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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古通今- 美元地位在阿富汗戰爭後

可能的走勢 

研究報告 

核心觀點： 

近日，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從屏幕畫面上可見，美軍撤軍倉猝狼狽，進程毫

無章法可言，除了直接衝擊拜登的總統威信外，亦令國際擔憂美國軍力開始

衰退。參考越戰的經驗，美國為了應付龐大的戰爭開支，慣常的經濟手段是

通過貨幣貶值來達致減債。能達成這效果，這有賴美元在全球無與倫比的貨

儲地位及強大的軍事實力，兩者創造國際美元需求，缺一不可。然而，今次

的阿富汗撤軍事件無疑令美國軍事實力被質疑，而這將有可能影響美元的地

位。 

本文利用歷史事件進行沙盤推演，嘗試推敲那類資產會在美元地位動搖下受

惠。本文旨在輕述史實，分析則會集中討論那類資產將會在這股市長尾風險

（long tail risk）下受惠。 

美元國際地位建立 

一次大戰前，由於英國以前海上軍事實力強大，加上當時大部份交易依賴海

路，由於英國一早建立海上霸權，海上貿易航線受著英國海軍保護，加上在

一次大戰前，英鎊本身是歷史上最穏定的貨幣，是世界通用貨幣。 

然而，一次大戰後，英國國力倒退，實力大不如前，而二次大戰後更重挫歐

洲經濟，世界陷入經濟簫條，英鎊在世界貨幣上影響力大不如前。西歐各國

於是「瘋狂印炒」，令其人民對貨幣信心崩潰。美國當時作為戰勝國，除了

珍珠港被偷襲外，相比歐洲，美國本土並沒有受到嚴重破壞，因此國力及國

際話語權在二戰中後大增。反之，歐洲卻遭受到戰火摧殘，重挫歐洲經濟，

西歐各國瀕臨經濟崩潰邊緣，因此在二次大戰即將結束前，西方各國代表齊

聚美國新罕布希爾州布雷頓森林，召開了國際貨幣金融會議，決定由各國出

資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其中美國出資達 27%，英國及旗下英聯

邦會員國作為一個整體出資 25%。世界各國貨幣確定和美元的匯率，然後美

國承諾以 35 美元換一盎司黃金，實現各國貨幣間接和黃金鎖定，布林頓森林

體系因此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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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於 1969 年，為了擺脫頻繁爆發的美元危機，IMF 更創設了特別提款權作為補充性國際儲備資產，以彌補當時作

為主要儲備資產的黃金和美元的國際供給不足，外界稱為「紙黃金」。特別提款權的價值最初確定為 0.888671 克純

金，變相人為地規定美元永不貶值，令美金等同黃金，但永遠不能兌換成黃金，但最終亦無法扭轉布雷頓體系的解體。

但在同一時間，美國藉著歐洲經濟受戰火重挫的契機，將馬歇爾計劃變成鞏固美元國際地位的手段。 

 

在戰爭結束六年後，歐洲經濟依然百廢待興。根據馬歇爾計劃當時的計劃書提到，於 1947 年，歐洲經濟依然徘徊在戰

前水平以下，農業生產是 1938 年水平的 83%，工業生產為 88%，出口總額則僅為 59%。因此，美國為幫助其歐洲盟

國恢復經濟體系，並同時抗衡蘇聯和共產主義勢力在歐洲的進一步滲透和擴張而提出馬歇爾計劃，這對歐洲國家的發展

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奠定美元貨儲霸主地位。 

 

若指細研究馬歇爾計劃條款，它並不是簡單地將資金分給單個國家，而實施的是附帶嚴格限制的多邊分配，要求西歐各

國廢除貨幣限制和有礙於歐洲內部貿易的配額保護，該措施的核心是歐洲支付聯盟（EPU），這為歐洲更廣泛的貿易和

貨幣一體化拉開了序幕。這一措施使得全球逐步形成固定匯率的美元本位制，在該制度下，美國不需要再關注其他國家

如何設置對美元的匯率，而沒有了維持匯率的義務，美國可以將其政策單純地集中在國內通脹和失業，這使得美國物價

水準在 20 世紀 50 年代到 60 年代中期保持穩定。同時，穩定的匯率使得美元逐步成為最重要的仲介貨幣，用於兌換其

他各國貨幣，並成為外貿交易中的最常用的貨幣：進出口商們願意持有美元，以美元計價，以美元付款。 美元的全球主

導地位也因此逐步形成。 

 

越戰戰敗衝擊美元主導地位 

越戰令美元的世界地位遭受第一次衝擊。 越戰歷時長達 20 年，發生在 1955 年-1975 年，分為 5 個階段。其中，第

二、三、四階段(1961-1973 年)為美國助越南戰爭時期。 

 

要探討越南戰爭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首先必須明確美國捲入越戰的幾個重要階段 

 

第一階段是 1950 年到 1954 年，這一時期美國通過為法國提供在越南駐軍的援助，支持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政

策，以對抗共產主義。在這四年裡，美國為在越南的法國人提供財政支援花掉近 30 億美元。1954 年，美國的援助佔法

國在印支戰爭中軍費開支的 78%。 

 

第二階段是 1954 到 1964 年，美國實質上已捲入了越戰。 它通過給吳廷琰政府（後期給軍人政府）提供軍事、經濟援

助，增派越來越多的軍事顧問，使戰爭的規模不斷擴大。 甘迺迪上臺後，迅速擴大美國在越南的義務。 到 1963 年 10

月，美國在越南的駐軍人數達到 16732 人。到東京灣事件前夕，美國在越軍隊增加到 21000 人。



 

 

 

 

 
馬山資本 研究報告  3 

 

 

 

第三階段是 1965 年美國地面部隊正式捲入越戰到 1973 年美國在《巴黎和平協約》上簽字，宣告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完

全撤軍。美軍撤出後，仍在南越留下了 2 萬多名軍事顧問，給阮文紹政府 60 億美元的援助，並在南越附近地區保留相

當規模的海空部隊，支援 110 萬南越軍隊作戰。 

 

自從 1965 年戰爭升級以來，大批美軍和裝備源源不斷地流入東南亞的這塊泥潭。據統計，在戰爭升級初期的 1965-

1966 年度里，美國共有 510 萬噸軍需品運到越南。 為了支援這場戰爭，美國每天要花掉 7700 萬美元。1972 年以

前，美國在印度支那被擊毀的飛機總值達 105 億美元左右; 戰爭期間美軍共傾洩 720 萬噸炸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三

倍多。 

 

另據估計，僅在戰爭升級初期，美軍就消耗石油產品 4130 萬噸。除此以外，大量用於戰鬥裝備的軍事活動和保養經

費，也是一筆可觀的巨款。到戰爭高潮的 1968-1969 年度更上升到二百二十二億二千七百萬美元。還有大量用於戰爭

的科研開支。對於戰爭期間美國傷亡人數，儘管學者們的統計有所出入，但相差不大，大約是死亡 5.8 萬人，受傷 30.4

萬人。 

 

越戰戰敗導致美元下跌 

由於越戰耗費了聯邦政府大量的財力、人力、物力。因此，有學者認為越戰是 60 至 70 年代的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甚至

是根本原因。 

 

五零年代的韓戰，到六七零年代間的越戰，加上美蘇兩大強權的軍備武器競賽，造成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加

上戰後西歐與日本的製造業復甦，使美國的生產廠商在國際貿易上遭遇嚴重的逆風，經常帳順差大幅減少。就在多重因

素的綜合影響下，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開始受到質疑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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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彭博、馬山資本整理 

 

從上圖的美元指數可見，自 1967 年後，美匯指數從 119.74 開始一直向下跌，越戰於 1973 年完結，美匯指數當時跌至

93.88，跌幅達 21.6%。美國在陷入越戰後，軍費開支龐大，拖累美國經濟，於是美國嘗試貶值，結果引致美元信心危

機。 

 

1971 年，美國發生了二十世紀以來首次的經常帳逆差，眾多的對美貿易順差國，逐漸對美元失去信心，透過將手上持

有的美元兌換成黃金，讓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的黃金儲備量不斷地下降，於是，同年 8 月尼克森總統宣布美國將停止美

元與黃金的兌換，到了 12 月，歐美十個國家簽訂了「史密森協定」，讓黃金兌美元的價格從 35 美元漲到了 38 美元，

並提高美元對其他貨幣匯率波動的許可範圍；到了 1973 年，美國政府又嘗試讓美元貶值了 10 ％，這個舉動讓全球的

美元持有國對美元更加喪失信心。 

 

於是美國一不做，二不休，美元和黃金脫鈎，開始改為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不再承擔美元固定匯率所產生的兌換風險，

讓各國貨幣能自由兌換，正式確認布列敦森林體系徹底的崩潰，除了讓黃金非貨幣化而成為交易的商品，也間接宣告美

元本位制的開始。 

 

美元轉至本位制 

美國此時急需穏定美元幣價，因此時任美國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為首的外交團隊首先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室進行了一系列

談判，並最終在 1974 年達成了協議。協議的主要內容是：一方面，美國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售軍事武器，同時保障沙特

國土安全不受以色列侵犯；另一方面，作為回報，沙烏地阿拉伯所有的石油出口必須全部以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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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沙特在向外國出口石油時，只接受美元。同時，沙特將出口石油獲得的美元盈餘用來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美

國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協議為「石油-美元循環」的形成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礎。 

 

由於沙特是最大的石油出口國並在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中擁有廣泛的號召力，到 1975 年，幾乎所有的 OPEC 成員國都

開始效仿沙特的做法，成為「石油-美元循環」的一部分：一邊以美元計價和結算賣出石油；另一邊，OPEC 成員國將美

元所得用來購買美國國債。 

 

憑藉龐大的美元石油結算需求，美國成功替美元換了新的·「錨·」，成功使美元從金本位過渡到美元本位，或石油本

位，使美元站穏住陣腳，於 1980 年見底。 

 

阿富汗戰爭或成美元衰落導火線 

2001 年阿富汗戰爭是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在 2001 年 10 月 7 日起對阿富汗阿爾蓋達組織和塔利班的一場戰爭，為美國對

九一一事件的報復行動，同時也標誌著反恐戰爭的開始。 

 

直至 2015 年，美軍才宣佈主要部隊撤軍完畢，遠未結束的阿富汗戰爭則將進入第二階段，駐阿聯酋軍的兵力從數萬人

約控制到兩千人左右，成為美國史上最長的戰爭。 2021 年 7 月，最後一批美軍撤離阿富汗; 同時塔利班發動大規模攻

勢; 最終於 8 月 15 日佔領喀布爾並瓦解共和國，但仍有零星武裝於潘傑希爾反抗軍旗號下割據一方堅持武裝抵抗塔利

班。 

 

而最近美國在阿富汗的撤軍行動，狼狽程度令人咋舌，不僅無助於阿富汗局勢穏定，更令國際開始擔心美國霸主地位開

始衰落。 不僅如此，歷時 20 年的阿富汗戰爭，更導致美國政府債台高築。 美國商業雜誌《福布斯》（Forbes）8 月

16 日報道，美國在近 20 年的阿富汗戰爭中，平均每日耗用近 3 億美元。 而 2011 年更有報導稱，美國政府每個月在阿

富汗支付的軍費就高達 10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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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布朗大學戰爭成本核算項目、馬山資本整理 

 

根據美國布朗大學戰爭成本核算專案發佈的數據，截至今年 4 月，美國的阿富汗戰爭開支總計達到 2.261 萬億美元，其

中包含這場長達 20 年的戰爭的巨額利息——5300 億美元。 

 

美國政府僅在阿富汗的重建工作上就花費了超過 1430 億美元，其中包含用於培訓和裝備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的 880 億

美元。 這支部隊在過去幾個月節節敗退，最終更丟掉了首都喀布爾。 

 

雖然美國總統拜登已決定自阿富汗撤軍，然而在撤軍完成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仍需要面對在阿富汗戰爭開支的債

務。布朗大學的研究人員估計，目前美國已支付超過 5,000 億美元的利息，阿富汗戰爭開支債務的利息，至 2050 年就

可能會高達 6.5 萬億美元，即是平均每名美國公民要負擔 2 萬美元。 

 

龐大的軍費開支將會拖累美國經濟，而美國一般會以通脹這經濟手段消化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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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通過通脹消化債務 

 

 

資料來源：美國勞工部、馬山資本整理 

 

從上圖來看，不難發現，美國一向是以通脹消化以前的負債，1971 年的$1 美元，在 2021 年僅剩下$0.15 美元的價

值，美元於 50 年內貶值高達 85%。換言之，美國越戰當年所欠的債務，大部份巳經被通脹抵消。 

 

若美國本土經濟復甦未如預期，在龐大的軍事開支壓力下，加上在軍事實力下滑的前設下，根據越戰經驗，美元有可能

貶值。再者，石油正因新能源加速發展令需求下降，令石油以美元結算的交易額減少。我們擔心，美元在下次金融危機

時可能會受到莫大衝擊，而美國軍事霸權衰落將影響美元作為貨儲貨幣。 

 

股市概率有可能出現的長尾風險 (long tail risk) 

在歷史長河中，貨幣由銀本位、金本位再到法幣，每次都要重塑「信仰」。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元能成為世界通

行貨幣，很大程度上是依仗其背後的軍事實力。今次阿富汗撤兵，無擬令全球對美國軍事實力開始出現質疑。雖然阿富

汗撤兵混亂,但這僅意味著美國軍力衰落出現苗頭，並不意味著當下我們認為美國軍權實力巳步入衰落。我們只是假設美

國因阿富汗戰事失利，令美國步入當年越戰的困局，美國不得巳以貶值方式削債。有可能演變成信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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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市場最終發生這長尾風險，我們認為作為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將會受惠，人民幣國際需求將會增加，而人民幣資產

將成為投資者新興的避險資產。 

 

美金衰落後的投資機會 

假如國際地位不復以前，各國央行將會減低美金儲備，令全球美元流通量萎縮，直接衝擊 SWIFT 國際結算系統。由於

數大的世界流通貨幣如歐元、日元均以 SWIFT 作國際結算，若美元衰落，以 SWIFT 作結算渠道的貨幣必然會受拖累，

更有可能掘起的必然是獨立於 SWIFT 系統外的貨幣。觀乎環球，國際支付系統的替代者有俄羅斯的 SPFS 及中國的

CIPS。但俄羅斯國力在環球經濟僅排第六名，若美元經濟滑落，其經濟實力不足以承載原來美元龐大的支付需求。因

此，若論經濟實力及貨幣需求，CIPS 更有可能成為新興的國際結算系統，令人民幣成為大型的世界流通貨幣。投資人

民幣計價的資產將會是美元地位滑落後的一條出路。 

 

若 CIPS 因美元地位下降而需求大增，這意味著國際對人民幣結算支付需求亦遞增，客觀效果是人民幣幣值上升，而人

民幣計價的相關資產仍會水漲船高。因此，我們預料，重中國資產的股票將 

會受惠。 

 

另外，由於環球美元規模十分龐大，人民幣短時間未能承接整個美元環球經濟系統的流通量，而且美元歷史悠久，各國

可能對新興貨儲抱有懷疑態度，故此某部份的貨儲需求將會轉移至貴金屬，貴金屬類相關的股票將因此受惠。 

 

若上述現象發生，重美債的中國企業亦會因此受惠。若美元價值大跌，發大量美元債的企業將會因美元幣值下跌變相減

少負債，令原來重外債負擔的企業財務變得穏健，基本面轉好，情況就猶如日本出口企業經常發日元債，藉著日元貶值

來從發本土債上得益。 

 

馬山資本有限公司為證監會持牌人，公司全權委託賬戶或基金並無持有有關股票及衍生產品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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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INFORMATION 

 ☏  +852 3905 4615 

✉ info@masancapital.com 

 🌐 www.masancapital.com 

 

8/F, Aubin House, 171-172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71 至 172 號安邦商業大廈 8 樓 

法律聲明及風險提示：  
 

本報告由馬山資本 (香港註冊證監會中央編號 BOL530 RA Type 4 & 9) 製作。本報告中的信息均來源於我們認為可靠的已公開資料，但馬山資本對這

些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證，也不保證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議不發生任何變更。本公司沒    有將變更的信息和建議向報告所有

接收者進行更新的義務。 馬山資本在法律許可的情況下可能持有或交易報告中提到的上市公司所發行的證券或投資， 用戶應當考慮到其中可能存

在可能影響本報告客觀性的利益衝突。 使用者請勿將研究報告或相關信息視為投資或其他決定的信賴依據。  

 

本報告僅供本公司的客戶作參考之用。本公司不會因接收人收到本報告而視其為本公司的當然客戶。   

 

本報告僅反映報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觀點和判斷，在任何情況下，本報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見均不構成對任何人的投資建議，   投資者應當對本

報告中的信息和意見進行獨立評估，並應同時考量各自的投資目的、財務狀況和特定需求。 對依據或者使用本報告所造成的一切後果，本公司及/

或其關聯人員均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士可能會依據不同假設和標準、採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頭或書面發表與本報告意 見及建議不一致的市場評論

和/或交易觀點。本公司沒有將此意見及建議向報告所有接收者進行更新的義務。本公司的    資產管理公司、自營部門以及其他投資業務部門可能

獨立做出與本報告中的意見或建議不一致的投資決策。   

 

本報告版權均歸本公司所有，未經本公司事先書面授權，任何機構或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發佈、傳播本報告的 全部或部分內容。經授權刊

載、轉發本報告或者摘要的，應當注明本報告發佈人和發佈日期，並提示使用本報告的風險。未經授權或未按   要求刊載、轉發本報告的，應當承

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本公司將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