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全球化與無政府 
 
 

「經濟應該服務於社會的需求，而不是把經濟當成市場的命

令，要社會服從。」1 
 

‘False Dawn’ John Gray 
虛幻曙光／約翰．葛瑞 

 
＊ 

 
第一節 全球化（Globalization）及其意涵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發生在當代全球社會的普遍現象。有學者認為
它出現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之間，藉由當時西方殖民主義的蓬勃發展而產生

的。到了今時今日，它不再以殖民主義來散佈到世界各地。今日全球化趨勢是以

一種高度資本主義的理念作為基礎，從此地到他地，一步一步逐漸籠罩整個世界

及社會每一個角落。這個「全球化」現象，它象徵著「解政治」2和「無距離」3。

對於此二種象徵意義，各領域的研究學者普遍都能承認和贊同。問題在於，所謂

「解政治」和「無距離」，它們究竟產生在何種層面？什麼領域受其影響？還有，

這樣的全球化內涵，它是如何介入和改變著我們的社會和生活方式的？ 
 
  筆者首先在下面引述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對於「全球化」的定
義，並藉此展開對於全球化的討論： 
 
「全球化是可經歷的日常生活行為的疆界瓦解，這些行為發生於經濟、

資訊、生態、技術、跨文化衝突和公民社會等面向，如此，基本上，全

球化同時是熟悉的和未被理解的事務，它很難被理解，卻藉著可經驗的

力量在基本上改變了日常生活，並迫使所有的人適應和回應。錢、技術、

貨物、資訊、有毒物質『越過』了邊界，似乎邊界根本不存在。甚至於

各國政府想拒之於境外的東西、人員和觀念（毒品、非法移民、對迫害

人權的批評等），都能得其門而入。如此理解下的全球化是：距離的消

                                                 
1 約翰．葛瑞 (John Gray), 陳碧芬 譯, 《虛幻曙光──資本市場全球化的危機》 (False Dawn), 台
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 5月 24日, 頁 107。 
2 所謂「解政治」，乃是解化政治力量和作用。貝克對於全球化曾作如是說明：「全球化意味著非
民族國家化。民族國家及其政府失去行動力量和塑造力量。人們把這一點當作重大危險大力渲

染，因為政治目標不再能得到實現並貫徹下去。」（烏．貝克 哈貝馬斯等 著, 王學東  柴方國
等 譯, 《全球化與政治》（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0
年 3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頁 25 ） 
3 「無距離」的意思是解化特定時空條件對於人的行動的宰制。以下將有詳細探討。 



失；被捲入經常是非人所願、未被理解的生活形式；或者──根據吉登

斯(Anthony Giddens)的觀點──可被定義為：不受距離（表面上分離的
民族國家、宗教、區域、各大洲）限制的行為和（共同）生活。」4 

 
  貝克認為，全球化的普遍意義是「疆界瓦解」和「距離消失」。什麼樣的疆

界被瓦解了？很明顯，它涉及到國家領土的界限。所謂的疆界其實就是政治性的

國界。國家與國家之間有壁壘分明的界線劃分。這代表著國中人民在不同的國家

領域裡必須被強迫承認不同的主權存在。無論是在哪一個國家都一樣，我們都無

一幸免的被統治著。在這個國家被這個國家的政權統治，到了那個國家後就得被

那個國家的政權繼續統治。相對於人民來說，疆界的存在就是一種隔離。人們不

能任其意願隨便踰越這個隔離的事實。不同的政權占領著一定範圍的土地，一個

鄰接著一個。領土中間的分界是誰也無法打破它的。可是，全球化的來臨使這種

政治的界限，領土的疆界逐漸被消磨掉。這個事實的證據來自交通發達、資訊科

技的進步以及不同國藉的人的頻繁交往。存在於歷史當中的傳統疆界，當然它還

是會被畫在世界地圖上，但它的意義已經不像過往一樣深重。基本上，疆界只對

世界上各個政權富有不可變更的意義。但對於人民而言呢？疆界只是在告訴我們

地理位置上的不同而已。這個政治性的疆界無法阻礙我們作任何性質（旅遊、定

居等等）的遷移。貝克的「疆界瓦解」意義在於這裡。 
 
「新的通訊和資訊科技也動搖了國家對領土的獨占控制，削弱了國家控

制文化和同質化的能力。數位化通訊、衛星、傳真機和電腦網路的普及，

剝奪了國家對資訊媒體的營業許可權和控制權，不僅顛覆了意識型態上

的獨裁，而且摧毀了國家憑一己之力維護文化同質性的一切努力。」5 
 
因為人們藉由交通的便利性和資訊的發達，能夠比以前更有條件去實現跨國

的行動和超越特定範圍的交流，所以，相對於整個世界而言，所謂的「距離」也

逐漸消失了。我們可以透過電腦之間「網際互聯網路」（Internet）的建立和發展
來簡單說明這樣的事實。與不同國家的友朋們互相通信，以前要用郵件寄發的方

式以及一定長度的時間等待來達成。現在只需要打開電腦，把電子郵件（E-mail）
內容打好後按「寄出」鍵，即使是在世界上任何角落，對方都能「立即」收到。

又例如某人需要任何旅遊的相關資訊，他只要打開電腦，利用入口網站的搜尋

（search）功能，輸入所需的關鍵字母（key words），就能「立即」獲得各種五
花八門的旅遊網頁及資料。這種「立即」性，它解開了時空條件對人的束縛，使

人們能夠不用到達某地就能取得某地的東西，使人們不用花費一定的必要時間就

                                                 
4 伍爾利希．貝克 (Ulrich Beck), 孫治本 譯, 《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WAS 
IST GLOBALISIERUNG?), 台北市,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 6月, 頁 30。 
5 Paul Hirst & Grahame Thompson, 朱道凱 譯, 《全球化迷思》(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2ND edition]), 台北,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 4月, 頁 390。 



能達成既定的目的。所謂「距離」，不論是時間意義或是空間意義上，都被毫無

保留的消滅。 
 
不只如此，「全球化」還包含著「非人所願」和「未被理解」的基本特性。

所謂的全球化現象的產生和發展，它直接對於全球社會作出強迫性的作用力。其

意義在於，不管你願不願意，只要你活在這個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它──全

球化作用──必定使你毫無條件的承認和接受它的存在以及它對你的各種影

響。面對全球化，世界上所有人都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接受的份兒。因為，全

球化是一種「力量」、更可以是一種「主義」。它的「強迫性」在於，它使每個人

都以為每個人都接受它。因為大家都以為大家都接受了它，樂意於它對於我們生

活的「改善」。所以，到最後，大家都真的接受它了。看來，似乎是人們正作出

「明智的抉擇」，人們選擇了全球化，人們承認著全球化。事實上，不論我們接

不接受它，認不認同它，要不要它到來我們的社會裡──只要它嗅出「利潤」的

可能性的氣味，沒有任何人──包括任何政權、任何政府──能夠阻止它的「光

顧」。 
 
全球化不在意別人對於它的了解和認知。很簡單的問題，只要達成了目的，

產生了利益，其他事情就交給相關人士去收拾殘局。全球化的現象是什麼，如何

解釋它的生成和發展？這個問題就交給學者們去研究。全球化使一些社會問題惡

化，沒關係，這些問題就交給政府去傷腦筋吧。全球化產生出地球生態環境的破

壞，沒關係，就讓環保團體繼續關注吧！到最後，就由科學家來幫我們研發其他

改良方式。在政府還未訂定出更嚴格的規範之前，還是繼續我們的事業吧！或許

我們隱約知曉全球化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我們甚至清楚理解它的意義。問題是，

全球化都不管這些。它做著它的事。我們的生活會變得怎樣，它從不關心，也懶

得思考。 
 
  像這樣的全球化及其特質，它在人類文明中不同領域裡產生著它的作用與影

響力。貝克認為其「發生於經濟、資訊、生態、技術、跨文化衝突和公民社會等

面向」。甚為明顯的是，發生在經濟面向的全球化作用往往左右著有關全球化問

題研究的主要方向。經濟全球化使資本主義高度且極端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

它更加結合了美國政權的意識型態和操控，使得經濟全球化的作用所產生的各種

問題愈來愈複雜。 
 
  在下面的篇幅當中，讓我們首先來考察、檢討並帶出這樣的經濟全球化的本

質及其問題。 
 
 
 



第二節 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影響及其問題 
 
  曾經在美國政府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任職的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對於經濟全球化的相關議題有其獨到的觀察和見解： 
 
「貶抑全球化的人經常忽略它好的一面，但倡言全球化的人態度則更為

偏頗，他們認為全球化（通常指接受美式資本主義）就是進步，開發中

國要追求成長或有效解決貧窮問題，就必須接受全球化。但對不少身處

開發中世界的人而言，全球化並未帶來原先承諾的經濟利益。」6 
 
  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雙面性的。這個本質使經濟全球化的論爭不斷延續。經

濟全球化的事實在不同的面向產生了不同的問題。基本上，就如史迪格里茲所

言，如果把焦點放在實現「經濟得以蓬勃發展」這個目標，明顯的，「全球化的

經濟模式」是一個可被接受的方法和進路。對於一個政權而言，面對全球化經濟

的豐厚成果，無不趨之若鶩。在這層意義下，全球化像是一輛可達富庶的「便車」，

為了搭上這輛「便車」，世界各國政府只需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開放國內經濟

市場，使外國資金能在其中自由流動即可。所謂全球化「好的一面」就是指，當

外資能夠比以前更自由的進入一國之內時，其意味著它將會被該國吸收的事實。

歡迎世界性的資本家在地投資幾乎是世界上各個政權的一致政策。這是經濟全球

化的普遍特質。相對於一個貧窮的國家而言，它極需要額外的資本來舒緩人民的

經濟壓力。經濟全球化的支持者表示，只要減低外資進入的阻礙及其流動的限

制，貧窮問題「自然就會獲得解決」。其判斷的邏輯依據是，額外的資金將會從

資本家的手中下放到這些窮人身上。按照這個推論，經濟全球化解決貧窮國家的

經濟問題並不是夢想，它是確實能夠採納的發展方式。只要開放國內市場，讓資

本活躍流動就行了。世界上一些國家相信全球化的這個「承諾」，但其卻遲遲未

被實現。在「承諾」「即將降臨」之前，極端不平等的社會逐漸形成。這個「不

平等」現象發生在財富分配的嚴重失衡上。 
 

經濟全球化造成貧富懸殊 
 
「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得第三世界陷於赤貧的人口增加，他們一天只有

不到一美元的生活費。雖然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我們不斷聽到減少貧

窮的保證，而且同一期間，全球所得年平均成長率有二．五％，但全球

貧窮人口卻增加了約一億人。」7 
 

                                                 
6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李明 譯,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台北, 大塊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 9月初版, 頁 24。 
7 同上。 



  經濟全球化似乎為我們帶來了「商機」，它的確促進了「經濟發展」。當我們

放眼在──不一定以全球為單位，例如，在亞洲國家地區──經濟成長率的統計

數據上，我們往往看得到，外來資金使到一國的經濟發展迅速提昇這個普遍事

實。一些國家每年都在保持著一定程度的經濟成長率。例如中國大陸，其在每年

平均經濟成長率幾乎都能維持在 7%到 8%之間8。在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

這樣的經濟成長率確實是「非常可觀」。不過，這樣的一個數據，它並不能代表

中國大陸普遍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逐漸富裕。撇開中國大陸各沿海城市──

例如廣州、上海等不談，我們把目光放到中國內陸地區，觀察在這些地方裡面普

遍人民的生活。我們會發現，所謂的「經濟成長」並沒有惠及他們──其佔中國

大陸裡大部份的人口比例。他們還是跟以前一樣，過著貧困窮苦的低水平生活。

當大家都在稱讚中國大陸政府的「改革開放政策」，宣揚那幾個沿海城市的經濟

成就，並注目在它的經濟成長率的逐年提昇時，嚴重的社會問題卻往往被忽略。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貧富差距的擴大」。就以中國大陸為例，我們看到沿海城市

的人民的確漸漸「富起來」了。有些人民的財富更是遠遠超越已發展國家普遍人

民的所得。可是，內陸偏遠地區的人民卻仍是貧窮，生活甚至比以前更惡劣。 
 
這個事實證明了，大部份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當大家都相信全球化

會把財產從資本家分配到普遍人民時，他們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投資成本

中的薪酬和人民賴以維生的條件之間的落差。資本家確實是在投資，但他把工人

的薪水壓到最低以減省成本的開支。這是資本主義「套利最大化」原則。這種投

資方式對於資本家是理所當然的。但人民呢？低廉的薪資怎樣能夠改善人民的生

活境況？所謂的「經濟成長」，究竟「成長」到哪裡去了呢？包曼（Zygmunt 
Bauman）的「全球富裕．地區貧窮」的全球化理論著實在這個層面上被驗證出
來。 
 
  不過，國家政府似乎並不太在意這個問題。它們所關注的還是，全球化經濟

所帶來的可能「利多」。如果普遍人民的生活還未得到提昇，那就表示我們需要

更多的投資者「光臨」本國；「幫助窮人的最佳方法就是讓經濟成長，好把餅做

大。這就是下滲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的信念，成長的利益『最終』
會向下均霑到窮人的身上。」9我們要使市場經濟更加自由化。唯有更加「無束

縛」的經濟環境，才能吸引額外資金的流入，促進經濟的繁榮和發展。 
 
所以，放寬市場管制一般都是各國政府為了吸引投資者的普遍實施的具體政

策。當然，這個做法能夠使資金流入的可能性大大的提高。但相對的，這也是「致

命點」。 

                                                 
8 參考資料：中華民國經濟部／經貿統計 http://www.moea.gov.tw/~meco/stat/four/a-1.htm 
9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李明 譯,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台北, 大塊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 9月初版, 頁 122。 



「拉丁美洲與亞洲放寬資本市場管制，雖然使西方銀行獲利，但這些區

域本身卻因大量匯入的熱錢（在瞬間流入與流出一國的金錢，多係看好

該國貨幣將升值或貶值而進行投機）在短期間快速流出而受害，必須收

拾劇貶的幣值與惡化的金融體系。」10 
 
  當容許資本更自由的流動的同時，無可避免的、而且必須面對因為資本的急

速進出對於本國金融及傳統經濟體系的傷害。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在這個問題

上表露無遺。當資金被投入到某國的股票或金融市場時，它所代表的意義在於「對

一國的經濟體質與發展普遍『看好』」。市場形勢的變化和「起跌」不但影響投資

者的投資欲望，更會牽動到一國整體經濟發展的狀態。如果大量的資金突然湧進

的話，它便使到一種市場「榮景」的假象產生。當人們開始普遍採信這種「發展」、

「上升」是「一個真確的事實」，並相繼跟隨這股投資的「熱潮」，想要從中獲利

時，大量的資金卻在這時被抽走。最先作大量投資的資本家因為這種資本的流入

流出而獲得巨額的利益。但這個動作卻使到市場受到極大的波動。不但如此，它

更破壞了經濟成長的可能性，並掏空了該國經濟基礎以及影響後繼投資者的投資

計劃。這是一種惡質的資本流動。在 1997-98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就是一個
活生生的例證。 
 
市場經濟原則容許資本的自由流動。當一國為了經濟的成長大開市場之門

時，它要承擔的就是這種因資金的大量進出所產生的「風險」。不過，這些事實

描述通常都只是適用於「弱勢」國家。對於世界經濟強國──美國而言，這些事

實都只是「附屬品」而已。 
 
「或許我們『必須要』接受它──那『逼不得已的副作用』。」 

 
「美國標準」的操控 

 
  我們首先要釐清一個經濟全球化的事實：「全球化」及其作用正被美國操之

於手，它以強大的經濟力量來駕馭全球經濟的變動狀態。在這個事實下，美國成

為現今帝國主義的代言國。其理論依據在於，美國正以強權的姿態，無論在政治

或經濟領域上，使其成為全世界相對的其他國家的「中心」，並以各種政治行動

企圖干預世界各國的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使之成為相對於美國的「邊陲」，為

美國的利益服務。當代經濟全球化的內涵包含了這樣的政治性的邏輯結構在其

中。 
 
  這個邏輯結構呈現出一種「美國標準」。什麼是「全球化」應然的發展方向？

什麼是全球經濟的「共同所好」？美國以世界指標的身份站出來告訴各國：就像

                                                 
10 同上, 頁 27。 



我們的政治制度（代議民主制）與經濟模式（美式資本主義），就是未來全球政

經發展的主要潮流。只要把這些制度與模式直接套用，就「有可能」成為媲美於

美國的政經強國。所謂「美國標準」，它的意涵是：以美國的立場出發去考察世

界，進一步得出以美國國家利益為至上的結論，並使之作為操控世界的理論依

據。什麼是「國家利益」？對於美國而言，對於美國有利的都是國家利益。以這

個觀點出發，美國宣稱，這個「國家利益」也就是全球的普遍利益，更是對於全

世界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什麼是「邪惡軸心」、「惡魔帝國」？它們是一些與美國

為敵的國家（例如中東的伊拉克、東北亞的北韓等）。美國宣稱，它們的本質是

「惡毒」的、「非理性」、更是「恐怖主義式」的。為了「國家的安全」、也同時

是「全球的安全」，美國起「仁義之師」予以打擊、消滅，以維護「全世界的和

平安定」。「美國標準」其實就是美國國家政府一直以來所採用的憑據，它用之以

實行其政治以及經濟目的之自我合理化的手段和措詞。「反全球化」運動和「反

美國帝國主義」的焦點就在這裡。美國的國家利益不等於美國人民的利益，更不

可能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美國標準」把三者完全畫上等號，其已欠缺

正當合理的理論基礎。而在美國政府的種種國家政策和行動裡，在在顯示出它對

於成為「世界統領者」的企圖和野心。尤其在經濟方面，明顯至極。 
 
「照顧美國特定經濟利益的政策，不但與更廣泛的國家利益相衝突，還

會讓美國顯得偽善。美國雖然支持自由貿易，可是如果某個貧窮國家真

有一項能出口到美國的商品時，美國國內保護主義者往往就會強力運作

起來。勞工與企業聯手，援用許多貿易法規來建立攔阻進口品的障礙。

這些貿易法規的官方名稱是『公平交易法』，但在美國境外則被稱為『不

公平的公平交易法』。只要有一家美國公司認為國外競爭對手以低於成

本的價格銷售，就可根據這些法規要求政府採行徵收特別關稅的保護措

施。」11 
 
  史迪格里茲指出，美國的經濟政策雖然表面上是支持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

推手，但它有著一種兩面手法的本質在其中。什麼樣的兩面手法？當美國相對於

世界其他國家進行產品輸出時，它強調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重要性。自由貿易

促進國與國的交流，自由競爭使產品改良，消費者因而受益。市場經濟原則就是

以市場作為監控和協調的機制。劣品經由競爭而自然被良品所淘汰。這是「天經

地義」的事。為了服膺這個來自「世界潮流」的經濟原則，開放市場必須要實行。

如果某國承認並接受這種「自由經濟」方案的話，那在世界各國（當然包括美國）

所生產的各種產品就能得其門而入。 
 
問題在於，這種「自由經濟」相對於世界各國而言並不「自由」。史迪格里

茲批評美國的經濟政策「偽善」的原因就在這裡。當某國以相同的原則向美國輸

                                                 
11 同上, 頁 250。 



出富有競爭力的產品時，美國的保護主義就開始「運作」。美國保護主義者不允

許他們的市場被挑戰。他們用盡各種手段，就如史迪格里茲所言，例如徵收特別、

額外的關稅以破壞外來產品的競爭力，以維護本國企業的既得利益。這種行徑根

本違反美國政府向世界各國所推銷的市場經濟原則。非常可笑而且讓人費解，這

種不平等的兩面手法如何得以被肯認？它如何合理化自身？ 
 
  經濟全球化的雙面性在於，它有可能帶來豐厚的收益，但它也可能傷害到國

內本有以及傳統經濟的基礎命脈。當美國大力宣揚甚至強迫世界其他國家開放市

場時，它所關注的是這種市場開拓為自身所帶來的龐大利潤。而美國保護主義的

盛行和落實卻使其自身免於因為市場開放所帶來的各種可能風險。自由經濟市場

的意涵在於「互惠」。而美國則以領導和中心自居，只有受惠而沒有施惠。整個

世界都是美國的「邊陲」。這就是為什麼廿一世紀美國持續富庶及其經濟成長率

能夠每年保持一定程度的上升的主要原因。 
 
所謂全球化的經濟，它無法擺脫這種政治色彩。經濟全球化的型態和形成方

式，看來是取決於資本家的意志、跨國企業的投資動作、資金在世界的任意流動

和對於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承認（一種遊戲規則的訂立）。但這些因素，著實被

一個富有政治性質的絕對權力所隱性──有時甚至是顯性的操縱。世界各國政府

都在運用既有的權力，展現它們的野心。它們企圖在這個全球化風靡的世代裡獲

得巨大的利益。經濟全球化不只是資本家們的「商機」，更是政治權力得以延展

的絕佳時刻。美國運用它的政經影響力，終於成為掌控經濟全球化的「舵手」。

聯合國（United Nations）、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八大工業
國（G8）等全球性政經組織，無不以美國政府的政治意志作為訂定任何政策的
主要前提12。全球化的經濟，其後續發展和形勢，實與全球政治版圖的變化以及

特定政治勢力的持續擴張──尤其是世界強權：美國──脫離不了關係。 
 

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對文化價值的侵害 
 
  經濟全球化本身雖然促進了國與國之間商業貿易的來往，使到市場範圍更加

擴大至全世界，成就一種國際的、非局部地區性的全球層次交流。資本得以毫無

任何限制地通過並跨越世界各國。跨國企業能夠選擇在貧窮國家以低成本購買人

力，然後把產品銷售到可以賣得高價格的已發展國家。這些行為及現象其實就是

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現實態勢。國家政府所關心的是從資本家身上所能扣得的賦

稅徵收的客觀狀況。而人民生活的福祉和環保等問題通常因為大部份國家政府都

                                                 
12 無可否認，在某些特定議題和狀況下，是有例外的情況發生。世界各國也有不買美國的帳的
時候。只不過，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美國政府就會表現出一種傲慢和囂張的態度，杯葛一些可能

不合乎美國國家利益的決議，甚至一意孤行。這種行為在最近一次的「美伊戰爭」(2003 年 3-4
月)的爆發和進行的事實表露無遺。 



選擇經濟層面的普遍發展而被忽略和犧牲13。強調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成為一個

國家邁向進步的重要主旨。 
 
  在這種全球化經濟環境下，資本主義及其原則被特定政權所推廣，成為人類

文明社會的主要內涵。 
 
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的蓬勃發展與資本主義原則的廣被接納雖然為部份人帶

來了空前的財富，但同時卻影響著整體人類文化和傳統價值觀念層面的改變。資

本主義窄化人的價值觀，財產計量的多寡成為判別一個人的整全價值的最高標

準。只要擁有龐大的財產，人生就被肯定。人們對於任何事體的看法都從金錢獲

致的角度出發來構成。世界各地的地方差異、不同民族的內涵、文化的豐富及多

樣性、藝術、道德價值等人類文明產物統統被資本主義收編，成為工具性的、功

能性的存有： 
 
「自由市場所具備的永久革命特性，不讓任何當權者回頭觀望，前例作

廢、擾亂記憶中的思緒，更瓦解本地的意識。藉由擁有特權的個別選擇，

來超越任何普通利益，使得創造出來的關係，隨時可以廢止或中斷。在

一種把選擇當成唯一的價值，且欲望難以滿足的文化中，離婚協議和商

討買一輛二手車有什麼差別？這就是自由市場的邏輯思考，把所有的關

係都變成消費產品，這在自由市場所支配的社會中，或日常生活裡隨時

可見。」14 
 
  約翰．葛瑞 (John Gray)在其著作《虛幻曙光──資本市場全球化的危機》 
(False Dawn)一書中提到了經濟全球化擴大了資本主義的力量，使其深入至全人
類的社會及人文領域，造成空前的價值整合及同化作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不

斷運轉，首先磨滅人的歷史意識和記憶。人們都以資本作為衡量任何事物的價值

標準，其意味著功利主義的至極發揮。現在我們只需要注意，某事物對於自身能

夠產生最大利益，它就是可取的，其他因素已經不再重要。政府制定的各項政策，

雖然缺乏合理的基礎，但它似乎很快就會被任何人遺忘。「速食」和利己成為主

要的標竿。沒有人可以停下腳步來面對自身的缺失，因為，只要能夠滿足物質生

活層面的各種需要，他／她就被這個社會承認和接納。資本主義社會不希望我們

常常想起往事，去檢討那「鑽牛角尖」的問題晶結。唯有未來的富裕才是應然追

求的理想。 
 
  不只如此，資本主義使世界每一個角落都變成同一種模式。因為它捉住了人

                                                 
13 這種狀況發生在「第三世界」及發展中國家更為明顯和突兀。 
14 約翰．葛瑞 (John Gray), 陳碧芬 譯, 《虛幻曙光──資本市場全球化的危機》 (False Dawn), 
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 5月 24日, 頁 58。 



的其中一項本質，那就是慾望。世界上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社會，它們之間因為地

域的差異性而發展出一套既有的生活架構和形式。面對資本主義，所謂的差異性

已經不再重要。社會中每一個成員都盡其能力的滿足那必然的慾望。因為要達成

這個共同的目的，所以工作變得愈來愈多，工作的時間變得愈來愈長。為的不是

社會的需求，而是更多更豐富的物質生活條件。資本主義使不同的社會同質化，

它提昇著人們的慾望，使不同的文化面向歸納在同一種慾望滿足的目的前提上。

因為資本主義，不同的社會遺棄了自身的獨特性，服膺於盲目的經濟成長的「神

話」，永不超脫。 
 
  一些在地的傳統和道德觀念，面對資本主義也是毫無招架之力。傳統思想與

我們的距離漸然遙遠。它的影響力只是一種參考作用。人們不再以之作為信念的

基礎。歷史人物的行為和言語雖然仍扮演著教化的角色，但資本主義社會把人分

裂成兩邊──有一邊是我們應該去做的事，而另一邊則是必須去做，但它卻在某

程度上違背著我們應該去做的各樣事體。這種分裂作用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社會

及自由市場運作機制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生命本質。所有行為都成了一種

「消費」行為。對於某件貨品的選擇和對於某種思想的取捨變成同一件事，沒有

分別。道德觀念企圖規範我們，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卻叫我們追求更多利益和條

件，作出選擇，填補「空虛」。我們可以永遠在消費，但我們什麼都得不到。 
 
  經濟全球化把資本主義原則推向全世界。它瓦解了文化和不同地方人種以及

社會之間的差異。它把所有事物都統攝其中：政治、藝術、道德價值觀……沒有
一樣可以幸免。它給出「自由」的選擇權，但那只意味著對於眼前「消費品」的

「選購」。就像我們只能在一個龐大的購物中心選取喜歡的產品，但我們沒有購

物中心之外的其他可能性。雖然購物中心什麼都有，想得出的事物都包含其中，

但我們還是被掌控的事實在於，我們不能踏出那購物中心以外，去找尋未知的世

界。真正的自由不是有權選擇「消費」什麼，而是有權進出任何「可能的場域」。 
 
  經濟全球化把世界統一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它的規則是來自資本主義的

理念。其對於人類文明產生逼迫性的侵蝕作用。有沒有辦法抑止？或者，除了資

本主義社會以外，有沒有其他可能性？ 
 

經濟全球化的「解政治」性質及其問題 
 
  經濟全球化在某程度達成了它的一貫目的──使世界納入資本主義的控制

範圍下。除了對人類文化及傳統價值觀念產生巨大的影響外，它更富有「解政治」

的基本特性和內涵： 
 
「如今最時髦的言論，莫過於斷言民族國家的時代已結束，在全球化的



經濟和社會流程跟前，國家層次的治理毫無效用。」15 
 
  所謂經濟全球化的「解政治」特性，它理論的特徵在於跨國企業資本家對於

資金調配、投資策略的主導權的完全掌握。在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下，資本家有權

作出合乎「套利最大化」的目的之投資行為。他們以自身的意志決定所有事情。

國家政府的角色，相對於資本家而言，不能再是管理和統治。跨國資本家把全球

看成是一個「世界市場」。不同的國家的體質和條件都不盡相同。這種本質性的

差異被他們看作為一種可發展的全球貿易的可能性。跨國合作比以前更容易，更

頻繁。他們知道掌握商機的手段。當資本家作出任何可能的資本移動和投資行為

時，各國政府基於自由市場經濟的方針，什麼都不能做。政府的絕對統治權面對

資本主義同樣無從招架。當資本家決定在某國進行投資時，其意味著某國政府稅

收增加的可能性。通常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排斥這樣的事情在自己的國家發生。

可是，決定在哪投資或進行某種商業行為的權力卻是操在跨國資本家手中。「解

政治」的意義就在這裡。在全球資本主義國家社會裡，金錢代表了權力。資本取

代了暴力壓迫成為成就權力的代名詞。所有事物都能經由金錢來兌換和購買。權

力不再只掌控在政府手裡，其進一步被資本家竊取和蠶食。政府的統治權不再絕

對，因為政府體認到資本家將會是供應政府「所需」，使之得以存活的來源之一。

政府雖然仍治理著國家，但它的角色已經被超越及次位化。在全球化的作用和資

本主義成為築起整個社會結構的主流下，政府的權力施展只能對於普通人民而

言。而跨國企業、擁有龐大財產的資本家則是例外的異數。 
 
  面對來自經濟全球化的巨大力量以及跨國資本家對於自身強權的威脅和挑

戰，政府「看來」也不只是唯命是從而已。政府是絕對權力的象徵，也握有制定

法律、實施法令等等的強制性的權力。除了保持與資本家之間的良好關係以維護

一個政權的「尊嚴」外，它在另一方面試圖運用自身的力量去「做些事情」。 
 
  各國政府在做的，無非就是──在這一邊廂，盡量歡迎和吸納經濟全球化所

帶來的龐大利益，而在另一邊廂，則盡可能減低經濟全球化對於國家社會所帶來

的直接衝擊： 
 
「自由市場和『法律規範』政策之間的連繫往往十分緊密。中介社會機

構和對平常百姓非正式的社會控制，因為市場驅策的經濟轉變疲軟不

堪，唯獨政府的制式功能卻因此而增強不少。這到後來將發展成靠著犯

罪法律的批准，來維繫支持社會秩序的力量，這對美國社會而言實不足

                                                 
15 Paul Hirst & Grahame Thompson, 朱道凱 譯, 《全球化迷思》(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2ND edition]) , 台北,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 4月, 頁 384。 



為奇。」16 
 
  經濟全球化為各國政府帶來巨大的收益之餘，它卻同時產生很多社會問題。

尤其是世界某些國家在效法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時，它們把存在於美國社會中的普

遍問題也一併帶到自己的國家。例如貧富差距的擴大、失業、犯罪問題、道德價

值觀念的衰敗、社會分化……。這些社會問題，其實都是資本主義極端發展的後
遺症。各國政府對於美國的經濟繁榮無不趨之若鶩，加上美國政府的大力推廣，

它們在政經政策的制訂上紛紛予以參考。不過，或許得到了部份因為自由市場經

濟所帶來的豐厚收益，卻在同一時間，這些政府首先要面對和處理的就是那些因

此而產生的嚴重的社會問題。它們怎樣解決那些問題呢？ 
 
  使用法律，去規範人的外在行為似乎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不二法門。政府制定

各種法令、建立不同的配套措施，為的就是舒緩因資本主義高度發展而產生的各

種社會病症。貧富懸殊，政府就試著運用各種政策，例如減稅或增設額外的補助

項目來拉近貧富之間的差距。失業率的上升，政府就來製造額外的就業機會，實

施職業培訓及再培訓計劃。犯罪率提昇，政府就加重懲罰，提高罰款額、加長入

獄時期……社會問題愈加嚴重，政府就越來越倚重法律的功效，而政府的管治權
力和範圍因此而逐漸獲得了擴張。這使到人民喪失更多的自由，政府的功能則愈

來愈複雜、繁瑣甚至紊亂。 
 
一些全球化的學者在對於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各種問題作出研究之後，都認

為政府必須要擔當一個監控和治理的重要角色。這裡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這

個問題就是，全球化在「解政治」，而政府則不斷「自我強化」以控制之。到最

後，全球化會不會並沒有「解」到「政治」，反而被經過國際性的權力鬥爭而產

生的單一政權所操控？而政府的權力因自我強化的作用愈來愈大，變成一種破壞

及侵犯個人自由的帝國式統治體制呢？在政府的強權和經濟全球化的雙向作用

下，作為人民的我們，如何自處？ 
 
  透過以上對於全球化議題之其一──經濟全球化──其問題及影響的論

述，我們對於它的相關討論和面貌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全球化」雖然是已發

生的現象，它正被學者們解釋和研究，但其卻仍然是一個「問題」。各種全球化

理論此起彼落。在下面的段落中，筆者以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對於
「全球化」的分析作主軸，對於全球化及其問題作哲學性的反思，並從這一個進

路來探討「全球化」與「無政府」的相關性。 

 

 

                                                 
16 約翰．葛瑞 (John Gray), 陳碧芬 譯, 《虛幻曙光──資本市場全球化的危機》 (False Dawn), 
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 5月 24日, 頁 53。 



第三節 全球化的哲學反省及其無政府的特徵 
──從貝克（Ulrich Beck）談起 

 
全球主義（Globalismus）、全球性（Globalität） 

及全球化（Globalisierung）的區分 
 
  全球化作為一種「現象」，它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資訊、藝術、生態

等層面，甚為顯著。其作用逐漸改變著從歷史傳統承繼下來的各方面的人類文明

事實。但全球化作為一個概念──甚至作為一個哲學概念，它卻尚未被徹底的釐

清和探究。如前所講，全球化仍是一個「問題」。其值得被繼續研究和考察的原

因就在這裡。貝克認為，當今有關全球化的相關討論不少，有各種觀點，各種進

路。而為了使全球化有被進一步理解的可能性，他發展出一條思想脈絡。這個脈

絡的開端，是其對於「全球主義」、「全球性」及「全球化」三個概念作出區分：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很難反對成為世界強權的世界市場。要做到這一

點得有一個前提，就是先摧毀關於一個有著世界性權力的世界市場的想

像，這個想像統治著人的頭腦，並使人所有的行為癱瘓。在本書中我將

登場對付那個在歐洲遊蕩的巨大幽靈，對付這個幽靈的石彈弓便是將全

球主義（Globalismus）和全球性（Globalität）及全球化（Globalisierung）
區分開來。」17 

 
  貝克在其著作《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18 (WAS IST 
GLOBALISIERUNG?)首先把「全球主義」、「全球性」及「全球化」三個概念區
分提出來，其目的在於，他要打破一種「迷思」。這種「迷思」左右著人們對於

全球化的整全理解。有關全球化的討論，眾人的目光焦點都十分容易的放在一個

「世界市場」的興起和形成上。這是存在於經濟全球化的理解層面。貝克明確表

示，全球化的內涵不只這樣。全球化作用是多面向的。它在不同的領域都產生著

其影響力，而經濟領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要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首先必

須要認清全球化的本質。如何認清全球化？區分三個有關全球化的概念是必須先

做的。那麼，這三個概念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 
 
「所謂全球主義，我指的是世界市場對政治行動的排擠或取代，亦即世

界市場宰制的意識形態或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依照單

向因果關係、經濟主義運作，將全球化的多面向性簡化至經濟面向，而

且即使這個面向亦被視為直線式的，至於所有其他的面向──環保的、

                                                 
17 伍爾利希．貝克 (Ulrich Beck), 孫治本 譯, 《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 
(WAS IST GLOBALISIERUNG?), 台北市,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 6月, 頁 12。 
18 以下簡稱《全球化危機》。 



文化的、政治的、公民社會的全球化──就算被提起，也是置於世界市

場體系的支配之下。」19 
 
   當「全球化」成為一種「主義」的時候，它就是全球主義。貝克認為，全
球化概念通常都被經濟全球化的具體事實所埋沒。支持全球化的正面性的學者，

都毫無疑問的去強調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在這樣的狀況下，他們把經濟全

球化的作用和事實與全球化概念本身完全等同了。這種趨向和等同的意識成為一

種「迷思」。經濟全球化的確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但它不是全球化的整全作用。

所以，當人們都在高唱全球化的「好處」時，其實他們正在把全球化概念「主義

化」。所謂「主義」，它意味著人們對某種思想的強烈主張甚至成為信仰。貝克提

出「全球主義」的目的在於，他反對某些學者把「全球化」侷限在某個層面上的

作用和成果。這種偏頗的觀點必須要從全球化概念中抽離出來。「全球主義」的

意義在於：以世界市場資本主義經濟的倡導觀點來統攝甚至於涵蓋整個全球化概

念的內容。要討論全球化概念，「全球主義」的立場應該首先捨棄和排除。 
 
「全球性意謂：我們早已生活在一個世界社會中，而且這表示，對封閉

空間的想像已經是脫離現實的。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群體可以自我

隔絕。因此，不同的經濟、文化、政治形式彼此照耀，包括西方模式的

自明性都必須要重新尋求根據。此處『世界社會』是指未整合入民族國

家政治或不受後者決定的社會關係的整體。」20 
 
  所謂「全球性」，它指向全球化的性質。全球化的作用產生在不同層面的「解

疆界」事實。這一點成為「全球性」內容的基礎。全球化包含一種越界的性質。

它使到傳統對待世界的方式改變甚至革新。觀察世界我們通常以民族國家政府為

區分單位。現在，這個公認的單位似乎受到挑戰了。如果要更加正確，以及更加

貼近全人類的文明本然的話，以民族或社會作為考察不同地方的基本準繩已經被

普遍承認和接受。其理論基礎在於，「世界社會」已經形成。世界被視為一個整

體的存有來看待。繼續以國家疆界來作分野已不切實際。例如，環保、生態問題

不再是某個特定國家來負責就可以，這類問題涉及到、影響著全人類的生存和生

活條件。一國過度排放污水至海洋，它所影響到的是全球海洋生態的健全問題。

要在諸如這些問題當中作區域上的具體劃分，實是不切實際之舉。 
 
  這種「全球性」的特徵，在不同層面──例如「經濟、文化、政治」等等─

─顯示出它的主導基調。不同地域的政經制度和文化內涵經過交叉融合之後，成

為新穎的創造力量，它構成了世界社會的存在。在這層意義上，全人類彼此都是

生命共同體，沒有例外。 

                                                 
19 同上, 頁 12-13。 
20 同上, 頁 14。 



 
「相對的，全球化則是指在跨國行動者及其權力機會、取向、認同和網

絡的運作下，民族國家及其主權受到打擊及穿透的過程。」21 
 
  所以，在釐清「全球主義」和「全球性」兩個概念的具體內容後，我們就能

夠進一步對「全球化」本身作出更深入的探究和解讀。貝克認為，全球化的意義

應該是專門旨在「跨國行動者」的行為對於傳統政治主權的瓦解作用。在第一節

＜全球化及其意涵＞裡，我們已經首先了解到這種全球化概念的內容究竟是什麼

了。「跨國行動者」代表了有條件和能力作超越國家疆界劃分及其權力施展的任

何動作的人。這不只是指──例如一個旅行者從此地到他地──這樣單純的出入

國行為，它更掌有改變一個地方的原有生態的力量。貝克所言之「跨國行動者」，

他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人。具體的說，其包含跨國企業的老闆、擁有龐大資金的投

資者、使用網際互聯網路的「駭客」、使改變和影響整個世界社會成為可能的組

織團體……等等。這些「跨國行動者」的行為所產生的作用，每每與民族國家主
權的絕對性和合法性相左。傳統政權體制不能有效的對於「跨國行動者」作出控

制。在人類不同層面的文明事實都存在著這種全球化的特質。所謂「解政治」就

是包含在全球化及其作用的基本命題裡的其一特徵。 
 
「因此，全球化也是指：非世界國家（Nicht-Weltstaat）。更正確的說：
無世界國家且無世界政府的世界社會。一個全球性的被解組織的資本主

義（des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正在蔓延，因為目前並無霸權力量和
國際政權（不論是經濟的或政治的）。」22 

 
  進一步來說，全球化造成了一個以「全球」作為單位的共同生存場域。那就

是貝克所說的「非世界國家」（無世界國家且無世界政府的世界社會）。它意味著，

這一個世界社會並沒有包含任何政治性質的內容：例如國家或政府這兩個概念。

它純粹就是相對於人類的世界社會，在它上面沒有國家或政府的制衡和管轄。全

球化促成了這樣的「世界社會」形成，其因在於「全球性的被解組織的資本主義」

的作用不斷在世界各地發生著。在這裡，全球化與這種資本主義作用息息相關。

貝克的基礎是，世界上還未出現一個「世界國家」。所以，全球化是一種社會層

次上的聚合和交流，沒有任何政治意涵的味道在其中。 
 
  透過全球主義、全球性及全球化三個概念的區分，我們可以更加了解到貝克

處理全球化問題的用意和企圖：他把全球主義從全球化概念中過濾出來，然後適

當的研究和考察全球化在其他層面的作用，最後對於全球化概念本身作更深入的

質性探討。貝克在《全球化危機》 (WAS IST GLOBALISIERUNG?)一書中嚴厲

                                                 
21 同上。 
22 同上, 頁 17。 



批評全球主義是一種「謬誤」，它使到人們不能對全球化有整全的了解。全球主

義、全球性及全球化三個概念的區分是貝克討論全球化問題的起始點，也是關鍵

所在。 

 

  接著，在下面部份中，我們進入有關於全球化概念的主要問題的探究。對於

貝克來說，全球化是一種「雙向」的作用，它表現在文化層面的各種事實使我們

更加清楚的了解這個特質。 
 

有關全球文化聚合的論點 
 
  全球化學者們都在強調一種經濟全球化的普遍作用：跨國企業以自身的投資

計劃企圖在世界各地建立它們的消費「據點」，使人們在不同的地方能夠購得相

同的產品。這種狀況使全球社會的文化、品味和意識逐漸被單一化。例如，我們

不單可以在美國的紐約市中心喝得到 “Starbucks”（星巴克）咖啡，在法國的巴
黎，甚至在台灣的高雄，同樣可以找得到其店面的蹤影。你只消走進店裡，付錢

購買任何一種飲料，我們能夠保證，你喝到的味道與在美國紐約市中心喝到的一

模一樣。同一種消費產品在世界上不同地域出現對於當地文化產生著前所未見的

影響作用。麥當勞（McDonald’ s）快餐以驚人的速度在世界社會中任何一個角
落興建他們的門市，樹立他們的形象。麥當勞餐廳所販賣的是炸薯條，漢堡及可

樂之類的速食，站在健康飲食的立場來看，他們的食物並不是非常富有營養價

值。但麥當勞從美國出發，卻風行到全世界，普遍被全球社會的成員所樂於接受

和享用。除了企業形象的形塑23之外，這種美式的速食文化漸漸成為世界各地人

民主要的飲食選擇。因為地方的差異性所產生出來的不同飲食習慣漸漸被它所消

磨甚至於改變。還有相當多的例證可以說明這種「文化同化」的具體事實，但「麥

當勞」是一個最為突出的範例。 
 
  對於這個文化全球化的議題，貝克作出了如下的觀察： 
 
「關於此，社會學界和輿論界的部份人士有一種可視為全球文化聚合

（Konvergenz der globalen Kultur）的論點。與這種論點有關的一個關鍵
字是麥當勞化。根據此種論點，意味著生活風格、文化象徵和跨國行為

方式統一化的普世化，其基礎越來越穩固。……在這種觀點之下，關於
世界市場的爭論，其背後是一個消極的烏托邦。即使當世界的最後一個

角落都整合入世界市場，也就是說產生了單一世界，但這並非多樣性、

相互的開放性，也就是對多元、普世的自我和他人形象的承認，正好相

                                                 
23 麥當勞餐飲企業集團把健康、美味、歡樂等意識概念從廣告推銷的手法結合在他們的產品當
中，使人認為吃薯條、漢堡就等於「健康、美味、歡樂」。相同的方式和符號被運用在世界上不

同的地方，它所產生的就是一種「文化同化」的具體作用。 



反，這是一個單一的商品世界。在如此的單一世界內，地方文化和認同

失去了根，被產生自跨國集團的廣告和形象設計的商品世界符號所取

代。存在成了設計（Sein wird Design）──這是世界性的現象。」24 
 
  「全球文化聚合」的論點在於：全球資本主義容許跨國企業在任何地方販賣

他們所生產的任何貨品──這種狀況使整體人類文化向著同一種質性來聚集。在

經濟層面上來看，它滿足了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它提供了人們在不同地域有相同

「選擇」的「權利」。對於跨國集團來說，只要有人購買他們的產品，他們就多

一筆利潤收入。人們因為在所到之處都得到相同符號的「消費提示」，從而在意

識層面裡加增了對於相同產品的消費欲望。加上想要在未知的地區獲得「已知」

及「安全」的「品質」和「保證」，唯有跨國（在不同的國家地方都有的）產品

能夠使更加多的這種消費行為實現。 
 
  可是在文化層面上來看，這種跨國產品正在壓迫和侵占在地產品和傳統文化

的生存空間。所謂「麥當勞化」的意義就是，不同的地方差異性文化被單一的商

品所統合。不論在美國、英國、菲律賓或是中國大陸，人們總是選擇去吃「麥當

勞」──以薯條和漢堡為主要內容的速食。在地本有的傳統飲食文化和內容被「麥

當勞」這個文化符號所解化，成為只是「存在在那邊」被等待選擇的「選項」而

已。 “Nike”（耐吉鞋）被認為是全球運動鞋的代表品牌，人們以它的廣告宣傳、
口碑和印象去作出選取。一些不知名、可能包含創新意念或富有品質的品牌被捨

棄和忽略。單一的世界市場成為可能，甚至已被認為成為事實。各個跨國企業視

世界為一個單一的市場來看待。各種跨國產品出現在不同的消費社會裡，「總是

被人選上」。富有差異性的各地文化產物被「統一」。跨國產品成為全球文化的唯

一指標。它們代表著全球人類消費選擇的基本特徵。「單一的商品世界」被產生

出來。只要一種「文化符號」（產品）被跨國集團所推崇，它就會成為各地人民

的生活品味和風格的主要部份。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將會成為同一個式樣。 
 
這些都是在文化全球化議題中最常被提出的基本問題和觀點。但對於這些觀

點，貝克卻抱有另一種理論依據作為回應的基礎： 
 
「全球化恰恰並非自動和片面地意味著單面向的全球化；單面向的全球

化正是全球化論爭中誤解的來源。相反地，『全球化』一詞的使用，在

各地都導致對地方的重新強調。 

從經濟的考量就可知道：全球化不只意味著解地方化，而是需要『再地

方化』為先決條件。……一方面，它們（公司）的產品是形成、立基於

                                                 
24 伍爾利希．貝克 (Ulrich Beck), 孫治本 譯, 《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
(WAS IST GLOBALISIERUNG?), 台北市,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 6月, 初版四
刷, 頁 59-60。 



地方的基礎上；二方面，能在全球範圍內行銷的文化象徵，必須『汲取』

於地方文化的原材料，如此才能生動、具爆發力和多樣化地發展。『全

球』意指『同時在多個地方』，亦即跨地方（translokal）。」25 
 
  全球化的作用如果只是單面向的以跨國企業所製造出來的品味和風格為匯

集點的發展，那麼，這種立場其實把全球化解釋得太簡單了。貝克甚至認為，所

謂「單面向的全球化」是一種謬誤，它使有關全球化的論爭無法朝正確的方向去

檢討我們這個世界。 
 
  貝克強調，全球化在一方面的確有「解地方化」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全

球化同時也在凸顯和宣揚地方概念。如果我們來考察跨國產品的本質和內涵，我

們就會發現，它們在文化層面上帶著一定程度的地方品味，其與在地文化產生一

種互為主體的對比及烘托作用。跨國企業通常並沒有在創造新穎的意念，它們只

是把「這個地域」的獨特文化往「那個地方」推銷。不同文化之間在這個狀況下

達成了溝通和交流。通過外來文化的進入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在地文化卻在這時

得以被重新檢討、強調甚至提高。貝克認為，全球化並不是在一味的打擊地方文

化。全球化的作用是「雙向」的。它的確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習慣和風格，但這種

改變未必是負面的。傳統文化在全球化作用下得到新題材，使自身得到革新的機

會和可能。跨國企業產品必須要借助本地的文化來凸顯自身，而相對的，在地傳

統文化從外來文化的反照中獲得重新提醒和關注的基礎。全球化雖被資本家們所

左右甚至操控，但實際上，全球化促進全人類的交流和彼此瞭解這股力量往往比

其更大、更富意義。 
 
  那麼，從以上各種有關全球化的討論來看，我們愈來愈接近問題的核心。全

球化在不同層面產生著它的「雙向」作用。貝克指出，如果我們從各個不同層面

的全球化出發，試圖找尋全球化的本質，他建議我們把它作「排除式的（exklusiv）
和包含式的（inklusiv）」的區分類型。這種區分不單使全球化的本質凸顯出來，
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們更加了解，什麼是「世界社會」。這個概念隱約地帶出並

意旨著有關「無政府」的相關議題及討論。 
 

全球化的質性研究 
 
  有關全球化的本質，貝克以「排除」和「包含」兩種形式加以分野。這樣的

分野，其目的在於，使我們更加認清所謂「全球化」，它的性質究竟是什麼： 
 
「……我建議，普遍地區分排除式的（exklusiv）和包含式的（inklusiv）
的區分類型。排除式的區分係依據『非此即彼』的邏輯。這種區分類型

                                                 
25 同上, 頁 63。 



把世界視為各個彼此分隔的世界的附屬和下屬體系，在這些彼此隔離的

世界中，不同的認同和歸屬彼此排除。……包含式的區分則創造出完全
不一樣的『體系』圖像。在此，界於不同的範疇之間不是例外，而是常

規。如果這種區分類型顯得不適當，那只是因為包含式區分的五光十色

圖像使排除式區分的『自然性』產生了疑問。」26 
 
  為什麼要使用這樣的區分？貝克顯然要導出一個全球化的本質出來。依照這

兩種對於全球化理解的區分類型，我們可以有兩條理解全球化的思考理路。 
 
  「排除式的區分類型」使我們把全球化放在一個絕對固定的平面現象來看

待。在這個平面的現象裡，全球化所產生的經濟、文化等層面的交雜，它們只會

彼此排斥、侵占和消磨。例如說，在這種全球化區分類型中，「麥當勞」是會消

滅其他在地本有的飲食文化的。如果麥當勞餐廳在日本開得愈來愈多的話，按照

「排除式的區分類型」，全日本的其他飲食事業就會被麥當勞所併吞。所有日本

人都變得只會選擇吃漢堡、薯條和喝雪碧、可樂。又例如說，英國人從電視上得

知蒙古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後，就被電視上的描述所影響，而紛紛效法他們。這

就是排除式區分的「非此即彼」的邏輯。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之間沒有調和交

流的空間，在同一個時空領域裡，只能有一種代表性的思想和理念統御著，沒有

其他可能性。經濟全球化明顯地呈現出這種邏輯的基本內涵：美式資本主義正對

世界各國本有的經濟體系進行解化和侵蝕。這是一個可被肯定的事實。但是，對

貝克來說，這事實不可能是全球化的整全面貌。經濟全球化只是全球化作用之其

中之一而已。如果我們在文化面去驗證「排除式的區分類型」，就如上述那般，

就會出現某些「問題」。這些問題所呈現的事實卻與我們的現實生活世界的狀況

有一大段距離。 
 
  對於全球化，如果我們用「排除式的區分類型」去檢驗和理解的話，立刻就

出現困難。貝克進而提出另一種區分類型──「包含式的區分類型」。有別於「排

除式」，「包含式」的全球化作用涵蓋了不同的時空條件的內容在彼此溝通時所產

生的可能性和對比作用。不同文化和習俗能夠互相融合和提醒，使新穎的創造和

發展成為事實。相對於「排除式」，「包含式」的世界圖像不可能是單一且片面的。

它以多姿多彩、「五光十色」的型態呈現在我們眼前。全球化使人與人之間的距

離縮短，一些人把在地的各種生活方式──語言、習慣、品味風格帶到另一個地

方。他／她們無意把自己所抱有的文化強加於別人身上。在異地，他們更樂意於

接受當地的文明，使自身的文化內涵得到豐富的機會。差異性不會因為世界各地

人們頻繁的交流而被磨滅，其反而相對的激發出更多不一樣的想法和理念。這些

所有都被包含在一個整體的全球場域當中──「世界社會」裡。 
 
                                                 
26 同上, 頁 70。 



「世界社會」的無政府面貌 
 
  如果能夠對於全球化抱有不是「排除」而是「包含」的理解立場的話，以下

的談論就成為可能：「世界社會」的內涵和本質所帶給我們什麼樣的生活型態和

文明藍本？「世界社會」在什麼層面使到「無政府」得以再次在今日這個時空條

件底下被拿出來討論是富有意義的舉動呢？ 
 
「如果我們再度將焦點置於世界社會的觀點，那麼，世界社會的無國家

性的意涵有兩點：亦即（跨張地說）其一是（還是）無秩序，其二是（還

是）無機構。世界社會中的『世界』意指『無統一性的多樣性』〔阿爾

伯羅（Albrow）語〕。與此相對，『民族國家的』社會意指『具有有限多
樣性的統一性』。」27 

 
  基本上，可被承認的具體事實是：全球化造成了整個「世界社會」的出現。

而這個「世界社會」的「無國家性」首先被貝克所肯定28。這不只是在經濟全球

化的層面上才能夠看見的事實。以上篇幅裡我們已經分析過了。全球化作用使世

界各國以社群的層次達成溝通和交流的目的。政治條件的必要性在「全球化」下

已日漸式微。作為一個「世界社會」，在它上面並沒有一個最高權力或統治勢力

來主導和左右它的發展和動向。「世界社會」是人類的「社群」性質的共存狀態，

而不是「民族國家」性質的共存狀態。它的理論依據在於它僅僅是一種人與人之

間沒有規範和宰制的交往的具體條件。「無統一性的多樣性」及「具有有限多樣

性的統一性」的差別在於：「多樣性」存在於「世界社會」，而「統一性」則存在

於民族國家這個政治概念中。貝克把這樣的理解運用在對於「全球化」的觀察裡，

用來解釋「世界社會」的本質和內涵。 
 
就這個層面來看，這樣的「世界社會」的確是「無秩序」和「無機構」的。 

 
  所謂的「無秩序」和「無機構」，基本上就是「無政府」理念的具體意義29。

                                                 
27 同上, 頁 140。 
28 貝克在前段已經表明全球化所意旨的就是一個「非世界國家」，一個「無世界國家」且「無世
界政府」的世界社會的構成。它意味著這整個世界並沒有一個一統的政治機構來統治和操作。另

外，貝克更引述了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的全球化觀點加以說明：「在盧曼看來，
政治壟斷存在於領土國家，而領土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正在失去影響。因此，世界社會意味著沒

有世界政治、世界議會和世界政府的非政治社會。伴隨著世界社會的分化，後政治世界的圖景正

在形成，而圖景的遁點即是完全分散化的世界社會，它分解為無數自我再生產的、自我調控的子

系統。政治調控和民主合法性認證在這幅世界社會的圖景中被除掉了。」（烏．貝克 哈貝馬斯

等 著, 王學東  柴方國等 譯, 《全球化與政治》（POLITIK DER GLOBALISIERUNG）, 北京, 中
央編譯出版社, 2000年 3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頁 29-30。） 
29 貝克在節錄當中所陳述的「無秩序」和「無機構」兩個特質，都是針對這個無國家性的「世
界社會」而言的。其兩者意義旨在說明相對於一個主權來講，世界社會的形成以及其成員的行動，

是無法積極性地預知和束縛的。秩序概念在這裡相對被瓦解。所以貝克形容世界社會是「無秩序」



秩序概念來自「俯視觀點」。但人類之所以能夠產生出文明社會來的主要原因在

於一種外於秩序概念的相互默契和無形許諾的客觀存在。在這個前提下，「秩序」

其實是一個可被取消的概念30。而另一方面，政府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政治機

構。如果說「世界社會」包含了「無機構」的性質，那麼，它同時也蘊涵著「無

政府」的特徵在裡面。 
 
國家的存在意味著一個特定的勢力範圍裡，某個政權能毫無限制的施展它的

統治和管理的政治行為。而這個政權，它是以強制力──或說明白一點──就是

以暴力來實現和保有維持這樣的勢力範圍，並實行它在這範圍裡的各種可能的政

治意志。這個能夠被承認或被證成的「政權」，它就只有是「政府」。 
 
  世界上存在著非常多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只能是一個政府來作為

主權的象徵和國家運作的機制。但「全球化」使這些維持國家體制及政治權力的

政府突然失去了統治權力一樣。究其原因，乃是人的交往溝通不再受到特定的地

理環境和時間距離所影響。而傳統的國家政府的治理層次只發揮在特定的地域範

圍裡面。明顯的，政府的絕對權力在某程度上被「解化」。基本上，人們似乎還

是尊重著政府的權力。但其具體行為和實質生活早就已經遠遠把政府這個存有拋

在後頭。所以「全球化」著實造成了「世界社會」。而這樣的「世界社會」，它又

造成了「無秩序」和「無機構」的事實。 
 
  「世界社會」的「無秩序」和「無機構」，其實就是「無政府」的現實態勢。

在這層意義下，人們早已生活在「無政府」的狀態裡。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跨

國行動者」，進行其影響某政府管轄之地方範圍內的任何事情。當政府企圖對於

一種現象或事實加以抑制操控，想要以立法和行政的手段來作出規範和限制人們

的時候，相應的應對方式立刻就被人們所設計和研發出來，針對此一規範和限制

來實行「解化」的動作。全球化作用使人有這樣的條件去使它成為事實。如果一

種既有的生活方式被政府的強制力所壓抑和消滅時，我們除了看到人民對於政府

的激烈抗爭之外，另一方面，既有的生活模型即被引導至不同的方式來呈現。政

府能夠改變的，只是一種表層。而人們生活的「質地」是無法運用任何形式的強

制力去變更和消除。 

                                                                                                                                            
的。而「無機構」就更加切合「無政府」理念的具體內容。世界上雖然一直有強權想要成為全球

領導者，建立一個「世界政府」，把相對來說的「世界社會」納入規範。但它至今並未客觀的實

現。「世界社會」仍然是在一種「無機構」統籌和治理的狀態。換句話說，「世界社會」正呈現出

「無政府」狀態的具體面貌。 
30 當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海耶克在他的理論當中提出了一個「自生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
的劃時代概念。這個概念成為支撐自由主義理論的立足點。他提出這個概念旨在說明人在社會當

中有其根本的運作原則。無政府主義同樣承認人類有自維自治的本能，其與自然概念息息相關。

兩者出發點的性質是相似的，但主張和理論內容卻完全不同。關鍵點在於對人的信任與否。我們

可以說，對於「不安定性的恐懼」是所有政治的起源。而無政府主義只是一種為了消除這種「恐

懼」的主張及方式而已。 



 
  「跨國行動者」比一般人民有更大的力量去改變一個社會的成立方式。他們

運用的不是政府的統治權、立法權等等這些「公」權力。他們從人的社會生命本

身著手去達成其目的。除了跨國的性質使到他們在某程度上可以不受任何一個國

家政府所控約外，他們從事的各項「工作」，是多面向的進行著。一種高速傳遞

的作用和「現象鏈」的關係使政府顧此失彼。「跨國行動者」在「世界社會」的

人群中自由自在的行動，使各國政府無法針對他們去納入規範。 
 
用另一種表達方式來說，政府抓「賊」永遠抓不完，因為在它的角度來看，

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賊」。而使到「賊」成為「賊」的，卻是政府本身。 
 
作為從全球化作用而產生的「世界社會」，它沒有哪一個政治權力來「使」

它出現，也沒有哪一個「機構」來主導它的發展。它就在那邊，是真實的，也十

分具體，人人都看得見的現象。它的形成是人與人之間頻繁的交流所致。它的型

態是「自然性」的、更是「無政府式」的。「世界社會」的出現象徵著一個全人

類的「無政府」社會的可能契機。根據現今全球政經社會的現實狀態而論，「全

球化」正在隱性的造就這個「無政府」的「世界社會」，這個事實確實是可以被

普遍的考察甚至於承認的。 
 
  筆者想在這裡強調，這或許只是一個可能性條件。它的狀態是浮游不定的。

我們現在還不能就直接推論說：「『無政府』社會已經出現了。」那顯得過於單純

和幼稚。但能夠肯定的是，有一種使「無政府」在這個時空條件底下能夠被拿出

來談論，以及以之與現今全球化世界社會的形勢作對比和關聯的機會和立足點被

產生出來。「全球化」就是產生這個機會和立足點的力量和作用。它帶出了「無

政府」理念在現今全球人類社會生活形態的實際影響力。「無政府」不是不存在

的，它確實存在著我們的生活層面裡。但不是因為它已經存在（或以一般論說它

根本不可能存在），我們就不用，或省略去談甚至於忽略它的意義。我們現在討

論「無政府」，恰恰因為全球化在我們這個時空條件下把它引發出來。無政府主

義在十七、八世紀甚至於十九世紀部份時期曾經在特定的地方社會被熱烈的討論

過。那是一個革命的年代。但是，它因工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的風靡和功利主義

的盛行而沉寂了一段時間。現在，透過「全球化」，它又再次被喚醒，成為一種

帶領人類有更加合理和更合乎人本的生活和生命的可能性和具體主張。 
 
  在第五章裡，筆者試圖提出「無政府」理念在現今全球人類社會的形勢和發

展方向，其意義在哪裡？它的影響力應該如何被提出和反省？它的角色是什麼？

人們應該以怎樣的角度來審視現在我們這個社會？最後，「無政府」，它給予我們

的思考空間、素材以及它的理想，是不是能夠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其中一個可能

的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