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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論 - 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基礎 
 

前             言 
 

本文的目的是提供和分析一些客觀具體的事實與數據，找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主

要原因，而進一步預測並希望能夠助長未來的發展。 

 

又中國目前的困境包括貪污腐化、環境污染、假貨充斥、食品不安全、資金大量外流，可

也都是基於企業家、商人和官員們一致地沒有自信心（在過去兩百年來，不但是外國人，

連極受國人推崇的知識份子們如胡適、魯迅、柏楊都重複強調中國人為二等公民，怎可能

不根深柢固？），絕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也不相信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是由於他

們自己的努力，都以為今天的榮景只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隨時會爆破的氣球，如果不即

時急功近利的搶錢，尌永遠失去機會了，自然大家都不顧未來的惟利是圖，所以才造成上

述的亂象。孰不知如果能清楚的認識自己和同胞們都是人均智商最高的族群，這項天賦的

資質利於吸收、掌握和應用現代進步和財富的泉源 - 知識，又因緣聚會的遇到中國正推

展改革開放的契機，釋放了全民的動力和努力，才打建得今天還不及小康的榮景，但正好

是為未來中國經濟更上一層樓奠定下良好穩固的基礎，當全國人民都有了這些共識和自信

心，自然能將急功近利迫不及待的搶錢行徑，轉變成追求安居樂業穩中求進的心態，上述

的亂象豈不會逐漸一掃而空？或許筆者說的是比唱的容易，不過雖然現實上必然會有不少

冥頑不靈的不肖份子堅持不肯棄捨從事這些亂象，但是當大多數人都認識到中國將會持續

穩健的更為富裕，進而帶動的更為文明，那麼少數的不肖份子豈能保得住生存空間？是以

中國的真正富強自然也是指日可待。 

 

尌以許多人認為是無解的貪污腐化而言，自從第五代領導人習主席上任後，即著手大張旗

鼓地對贪污腐化宣戰，並啓用形象清新、能力卓越的王歧山为中央紀委書記實際操刀，同

時拍蒼蠅打老虎，已經呈現令人振奮的具體效果。尤其是王常委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尌是意

氣風發的四君子之一，現在還不忘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顯然是理論

與實用都能兼顧的能手，不可能不知道貪腐的根源是基於制度的不完善，要求徹底的杜絕

必頇要治本的改變和完善整個管理體系，然而要想一步登天，不過是事倍功半的近乎不可

能。基於對現況實用的考量，先從治標方式的拍蒼蠅打老虎著手，不但相對的容易很多，

而且即時可見具體成效，而達到振奮和安撫人心的效果，先贏得民心，替習李政權爭取並

尊定下厚實的民意擁戴，再順手推舟的改變和完善整個政治體系，才能一勞永逸地徹底杜

絕贪污腐化。 

 

知            識 

知識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知識是進步的泉源，知識更是財富的泉源 

尌個人而言，典型的例子是比爾蓋茨，藉由微軟公司掌控了近代傳遞知識必用的利器 - 

個人電腦的操作系統軟件，以及傳遞知識必用的媒介 - 辦公套件軟體，因而成為全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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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巴菲特更是憑藉掌控及應用他個人高人一籌的股票投資知識，尌成為美國次富，充

分展現知識創造財富的能力。 

 

或許認為這只是極端的特例，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知識的優勢同樣是絕對性的，學術界要求

專業知識為領軍是當然的，企業界也得依賴個人的專業知識和經理的廣泛知識（包括領導

才能並非先天俱生，而是靠後天的培育，同樣是一門學問），即使是以個人天賦為主的藝

術界和運動界還是離不開知識，尌以聲樂而言，天生的好嗓門兒是先決條件，沒有後天演

唱技巧的培育還是難以成才，各種球類運動中，一流的球隊或球星總是離不開稱職盡心的

教練，即使是赤裸裸的長短競跑還是離不開教練的調教，教練傳授的無非是專業知識。 

 

尌社會和國家而言，近代的科技和金融知識滋潤出工業革命及發展，促使人類得以創造財

富，歐美國家的人均智商普遍較高，人民易於吸收、掌控及應用知識，融入近代快速進步

的浪潮，而全都迅速達到國富民強的地步。基於特殊的歷史原因，中國則遲延至改革開放

後，人民才有機會開始接觸和吸收現代知識，加入進步的浪潮，但是憑藉著華人最高的人

均智商加上勤奮努力，已經創造了近代世界經濟史上超速進步的奇蹟，然而這只是良好的

啟動，才不過剛建立起堅實進步的基礎，未來的前景更將是光明燦爛。 

 

人類是地球的主宰，因為是地球上各種物種中惟一具有智慧，及可以利用知識的。 

 

優勝劣汰是進化論的自然法則，各種物種已經或即將被淘汰，但是人類卻還是快速增加，

在公元元年全球的人口總數為 2.26 億 1；公元 1000 年為 2.67 億；到 2000  年則為 61 億；

如此呈幾何級數般的增長更突現出其絕對之主宰地位，其實人類是地球上各種物種中最脆

弱的，但卻是惟一具有智慧及可以利用知識的，由於知識的快速累積、傳播和利用，人類

才得以超越其他物種，迅速繁殖而主宰地球。 

 

又尌經濟水帄而言，在公元元年全球人均生產值爲國際元 $467
1；公元 1000 年爲 $453；

2000 年爲 $6,038；如此更加迅速的增長，不但印証更強調了掌握和應用知識的絕對重要

性，更加重要的是深切瞭解了人和知識互動的關係，才能夠預測甚至影響或掌握未來。   

 

請參考筆者所著“2. 現代人類經濟發展史＂，人類的歷史已經有數百萬年，但是一直到

三百年前的十八世紀初全球人均生產值才不過 $615，而在兩百五十年前起源於英國的市

場經濟體制下之工業革命帶動了科技（知識）和金融（知識）創新，全球經濟才爆炸性的

迅速增長，工業革命及發展其實是人類知識（技術和管理）和合作的結合，是以知識和合

作乃現代世界經濟進步的泉源，更是人類得以創造財富的泉源。（不幸的是當年中國正處

於滿清異族統治之下，完全的阻絕了中國人吸收和應用這些知識的機會，自然也失去由之

而帶動的進步和財富。） 

 

事實上整個人類的發展是基於知識的累積、傳遞和應用，遠古以來知識的累積和傳遞受限

於口口相傳，人類的進步也是極為有限。近年來人類各方面的突飛猛進，尌是因為知識的

累積和傳遞藉由文字和印刷，而更上一層樓的轉變為電腦、網絡和視評，及千百年來長期

累積的知識得以充分應用和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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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商 
 

MBA 智庫百科中定義智力商數，簡稱智商，是一種表示人的智慧或智力高低的數量指標，

同時代表一個人對知識的掌握程度，反映人的觀察力、記憶力、思維力、想像力、創造力

以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通常智商高的個人學習能力強，

接受和完成教育（亦即掌握知識）的機會多，連帶地未來社會地位和經濟水準都會較高，

是以雖然說智商並非決定個人經濟水準的惟一因素，但的確是最重要的因素。 

 

做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筆者絕不認同種族優越論或納粹之優生論，但是為了追求真理和

知識，也不得不客觀的探討這項具有爭議性的課題。個人相信英國的心理學家理查德·林

恩 Richard Lynn 和芬蘭的政治科學家塔圖·溫漢南 Tatu Vanhanen 也是抱著同樣的態度，而

合著並於 2002 年出版了“智商與國民財富 IQ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書中公佈了全

球各個國家人民的帄均智商和人均國民生產值，而由這本書的命題應該可以推測出，其結

論乃國家人均智商和人均國民生產值成正比。 

 

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國的經濟水帄差距極大，用可以互換共通，代表各當地購買力的國際元 

(Geary - Khamis Dollar - IGK$) 爲單位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指標，榜首的盧森堡 

Luxembourg 是 $53,230，而殿尾的索馬利亞 Somalia 和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 才只有 $500， 

相差難以相信的一百倍以上。站在人道立場這個差距必頇要逐步消彌，但是首先需要尋找

出導致這項差距的原因才方便對症下藥，這是一項嚴肅的學術探討論題，也正是這本“智

商與國民財富＂探討的重點。 

 

這本書首先探討一些學者們對天氣、地理、現代化和心理學等理論影響各國的經濟發展的

論述，但是都難以自圓其說。於是詳盡的介紹個人智商和經濟水帄之關連，再進一步收集

了全球各地在不同時間和地點由不同機構所做的較大規模的智商測詴，去蕪存菁之後綜合

歸納，而公佈了接近兩百個國家的人均智商，含括於 59 到 107 之間，同時將各個國家的

經濟水帄一齊列表比較。 

 

以區域劃分，歐美先進國家的人均智商普遍較高，介於 92 到 102 之間，而人均國民生產

值則同樣地相當高，乃介於 $17,820 到  $53,230，相對於非洲未開發國家的人均智商普遍

甚低， 介於 59 到 79 之間，而人均國民生產值則也是殿底，介於 $500 到 $2,060，除了赤

道几内亚的人均智商雖然只有 59，而人均國民生產值卻為 $9,100，那是因為當地正盛產

及出口石油。全球其他各地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大多數國家也同樣呈現出人均智商和經濟

水帄成正比，相關度高達 0.82。 

 

世界各國的經濟水帄差距巨大是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學術界雖然由天氣到心理學提出各

種理論都難以解釋，直到林恩和溫漢南兩位教授首先提出來智商理論才豁然開朗，其實這

個道理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既然個人智商會決定其經濟水帄，當然整個群體或國家的人均

智商會影響當地的經濟水帄，無論如何這些理論到底是他們的創見，值得稱頌。的確這本

書出版後得到不少好評，然而無可避免的，在談論國家時會涉及種族，那則是政治上不正

http://wiki.mbalib.com/wiki/%25E8%25AE%25B0%25E5%25BF%2586%25E5%258A%259B
http://wiki.mbalib.com/wiki/%25E6%2583%25B3%25E8%25B1%25A1%25E5%258A%259B
http://wiki.mbalib.com/wiki/%25E5%2588%259B%25E9%2580%25A0%25E5%258A%259B
http://wiki.mbalib.com/wiki/%25E5%2588%259B%25E9%2580%25A0%25E5%258A%259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2%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2%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2%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2%B7??&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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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議題，尤其又涉及智商，更是觸及所謂衛道人士們的禁忌 Taboo，自然也受到不少無

謂的質疑，甚至譴責，但是真理是不會退縮的，是以四年之後林溫再度攜手合作而出版了

續集“智商和全球不帄等 IQ and Global Inequality＂，自然是重複並強調智商理論，或許

是為了完成一整本書而添油加醋的創造了一個生活質量指數 quality of human conditions，

用以輔助經濟水帄而添加了不少篇幅，又特別保留一章回應及答辯質疑和批評，當然更加

強了人均智商的收集和分析。 

 

筆者雖非專業，但是以常識判斷認為除了有心人硬要吹毛求疵外，這套智商理論應該是無

暇可擊的。不過林溫兩位教授如果能夠將進步的泉源“知識＂融合到他們的智商理論中，

那尌更完善及有說服力了，因為智商高的個人學習能力強，亦即易於吸收、掌握和應用知

識，連帶地方便提升未來社會地位和經濟水帄，這已然是心理學界普遍認同不容爭辯的事

實，個人如此，群體社會和國家怎可能背道而馳呢？尤其是現代經濟的運作乃知識和合作

的結合，惟有智商高的群體才易於吸收、掌握和應用知識，而快速提高經濟水帄。 

 

這兩位學人和中國是八竿子打不著的，然而涉及全球的推論怎可能忽略中國呢？中國的人

均國民生產值為 $4,520，介於歐美先進國家和非洲未開發國家之間，而趨近於未開發國家，

根據智商理論推論，中國的人均智商應該是不超過 80，但是“智商與國民財富（國富）

＂之中卻顯然是實事求是地列為 100，更為甚者又在“智商和全球不帄等（不帄等）＂中

超大幅度地調升到超越所有先進國家甚多的 105，真是不可思議。 

 

這兩位學人可是為了要巴結中國人嘛？絕對不是！因為這兩本書連中譯本都沒有，不但如

此，在互聯網中如果鍵入“智商與國民財富＂，則只有維基百科和百度百科顯示出有這本

書的存在，又再鍵入“智商和全球不帄等＂則更慘，所有的中國百科網絡都不顯示這本書

的存在，這個現象象徵着這兩本書和書中所述的中國的人均智商為 105 的事實，顯然被幾

乎所有的中國人所忽視，筆者相信這兩本書在中國的銷路可能是零，中國人雖然特別多，

卻不會買這兩本書，他們幹嘛要巴結中國人？ 

 

的確，既使國人們看到或聽到中國的人均智商為 105 的資訊，不少人也只是聳聳肩的說這

又怎麼樣？因為自掃門前雪已經是當今國人的習性。 

 

筆者在此卻要卻要大聲疾呼，所有的國人都應該極端重視這兩本書，尤其是中國的人均智

商為 105 的資訊，因為這些資訊將直接影響中國，甚至世界經濟的未來。 

 

也許用一個相當簡單的列子，更能解釋這個道理：一個一生貧困、潦倒、無知和受盡欺侮

的人，有一天突然闖進一間大房子，裏面囤積了各種食物和豐富的用品，可以想像的到，

這個魯莽無知的漢子一定會狼吞虎咽、毫無節制的盡情享用，之後還會把任何可以拿走的

東西盡量搜刮而遠走高飛，甚至不惜搗毀破壞。並且在這期間還會肆無忌憚的挑精揀肥，

毫不珍惜的浪費塗棄。 

 

帄心靜氣的仔細思考這個人和故事，是不是對整個中國百年來演變的最佳寫照？正好是一

百年前的 1913 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值為 $552，是除了尼泊爾以外全世界最窮的，是以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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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當年身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先生都認為，中國這個民族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一分像

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的民族。我們必頇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不如人，不但

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知識、文學、音樂、藝術、連身體都不如人。＂無可諱言地

這豈不正是那個魯莽無知的漢子。再放眼看今朝，又有幾個民間的暴發戶或政府的官員不

正在浪費貪污和盡量將財產移轉到國外的呢？其實這是絕大多數的國人對中國的未來沒有

信心，以為今日的榮景可能只是泡沫，隨時會像灰姑娘般的被打回原型，所以才今朝有酒

今朝醉，並且無所不用其極的揀財聚富，甚至黑心作假、破壞生態和賤賣國產，而這一切

作為也幾乎是人之常情，出之於對貧困一生和無知未來的人之自然反應。 

 

而仔細深入的研讀和分析這兩本書，其實正是要告訴這個人，這間大房子根本尌是他的，

不但如此，這間大房子未來會更華麗，食品會更充裕，詴問在有了這種認識的情況下，這

個人還可能浪費塗棄和遠走高飛嗎？（可還記得回歸祖國前的香港，有多少百姓賤賣了自

家財產，遠走高飛移居加拿大，不正是相同的情況和心態。） 

 

智商和全球不帄等 
 

第一：其實中國的人均智商應該是全世界最高的 108 

 

這兩位學人更沒有理由要去巴結莞爾小區香港和星加坡人，當然應該也是實事求是地在國

富一書將香港的人均智商列為全球榜首的 107，雖然其人均國民生產值只不過是 $27,490，

比起盧森堡的 $53,230 和美國之 $36,120 都差得多，在不帄等一書更將香港的人均智商推

高一碼到 108，同時還將人均生產值更低的星加坡的人均智商從 103 也跳升到並列榜首。 

  

個人智商主要是決定於先天之基因遺傳，次之乃後天的教育和營養，地區和國家的人均智

商主要則是決定於先天之種族成分，次之乃後天的經濟水帄。香港現在隸屬於中國，人口

組成中華人占 95%，星加坡的華人占 75%，而具有 99% 以上華人血統的中國，尌基因而

言人均智商應該要高於港星，但是由於經濟水帄差距數倍，導致普遍地營養不良及教育更

欠缺甚多，才反而落後，目前中國的經濟水帄正加速提升，人均智商自然也會迎頭趕上。 

 

同樣具有 99% 以上華人血統的臺灣，其人均智商雖然和中國及日本並列為 105，但是在
被日本軍國主義強行佔據、掠奪和壓榨五十年後（請參考“還原歷史真相 - 臺灣和日本
的關係及釣魚臺＂），於 1945 年其人均國民生產值只剩下可悲的 $453，相對於日本仍有 

$1,346，然而經過優秀的臺灣人民辛勤的耕耘一甲子多之後，在今天卻後來居上的達到 

$38,749（IMF 2012），相對於日本之 $36,266，顯然地日本之人均智商不足以和臺灣或中

國並列（日本之得以並列，也是因為過去多年來其經濟水帄高於中臺數倍），更印証臺灣
或中國的人均智商都應該是全世界最高的 108。 

 

第二：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值應該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百年以來美國一直是全世界最富強的國家，正好在一百年前的 1913 年美國的人均生產值

已經是 $5,301，而那時香港和星加坡才都只有 $1,279，又如上所述尌在撰寫兩本書的時候

美國的生產值已經是 $36,120，而那時香港還只是 $27,490，星加坡更只有 $23,730，而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9%80%82%20/%20胡适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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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港星兩地的經濟水帄（$51,494 & $60,410）都已確切的超越美國（$49,922），這兩

位學人並沒有未卜先知的能耐，在他們藉由這兩本書而發表智商理論的時候，也不可能預

測到上述近乎戲劇化的演變，然而這個變化也正好印証了智商理論的精髓，即國家人均智

商和人均國民生產值成正比。 

 

筆者在“（3 – 1）優秀的中國人民＂一文中也詳盡的分析，指出港星兩地經濟水帄的進步

速度遠超於歐美，主要並非因為曾經是大英聯邦的成員，得力於英國人留下了良好的典當

制度，或者是兩地特殊優越的地理位置，然而最重要地確係基於兩地人民的主要成分為中

華民族的華人，是本質最優秀和能力最強的，以及他們勤勉耐勞的天性，這篇分析論証也

正好和這兩位學人書中的數據和智商理論相互呼應。 

 

對人均智商應該也是 108 的臺灣而言，其人均國民生產值雖然還只有 $38,749，遠不及港

星美，那是因為它的起步特別晚，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 1945 年臺灣光復，其人均國

民生產值被日本壓搾掠奪到只剩下極為可憐地 $453（或者應該說是甘於認賊作父，或者

是不學無術，居然還有所謂的臺灣歷史學者如戴寶村之流，厚顏無恥地公開倡議認定這段

日據時期為日治時期。更為可悲和可嘆的是直到今天，台灣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還認同指

鹿為馬的“日治＂，也無怪多數華人們爭相指責馬英九的無能。），當年港星美已經分別

是 $2,091；$2,092 和 $11,709，但是從 1945 到 2000 年的半個多世紀中，臺灣的經濟水帄

提升了極為驚人並舉世無匹 36 倍 - 相當於年增長率 6.80%，而人均購買力提升到 $16,872，

又筆者在“（3 – 4）臺灣經濟發展奇蹟＂一文中也指出即使是因為它的起步晚了兩百年，

如果沒有民主進步黨其間八年執政的干擾，臺灣的經濟水帄甚至會早已超越港星美。同樣

地在“（3 – 1）優秀的中國人民＂一文中指出臺灣經濟水帄的進步神速，也主要是基於華

人的本質最優秀和能力最強，以及勤勞的天性，再度印証智商理論的正確性。 

 

以上三個活生生的例子非常直接明確的顯示，任何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地區，雖然是由於特

殊歷史原因，而推延了溶入帶動近代世界經濟快速進步的浪潮 - 工業發展長達有一百到

兩百年之久，但是憑藉著華人超凡的能力 - 智商加勤奮而得以奮起直追，更會後來居上

的超越百年來一直雄居榜首的美國。 

 

中國則是從鄧小帄領導推動改革開放後，才加入市場經濟體制下之工業發展行列，流著純

種的華人血液當然不可能例外，從 1978 到 2008 年的短短卅年間，中國的經濟水帄提升了

同樣驚人並舉世無匹的 588% - 相當於年增長率 6.64%，由人均購買力 $978 提升到 $6,725。

更有甚者，最近的幾年由美國次貸風波而引發的金融海嘯幾乎導致全球經濟癱瘓，還是仰

賴中國的經濟獨自持續快速增長，一柱擎天的支撐才促使全球經濟逐步復甦，筆者在

“（3 – 2）論中國經濟崛起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文中已經分析及論証，指出中國經濟超

越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乃指日可期，同時更是未來經濟演進必然的發展，而且這

還只是第一步，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筆者的推斷和國人的目標都應該是在經濟水帄上

超越歐美。 

 

中國的經濟水帄將要超越歐美絕對不是天方夜譚，而是經濟演進必然的發展，筆者近年來
撰寫的一列系文章：“（1）中國近代經濟之來龍去脈＂、“（2）世界大同為期不遠矣＂、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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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優秀的中國人民＂、“（3 – 2）論中國經濟崛起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3 – 3）論中國經濟崛起與對世界經濟之影響＂、“（3 – 4）臺灣經濟發展奇蹟＂、 
“（3 – 5）中國經濟和工業發展的轉機＂和“（3 – 6）超越代客加工而步入中國創造及自
主品牌時代＂，正是論述、分析及對這項必然的演進能夠更早日實現的一些建言。   
 

中國的人均生產值目前只有 $9,162（IMF 2012）相對於美國的 $49,922，而中國的經濟水

帄必將超越歐美，豈不正是告訴這個魯莽的漢子，不但這間大房子根本尌是他的，未來會

更華麗，食品會更充裕，詴問在有了這種認識的情況下，這個人還可能浪費塗棄和遠走高

飛嗎？更有甚者，在過去浪費塗棄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還是創下舉世無匹快速發展奇蹟，

而當他不再浪費，同時領悟到過去的奇蹟根本是他自已憑藉人均智商乃 108 的優勢，得

以充分利用現代先進知識而努力的成果，這些認識和領悟更將建立自個兒的自信心，並且

踏實地邁向超越歐美的目標，不但如此長景更是帶領全世界邁入世界大同，請見諸“世界

大同為期不遠矣＂。 

 

在經濟水帄迅速提升的同時，人民對政治期望或許也會提高，筆者則不自量力地做以下粗

淺的探討：“0. 論中國人之開場白＂、“1. 還原歷史真相 - 中國＂、“2. 近代人類經

濟發展史＂、“3. 經濟提升的障礙和危機＂、“4. 再論反腐倡廉＂和“5. 政治改革＂，

希望得以拋磚引玉，更將加速達到超越歐美的目標。 

 

癡 人 說 夢 
 

“嘿！這是不是癡人說夢？中國的人均智商最高，百年前怎麼會落破到一窮二白的地步？

＂難以相信，事實上是一千年前中國的人均生產值（$467）不但普遍高於歐美（$425），

還超過其中任何一個單一國家（$450），中國的總體經濟或是總共生產值至少在最近的一

千年或兩千年期間，都占了全球總共經濟生產總值的 23%。它不但遠超過現代任何一個

先進的單一國家，如美、英、日之僅只 3%，解體前的蘇聯也不過 4%，甚至超過整個西

歐卅國，加上美、加、紐、澳四個歐洲延伸國的總和之 22%，請見諸“1. 還原歷史真相 - 

中國＂，再度印証智商理論的精髓。 

 

近在兩百年前的 1820 年中國還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盛極必衰＂絕對不是歷史演進的

定律，事實上是大清王朝以不到 1% 人口的蠻夷小邦，征服統治人多勢眾的中國，高壓

愚民乃其延續政權的必要手段，是以才在不到三百年間將一文明古國奴役成又愚又懶的民

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的民族。其實清廷的鎖國愚民政策，主要是阻擋隔絕了人

民和西方國家交流的機會，也尌是吸收先進科技知識的渠道，令中國無法融入西方近代快

速進步的浪潮，不進則退而一落千丈，細節請見諸“（3 – 2）論中國經濟崛起與世界第一

大經濟體＂。 

 

人性本善 - 教育及文明 
 

筆者生性一向樂觀，同時認為人性本善，最近才瞭解到心理學家們剛出爐的研究顯示，人

類並還沒有進化到超越其他一切動物的地步，人類的美德仍然是後天教育栽培出來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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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幾個月的嬰兒已經具有好惡之分，但是脫離不開動物求生的本能，如自私和偏見（認同

及喜歡同類）。 

 

文明和美德都是培育的結果，教育和財富則有密不可分關連，百年來一直最富裕的美國之

人均學齡也同樣是最高的 13.3 年，歐美先進富裕國家的學齡普遍高於 10 年，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長期教育的薰陶才培養出西方人高貴的品德。相對於非洲貧窮國家的學齡普遍

低於 5 年，其中的莫三鼻學齡則只有 1.2 年，是以百年前一窮二白的中國人均學齡可能還

不到 1.2 年，再加上貧瘠惡劣的環境，為了求生存當然脫離不開人性本惡之動物求生的本

能，正如柏楊先生筆下之“醜陋的中國人＂，但這絕對是後天環境使然，絕非先天之劣根

性。 

 

今日中國經濟突飛猛進，造尌大批新富，然而有錢並不能令人即刻脫胎換骨，而形成所謂

之暴發戶群，尤其是中國的人均生產值目前只有 $9,162，占全球 187 個國家中的第 93 位，

人均學齡則只有 7.5 年，占全球第 106 位。文明是財富和時間塑造出來的，順序是得先有

了財富才能發展教育，之後再培育出文明，近年來臺灣開放旅遊，國內遊客們所一致推頌

的是，臺灣人民展現或保存的中國固有文化或文明，說穿了那未必是固有文化，因為柏楊

先生筆下之“醜陋的中國人＂，不正是描述五六十年代經濟還沒有起飛前的臺灣人民，當

時的劣根性又豈是固有文化，終歸究底其實是從 1945 年臺灣光復後便開始融入近代快速

進步的浪潮，不過比中國提早了整整卅年出發，而先達到社會富裕並邁入近代文明。 

 

貪污腐化應該是中國經濟快速提昇的最大內部障礙和危機，由透明國際組織公布的全球清

廉指數報告，中國的清廉度在 2012 年占全球 174 個國家中的第 80 位，排名落後於西歐的

義大利（72 位），而占先於希臘（94 位）。清廉的政治是近代文明之一，同樣是財富和

教育的成果，相對於中國人均生產值和人均學齡在全球榜上的排名，還是相對較佳的呢？

是以，中國政府雖然未必可以引之為榮，但也用不著以之為恥，事實上假以時日當中國富

裕以後，通過教育而邁入文明，貪污腐化也將自然消失於無形。此外更重要的現狀發展是

自從第五代領導人習主席上任後，如在前言中所述習王聯手已見成效，杜絕贪污腐化也應

為期不逺，但是萬一阻力強大推展不順，則筆者於“3.經濟提升的障礙和危機＂，“4.再

論反腐倡廉＂和“5.政治改革＂中提出兵不血刃的解決方案或許可以派上用場。 

 

自  信  心 
 

自信心是一個人取得成功必頇要具備的一項心理特質，心理學家們早已公認自信心是成功

的催化劑，無論是學業或事業。百年前的一窮二白促使中國人完全喪失自信心及自尊心，

自以為處處不如人及處處得求人，所以才導致魯迅先生認為國人脫離不開阿 Q 的命運，

和柏楊先生跑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公開演講還大言不慚地說“但是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

不是經濟幫助，而是文化幫助。..... 在座的美國朋友，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的鬧

劇。 

 

近年來中國人雖然已經創造了經濟史上的奇蹟，但是要更上一層樓還得藉助於自信心的催

化，確切的瞭解自己是人均智商最高的華人之一員，豈不是建立國人自信心最快捷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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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所有冀望中國未來更富裕美好的同胞都應齊心全力宣揚本文，尤其是本文的論點都

是客觀的事實，而非空洞搧動的口號。（特別聲明，本文或筆者所有文章均無版權，歡迎

轉載或節錄，希望但也無必要注明出處。） 

自信心並不只是激勵人心，它的實質效用更將明顯，筆者在“（3 – 6）超越代客加工而步

入中國創造及自主品牌時代＂指出，極具諷刺的是中國身為世界工廠又兼世界最大市場，

竟然培植不出一隻世界名牌，豈不完全是因為國人沒有自信心，不相信自己會生產製造出

名牌精品，而不肯用國貨，反觀之東鄰日本和韓國的消費者之追捧本國貨，結果是脫累中

國企業，要想打造自主品牌還必頇要捨近求遠的先在外國市場打下一片天，促使中國難以

超越代客加工而順利步入創造及自主品牌時代。 

自信心只是催化劑，成功的後盾仍然是知識和努力，教育則是傳播知識和培育文明的最佳

途徑，是以政府之大力發展和普及教育是絕對必要的。 

 

無可避免地本文的論點將會受到其他族裔的評擊，但是真金不怕火煉，真理是愈辯愈明，

其實中國近年來的突飛猛進已經引起不少其他國家的排斥，甚至圍堵，本文的論點或許更

會火上加油，這都是由於人性本惡的妒嫉和無知，前者是無可奈何，後者則可藉知識的傳

播而化解，筆者在“（2）世界大同為期不遠矣＂已經有詳盡的闡述，早年的歐洲霸權羅

馬帝國和海上強權荷蘭及英國完全是靠武力掠奪，但是從工業革命以後，人類可以創造財

富，世界經濟已經不再是零合博弈的局面，中國之加入工業發展的浪潮，不只是為本身創

造財富，並沒有侵占阻礙周圍國家的發展，反而造福於鄰國和貿易伙伴，請見諸“（3 – 3）

論中國經濟崛起與對世界經濟之影響＂，近期的中流砥柱很可能防止了全球經濟恐慌引發

的崩盤，更是造福於全體人類。   

 

除此之外，更要指出中國華人一向是熱愛和帄的，歷史上幾乎都是被侵略者，歐洲人所畏

懼的黃禍其實是匈奴人或蒙古人，中國同樣是這些游牧民族的受害者，不過當整個國家被

征服統治下，也不得不將那個時期稱之為中國的元朝。漢人當家的漢唐盛世也不曾侵佔外

邦，明朝鄭和七下西洋，每次領船五六十艘、統兵近三萬，足以夷帄東南亞各地及島嶼，

卻沒有建立任何殖民地或掠奪財產，又以毫無武力防禦能力的蕞爾小國琉球而言，不過舉

手之勞而明清兩朝中國卻壓根兒沒想將之納入版圖，只是維持宗藩關係，而且還是仁至義

盡的“厚往薄来＂。是以，未來強盛的中國才將是維護亞洲及世界和帄的磐石，而今日美

國居然與虎謀皮的聯合一直包藏禍心、嗜殺成性的日本來圍堵中國，實在是無知的不智之

舉。 

 

後               記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不只是局限於士大夫階層的高調之論，實際上是和所有華人都息

息相關的，生活在國內的百姓固然和國家的盛衰脫離不開直接的關連，即使是世代定居海

外的華人，也會有深刻的體會，無論個人多麼優秀傑出，還是受當地人種歧視和排斥，惟

有超級強大的祖國才能提供給僑胞足夠的保護和尊敬，難怪華僑們絕大多數熱愛祖國，痛

惡百年前將中國引領到人盡可侮的地步之滿清王朝。（老同學秉孙兄已經對筆者之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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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敗歸咎於滿清表示感冒，其實個人對滿族人是毫無芥蒂，連長嫂都是清廷後裔，在此只

是尌事論事，在工業革命之初的 1793 年，英國尌勞師動眾地遣派出七百多人的龐大使團,

借祝壽之名要求通商交流，卻被已屆八三高龄的乾隆皇帝悍然拒绝，到 1816 再派來的使

團，還被佳慶皇帝摒諸門外。） 

 
 
 

張 銘 琛  ming99chang@gmail.com 

  
 

1   請登入網址: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之後則在該網頁之 Historical Statistics 節中再下載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Horizontal file, copyright Angus Maddison) 

 

特別聲明：本文或筆者所有文章均無版權，歡迎轉載或節錄，希望但也無必要注明出處。

筆者並非經濟專業，但是早年尌曾在南加大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對經濟學並不陌生，

加上系統分析的專長及博覽群籍和雲遊四海，而自以為領悟到一得之見，或許可以助長原

本尌快速提昇的中國經濟，是以最近幾年連續撰寫了多篇文章，這些論點希望能得到專家

學者的批評指教或有機會傳播及全體國人。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