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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歐洲美元市場探討國際金融制度的形成(2) 

-關鍵的美元 

陳季微

在本章中主要敘述在第一次戰爭

之後國際金融制度的不穩，美元的崛

起以致後來美元在歐洲迅速累積的歷

史。在許多貨幣經濟學的討論裡金本

位制度瓦解之後取而代之的是布雷頓

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如

Barry Eichengreen(2008) 在《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裡談論國際貨幣體系

在金本位之後便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

來臨；日本學者 Noriko Hama(2012)則

是從英鎊與金本位制、美元、歐元來

談論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本研究的

觀點並不是從貨幣經濟學的角度談論

貨幣的興衰歷史，也並不是在談論美

元崛起的國際霸權地位。 

    本章的關懷之處在於美元崛起的

背後一個新的金融制度的誕生，這個

新的制度並不是上述學者們所論述的

布 雷 頓 森 林 體 系 (Bretton Woods 

system) ，布雷頓森林體系 (Bretton 

Woods system)只是國際金融制度中的

短暫過程，是國際之間安排的結果。

反之，歐洲美元市場(Eurodollar market)

才是誕生於國際市場之中的金融制

度，卻遲至 1960 年代美國才發現此市

場的關鍵，究竟這個市場的獨特之處

在哪裡，本章將從美元的崛起以及境

外美元的出現來探究此市場的起源，

美元重要的地方絕對不是國際霸權的

轉移，而是作為新制度的起源其代表

著是更關鍵的歷史角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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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何謂歐洲美元市場 

     討論歐洲美元市場，我們必須要

先釐清它究竟是什麼。在文獻探討中

台灣學者對於歐洲美元市場的研究相

當稀少以至於大眾對於歐洲美元市場

的知識相當缺乏。歐洲美元顧名思義

就是指涉在歐洲地區的美元，而歐洲

美元市場則是 1957 年末誕生在英國倫

敦的特定市場，它是以美元為主要交

易計價單位的批發金融市場和銀行同

業拆借市場，隨著時日的演變，歐洲

美元市場也指涉非當地貨幣的強勢貨

幣為交易計價單位的市場，有時人們

也稱之為境外金融市場(Palan, Murphy, 

Chavagneux；2010：131-132)。在本研

究當中主要還是探討以美元為交易計

價單位的歐洲美元市場發展之歷史，

對於歐元、日元或是英鎊等強勢貨幣

在歐洲美元市場的發展並非本研究關

懷的核心。 

 

   此外，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

研究處(1990)編印的《新加坡金融市場

與金融機構》一書雖是討論新加坡的

金融市場，其詳細描述新加坡的亞洲

美元市場1之發展，並且說明了歐洲美

元市場的定義如下： 

    所謂的國際資本市場就是指由借

貸美元與其他外國貨幣的金融工具所

組成的資本市場。世界上的主要金融

中心多位於歐洲，形成所謂的歐洲貨

幣市場(Eurocurrency Market)。因為

美元是世界上流通交易的主要貨幣，

歐洲貨幣市場亦以美元的交易為大

宗，所以通常又被稱作歐洲美元市場

(Eurodollar Market) (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經濟研究處；1990：186)。 

 

    綜合上述二者說法已經指出歐洲

美元市場的定義，其作為國際資本市

場的一環扮演的是不同強勢貨幣與美

元之間的資本轉換與運作的重要機

制。這樣的資本市場多半會又被稱為

境外金融市場。 

 

    而有關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租稅天堂(Tax Havens)

與國際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的區分問題確實有些混淆，在此

也必須加以說明之。依照時間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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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後次序，國際金融中心出現在 13

世紀的義大利佛羅倫斯，隨著貿易的

增長產生對金融業的需求擴張，經濟

的增長影響金融市場的需求進而影響

金融制度的變化。17 世紀到 18 世紀期

間，倫敦成為國際貿易中心，隨著貿

易的蓬勃發展也衍生出結算與融資的

需求，並奠定日後倫敦貨幣市場的基

礎(楊長江、謝玲玲；2010：2)。在業

務上，學者 Kindleberger 認為金融中心

主要有三大類業務，即商業票據、抵

押貸款、商業債券等貨幣市場業務，

第二類為證券發行、流通的資本市場

業務，第三類為外匯交易、商品期貨

與保險等業務(Kindleberger；1974，9)。

根據 Palan(2003；2010)的說法，租稅天

堂(Tax Havens)出現在 20 世紀初，主要

被用來逃稅與避稅，或是被用來進行

洗錢。租稅天堂提供嚴密的保密條

款，在業務上與境外金融中心很難區

別。境外金融中心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是近代才有的概念，他被用來稱

呼專門從事非居住者的金融交易的一

個金融中心，特別是指歐洲美元市場

的交易。最早的境外金融中心出現在

1957 年 9 月的倫敦，發展至今，世界

上最大的境外金融中心是英國的倫

敦 、 美 國 的 國 際 金 融 業 務 機 構

(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ies)，以及日

本 的 境 外 市 場 (Japanese Offshore 

Market)。假使詳細區別上述三者的業

務、歷史差異確實可以更清楚地了解

三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然而世人對

於三者多半有些混淆，其區別的困難

在於資本的流動快速，各個金融市場

的業務重疊與互相模仿，租稅天堂(Tax 

Havens)又被賦予洗錢、逃稅的刻板印

象，因此使人對於這些概念會略有模

糊。 

 

第二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

國際金融─美元貨幣的嶄露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倫敦為

了挽回金融城的名譽，以及重建金融

雄風，英格蘭銀行總裁諾曼(Montagu 

Norman)在 1925年 4月不顧經濟學家們

的批評而讓金本位再度復活，此事件

日後還成為學者們的笑柄 (Noriko 

Hama；2012)。究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之後國際金融局勢出現怎麼樣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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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金本位的瓦解導致世界金融秩序

的混亂，美元在此時所扮演的關鍵角

色又是如何？美元崛起雖然意謂著霸

權的轉移(張振江；2007)卻也同時是新

制度的開展，在本章節中將會陸續鋪

成此段重要的關鍵轉折。 

 

一、 美元的崛起 

(一)美元的誕生 

   美國在獨立戰爭期間發行借據

(IOUs)來支付軍費，也就是大陸票據

(continental bills)或是短期的大陸幣

(continentals)( Barry Eichengreen；2011：

11)。每個殖民的還會單獨發行票據來

彌補軍費的不足，票據交易價格與混

亂的情況在 1785 年獲得改善。美國國

會在 1785 年宣布美國的貨幣單位為美

元，隔年 9 月美國國會下令建造鑄幣

廠。而憲法(The Constitution)在 1789 年

將鑄幣權授與國會，由國會來訂立美

元交易價值。在 1790 年代，財政大臣

亞 歷 山 大 ‧ 漢 彌 爾 頓 (Alexander 

Hamilton)進行財政的大改革。他推動了

1792 年 的 鑄 幣 法 (Coinage Act of 

1792)，將美國 13 洲的貨幣進行結合，

並且實施複本位制，以 370.25 喱為美

元存銀含量的標準，大額交易使用金

幣，小額交易使用銀幣，最小面額發

行 25 分 、 10 分 及 1 分 ( Barry 

Eichengreen；2011：11-12)。亞歷山大‧

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進行的是

在證券市場上大規模的發行債券，藉

此來發行美元貨幣，也是日後美元發

行的基礎。 

 

    根據學者秦義虎(2012)的說法，美

國自由銀行法的的興起與美國民眾反

對貨幣權力集中的意識有關，中央銀

行代表金融資源和貨幣的權力集中，

因此，建於 1791 年的美國第一銀行在

1811 年關閉，而建於 1816 年的美國第

二銀行也在 1836 年關門大吉，各州政

府也鼓勵銀行自由的發展。上述說法

極為不完整，有關於美國在貨幣發行

上 沒 有 中 央 銀 行 的 論 述 ，

Eichengreen(2011)詳細解釋了當時的情

況。在 1791 年在費城成立的美國銀行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是由亞歷山

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所成

立，是唯一獲准在多洲營運的銀行。

由於第一美國銀行只接受以黃金或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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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為支付的銀行票據，在地方上取得

貨幣存量和貴金屬供應的壟斷權。在

1810 年，美國銀行要更新特許證時得

到其他黨員的反對，民主黨人士依據

憲法堅稱國會沒有權力給銀行特許

證，銀行容易受到政治人物或是股東

的影響而有弊端，最後，法案沒有過

關，美國銀行關閉。 

 

    緊接著，國有銀行大量發行貨幣

導致通貨膨脹使得國會又重新特許美

國銀行成立，也就是 1816 年，第二美

國銀行仍然在費城成立，特許證時間

一樣是 20 年。1823 年上任的美國銀行

總裁彼得爾(Nicholas Biddle)擴張央行

業務，增加放款和投資，增加分行數

量並且約束其他銀行，這樣的作為立

即得到其他銀行代表的不滿。1832 年

國會雖然通過美國銀行的特許權法

案，但是卻被總統傑克森 (Andrew 

Jackson)給否決，其認為美國銀行圖利

於銀行家和工業家的利益，對於美國

東北部的發展有益，傑克森明確表示

不會讓第二美國銀行得到許可證，而

在美國紐約的銀行家也不願意讓費城

成為金融中心，最終，第二次的美國

銀行還是悄悄地走入歷史。 

    南北戰爭時期，美元的發展插曲

就 是 林 肯 時 期 發 行 的 綠 幣

(Greenback)。戰爭導致的財政崩潰，政

府發行沒有金銀等金屬作為抵押的貨

幣，這樣的法定貨幣使得北方的金融

能夠得到調解。新的貨幣發行方法打

破政府發行貨幣必須向私人銀行借貸

並付高額利息的舊規矩，這樣的歷史

插曲也導致後來美國出現貨幣發行的

立場改變，也就是發行貨幣的基礎是

綠幣模式或是金銀本位制的差異

(Bruce G. Carruthers& Laura Ariovich；

2010：33)。此段期間另一個重要關鍵

事件就屬《1863 年國家銀行法案(The 

National Banking Act of 1863)》的通過。

該法案使國家銀行發行銀行券，並且

以政府債券(government bonds)作為銀

行券的儲備金，也就形同美國貨幣的

發行和政府債券連結在一起。 

 

(二)聯準會的出現 

     1907 年美國紐約的股市投機造

成金融恐慌，美國在沒有中央銀行的

情況下被迫依靠華爾街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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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J. Pierpont Morgan)來進行援助。摩

根的巨大影響力以及其發揮的作用引

起不少人的震懾，對於財團勢力的龐

大與下次危機的發生可能的種種疑

慮，政府開始重新重視建立貨幣管理

機制的重要性。1908 年成立國家貨幣

委 員 會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並由參議員艾德里奇

(Nelson Aldrich)擔任主席，針對國家貨

幣管理機構進行研究解決之方法，建

立一個強而有力的貨幣體制。艾德里

奇(Nelson Aldrich)認為中央銀行有權影

響金融條件，並且貸款給需要的銀行

進行紓困。值得一提的是艾德里奇

(Nelson Aldrich)到歐洲考察並聘請專家

研討，其中私人銀行家保羅‧華伯格

(Paul Warburg)對於起草美國中央銀行

貢獻良多。保羅‧華伯格(Paul Warburg)

出生於 1868 年，是 MM 華伯格公司

(M.M. Warburg and Company)註 2的家族

成員，也是日後歐洲美元債券之父西

蒙‧華伯格(Siegmund Warburg)的伯父註

3，其對於國際金融機制十分了解，與

美國銀行業高層也保持良好關係。艾

德里奇(Nelson Aldrich)與保羅‧華伯格

(Paul Warburg)等精英針對中央銀行的

結構進行草案，然而在華爾街銀行家

們手中起草的草案卻被人們抨擊，特

別是明尼蘇達州(Minnesota)眾議員林

白(Charles A. Lindbergh)，他認為艾德里

奇的草案計畫無疑是另一個恐慌的開

始(Barry Eichengreen；2011：25)。 

 

    1912 年美國第八任總統威爾遜上

任，強烈要求金融改革以及對銀行的

監管。1913 年 12 月國會通過《歐文格

拉斯法案(Owen-Glass Act)》，也就是《聯

邦準備法案》，並且在威爾遜總統的簽

署之下生效。該法案將美國分為 12 個

區，每個區設立一個聯邦準備銀行，

紐約為聯邦準備銀行的中央銀行，這

個制度必須受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的監管，委員會的七名成

員由總統選定(秦義虎，2012)。聯邦準

備銀行提供彈性的貨幣，擁有貨幣發

行權，並且規範貨幣的貸款與供給，

也就形同美國的中央銀行。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元的

角色 

     美元開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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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扮演國際貨幣的角色，美國除了通

過私人銀行給協約國貸款之外，美國

政府本身也提供約 100 億美元的貸

款，協約國主要把這些貸款用來購買

美國食品和軍火 (R.R. Palmer, Joel 

Coltom, Lloyd Kramer 著，孫福生、陳

敦全譯，2008)。在此時期聯邦準備法

(Federal Reserve Act)授權資本額在 100

萬美元以上的國有銀行在美國境外設

立分行機構，並且供應以美元計價的

承兌匯票買賣。在當時國際間的主要

資本市場是英國倫敦，而一次世界大

戰的爆發使美國得到金融的發展空

間。戰爭使美國的出口大幅上升，美

國儼然成為世界的工廠與糧倉。戰爭

干擾了歐洲地區的貿易與信貸關係，

融資的資金需求急迫，歐洲市場又無

法提供完全的保障，德國與英國的銀

行開始轉向紐約的金融市場，所接受

的信貸是以美元為計價單位的票據。

另一個吸引人的市場誘因是英鎊對黃

金的激烈動盪失去市場信心，反之，

美元緊盯黃金又無戰爭波及相對之下

自 然 成 為 商 人 們 的 新 選 擇 (Barry 

Eichengreen；2011：26-27)。 

 

     1913 年美國的 GDP 總量約占全

球比重的 36%，工業製造占全球比重

40%，在 1920 年美國聯準會持有世界

全部貨幣黃金儲備的 40%(秦義虎：

2012)。美國的國際貿易增長使得美元

被受重視，1916 年英國政府雖然一度

讓英鎊穩住而緊盯美元，然而戰爭結

束後英鎊價格急劇下滑，顯然英鎊價

值已經被高估。根據 Eichengreen(2011)

的說法，在 1920 年代後期，美國所有

進出口有一半以上是使用美元計價的

銀行承兌匯票融資，在紐約交易所支

付的利率也比倫敦少一個百分點，實

際上美元在 1925 年已經超越英鎊的國

際貨幣地位。 

 

    戰後的復原上，美國聯準會調低

利率來鼓勵歐洲重建，卻引發市場的

投機造成股市泡沫化。1929 年美國大

蕭條破壞銀行系統的穩定性，也影響

美國的貿易出口和稅收，1930 年代開

始爆發美元的擠兌風波，並且蔓延至

全世界。德國在 1931 年 6 月向全世界

請求不支付戰爭賠款，世界貨幣競相

貶值，英國也隨即放棄金本位制，美

國則是在 1933 年放棄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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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chengreen：2010：33-36)。1920 年代

的危機使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復原工

作更加遙遠，國際貿易萎縮、貨幣劇

烈動盪貶值，國際間進行貿易保護政

策，各國之間紛紛提高關稅要刺激國

內消費，美元的融資趨勢也降低，雖

然如此，緊接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則又讓美元再次站上了國際貨幣舞

台。 

     

二、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與馬歇爾計畫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戰

爭的摧毀相當廣泛。美國史學家 Palmer

的著作中記錄著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

6000 萬人死亡(其中有 2/3 是平民)，城

市、工廠和鄉村都遭到巨大的物質損

壞，大規模毀面性武器的使用以及種

族大屠殺都是揮之不去的慘痛記憶 

(R.R. Palmer, Joel Coltom, Lloyd Kramer

著，孫福生、陳敦全譯，2008)。戰爭

對於經濟的破壞也相當嚴重，在《牛

津歐洲史》裡更紀錄戰爭對於當時英

國經濟的影響： 

    不像歐洲其他國家，英國沒有遭

到德國的侵略，然而這個島國也遭受

了巨大的物質損失。到 1943年，它 55%

的 GDP被戰爭吞噬。戰爭時期的資金、

人員、物資損失達到戰前財富的 20%。

英國不再是全球的金融中心，戰爭結

束後很長時間，英國仍然是世界政治

和海軍大國。它的日不落帝國沒有受

到觸動，但歐洲統治全世界的時代已

經結束。英國在戰爭中取得了勝利，

但卻變得貧窮(Robin W. Winks 著，

任洪生譯；2009：3)。 

 

戰後英國雖然損失慘重，但是在戰爭

期間英國還是不忘其維護國際金融秩

序的職責。戰火激烈交火之時，英國

與美國也正在為重整國際金融秩序而

奔波。 

     

(一)懷特(White)計畫與凱因斯

(Keynes)計畫 

    1941 年 8 月《大西洋憲章》以及

1942 年的《互助協定》註 4 的制定影響

英美兩國對於國際金融體系的態度分

歧以及後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形成。

根據協定英國保證恢復英鎊經常帳戶



9    《社會與經濟》月刊  第 002期  民國 102年 2月 

 

 

的可兌換性，並接受非歧視貿易原則

來做為交換，美國則允諾擴大條件金

融援助，尊重英國對充分就業賦與的

優先權(Barry Eichengreen；2008)。而凱

恩斯是在 1941 年開始代表英國進行談

判的代表人物，其目的是為英國的財

政困境來向美國籌措經費。戰爭使英

國經濟飽受摧殘，金融實力也大不如

從前，英國官員了解如果他們想要制

定戰後的國際貨幣體系，他們已經不

能靠經濟力量而是思想的力量。 

 

    在此，凱因斯針對全球央行計畫

提出《清算聯盟(Clearing Union)》的構

想。在凱恩斯的計畫中，各國的中央

銀行各自獨立，並處理一切外匯買賣

事務、管理對外金融與貨幣，各國之

間的中央銀行必須透國清算聯盟，以

此來達成貨幣的自由兌換。其次，凱

恩斯拒絕回到金本位制，美國已經儲

存近 210 億美元的黃金，如果以黃金為

各國貨幣發行的標準必定會遭到反

對。因此，凱恩斯提出班柯(Bancor)來

作為新貨幣，清算聯盟給予每個國家

以班柯(Bancor)為計價單位的信用額

度，各國政府可以利用這些信用額度

來購買商品。清算聯盟的資金總額預

算高達 260 億美元，而成員國則依照各

國國際貿易總額來作為分配資源的比

例標準。為了平衡國際收支平衡，按

照聯盟的規定，各國必須繳交所賺取

之一定比例額度的班科(Bancor)和外幣

給聯盟，外貿順差國與逆差國在國際

貨幣穩定上有相同責任(Eichengreen；

2010：45-46、張振江；2006：236-237)。

作為創始國凱恩斯實際上希望與美國

獲得一樣的特殊地位。在英國國內，

凱恩斯的計畫得到不少批評，英國政

府官員不願看到經濟主權交給國際組

織，這使得凱恩斯與英國的立場更顯

得艱辛。 

 

     哈里‧戴克斯特‧懷特 (Harry 

Dexter White)出生於波士頓的勞工階

層，是位機靈與極有才智的財政人

才。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爆發後，

懷特開始代表美國進行國際金融秩序

重建的談判。懷特計畫中包括成立兩

個 組 織 ， 一 個 是 國 際 穩 定 基 金

(International Stabilization Fund)，用來穩

定各國貨幣的兌換，而各國政府可以

向穩定基金借出或存入本國貨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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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也將提供基金最大比重的資本額來

反映美國的世界經濟中的力量。另一

個組織是盟國間銀行(Inter-Allied Bank)

用於戰後重建的資金提供以及資助成

員國恢復對外貿易，是確保國際穩定

基金運作的前提與保障。其他的主張

還包括(一)基金組織有權否決一個國

家可能造成其他成員國國際收支嚴重

失衡的財政政策。(二)成員必須同意在

加入組織一年後開始降低關稅的計

畫，並且不得妨礙進口與貿易活動。(三)

未經過基金的同意，成員國不得任意

進行補貼出口商品的動作。有關銀行

的主張方面，(一)銀行有權資助旨在增

加基本原料供給或確保成員國可以合

理獲得原料的國際開發公司。(二)銀行

有權分配由戰爭導致的救濟品與物

資。(三)加入之成員必須遵守聯合國大

憲 章 (Magna Carta of the United 

Nations)。(四)銀行可以向政府提供長短

期貸款或是在政府擔保之下銀行可以

向成員國國內的企業貸款等等。最

後，懷特甚至提出一種直接和黃金掛

勾的國際記帳單位──尤尼塔(Unita)

來作為國際之間的新貨幣，並且把凱

恩斯提出的 260 億美元的國際信用額

度預算刪減到 50 億美元(張振江；

2006 、 Helleiner;1994 、 Eichengreen ；

2010)。懷特計畫在美國官員之間又進

行多次的討論和修正。在 1942 年 4 月

正式公布時仍是維持懷特的基本思想

即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金融

體系。 

 

    懷特計畫與凱恩斯計畫雖然使英

美雙方爭辯許久，但是也有相似處，

也就是在對戰後的復甦態度上，雙方

都認為對於資本的流動必須進行干預

與控制。雙方最終統一的版本與美國

建議的方案較為接近。首先，建立世

界性組織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宗旨是向成

員國提供長期低息的貸款，主要貸款

對象是開發中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總部設在華盛頓，宗旨是在進行國

際間金融問題的協商，並促進國際貨

幣的合作、保持成員國的就業、維持

國際匯兌的穩定，基金總額由原先懷

特提出的 50 億美元提高到 85 億美元。

基金組織的最高機構是理事會，由成

員國指派成員，投票權的大小由其繳

納的基金額度決定，也因此美國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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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佔主導地位(孫健、王東；2009)。 

    其次，是確立美元與黃金掛勾的

國際儲備地位。根據規定美元以 35 美

元兌換一盎司黃金作為黃金基礎價

格，而 1 美元的含金量為 0.888671 克

黃金。各國政府或央行可以用美元向

美國兌換黃金，也就形成美元與黃金

的固定匯率制。而美元與黃金掛鈎，

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又形成「雙掛鈎」

的制度。第三，只有當國際發生收支

不平衡的情況之下才能允許貨幣貶值

或升值，貨幣平價的變動也必須經過

基金組織的批准。最後，會員國如果

出現收支不平衡可以向基金組織申請

貸款來進行調節(Eichengreen；2007、孫

健、王東；2009、秦義虎；2012)。在

此必須說明的是，舊有的金本位制為

什麼回不去，根據美國學者 Jeffry A. 

Frieden(2009)的說法，在舊制度中政府

不能利用貨幣來刺激經濟，不能利用

貨幣貶值來改善工業競爭地位，而一

些銀行家也認為恢復金本位制是不可

能的，他們寧願接受改制後的美元本

位制，美元可以成為其他國家掛鈎的

貨幣單位。 

 

1944 年 7 月在美國新罕布夏州

(New Hampshire)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召開由 44 個國家參加的聯合國

與聯盟國家國際貨幣金融會議，並通

過《聯合國家貨幣金融會議最終決議

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

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統稱為《布雷

頓森林協定》。依據協定在 1945 年 12

月正式成立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來支撐世界經濟，也

被人們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孫健、

王東；2009、秦義虎；2012)。布雷頓

森林體系的制定不僅使美國進入國際

金融的高峰也使美元成為全球的關鍵

國際貨幣。戰後一個新的國際金融秩

序到來，雖然是在眾多限制之下的安

排，卻也讓戰後混亂的國際經濟恢復

軌道。然而在這樣的秩序之下能夠持

久嗎？資本市場在國際間無法得到自

由的兌換空間，布雷頓森林體系因而

在日後衍生出許多難題，而市場終將

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這種高度

監控與管制的制度，只是戰後金融制

度恢復上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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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

對美元的影響 

    二戰結束後美國開始主導世界政

治，其中，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

使美國為主導的西方政治體系和蘇聯

為主的共產體系形成兩大分界。美國

一方面援助西方國家的復甦工作並且

實行政治上的拉攏、控制，另一方面，

從經濟上來看，馬歇爾計畫無疑是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貨幣體系(布

雷頓森林體系不足之處 )進行補充

(Eichengreen；2011:48-49)。藉由馬歇爾

計畫美元的輸出和使用，對於日後資

本市場上美元的兌換依賴無疑是一種

補強的作用。 

 

     馬歇爾 (Marshall)是二次大戰時

期的美國將領，他在 1947 年被任命為

國務卿。1947 年 6 月在哈佛大學的一

次演講中，馬歇爾對歐洲振興的計畫

進行說明，也就是「馬歇爾計畫

(Marshall Plan)」。演講中，馬歇爾提到

在未來三、四年中，歐洲對外來食品

和其他關鍵性需求遠遠超過它的實際

生產能力。它必須得到更多的幫助，

否則將面臨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衰

落。……我代表美國承諾，一切幫助

歐洲復興的政府都將得到美國的支

持，任何阻擋其他國家復興的政府都

不會得到美國的幫助，並且，任何政

府、政黨、組織如果想通過人民的痛

苦來獲得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收益，

都 將 遭 到 美 國 的 反 對 (Robin W. 

Winks；2009：11-12)。同年西歐各國

也紛紛接受馬歇爾計畫的援助，並且

在巴黎建立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來協

調分配資金。1948 年 4 月，美國國會

通過《對外援助法案》，馬歇爾計畫也

開 始 正 式 實 施 ， 計 畫 執 行 期 間

(1948-1952 年，1951 年提前結束，並以

《共同安全計畫》取代之)美國對歐洲

援助達 131.5 億美元，贈款高達 88%，

其餘為貸款(孫健、王東；2009：254)。 

 

    馬歇爾計畫之外，在亞洲的日本

同樣接受美國的美金援助，其名為「道

奇計畫(Dodge Plan)」。道奇是底特律銀

行主席，1948 年起擔任美國駐日本特

別大使，為防止日本現金短缺以及隨

著冷戰的加劇之政治考量，美國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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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進 行 金 錢 的 援 助 工 作

(Eichengreen；2011:48-49)。馬歇爾計畫

和道奇計畫提供各國美元資金來融資

所需要的物品，使貿易出口可以更加

舒暢。透過馬歇爾計畫的援助西歐各

國利用自己的技術和管理技能加快復

原的腳步，並且在 1950 年建立“歐洲

支付同盟 (European Payments Union)註

5”來促進彼此之間的貿易的順暢度

(R.R. Palmer, Joel Coltom, Lloyd 

Kramer；2008：748-749)。隨著貿易的

穩定與各國的互相合作，歐洲在 1950

年代也已經開始累積外匯，其中多餘

的美元資金存款所形成的美元市場在

戰後嚴格控管的金融市場中漸漸形成

一股新勢力，其也即將在 1950 年末期

的倫敦資本市場中“嶄露光芒”。 

 

第三節 1960年代美元面臨的難

題 

    與其說是 1960 年代美國招受的難

題，倒不如說是美元黃金本位制的結

構性難題的爆發要來的貼切。世界對

於美元的需求到了 1950 年代末期以經

不再短缺，然而這似乎對布雷頓森林

體系的安排帶來警訊。在布雷頓森林

體系的安排之下美元如同黃金一樣可

靠，而外國持有的美元存量一旦超過

美元的黃金準備，就會造成整個體系

的信用威脅。1960 年外國持有美國貨

幣負債超過美國黃金準備，同年便發

生 市 場 投 機 事 件 (Eichengreen ；

2011:50)。結構性的問題在於美國所準

備的兩種資產，兩個同樣都有固定價

格，美元是有供應的彈性，反之，黃

金卻沒有供應的空間。 

 

    比利時經濟學家 Triffin(1947)就曾

經向聯準會提出緊告。Triffin(1961)在

《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註 6中也針

對美元與黃金的貨幣流量和供給提出

看法，他指出美國如果不提供美元將

會影響貿易的成長，而如果提供無限

量的美元又將使美元兌黃金的信心減

弱，無法繼續維持每盎司 35 美元的價

格，不管如何美元黃金本位制的結構

注定失敗。隨著西歐各國經濟的復

甦，各國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美元的

穩定與價格保持開始動搖，布雷頓森

林體系的架構開始受到挑戰，很快的

第一次美元的信心危機就在 1960 年代



以歐洲美元市場探討國際金融制度的形成(2)   14 

 

 

席捲國際金融市場。 

 

一、黃金的外流與美元危機 

 

    從 1957 年開始黃金不斷從美國流

出，艾森豪威政府也開始企圖阻止這

樣的局面。此時期的國際收支開始出

現變化，西方國家經濟普遍恢復，而

美國的經濟則由於海外軍事支出與資

本輸出的增加經濟成長緩慢，美國終

究無法一直保持貿易的盈餘而出現赤

字。1958 年美國損失 34 億美元的黃金

和流動性美元資產，西歐則是獲得 37

億美元(Francis J. Gavin；2011：41)。1960

年，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累計達 215.83

億美元，黃金儲備減少 27.5%，降至

178.04 億美元(孫健、王東；2009：259)。

另一方面，1958 年主要的西歐國家開

始對資本進行放鬆管制，允許各自流

通的貨幣兌換美元，貿易和資金流動

增加也助長國際貿易的收支失衡，失

衡的原因則歸咎於固定匯率體制所帶

來的現象(Francis J. Gavin；2011：31)。

貨幣流動性的問題在 1960年 10月使第

一次美元危機爆發，一盎司 35 美元的

匯率價格再也維持不住而飆升到一盎

司 41.5 美元的價格(孫健、王東；2009：

259)。美元也從二次戰後的美元荒變成

一種災難。 

    美國為了解決問題在 1961 年想出

一個對策，就是黃金總庫(Gold Pool)註

7。此制度也並非完善，雖然其他國家

願意持有美元並償還美國部份的損

失，這個系統卻也使其他國家處於不

利的地位(Eichengreen；2011:51-52)。美

國雖然為了保衛美元進行許多的措

施，以及尋求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仍

舊無法抵擋美元在市場上的貶值趨

勢。1963 年 3 月美元危機又再度爆發，

一盎司黃金價格來到 70 美元(孫健、王

東，2009：260)。之後，美元又陸續出

現多次的危機與黃金擠兌潮，1971 年 8

月 15 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實施「新經濟

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宣布停止

美元與黃金的兌換，也形同終結布雷

頓森林體系 (Eichengreen， 2011:76；

Francis J. Gavin，2011：248-249；孫健、

王東，2009：260)。布雷頓森林體系的

瓦解並沒有造成世界經濟的嚴重影

響，各國貨幣也沒有因此而崩潰，反

之，浮動匯率制度在貨幣市場上的調

節進行得相當成功。在這樣的經濟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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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發展中美國史學家 Palmer 是這樣的

形容： 

    戰後貨幣體系的解體並沒有嚴重

影響世界經濟。各國貨幣並沒有因為

失去與美元的可兌換性而崩潰。全世

界都學會了主要依靠國際協商和迅速

交流訊息而實現貨幣穩定，但是各國

政府也發現，在跨越國界的全球體系

面前，他們的貨幣和經濟政策是脆弱

的(R.R. Palmer；2008：764)。 

 

    美元的信心危機雖然在往後的日

子中依舊發生，但是美元的危機並沒

有影響美元的貨幣使用，各國持有的

美元依然不少。大量美元滯留於美國

境外的原因不是因為美元與黃金的兌

換瓦解，但是充足的美元供給卻是資

本累積的條件之一。 

 

歐洲美元市場的開展正是為了迴

避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嚴格限制之下產

生，市場無法在監控與管制之中得到

發揮只能尋求新的場域，此時充裕的

美元貨幣正好成為新的貨幣媒介來提

供市場來運作。 

    

 

二、發現境外美元市場 

 

    事實上，美元的外流因素不只是

因為與黃金掛鉤的難題，以及美國國

際貿易收支的赤字，更重要的關鍵還

有美國銀行政策上的制度。1930 年代

美國「新政(New Deal)」底下的金融管

制法案「Q 法案(Regulation Q)」是對銀

行提供的定期存款訂定利率上限，定

存利息成本維持在很低的水準(Palan, 

Murphy, Chavagneux，2010：131-132)。

此外，甘迺迪(Kennedy)政府在 1963 年

徵 收 的 「 利 益 平 衡 稅 (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其目的是為了防止

美元外流而設計，而稅目是對投資外

國債券所獲得的債息所得課徵 15%的

稅賦，但是政策實施的結果卻反而造

成美國企業為了迴避稅賦而把資本流

在 海 外 的 情 形 (Palan, Murphy, 

Chavagneux，2010：134-135；Gary Burn，

2006)。上述的兩項美國金融管制政

策，使得美元在美國境內的活動受到

約束，更助長境外美元市場的形成。 

 

    美國政策對於美元的限制，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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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銀行很快發現境外美元的市場。

美國的銀行在 1950 年代末期便發現倫

敦的歐洲美元市場利率與環境是尋求

營運融資的好管道，倫敦未管制的境

外市場可以讓美國銀行在倫敦的分行

迴避美國的金融管制 (Palan, Murphy, 

Chavagneux，2010：134-135)。銀行與

投資者雖然很快發現歐洲美元市場的

利用價值，然而市場發展初期美國政

府官員卻對這個市場摸不著頭緒。1960

年開始美國官員才注意到境外美元市

場的出現，特別是在 1962 年紐約聯邦

儲備銀行發現大量美元被轉移到加拿

大銀行，即使知道境外美元市場的特

色，美國官員對於市場的操作和執行

的意義卻了解不多(Gary Burn，2006)。 

  

    歐洲美元市場促進歐洲長期資本

市場的發展以及推動歐洲債券市場。

境外美元市場的發展讓美元尋求了新

的發展空間，美國雖然無法控制境外

美元的使用，卻可以管控美元的發

行。歐洲美元市場的蓬勃發展對美國

而言無疑是天上掉下的禮物一般，雖

然制度發展的開始美國聲稱沒有故意

要發展境外美元市場 (Gary Burn，

2006：169)。對於美國市場而言歐洲美

元市場不僅為國際交易提供資金，也

為美國企業與國內交易融資，也轉移

美元的貨幣、市場風險(Paul Einzig，

1964)。美國最終在 1960 年代發現境外

美元市場的存在，在日後便嚐到此市

場所帶來的好處，更為美國資金流動

的問題得到紓解。 

 

 

第四節  小結 

    在金融制度發展上，美元從一個

地區貨幣一直到第一次界大戰成為國

際支付貨幣為止，我們可以看到國家

扮演了一些關鍵政策制定的角色，另

一方面，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力量、市

場上投資者的選擇、以及國際貿易的

環境都是美元成為國際主要交易貨幣

的原因。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形成到

結束，我們更能夠理解真正的國際金

融體系需要的不是管制與控管，而是

一個自由以及附有彈性的貨幣空間。

正當貨幣經濟學者們關注美元貨幣霸

權形成的同時，我們應該更關心的是

在此結構中的制度形成，新的國際金

融制度的誕生之動力。歷史的經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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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美元供給得到國際資本市場的認可

與廣泛使用，更在市場供給與需求面

都到位的情況下使歐洲美元市場孕育

而生，而境外美元的市場則是制度形

成的核心要素。 

 

    歐洲美元市場在 1957 年建立於倫

敦金融城，此平台提供大量的資金給

市場需求者使用，初期發展雖然未得

到關注然而此市場很快的便得到發

展。美國官員關注境外美元市場是在

1960 年代，這與境外美元市場發展的

時間差異的落差也呼應學者 Gary 

Burn(2006)所指出美國官員對於歐洲

美元市場初期的發展沒有故意主導該

市場的發展，如果不是美國政府之

意，那會是英國政府的決定嗎？還是

市場本身的結構力量使歐洲美元市場

成為可能。緊接著在下一章節，我們

將要討論英國金融環境，藉此來探究

歐洲美元市場─ 一個國際金融制度其

形成的構成條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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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 1) 亞洲美元市場(Asian Dollar Market)在《新加坡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一書  

     中的定義是指存放在新加坡或東京的銀行中心的美元，金融機構可以藉強 

     勢貨幣──美元本身以及可以兌換美元的國際化貨幣──在發行國家以外 

     的地區收受其存款的市場。新加坡與亞洲地區在 1968 年形成相較於歐洲規 

     模較小的亞洲美元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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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頁。 

 

(註 2) MM 華伯格公司(M.M. Warburg and Company)是成立於 1798 年並活耀於德國 

地區的私人家族銀行。其中保羅‧華伯格(Paul Warburg)是 Moritz M. Warburg 

排行第三的兒子，其與紐約銀行家的女兒 Nina Loeb 於 1895 年結婚，1902 

年居住於紐約。而家族銀行主要是由 Max M. Warburg(排行老二)掌管主要業 

務，Max 是日後帶領歐洲債券之父 Siegmund Warburg(1902-1982)進入家族銀 

行的重要人物(Niall Ferguson：2010)。 

 

(註 3) 有關西蒙‧華伯格(Siegmund Warburg)的資料會在第三章中補充說明。 

 

(註 4) 《互助協定》標示著美國圍繞戰後國際經濟霸權以及對英國經濟外交進入 

      新的階段，他從法律上落實美國戰後的國際經濟原則，特別是針對帝國特 

      惠制的“歧視”一詞納入協議中。此協定是英美外交的分水嶺，英國對於 

      美國的外交從消極開始轉向戰後謀計，這也使兩國在國際經濟政策上出現 

      分歧和矛盾。(張振江;2006:219) 

 

(註 5) 歐洲支付同盟(European Payments Union，EPU)成立於 1950 年 9 月 19 日， 

     其宗旨是通過建立歐洲內部多邊支付機制以恢復歐洲國家之間的貿易，成 

     員國來自貿易的收入和支付由國際清算銀行掌管，各國在同盟之間有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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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債務地位，差額用美元或黃金清算，美元由此正式成為同等黃金的歐洲國家之

間的清算貨幣(秦義虎；2012：176)。 

 

(註 6) Triffin 在書中也對此問題進行建議，除了讓國際貨幣基金建立類似凱恩斯 

     的班柯(Bancor)的國際貨幣單位之外，還有透過基金組織技術的操作和貿易 

     組織的管制(Triffin；1961：102-120)。 

 

(註 7) 美國招集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瑞士七國，組成「黃 

      金總庫」，簽署貨幣互換協定，並建立 14 國的「互會貸款協定」，借款額 

      將近 200 億美元(秦義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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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人民幣發展中的地位(2) 

王姍喬 

中國想使人民幣國際化，不能不提及

香港，而香港的重要性已是許多學者

的觀察重點。孫兆東（2010）歸納出

貨幣的國際化路徑有四項：通過戰爭

以及建立殖民地的方法，將宗主國的

貨幣強加於殖民地，進而影響到全世

界，此項為英鎊路徑；通過成為國際

貨幣制度的中心貨幣演變為國際貨

幣，即為美元路徑；通過有策略、有

計劃地培養區域內貨幣，再發展為國

際貨幣，即為歐元路徑；通過貨幣可

兌換的若干階段成為國際貨幣，即日

元路徑。上述的國際化具體路徑雖然

有各自的特徵，但其國際化的全過程

中，也存有相同之處，這正是貨幣國

際化的共性所在，強大的經濟實力。  

其他國家的貨幣演變為國際貨幣

的路徑，藉以成為中國人民幣發展及

與國際金融接軌主要參考點，並且從

中學習、調整或創新，然對於中國來

說有個最好的試驗地點，即香港。  

 

而相較於其他貨幣，人民幣有個

優勢，潘成夫（2007）認為說，人民

幣國際化具有其他貨幣所不具備的一

個重要優勢，即可以通過香港進行「試

驗」，開辦人民幣債券業務正是利用這

一優勢作為一個重要嘗試。  

 

另外，在香港回歸時有些問題就

已經被考慮過了。美國經濟學家帕金

斯 Dwight H. Perkins(1998）有提過中

國需要注意哪些問題，第一，避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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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最重要的是不能讓外匯儲備水平過

低。其次，在完全開放資本市場以前，

一定要保證以建立完善的金融體制和

銀行體系。第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第四，建立完善的銀行體制：中國經

濟的發展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在

銀行體制方面進展如何。第五，重視

產業政策。最後，遵循世界貿易組織

的自由貿易原則，符合其制定的貿易

規則，建立自由市場體系。 

 

2006 年，中國金融市場司也開始

頒布銀行間債券市場的政策法規，在

2007 年的時後才針對香港頒布出《境

內金融機構赴香港特別行政區發行人

民幣債券管理暫行辦法》，在這項政策

當中明確的指出是香港可發行期限在

一年以上按約定還本付息的有價證

券。每個國家的制度會隨著吸引資本

投入市場而做調整，資金是流動性

的，大部分的資金大多都還是掌握在

全球金融市場上，但是在中國不同，

在中國境內目前依舊有著諸多限制，

在看待歐洲美元市場發展的時後就能

夠清楚的知道，其實境外金融最需要

的是寬鬆監管制度、完善的法律制度

以及透明化的銀行體系。 

 

陳介玄（2010）認為，香港如何

漸進的形成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管

道，透過人民幣的國際化，香港能否

更深入的整合境外金融與國際金融？

境外金融如何以其更有競爭力的制度

創新，建立其國際金融的新境界。  

 

2013年 2月 6日，台灣也開放了

人民幣業務，由於兩岸的貿易往來頻

繁，此項業務無疑是人民幣的貿易腹

地又更加擴大，新加坡、香港皆是國

際金融貿易中心，但台灣目前的地位

還不是，所以在地位上並不會領先或

平行於香港。而 2012年 7月時，香港

允許銀行為非香港本地居民個人用戶

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同時貨幣兌換

不受對香港居民的相關限制。這些政

策的實施讓香港能與其他提供離岸人

民幣服務的城市齊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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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可樂不只是「可樂」 

張守仁 

每到農曆年節，無論是臺灣、

中國、港澳等華人地區，可口可樂的

廣告總會用「團圓」的氛圍推銷家庭

號，或將包裝與華人的「喜氣」觀念

帶進廣告當中，暑假的廣告則是主打

「清涼」。為何來自美國的可口可樂

，能推出與華人節慶相關的廣告？這

和可口可樂在地化經營策略有關，而

且是在海外市場經營挫敗，發現在地

化重要性的過程有關。而可口可樂的

全球市場佈局，我們可以從可口可樂

的歷史中，看到他們找尋在地化行銷

的過程。 

  John Pemberton藥師（1831年7月8

日－1888年8月16日）1886年在亞特蘭

大調製出可口可樂的配方；1887年，

當地商人Asa Candler入股並成立Coca-

Cola Corporation，並於1892年改組為

Coca-Cola Company後，可口可樂便正

式被定位為清涼飲料。1894年3月12日

可口可樂推出玻璃瓶裝。Asa Candler

從成立公司，到公司經營權落入

Woodruff家庭為止，從未意識到瓶裝

可樂對可口可樂在市場的重要性，但

Asa Candler從創辦之初即重視行銷工

作，且積極對外銷佈局。 

在許多業者推出仿效商品時，聽

從律師提出商品獨特性的建議，委託

Alexander Samuelson設計出能代表可口

可樂的玻璃瓶，即可口可樂曲線瓶。

同時，William C. D'Arcy（1873~1948

）為可口可樂設計的廣告獲得成功，

使可口可樂知名度漸響。同時，

Candler與接任的Robert Woodruff在同

時也透過律師進行多次官司訴頌，保

住了可口可樂配方與市場優勢，但官

司中死裡逃生的百事（Pepsi）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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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息，並在日後成為可口可樂最大的

競爭對手。 

1919年，亞薩將事業交棒給子女

，但子女們將公司股份祕密地售與

Ernest Woodruff。Ernest Woodruff 成為

大股東後，要求他的兩個兒子加入公

司，其中長子Robert W. Woodruff（

1889年12月6日~1985年3月7日）的加

入，對可口可樂公司發展有重要影響

。Robert Woodruff對可口可樂的宣傳

與行銷相當重視，但因為廣告理念與

D’Arcy不合的關係，可口可樂轉而

與同屬D’Arcy廣告公司的Archie Lee

合作。而Lee因為別出心裁的廣告，為

經濟大恐慌後陷入沉悶的美國社會帶

來了一種鼓舞的力量，加上堅持人人

買得起的定價，使產品在不景氣中仍

舊暢銷，雙方亦互蒙其利。 

可口可樂除了持續透過廣告搏得

民眾的好奇與認同，他們的行銷也因

為堅持每樣產品讓每個人都買得起，

加上意識型態的灌輸，使得可口可樂

產品銷售不易受景氣影響。直到今日

，可口可樂仍重視宣傳與廣告。雖然

售價在Roberto Goizueta接掌公司時已

經調漲，五美分一瓶的時代不再，

1985年起推出保特瓶包裝也使可口可

樂不再只有罐裝與玻璃瓶裝，但可口

可樂一直確保商品定價是一定買得起

的價格，使可口可樂旗下產品保持暢

銷。且可口可樂透過廣告、行銷與宣

傳與消費者建立起來的「情感」（或

是驅使性的意識型態），讓可口可樂

的銷售不只是賣給消費者一個商品，

而是將各樣來自可口可樂產品的意識

型態傳遞給消費者，使消費者不只買

可口可樂，也買下消費者對可口可樂

的認同。 

早在1899年，可口可樂就開始進

行海外拓展，但初期並不順遂。

Robert Woodruff接掌可口可樂時，雖

然可口可樂在加拿大熱銷，但在其它

國家的銷售狀況不佳。從外派到海外

開發市場的人員回報公司的訊息指出

，可口可樂在海外除了在當地居住、

工作、就學或旅遊的美國人外，在當

地人的市場吃不開。雖然在海外市場

的經營頻頻受挫，但二十多年的海外

市場探索沒有白費，因為他們找到讓

可口可樂在1920年代逐漸找到海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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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經營策略。 

也因此，可口可樂針對海外市場

的策略做出定調，就是對當地的市場

進行研究與了解，做出合宜的行銷與

宣導，甚至廣告也留意到當地廣告文

化特性，進行在地化（Glocalization）

，即透過宣傳與廣告，讓民眾認識可

口可樂，也透過在地化的行銷與宣傳

，讓可口可樂成功進入當地民眾的生

活當中。可口可樂公司產品多元化以

後，可口可樂公司亦針對不同消費者

的習性，推出合於消費者喜好的商品

。這樣的策略也讓其它飲料業者所用

。多元化的產品策略除能讓消費者有

更多選擇，擴展消費族群外，也可避

免商品推出失敗對公司的衝擊，即萬

一有部分商品因為銷售考量而停售，

但停售造成的損失卻能減到最小。 

  雖然可口可樂在二次戰後，快速

不定期地推出非可樂產品，且口味、

飲料性質千變萬化，但可口可樂卻是

一直保持原來的口味，甚至配方被可

口可樂公司視為最高機密及接班傳承

的要點。可口可樂公司的接班傳承除

了要接下公司所有業務外，同時也要

接手家族向前經營者做出絕對保密配

方的承諾。自Robert Woodruff開啟不

任意修正配方的戰略後，可口可樂得

以因口味的一致性塑造出死忠的消費

者。但後來接班的Roberto Goizueta領

導，雖然知道原本的口味後受觀迎，

卻以「因應消費趨勢」為由，修改配

方，推出新可口可樂（Coca-Cola New

），但消費者不願意接受新口味，而

使該產品受到重挫，雖然Goizueta在數

個月後決定將舊成份以「經典可口可

樂（Coca-Cola Classic）」之名重返市

場，並在推出後的數個月搶回領先，

但這次差點毀掉公司的決策，卻成為

可口可樂歷史定會提到的挫敗經歷。

雖然Coca-Cola New成為配方調整失敗

的案例，但可口可樂卻亦有因修改配

方而成功的案例，如成功擴展消費群

的Diet Coke、Coca-Cola Light還有Zero

的產品，還有在市場反應亦佳的香草

、櫻桃口味，但可口可樂卻因為Coca-

Cola New而碰釘子的經驗，使其對可

口可樂不再輕言修改配方，也讓百年

以來的口味得以繼續傳承。 

  1990年代晚期，可口可樂公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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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因素，有全球的銷售狀況有下滑

的情形，同時，數次的產品召回事件

，還有數次產品質量爭議，加上經營

者兩度易手，使得可口可樂在最近二

十年走得有些辛苦。但我們回顧可口

可樂的歷史，雖然自始至今，可口可

樂總是面對各樣的爭議，也面臨過各

樣的危機，但可口可樂的經營確實有

值得借鏡之處，除了多元化的產品策

略，使各樣商品能滿足不同消費者外

。他們對持久價值的塑造，特別是

Robert Woodruff以來保守看待配方的

態度，使可口可樂能因為跨世代的口

味一致性帶來的價值，爭取到消費者

的認同，更是可口可樂令人稱道之處

（雖然這是透過廣告、促銷與宣傳構

成意識型態傳輸的結果）。 

可口可樂身為一間跨國公司，且

過去已經面對過無數爭議，未來免不

了要面臨許多的爭議與面對各樣的面

輿論，並且要隨時做出適當的反應。

但一間百年老字號能夠經歷多次面臨

足以擊垮公司的危機，包括數次足以

讓配方完全曝光的官司、逃過被收購

、因推出產品失敗造成重挫、數次恰

當或失當處理的品質爭議造成的形象

危機，但可口可樂在多次風暴中平安

度過，且保住可口可樂整間企業。無

論最後他們的決定如何，結果的成敗

如何，他們做出的每一個決定，背後

的觀察、評估、反應與出手時機的掌

握，都值得借鏡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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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幾句話：「飽暖思淫慾」和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當然這兩句

話的意思並不是說不要生活在安平的

世界或社會當中，並且平安、富足的

生活環境是每個國家和社會都極力所

追求的目標。古今中外的歷史，已經

說明很多事情，很多強大的帝國、文

明都有可能在一夕之間崩毀，也就是

說，越是富足社會，越有可能使人怠

惰以及忘卻，之後少了警惕，導致最

後的衰敗以及滅亡，而在逆境求生，

反而更能進一步生存。 

 

 美國，在目前來說，仍然是世界

最強國，可以影響著全世界的實力，

但是如今產生的問題也很多。在本書

裡舉出了四大問題：如何適應全球

化、如何調適和因應資訊科技革命所

帶來的時代、如何面對龐大預算赤字

以及能源大量增加消耗和氣候威脅加

劇的世界？依照物競天擇，適者生

存、不適者淘汰的定律，美國總歸一

句就是：要如何面對世界快速的變

遷。諷刺的是，這個世界的規律以及

法則，有一大半都是由美國所創立出

來，但是她卻無法應對，甚至還以創

造者的身分感到自喜，在沒有做足準

備之下，就必須面臨正在往上爬的後

進國家的挑戰。尤其是中國，以非常

快的速度崛起，僅管現在可能還不如

美國，但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越是富強的國家，越是容易忽視

未來、甚至眼前的危機，冷戰時期的

美國，之所以能是強國，就是因為有

威脅，故有所做為，與現今的金磚四

國有很類似的情況，為了要能夠在逆

境之中發展，不得不全民一起團結，

一直想辦法努力的去解決問題，而當

逆境解除了，卻忘記了當時的苦難，

進而忘記要去進步和成長，在現在這

個全球化的世界，不進則退，而創造

這個法則的國家，卻忘了這個遊戲規

則，因此，只能生活在過去而已。當

榮耀以及過往的成就不再，那麼留下

的也只剩下說嘴和緬懷的部分，卻沒

有真實的實力和本事。 

 

 美國要重拾過往的輝煌和榮耀，

就必須要正視這些問題。而這不像經

濟學家所述，不景氣是一種循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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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的是這樣，那麼這世界上有這麼

多經濟學家和學者，為何就不能避免

這種事發生呢？甚至引發了整體股市

崩盤的情況，卻無能為力？要去正視

並解決問題，這並只是在對美國，而

是許多國家都是一樣，中國之所以有

這麼強大的野心和企圖心，也是因為

衰弱了三個世紀之久，因此才要努力

奮發振作、台灣也是在逆境之中，而

有了如今的成就，老一輩的人都會說

我們這一輩有多幸福，正因如此，才

正要擔心，很明顯的相較中國的崛

起，台灣也有走下坡的趨勢。 

 

 不能再認為會比誰優秀，應該要

從夢中清醒，回到現實，在這股世界

的洪流當中，每一個都會是競爭者，

當然也都是互助者，彼此會影響到彼

此，過去的榮耀以及輝煌可以成為驕

傲，但不能成為傲慢，永遠都要覺得

不足夠，並且人民要有往前的野心，

政府也要給予足夠的空間和機會，在

面對未來的挑戰，才有可能有比較大

機會去應對。 

 

 這裡所述放到企業，保住地位並

非第一要務，而是如何能夠在激烈的

競爭環境之下生存下來？畢竟，在這

麼多企業以及產業都重複的情況之

下，競爭優勢會是第一要務。如同本

書提到所必須要面對的四個問題，在

此體現出自身的價值和定位，將會是

面對當今多變、各種可能性的環境之

下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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