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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建誠 
 
 

摘要 

1696 年 4 月牛頓離開劍橋大學，轉任倫敦皇家鑄幣廠督導（Warden），1700 年 1 月升

任廠長。鑄幣廠是業務單位（鑄新幣、回收舊幣、制訂匯率表），無權影響官訂金銀價

格。本文解說國會堅持的金銀比價（15.21），讓全國承擔了白銀外流、銀荒缺幣的痛

苦，也讓歷史悠久的複本位，因黃金大量流入、被迫大量鑄造金幣，變成實質的金本

位。牛頓的立場是：維護複本位最重要，若不再降金價，必然會轉成金本位。但國會

的態度相反：維護金銀比價最重要，因為再降金價等於提高銀價，會使物價上漲、對

外競爭力下降，外匯收益減少。分析 1734-58 年間的資料，可以得出明確結論：1717

年之後英國被迫轉為金本位，責任不在牛頓，而在國會不願調整金銀比價。英國的白

銀因而被套利者運出，同時把相對廉價的黃金運入，造成金多銀缺的奇特現象。牛頓

被迫多鑄金幣少鑄銀幣，銀幣因數量不足而退化成輔幣，終結了歷史悠久的複本位

制。 

 
關鍵字：鑄幣廠長牛頓；複本位；金本位；金銀比價；金多銀缺 
 
Isaac Newton left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April 1696 to became a Warden of the Royal Mint 
in London, and then promoted to Master in January 1700. His main duties were to mint coins 
and to set exchange rates of foreign currencies. The Parliament had the right to set the official 
price of gold and silver (hence the gold/silver price ratio). U.K.’s gold/silver price ratio was 
set unusual high (15.21), compared to Amsterdam’s 14.65. This means British silver price 
was too low vis-à-vis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A serious consequence is British silver coins 
were melted and exported. Conversely, British gold price was high enough to attract large 
amount of foreign gold. Newton was forced to mint more and more gold coins, and little 
amount of silver coins. This forced Britain to shift from a gold/silver bimetallism to mono-
metallism (the gold standard) around 1717 (de factor), and in 1816 (de ju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Newton was fully aware of the situation and proposed to reduce the ratio from 
15.21 to about 15.0, bu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take action. It was the regulatory 
mercantilism and rent-seeking behavior at the Parliament should be blamed, as 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 made clear in their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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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6 年 4 月牛頓離開劍橋大學，轉任倫敦皇家鑄幣廠督導（Warden），1700 年 1 月

升任廠長。鑄幣廠是業務單位（鑄新幣、回收舊幣、制訂匯率表），無權影響官訂金銀

價格。本文解說國會堅持的金銀比價（15.21），讓全國承擔了白銀外流、銀荒缺幣的痛

苦，也讓歷史悠久的複本位，因黃金大量流入、被迫大量鑄造金幣，變成實質的金本位。 

牛頓的立場是：維護複本位最重要，若不再降金價，必然會轉成金本位。但國會的

態度相反：維護金銀比價最重要，因為再降金價等於提高銀價，會使物價上漲、對外競

爭力下降，外匯收益減少。分析 1734-58 年間的資料，可以得出明確結論：1717 年之後

英國被迫轉為金本位，責任不在牛頓，而在國會不願調整金銀比價。 

英國的白銀因而被套利者運出，同時把相對廉價的黃金運入，造成金多銀缺的奇特

現象。牛頓被迫多鑄金幣少鑄銀幣，銀幣因數量不足而退化成輔幣，終結了歷史悠久的

複本位制。長久以來，學界傾向於認為英國 1717 年之後，被迫從金銀複本位轉為單一

金本位，當時的鑄幣廠長牛頓，應為此事負主要責任。這一觀點在 Negues-Marco 文末

的書目有豐富引述。 

本文引述牛頓的原始檔，舉證他不應背負這項指責，牛頓屢次建議，把金銀比價

（15.21），縮小到與鄰近金融中心阿姆特丹（簡稱荷蘭），較接近的比價（14.65）。但英

國財政部與國會，基於重商主義收益和殖民地貿易的考慮，只同意把每個幾內亞金幣的

價格，在 1717 年 12 月從 22 先令降到 21 先令，之後就不再調降金銀比價。 

相對於歐陸諸國，英國因而變得金貴銀賤。白銀相對廉價的結果，造成銀幣被鎔塊

流出造成銀荒，銀幣鑄造量下降，銀幣數量因長期不足退為輔幣。同時，由於英國金價

較高，每盎司的官價訂在 3 鎊 17 先令 10 便士半。外國廉價黃金大量流入，英國被迫鑄

造大量金幣，因而成為實質的金本位制。相對地，1870 年代之前，歐陸諸國仍維持穩定

的金銀複本位。 

本文借用國際金融理論與月度資料，分析判定牛頓的建議無誤，政府錯在把金價訂

得太高，違反市場行情和國際潮流。另一方面，本文從歐洲金銀市場的套利行為，以及

金銀幣的熔鑄級距，重新分析這件事的脈絡，說明 1717 年之後英國金本位的發展。 

 

1 牛頓的委曲 

 1934 年 2 月 20 日星期二，倫敦《時報》（Times）發表文章說：由於牛頓在鑄幣廠

任職期間的計算失誤，這位當時最著名的數學家，讓 18 世紀中葉以來的英國幣制，從

歷史悠久的金銀複本位，逐漸被單一金本位取代。這是知識界長久的普遍觀點，實情是：



 3 

牛頓沒有計算失誤，他完全心知肚明，但國會成員基於商業利益，屢次不肯接受他的建

議調降金銀比價，所以英國不是 18 世紀中葉之後才轉為金本位，早在 1717 年 12 月就

已是實質的金本位。甚至在 1690 年代，就可以預期此事必然發生，牛頓竟然成為代罪

羔羊。 

    都鐸王朝伊麗莎白女王 43 年（1601），任命 Richard Martin 主持一個委員會，議定

每磅重的白銀，含銀量（純度）92.5%，7.5%是銅或其他合金，價值 3 鎊 2 先令。這就

奠定了 1601-1801 年間的官定銀價。英國幣制是 1 鎊=20 先令，1 先令=12 便士，所以 1

鎊=240 便士。每磅=12 盎司，所以每盎司銀價是 5 先令 2 便士（3 鎊 2 先令=62 先令，

除以 12=5.17 先令=5 先令 2.04 便士，簡化為 5 先令 2 便士）。 

 查理二世 22 年（1670），國王與鑄幣廠議定：每磅重的黃金官價為 44 鎊 10 先令

（=44 鎊半）。鑄成金幣時，面額應為 10 先令、20 先令，或此倍數。這種價值 1 鎊的金

幣名為幾內亞（guinea），因為 1663 年耶誕節前夕初次決定鑄造，當時用的黃金來自非

洲幾內亞海岸。鑄幣廠依約定，把每磅重的黃金鑄出 44 個半金幣，純度 91.66%（22 克

拉），8.4%是銀或銅合金。為何鑄成44個半？這是根據1670年代金銀行情的比價（14.35，

1 單位黃金值 14.35 單位白銀）。計算方式：1 鎊黃金官價=44 鎊 10 先令=890 先令；1 鎊

白銀官價=3 鎊 2 先令=62 先令。890 除以 62=14.3584，簡化為 14.35。 

 1670 年之後，官定比價有過幾次調整，基本上是調往 15 的方向，表示金愈貴銀愈

賤。當時國際貿易以銀為主，銀賤的好處猶如貶值，可增強國際競爭力，也增加重商主

義業者，和殖民地貿易的收益：從國外賺回的黃金，可兌換更多白銀（銀是當時生活與

交易的主體）。缺點是銀貶值會造成白銀外流，導致銀幣不足。多方爭議下，1717 年 12

月國會議定：幾內亞金幣的價值為 21 先令。這是歷史性的重大決定，因為 1718 年元

月，下議院再度決議：國會不再改變金銀幣的純度、重量、面額。 

 確定金幣價值 21 先令後，1 磅黃金可鑄成 46 鎊 14 先令 6 便士（相對於 1670 年的

44 鎊半）。但銀價不變，仍是每磅值 3 鎊 2 先令。這表示金銀幣的比價，已從 14.35 調

到 15.07（銀相對更廉價）。金銀幣的純度依舊不變：銀幣 92.5%，金幣 91.66%（22 克

拉）。為何不鑄純度 100%的金銀幣？因為要純化到 100%的成本不低。此外，摻入合金

也可增強硬度，較不易破損或被剪裁。 

若要精確計算純金和純銀比價，就要把 1670 年的 14.35 調為 14.48，因為這是 100%

純金和純銀的市場比價，不是金幣（91.66%）和銀幣（92.5%）的比價。1717 年 12 月，

國會把金幣價值定為 21 先令，同時也把比價從 15.07（金銀幣比價），調為 15.21（純金



 4 

銀比價）。 

 1816 年國會通過新法案，英國成為法律上（de jure）的金本位，此後白銀不再是法

定貨幣，而是與銅鐵地位相同的金屬。此時的幾內亞金幣，已從 1717 年的 21 先令降為

20 先令。1817 年，幾內亞幣（guinea）改名為君幣（sovereign），每個君幣約含 1/4 盎

司純金。此時每盎司純金的鑄幣廠官價，是 3 鎊 17 先令 10 便士半，每個君幣價值 20

先令。1817 年改用盎司表達金價，而非 1670 年代的磅（每磅=12 盎司）。 

2.牛頓的處境與政策建議 

    1670 年，當時把幾內亞金幣定價為 1 英鎊（=20 先令），這個定價稍低於歐陸諸國，

所以英國是相對地金賤銀貴。英國金幣價格較低廉，對外國來說是值得購入的良幣。1670

年代英國的貨幣主體是白銀，當時黃金有兩個特點：1)金價用銀價表示：一磅黃金的官

價，是多少磅的白銀，這些白銀又值多少鎊多少先令。2)英國的金價和歐陸差距不大，

價差低於運費、保費、各項成本的總合，所以不足以誘發套利，並未導致大量外流。 

 到了 1696-1699 年間，朝野爭辯是否應該重鑄銀幣。1699 年 4 月 10 日的幾內亞金

幣值 22 先令，比 1670 年漲 2 先令（=24 便士，相當不少）。這表示金銀價值已顛倒：

白銀相對較廉。金幣值 22 先令，會吸引套利者運入黃金。1698 年 2 月 15 日，調降幾

內亞金幣 6 便士，成為 21 先令 6 便士（=21 先令半）。1698 年 9 月 22 日，貿易委員會

（成員包括主張重鑄銀幣的哲學家洛克）認為這個價位合理，正式刊印在 1699 年 2 月

14 日的下議院記錄（House of Commons Journal，12 卷頁 511）。這項報告指出，把幾內

亞金幣調降 6 便士，足以阻擋黃金流入。 

 既然英國金銀都有官價，也能相互兌換，當然是金銀複本位國家。然而下議院的記

錄（同上述的 12 卷頁 511）卻傳達另一種見解：「衡量商業價值時，真正的標準只能用

一種金屬（意指白銀），不可能同時用一種以上（即金銀並用）的價值標準。從全世界

的共識與便利性來看，都是用白銀衡量價值。黃金和其他金屬一樣，只能視為一種（金

屬）商品，價格和商品一樣起伏不定，所以黃金的價值也不能穩定。」這種見解不符實

情，因為英國的幣值，一直都用黃金和白銀相互表示。 

 下議院的宣稱可能有個目的：可以隨時調整官方金價，但官方銀價不動。試看幾個

實例：1696 年 4 月把金幣定價為 22 先令，金價高等於銀價低，造成白銀外流，為了避

免銀荒，才調降金幣 6 便士（21 先令半）。但 1699 年 2 月，又把金幣調回 22 先令。這

就又回到原點：白銀相對廉價而外流，黃金因價高而流入。 

 國會的金銀定價路線，傾向於透過貶值（銀賤），賺取貿易與殖民地利益，這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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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重商主手法，但會傷害複本位的穩定。18 年後這種情況實在撐不下去，1717 年 12

月 21 日，國會把金幣的價值定為「不得高於 21 先令」。翌年 5 月 6 日，鑄幣廠依據這

項決議，把金幣價格訂為 21 先令。 

 如表 1 所示，21 先令還是高於多數歐洲國家。所以在 1717-1816 的百年間，英國白

銀流出、黃金流入的狀況並未改善。持續的銀荒表示，已不可能恢復複本位，成為金本

位已是不可逆的局面。如果國會把金價定在牛頓建議的 20 先令，就很有可能維持複本

位。現在換個角度，改用金銀比價來表達：英國的金幣值 21 先令，得出金銀比價 15.21，

而荷蘭只有 14.65。若降到 20 先令半，就和荷蘭行情接近，白銀不會因套利流出，就不

會有銀荒，也不會成為金本位。 

 大家必然困惑：既然金幣在荷蘭值 20 先令，為何不把英鎊的價值，一步到位調降

到 20 先令，根本性地解決銀賤的困擾？為何要拖到 1717 年 12 月，才勉強調到 21 先

令？牛頓在 1702、1704、1717 年，編制過三次國際金銀幣兌換表（即匯率表），怎麼會

不明白 20 先令才是國際行情？為何牛頓明知 21 先令必不可行而不抗爭？這不是他計

算錯誤，而是委屈己意配合國會決議。1717 年 9 月牛頓的長篇報告，已明示法、荷、

德、義、波羅的海諸國的金價，都比英國便宜 9-12 便士（將近 1 先令）。只有西、葡的

金銀價比英國高，原因是從美洲引進大量白銀，造成銀賤金貴（見表 1）。 

白銀是英國貿易殖民辛苦賺得，若為了賺外匯而壓低銀價（匯率貶值），必然造成

金價明顯高於鄰國，破壞複本位制。對國家而言這是飲酖止渴，但對重商主義與殖民地

貿易者而言，這是維護利益的必要手段：壓低銀價、增強國際競爭力。以法國為例，1701

年的金銀比價為 15.1，之後降為 14.5（金賤銀貴）。而英國在 1717-1931 年間，一直維

持 15.21（金貴銀賤），若能降到 14.8 左右，就能避免套利造成白銀外流。 

 牛頓因而建議，把幾內亞金幣從公告的 21 先令，再降 6 便士成為 20 先令半。即使

只調降半先令，已足以阻擋銀塊出口。若能降到 20 先令，對英國必然大利。牛頓說：

「以上說明謙恭地呈請諸位大人閣下大智裁奪。」國會對此事並無具體回應，維持 21

先令的舊議。 

 

2 牛頓的分析與建議 

 牛頓對金貴銀賤問題，在寫給洛克的信中已關注到此事（1698 年 9 月 19 日）。牛

頓當時是鑄幣廠督導（Warden），洛克是草擬《貿易局報告》（Board of Trade Report）的

要員。洛克為了撰寫報告，向牛頓探詢歐陸的幣值（與英鎊的兌換行情）。牛頓的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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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荷、西、法主要錢幣的成色，供洛克判斷對手國的金銀比價與匯率起伏。牛頓可能

是以 1696 公告的兌換率為基礎，加上新近變化，回答了 8 項資訊。試舉三例： 

1)荷蘭的杜卡（Ducat）幣：重 2 dwt 4 grains（紋），比英國幣的成色好 1 克拉 2 紋。 

2)西班牙的 Pistole 幣：重 4 dwt 8 紋，比英國差 1/4 dwt。 

3)法國的 Crown 幣：重 17 dwt 12 紋，比英國差 0.6 dwt。 

另有三項現況說明： 

第一，荷西法三國鑄造的金幣總量是 7,983,739 個（換算方式：每磅黃金鑄成 33 個半金

幣）。 

第二，銀行對商業匯票的貼現率（用匯票換現金），在荷蘭約 5%；黃金貼現率（用黃金

換現金）約 6.35%或 6.5%（貼這些%給銀行當手續費）。 

第三，我手邊的檔已全部轉交給您，但金匠工會的檔尚未到手。若我能對貿易委員會諸

位提供更多資訊，請吩咐。 

1700 年春牛頓接任鑄幣廠長，職責之一是公告各國錢幣的兌換表（匯率），也向財

政部彙報國際行情動態。以下是 1700-1727 年廠長任內，對此事的幾項報告。 

第一，1701 年元月 20 日牛頓向財政部報告：法國和西班牙的金幣，在英國的行情

比在本國高（表示英國金價貴）。此信刊在《牛頓通信集》第 4 冊編號 631，頁 352-3。

內容三小段，重點是同樣的金幣，在法、西的價值約合英國的 17 先令，但在英國就貴

5 或 6 便士（半先令），主因是英國的幾內亞金幣，官價 21 先令半（定價太高）。隱含

的意思是：若金幣調降半先令（6 便士），就不會有國外金幣流入套利。1701 年 2 月 5

日王室下令：法、西金幣在英國的價格，不得超過 17 先令。但此時已有價值 140 萬鎊

的外國錢幣，因追求價差而流入英國鑄金幣。這也可看出，每個金幣價差 5、6 便士，

就足以引發資金跨國流動。 

第二，1701 年 9 月 28 日牛頓用 1 頁篇幅，向貿易委員會報告法、西的金銀比價。 

第三，1702 年 7 月 7 日的報告，全面分析英國與各國金銀幣的兌換表。 

第四，1717 年 9 月 21 日，牛頓向財政部報告各國金價與銀價，以及各國比價的落

差會造成哪些影響。此文長達 4 頁，內容詳盡分析探入。這篇長報告引發諸多響應，其

中一篇作者署名 M.M. 

 以下聚焦在一個關鍵點上：1702 年幾內亞金幣的官價，是 21 先令 6 便士（21 先令

半），牛頓同年算出各國金幣的兌換表。以下用表 1 A 與 1B，對比英國金幣在歐洲的價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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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英國幾內亞金幣在各國的價值與金銀比價 

(A) 1702 年 7 月 

英國 21 先令 6 便士（21 先令半） 
法國 20 先令 8 又 1/4 便士 
荷蘭 20 先令 6 又 3/4 至 5 便士半 
德國 20 先令 4 至 5 又 3/4 便士 
丹麥 19 先令 11 便半 
瑞士 20 先令 9 便士半至 21 先令半便士 
義大利 低於 20 先令 
西班牙 22 先令 5 便士半 
葡萄牙 22 先令 5 便士 

 

(B) 1717 年 9 月 

 金銀比價 英國幾內亞金幣的價值 
英國 15.21 21 先令 
西、葡 16 22 先令 1 便士 
法國 15 20 先令 8 便士半 
荷蘭、匈牙利 14.88 20 先令 7 便士半 
義大利 14.77 20 先令 7 便士 
德國、波蘭 14.71 20 先令 6 便士 
丹麥 14.65 20 先令 5 便士 
瑞典 14.59 20 先令 4 便士 
中國、日本 9 或 10 --- 
東印度 12 --- 

資料來源：1717 年 9 月牛頓的長篇報告書，以及 Li (1963) pp. 145, 152 的整理。 

 

對比表 1A 的 9 個國家，明顯看出只有西葡金價高過英國，主因是有大量白銀來自

美洲，造成銀賤。其餘諸國，以丹麥為例，金幣差價幾達 2 先令（24 便士）。若寬估運

費與保險等成本，只要從丹麥帶 1 單位，與幾內亞幣等量的黃金到英國，就可賺 1 先令

（12 便士）。還有哪種商品能具備這三大好處：高值、體積小、高利潤？換言之，英國

的高金價，必然激勵西葡之外諸國，積極運送黃金入英，然後運出因金貴而價賤的白銀，

這是一趟生意兩頭賺。國會訂 1 幾內亞幣等於 21 先令，必然會把從海外貿易與殖民地

賺來的白銀，廉價賣到外國，造成銀荒金多的反常現象。 

 英國的對策是禁止白銀出口，但全國都是海岸線，防範成本太高。對重商主義者與

殖民地經營者而言，國際間的交易以白銀為主，英國銀賤表示匯率低，有利出口競爭。

加上亞洲國家（印度、中國）大量缺銀，廉價的白銀可從亞洲賺取高利。牛頓因而建議，

把金幣降到 21 先令或更低。但國會沒有具體回應，因為金幣降價表示銀價漲價，金銀

比價會下降。 

 到了 1709 年，國會終於必須面對嚴重問題：1696 年以來，因銀荒導致銀幣不足。



 8 

4 月 15 日通過議案，鼓勵民間送白銀來鑄幣，也鼓勵國外送銀塊來鑄幣。1709 年 4 月

20 日到 12 月 1 日之間，任何人從國外帶回銀幣或銀塊，送到鑄幣廠鑄幣，每盎司可得

2 便士半的獎勵。結果收到 23 199 磅銀塊，鑄出 71 907 鎊銀幣。1709 年 的銀幣鑄造

量，幾乎等於 1703-1717 年（除 1709 年外）的總鑄量，因為有些年份的鑄造量非常少，

例如 1717 年只有 948 磅。 

 1711 年 5 月 1 日，英國國會再次採取激勵措施，共收到 22 957 磅銀塊。Li (1963:18)

列舉 1711-1717 年間的總鑄量與鑄造成本：這 7 年間共鑄 132,883 磅重的金幣，但只有

34 692 磅重的銀幣。為何銀幣明顯少於金幣？主因是白銀大量外流：1698-1715 年間，

白銀流向印度與荷蘭的數量，試舉數例。1698-9 年度流出的白銀價值，超過 85 萬鎊（最

高年度）；最少的是 1704-5 度，超過 19.2 萬鎊；第二高的年度是 1699-1700，超過 83.3

萬鎊；第三高是 1700-1 年度，超過 75 萬鎊；之後逐年遞減。這些資料一方面說明，為

何 1711-1717 年間的銀幣鑄量銳減，二方面表示英國已關切銀荒的嚴重性。 

 接下來看表 1B 的金銀比價。1698-1717 年間大量白銀外流，迫使 1713-1716 年間鑄

造的金幣大增。1717 年 8 月 12 日財政部要求鑄幣廠呈交報告，說明各國金銀幣現況，

以及各國比價的差異。9 月 21 日牛頓提出長篇報告，在諸多表面事實的背後，牛頓的

重點是英國比價（15.21）太高，國際行情應低於 15。牛頓隱含性地建議，把幾內亞金

幣調降到 20 先令 5 或 8 便士之間（約 20 先令半），就可讓比價降到 15 左右，與歐陸的

行情較接近。 

 但對重商主義與在亞洲貿易的工商界來說，中國與印度的超低比價（9 到 12，表示

銀貴金賤），正是重大的利益來源。把英國的廉價白銀運去中國，先用 9 單位白銀換 1

單位黃金，運回英國換成 15 單位的白銀。這樣的收益何等可觀，國會如何肯把金銀比

價，從 15.21 調降到歐洲行情的 14.7 左右？ 

 1717 年 12 月 22 日國會決議後，英國的金銀比價就固定在 15.21，直到 1931 年 9

月脫離金本位為止。國會的決議引發各界重大關注，但之後的比價就沒再調整過。原因

是 1 個月後（1718 年 1 月 23 日），國會認為民間預期金價（幾內亞幣）會再降價（表

示銀更貴）。若比價因而從 15.21 調到 14.85，預先窖藏白銀者可有 2.4%的利益。國會對

此事的決議是：不會變更金銀幣的標準，包括純度、重量、面額。 

 這是歷史性的宣告，因為此後的兩世紀間（1717-1931），英國的金銀比價都固定在

15.21，其間只有 1717-1819 以及 1914-1925 年間，英鎊（紙幣）暫停兌換黃金（同上，

頁 464 正文末段）。換句話說，1717 年 12 月國會公告金幣為 21 先令時，比價已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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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因而造成白銀大量外流，銀幣不足，英國進入以金幣為主的狀態，實質上已成為

金本位國家。此事要到一世紀後（1816）才在國會正式通過，成為法律上（de jure）的

金本位國家。1819 年通過 Peel’s 法案後，1821 年 5 月 1 日起，紙幣也可兌換黃金。 

 1717 年 12 月，國會把金價從 21 先令半降到 21 先令，金價只下跌 2.4%（或銀價漲

2.4%），對市場的實質影響有限。白銀持續外流，金幣愈鑄愈多。1718 年上議院感受到

銀荒的問題嚴重，元月 23 日商議後，判斷有三大主因：白銀大量轉為奢侈品，例如銀

餐具、首飾、燭臺；大量流往亞洲經商與套利，尤其是印度與中國；大量走私廉價白銀

到荷、德、丹諸國（表 1B）。 

半世紀後狀況更惡化：銀幣因稀缺而退位成輔幣，1772 年時金幣鑄量已增加 30 倍。

1774 年時更嚴重：單是英格蘭銀行在 1773 年底，就鑄了 950 245 鎊金幣，1774 年重鑄

金幣時，一年內鑄量高達 2 898 491 鎊。相對地，銀幣在 1772 年的鑄量只有 6556 鎊，

是金幣的 2.26%，銀幣的重要性已微乎其微。此事在 1717 年 12 月，把金價定在 21 先

令時已種下遠因，這也是牛頓同年建議，把金價降到 21 先令半或 20 先令，但被政府漠

視的必然結果。 

 

3 英荷間的金銀套利 

 金銀本位是複雜的幣制，有內部的困難（例如官定比價調整的爭議），還有各國間

的套利、比價、成色這些因素。本文以英國和荷蘭的資料（1734-1758），解說比價的差

距如何引發套利，此分析牽涉到兩國（英荷）、兩種錢幣（金幣銀幣）、兩種金屬（金銀），

以及最重要的兩種行情：一是英荷鑄幣廠宣告的金銀的收購官價；二是金銀在英荷的浮

動市價（即實際匯率，也就是市場的金銀比價）。這是兩國（英荷）兩種錢幣（金銀）

的簡化版，若把法、德、西、葡的狀況納入，各國又有各類各式金銀幣，多國同時交互

套利，反而不易說清。 

 英荷是個簡稱，代表倫敦與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場。英荷的金銀有各自的官定金銀

比價：英國 15.21，荷蘭 14.65。這兩個市場的海峽間距約 80 公里，長期密切交易整合

度很高，怎麼可能長期維持 3.8%的比價差？3.8%的差距，必然會使低廉的英國白銀流

向荷蘭，長久下來會出現銀荒，銀幣不足後只能鑄金幣，被迫成為黃金單一本位（金本

位）。這是牛頓在鑄幣廠期間（1696-1727），長期的困擾與重大考驗。 

 若英荷能協調比價，取折衷值 15.0 或 14.9，雙方的複本位就能長期穩定。比價穩

定相當於匯率穩定，必能互利互榮。但史實並非如此，因為 18 世紀初期，英國重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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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已發達，殖民地既多又廣，貿易順差大，賺回很多白銀，形成金貴銀賤。英國議會成

員與重商主義配合，也希望穩定的 15.21（低銀價），有助於海外競爭與套利收益。 

荷蘭也有東印度公司和殖民地（如印尼、南非），但白銀流入量（順差）比不上英

國。因此官定銀價較高，金銀比價較低（14.65），表示（相對于英國）荷蘭金較賤銀較

貴。由此可得出一項基本認識：某國的金銀比價，是基於該國擁有的金銀數量來訂定。

據此可推論： 

 條件 1：若金貴銀賤，導致白銀外流（銀荒），該國就會被迫從金銀複本位，轉為單

一金本位。若金賤銀貴，導致黃金大量外流，該國就會被迫從複本位轉入銀本位。英荷

比價差距約 3.8%，兩地相鄰運費少風險低，英國白銀必然流向荷蘭。因而可得出： 

 條件 2：若英荷都想維持悠久的複本位，就必須協調雙方的比價（例如 15.0）。形成

兩國一制，才不會引發套利，也不會有一方被迫轉入金本位或銀本位。國際金融局勢穩

定，方便貿易報價與結算，分享資源分享繁榮。 

 但條件 1 與 2 通常互不相容：只要英荷的順差程度持續落差，必然不能維持在約定

的 15.0。結果就是各國有自己的均衡：英國 15.21、荷蘭 14.65。所以兩國兩制（多國多

制）是常態。因而可以得出： 

 條件 3：各國依各自的金銀存量與流量，會有各自的均衡金銀比價。實際情況必然

是各國一制或多國多制，國際間的相對匯率，處於多元浮動狀態。 

 浮動的上下差距，取決於套利的活躍度。若相互套利又盛又急，比價差距較易縮小

（水準化）；若因戰爭或自然災害，或管制金銀進出口（交易成本高），比價差距就較明

顯。因而可以得出： 

 條件 4：英國的複本位已有數百年歷史，若鄰國比價較低（荷蘭 14.65），在套利的

壓力下，廉價金屬（如白銀）大量外流，形成奇特局面：英國被迫成為金本位，但荷蘭

仍處穩定的複本位。 

 銀荒造成銀幣不足，英國怎麼辦？最簡易的三種措施：1)提高鑄幣廠的白銀收購官

價，讓白銀留在國內；獎勵外國運入白銀，依官價收購。2)課征白銀出口稅，但英國海

岸線太長不易防堵。3)擴大貿易順差，把海外白銀反向流回英國。其中以第一項最簡明

有效，把比價 15.21 降到和荷蘭相近（14.80 左右），即可阻止白銀外流。 

 明白上述 4 個條件，接下來用資料驗證英荷的套利嚴重程度。英國從 1698 年起，

持續公告外匯行情表（The Course of the Exchange），月份資料品質相當高。荷蘭的資料

從 1734 年起，才持續刊在 Koopmanschappen tot Amsterdam（阿姆斯丹外匯行情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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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分析英國個案，當然可以從 1698 年做起，此時牛頓已入職鑄幣廠。 

 荷蘭從 1734 年才有資料可用，但牛頓已於 1727 年春逝。因而只能運用 1734-1758

年間的高品質資料，來逆推牛頓擔任鑄幣廠長（1700-1727）期間的困境：為何無奈被迫

改采單一金本位？牛頓有其他選項嗎？實證資料確實相差 20 年，但相對於 19-20 世紀，

18 世紀上半葉的金融市場未尚過度活躍。這是可以接受的近似解，因為重點在於理解

運作機制，而非追求精確解。 

分析 1734-1758 年間的資料，可以得出明確結論：英國政府不願調整金銀比價。鑄

幣廠是業務單位（鑄新幣、回收舊幣、制訂匯率表），無權影響官訂比價。1717 年之後

英國被迫轉為金本位，責任不在牛頓，而在更高的決策層級的國會。 

 18 世紀末之前，位處依比利半島的西葡，擁有大量從美洲與海外流入的金銀。為了

保存金融戰備資源，西葡嚴禁金銀出口。相對地，荷蘭從 1646 年就容許金銀塊，以及

外國金銀幣進出口。荷蘭鑄幣廠一向主張禁止金銀流出，以免破壞複本位制，但政治影

響力龐大的商界與貿易業，極力反對禁令，主張金銀流動自由化，讓經濟更繁榮。英國

的情形又不同：1663 年解除金銀塊出口禁令，1819 年之後容許金銀塊與外國金銀幣進

出，但禁止運出本國的金銀幣，避免錢荒通貨不足。 

金銀流動有兩項主要目的：一是支付貿易商品貨款；二是套利，猶如今日的熱錢在

國際間流竄，從各國起伏的匯率中套利。19 世紀前的金銀幣時期，跨國套利取決於兩項

因素：第一，兩國行情有明顯差距，值得費力運送金銀賺差價。第二，兩國間的運費與

風險成本，低於預期的套利收益。因而可得出一個概念：金銀輸送點（specie points），

是指由於金銀市價波動，而引起金銀從一國輸出或輸入的界限。最高界限是金銀市價加

運送保險等費用，即是金銀輸出點（export point）；最低界限即是金銀輸入點（import 

point）。計算公式為：金銀輸送點＝金銀市價±1 個單位的運送保險等費用。 

已知英荷比價相差約 3.8%，若運費、風險、各項成本合計低於 3%，就值得套利。

英荷間的運費廉風險低，加上英國不禁止金銀出口，套利自然活躍，白銀流出、黃金流

入。現在來看 1734-58 年資料所透露的實況。在黃金市場方面，總共有 119 個觀測點（有

效樣本），其中只有 1741 年 9 月 18 日那個點，金價與黃金進出口點（的低點）同價，

表示此時不值得在英荷間套利，其餘時點都值得（也必然會）運送黃金套利。 

白銀市場只有 1750 年 5 月 18 日那點，不值得套利。我們有理由逆推猜測，牛頓擔

任廠長期間（1700-1727）的狀況也應該類似：大約只有 1%以內的機率，在英荷間不值

得運送金銀套利。英荷運費雖低，但風險因時而異：非戰爭期的海運保費，約是商品總

https://wiki.mbalib.com/zh-tw/%E9%BB%84%E9%87%91
https://wiki.mbalib.com/zh-tw/%E9%BB%84%E9%87%91%E8%BE%93%E5%87%BA%E7%82%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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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 1.25%，戰爭時約 3.5%。只要不打仗，1.25%的保費加上 1%的百公里運費（假設），

成本合計不會超過 3.0%，明顯低於金銀比價的差距 3.8%。 

 在這種結構下，英國有兩個選項：一是把比價差距從 3.8%調到 2.5%以下，就能有

效中止套利活動。二是白銀被套利者運走，銀荒造成銀幣短缺；同時把外國相對廉價的

黃金運入英國，造成金多銀缺的奇特現象。牛頓只能無奈地多鑄金幣少鑄銀幣，銀幣因

數量不足而退化成輔幣，英國只能無奈因複本位轉為金本位。 

 

4 英荷的金銀幣熔鑄點 

 金銀也是貴重金屬，各自有市場行情，例如每盎司多少英鎊或美元。但金銀又是貨

幣材料，鑄幣廠必須公告官價，依此價無限量購入。金屬市場日月不同，在激烈波動期

（如戰爭），猶如今日的外匯行情起伏不定。鑄幣廠的官價，公告後就必須由政府維持，

中短期內不會明顯變化，和平時常年不變。所以官價是較穩定的行情，也是衡量貨幣體

制穩健的指標。 

 金銀市價若與官價相近，幣值穩定、工商業風險低、交易成本少。若市價偏離官價，

會有兩種可能：高於官價，民間就把金銀幣熔塊出售。低於官價，民間就買入金銀塊，

送去鑄幣廠鑄幣流通。這也是套利行為，但不在異國間（如英荷），而在官價與市價間

賺差價。 

由此可引出一個觀念：市價高過官價時，金銀幣會被熔塊轉售；低於官價時，金銀

塊會送去鑄錢。這樣就會出現熔幣與鑄幣的級距（melting-minting band）。意思是說：若

超過此級距的上限（例如圖 1 灰色區間上方，比價約 15.60），就會誘引民間熔金幣鑄銀

幣（熔金鑄銀）。若低於級距的下限（圖 1 灰色區間下方，金銀比價約 14.80），就會誘

引民間熔銀幣鑄金幣（熔銀鑄金）。 

 1734-1758 年間，荷蘭的灰色區間級距是：上限 15.12，下限 14.20。荷蘭的官定比

價是 14.65，因而穩居級距內，不會發生熔鑄。荷蘭的有效樣本是 119 個，是 1734-58 年

間所有月份的 44.34%。在這 119 個樣本中，只有 8 個（6.7%）稍低於下限 14.20。這表

示 17734-58 年間，荷蘭基本上未曾陷入熔幣的黑洞，表示複本位元處於穩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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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倫敦的金銀幣熔鑄點，1734-58（參見正文內的解說） 

說明：此圖最上方（16.00）與最下方（14.00）的兩條細線，容易讓讀者誤以為 16.0 是熔金鑄銀點，14.0
是熔銀鑄金點。這兩點不可能這麼巧，正好都落在整數點上（14.0；16.0）。其實不需要這幾條細線，因

為在荷蘭個案的圖內，並無類似的細線。作者原意是每間隔 0.5 劃條細線，方便判讀各年份的比價。此

外，原文說英國個案 almost always was far below the lower bound。這也不正確，因為可清楚看出是 lower 
band，不是 lower bound。 
 

 英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圖 1 顯示金銀的市場比價，在 1734-58 年間，從未高過官方

比價 15.21。更嚴重的是，1736-58 年間，除了 1738 年中、1745 年中、1756 年初這幾個

小時段，大部份的時間的金銀市場比價（參見圖 1 激烈起伏的粗線），都低於荷蘭的比

價 14.65，甚至有好幾年間還跌到 14.0 左右。英國的官定比價是 15.21，熔金鑄銀的上

限是 15.59，熔銀鑄金的下限是 14.84（圖 1 灰色區間）。 

英國熔幣的下限（理論值）是 14.84，但 1736-1758 年間的市場行情，大都在 14.84

和 14.0 間激烈起伏。1734 年 4 月到 1758 年 10 月之間，英國有 295 筆月資料（有效樣

本），其中 257 筆（87.12%），低於熔幣級距的下限（14.84）。低於此下限，就會發生熔

銀鑄金：在套利的誘因下，銀幣被熔成銀塊流向國外，買入外國較廉的黃金鑄成金幣。

這和荷蘭的情況截然相反，表示英國的複本位制很不穩定，必然會變成單一金本位制。 

一來一回的套利有多少利潤？平均約 3.4%。1740-41 年間風險低時，利潤有 6%以

上。若有一群金融商人，積極募股合資百萬鎊，利用英荷比價差距（3.8%），以及官方



 14 

比價（英國 15.21），與市場比價的明顯差距（1740、1741、1754、1758 年間，曾低到

14.0 左右），運銀去荷（理論上可賺差價 3.8%）、運金回英（理論上可賺差價 3.8%），6%

的利潤並不誇張。英荷距離百公里，假設每月來回兩趟（每年 24 次），每次平均利潤 5%，

年度利潤=100 萬鎊（乘）5%（乘）24 次=120 萬鎊。就算扣除各項明暗開銷，每年賺個

股本也夠滿意了。 

 這些長期暴利，是從哪頭笨羊剪下的厚毛？是英國頑固不動的官定比價 15.21，讓

全國承擔了白銀外流、銀荒缺幣的痛苦，也讓歷史悠久的複本位，因黃金大量流入、被

迫大量鑄造金幣，變成實質的金本位。理論上銀荒後銀價會上漲，長期套利後利潤空間

會縮小。但英荷間的套利反而更嚴重，有個獨特原因。因為銀幣被熔成銀塊，運到海外

後被轉賣到金屬市場，做成銀器、餐具、銀飾。這是金屬本位的一大隱憂：貨幣用的金

銀，若官方比價與外國有明顯落差，就會被熔掉流入金屬市場，不再流回貨幣市場。 

解決之道很簡單，英國只要把官方比價，從 15.21 降到與荷蘭的 14.65 相近（例如

14.85），就能緩解套利、銀荒、缺銀幣的困擾。為何國會堅持不調降？此事有長久的背

景。1698 年英國金價每盎司比荷蘭貴 6%，解決之道就是金價降 6%與荷蘭同步。以哲

學家洛克為主的委員會，爭辯許久之後才同意降 2.25%。若真能調降 6%，等於把幾內

亞金幣的價值，從 1698 年的 22 先令（此時金銀比價為 15.93），降到 20 先令 9 便士（便

宜 15 便士），金銀比價就會降到 15.03，和荷蘭的 14.68 只差 0.35，就無套利空間、白

銀不外流。 

洛克的委員會勉強調降 2.25%金價，就引起大量反對聲浪，因為擁有黃金的地主、

貴族、商界會有巨額虧損。金價只降 2.25%，比價仍高達 15.58，英荷間的套利動機強

烈，白銀持續外流。單在 1717 年那年，東印度公司就從英國運出 3 百萬盎司白銀，來

源應是熔掉的銀幣。 

 牛頓怎麼看待此事？他屢次建議調降比價，避免套利造成銀荒。1701 年 9 月 28 日

他呈交一份簡短的備忘錄，說明法國這幾年來，比價已與荷蘭相同，建議財政部往此方

向考慮，但財政部無具體行動。16 年後銀荒問題更嚴重，1717 年 9 月 21 日牛頓再提此

議。這篇最長也最重要的報告，有多項國際訊息與比價相關，參見表 1B 的對照。 

 1717 年 9 月之前，英國比價是 15.58，為何表 1B 內牛頓用 14.6 和 15 之間，來推

算幾內亞金幣的國際行情？目的在襯托英國金價不符國際行情（西葡的比價 16 除外），

這也突顯金貴銀賤的問題嚴重。這次的建議（1717）和上次（1701）一樣，都被束諸高

閣。牛頓明白國會的心態是抗拒調降比價，他改用更直接的說法：建議分兩階段調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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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先從 22 先令降到 21 先令，之後再降到 20 先令 8 或 6 便士。此時問題已很嚴重，

1717 年 12 月 22 日政府接受第一項建議，把金價降為 21 先令（便宜 12 便士），比價從

15.58 降為 15.21，這個比價維持到 1931 年（共 214 年）。 

 牛頓的第二項建議，要把金價降到 20 先令半左右（再便宜 6 便士），就引發社會極

大關注，因為有影響力的金幣持有者吃了大虧。1718 年元月 23 日，國會認為再降金價

等於提高銀價，必然引發社會窖藏白銀。若依牛頓的第二次建議，把金價降到 20 先令

半，比價就會從 15.21 降到 14.85，窖藏白銀者可獲利 2.4%。國會為了此事還宣告：不

會改變金幣的標準，包括成色、重量、面額。牛頓的立場是：維護複本位制最重要，若

不再降金價，必然會轉成金本位。但國會的態度相反：維護比價最重要，因為再降金價

等於提高銀價，會使物價上漲；金價降等於銀價漲，對國外的競爭力會下降，外匯收益

減少。 

回顧此事，1717 年 9 月牛頓的提議正確，因為如圖 1 所示，1740 年的市場比價已

經降到 14.0 左右。這是不可逆的國際趨勢，牛頓在 1696 年就已看出，英國必然走向熔

銀幣鑄金幣、轉為金本位的結局。1717 年 9 月牛頓提報告書時，複本位制已出現名存

實亡的徵兆。 

 

5 後續與省思 

 如果 1717 年 12 月英國已是實質金本位，為何要到 1816 年，國會才通過成為法律

上的金本位？這是重商主義者考慮兩方面的商業利益，希望繼續維持名義上的複本位。

一方面是可在各大洲的殖民地開採銀礦。只要白銀還是法定貨幣，提煉的白銀就可依法

定比價（15.21）換黃金。18-19 世紀間的銀礦還很豐富，提煉技術不斷精進，每噸銀礦

能提煉的白銀更有經濟效益。隨著開採技術與設備進步，礦坑愈挖愈深，白銀產量大幅

增加。若英國不是複本位，採礦與貿易所得的白銀就只是金屬，也沒有換取黃金的保障。 

 二方面是商業利益的保障。如表 1B 所示，亞洲的金銀比價低（約 9-12），英國在印

度的殖民與遠東的商業網龐大，若穩定維持 15.21 的比價，用便宜的白銀去亞洲貿易與

套利，利潤與商機必然龐大。中國是銀銅複本位，但長期缺銀，對廉價白銀張臂歡迎。

印度在 1893 年之前可以自由鑄幣，英國商界用低廉的白銀在印度鑄幣，輕易掌握棉花、

鴉片、茶葉，把這個次大陸當作據點，開發各項資源。掌握絕對優勢後，繼續向亞洲地

區做更深更遠的掌控。若英國從 1717 年就在法律上成為金本位，白銀會依市價起伏，

且不能依法定比例換成黃金，在遠東的貿易、套利、投資必然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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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隨著銀產量在 19 世紀大增，國際銀價大跌，金銀比價從 18

世紀的 14-15，提升到 15.5 甚至 16。若英國還堅持 1717 年的 15.21，就會從銀賤的優

勢，轉為銀貴的劣勢。國際金銀比價的變動，迫使英國在 1816 年宣告，正式成為金本

位國家。此時白銀已不再具優勢，黃金掌握了世界經濟的命脈：讓英鎊的價值（匯率），

釘住更高值、更穩定的黃金，才能成為世界性的領導貨幣。 

隸屬大英國協的加拿大、紐西蘭、澳洲，以及分佈各大陸各大洲的屬地，更容易在

英鎊金本位的大傘下共用繁榮。列強看清金本位的優勢，從 1870 年代逐漸放棄銀本位

（例如德國在 1872 年）或改采金本位（例如法國和美國在 1873 年），或以舉國之力強

勢加入金本位（例如日本在 1897 年）。 

以上是從經濟史的角度，解說為何英國早在 1717 年底，就已成為實質金本位，其

實此事對 18 世紀的英國未必是優勢。牛頓完全明白此中道理，也提出正確建議，但還

是不敵政治與國會的決議，牛頓對此事不應承擔任何專業與道德責任。牛頓之後的兩位

知識份子，在 1760-1770 年代對重商主義與金塊主義，也有過嚴肅的批評。 

1492 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歐洲掀起貿易與殖民地熱潮。都鐸王朝的亨利七世

開始向上爬升，亨利八世積極對歐陸征戰，伊麗莎白一世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1588），

開發殖民地與貿易路線。1500-1776 年間是展開洲際經濟的階段，這時期英國的全球化

作為，奠定日後各國重商主義的基本模式。 

重商主義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累積金銀，共同的基本心態是：外匯存底是貿易順差

的結果，而貿易順差是國家生產力的表徵，金銀累積愈多，表示更富裕兵力更強大。第

二個特徵是殖民主義，搶奪各大洲的資源、礦產、金銀。附帶的做法就是頒發特許權，

瓜分海外地盤增加國庫稅收。英國在 1651、1660 年頒佈航海法，規定國貨國運、外國

船隻不准入內、不准外國貨進入殖民地，排擠外國競爭。 

在重商制度下，與王室有交情的貴族或王族權臣，較有機會得到特許權，經營殖民

地或某項產業，這種模式稱為 rent-seeker（競租者，追逐超額利益者）。他們的種種作為

（效忠、奉承、勾結），稱為 rent-seeking behavior（競租行為）。這些追求自利自肥者必

然對社會有害，例如英國的羊毛業者反對棉花進口，法國的蠟燭製造商要求政府，禁止

民間白天開窗簾。 

先以哲學家休姆（David Hume, 1711-76）為例，他有一項學說：price-specie flow 

mechanism（物價–現金流動機制）。Price 指的是英國物價，specie flow 是指因貿易而進

出的金銀。基本意思很簡明：重商主義以累積金銀為目標（金塊主義），但到 18 世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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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時，累積的金銀已經相當可觀，結果是物價上漲，糧價水漲船高，工資跟著攀升，各

行各業的成本，被過去辛苦累積的金銀，逼升到遠超過貿易對手國（德、法、荷）。英

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因而下降，反而要用前人累積的外匯，購買外國較廉價的糧食與商

品。金銀因而逆流出去，這是自己打敗自己（self-defeating）的過程。休姆提醒說：金

銀不是真正的財富，貨幣只是交易的媒介，金銀只是一層面紗，真正要累積的是生產力

與競爭力。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用另一種方式呼應休姆。斯密主張自由放任、自由競爭、

最小政府，反對 16-18 世紀的重商主義。國家干預經濟運作的初始目標，當然是要增進

全國利益，但政府的積極作為猶如看得見的腳，會妨礙市場機能運作。這套干預式的政

策有不少缺陷：維護有權力的利益團體；干涉私人經濟活動的自由；積極追求順差，引

起交易夥伴國敵對；為了在國際市場獲利，須有武力保護商業活動與殖民地，導致軍事

花費過巨。 

《國富論》第四篇主張讓個體自由行動，因為他們在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同時，會

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調和，全國的利益會比看得見的腳干預時更高遠。《國富論》所反

對的，不是重商主義所追求的兵強國富，而是反對在此項目標下，政府的干預過程與後

果。休姆的見解和《國富論》的主張，讓我們更能同情地理解，為何牛頓的專業分析與

良知建議，在 1717 年 12 月的國會決議上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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