明多重市场与一般均衡的存在、独特性、以及局部的稳定性，能帮助我们对经

济体增进多少了解？完全没有。没有物理学家会认为，一般均衡理论提出有趣的问题，

但数学家当然会发现这是一展身手的机会。一些当代的一般均衡理论学者甚至将之合理

化，说它实现了 Adam Smith 的古老承诺，证明「看不见的手」有调和私人与社会利益

的倾向。这种说法不仅歪曲知识史，也完全误解竞争作为社会过程的重要性。这个社会

过程发生在现在，在一个以私人企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这个社会过程也确保科技动能

和成本极小化。Walras 式的一般均衡理论，或是最终状态（end-state）理论，与上述的

说法根本不相干。 

浸淫在经济学领域 45 年后，最令我惊讶的是，尽管一般均衡理论未能实现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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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持续将科技进步剔除在经济研究的题目之外，它依然享有高度评价。近年来经济史学

者终于开始打开科技变迁的黑盒子，但经济理论学者持续研究经济成长，彷佛经济成长

全都是资本与劳动力增加的结果，而且仅是生产要素的量化增量（ quantitative 

increments）。从一位 20 世纪经济学的中心人物身上，可以充分看到这种过分强调 Walras

式一般均衡理论，而轻忽科技进步的典型，这个人物就是 Joseph Schumpeter。奇怪的是，

Schumpeter 一方面非常推崇 Walras 式的理论，将它视为经济学术成就的巅峰。另一方

面，Schumpeter 对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几乎未受到 Walras 式理论的启发。的确，讲

实在的，Schumpeter 与 Walras 的贡献是相互冲突的。我比较年轻时，对 Schumpeter 的

创业家精神理论与对创新学说的处理，并未给予太高评价。但从那时起，Schumpeter

在 28 岁写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11），就被我视

为二十世纪经济学的巨著之一，足可与 Fisher 的《利率论》（Theory of Interest）、Keynes

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并驾齐驱。Schumpeter 有两项天才的洞见：(1)过程创

新只是创新的一个类型，在经济成长的重要性可能还远不及产品创新或组织创新。8
(2)

他认识到银行信用，在企业家精神的推展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对由机器驱动的工

厂生产来说，银行信用不只是财务的附属品。诚然，Schumpeter 颂扬企业家精神，几乎

将它简化为杰出个人的英雄主义，但是无论如何，谈论资本主义下的经济进展， 

Schumpeter 比 Marx 以降的任何经济学家都更有贡献（就过去一百年的经济理论化，这

是多么悲哀的评论！）。Parato 最适、完全竞争、静态效率等等，是受到一般均衡的启发，

也是备受赞誉的福利经济学第一与第二基础定理。Schumpeter 却认为这些都不具实际的

重要性，因为我们是藉由可行的竞争标准、动态效率、科技动能等，来评估市场的结构：

那就是 Adam Smith 所说，竞争的「看不见的手」的意思，而非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

生产的边际转化率。 

令人忧心的是，后现代结构在方法论的概念上，成为一组受欢迎的描述性规范。这

                                                             
8我了解產品創新的重要性，是基於個人因素。1930年代我父親在荷蘭做雨衣，材料本來都是人造橡膠。

1932年，一個瑞典人發明了府綢（poplin）雨衣，徹底改變了這門生意。隔年是荷蘭經濟大蕭條的谷底，

父親發現手上有好幾千件賣不出去的橡膠雨衣，瀕臨破產。雨衣產業的人都認為風潮不會長久，但父親

是個悲觀主義者，他相信橡膠雨衣的需求不復存在。於是將所有存貨賤價賣給阿姆斯特丹最大的服飾店

C&A。C&A對父親的大膽印象深刻，表示若他有能力學會生產府綢雨衣，願意下訂單。父親前往瑞典，

挖角一個裁縫師和剪裁師，完成那筆訂單。接下來，訂單一筆接一筆。1935年之前，他已經成為荷蘭的

雨衣大王、白手起家的百萬富豪。他的好運並不長久，1940年德國人入侵荷蘭，我們失去一切。這個發

跡致富的故事開始時我六歲，故事結束時我十二歲。簡言之，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產品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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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当代经济学，充斥着无结果的数学形式主义（sterile formalism)。Donald McCloskey

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学只是强辩硬拗，和文学批评或美学没什么不同。经济学认为，某

些「深描」（thick）的方法论规则（轻声说话、倾听对手、提出论证），还可以接受；但

是 Popper 与 Lakatos 的「浅绘」（thin）方法论，就被判定为不合理。McCloskey 或他的

追随者从未觉得，这是个破绽百出的见解。 

我并未把 Popper 与 Lakatos 尊为作品不能被质疑的大师，我确信他们的有效贡献，

核心是以下的概念：经济学必须处理现实世界的问题，而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法，就

是推出具有「实证上可以被推翻的理论」。那并不表示，达不到上述要求的分析概念就

必须立即被丢弃。我们必须努力创造可以被否定的预测，同时不能满足于未经实证质疑

的经济理论。科技的解谜，若只是一种为解谜而解谜的游戏，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成为学

生的模范。 

在我的专业经济学家生涯中，我一直钦羡 Milton Friedman 做学问的风格，却不齿

于他的政治观点；我钦羡 Paul Samuelson 的政治观点，但不欣赏他的经济分析手法。我

似乎注定永远要陷于两难之间。 

（原出版期刊授权翻译） 

参见 Mark Blaug 专属网站 http://markblaug.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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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不要谈思想史，拜托，我们是经济学家 
Mark Blaug (2001): “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1):145-64. 

 

 

高景仲译 

赖建诚校 

 

 

 

    众所周知，研究经济思想史不仅被主流经济学家看轻，有时还被公然奚落为嗜古成

癖。这种现象并非今天才发生。实际上，过去三十年来，提到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所扮

演的角色，论者都不禁要喟叹，二次大战以来思想史的日趋衰微，甚至几乎从大学课程

中销声匿迹；不仅在研究所，甚至在大学部也一样。9这个趋势在美国比欧洲明显，但

举世皆然。10
 

    虽然思想史的课程愈来愈少，却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出席思想史会议并发表论文。思

想史的学术期刊急速增长，质量佳，而且愈来愈好。除了 1969 年创刊的龙头期刊《政

治经济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以及 1981 年的《经济学史评论》（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还有 1983 开始的年刊《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研究》（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1990 年创办的《经济思想史学报》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1993 年起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学报》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以及《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经济学史学会 1973 年成立时仅有两百多名会员，1974 年的首届年会

只有 50 人出席；1999 年的会员总数已超过六百，有三百人参与年会，在三天的会议发

表大约 150 篇论文。此外，欧洲有三个活跃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每年都出版会讯，在英

国与欧陆的两个地点举行会议。日本与澳洲也有类似的学会在运作。Schabas（1992）

                                                             
9
 Blaug（1991）與 Cardosa（1995:198）有完整的參考書目。 

10
 Cardosa（1995:202）對 25 國三百位經濟思想史教師進行調查，發現思想史在研究所多為必修，在大

學部則為選修。這個異常的結果，與一般報導所描述的美國、英國經驗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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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全世界约有五百至六百名专业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大概有千名学者教授在做这方

面的研究。若将 Schabas 的数字更新，成长的幅度应该有百分之五十。 

    思想史一方面在课堂中衰微，但另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论文、研讨会、专业期

刊却又在增加。我们应该如何解说这两种背道而驰的趋势？ 

 

1 经济思想史的伏与起 

    先看正统经济学者对思想史的研究兴趣如何衰退。这相当容易解释，以致于任何尝

试都会出现方法论上的「过度诠释」。 

    先谈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强势影响力。Alfred Whitehead（1929:162）曾说：「不能

爽快遗忘其创始者的科学，是个失败的学门。」这句话已说明一切。Jean-Baptiste Say 更

简洁地表达相似概念：「愈完美的科学历史愈短。」（引自 Barber 1997:93）。自然科学不

管自身的历史（这个说法的真实性现在要打折扣），11如果经济学是真正的科学，那就

应该轻忽自身的历史。 

 

Alfred Whitehead，1861-1947 

    第二个解释较温和，是个标准经济学的例子。在理想的世界中，来点思想史课程作

为学生的娱乐，当作狂热钻研数学或统计学之余的休憩，当然不是什么错事。但是，最

重要的稀少资源是时间，思想史在众多课程的权衡取舍中因而不能自保。如 Paul 

Samuelson（1988:52）说：「研究生每晚至少要睡四个小时，那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则，

因此经济学的课程有些必须割舍。」此外，思想史对就业没有帮助。有谁曾经听过任何

学术圈外的雇主，会因为求职者修过此课而对他印象深刻呢？ 

    但是若以上的说法成立，那我们要如何说明愈来愈多人参与思想史的学术会议，以

及专业期刊的持续增加呢？ 

                                                             
11有時會在物理、化學、生物之外的系所，開科學史課程（我希望能提出具體數字，但一直無法找到相

關的量化研究）。某些思想史學者，受到經濟系同僚的刻意蔑視而心灰意冷，想轉而與科學史學者結盟

（Schabas 1992）。這項提議已經被大多數經濟思想史學者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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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度简化的解释是：在这个人口持续增加、高等教育的参与率、教师人数上升的世

界，所有的数字都必然会增加，包括不愿被淘汰而积极著述的年轻教师，所发表的论文

数量。这个纯数量的论点是有几分道理，但有点过度简单。各国念经济学的学生人数并

未增加，在重量级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固然有助学术生涯，但大学系主任对思想史的专

业期刊评价并不高。12
 

    思想史学者之所以会增加，较具说服力的解释是：它吸引异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知识

分子。具数学天分者学习物理、工程、现代经济学时，会有如鱼得水之感。具哲学天分

者（知识分子而非技术专才），会因经济学与政策具有相关性，或是认为社会的基础在

于经济，因而被经济学吸引。这种人很可能会选择思想史作为研究的专长之一。由于思

想史的论文鲜少有大量数学或经济计量，有些学生可能会认为思想史是个软柿子。事实

上从许多方面来看，思想史比主流经济学更艰难、更精妙、较无法依样画葫芦。尽管如

此，令人讶异的是，思想史的学术会议竟然会吸引不同比例的奥地利学派、马克思学派、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Sraffa 学派、制度经济学派、后凯因斯学派的人马。这些人都不属

于新古典学派，或甚至反对新古典；他们在这个会议里，才有机会与自己狭窄学术圈之

外的学者对话（Vaughn, 1993:180）。换言之，思想史是异端者的避风港。这种异端无疑

地有许多根源，但我认为从另一种心灵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从某些意气相投的思维出

发。 

 

2 为经济思想史辩护 

    然而思想史有「任何」功用吗？面对这个问题，有些文章的标题采取痛苦护卫的语

调，讨论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的角色：〈经济思想史，多少钱一斤？〉（Winch 1962）；

〈经济学的过去有用吗？〉（Stigler 1969）；〈在 Samuelson 之后谁还需要 Adam Smith？〉

（Boulding 1971）；〈经济学家应该放弃政治经济学史吗？〉（Corry 1975）；〈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有前途吗？〉（Backhouse 1992）；以及〈为什么要教经济思想史？〉（Vaughn 1993）。

从这些辩解中可以感受到痛苦的意味，那是因为要替知性偏好做有力的辩护原本就不容

易，尤其所面对的是本来就心怀疑难的对象。看看 Schumpeter（1954:4）在《经济分析

                                                             
12若有人蒐集思想史學術會議與期刊的成長數據，來和經濟學的其他領域相對比，我（與其他人）就不

會再使用這種口耳相傳的證據。然而在歐洲參與一項未盡人意的嘗試之後，我不願以 Kuznets 式的手法，

來提出美國的數據。但若有這些數據出現時，我會極有興趣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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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所提出的软弱辩护。他自问为什么要研究思想史，

接着回答说：「教学上有用、会有新的想法、会对人类的心灵产生洞见。」 

    「教学上有用」是指在宽广的历史与知识背景下，传授经济学的基础概念（机会成

本、依边际法则作决策、个人成本 vs. 社会成本、利润诱因、跨期协调、市场结清、市

场失灵、讯息不完全、道德风险、交易成本等等）。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认为，大三学生

有些底子之后，以及在大四决定是否要继续念经济所之前，最合适讲授思想史。 

    较少被提及的理由是：发现「新的（或是被遗忘的）想法」，因为这样的例子并不

多见。「Pareto 的最适境界」被忽略 26 年后，于 1930 年代重新被发现；Coase 早在 1937

年就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但要在 30 年后这个概念才有人探索，这类例子在经济学的

演进过程中并不多见。 

 

Ronald Coase，1910-（1991 年诺贝尔奖） 

    某些思想史的评论者相信，经济学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市场」：透过期刊、

书籍、研讨会与会议的通讯网络，新的概念在这个市场中传布地相当有效率，几乎没有

重要的内容会流失。这个「思想市场有效率」的观点，隐含着说：思想史可以被忽略也

无损失，因为有价值的概念应该完全包含在现代的课程中了。Stigler（1969）既能忽略

思想史，但也能针对思想史中的某些议题，做出许多极具价值至今仍称得上经典的研究。

「思想市场」本身就是重要的事情，任何反对这种说法的声音都无须讨论。「市场」是

学术（或任何）商品的质量仲裁者，所以也必然会受到流行风潮或势利眼的影响。原因

很简单，因为学者通常是在非营利机构，或是在接受补助的高等研究机构工作。13此外，

在思想史的领域里，我们忧虑会流失的内容，并非无法修复或是会完全失去的想法，而

只是一些酝酿中的想法（例如交易成本）。这些见解对当前经济难题的深刻洞见，尚未

被适当地探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把 Edgeworth 经济理论中的「核心」（core）概念，

与非合作赛局的 Nash 均衡联系起来，前后花了多长的时间！ 

                                                             
13對「思想市場有效率」假說的批評，參見 Anderson and Tollison （1986）、Strassman（1993）、Khalil（1995:717）

以及 Yeager（1997）。思想市場這個觀念，是新「科學經濟學」的主體。相關的討論參見 Hands（1997:728-9），

和 Wible（1998）的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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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思想史的实用功能，Stigler 只提出一项。这有点奇怪，因为他说思想史能教人

「如何阅读，以及如何对所阅读的东西作出反应」。他表示，这种技巧从过去真正的伟

大著作中，最能磨炼出来，因为这样最能透过时间的差距，来显示出不同的观点。

Boulding（1971:235）也有相同的观点：阅读《国富论》这类的巨着「让我们对真正出

众之智者的工作方式，有约略的了解。」这个说法和 Schumpeter 对思想史的第三种说法

类似：对人类的心灵方式产生洞见。但对 Boulding 来说事情还不只这样，他认为现代

经济学研究所的训练，若遗漏经济思想史，充其量只能培养出有知识而无常识的书呆子

（idiots savant）。14
 

    当 Schumpeter 替思想史辩护时，他心里想的是经济「分析」史。然而，几乎所有

后来为思想史教学辩护的主张，如同上面提到的 Stigler 和 Boulding，都是有关经济「学

说」史，亦即在讨论：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社会、哲学与政治概念对经济

思想发展的影响，经济大师的方法论观点，经济学界的社会学，经济思想在国际间的传

布，以及如何把思想史，应用到经济学的诸多相关问题（特别参见 Winch 1962; Corry 

1975:260; Cesarano 1983）。从这个较宽宏的角度来看，要替思想史的教学辩护并不难。

事实上唯有透过思想史的教学，才能让学生更理解，经济学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社群内

的相对位置，也才有能力辩解学术分工优缺点这类的重要问题。我们在教授过往大师的

思想时，若能留意他们的学术背景、哲学方面的概念、以及写作时的制度环境，那就能

做到 Schumpeter 提出的第三个理由：「对人类的心灵产生洞见」。但更要紧的是因而能

进一步了解，经济学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状况。如同 Vaughn（1993:178）为思想史所做

的强烈辩护：「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说，经济学史之所以“有用”，并非因为它能帮助学

生磨练理论技巧，或给他们一点跨学门的广度，而是因为它能影响学生对经济学本身、

它的潜在成就、它的主要限度有所了解。」她的结论是，有好些理由要多学一点思想史，

少学一点数理经济学与高阶的计量经济。我完全同意她的说法。 

    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是多面向、多层次的。经济学的知识包括分析、数据、历史、制

                                                             
14

 Boulding（1971:232-3）指出：「在反歷史學派盛行的美國，思想史被視為一種稍稍腐化的娛樂，僅適

合真正喜歡中世紀拉丁文的人。因此，只閱讀過去十年文獻的人，就是個完備而且被認可的經濟學家...。

這樣的反歷史學派，造就出訓練有素但缺乏深度的技術專家；他們知道怎麼用電腦、跑大規模的統計相

關分析與回歸方程式，但對經濟制度卻無知得令人咋舌，無法掌握經濟學發展過程中所投入的血、汗、

淚，對數據背後的現實也幾無所悉。」以上是 1971年的情形。當Boulding面對Klamer and Colander（1990），

以及經濟學研究所教育委員會（Commission on Graduate Education in Economics, Krueger, 1991）的研究結

果時，他會說什麼？ 



 50 

度与政策。某些具有深度的概念，只有在仔细区分研究之后，才能和其他有密切相关的

概念，得到较好的共同理解。因此，知识的宽广度要看如何去做细腻的区分与深入的探

讨。这些知识的层面，在不同的背景下会有不同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思想史对许多学

生而言具有潜在广泛的应用性，能帮助他们对广博的观念有深入的根本理解。 

 

3 如何重建过去 

    有些学者试图对系上同事证明思想史的价值，他们把思想史简化成经济分析史，然

后给过去的思想穿上现代的外衣。所谓现代的外衣，是让他们的文章看起来像是最近在

《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或《政治经济学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的文章，所具备的数学模型。我称之为「理性重构」（rational reconstruction），

并用它来和「历史重构」（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对照，后者是从 Richard Rorty 的哲

学史借来的（Blaug 1990; 参见 Backhouse 1992:24; Khalil 1995:46-9）。Schumpeter（1954）

的《经济分析史》，其实是一种理性重构。Schumpeter 在其伟大著作的首章，虽然宣示

了他的意图，但其实一直陷在当时所称的「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 geistesgeschichte）

里（p. 303），这种做法和我所说的「历史重构」几乎是同一回事。15
 

    我刻意用「重构」这个词，目的是要向 Jacques Derrida 与 Michel Foucault 在结构主

义的洞见致敬。他们认为过去所有的文本都需要重构，因为这些文本的意义并非全无晦

涩之处，并不是只能有一种诠释，甚至连作者也没能完全掌握文本的意义。文本既然必

须重建，问题在于我们要怎么做：是要以我们现在的全部所知来重构，或是尽可能忠实

文本写作时的背景？ 

    选择前者的诱惑几乎难以抵挡。这么做的话，我们是在让思想史与当代经济学家之

间有清楚的关联；同时我们也在运用现代的专业技法，看是否能对当代的问题有所帮助。

用三条联立方程式的成长模型，来表达 Adam Smith 的见解，或用两条微分方程式来说

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必然都是时空错置的做法。但我们终于可以用理解 Samuelson 的

                                                             
15英國歷史學者 Herbert Butterfield 的《歷史的 Whig 詮釋 》於 1951 年出版，之後這項具有批判意味的

「歷史的 Whig 詮釋 」，就被用來攻擊英格蘭史學的主流傳統，成為理性重構的主要標籤。原有的傳統，

是將英格蘭史描繪成，一個朝著 Whig 黨所代表的自由理想，穩定進展的故事。「Whig 詮釋」這個辭彙，

很快地就被廣泛使用，代表一種歷史學者應該避免的做法。但批評者指出，Butterfield 自己的《現代科學

之起源，1300-1800 年》（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本身就帶有強烈的 Whig 式作風。關於

理性重構與歷史重構的區分，我的看法和科學史學者，對科學史的「時空錯置」（anachronical）、「與時變

化」（diachronical），這兩種觀點的區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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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去了解 Ricardo。在这种情况下，「时空错置」的代价，怎能和那种狂喜的感觉相提

并论？ 

    相对地，历史重构是运用过去思想家与同时代追随者所能接受的方法，来正确地描

述其意图，来解释其思想，这是相当困难的事。历史重构必须仔细阅读这些经济学家的

文本，以及在他们之前的思想家著作，来了解写作时所处的大环境。历史重构犹如驾着

经济学的列车，借着后照镜在时光中回溯。这时我们会安慰自己说：毫无疑问，无论就

心理面、智识面、或甚至逻辑面，严格来说，历史重构都不可能做到这几个面向的要求。

我们读 Karl Marx 时，怎么可能或甚至假装不管当代经济学？为什么可怜的 Marx，会试

图把产出的价值归因于单一的投入（劳动力），而对边际生产力一无所知？怎么可以跟

心理分析师谈自己的童年，但又假装在青春期曾经发生失忆症？ 

    展读Paul Samuelson、Michio Morishima、Hans Brems、Jürgen Niehans、Takashi Negishi

等理性重构大师的作品，16我们学到许多用数学模型表达的思想史，甚至还能多学到一

些对 Smith、Ricardo、Mill、Walras、Wicksell 的理解。然而，无论理性重构的手法如何

地理所当然，但到了某个时间点败象就至为明显。我们可以写出数学模型，来描述农业

体系内的土地具有稀少性，而且没有补充的可能，这种手法是在用现代的外衣来包装

Ricardo。这么做的话，会削去整个大问题中不少难以处理的棱角，但这只是在把 Ricardo

当作广告商标，他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若你手上有一把铁锤，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会

像是钉子。经济学家拥有现代的数理工具，每个议题在他们眼中，就像是可以运用这些

工具的好机会。铁锤若能有新钉子可敲总是件好事，如果重点只是在运用现代工具，那

么理性重构终必会使思想史残障。如果你很想展现新武器，那有许多地方可以大展身手，

不一定要在这里。 

    我自己也犯过上面所挞伐的罪行，但我还是要下结论说：历史重构才是研究思想史

的唯一路径，这么做才能尊重所探讨素材的独特本质，而非只是迁就现代分析工具的应

用。理性重构会使过去的思想家看起来更像我们，然而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历史重构

会使他们显得较不像我们，但会较像他们的原貌。我们无法重建 Adam Smith 的心灵状

态，以及他所继承的知识遗产，但我们可以尽力尝试趋近。思想史的研究在进步，正如

经济学也在进展。阅读 Jacob Hollander 与 Jacob Viner 这些前辈学者对 Adam Smith 的研

                                                             
16二次大戰前的世代中，有一個強烈的例證，參見 Knight（1935），以及 Stigler（1941）由 Knight 指導的

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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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就可以了解近数十年来我们对 Smith 研究的重大进展。我们知道，要把过去的思想

以其「原貌」还原重建，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不可能重建 1792 年巴黎，或

1917 年莫斯科的革命热潮一样。若思想史对历史重构的问题确实难以克服，那么任何

写作历史、政治或经济史的尝试，也就都免谈了。 

 

4 鱼与熊掌兼得 

    如果理性重构与历史重构必须泾渭分明，区分这两种诠释就不成问题。然而大多数

奉行理性重构者，都自认比那些只能重现过去的纯粹思想史学者，更能以历史的眼光对

思想大家作更深层的解读。我曾多次指出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例子（Blaug 1990），在

此我用两个有力的例证，说明思想史如何能厘清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并启发经济思想的

开展。 

    Adam Smith 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是经济学文献中最知名的比喻之一。Kenneth 

Arrow 与 Frank Hahn 在《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的「历史导论」

中，向 Adam Smith 致敬（Arrow and Hahn 1971:1-2），因为 Smith 在两百年前已经洞知，

完全竞争会导致 Pareto 最适的多重市场均衡。对 Smith 作这样的解读，在许多初阶教科

书中也以可看到类似的说法（Blaug 1997a:82）。这种褒扬其实是历史的大乌龙。Smith

所说的竞争，属于现代奥地利学派所称的「过程竞争」（process competition）。我们今天

所说的竞争，对 Smith 而言是「明显且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意谓没有人为的限制，

尤其是不对进出产业或职业设限。无论是竞争或垄断，皆与市场内的卖方人数无关；垄

断所指的并非卖方只有一人，而是指生产要素由于未能完全流通而造成供给缺乏弹性。

竞争的相反并非垄断，而是合作。简言之，所谓的竞争，是我们从「竞争」这个动词，

所联想到的商业行为模式，亦即进入能获利的产业，以削价来扩张市场占有率，以及无

所不用其极地争取利益。「完全竞争」这个概念，是 1838 年才由 Auguste Cournot 提出。

在完全竞争下，厂商为数众多，每个厂商都必须接受既定的市场价格，仅能自由调整自

已的产量。这种厂商只能作为「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概念，完全异于

Smith，以及所有自他以降古典经济学家思考竞争的方式。再者，若把古典经济学家从

竞争过程所得到的「动态效率」概念，等同于 Pareto 与 Arrow、Debreu 所提出的「静态

效率」，那就更是乌龙加乌龙了（Hutchis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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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érard Debreu，1921-2004（1983 年诺贝尔奖） 

    此外，Smith 在三个不同地方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汇。Smith 每次用它时，

都不是用来说明市场必将能把个人的「恶行」（如自私），转化为公共之「德行」（例如

众人之所得与就业）；而是要证明，如 Robert Burns 所说的：「the best-laid schemes o‟ mice 

and men/Gang aft a-gley」（Rothschild 1994）。《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谈到国际贸易时，

「看不见的手」仅出现一次。Smith 指出，对国内产业的自利偏好超过国外产业时，就

会不经意地替捍卫本国利益出一份力（Grampp 2000）。Smith 还轻蔑地补充说，装模作

样的商人刻意促进公共福利，所造成的伤害总是多过帮助。Friedrich Hayek 与 Robert 

Nozick 在二十世纪重新发现，与 Smith 同时期的 Adam Ferguson，所提出的「个人行为

的意外社会结果」，就是在用「看不见的手」来解释社会制度。Ferguson 的说法在 Smith

的作品中并不存在。所以呢，若要援引历史来替当代的信仰背书，则漠视文本证据是没

水平的做法。再者，相对于现代盛行的终局（end-state）概念，若要了解竞争的过程概

念（process-conception, Blaug 1997a），这倒值得耐住性子，思索 Smith 对价格制度之优

点的真正想法。 

 

海耶克，1899-1992（1974 年诺贝尔奖） 

    接下来要提出的例证，更能清楚呈现我的观点。我确信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对思想史

的评价相当低，部份原因是他们将思想史视为很久以前的经济学史，所处理的议题或许

是 Aristotle 对货币的看法，或是经院学派（scholastics）对高利贷的观点，或是重商主

义学派对进口关税的论点。然而对后世的学者而言，最新一期的 Econometrica 必然是后

人眼中的经济思想史，其中所含的见解和 Pigou 谑称的「死人的谬见」其实并无差别。

思想史的范围可溯及昨日才出现的经济见解，活着的经济学家与逝去的经济学家，皆可

为思想史学者所用。Robert Lucas（1996）以货币的长期中立性，作为诺贝尔奖演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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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正可说明此点。Lucas 沿袭 Milton Friedman 的作风，只要一讨论到货币理论，就

必先阐释 David Hume 在 1752 年发表的〈论货币〉与〈论利率〉这两篇「宏文」。Lucas

援引 Hume 两段讨论「我们现在称为货币数量理论」的论述，内容是︰(1)货币供给量的

变动，将会等比例地改变货币价格；(2)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不会对产出与就业

有实质的影响。Lucas（1996:661-3）也注意到 Hume 所宣称的：「事物在调整至新的情

势之前，总有一段间隔空档。」Lucas 于是提出疑问：若个人采取理性的预期，那么为

何在货币扩张或紧缩的初期效应，会异于其最终的效应？货币的中立性变动，如何使就

业与生产作同方向的变动？ 

    Lucas（1996:664）认为 Hume 的论述有矛盾，他的解释是 Hume 欠缺现代经济学的

工具。他说：「我认为实际的情况是，对一个仅具有文字工具的经济学家，即使是能力

超卓如 Hume，这个（问题）毕竟太难。」Lucas 指出，十八世纪缺乏有系统的货币与价

格数据，迫使 Hume 相当依赖纯理论的思考推理。「基于日常生活的知识，Hume 确信

货币变动与生产变动之间，存在着短期的相关性。然而这样的想法，经过非正式的测试

后，会与 Hume 的广博历史知识抵触。」Lucas（1996:668-9）针对 Hume 的论点，作更

进一步的历史重建。他说︰ 

Hume 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在不同货币成长率之下的长期一般行为时，能作出严谨的理

论化工作；我们也都看见，他在实证上也相当成功。但另一方面，在研究短期时，他被

迫采取较松散的思考推理，以及较粗糙的实证数据，作出一般化的结论。经济理论经过

十九世纪，以及整个二十世纪的演进，Hume 论述的双重标准特征依然存活着。运用最

新发展的静态一般均衡理论，可以更准确地描述，货币数量理论说中的“货币中立性定

理”。这项定理若用动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况。 

    Lucas 告诉我们说，Wicksell、Keynes、Hayek、甚至 Patinkin 等人，都是以一般均

衡的模式思考。在一般均衡下，人的行为被视为总是在追求极大化，所要解决的是跨期

的替代性问题。但 Wicksell 等人的做法到头来和 Hume 一样，受到分析工具的限制，只

能诉诸松散的动态均衡。对 Lucas 而言，这一切「只是要强调，如果没有现代的数理经

济学工具，任何解析困难动态问题的尝试，必然徒劳无功。」Lucas 的诺贝尔奖演说在

阐明此点后，说我们现在终于可以适切地探讨总体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他也证明说，若

个体对其所作决定的随机结果具有完全的信息，则菲利浦曲线必然会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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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Patinkin，1922-95 

    Lucas 似乎浑然不觉，他的说法并非 Hume 和同时期的人士，或是在 1970 年代理性

预期革命发生之前的学者，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诠释。货币的效果在长期是中性的，这在

当时殆无疑义（由此可见，重商主义学派对长期出口顺差情有独钟，实在是大错特错的

观念）；但就短期而言，货币的效果并非中立性。的确，Hume 以及后来的 Marshall、 Fisher、

Wicksell、Mises、Hayek 与 Keynes 等人，皆极度强调货币的短期非中立性。在此之前

被大力鼓吹过的货币长期中立性、等比率定理，这类的相关理论几乎都已不见踪影

（Mayer 1980; Patinkin 1990; Humphrey 1991; Blaug 1997c:19-21, 614-28, 638-40）。Hume

指出：「主事者的最佳政策，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货币发行量，藉此可活络国家的产

业士气。」Hume 所开的处方，是渐进式的通货膨胀。从这个角度来看，Hume 甚至比

Friedman 或 Lucas 所想象的还要更现代。 

    Hume 对短期的强调，成为第一次与二次大战之间凯因斯总体经济学的特色。然而

这项强调，几乎被 Lucas 以及所有现代教科书，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论述忽略（Laidler 

1991:18-9, 79; 1999）。所以我的结论是：Lucas 对 Hume 所做的理性重构，是个别脚的

历史重构，并因而严重地误解两个多世纪的货币理论史。 

    Lucas 的理论架构，说明经济学家的唯一关切是长期均衡的特性。只要脱离这个框

架的文本，Lucas 就无法诠释。尽管理性预期与现代的随机分析工具，确实有助于厘清

Hume 对货币长期中立性主张的一些根本问题，但若要说这些前辈经济学家的目的，是

在试图建立货币长期中立性的模型，那必非实情。在理性预期的特殊假定条件下，运用

某些分析工具所得到的理论分析，其实完全不能回答下列的问题：货币政策是否应针对

短期的景气循环而发？或是在货币长期中立性的假设下，来指导短期的货币政策？ 

 

5 为经济思想史研究作最后的辩驳 

    现在要回到先前提及的，那个既困难又关键的问题：如何替「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作

为经济学的专业」辩护？我们讨论过一些有力的论证，但我敢说没有一个说法可以完全

http://scriptorium.lib.duke.edu/dynaweb/findaids/patin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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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死硬派的存疑者。我在此提出自己的压箱说帖，同时我也充分理解，这个说法也不

完全具有说服力。那就是：经济、物理、化学、生物、哲学，甚至数学的思想或理论，

除非对自己学门的历史有透彻研究，否则这些想法或理论就不可能被充分了解。我在学

生时期所不能理解的微积分，是后来读了 Newton 与 Leibniz 对「微积分基本定理」的

争议论述，才豁然开朗的。微积分的基本原理，植基于微量增加或微量减少的形而上意

义，那时我才确切明白为何微分是积分的对立面。读了 Hayek 那本相当整人的《价格与

生产》（Price and Production）（1931），以及Robbins对《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

（1934）的混淆解说后，我才了解凯因斯革命的真正意义。我想所有的经济理论都可适

用这个道理，经济知识本来就是随境而变，我们现在所知晓的经济体系，并非我们刚刚

才发现的东西。相反地，它是过去所有发现、洞见、起步错误等等的总和。没有 Robbins、

Pigou 就没有 Keynes；没有 Keynes 就没有 Friedman；没有 Friedman 就没有 Lucas；没

有 Lucas 就没有…。Leijonhufvud（1999）曾经将经济思想史与判定树叉图相提并论：

树干有许多分枝，有些长得饱满结实，其他则在萎缩枯死后，树液回流主干滋养其他分

枝。我们目前的经济理论，并非早就注定的。假若几年前，经济学在关键的岔点上选择

了另一个转折，那我们今天有可能就会鼓吹不同的理论。 

    我真的可以信手举出几十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基本的想法，但在此只提个例子。

Stigler 的《价格理论》（Theory of Price）第三版（1966:113），提出所谓的 Coase 定理，

这项理论已成为现代「法律经济学运动」的核心概念。试着想象：如何从 Stigler 的书

去了解 Coase 定理的完整意义。Stigler 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个人与社会的成

本将会相等」，因此「产出的组合内容，将不受法律对损害责任规定的影响。」Stigler

的自信结论，结合了「效率」与「不变」两种说法。所谓的效率说是指，若当事者自愿

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进行谈判，则完全竞争恒为最适状态（optimal）。所谓的不变

说是指资源的最后配置，不会因财产权不同的初始分配而不同。随后的大量文献显示，

无论是效率说或不变说，在完全竞争的世界之外都有高度的争议性。或甚至在完全竞争、

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都能精确定义的情况下，效率说与不变说都会变成只是套套逻辑

（tautology，参见 Usher 1998; Medema and Zerbe 2000）。但若回到 Coase 的〈社会成本

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这篇著名文章，我们会发现所谓的 Coase 定

理，完全没有包含上述的名词。此外，所谓的「交易成本」，在 Coase 的文章中仅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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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营销成本」（marketing costs）。无论在此处的「营销成本」意义为何，距离 Coase

讨论「厂商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irm”, 1937）的文章已有 23 年。交易成本的概念

在那篇文章中初次出现，Coase 本人用好几年的时间，藉助他人发展出来的 Coase 经济

学，才能较精确地将「交易成本」定义为协商契约的成本（无论是以明显或不明显的方

式来定义），以及监督或警戒契约的执行成本。Coase 也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强调交易

成本可以被极小化，但即使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下也恒为正数。简言之，Stigler 与其他许

多人所描述的「Coase 定理」，对 Coase 自己而言，是永远无法应用在现实世界的「黑

板经济学」。 

    这个错中错大喜剧给我们的教训是：第一，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未必能完全掌

握自己的创见。其次，伟大思想的潜力，要靠门生与批评者花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

夫才能充分发掘。我们现在不时提到 Coase 那篇 1960 年的文章，是因为它教导我们说，

「政府失灵」与 Pigou 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是同样重大的问题。因此个人成本与

社会成本未能两相吻合，并不足以构成政府介入的充分理由。然而当我们以不同的眼光

重读这篇文章时，并不能明显地感受到上述的说法。 

 

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 

    时间对文本所产生的作用，并非只对 Coase 定理有效。正因如此，经济学作为一个

专业学门，必须扬弃对思想史的鄙视。思想史并非经济学内的特殊专业，它本身就是经

济学，所不同的是它的手法：从时间的横轴纵切下去，进行深入的研究。 

 

6 经济思想史的新潮流 

    与其他经济学家对话，让我深切了解到，在他们的印象中思想史是一种知性的考古

学。思想史或许能偶尔挖掘出新手稿或文件，但这类事情并不会影响经济思想。此外，

与经济学的其他领域相比，思想史的发展与进步并未与时推移。这完全是个误导性的印

象。在此我试图描绘思想史中，若干领域近年来的剧烈改变。当然我的看法会深受自身

兴趣的影响，我无法和以博览群书著称的 Jacob Viner 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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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回溯 1980 年代，向 Odd Langholm（1987）的著作致敬。他有三本讨论经院

学派经济学的专书，彻底改写了先前研究「后罗马与前古典」经济思想的论述。事实上，

他的《亚理斯多德传统中的价格与价值理论》（Price and Value Theory in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1979），可称为经济思想史的经典之一而无愧，足以与 Heckscher（1935）论

重商主义、Viner（1937）论国贸理论、Collison Black（1960）论古典发展经济学（与

爱尔兰相关）、Fetter（1965）论英国货币正统思想，等等巨着等量齐观。 

    Glasgow 版的 Adam Smith 全集与书信集在 1970 年代问世后，Smith 的面貌也随之

改变。Glasgow 版的编辑倾力弭平所谓的「Adam Smith 难题」。这个难题在于 Smith 的

《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之间的矛盾关系。《情操论》这部艺高胆大的巨着，所探

讨的伦理理论是奠基在「同理心」这个心理学概念上；而《国富论》的主题是经济成长，

其立论基础则是受商业社会传统习俗影响的自利心。Glasgow 版的编辑指出，《情操论》

说人类的动力是利他主义，而《国富论》则说人类的动力是自利，两者之间的出入表象

多于本质。原因是《情操论》中的重要概念「同情心」或「同理心」，完全不是我们所

说的，那种牺牲自己以造福他人的利他主义。此外，令人困惑的是，Smith 从来不曾互

相引证这两本书，但他曾计划将这两本书整合写成另一本，当作讨论法理学的第三本专

书，而这个想法并未实现。 

    我们曾经短暂地认为这个难题终于解决了，但这个难题阴魂不散，继续出现在探讨

Adam Smith 的论文中。这些年来，Smith 已经成为整个经济思想领域中，最高深莫测与

复杂的思想家。从各个面向来讨论 Smith 著作的专书与文章汗牛充栋，内容高潮迭起，

我们亟需重新整理这些研究成果。17
 

    相对地，与 David Ricardo、John Stuart Mill 相关的研究则较不活跃。虽然 Samuel 

Hollander 对 Ricardo 的工资理论提出「新观点」（Peach, 1988），此外也有人对先前未曾

得到应有独立思想家地位的古典经济学作家，做了全新的重新评价（O‟Brian, 1998），

但都未引起多大注意。此外，Sraffa 派的学者，试图重新将整个古典经济学诠释为「剩

余理论」。这样的诠释目的在一劳永逸地揭示，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应该将「新古典」

招牌中的「古典」去掉（Kurz and Salvador 1998）。然而，这些努力仅得到些许（特别

                                                             
17

 West（1988）的綜述距今已逾十年。Tribe（1999）的研究，不能算是對 Smith 文獻的全面整理，但確

實已足夠顯示 Smith 文獻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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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自美国）的关注，他们所处理的议题仍有争议（见 Blaug 1999a）。18
 

    Malthus 是近年来受到最彻底重新诠释的古典经济学家。一方面，Samuel Hollander

（1996）在对 Malthus 所做的理性重构巨着中，将 Malthus 说成坚决反对 Ricardo 价值

与分配理论。我们（或与 Malthus 同时代的人）视 Malthus 为人口理论家，那是纯属偶

然意外之事。另一方面，Winch（1987, 1996）对 Malthus 所做的有力历史重构，将他描

绘为维多利亚时代人人必读的经济学家。Malthus 的宗教观一直被贬抑，当我们对古典

时期基督教政治经济学有新的认知后，Malthus 的价值已得到全然的认可。对 Malthus

的重新评价，无法完全平反旧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声称，说 Malthus 是替地主阶级辩护

的人；也无法辩驳自由主义者的见解，认为 Malthus 是捍卫社会旧秩序的人。这些对

Malthus 所持的老旧观点，已经很难在新的诠释中找到（Waterman 1998，Pullen 1998）。 

    近来对 19 世纪德国与法国经济思想的重新认识，已经扭转以往处理 1870 年代边际

革命时所持的见解。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标准的说法，认为 Jevons、Menger、Walras 这三

人帮，在 1870年与 1874年间各自独立地发现新边际经济学。但这个说法之中有些例外，

包括好几项重要的突破：Cournot（1838）、Dupuit（1844）、von Thünen（1852）、Gossen

（1855），而这些人的成就都被忽略了。Eric Streissler（1990, 1994）的研究指出，19 世

纪中期已有一个新古典原型的德国传统，其中有 von Thünen，以及 Hermann、Rau、

Hufeland、Mangoldt、Schäffle 等较不知名的作者。这些人都了解边际效用递减、边际

生产力递减、机会成本与边际替代性这些概念。因此，「所有基本的边际概念都已齐备，

可以让 Menger 进一步发挥。」（Streissler 1990:46）。的确，主观价值理论与供需图（他

们和 Marshall 一样，把价格放在纵轴上），首度出现在 Rau 的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基础经济学》第四版，1841）。这是第一部标准的德文经济学教

科书，在往后的 40 年间印行八版。19
 

    相似地，我们近年来发现，Cournot 与 Dupuit 在法国的经济学中并非孤立人物。

Ekelund and Hébert（1989）指出，一批法国国立道路桥梁学院的工程师，比 Jevons、

Menger、Walras 早半世纪，就独立地阐述现代个体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些工程师并非

学术界的人，他们的分析焦点是道路、运河、铁路的实际问题。他们的研究以实用为导

                                                             
18現今的主要總體經濟學教科書，對「古典」這個標籤的非歷史用法，可參見 Backhouse（1996:11-2）。 
19

 Hutchison（1953:132）指出：「對於價值、生產與分配的分析，有一兩位德國“古典主義者”在許多問題

上，領先同時代的英格蘭學者數十年。」他的唯一錯誤，是在「一兩位」，其實「四或五位」應較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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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因而能创造新思维来解决经济问题；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想法从未有系统地发展，

也没有与法国大学中的传统经济学对话。 

    根据一般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边际革命是发生在曼彻斯特、维也纳与洛桑等地的

奇特单一事件，历经三十、四十或甚至五十年才全面存在于经济学界。综合前述 Streissler

与 Ekelund、Hébert 的说法，这样的描述必须改写。的确，这个历史在翻案之后，令人

更难解释边际革命为何要这么长的时间才成功。历时三十至四十年的演进，怎么还能称

得上革命？ 

    三人帮当中 Walras 是最复杂矛盾的人，其理论意图的神秘性直追 Adam Smith。我

们知道 Walras 是最抽象的经济理论家，他也相当热中应用经济学，但其经济理念中，

实证面与规范面的确切关系，最近才逐渐被了解（Jolink 1996）。Walker（1996）指出，

Walras 如何在《纯粹经济学要义》（Pure Elements of Economics）前后不同的改版中，针

对长久以来为人所知的「存在性问题」（亦即一个经济体的所有市场，是否可能同时产

生市场结清），终于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学形式解，也扬弃了他先前所提出的见解：

经由反复摸索的过程，对「稳定性问题」所得到的半真实解。由于均衡的概念逐渐受到

注意，不均衡的概念，以及任何有关市场制度的叙述，就都跟着消失了（Walker 1997）。 

    总而言之，从 Walras 到 Arrow 与 Debreu 的一般均衡理论史，可说是在暗道中摸索

前进，最后由思想史家来盖棺论定（Ingro and Israel 1991）。这条暗路原本是死胡同，因

为 Arrow 与 Debreu 对存在性问题，提出最严谨的解答，把一般均衡理论转化为数学谜

题的形式，应用在只能想象但不可能存在的虚拟经济体上。然而非常相关的「稳定性问

题」，则从未被严谨或松散地解决。一般均衡理论只是个脱离现实的研究方向（Blaug 

1997a），这是个可以争论的说法，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必须藉由一般均衡理论，才能说明

经济体内各部门之间的互相相关性。但这个「各部门之间相互依存」的观念，全然不是

Walras 所发明的理论。 

 

Harold Hotelling，1895-1973 

    一般均衡理论在Walras死后就逐渐衰微，到了 1930年代才被Hicks、Lange、Hotelling、

Samuelson 等人复兴。此时正值凯因斯革命、独占性竞争革命、社会计算革命（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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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经济是否可行的争辩）、新福利经济学等达到顶峰。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的「竞

争的过程」概念，逐渐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计算辩论」中浮现。多年来我们傻傻地认

为，Oskar Lange 轻松赢了那场论战，并证明一般均衡理论也能探讨实际议题，例如用

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重估这项辩论（Lavoie 1985; Blaug 1997a），使我们了

解上述想法的荒谬性，这也再度揭示，经济学史经常地在改写。但是要如何改写，则与

我们解读当前学说（例如一般均衡理论）的方式有直接关系。 

 

Kenneth Arrow，1921-（1972 年诺贝尔奖） 

    1930 年代在经济思想上，是前所未有繁花似锦的十年，二次大战之后的十年成果

更是丰硕。Arrow and Debreu（1954）那篇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文章，加上 Samuelson

在《经济学入门》（Economics: An Introduction）（1955）第三版所宣称的「新古典综合」，

代表着往后我们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真正诞生。这就是我所说的「形式主义革命」

（Blaug 1999b）。要解释为何发生在 1945 至 1955 年，而非更早或更晚，则仍是个问号。

这个问题还在探索中，必须仰靠那关键十年间的文献；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这些新文献

还不断地出现。 

    现在刚刚浮上台面的新经济思想史，是德国人以往所称的 Geistesgeschichte（时代

精神史），是以一些关键主题来研究经济思想史，或是以一个博大的思想来统摄整个年

代。Philip Mirowski 的著作，特别是 More Heat Than Light（1989），是最显著的例证。

他以全新的眼光来看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物理学或其他自然科学家观察

世界的方式，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本书在历史细节上有颇多舛误，de Marchi （1993）

曾严厉批评 Mirowski 对 Walras、Marshall、Wicksell 等指标性人物的处理。然而此书仍

持续展现出一种历史风格，引导我们较不关切这些过往的大师实际上说了什么，而较关

切他们发言时的大环境。 

    最后，以计量经济史为主题的书籍，近来有几乎爆炸性的增加。从 Epstein（1987）、

Morgan （1990）、Duo Qin （1993）讨论 1940 年代的机率研究法，以及 Cowles Commission

的结构估算法；后来发展到 Hendry and Morgan（1995）的博大研究，可谓灿然备矣。

Hendry and Morgan 将二十世纪计量经济史的重要论文纳入讨论，并以现代工具（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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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nell 1994）重新演算当初使用的实证方法。在这波热潮之后我的印象是，对计量经

济学史的兴趣已再度降温。只要计量经济在经济学中仍是热门的议题，进一步探索计量

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演进过程，必然会产生可观的效益。总体经济学在 1980 与 1990

年代变得日益理论化，而计量经济则变得更加非理论化，这是由于许多顶尖计量经济学

者，在着手做实证研究之前会先深入探讨数据。为何会如此？我敢说，大部分的人会相

信，这不是思想史学者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错了，他们正在找答案。 

 

本文的参考书目甚多，可从网络下载全文的 PDF 檔。 

原刊于《当代》2002 年 8 月 180 期 

（原出版期刊授权翻译） 

参见 Mark Blaug 专属网站 http://markblaug.wordpress.com/ 

 

http://markblaug.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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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亚当史密斯的「看不见的手」究竟意所何指 

William Grampp (2000): “What did Smith mean by the invisible han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3):441-65. 

 

 

袁大羽译 

赖建诚校 

 

 

 

摘要 

我们若回归亚当史密斯的本意，会发觉「看不见的手」并不是能解决某个问题，就可以

推及于所有问题的万灵丹，也不是现在人们赋予它的各种意涵中的任何一种。它单纯是

指商人因为有足够的诱因而将资金留在国内，导致国内资本财的增加与国防力量的加强；

此二者皆非商人的本意，但对社会大众都有利。史密斯的解说，显示他的修辞扭曲了他

的经济学，混淆了他对自由贸易的论点，他也藉此操弄事实，并且玩弄别人的想法。 

 

我们如果给古典经济学配上歌曲背景，歌曲的名称当然是「最初的五个字」，也就

是「看不见的手」。歌曲的开始应该由单人清唱，以符合这五个字最初的单纯本质；歌

曲的结尾应该由众人各唱各的调，以反映这五个字后来被诠释成各式各样相互矛盾的主

张。 

「看不见的手」是史密斯写过的文字中最为人熟知者，尤其对那些读过关于史密斯

的著作，远超过读史密斯原著的人而言，肯定是熟悉得无以复加。如果我们按照「看不

见的手」受到世人嘱目的程度，来衡量其重要性，那么它的确很重要。但是备受舆论重

视，不一定表示它真的很重要。 

在我看来，「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不如它的趣味性。首先，它是史密斯对自由贸

易整体主张的一部分，它在好几个地方是机敏的论述，有几次显得狡猾，还有时候似是

而非。整体看来，史密斯选择的这个名称，既可以代表后来人们误以为真的观念，也可



 64 

以代表他原本希望，他们能够持守的真理。简言之，就此论点而言，史密斯既是艺术家

也是教授。其次，「看不见的手」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经济政策论战中的辩

论工具，常常被用来斥责某些人对价格机能的认知视野狭隘。第三，史密斯对这项观念

的论述中，少有或甚至于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后人对「看不见的手」的种种诠释。这就

又提供一个例子，说明伟人的文字在读者眼中，可能代表不同的意义，甚至被曲解成连

本人都不认识的意义。 

我说「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不如它的趣味性，是因为它在《国富论》中既非主角，

也无特殊地位。它只是跟史密斯对国内资本的一些想法有关，这些想法诚然重要，但并

不会因「看不见的手」之起落而消长。「看不见的手」也和史密斯的经济政策重要主张

有关：国防比财富重要。但是，同样地，这项主张并非建立在「看不见的手」的观念上，

没有它也没关系。 

诚然，多数人（并非全部）是引用《国富论》中的想法，来诠释「看不见的手」，

但是史密斯当初说明「看不见的手」时，并未用到他们所引用的想法（只有一个例外）。 

史密斯说了什么，有那么大的关系吗？理当如此。如果「看不见的手」的本意被人

误解，那么这些误解史密斯本意的主张，也可能同样地会被别人误解。例如，我们如果

把「看不见的手」诠释为价格机能（其实它不是），可能会使人忽视史密斯对价格机能

的许多保留意见；也可能会使人忽视他所谓的「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simpl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观点。这个观点其实既不单纯，也缺乏系统，更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市场。

我们稍后会细数史密斯所主张的几项干预行动，希望能使那些动辄引用史密斯的话，来

支持市场经济的人，停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其实可以找到比「看不见的手」更好的

论点，来支持市场经济说。但这并不表示，反对市场经济的人可以就认为史密斯站在他

们这边。史密斯所提出的这些干预行动，只能算是市场经济的例外状态，并不能构成有

系统、有说服力的理论，来反对市场经济。市场干预措施只有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才适用，

例如在 1815 年到 1846 年间，英国谷物法案的长期大辩论中，保护主义者就引用史密斯

的话，主张当进口货物与国产品竞争，而且国产品在国内要纳税时，政府就应当对进口

货物课征关税。结果保护主义者失败，法案被撤销。你能说这是自由贸易的胜利吗？你

能说这是自由贸易论者的挫败吗？  

我想提出一套说法，来厘清史密斯或任何人对「看不见的手」的主张。首先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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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史密斯实际上说了些什么？ 

b) 他的话有什么涵意？ 

c) 我们从他的话，可以合理地推论出什么？ 

d) 我们从他的话，可以猜测出什么意思？ 

e) 他当初的真意可能是什么？ 

f) 我们会把他的话，认定成什么意思？ 

第二步是要尽可能地贴近(a)与(b)。要记得(c)的重点在于「合理地」，只有当(a) (b) (c)

都走不通时，才去尝试(d)，或者根本不要去碰它。至于(e)和(f)，把它们留给那些（如

George Stigler 所说的），用想象力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人吧。 

上述步骤是沿着一条又直又窄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通往一个目的崇高、简洁宏伟

的大原则：「要就把它搞清楚，否则就别碰它」。或许这个大原则是完美主义，就算这篇

论文再怎样努力，也无法达到那种境界。不理会这个大原则的人会说：「请容我告退，

名人所说的名言，往往被用来表达与他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确实如此。然而，读者

若能因为下面这段话而有所警惕，那么这篇论文仍有其意义：「其实史密斯没有说过市

场需要引导，也不太相信市场需要引导。既然如此，各位请想一想，看不见的手（套用

史密斯的用语）要如何引导市场？」 

 

史密斯的亲笔信函 

史密斯在《国富论》中，使用「看不见的手」来描述某种特殊的条件，说那个条件

在竞争市场的交易中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那个条件是：某个人在以某种方式追求

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同时产生对每个人（包括自己）都有利的好处。如果某位商人，在

国内或国外投资的利润相当，他可能因为投资国内较为安妥而选择国内，从而加强了国

防的力量；由于他增加了国内的资本（这是军事力量的来源之一），这对每位国民（包

括该商人）都有益处。我在第二节会详细说明，史密斯对「看不见的手」的诠释，也会

以长篇幅引用他的原文。 

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也提到「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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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意义不同。在《论天文学》（Essay on Astronomy）中也有，意义又异于前者。后面的

这个意义，在《论物理学》（Essay on Physics）中重现，不过他称之为「看不见的物」

（the invisible beings）。第三节说明，与《国富论》中意义不同的「看不见的手」和「看

不见的物」。《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不太受人注意，虽然那本书的读者都是认真

聪明的人，但《情操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那两本论文里所提到的「看不见的手」

和「看不见的物」，更是鲜为人知。但是《国富论》里的「看不见的手」就不同了，它

受到充分或甚至过度的注意，单就我所知道的，就有九种诠释（当然不止）。我本来还

有第十种，想称之为我的诠释，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相信自 1776 年以来，这种

观点未曾被人用来诠释过「看不见的手」。 

 

《道德情操论》，1759 

 

第一节 

关于另外那九种诠释。 

1. 最常见的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是市场的一种特征或性质，可以使每个人

的自利行为，除了促成自己的好处，也造就其他人的利益。「其他人」可以是社会、公

众、每个人、别人、或仅指另一个人。这种诠释背后隐含的意义是：史密斯相信若人人

追求自利，并透过市场来从事经济活动，那么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互利、繁荣、和谐的

（Cropsey 1979:173; Sugden 1986:2）。 

史密斯从未说过足以支持这种诠释及其隐含意义的话。他在描述「看不见的手」的

那一章内，确实说过人们在追求自利时，可能会增加国家的财富，从而加强国防力量，

这是对人人都有益的事。然而他在同一章也说：(1)利己之举，只有在竞争市场的条件

下，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2)如果新增的财富留在国内，公共的利益才会增加。 

这两项条件不一定会存在。更何况史密斯还指出，人的行为不一定都在追求自己的

利益：人们可能搞不清楚，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例如他们在应该节省开支时，却

没有这么做）。即使他们知道利益之所在，也不一定知道如何有效地运用它（例如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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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事业太过乐观）。他们甚至可能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例如耽于逸乐而误了正事）。

（《国富论》页 346、123、907） 

 总之，史密斯从未说过，人们在追求利己时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利己利

人的状态。然而许多人认为他说过这种话，其中不乏地位崇高之士。《新 Palgrave 经济

学辞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的主编，曾搜集「看不见的手」

的文章，集结成书《看不见的手》。他们在导论（Eatwell, Milgate, and Newman 1989:xi）

说（加引号者是引用史密斯的话）： 

史密斯虽然只提过两次「看不见的手」，他却已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比喻，带进经济学

的语言里。史密斯当初赋予这句话的意义，至今大致上相同。也就是说，每个人在谋求

利己的同时，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成某种非他本意的结果。」（《国富论》

卷 4 篇 2）这个结果就是「大众的利益」。 

请读者将这段话，与我在第二节内所引用史密斯的原文相对照。 

Palgrave 那本名为《看不见的手》的书，也收录《新 Palgrave 经济学辞典》里，讨

论「看不见的手」的那篇文章（Vaugham 1987）。那篇文章对「看不见的手」（就是本文

所说的第 3 种诠释），既不同于该书序文的解释（就是本文所说的第 1 种诠释），也不同

于史密斯自己的解释，更不同于该辞典在介绍史密斯时，对「看不见的手」的说明（就

是本文所说的第 2 种诠释）（Skinner 1987, 4:365）。 

2. 第二种诠释也同样常见，但比第一种精致许多。这种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

就是价格机能，是一种可以将各类市场集结起来，构成全面性合谐（或一般均衡）的力

量，也能引导经济朝向国家财富极大化的方向发展（Grampp 1948:334; Gordon 1968, 

8:548; Hahn 1982; Coase 1994:82-3）。 

史密斯是说过（《国富论》页 26-7），当买卖双方只谋求自身的利益时，会以双方都

满意的条件完成交易。这当然意味着均衡状态。但是财富就会因此而最大化吗？那是另

一个问题。如果买卖双方在竞争市场交换，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否则答案是否定的。所

以买卖双方的自利行为，确实会引导市场价格机能，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此种行为符合

「大众的利益」。对此，史密斯在（好几百页之后）讨论「看不见的手」时，指出「大

众的利益」就是国家的财富增加。不过史密斯的这项主张，「双方自愿进行的交易，将

产生令彼此满意的结果」，确实暗示市场有自我导引的功能。关于这项暗示，史密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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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市场价格，如何自行调整到自然（长期均衡）价位的过程时，把它明白地说出来。

这又进一步暗示着，市场并不需要劳烦政府来控制。关于这项进一步的暗示，史密斯在

解释用法律来对付垄断和独占，终将徒劳或产生反效果时，把它明白地说出来（《国富

论》页 74，532-4）。 

 

史密斯的住宅标志 

然而，史密斯对价格机能的想法（他都解释得很明确），却与「看不见的手」毫无

关系。「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商人在谋求自利的同时，发现把资金留在国内有利可图，

结果使得国家保卫国民（包括那位商人）的力量增强。这跟价格机能的导引功能不同。

价格机能指的是，一个人若想要某样东西，必需支付对方所要求的代价。众人的这类行

为在不知不觉中，会促成资源的最适配置，或产出的最适分配，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的第

一基本定理：如果所有的个人与厂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则竞争均衡必然是「巴瑞图的

最适状态」（Pareto optimal）。有学者说这个定理可以回溯到「看不见的手」（Feldman 1987, 

4:889），其实并非如此，不过它确实可追溯到史密斯对市场的其他看法。 

3. 新奥地利学派认为，看不见的手是一种「譬喻」，用来说明「个别的行为在无意

识之下，所带来有益的社会秩序」。这和本文第 2 种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是价格

机能）相近，但又不完全一致。因为第 3 种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还代表社会秩序，

可以经由每个人的独立行为而浮现；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作为虽然独立于他人，而且也

无意图与他人建立关系，但它将产生并形成某种对每个人都有益的社会秩序。 

史密斯对经济的看法，与 Ludwig von Mises 及海耶克等新奥地利学派学者的见解，

有何差异或相似处？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们若深入探讨，可能会发现，史密斯对「单

纯的自然自由体系」（simpl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的忠诚度，还不及新奥地利学派。

不论如何，探讨的结果都无法将「看不见的手」与奥地利学派的看法连结起来。在他们

看来，市场之所以产生，是缘起于众人各自的独立行为，也是无意向与无预期之下的结

果。没错，「看不见的手」会带来非意向性的结果，但并不是有益的社会秩序。「看不见

的手」的好处，是在于促进国防。「看不见的手」所带来的这项利益虽然重要，但其复

杂性与规模都比不上社会秩序，或「看不见的手」所隐含的价格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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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之墓 

在「新厂商理论」中，第 2 种诠释和第 3 种诠释一齐出现。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对「看

不见的手」的误解，会导致对史密斯其他观念的误解，同时也会误解不少对市场的见解。

「新厂商理论」的主旨，是市场并非万能。如果市场万能，那根本就不需要有厂商，但

事实上是有厂商存在。新厂商理论指称，史密斯未能认清厂商与市场的权限应有所区隔，

说他相信市场万能（Williamson 1994）。其实史密斯并非如此，我们只要仔细念他的书

就会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史密斯认为市场所能做的事，还比不上「新厂商理论」所宣

称的。 

4. 接下来，有人强烈、清楚、坚定、毫不迟疑地说，「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竞争。

既然如此，那么「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好的，因为竞争是好的。市场竞争驱使人们（实

际上是胁迫他们），善用所拥有的资源与所得，从而促进公共利益。他们认为这一点「无

可置疑」（Rosenberg 1979:24）。 

其实史密斯没说过「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竞争，也没有这样暗示过。他说过市场

竞争是良好管理的朋友、独占是节俭的仇敌、节俭是使资本财增加的直接原因（《国富

论》页 163-4, 337, 612）。但是他不曾在描述「看不见的手」时提到这些事情；也不曾说，

在每种竞争的市场里都有「看不见的手」；更不曾说，在每种自利动机的行为里都有「看

不见的手」。只有当情境诱引商人把资金留在国内时，「看不见的手」才对商人有引导作

用。此外，史密斯相信市场竞争固然有很多用处，但并非万能，例如它不能提供国家安

全。他说：「国防…远比富裕重要。」这才是千真万确的事（《国富论》页 464-5）。 

 

史密斯画像 

5. 还有一种诠释虽有其见地，但就观念上或语言学的层次而言，都远比不上前面

几种，它认为「看不见的手」就是交换行为里的相互利益（Knight 1947:377）。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Adam_Smith_Grave.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Adam_Smith_Grav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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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有其根据。史密斯确曾说过，交换行为会产生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在他

之前也有人这样写过，其中包括西塞罗（Cicero。史密斯可能从西塞罗学到分工的益处，

以及民生福利等观念。Cicero 44 BC, ii, 3, 4; North 1691:13;《国富论》页 26-7）。但是这

些作者并没有将这种利益，归功于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史密斯亦是如此，他认为这

只是寻常的智慧而已：人人都知道屠夫与面包师傅，并非出于慈悲才提供生活必需品。

这种智慧并不会因为有「看不见的手」而消失，史密斯也没有用它来解释「看不见的手」。 

6. 近年来有一种新看法，认为「看不见的手」完全不是一种有益的力量，对史密

斯而言它不具有任何正面的意含。「看不见的手」可能只是个笑话。 

这种诠释很不寻常，因为它是以史密斯那三本提到「看不见的手」的著作为根据，

同时也说这三本书对「看不见的手」的定义是一致的。就《论天文学》而言，这种诠释

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史密斯在那本书中，对「看不见的手」持批判态度。但是对《情操

论》内「看不见的手」，就不能这么说了。史密斯在《情操论》中，虽然把「看不见的

手」用在他所不赞同的行为上，但结果却改善了该项行为。进一步说，这两本书中「看

不见的手」的意义，都和《国富论》所指涉的意思不同，二者又彼此互不相同。所以就

算这两本书中的「看不见的手」不具意义，我们也不能就此推论，《国富论》的「看不

见的手」也不具意义。毕竟「看不见的手」（跟其所源出的自利行为一样），在《国富论》

中是有正面意涵的。 

7. 最近还有一种源自「演化心理学」（Cosmides and Tooby 1994）的新看法，认为

「看不见的手」是人们藉以学习得到知识、技巧与习惯的过程。经由这些知识、技巧与

习惯的引导来从事买卖交易，可以使个人的财富极大化，国家的财富亦可能如此。 

这种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是有益的，也认为史密斯就是这么说。他还说自利的

行为可能会有效率，并且符合大众利益。他还说「带来如此多优点的」分工（division of 

labor），「系随着人们对沿街叫卖、物物交换、相互交易的倾向（propensity），而逐渐演

化出来的」（《国富论》页 25）。这些说法都与这种诠释一致。但史密斯也说过，这种倾

向或许是人类的天赋，也有可能是推理能力的产物，这就暗示它不是演化过程的结果。 

更足以反驳这种诠释的，是史密斯从未说过「看不见的手」是演化过程的结果，他

也没有说过任何足以引申出这种诠释的话。这并不是否认，市场的运作不会随着时间演

化。其实市场会演化得更有效率，资源会使用得更具生产力，所得的消费会更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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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没有错，但它们与《国富论》（或史密斯著作中的）「看不见的手」毫无关系。 

8. 还有一种比较抽象的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是经济行为与所有行为的主要

推力、无所不知的监工、最终极的原因。这三项形容在观念上各不相同，但在此被视为

相同的意义，来表示「看不见的手」是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有益慈善力量，是自然秩序

中一种天佑力量（Viner 1927:207; 1968, 14:324; Spiegel 1979; Eversky 1993）。 

这种诠释有些类似《情操论》对「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但我们不能把这种诠释用

在《国富论》，否则就得暂时抛弃理性，或是忽略 Jacob Viner 所说的：这两本书之间有

「情节重大且无法弥补的歧异」。《国富论》与这种（第 8 种）诠释都认为，「看不见的

手」会导致有利的结果。可是「看不见的手」只有在某些情境下才能如此。我们若说《国

富论》的「看不见的手」，就是第 8 种诠释所说的天佑力量，那就必须假设：(1)这种天

佑力量使人追求自利（或许和沿街叫卖、物物交换的倾向，同样都是来自天赋）；(2)自

利的行为都是有益的。史密斯在写《国富论》时若采纳第一种假设，那我们现在看不出

来。至于第二种假设，我们很清楚他没有，因为他讨论过利己行为与非利己行为未必符

合大众利益。我在第三节中，会比较「看不见的手」在《情操论》与《国富论》内的重

大差异。 

9. 第 9 种诠释最为有趣（Persky 1989），它主张「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借着阻挠资

金外流，而促进国家安全的力量。它之所以有趣是因为： 

i)  它一开始就引用史密斯在《国富论》中，讨论「看不见的手」的语句； 

ii)  它认为「看不见的手」的具体用途，是在减少资金外流； 

iii) 它认为财富在国内或国外的配置，会与国内的就业和产出相关，这是史密斯很看重

的一点。这件事因为有很重要的影响，我将在本文的第 2 节说明； 

iv) 它认为史密斯之所以要谈「看不见的手」，是为了要回答当时反对自由贸易的声浪； 

v) 最后，它把「看不见的手」称为象征（simile），而非隐喻（metaphor）。 

虽然有上述优点，但这种诠释并不完整。它只提到「看不见的手」与产业、就业的

关系，未能说明与「安全」的关系。这是否因为投资在国内可以提高就业，所以比投资

在国外更有优点？史密斯是这么认为。但这是否代表国内的就业是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而其他目标都次要？很难这么说，因为史密斯是在鼓吹自由贸易的那章内这么说的。他

所说的「安全」，是什么意思？可能的答案是：由于资金留在国内要比在国外安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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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为国家可用来保卫国民的资源。我在第 2 节会进一步说明。 

总之，「看不见的手」曾经被诠释为：(1)是利已的行为，同时造福他人的一种力量；

(2)价格机能；(3)「个人行为会对社会，带来非本意的有益结果」，这种观念的代言者；

(4)市场竞争；(5)交换行为里的相互利益；(6)一场笑话；(7)一种演化的过程；(8)一种天

佑力量；(9)克制资金外流的力量。 

 

第二节 

现在从几个方向，来看史密斯自己对「看不见的手」的「诠释」：(1)《国富论》如

何解释「看不见的手」；(2)《国富论》如何解释「个人自利行为，对国家财富与国防的

影响」；(3)「看不见的手」与「个人自利行为，对国家财富与国防的影响」之间的关系。 

《国富论》只有第四卷（政治经济制度）第二章（对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应否限制

国外之进口），论及「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必须在「个人的某类利益，与大众

的不同类但又相容的利益，幸运地相一致」这种特殊条件下才能成立（但是这项特殊条

件未必成立）。商人从事交易增加财富，这当然符合他的利益；这笔交易并不会减少其

他人的财富，反而很可能会增加，这是对他人有利的事。如果商人把新增的财富留在国

内，这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事（包括该商人）。大家的利益之所以会增加，是因为国内的

财富可以用来保卫国家。该商人透过谋求自己的某类利益，同时也促进了每个人（包括

他自己）的另一类利益；他原先并无此意，也不知道有此贡献。 

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国防是一种公共财，国内资金存量的多寡会影响它的强弱。有

些交易可以增加国内资金存量，产生有利的外部效果，从而促进此种公共财的实际或潜

在数量。从事这类交易的人，既无意于促进国防，也不知道有此贡献，但是终究有此贡

献。他们的行为显示，对某人在某方面有利之事，可以在另一方面对众人有利。「看不

见的手」就是在此情况下运作的利己行为，私人的交易行为在此情况下，能够产生正面

的外部效果，从而扩增公众利益。 

这项诠释包含史密斯的四个想法：(1)国防是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不宜单用财富

增加之多寡来衡量经济政策；(2)财富是国家所倚赖的国防资源之一（此外还有人力、

其技能与斗志）。财富存放在国内比国外安全，对国防也比较有贡献；(3)个人的进取行

为，唯有在竞争的状态下才有可能促进国防；(4)个人在竞争的状态下进行利己行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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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意于促进众人的利益，也不知道会有此贡献。 

以下说明有哪些证据，可以解释上述四点史密斯的想法。 

1. 他清楚地表示，国防应该是经济政策的目标。他说政府应该藉由关税保护、管制、

甚至奖励等手段，来鼓励民间制造国防必需品，例如火药与船帆。他还说政府应该用关

税保护，与其他可以降低外国船队竞争力的手段，来加强商船队的规模。他对「航海法」

的支持，清楚地表明他的主张。他承认该法案降低了效率，从而使国家的财富达不到原

本可能的水平，但他说这是历来的法案中最明智者，因为「国防…远比富裕重要。」（《国

富论》页 463，523，464-5）。 

 

《国富论》1776 初版封面 

2. 史密斯认为国防有赖于国家的财富，他说「枪炮的费用昂贵，最能付得起的国家，

占明显的优势」（页 708）。这些话出现在第五卷第一章，该章讨论政府的三大功能：国

防、司法、公共工程（他对国防的讨论，远超过其他两项）。他在该处以及它处所说的

话，在在显示他对军事史的深厚知识，加上他对军事、军人和斗志的高度兴趣，使得他

的举动好像是非常认真、斗志高昂的军事将领，这是从《亚当史密斯传》（Ross 1995:316-7）

得到的印象，虽然书中没有明言此意。他最担忧的事情之一，就是基层军人缺乏斗志，

以及中阶军人的斗志未达应有水平。他主张二者应各依适当的方法训练，以习得适切的

勇气与斗志（《国富论》页 787-8）。 

史密斯讨论「看不见的手」时，特别强调存放在国内的财富，有别于国内外的总财

富，因为他相信国防主要依赖国内的财富存量。客观的读者此时会（正确地）认为，自

由贸易本来就意味着资金的自由移动，以及资金的部分出口，所以史密斯认为资金出口

有害之说，实乃无稽之谈。「看不见的手」会把资金留在国内，这就是它的益处，也是

史密斯唯一明白指出的益处。他从未说「看不见的手」有其他益处。他说某个人若投资

在国内的、竞争性的、且最有利的生意，而非投资在国外，则此人「在此处，如同在其

他几处，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去促成一种非其本意的目标。」（页 456） 

史密斯说「其他几处」有何用意？是说除了投资于国内竞争的生意，还有其他的交

易也可以增加国内的财富、促进国防？或是说投资在国内，除了能促进国防还会促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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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目的，例如在他处所称的「国家的壮盛」？或是史密斯使用「其他几处」来同时包

括这三种意义？ 

史密斯讨论枪炮武器时，并没有区分存放在国内或国外的财富。有人可能因此推论

说，存放在国外的资产对英国仍具有军事价值。史密斯在贬抑重商主义者的主张时，的

确如此说过。重商主义者认为，透过贸易顺差而流入国内的资金，在战争时可用于国防，

因此贸易顺差具有军事价值。史密斯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军事所需的资金可以经

由出超取得。可是出超就是贸易顺差，重商主义者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项矛盾是史密

斯在讨论重商主义时所犯的几项错误之一；他最大且可能最不为人注意的错误，是说重

商主义者主张金钱就是财富（《国富论》页 440-1）。 

史密斯特别注重国内的财富，因为这会影响国内的就业、工商业和贸易，而且这三

项都关系着国防的强弱。他用几种方法，来说明「国内」的重要性。他说留在国内的资

金，比滞留在外者更安全，他虽然没有明说原因，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那是因为它

们更容易被征用于国防。他明白主张，应该「鼓励」国内「对国防有必要的工业」。他

说土地是所有资本中最安全者，它不像商人的资金可以挪来挪去，甚至随他高兴而流出。

国内贸易优于国际贸易，因为它对国内产业的增进效果，是国际贸易的两倍，也比较快

获得报酬（《国富论》页 463, 377-8, 426, 368）。就业水平和资金存量，共同决定国家的

财富，所以就业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史密斯为何特别注意国内就业，我们只能推测其原

因。依我看，他认为住在国内的英国人，比住在海外者更容易被征召来保卫国家（美国

的独立战争就是明证）。 

3. 史密斯认为，唯有在竞争下从事利己活动时，才会增加国家的财富。他说（这

也是在提及「看不见的手」那一章），个人若在不受国外竞争的保护下从事利己活动，

即使其个人或产业的资本增加，国家的资本也未必因而增加（页 453）。 

4. 史密斯在那著名的一章（译注：第四卷第二章）的最开始，先略述个人在累积

资本的同时，可能不知不觉、无意之间促进「公众的利益」（可以名之为国防）。他在数

页之后详细说明这个题材，谈到个人、其资本以及看不见的手。他说： 

「每个社会的全年总收入，正是其工商业全年总产出之可交换价值，所以总收入和可交

换价值是同一件事。因此，当每个人尽所能地运用其资本来支持国内产业，就会同时使

该产业的产出价值臻于最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尽力使社会的全年收入极大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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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通常既无意于推动公众利益，也不明白推动了多少。他之所以选择支持国内而非

国外产业，只是为了自已的安全；他之所以尽力使投资有最大的产值，也只是为了自己

的利益。他在此事上，跟对其他许多事情一般，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着，去促成某

种非他本意的目标。纵使社会未曾参与促成此项目标，情形也未必逊色。个人在谋求利

己时，所能够促进的社会公益，往往比当他真心诚意要促进时还更有效。我从来没有听

说过，有人为了社会公益而交易买卖，还能达成什么真正的公益。那其实只是装模作样，

在商人中很少见，不必多费唇舌就足以劝阻商人这么做。」（页 456） 

 深思熟虑的读者此时可能会质疑，我把史密斯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诠释成是在推

动国防，究竟是否合理？他没有使用国防这两个字，他只明白地说，看不见的手可以增

加国内资本。 

 这个问题是一位匿名的博学评审，在评阅本文时提出的，他认为「看不见的手」主

要是在谈国内资本的累积而非国防。他认为这是个可以申论的要点。他又说，史密斯认

为，有利于国内资金的事亦会有利于国防。这位评审还恰当地指出，史密斯有一段文字

与他的看法一致。史密斯在论「看不见的手」之前的一两段，先汇总他在另一章中对资

本的长篇讨论，认为国内贸易优先于国际贸易，这是由于前者对国内资本与就业有较大

的帮助，随后才提出「看不见的手」。 

 

Adam Smith 雕像 

 其实并不尽然。在我先前所引用的段落中，史密斯并没有把国内资本与就业的增加

归功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归因于人类单纯的自利动机，这是一种不用引导、无需协

助的力量。当某个人决定将资本留在国内而非国外时，他不会不明了其经济后果。他知

道这会使得，他在国内所雇用的人工比他把资本送到国外时多；他也明白，由于他把资

本留在国内，国内的产出会比他把资本送到国外时多。在史密斯看来，商人所不知道的

是，他的这项作为可能会加添国家力量。 

 史密斯在另一章里讨论资本时，说：「就财富所能发挥的力量而言，财富就是国力

的表征，所以国力必然与该国每年产出的财富成正比。」他又说：「每个国家政治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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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标，是在增加国家的财富与国力。」他没有说国力端赖于存放在国内的财富，但

是他清楚地表示，存放在国内的财富比存放于国外，更能够安全地提供国力的保障（页

426）。 

 因此，国家的财富是众人在自觉状态下，为了利己而努力的成果。一国之国力，包

括军事力量，则是这种努力无意（但幸运的）结果，也就是「看不见的手」的成果。 

 还有可再申述者。讨论资本的这一章有许多争议，史密斯驳斥，藉由补贴或其他方

法来促进出口，他认为无此必要。商人从事国际贸易，是因为比国内贸易更有利可图，

不过后者（史密斯不厌其烦、长篇累牍地说明）亦有其优点。史密斯笔下，国内贸易的

优点相当多，读者可能会因而困惑，说是否应该扶持国内贸易。这种结论会扭曲自由贸

易者的意思。只要是在竞争的环境下，商人不需要别人教，就会把资本投在最能增加国

家财富之处。只要在国内能够获得的利润与国外一样多，他就会把资本留在国内。资本

在国内可以产生多种在国外不会有的益处，他在本章对这些益处有详尽的说明，并建议

读者珍惜国内贸易的诸般优点。当他写到谈「看不见的手」的那一章（译注：第四卷第

二章〈对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应否限制其自国外之进口〉）时，已经明确表示国际贸易不

致于损及国内贸易。 

 从表面上看，第四卷第二章所主张者，是废止导致业者独占市场的进口关税，换言

之，它主张废止关税障碍。对于不构成障碍的进口关税，虽然着墨不多，但还是按照本

章的根本精神，同样主张废止。所谓本章的根本精神，是指不论个人或民族，都想找最

便宜的采购价格。从财政收入的观点来看关税，这是另一回事，但在本章内未置一辞。 

 史密斯在陈述他的主张（译注：废止关税障碍）时，逐一考虑可能的反对理由。其

实这些理由在当时已常见。他在此处的推论，显得观察入微鞭辟入里。这种功力在史密

斯的其他文字中比较少见，在戴维理嘉图的著作中比较明显。这也使得擅长分析的经济

学者，由于气味相投而较接受理嘉图，疏远史密斯。此外，本章显示史密斯喜欢修辞藻

饰，喜欢用言辞技巧来赢得辩论，而非真正解决问题。他的取胜之道是靠言词上的说服，

而非论点上的坚定有力。史密斯喜欢修辞学其实不足为奇，因为那本来就是他最初的兴

趣，他在转向研究经济学之前对此早已钻研多年。 

 他对三种反对废止关税障碍的理由，分别提出答辩。对很有把握者，他在答辩中提

供令人安心的保证。对没有把握者，他有时坦白以对，有时虚词狡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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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反对的理由，是担心自由贸易可能会对国内某些经济活动造成伤害。持这种

看法的人会说，农牧业易受伤害，尤其是谷物业与养牛业。史密斯的答辩，与当时的各

类贸易政策辩论相当不同，令人侧目。他说国产谷物价格，纵然比进口的谷物高，但是

这个价差仍低于将谷物从外国运到英国的运费。他接下来的结论，不论读者主张自由贸

易或保护主义，一定都大感意外：他说谷物的进口关税，并没有保护英国农人。人们受

到幻觉的影响，误以为关税有保护作用，从而支持关税。他们之所以受制于此幻觉，是

因为他们偏离了慷慨分享的本性，转而拥抱商人与工厂老板，那种吝啬独占的心（这可

能正是这些人的本性）。史密斯说，农民完全不必担心谷物自由进口，他引用当时一位

「知识非常渊博作家」的书，指出当时谷物的年平均进口量，还不及年平均消耗量的

0.2%（0.175%）。 

 

研究亚当史密斯的专业期刊 

 史密斯引用的这段文字值得注意，它源自查理士史密斯的《关于谷物贸易与谷物法

案的三种思索》（1766）。所谓「平均」不及0.2%（他的表达方式是1/571），是针对1697-1764

的 68 年间，根据四种谷类（大麦，燕麦，裸麦，小麦）的数量（而非价值）计算得到

的。如果当初查理士史密斯，先计算各别谷类每年进口价值占消耗值的比例，再加权平

均，计算四种谷类在 68 年间的比例，则总比例可能不是 1/571。然而查理士史密斯当初

没有这么做，现在也无法重建这些比例，因为他只记载小麦的价格。此外，我们对查理

士史密斯的数据还有更严重的疑虑：谷物进口量在这 68 年间起伏波动太大。就小麦来

说，在这 68 年之间有六年的进口量，比平均进口量多 30%到 3,000%，各占各年消费量

的 0.14%到 3.4%。就这 68 年整体来看，小麦的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 0.11%。这些

都不是什么大数字，但若与价格的波动合起来看，就足以使查理士史密斯相信，进口关

税、出口奖励、以及其他的管制有其必要。其中某些作法或许有待商榷，但精神仍值得

保留。然而史密斯在赞扬查理士史密斯时，却绝口不提这一点。史密斯也不提，谷物的

进口比例之所以这么低，就是受到进口关税的阻碍。博学多闻的查理士史密斯，对此倒

是有很多话要说。他列举英国在 1698 到 1766 年间，通过的 20 项谷物贸易法案，这还

没有算入在 1698 年之前已通过，在这段期间持续有效的法案（见查理士史密斯 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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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页 145, 144, 120-4, 44-5）。 

 如果史密斯真的相信农业未受益于关税保护，那他就不需要反对关税保护，然而他

却这样做。他在次页警告说：「以立法的方式，长久地禁止进口谷物与牛只」，将会限制

国家的人口与产业。他又机巧地说，限制牛只进口会导致国内谷物的产量下降，因为这

种限制会抬高牛价，导致土地用来种牧草比种谷物更赚钱。史密斯这一次，用经济学而

非修辞学来提出论点。 

 过了几句话之后，史密斯又把经济分析和修辞学纠杂起来，反驳对谷物出口的奖励。

他说这会让国内的谷物存货下降，国内的谷价因而上扬，比歉收时的价格还要高。高谷

价会诱使进口增加，降低国内农民的市场占有率。 

 这项经济推理无可反驳。只是读者没想到，它所强调的事实：「出口奖励减弱了进

口关税的保护效果」，会出现在倡导自由贸易的言论中。此外，史密斯刚刚才说英国农

民有成本优势，不需要关税保护。会不会是有些人没被说服，仍然希望维持关税保护，

所以史密斯告诉他们，只要主张废止出口奖励（史密斯身为自由贸易的鼓吹者，一定会

同意），他们就可以确保关税保护？停止这种想法！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根据的臆测。

根据史密斯自己的说法，出口奖励是商人与谷物商船主的最爱，这些人的内心吝啬独占，

受人唾弃，与乡村绅士的慷慨分享本性不属同类。 

 针对反自由贸易的第二种理由，史密斯所提出的答辩以经济分析居多，少用空洞的

修辞。第二种反对理由声称，自由贸易终必减少就业。史密斯承认，受到保护的产业会

吸引更多资金，增加雇用人数。但他接着说，整体经济其他部门的资金，因而会少于原

本可有的水平，而且（这就暗示）损失会超过利益。因此，国家若实行保护主义，财富

将比自由贸易时少。撤消保护主义后，对就业的效果，与实行保护主义时形成鲜明的对

比：他承认撤消保护的产业会减少雇用人数。但他接着说，经济体系有很好的适应力，

失业者会被其他产业雇用。他指出，上一次战争（很可能是结束于 1763 年的英法战争）

后退役的官兵，很快就找到新工作，足以证明经济体系有很好的适应力。尤其是这些退

役官兵，缺乏平民工作的技能与习惯，经济体系还能有此调整，更是难能可贵。而且（他

的修辞技巧在此处重现），保护措施可以逐步移除，好让失业者有足够时间找到新工作。

有人会问，既然经济体系能迅速吸收退役官兵，为什么还要逐步移除保护措施？（答案

或许是：这是要对错过前一项保证的读者提供另一项保证，但这也只是另一项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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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自由贸易的第三类理由，跟资本有关。其中之一在第二类理由中已经预见了，

那就是自由贸易会减少就业，将导致国家的财富减少。另一种反对理由认为，自由贸易

会使资本离开本国。这种反对意见涉及看不见的手，我们因此对它较感兴趣。 

对于担心国内资本会出走而反对自由贸易，史密斯在答辩时使用「看不见的手」这

句名言。他对资本外流所说的话，正是支持我对「看不见的手」的诠释，最强力的证据。 

 他说批发商（译注：表示大商人）倾向投资国内，只要国内的利润与国外相等或约

略相当，就会这么做。他接着说这是一件好事。批发商在国内投资，并不是由于史密斯

所主张的理由，亦即国内的投资有助于国防。我们姑且假设，史密斯所要求对象的社会

大众，与批发商的想法相同。然而当社会大众读到这章时，是否会因为史密斯描述国内

贸易的众多好处，而相信这些利益重要到不应任其暴露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之下？ 

 史密斯继续他的答辩。商人纵使可以不顾心中的不安而从事国际贸易，仍然不能完

全克服那种不安。比方说，荷兰商人从里斯本（Lisbon）买酒，运到康尼格斯堡（Konigsberg，

译注：位于波罗的海边，当时隶属普鲁士，现在是俄罗斯的 Kalinigrad）卖掉，再从康

尼格斯堡买谷物运到里斯本出售。他的资本似乎与荷兰国内的财富无关，其实不然。贸

易商会在货物抵达目的港之前买下它们，在阿姆斯特丹卸下船，再重新装上船（虽然费

用昂贵），所以阿姆斯特丹成为货物转运集散港。货物在重新装船的过程中，就成为荷

兰国内资本的一部份。难道史密斯要我们相信，自由贸易会使伦敦成为转运集散港？ 

 他的意思既不是这个，也不是指「看不见的手」代表神经紧张的商人内心之不安，

因为那是商人基于本能规避风险的结果。史密斯解释「看不见的手」时加入一项关键条

件：「只要国内的利润与国外相等或约略相当」，商人愿意在国内投资。 

 如果我们说，史密斯认为国际贸易由于风险较高，因此利润率比国内贸易高，用这

种观念来解释「看不见的手」会不会比较合理？按此说法，当国际贸易的额外利润不足

以抵消隐含的风险时，商人出于利己动机，会避免在国外投资。这只不过是过渡性的条

件，除非我们假设，国内与国外的生产成本没有差异。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假设，那根本

就没有必要国际贸易，史密斯当然不致如此，不论在本章或别章都一样。事实上他说过，

种植谷物的农民成本够低，足以保护他们对抗外国的竞争。但他没有说这适用于所有的

货物，例如他在书中另一处对谷物问题所说的话，就与此处矛盾。 

他对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利润率所说的话，暗示「看不见的手」虽然可以限制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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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流，但不能禁绝。他在另一章明白表达这项暗示，该章出现在《国富论》第三卷，该

卷的主题是国际贸易对国家种植业之影响与改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际贸易对国

内农业资本价值的影响）。史密斯在该处说，用于国际贸易的资金和用于国内制造业的

资金一样，是「非常不安定的财产」。在这里，他将国家的财产与贸易商或制造商的财

产，作不同的看待。这段话再次显示，国家的财富就是个人财富的加总，个人的财富原

本就对个人有益；国家的财富也对众人有益，这项益处就是国防。 

他之所以说用于国内制造业与国内贸易的资金，对于国防的价值很不确定，是因为

那些资金不同于用在农业的资金，只要资金所有人稍微不满，就很容易外流（《国富论》

页 426）。这种说法可以解释成，制造商与贸易商是情绪化反复无常的人；也可以解释

为（我觉得这比较合理），他们对国内的投资报酬率有点不满。 

既然如此，「看不见的手」就不是一种自主的力量，它是在特定环境下运作的利己

动机。资本主的行为若对公众有利，是由于他的行为对自己有利，碰巧也对大众有益。

如果他的行为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大众也就没有好处。 

 

但也有相反的情况，资本主的行为虽然对自己有利，但对大众不利。这类情形并不

罕见，虽然它们的重要性不一，但皆非微不足道。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从中看

出，史密斯对市场与经济政策的观念。在《国富论》与《论法理学》（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里，大约有 35 或 40 种（要看区分之粗细而定）政府干预措施，是史密

斯赞成或鼓吹的，可归为五大类。数量最多的一类，跟帮助买方、卖方或需要各种协助

的人有关，例如烈酒课税高于啤酒税，是为了节制对酒精的消费。如果卖方居于独占地

位，就规定食物的价格。数量次多的第二类，旨在透过管制或取代某些市场来增进效率，

例如授与暂时性的独占特权、禁止在殖民地垄断土地。第三类，是以租税来重新分配所

得（例如对房屋租金课税），或是重新配置资源（例如对地主限定用途之土地，对其租

金课税）。第四类约束国际贸易，其中主要的措施旨在促进国防。第五类对货币发行与

其他金融交易加以管制，例如立法规定在北美殖民地发行的纸币，不得作为法定货币。

我在另一项研究中，对史密斯称许的干预措施有详细说明。（Grampp 1993:74-9） 

 这些干预措施，与「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背道而驰。史密斯不但支持「单纯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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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自由体系」，也以此广为众人所感念。大家深深地记得，史密斯所支持的「单纯的自

然自由体系」，以至于对他所提出的干预措施，要不就略过不提，要不就说那些不重要，

只不过是贴在自由竞争这个强健身体上的小绷带。其实这些例外很重要，史密斯也这么

说，他认为这些例外是对「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的修正。对与此事无关痛痒的读者来

说，这就是结论了。然而，这类读者不太可能确切明白，这些例外与「单纯的自然自由

体系」如何能调整结合成为一体。少数几项干预措施可以促进众人的福祉，但有许多措

施的效果可疑。 

 《国富论》的读者想要了解这本书，最困难之处在于，如何把许多南辕北辙的观点

调整结合成为一体，这比了解个别观点困难多了。就史密斯经济政策所包含的众多观念

而言（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尤其是如此。此外，他的表达方式也增加这个困难度。在

一段不到 200 字的段落里，他说某项干预（禁止发行小面额的纸币），是「公然违反自

然自由」，因为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保护「自然自由」。但接下来的一句，就把「公然违反」

降温为「或许在某些方面可以视为违反」。然后他又说，少数人的自然自由，不可以危

及多数人的自然自由。每个政府都应该遵守这个原则，不论是自由的或是专制的政府

（《国富论》页 324）。就这样，以谠论宏观大原则起头的滔滔大论，却以违背这项大原

则的泛泛之言收尾。不论虎头或蛇尾，史密斯说起来都是同样地意兴风发、深信不疑。 

 

第三节 

 我对「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的意义，是取自史密斯书中的说法，而非根据

他在其他书或文章中所说的话。他首次用到「看不见的手」，是在〈引导哲学探索之原

则：历史天文学的例证〉这篇文章中（1758 年之前）。他在文中描述一个未开化者的原

始内心，以及大自然中常态与非常态事件之成因。常态性的事件，归因于事物自然的本

质，「火使人炙热，水令人清爽。」非常态的事件则归因于诸神：丰收或歉收，要看女神

席瑞斯（Ceres，罗马神话的耕稼神）的喜怒；雷震与闪电，是天神朱比特（Jupiter，罗

马神话的天神）「看不见的手」的旨意。（1982:49-50） 

 史密斯说，这种思考方式是多神论的起源，也是「将一切非常态的自然事件，归因

于有智慧、但是看不见之存在的民俗迷信」的起源。他在〈引导哲学探索之原则：古代

物理学史的例证〉这篇文章中（可能写于 1755 年之前），也说同样的话，但对未开化的



 82 

人大加嘲弄。「他们无知、头脑不清，必然导致优柔寡断的迷信，将几乎每件意外，都

归因于某只“看不见的手”的主观意愿。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某种自身

的或特别的目的。」（1982:112-3） 

 《论天文学》、《论物理学》里的「看不见的手」，与《国富论》里的「看不见的手」

毫无关系，也跟《情操论》里的完全不同。如果有人要把史密斯的观念凝结成一体，这

三者是一幅挑战性很高的拼图，其实就连他自己也从未想要将这些不相同的「看不见的

手」调和在一起。他在 1773 年写给戴维休姆（David Hume）的信中说，《论天文学》

是「一个认真的年轻人不成体系的作品」。如果休姆活得比史密斯久，或许不会认为值

得出版。有一位知名的学者承认，史密斯写完《论天文学》和《论物理学》后，把「看

不见的手」的意义，从可以解释自然界中非常态现象的力量，改为解释常态现象的力量。

但是他仍然认为，史密斯并没有改变信念，亦即有一种自然律在掌管人类的事情（「单

纯的自然自由体系」）。正就是这种信念，使得史密斯的作品前后一致、互相连贯。他之

所以用「看不见的手」来表达多种矛盾的观念，是因为他喜欢「简洁有力的句子」。（Macfie 

1971:596, 598） 

 有人指出史密斯喜爱他自己的声音（并且喜爱得有道理），还有当他写到一段的尾

声时，可能已经忘记是如何开始的。然而不论修辞或是健忘，都不足以解释他作品中出

现的众多矛盾。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读《论天文学》和《论物理学》。把那些矛盾视为尚待审理

的未决问题，单从其他有趣的论点来考虑。这两本书是史密斯对自然法则的早期探讨，

有助于我们阅读《情操论》。更上一层来看，我们根据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

称许，也应该更重视它们。熊彼得说，它们所显示的内心世界，是史密斯的其他著作显

示不出来的（Schumpeter 1954:182）。它们是一个学识渊博者的作品。 

 前面引用过一段《论物理学》的文字，在那段文字之后就谈到自然法则的观念，也

就是「关于宇宙的主宰、万物的上帝的观念，上帝最初用一些普遍的法则塑造了世界，

以求整体万物之存活与昌盛，而不顾及任何个体之福祉」。史密斯称之为一神论，并说

这件事超过一个只能接受多神论者的理解范畴。 

 「自然秩序」这种观念，在《情操论》（1759）内的地位重要。如果史密斯未曾写

出《国富论》或《论法理学》，那么《情操论》会让他在思想史中有不同于现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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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减轻思想史学者的负担。《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与《论天文学》、《论物

理学》者不同，它是「自然秩序」的组成部份，不是被「自然秩序」所凌驾的观念。在

这种理解下，「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善的力量。 

 《情操论》的主旨，是如何做出伦理性的判断，这不一定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题材。

他们关心的是所得如何分配，那也是该书的主题之一。史密斯在书中解释决定所得分配

之因素，以及虽然有钱人很自私，但长期而言所得分配几乎是平等的。这是因为有钱人

既富有又愚蠢，而那是仁慈造物主的意愿。他们自以为可以无限制地享乐，所以执意独

享全部的果实。之后他们会发现「眼睛所看见的，超过肚子能吃下的」，因此必须替用

不着的财富另谋用途。是什么用途？送给穷人： 

他们（富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所分送出去的生活必需品，与如果当初土地

平分给每个居民，所能达到的分配效果约略相等。因此他们不知不觉、无意之间，就促

进整体社会的利益，提供万物滋生之所需。 

 这种「看不见的手」的观念令人难以相信，不过《情操论》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与《国富论》所说的有相似之处。二者皆促使自私的人去帮助别人，但不会增加自己的

成本。此外，《情操论》与《国富论》对「看不见的手」都有称许之意。本文第一节曾

说，有人认为「看不见的手」只是个玩笑，这种说法现在当然不成立。在《国富论》中，

「看不见的手」引导自利的理性商人，在计算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风险与投资报酬率

之后，决定在国内经商。在《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引导着笨伯的利己动机，购

买远超过其所需要的物资，然后将其中的大多数送人。既是笨伯，他们就永远学不会教

训。如果他们学得到教训，那么财富只需重分配一次，之后就不再有多余的东西可以给

穷人，也没有什么需要「看不见的手」来重分配的东西了。 

 《情操论》令人疑惑难解。作者怎能在一本书里中肯切题、机敏精明、合情合理（譬

如在《国富论》的表现），而在另一本书里却不合逻辑、违背情理（譬如在《情操论》

的表现）？当然他没有说，有钱人将大部分财富送给别人。据说他所指的是，富人透过

提供就业机会来帮助穷人。这么说来，穷人的所得来自于工作，而不是来自富人的剩余

物品。果真如此，「看不见的手」就不能解释什么了。史密斯在《情操论》的推论，只

有菜鸟才会这么说，而他在写《情操论》时绝非生手，已经讲授经济学多年了。《情操

论》中除了「看不见的手」，还有几处也令人大惑不解，我们不拟对此问题详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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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略过《情操论》，因为它论及「看不见的手」。那只手与《国富论》的「看

不见的手」很不相同，二者又都与《论天文学》和《论物理学》的「看不见的手」或「看

不见的物」不同。如果这几只手或物之间确实有某种关系，我们在史密斯的作品中尚未

能得到证明。在能证明之前，这三只「看不见的手」会继续代表三种截然不同的意义，

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在那一天来临之前，「看不见的手」的音乐背景，如果有的话，

应保持低调，不宜作成大型叙事清唱剧，例如不宜作成某个未曾演奏过的主旋律的变奏

曲。好比艾尔加（Elgar）就某一曲主旋律所作，取名为「谜」（Enigma）的变奏曲。该

曲的主旋律未曾演奏过，然而艾尔加说它是众所熟知的曲子。艾尔加的主旋律，其实不

是众所熟知的曲子，从而引发一些有创意的猜测。「看不见的手」也是如此。「看不见的

手」的音乐背景，可以取名为「谜二部曲」（Enigma II）。加上数字 II，是预防艾尔加的

后人可能会提出侵权告诉。史密斯相信著作权应当受到保护，但在它们不应当受保护时

例外。这又是另一个谜。 

本文的参考书目甚多，可从网络下载全文的 PDF 檔。 

原刊于《当代》2002 年 8 月 180 期、9 月 181 期 

（原出版期刊授权翻译） 

延伸阅读 

Christopher Berry, Maria Pia Paganelli and Craig Smith (2013)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dam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这是目前对亚当史密斯研究最好的综述评论：

28 篇概观共 656 页。 

Ryan Patrick Hanley (2016) ed.: Adam Smith: His Life, Thought, and Leg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icholas Phillipson (2010): Adam Smith: An Enlightened Life, Yale University Press, 345页。 

D. D. Raphael (2007): The Impartial Spectator: Adam Smith’s Moral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an Ross (2010): The Life of Adam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nd

 edition（张亚萍译《亚

当˙斯密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7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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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国富论》的翻译与传播 
Cheng-chung Lai (1996): “Transla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5(2):467-500. 

Cheng-chung Lai (1996):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European 

Legacy, 1(7):2069-83. 

 

 

 

 

 

 

摘要 

本文的中心命题，是透过严复（1854-1921）译案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9-90）

的《原富》（或译为《国富论》，1776 年初版），(1)来了解西洋经济学说在中文词汇与概

念尚不足够的情况下，是用哪种词语和「思想方式」传入的？(2)从追求富强的角度来

看，这本以提倡「自由放任」、「反重商主义」、「最小政府」为主旨的《国富论》，对清

末的知识界和积弱的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与作用？先介绍史密斯的思想，以及《国富

论》的主要内容，之后解说此书在其他非英语系国家有过哪些不同的译本，这些文化背

景和条件各异的国家，对《国富论》所传达的思想，产生过哪些相当不同的反应。有了

这项国际性的比较之后，才更能理解：2000 年之前此书在中国只有四种译本，比起日

本的 14 种和德国的十种，热烈度并不高。中国各界对此书的反应，相对于其他国家而

言，最多也只能说是平淡无奇。 

 

本文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来解析严复思想的经济面向。「严复现象」20是中国近

代学术史上很值得重新出发再深入的题材，新的研究角度很需要引入各项专业领域的分

析工具，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哲学、生物学。以严复和《原富》为分析对象，一

因严复所译介的西方学说，对清末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因《国富论》在经济思

想史上有其绝对的开创性地位。这本名著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阶段，透过「译文虽美，

                                                             
20

 所謂的「嚴復現象」，是分析清末民初時期，在積極向西方學習富強的動機下，譯介了許多人文思想

方面的重要著作，給中國知識界所帶來的啟蒙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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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义转歧」的节译和丰富的案语，不论从经济学史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都有显著的意

义。 

 在晚清最后的半世纪期间，有不少西洋经济学说对中国产生过影响。从个别人物的

角度来看，严复与《国富论》的例子只是其中的一环。从经济路线的角度来看，除了自

由主义，在同一时期传入的还有社会主义、保护主义、重农主义、重商主义。也就是说，

本文所处理的题材，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里，在一个百家争鸣环境中，以现代较冷静的

眼光来看，只不过是其中较亮丽的一朵而已，不必赋与过高或过广的评价。 

 

1 初期的介绍 

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不少著述提及史密斯和《国富论》。单以《万国公报》

为例，21就有不少地方提到史密斯，例如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 （分 16 章 100 节，

第 43-88 册，1892 年 8 月至 1896 年 5 月，页 12992-16030）、卜舫济〈税敛要例〉（第

67 册，1894 年 8 月，页 14576-81）、马林与李玉书的两篇文章〈各家富国策辨〉（第 121-2

册，1899 年 2-3 月，页 18268 起）、〈论地租归公之益〉（第 125 册，1899 年 6 月，页 18550

起）。在此只选艾约瑟的例子，来看他如何介绍《国富论》，之后再看陈炽宣称重译此书

的误解过程。 

 

1 艾约瑟 

英国教士艾约瑟（Dr. Joseph Edkins）写作〈富国养民策〉的基本用意，是要以启

蒙书的形式，向读者介绍西洋的富国养民之道（以经济政策面为主）：「富国养民书，即

论辨财之一门学术。余将于辨学启蒙书，剖白其学术学业之义，是书无劳多赘，止论解

夫何者为财足矣。」（页 12997）。这种启蒙书的基调，在页 13876 论「设立行会之暧昧」

时再度表白：「此启蒙书篇幅无多，不能将设行会无益之情形，详细论讲。」从此文在各

册连载时所占的篇幅来看，长者达 7 页（如首篇的页 12992-8），短者不到 1 页（如页

15774-5 论「国家承办之利益」和页 15824-5「论国家承办之各弊」）。下一个问题是：

                                                             
21

 《萬國公報》的全本影印，在各大圖書館內可查閱到，但篇幅繁多查索不易。李天綱(1998)編選的《萬

國公報文選》（55萬字），對讀者方便不少，其中的「編者說明」對《公報》內容作很好解說。艾約瑟的

〈富國養民策〉原文甚長，只選其中幾篇，錄在《文選》的頁 5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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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约瑟写这篇 16 章 100 节的长文，所根据的底本是哪一本或哪几本经济学著作？他未

明说，我想有可能是从几本相关著作综述出来的。22我找到三个地方直接引述史密斯的

学说，分述如下。 

他最先评述史密斯的地方，是在首篇导论（页 12996）：「英人亚当斯米所著有《富

国探原书》，英国斯时兴盛，多由于研求其生财之学术致之也。缘其书能使人洞晓贸易

应无过禁，工作应无定限之一应利益。书出至今足载，独惜人之不钦佩其良法，违忤其

智谋而行，若等差谬者何其多也。」虽然他对史密斯如此赞许，但从全文 16 章的结构来

看，又与《国富论》不一，例如「论分工」是史密斯的首章，而在艾约瑟的文内却是第

26 节。现在来看他在此节内，如何引用史密斯的观点。 

「斯米曾如是云：铁匠打造铁钉，夙昔未尝习其业者，一日成造二百枚，且不甚嘉。

曾经习其业者，一日可成造八百枚、千枚不等，自幼习熟其手艺者，一日中成造至二千

三百枚亦可。此等譬喻无庸多增，凡余等所见极精工雅致之器用什物，均为费若许时日

习熟此业之人造成者也。」（页 13409）。艾约瑟所选的这段介绍，确是译自《国富论》

首章首节内的一段（原文见 Smith 1976:18），但并未抓到要点，没能展现出分工的特殊

效果。我们只要对比严复的另一段译文，就可看出何以艾约瑟没选到论分工的要点：「不

见夫业针者乎？使不习者一人而为之，穷日之力，幸成一针。欲为二十针焉，必不得也。

今试分针之功，而使工各专其一事，…则一日之功，可得八万六千针，而或且过此数，

此见实事者也。使以十八人为此，是人日四千八百针也。往者不分其功，则一人之力，

虽至勤极敏，日不能二十针。今也分其功而为之，则四千针而裕如。然则以分功之故，

而益人力二百倍有余也。治针如是，他制造可类推矣。吾故曰益力之事，首在分功。」

（页 6, 原文见 Smith 1976:15）。艾约瑟若选介此段，效果必然更明显。 

第二个例子，是第 45 节「亚当斯米论工价五则」（页 13737-40）。《国富论》首篇第

八章论劳动工资，查其写法，并无如艾约瑟所列举的工价五则，但基本的意思则类通。

这第 45 节可能是他融会贯通之后，简化条列的结果。 

第三个例子，是第 16 章「征税」内的第 97 节（页 15960-2）：「酌定税之数端要理」。

                                                             
22

 森時彥（2001:220，日文版 1999年頁 230）說艾約瑟根據的底本，是 Stanley Jevons 的 Political Economy 

(1878)，但我在 New Palgrave 經濟學辭典和其他參考文獻內，未能查到此書來比對內容。Jevons有一本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871, 1957年有第五版的重印本），但內容與〈富國養民策〉並不很對應，

所以艾約瑟大概是綜述幾本著作而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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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此节的引言上说：「国家酌拟赋税，首先道及应遵之诸要理者，即亚当斯米（《泰西

新史览要》作师米德雅堂）所创论而声明之者也。论诚至善，凡习富国养民学者，务宜

拳拳服膺而弗失也。试为依次列下。」他列了四点「要理」，我们可以确定这四点是出自

《国富论》第五篇第二章第二节「论赋税」的引言：(1)公平，(2)确定，(3)缴税的方便，

(4)尽量轻税。艾约瑟把史密斯的原文（见 Smith 1976:825-7），作忠实完整的译写。 

 

2 陈炽 

陈炽（1855-1900）是江西瑞金县人，1889 年任户部主事，1891 年升为户部员外郎，

1896 年升为户部郎中，1900 年卒于北京。他的生平、著作、译作都收录在《陈炽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他在 1896 年 12 月 25 日第 15 期的《时务报》上，发表一篇译作〈重译富国策〉，

之后在第 16、19、23、25 等四期上连载（重刊于《陈炽集》页 274-95）。他在「叙」内

说：「英人斯密德，着《富国策》一书，西国通人，珍之如拱璧。李提摩太译述《泰西

新史》，推原英国富强之本，托始于是书。因忆十五年前，曾见总署同文馆所译《富国

策》，词旨庸陋，平平焉无奇也。…旋假得西文《富国策》原文，与同文馆所译华文，

彼此参校，始知原文闳肆博辨，文品在管墨之间，而译者弃菁英，存糟粕，名言精理，

百无一存。…三十年来，徒以译者不工，上智通才，弃如敝屣，又何效法之足云！…」 

从《陈炽集》页 387-99 的「陈炽年谱简编」，我看不出他有过机会学习英文。他是

传统科举出身，28 岁（1882）「秋，应乡试，中式第 46 名举人」，所以应该无机会通晓

英文。我猜测他是与友人合译的，因为他在「叙」中说：「适有友人自南方来，熟精西

国语言文字，下榻寓邸。退食之暇，晨夕剧谈，因及泰西各学。友人言欧美各国，以富

强为本，权利为归，其得力实在《富国策》一书，阐明其理，而以格致各学辅之，遂以

纵横四海。」 

然而细看陈炽译文的目次，内分生财与用财两卷，卷一有 7 章，卷二有 4 章，这和

《国富论》的篇幅与结构都不同。《陈炽集》的编者，在此项译文末附汪凤藻译法思德

《富国策》的目录，内有三卷：卷一论生财，卷二论用财，卷三论交易；卷一内有 7

章，卷二内有 9 章，卷三内有 10 章。从这项对比可以看出几件事：(1)陈炽译本卷一与

卷二的标题，和汪凤藻的译本相同；所以陈炽所见到的同文馆译本，很有可能就是汪的



 89 

译本。(2)陈炽只译到卷二的一半（前四章），第三卷未译。(3)陈炽把原作者法思德（Henry 

Fawcett, 1833-84）的《富国策》，误以为史密斯才是原作者。法思德的原著是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863)，此书由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 A. P. Martin）口译，汪凤藻

笔述，1880 年由同文馆出版，另有「益智书会」本，在日本排印。 

简言之，陈炽完全弄错了《富国策》的作者，胡寄窗（1982:1614）的注文说得更

尖锐：「对于陈炽来说，他更不可能理解（史密斯的）《国富论》与汪译《富国策》有何

区别。」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大概可以说：在 1902 年严复出版《原富》之前，知识界大

概已经知晓史密斯的名字，以及《国富论》这本名著的重要性。艾约瑟在 1892 年介绍

了此书的某些片段，陈炽在 1896 年时还称赞「英人斯密德，着《富国策》一书，西国

通人，珍之如拱璧。」只是没想到他完全认错了人和书。 

 

2《原富》的诞生与修订 

 根据刘重焘 (1985) 和皮后锋 (2000) 的研究，严复在 1896 年 10 月到 1901 年 1 月

30 日之间译完《原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严复翻译时所根据的《国富论》

英文底本，以及严复手校《原富》的前两部。严复所用的英文本，是 Thorold Rogers 教

授（1823-90）编校的版本，1880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印行（上下两册，初版 1869，再

版 1880）。皮后锋列表详细说明，严复译此书的进度与校对过程。 

《原富》首先是在 1901-2 年由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分 8

册），1931 年由商务印书馆重排，加上断句，并附上书后的 80 页「原富译名表」：标示

出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的原文，并稍解说其背景与意义，但仍有多处是「未详」（如

页 2）。1931 年的商务版称为《严译名著丛刊》共八种，台湾商务印书馆在 1977 年重印

此丛刊，其中的《原富》是「人人文库」特 506-8 号，上中下三册共 978 页，我根据的

就是这个版本。1981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重新发行这套丛刊，还是八种，重排之外还加

上新式标点，也作了内文的校改，更方便的是，把原先放在书末的译名对照和注文移为

脚注，方便查对。 

 以上是《原富》出版后的几项大变动，以下综述严复译此书的过程与心境。所根据

的材料，是严复和吴汝纶之间的往来信函，以及他写给张元济的 20 封信（《严复集》页

520-57，1559-66）。我的用意不是考据，纯是当作简要的背景解说。以下简介吴汝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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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03）和张元济（1866-1959）的生平，以及他们和严复的关系。 

吴是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主编《李

文忠公全集》(1905)，著作见《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1904)。《天演论》和《原富》

的序，都是严复敦请他作的（见《严复集》页 520, 1545，以下页码皆同出处）。张元济

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 18 年进士，刑部主事。戊戌后去上海，先任南洋公学译书

院院长，出版《原富》，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日后是商务的长期领导者），由此

可知严复著作与商务之间的关系（页 524）。我先从严复给张元济的信函，来重构此书

的译改过程，再从严复与吴汝纶的往返信函，补充说明严请吴写序的经过。 

 

1 译书 

 严给张元济的第二封信（1899 年 2 月 25 日）说：「见所译者，乃亚丹斯密理财书，

为之一年有余，中间多以他事间之，故尚未尽其半。若不如此，则一年可以蒇事。近立

限年内必要完工，不知能无从人愿否？」（页 527）同年 7 月 3 日他对张说：「弟暇时独

以译书遣日，斯密《原富》已及半部，然已八九册，殆不下二十万余言也。刻已雇胥缮

本，拟脱稿时令人重钞寄几下，但书多非可猝办耳。」（页 532）可见进度不错。 

在 8 月 20 日的信上说：「目下亚丹斯密《原富》一书，脱稿者固已过半。盖其书共

分五卷，前三卷说体，卷帙较短；后二卷说用，卷帙略长。弟今翻者，已到第四卷矣。

拙稿潦草胡涂，现已倩人缮清。…此书的系要书，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所不可不读。

盖其中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开山立学，且于银号圜法及农工商诸政、西国成案多

所征引。且欧亚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皆多考列，后事之师，端在于此。又因其书所驳

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故复当日选译特取是书，非不知后来作者之

愈精深完密也。」（页 532-3）这段话显示进度已过半，唯清稿之事迟缓烦人。另一要点，

是他解析此书的意义与重要性，很可以显示严对此书的见解。 

 同年（1899）10 月 9 日的信说：「《原富》拙稿，刻接译十数册，而于原书仅乃过半

工程，罢缓如此。鄙人于翻书尚为敏捷者，此稿开译已近三年，而所得不过如是，则甚

矣此道之难为也。承许以两千金购稿，感谢至不可言。伏惟译书原非计利，即使计利而

每册八十余金，亦为可估之善价，岂有不欢喜承命之理耶？」（页 534）这封信除了谈

进度，也表达他对稿酬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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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年（1900）2 月 2 日的信再度说明进度，以及他对译书的感受：「《原富》稿经仲

宣倩人分抄，蒇事者已尽前六卷，不日当由仆校勘一过奉上。其续抄之六七册，正在重

加删润，日内当可发抄矣。刻已译者已尽甲乙丙丁四部，其从事者乃在部戊论国用赋税

一书之约；若不以俗冗间之，则四月间当可卒业。但全文尽译之后，尚有序文、目录、

例言及作者本传（拟加年表，不知来得及否）。又全书翻音不译义之字，须依来教，作

一备检，方便来学。又因文字芜秽，每初脱稿时，常寄保阳，乞吴先生挚甫一为扬搉，

往往往返需时。如此则译业虽毕，亦须两月许方能斟酌尽善。甚矣，一书之成之不易也。...

近者吴丈挚甫亦谓海外计学无逾本书，以拙译为用笔精悍，独能发明奥赜之趣，光怪奇

伟之气，决当逾久而不沉没，虽今人不知此书，而南方公学肯为印行，则将来盛行之嚆

矢云；然而亦太自苦矣。已抄之稿，当交李君带南，抑仆于月底赴泸自携呈政，此番决

不次且矣。」（页 537-8） 

 同封信内对稿酬另有提议。除了议定的二千金，他希望日后出书时译者也能坐抽几

分，口气是商量性的：「商印是书，鄙意似不以即图久远为得，盖恐其中尚当修改，改

则所费不赀；果使他日盛行，则雕之以图久远可矣。公意以为何如？仆尚有鄙情奉商左

右者，则以谓此稿既经公学贰千金购印，则成书后自为公学之产，销售利益应悉公学得

之；但念译者颇费苦心，不知他日出售，能否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

利益。此于鄙人所关尚浅，而于后此译人所劝者大，亦郭隗千金市骨之意也。可则行之，

否则置之，不必拘拘矣。」（页 538） 

 过了一年，1901 年 4 月 25 日的信说：「《原富》拙稿，未经交文报局寄南。顷得吕

君止先生来书，始言经交敝同乡邓太守带去。盖君止入都时，木斋将此稿五册付之挚甫，

而是时适邓入都，闻旁人言其人不久即将南归，君止遂属挚甫将稿检交此人，不图遂尔

浮湛至今也。...一稿之烦如此，真令人生厌也。刻吴、卢两处均有信去，即今果尔浮沈，

当另钞寄，不至中断矣。」（页 540）可见书稿已完成，托人转交迟迟未达，甚是烦忧。

同年六、七月间的另一封信（无日期），显示稿件安然，甚至「喜极欲涕」：「...则《原

富》原稿五册由吴挚甫处已寄到。其稿所以迟迟者，缘始杨濂甫接盛丞电索，适挚父在

幕，知其事，又适卢木斋在都，因嘱木斋迅往唐山取书到京，卢即照办；及书到京，由

挚交濂甫嘱速寄泸，濂甫忘之，久阁，寻挚又得书，乃往濂处取回，而于晦若又取去，

读久不还；四月初弟又以书向挚问浮沈，挚始于前月之望，向于斋头取寄津，此展转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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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之实在情形也。顾浦珠赵璧究竟复还，安知非鬼物守护，转以迟寄而得无恙耶？走自

怜心血，不禁对之喜极欲涕也。今保险寄去，兄知此意，书到勿忘早覆也。」（页 541）

真是一波三折。 

 同年（1901）8 月 6 日的信，再度谈到出书后抽分的事：「...所言嗣后售卖《原富》

一书，作定值百抽几，给予凭据，以为译人永远利益一节，未得还云，不知能否办到，

殊深悬系。鄙知老兄相为之诚无微弗至，亦知此事定费大神代为地道，但以权有所属，

或不得竟如台恉，此仆所以深为悬悬者也。夫平情而论，拙稿既售之后，于以后销售之

利，原不应更有余思；而仆于此所不能忘情者：一、此书全稿数十万言，经五年之久而

后告成。使泰西理财首出之书为东方人士所得讨论；而当时给价不过规元〔银〕二千两，

为优为绌，自有定论。〔严在 1899 年 10 月 9 日的信上说「承许以两千金购稿，感谢至

不可言」〕。二、旧总办何梅翁在日，于书价分沾利益，本有成言。三、于现刷二千部，

业蒙台端雅意，以售值十成之二见分，是其事固已可行；而仆所请者，不过有一字据，

以免以后人事变迁时多出一番唇舌，而非强其所必不可。」（页 543）这封信长达两整页，

主要是在力争抽分之事。以上所引只是其中一半要点，可见对此事关切之深。 

 同年（1901）9 月 2 日的信，与《原富》相关者二事，一是抽分之事：「《原富》分

利一节，有兄在彼，固当照分，所以欲得一据者，觊永远之利耳。然使其人不相见爱，

则后来所卖，用以多报少诸伎俩，正可使所望皆虚，吾又乌从而禁之乎？不过念平生于

牟利一途百无一当，此是劳心呕血之事，倘可受之无愧，且所求盖微，于施者又为惠而

不费之事；若闻者犹以为过，则亦置之不足复道也。」（页 545）从这段话看来，此事似

乎尚无定论，出版社内部仍有争议。另一件是托吴汝纶写序：「《原富》之本传、译例均

已脱稿，寄往保定多日，交挚甫斟酌，并乞其一序，至今未得回音，正在悬盼，顷拟信

催，俟寄来即当奉上。渠前书颇言，欲见全书，始肯下笔；如五部均已刷印，即寄一二

分见赐，以便转寄与此老，何如？」（页 545） 

 书稿之事大致底定。严在光绪 27 年「除夕前二」（1902 年 2 月 5 日）说：「人来访

我，言次必索《原富》。月初已将吴序寄将，想已接到；颇望此书早日出版，于开河时

以二、三十部寄复，将以为禽犊之献也。」（页 546）过了一个多月（正月卅），再催此

事：「都门人士，每相见时，辄索《原富》，不知此书近已毕校刷行否？信来见告，以慰

悬悬。最好有便人北上时，托其携带一二十部见与，其价值自当照算也。」（页 551）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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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中另谈一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期，对《原富》的前两卷（在 1901 年已先

出版）有所批评。严复说：「近见卓如《新民丛报》第一册，甚有意思；其论史学尤为

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然

甚佩其语；又于计学、名学诸名义皆不阿附，愿言者日久当自知吾说之无以易耳。其谓

仆于文字刻意求古，亦未尽当；文无难易，惟其是，此语所当共知也。」（页 551） 

 

2 写序 

 以下转谈严请吴写序的事。1898 年 3 月 20 日，吴给严的信上只有一句话与此书相

关：「斯密氏《计学》稿一册，敬读一过，望速成之，计学名义至雅训，又得实，吾无

间然。」（页 1562）过了五个月，吴的反应就明确多了：「惠书并新译斯密氏《计学》四

册，一一读悉。斯密氏元书，理趣甚奥赜，思如芭蕉，智如涌泉，盖非一览所能得其深

处。执事雄笔，真足状难显之情，又时时纠其违失，其言皆与时局痛下针砭，无空发之

议，真济世之奇构。执事虚怀谦挹，懃懃下问，不自满假。某识浅，于计学尤为梼昧，

无以叩测渊懿，徒以期待至厚，不敢过自疏外，谨就愚心所识一孔之明，记之书眉，以

供采择。其甘苦得失，则惟作者自喻，非他人所能从旁附益也。」（页 1562） 

 翌年（1899）3 月 11 日吴说：「斯密氏此书，洵能穷极事理，…得我公雄笔为之，

追幽凿险，抉摘奥赜，真足达难显之情，今世盖无能与我公上下追逐者也。谨力疾拜读

一过，于此书深微，未敢云有少得，所妄加检校者，不过字句间眇小得失。又止一人之

私见。徒以我公数数致书，属为勘校，不敢稍涉世俗，上负諈诿高谊。知无当于万一也。

独恐不参谬见，反令公意不快尔。某近益老钝，手蹇眼滞，朝记暮忘，竟谆谆若八九十。

心则久成废井，无可自力。」（页 1563）吴的态度消极，严于 3 月 18 日再函谈此事。吴

在 4 月 3 日的回信仍然推却：「得二月七日惠示，以校读尊着《计学》，往往妄贡疑议，

诚知无当万一，乃来书反复齿及，若开之使继续妄言，诚谦挹不自满假之盛心，折节下

问，以受尽言，然适形下走之盲陋不自量，益增惭恧。」（页 1564） 

 此事至此都只有吴的信函可当左证，严致吴的信虽多，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封，第二

封（1900 年元月 29 日）曾简要地谈及此书：「...《原富》拙稿，新者近又成四五册，惟

文字则愈益芜蔓，殆有欲罢不能之意，以□□之雅，乃累先生念之，岂胜惶悚。...《原

富》未译者尚余五分之一，不以作辍间之，夏间当可蒇事。而成书后，一序又非大笔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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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属矣。先生其勿辞。」（页 522-3） 

 1901 年 6 月 4 日吴的回信态度还是推却：「《原富》大稿，委令作序，不敢以不文辞。

但下走老朽健忘，所读各册，已不能省记。此五册始终未一寓目，后稿更属茫然。精神

不能笼罩全书，便觉无从措手，拟交白卷出场矣。」（页 1566）严在同年秋再去一函（无

日期），坚持再请：「数日前曾邮一书，并拙作《斯密亚丹学案》，想经霁照。昨有友赴

保，托其带呈甲部两册，兹复呈上译例言十五条，敬求削政。此二件并序，皆南洋译局

所待汇刻成书者，即望加墨赐寄，勿责促逼也。此序非先生莫能为者。惑者以拙著而有

所触发，得蒙速藻，则尤幸矣！」（页 524）此后无双方信函可说明此事的发展，但从《原

富》得知，严的「译事例言」写于 1901 年 9 月，吴的序文作于 1901 年 12 月（页 524）。

一年多后（1903) 吴逝。 

 

3 修订 

 1902 年《原富》出版后，黄遵宪写信告知读后感（无日期，应在下半年）：「本年五

月获读《原富》，近日又得读《名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于古人书求其可以比

拟者，略如王仲任之《论衡》，而精深博则远胜之。...《新民丛报》以为文笔太高，非

多读古书之人，殆难索解。公又以为不然。...至于《原富》之篇，或者以流畅锐达之笔

行之，能使人人同喻，亦未可定。此则弟居于局外中立，未敢于三说者遽分左右袒矣。」

（页 1571-2）1903 年元月 7 日夏曾佑写给严的信甚富趣味：「《原富》前日全书出版，

昨已卖罄，然解者绝少，不过案头置一编以立懂于新学场也。即请着安。」（页 1574） 

严扬（1997:359, 364）告诉我们：「《原富》出版后数年，大概严复自认为译作中存

在诸多缺陷，于是着手做大量的增删；惜只完成斯密•亚当传、译事例言、发凡、部甲

的前六篇，按篇幅计，仅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强，23因而遗留下一份未完稿。…这份手稿

没有标明年代，但由篇四第六段新增案语可以看出，严复所期待的支那国家银行，于

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成立，名为大清银行。所以作此稿的年份，最迟不会超过 1908

年。…这份手稿写于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的线装本《原富》一书之上，用朱笔书写。其

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各篇文字的逐句圈点，删改译文二百余字。二、删去译事例言

                                                             
23

 依商務人人文庫版的頁數來算，到部甲前六篇為止共 54頁，而全書有 978頁，所以應是 5%強而非五

分之一強。 



 95 

中“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

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一段。篇四“验精杂难于审重轻，而所系亦重，故制币先有

官印。…”和“泉币之等，其始皆即重以为名也。…”二段。篇五“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

全篇。三、新增案语二十七条。对原有的十一条案语中的七条做了删改，“案”字均改为

“严复曰”。」 

严复对译文的诸多删修，在严扬的文章中有详细的对比，其中大幅删去的有两处，

一是篇四「论泉币之始」内的最后两大段，叙述英法等国的货币制度史，或许他认为中

国读者的兴趣不大。二是篇五「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内容是「论物品的实质价格与

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周宪文 1964 年译本用语）。此篇内容多是经济学

理的细部析述与争辩，严复在《原富》内对此篇的案语有八条，尤其是最后的一条最长

（人人文库版，页 44-6），有两整页。在这八条案语内，严复对此章的内容与史密斯的

见解多有微词，所以在修订时，或许是考虑读者的需求，以及内容的抽象杂纷，才决定

删除全篇。 

在修订的过程中，严复增写 27 条案语，严扬（1997:361-4）把这些案语的位置和内

容，作了完整的呈现，我们可以看到严复的补充见解。整体而言，在修订全书约 5%的

过程中，严复就做了这么大幅度的调整与增删，若他把全书修订完成并出版，那会是一

项有趣的事。24
 

 

3 严复研究 

 单以中文出版的文献来说，研究严复的著作从 20 世纪初起，至今几乎从未断过。

其中有一段较高潮的时期，那是大陆在 1980-90 年代，重新排印严复的著作（《严复集》

五册），以及他的译作（北京商务印书馆），此外也有好几本严复的传记，以及三次以严

复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黄克武 1998a）。严复研究的层面相当庞广，有人论他的翻译，

有人论他的各种思想，以下略述几项主要相关文献。 

 (1)著作和译作。最重要的是《严复集》五册 (1986)，内容以他的诗文、书信、案语、

着译、日记为主。王栻与王佐良（1982）主编的《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在页 153-67 大

                                                             
24

 感謝潘光哲先生示知嚴揚（1997）的文章。皮後鋒（2000:318-20）列表對《原富》首二部出版後，嚴

復用紅色筆所作的校改，這項資料可以用來和嚴揚（1997）的記錄相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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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年表内，以编年体表列他的主要活动，以及重要著作和译作的年份。牛仰山和孙鸿霓

（1990）编的《严复研究资料》，在页 464-97 详列翻译作品和各种著述的不同版本与出

版处，内容相当完整。黄克武（1998）第二章评论清末民初以来，学者对严译著作的讨

论，是相当体系性与问题性的评述，很可以参阅；此外，他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也很完

整。 

 (2)研究资料。上列王栻与王佐良（1982）页 168-71，附有东尔编辑的严复「研究论

文索引」；牛仰山和孙鸿霓（1990）页 503-17 的「严复研究数据目录索引」，更是详细。

简言之，1990 年之前在大陆出版的严复研究文献，这两份索引大致都掌握到了。还有

一项光盘数据库可查询：北京大学未名文化公司 2000 年元月发行《严复专集》，内容是

「严复著述及研究文献全文光盘」，属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著名学者光盘数据库」

系列，依其所附说明：「该光盘收入严复先生一生著述及各类研究文献近 1500 余篇，约

1000 万字，并附有各时期照片资料。同时配备完善的检索系统，对所有文章可进行全

文检索，同时还提供篇名、文章任意词、关键词、著者、涉及者、分类、文献出处、出

版者等十几个方面，快速检索到每一篇文章，并随时打印。」在台湾发表的文献，可透

过网络查索「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以「严复」作为篇名，在 2000 年 12 月可查得

84 篇。 

 (3)经济见解。这类的论文并不多，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有史全生（1978）、罗

耀九（1978）、叶世昌（1980）、舒扬（1982）、曹旭华（1986）、陈文亮（1994）、俞政

（1994, 1995）、张守军（1999）。周振甫（1936:42-5, 134-58, 173-97）曾经分项讨论严

复的各种经济见解，但解说较不深入。有些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例如赵靖和易梦虹

（1980）也谈到这个问题。但最完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述的，是侯厚吉和吴其

敬（1983），他们以 60 页篇幅详说严复的经济言论。虽然我和他们所根据的资料大抵相

同，但分析的角度与评论却相当不同，主要的一点是：基本上他们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的

观点来解说评论，而我是从新古典学派的角度来分析。读者若分别从这两个角度来解读，

可以产生互补参照的功效。 

 (4)严复与政治经济学。严复在译《国富论》之前，在何时有过哪些西洋政治经济学

的训练或接触，否则他如何能在「译事例言」内畅谈此学门的流变与主要代表人物？手

代木有儿（1994）的研究，清晰解说严复在中国的求学经过，以及 1877 年 5 月抵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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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入 Royal Naval Academy Greenwich 学习海军，到 1879 年元月返国为止，这段期间的

学习内容以及他对西洋的认识。从所列举的课程表来看（页 175），海军学院的课程基

本上是专业的：物理、化学、炮台图、海道图、海战史、铁甲船、炮弹学。严复在英国

的时间不到两年，课业上的压力又大，他或许从当时的报章、刊物、听闻上，得知有史

密斯这个人和这本名著，但恐怕当时并无暇深读，或许曾在校内图书馆翻阅过。 

 我同意手代木的看法，说严复很有可能是回国后，才较深入接触西洋名著，原因之

一是他回国后屡试不第，意懒之下自然会有这种心情转向。有一项间接的证据，是严复

在《群学肄言》内说，他是在 1881-2 年间才读此书的：「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严

复集》1:126）。较直接的证据，是严复译《国富论》时所用的英文底本，现藏在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刘重焘（1985:94）告诉我们说：原书「棕红色布面精装〔现已破

损〕，上卷扉页右上角有严复英文铅笔签名并注 Yen Fuh, Imperial Naval Academy, 

Tientsin, N. China. April 1892. 18/3/28.」（严复，帝国北洋水师学堂，华北天津。1892 年

4 月。光绪 18 年 3 月 28 日）」。我们现在可以确知严复拥有此书的日期。25
 

 

4《国富论》的传播 

 《国富论》1776 年出版后就被译成多国语文，有些国家还有过好几种不同的译本。

从此书在各国传布的角度来看，严复的译本（1902）只是这股传播活动较晚的一环。若

从更宽广的架构来理解《原富》对中国的意义，那就必须先理解：(1)史密斯的经济论

述体系，以及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2)《国富论》的内容是什么？为何在历经两个多

世纪之后，还一直在重印和重译？(3)过去两百多年间，有哪些国家分别译了多少次《国

富论》？发生过哪些怪异的现象和有趣的轶闻？(4)为什么他们要译这本书？是怎么译

的？各国知识界有哪些不同的回应？不同意识形态的读者有过哪些异议？史密斯的自

由放任说，在过去两百年间、在不同国家内，产生过哪些不同的冲击？若无此国际观与

历史的纵深背景，怎能给「《原富》与中国」的互动关系，界定出跨国性的对比图像？ 

 

1 史密斯的思想 

                                                             
25劉重燾（1985:97）有兩張相片，顯示嚴復譯《原富》時所據底本的書名頁，以及在此底本上的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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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尊史密斯为近代经济学之父26，他在《国富论》中主张「自由放任」、「自由竞

争」、「最小政府」，反对 16-18 世纪的干预式重商主义政策，这也代表了自由经济学派

的基本主张。重商主义是 16-18 世纪之间，西欧诸国实行的经济政策之通称。这个名词

其实并不够精确，因为，葡、西、英、法、荷诸国的重商主义内涵各异27，若用一个共

通的现象来描述这个经济政策，那就是：国家透过（关税等）保护政策，经由工业生产

和对外贸易，来累积国家财富的经济政策。国家的财富表现在贵重金属（金银）的数量

上，所以要尽量争取贸易顺差，以累积金银（国家财富）。 

 史密斯之所以反对重商主义，是因为那套政策过度利用国家的角色，来干预经济的

运作。其初始目标虽在增进全国的利益，但在保护政策的措施下，政府的功能犹如一只

「看得见的脚」，在妨碍市场机能的自然运作。此外，这套干预保护的政策，(1)明显地

维护有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利益团体；(2)干涉私人部门经济活动的自由；(3)一味追求

贸易顺差，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敌对；(4)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利，须有武力保护商业活

动与殖民地，导致军事花费过巨；(5)因而使得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 

 除了现实成本与效益的考虑，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也希望解除国家对经济活动

的干预。在思潮方面，18 世纪初期的启蒙运动，主张以自然法则来解释社会现象，这

以 David Hume (1711-76)、J.-J. Rousseau (1712-78) 最具代表。史密斯甚受他们两位的影

响，他也倾向法国重农学派（如 F. Quesnay 和 A. Turgot）所主张的自由论点，因为史密

斯所提出的「自由放任」(laissez-passer, laissez-faire)，就是从法文借用过来的。 

 《国富论》第四篇主张让每个经济「体」自由行动，因为他们在追求自己最大利益

的同时，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和，使得全国的利益比一只「看得见的脚」在干

预时，来得有更长远、更高的利益。史密斯在《国富论》所反对的，不是重商主义所追

                                                             
26

 史密斯的生平與著作，詳見 Ian Ross（2010）的傳記 The Life of Adam Smith（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亞當˙斯密傳》）。《國富論》內容的解說，詳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1972)《西洋經濟學者及其

名著辭典》中的 Smith 條（張漢裕撰）。在史密斯生前《國富論》有五個版本 (1776, 1778, 1784, 1786, 1789), 

1791 年〔逝後一年〕出第六版，詳見 Cannan 註釋版頁 xxvii。在 1970 年代之前，此書以 Edwin Cannan

教授(1861-1935)的註釋版（1902 年初版，1922 年第三版）流傳最廣。較新的版本，是牛津大學在 1976

年出版的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其中的《國富論》由 R. 

Campbell 與 A. Skinner 編訂。嚴復所譯的《原富》，是根據 Thorold Rogers (1823-90) 的註解版(1880)，腳

本是《國富論》的第三版(1784)。 

27
 見 Clough and Rapp (1975) 第 11章詳述對比西歐諸國重商主義之異同。另見其他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

對重商主義和史密斯的評價，如 Blaug (1997)第 1-2章、Ekelund and Hébert (1997) 第 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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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国富，而是在此项目标下政府的干预过程与后果。他不是国家主义者，也不是大同

世界主义者，他是个理性的国民经济利益维护者，主张减少干预，基本动机是维护英国

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国富论》并不只是探讨理论，它更是研究如何追求长期成长的政策著作28；之所

以被称为经济「科学」之父，因为史密斯是有系统讨论各种经济现象与原理的集大成者。

此外，《国富论》已隐含生产与分配的理论基础，也能运用抽象原则来检讨过去的政策，

并建议以简明的「有限政府」概念，替代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干预式政策。《国富论》内

的创新论点并不很多，但从整部书来看，它所处理的范畴、概念、写作方式，以及它的

内涵精神，才是使它在经济学史上留存的重要因素。 

 史密斯的基本主张，可简化成下列三点。(1)人的基本动机是自利的。(2)他假设有一

种自然法则存在（犹如宇宙间有自然的规律），使得每个人在追求自利的同时，也会达

到社会的最高共同利益（看不见的手定理）。(3)要达到这个境界，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

法，是自由放任、自由主义、不干涉主义；政府的功能只限于司法行政、保卫国家、公

共建设、维护公共制度（如教育）。这三点都不是在晚清想追求富强时所需要的，我甚

至怀疑严复对此书的理解，未必掌握到这三点。 

 

2《国富论》的内容 

 周宪文与张汉裕所译的《国富论》（1964），大约有白话文 70 万字；严复译注的《原

富》（1902），约有文言文 44 万字（包括案语 6 万字）。29严复译本有一项增补，在首部

篇 11「释租」（地租）之后，原书谈「近四世纪银价之变动」，他觉得「无关宏旨，则

概括要义译之」。之后附上他认为相关有用的「穆勒雅各布释租」（即 James Mill, 

                                                             
28

 這一點在《原富》的「譯事例言」首頁已明白指出：「然則，何不逕稱計學而名《原富》？曰從斯密

氏之所自名也。且其書體例，亦與後人所撰計學稍有不同。達用多於明體，一也。匡謬急於講學，二也。

其中所論，如部丙之篇二篇三，部戊之篇五，皆旁羅之言，於計學所涉者寡，尤不得以科學家言例之。

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財利之性情，貧富之因果，著國財所由出云爾。故《原富》者，計學之書，而

非講計學者之正法也。」嚴復說明史密斯的書著重追求國家富強的經濟政策，所以才譯為《原富》。上引

文中有「部戊之篇五」一詞係筆誤，因部戊中只有三篇。在頁 419-20 內，嚴復細論何以他譯經濟學為計

學：「學主知，術主行；計學，學也，理財術也。...財之生分理積，皆計學所討論。...吾聞古之司農，稱

為計相，...消息盈虛，皆為計事，此計學之名所由立也。」 
29

 皮後鋒(2000:323)有不同的估算：按照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1年版統計，《原富》總計 52萬字，其中按

語有 8萬字，再除去前後面的序言與年表等等，與《國富論》相對應的文字大約有 40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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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1836 的「论地租」：Rent），辑在篇 11 内（页 271-6）。 

 他在「译事例言」页 6-7 说：「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

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独于首部篇十一释租之后，原书

旁论四百年以来银市腾跌，文多繁赘，而无关宏旨，则概括要义译之。其他如部丁篇三

首段之末，专言荷京版克，以与今制不同，而所言多当时琐节，则删置之。又部甲后，

有斯密及罗哲斯所附一千二百二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伦敦麦价表，亦从删削。」这

是他对删增的说明，以下解说《国富论》的结构与内容。 

 第一篇讨论生产要素（劳力、土地、资金、货币）的生产力问题：如何使这些要素

的生产力提高，并「合理地」把成果分配给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劳动者、地主、资本家）。

第二篇专谈资本，论其特性、累积的过程、运用的方式，以及资本的成本（利率）。第

三篇谈西欧自罗马帝国衰微之后的发展史，性质上属于欧洲经济史。第四篇谈国际经济

政策，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第五篇谈公共财政，是国内经济的范畴，讨论政

府的收入与支出。综观这五篇的内容，几乎与经济事务相关的要素都包括到了，这是讨

论经济现象最完整的第一部著作。 

 虽然史密斯反对重商主义政府的政策干预，但他并不主张「无政府」的完全自由。

例如，他赞同重商主义政策的「航运法」，要求「国货国运」，以免运输和国防落入外国

手里：虽然「该法令是不利于国外通商的」，但「国防究竟远比富裕为重要，所以，英

格兰所有通商管制中，航运法也许是最贤明的一种。」（周、张译：《国富论》，页 443-5）。

再举一例：在进口关税上，他认为英国应舍弃不便利进口与生产、多如牛毛的法律，只

需对所进口的一般奢侈消费品（如酒、糖、烟）课税，用以补偿因自由贸易所带来的财

政损失。 

 史密斯的自由经济学说，并非只靠知识上的见解卓越而流传后世。更重要的因素，

是他的说法符合当时西欧的潮流。1770-80 年间，有两项事件支持自由化的运动：一是

美国独立战争，二是英法的拿破仑战争。美国的独立等于是英国的殖民地失利，英国一

方面深刻地感受到，殖民地体制的革命危险性（重商主义派偏好扩展殖民地）；另一方

面是美国独立之后，双方的贸易量更为繁荣，从前重商主义时期所建立的关税保护体制，

反而成为贸易的障碍。另一项因素是，英国为了保护国内的小麦价格，并确保小麦的供

应而执行谷物法（Act of 1663）。由于国外的廉价小麦无法输入，使得国内的基本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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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过高，工人的薪资因而比其他国家高，工业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减弱。拿破仑战

争之后，废弃谷物法的呼声日高，到了 1840 年左右，英国才把史密斯的自由主义当作

国家政策实行。由此可见，某项社会科学理论或学说本身的优越性，并不是使之流传的

必要或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能和实际问题相契合。 

 史密斯在书中夹杂许多让后世读者，从经济学理上看不出有意义的内容，例如第五

篇第一章第二款所谈的完全是教育问题，谈学制期限、拉丁语的重要性、教育科目。此

外，就史密斯一生的著作内涵而言，《国富论》在这位道德学教授心目中的地位并非首

要，《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对他而言，或许更有专业上

的成就感。经济问题只是他研究社会进步现象的一章，但不是最重要的一章。 

 不同时代各国的人文、社会、经济学者从不同角度重读《国富论》，总会有许多新

的发现与阐释。几乎每逢史密斯 50、100 生辰或此书出版 100、150、200 年纪念，就有

新的文集出现。Wood（1994）编的七册文集，内收 1893 之后各国研究《国富论》的文

献（英文）250 篇以上，是理解史密斯对经济学理贡献的重要文集。《国富论》内包含

了许多经济现象，几乎每个章节都有论点，可以从现代的眼光重新发挥或引申演绎。虽

然史密斯的论点在今日看来并不新奇，但他提供很丰富的题材，也因为他的论点有可争

议性，使得学者在两百多年之间，在它所提供的「丰富而模糊的想象空间」内持续投入。

也因为后人不断重新诠释，反而把原本单纯的史密斯塑造成为千面英雄。 

 

3 各国的翻译30
 

 《国富论》是研究经济学说在国际间传播的好对象，虽然阅读的角度随着时代、文

化、意识形态而异，但在过去两百多年间，它一直都是知识界的基本读物。或许它不是

读者人数最多的经济学著作，但我有理由说它是经济学史上被翻译最多次的书。 

 研究各国翻译此书所牵涉到的问题，重点不在于译者能否把字句精确地译成不同语

文，而是要把眼光放在：各国在翻译这本书时知识界的状况如何？这样才能从较宽广的

角度，来理解各国译此书的意义。举例来说，意大利文的第一种译本是 1790 年在那普

                                                             
30
《國富論》的 18 種語文譯本，依國名字母的排序是：阿拉伯、中國、捷克、丹麥、荷蘭、芬蘭、法國、

德國、義大利、日本、韓國、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俄國、西班牙、瑞典、土耳其。這是我在 1992-3

年間，運用哈佛大學商學院 Baker Library 歷史檔案部內 Vanderblue Memorial Collection of Smithiana 蒐集

的文獻（內收各國與史密斯相關的譯本、論文、文獻資料）整理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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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斯（Naples）出版的，这可以显示当时该地的学术气氛，是意大利的学术圈正在积极

参与一股欧洲文化的更新运动，译这本书正可显示意大利参与了启蒙运动。所以若只从

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欧洲各国为何译介此书，那会是个狭隘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国富论》之所以很快就被译成主要的欧洲语文，那是因为史密斯之前有另一本名

著《道德情操论》（1759），欧洲知识界对它很有好评，早就替《国富论》铺了路。 

 

翻译的速度与次数 

 对比《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在五个国家翻译的状况，有一项共同特征是：各

国译《国富论》的时间落差（即原书和译本之间的年代差距），都比译《道德情操论》

的时间落差短。可以观察到两种形态： 

(1)法、德两国知识界对《道德情操论》的译本很熟知，这替《国富论》的译本铺

下坦途（时间落差：2 年和 0 年）。(2)俄国、西班牙和日本对《国富论》较熟知，甚至

是在《国富论》之后，才回过头来接触《道德情操论》（两者之间的年代落差达 66 年、

149 年、78 年）。我认为原因是法、德译《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动机类似，都

是从知识的观点出发，而俄、日在译《国富论》时都还是开发中国家，初始的动机是想

从此书学到「国富的本质与原因」。但后来才理解到，若要充分理解史密斯的学说体系，

《道德情操论》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要先懂这本之后才能理解《国富论》的背后意涵，

所以才进而译《道德情操论》，视之为《国富论》的哲学基础之作。 

 虽然目前已知此书有 18 种语文译本，但和当今全世界的语言总数相比，比例上仍

然偏低。单就亚洲各国的语文来看，就没有泰、马和其他语文的译本；同样地，有许多

印欧语系和斯拉夫语系的语文也无此书译本。 

 其次，有五或六种译本的国家只能算是「正常」，日、德两国的现象可说是异常：

为什么他们对这本书这么「疯狂」？对前人的译本总是不满意，每一代都一而再地重译？

德国著名的国民经济学者 List (1789-1846)，对《国富论》曾经有过相当刺耳的评论，但

为什么德国人对这本书还一直这么执着（10 种译本）？《国富论》在史密斯生前只有

过五种版本，为什么在日本会有 14 种译本？那是因为其中有节译本，有全译本，有根

据五种英文版的各种译本，甚至还译出英国学者为《国富论》所作的不同批注版。日本

学界阅读、研究此书的人口比例，可说是全世界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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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从翻译的时间分布来看，在有三种译本以上的国家当中，韩国集中在 1950-70

年代；法国在 1770-1820 年代；瑞典是 1800 年代；意大利的第一波是 1790-1850 年代，

第二波是 1945-76 年代；俄国是 1800-1930 年代，分布得相当均匀。德、日、西等国对

翻译此书的兴趣是持续性的。 

第四，这波译《国富论》的运动至今尚未停止。我知道有新的丹麦文、韩文、西班

牙文译本还在进行中(1998)。31
 

 第五，相对地，只有一种译本的国家，通常也是节译、选译、缩译。为什么这些文

化对《国富论》这么冷淡？较简单的解释是，这些国家的知识界通常能阅读英、法、德

等主要语文，若用自己的语文全译，一方面不经济，二方面是这些国家的文字，恐怕不

易转译《国富论》的词汇和概念。这样的说法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尚无瑞典文的全译本

（因为他们可以读德文或其他译本或英文原著），但这种说法却不易解释，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种德文译本，因为德国知识界能读英文原著的人很多。 

 从翻译速度的角度来看，有一项趣闻是法文版出现「同时竞译」的情况。法国的一

位修士 Morellet 在 1823 年出版一本自传 Mémoires de l'Abbé Morellet，说他在 1776 年秋

季曾在香槟地区致力翻译此书。但几乎在同时，有一位还俗的本笃教派（Benedict）修

士 Abbé Blavet，他在 1774 年时曾把《道德情操论》译为法文，也正在译这本刚出版的

《国富论》，以每周连载的方式刊登在农学刊物（Journal de l'agriculture...）上，注销的

时间是从1779年元月到1780年12月，之后在1781年辑印成六册，分别在瑞士的Yverdon

和巴黎出版。Morellet 抱怨说，Blavet 的译本「妨碍了我的译本出版。本来有人出价一

百 Louis，现在变成一毛也不给，后来更因为 Blavet 的竞争，而没有人愿意出版。」他

还是努力要出版这本书，但又被法国北方 Sens 地区的总主教拒绝了，Morellet 因此抱怨

说：「可怜的史密斯被（Blavet）伤害，而不是被（Blavet）翻译。...我的翻译作得很仔

细。史密斯的抽象理论部分，在 Blavet 的译本内都变得难以理解，但在我的译本内，读

者可以获益。」 

 史密斯本人对 Blavet 的译本有下列的回应。1782 年 7 月 23 日他从爱丁堡写一封法

文信给 Blavet，说他对 Blavet 之前所译的《道德情操论》感到非常高兴，「您对我新作
                                                             
31中文的四種譯本是：(1)嚴復的《原富》(1902)；(2)郭大力和王亞南的《國富論》（1931，1972-4修訂並

改書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務）；(3)周憲文和張漢裕的《國富論》(1964，台北：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處)；(4)謝宗林和李華夏的《國富論》(2000，台北：先覺出版公司，只譯前三篇)。2000

之後還陸續有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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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的翻译，尤其让我欣喜。...我觉得您的译文，从各方面来说，几乎和原著一

样好。...我个人对您非常感激，我无法鼓励或同意有另一种（法文）译本。」这是史密

斯《通信集》内唯一的法文信函，可以看出他的法文相当好。据我所知，这是《国富论》

的各种译本中，唯一直接竞争的例子。日译本之间也有竞争的情形，但那是在不同版本

之间，以及新旧译法之间的竞争，不是同一时间对同一版本的竞译。 

 

翻译的质量 

 在这波翻译《国富论》的运动中，出现一些有趣的事：有「假版本」，也有「版本

不明」，西班牙还禁印过此书，此外还有误解和扭曲的情况。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假版本和不明版本。所谓的假版本，是说译者宣称他是从英文原著译来，其实是从

另一种文字的译本转译的。例如意大利文初译本（1790）的译者说是据英文本，其实他

是根据 Blavet 的法译本（1779-80）转译的。另一个例子是西班牙文的初译本（1792），

其实是根据法国名学者 Condorcet (1743-94) 对《国富论》的摘要，再删减之后译成西

班牙文。Condorcet 的摘要刊在 Bibliothèque de l'homme public 卷 3 页 108-216，以及卷 4

页 3-115，1790 年在巴黎出版（Diatkine 1993 对此问题有深论）。西班牙的转译者，不

但删去 Condorcet 摘述的某些部分，有时还断章取义，甚至还不知道《国富论》的原作

者是史密斯。 

 「版本不明」的例子是，法文的初译本最先在荷兰海牙出版（1778-9），译者的名字

是「M***」。另一种译本 1781 年在巴黎出版，未载明译者是谁，但公认是前述的 Blavet。

有很多人认为巴黎版（1781）和海牙版（1778-9）是同一译者，只是以不同的排印方式

和装订在两地出版（一是三册，一是四册）。法国诺曼底 Neufchâtel 地方的一位 Guyot

先生，1778 年写信给 Blavet 说，当他和 Douglas Stewart 看到这分 1778 年的版本时，他

们都以为这是 Morellet 译的。英国学者 Murray 在 1905 年发表一本 15 页的小册子，主

旨是对比海牙和巴黎版的两种译本，他认为海牙版的日期早一年，而且显然是由另一个

人所译，但他仍无法断定 1778-9 海牙本的译者是谁。 

 查禁。前述西班牙文首「译本」的译者是 Carlos Martinez de Irujo，当时他的职位是

Oficial de la Primera Secretaria de Estado。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在 1792 年

3 月 3 日查禁《国富论》的「原文」（法文本），但同年却允许此书的摘要本出版。Sir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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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pherson 在 1792 年 12 月从慕尼黑写信给 Edward Gibbon 说，西班牙政府已「准许亚

当史密斯的《国富论》出版摘要，但宗教裁判所仍对原著有意见」；翻译者保证「他已

删除任何可能会引发宗教和道德上错误或松弛的部分」。这项禁令持续到《国富论》的

全译本出版时（1794）。译者是 José Alonso Ortiz，他可能是根据《国富论》第五版（1789）

译的，但 Ortiz 却认为他所根据的是第八版，这是不正确的：第八版是 1796 年才出版。

此外，虽说是全译本，但有某些章节还是删略掉了。Ortiz 是 Valladolid 地区皇家协会属

下的律师，同时也是法学和神学的教授。 

 1793 年 2 月 15 日，Ortiz 向宗教裁判所解释他不久前翻译的《国富论》，「删掉了一

些不恰当的地方，...在某节内作者对某些宗教方面有较宽容的见解，因而未译出。任何

会对道德和宗教事务方面产生误导或松弛的部分，都已清除干净。」宗教裁判所的最高

当局，在 1793 年 2 月 16 日把 Ortiz 的译稿送给三位审查者，但当局对其中两位审查者

的意见不够满意，原因是「Ortiz 的翻译避开了法文本的错误」（这句话的意义不够明确）。

5 月 29 日，裁判所再度指定一个审查委员会，其中有一位修道士对《国富论》的法译

本相当不满（在此之前，法文本的《国富论》一直被视为原著）。Ortiz 做了一些细部修

正后，稿件在 10 月 22 日退还给译者，1794 年由政府准许出版。 

 误译与扭曲。在各种译本内，改写而非忠实翻译的例子很多，以严复的译本为例，

可以看出他是在改写而非精确的翻译。这种情况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例如英国与中国、

日本）的严重性通常很明显。竹内谦二的日译本（1921-3，1931-3 修订二版），在 1960

年代之前是流通最久最广的版本，1969 年东京大学还重印此译本的「保存版」三卷。

竹内在 1963 年退休后出版了一本《误译》（东京：有纪书房），讨论《国富论》和 David 

Ricardo 的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的日译问题。他举例批评日本教

授的误译，评论他们「错误」和「无知」的状况，说他很以这些「丑译」为耻。他举例

说明，同一段文字竟然被译成很不相同的日文。看到竹内这种自我批评之后，才较能理

解日本为何会有 14 种译本。如果日本学者持续地要求完美，那么在下两世纪内，我们

还会见到另外 14 种译本。日本学界对《国富论》译本的质量要求最严，他们对细节的

要求是其他语文译本难以比拟，可惜他们对史密斯的研究大都以日文发表，外人不易吸

收成果。 

 在西班牙另有一项高层次的翻译。18 世纪末有一位物理学教授 Ramón Campos，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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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过一些逻辑方面的著作，试图要把《国富论》翻译成精确科学的语言，也就是要把

「经济学化约成精确、清楚和简单的原理」。他要把「到目前为止仍有神秘感的经济论

述，透过我的研究而广为人知，可以让精确科学界的人士共同接受。」1797 年他在马德

里出版 La Economia reducida a principos exactos, claros y sencillos，内有简短的八章，把

史密斯的价格、工资、利润、资本、租税等理论，用简洁精确的方式重述。此书现藏美

国 Duke 大学珍本室，不外借。我有理由怀疑，他在 18 世纪末时，是否真的能做到「让

精确科学界共同接受」，因为直到今日也尚无人能做到此点。 

 翻译是研究经济思潮在国际间传播的重要面向，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缺乏，尤

其误解和扭曲的部分，更是可以深入探究的题材，可藉以理解不同语文和文化体系之间

的落差。以上是对过去两百年间翻译的速度、数量、质量，提出概观性的初步面貌，如

果能对各国译本有较深入的理解，这个图像就会更完整有趣。 

 

5 各国的回应 

 本节分析十个非英语系国家（中、丹、法、德、义、日、葡、俄、西、瑞典），对

《国富论》的学说与政策见解，有过哪些因为经济条件不同、文化背景相异、意识形态

相左，而产生的各种回应。 

 

1 分析法 

 命题。研究经济思潮在国际间传布的历史图像，《国富论》是最佳的分析对象，因

为它的历史悠久，读者广泛，身处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情势的读者，必

然会有不同的响应。要进行这项研究，语言的障碍显而易见，但这是次要的困扰，真正

的困难在于，对这十国的经济状况缺乏系统的理解，以及对各国内部各种思想潮流的掌

握不足。需要具备这两样知识，才足以理解各国对《国富论》响应与拒斥的内在运作机

制。这两项困难合在一起，使得这项命题非常不易进行周延的探索。 

 以德国为例，《国富论》在 1776 年就译成德文（和英文原著同年），最新的译本是

1974 年。在这两百年之间，《国富论》虽然有版本上的更动，但基本架构和体系是固定

的；而德国的经济情势与思维（心态），在这两百年间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动，德国知识

界对《国富论》的反应，在这两百年间也有过激烈的起伏。要以一本专著来描绘德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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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世纪之间这种变化的动态过程，必定是一项挑战性的任务。同样地，《国富论》在

俄国的传播也有过动人的故事：史密斯的主要见解和政策建议，在 1776 年出版之前八

年，就在俄国的知识分子和决策者之间广布了。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过去两世纪间，史

密斯学说在俄国的「兴衰史」。 

单在一个国家内的状况就这么复杂，我怎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同时处理十个国家在

两世纪间所发生过的复杂现象？这项任务当然不可能单人只手完成，我要做的是从所搜

集到的文献，整理出一个拼凑式的图像。虽然跨越的时间很长，但我把重点放在早期

（18-19 世纪），对晚近（20 世纪）的着墨相对地少。这种跨国性的比较研究，必然是

片段零碎式的，是表层浮浅、缺乏结构性深义的，但总需要有人踏出第一步。 

这种研究的另一项特质，是我只能处理「外在」的面向，也就是说，只能探讨《国

富论》所触及的「经济事务」，以及各国对这些具体政策的回应和争论。而「内在」的

层面，例如史密斯的价值理论、看不见的手定理、自利说、市场效率，在这十个国家也

都有过各式各样的讨论，这些理论上的见解，对各国的知识分子也起过不同的作用（例

如马克思和许多其他分属各派的人物）。这些内在的层面较难掌握，甚至不可能做跨国

的比较，所以不属于此处的探讨范围。 

 困难性。德国经济思想史学者 Palyi 在 1928 年发表一篇长文，研究史密斯的学说如

何传入欧陆（以法、德、义三国为例）。他说明这项研究有三项困难：一是有谁敢说欧

陆的自由贸易运动，有多少是源自史密斯的自由放任说，又有多少是来自其他的自由主

义论者？二是很难区分开史密斯在政策方面，和在科学方面（理论体系）的影响。三是

更难区分他对欧陆的影响，有多少应归功于他的思想，多少应归功于他的著作风格，以

及在著作中所展现的个人魅力。 

 我面临的困难更大：如果 Palyi 在 1920 年代需要 54 页的篇幅，来处理较少的国别

（三个）和更短的时期（1776-1920），那么要分析十个国家在更长时期的现象，至少需

要三倍以上的篇幅，那是一本专书的题材，不是此处所能做到的。Palyi (1928)的研究是

这个题材（各国对《国富论》的回应）最早的探索，或许至今仍是唯一的。在他的文章

中，意大利占的篇幅有限；此外，严格地说，他的研究也不能算是比较性的，因为他把

德、法两国放在不同的章节内独立分析，而不是对比其相似性与相异点。相对地，我采

取的比较法，不是以国别为分析单位，而是在一个主题（例如：翻译《国富论》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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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对比十个国家的状况，看能否找出共通的形态。在探究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

每个国家的状况都还需要有更深入的研究。我的比较谈不上深度性的发现，但希望能引

起思想史学者的注意，体会到这个领域的意义，以及目前的空白状态。 

 从 Palyi 论文的脚注可以看到，他所运用的众多文献，包括不同时期的小册子、教

科书、百科全书，这种细节文献的做法，在三个国家的情况下较有可能。我对此处所分

析的十个国家，一方面无法掌握到这么多的细部文献，二方面就算这些文献齐全，我的

语文能力也不足以涵盖这十种语言；就算没有阅读上的困难，我对各国的背景知识，也

不足以理解这些文献的深刻意义，也得不出像 Palyi 那种深度的综述（他对德国的状况

掌握最佳）。值得一提的是 Palyi (1928)的第五节（页 224-33），他分析史密斯理论（如

利息、工资、价值、货币、社会哲学、方法论等等）所引起的响应。我认为此节较先前

的四节不成功，因为他在太少的页数内涵盖过多的主题，而且是以意见而非论点的方式

呈现。这就是前述的「内在」面向，因为过于复杂，无法在此综论。 

 在这项跨国性的比较里，我大量依靠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各国学者所提供的文献，

质和量的差异性都很大：研究德、俄两国的文献以英文出版者，比法、义、日、西诸国

多，这些国家以本国文字发表的研究也有一些，但有一半是我不能直接阅读的；中、丹、

葡、瑞诸国的相关文献，不论是以本国文或英文出版的都非常不足，所以这项跨国性的

研究，也必然要把重心放在文献较多的国家。在篇幅的限制下，对每个子题我只能举一

两个例子来解说。另一项困难，是这种题材因为各国的性质差异太大，所以不易有个前

后一致的架构，也不易提出具备共通性的假说或论点可供验证。 

 

2 翻译的动机 

 我整理出四种翻译的动机。第一型的国家，是想透过此书学到英国富强的经验。18

世纪俄国眼中的英国，是个海上霸权、科技领先的象征，是俄国想要学习追赶的首要对

象。而这本书又是这个「上国」的一位名教授写的名著，他又是 David Hume 这位名哲

学家的好朋友，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更强化了这本书的优越性。中、俄的主要差别，是

俄国的知识界和决策者，早已熟知《国富论》的主要论点，甚至在此书出版（1776）前，

就派两位留学生去 Glasgow 大学听史密斯的课程，然后把笔记译成俄文广为流传；中国

的知识分子到 1902 年才初知此书，比俄国慢了 130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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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形态，是知识性的动机强过实用目的。丹麦文的译者 Frants Draebye，是挪

威商人 James Collett 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他带这两位学生在欧洲游历，1776 年《国

富论》出版时他们正好到了英国。因为这本书在英国引起相当讨论，所以他也想让丹麦

和挪威（两种语文相当接近）读者接触这本重要著作。法国读者对史密斯的自由放任和

自由贸易说不感兴趣，因为那是史密斯从法国重农学派借去的观点。法国人有兴趣的，

是这位代表苏格兰启蒙时代的人物，在知识体系上的见解，他们想知道这位先前以《道

德情操论》闻名的作者，在谈论政治经济时，会有哪些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丹麦和法国

译介此书的动机，虽然都是以知识倾向为主，但在层次上不同：丹麦是要学习如何让国

家富强，法国是从社会科学论述的角度来借镜。 

 第三种形态具有强烈的自由贸易论。在 1792-1802 年间，有些葡萄牙文的著作零星

提及《国富论》，几乎都环绕在「分工」、「自由生产」、「自由贸易」这几个主题。葡文

读者对自由放任学说愈来愈有兴趣，所以有动机要让此书在葡国广传。在 1811 年出版

的葡译本里，Lisboa 写了一篇短的导论，他认为翻译此书的重要性，是有助于理解在巴

西（葡国属地，也是他的居留处）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他希望《国富论》所强调的自由

放任说，能替巴西的经济自由化提供正当性的学说基础。 

 第四种形态是综合上述三种原因的国家：日本。在 14 种译本中，有些译本的目的，

是配合当时的自由贸易政策，大部分的情况，则纯是学术性的动机。尤其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之后，日本对《国富论》的学习内容，主要是着重史密斯的社会与经济见解。不同

译者有不同的解读角度，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需求也不同，他们都想从《国富论》得到

不同的答案，也因而一再重译此书。 

 

3 传递的方法 

 Alexandrin (1977) 提供一个有趣的分析架构，可用来研究这个子题，可惜这篇文章

不太为人所知。他的主旨是研究《国富论》发表前后如何传入俄国，以及俄国各界的反

应状况。他认为有五个角色与此书在俄国的传达相关：原著、敬仰者、媒介、传达者、

接受者。他提供这五个角色所对应的真实人物，以及他们各自扮演的功能，之后在他的

表 1 列举史密斯的政策建议，在表 2 列举俄国在当时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用以对比《国

富论》对俄国政策的影响面向与层次。我觉得这个架构完整，视角也很有启发性，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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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俄国是探究这个题材的理想例子。以下举三个例子，说明《国富论》如何引入

各国。 

 第一种是最直接的方式：从英文译成本国语文。译者有可能直接与史密斯熟识（例

如丹麦的 Frants Draebye)，或曾经和他通过信并得到他的允许（例如法国的 Blavet），或

关系间接，只因为曾经在英国留过学（例如严复）。这是最寻常的思想传递方式，也是

在第一层次上的传递（单纯的转译文字），可称为「线性」的传达。 

 俄国属于另一种形态，可称为「多线性」的：透过多重管道传入。俄国派两个学生

去 Glasgow 大学听史密斯讲课，在《国富论》出版前，俄国学界与政界已熟知史密斯学

说的精要；此书出版后也译成俄文。主要的敬仰者有 Desnitsky、Catherine Dashkov 伯

爵夫人以及她的年轻儿子 Paul (1763-1807)。 

 第三种传递形态，属于另一种层次的手法：把《国富论》的学说，吸纳入本国的经

济论述体系，可以用德国的例子来说明。Sartorius 在 1796 年出版第一本「史密斯式」

的教科书：Handbuch des Staatswitrschaft zum Gebrauche bey akademischen Vorlesungen, 

nach Adam Smith's Grundsätzen ausgearbeitet。他在书名中明白表示，这是以史密斯原著

为基础，再和德国传统的国家经济学 Staatwirtschaft 结合的著作，这本书可视为德国正

面接纳《国富论》的开始。他用这本 234 页的书为教材，在哥廷根大学教授多年，此书

在 1800 年时译成瑞典文。Sartorius 在序文说：「下列摘要的作者，根据下列的原则教过

五年，初学者通常都能理解，作者感到相当庆幸。作者也确信史密斯已经发现了真理，

所以愿意以传播此学说为己任。」还有另一个例子。德国教授 K. H. Rau (1792-1870) 所

写的三册经济学教科书，在学界广为采用（1826-37 年间出版，之后发行多次修订版）。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者，如 Rocher、Wagner、C. Menger，在求学过程中都读过这套教科

书。这本书并无新颖性，Rau 的手法是把《国富论》的学理，和德国传统官房学派的论

述结合起来，非常有助于知识界对史密斯的接纳。 

 传布《国富论》时有两项一般性的障碍，一是语文上的（词汇不足），二是概念上

的（缺乏相对应的观念）。例如在圣彼得堡以四册的形式出版时（1802-6），要把史密斯

的学说精要地译成俄文，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政治经济学的名词在俄文中刚刚才开始，

史密斯所论及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上的事情，对俄国人而言是陌生的。虽然启蒙时期的词

汇和概念已译入俄文，但经济学说和政策方面的知识，在俄国还没有能充分接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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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的俄裔著名经济史学者 Gerschenkron 说：「经济上和商业方面的

名词惊人地缺乏，...大约只有两打外来语能用来解说经济概念。」严复在 1900 年前后翻

译《原富》时，也有类似的困扰。 

 

4 接纳与影响 

 我选出下列五项子题，来解说这个复杂的问题。(1)接纳的困难性；(2)《国富论》对

决策者的影响；(3)自由贸易论与自由放任说是传布最广的论点，值得细究；(4)各国对

史密斯的理论分析缺乏兴趣；(5)左翼人士对《国富论》的反应。 

 接纳的困难性。第一类型的困难显而易见：接受国的智识状况，对史密的理论与见

解不感兴趣；在经济环境方面，也和《国富论》所指涉的背景不相容。意大利在 1780

年代还处于重商主义的情境，史密斯的政策分析对意大利读者并无多大意义。意大利的

自由贸易论者很少提到这本书，其中有一位著名的自由贸易论者 Count d'Arco of 

Mantova (1739-91)，甚至还好像不知道史密斯；另一位 Palmieri 在 1790 年提出一套商

业政策说，也完全看不出史密斯的影响。 

 另一种困难的类型较不常见，德语系国家是个好例子：有另一股经济论述系统在抗

拒史密斯学说。德国传统官房学派教授所写的教科书，甚至是晚至 1820 年代才出版的，

也通常无视于《国富论》的存在。Sonnenfels 写的教科书，可说是官房学派的「官方著

作」，在 1848 年革命之前，此书主宰奥地利帝国的经济学教育界。他的学生 von Kudler 

(1786-1853) 后来担任维也纳大学教授，一直到 1846 年才把史密斯的精神，纳入他老师

遗留下来的旧教材内。官房学派对史密斯学说的抗拒相当明显，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初步

反应并不友善，但这种态度在几十年后已逐渐软化。 

 对决策者的影响。我有点惊讶地发现，史密斯对决策者的影响相当有限。以法国为

例，Palyi (1928:209) 说拿破仑在巴黎念军校时读过《国富论》，他掌权时对经济和财政

问题的处理方式（要求完善的货币和稳定的利率、对公共支出的严格态度、厌恶在非紧

急状态下发行公债、坚决反对国家介入贸易），可能是受史密斯和法国追随史密斯学说

者的影响。但若以拿破仑的屡次四方征战，以及他个人的强势作为，很难体会上述的说

法，我们需要更坚实的证据，才能同意这个论点。 

 俄国的例子较明确。Desnitsky 是到 Glasgow 大学听讲的两位留学生之一，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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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下半叶俄国最特出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也被法学史学者视为俄国的法学之父。

他在 1768 年提出一套财政建言书，其中传达一些史密斯的见解，但真正的影响却是另

一回事。史密斯所倡议的是经济自由化，但当时俄国女皇 Catherine 二世所关切的，是

要如何在她的大陆王国内建立起政治、社会、行政的基础。她和她的继位者，虽然说要

创办制造业，要协助资产阶级兴起，但真正的作为却是在独占土地、奴役人民、压抑反

动论说。Catherine 二世本人或许有开明的思想，但以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情境来看，

她不知要如何落实史密斯学说。英俄两国的实质发展差距，使得《国富论》的讯息难以

在俄国落地生根。 

 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说。这两者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也是《国富论》内最广为人知

的原则。每个国家随着各自条件，对这个讯息自然有不同的反应，在此只需举几个例子。 

 史密斯的自由贸易说，在 1840 年代才开始在意大利着陆，主要是透过 Mengotti 著

作的引介。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成为联结国内各股势力的媒介，甚至还组成一个

「Piemontese 利伯维尔场运动」，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统计学者 Camillo Cavour，他是

史密斯学说的热心支持者。 

 在 1792-1802 年间以葡萄牙文出版的著作中，只有零散地提到《国富论》，范围都不

出分工、自由生产、自由贸易这几项。Lisboa 之所以热诚地支持史密斯学说，主要是因

为史密斯对经济自由的主张最明确。Lisboa 写作的地点不是在本国，而是在巴西；

1808-10 年间，他在里约热内卢出版不少小册子，一再地赞扬《国富论》。这位巴西知识

分子的主要目的，是要追求这个属地在经济上能够自立发展，他全心响应《国富论》学

说的用意非常清楚：他要用史密斯的分工理论，来支持说如果巴西能够自主地成为国际

分工的一部分，会有哪些好处。 

 史密斯学说在 19 世纪初的俄国，遇到很不相同的处境。当时官方的报纸是 The St. 

Petersburg Journal，此报眼中的史密斯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掌握到一项重要的真理。」

他们也认为政府的职责应该不要太沉重，政府不应过度活动，只要让产业有自然的自由

即可：「让政府去除所有的禁止和管制体系，不要用管制来束缚产业」。内政部长

Kochubey 对史密斯学说中重农主义的部分很感兴趣，他在 1803 年的报告中，主张政府

应该让私人产业自由，但要充分掌握产业进展的讯息，若产业有需要时就提供协助。

1815-20 年间，有一个「皇家自由经济协会」，它的机关报是 The Spirit of the Journal (Du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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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nalov)，路线是积极倡议废止保护，在思想层面上积极摘译 Say、Bentham、Sismondi

以及其他西欧作家的著作。这些自由贸易论者，并不完全是从史密斯学到这些信念，主

要的思想来源是法国的重农学派，因为他们积极倡议农业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 

 西班牙的自由经济学说，很快地透过好几条管道传入殖民地。1778 年发布的命令中，

提出商业自由 (comercio libre) 的政策，一般视之为自由贸易的措施。但其实完全不是

字面上所说的意思，而是因为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之间，在西班牙和美洲有几个港口不准

和海外自由贸易，现在要让它们解禁开放而已。或许《国富论》有助于殖民统治者理解

到，让殖民地有较大的自由度，对西班牙反而有益，但很少有人会全盘接受史密斯和

Say 的全套自由经济论。西班牙人是透过法国经济学者 Say 的著作才认识史密斯，西班

牙人称 Say 为「法国的史密斯」。虽然史密斯被视为自由主义之父，但《国富论》在西

班牙的读者却很有限。最受西班牙自由主义者欢迎的自由贸易论和反对干预论，并不是

来自《国富论》，而是来自法国 Bastiat 的 Economic Sophisms。也就是说，法国的 Say

和 Bastiat 在西班牙学界的声望，要比史密斯来得高。我觉得这是个有启发性的例子：

各国人士或许会不自觉地认为，他们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是来自史密斯，其实说不定另有

来源。 

 对史密斯的理论缺乏兴趣。大多数国家对《国富论》的兴趣，都反映在自由贸易这

个议题上，当然也反映这些国家当时的处境。其实《国富论》也谈到与富强相关的议题，

例如教育、公债、资本累积，这些被忽视的面向，正是《国富论》完整书名中常被忽略

的部分：「国家财富的起因」。这让我注意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富论》在向外传播

的初期，除了法国，大多数国家都只注意到《国富论》的实务面（以自由贸易为主）；

《国富论》的理论面，例如市场效率说、看不见的手定理，大都被忽视或视为不相干。

大致说来，《国富论》在外国被片段地阅读，各国评论此书的作者，通常没有全盘掌握

的能力，也因而造成误导性的印象，认为这是一本析论实际事务与政策的著作。 

 葡萄牙的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葡萄牙的作者在 1790-1810 年间，还不太能掌握 18

世纪下半叶，经济思想在理论与结构分析的论述，《国富论》的学理论述常被过滤掉，

葡萄牙的学者不能称为史密斯的学生，他们只能算是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把史密斯学

说工具化的宣传者。 

 左翼读者的响应。这个子题，换句话说，就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史密斯学说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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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我的观察样本只限于中国、日本和俄国。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派

的学说已经传入（主要是透过留日和留欧学生），知识分子的接纳性不低，学界也开始

用马派观点来批评古典经济学说，史密斯的思想当然是他们的目标。《国富论》在 1920

年代末期，再度引起中国学界注意，但严复的译本过于古雅失真，郭大力和王亚南这两

位马克思学者，在 1931 年元月出版此书的第二个译本。他们译此书的动机之一，是为

了帮助读者更能理解《资本论》。他们先合译了《资本论》，之后再合译《国富论》，两

者都是 1931 年出版，但《国富论》较先。郭、王两人对《资本论》较有研究，对《国

富论》则是翻译而未深入探究。中国左派读者对《国富论》的态度，基本上是攻击性的，

他们未必理解它的分析逻辑，而是从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去反对这本替资本家利益辩

解的著作。1950 年代后中国学界很受苏联影响，《国富论》再度被贬为资产阶级的论著，

或被视为过时的古典经济学之作。郭、王的译本在 1972-4 年重新印行，原因是《国富

论》的论点虽不合马列思想，但此书是马克思的三大思想源头之一（林其泉 1993:91），

也因而成为（负面）学习的对象。 

 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但情况不同。大家都知道日本学界，尤其在经济思想史领域，

马克思的传统是一股大力量；研究史密斯学说的专家，大部分是马派学者出身，或是有

此倾向的同情者。大约从 1910 年以来，马克思学说强烈地影响日本社会学家和思想家，

这种情况在二次大战后更是明显。战后日本对马克思学说的热忱，间接地促进对史密斯

的研究，原因和中国的情况类似：史密斯的学说曾是马克思的源头思想。 

 列宁曾经研读史密斯的原著，在《列宁全集》常可见到他引述史密斯的原著或俄文

译本。列宁也常引用《资本论》提到的史密斯论点，他称史密斯为「主要资产阶级的伟

大意识形态家」。史密斯在俄国的地位，有过明显的高低起伏，这是值得用一本专著来

研究的题材。 

 

5 拒斥 

 在 Catherine 二世时代有许多学者明白表示，史密斯的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说，不

适合俄国社会的集体主义和公社精神。德国国民经济学派的 List (1841)，对史密斯学说

的反感最强烈：「亚当史密斯的学说，不论在国家经济或国际经济方面，都只是承续（法

国）重农学派的体系。和重农学派相似的地方，是它忽略了各国之间的特质差异，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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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顾虑到政治和国家权力方面的问题。...亚当史密斯陷入这类的基本错误，正如在他之

前的重农学派所犯的错误一样，视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为不可怀疑的基本定理，而未考

察历史的经验是否支持这种想法。...这种错误显而易见，把整套论说建立在一个以全体

私人经济为基础的体系上，或甚至推广到全体人类都可以适用，好像那个经济体系就能

自我发展起来，而不必有国家的区别，或有所谓国家利益存在的样子；好像在政治组织

上或文明程度上，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区别一样；也好像这是个不会有战争，也不会有仇

恨的世界一样。其实这只不过是一套价值理论，这是小商店老板或个别商人的经济理论，

而不是一项科学的学说，无法显示整个国家的生产力为何会存在，如何增进、如何维持

和保存，以及如何使自己的文明获益，提升福利、能力、持续性和独立性。这套论说体

系，是从小商店老板的眼光来理解一切事务。...简言之，...如果要对这个人或这本书说

出看法的话，我们不得不对它的狭隘性，以及他的邪恶观点感到震惊。」这是我所知道

对史密斯和《国富论》最赤裸的批评，但也确实有相当的力量。 

 在西班牙，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是 Catalan 地区的法学家 Ramon Lazaro de Dou y de 

Bassols (1742-1832)。他承认《国富论》的深度，但拒绝接受史密斯对商业政策的观点。

Dou 批评一些西班牙作者，说他们在反对关税时，总是引用史密斯来当作权威性的靠山，

Dou 说其实英国根本就没有实行过自由贸易，他认为「一个国家若要想和另一个国家能

相比拟，或是想超越另一个国家的产业，就必须远离史密斯的学说体系」，他主张用关

税壁垒来保护 Catalan 地区的工业化。 

 

6 史密斯的影响 

 学界公认《国富论》是过去两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巨着之一，现在回

过头来看它刚出版时，有过哪些奇异的反应。Sir John Pringle 说：「史密斯博士从未有

过商业上的经验，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我们无法期待会比一位律师所写的物理学还好」

(Braudel 1982:412)。法国的《学人杂志》(Journal des Sçavants)，在消息栏 (notice) 内

提到这本书，加注的意见是：「我们知识界的人士中有些人读过这本书，决定它不适合

译成本国语文。」所附的理由包括：「本书没有什么特点，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无人肯承

担印制费，出版商更不愿意。但本书仍有许多有用的观点，对政治人物或许有用。」（1777

年 2 月号页 81-4）。法文版问世后，有许多人同意这本书的「力量」，但认为「编排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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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读懂，有些地方混淆和模棱两可。」心仪史密斯并大力在法国推广他学说的

J.-B. Say (1767-1832)，在他的《政治经济纲要》批评《国富论》是「一堆混乱的想法，

和积极有用知识的组合。」 

 大家或许会以为，史密斯对本节所述这十个非英语系国家的影响，在过去两世纪之

间必然相当显著，然而上述和下面的证据并不支持这项看法。法国的 Rossi 是 Say 在法

兰西学院讲座的继承者，他在 1840 年代说过：法国的资产阶级热情地接受史密斯的自

由经济学说，一直到他们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为止，之后他们就只对保护和干预政策有兴

趣。整体而言，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史密斯在学理上的意义较大，对政策的影

响相当小。再来看西班牙的情况。有些西班牙论述经济事务的作者，被视为相当受到史

密斯的影响，但也有不少重要的作者，却看不出受过史密斯的任何影响。西班牙经济学

者的专业知识，在《国富论》出版前已有相当水平；此外，他们受法国的影响远比英国

直接，他们的自由贸易说更是早在《国富论》出版前，就从法国的重农学派传入了。 

 虽然现代人视史密斯为自由经济之父，但法、义、西三国的例子都显示出，他们的

自由论并不是来自史密斯。欧洲大陆的文化语言，直到 19 世纪末为止，都是法文而非

英文；欧陆的自由思想来自法国的重农学派而非英国的《国富论》，然而在非欧洲的国

家（例如中国和日本），自由放任之说则是来自《国富论》。史密斯对各国政策的影响力，

两个多世纪之间对这些国家都很有限，他的贡献主要是学理上的：反独占、最少的干预、

利伯维尔场的效率等概念，而不是在现实的政策面。我的结论和 70 多年前 Palyi 

(1928:180) 的观察很相似：「亚当史密斯思想的影响相当有限。」  

 

节录自《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2002）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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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金属货币理论的圣杯 
 

 

 

 

 

 

    我想先讲金本位。金本位、银本位、复本位，这种货币体系叫做金属货币制度。金

属货币制度有什么特点？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这就是固定汇率制度。我们现在是浮动汇

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每天的汇率总在起起伏伏。金本位不一样，它的汇率基本上就是

钉住黄金，几个月内的变化不大，甚至一成不变。 

    金属货币本位制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回想人类历史上施行时间最长的货币制

度，其实是金属货币制度，浮动汇率反而是晚近的事情。也许哪一天它还会再回来，所

以过去的事情对我们还是有意义的。 

    金本位并不是说，每个人去买烧饼油条时都用黄金。天下哪里有那么多黄金？1717

年，牛顿当英国铸币局局长时出现了金本位，这是最早出现的金本位。只有黄金才具有

货币的价值。民间还是拿钞票来交易，这就是英镑。 

意思是说，交易上还是用纸钞，但是这张英镑纸钞，可以到任何一个银行兑换成黄

金。假定 1 英镑等于 0.1 两的黄金。拿着 10 英镑就可以换到 1 两黄金。所以金本位体

系的货币，要有对应的黄金才能发行。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不是金属本位，

美元也是信用本位、政府本位。 

    再回到牛顿。他把英国确定为金本位国家，紧接着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金贵银

贱，银子太便宜，大量流到外国去了。所以牛顿的金本位其实持续没有多久，就实行不

下去了。100 多年后的 1821 年，英国又建立金本位。因为那时候产业革命慢慢起来，

英国从外国累积了很多金银，金银比价约 1:16。一船的黄金可以换到 16 船的白银。 

若你是英格兰银行的总裁，你觉得采取金本位好，还是让银子变成货币好？当然还

是用金子比较省事。那表示什么呢？当初之所以选用黄金，其实是因为英国执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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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牛耳。 

    第二个建立金本位的国家是德国。俾斯麦 1871 年统一普鲁士时，它是银本位。国

家统一后就立刻宣告进入金本位，虽然国库实力尚不足，也先进入金本位再说。当时引

起很大的震撼，法国怎么办？大家都知道普法世仇，英法也是世仇，我的两个仇敌都建

立金本位，难道我还停留在金银复本位吗？所以法国也积极抛弃白银，建立了金本位。

接下来是谁？美国。1873 年美国也进入金本位。 

在那几年间，全世界一窝蜂地建立金本位。日本是第一个建立金本位的亚洲国家。

日本为什么打甲午战争？因为要加入黄金俱乐部，但口袋钱不够，就去打中国。日本得

到这笔赔款后，就可以存到伦敦去买金子，建立金本位。 

    日本加入金本位后，宣称脱亚入欧，不再是亚洲国家，而是属于欧洲列强。 1914

年世界大战时金本位停止了，因为打仗就不相信对手的货币。所以日本的金本位刚运作

不久就停止了。1918 年打完仗后要恢复金本位，但是英国打穷了，恢复不了金本位了。

因为发行的钞票，已没有相对应的金子可以兑换。 

南半球的新西兰、澳大利亚跟北美的加拿大没打仗，它们说你不回复金本位，请问

我们的国际贸易怎么做。英国说我没钱，它们说你没钱没关系，我们借你，一定要恢复

金本位，要不然世界金融秩序没法恢复。 

   英国不肯，僵持了很久，谁最反对？凯恩斯。凯恩斯说我们已经穷成这样子，我们

打穷了，怎么恢复金本位啊。丘吉尔两难。又想取得世界的货币领导权，但是口袋是空

的。所以他从 1919 年之后摇来摆去，摆到 1925 年终于宣布英国恢复金本位。 

    再回来看日本的个案。1897 年实行金本位，1914 年离开金本位，1925 年又回到金

本位。1931 年 9 月 20 日，英国片面脱离金本位，立刻产生骨牌效应，日本又被迫脱离

金本位。 

    金本位什么意思呢？大家的货币都钉住黄金。日本若要跟阿根廷做生意，阿根廷说

我们跟日本没来往过，但是日本是金本位国家，一个日元等于多少两黄金是有行情的。

1 月 1 号下单子，到 12 月 31 号日币的价钱也不会变。所以金本位就是一个正字标记的

好货币。日本脱亚入欧加入金本位，结果没想到时局的激烈变化一直在捉弄它。日本的

货币制度短期内多次变迁，对百姓来说其实蛮辛苦的。 

   在中国，光绪皇帝时国际银价一直跌，全世界都加入金本位了，银子更跌。光绪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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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很伤脑筋，要不要加入金本位？有个人绝对鼓动：梁启超。梁启超说日本出口的东西

都收到黄金，中国的丝绸、茶叶用银子报价，人家当然给你银子。今年 1 月 1 号卖的银

子值 10 块钱，年底收到银子只值 8 块钱，完全白做了。 

为什么不加入金本位呢。光绪说我也很想，可是我口袋没钱。有个人跳出来反对：

张之洞。他说国库赔了这么多钱，银子都没有了，连铜本位都保不住了，还加入什么金

本位。光绪皇帝就在那边七上八下，后来清朝灭亡了，也没他事了。 

    进入民国，要不要加入金本位还是个大问题。换政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1927 到

1937 这 10 年间，正值世界经济大恐慌，为什么中国反而出现黄金十年的建设期？那是

因为中国没有进入金本位，国际银价大跌，潮涌入中国，水涨船高把物价提升了。中国

因祸得福。 

   金本位国家就像住在摩天大楼一样。你看我们有统一的通风管、有共同的电梯，大

家都住在这里，彼此知根知底，所以我们这里很稳定。但住大楼有个缺点，如果一楼厨

房失火，很快就会透过共同管道，延烧到各楼层。 

中国是穷苦的银本位，住在河的另外一边，你们烧火的时候我没事。为什么反而能

有十年的黄金建设期？因为银子跌得很便宜，就大量流进中国。中国从明朝就开始缺银

子，用银子缴税。所以当国际银价一直跌，大家都不要银子，银子就涌进中国，货币供

给量就一直增加，物价上涨。 

当外国的物价在 1929 年大恐慌跌到百分之三十、四十时，中国的物价逆势上涨百

分之二十。所以没有跟着时代潮流走，反而因祸得福。弱小的国家太频繁更换货币体制，

其实是很不好的事，人民辛苦啊。 

   金本位是固定汇率制度，银本位也是一样的道理。国民政府发的银元券，规定 100

元可以换几两或几公克的白银。但这跟金本位有个差别，虽它们都钉住一种金属，但国

际金价是稳定的，而国际银价却激烈起伏。中国的银本位，表面上是固定汇率，其实是

浮动汇率，因为国际银价在激烈起伏。然我这只蚂蚁钉趴在树叶上，可是树叶相对于大

河的起伏，它是浮动的。所以银本位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那是认知的问题，两个

都对。 

    接下来讲复本位。第一，世界上没那么多黄金，所以基本上大部分还是用银子，在

外国是金银复本位。中国连银子也没那么多，所以是银铜复本位。瑞典曾经实行三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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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金银铜都有。若你两只手拿三个球玩，保证完蛋。 

复本位是一个最稳定的本位，为什么呢？假设钉住金本位，若在南非发现黄金，又

在哪里发现金矿，那金价就会跌。在黄金起伏时，银子就重要了。也就是说当金子不稳

定时，政府就用银子来平衡金子的不稳定。金银复本位就像伞兵有主伞、有副伞。当主

伞不开，碰到状况的时候他可以开副伞。除了保险功能，若金银都是货币，它的货币发

行量最高，因为银的储存量大。所以金银复本位在人类历史上，可以停留很长的时间。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把拉丁美洲的银子大量带往西班牙，流入欧洲各地。

假定那时候欧洲的金银比价是 1 比 8，就是说 1 单位的黄金，可以换到 8 单位的白银。

那么拉丁美洲的银子长期大量流入欧洲，导致金贵银贱。银子多了，金银比价会变成 1

比 16。 

    但是中国没有这些基础矿产。所以在万历时，张居正下令不再用米麦缴税，米麦我

怎么运到边疆去？一切用白银缴纳。中国哪有那么多白银？外国却有大量的白银，洋人

就看到机会了。 

    在中国，因为银子比较少，所以假定宋元时期金银比价为 1 比 4。洋人 1 比 16 的

时候，我们 1 比 4。洋人怎么办呢，他就在 1 比 16 的时候，走好望角、印度洋、马六

甲海峡到中国来，16 艘船的白银到中国换 4 船的黄金。假定老天保佑他没有遇到台风、

没有遇到海盗，他换了四船黄金。又花了一年时间，上天又保佑他原路重返回去，假如

都没出事的话，他回到欧洲可以换几船的白银？64 船。同样是金银，在不同地方通过

汇率的差别赚取利益，就叫做套汇。 

    我现在要回到比较技术性的东西。为什么会发生 1929 年大恐慌？有 4 种说法，每

种说法都有人支持。 

    第一种是美国产业结构说。1918 年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战没在美国本土打，所

以欧洲重建时，美国借钱给他们买美国的钢铁。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美援了：美国借钱给

别人，来帮助美国的产业。1918-29 年欧洲急剧增长的过程，其实等于是把美国的产业

结构迅速地膨胀起来。 

    十年之后欧洲的建设结束，对美国产品需求萎缩了。美国的库存卖不掉，成本拉高，

开始裁员，失业率增高，购买意识开始下降。所以美国 1929 年大恐慌，基本上是前十

年间产业异常扩张造成的。这是产业结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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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是股市崩盘说。1929 年 10 月 29 号华尔街股票暴跌，史称黑色星期五。华

尔街最高的帝国大厦，那时候还有旅馆。你到旅馆前台，人家会问你是来过夜的，还是

来跳楼的？股票暴跌时，有个很有名的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叫费雪，他说美国的股票健康

得很，离高原期还很远。 

这个论点登在《纽约时报》头版头条上，大家都愣住了：明明是黑色星期五，可是

最有名的经济学家说其实还好。那怎么办？美国的股市确实很奇怪，因为所有的股票涨

好多倍就算了，连水电瓦斯股都涨得很离谱，表示这是一个蛮投机的市场。 

    美国的股票暴跌下，关别人什么事？同一时期，伦敦股票好得很，法兰克福都好得

很，巴黎的也很好。美国股市崩盘，怎么会造成世界经济大萧条？等它蔓延出去之后，

各国股票就跟着跌，连上海也跌，所以美国的股市暴跌是星火燎原。 

    第三种是货币政策错误说。弗利德曼就属于这一派。股票飙涨时，联邦储备银行慌

了，对货币供给踩刹车。这一踩让市场资金紧缩，股市泡沫破裂。这一派认为，美国的

货币当局，不应该在那时踩刹车，酿成灾难式的大萧条。这是货币政策错误说。 

    第四种是金本位说。这件事情我花长一点时间，因为我是支持这个立场的，你可以

不同意。金本位就是大家的货币都钉住黄金，就是说，虽然你用日元、他用英镑。我一

块日元等于零点几两的黄金，你一英镑等于零点几两，要挂牌公告，政府有责任遵守。

在那时候，你有多少黄金，最多只能发行黄金储量 2.5 倍的货币总量。 

也就是说，你有 10 亿的黄金，才能发行 25 亿的钞票。好处是每张钞票，都能换到

政府保证的黄金。但有什么缺点呢？当经济衰退厉害时，若政府想采取刺激性货币政策，

就不能像今天一样印钞票。 

    还有个共通性的缺点。就像刚刚说的大楼，如果底下有一家厨房失火，烟火立刻弥

漫到各个楼层去。举个历史上的例子，《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曹操的北方的军队来

了，可是船会随着江水起伏，船与船之间往返不便。所以在电影上，曹操就拿夹板把船

夹绑在一起，让所有的人可以来来去去，建立水上长城。敌方掌握这个特点，利用风向

一把火把船队烧得精光。 

    金本位就是类似的道理。当所有国家的货币都钉住黄金，金融市场是个有机的共同

体。美国一倒下去，通过金融的网络，无论是存款或是保险，就迅速地蔓延到英国、法

国、欧洲，世界经济迅速陷入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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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讲点学术问题，讲冷板凳的问题。什么时代了，都进入信用卡时代了，你还

讲金本位、银本位？现在大家都提倡大数据（big data），我认为人类最重要的大资料，

就是免费的、充满血泪经验的历史。这些前人的经验，才是真正的大数据，我们对过去

实在是太不了解了。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货币行为，来看人的经济行为。人的行为才

是重点，货币行为只是表像。我观察你花钱的手法，其实是要通过你花钱的行为，看出

你的个性，这才是重点。 

    那么，为什么银本位对我们还是重要的事情呢？刚才说银本位都是穷国家在用，西

班牙算比较穷的，中国、印度、墨西哥都是穷国。我们现在习惯看金本位、看美国、看

欧洲、看列强。 

     但是可怜的国家，尤其像印度尼西亚、中南半岛，这些国家用银本位时，就像中

国一样有苦说不出。不只中国有光绪，每个可怜的国家都有光绪，每个国家都有张居正，

每个国家都有梁启超。他们在水深火热里，受到国际金融体制的摆布。所以从悲天悯人

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货币体制被绑住，没法自主时，这些人是如何挣扎求生的。银本位

是观察人类行为的重要窗口。 

    第二，从列强在国际上割据的观点来看，金本位是一个好的切入角度。你可以看到

各国央行的储备态度。法国储备最多的黄金，目的是什么，掌控它的殖民地呀，掌控世

界贸易。强行切割世界的真正武器是什么，你以为是炮火？不是，是黄金。我们对金本

位了解其实还很不够。 

我们现在的币值高高低低，变来变去。你看人类历史上，最长的货币制度是什么，

就是这种金属本位。离开贝壳之后，就进入金属本位了。我们对金属货币背后的学理其

实不太明白，尤其是复本位。 

如果能把金银复本位的学理搞懂，金本位其实只是特殊的个例。就像你搞懂爱因斯

坦以后，牛顿只是个特例。金银复本位的学理，就像金字塔一样，已经堆得蛮高，但是

最上面一块石头还没放上去。这是坐冷板凳的人所追求的，取得最后的圣杯，把最后一

块石头放上去。 

复本位体系要建立清楚，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先建立 N 本位的动态模式。这数学

模型建立好，就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会跳到银本位，什么时候调节一下，又调到金本位，

在什么状态下会保持复本位。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数学条件。然后我们也需要知道，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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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冲击，动态上它如何保持均衡。我们现在对这些条件，都还不够知道。 

金银复本位里，还有个很讨厌的东西，叫做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这东西进

来以后，会产生难以掌控的复杂。格雷欣法则是你不能逃避的第一号敌人。建立金银复

本位体系的动态模型，看上去跟我们现代无关。但是从书呆子的观点来看，金属货币体

系金字塔的圣杯，其实在这里。 

 

这是 2016 年 9 月 12 日在复旦经济论坛的演讲， 

题为〈1929 年世界大萧条与中国的银本位〉。 

原刊于 2016 年 10 月 11 日《上海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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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诺贝尔经济学奖 
 

 

 

 

 

 

Alfred Nobel（1833-96）在 1895 年立下遗嘱，每年颁奖给五个领域：生理学或医

学、化学、物理、文学、和平。1968 年瑞典中央银行 3 百周年时，增设「经济学诺贝

尔纪念奖」（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原本设立的五大奖，得主称为 Laureate，1968 年增设的经济学奖，得主称为 winner。 

 

Alfred Nobel，1833-96 

从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美国籍的得主最多，芝加哥大学排首位：1970 年 Samuelson

（大学部毕业生）、1974 年 Hayek、1976 年 Friedman、1978 年 Simon（大学部毕业生）、

1979 年 Schultz、1982 年 Stigler、1986 年 Buchanan（博士学位）、1990 年 Markowitz、

1991 年 Coase、1992 年 Becker、1993 年 Fogel、1995 年 Lucas、1999 年 Mundell、2000

年 Heckman。其次是哈佛、MIT、柏克莱、耶鲁…。1969-2012 年间共颁过 44 次，共有

71 人得奖。其中有 22 次一人独得，17 次两人分享，5 次颁给三人。得奖时最年轻的是

Arrow（1972 年得奖时 51 岁），最年长的是 Hurwicz（2007 年 90 岁），唯一的女性是

Ostrom（2009）。丰富完整的介绍与演讲影片，详见官方网址 http://nobelprize.org/。 

 

诺贝尔经济学奖章正面的铭文：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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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riges Riksbank till Alfred Nobels Minne 1968 

(The Sveriges Riksbank,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1968). 

 

得奖者的名字会刻在背面下方 

 

 

 

经济学诺贝尔纪念奖 

年度 得奖者 主要贡献 

1969 Ragnar Frisch, 

1895-1973, 

Norway 

Jan Tinbergen, 

1903-94, The 

Netherlands 

Field: Econometr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having developed and applied dynamic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processes". 

Contribution: Pioneering work on econometric model building. Constructed theories 

for stabilization policy and long-term economic planning. 

1970 Paul Samuelson, 

1915-2009, USA 

Field: Partial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work through which he has developed static and 

dynamic economic theory and actively contributed to raising the level of analysis in 

economic science". 

Contribution: Contributed to raising the general analy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level in 

economic science. 

1971 Simon Kuznets, 

1901-85, Russia 

(USA)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empirically founded interpret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which has led to new and deepened insight in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ield: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history 

Contribution: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developed 

methods for calculating the size of, and changes in, national income. 

1972 John Hicks, 

1904-89, UK 

Kenneth Arrow, 

1921-, USA 

Field: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welfare theory.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general economic equilibrium 

theory and welfare theory". 

Contribution (Hicks): Made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renewal of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Work with welfare theory. Introduced new welfare concepts in 

microeconomics. 

Contribution (Arrow): Made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renewal of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Work with welfare theory. Work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1973 Wassily Leontief, Field: Input-output analysis.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69/frisch.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69/tinberge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0/samuelso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1/kuznets.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2/hicks.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2/arrow.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3/leonti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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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99, St. 

Petersburg, Russia 

(USA)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put-output method and for its 

application to important economic problems". 

Contribution: Creator of the input-output technique, a method that provides tools for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omplicated inter-industry transactions in an economy. 

1974 Gunnar Myrdal, 

1898-1987, 

Sweden 

Friedrich von 

Hayek, 1899-1992, 

Austria (UK) 

Field: Macro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pioneering work in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for their penetrating analysis of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conomic,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phenomena". 

Contribution: Research on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1975 Leonid 

Kantorovich, 

1912-86, Russia 

Tjalling 

Koopmans, 

1910-85, The 

Ntherlands (USA) 

Field: Theory of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optimum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Contribution (Kantorovich): Contributions to consumption analysis and to monetary 

history and theory, i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plexity of stabilization policy. 

Contribution (Koopmans): Renewed, generalized, and developed methods for analysis 

of the classical problem of economics as regards the optimum allocation of scarce 

resources. 

1976 Milton Friedman, 

1912-2006, USA 

Field: Macro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consumption analysis, 

monetary history and theory and for his demonstration of the complexity of 

stabilization policy". 

Contribution: Contributions to consumption analysis and to monetary history and 

theory, i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plexity of stabilization policy. 

1977 Bertil Ohlin, 

1899-1979, 

Sweden 

James Meade, 

1907-95, UK 

Fi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pathbreaking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Contribution (Ohlin): Founder of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ntribution (Meade): Demonstrated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policy on foreign trade 

theory. 

1978 Herbert Simon, 

1915-2001, USA 

Field: Management science.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pioneering research into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ithin 

economic organizations". 

Contribution: Work in a number of fields, including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ce, 

applie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operations analysis,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is work is synthesized in a new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 

1979 Theodore Schultz, 

1902-98, USA 

Sir Arthur Lewis, 

1915-91, West 

Indies (UK) 

Field: Development 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pioneering research into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with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ribution (Schultz):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in agriculture.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4/myrdal.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4/hayek.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4/hayek.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5/kantorovich.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5/kantorovich.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5/koopmans.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5/koopmans.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6/friedma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7/ohli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7/meade.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8/simo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9/schultz.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9/lew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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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Lewis): Developed two economic models which mark out the causes of 

poverty among the population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unsatisfactory pace of development. 

1980 Lawrence Klein, 

1920-, USA 

Field: Macroeconometr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econometric models an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economic policies". 

Contribut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by econometric model 

building. He also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developing fore-casting techniques. 

1981 James Tobin, 

1918-2002, USA 

Field: Macro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analysis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expenditure decisions, employment, production and prices". 

Contributi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production, employment and prices. 

1982 George Stigler, 

1911-91, USA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seminal studi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functioning of 

markets and causes and effects of public regulation". 

Fiel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ontribution: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market processe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ies. 

1983 Gerard Debreu, 

1921-2004, France 

Prize motivation: "for having incorporated new analytical methods into economic 

theory and for his rigorous reformulation of the theory of general equilibrium". 

Field: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Contribution: Basic research work in the theory of general equilibrium. 

1984 Richard Stone, 

1913-91, UK 

Prize motivation: "for having made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s of national accounts and hence greatly improved the basis for empirical 

economic analysis". 

Field: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Contribution: Pioneering research around national accounting systems. 

1985 Franco Modigliani, 

1918-2003, Italy 

Field: Macro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pioneering analyses of saving and of financial markets". 

Contribution: Developed sub models of private consumption and the financial sector, 

studied the consequences for household saving of changes in demography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ield "corporate finance". 

1986 James Buchanan, 

Jr. 1919-, USA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development of the contractual and constitutional bases fo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Field: Public finance. 

Contribution: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and public 

economics. 

1987 Robert Solow, 

1924-, USA 

Fiel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Contribution: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long-term macroeconomic growth. 

1988 Maurice Allais, 

1911-2010, France 

Field: Partial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markets and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80/klei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81/tobi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82/stigler.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83/debreu.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84/stone.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85/modigliani.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86/buchana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87/solow.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88/alla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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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Contribution: Provided increasingly rigorous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s of market 

equilibrium and the efficiency properties of markets. 

1989 Trygve Haavelmo, 

1911-99, Norway 

Field: Econometr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clarification of the probability theory foundations of 

econometrics and his analyses of simultaneous economic structures". 

Contribution: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etrics, i.e., 

methods used to estimate and test quantitative economic relations. 

1990 Harry Markowitz, 

1927-, USA 

Merton Miller, 

1923-2000, USA 

William Sharpe, 

1934-, USA 

Field: Financial 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pioneering work i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economics". 

Contribution (Markowitz): Constructed a micro theory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for 

individual wealth holders. 

Contribution (Miller):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corporate finance. 

Contribution (Sharpe): Developed a general theory for the pricing of financial assets. 

1991 Ronald Coase, 

1910-, UK 

Field: Theory of market institutions.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discovery and clarific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property rights for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ing of the 

economy". 

Contribution: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n the borderline between economics, law and 

organization. 

1992 Gary Becker, 

1930-, USA 

Field: Microeconomics and economic sociology. 

Prize motivation: "for having extended the domain of microeconomic analysis to a 

wide range of human behaviour and interaction, including nonmarket behaviour". 

Contribution: Extended the domain of economic theory to aspects of human behavior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dealt with by other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such as 

sociology, demography and criminology. 

1993 Robert Fogel, 

1927-, USA 

Douglass North, 

1920-, USA 

Field: Economic history. 

Prize motivation: "for having renewed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by applying 

economic theory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order to explain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Contribution (Fogel): Clarified the role of the railway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conomic role of slavery. 

Contribution (North): Shed new ligh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an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e emphasized 

the role of 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s. 

1994 John Harsanyi, 

1920-, Hungary 

John Nash, 1928-, 

USA 

Reinhard Selten, 

1930-, Germany 

Field: Game theory.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pioneering analysis of equilibria in the theory of 

non-cooperative games". 

Contribution (Harsanyi): Showed how games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can be 

analyzed, thereb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 lively field of research -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 which focuses on strategic situations where different 

agents do not know each others' objectives.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89/haavelmo.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0/markowitz.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0/miller.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0/sharpe.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1/coase.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2/becker.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3/fogel.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3/north.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4/harsanyi.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4/nash.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4/selt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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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Nash): Introduc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operative games, in which 

binding agreements can be made, and non-cooperative games, where binding 

agreements are not feasible. Developed an equilibrium concept for non-cooperative 

games that now is called Nash equilibrium. 

Contribution (Selten): Refined the Nash equilibrium concept for analyzing dynamic 

strategic interaction by getting rid of unlikely equilibria. He also applied the refined 

concept to analyses of oligopolistic competition. 

1995 Robert Lucas, 

1937-, USA 

Field: Macro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having developed and applied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reby having transformed macroeconomic analysis and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policy". 

Contributi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in 

macroeconomic analysis. 

1996 James Mirrlees, 

1936-, UK 

William Vickrey, 

1914-96, Canada 

Field: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centives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Contribution (Mirrlees): Pioneering work on economic incentives in situations 

involving incomplete, or asymmetrical, information. Specialized in auction theory. 

Contribution (Vickrey): Developed methods of analyzing the problems of incomplete, 

or asymmetrical, information. Specialized in work in optimal taxation. 

1997 Robert Merton, 

1944-, USA 

Myron Scholes, 

1941-, Canada 

Field: Financial 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a new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derivatives". 

Contribution (Merton): Had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lack-Scholes formula and generalized it in important ways. By devising another way 

of deriving the formula, he applied it to other financial instruments, such as mortgages 

and student loans. The work generated new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has facilitated 

more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in society. 

Contribution (Scholes): Developed a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value of derivatives, 

the Black-Scholes formula (together with Fischer Black, who died two years before 

the Prize award). This methodology paved the way for economic valuations in many 

areas. It also generated new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facilitated more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in society. The work generated new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has 

facilitated more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in society. 

1998 Amartya Sen, 

1933-, India 

Field: Welfare 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welfare economics". 

Contribution: Research on fundamental problems in welfare economics. Studies of 

social choice, welfare measurement, and poverty. 

1999 Robert Mundell, 

1932-, Canada 

Field: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analysis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under different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his analysis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Contribution: Analysed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and how barriers to migration and capita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5/lucas.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6/mirrlees.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6/vickrey.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7/merto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7/scholes.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8/se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9/munde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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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s stimulate commodity trade. 

2000 James Heckman, 

1944-, USA 

Daniel McFadden, 

1937-, USA 

Field: Econometrics. 

Prize motivation (Heckman): "for his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methods for 

analyzing selective samples". 

Contribution: Developed methods for handling selective samples in a statistically 

satisfactory way. He also showed how similar methods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ublic labor market programs and educational programs, and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length of unemployment on the probability of getting a job. 

Prize motivation (McFadden): "for his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methods for 

analyzing discrete choice". 

Contribution: Showed how to statistically handle fundamental aspects of microdata, 

namely data on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we make in life: the choice of education, 

occupation, place of residence, marital status, number of children, so called discrete 

choices. 

2001 George Akerlof, 

1940-, USA 

Michael Spence, 

1943-, USA 

Joseph Stiglitz, 

1943-, USA 

Field: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analyses of markets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 

Contribution (Akerlof): Studied markets where sellers of products have more 

information than buyers about product quality. He showed that low-quality products 

may squeeze out high-quality products in such markets, and that prices of high-quality 

products may suffer as a result. 

Contribution (Spence): Showed how the able agents may improve the market outcome 

by taking costly action to signal information to poorly informed recipients. An 

important example is education as a signal of high individual productivity in the labor 

market.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education to have intrinsic value. Costly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s such signals high ability. 

Contribution (Stiglitz): Showed that asymmetric information can provide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many observed market phenomena, including unemployment and credit 

rationing. 

2002 Daniel Kahneman, 

1934-, Tel Aviv, 

Israel 

Vernon Smith, 

1927-, USA 

Field: Economic psychology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Kahneman): "for having integrated insights from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to economic science, especially concerning human judgment and 

decision-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Contribution: Integrated economic analysis with fundamental insights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particular regarding behavior under uncertainty, thereby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a new field of research.  

Prize motivation (Smith): "for having established laboratory experiments as a tool in 

empirical economic analysis, especially in the study of alternative market 

mechanisms". 

Contribution: Developed methods for laboratory experiments in economics, which has 

helped our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behavior. 

2003 Robert Engle, 

1942-, USA 

Field: Econometrics. 

Prize motivation (Engle): "for methods of analyzing economic time series with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0/heckma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0/mcfadde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1/akerlof.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1/spence.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1/stiglitz.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2/kahnema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2/smith.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3/eng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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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ve Granger, 

1934-2009, UK 

time-varying volatility (ARCH)". 

Contribution: Developed methods to study the volatility properties of time series in 

economics, particular in financial markets. His method (ARCH) could, in particular, 

clarify market developments where turbulent periods, with large fluctuations, are 

followed by calmer periods, with modest fluctuations. 

Prize motivation (Granger): "for methods of analyzing economic time series with 

common trends" (cointegration). 

Contribution: Developed and applied new statistical methods, based on so-called 

"cointegration",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and combine the analysis of, short-term 

fluctuations and long-term trends. 

2004 Finn Kydland, 

1943-, Norway 

Edward Prescott, 

1940-, USA 

Field: Macro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dynamic macroeconomics: the time 

consistency of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business cycles". 

Contribution (Kydland): Showed that economic policies are often plagued by 

problems of time inconsistency. Demonstrated that society could gain from prior 

commitment to economic policy. Introduced new ideas about economic policy design 

and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business cycles. 

Contribution (Prescott): Showed that economic policies are often plagued by problems 

of time inconsistency. Demonstrated that society could gain from prior commitment to 

economic policy. Introduced new ideas about economic policy design and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business cycles. 

2005 Robert Aumann, 

1930-, Frankfurt, 

Germany (Israel) 

Thomas Schelling, 

1921-, USA 

Field: Game theory. 

Prize motivation: "for having enh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rough game-theory analysis". 

Contribution (Aumann): The first to conduct a full-fledged formal analysis of 

so-called infinitely repeated games. His research identified exactly what outcomes can 

be upheld over time in long-run relations (the Folk Theorem). 

Contribution (Schelling): A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game theory to important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Showed that a party can strengthen its position by 

overtly worsening its own options, that the capability to retaliate can be more useful 

than the ability to resist an attack, and that uncertain retaliation is more credible and 

more efficient than certain retaliation. These insights have proven to be of great 

relevance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efforts to avoid war. 

2006 Edmund Phelps, 

1933-, USA 

Field: Macro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analysis of intertemporal tradeoffs in macroeconomic 

policy". 

Contribution: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hort-run and 

long-run effects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2007 Leonid Hurwicz, 

1917-2008, 

Moscow (USA) 

Eric Maskin, 

Field: Micro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having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mechanism design theory". 

Contribution (Hurwicz): The pioneer in the field of mechanism design. Formulated a 

general mathema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institutions implementing collective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3/granger.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4/kydland.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4/prescott.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5/aumann.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5/schell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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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USA 

Roger Myerson, 

1951-, USA 

decision making. 

Contribution (Maskin): Developed implementation theory, a theory for achieving 

particular social or economic goals. An important problem is that a mechanism 

typically admits multiple equilibria. Even if the best outcome is possible to achieve 

other inferior solutions may exist. Maskin was first to develop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ll equilibria are optimal. 

Contribution (Myerson): In the 1970s, the formulation of the “revelation principle” (a 

way of simplifying the search for a feasible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theory 

led to great advances of mechanism design. He developed this principle to perfection 

and pioneered its application to economic problems such as auctions and regulations. 

2008 Paul Krugman, 

1953-, USA 

Field: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analysis of trade patterns and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Contribution: Integrated the previously disparate research fields into a new,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Elinor Ostrom, 

1933-2012, USA 

Oliver Williamson, 

1932-, USA 

Field: Economic governance. 

Prize motivation (Ostrom): "for her analysi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commons". 

Contribution: Challenged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by demonstrating how local 

property can be successfully managed by local commons without any regulation by 

central authorities or privatization. 

Prize motivation (Williamson): "for his analysi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Contribution: Provided a theory of why some economic transactions take place within 

firms and other similar transactions take place between firms, that i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theory informs us about how to handle one of the most basic choices 

in human organization. When should decision power be controlled inside an 

organization, and when should decisions be left to the market. 

2010 Peter Diamond, 

1940-, USA 

Dale Mortensen, 

1939-, USA 

Christopher 

Pissarides, 1948-, 

UK and Cyprus 

Field: Search theory, labor 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analysis of markets with search frictions". 

2011 Thomas Sargent, 

1943-, USA 

Christopher Sims, 

1942-, USA 

Field: Macroeconometr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empirical research on cause and effect in the 

macroeconomy". 

2012 Alvin Roth, 1951-, 

USA 

Lloyd Shapley, 

1923-, USA 

Field: applied game theory.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 theory of stable allocat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market design".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9/ostrom.html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9/williams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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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ugene Fama, 

1939-, USA 

Lars Peter Hansen, 

1952-, USA 

Robert Shiller, 

1946-, USA 

Field: financial 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empirical analysis of asset prices". 

2014 Jean Tirole, 1953-, 

France 

Fiel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icroeconomics.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analysis of market power and 

regulation". 

2015 Angus Deaton, 

1945-, UK and 

USA 

Field: consumption analysis.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poverty, and 

welfare". 

2016 Oliver Hart, 1948-, 

UK 

Bengt Holmström, 

1949-, Finland 

Prize motivation: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contract theory". 

201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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