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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經濟危機文獻回顧  

第一節  共產思想角度之經濟危機  

  馬克思（Marx, 1818-1833）認為所需要的資本出現後，商業

便是一種自發的過程。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表示，壓榨勞動力以創

造更多的勞力是資本家額外利潤的兩種來源之一，另一個利潤來

源便是引進新的機器設備。但Blaug認為馬克思的觀點裡，並沒有

包含引進哪一種設備的問題，也沒有選擇企業規模、生產者數量、

或進入任何一種市場的問題，Blaug認為馬克思並沒有承認資本有

能力。
1

  在討論馬克思危機理論時，首先必須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內

部，馬克思在討論危機的過程時，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平均利

潤趨於下降的規率，當資本累積是在利潤率偏於下降的趨勢時，

即會有引發危機產生的條件形成。馬思在『資本論』卷三中提到

一個重要觀點：當資本在擴大生產時，由於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

技術的進步，使得資本有機構成

 

2

                                                      
1 請參見 Mark Blaug（1998）,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U.K.:Cambridge）, pp.217-218.
“Constant capital in the form of machinery and raw materials only transmits its own value to the 
product; it does not create additional value, It differs from variable capital because it is bought by 
capitalists and sold by capitalists, whereas variable capital is sold by workers and bought by capitalists, 
and it seemed obvious to Marx that origin of surplus value cannot lie in an exchange between 
capitalists. It is true that machinery enhances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ur and that….” 
2 所謂的資本有機構成指的是資本的不變部分即類似固定資產的部份，例如機器、廠房、土地都

是屬於資本的有機構成比率，而可變動的成本是屬於資本所購買的勞動力部份，這是馬克思所指

出觀點，與主流經濟學分為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的方式不同。 

 的比率會不斷的提高，因此而

會使得平均利潤率繼續的下降。馬克思（ 1965）指出，一般利潤

率趨於下降不過是勞動社會生產力日益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內的一種特有表現，而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規律是資本主義基本矛

盾的表現，將會使得資本主義矛盾尖銳化，是爆發經濟危機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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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馬克思：「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規律在某一點上和勞動生產力本

身的發展發生最強烈的對抗，因此而不斷地通過危機來克服，各

種互相對抗的要素之間的衝突週期性在危機中表現出來。危機永

遠只是現有矛盾的暫時暴力解決。」  

  李光前（ 2001）：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觀點，來討論資

本主義社會危機的必然性，並且以危機的實例來分析資本主義社

會出現的危機。僅以簡單的危機發生原因解釋機發生的結果，並

無法將危機本質呈現出來，故其提出以馬克思提出對資本主義危

機的看法，馬克思在看待資本主義危機時，認為危機的發生是由

於資本主義危機是由其本身的生產關係所必然發生，由於資本主

義生產關係所帶來的生產力與之間的矛盾，而生產力提升的同時

帶來的利潤率下降，使得資本累積發生危機，同時帶來生產過剩

與消費力不足的週期性危機。  

  從馬克思的角度來論述經濟的危機，基本上在資本市場規律

性產生的衝突矛盾基本假設之下，才引發經濟危機，引起經濟動

盪不安。就馬克思論點來看，在資本市場之中，經濟體發生對資

本利潤率下降、剩餘資本及生產與消費失調矛盾，認為經濟危機

的發生是一種必然的現象。然而資本市場的發展未必具有規律

性，所以經濟危機的生不見得會產生暴力解決的模式。馬克思的

論述，將經濟體系中，所以勞動生產力與雇主之門矛盾突顯出來，

是經濟體系中一個存在的一種矛盾現象。事實上，馬克思的出發

點，僅是在希望資本的分配是均衡的，依 Blaug 的說法，馬克思

先不去認同資本主（雇主）的能力。而且馬克思的模型中並沒有

把制度變遷考慮進去，因為勞動者如果也能夠變為雇主，事實上

這樣的一個危機現象就可以被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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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本主義角度之經濟危機  

壹、  資本家投資與經濟危機  

  我們從 17 世紀以來將經濟學家觀察到資本家投資與經濟危

機作以下的整理：  

一、  Canti llon（ 1680-1734）  

「Canti llon 觀察到市場中供需的矛盾為有些資本家創造出

以低價買入、高價賣出的機會，而這種的套利（ arbitrage）行為

卻可將競爭市場帶向均衡。Canti llon 將掌握這種尚未被實現利

益機會（ unrealised profit  opportunit ies）優勢的人命名為企業家，

意指「願意以確定的價格買入，以不確定的價格賣出的個人」。

此外，他強調這樣的行為一定囡涉及生產，也不一定需要吸收

企業家個人的資金。在短期內，Cantillon 的企業家能力指的是

一種與預測有關的能力，可以假設是一種風險承擔的能力。」
3

二、  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  

 

  根據 Blaug（ 1998）評論  Cantil lon 已觀察到：套利行為是資

本家投資行為，上一行為是一種能力。資本家是主動尋求套利行

為，擁有找尋尚未被實現利益的力，並且能夠承擔風險的能力。  

亞當斯密提出「所謂的利潤是利息加上風險溢酬。利潤乃

是企業家全神關注計畫的最終目標。工人的勞動附加在原料上

的附加價值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部份支付給工人做為工資，

另一部份則是支付給資本主做為利潤，利潤乃是給予資本家塾

付原料和資本的報酬。」  

                                                      
3 請參見 Mark Blaug（1998）,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U.K.: Cambridge）, pp.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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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Blaug（ 1998）認為亞當斯密所主張的利潤乃是由所投

資資本的純利息加上風險益酬，亞當斯密早就提出投資是因為

承擔風險，而獲得報酬。在當時以製造業主的美國，亞當斯密

認為英國商人的正當利潤都應該只是利息的 3 倍；換句話說，

如果利潤小於利息那便不會有資本家願意投資。亞當斯密對於

資本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解釋表示：「任何一個國家，隨著資本的

擴大，投下資本所得到的利潤也必然地會減少。」其解釋為若

所有的商人都投資於同一事業，因而互相競爭，利潤率自然就

會下降。  

三、  李嘉圖（Ricardo, 1772-1823）  

李嘉圖研究資本家（Businessman）為經濟變的主要代理人

（ agent）。李嘉圖將生產與資本的投資視為一種自發的過程，並

未包含決策的制定，也沒有風險的判斷或任何的考量。李嘉圖

認為，第一個引介新機器設備的資本可以獲得額外的報酬，但

這種觀點並未讓李嘉圖看出資本家之間有所差異的創新能力。  

四、  Thunen（ 1780-1850）  

其定義企業家利益是在企業經營中支付下列三項成本後所

留下來的所得： 1.資本利息、 2.管理工資、 3.保險貼水。 Blaug

表示，雖然 Thunen 並未明確指出企業家的報酬，不過 Blaug 認

為指的就是「承擔保險公司不願意承擔的風險報酬」，由於嶄新

的事物、活動無法預期獲利程度因此企業家必須是一個在其領

域中的開創者或冒險家。資本家的關創冒險使得經濟體進入變

遷發展重要的關鍵。然而，過多或相同的資本家投資卻會對整

體 經 濟 造 成 經 濟 過 熱 的 預 期 ， 一 旦 資 本 家 之 間 出 現 模 仿

（ imitation）而非創新（ innovation）則經濟榮景泡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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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經濟循環的經濟危機  

一、  商業週期理論（繁榮蕭條說）  

  墨里‧羅斯巴德（Rothbard, M. N. ,  2003）提出：市場中最

後的利率是由純利率加上或者減去企業風險，一種變動的利潤

率概念。  

  繁榮時期，市場充斥著浪費而錯誤的投資，這是在這個時

期人們犯了許多錯誤，而這應歸咎於銀行，因為是銀行的信貸

擴張擾亂了自由市場的機制。當消費者重新確立符合他們的投

資消費比率時，危機也就在這個時機點來了。事實上，在『蕭

條』時期，經濟體對於繁榮時期的浪費和失誤做出調整，並重

新確立起能滿足消費者要求的有效服務體系，清箱會導致浪費

的投資。危機更是意味著通貨膨脹造成的扭曲瀕臨結束，而『蕭

條』是經濟體恢復的一個過程。  

  蕭條時期，生產要素的價格必然會下跌，特別是在較高級

材料的生產領域中，這裡包括資本商品、土地和工資率。如果

經濟的繁榮的標誌是利率的下跌，也就是各個生產領域之間的

價格差異以及貸款利率的下降，那麼蕭條至恢復則包含了利率

差異的上升。特別，這個時期意味著高級生產領域的商品價格

相對於消費品價格也會下跌。不僅是特定的機器價格下跌，資

本總體的價格都會下滑，就如同股票市場的縮水及房地產價格

也都會走跌。  

  對於現金的需求會開始逐步的增加，產生『爭奪流動性』：

因為蕭條和通貨緊縮，人們會開始期望價格下跌，這樣他們就

可以持有更多的現金而買到更多的商品，因此，所有人都會在

等待價格的下跌。銀行部門會開始要求債權人加快還款的速

度，於是會導致債務人人開始變賣自己的其他資產換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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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商業性損失和破使得商人對於投資非常謹慎，這種狀

況將可持續到整個清算過程結束之後。  

  物價下跌則可以使這種對現金的需求得到滿足。因為較低

的價格意味著同樣的現金可以買到更多的商品，對於商品和服

務也將產生更大的實質需求。簡單的說，人們期望增加實質的

現金金額，這個要求現在通過物下跌的過程而被滿足了。主要

的調整過程，其重要特徵是生產要素價格的下跌幅度會比消費

品價格下跌的幅度要來得更大；或更準確的說，比低級生產領

域商品價格下跌的幅度，較高級生產領域的商品價格下跌幅度

會來得更大。  

  更重要的是，在蕭條的時期，更多的消費並不能對蕭條引

起有意義的作用。相反地，這時候需要的是減少消費、增加儲

蓄且要增加投資。  

  在通貨膨脹（繁榮）時期，物價的增長扭曲了會計上的利

潤，看起來巨大的「利潤」其實只夠用來重置目前價格較高的

資產。商業利潤一旦被過分的誇大了，消費量也會顯得很大，

而如果排除會計上的錯覺影響，其實消費並沒有想像中的被大

幅增加，如果沒有關於這一參考變量有關知識，也許資本等可

能被消費掉。在通貨緊縮的時期，會計錯覺則會起到相反的作

用，那些表面上的損失和資產的折舊對於商業機說也許都意味

著利潤，因為資本的重置成本將會縮小。過度的誇大損失，反

而會限制消費的成長，而催生儲蓄。  在蕭條時期，一個正確的

政府政策就是嚴守自由放任的政策，包括大幅削滅預算，並且

積極鼓勵信貸收縮，這才能夠真正快速的從蕭條中復甦起來。  

 

 



21 
 

  經濟繁榮不會無限期地持續，因為最後公眾會對政府永久

性的通貨膨脹政策產生警覺，當美元開始進入貶值期時，大家

會利用貨幣大量的購買商品。人們花費更多的時間搶購商品。

所以為了避免這樣的劫難，信貸的擴張總會有停止的一天，當

這一天來臨時，就會產生蕭條。所以政府採取的最正確做法應

該是從一開始就需要阻止任何可以導致通貨膨脹的信貸過度的

擴張。  

 

二、  海耶克景氣循環理論  

  海耶克所提出景氣循環理論，認為「貨幣衝擊（ monetary 

shock）使得物價水準上升，預期實質利率下降，此一模型可預

測到物價是在景氣循環之前先上升，預期實質利率在景氣循環

之後下降。」
4
 海耶克的理論被分類為貨幣引發之過度投資

（monetary overinvestment theory）理論，「一正常的投資潮之資

金來自於自願性的儲蓄，其中包含人們偏好的消費財及資本財

之相對價格的改變或替換。然而，由銀行引起的投資潮，到最

後，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一定會造成市場利率相對於實質報酬

率的下降（根據Wicksell理論），使得資本家（ entrepreneurs）
5

                                                      
4 請參見 Robert J. Barro（1997）, “Ch19 Money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 in the Market-Clearing 
Model”, Macroeconomics, p.744. 
5 在企業管理學上譯為企業家，然此處譯為資本家，原因在於依據上下文，海耶克研究 1929 年

之經濟大恐慌，認為炒作原物料的資本家投資，並非從事將消費者偏好改變之創新投資，將破壞

原本市場內的均衡。 

 會

將消費財之原物料價格提高卻沒有補償屬於消費者那一塊的自

願性儲蓄，結果都將會造成因產品最後的價格上漲速度超過工

資為之所謂的強迫性儲蓄。以強迫性儲蓄為例，消費財及資本

財之相對價格改變，並不是呈現個體實質的偏好，所以不會是

很持久的行為。因此，最好的解決之道是，不要利用人為手段，

不要利用財政政策或是貨幣政策來提高價格或是降低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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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利用「無為而治」（ do nothing）經濟體系自然而然的會逐

漸將打破平衡的資本家投資清除。」這一段話，也解說了為什

麼資本家投資，資金來源，非以自願性，而是非個實質偏好的

改變，例如產品創新，由銀行所引導的投資潮（ bank-induced 

boom），是種投資所帶動的榮景假象，將會造成經濟泡沫化，逆

向實質的效應。  

 

三、  熊彼德的商業週期理論  

  熊彼德的商業週期理論，在过論均衡時，熊彼得假設利率

為零，這是他獨創的分析要素。熊彼德並不認為消費者的喜好

是一個積極能的動能要素，因而將予摒棄討論，同時他也將新

資源的影響忽略考慮。由於並不存在時間偏好的考慮因素，因

此均衡時的利率為零，但現實社會中利率的正值只說明了利潤

是為正值的，而利潤接下來又只決定於剩下的變動要素：技術

創新。熊彼德認為，這些創新從銀行信貸擴張中獲得資金支持，

所以態彼德玉少承認銀行信貸擴張與繁榮和蕭條的產生之間存

在著重要的聯繫關係。創新聚集在一些特定行業內，這就產生

了繁榮的景象。當創新性的投資耗盡時，投資造成的產量增長，

使產品充斥著市場並摧毀了較為陳舊的企業和行業，繁榮就會

因此而結束。在一系列的創新活動結束的同時，陳舊的企業突

然面臨了許多困難，失敗的風險將會高漲，伴隨而來的就是蕭

條的產生，而當舊有的和新興的企業最後使自身適應於新的環

境之後，蕭條才會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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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理論架構存在著一些謬誤：  

1.  沒有去說明為什麼企業都沒有做出準確的預測，估計可能面

對的困境。  

2.  實際上，新興產業產量增加所需要的時間相對而言是較少的。 

3.  時間偏好和利率結構都被忽略。  

4.  這一理論假設創新是具有周期性的。在正常的情況下，在多

數的企業裡創新、技術進步是持續地發生。此外，創新具有

周期性也意味著企業家能力也存在周期性，這個假設是較為

不合理的。創新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會使企業的研發部門受

益。分別可以分為 3、 9 及 55 年的週期。但是，這個多重周

期的假設卻也毀掉了普遍的商業週期。所有經濟進程都在市

場上相互作用交織在一起。  

 

參、  金融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金融危機是全球化經濟危機之類型之一，金融危機的發生，

是一種由資本家過度投資的行為，造成的風險增加，因而引發的

金融危機。  

一般而言，金融危機都會包含通貨危機（匯率及利率）、銀行體系

（不良債信）危機及衍生性金融的風控問題。  

一、  第一代金融危機的類型：  

第一代金融危機類型是由 Krugman1979， Flood and Garber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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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其觀點都是認為，政府的預算赤字是讓危機發生的產物。  

(二 )  政府為了彌平赤字，確保在固定匯率的制度下避免發生匯率

的崩潰，但對於匯率的需求面是較難去控制啊。因此都以控

制供給面為主。而當一國的外匯存底下降到某一臨界的水準

之後，投機者就會開始攻擊匯率，造成匯率的崩潰，對投資

者造成損失。  

(三 )  此類型最主要是在解釋 90 年代的俄羅斯金融危機。  

二、  第二代金融危機的類型：  

第二代金融危機的類型是由 Obstfeld 1994：  

(一 )  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是，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以及採行擴張性

貨幣政策衝突下的結果。  

(二 )  當投資者或投機客都認為政府將會選擇讓匯率自由浮動

時，將引發利息的壓力，使得政府陷入雙率（匯率及利率）

兩難的窘境。  

(三 )  此一類型最主要是被用來解釋 1992 年英國政府在國內經濟

成長動力與匯率穩定中所做的抉擇。  

三、  第三代金融危機的類型：  

第三代金融危機的類型的催生最主要是因為，在 1997 年發生的亞

洲金融危機沒有辦法利用第一代及第二代類型的解釋說明，第三

代金融危機比較像是在說明貨幣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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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insky（ 2003）對於貨幣危機的分類「貨幣危機並非生而平等」，

其提出六種類型的貨幣危機分類：  

第一至四型：經濟基本面脆弱易受到財政赤字、過度的融資

（外債過高）及經常帳赤字的不持續性。  

第五型：是屬於全面性的逆轉全球市場資源引發的貨幣危

機，例如國際資本流動的反轉。  

第六型：與第二代金融危機相同，經濟體的基本面是很好的，

貨幣的危機是由議會或是政府所引發的，此稱為自我

實現危機。  

  在二十世紀裡，具有二次國際性且規模龐大的金融危機。

1929-2930 年，是第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機，受到影響的主要是大西

洋兩岸的已開發國家。1997-1999 年是第二次重大金融危機，受到

波及的國家是東亞正在逐漸崛起的開發中國家。人們在經過每一

次的金融危機都會得到一些教訓及改善。但隨著進入二十一世紀

開始，由美國等主要已開發國家開始提倡的地球村全球化概念，

使得很多產業開始進行整合，把企業體塑造的完全體，上中下游

通包，然後將觸角延伸至每一個角落，這樣的策略當然在金融業

裡也不是例外，各大金控的林立，產品創新速度過快，終於在 2008

年的現在引發更具規模的金融危機，受到影響的國家不再只是區

域性的，而是全球，且也不再只是波及金融業而已，是更全面的

所有產業，也從金融危機演變成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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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經濟危機解釋及定義  

  經濟危機是一種現象，隨著經濟體的運作模式不盡相同而產

生不同的經濟結構的失衡現象。當經濟體內發生，資本家過度投

資、經濟結構之資本分配失衡、資本分配的失衡、經歷過戰爭及

全球化等種種壓力後，而引發的經濟危機，影響經濟體無法產生

交易，資本的利潤或是交易的效率持續的下降，交易成本的上升，

造成經濟體因而改變營運模式的一種過程。  

壹、  經濟體系  

  以經濟體之結構為變項Χ，經濟體運作的模式為 Y。變項Χ

的成分，包含消費、投資、政府及以貿易（出口－進口）有機組

成之經濟體，以資本（金融）作為各個經濟體之間的媒介，與其

他經濟體基於經濟發展而貿易往來，而往來的這個過程我們就稱

之為交易模式。  

貳、  經濟體  

  本文指本市場的經濟體系運作模式是同時以消費（С
6
）、投

資（Ι
7
）、政府（G

8
）及以經齊體之間貿易（出口－進口）（X

9
－

Μ
10

 

）經濟結構相互作用，形成之經濟運作模式，而所有的經濟活

動產出為經濟所得量（Y）。  

 

                                                      
6 С：表示消費額，指的是經濟體裡的所有人個人或家庭的消費額。 
7
Ι：表示投資額，指的是經濟體裡的工廠或是企業家等投資額。 

8 G：表示政府支出，指的是在經濟體裡的政府部門的支出金額。 
9 X：表示出口額，指的是經濟體之間的交易，把商品或勞務由本國出售給另一國所得之收入。 
10 Μ：表示進口額，指的是經濟體之間的交易，把商品或勞務由他國買入至本國消費者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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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經濟結構  

  根 據 傳 統 經 濟 體 計 算 經 濟 成 長 所 使 用 的 模 式 ，

，經濟體就是由消費、投資、政府以及貿

易活動所組成的。在一定的時間內，單一經濟體內的С、Ι、G

都是屬於固定數量的，不會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但 X 及Μ就

會隨著時間的變動而變動，主要是因為會與不同的經濟體從事不

同的交易行為。當經濟體系內量的改變後，會隨著時間而產生質

的變動，這樣的改變過程並不會因此而發生經濟危機，但如果因

為催化劑加劇內生量的改變，使經濟體承受消費流動性風險或消

費過度膨脹風險、投資停滯風險或泡沫險、政府無效率或是過度

擴張支出的風險，以及三者交互影響一起造成貿易的風險，而經

濟的危機在這樣的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產生。  

肆、  交易成本  

  對整體的市場而言，交易成本是指消費者（勞動者）的教育

費用，教育消費者達到可工作能力以及有消費的能力，投資者投

入時間研究創出可供市場交易之有形以及無形產品，政府維持市

場交易的公平性以及效率性的支出為之。而經濟體之間的互相貿

易往來支出，例如保護主義下的關稅成本等。  

伍、  催化劑  

  戰爭、全球化、資本家投資
11

 

 等，整個經濟體的發展過程之

中，這些催化劑與經濟危機的發生相關性非常的高，但其並非有

絕對的因果關係。  

                                                      
11 資本家投資，是一種有上限（cap）的投資行為，因為資本家的資本是很有限皂，即資源有限

的概念，故以 Capital investment，簡稱 capin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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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隨機因子  

  在經濟體的運作過程中，隨著時間的發展會以隨機 12

柒、  營運模式  

 的方

式，發生經濟危機。  

  經濟體會隨著時間，隨機的發生經濟的危機，漸漸的這些發生危

機的頻率與次數會形成一個軌道，而此一軌道就是這個經濟體的營運

模式。  

                                                      
12 隨機：所謂隨機是指下一步的行動是無法被預測的，就如同一名喝酒的醉漢，下一步會向左

或向右走，是無法事先被預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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