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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波金融危機中，我們從中學到了些什麼?~
Lessons Learned From Financial Crisis
股票市場延續著今年第一季度尾期的強力

美國這次的股災己經是很嚴重了，可是事實

反彈，著實在第二季度交出一張亮麗的成績

上，世界上絕大多數國家的情形都要比美國來

單，加上種種數據也顯示著經濟衰退的情形有

得更壞。

逐漸趨穩的現象，所以我們認為現在是一個絕

回頭看來，在這次的風暴中，幾乎所有的

佳的時機來檢視一下我們到底從這波的金融危

資產類別的價格都有大幅度的跌幅，乍看之下

機中學到了些什麼並引以為鑑。

好像風險分散(diversification)並沒有起到什麼作

在這次的風暴中我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
觸，那就是各國央行在過去數個世紀以來賴以

用。可是事實正好相反，風險分散正是在這個
時候起了它最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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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經濟成長的貨幣政策在一個失控的金融體
系中也是無用武之地。因為再寬鬆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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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為時不短的時間裡整個債券市場是停擺

也需要一個正常運作的金融體系來把這股活水

的，債券持有人就算是用多低的價格想要出脫

注入到經濟體裡，進而刺激經濟行為。明眼人

手中的債券也根本找不到買家。股票市場是唯

都看得出來，在這次的風暴中這個環節明顯地

一還能運作的資本市場，雖然股價被壓縮到非

出了問題。

理性的價位，可是，只要股票持有人想出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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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還記憶猶新，在這次危機中，有

事實上，這些扮演著重要居中角色的金融

股，基本上是可以馬上辨到的。試問，如果一

機構，無論它們的財務如何地健全，其正常運

位投資人完全忽略風險分散的重要性而將所有

作還是完全依賴著參與者的信心和信任。正因

資產投資在債券這個單一資產類別上，而且在

為如此，當金融機構開始顧慮其交易對手

這段時間裡因為種種因素需要出脫求現時，我

(counterparty)是否會因持有的不動產抵押債權比 想這時他將明瞭風險分散的重要，可是已經為
例過重而影響到其體質，甚至對其履約能力產
生懷疑，並進而中斷資金流通時，整個金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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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資產類別都有它獨特的風險，過多

系進入了一個失控的狀態，連帶地也使整個經

資金配置在某個資產類別上都會使投資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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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較大的風險，正確的長期投資必須要定

基本要素明顯不足或甚至消失才讓經濟體的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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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我們所奉行的基本投資原理也在

化有如滾雪球般地愈滾愈大，一發不可收拾。

這次的金融風暴中再次得到印證，例如在資金

由於全球化趨勢的關係，幾個世紀以來，

短缺期間要儘量避免投資在使用高槓杆、依賴

世界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己經是錯綜複雜地連

借貸來維持營運的公司。如果投資組合裡的股

接在一起。這個情形在這次的金融危機中愈發

票都是經過詳細分析，基本面良好，值得長期

明顯，美國不動產泡沫化這條導火線很快地點

持有的公司，就算是市場將其價格下壓到就像

燃了世界各地的金融風暴，在極短的時間內，

世界末日就要來了，也千萬不要隨雞起舞盲目

全球都籠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中。正如我們在前

地跟賣。記住，當市場信心因為心理因素影響

幾季的文章所提到一樣，雖然我們主觀上認為

而走極端時通常就是佈局的大好時機。尤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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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究底，不動產的泡沫化充其量只不過

期、合理及有系統的調整各種資產類別的資

是此次經濟衰退的一個導火線，最主要的還是

金權數來降低風險，切勿因為無法量化

信心和信任這兩個維持金融體系正常運作的最

(quantify)風險而忽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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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不要被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所害。原賦效應就 資源於系統內循環流動，對經濟產生倍數的刺激作用。拿
是我們所謂敝帚自珍的人性傾向，簡單來說就是人們會因

央行的疏困金來講好了，在正常運作的金融體系裡，銀行

為是否擁有某項物品而對該項物品所訂定的價格有明顯上

會將其借賃於企業如 A 公司用以從事經濟行為，A 公司拿

的差異。即個人一旦擁有該項物品時，則對該項物品的評

著這筆疏困金跟 B 公司買原物料，B 公司把收到的貨款存

價，會比未曾擁有時的評價高出許多。投資人常常會因為

入銀行，銀行又可以把該筆款項借賃給 C 公司去從事其它

本身持有某股票而對其附加上一個非理性的價格，最常看

的經濟行為。透過這種循環再循環的運作，同一筆疏困金

到的現象就是投資人可能在股市過熱時買入某股票，之後

最終對經濟的刺激會以倍數出現。現在金融體系己經逐漸

一昧的認為其一定可以再次回漲到那個價位而死抱著該

在恢復正常運作，我們相信在乘數效應的作用下，政府在

股。這種不理性的決策行為造成資金不能靈活的運用，往

這次金融風暴所投入資源將發揮作用進而促進經濟成長。

往導致喪失其它投資機會而造成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

市場目前普遍預期經濟將在未來的幾個月內趨於穩
定，在秋季開始復甦並且以略低於正常成長率的力道持續

我們常常被問到該如何避免這次的經歷在將來不再發

成長，或許可望於明年的下半年逐漸恢復正常。但是我們

生，雖然這個問題乍看之下有它的道理在，不過我們要很

也不能輕視政府己經在經濟體系裡所投下的史無前例的資

小心地不要落入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的陷阱中。

源，在乘數效應和其它財政刺激政策的加溫下，極有可能

適應性預期就是根據過去數據及經驗作出預測，我們知道

會進一步刺激經濟，使其有高於預期的成長。

人類的行為往往會受到最近的某些經驗所影響。舉個例，

當然任何事情都須付出代價，在刺激經濟的同時，美

去年十一月股市跌到一個相對低點後有一波反彈，在十二

國政府也債台高築。除了通貨膨漲的隱憂外，開始有人擔

月時來到一個區段高點後又向下回跌到三月的新低。從十

心排擠效應(crowding-out effect)的產生。排擠效應這個名詞

二月到三月這段時間內一些投資人開始抱怨、後悔為什麼

出現在 1980 年代初期，那個時候美國政府也面臨相似的情

沒有在十二月時出清股票，在自怨自艾中這個最近的經驗

形，美國國庫券的利率高到我們現在根本無法想像的地

就對投資人產生了影響。從三月九號市場開始另一波反

步。在經濟學上，排擠效應是形容政府在貨幣市場上的借

彈，可是這些落入適應性預期陷阱中的投資人卻自認為理

貸增加時，由於其低風險的特質，吸引力自然較一般私人

性地要避免上次發生的事不再發生，所以在第一波漲勢後

企業來得大，導致市場資金轉而借予政府，而須融資的企

的幾天小幅修正時就急急忙忙出清股票，害怕這時不賣事

業唯有提高利率以爭取市場資金，導致市場利率上升的現

後又會後悔，然而股市接著又漲了兩個月，自然這些投資

象。這種情形有可能導致營運成本的增加而使企業減少投

人永遠會活在後悔中。

資，進而對經濟成長產生負面的影響。更甚於 1980 年代初

預防此類憾事一而再地發生的不二法門就是長期投資

期的是那時美國政府的借貸行為只對其國內企業產生影

的目的及資產類別的分配比重絕不應該因為短期市場的震

響，如今由於國際資金流通的關係，美國政府的大幅舉債

動而有所改變。如果投資人因為市場的大幅下滑而心生恐

也有可能影響到其它國家的資金取得。無怪乎從北京到柏

懼(fear)，進而調低股票的比重；反之，因為市場的大幅攀

林的國家領袖都對此表示憂心。

升而心生貪念(greedy)，進而調高股票的比重，仔細想想，

三月初的時候，在場邊觀望、等待進場時機的現金創

這不就是在股票便宜時賣股票而在股票貴時買股票，這跟

下了歷史新高。從那時候到現在，大約百分之二十五的現

我們投資任何標的物都想買低賣高的投資原則不正是背道

金已經陸續進場，大盤也隨之水漲船高，上漲了三十六個

而馳嗎？

百分點。在這段期間內，市場每次的拉回整理都是一次次

在文章的開頭我們談到央行需要一個正常運作的金融

進場的好時機，雖然往後上漲的力道可能不會如前幾個月

體系來使其貨幣政策發揮功效。原因就在於一但扮演居中

般的強勁，但是我們相信這個態勢將會持續下去。慢慢

角色的銀行失去其該有的功能時，就算是央行提供再多的

地，股票市場將逐步正常化，各股將隨著下一波的經濟循

疏困金也是沒辦法讓這股活水注入到經濟體系內，進而產

環而有其應有的表現。經過前幾個月來的重新排列組合，

生乘數效應(multiplier effect)。乘數效應是什麼呢？基本上每 我們認為我們已經調整好客戶的投資組合來迎接新一波的
個經濟體系都有一個內部循環系統，通過市場交易，經濟

經濟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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