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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向南走的美國財政
無解與危機

▓李本京

前言

雖然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

家，然而再深一層看，此一結論似乎很

難立基。因為美國的財政每下愈況，不

但雙赤字（聯邦及外貿）無解，更嚴重

的是很難看好其未來，美國的財政正天

天惡化中。自從2002年始，美國即開始

了連續11年之聯邦赤字。照目前情勢以

觀，美國之聯邦赤字將繼續走高，而政

府財政當然就繼續向南走（財政座標指

向下方）。

事實上，美國財政在過去也常鬧

警報，然而這次的緊張情勢，卻更顯嚴

峻。因為這61年來之赤字有增無減，

2010年且到達美金兆元的高標，這種困

境不是任何國家可以承受得了的。此趨

勢再發展下去，除了要勒緊褲帶來一場

開源節流大作戰外，別無他途可循。然

而如要求美國人開源還要節流，以美國

人的浪費天性，這節流是不太可能，而

開源則要加稅。美國人已經是世界上稅

賦不輕者，再加也不容易。如此下去，

則除了愁眉相對外，要過關更是困難。

浪費：美財政惡化之天敵

要選出一個生活最浪費的國家，

恐怕美國一定會當選的。這是因為人們

只消費，卻不會珍惜資源，於是就有入

不敷出的情況，這就是美國的現況。事

實上，這種動不動就有兆餘美元的赤字

紀錄，代表的就是美國已經完全受困於

此一永遠的困境中。雖然政客們總是在

競選公職前高聲開兩個支票，其一為削

減預算，其二是減稅。然而他們一旦當

選，預算削不下來，而減稅卻一變而為

萬萬稅。

在如此一個分配不均的社會，美國

的窮人愈來愈多。也就是說，日子愈形

艱困，例如美國的貧富更形兩極化，生

活在貧民線下之人民日漸增多。2011年
美國有四千六百餘萬人民之年收（四人

家庭）在23,000美元之下，達到了貧民

的標準。

美國人的稅確實不少，平均來說要

付個人收得之23%，這當然比不上高稅

國家，如比利時之42%。美國人口已達

三億三千萬，十足是一個人口大國，按

照常理，人口多的國家稅賦平均值就愈

低，富人及中產階級者就需擔負其中大

部份，如此一來，就可知美國之中產階

級者就比較辛苦。

如果看一看北歐諸國，就可知道

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之貧民比例遠比美國

低，是以這些國家就有較多富人及中產

階級者付得起高稅，而貧富之懸殊就比

較不如美國之兩極化，而中產階級者也

不會感到過重之壓力。

拿美國之稅政而言，可知美國在

房屋稅及營業稅方面均很有壓力。因為

房屋稅之多寡會影響到中小學學區之優

良與否。而人們在餐廳吃飯，平均高達

10%的sales tax，更令人畏懼的是再加上

15%之小帳，則一個人如吃美金10元之

餐，則最後必定付出12.5美元才走得出

餐館，這就使人們對稅特別敏感。

共和黨：美政府關門大戰之輸方

2013年秋天，美政府關門，債務上

限等問題也浮上了檯面。不少人感到奇

怪，怎麼一個強國如美國居然無錢可用

而令致關門？這種新鮮事真令他國人士

開了眼界。歸根究底，就是因為共和黨

與歐巴馬鬥法時，未審時度勢，一逕走

向死胡同，共和黨最終被歐巴馬貼上搗

▲美國濟經走下坡，窮人愈來愈多，圖為舊金山市區流浪街頭的遊民。

▲白宮與國會惡鬥，導致政府關門，圖為霾霧中的美國國會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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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生事者之標記，終大失民心。2014年
的期中選舉（眾院427人，參院33人）對

共和黨當然有負面影響。有選情專家就

大膽預言，認為原則上共和黨仍會控制

眾院，然而也許無法保持目前擁有232席
之絕對優勢。

有趣的問題是，為何共和黨成為美

國人心目中的搗亂份子？簡單而準確之

答案不易找到，不過，可以一提的是，

共和黨一開始就採取強硬杯葛的態度，

歐巴馬乃落井下石，以順水推舟之招術

指責共和黨否決了談判。一時之間，民

眾對共和黨當然不滿。誰會知道這一本

來存在於兩黨之財務爭論，會突然地成

為2014期中選舉之提前熱身賽，民主黨

顯然贏了這一仗。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為何共和黨採

行強硬無理的態度。要回答這一問題，

需要梳理一下目前共和黨之近況。自從

歐巴馬以黑人之姿在2008年春天競選大

位開始，共和黨基本教義派就極力在地

方上發展力量，終於在之後數年中搶下

不少眾院席位。由於他們在地方上之成

功，有人認為他們只是地方黨派，事實

的確也是如此。這些新興極端保守主義

者受到部份選民之認同，雖然在參院尚

無基礎，然而在眾院卻搞得轟轟烈烈。

共和黨也因此就被人稱為地方政

黨，當然這一看法對共和黨大不敬，不

過也表示出自由派人士對這些新興政治

勢力是不屑的。對民主黨人士而言，輸

了眾院這一重要的競技場，令他們老羞

成怒。而另外一個可以說是怒上加怒的

原因是，這些共和黨的善戰勇士們卻是

靠著茶黨旗號而來的。

提起茶黨，就令民主黨不安。因

為這些共和黨之基本教義派先前多為不

知名人士，如今以極右之姿掠奪了黨內

支持者之頌揚，數年之間，攻城掠地，

在共和黨內另成一小圈圈。他們緊密合

作，互通有無，一時之間已成為一股不

能被忽視的政治力量。雖然身為眾院議

長之貝納極想在黨內扮演中立角色，以

成為共和黨在眾院之實質領導者。然而

在茶黨這些茶友們之影響下，貝納只好

採納茶黨之主張，而這就是為什麼共和

黨一直到最後一刻，態度都是很強硬的

原因。

歐巴馬健保：爭議之焦點

令人絕對想不到的是，美國居然沒

有像世界很多國家般有國家健保制度。

儘管社會福利好，然而卻有不少遊民充

斥各個角落，這種情況日漸嚴重，歐巴

馬此次許了願一定要將健保辦成功，以

期青史留名，成為美國歷史上偉大總統

之一。雖然在全國民眾盼望兩黨各退一

步之壓力下，最終共和黨讓了步，然而

歐巴馬卻寸土未失，堅持到底。

歐巴馬之所以如此之焦土抗戰、拒

不言和，寧受千夫所指，也絕不妥協。

其爭執中心點就是這「歐記健保」。根

據這一全新設計之健保政策，每一個美

國人均須加入，費用則由全民負擔。問

題在這負擔對富人而言是夠不上負擔

的，窮人則孑然一身，再也搾不出油

水，倒頭來社會的岩石棟樑－中產階級

就必然地擔負起此一重責大任。恰恰共

和黨之基本教義派多為中產階級，他們

多為居住南方之基督教徒，平時奉公守

法，絕少逃避賦稅。如今眼看這排山倒

海之新健保政策，大難將至，也只好反

對「歐記健保」了。

眼見歐巴馬之健保方案無法再予修

正，共和黨企盼此一方案能延遲一年再

付諸實施，民主黨斷然拒絕。所以說，

此次健保方案大戰的結果是，歐巴馬以

絕對優勢得到勝利。這一結果，共和黨

付出了代價，其一是共和黨在歐巴馬大

力文宣攻勢下，成為搗蛋份子，政府關

門、債務上限等問題就受到民眾責難。

約有60%之選民認為共和黨該負責，民

主黨則只受到40%選民的責難；其二是

在以後之2014年期中選舉及2016年大

選，共和黨將有一場硬仗要打。

美財政雙赤字：無解 無解 無解

提起美國之雙赤字足令人膽顫心

驚。以2012年之數據，則聯邦赤字高達1
兆3,300億美金，而外貿赤字亦高達七千

餘億，這兩項數字直似天文數字，其原

因非常複雜。為何美國人年平均收入高

達33,000美金，然而政府卻是赤字連連，

成為窮國之一？難道真是藏富於民，政

府非得窮不可？這一大哉問不易找到答

案，然而卻看到了如此難堪之局面。

事實上，政府之赤字來源有二，

其一是收入少，也就是說稅收不足；其

二就是花費大，也就是節流不成，大花

費已成慣例。長期如此，就需要翻看帳

本，查查看到底這萬萬稅收得夠不夠，

還可再在哪方面壓榨老百姓，再多收幾

文。最後發現再怎麼搾，也搾不出任何

油水，於是也就斷了開源這條路。然而

節流這方面，政府領導卻想也不敢想，

其原因在於任何一方都是大手大腳地浪

費慣了，一時實在不知從何著手，受惠

者還吶喊著要再加碼。政治人物一看情

勢告急，不敢再講，怕影響選票，最終

只好落荒而逃，這節流也就不再提了。

這就是為何美政府今天有了赤字，

此一困境純係政治人物及伸手牌能手所

造成的。那貿易赤字如何來的呢？問題

問得好，答案卻是簡單且直接，一說就

瞭然的。其形成原因之一是消費者發現

進口貨便宜，其二是進口貨做得也有競

爭力，於是熱愛進口貨，而跟本國國貨

道個再見，一聲對不起都不說，人就是

如此現實。而美國人最現實，當然其外

貿問題就更是嚴重了。

翻開美國進出口的一本老帳，發現

歷史上美國曾有多次貿易赤字，不過沒

幾年都有了平反。然而令人注意的是，

近年的赤字都好像與美國人共生，推也

推不掉，趕也趕不走。

事實上，早在1790年，美國就曾

遭逢連續七年之貿易赤字，然後在1945
年又連續七年有赤字，這兩段七年之赤

字祇算小菜，真正的貿易赤字則像令人

窒息的海嘯般狂壓而至。從1976年至今

天，這赤字已是美國人的專利，無法去

除。開始僅是百萬美金的赤字，從出超

國變入超國，數字不高，也未令人有嚴

重感。可是到了1980年，入超數字到了

二百四十億，這才是大事一件。到了

1985年，外貿赤字卻像火箭般衝破千億

美金大關。自此之後，這一數字就像放

太多發粉之麵包，每年均有加胖，自

千億到二千億以後就不停地加胖下去，

至2011年則加胖到七千多億美金，數字

之高，令人儍眼。

由此以觀，這貿易赤字是回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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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算歐巴馬武功蓋世，於健保一案

中大獲全勝，見到貿易赤字也只好認

了。然而這雙赤字有如一個運動選手，

得了偏頭痛病，跑得再快，跳得再高，

也是個病人。而山姆大叔真是寡人有

疾，得了財務困難的重病。雖尚不是絕

症，卻也不可忽視，不過假如醫不好，

那就真成了絕症。

美政府關門：不良之世人反應

華府關起門來惡鬥，兩黨各出絕

招，殺得連中央政府都關起了門，令世

人嘆為觀止。似此世界超強有此奇招，

世人反應不佳，鮮少有人同情，均以醜

聞、鬧劇稱之。美國人最愛形象，如今

則有所傷。國家強盛，令人畏懼。然而

卻買不到稱頌，這就是美國人今天給予

世人之印象。

就在華府關門之際，也正是今年

APEC會員國於雅加達相聚之時。APEC
乃美國所一手主導而成，成立於1989
年，現有21個會員，我國也是會員，

2014年則將在北京近郊舉行。由於此會

以美國為盟主，所以美國白宮主人當然

都會以幫主地位駕臨。今年因華府關門

事件，歐巴馬就缺了席。而他的不在卻

給習近平有了演練幫主的機會，這真是

令人跌破眼鏡的結果。風頭不再，美國

在亞洲地位也就此為人說三道四，當然

歐巴馬的一次缺席不會影響美國的在亞

洲之實質影響力，然而這總是一椿令人

遺憾之事。

事後，世人不禁要問，華府政治

到底是怎麼回事？如果常有此種關門之

舉，則此一強國如果真遇上世界級大

事，這關門政治還能領導寰宇嗎？還有

一個問題是，美國積欠外國之國債天天

增加。翻看欠帳本子一看，赫然看到欠

咱中華民國也不少，有一千九百億美金

之多。當然，美國人欠了北京一兆二千

多億美金，欠東京一兆一千多億美金，

欠咱的銀子不算最多，大家可以安了。

事實上，美國除了有聯邦雙赤字之

無解難題外，欠了不少數不清的外債。

咦！不是有句俗話，債多不愁嗎？看

來這話相當有道理。倒是想請教財務大

師，似美國這樣的欠債又赤字的國家，

是否有解？假如無解，那又會怎樣？因

為這債、這赤字還有繼續惡化下去的可

能嗎？

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即不客氣地

指出，美債將來還有一波倒債的危機。

唉！這老頭怎不說些鼓勵人心的話？他

心中難不成沒有愛國精神了？不過，深

一層去看此次上限債務危機之出現，確

是必然之現象。

事後諸葛之大眾曾經群起抨擊這位

老人家，認為他未曾有效防範2008年金

融危機。諸位看官，您猜他怎麼回答？

他說就在金融海嘯前三天，聯準會還認

為美國經濟很正常。

結語

葛林斯潘這番話都出現在他的

近著《地圖與疆域（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中，他在其任內放任炒地

皮者大行其道，成就了不少炒房推手，

如今他聲稱下一波債務上限問題仍將出

現。但願華府政客們能否先作防範，否

則經常關門、開門，這門過多的開與關

也會壞掉的。

美國的財務問題不單是國內問題，

也衍生成為國際問題，因為美國已是世

界超級強國，假如白宮主人血壓升高，

則全世界就會得心臟栓塞。好萊塢儘管

多以超人為首之打鬥影片，主角們清一

色是白人，心地善良，乃打擊犯罪之救

世主，雖遭惡襲，最終仍殺敵成功，結

局是作為美國人真好的感覺。但願在現

實生活中，賦與山姆大叔高稅的美國善

良百姓們不要再看到開門、關門之把

戲，也不要看到萬萬稅政策。華府大爺

們，多花點時間解決您國內民生問題，

不要再當世界警察了，也不要當宇宙法

官！行嗎？世界公民同感謝！（作者為

本會理事）

▲美國政府部門關閉，華盛頓華埠生意大受影響。

▲2013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因美國歐巴馬總統缺席，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獨領風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