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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投资黄金与白银？
黄金与白银投资的案例

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政府在主流电台上宣布将会免费
颁发金钱给人民，只有一个条件—这笔钱限于一年内用
完。您只需要填写一张表格注明您比较喜欢的取款形式。

您和家人朋友各自上网填表格，然后您遇到了一个选
择题：

您可以选择
a) 1,600美元现金
b) 一盎司纯黄金

当您抓破头皮时，您脑袋里的音响就像迪士尼催眠
配乐般重复播放：“请选择您的取款形式。选a)…现
金，b）…黄金。谢谢。”

• 如果您的选择是a)1,600美元现金：您很可能属于
  相信现金是王的组别。
• 然而，如果您的选择是b)一盎司的纯黄金：您属于
  相信现金是垃圾的组别。

您可能热衷地想选择一个与您中学时期想法、您的至
亲伴侣、您崇拜的金融高手又或者您咨询过的银行家不同
的答案。您不必感到惊讶。

不同的选择意味着金融智慧的水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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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拥有各自对金钱的看法—它如何运作以及
为何重要。同时，每个人都有各自与金钱的真正机制和创
造财富层面上的接触。

因此，传说中现金与黄金的斗争诞生了。

对于我本身来说，我会选择b)然后上网提交我的选
择。当然，我有我的原因！这本书是一本金融圣经，让人
们在家里赚取财富。在这200多页的书里，它也一步一步
地提到了从黄金与白银的“为何”到“如何”的启示以及
从以前到未来的时间之旅。
   

对于那些曾经听说目前的黄金价格正处于泡沫阶段的
人，他们应该听从更明智的人的意见。

“自亚历山大时期，黄金已经逐渐减产了。如果某物
可以保留两千年，我不相信偏见与错误的理论能够让它继
续保存下去。”

Bernard M. Baruch
American Financier and Statesman (1870-1965)

当您阅读此序时，接下来的页数肯定会把您带入有启
发性的冒险，给您更多有关金融系统与循环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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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通货膨胀与联邦储备系统

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到1970年代。

您从窗外看到了在本地裁缝店里的一件绅士西装。裁
缝师告知您西装的价格是35美元。您也可以以一盎司的黄
金买那一件西装。

我们快速往2011年前进。您点点头，咧嘴而笑。

四十年后，我们所谈论的西装价格很可能标着令人
咋舌的1,600美元。然而，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并无太多改
变。因为现今的一盎司黄金也一样能让您买一件相同的西
装。

您开始惊异究竟这是什么状况。您应该问问自己，是
否这是通货膨胀的缘故？又或者是因为金钱的价值已经下
跌？

您会醒悟到通货膨胀确实不只牵涉到货物与服务的价
格上升。这仅仅是通货膨胀的效应。每一个效应的发生必
有其原因。导致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是下跌的金钱价值。
事实上，美金的价值在1997年美国联邦储备署成立时已经
下跌了97巴仙。

如今，1美元能让您买到这么多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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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元一里，我们将会讨论到联邦储备署。这个单元
将帮助您有整体的了解。联邦储备署是如何成立的？为何
我们手中的现金价值会暴跌？我们将会一一为您解答。阅
读了单元一之后，您将会了解“通货膨胀”的真正意义以
及您如何能从中自我捍卫。我们也将会探讨一些由通货膨
胀引起的全球性财务危机。

持有黄金的中央银行

Alan Greenspan—联邦储备署的前主席于2009年9月9
日说道：

“了不起的是在某种程度上黄金仍是支付的基本来
源，在金融系统里掌握权势。”

在单元二里，我们将会探讨目前我们身处的状况。这
么多年来，这是第一次但却不让人诧异的报价证明，全世
界的中央银行自1964年最快的速度增长其黄金持有量。

以下的文章显示中央银行在多年里第一次成为净买
家。这篇文章可以在Bloomberg搜寻到，标题为《Central 
Bank Gold Holdings Expand as Fastest Pace Since 
1964》, 发表日期为201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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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文章为《Central Banks Join Gold Rush》,与
2010年6月18日在CNNMoney.com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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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许多分析家相信中国将会增加其官方的黄金
储备至相等于美国的黄金数量—从1,054吨到8,133吨，
超越700巴仙。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1950年到2003年期间，中
国人被禁止购买以及拥有黄金。13亿人的人均消费量正
在大量增加。

传奇投资者购买黄金

您很快会意识到，黄金的固有价值不是只限于中央银
行，当中也包括了快速赶上时髦的传奇投资者。

在单元三里，您将会理解这些购买黄金的传奇投资者
脑中的想法。问题如：“他们有什么预测？”将首次简
洁地被分解。在我们还未快速到达终点前，您可以先看
一看这些传奇投资者怎么议论黄金。

	John Paulson
2010年9月，John Paulson在纽约大学俱乐部告知观
众巨大的经济变化即将来临，吓坏了观众。他告诉他
们说，他认为黄金的价格将会升至2,400至4,000美元
之间。此外，他80巴仙的资产是黄金。

	David Einhorn
2010年12月，对冲基金经理告诉CNBC说只要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还在恶劣的情势，黄金的价格将持续飙
升。这就是为什么Einhorn基金—Greenlight持有黄
金投资作为它的最大位置。David Einhorn也说明：
“我们希望一部分所拥有的资产是以黄金为主，黄金
是首选的金钱。它在基金内占据了最大位置。它是一
种Bernanke无法大量打印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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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Tudor Jones
Tudor Jones的公司管理着整个康涅狄格州，格林威
治的116亿美元。2009年10月，他告诉投资者：“贵
金属的曝光率已增加，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曝光最
多的商品。因此，在本季度中我们附录了有关黄金的
单独讨论。我从不曾成为过金甲虫。就像生命中的任
何东西，这只是一类有其时机与地点的资产。如今就
是它的最好时机。”

	Marc Faber
2010年6月，《Gloom, Boom & Doom Report》的作
者提到：“我认为政府已变得像癌症一样，他们已扩
大了金融系统。最大的问题是，当中有太多的干预。
政府部门所接触的事情通常都比私营部门处理得更糟
糕。我认为任何一种政府的干预都产生了令人意外的
负面后果。最终，市场将会打破政府的介入，一切都
会熄灭。那些告诉我有关在日本发生的大通缩，为什
么他们不在东京度过一天？它还是全世界消费最高的
城市。在这个阶段，我没有兴趣购买任何一样东西。
我只买黄金，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购买。”

“美元的价值只在于它们有严格的限制供应。不过美
国政府有一种科技叫做印刷机（或者今天相等的电子产
品），让美国政府能毫无成本地生产尽可能多的美元。”

Ben Bernanke
联邦储备署的主席，2002年11月

再一次以上述的启示，要弄清楚黄金的未来路线不需
要天赋。以现在强烈的信念，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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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所有关于黄金与白银的点滴
  

在单元四里，您将会得到更多（我是指非常多！）有
关黄金与白银的资讯。您将会醒悟到黄金确实是非常稀
有。您将会被事实轰炸，如：把以往所开采的黄金提炼成
0.9999纯度将足以成为温布尔登中心球场的20平方米，如
果您比较喜欢科学证明。

让我用一分钟教您有关黄金的资讯。
	黄金是持久的。
	黄金不会被贬值。黄金不易腐烂。它可回收及被 

 重复使用。
	黄金没有国籍。
	黄金是“液体”。比起其它类型的投资，它在全 

 世界，全天24小时，更快速、容易被购买及出售 
 。在不明朗的金融时代，流动性是极其重要的。 
 

我必须赞扬Jim Rogers— 一名比任何人早于1998年获
得商品的传奇投资者。Jim Rogers于2010年10月被采访时
表示，黄金的价格将达到2,000美元。但是白银的价格是
它最高纪录的60巴仙，所以比黄金更值得购买。Rogers预
见了钞票打印的危险，这已经是历史所见证的一个现象。
您很荣幸地可以在此书中得到更多关于他的讯息。

在单元四里，您将被授予如何购买黄金与白银的贴士
及诀窍。

届时，您将懂得为何您需要购买、如何购买以及何时
购买黄金与白银。

来到结尾的最后一章时，我希望您有机会可以自己决
定究竟现金是王还是垃圾。

郭景伟
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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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货币和童话银行：
了解通货膨胀和联邦储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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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黄金？为何白银？为何现在?

一个玻璃酒瓶，汽油和洗衣粉。

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因为政府无法取缔任何以
上成分的销售。所有的警察不能穿防火服，因为这意味着
从头到脚的防御以及军用车辆的阻力是有限的。

不幸的是，在这个时代，新闻报导了700名暴徒朝着
当值的警察投掷汽油弹（燃烧瓶）并且泼易燃液体。237
名受伤的警察当中，14名伤势严重。289名示威者被拘
留。这些暴徒向全副武装的警员投掷混凝土砖。5,800名
警察部署以催泪弹和胡椒喷射剂驱散暴乱者。匈牙利的暴
乱发生于1950年代；反之，这一次的暴乱发生于2009年，
在德国的柏林。

对于其不称职的政府和银行家尝试充当萧条经济的元
凶和救世主，德国人明显地感到不满。德国政府估计约有
480,000人参与了全国400个示威集会。

欢迎来到真实世界。Lord Rees Mogg— The Times的
前编辑及The Sunday Times的编辑助理反映道：“政府说
谎，银行家说谎，甚至稽核员有时也说谎。只有黄金说实
话。”

似乎再次地实现了厄运的预言…

世界恐慌

懂的理财的人发现财富是永远不会在危机时刻丢失
的。财富仅仅是从一类资产转移到另一类。这就是为何他
们说这可能是一个最大财富转移的时代。您可以从中获得
颇大的利益。回到现今，最近我们在历史上划下了史无前
例的案列：粮食与经济危机引起世界骚乱。简单来说，世
界已开始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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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一 法定货币和童话银行：
了解通货膨胀和联邦储蓄系统

严重的骚乱

暴升的食品通胀在整个中东和南亚国家引起了骚
乱。示威者为主要食品如：糖,米和牛奶的昂贵价格而
抗议。这爆发事件引发了人民的恐慌，深怕世界即将
再度重演2008年震撼远至海地ˎ塞内加尔和孟加拉的粮
食危机。现今的食品价格写下空前未有的最高纪录，
并且有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这可能仅是粮食危机的
开始。

非洲

阿尔及利亚- 主食如糖ˎ牛奶和面粉的价格飙升引起了阿
尔及利亚人民骚乱。随着粮食危机蔓延到首都，阿尔
及尔以外的地区，暴乱持续地发生。一些抗议者被警
察击毙；一些则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不景气的经济状
况。

突尼斯- 严重的粮食危机在突尼斯许许多多的街道上形
成了犹如战地的情景。根据报道，100人在此事件中身
亡。突尼斯的总统因此次暴乱而离开了突尼斯，由临
时总统替代。

埃及- 埃及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麦出产国。可悲的是，这
国家陷于多年压迫和腐败的统治。单单是食油的价格
在去年内已飙升了40巴仙。

利比亚- 在抗议背后，托布鲁克的食品价格剧烈地上升
。抗议者在托布鲁克高呼反政府的口号。身处托布鲁
克东部城市的利比亚军人告诉路透社记者说，他们不
再支持穆阿迈尔∙卡扎菲。此外，他们也说东部地区已
不在利比亚领导人的控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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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黄金？为何白银？为何现在?

亚洲

印度- 昂贵的食品价格引起了印度人民的抗议。其食品
价格在上个月通胀了18.32巴仙。其中一个印度政党在
南亚州主食价格上调后，以折扣价格售卖洋葱，因而
引起了公愤。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女性在拉合尔购买由政府资助的面
粉。在过去的几个月，巴基斯坦的主食和汽油价格飙
升。许多人民如今只能靠着国家补贴来过活。

菲律宾- 在马尼拉，士兵们在政府的大米销售时站岗守
卫。在大米价格飙升的同时，政府积极地想办法以确
保其人民不会因此而挨饿。

孟加拉- 可怜的孟加拉人民疾呼要求政府津贴白米，以
解决粮食通胀的问题。

日本- 在东京，36,000人出席集会要求得到更多的社会
公益并且减低军事费用。

中国- 平息食品通胀和相关的骚乱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
优先处理的事件。

印尼- 为了应付价格飙升的问题，印尼政府呼吁人民自
己种植粮食。

美国

海地- 粮食价格的飙升在全世界引发了暴乱。在太子港
的骚乱中，五名人士死亡，百多名人士受伤。根据报
导，海地的食品价格在去年飙升了50至100巴仙。这
为一天生活花费不到2美元的多数人民带来了颇大的打
击。



25

  单元一 法定货币和童话银行：
了解通货膨胀和联邦储蓄系统

欧洲

希腊- 示威者积极地破坏银行和交通摄像机。警察只好
用闪光手榴弹来驱散他们。这些抗议者还是成功地扰
乱了巴士ˎ火车ˎ轮船和空运服务。他们抗议政府帮助银
行摆脱困境。

伊斯坦堡- 在土耳其，三位青年当中就有一人是无就业
的。示威者抛掷燃烧瓶和石头抗议。防暴警员使用水
炮ˎ催泪弹ˎ胡椒喷射剂和射击枪以驱赶抗议者。这些抗
议者砸坏了银行和一部分商店。11名警察受了伤；68
名示威者被扣留。

俄罗斯- 陷于油价下跌ˎ银行关闭ˎ700万人失业以及2009
年第一季度萎缩了将近10巴仙的经济导致人民示威抗
议。那些示威活动是在和平并无暴力的情况下举行。
但示威者明确地表态了他们的观点。有些人被扣留。

您或许会突然醒悟到我们确实没有引用一个适合大众
共享的电影。您是活在一个现实的生活中。一个全球性的
骚乱不再是件不可能的事，时间的掌握极其重要。我有很
多讯息想要与您分享。因此，让我切入正题。事实上，我
将让您知道如何面对现今世界泛滥的经济困境，并把它们
转变成巨大的财富。

我将让您窥探传奇人物的投资策略以及他们如何保护
和让钱币价值增长。我也将会示范给您如何在这一刻，在
这里，从历史中单一ˎ最大的财富转移中取得利益。

这或许是个奇怪的讨论话题。然而，全球的经济正频
临萧条的边缘。多于20巴仙的美国职员正处于失业状态。
婴儿潮一代的储蓄价值平均跌了30至40巴仙，并且复苏无
望。因此，在经济最萧条时写一本书教人变得富裕的策略
看来有些可笑及反直觉性。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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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财富转移

财富永远不能被摧毁。它只能从一个人身上被转移至
另一个人。您可能会怀疑接下来会有一些难以置信的陈
述。但，请先理智地看一看以下的观点：

• 当您的股票资产价值下跌时，这笔财富转移到了抑
  制市场的舵手身上。
• 当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发生，屋价下跌时，这笔钱将
  转移到那些成功赚取几十亿的人，如: John Paulson
  和Steve Eisman身上，只因他们缺乏这些贷款。

改变能制造机会。这就是为何和其它时期相比，更多
人可以在大萧条时期变成百万或亿万富翁的原因。这个事
实也是您现在阅读这本书的原因。当巨大的改变发生时，
财富从一人转移到另一人身上。今天，我们正经历人类历
史上最大的单一财富转移。

定论：谈论到在非正式的经济衰退期间致富，还真是
有点奇怪（其实是非常奇怪，不过Oscar Wilde曾说过一
切流行的都是错误的！）。虽然如此，这其实是您人生当
中最难能可贵让您致富的一次机会…如果您懂得其方法！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阅读了这本书后，您将彻底改变
您的想法。您将会用崭新以及高档的镜片看世界。
童话故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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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与您分享一个足以为您的未来财务划下直接以及
巨大影响的最重要的讯息。请让我以一段历史故事作为开
头，因为了解过去是预测未来的关键。能够预知未来是制
造巨大财富的主要因素！

“掌控过去的人，能掌握未来。
掌控现在的人，能掌握过去。”

 
George Orwell 
英文作者和记者 

阅读了以下的童话故事后，您将会更理解此引述。

金匠的故事

从前，人们使用几乎所有的东西作为货币。您只
需要大部分人们给您信心说那件货物以后可以与有价
值的物品如食物、衣物或者住宿交换。人们起初运用
贝壳、可可豆、豆石甚至是羽毛作为货币使用。黄金
与白银十分引人注目，柔软，并且易于使用。因此，
一些文化开始应用黄金与白银为货币。金匠开始把贵
金属溶成硬币。他们开始进行认证、标准化其单位、
重量以及纯度。有一位金匠特别想要保护他的黄金，
便把黄金放到窖里。

不久后，他的同乡开始敲他的门，请求他帮他们
保存硬币与贵重物品。没过多久，金匠开始出租他
窖里所有的架子，赚取了小收入。一年又一年的过去
了，金匠做出了敏锐的观察。他意识到储户很少过来
领取他们的实物黄金，而且不曾同一时间一起来。那
是因为他接收金银储存时所开出的兑换金银票已经
被列入市场贸易，就像它们属于真正的黄金与白银似
的。这类“纸币”比起沉重的硬币更方便携带。此
外，总数可以写在纸币上；反之，硬币必须在交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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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一个地计算。这时，金匠想到了另一门生意。他
开始借出他的黄金来赚取利息。当便利的兑换金银票
已广被社会接受，大多数人开始询问要求以兑换金银
票的方式贷款，反而对实物黄金与白银的需求则下降
了。

随着贸易与工业的扩展，越来越多人向金匠要求
更多的贷款。这给了金匠一个更好的想法。他知道很
少储户会取出实物黄金，便想到出租给储户兑换金银
票而不是黄金。这方法让他方便逃脱。只要贷款得到
偿还，他的储户不会察觉到他的做法。金匠暗忖：“
他们不知道的事不会伤害他们。”金匠知道他可以利
用自己与储户的黄金来赚取利益。

几年来，金匠从储户的身上赚取了巨大的利益。
他突然变得比其他同乡更富有。不久后，人们开始怀
疑他运用储户的钱。所有的储户聚集一起取回黄金，
但金匠并没有招供他的所作所为。出乎人们的意料之
外，金匠并没有因此而陷入困境。他的精心策划让他
的计划顺利进行。当储户到窖里取回黄金时，他们发
现到他们并没有损失任何东西。他们的黄金白银依然
完好无缺地保存在金匠的窖里。最终，储户并没有取
回黄金。反之，他们要求金匠（如今被称为金匠银行
家）从所赚取的利息中分成一些利润给他们。

这就是史上第一间银行的诞生原由。银行家以高
利息借出贷款，然后分派低利润给储户。当中区别的
数目就用来支付银行的费用及利润。此系统的逻辑相
当简单，它似乎是一种合理的方式以满足信贷需求。
然而，现今的银行并不是以相同的逻辑操作。

真正银行的诞生

关于金匠的故事还没结束。当他开始分派利润给
储户，他对自己所赚取的利益并不满意。当贷款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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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剧烈地上升时，他发现储户所储存在窖里的黄金数
额限制了他的贷款。这时候，他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
法。既然除他以外，没有人知道他的窖里有什么东
西，他想要以兑换金银票的贷款方式借出根本不存在
的贵金属。只要这些持着兑换金银票的储户不在同一
个时候兑换回实物黄金与白银，没有人会知晓他的最
新作法。

猜猜怎么着？他的新策划进行得很顺利！这位金
匠银行家赚取着不存在黄金所带来的利润，他顿时变
得非常富裕。这位金匠银行家以无物赚钱的大胆想
法，并不是我和您能轻易相信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内，这个生钱的想法并没有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随着时间的过去，金匠银行家的荣华富贵再次引
发人们的怀疑。一些储户开始要求兑换回实物黄金与
白银，并拒绝虚构的票据。流言开始散发开来。一些
富有的储户纷纷向金匠索取回他们的实物黄金与白
银。这一次完蛋了！

一大群兑换金银票持有者开始涌到金匠银行外的
街头。然而，金匠银行并没有足够的黄金与白银让他
们兑现。这种现象被称为“银行挤兑”—一个令每位
银行家都惧怕的现象。

   
金匠的故事是个现实生活中的寓言，告知我们人类与

金钱进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达尔文发表了惹人争议的
声明，说人类是从人猿进化演变成的。当社会越来越复杂
化，我们也变成了非常依赖科技的残障人猿—力量与缺点
在同一线间。

进化是成长与改变。货币也如人类般，经历了进化过
程。今天，让我们了解货币的历史以及它如何从实价货币
变成法定货币。这其实是个很大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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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进化：从易货贸易到法定货币的五大阶段

货币的进化：阶段一—易货贸易

在古时候，人们以自己的产品与服务与另一些产品和
服务做交易。这被称为易货制度或易货贸易。打个比方，
如果一位榴莲农民想要白米，他就会用他的榴莲来换成白
米。这种金钱制度的坏处是大部分时候，人们无法认同
他们所交易的产品或服务价值。那如果白米农民不喜欢榴
莲，不想要与榴莲农民做交易，怎办呢？

虽然易货贸易有许多短处，它也有一样好处—政府很
难以易货贸易制度来抽税，因为税务部门不可能会接收榴
莲。

多年后，人们开始找寻一种货币象征的财富。人们开
始用盐、家畜和面包作为货币。您知道“薪水”这词是从
哪来的吗？“薪水”源自于拉丁文，也就是“盐”的意
思。过去，罗马军士有时被派盐取代薪水。然而，军士一
个人无法消耗那么多的盐分。除了盐以外，家畜也是富裕
的代表。“金钱”这个词源自于家畜。面包在古代金融领
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用名词如“面包”以及“生面团”
来寓意。它们被用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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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进化：阶段二—黄金与白银

随着光阴的逝去，人们开始领悟到商品如盐、家畜、
面包又或者贝壳带来了弊端。人们开始发觉黄金与白银属
于贵金属类，并且符合了所有作为金钱的条件。黄金与白
银是十分稀少，全面理想的，可代替的，可分割的以及持
久的。最后，每个人都同意以黄金与白银作为货币。

为何黄金与白银被选用为货币？

1.黄金稀少

全世界的黄金聚集在一个地方，包括黄金硬币、牙齿
里的黄金、宝石里的黄金、艺术品里的黄金、埋在后
院里的黄金、在银行里的黄金以及在政府金库里的黄
金可以合并成22立方英码。

2.黄金全面理想

几世纪以来，黄金被世界各地的人认可及珍惜。它的
理想度非常普遍，使得那些不认同其独特性及功能的
人容易被分类。较显著的是某些政治家及经济学家，
其影响力已经与其洞察力不成正比。

3.黄金是可代替的

它是一个原子元素，是略多过100种基本形式物质的
其中一个。在元素周期表上，它的原子量是79。每一
盎司纯净的黄金就像是其它盎司的黄金，不管它的年
龄、开采地点或者被处理的过程有何不同。简单来
说，黄金就是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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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金可被分割

无论是古时候或现代，黄金对工匠以及手艺人来说相
当珍贵。黄金的可朔性很高，可以被锤成一片叶或一
片三百万分之一寸厚的箔片。它非常薄，以致传热性
佳，可以传递绿色光芒。虽然黄金被公认为贵金属，
但它可以被处理成足以被人们吃掉的薄片。此外，黄
金十分有韧性。一盎司的黄金可被伸展成一条三十五
英里长的金属丝。黄金不会因为被分割而影响其价
值。

5.黄金是不朽的

黄金是金属当中最稳定，化学活性最小的。它不会生
锈、变色或腐蚀。跌入海底的黄金硬币，在几世纪后
被捞上来，依然如造币时一般闪耀。因为它的持久性
与闪耀，黄金变得珍贵。

黄金的使用显著地加快了交易的过程。许多交易在短
时间内便完成了。与其用榴莲来换取白米，农夫可以用黄
金和白银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物品，因为黄金与白银
广被接受。经济史无前例地蓬勃发展，人们都前所未有的
兴高采烈。

鉴于之前所提及的属性特征，黄金与白银在自由经济
体制里被选用为货币。政府不需立法；没有任何暴君、独
裁者、国王、苏丹或酋长需要发布法令宣布黄金与白银被
选为货币使用。事实上，一个依靠贵金属而发展的经济基
础与健康的文明并进。古雅典的人民率先采用贵金属作为
货币。结果，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商业力量因此诞生了。
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是世界原料的主要进口国以及世界制
成品的主要出口国。记录不会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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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系统有一个“物质上”最大的缺点。黄金
和白银，在过去和今天，都非常不便携带。想象一下，如
果要买一片地，您必须拿着一袋黄金走过10公里的路。很
好的运动！

货币的进化：阶段三—黄金与白银的证书

正如金匠的故事里所发生的，人们开始醒悟到黄金与
白银不易携带，便把它们寄放于可靠的人身上。然后，他
们会获得兑换金银票。此系统使银行—被信赖的人被唾
弃。

古时候的商人远行时，他们为了预防被打劫，会避免
携带黄金与白银出门。反之，他们选择了兑换金银票。当
购买外国货时，他们会使用兑换金银票来付费。与其把黄
金白银带到不同国家，两国的银行只会简易地以兑换金银
票的借贷将买家与卖家的交易账户调至平衡。

从1717年至1914年，英国维持着金本位制度将近两百
年。金本位是指兑换硬币或贵金属票的循环是由其国家的
黄金价格而定。

这是英国的繁荣时代。工业革命开始发生，岛国开始
在全国各地如非洲、印度、远东、澳大利亚、南太平洋、
北美和南美州成立前哨站。您还记得中学时期所学到有关
英国殖民时代的历史吗？那是因为几乎整个地球的四分之
一已经被英国占领了。

然而，繁荣盛世一直持续到1914年，英国因专注于世
界第一大战而舍弃了金本位制度。那场战争就如美国的第
一次海湾战争，从不停火。不出所料地，它在世界第二大
战中再次爆发。当英国双赢之际，大火终于被扑灭的时
候，仗着领土之广而有势力的帝国最终也因为破产而倒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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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些您会发现，每当一个以黄金与白银作为后盾的货
币制度被遗弃时，这将导致严重的金融与政治问题发生。
黄金与白银的储户，无论是国家或是理论，他们都会蓬勃
发展；反之，那些没有黄金与白银的则会变得萧条。在下
一个单元里，您将会理解到舍弃金本位不用的后果。

1934年美国黄金储备法

对于美国的创始人计划，黄金与白银显得极其重
要。该国的金本位制度持续到1933年，总统做出行政
命令以及1934年美国黄金储备法禁止美国人民拥有黄
金时，诚实货币受到严重打击而停止被使用。拥有黄
金的美国人确实太大意，而且犯了刑事。然而，这个
危险的元素落到政府手中却是安全的。

接近22巴仙的流通黄金硬币以每盎司20.67美元的
现行汇率转到了政府手里。当黄金落入政府手里时，
它的价格突然急升到每盎司35美元。美元的价值下跌
了69.3巴仙，美国人民瞬间被骗了30亿美元。

那时候，美国人民携带10美元的金条与10美元的
账单—兑换黄金票没什么差别。为了方便起见，人们
可以携带纸币。但是其价值并不会比任何一张其它纸
张来得高。兑换黄金票毕竟只是一张索赔凭证，一张
现款的仓单以及可以随时交换的黄金。

看看以下的图片。它显示了被钻上题字的10元美
钞。这证明了在美国财政部里已经置放了可以凭票兑
换的1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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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承诺被大胆否定而引起了惊愕。然而，它是
以一个非常精确的方式来进行。既然价值20美元的黄
金片含量比一盎司黄金少一些，实际上是.9675金衡制
盎司，黄金的价格被国有化为一盎司20.67美元，以便
可以换得价值20美元的黄金硬币，并且是在法律条款
惩罚下换得一个新的20元美钞。

兑换黄金票流传至1933年12月28日。那时，总统
呼吁所有私有黄金的人于1934年1月17日凌晨前向美
国财政部长提供票据。当时，持有兑换黄金票是违法
的。

纸上铭刻的承诺就这么多，虽然我们被告知它们
或许对玩物收集者来说是有价值的。一些美国人宁愿
冒着被罚款10,000美元和坐牢10年的风险，无视政府
取缔私有黄金者。1933年过后，再无新的黄金硬币被
生产了。

无论如何，白银还是存在的。白银硬币继续流
传。一些纸币与兑换白银票还是可被兑换的。1934
年，以银元支付持票者的约定被以白银支付持票者的
含糊承诺给取代。当然，这现象也来到了一个终结。
配给兑换白银票的策略于1963年终止。接着于1968年6
月24日，政府推翻了帮人民赎回白银的承诺。这其实
是意料之中的事。几年前，Lyndon B.Johnson总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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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行政命令以停止铸造银币。他说白银价值太高，
不适合被当做硬币使用。对于那些认为硬币是很有价
值的人，这现象引起了他们的警惕。

直至1970年，部分的五角钱硬币的白银含量大幅
减少。1964年，美国政府停止了白银硬币的生产。
此后，他们发行了不含贵金属成份的基本金属硬
币。Johnson总统向美国保证新硬币将永远与白银在
贸易界里并排。

看起来，Johnson并没有领教到2,500年前被鉴定
的原则，如今被称为格雷欣法则：劣币赶走良币。人
们倾向于持有以及储存良币如真银币而花费及传递劣
币。为了说明格雷欣法则，您会发现在每个美钞的交
易中，您会获得零钱。然而，7-Eleven便利店的收银
员从不找回银元给您。与其说在贸易界里并排，真银
币开始在流通中消失。

联邦储备系统的崛起和诚实货币的衰落

据透露，当世界上走着经典的黄金标准时，通货膨胀
从不发生。是的，零通胀！有几次繁荣、萧条、通货膨胀
和通货紧缩现象发生，但最终平均为零，全归功于伟大的
均衡器 - 黄金！

仿佛好时光从不停止，美国经济以“初始化思想”见
证预示结果的先兆。联邦储备系统（别被其名字“联邦储
备”给混淆了。美联储代表联邦政府的、联邦快递公司！
）并不附属于政府，它不含储量。美联储其实是一间私人
银行，与政府无关，但被赋予权力决定国家的财政政策。

您可以浏览它的官方网站www.FederalReserve.gov.
，去“FAQ”栏，然后寻找主题为“Who Owns the Federal 
Reserve”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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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尝试了解它所传达的讯息。如果您可以明白，
我向您致敬。依我的看法，联邦储备署并不是一个政府机
构。它是一间私人银行，每年支付6巴仙的股息给股东。
前参议员兼总统竞选者Barry Goldwater指出：“美国联 
邦储备系统的账目从来没有被审核过。它在国会的控制范
围外运行，并且操纵美国的名望。

Murray N.Rothbard—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兼Ludwig 
von Mises研究所的副总裁写了一本书名为《对美联储说 
不》（The Case Against the Fed）。

    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最秘密的经营，在人们意
料之内的，并不是CIA、DIA或者其它情报机构。CIA和
其它情报机构在国会的控制内操作。国会的一位委员
监督它们的操作，控制它们的预算以及了解它们的秘
密活动。

    联邦储备系统并不对任何人负责。它没有预算，
不被审核，不被任何国会委员知道或监督。联邦储备
系统实际上控制了国家的货币体系，不向任何人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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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邦储备系统的真相

至今，我依然清楚记得2008年美国国会试图给予7000
亿美元作为紧急财政援助。我看着几位“金融专家”表达
他们有关紧急财政援助的想法。从中，似乎每个句子中至
少有一次他们会提到美联储。我暗笑，这些所谓的老练专
才(我们最大以及最杰出的金融机构的代表及智囊团)很明
显地不清楚美联储的真相。

让我再次逐字地解释。事实上，联邦储备系统既不
是“联邦”，也没有“储备”。美联储实施的是一个私人
银行系统，为富裕的外国人以及美国银行家所拥有。这是
美国史上最大的骗局。美联储是导致通涨以及国家承担巨
大债务的主要原因。无论如何，这笔债数是永远不会被还
清的。比起资本的利息，美联储宁愿负担贷款（国债）的
利息，因为他们可以从美国债务利率支付中获得巨大利
益。

等等！难道美国政府没有控制美联储吗？难道总统没
有委派一位美联储主席吗？有！总统的确有委派一位美联
储主席，但他却没有控制美联储。事实恰恰相反，美联储
控制了美国政府。Baron M.Rothschild曾经写道：

“给我国家货币的控制权，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美联储不仅控制美国货币，同时也控制了美国政治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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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的号召

让我们来看看联邦储备制是如何成立的。这是一个比
小说还离奇的惊悚故事。

1907年，美国的银行业务与股票市场正陷于1907年大
恐慌中。有人认为被称为货币信托(Money Trust)的纽约 
大银行是事故的导火线。当股市下跌时，他们从慌乱的投
资者手中买了股票过来，过了几天或一个星期后再转卖，
从中赚取利益。1907年大恐慌严重破坏了美国经济。人民
不断哀求政府实行策略以挽救股市。每一个好的小说都含
有冲突、恶棍、受害者以及救世主。

1908年，国会扮演了好人的角色，创建了国家金融委
员会以探讨所面临的问题，并且建议银行改革以防止此情
况再度发生，以及调查货币信托。国会委任参议员Nelson 
Adrich为主席。他立即被委派到欧洲，以两年时间以及
300,000美元咨询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私人中央银行。
这笔数目是经过通涨调整后的大约6百万美元。两年花费6
百万美元？这是极其离谱的！

回国之后，Aldrich想到了一个计划，便聚集了友人
到离乔治亚海岸不远的的一个小岛—吉柯岛去放松一下。
然而，这群朋友并不是普通朋友。事实上，他们是在美国
金融界里有势力的纽约银行家。而Aldrich有义务调查他
们。

接着，故事越来越精彩了。我们的情节正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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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柯岛的会议

早在1910年，吉柯岛为一群纽约富翁，包括了
William Rockefeller和J.P.Morgan所拥有。准确来说，
这岛屿离乔治亚海岸不远。

这些富翁的家人在冬季时都会到岛屿上度过时间。这
岛上有一间俱乐部，也就是提供社会活动的中心。这岛屿
已经被乔治亚州买下，转换为州立公园,该俱乐部也被重
新修复。如果您有机会参观俱乐部，来到楼下，您会看到
一个牌匾写着“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此地成立”。

接下来的几年，该计划一点一点地展现出来。

1910年11月，Nelson Adrich把私人有轨电车驶到新 
泽西州的火车站。到那儿后，他和六名男士秘密地过去吉
柯岛。

他们被叮咛分开到达火车站，不要走在一起，不要谈
话，把对方当成陌生人。他们是著名人士，所以被嘱咐尽
量避开媒体，以免媒体对这些一起旅游的知名人士起疑。

他们上了火车后，骗局继续进行着。他们被嘱咐勿用
姓氏为名义。其中一些则用假名。抵达吉柯岛后，他们花
了一个星期时间推敲出联邦储备系统的周长计划。完毕
后，他们回到了纽约，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吉柯岛会议结束了的几年后，这些知名人士否认他们
曾经会面。这个秘密会议也被隐瞒了下来。

1913年联邦储备系统成立后，他们谈论起在吉柯岛秘
密会议。事实上，他们写了书、杂志文章，被记者采访并
谈论之。因此，现在此事件可以被列入公务档案，让人们
了解到当时在离乔治亚海岸不远的岛屿上所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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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七位男士有谁？

Nelson Adrich是位共和党参议员，也是国家金融委员
会的主席。此外，他也是J.P.Morgan非常重要的生意伙伴
。他是John D.Rockefeller的女婿，Nelson Rockefeller
的爷爷。

Abraham Andrew—财政部部长助理，也出席了在吉柯

岛举行的会议。Henry Davidson—J.P.Morgan Company的

资深合伙人，Charles Norton—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主席以

及Benjamin Strong—J.P.Morgan的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的

领导人，统统都出席了此项会议。当联邦储备法通过后，

Strong成为了美联储最高领导人。

Frank Vanderlip—花旗银行(NCB)的主席，也是吉柯岛
会议的出席者。花旗银行成为了美国最大的银行。它代表
了William Rockefeller的财务利益，并且是Kuhn,Loeb & 
Company的国际投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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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Warburg对欧洲的银行业务非常熟悉，是整个会议

中最重要的人物。Paul是全世界最富有人士的其中之一。
他是Kuhn,Loeb & Company的合伙人，并且是法国与英国

Rothschild banking dynasty的代表人物。他与他的兄弟

—Max Warburg,德国与荷兰Warburg banking consortium

的领导人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这些就是乘坐有轨电车到吉柯岛开会的七位男士。
根据G. Edward Griffin—《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的作者，很让人惊异的，他们拥有了全世界财富
的四分之一。他们在会议桌上创立了联邦储备系统。

全世界财富的四分之一占有者联手起来创立了一个系
统，一个控制经济的方案，因此改变了世界。

魔鬼的思想

您可能会问：“一群银行家秘密聚集谈论银行业务，
这有何不妥？”

Vanderlip说道：“如果我们秘密会面拟下法案的事
情被公开，这法案将不会成功通过国会。”该法案的目的
是为了摆脱货币信托的控制。货币信托是纽约华尔街一些
大银行的财富集中点。讽刺的是，该法案是由货币信托拟
出来的！

救星与坏人勾结？这是怎么一回事？

要是这个事实从一开始被认知，美国不会成立联邦
储备系统，正如Vanderlip所说的：“国会不会让它通
过。”这诚如所谓的引狼入室。这是为何保密是如此重要
的原因。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成立如欧洲国家存在了几世
纪的中央银行。

他们如何隐瞒美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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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已经公开发表不要任何中央银行出现在美国。因
此，他们的挑战就是要成立一间可以隐瞒人们的中央银
行。

他们的策略是：

	首先，他们把“联邦”的字眼纳入名字内，以显示 
 它是政府的官方实体。

	接着，他们在名字中加上“储备”的字眼，以显示 
 它具有储量。

	接着，“系统”一词被列入名字里，以显示地区性 
 银行体系的存在，足以将力量散播全国并且消除纽 
 约市的财务势力。

如果您详细地分析，您会发现到他们创立的不是联
邦，储备并不存在。从权力分散的意义来说，它根本不是
一个系统。事实上，它是一个精明的策略。

如今，受害者赤裸裸地瘫在打击下。他们永远无法发
现，他们会感到沮丧、挑战性，甚至会觉得怪异。然而，
他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真相是不会写在课本
里，父母亲也不会将其告知。

这就像是活在“黑客帝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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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给群众

接下来要做的事是把美联储“销售”给群众。联邦储
备法被呈交给国会的第一个草图被称为Aldrich Bill（以
参议员Nelson Aldrich命名）。然而，由于Aldrich与大

企业界的联系激怒了民众，所以它被国会否决了。

不过，就像国会今天所做的，他们重组了法案中的
句子，删掉Aldrich的名字，再找几位民主党员(Carter 
Glass和Robert Owen)赞助新的票据。众所周知，共和党

代表大企业，民主党代表普通人，这的确是个明智的举
动。

从人性角度来说，人是被心理说服，而不是头脑。

Aldrich 法案演变成了Glass-Owen 法案。这个新的法
案与Aldrich法案截然不同。

接着，Aldrich以及Vanderlip在发表演讲及接受记者
采访时谴责Glass-Owen草案。他们经常指出，新的法案将
会破坏银行业，对国家来说是个可怕的灾难。当美国人民
在报章上阅读评论时，他可能会轻信道：“我认为如果大
银行家不喜欢这个法案，那么代表它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
法案。”

事实是不会那么直切的。没有智慧，人们必定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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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这种专业战术与诡计，公众并没有胜利的机会。
不出所料，这个新的法案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1913年
12月22日，此法案通过了国会。次日，Wilson总统签署成
为了法律。

作者G.Edward Griffin表明：

“吉柯岛的生物终于搬进了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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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法通过后，国会议员Charles Lindbergh说

道：“该法建立了地球上最大的信任。当总统签署此法案
时，由银弹攻势统治的无形政府将被合法化。而这无形政
府已被货币信托证实了其存在性。当信托需要通胀时，新
的法律将创造通胀。从此刻起，萧条将科学地产生。”是
的。Lindbergh说明银行家将“创造”未来的萧条时期。

Louis McFadden—1930年代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对

1929年的股市崩盘事件表态指出：“这不是偶然的，它是
精心炮制而发生的。国际银行家力图制造绝望以便他们能
成为我们的统治者。”自1913年，联邦储备法被修订了超
过100次。每次的修订都是为了扩大联邦储备法的权势以
及凭空创造货币。

没有意外，只有精心的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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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rake的机制-无中生有的货币

此项可怕计划的高潮正在进行中。诚如A队的上
校，Hannibal所说：“当计划联合在一起时，那是我的最
爱！”让惊悚开始蔓延。

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通过促成了私人银行家以及美
国政府之间的企业联合合作。这是极其重要的。企业联合
经常涉及与政府的合作，因为他们需要法律的力量来强制
执行企业联合协议。

我曾听到许多经济学家把美联储凭空创造货币的过程
称作为Mandrake机制。而这个机制的名字源自于1940年代
的一个卡通人物—Mandrake魔术师。这位魔术师可以凭空
创造出任何东西。

让我们将它简单化，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通过
Mandrake机制来创造货币。它是从政府，明确来说是国会
开始。只有国会知道如何花费。

	第一阶段：比方说，今天国会需要一个额外的10 
 亿美元。负责人对财政部说：“我们需要10亿美 
 元。”财政部长回答道：“你疯了。我们已经没 
 钱了。我们早在5月时已经缺乏货币税。

	第二阶段：国会委员聚集在一起漫步在宪法大道, 
 然后再复印商店打印了一些美国政府债券。 

	第三阶段：打印了价值10亿美元的债券后,他们把

债券提供给私营部门(也就是美国人民)。好几万 
的美国人民对于把货币借给政府一事感到焦虑。
但是他 们被他们所信任的投资顾问告知,这是他们
可以做出的 最稳健的投资,因为这些债券是由美国
政府名誉担保。 人民不太清楚其真正的意思,不过
听起来这投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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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阶段：

当他们踏入联邦储备大楼时，美联储官员已经准备好
支票簿。他开了一张5亿美元的支票给美国财政部。

如今,卖了5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后,国会
依然需要更多的款额。毕竟他们已经消费成瘾。
他们已经以发行债券的形式榨干人民。另一天,他
们漫步到联邦储备大楼。美联储已经在等着他们
的到来。这就是它被创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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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银行

问题：美联储从何处得到5亿美元给美国财政部？他们的
户口有500,000,000美元吗？

答案：惊人的答案是，联邦储备系统里并没有一分一毫
钱。没有。

事实上，在技术上，并没有任何户口，只有一本支票
簿存在。在国会官员签署支票时，那10亿美元立即化成现
金。如果您还记得经济学101，这就是教授所称为的将债
务货币化。这使得政府无须通过纳税人而可以在任何时候
直接调动任何数额的款项。

否则，他们必须联络纳税人告知他们今年将把税务调
高7,500美元。当然，如果他们这样做，美国的纳税人将
立即投票罢免他们。

国会喜欢采用Mandrake机制，因为它是一个不会提问
任何问题的现金来源。

现在，更精彩的部分来了。让我们回到美联储开出的
5亿美元支票。财政部官员把支票存进了政府的活期存款
户口。突然，电脑记录显示出政府拥有5亿美元的存款。

那么现在，政府可以将5亿美元的数额写进支票里。
国会迅速地执行此策略，因为他们正经历着入不敷出的消
费热潮。

Mandrake机制的模拟研究

简单地分析，让我们从那5亿美元中抽出1，000美
元。比方说，国会写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给在白宫
修剪草坪的Johnny。他完全不知道在得到支票的前一
天，这笔钱根本不存在。然而，他并不在乎。他把支
票存进了银行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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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银行经理得知1,000美元已经被存进户口。
他跑到贷款窗口，将它打开，说道：“注意！注意！
现在我们有钱贷款了。”每个人都雀跃不已，因为这
是人们去银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吗？他们去银行是
为了贷款。

正巧，Johnny的邻居，Freddie想要借贷900美元
装修房子。

联邦储备系统规定贷款者必须有多于10巴仙的
存款在银行储备里。因此，银行持有1,000美元的10
巴仙，也就是100美元在储备里，而借了900美元给
Freddie装修房子。

您觉得Freddie如何使用那900美元？他需要花费
这笔钱，所以把它存进了活期存款户口。这笔钱可以
当作为定金。那么银行只需要留着90美元定金并把810
美元借出去。

接下来有一名人士也需要贷款。他借了810美元，
将其存入活期存款户口。银行因此拥有更多定金可以
借出去。最终，银行保留了1,000美元的定金，却因为
部分储备金制度，可以借出9,000美元。

那9,000美元从哪里来？答案与美联储官员开支票的
时候一样……其实户口里没钱。这笔钱在贷款作出时被“
制造”出来。试用一分钟想想此事件。

这笔钱凭空被制造出来，而且银行还基于这笔钱向人
民收利息。这等于是他们无中生有。这是什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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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灵魂的货币之汤

故事还未结束，它不能就此结束。这新创造的货币涌
进了市场并且削弱了现有美金的价值。

蘑菇汤是其中一类我喜爱的汤。这类肉汤好喝得让人
惊叹！现在，如果我把一加仑的水加入汤里，这会破坏汤
的味道。然而，这情形与货币供应非常相似。把“从一无
所有创造货币”的概念灌输进经济领域就好比把水倒入一
锅美味的汤里。

把越多的货币丢进美国“经济之汤”，货币的价值就
变得越来越低。接着，物价暴涨的状况就会发生，我们称
之为通货膨胀。

不过，通货膨胀只不过是物价暴涨的“外观”。实际
上，物价并没有上升。通货膨胀是货币价值下跌的结果，
通常被称为“美元贬值”。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发生，相比
起交易媒介，把货币当做卫生纸使用更加实用。

看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它们全是表面上的问题或
影响。凡事必有因。事情的发生与个人利益有密切关系，
以致问题无法被解决。

至于最近发生的楼市危机，我相信各位应该知道，当
您从银行借来一笔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出来的款项，银行其
实要在您身上取得某些东西。它要您在虚线上签名以抵押
您的房子、车子、清单、财产，以免万一您无法付还贷
款，他们可以取得您的财产。

银行不会有任何损失。无论是扩张或收缩，通货膨胀
或通货紧缩，银行是被掩蔽着的。我们就如被牵着走的小
绵羊，只因我们还没想通这其实是一个骗局。

现在您可以来个简单理解联邦储备系统的速成班。我
可以保证相比起报读一个花费四年时间的经济课程，现在
您更了解美联储，只因学校老师从不教导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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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与我国宪法的原则与形式有很大的冲突。如果
美国人民让私人银行控制本国货币的发行，先是通货膨
胀，后是通货紧缩，后起的银行与企业将会剥夺人民所有
的财产，以致孩子无法继承祖先遗留下来的财物。发行货
币的权利应该从银行的手中归还给国会以及人民。我真诚
地相信，如果银行业金融机构拥有发行货币的权利，比起

常备军，这对社会自由更有威胁性。”

Thomas Jefferson
美国第三任总统 (1801-1809)

因此，从美国最近的金融混乱事件中，我想问问您：
那些拥有美联储主权的私人银行家会帮助稳定市场吗？

我把这个想法抛给您：在圣经里，我们了解到欠债者
是贷款人的奴隶。这就是美国与联邦储备系统的关系写
照。基本上，我们都是那些拥有美联储主权的国际银行私
人银行家的奴隶。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联邦储备系统的资料，我强烈
推荐您阅读由G. Edward Griffin书写的《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那是有关这个主题的代表作。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故事离结尾还有一段距离。这一个
故事其实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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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进化：阶段四-部分储备银行制度

自美联储于1914年正式开业以来，货币迅速地进化
着。美联储创造了所有的货币，以收取利率的方式把它借
给美国政府以及私立机构。

“除了金本位制度时期，几乎所有史上的政府应用了它们
的独家权利，发行货币以诈骗以及掠夺人民的财富。

F. A. Hayek

以上的陈述让我们醒悟到，我们平日信任以及将终生
委托给他的那个人，从不理会我们的生活福利。更糟糕的
是，他们残忍地把我们屠杀。有一句马来谚语可以表达此
状况：“靠栅栏，栅栏吃小麦。”

在《金匠的故事》里，金匠窖里的贵金属越来越多。
他渐渐醒悟到人们比较喜欢用方便交易的兑换金银票。为
了赚取更多钱，金匠银行家把储存财富的策略改为借出财
富。

当顾客想要借款时，金匠以收取利率的方式发行兑换
金银票。简单来说，金匠银行家利用他人的金钱赚取更多
的财富。这也意味着他在打印着钞票。

金匠与印钞机的模拟研究

这是魔术的开始。金匠的窖里可能有价值1,000美
元的黄金，然而他却拥有价值2,000美元的流通兑换黄
金票，使他能兑换回1,000美元的黄金。

在这个例子中，金匠创造了一个比例二比一的部
分储备金制度—兑换黄金票里的2美元对比窖里的1美
元。窖里的货币数额仅仅是流通收据里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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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匠收取了空有货币的利息。倘若您或我这样做，我
们将会以伪造货币之名被拘捕。但如今若是银行这样
做，那是完全合法的。流通的货币越多，人民越富
有。只要人们没有在同一个时候取回他们的金银，这
种扩大货币供应的现象是没问题的。

现今的经济学家会说：“经济的增长源自于货币
的扩大。”

在中央银行如联邦储备署被成立之前，许多小型银行
发行自家的货币。当这些银行因为贪念而借出超出它们金
库里所拥有金银数量的部分储备货币时，它们无法承担提
款申请而宣布破产。

这就是为何中央银行如英伦银行与联邦储备署被创建
的原因。他们想要一种形式的货币，并且调节部分储备金
制度。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把“纸币”合法化。因为如
此，Mayer Amschel Rothschild在一世纪前记录了一段预
言：“给我国家货币的控制权，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1913年以前，所得税并不存在。整个政府是由关税（
进口关税）以及消费税（税收酒精与香烟等）所支付。这
些税务为政府带来了足够的收入以维持运作。然而，由于
它没有产生足够给美联储利息的数额，所以所得税被创立
了。

可怕的是，此项计划已经扩展渗入了我们的生活中。

问题：如果我们还清了债务，但却还欠利息没还，我
们从何处可得到钱来支付利息呢？

回答：我们必须向他处借款。这也是为何世界各地国
债不断扩张的原因。它永远不能被还清。以数学角度来
看，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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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联邦储备法

这个法案规定美联储定存40巴仙的“合法货币”
（黄金或可以兑换成黄金的货币）在美国财政部里。
联邦储备系统的准备金规定为40巴仙。这表示金库里
所拥有的每20美元黄金硬币能让美联储放50美元进流
通货币中。接着，从500美元的总数中，银行可以提供
450美元的贷款。

随着新的金汇兑本位制，外国中央银行可用美元
而不是黄金。这表示如果联邦储备署的金库里有价值
20美元的黄金片，而它发出了50美元，那么外国中央
银行可以把那50美元留在储备里，并且在40巴仙的储
备比例下，发出与他们国家货币相等价值的125美元。
当那125美元被转到银行时，银行可以将它扩张到价值
1,250美元的收据，以一片价值20美元的黄金作为后
盾。这意味着现在真正的储存比例（可以支付国家货
币的现款比例）是1.6巴仙。

政府把金汇兑本位制被施加于人民身上，这是一
个错误的系统，使政府以国家货币价值高的空有理由
运行着。这是一个注定失败的系统。 

现在，您将被引领到国家与世界在大萧条时期、第二
大战时期以及布雷顿森林货币会议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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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期

由于经济的不成熟，大萧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十年前，造成了严重的全球性经济不景。尽管大萧条在不
同时期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大部分的国家于1929年开始经
历大萧条，一直到1930年尾或1940年头才结束。

据说20世纪是史上最长久，最广泛以及最沮丧的大萧
条时期。那段时期经常在这个世纪里被当做为基准，看看
经济可以下滑到什么程度。

如果您熟悉Jon Steinbeck的作品，以下是他所写的

主题：

“那些必须在动荡中失去土地的大厂主，那些懂的历
史的大厂主，以眼睛来阅读历史并了解真相：当财产积累
在极少数人手中，它被拿走。

另一个事实：当大多数的人又饿又冷时，他们将采取
武力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响彻所有历史的惊人事实：
压制只能加强和编织压抑的情绪。”

《The Grapes of Wrath》—John Steinbeck

物品低价抛售，资产价格下降，企业净资产下跌，高
失业率，生产力下降，贸易下跌以及其它可能发生的一系
列连锁反应，导致人们的士气低落。

众所周知，美国走出了大萧条一事引起了很多争论。
有些人认为这是政府开支，罗斯福政府的工作计划，甚至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

我个人认为，美国可以从大萧条中走出来，是因为大
量的黄金从欧洲涌入。当国家把黄金价格提高了近70巴
仙，至每盎司35美元，该国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没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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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升70巴仙。在罗斯福的管理期间，美元贬值超过40巴
仙。同时，它在海外的购买力也下降了40巴仙，使得美国
进口大幅放缓。不过，进口美国商品的国家却发现他们的
货币可以购买比之前多70巴仙的美国商品。

从前，当一个国家把黄金定为货币时，它必须买进或
售出市场所需求的黄金数额，以保持货币的价格。突然
间，全球各地的黄金矿业公司把黄金都卖给了一位买家—
美国政府。这一点，再加上巨大的贸易盈余，解释了1934
年至1937年大部分的黄金流入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8年，当欧洲为兵燹之祸做准备时，财富从欧洲投
资转移到美国投资。欧洲消费品工厂被利用来生产枪支、
弹药、飞机和坦克。大多数欧洲人从美国获得他们的日常
用品。现实中，折叠的流入、外商投资以及发战争财，帮
助美国走出了萧条时期。

在这一点上，美国占据了约三分之二的世界货币黄金
储备，经济蓬勃地发展。美国生产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煤炭
以及三分之二的世界电力。美国未受世界第二大战所影
响，它生产并提供武器给欧洲，使他们能够摧毁对方。而
欧洲必须以他们大部分的黄金支付这些武器。世界各国领
导人很便快意识到他们所在的经济形势极度严峻。这种巨
大的贸易不均衡意味着在战争结束后，世界货币体系将会
是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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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货币会议

战争结束的大约一年前，来自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
于1944年7月在Bretton Woods ,New Hampshire的Mount 
Washington酒店会面。此项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商讨恢复国
际贸易融资运作的对策。

这群规划者最终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
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这两个组织如今是世界银
行集团的一份子。1945年，当足够数量的国家批准了该协
议后，这些组织开始运作。

同样是在这里，所有国家被规定将国家货币以美元作
为标准，美国则让外国中央银行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兑
换黄金。这意味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所有的外国中
央银行必须持有美元，而不是，或者除了其黄金储备里所
剩下的东西。

布雷顿森林制度有两大缺陷：

• 第一，设定一个单位的黄金可以创建多少美元的储

 

• 第二，虽然美国人民不能拥有黄金，世界上其它的

很快的，您将看到这样的缺陷将如何在未来的岁月里
引领美国。这完全是惨不忍睹的。

备比例并不存在。这使得美国可以执行贸易,预算
赤字, 并且打印钞票以填补赤字。

国家仍存在着开放的黄金市场，与布雷顿森林黄金
市场并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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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进化：阶段五-法定货币

1971年8月15日，史册记载了另一个货币进化的记
录。

当时的总统—Richard Nixon被迫把黄金窗口关闭。

当Nixon总统把从金本位制度中切断了美元后，美国不再
需要黄金、白银或其它任何在其金库内的东西以创造货
币。

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结束，在联邦政府的承诺
之下，美元完完全全地成为了“法定货币”。这个被称
为“Nixon shock”的行为促使美元成为美国货币唯一的

后盾以及成员国的储备货币。世界上所有的货币在同时间
里成为了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是由政府的诚信和信心加持下被使用的货
币。如果有人干扰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专利权，政府有
权力以欺诈和伪造为由把那个团体或个人送到监狱里。法
定货币意味着所有支付给政府的票据，如税收，必须以该
国的货币支付。

这也意味着美国不仅有能力向自国的人民抽税，却也
通过赤字开支引起的通货膨胀向全世界的人民抽税。货币
供应的通货膨胀是无分国界的。因此，每一张没打印的新
美钞将使全世界各个角落的美元贬值。

是的。事实证明美元如黄金般宝贵的日子已经过去
了。不管您喜欢与否，这个事实到今天依然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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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黄金

您现在将阅读到比小说更离奇的故事，那是有关我们
委托的人如何在背后多次陷害我们，并继续假装它从来没
有发生过。我们的货币体系如何把我们大多数人推入经济
废墟里以及人性暨金融周期的觉察如何可以帮助我们看
穿烟幕。还记得1934年美国黄金储备法吗？那时候，美国
人持有兑换黄金票是违法的。若真如此，他们将被罚款
10,000美元及有期徒刑10年，作为他们与政府争夺黄金的
反抗。

将黄金合法化的国家委员会

1971年，James Ulysses Blanchard III成立了将
黄金合法化的国家委员会。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同
时挥舞着违法的金条，公开挑战联邦当局把他送入监
狱里。他租用了一架双翼飞机，在Nixon总统的就职典
礼上拖出“将黄金合法化”的横幅。他不知疲倦地游
说国会执行钞票的运用。

所有这些巨大的努力是为了恢复美国再次拥有黄
金的权利。

他的努力于1974年12月31日获得了回报。Gerald 
Ford总统签署了议案，使拥有黄金的美国人民合法
化。虽然现在黄金被自由买卖，但它并不是被当做货
币来做交易；相反地，它被当作为一种商品买卖。

与美元撇开关系后，黄金的价格马上从每盎司35
美元起跳。1971年，那些说明黄金可能达到每盎司50
美元的人被当做疯人。然而在1974年，黄金几乎飙到
了每盎司200美元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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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记载，政府以及银行系统是从拥有一定数量
的黄金与白银开始起步。接着，它们开始替人民储备沉重
的黄金与白银，并且打印兑换金银票给人民当做货币使
用，以让生活更方便。

但问题是，它们从未停止打印钞票。越来越多的钞票
被生产，直至有一天，大众惊觉纸币已贬值。突然之间，
诚实货币（黄金与白银）的价值暴涨，超越了纸币。

其实，黄金在做着它一直以来做着的事。看看以下的
两个图表，您会发现每当美联储打印更多的钞票时，黄金
的价值会上升。事实上，从每盎司35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价
值开始，黄金的价值已经提高了超过41次（4,100巴仙）
。黄金的价值升高，进而取代所有自1934年1月份，它最
后一次升值时被生产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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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黄金？为何白银？为何现在?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联邦储备署以及美国政府选择不
放弃金本位是件好事。倘若他们这么做，人类历史上最大
的财富转移就不会发生，数不清的财富转移到您身上的一
事更不可能发生。

有关货币一个显著以及无可辩驳的的评论是：每当货
币进化时，它的规则也跟着改变。如果您对于经济状况有
所留意，您会适应它。在黄金与白银被定义为货币的时
期，省钱变得很有意义。货币的老规则，货币是王，所以
储户都是赢家！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异的新世界，我们的金钱每
一秒都在贬值着。今天（没有大规模的变现），我们拥有
的不再是有价值的货币，而是由国家的印钞机所承诺的法
定货币。如今，储存贬值的货币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是发
生在现今社会的现象：储户是输家，因为现金都是垃圾！

总而言之，法定货币不可信赖，现在是我们相信黄金
的时候！



63

  单元一 法定货币和童话银行：
了解通货膨胀和联邦储蓄系统

      有关黄金与白银的要点

	目前的经济困境以及政治动乱为巨大的财富转移 
 造就了机会。

	联邦储备系统并不是“联邦”，也没有任何“储 

 备”。

	货币的进化的五个阶段：

阶段一：易货贸易                                                                                   

阶段二：黄金与白银

阶段三：兑换金银票

阶段四：部分储备银行制度

阶段五：法定货币

	货币的规则已经改变。在现今社会里，储户是输 
 家，因为现金都是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