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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馬斯·馬爾薩斯的背後靈 
 

我們在前一章中提到，羅馬俱樂部所謂的“科學作品”，“增長的極限”是個

騙局。 書中採用的數據來源在關鍵類別中非常不準確。計算機演算時，假設所

有科技，在三十多年間，突然或漸漸不再進步。本書作者及其許多支持者都知道，

“增長的極限”這本書是騙人的。然而，羅馬俱樂部和其他大多數重要的“新馬

克思主義者”在1970年代或多或少嚴格的按照該書欺詐的結論進行宣傳。 

 

他們傳播連自己都不相信的馬爾薩斯主義的真正動機是什麼呢？ 

 

十多年前，本書作者及同事對國際“新馬爾薩斯”運動和計畫背後的重要人

物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們漸漸了解羅馬俱樂部和聯盟組織的代表及領導人，並聽

取這些人親自說明他們創造新馬爾薩斯騙局的真正動機。 

   

住在巴黎的英國國民，亞歷山大·金（Alexander King）博士，曾經擔任北約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董事，也是成立羅馬俱樂部的幕後推手。金博士在一次紙媒

採訪中主動表示，他贊助新馬爾薩斯宣傳的真正動機是種族主義。他堅稱，盎格

魯撒克遜族系在地球上越來越少，因此，新馬爾薩斯的宣傳和活動必須著重於減

少深膚色“種族”的人口。金博士口中的“深膚色種族”，包括一些熱情的“地

中海種族”，一般認為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希臘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來自南非的英國知名猿猴學專家索利‧祖克曼 (Solly Zuckerman)勳爵堅稱，

他在創立羅馬俱樂部的地位比金博士更重要，目前擔任英俄馬爾薩斯協會和國際

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主席，IIASA 是與美國支持的麥吉爾·邦迪(McGeorge 

Bundy）共同成立的組織。哈佛大學著名的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描述此“邦迪”是“美國建制派(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領導人”。人們合

理地描述祖克曼勳爵的觀點為危險的野性，影響力也最大。 

 

領導美國支持的新馬爾薩斯計畫中，就有與紐約狄龍里德投資公司(New 

York investment house of Dillon, Read)有關的威廉·德雷珀(William Draper)將軍的案

例。這位德雷珀參加了1932年紐約市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受託人會議的音樂會。

他們在這次會議上，齊聲讚揚德國即將上台的希特勒，德雷珀特別帶頭讚揚納粹

的“種族優生”學。他的德雷珀基金會支持人口危機委員會，明確致力推動減少

非洲和其他地方盎格魯撒克遜人種族主義狂熱分子視為“次等種族”的人口。 

 

德雷珀與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相關圈子的作為並非例外。該機構成立於1869

年，旨在推動達爾文和赫胥黎的學說，這些人十分了解必須經過數百年的奮鬥和

介入，才能減少非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世系”的人口。本世紀，著名的摩根和哈

里曼家族在其中的表現最為突出；哈里曼家族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一直是

美國遺傳學名義上納粹式種族主義教義的主要推動者。毫不意外的，就是這些家

族對種族主義教義表示特別歡迎，並主導將德國銀行家雅爾瑪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的黨羽阿道夫•希特勒推上德國舞台。也是這些家族，特別是哈里曼家

族，在1920年代推動美國移民法，定出一年一度的配額，旨在阻止“地中海深膚

種族”大量移民進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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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後期，美國國內有人疾呼，取消受希特勒暴行威脅的猶太移民配額。

哈里曼家族立即動員阻止這種特殊安排。一批逃離希特勒的猶太人，被美國拒絕

而原路折返，許多人都被哈里曼家族的種族主義拒絕，重新折返面對他們的厄運。

如果美國在這方面發揮領導作用，那麼希特勒的種族迫害，可能就有三百多萬人

得救，如今卻只有相當少數人逃脫。艾維爾‧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美國

億萬富豪)在內的哈里曼家族，都熱心支持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墨索里尼，從1920

年代末到1938年，許多摩根圈子裡的人都一直支持希特勒。直至1938年之後，英

國的丘吉爾和其他人發現並警告說，英美瑞士製造的德國希特勒已經失控了。 

 

近年，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圈子，對於美國強推新馬爾薩斯政策發揮了十分

重要的影響力。 

 

我們該把這些邪惡成員的供詞放進報告裡，而不是在這個問題上相信他們說

的鬼話。而浪費時間檢視造成當前新馬爾薩斯狂潮的典型名人，還不如將注意力

轉移到他們現在所代表的社會階層。我們將提出並回答，這個社會階層，有何獨

特且具與眾不同的哲學，促使他們宣傳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科學教義？ 

   

我們且從“托馬斯·馬爾薩斯教授”開始。是哪些人和什麼原因促使他在1798

年完成“人口論”？馬爾薩斯背後的富裕家族當時都在同一階層，今日也在背後

推動新馬爾薩斯運動。 

 

1751年，美國獨立領導人本傑明·富蘭克林博士，完成並出版了一本小冊子，

書名是”關於人口增加的觀察”。他認為，美國在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北方人口

必須快速增加。富蘭克林的朋友和崇拜者詹巴迪斯塔·貝加利亞(Gianbattista 

Beccaria)將這本小冊子翻譯成意大利文，並在意大利出版。威尼斯靠收租為生的

資本家家族重要發言人嘉瑪利亞‧歐特斯(Gianmaria Ortes)，對這本小冊子的意大

利版大加駁斥。 

 

歐特斯對富蘭克林的攻擊延燒到英國。幾天後，雄心勃勃的牛津大學神學院

年輕畢業生馬爾薩斯，將歐特斯的論點竊為己用並出版“人口論”。當時，馬爾

薩斯在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轄下工作。1798年皮特贊

助出版第一部馬爾薩斯的著作，並對英國議會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可以作

為1800年改革英國濟貧法的藉口，不用再向“無用的吃貨”提供財政援助。 

 

這就是“馬爾薩斯主義”的起源。 

 

為了紀念馬爾薩斯的成就，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英國設立了第一位政治經濟學

教授的職位，任命馬爾薩斯為這個職位的首席執行官，在公司所屬的海利伯里學

院（Haileybury College）接受培訓。除了馬克思博士的特殊情況外，所有著名的

英國經濟學家 - 亞當·斯密和傑里米·邊沁，透過約翰·斯圖亞特·米爾（John Stuart 

Mill），都和馬爾薩斯一樣，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多數人像邊沁、馬爾

薩斯、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都隸屬於哈利伯里，也接受其指揮。 



成長無極限 

 

 

我們將提出說明，要釐清英國政治經濟學、馬爾薩斯主義、非洲奴隸貿易與

中國鴉片貿易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就必須了解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馬爾薩斯主

義，在英語系國家一發不可收拾的發展。要了解馬爾薩斯主義對歐洲大陸的影響，

人們還必須知道威尼斯人嘉瑪利亞‧歐特斯的支持者和英國東印度公司之間的

密切關係。 

 

英國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是一個比較先進的研究，伊拉斯謨派就曾影響英國都鐸王朝推

動，到托馬斯·格雷沙姆（Thomas Gresham, 1519 –1579）期間，以當時歐洲的標

準來說，仍然十分活躍。1603年蘇格蘭詹姆斯六世加冕成為英國國王起，英國人

就不再推崇這個學派了。在英國政治經濟首次以正式的理論出台之前，現代經濟

學教學已經超越法國、意大利、德國和俄羅斯知名機構的習慣做法五十多年。 

 

整個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大陸都在“(重商主義的)官房學派”提示之下，

教授現代政治經濟學。這種建立在十五世紀先鋒經濟學家傑米斯圖斯•普萊桑

（George Gemisthos [Plethon]）和達芬奇之上的官房學派，是英國都鐸王朝的重點

工作。法國政治學家讓·博丁(Jean Bodin)及其“國家六論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影響了法國政治菁英和英國共和黨（聯邦）派系制定政治經

濟政策的方向。十七世紀，托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那不勒斯學

派，影響力最大。十七世紀法國政治經濟決策在這種潮流之中，出現了黎塞留 

(Richelieu)、馬薩林(Mazarin)和著名的馬薩林繼任者讓·巴蒂斯特·科爾伯特

(Jean-Baptiste Colbert)。1671年萊布尼茲介紹自己的＂社會與經濟＂大作，並正式

推廣現代經濟科學。 

 

18世紀初，沙皇彼得一世採納了萊布尼茨的建議，使得俄羅斯經濟成功發展，

其中礦產和工業超越英國的規模和質量。德國在十八世紀以“物理經濟”傳授萊

布尼茲的經濟學，成為官房學派的一部分，後來成就了史坦因和洪堡兄弟。法國

和意大利則引進俄羅斯萊布尼茨彼得格勒學院的教學修會及其生活常規。富蘭克

林博士則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之前，引入美國。雖然漢諾威議會提議邀請萊布

尼茲擔任英國首相，但是萊布尼茨的經濟科學從未抵達該國的海岸。 

 

英國製定政治經濟學學說始自1763年，經過長時間的運行，臭名昭著的第二

代謝爾本伯爵下令亞當·斯密進行破壞北美英國殖民地經濟的計劃。當時，亞當·斯

密是前愛丁堡大學道德學教授，隸屬於大衛·休謨(David Hume)領導的英國秘密情

報局（SIS）。休謨在反對法國的行動中，是謝爾本伯爵在英國秘密情報局的下屬。

謝爾本伯爵的祖父威廉·佩蒂爵士(Sir William Petty)創立倫敦皇家學會，是 SIS 蘇

格蘭分社最高級別的家族。謝爾本伯爵也和他祖父一樣，具有耶穌會教士之美名

和背景，類似法國伏爾泰隸屬於（克萊蒙學院）耶穌會、法國重農學派經濟學家

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以及共濟會巴黎總部瑞士九姐妹蘇格蘭儀式

(Scottish Rite)的耶穌會。他是蘇格蘭-法國-瑞士耶穌會教士（有時名義上是新教徒）

的怪異組織成員之一，這個組織在謝爾本伯爵、富蘭克林和拉法葉的一生中，與

奧爾良公爵有牽扯不清的怪異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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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休謨對所有的道德領域都很有影響力，這些理論主宰了亞當•斯密、

邊沁、馬爾薩斯、李嘉圖、詹姆斯·穆勒、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威廉姆·斯坦利·傑

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和凱恩斯等英

國政治經濟學深層的公理假設。亞當•斯密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論》是他所有

思想的基石，然而1776年他著名的反美短文《國富論》卻完全是剽竊自法國經濟

學家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的“財富形成與分配的

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他1759年書中的一段

正是經典： 

 

……為世人謀取普世幸福，是上帝的事業而不是人的事業。(上帝) 分配給

人類的部分更適合於權力的弱者，以及對自己理解很狹隘的人：照顧自己的幸福，

自己家人的幸福，自己朋友的幸福，自己國家的幸福……但是，我們雖然……非

常強烈的渴望達成這個目標，也已經以理性進行緩慢而不確定的決策，以便找出

適當的方法達成這些目標。大自然已經以原始和直接的本能，指引我們更大的部

分。飢餓、渴望、兩性結合的熱情、對快樂的熱愛和痛苦的恐懼，促使我們為自

己不擇手段，也不考慮大自然有意產生的有利結局。 

 

上一段引用的是蘇格蘭長老會和其他人的加爾文主義教條，是合理化英國東

印度公司的非洲奴隸貿易和中國鴉片貿易等的精髓。加爾文主義者認為，人類對

其行為的後果不負道義責任。除了享樂主義的衝動之外，如果他對道德漠不關心，

對許多人造成殘酷而深刻的傷害，那麼上帝就會因為提供加爾文主義者享樂主義

的本能而受指責。 

 

加爾文主義者對不道德做法的辯護是亞當•斯密“無形之手”教義的本質。

亞當•斯密就曾和邊沁、馬爾薩斯、李嘉圖、詹姆士穆勒等人，為1819年對印度

人民的種族滅絕辯護；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效益主義」，和傑文斯、馬歇爾和

凱恩斯等人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基於大衛•休謨徹底拒絕任何可知的道德規範。

這種道德”無差別主義“激怒了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寫下《純粹理性

批判》，批評英國的經驗主義。 

 

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是英國政治經濟史上比亞當•斯密更重要，也

是謝爾本伯爵最親密的同謀和黨羽。邊沁的主張與亞當•斯密1759年的原文相同，

但是論點更野蠻，是更激進的休謨追隨者。因此，亞當•斯密1759年一書的內容

將立即與邊沁1780年的《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和1787年明確的政治經濟學主題，

《為高利貸辯護》，進行比較。另外，邊沁激進主義的典型之處就在他的《為雞

姦辯護》，而他設計的洗腦監獄正適合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一書的環形監獄社會。 

 

採納威尼斯人嘉瑪利亞‧歐特斯的政策，正是英國馬爾薩斯主義圈流行的道

德哲學。在轉向馬爾薩斯的書出現之前，我們先向讀者介紹威尼斯的特色。 

 

1589年至1603年間，意大利威尼斯和熱那亞的金融“黑色貴族”和毗鄰國家，

在英國境內主導了一場血腥鬥爭，詆毀和污衊伊麗莎白一世指定的皇位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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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克斯男孩(the boy Essex)，並確保繼承熱那亞的資產，蘇格蘭的詹姆斯六世繼

承皇位。十四世紀初期，熱那亞以僱傭軍、羅伯特·布魯斯（Robert Bruce），蘇格

蘭國王-“羅伯特一世”，曾領導蘇格蘭人打敗英格蘭軍隊，確保王國獨立）和他

自己的 聖殿騎（武）士團征服並掌控蘇格蘭。十五世紀，當英國、熱那亞和勃

艮第公爵大膽查理(Charles the Bold)結盟對抗法王路易十一時，控制了蘇格蘭與歐

洲大陸連結的瑞士法語區和法國相鄰部分。 

  

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1603年加冕後，授予他的外國金主壟斷並包下英國公

共債務和徵收的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589-1603年的政變中，曾

經擁有熱那亞（帕拉維奇尼 Pallavicini）資產的利益，被(詹姆斯一世)任命為財政

大臣，直到公眾輿論拒絕容忍培根無止盡的貪污。接著是英國十七世紀的內戰以

及倫敦金融中心和英國央行的基金會。 

 

同時，熱那亞和威尼斯的金融利益，從已被洗劫一空的葡萄牙基地，將黎凡

特（Levant，指地中海東部諸國及島嶼）公司大西洋分部搬到英國和荷蘭。黎凡

特公司搬遷後，結合1688-1689年的改革，產生了英國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這就

是休謨和謝爾本所代表的利益：1782-178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透過謝爾本與喬治三

世國王協商，鞏固了對英國政府的控制權。 

 

我們曾經指出，熱那亞和威尼斯等外國利益接管英國，直接間接造成英國十

七世紀的內戰。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加速了英國共和黨人遷移到北美殖民

地，英聯邦也因此衰落。這些1603-1689年間的發展加深了文化差異，而十八世紀，

英國的道德哲學也與美國隔得越來越遠。 

 

從17世紀末跨到18世紀，英國由外國控制的執政利益十分集中，整合後都歸

入金融貴族的世襲領地。過去，蘇格蘭和英國組成的不列顛執政階層在政策上很

一致，一度國人幾乎無法分辨。這項規則延續至今，對人民生活產生自上而下的

影響，也轉化英國國民對哲學的看法，乃至不列顛國民如同今日的國民一般，普

遍都接受十九世紀休謨、亞當•斯密、邊沁等人的無德教義，甚至以此作為“常

識”或“人性”的一部分。至1790年代之前，英格蘭共和主義遺蹟，只剩富蘭克

林的友人約瑟夫·普里斯特利博士(Dr. Joseph Priestley)和愛爾蘭及蘇格蘭的共和主

義為典型之外，約翰·米爾頓(John Milton)的哲學觀點幾乎不為不列顛人民記憶。 

 

因此，北美的共和主義圈子，成為英語界共和主義哲學和文化的中心。根據

美國1790年人口普查和當時其他相關證據，顯示出兩國這種哲學差異的影響。美

國成年人的識字率高達九成以上，是英國的兩倍多。此處的公民素質是以英國著

名民主詩人雪萊(Percy B. Shelley)定義的“接受和傳播尊重人與自然深刻理念的能

力。“以此為例，美國公民對經典的熟悉程度，使整個歐洲都讚譽其為“拉丁農

民”。例如，重要的政治文學及傳播美國憲法小冊裡的用詞，再再都顯示1790年

代的美國成年人，遠優於今日的美國人。美國公民這個時期的文化優勢超越英國

國民，也從美國人的生產和收入都是英國財富兩倍的事實中得到映證。雖然許多

美國的愛國者是蘇格蘭裔和德國裔，但是只要是英國裔，就是約翰·米爾頓的追

隨者。在這方面來說，美國革命成功的複製十七世紀的英國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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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發生在英國和美國的狀況，也是這兩個世紀整個歐洲發展的總體模式。

因此，威尼斯、熱那亞-瑞士和英國金融寡頭之間的聯繫一覽無遺。 

 

1589-1603年發生在英國的熱那亞政變，促使17世紀法國天主教君主出面領導

歐洲的新教聯盟。這個聯盟是由紅衣主教黎塞留及其後任依序接班，教皇自己任

命黎塞留的接班人，紅衣主教馬薩琳和馬薩琳的繼任者讓·巴蒂斯特·科爾伯特。

歐洲天主教會由威尼斯人產業，包括瑞士法語區新教徒以及威尼斯耶穌會教士的

哈布斯堡王朝，和英國、荷蘭的新教君主主導。當時法國收受賄賂，並不是所宣

稱向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的良知效忠。因此，那段時期的用詞往往是駭人的誤導，

也是自當時迄今歷史上政治事務的普遍現象。 

 

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戰爭中，歐洲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

我認知的衝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成員，很痛苦的在象徵性嚴守羅馬教宗規則

更為根本的議題上分裂而互相對抗。天主教和、新柏拉圖式人文主義的觀點，代

表性作品就是庫薩樞機主教（Cardinal Nicholas Cusa）結合神學、自然法和科學方

法的精義，提出極具影響力的論點。另外出現的相反觀點是一種屬人的宇宙觀，

也是威尼斯和熱那亞的政策-羅馬帝國法，傳統上與拜占庭、羅馬、波斯、巴比

倫帝國以及古代推羅（Tyre）的腓尼基城(Philistine city)相關。腓尼基城之傳統可

以追溯到迦勒底的吾珥(Ur)城。 

 

第一個共和主義的觀點建立的前提是，人類因擁有高尚品德的神聖潛能而異

於動物。因此人類很神聖，而國家的功能則是保護並幫助每一位成員，使其有機

會充分發展其創造力。反之，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謨和邊沁等寡頭觀點，將

人視為不同品種、只會享樂、會說話的野獸，他們的知識和自我利益只限於快樂

和痛苦。前述引用亞當·斯密的文章，陳述了這些寡頭貶低人性的觀點，邊沁的

作品”簡介道德準則和立法原則”也簡略地表達了這一點。 

 

馬爾薩斯出版“人口論”的同一時期，詩人、劇作家和歷史學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描述歐洲文明的基本政治分界，並以雅典的梭倫（Solon of Athens）共和

國傳統，區別斯巴達神話中的來古格士（Lycurgus）寡頭傳統。共和主義傳統已

融入哲學觀點，其對西歐的影響可以回溯到聖奧古斯丁的著作、查理曼大帝的改

革，以及庫薩闡述的自然法原則，也大致上因此定義國家的憲法和國家之間的法

律。反之，寡頭方面則是斯巴達貴族階級猖獗的雞姦，年輕貴族一時興起就殺了

奴隸，以控制其人口。這項政策和做法恰恰是十六、七世紀威尼斯哈布斯堡家族

為首的”天主教會”之作為。  

 

德爾福（Delphi）的阿波羅邪教聖殿，正是斯巴達來古格士的哲學觀點和“斯

巴達模式”的邪惡創造者，現代馬爾薩斯主義和新馬爾薩斯主義也由此應運而生。

里士多德的著作是最直接呈現德爾福哲學的觀點，也是其重要的辯護者，尤其是

他邪惡的著作《政治學》和《尼各馬科倫理學》。馬爾薩斯派系並太不邪惡，因

為他們的理論基礎都來自這兩本著作。這大致上是休謨、亞當·斯密、邊沁和謝

爾本伯爵圈子的觀點，也是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和現在新馬爾薩斯主義者的道德

哲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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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國的馬爾薩斯主義支持者之前，有必要談談馬爾薩斯立即上軌道的事

實：英國東印度公司如何在1782-1783之間掌控英國政府。 

 

1782年前，對美國殖民地戰爭造成的負債，使英國政府陷入破產。謝爾本在

此期間，多次企圖控制政府。他在1783-1784年的努力成功了。他結合英國東印度

公司銀行家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與喬治三世談判達成協議，安插謝爾

本手中的玩偶，小威廉·皮特，擔任首席財政大臣。這只是第一步。根據現存的

記錄，1784年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代表謝爾本以20萬英鎊買進整個英國

議會；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勞倫斯·沙利文(Laurence Sullivan)安排了這筆交易的融

資。所以，謝爾本的玩偶，小威廉·皮特得以長期擔任總理職務。 

 

謝爾本在同一年，1784年，重組英國東印度公司，增加該公司的權力和財富，

鞏固其幾乎等同英國秘密情報局的地位。邊沁成為謝爾本重要的骯髒伎倆專家，

包括在適當的時候，將英國 SIS 代理人丹頓和瑞士的馬拉特，從倫敦培訓站送到

法國，煽動雅各賓黨恐怖事件。這就是建制派的馬爾薩斯、李嘉圖、詹姆斯·米

爾、約翰·斯圖亞特·米爾等，他們也吸收其他人成為官員。這就是馬爾薩斯主義

者。 

 

他們都是耶穌會教士。與耶穌會教士的官方歷史相反，指令其實是威尼斯的

孔達里尼(Contarini)家族在威尼斯下的，不是在巴黎。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在往巴勒斯坦朝聖途中，在威尼斯耽擱了一下，接受招募領導威尼斯創造

的秘密情報服務，模仿德爾福古代邪教信仰逍遙學派(Peripatetics)建立的情報部門

所有基本要件。耶穌會最初是接受聖約翰醫院騎士團（Hospitaller Order of Saint 

John）的指令，稱為馬耳他騎士團(Order of Malta)，受威尼斯節制。有足夠的理由

相信，教皇在十八世紀壓制耶穌會教士，迫使騎士團的總部遷到俄羅斯，（根據

官方說法）直到1815年威尼斯人卡波迪斯特里亞(Capodistria)在維也納國會指示，

耶穌會重回西歐掌權，騎士團成為梅特涅親王的秘密情報部門，並以此身分共謀

參與英國 SIS 暗殺亞伯拉罕·林肯總統，進而規劃暗殺其政府官員。 

 

謝爾本伯爵的祖父威廉·佩蒂爵士是在梅森的指導下，到卡昂(Caen)的耶穌會

學院接受訓練，耶穌會的代理人笛卡爾（René Descartes）已經受過此項訓練。1660

年，將查理二世帶回英國的蘇格蘭船員，就是耶穌會代理人。謝爾本本人在法國

接受耶穌會訓練，因為在耶穌會的這個主題上極受歡迎，所以無緣英國的最高官

方職位。更具體地說，謝爾本藉由他岳父約翰·卡萊雷（John Cataret）與法國搭上

線，是博靈布魯克(Bolingbroke)圈的產物。後來，班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總結了這件事： 

 

謝爾本伯爵採納第一代博靈布魯克系統；取代首席法官的真正皇室；與法國

永久聯盟，取代輝格黨計畫中視英國為天敵的詭計；最重要的是可以在烏得勒支

(Utrecht)長期惡意的談判中找到的商業自由計劃，但是這項談判在謝爾本伯爵一

例中，很快就會使歐洲的所有經濟科學成熟。 

 

迪斯雷利的多此一舉，正好壞事。謝爾本結盟的對象，包括法國的奧爾良公

爵、反富蘭克林的法國分部，以及法國聖約翰騎士團大修道院，都是當初推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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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首國王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引導雅各賓黨上台掌

握大權，實行恐怖統治的組織。法國是當時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國家，但是財政部

長雅克·內克爾(Jacques Necker)從1786年開始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後，法國在1789

年破產了。這完全是（當時被官方壓制的）耶穌會和日內瓦、洛桑的主要瑞士銀

行家族一起完成的。 

 

和耶穌會一樣被視為雞筋棄之可惜的醫院騎士團，今天仍然在瑞士搖旗吶

喊，並為曾經在巴黎接受同樣訓練的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提供該國教育，而

這個巴黎機構則將羅耀拉送到威尼斯。因此，日內瓦熱那亞成為名義上的新教，

熱那亞擁有的蘇格蘭為長老會，而反教皇的威尼斯則部署了名義上的天主教耶穌

會騎士團。在法國，蘇格蘭儀式、耶穌會教士和瑞士加爾文主義者則始終如一地

躲在聖約翰大修道院的大傘下，結為盟友，彼此之間行同樣邪惡計畫時，沒有功

能上的差別。這些人受制於共同的認知，認為實踐的計畫是一種信仰，高於各自

名義上的新教或天主教信仰。今天法國和美國的情形也不惶多讓，至少在蘇格蘭

儀式和醫院(騎士團)的最高級別仍是如此。這就是馬爾薩斯主義的重要組成部

分，包括 耶穌會在梵蒂岡官方機構內無恥的推廣羅馬俱樂部，甚至進入羅馬教

皇科學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 -似乎是教會多次試圖打擊馬爾薩斯反墮

胎信仰，都以失敗告終的神秘原因了。 

 

我們不想在此區別，耶穌會騎士團的部分成員，或是一般的長老會或蘇格蘭

禮儀共濟會，到底是不是嚴格定義的基督徒或猶太教徒。我們不干涉宗教組織的

內部事務，只是注意到有宗教團體，以非常邪惡的方式干預國家政策。我們過去

曾經指出，耶穌會騎士團創立玫瑰十字會邪教，成為蘇格蘭禮儀之上的騎士團，

銀行界聯合成為蘇格蘭教會或瑞士法語區和法國的加爾文主義者。這些一直都是

馬爾薩斯主義和相關計畫的同一股力量，謝爾本則是他們之中最邪惡的縮影。 

 

這群人在英國建立了更大的權力並及於美國國內，1787-1792年，英國國務大

臣登達斯(Henry Dundas)進而主導規劃中國的鴉片貿易。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緊

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腳步，將其從美洲非法奴隸貿易投資的易腐物品，轉移到更

為密實、收入更豐厚的中國鴉片貿易。十七、八世紀間，耶穌會教士以這種規模，

在中國和印度的建立了非法交易。 

 

這就是馬爾薩斯主義者。亞當·斯密曾經以符合蘇格蘭加爾文主義者的耶穌

會道德的方式捍衛鴉片貿易： 

 

“為世人謀取普世幸福，是上帝而不是人的事業。(上帝) 分配給人類一個

少許的部分……促使我們為自己不擇手段(的不道德享樂)，也不考慮大自然有意

產生(享樂本能)的有利結局。 

 

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美國代理人進行非洲奴隸貿易和中國鴉片貿易，及美國

重要家族背叛其立國精神的主要罪惡，是追求他們和後代的利益，使之更富有，

權勢更強大，甚至更受敬重。 

 

非洲奴隸貿易、中國鴉片貿易，怪物般的高利貸和背叛(美國)立國精神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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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都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美國代理人的道德和哲學標誌。這些就是馬爾

薩斯主義者；他們的後裔，以及瑞士和“黑色貴族”的後代，都是今天新馬爾薩

斯主義背後的力量。 

 

新英格蘭的鴉片貿易家族 

 

今天美國所謂“(美)東部權勢集團”的核心就是“美國鉅富家族”的集合體，

主要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主導參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行中國鴉片貿易的美國

家族，也是麻州撒冷城(Salem)的“珀金斯集團(Perkins Syndicate)”。 這些家族包

括洛厄爾（Lowells）、卡伯特（Cabots）、福布斯(Forbeses)、希金森（Higginsons）、

皮博迪( Peabodys )，庫欣 (Cushings)和珀金斯(Perkinses)，最初來自麻州波士頓以

北的艾塞克斯郡(Essex County)。他們自1776-1783年美國與英國戰爭期間，彼此就

亂倫似的通婚，包括名義上的“洛厄爾” 麥吉爾·邦迪（McGeorge Bundy）今天

都是源自同一個血緣關係的家族。 

 

自從這些新英格蘭家族出現後，1763-1783年期間他們都堅決反對美國獨立；

他們受益於1776-1815年期間成為英國重要的代理人，甚至已經到了徹底叛國的地

步；而他們主要的財富累積，都來自於英國政府協助的房地產投機、盜版合法化、

非洲奴隸貿易和中國鴉片貿易。 

 

這些家族還可以藉由幾項顯著的特徵辨識。他們在美國革命時期與英國代理

人亞倫·伯爾（Aaron Burr）勾結，也是1800年、1804年和1807-1808年伯爾謀反的

支持者。當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和美國秘密情報機構發現了

他們刺殺的名單時，埃塞克斯政治集團(Essex Junto)非但不停手，還繼續與伯爾

的圈子合作，與設於(加拿大東岸的)新斯科舍省和(美國東岸的)波士頓英國秘密

情報機構勾結。1812-1815年美國與英國的第二次戰爭中，這些家族提供駐加拿大

的英國軍隊資金和物資，入侵美國。同一時期，他們參與另一個企圖分裂美國的

哈特福會議(Hartford Convention)，處心積慮 將新英格蘭從美國分出，加入加拿大

的不列颠諸省形成邦聯。 

 

從1800到1862年間，他們與英國 SIS 合作，這是他們屢次謀殺製造事端，將

美國“巴爾幹化”，分裂成兩個或多個部分的一貫目標，也是1800年他們支持亞

倫·伯爾競選總統的目的。伯爾競選的計畫是1804年先成為紐約州長，並將紐約州

與美國分裂；1807-1808年進入另一場分裂的努力 – 卻受阻於托馬斯·杰斐遜總

統和當時的參議員約翰·昆西·亞當斯之間的合作而不得不終止；他們最後一次的

努力就是與 SIS 合作，建立美利堅聯盟國（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CSA，

即美國南部邦聯）。 

 

以下，簡短的說明一下。埃塞克斯政治集團主要在在撒冷和紐伯瑞港

(Newburyport）運作，然後在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Charleston)建立了一個巢穴，

與英國 SIS 合作。這個巢穴用於組織蘇格蘭禮儀共濟會在美國南部各州的網絡，

以及共濟會的衛星組織，如金環騎士(nights of the Golden Circle)，1867年，英國 SIS

創立三 K 黨(Ku Klux Klan)的前身組織。運作以紐伯瑞港為中心的家族發言人卡

萊布·庫欣（Caleb Cushing），與其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同謀及紐約市的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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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代理人奧古斯特·貝爾蒙特(August Belmont)合作，將情況引入1861-1865年的

內戰。(此處引述得所有文件，均是上述主犯間的通信記錄，包括貝爾蒙特自上

述期間留存迄今的所有信件)。貝爾蒙特是1850年代和1860年代民主黨的造王者。

這幾位陰謀家連續把兩位他們的代理人富蘭克林·皮爾斯(Franklin Pierce)和詹姆

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推上總統寶座，並用這兩個政府部署未來的邦聯，解

除未來聯合政府部隊的武裝。為加快這一進程，這些新英格蘭人從非洲奴隸貿易

（和中國鴉片貿易）商，聽從英國指揮成為“激進的廢奴主義者”，組織各種反

對奴隸制度的非法軍事組織行動，包括他們的代理人約翰·布朗（John Brown）煽

動北方和南方對峙的激情，使之成熟到願意分離。 

 

其中，埃塞克斯政治集團與新罕布什州、佛蒙特州和康涅狄格州早已結為盟

友，又與紐約市、新澤西州和賓州等與英國金融利益密切相關的政府合作。 

 

他們龐大財富的基礎始於1792年的中國鴉片貿易，當時麻州撒冷的湯瑪士·漢

納斯德·珀金斯（Thomas Handasyd Perkins）退出非洲奴隸貿易。詹姆斯和湯瑪士·漢

納斯德·珀金斯初步擁有自己的財富，進而加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中國鴉片貿易。

珀金斯在這項新事業中初步累積了財富，這項優勢使他們得以與美國革命期間逃

往英國的珀金斯家族合作。所有新英格蘭的“家族”都直接、間接地透過大量通

婚-進入英國家族。英國的家族從土耳其士麥那(smyrna)港開採鴉片，是珀金斯家

族經營和供貨的源頭。 

 

埃塞克斯政治集團旗下所有的新英格蘭“家族”及其附屬的珀金斯家族，組

成了“珀金斯集團”。珀金斯很快的就遙遙領先紐約鴉片交易員雅各布·阿斯特

（Jacob Astor）。康乃狄克州重要的鴉片貿易商 Russel 公司則是珀金斯經營的附屬

公司。 

 

我們曾經提到，亂倫式通婚是這個大家族的大型結構。麥吉爾·邦迪名義上

隸屬於洛厄爾家族，可以從英國非洲奴隸貿易的布里斯托港追溯到紐伯瑞港。因

此，邦迪據信是透過背叛初衷取得不動產，是大片私有莊園及徹底背叛美國立國

精神的非洲奴隸貿易、中國鴉片貿易、新英格蘭洛厄爾家族雇用童工的紡織廠和

新英格蘭漁業等產業的繼承人之一。其實，是不是”洛厄爾”這個名字一點關係

都沒有。 只要看看邦迪的家譜，所有腐敗、背叛美國立國精神的新英格蘭“家

族”都蛇鼠一窩的聚在這裡。 

 

除了新英格蘭的“家族”以及紐約與原來的“亞倫·伯爾”網路有聯繫的其

他家族，還有兩個重要的部分更強化今日“(美)東部權勢集團”的核心。某些情

況下，例如摩根家族是英國和新英格蘭創造出來的新“家族”參與其聯合行動，

或者紐約、新澤西州和賓州，或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附近的特別幫派。在第二部

分中，奧古斯特·貝爾蒙特、猶大本傑明和斯萊德爾斯，組成今日紐約銀行投資

界的核心，不論是部署代理人建立邦聯的網絡中，或者在後內戰時期的“炒房團”

操作中，都是靠掠奪他們的前鄰國致富。這部分主要加入來自瑞士、德國和英國

的”家族”。 

 

這群人被攪成目前的狀態，主要是英國人在過去一百年持續運作的結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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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兩個實例最為顯著。首先是摩根證券成立的全國公民聯盟，做為阿爾弗雷

德·米爾納勛爵倫敦圓桌會議集團的殖民地分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米爾納

將倫敦老皮特的住所，漆咸樓(Chatham House)也就是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發展為英國的第二家協會，並在紐約市設立分行成為紐約對外關係委員會，進而

併入全國公民聯盟。 

 

這些“家族”一般是以“威尼斯模式”組成一種金融信託的家族基金，繼承

人可以從中使用指定的財產，領取孳息收入，但不能碰母金。這些“家族”透過

家族基金，看似可以“永遠存在”，卻或多或少與現存一代的血緣家族命運無關。

家族基金可能延攬一群包括或不包括血緣家族成員的“專業”管理人。意大利模

式中，家族基金執行官擁有古羅馬的家長權力，包括接納血緣關係家族階級之外

繼承人的權力，目的只在於延續家族基金的合法存在。 

 

據此，這些“家族”出現了封建制度，美國的重要經濟學家亨利·凱里（Henry 

C. Carey）也因此認為英國經濟不是資本主義，而是混合的封建資本主義，封建

利益 – 金融統治”家族”等靠收租為生的資本家利益 - 將其所屬的工業資本

主義利益置於其虛擬的奴隸身上。 

 

這是比威尼斯老得多的制度形式，甚至是羅馬帝國寡頭統治階級的權力。 至

少與古代的腓尼基人和迦勒底的吾珥人一樣古老，是社會寡頭形式的制度。 

 

自有記錄的最古老時代，寡頭“家族”就與威尼斯的情況一樣，具有相同的

本質。除非投資非屬重要，且可用於他們喜歡的金融投資，通常這些家族十分鄙

視投資生產性資本。數千年來，他們的首選投資都是高利貸、升值的地租收入、

壟斷投機商品價格的利益，特別是原材料交易、奢侈品貿易以及直接、間接包下

政府公共債務和收益的權力和財富。腓尼基人首先發展非洲奴隸貿易，阿拉伯貿

易商則照抄腓尼基傳統，將毒品販運到遠東地區，並建立了非洲奴隸貿易，威尼

斯人則將之發揚光大。 

 

美國法律實務中，特別是引入個人所得稅以來，律師（包括許多來自上述階

級家族的律師及其特定律師事務所所屬律師）設計了各種各樣的技巧，使這些家

族能夠建立相當於家族基金的形式；房地產和私人家族基金會的剩餘信托只是其

中一二。 因此，紐約對外關係委員會所代表的“家族”或多或少以威尼斯模式

出現；它是代表的家族基金，或至少符合美國法律。這就是”(美)東部權勢集團”

的家族基金，以及附屬組織，這些組織認為自己團結一致統治美國，操縱其選舉，

至少決定其法定政府的崛起和沒落。 

 

“(美)東部權勢集團”家族的特徵並非是血緣關係和財務形式的組合，也就

是“家族”與繼承人的關係並非永久不變。教會和學校也是關鍵。今天，這些“家

族”主要是英國聖公會（英國教會），長老會（蘇格蘭教會）或天主教（耶穌會，

威尼斯人）。整體結構由與神職人員相交的“兄弟”邪教緊密連結在一起，並以

教會的階級設置。邪教的最高級別是英國聖約翰騎士團（醫院騎士團），往下則

是與之相交的蘇格蘭禮儀共濟會的最高層級和耶穌會騎士團。這個宗教和邪教的

操作與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所謂的“常春藤盟校”等重點大學相交，某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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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也建立了私立中學網路，如著名的英國聖公會格羅頓(Anglican Groton)，和安

多弗和埃克塞特的菲利普斯學院(Phillips Academy)。家族圈子、教會、兄弟會、

大學及其校友會，為”(美)東部權勢集團”家族提供新血，一個或多或少從出生

到死亡都受到控制的社會環境。 

 

這項制度影響的配置主要是模仿英國，影響最大的當屬艾略特(Charles W. 

Eliot)擔任哈佛大學校長以後。這種制度作為一種將文化矩陣強加在家族成員身

上的傳輸帶，制約成員成為”(美)東部權勢集團”家族的一份子，進而分享他或

她這一代家族的文化和哲學觀點。 

 

同樣受控的社會環境，包括大學，教會和兄弟會（邪教），還有篩選和招募

家屬潛在僕人的作用，也是這一過程的主要手段。潛在的人才可能便於“看管”，

卻不表示會為這些家族提供服務。 潛在招聘的人員可能要接受“訓練”，也可能

要“接受”任何可能的任命，等等。篩選代理人和招聘個人加入封建官僚機構的

工作，主要是由重要的大學學者，以及其他教育機構的“觀察員”擔任。獲選為

代理人的職業生涯則取決於其為“家族”提供的服務。 

 

謝爾本先生的操作首次進入未來的“美國家族”核心，所以這二百多年的文

化融合過程已經移交給這一代的“(美)東部權勢集團”，就像以前奴隸貿易、鴉

片交易和背叛美國立國精神所傳達同樣的世界觀。重點不在於 “(美)東部權勢

集團”主導地位者的祖先是奴隸貿易商、鴉片貿易商和背叛美國立國精神的叛徒；

關鍵在於，這種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同樣的道德觀和哲學觀，已經傳達給今日大

部分的“家族”階級及其“封建官僚主義”附屬組織。 

 

“(美)東部權勢集團”控制了美國大部分的新聞和娛樂媒體、大多數重要的

金融機構、大部分控制原材料的公司，都透過房地產市場自上而下一條龍的方式

掌控，特別是房地產集團持有礦產和其他特殊的自然資源，以及直接或以融資的

方式掌控大多數工業產業。這些力量通常控制政黨的大多數領導人，控制政治和

文化上有影響力的基金會，等等。 

 

1964 - 1968年期間，“(美)東部權勢集團”形成一股力量，推動美國成為“後

工業社會”殘骸的政策，將美國轉向成為新馬爾薩斯主義者的天堂。這些行動最

重要的操作者，是“(美)東部權勢集團的頭子”麥吉爾·邦迪，他先是擔任肯尼迪

總統和約翰遜總統之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後來從1966年起，主導福特基金

會，最近在斯隆家族基金會從資深策士晉升為更高級別的“智叟(wise old man)”，

是紐約大學特別為他設立的巢穴。邦迪和他的同夥在1969 - 1970年的冬天，全面

從“禁止炸彈，反越戰和新左派”的瓦礫中，創立了“環保運動”。 

 

這個過程層次更深，我們將在下一章專注於此，檢視當前的新馬爾薩斯主義

暴行是一個很重要的遠程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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