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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歐洲美元市場探討國際金融制度的形成(1) 

陳季微 

 

Polanyi 在 其 《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書中提到百年和平

的概念，他認為百年和平是 1815 年到

1914 年之間歐洲列強在歷史相較之下

較穩定的一段期間。這樣的情景有賴

於國際金本位所帶來的國際信用機

制，國際通貨與信用機制創造出超越

國界的新型態商業利益。Polanyi 更認

為金本位制的泉源實際上是自律市場

(Self-regulation market)制度。也就是這

樣的制度培育出特殊的文明。金本位

制是企圖將國內的市場制擴展到國際

領域上的一種制度，藉由局部的金本

位操作使霸權均勢成為金本位制的上

層結構；而自由主義國家制度則是自

律性市場的產物。在上述的討論之

下，我們可以了解到國際金融制度的

形成仰賴自律性市場的運作，國際金

融的穩定是和平的基礎。這樣的制度

不是偶然產生的，Polanyi(1989)認為通

往自由市場的道路是由政治不斷操縱

所鋪設而成的。同樣的論述在《市場

的構造》裡 Fligstein(2007)認為，從中

世紀以來，一直是政府幫助創造金融

市場，而世界上第一個金融市場是由

英格蘭國王所創建，用來從事軍事戰

爭的融資活動。Carruthers(1996)在《city 

of capital》書中的討論也論證了國家在

金融制度上的推動力量。順著上述的

脈絡，首先，對於當今的國際金融制

度是否也同樣依循由政府推動國際金

融制度的原則來執行？如果是，那麼

在當今社會裡這個制度又是怎樣形成

的？   

此外，在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與市

場之間的利益關係中，不管是金本位

制度或是歐洲美元市場，我們都無法

忽略民族國家在當代金融市場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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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Douglass North 認為資本市場的

演變受政府政策影響，政府保障資產

與排除交換的不確定因素，才有金融

制度的演進以及更有效率的資本市場

(1994;151)。因此國家政策在歐洲美元

市場的建立討論上也是極為重要的關

鍵。 

     

其次，歐洲美元市場(Euromarket)

在政治經濟學學者 Palan 的研究中指

出歐洲美元市場是 1950 年代開始以美

元為交易計價單位的一個金融市場、

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在歷經一段時間

後，歐洲美元市場已經成為非當地使

用的強勢貨幣為交易計價單位的市場

(palan;2010:131-132)。學者 Burn(2005)

稱這個市場為境外金融市場(offshore 

financial market) ，在 Burn 的論述之

下，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在

1957 年歐洲美元市場形成之初沒有制

止這個市場的形成，反而使這個機制

成 為 新 的 國 際 金 融 市 場 。 學 者

Helleiner(1994)則是聲稱這個歐洲美元

市場是由英國所建立出來的。當時的

金融制度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 註 1 

(Bretton Woods system)的嚴格監管之

下，一個不受監管的境外市場──歐洲

美元市場，在英國倫敦被創造出來，

政治上如何容許它的存在。在這個討

論範疇上本研究要進一步提問的是什

麼樣的歷史脈絡使倫敦成為可能？ 

     

而誠如 Polanyi(1989)所說，國際

金融是仰賴信用機制與自律性市場的

運作。Block 認為在邊際學派的預設裡

現實世界的市場中最接近自律性市場

的是立即交割市場(spot market)
 註 2，所

有的買買發生在彼此陌生與短暫的基

礎裡，也就是期貨、股票與外匯市場註

3 的交易上(2004;114)。歐洲美元市場假

使也在這樣的範疇裡，是否也會面臨

自律性市場危機，即在金本位時期出

現霸權競爭產生國際政治的緊張關

係，保護主義使自律性市場受挫，無

法調解物價及成本結構而導致信用機

制的崩解。歐洲美元市場的機制是否

只是曇花一現，亦或者是新的國際信

用與國際金融機制的再現，形成新的

百年和平景象。本研究企圖以歐洲美

元市場的誕生為分析對象，探討歐洲

美元市場的形成來說明國際金融制度

的構成圖像。藉由討論歐洲美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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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形成歷史將有助於解開上述之

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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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 1) 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為重建國際金融秩序，英國代表凱恩斯(Keynes)      

      與美國代表懷特(White)在 1941 開始展開會議，最後在 1944 年達成協定。美元與黃金掛 

      勾，以每盎司 35 美元黃金價格為依準。然而在 1971 年尼可森總統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 

      的兌換，布雷頓森林體系也隨之劃下句點。資料來源：Eichengreen Barry (2011),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註 2) 即期(spot)交易是指外匯或原物料商品的交易。由於貨幣和原物料商品經常是透過期貨與 

      選擇權市場來交易，所以 spot 也可能代表被交易商品的標的或有形實體。資料來源:Kathy  

      Lien ,《一口氣搞懂外匯市場》。 

 

(註 3) 外匯(Foreign Exchange)表示貨幣之間的互換。外匯市場因各國貨幣不同，並因貿易、旅遊、 

      移轉和投資等交易需求應運而生。國際間的交易數額龐大，銀行和貿易商需要一個機構來 

      促成不同貨幣之轉換。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研究處 , 1990 ,《新加坡金 

融市場與金融機構》。台灣：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研究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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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人民幣發展中的地位(1) 

王姍喬 

 

近代的貨幣已不像過去，需要材

質上的要求，在金、銀本位的年代，

每單位的貨幣價值等同於若干重量的

黃金。過去為了防止「詐騙」，在貨幣

上蓋上鋼印，或是國家為了降低錢幣

的折損率，以更多的規範加諸在錢幣

上。 

 

國家的主權、歷史的定義，重要

的是貨幣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貨幣的

重量或質量已非重視要點。現在普遍

使用的支付工具都是形式的，對於現

今的金融系統是必要的，型態的支付

工具不一定是錢，但所有的錢都可歸

類為型態的支付工具。不用再去找一

個已存在物質，來賦予它名稱已取得

合法性質，而是透過一種宣告，來確

認一個硬幣及相關描述是具備有效性

的。作為支付工具的本身，上頭刻印

的印記不重要，重要的是印記所代表

的是：法律指令。 

 

貨幣經過社會的認可、法律上的

制定，貨幣之間的交易成為一個龐大

的體系，藉由市場化過程，將這個系 

統下所有的事物變得皆可交易，而貨

幣進了這個系統裡，才變得有價值意

義。現在的貨幣為法律制度下的產物，

貨幣的流通建立在各國的合作、授權

及權力。從美國開始建立布雷頓森林

體系開始至今，以人民幣為例，人民

幣不需要是以黃金製造，也不用直接

與黃金掛勾，即可成為流通的工具並

獲得信任，那到底是什麼保證了一種

貨幣成為主流貨幣的可能？  

 

中國政府在近年推動的十一五規

劃、十二五規劃，這些規劃與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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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提高推進國際化、市場化、資

訊化和法治化建設的能力，可持續發

展的能力，有力地促進城市國際競爭

力的不斷增強，轉變利用外資與外貿

增長方式，堅持擴大「引進來」與主

動「走出去」相結合，加快建立開放

型經濟體系。那為何要推動這一些呢 

？為的是要將中國人民幣推向國際舞

台。 

 

中國政府頻頻推動的政策及制度

規畫，香港成為重要試點地，那為什

麼會挑香港做為中國的金融重點，並

將香港設為經濟特區？為什麼不是挑

上海，上海從過去就是中國的對外大

港，那在香港回歸之後，對於上海和

香港兩個經濟特區的政策規畫開始有

不同的面向。 

 

中國的一國兩制並非是中國獨特

的做法，早在歐洲美元市場成立時，

英國創造虛擬居所的概念(Palan ,2010)

使得為倫敦成為歐洲美元市場後，運

用制度上的差異，使得在美國受到限

制的資金湧往該市場。而中國將香港

作為一個試點的金融特區在發展，很

大一部分是借鏡於歐洲美元市場的發

展來設立辦法來，訂立香港回歸後的

位置，香港原本的金融制度就與中國

境內不同，相較下，上海的金融受到

中央的干涉會相對來得多，中國大陸

貨幣的國際化，推行地點必須是香港。

香港的金融制度沿襲了英國的金融制

度，加上中國官方明令與香港一國兩

制，為香港找的定位即是發展為金融

中心，過去香港在亞洲的金融地位及

貨物吞吐量不容小覷，回歸後，香港

成為一個大量集資地，主因也是中國

開始擴大內需使得國內市場蓬勃發展 

。過去英國殖民時期，所使用的金融

制度，將香港的金融體系成長得相當

完善，銀行系統也相當透明化，相對

於上海或是其他中國地區，皆呈現一

個穩定且高度發展的金融重鎮，於亞

洲是與新加坡齊名的重點金融體。 

 

在中國內的資金大多數依舊是遭

到嚴格限制及控管，而以香港作為實

驗點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國際資金得

以香港作為跳板進入中國龐大市場。

而中國開展人民幣業務時會遭遇到甚

麼樣的問題，將貨幣變成國際通用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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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所需要

的基本條件、環境及機運都相當重要，

對此，中國又是如何一步一步來達成

這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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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勞斯萊斯來台選擇進「寒舍」？ 

張守仁 

 

近五年多的時間，歐洲頂級房車

商與超跑紛紛來臺灣找尋總代理以求

他們的產品能在臺灣以公司貨的姿態

正式發售，而非昔日只能靠水貨商平

行輸入的方式來台，而這也讓多家長

年經營水貨的車商，如嘉鎷這間長年

經營水貨頂級車市場的車代公司也日

而取得 Lamborghini，以及蓮花跑車

（Lotus）的臺灣總代理權。不過 2011

年 Royce-Rolls 的代理權由寒舍集團取

得，是車界最為驚奇之事，因為他們

擠下一直被汽車媒體人所看好的嘉鎷

與昔日伙伴集團。 

 

  這雖已是近兩年前就已發生之

事，但若將寒舍集團到底是以從事什

麼行業為主，稍微談談，其實也有其

趣味，因為寒舍會取得 Royce-Rolls 總

代理權是因為原廠看到他們與其它爭

取者，甚至水貨商出身的嘉鎷不同之

處，特別是看待 Royce-Rolls 這個品牌

時，寒舍集團在眼光上與他人不同之

處。 

  今日的 Royce-Rolls 總代理盛惟，

隸屬寒舍集團旗下，是國泰蔡家第二

代的蔡辰洋家族、與蔡辰威家族共同

經營的集團，其中蔡辰洋是國內著名

的古董名物收藏家，對於文藝珍品收

藏頗具眼光，這樣的眼見也影響蔡伯

府、蔡伯翰、蔡伯璽等子。如果就企

業文化來看，擁有喜來登、艾美酒店

的寒舍集團看到了 Royce-Rolls 與他們

母企業之間可以連起來的「企業價

值」，意即寒舍能找出 Royce-Rolls 的價

值，可以與寒舍旗下投資事業的價值

相互輝映有關。因寒舍集團在 2011 年

接受《汽車百科》304 期（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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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採訪時表示：「就財務上的投資報

酬率而言，代理勞斯萊雖非划算的生

意，但對集團旗下的寒舍藝術品中心

藝術品業務，以及喜來登、艾美等五

星級酒店的品牌形象，卻可帶來相得

益彰的加分效果。」 

 

Hans Julius Bär 在《It’s Not All 

About Money》當中不斷地提到家中自

幼給予他的音樂與藝術教育，對未來

的經營生產有多麼巨大且深刻的影

響。而吸引寒舍集團競標，雖然他們

明知這不是划算生意，但因 Royce-Rolls

的形象能與他們集團的藝術投資與五

星級飯店形象互相加分，才會大膽加

入代理權競標。英國 Royce-Rolls 原廠

是汽車界公認將出廠的每一輛產品當

作每位工匠造的藝術品，而非只看作

是老闆或是頂級主管的座駕，意即他

們將每一輛出廠的車，不視為廠商最

強的工業技術集合品，而是一件件獨

一無二的工藝品。因為英國兩大頂級

車品牌，Royce-Rolls 及 Bentley，雖然

早被德國 BMW 及福斯集團併購，他們

的生產廠商仍舊在英國工廠內，除了

引擎、傳動軸及底盤等需要機器生產

的零組件外，方向盤的皮件、儀錶板

的真皮件、還有真皮座椅的縫製…等

工作仍由工作完成。這兩間英國頂級

車廠，將每一輛售與買主的車輛視為

工藝品，而非高檔工業產品，而這樣

的品牌觀，自然也考量著總代理能否

將他們所生產的車，以工藝品甚至藝

術品的層次來看待與銷售，而這或許

也是為何寒舍能取得總代理的關鍵。 

而上述就呼應了 Hans J. Bär 的自傳

中，藝術教育對他的影響力，Hans 在

該書中提到母親因為邀客對象的關

係，使他能夠自年幼就認識身為藝術

家或音樂家的長輩，還有自幼接受的

古典音樂教育，使他在日後因為對藝

文相關知識的了解，還有與藝文作品

接觸的經驗，在日後無論求學、經商、

出國考量等過程，因為對藝文的知悉

而結交到不同國家的藝文界朋友，同

時也因為家族中的家人關係，還有家

族對於文化藝術的看法與見解，讓他

除了與客戶或朋友之間除了利益的往

來外，也多了許多共同點、話題與共

通的品味，使他的生活、人際關係與

事業間，不會單單只有「錢」而已。 

寒舍集團的創辦人之一，蔡辰洋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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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商界知名且是開創骨董收藏風氣的

藝術品收藏家，對美食與音樂也有獨

到的見解，甚至旗下集團名稱正是因

為 自 號 「 寒 舍 主 人 」 而 來 ， 這 和

Royce-Rolls 將每一輛自勞斯萊斯工廠

出廠的產品視為藝術品的思想有交集

之處。而寒舍在取得代理權後，其展

示中心也確實展現出與其它車廠不同

之處，除了典雅舒適、充滿藝術感的

展示空間，甚至願意為了讓客戶仔細

賞車，不惜將展示場捲門拉下，讓客

戶能夠仔細品味與享受 Royce-Rolls 的

每一個看得到的地方，又能讓他們保

有絲絲的神秘感。而這種徹底如原廠

將每一輛出廠的產品視為一件件藝術

品的態度，不謀而合。 

 

寒舍成為 Royce-Rolls 總代理至今

將近兩年的時間，從展示間格局；客

服與賞車以客為尊，也確實將該品牌

價值呼應出來的銷售，也逐漸證明了

在國際上的交易與貿易不見得在商言

商就無往不利，如何看待一件產品的

態度，有時反而比如何銷售這個產品

還重要，當然，能夠在取得國內高級

車、頂級車及超跑品牌總代理的公

司，甚至是水貨車商，他們一定有其

厲害之處，也一定有其獨到的看法，

但寒舍可以從能否與旗下其它事業體

相互輝映納入是否要爭取代理權的考

量，確實是其企業文化與眾不同之

處，接下總代理後也以將其視為藝術

品的展示態度，精緻且以客為尊的行

銷與力求國際水準的保修，於去年獲

得原廠評選為大中華區最佳展示中

心、最佳保修服務中心及最佳行銷團

隊的殊榮。 

 

從寒舍取得 Royce-Rolls 的總代

理，到取得代理權一年不到即取得原

廠大中華區的三大佳評。他們證明了

藝術品味除了讓他們對藝術品有獨到

看法外，也影響到他們事業經營的格

局與眼光，更影響到他們對商品的態

度。本身以高級酒店、藝術品及精緻

餐飲業之本業的寒舍，更是在取得

Royce-Rolls 總代理的過程中，讓大家

見識到藝術愛好與背後的文化教育對

資企業文化，企業版圖的打造，甚至

對旗下事業每一項產品或是商品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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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有著不一定巨大卻都是關鍵的

影響，這些，都值得企業主與下一代

好好探討與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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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樂業，是每個人都追的社會

目標，但是有好的社會環境還是要居

安思危，才可以讓富庶繼續維持下去，

永遠都要嫌不夠才不會原地踏步。以

現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不進則退，很

容易就會發生問題。佛里曼(Friedman)

在這本書指出了美國的現況，就是因

為美國在這世界太過於強盛，導致國

內的公民有目光淺短的現象產生，而

使得美國看不見眼前以及未來的危機 

，並且還以為沒有問題，還是處於極

優越的位置而沾沾自喜。 

 

 在這本書裡面提出了兩個隱憂：

政治體系的癱瘓和價值體系的腐蝕。

這種兩種情況使得美國內部出了問題 

。美國政治有兩個主要政黨，這種情

況導致菁英兩極化的問題，而支持該

政黨的民眾也產生兩極化的情況，再

加上媒體的影響力，媒體會為了製造

話題，而極力的製造一些狀況的產生。

然而，群眾是盲目的，受到的影響會

更加的深，更進一步導致了民眾之間

的兩極化，而這種政黨的對立，產生

了因「反對而反對」，不管說什麼，因

為與我不符合所以我就反對，而不去

實際考量是否對這整體是好的結果，

使得原本就不怎麼和平的情況，變得

更加亂上加亂，一點助益都沒有。 

 

 價值體系的腐蝕，也就是很多價

值的貶值，年輕一輩，盡力的揮霍了

上一代所創造出來的榮耀時代，這是

對於曾經榮耀的一種貶值，然後因為

已經習以為常，所以並不覺得有什麼

不妥，甚至國家已經走下坡卻還不自

知。再來是領導者權威的貶值，裡面

舉了一個例子，老師儘管對學生表現

不滿，卻還是只能有安慰的口吻來鼓

勵學生，並無法用責備的方式來教導

學生，在加上領導者也已經很少被信

任，其權威性也貶值了，使得管理上

有困難。最後，是使命感的貶值，不

像冷戰時期，對於國家存在著一種使

命感和責任感，當時的人民是團結，

並且對於國家認知是「國家興亡，匹

夫有責」的態度，因此當時美國可以

如此強盛是不難想像的情況，如今卻

也貶值了。 

 

在此呼籲，必須要活出價值，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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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這些貶值得價值可以復活，除了政

府，民間的力量是更應該要被重視，

很多影響的關鍵都存在於人民，不管

是民間的團體或是企業都好，其發聲

都會讓政府去重視。尤其企業，美國

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國家，其企

業的影響力可想而知。再來，提出了

震撼療法，也就是要有第三名候選人，

而這一名候選人儘管當選的可能性極

低，但是提出來的政見卻可以讓另外

兩個候選人得知美國的現況以及問題，

並且因此而感到自己的票數岌岌可危 

，才能有很大的效益。因此必須要為

大眾的共同利益著想才能再造一個新

的可能性。其實台灣也是類似的情況，

很多老一輩的人，都還活在過去台灣

輝煌的時期，導致年輕人也覺得習以

為常。曾經看過兩個漫畫，是一種古

今的對比，以前學生成績不好，是家

長跟老師一起質問學生，然而現今卻

是學生帶著家長來質問老師為什麼成

績會不好？這種情況不正是不會自我

檢討，把過錯皆怪到他人的身上，當

此種情況發生的話，這樣的一個社會

又如何會富強？ 

 

居安思危，從美國現今的借鏡，

其實現今的台灣也面臨相同的狀況。

當一間企業是處於高峰狀態的時候，

要思考的是局勢的變化，才能創造出

本身的價值，而不是活在輝煌之中。

看清局勢，考量到下一步應該如何執

行，這才是能夠長期經營之道。



17    《社會與經濟》月刊  第 001期  民國 102年 1月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連正世、李俊融、李靜宜譯，Michael Mandelbaum 著 (2012)，《我們曾經輝煌: 

    美國在新世界生存的關鍵》。 

 

 

 



《失控的未來：揭開全球中產階級被掏空的真相》    18 

﹢                                  .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OCIETIES AND ECONOMIES 

TUNGHAI UNIVERSITY 

「社會與經濟」電子期刊第 001期 
 
 

 

《失控的未來：揭開全球中產階級被掏空的真相》 

林佳燕 

 

 

 

 

 



19    《社會與經濟》月刊  第 001期  民國 102年 1月 

 

 

《失控的未來：揭開全球中產階

級被掏空的真相》的作者 Stiglitz 所擔

憂的事情，正好是 2008 年美國雷曼兄

弟宣布破產所形成的金融危機，以及

其一系列的金融效應。有趣的地方在

於這本書內容並不是專業的學術討

論，而是寫給一般大眾或是知識份

子。但是，Stiglitz 的討論氛圍相當有

「社會學式的討論」，不論是針對次級

房貸、對理性經濟人的批判等等，皆

有從相近於社會學觀點來剖析，並且

跳脫經濟學論述的既有思維，如同《貨

幣崛起》一書的作者 Niall Ferguson 之

觀點︰惡性通膨完完全全屬於政治現

象。從這一面向來看，Stiglitz 亦跳脫

了傳統的經濟學解釋，例如作者極力

地批判新古典主義的均衡模型，並將

金融主題拉回至社會脈落之下進行討

論。 

然而，如何看待這次的金融危機

呢？或許從兩種層次來進行討論，一

種是制度的面向，這裡涉及了政府、

公司、金融機構等不同層級的組織，

也就是針對理性經濟人所產生一系列

制度的批判；另一個則是關於金融資

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之討論。 

 

書中可以發現雷曼公司之所以出

現問題，並不僅僅是公司制度問題，

Stiglitz 將問題拉到更廣的社會組織與

社會制度來談，誰給予了一個貪婪的

市場空間？無疑地，銀行扮演重要的

角色，銀行作為放款者，卻將錢借貸

給三無人士（無工作、無收入、無資

產），這將不再是「借與還」的經濟問

題，而是經濟制度與組織出現了問

題，更糟的是，民眾可能並不知情。

Stiglitz 除了發現公司與銀行兩個金融

組織所產生的問題之外，亦指出政府

針對這問題是袖手旁觀的，或許間接

地表示，金融危機之所以發生，並非

是無預期的，相反的，警訊已發出，

可是沒有人肯認真重視（Stiglitz 稱之

為不願面對的真相）。 

 

銀行、公司、乃至於政府都出現

了問題，這當中牽涉到一系列社會組

織與社會制度的缺陷。此面向再進一

步從 Ferguson 與 Stiglitz兩個重要的社

會學家來觀看此問題，這一系列的組

織與制度所指為何？兩個學者則是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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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同聲地揭露出，市場決定的謬論與

理性經濟人的虛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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