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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貨幣文明的歷史
變遷
從珠玉、五銖錢、飛錢、交子直到今天的人民幣。在華夏文明數
千年的歷史中，中國貨幣的演進和發展，彰顯了社會、政治、經濟和
文化的全面進步。五千年的中國貨幣演進史，體現的是中華文明的演
進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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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是商品經濟的基礎，貨幣制度是社會經濟往來的基本制度安排。決定貨幣制度的不僅僅是經

濟、技術和制度，更深層次的是文明。在目不暇接的當代貨幣變革背後，正是文明的發軔賦予了貨幣改
變世界的魔力。

先秦與秦漢時期的貨幣與信用

中華文明發源於廣袤的中原大地。商周時期，中國人使用最為廣泛的貨幣是產於今山東和馬爾地

夫群島的貝殼。中國的先民將遙遠海域的貝殼運輸到中原大地，這些貝殼成為王侯、貴族的裝飾品。今

天，從中國出土的商周陶器文物中，我們可以看到古人把貝殼掛在脖子和腰間的情形。貴族在交換中率

、圖
1-1

︶。
1-2

先使用了貝殼，計算單位以裝飾品為標準，一掛為一朋，二十朋貝可以換三畝田。在日復一日的交換
中，以貝殼作為媒介逐漸形成習慣。於是，第一代中國貨幣誕生了︵圖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春秋時期諸侯國開始修建驛路，交通逐步便利起來。隨著海貝運輸的便利，

海貝變得不再稀缺，其價值尺度功能逐漸喪失。春秋時期，中國人已經逐步掌握了金屬冶煉技術，青

銅、金、銀等金屬幣材開始成為貨幣主角。此時，發行人信用概念並不存在，貨幣流通靠的是自身的使

︶。大宗商品交易時則使用銅餅，可以說銅貝和
1-3

用價值。上古時代，最主要的流通貨幣並非由官方製造，也就沒有良幣、劣幣之分，人們仿照第一代貨
幣｜｜貝殼的樣子鑄造了銅貝，用於日常交易︵圖

銅餅都屬於稱重貨幣，與最初的貝殼一樣是經濟自然演進的結果。春秋以降，銅已經為主要幣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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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一是代表三晉中原地區的布︵鏟︶幣︵圖

、圖
濱海地區的齊魯刀幣︵圖 1-6

三晉地區包括黃河中游、關洛等地，春秋戰國前期包括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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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荊楚地區的銅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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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殷商銅貝：人類歷史上最原

始的錢幣，中國銅鑄幣之鼻祖。

各諸侯的經濟、生產、民

俗特徵並不一致，與之相

對應出現了不同的貨幣表

現形式，中國貨幣開始實

現多元化發展。從當時各

諸侯國使用的貨幣來看，

每一種貨幣都能反映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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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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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周室

國、魏國、趙國︵所謂三家分晉︶等諸侯。這是自古以來的農業

區，農耕文明沁透了這裡的每一個角落。當地的貨幣叫做﹁空首

布﹂，空首布聳肩尖足，原型是當地的一種農具｜｜﹁鎛﹂。人

們在空首布上銘記了對農耕生活的夢想，貨幣反映了當時三晉先

民在黃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動圖景。三晉地區是中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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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可以辨析華夏文明的演進路徑。其中，最為突出的有三種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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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國聳肩尖足空首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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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的發源地，韓非、申

不害、商鞅均出生在三晉，

在很多空首布的上方，人們

往往可以看到一個明晰文

字｜｜﹁田﹂。﹁田﹂既是

一種象形文字，也標示著法

家嚴苛的治國之術。

與廣袤的內地不同，齊

魯地區臨海，土壤並不適合

農作物耕作。後世︽史記︾

對齊國地形的評價是﹁負海

瀉鹵、少五穀、人民寡﹂，

這一帶主要是當時的齊國和

魯國。在如此的灘塗之上，

齊魯人民創造了發達的漁業

和紡織業，﹁極技巧，通魚

鹽﹂。漁業和紡織業的發展

帶動了當地的工商業。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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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建制共分二十一鄉，其中六鄉為工商，﹁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齊地最主

要的貨幣是刀幣，從外形來看，刀幣形似一把刀，然而，刀幣代表的並非作戰武器，而是當地的漁獵工

具。齊魯地區還是中華儒家文明的發源地，恰如發軔於齊魯的儒家學說，刀幣外形平穩周正、豐滿、圓

人手的長度，如果將六枚刀幣首尾相接，可組成一個圓環。

潤，凹背而凸刃、外圓而內方。孔子故鄉先人們的構思確實精巧：刀幣︵一般為十八公分左右︶幾乎是

「鬼臉錢」）
ᝄᬢЏ喏⼒⎯ܧऺٴβ呼ȟẆȟ䴕ȟ✁ȟ䊡ȟ偻͖ڙ๓䄤ӛ

︶。多山地形也為
1-8

時黃金已經發展為重要貨幣之一，︽史記︾中記載：﹁蘇秦說趙

漆器貿易漂流到中華大地的很多角落，所謂﹁黃金出於楚﹂。此

荊楚是當時中華最主要的黃金產地，荊楚黃金隨著長江上的

荊楚提供了豐富的金礦。

形態，只不過以銅鑄貝殼，即﹁銅貝﹂︵圖

綺麗詭秘，與中原地區的﹁敬天﹂相比，荊楚人民更信神巫，由此，金屬貨幣模仿了第一代貨幣貝殼的

業在那個時代幾乎是最發達的，東南亞、中亞都曾出土過楚國的漆器。荊楚是中華道家的發源地，文化

種植糧棉，在山林水澤之間，荊楚先民強於手工業，漆器一時冠絕天下。春秋戰國時期，荊楚一帶的商

相對於中原腹地，地處長江流域的荊楚則是中華文明綺麗的南支。荊楚山地居多，與齊魯一樣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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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合縱，趙王贈蘇秦車百乘，黃金千溢︵一溢為二十兩︶。﹂這
種貨幣的形狀目前仍不明確，但可以肯定黃金在當時是一種貴重

︶。﹁郢﹂為楚國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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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屬稱量貨幣。﹁爰金﹂就是當時的一種重要的稱量貨幣，鑄
於楚國，尤其以﹁郢爰﹂為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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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0 秦半兩

圖1-9

金郢爰

戰國時代，秦國先後擊潰了齊、楚、韓、燕、趙、魏六個大諸

統一六國後，嬴政宣布：﹁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

秦朝之後是劉邦建立的西漢，初期地方諸侯勢力很強，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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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胡
1-10

ప  ⼒ࡶ͐ప  㺫ⅵπ䨎

﹁爰﹂為貨幣重量單位。

侯國，公元前 二二一年秦王嬴政滅齊，自此，六國狼煙漸次散去，

秦國最終統一六國。中國形成了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龐大國家。此

後，無論豪強割據還是外族入侵，中國總是能歸於一個以漢族為主

體的統一國家。

兩，重之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

不為幣﹂，即以秦國﹁秦半兩﹂統一六國貨幣︵圖

亥在位的幾年內，多次頒布命令要求﹁復行錢﹂，以此推斷，嬴政

的貨幣制度並未得到很好的推行。隨著秦朝被接踵而來的農民起義

推翻，﹁秦半兩﹂並未成為中國的通用貨幣。

劉邦曾經頒布︽盜鑄錢令︾，但由於無法完全控制局勢，民間私自

鑄錢的情況很嚴重。西漢之初，中國官方貨幣計重幾經更迭，先後

鑄八銖錢、三銖錢，但始終無法統一國內貨幣，也就只得允許諸侯

鑄幣，所謂﹁更令民鑄錢﹂。統一貨幣必須既要有一個發達的經濟

體，又要有一個強勢中央。漢武帝劉徹在位期間終於統一了鑄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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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收銅，勿令布﹂，私鑄貨幣將被嚴厲懲罰，﹁盜鑄金錢，罪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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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以﹁黃牛白腹，五銖當復﹂的民謠反映對五銖錢的期望。

歷了王莽幣改，但始終未能打破五銖錢的信譽，王莽當政時期人們甚

錢在劉徹當政後期能夠成為一種穩定的貨幣。此後，儘管西漢末年經

切實可行的幣值，加之劉徹已經壟斷了銅的生產及存量，基本上五銖

五銖錢是中國貨幣史上一個重大突破，終於在稱重貨幣中找到了

︶。
後，漢武帝開始推行﹁五銖錢﹂︵圖 1-11

金幣﹂實際幣值與代表價值並不一致，流通中出現了很多問題。最

死﹂。漢武帝先後推行三銖錢、﹁白金幣﹂等，由於三銖錢、﹁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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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濟，﹁賑貸﹂則指放貸款。︽漢書︾中規模最大的一條官方信貸紀錄發生在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

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爵關中。﹂

6

○

叛資金，長安子錢家無鹽氏向皇室軍隊借出千金，七國之亂平定後，獲得了十倍利息，﹁一歲之中，則

字記載的較大的漢代民間借貸發生在﹁七王之亂﹂期間。七王之亂中，漢景帝劉啟向諸王和民間籌集平

二是民間借貸，借貸者被稱為﹁子錢家﹂，借貸的貨幣被稱為﹁子錢﹂，意指﹁錢可生錢﹂。有文

徹把七十萬災民遷徙到會稽，衣食由朝廷供給，遷徙後生產工具由朝廷賒貸。

年︶，山東︵今華山以東︶發生水災，水災之後恢復地力需要幾年時間，長時間賑濟成本很高，於是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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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1 西漢五銖

漢代已經有了大規模借貸。一是官方對民間的災荒借貸，雖然漢代之前也有這樣的紀錄，但語焉不

ప  ⼒ࡶ͐ప  㺫ⅵπ䨎

詳。︽漢書︾的記載相對比較明確。︽漢書︾中﹁賑︵振︶ ﹂和﹁賑貸﹂是兩個意思，﹁賑﹂是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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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僧侶、寺廟借貸，漢代開始寺廟已經向民間甚至王侯放

ጭ喏ᒬᒬ㷗䃐ͦ᭛䉊㻮Ⰷ͂⮰Џ㶔Ƞᐬٯ䕆ᆊκ䲊䃍䛹

貸，隨著佛教勢力逐步增強，在南北朝時期僧人借貸被統稱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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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粟﹂，用途是﹁至於儉歲，賑濟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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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與宋元時期的貨幣與信用

︶。隋五銖問世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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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一年，北周大臣楊堅廢黜了北周末代皇帝，建立隋朝。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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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隋朝僅歷兩世，但短短的幾十年卻是中國貨幣史的一個分野。可

Џ᭛͙ऐЏᰬ䒵♸⮰ᬢЏ喏ᄥ͙ͯ㜟͂⩸⮰ᒝ৹䘩̹

以說，自楊堅起中國貨幣真正實現了統一。秦嬴政雖然也試圖統一

貨幣，但其建立的封建體制並未很好地貫徹他的政令。隋文帝楊堅

在貨幣上重鑄五銖錢，史稱﹁隋五銖﹂︵圖

候，歷代舊錢仍在市面上流通。楊堅對舊錢、私鑄貨幣進行了嚴厲

打擊，即﹁用舊錢者，盡沒於官﹂。

唐朝是中國封建王朝的一個頂峰，世界各地不少華人至今仍

以﹁唐人﹂自居。唐代是中國古代最輝煌的時代，對中國乃至世界

的影響都不可磨滅。唐朝鼎盛時期，中國農業勞動力人均原糧產量

是四千五百二十四市斤，一直到一九七八年這個數字仍未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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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貨幣文明的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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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也只有二千二百十四市斤︶。唐太宗李世民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並發
︶。
行﹁開元通寶﹂︵圖 1-13

﹁開元通寶﹂是李淵在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所鑄，是唐初最主要的貨幣，往往被認為是貞觀盛世

的代表。開元通寶屬於非計重貨幣，十枚為一兩、一兩等於十錢。這種貨幣終結了西漢以來的五銖錢，

中國貨幣隨之由計重錢轉為非計重錢。由於生產發展，交易額度逐步增加，而且開元通寶僅能用於小額

支付，使用者主要是自耕農，於是，商人、官吏階層逐步在流通領域使用金銀，金銀成為大額支付的手
段，但作為交易媒介尚未普及。

唐初貨幣流通最大的問題是鑄幣不足，開元通寶始終沒有減重，官府鑄一貫錢︵一千錢︶大體費用

在九百錢左右，管理稍有不善，成本還可能上升，導致官鑄貨幣長期發行不足。於是，私鑄貨幣再次興

盛。通常情況下，私鑄貨幣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物價上漲，但唐初的物價卻出奇平穩，原因在於李世民

發展了生產，即使官鑄貨幣和私鑄貨幣加總在一起，仍不能滿足流通中的貨幣需要，唐初甚至經歷了通

貨緊縮，到唐玄宗李隆基統治中期，都城長安的糧價已經降到一石糧食十五錢。時任宰相的張九齡針對

當時的貨幣流通情況著︽泉貨論︾，主張放開私鑄，並闡述了樸素的貨幣數量理論：與原始物物交換相

比，貨幣交換是一種進步，但由於國家不能從鑄幣中獲得收益，鑄幣就會減少；鑄幣減少造成了物價下

跌，物價下跌則會穀賤傷農，解決的方法是放開鑄幣的﹁人主之權﹂，允許私人鑄幣。最終，在張九齡
主持下，貨幣民間私鑄放開，流通中的貨幣增加，貨幣短缺的情況得到很大緩解。

唐朝發達的商品經濟催生了豐富的信用形式，中晚唐時期出現了飛錢、櫃坊、公廨錢等信用形式。

由於缺乏貨幣，唐朝很多地方不允許銅錢出境，由此，中國人開始使用貨幣匯兌｜｜飛錢，也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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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中國歷朝歷代，地方政府都需要對朝廷繳納稅賦。唐初各道需要把鑄幣轉運到長安，中唐以後各

道在都城的商人逐步增多，而商人又需要把在長安獲得的利潤運轉回原籍。鑄幣中途轉運使得成本增

加，同時也未必能在中途各地順利過境，地方各道在長安設的辦事機構﹁進奏院﹂解決了這個問題。各

地商人先把錢交到本地進奏院，然後，進奏院為其發放貨幣憑證，同時隨著公文向地方所郵寄另一張憑

證。商人回原籍後依進奏院憑證核對後取錢；在都城長安的進奏院則以商人存放的鑄幣繳納稅賦。當時

的人們感覺這種信用形式好像錢在兩地飛來飛去，將之取名為﹁飛錢﹂。飛錢屬於匯兌業務，不是紙
幣。

唐朝商業發展也促生了第一代存款機構｜｜櫃坊。唐朝以前，中國雖然也有很多大商人，他們一般

自帶鑄幣，結餘貨幣或者存放於客棧房間，或者寄存於親友家。唐朝出現了專門為商人和居民存放鑄幣

的機構｜｜櫃坊。櫃坊的原型是客棧專門為客人提供存放鑄幣的櫃子，由客人自備鎖頭，唐朝時期有的

客棧專為商人和居民存放鑄幣，並對存款客人出具書帖。取款者也不用一定本人到場，憑書帖即可兌換

鑄幣。從現存資料來看，當時的書帖還比較原始，沒有固定格式，全憑櫃檯夥計記憶辨認真偽。唐朝中

晚期的時候，櫃坊除了接受存款，開始同時向商人貸款，方式一般是貨物質押。關於櫃坊的記錄多留存
於小說中，儘管這些故事不一定真實，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隋唐時代，最著名也是爭議最大的官方信用形式被稱為﹁公廨錢﹂，即官營高利貸。﹁公廨錢﹂始

於隋朝，經營﹁公廨錢﹂的人叫做﹁捉錢史官﹂。李淵、李世民仿效隋朝設﹁捉錢史官﹂，不過，當時

李淵父子此舉的目的是安排富餘官吏。﹁捉錢史官﹂以財政收入為本金，向轄內居民發放高利貸，再使

用官府力量收回資金。部份﹁捉錢史官﹂開始自營高利貸，而又利用﹁公廨錢﹂的管道清收，由此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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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宋代帝王多為錢幣手書錢文，尤其是宋徽宗趙佶

﹁公廨錢﹂停了又開，開了又停，始終沒有真正停

的官方背景和放貸行為被很多人質疑。隋唐兩代，

同時，兼營高利貸又能帶來較多利潤，﹁捉錢史官﹂

了很多弊端。﹁公廨錢﹂收入由地方官吏自行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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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交子

全國流通最為廣泛的紙幣並非﹁交子﹂，而是﹁鹽鈔﹂︵圖

︶。無論從流通範圍、流通持續
1-15

發行的貨幣，多數情況下沒有真實的貨幣儲備。所以，﹁交子﹂在很多情況下只是在某一個地域流通。

子﹂。北宋交子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但是，交子畢竟是一種靠富商或官府信用

就是所謂的﹁陝西交子﹂，雖然這些交子具備全國性質，卻僅在陝西一代流通，所以被稱為﹁陝西交

內的交換憑證，天聖元年成都官府發行交子，熙寧四年朝廷發行交子，官交子由此產生。﹁官交子﹂也

密押，由戶鋪押字，各自隱祕題號，官府也在十六戶交子上加蓋了官印。後來，交子成為一種全國範圍

最初由成都十六家富商壟斷發行，十六家富商對交子兌付聯保，並在交子上使用了第一代防偽標記｜｜

浙路，當地人創造了﹁交子﹂以彌補流通中的鑄幣不足。據︽宋史︾推斷，交子大約出現於十世紀末，

由於商品流通很發達，銅幣已經不能滿足流通需要。宋真宗景德年間，成都地區經濟狀況僅次於兩

︶。
人類歷史上第一張紙幣｜｜交子︵圖 1-14

是藝術精品。宋朝的中國，商品經濟在當時世界上最為發達，所以宋朝最為著名的貨幣並非鑄幣，而是

手書的崇寧通寶、大觀通寶，瘦金筆痕、鐵鉤銀畫，

ప  ࡃႷϐၼప  ࡃႷ⯼䧊喋

圖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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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還是發行量看，鹽鈔都較交子更為廣泛。鹽鈔，又稱﹁錢

∇Ƞ⯼䧊喏ࣴ⼜Ą䧝ᑁąȠĄᑁąࡃႷ᭛⼺ᩢܙ䃭⮰Џ⼜喏⩝κ⯼ȟ䧭ȟ

㡢ふ̿㥑喏ႷЏ⯼ੲȟ㡢ੲऽჄᏈ䉙Μ̿㥑৭ऺ喏ᓃݜĄᑁą
喏ܙĄᑁą

中國南宋時代經濟已經很發達，京城臨安︵今杭州︶襟江抱

弼甚至蔡京等都對﹁鹽鈔﹂發行進行過一定程度的約束。

發行準備。宋朝歷代帝王對﹁鹽鈔﹂發行相當克制，王安石、皮公

上是一種官方簽發的貨幣。與交子相比，鹽鈔有實物｜｜鹽，作為

換媒介流通了。持有鹽鈔的人可以以鹽鈔作為賦稅繳納憑證，實際

實物。作為一種憑證，鹽鈔可以代替鑄幣，北宋初年就開始作為交

宋代鹽商、茶商向官府購買專營品後，得到﹁引﹂，憑﹁引﹂領取

引﹂。﹁引﹂在北宋是稅收憑證的代稱，由於鹽、鐵、茶等專營，

ᬌ䃦Ϻ≭䕆㠯ఠȟ≭䕆ᠭ㐙ᬢ䬠喏䔄᭛ࣽ㵸䛻ⰷ喏⯼䧊䘩䒯ϐၼᰠͦᎫ

行業集中於各街道。絲織業、造紙業、造船業絕對是當時的世界翹楚。很多人奇怪，為什麼南宋這麼發

達的商品經濟沒衍生出金本位、銀本位。貨幣天生是金銀，前提是金銀價值與流通中的商品價值基本持

平。雖然唐宋時代中國冶煉技術並不差於西歐，但農業、手工生產能力卻遠強於西歐。由於流通中的商

品價值遠遠超過了金銀承載能力，幣材反而不容易遞進，因此，金銀始終沒有成為主要幣材。唐宋時

代，金銀只是富商貯藏財富的手段，或者是地方豪強抵徭役的對價，唐初曾有文獻記載納十四兩銀子可
抵一年勞役，這個價格並非小農家庭可以負擔。

一二七九年元滅南宋、統一中國。元國祚較短，入主中原前一直以銀作為貨幣，當時的銀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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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內接運河外通海洋，是天然的運輸途徑，鼎盛時期，人口達到一百二十多萬，據說有四百十四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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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鹽鈔（又稱「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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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5

稱﹁元寶﹂，元寶的﹁元﹂字即代指元朝。忽必烈沒稱帝的時候，曾仿效金國發行﹁中統交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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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
︶，可以向朝廷兌換金銀。應該說這是
1-17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金銀複本位紙幣，所謂﹁以金為

本﹂、﹁以銀為本﹂。一二六三年忽必烈建平準庫，

平抑中統交鈔與金銀的兌換比率，從職能上看，這個

平準庫頗類似於今天的中央銀行。平準庫執行政策很

徹底，根據︽元史︾中的記載，一二七五年之前沒有

物價飛騰的紀錄，而且中統交鈔剛發行的年代元朝疆

域遼闊，已經流傳到歐洲部份地區。

北宋兵權收於樞密院，士兵和將領分開管理，不

屬於同一體系，即所謂﹁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北

宋北方有遼、金等遊牧民族，這種軍事體制不能應對

倏忽而來的遊牧鐵騎，只得以﹁歲幣﹂的形式收買遊

牧民族不入侵。﹁歲幣﹂加重了朝廷稅賦，趙匡胤建

五八年︶，王安石
○

立宋朝剛剛不到一百年，北宋政權就動盪不安了。為

挽救危局，宋仁宗嘉祐三年︵一

對宋仁宗趙禎上萬言書，要求變法，提出﹁因天下之

六八年︶宋神宗趙頊詔對王安石，開始了
○

利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熙寧

元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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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

％，農戶在收穫之後歸還官府
○

王安石變法最核心的內容是﹁青苗法﹂和﹁市易法﹂，即兩種官方信用形式。青苗法可以說是一
種官辦金融，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官府以自身資金對農戶借貸，利息為四

本息，利息用來作為官府用度。當時中國農村社會組織被稱作﹁保甲﹂，農戶貸款由保甲所有農戶聯合

擔保，若某一個農戶不能歸還貸款，則整個保甲要連坐歸還。市易法，就是以內庫藏錢一百萬貫、京東

市錢八十七萬貫作本錢，控制市場價格，價格則由官府視情況而定。同時，市易法仿照青苗法向商人借
貸，官府同時以內庫錢財為本金向商人貸款，年息兩分。

王安石變法在朝廷內外激起了強烈反對，代表人物是當時的宰相司馬光。司馬光認為，﹁天地所生

財貨萬物，只有此數，不在民，便在官﹂，民間高利貸都能逼人喪失土地、饑寒流離，官府主導下的高
利貸更可能會盤剝小農，最終使得﹁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

王安石的變法改善了中央財政收支，但也在很多地方施政過程中出現了失誤。司馬光的思想更類似

於後世西方貨幣主義者的觀點，主張政府不過多介入經濟運行。如同當今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之爭，

︶，即銅質貨幣，實際上當
1-18

兩者的觀點都在一定程度上能促進經濟，又都不完全正確。所以，兩位先賢同樣值得尊敬。

明清時期的貨幣與信用
明朝始建於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即位後開始頒行﹁洪武通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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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銅幣代表的價值已經不能滿足交易需要，人們認為洪武通寶﹁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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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甚勞﹂，明初白銀則逐步開始在民間交易中普及。明朝剛建立的

ϦᎢ̹⛋ᖵ㺫⩋≧⩔৭喏⌱᱉ᒴ䪫̬⃡ᬢ䬠䘩㐠ᠭڑ

時候定都南京，北方元朝殘餘勢力︵北元︶還很猖獗，銅幣、銀錠

喋  ٯژᎠ喌⢰☔̷Аᩪᐬ⊣⺭喏⩝κ͙➥ᰵ⮰ᄻۈ

運輸很不方便，於是明朝開始發行以銀為本位的紙幣｜｜﹁大明寶

⣜Ϧᝬ⛋ⴑ⮰Ą๓ٯą喏ॗ䨢䛻๓Ắ 喈̶̷ȠᏣ

䛸⇍ᰵ䃜䒩㏤䧊ᝂ㔱䨈䧝⮰䃜ᒁȠࢲ⌱ݹञ͙喏खᰵ䶦⇧ፉ

ͷ݉Ыᬺࣽݢ㵸β̬⁍㏤䧊喏⼜Ą䉛䧊ą
喏⣜ጞ㏻⇍ᰵᵣ

⇧̵Ꭰ喋  ٯژᎠ喌⺻͠᪠䶫⮩䨢≭䕆喏ᐦ⿷β㞛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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徭役，改為徵收白銀。白銀極大刺激了明朝商品經濟的發展，明朝

在後金時代︵一六一六至一六四四年︶，滿人以銀錠為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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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基以自耕農為主，自此，小農耕織結合的田園詩式生活被徹底改

變，不得不與外界進行交換。白銀也刺激了明朝手工業發展，明中

期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開始興盛。

︽清太宗實錄︾裡沒有記載紙鈔或者銅錢的記錄。前清歷史中，只

有順治帝福臨在入關之初仿明制發行了一次紙鈔，稱﹁貫鈔﹂，現

在已經沒有樣幣存世。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年︶福臨整頓白銀流

通，建立了良好的官鑄貨幣信譽。福臨禁止使用雜銀︵成色很低︶

和假銀︵銀、錫、鉛合金，色澤不如銀錠，但很難分辨︶，方式是

在收稅時重鑄雜銀，當時的官方鑄幣也就是鑄造成現在國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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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元寶﹂，含銀量大概在九三％上下。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一年︶玄燁下令放開海禁，由於中國

特有的小農經濟，加之國人並不熟悉西方生活用品，清朝在很長一段時間都維持入超，沿海城市市面上

很容易見到外國銀元。外國銀元以墨西哥所鑄西班牙銀元為主，稱﹁本洋﹂︵銀元周邊有麥穗紋，民間

也稱為﹁花邊錢﹂︶。外國貨幣流入使中國有了新的貨幣單位，如塊、圓、元就是由此而來。

中國土生土長的金融機構是錢莊和票號。錢莊出現於明朝，興盛於清中期。錢莊發軔於普通店鋪，

人們去店鋪買東西，順便把碎銀子鑄成整塊銀子。有的店鋪鑄的好，人們便將之稱呼為錢鋪，︽三言二

拍︾等明朝小說對此多有記載。乾隆朝後期，小說裡關於錢莊的描寫逐步多了起來，不過這個時候錢莊

的性質已經有所改變，雖然還是集市店面，但只經營銀換銅錢。嘉慶年間，錢莊已經發展到向外貸款。
鴉片戰爭之前，中國錢莊開始出現聯號，並實現了異地匯兌。

票號產生於明末清初，是商品流通擴展的結果。第一位票號創始人山西平遙縣雷履泰，他最初的店

鋪叫做﹁西裕染料行﹂，總部在平遙，分店在北京、瀋陽、四川。由於生意比較大，有很多分店，西裕

染料行經常替生意夥伴匯兌。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西裕染料行改名﹁日升昌﹂，專營匯兌。鴉片

戰爭前，山西票號只有七家，最著名的是﹁平遙五聯號﹂，即五家票號聯手，互相在總、分號之間調劑
資金，支持匯兌。

一般來說，票號由出資人︵東家︶和經理︵掌櫃︶出面，邀請地方名流證明資本數額，如果是合股

也明確彼此股份；同時設立﹁萬金賬﹂由夥計以人身入股︵頂身股︶，也就是現在說的人力資源入股；

東家不管理經營，由掌櫃全權負責，東家只在年終查閱賬簿，即所有者與經營者分離。山西票號的管理

模式非常嚴謹，密押制度、總分號報告制度、總號獨立出票制度︵分號沒有資格印製匯票︶等等至今為

2017/5/31 上午9:37

人民幣國際化：走向世界之路.indd 26

026

人民幣國際化──走向世界之路

中國貨幣文明的歷史變遷
027

人稱道。山西票號命脈在於南北貿易、銀錢匯兌，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國後，長江以南不再是清廷的統治

範圍，山西票號長江流域分號紛紛撤回。但是，國內戰爭並沒有影響山西票號發展，戰爭期間清朝政府

也需要南北調運資金，地方繳納中央的稅款叫做﹁京餉﹂，中央發往地方的叫做﹁協餉﹂，京餉、協餉

要以現銀運輸。鑒於當時的戰爭形勢，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開始，戶部下令各地督撫﹁覓殷實銀號

設法匯兌﹂︵京餉︶，一八六五年協餉也開始改為匯兌。經營京餉、協餉後，山西票號獲得了一筆巨大

的流動資金。在很大程度上，山西票號已經開始從事今天中央銀行和中央財政的業務，極大提升了山西
票號信譽。

人民幣的誕生與發展

中華民國初年，全國軍閥割據，幣制也非常混亂。為統一幣制，中華民國以金匯兌本位作為新幣制

本位，對貨幣重量、成色做出統一規定，要求各省都督﹁發行紙幣應歸中央，以維幣制﹂。然而，臨時

大總統孫中山的南京政府經常在沒任何準備的情況下亂發軍票，加速其最終失去政權的結局，最終讓袁
世凱取而代之。

統一幣制同樣也是袁世凱的夢想。一九一二年，由其主張成立的﹁幣制改革委員會﹂提出三種幣

制改革方案，一是實行金匯兌本位，二是實行金銀複本位制，三是實行銀本位。最終，根據︽國幣條

例︾，中華民國確定實行銀本位，鑄幣七錢二分，銀九銅一︵後改為銀八銅二︶，上鐫袁世凱頭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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㵸䛽䨢ู᱘ѹݢ喏̵᭛㵸䨢᱘ѹȠᰬ㏴喏ᵥᢚȧጭҷȨ喏͙ࡺ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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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只用銀元。要把市面上銀兩統統廢除。最大的阻力來自錢莊，因為錢莊掌握著銀兩、銀元之間的兌

換。銀兩和銀元之間需要兌換，也就是銀兩折合銀元的價格，這被稱做﹁洋釐﹂。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

廢兩改元，停止洋釐市場。上海是全國金融中心，上海實施順利，其他地區很快就開始效仿。直至當年

七月，國民政府才公佈︽廢兩改元令︾，廢兩改元獲得法律依據，至此只有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中國

交通銀行︵一九三五年又加入中國農民銀行︶才可以發行法定貨幣，史稱﹁法幣﹂︵圖

圖1-20
ప  民國三年「袁大頭」
ℽ̵ᎠĄ㶭๓ą

稱﹁袁大頭﹂︵圖 1-20
︶。

袁世凱時代稍微得到了控制，後來的幣制則更亂，同時存在的有銀

兩、銀元、銀角、銅元、外行鈔票、中交兩行鈔票、中央政府紙

幣、一般華資銀行紙幣、地方銀行紙幣等。

一九二八年全國經濟會議雖然確定了︽廢兩改元方案︾，但直至

一九三三年這個方案才得到實施。所謂﹁廢兩改元﹂就是廢除銀

η̶喏ࡃ∷ᩫᏈ㏴⇍㘩๋㐋̬ጭݢ喏㈶Ν⮰ጭݢख᭛㶭͂ܛ

事實上，北洋政府始終沒能夠統一幣制，紊亂的幣制只是在

一九二七年，經濟學家馬寅初提出應該在全國統一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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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抗日戰爭爆發後，政府開始實行外匯統制政策，法幣成為紙幣本位制貨幣，其他紙幣限期收回。法

幣初期與英鎊掛勾，可在指定銀行無限兌換。一九三六年國民政府與美國談判後，由中國向美國出售白

銀，換取美元作為法幣發行的外匯儲備，法幣改為與英鎊及美元掛鉤。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被金圓券

︶。
替代，金圓券從一九四八年八月開始發行，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停止流通，只使用了九個月︵圖 1-22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華北人民政府召開政務會議，議題之一便是統一貨幣，當時解放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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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五花八門，如晉察冀邊幣、冀南邊幣、北海幣、西北農民

ੲ৭ȟ➕䉰ふͦࣽ㵸䉓ጭ⮰ऺⰪ喏㜟ₐ͙䉓ጭ̺台䛽Ⴘ

幣、東北幣、長城幣等，還有國民政府的法幣、金圓券、銀元

Б᷵㟝ͦͧ㺭࣋᫅ݢ⮰̹ٽ⣜䉓ጭ喏̹㻰ॗ䛽䛻喏Б

券。同月，華北人民政府發佈公告，﹁為適應國民經濟建設之需

ℽጭ䧊⺔Є㐅ᆝ࣫䨢㵸喏͙᱘ѹጭÿÿϦℽጭ䄊⩋

要，特商得山東省政府、陝甘寧、晉綏兩邊區政府的同意，統一

ऴᎢ喏㏰͙Ϧℽ䨢㵸喏ᑿᬑ  ᬢ喏͙Ϧℽ䨢㵸ࣽ㵸

華北、東北、西北三區貨幣﹂。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一日，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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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區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併，組成中國人民銀

ⰭᩫᏈȟ䮁⩄Ⴍȟ᭷㐑͐䓥ࡦᩫᏈ⮰सᘻ喏㐋̬ࡺࡃȟ͈

行，當日九時，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科將第一批人民幣鈔票付給平

喏ࡺࡃϦℽᩫᏈࣽጯॶژ喏Ąͦ䔮Ꮐℽ㏻≺ᐦ䃪ͷ䰬㺭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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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縣銀行，新中國本位幣｜｜人民幣誕生了。人民幣是以棉花為

ℽጭȟ͈ࡃጭȟ䪫ጭふ喏䔄ᰵℽᩫᏈ⮰∁ጭȟ䛽లݤȟ

主要原料製成的不兌現貨幣，不規定含金量，以稅收、國家的商

中國人民銀行是管理人民幣的主管機關，負責人民幣的設

ᬢ㼏ᩪࡦ⮰䉓ጭπ㟝ڗ䬔喏ຮ᭷ᄋڬ䓥ጭȟࢃڬ䓥ጭȟࡃ

品、物資等為發行貨幣的後盾，至此中國貨幣與黃金完全脫鉤。

一九四九年四月，新中國政府先後發佈金銀和外匯管制命令，嚴

禁金條、銀元、外幣在市場上流通，人民幣是唯一合法貨幣。人

民幣的出現結束了百年來中國貨幣制度混亂的狀況，實現了貨幣

主權的完整和統一，使中國進入了貨幣穩定、經濟發展的新時

期。

計、印製和發行。中國人民銀行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成立以

來，至今已發行五套人民幣，形成了包括紙幣與金屬幣、普通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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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幣與貴金屬紀念幣等多品種、多系列的貨幣體系：
一
•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第一套人民幣；
一
•九五三年三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 第二套人民幣；
一
•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至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 第三套人民幣；
一
•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第四套人民幣；
一
•九九九年十月一日至今 第五套人民幣。
體系中簡稱為
ISO 4217

︵

﹂的首字母﹁
YUAN

︵
RMB

Ren Min

﹂，上面再加上一個

︶，不過國際上更常用的縮寫是
China Yuan

人民幣的單位為元，人民幣輔幣單位為角、分。主輔幣換算關係為：一元等於十角，一角等於十
分。人民幣在

︶；在數字前一般加上¥︵﹁¥﹂取自﹁元﹂字拼音﹁
Bi
﹁＝﹂號︶表示人民幣的金額。

目前，除一分、二分、五分三種硬幣外，第一套、第二套和第三套人民幣已經退出流通。以第五套

為主，第四套人民幣和第五套人民幣則等值流通。流通的紙幣有：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二元、五
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硬幣有：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五角和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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