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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鸣谢

┘
所罗门的黄金路径不仅仅需要个人力量，而人际关系

的集体力量也非常重要。这本书也是如此。我非常感激相
信我的工作以及在这项计划中帮助我，支持我的人。

对于灌输我辛勤工作原则的父母亲，Vincent Quek和
Gemma Thadeus，感谢您们给予我多年来无条件的爱与鼓
励。

我的工作伙伴Candice Lee、Tan Kah Ann、Adele Tang 、
Angie Tan、Vince Leong以及True North Asia、SilverMalaysia.
com、SilverSingapore.com.sg和Financial Youth Intelligence与
我一起共享远景的团队，感谢您们不断地推动我们的组织
以突破业绩。

对于Jim Rogers、Richard Duncan、James Turk、Victor 
Foo、Peter Hug和Shaykh Umar Vadillo，感谢您们的支持、
帮助以及对于黄金和白银非凡的见解。

谢谢Terence Tan为了让贵金属的案例更有可读性而日
夜劳累奔波。

谢谢Kitco和Scottsdale Silver同心协力地把银条与硬币
带进SilverMalaysia.com。
 

谢谢Jim Rogers、Robert Kiyosaki、James Turk、Michael 
Maloney、Peter Schiff、Richard Duncan、David Morgan、
Umar Vadillo和Norm Franz。谢谢您们揭露了全球的经济问
题以及世界货币制度背后隐藏着的事实。

感谢我们所有SilverMalaysia.com以及SilverSingapore.
com.sg的顾客。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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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函

┘

“在现今波动与不明朗的市场，Jonathan以不那么传统，
却与社会息息相关的投资形式来挑战我们。或许他的一些
论点是有争议性的，但却也具有启发性并且引人深思。”

Howard Khoo
Hing Yiap Group Berhad（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总经理（1989-2011）

“Jonathan对于贵金属所带来的机会有着令人惊异的直
觉。他可能是马来西亚下一个Jim Rogers!”

Melvin Chan
Talent Edge Solutions董事经理

“Jonathan拥有惊人的金融IQ和不可思议的能力把它连接
成文义-这全是在谈论价值，而价格并不重要。听从他的
投资见解，将对您非常有利。只因他非常专注于一件事— 
带来繁荣并让您致富！我很荣幸能够认识他，他是一位充
满慷慨精神,知识,智慧和对所做的一切充满热情的人。”

Dean Arif
MYBullionTrade.com金银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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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景伟书写有关钱财,它的含义以及它如何影响您与您
目前和未来的安宁生活。这本书将帮助您了解经济,生存
之道以及在困境之中兴旺繁殖的方法。”

Zaf Abbas
贵金属提倡者

“黄金是否仍与现今社会有联系？这本书将回答所有您急
切想知的问题。它易于阅读并且能助您了解关于黄金的起
源以及它对经济影响的基本知识。黄金爱好者应该要阅读
此书以了解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Xeo Lye (CFP)
Finexis Advisory Pte Ltd分会理事

“我与Jonathan相识了蛮久。他是一位有雄心并且聪明的
年轻人。他对于黄金与白银投资的洞察力实际得来又与众
不同。这是他第一本有关投资的书。对于他良好的研究以
及授予的知识，我感到钦佩。”

George Ang
Revenue Valley Group首席执行员

“《为何黄金？为何白银？为何现在？》成为了特殊的
指南，提供爱好者有关贵金属的资讯以及它所带来的机
会。Jonathan巧妙地解释了为何现在黄金与白银投资对我
们是那么重要。此外，在他富有洞察力及引人注目的第
一本著作里，他清楚地指引了我们前进的路线。《为何
黄金？为何白银？为何现在？》—贵金属爱好者的必读
物。”

Gerald Fernandez
澳洲会计师公会业务拓展部门的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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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为了达到繁荣生活所付出的奉献精神，Jonathan在
投资界中脱颖而出。这本书属于此驱动器的巅峰之作。恭
喜Jonathan成功追求他的梦想。我深信读者们可以从此书
中的知识获益不浅。

Andreas Dorn (NLP Trainer)
Asia Mind Dynamics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员

“《为何黄金？为何白银？为何现在？》在我还未遇见
Jonathan前，我从没想过这些问题。Jonathan对于贵金属
有很深的了解。出席了他的讲座会后，我对黄金和白银有
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并明瞭为何在时下充满未知数的世
界，我们要作出投资。更重要的是，Jonathan解释了实际
资产投资的基本原理。这也是人们如何创造财富以造福自
己与身边的人的关键因素。”

Jason Ng (CPA)
CLSA Capital Partners (新加坡) 的财务经理

“现在，我看到了Jonathan的激情以及他竭尽所能想要教
育人们有关黄金与白银在“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中所
扮演的角色的目标。我相信您听从Jonathan的话后，一定
能做得很好！因此，请仔细阅读这本书，我相信您一定会
为此而感到高兴。”

Derrick Tan
Dreampreneur Pte Ltd的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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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首次郭景伟透露黄金与白银如何与您的金钱息息相
关。《为何黄金？为何白银？为何现在？》是一本容易明
白并且使您更深入地了解钱财以获得更好的、更富裕生活
的书。”

Winston Yau
Capital Asia Group Pte Ltd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员

“与郭景伟一起工作了几年，他会写出一本也许会为大马
投资者灌入典范转移的书，这也不足为怪。身为一名开创
者，Jonathan在此书内置入了一些有趣的新概念。对于有
意投资黄金与白银的人，这本书是个很好的指南。”

Sugitha Kanniaseelan (MBA)
Agensi Kaunseling dan Pengurusan Kredit (AKPK)的高级行政
人员

“当Jonathan谈及黄金与白银时，您最好聆听。他博学多
才并且能够给您许多关于黄金或者白银投资的意见。倘若
您听不清楚，那您就需要一本《为何黄金？为何白银？为
何现在？》。”

Dr Kong Voon Sin
白银交易商、投资者、演说者以及《Zest for Life, Press
Start:Your Life Begins Now》和《Silver The New Shine》的作
者



10

“对于有意投资黄金与白银为另类投资的人，这本书提供
了良好的自我教育。”

Carol Yip
Abacus for Money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员；《Money Work 
Life》、《Money Rules》和《Smart Money-User》的作者

“对于那些认为未来会非常美好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醒
悟。亚洲最年轻的财富教练—郭景伟，分享了他的意见，
坚信黄金与白银是我们捍卫未来财富的方法！”

Alvin Chow
www.BigFatPurse.com的创办人以及Secrets of Singapore
Trading Gurus的作者

“在我阅读了Jonathan的《为何黄金？为何白银？为何现
在？》之后，我更加了解黄金与白银投资以及如何在大马
及新加坡投资贵金属。”

Jimmy Fong
Prudential Assurance Malaysia Bhd的财富规划师

“对于任何有兴趣投资黄金与白银的人，这是一本有趣、
生动和重要的书籍！”

Tan Tiong Eng
专业房地产策划者以及Chartered Wealth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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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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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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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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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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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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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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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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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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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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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