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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本书就好比上了一堂个人辅导课。
书本里，为您提供了黄金投资的知识与技巧，
指引您一步一步地提高您的财富投资。虽然，
许多人已经察觉黄金的投资潜力，但大部分的
人对黄金投资的相关问题，仍然感到不解和毫
无头绪：

1. 为何我得购买黄金？

2. 何时是投资黄金的最佳时期？

3. 何时该将黄金售卖？

4. 我应该购买什么类型的黄金？

5. 我该如何购买黄金？

6. 我可以在什么地方购买黄金？

本书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好让您可以成
为一位黄金投资专家。您将会发现，书本里探
讨了来自世界各地可靠消息来源的最新研究，
以帮助您在对的时间做出对的决定；而更重要
的是，您将会发现，这些充满价值的资料已有
次序地被编排，以便您可以更轻松地了解黄金
投资的基本知识和应用。我相信，当您把这
本书给读完后，将对黄金投资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并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以好好把握这个
投资机会。

事不宜迟，让我们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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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神造钱币到人造钱币的转换

黄金与我们的财富，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必须
透彻地了解我们的金融系统，好让我们可以在这充满经济
挑战的社会中，以最大的限度来提升本身的财富。

在本章里，我们将探讨经济的转型，是如何从营运神
造钱币，既是黄金和白银，到营运人造钱币，也就是现今
我们口袋里所带着的现金与货币。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8个劣币经济学的征兆”。这
8个征兆是由美国经济的转型，也就是从一个营运神造钱
币的经济，到现今营运人造钱币的经济而产生的。

然后，我们将讨论人造钱币对于世界各地其他主要经
济体的影响力。这么一来，我们将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财政
问题产生的因由。最后，我们将以货币体系的未来作为本
章的结论。

部分储备金银行制度

在20世纪初，由于携带大量黄金所带来的不便，美
元钞票合法地代表黄金。以下的图片显示一张20美元旧
钞票。如果您仔细看，钞票上注明了“二十美元金币”
和“向持票人兑付金币”的字眼。换句话说，如果您到银
行里，可凭此钞票换取1盎司的金币。在那个时期，黄金
就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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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神造钱币到人造钱币的转换

很快的，人们开始对钞票有了信心，也很少再把钞票
换成金币。美国政府事后运用了部分储备金银行制度来提
高“纸币”的供应。对于一些从未接触过“部分储备金银
行制度”这个名词的人来说，以下就是这个制度的解释和
运行方式。

每存入银行的1美元，银行将可借出一笔规定倍数的
金额。比如说，如果银行具有10%存款储备金的需求条
件，那么银行可以借出额外的180美元；并在每20美元
存入时赚取利息，以总金额200美元在流转。

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为基础的美国货币系
统，拥有40%存款储备金的需求条件，在美联储库里的
每个20美元的金币可以让50美元投入流转中。那50美元
将会流入银行里，使到银行家可以创建额外450美元的贷
款金额，令总发行量达到500美元。

咆哮的20年代

当世界第一大战在1914年爆发时，美国开始体验到
来自欧洲的贸易盈余。欧洲国家花了大量的金钱向美国
购买战争物资。这项举动，增加了美国财政部持有的黄金
储量，从1913年的18.71亿美元增至1918年的31亿美
元。同时，这也促使美国的“纸币”供应迅速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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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来源：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安娜•雅各布森 • 
施瓦茨，《美国货币史》

黄金储量的增加显著地增加了美国的货币供应量，
许多商业银行也迅速地增加其贷款；这一切的举动，为
1920年代的美国创立了一个富裕与繁荣的新时代。从
1914年到1920年，工业机械及设备产量的价值提升了
205%，造成1920年代的股市出现了巨大的经济泡沫。
这段时期，被称为咆哮的20年代。

大萧条和行政命令6260

不久，股市经济泡沫破灭。盈利的增长无法跟上迅速
上升的股价，许多透过贷款进行股票投资的人纷纷宣告破
产。基于过度的业务扩展和不断下跌的价格，导致许多企
业的利润出现被削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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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神造钱币到人造钱币的转换

随着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和偏高的破产率，美国遭遇了
金融危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存款在瞬间化为泡沫。没有
了存款保险，数百万人们的终身储蓄就此化为乌有。这就
是大萧条，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也是许
多美国人民胸口中永远的痛。

在1933年8月28日，罗斯福总统为了挽救美国经
济，签署了行政命令6260。在这项行政命令下，所有的
美国公民被要求把他们的黄金以20美元换取1盎司金币的
比率换成美元，从而取缔黄金的私人拥有权。几个月后，
在1934年1月31日，罗斯福总统把黄金的合法价格由原
本的每盎司20美元增至35美元。

过后，世界各地的黄金开采公司开始把他们的黄金卖
给美国政府。黄金再一次流入美国，并使美国摆脱大萧
条。1939年，德国吞并波兰，造成数百万惊惶失措的人
开始把他们的财产转移到美国。这么一来，促使美国成为
欧洲大部分基本需求品供应的主要来源。美国手持世界三
分之二的黄金储量，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

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世界第二大战结束前，同盟的国家讨论在战争结束
后，该如何规划国际贸易和金融。由于美国持有世界各地
大部分的黄金储量，因此同盟国同意把本身的货币固定在
美元上。美元将可以35美元对1盎司黄金的比率被兑换成
黄金。这协议被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

在接下来的2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顺利地运作，一
直到美国在1965年介入越南战争为止。战争促使美国军
费开支爆发，并开始以纸币资助军费。由于担心布雷顿森
林协定所带来的默认效应，法国开始把手上大量的美元兑
换成黄金。与此同时，其它持有过量美元储蓄的国家也纷
纷把美元兑换成黄金，其中就包括了西班牙和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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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国在1967年撤回其会员资格时，为了把黄金价
格维持在每盎司35美元而被创立的伦敦黄金总库开始面
临失败。为了试图拯救伦敦黄金总库，美国开始出售本
身的黄金；然而，这也导致黄金储量大幅下降。在1950
年，美国持有6.52亿盎司的黄金储量。到了1970年，黄
金持有量下降至3.163亿盎司。跟1950 年的黄金储量比
较起来，这个数额只不过是当年的48.5%而已。

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15
日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他的这项决定，为布雷顿森林
体系画上句点。同时，这也是金钱规则的转捩点，一个被
称为“美元本位制”的全新金融体系因而产生了。

在美元本位制下，黄金不再以美元作为后盾。美元成
了法定货币，这意味着美元的价值是由美国政府的法律和
法规所决定，并没有任何有形的或内在价值。由于所有的
货币都被固定在美元上，所有的货币也在瞬间同时完全屈
服在法令下。这一切，发生于1971年。

以上的图片，显示了美国目前所采用的20美元纸币
样本。正如您所看见的，纸币上只注明着“二十元”，之
前的“金币”和“向持票人兑付金币”等字眼已经被省略
掉。这就是所谓的法定货币，它的价值，仅仅维系在持票
人对于美国政府信誉的信心上。



13

第一章：神造钱币到人造钱币的转换

格雷欣法则

格雷欣法则，是根据英国的一位金融家，托马斯格雷
欣爵士（1519-1579）而命名。这项法则，把良币定义
为在面值（货币上被提名的价值）和商品价值（制造货币
的物质价值）之间只有微小差异的钱币。另一方面，劣币
就是商品价值比面值低许多的货币。

根据格雷欣法则，当良币和劣币在市场上并存时，其
中包括黄金和白银的良币被囤积和隐藏了，而如纸币的劣
币将在流通中涨满。因此，当人们将良币囤积起来，进而
选择使用劣币进行交易时，劣币通常就会将良币驱出流通
市场。

8个劣币经济学的征兆

根据格雷欣法则，在1971年的美元，是劣币的好例
子。当劣币在市场里流通的结果，不只美国经济受到影
响，就连世界各地的经济也同样受到冲击。现在，让我们
通过“8个劣币经济学的征兆”来看看劣币是如何地影响
美国的经济实力。那8个征兆如下：

征兆1：美国货币供应量爆发

我们可以通过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发布的货币供
应报告来追踪美国的货币供应。为了解美元在世界各地流
通的数量，我们将参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M3报告。
该份报告，评估了物理货币、银行账户、货币市场和所有
其它以美元计值的存款证明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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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作期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从
1959年1月的2千920亿美元增长到1971年8月的7千
431亿美元，在20年里增长了154%。可是，在1971
年，时任尼克松总统把美元脱离黄金本位，导致美国的货
币供应量爆发。到了1990年，流通中的美元总额已上升
至40千917亿美元，自1971年以来增长了451％。

在2006年3月23日，美联储决定停止发布M3报告。
当时，在世界各地流通的美元为10兆2761亿美元。从那
时起，我们不知道美元在流通里的数额，而这使世界各
地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造成许多人对美元失去信心。 

征兆2：美国来往账户结余

来往账户结余是指一个国家每年的进出口商品和服务
之间的区别。打个比喻，如果一个国家出口商品和服务多
于进口，那么该国就会经历来往账户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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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神造钱币到人造钱币的转换

随着美元本位制的出现，与其销售自己的产品，美国
疯狂地向世界各地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更以新印刷的
美元支付那些商品与服务。从1982年到2010年，美国
在来往账户结余里总共亏了8.2兆美元。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由世界最大的生产商变成世界最大的消费者。

               图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征兆3：美国预算赤字

当黄金变成美元的后盾时，美国政府从1945年到
1971年期间总共累计了1千47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平
均每年为57亿美元。美国政府负责管理其预算，以保持
美元的信誉，从中保护它的价值。

在没有黄金作为后盾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能无限制地
供应货币，因此导致大笔的预算赤字。在1970年，比起
其总收入，美国政府额外花费了超过其收入范围以外的
28亿美元。在2010年，花费的数额增至1.3兆美元，比
起1970年，多了46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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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控制货币供应的情况下，导致美国政府在
1979年至2010年期间累计了7.74兆美元的预算赤字。
根据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预计，美国政府预计在不久
的将来将会继续招致预算赤字。在2011年的预测里，从
2011年至2016年期间所预测的赤字高达5.41兆美元。
这个数额相等于从1971年至2010年，30年期间里预算
赤字总额的70%。

              图来源：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征兆4：美国公共债务

随着开支增加和低收入水平，美国政府将需要不断借
贷，以支付其赤字。由于背负着更高的赤字，美国政府一
直在增加其债务。根据美国财政部，美国政府在1974年
所背负的债务为4千930亿美元。到了2005年，美国政
府的债务增加至8.2兆美元，是1974年债务总额的15.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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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神造钱币到人造钱币的转换

                 图来源：treasurydirect.gov

在2011年8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债务上限
增加了额外的2.4兆美元。在2011年7月底，美国政府所
承担的公共债务总额为14.3兆美元。因此，额外的2.4兆
美元把其债务的上限推高至16.7兆美元左右。

据同一消息来源，美国政府在2011年12月公布了最
新的公共债务数字，总数额为15.2兆美元。换句话说，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统领下，随着来往账户和预算赤字的
增加，美国政府预计将无法解决其债务责任，反而将继续
增加国家的债务。

征兆5：商品价格快速上涨

随着货币供应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持续蔓延，世界各
地数百万计的人们都感受到了价格上涨，或被称为通货膨
胀的压力。例如，当美元在1971年成为法定货币时，黄
金的价格如闪电般地增长；从那个时候开始，黄金的价格
不曾跌至在20世纪初20美元1盎司的原本价格，抑或是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35美元1盎司的合法价格。在写作的当
儿，黄金的价格是以每盎司1642.40美元为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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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来源：CPM 集团

我的第一本书里记录了有关白银投资的潜能。白银，
就像黄金一样，几个世纪以来也被当作为货币；在60年
代时，美国人可以1美元换取1盎司的银币。1971年后，
白银的价格从未曾低于在过去40年1美元的合法价格。在
写作的当儿，白银的交易价格为每盎司29.84美元。

                     图来源：CPM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