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無政府與現今全球形勢之間的關聯 
 
 

anarchism is the refusal of domination; it is the refusal of a society where man dominates 
man. anarchism rejects capitalism; anarchism rejects communism; because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are both dominations of human beings over nature. anarchism refuses to 
dominate nature. anarchism, therefore, is the rejection of domination of the superpowers of 
the world; of domination of developed countries ove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of 
domination of the city over the country. All our civilization has been based on the 
domination of man over nature. anarchism is therefore trying to supersede our present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at domination. it is a society without any form whatever of 
dominations. the domination of intellectuals over students and the masses; the domination 
of men over women; the domination of adults over children; the domination of one 
particular form of art over other forms of art. anarchism is therefore the liberation and 
expansion of all possible forms of human potentialities. that is to say, the expansion of 
human sexualities; of human feelings; of human intelligence; and everything that is in 
nature and not only what is human. the present contents millions of possible futures and the 
anarchist’ s conception of the present, is not just to look at present with the vision of the 
past, but also with the vision of possible futures and desirable futures.1 

 
-- Roland Creagh 

 
＊ 
 

第一節 人的存有條件當中有關「無政府」的分析 
 

  所以，通過以上各章的論述，除了使我們對於「無政府」有更透徹的了解之

外，我們已經能夠有一個基礎去談論「無政府」本身：「無政府」實與我們的生

活息息相關。雖然外在強制力不時產生干預和影響，但人所擁有的創新和開闢潛

能往往使統治者防不勝防。而人們透過資訊科技的發達與交流的可能性不斷增

加，使之成為解化各國政治力量的作用之一。就此一層面來說，「無政府」已經

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和呈現。 

 

  筆者想在這裡強調，「無政府」，其理念及狀態，它早就潛伏在我們的現實生

活當中。這個命題，可能有人認同，有人不能。甚至有人根本不知道。無論如何，

根據上述的論證，我們是可以在這個時空條件底下首先來承認它的。問題在於，

它雖然存在，但它的理念、結構以及實際方案卻從未被具體實現出來。我們的社

會在國家政經層面上仍然是不自由的。在這個層面上，不論是統治者或是資本

家，都在以自身的意志來左右普遍人民的生命及生活方式。對於人們來說，外力

的統治和管理仍是一種干擾和剝削自由的不合理力量。 

 

                                                 
1 節自黑鳥（Blackbird）樂團「活此一生」（LIVING OUR LIVES）專輯所收錄的其中一首作品 
‘BRIEFING ANARCHISM’（略說無政府）之說文部份。其為法國蒙皮里阿大學（University of 
Montpelier）政治系教授基爾（Roland Creagh）接受郭達年先生於香港（1985）所做的訪問內容。 



  之前說人們的創發本能可以解化來自政府的強制力，現在又說統治者干涉我

們的現實生活，這不是互相矛盾嗎？不。這兩個命題看來像是不相容，但它卻在

同一時空條件下發生並存在於我們的現實社會狀態中。 

 

  這兩個看似不相容的命題卻同時驗證了我們的生活內容的基礎在於：人在不

同的時代、不同的地方不斷地以不一樣的形式來對抗和解構權力對於自身的壓迫

和抑制。因為政權的存在使人無法得到自由，不能自主。人們藉由各種「無政府

式」的行為──例如遊行集會、示威抗議、藝文創作、實現基層互助……來反抗
政府的各項不合人本的社會設計和安置。這些「無政府式」的行動體現著「無政

府」，卻不代表我們的社會結構裡已經沒有一個政府存在的事實。恰恰因為政府

的存有性正在侵害我們的生活內涵，使我們要以不同的方式去表達自身立場。正

因為現今人類的社會是以政府權力作為操控和運作的中心力量，這個事實本身是

有問題的，可被檢討的。所以，我們提出「無政府」。它的最終目的在於提醒一

個可能被遺忘的重要命題：人自身潛在著很大的力量，其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的

進路，它使更多的可能性條件成為可能。 

 

  為了更加清晰的分析以上各項描述，請容許筆者對於人的存有條件作三個層

面的區分：人的意志和觀念構成、生活狀態本身以及政經社會結構及制度。作這

三個層面的區分的目的在於，使到我們能夠更清楚透明的討論「無政府」，其理

念、狀態以及現實等問題。 

 

  在意志和觀念構成層面中，人本質上是「無政府」的。小孩子比大人想像力

豐富，創造力比大人更強的原因在於，他們在其先天的智能當中沒有太多不自然

的限制和規範。在他們的觀念裡面還有很多方面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不一定

與現實相吻合，甚至於完全「脫軌」。但因為想像力的自由，使小孩們在意志和

觀念上不受支配。在沒有強制力支配的意念狀態下，我們可以說它是「無政府」

的。 

 

  經過國家教育以及社會的薰陶後，人的創發潛能就被漸然的縮窄。有些事

體，孩提時代以為可能的，成人之後就「被驗證」為不能的了。過往被想像出來

的各種產物，現在已經成為幼稚可笑的東西。不同領域的可能性變得愈來愈小，

甚至於完全消失。透過「有政府」的政經社會現實，人的意志和觀念構成也就被

同化、半被迫的承認某種權力的存有是「必須」的。在這個層面中，一個政府的

概念，從無到有，從來都是後天的築構和發展所致。所以，人在意志及觀念形成

這個層面，首先就包含了「無政府」的潛能在其中。 

 

  之前我們說「每一個人的生活內涵都在與無政府產生關聯」（見第一章第二

節＜基礎與前提＞），其涉及的就是生活狀態層面的意義這個部份。而所謂的生



活的「質」，便是存在於這個層面裡並同時產生其作用的原始力量。在「有政府」

的教育和成全條件下，人們逐漸確信政府對於他們來說是必然的存有──唯一不

可打破和反抗的勢力。對於自身的行為，社會的運作和道德價值的保持等種種文

明發展，他們樂意歸功於政府的統治和管理。他們以為，如果政府不存在，法律

沒有了，天下就立即亂成一團，陷入「無政府狀態」（權力機構告訴過我們，這

種狀態是恐怖的，不安全和惡質的）。問題是，當我們個別考察人們在社會的生

活本質時，卻找不到有力依據去證成「因為政府，所以我們的社會才能成立和維

持下去」這個命題。人們忘卻自身的自發性和本有的動力，在每日每天推動著社

會的運行。他們一直都在以自身的意志判斷著事物的性質，但他們卻認為那是政

府給予的。他們一直都在生活著他們的生活，但他們卻認為那是政府為他們決定

的。在這個生活狀態的層面中，究竟哪裡找得到政府的蹤影？ 

 

  講政府存在，這的確是可被承認的。但它不在我們的生活狀態層面裡面，而

是存在於我們人類的政經社會結構和制度層面當中。政府是一種方式，是一種制

度的構成。它是一些人認為可以運用此一進路來「使全體人類的幸福達成，使未

來的世界變得美好」的具體方案。政府施展它的強權，使自身握有絕對權力去造

就優良管治和分配的各種政治行為。但與此同時，它無可避免的妨礙和阻撓了人

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所謂政治的本質發展至今，政治成為政治本身的主要理

由，而人民的福祉卻往往被拋之於腦後。政府不斷以自身的角度來評判和整治人

民本有的生活方式。問題的確出在權力和制度本身，卻以為更龐大的權力和更複

雜的制度能夠幫助解決它所帶來的困境和「矯正」各種「錯誤」。在「有政府」

的政經社會結構和制度層面上，我們可以明顯看得出來，人類文明的視野和程度

究竟到了什麼樣的地步。 

 

  對於人的意志觀念，生活狀態及政經制度作出區分，其目的在於釐清及肯定

「無政府」並非不存在。所謂「無政府」，它的形式不是一種政治社會制度，它

在人的意志和生活狀態層面發揮著其作用，它以這樣的方式與我們產生關聯。討

論「無政府」，急切的問題不在它能不能在「制度面」上實現出來，而是它從什

麼地方再次被提出，以及其影響力究竟有多大。 

 

在以下的篇幅中，筆者願以實例來說明和論證「無政府」在現今全球化世界

社會形成的場域下，其扮演重要角色的具體事實以及其所產生的客觀作用。 

 

 

第二節 無政府力量的作用──以「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為例證 
 

  公元二００三年二月到三月之間，在中國大陸廣東地區陸續出現一種非已知

的嚴重「怪病」。從感染此一「怪病」的病患的症狀來看，它涉及到人體整個呼



吸系統的突變和發生非正常狀態的普遍現象。以病徵推斷，它與流行性感冒相類

似。病人會出現咳嗽、頭部疼痛和發燒等症狀。不過，它與普通「流感」不同的

是，其病毒會進一步使病人肺部出現發炎、浸潤等現象，致使病人呼吸急促、困

難，嚴重則導致病患呼吸衰竭而死亡。人類對這種「怪病」剛開始傳播之時，一

無所知。一種新型的病症出現在這個廿一世紀初，威脅我們的生命和安全。在西

方醫學領域，它被命名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正因為這是一種全新的病症，沒有一種已有的藥物可針對及被證明可治癒此

病，西方醫學在「ＳＡＲＳ」出現之後，趕緊作出必要的規範、定義和研究。首

先，以感染案例及病人接觸史等具體例證可以推斷，「ＳＡＲＳ」的傳染途徑就

是病人身體所分泌的各種排泄物：飛沫、尿液甚至糞便等3。為防止病毒的擴散，

唯一被認為是有效的方法就是採取隔離措施。而擁有什麼樣的症狀的人需要被隔

離呢？全球醫界權威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以及世界
各國衛生單位都有相關的定義4，它們之間的落差不大。 

 

  對於「ＳＡＲＳ」的病源研究證實，引發病症的原因在於一種冠狀病毒

（coronavirus）對於人體的入侵。最新的研究推斷，這種冠狀病毒是來自於人類
以外的動物──尤其與野生動物有關。為何這種病毒會從動物身上轉移到人體

呢？如果排除空氣傳播為「ＳＡＲＳ」對外傳染的其一途徑的話，有報導指出，

它可能是以人類對於野生動物的食用而來。一般認為，「ＳＡＲＳ」首先出現在

中國大陸南部廣東一帶。而廣東地區人們飲食偏好較為複雜和另類，從此一理路

推測，「ＳＡＲＳ」從人吃食未經煮熟且帶有病毒的動物身體而從動物轉移到人

類身上這個可能性大大的提高。確實的病源研究及追蹤，仍有待醫學界同仁的努

力。 
 

  「ＳＡＲＳ」的出現，威脅著全人類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們都能夠承認，

病毒是不認國籍和國界的。它的傳播完全不以地域來作區分。從人類面對「ＳＡ

ＲＳ」的各種應對，我們可以看出「無政府」的力量和作用被具體呈現出來的真

確事實。以下筆者願分點作出說明： 

 

１．政府的「指揮」抑或民眾的「配合」： 

 

按照常識的推斷，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政府來作為對抗任何種類的疫症的「總

                                                 
2 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地區，此一症候被稱為「非典型肺炎」或「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在
以下篇幅將簡稱為「ＳＡＲＳ」。 
3 香港淘大花園集體感染「ＳＡＲＳ」事件相關研究報告指出，導致淘大花園同棟住戶集體感染
「ＳＡＲＳ」，其原因可能就是故障的排水系統把病菌傳播出去所引發的。 
4 如欲查詢相關定義，可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HO）網站：http://www.who.int/csr/sars/en/ 



指揮」、「總領導」或「總管理」的話，人民幾乎可以被認為只會站在那邊什麼都

做不了的消極角色。政府握有龐大的行政資源──它包括權力、經濟、知識等等

方面的所有權，當發生對國家而言重大的任何事故：國際戰爭、或像這種未知疫

病的對抗，政府就應該義無反顧的站在前線，作為人民的護衛，保障民眾的安全、

和平與健康。 

 

以「ＳＡＲＳ」為例，政府能夠做的就是確實執行有效控制疫情擴散的防疫

工作。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各國政府面對「ＳＡＲＳ」都有實行相類似的實際措

施：例如限制出入國、病患的隔離、有關幫助認識病症的宣導、安撫民眾情緒……
等等。對於一種待知的嚴重疾病，政府可以做到的就是這些事情。 

 

對於抗疫，我們都說「政府在做著一些事」。問題是，政府在做著什麼事情

呢？實際上，政府官員（權力所有者）都只在每天開會，討論什麼法令措施能夠

對於減輕疫情有幫助，然後以結論當作頒布政策的依據，就是這樣而已。他們在

做的是這個層面的事情。實質執行和操作的是誰？還是民眾本身。當然電視上每

天都看得到官員和學者的面孔和聽得見他們的宣導與安撫，但真正能夠幫我們對

抗疫症的卻不是他們，而是我們自己。 

 

很多宣導短片被播放出來，就是希望民眾對「ＳＡＲＳ」有更整全的了解，

以免造成過份驚惶恐慌。很多針對「ＳＡＲＳ」疫情的相關措施被頒布下來，它

的作用就是需要民眾去遵守和配合。倘若民眾都不合作，無視於有效防止病疫擴

散的各種方法和路徑，就算擁有確定的病徵也不如實報告甚至連口罩也不帶，那

麼，再多的政策、更強的宣導、高昂的罰鍰金，也是絲毫起不了防疫作用的。 

 

如果有人說，沒有政府來指揮宣導，民眾就完全不會應對5。那麼，這樣的

說法究竟是以什麼基礎、怎樣被承認和成立的呢？在電視上，我們看到官員在開

會，執法人員在根據政策的內容，去落實執行檢查居家隔離的任務，媒體拍到一

些違規的家庭，然後執法者開出「罰單」，以強制罰金來懲處他們。是的，政府

在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懲罰，有些人還是不去遵守規定。如果沒有懲罰，那

還得了？」這種推論怎麼總是讓人覺得似曾相識呢？ 

 

２．醫護人員無私作戰： 

 

我們從什麼管道得知預防「ＳＡＲＳ」的資訊和知識呢？政府嗎？那麼政府

又從哪裡知道那些，然後告訴我們呢？從醫學研究者、醫生等專業人士那邊得知

的。他們把可以做到的各種預防措施提供給民眾作參考用途。在這種非常時期

                                                 
5 醫療知識不一定要透過政府來傳播和宣導。其真正的來源是專業人士—醫學家、醫生等等。他
們也可以直接透過傳播媒體去教導必要的防範常識給予民眾。 



裡，專業知識的下放和傳播是自然被產生出來的普遍現象。沒有人樂意看到疫情

漸趨惡劣，因為每一個生命都是珍貴的。 

 

西方醫學對於「ＳＡＲＳ」的缺乏了解，乃是因為它是一種新型、初次被傳

播到人類身體上的病症。首先，從人體的免疫系統來說，「ＳＡＲＳ」的新穎性

使其無法發揮它的效用。也因為同樣原故，對付「ＳＡＲＳ」並沒有專門的特效

藥物用以抗毒和治療。對於此種病症，及至現在，還是進行著研究的階段。所以，

根據傳染病學的一般判斷基準和理論，應付它唯一的方式就是先將病患予以完全

隔離，消除其病毒的傳播機會和媒介，然後運用已有的藥物（例如類固醇、雷巴

威林 ‘Ribavirin’等）來嘗試控制病患的病情。在某個程度來說，現今醫治「ＳＡ
ＲＳ」的用藥方法，都只是暫時和折衷的方式，其有待進一步研究、驗證和確認。 

 

世界各地的醫學專家和研究者透過網際互聯網路和電郵來交換研究心得和

成果。在對於「ＳＡＲＳ」病症的了解和治療上得到更有效率的進步和發展。除

了通訊科技造就了這種現象得以達成外，更重要的一點是，面對「ＳＡＲＳ」，

所有人都放下了私心和偏見，去共同創造一個征服這個危機的可能性條件。 

 

應付「ＳＡＲＳ」，除了防止病毒擴散之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針對已

感染的病患進行治療和照顧。這一部份醫生及醫護人員所承受的壓力尤其巨大。

他們幾乎經常需要直接接觸病患。在冒著可能被感染的危險來面對和處理整個疫

情狀態下，站在最前線的醫護人員是值得尊敬的。他們並沒有因對於「ＳＡＲＳ」

的恐懼而退縮和放棄（媒體當然有把一些「個別特例」報導出來。不過，這些「特

例」相對於全國所有醫生和醫護人員來說，實是微不足道），他們還是待在其崗

位上，繼續奮鬥和作戰。除了抱有人類大愛的精神、希望和專業的態度之外，我

們已找不到任何支持著他們如此付出的理由了。6 

 

３．民間志願團體參與協力： 

 

  除了醫生及醫護人員之外，默默付出支援力量的還有一些來自民間的志願團

體和人士。他們有些是捐助大量的口罩及與防疫相關的各項醫療用品，有些甚至

直接捐獻金錢。這些動作和行為全都屬於自願性質，沒有被強迫和支配的狀態下

實行。他們未必掛名，但其支持的作用和力量是實質確切的。舉出實證，例如「佛

教慈濟基金會」一直都歡迎和接受自願的捐助。在這次「ＳＡＲＳ」的疫情當中，

他們率先印製防疫手冊分發至各個民間據點發放，並以具體行動：如贈送酒精噴

                                                 
6 我們可以預想，部份人會對於這一點提出質疑。醫護人員不因恐懼而私自離開其工作崗位的原
因在於政府的強制力使然，而並非什麼人類大愛。這個推論與之前提到的「社會是由政府所構成

和確保」的形式十分類似。這個推論在之前已經被證成是信念因素居多。如果我們以「對於懲罰

的恐懼」和「對於死亡的恐懼」作比較，後者的強度顯然較大。那麼，醫護人員為什麼還是不懼

怕死亡的威脅而續留崗位呢？答案顯而易見。 



手液等等，作為對抗「ＳＡＲＳ」疫病的實際支援力量。還有很多志願組織，我

們未必知道或見到，但其卻是無時無刻支持著整個社會裡面的每一個人。 

 

  相對於政府政策和措施實行的笨拙（例如：中國大陸政府對於「ＳＡＲＳ」

疫情的隱瞞和相關消息的蓋壓；香港政府輕視「ＳＡＲＳ」的嚴重性使疫情迅速

擴散；台灣政府相關部門處理「和平醫院」疫情問題……等等）、缺乏效率（例
如：台灣在疫情爆發初期普遍嚴重缺乏專業醫療設備和資源等問題），甚至於一

些防疫漏洞和處理問題被牽扯成為各個政黨、黨派的互相批判和攻伐的材料，今

天我們暫時能夠安然的渡過這一波「ＳＡＲＳ」的危機和挑戰（有些人卻被無辜

犧牲了），究竟是怎樣被成就和產生出來的？從各項事實的對比，我們可以知道

答案是什麼。 

 

「全球化」作為一種關涉全人類的普遍現象和事實來說，「ＳＡＲＳ」是一

種全球化的症候。面對「ＳＡＲＳ」，全世界任何人都無一幸免。這個本質使到

全體人類共同意識再次被喚醒和強調。我們無法再以國家地區來作分野和區隔。

雖然「ＳＡＲＳ」一般被認為是從中國大陸，經香港傳播到世界各地。但當疫情

顯現並開始惡化時，只在一味的追究責任所在和質疑病毒輸出國的處理手法及態

度的愚昧無知等等就顯得不切實際。既然有一種人人都無法幸免於難的「危機」

發生了，那麼，對於這個「危機」的處理，就只有世界上所有人來共同承擔和負

責。 

 

「ＳＡＲＳ」在某程度上打破了國家疆界的劃分，直接針對人類的身體進行

破壞和傷害，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種壓迫性的威脅。但毫無疑問，它卻打開了人

類基層合作和互助的契機。在全球抗疫情勢的內容裡，我們看到了為數不少的人

們志願作出不同形式的幫助和支援──無論是精神上的甚至於實質上的──去

共同成就一種團結的力量；這種力量完全是自發和開放，它包容和寬恕了所有憤

怒、誤解和無知。這種力量使到人類抱有相同的信念。它給予我們勇氣去面對未

知的挑戰。每當關涉到全體人類的危機出現時，這種自然集結的力量和信念往往

義不容辭的支持我們渡過每一個巨大的風浪。而它，並不是哪一個政權來使它產

生的，也不是哪一條法律保障了它的存有。這種力量和信念是人類的潛能，它的

性質，我們可以確定，完全是「無政府」的。 

 
 

第三節 全球各國政府的聯合作用 
 

政經強權聯合的目的和意義 
 
  所以，根據以上我們對於人的現實生活層面的分析和說明，「無政府」是存



在的。進一步來說，作為一種元素或條件，「無政府」被包含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作為一種履行人的任何可能性而言，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使它呈現出來。這是一

條對於「無政府」在此時此刻與我們產生關係的理解進路。雖然未被一些研究者

及專家所承認或肯定，但筆者認為，當全球化──不論是哪一個層面的全球化作

用──使人與人之間的頻繁溝通和交流成為可能時，當全球化在不同領域發揮著

調和和差異性對比的普遍功能時，當全球化具體地成就一個「世界社會」的客觀

事實時，就這些理據而論，「無政府」的條件和可能就同一時間被拉出和與我們

產生關聯。所謂「無政府」的條件，它指涉著人類自身行為的本質和意義。我們

可以在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中找得到不是政府能夠總是干預的其中一部份。就那

一部份而言，「無政府」作為一種條件成為其重要的支撐點。換句話說，「個人性

（personal）的無政府」在這樣的背景底下首先可以根據此一進路被解釋出來。 
 
  而所謂「無政府」的「可能」，它背負的是沉重的責任和義務。因為，人們

對於無政府主張的質疑和否定，通常都與這個問題有關。討論「無政府」，人人

都在關心「無政府」能不能實現。如果能，具體方案是什麼？它可能的貢獻和重

要意義在哪裡？可以把人類文明帶到什麼地方？如果不能，我們就能夠簡單而且

乾脆地說一句：「談論『無政府』根本沒有意義，我們大可不用在這個不切實際

的議題上翻來覆去。因為『無政府』不能實現。」我們說「無政府」的「可能」，

它涉及到的，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人類社群的廣泛領域。它意味著一種需要我

們去共同成就的「可能性」。它不是一個或數個英雄人物就能給予或使之建立的

制度及模式。「無政府」的「可能」，它完全旨意著另一個層面的事體：我們的政

治構成和總體經濟規劃，它們與「無政府」如何產生關聯？人們說「無政府」不

可能，通常就是指作為一種「制度」它根本不能夠實現在構成一個國家這個層次

的事情上。「無政府」無法成為一種「具體的指導力量和標準」去支持和保有人

類現今的文明和成就。 
 
  有鑑於此，在討論全球化作用如何解構政治勢力並開啟「無政府」的可能契

機之後，我們有必要對於現今全球政經現實及其態勢作出考察。這是另一條進

路，也是另一種觀察──我們更可以進一步來說，其是一種來自權威和被普遍肯

定的主流觀點，貫輸並教育著我們整個世界的成立方式究竟是怎樣。抱有「無政

府」不可能的具體立場的人們，就是以現今全球政經現實態勢作論證和支撐的基

礎。對的，人們在這層意義上無可否認被強權所管治著。這是肯定的事實。而且，

這種管治的性質，經由世界各國政府的聯合作用，變得更強、更顯著。 
 
  全球化瓦解了歷史傳統所承傳下來民族國家的主權和權威，無論其是象徵意

義或是現實狀況都相同。瓦解的因素在於「跨國行動者」的活躍和解化作用。現

實生活領域的變化在全球化的客觀條件下成為走在前端的普遍現象。當政府正在

埋首跟進或彌補國家治理的各種漏洞時，人們的行為和行動的可能性已經被某些



剛被創發出來的新穎方式帶到另一個層次。我們並不總是對現今的生活狀態和時

空條件感到滿意。使人走在統治權威前端的力量不只是來自資訊科技發達的可

能。它是其中之一，但不是全部。究其原因，乃是因為人擁有創造和開發未知與

可能性的本能。全球化在某程度上就是從這個地方被引發出來，並進一步關涉到

全人類的生活構成的方式和形態的現象。 
 
  創造力的顛覆和反抗性質每每讓作為統治者的國家政府所「感冒」。因為，

現實生活充滿著恐懼和缺憾。政府的存在，它之所以被肯定和承認，就是為了解

決人們在這個層面上的任何可能的困難。它要使人活在安全、免受威脅的保護狀

態下，得到「自由的」陶成和發展。這是一個政治理想，但未被具體客觀的實現。

任何人，無論在思考模式和產物或行動機能上，往往超過那個在其頭上的主權擁

有者。修正法律、訂立新型法律以及執行法律成為一個國家機器的主要工作。例

如，現在某一種自由被這種方式所限制，但人們卻發展出另一種自由的可能性，

並試圖以行動來實現它。當政府發現另一種自由被具體執行時，它又去修正原本

的法律、並訂立新的法律條文去應付新型的自由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一種「存

有的爭持」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不斷產生。這種角力編寫著我們人類的歷

史，驗證著人類的缺憾和無知。及至現在，絲毫沒有停止的一刻。 
 
在這裡，我們可以證成一個普遍的事實：在這個廿一世紀初，人類文明的蓬

勃發展造就了一個「全球化」的現象，它的力量和作用企圖把人類帶領到另一種

文明的可能性。有別種方式和模型正透過人類的頻繁交往而自然被強調出來。全

球化的「解疆界」和「去政治」正在顛覆傳統民族國家的統治主權。 
 
全球化對於國家主權的「威脅」和「逼迫」，難道就會使到政治或國家政府

從此瓦解和消失嗎？答案是不會。全球化既然作為歷史上又一次全人類對於絕對

權力的反撲，站在統治及管理者的立場，它們當然有其整全完備的應對方法。這

個應對的方法，就是權力機構與權力機構之間的聯合。世界各國政府為了保有其

掌握手中之權力免受分化和解化，面對全球化，它們以聯合結盟作為具體方法，

企圖作出對於自身反抗的「反制」。 
 

歷史上國家政府聯合的具體事實 
 
  所謂全球各國政府的聯合作用，其意義在於國家領導層級的交流和協定的過

程與結果。它的性質，我們可以首先提出來，它完全排除普遍人民的參與和表達

意見的可能。一國的「總統」、「總理」、「國家主席」、「領導人」代表了所有人民

的意志，象徵著該國存有的基礎和尊嚴，帶著特定領土的絕對權力，與別國對等

的代表共同談論各種事務。國際合作是使政權勢力得到彼此承認及進一步跨越國

界的基本手段。面對全球化，一國之力顯然被比較下來。單一國家無法獨立應付



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和具體作用。全球化是世界性的，全球每一個地域都可能被

包含其中的普遍現象。國家政府不能再像以前一樣只因為管轄腳下的範圍領土而

沾沾自喜。有一些可能性被發展出來，這些可能性跨越了國與國之間的邊界，甚

至可以自動的、不受限制的自由進入和輸出。對於一個政權來說，這是一個「問

題」，是對於絕對統治權的「挑戰」和「干預」。借由國家政府上層結構的聯合和

結盟，企圖再次把所謂的「跨國行動者」和一般民眾諸如那樣的各種行徑的可能

性再一次納入管理規範當中。 
 
  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主軸上，所謂國家政府的聯合並不是首次出現的事

例。晚近我們可以舉出隨著十八世紀殖民地勢力範圍的爭奪擴張問題而爆發的第

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所形成的「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
國等）和「協約國」（英國、法國、俄國以及後來加入的美國等），以及戰爭結束

後由美國所主導而建立，但美國本身卻沒有參加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因狹隘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高張和領土侵略問題而產生的第二次世界
大戰（World War II）中的「同盟陣線」（英國、法國、美國等）及「軸心國」（德
國、日本等），與戰後世界各國訂定下來為了促進和平與建立安全機制的國際社

會模型──「聯合國」（United Nations），都是國家政府聯合的具體事實。不過，
我們可以從這些國家聯合的事實裡，看出它們的性質和意義。以上諸如一次大戰

及二次大戰中所形成的二元對立的民族國家陣營（「同盟國」、「協約國」、「同盟

陣線」及「軸心國」），乃是為著權力爭奪、「國家利益」和達成戰爭勝利為目標

所構成的結合作用。它們的形成都是企圖拉攏更多的支持，建立更龐大的勢力去

打擊「敵人」的手段。戰爭的需要成為這些結盟成立的主要目的。 
 
  至於「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它們分別都是依據戰後的處理以及試圖達

致協調世界各國的紛爭和種種問題所建立的國際性權力機制。它們之所以得以成

立的原由在於維持全球性的合作調停可能與促使世界和平安定的人類社會福

祉。雖然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為了「一次大戰」
後「維和」目的四處奔走努力不懈而促成「國際聯盟」，但它因為美國國內的政

治矛盾無法解決，加上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等主要導火線而宣告瓦解。而「聯

合國」則是在二次大戰時首先被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所
提出。為了集合全世界的力量對抗來自德國與日本的軍事威脅，國家政府的聯合

事實自「國際聯盟」後再次被催生出來，成為現今擁有全世界一百九十多個會員

國的「聯合國」組織。 
 
  無論是歷史上的「國際聯盟」或現存的「聯合國」，它們都有一定的歷史包

袱和道德任務。最為明顯的所謂「歷史包袱」，我們可以從一種區別和劃分的方

式的角度來考察，就是說，其（聯合國）是以國家（及其相對於國內的代表政府）

作為基本的單位去面對、看待和處理世界性的問題。這個以國家作為基本單位的



視域和向度，其已經漸漸脫離了全球人類文明發展的現實。尤其在全球化席捲整

個世界每一個地域的普遍現象下，所謂來自於歷史傳統的「政治體」對於人的指

導和控制已經漸漸被顛覆甚至解化。經濟全球化固然分化了國家政府的權力。但

這只是全球化作用的其中一部份而已。在人人都可以成為「跨國行動者」的「世

界社會」裡，除了對於國家保持著最低限度的「承認」和「尊重」外，被「次位

化」的政治機構能夠關注和實踐的空間被愈加壓縮。「聯合國」正在實現著上一

個世紀人們對於政治的期許和盼望。但它的定位角色卻被歷史的洪流所逐漸沖

淡。 
 

國家成為「經濟體」 
 
  國家政府不再以純粹軍事力量的發揮和影響力來作為權衡和比較世界版圖

劃分的主要基礎。這一點使「聯合國」的地位變得無足輕重。經濟全球化使國家

政府醒悟到使世界納入掌控之中的主要定義不再是在直接對於一個地區的政治

性支配。有別的方式和手段比發動戰爭和侵略更有效率。比起政治，取而代之的

是，國家政府把判準和目標放在經濟發展的操縱和獲利上。對於這個事實的明瞭

使到國家政府的聯合主題漸然轉化成以金融經濟論點為主要導向的「經濟（聯合）

體」。直接限制人的思想和行為是次等的統治手段。控制人的所得和生活條件就

能一次達到前述的目的，而且成效更為卓越和顯著。加上經濟全球化風潮的推波

助瀾7，民族國家政府只要運用既有的政治主權，就能在某程度上掌握著任何可

能的擴展機會和相應的經濟發展。 
 
  從國家作為「政治體」過渡到「經濟體」模式，我們可以找到具體的事實來

說明它。從單一國家的角度來分析，判別一個國家的「國力」，我們不再以軍事

實力和領土大小這些因素來作為主要的基準。所有有關經濟統計方面的數據──

國民平均所得、國民生產總值、外匯存底、貿易逆差比較……──成為評估國家
體質和現況的重要指標。自二次大戰結束，美國和蘇聯在政治意識型態的爭執（資

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所產生的「冷戰」（Cold War）時期以國防武器和兵力
為國家實力判準的軍備競賽之後，所謂的經濟社會層面及金融體系的健全發展成

為國家政府作為統治和管理人民的主要方針。 

                                                 
7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展，迄今由民族國家決定的世界政策的前提──國家主權、關於社
會形態的意識形態競爭、民族國家的集體主體和認同感──會失去可信性，而這一點又會（極其

矛盾地）導致意識形態的重新民族國家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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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貝克在這裡所講的「意識形態的重新民族國家化」，其論點在
於經濟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解化，它在現實層面正產生其作用。但恰恰因為這種作用的使然，導

致人們在意識形態上重新喚醒對於民族國家治理，其角色和作用的重要性。人們對於經濟全球化

發展的不安和恐懼，反映在期望民族國家能「做點什麼」的心理。對抗經濟全球化的「解政治」

唯有民族國家能夠做到。所以，經貿層次的國家政府的聯合作用被普遍的正當化和合理化。其使

國家由「政治體」轉化為「經濟體」。下面將會繼續討論這個議題。 



 
  為了更加有效的，對於全球化所帶來的「解政治」的力量進行反制和反解化，

國家政府以另一模式的聯合作為鬥爭平台，試圖把經濟全球化納入控制的範圍之

內。所謂「另一模式」，它有別於「聯合國」的政治性世界組織，代之而起的是

各種以經貿為主要討論議題的聯合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全球八大
工業國組織」（G8）、「亞太經濟合作組織」（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等等。這些經貿組織，建立起另一種國家層級的合作機制，訂定各
種不同性質的經貿合作協議。參與這些組織的國家比起「聯合國」少得多，但它

們卻掌握了全球主要的經濟資源和條件。它們雖仍然以國家作為基本單位來組

成，但國家在這些經貿組織裡所代表的不再只是「政治體」，而更為重要的意義

在於，其作為「經濟體」的世界地位和影響力究竟有多大。在這裡必須指出，世

界性經貿組織的建立和具體運作的事實告訴了我們，全球化的經濟發展如何使國

家把自身的角色重新定位，如何成就了國家政府的聯合以及把焦點放在經貿合作

和發展的重要性與重大意義。 
 
  所以，透過國家層級和專門的經濟貿易合作組織，政府再一次重新掌握「主

權」概念。經濟全球化的作用對於國家政府來說已經沒有威脅的力量。因為，一

種針對性的配套規範機制已經完整的建立。全球化正在解構「政治」，但「政治」

卻在另一個範疇裡被發展出來，成為新穎的管治體系。通過國家之間的合作協

議，「跨國行動者」之一──跨國企業資本家和投資者，不能再為所欲為的以全

球市場的角度來對待世界。因為國家政府的跟進，他們的行動被重新整理，納入

規範。對於全球化學者和研究人員來說，這是他們樂見的現象。因為除了依靠政

府和法律，他們想不出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壓制跨國企業資本家和惡質投資者對於

經濟及金融體系的侵略和破壞。 
 
  經濟利益相互交流的國際性合作開闢了國家主權的新天地。所謂全球各國政

府團結聯合作用的具體意義就在這裡。全球化就像一張雙面刃一樣，它所產生的

力量一方面破壞了政府作為「政治體」概念扮演建築社會主要結構的重要角色，

卻在另一方面強化了政府作為「經濟體」的存有論性質。換句話說，政府的立場

雖然在政治領域裡從主動地位被移到被動地位，但它在全球經貿發展卻重新被強

調和推崇。此消彼長的情勢下，政府還是好好的存在在那邊，沒有被全球化「解

政治」的力量所吞噬。而且，它進一步把在地企業老闆、資本家和投資者收編和

集合，成為組織此一國家政府行動意志的其中之一種要素。在大量吸納這些在跨

國談判中產生主要作用的元素後，相對於國內，政府的客觀意向已經脫離了普遍

人民的意志。不只是民眾管不到政府的作為那麼單純的意義。這個事實意味著政

府所代表的是「既得利益者」的立場，是「俯視觀點」的抱持者，而不再代表著

人民，為人民的福祉作努力的「公僕」。而相對於世界各國而言，政府的角色是

擁有龐大資金的資本家和投資人的「代表團」。它以國家領土、當地人民以及其



經濟市場的各種可能性作為談判的「籌碼」，幫助爭取和保障在地資本家於世界

其他地方作投資行為時的利益。 
 
  是故，我們可以從以上的分析和觀察得出兩條呈現平行狀態的邏輯線性理

路： 
 

人的現實生活（人民）→透過「全球化」→構成無政府世界社會↘ 

                               （激化對立） 

民族國家主權（政府）→透過「全球化」→重新強調自身的主權↗ 

 
  政府作為權力機構必須與社會現實及普遍人民的生活狀態區分開來個別說

明的原因在於，它完全脫離了每一個人作為獨立個體擁有其積極立場的基本範

疇。它的意志以追求更大的權力和滿足更多的欲望來主導。所謂「政治」，它自

身已經成為一種最終目的而非達致理想社會及生活的手段。當我們以相似於一般

政治哲學家、思想家或研究者的角度出發，毫無疑問的把政府的存有歸根於人民

的意志，以及使政府與人民之間以代議制或選舉行為連結起來時，謬誤就會立刻

出現。現今全球化政經現實打破了諸多政治理論的假設和說明，乃是因為用來描

述的理論依據已經不合於這個時空條件下所具體呈現的現實狀況。全球化的出現

讓我們擁有重新考察和反省它們的機會。在國家政府的聯合作用被催生出來時，

政府就已經重新施展著其統治和管理的實權。它相對於無政府的「世界社會」而

言，是一種妨礙和阻擋的巨大力量。代表著資本家利益的政府以更加根本的方式

──操控大量自然資源和人的生活條件來宰制我們的活動空間和可能性。 
 
  對於這種國家主權的聯合「反制」，所謂體制外的顛覆行為和活動從不間斷。

在接下來的篇幅，筆者要說明，在現今高度資本主義發展和全球化經濟現實的普

遍環境之下，有什麼人，做著什麼事情，來表達對於政府體制以及其意識型態的

反動？而這些反動究竟與「無政府」有什麼關聯？ 
 
 

第四節 反全球化運動（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與「無政府」 
 

反全球化的由來、議題及其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 
 
反全球化來自於對於全球化作用的顛覆 
 
  所謂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顧名思義就是從全球化概念及其作用所
延伸出來的另一種力量。如果我們說，「全球化」的多面性使到一些人對它推崇

至極，而又有一些人對它抱有反對的立場──像反全球化人士那樣，那麼，在這



裡必須首先釐清「全球化」在不同身份的人們所代表的各種意義。 
 
  就如前段所述，對於國家政府而言，「全球化」代表了一種主權的再次掌握

的契機，透過跨國經貿合作組織的成立機制，它們重新主導社會計劃和設計結構

的權力。通過「全球化」的具體作用，各國政權擁有充分理由擴大它們的治理條

件。更龐大的「危機」和未知的未來就快來臨，我們需要國家主權去加以防範，

繼續為我們做更多的保障。主權的重掌和權力的進一步擴張成為全球化發展至今

普遍被受肯定的特徵。國家政府使經濟成為政治的一部份，把人類不只從思想和

行為上進行管理，就連生存條件獲得的方式都納入規範。這已經成為一種國家政

府統治的強化精神。 
 
  對於跨國企業老闆及資本家而言呢？全球化作用在經濟與國際貿易領域當

中使到投資及各種進行經濟作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和提高。經濟全球化的出現使

他們十分樂意於把世界看成是一個全球性的「市場」（Market）。侷限在單一民族
國家範圍裡的生意來往已經愈來愈受到壓縮。這種壓縮力量的來源是從跨國企業

和投資者對經濟市場的侵略和併吞這些事實而來的。經濟全球化講求的自由市場

體制的確立和對外經濟開放政策的實行，使到「全球市場」成為可被預期的主流

觀點。在某程度上，對於自由的可能及自然的權利等等諸種涉及人的存活條件的

影響則難以避免的產生。 
 
  我們常常問及，到底「反全球化」在「反」什麼？為什麼代表著國家政府的

高層官員在世界任一地方參加一些國際性的經貿會議時，反全球化人士總是不厭

其煩的跟隨其步伐，在會場外進行抗議和示威等民眾活動呢？因為，「反全球化」

所「反」的不是全球化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交往的機會、不是世界各民族在文

化以及社會層面上的融合和溝通、更不是它那種打破人類一直以來所受限的時空

條件的束縛；而是「國家政府的『全球化』」、是「跨國企業投資人和資本家的『全

球化』」。我們從貝克那裡認知到，所謂「全球化」，它不只是經濟全球化，它還

有多個層面的意義和作用。但是，當我們發現，「全球化」──無論作為一個概

念，一種力量或甚至只是一個詞彙──進一步被強權所操控和支配時，作為生活

在「世界社會」的公民而言，都有責任去表達意見甚至加以反制和顛覆。 
 
  「反全球化」人士不滿於脫離民眾意志的權力運作事實以及公然的把人民和

大自然資源私自認定為交易籌碼的具體行為。無論是「世貿」、「八大工業國」等

經貿組織無一不抱有上述的立場和觀點。是故，反全球化作為一種「世界運動」

（World Movement），它的普遍性橫越世界每一個角落。 
 
  那麼，有什麼議題和領域是反全球化運動及其參與者所關注的呢？在下面將

分別說明： 



 
對美國帝國主義與戰爭的反抗 
 
  我們從反全球化運動的事實可以看出，所謂「反全球化」並不只是針對某種

全球化的作用──尤其是經濟全球化──來作出強烈表達其立場的各種舉動。從

對於已經成為全球領導政經強權的國家政府的邏輯思考理路來說，最為棘手的問

題莫過於被鎖定的利益或挑戰力量未被納入掌握當中的這個狀況。從美國政府積

極召集和領導世界「反恐」的國家、將某些回教國家及宗教組織「定性」為恐怖

主義份子的「幫凶」以及運用核子武器安全問題為由把主權擴張至其他國家等等

事實可以看出，美國作為世界政經強國，並以「世界警察」自居，企圖成為全球

秩序的管理者的目的和野心。「反全球化」人士對於美國這種「帝國主義」

（Imperialism）式的權力對外擴展甚至侵略嗤之以鼻，無法接受和認同。 
 
  自稱「自由論社會主義者」（libertarian socialism），也是當代著名語言學家
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撰寫多部著作，以大量的文獻作為論證的材料基
礎，對於美國政府當局在處理國際問題及其方式與態度的虛偽性作出尖銳的批

判。其中被認為是核心問題的晶結在於有關「國家安全」和「普遍穩定」的政治

意識型態的作祟： 
 

“As discussed earlier, the heresy of independent nationalism with the wrong 
priorities—‘the masses’ rather than foreign investors—becomes an even 
more serious threa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stability’ is threatened by the feared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successful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 ‘Stability’ means security for ‘upper classes 
and large foreign enterprise, ’ what is commonly termed ‘the national 
interest.’”8 

 
  所謂獨立國族主義的異說與一種錯誤的優先判斷佔據了美國政府當局的主

政心態。如果有一種群眾反對力量，它的成功及其獨立發展的態勢嚴重威脅到美

國的「國家安全」和「普遍穩定」的話，其必須受到監管和控制，必要時給予打

擊甚至消滅。這種「美國標準」不只適用於美國領土範圍之內。或許我們可以斷

定，此一標準通常都是針對美國以外的勢力──它們可能是一個民族國家，可能

是一些「恐怖組織」，或是單純的群眾聚合。它們的存在被認為是「每每威脅著

美國主權的落實、國家安全和穩定」。因為有這樣的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作為基

礎，美國政府首先毫無疑問的得到部份美國人民的支持和贊許。所謂普遍發展全

球性軍事力量、對某些「恐怖勢力」「宣戰」，甚至於發動戰爭都因此而獲得合理

化和解套的機會。美國與英國組成聯合攻伊部隊在 2003年 3月 20日正式入侵伊

                                                 
8 Noam Chomsky,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22 



拉克領土、攻擊伊軍，成為本世紀又一次的國際性戰爭──「美伊戰爭」──即

是一例9。 
 
  反全球化人士甚至於全球各國民眾都普遍反戰。他們在世界各地主要城市舉

行反戰示威和抗議活動。其理由明確且堅決：戰爭破壞了和平，使伊拉克人民無

辜受到戰火的波及，嚴重剝奪他們的生存權利。而為什麼要戰爭呢？美國當局攻

伊的實質目的普遍被揭發出來──打擊曾經是美國一手培養後來卻因利益衝突

而反目成仇10，以海珊（薩達姆．侯賽因, Saddam Hussein）為首的伊拉克政府；
對於佔有中東地區石油的主要輸出國──伊拉克進行更積極和徹底的控制，使對

美國的石油供應不再匱乏……等等。從這個事例，我們可以看出政治性企圖和經
濟利益的侵奪無不與之息息相關。 
 
  所以，美國政府把自身塑造成「和平使者」、「正義的一方」，這是一種典型

的「美國標準」用以對待世界的不正當方式和態度。它是以諸如「國家安全」、「穩

定」甚至「國家利益」等意識型態元素所組成。為什麼「全球恐怖主義」會危害

美國的「國家安全」？所謂國家「穩定」的延續發展的內涵和定義是什麼？「國

家利益」的含意是什麼？它所涵蓋的合理範圍在哪裡？有多大？當深入探究有關

諸如「國家安全」、「穩定」以及「國家利益」等本質問題，並進一步問及那是誰

的「國家安全」、誰的「穩定」和「國家利益」的時候，我們自然就能理解，反

全球化運動為什麼總是離不開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批判和對反戰議題的關注。 
 
反對生活資源的侵略和片面瓜分 
 
  所謂生活資源，其意義乃是人們賴以為生的各種源自於大自然的條件。以反

全球化人士的立場來說，大自然是養活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媒界，包括人類在內。

它不分彼此，不分族類的一一為著我們的需要而提供生存的基礎。不過，在現今

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之下，我們先不論其他生物（它們那自然的

生活空間被人類所壓縮），就只以人類本身作為考察的對象，為什麼一種基本的

生存權利和生活品質無法實現在世界上每一個人身上？為什麼有些人能夠擁有

                                                 
9 當美國在公元 2003年 3月 20日，以「懷疑伊拉克擁有『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為由無視於
聯合國的武器安全檢查的作為單方面強行發動戰爭時，美國方面所運用的理由一直都是以一種可

能性的威脅、假設的判準──伊拉克可能擁有的生化武器，威脅著世界的和平穩定和安全的狀

態，加上伊拉克領導人海珊（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對於伊拉克人民的極權統治不
合乎「自由民主的原則」。為了消除這種「邪惡勢力的威脅」和伊國人民「應然的生存權利」，美

國派軍攻打伊拉克是「絕對合乎情理」的。諷刺的是，時至今日，美軍以軍事力量打倒海珊政權

後，在伊拉克境內還未找到當初以之為發動戰爭的理由的「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 
10 有關伊拉克曾是美國的貿易伙伴；美國提供伊拉克生化資源以支持其鎮壓庫德族人……到伊
拉克與美國的反目等等這些歷史資料和事實，都可以在喬姆斯基的著作《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

（諾姆．喬姆斯基, 徐海銘 季海宏 譯, 《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0年 8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中得到佐證的依據。 



可以養活千百萬人的財富，而有另一些人卻連一天賴以過活的少許食物都得不到

呢？是不是有些人天生聰明，他們運用其智慧去賺得比別人多得多的財產，而窮

人的出現是源自愚蠢和無知？世界上就是有些人「理應享受生活」，有些人「理

應被生活折磨」？全球性貧富懸殊的問題為什麼得不到解決，卻反而愈加嚴重？
11 
 

“Chomsky sees libertarian socialism as the modern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classic liberal thinkers such as Jean- Jacques Rousseau, 
Wilhelm von Humboldt, and John Stuart Mill. These thinkers were 
concerned to protect individual freedom from the ever-increasing power of 
the state. What they did understand, in Chomsky’s view, is that capitalist 
economic relations were basically unfree, especially now that hug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wield huge power. Reducing state power over the 
individual is now not enough: we must also ‘dissolve the authoritarian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and resources which… drastically limits human 
freedo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reedom are inseparable, in Chomsky’s 
view, and it is only within a libertarian socialist framework that both can be 
achieved.”12 

 
  喬姆斯基指出，傳統自由主義思想家諸如羅素、洪堡以及米爾等，都集中關

注在如何增加國家政府的權力作為普遍手段，來保障和落實個人的自由等問題

上。以絕對主權來確保和達成個體自由的目的乃是近代政治哲學──尤其是自由

主義論者的思考邏輯。問題是，喬姆斯基認為，一種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基本上

就是一種非自由的生存基礎構成。尤其現在龐大的跨國企業掌握著巨大的權力。

非常切合現實生活狀態的具體觀察是：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兩者是不可分割的。

當我們在政治層面上大談如何使「自由」成為人的基本條件時，同時要兼顧和著

眼的是，人們能夠在經濟上能否獲得自由的這個命題。什麼是經濟上的自由？它

沒有政治層面的「自由」那麼備受爭議。它就是人作為一個生存機體能夠有免於

饑餓的條件，並有選擇以何種方式作工的可能性。綜觀全球經濟現況，我們可以

一致的認為，這種經濟自由明顯被侵蝕甚至操控。操控者正是民族國家政府以及

                                                 
11 全球性貧富懸殊的嚴重狀況我們可以透過以下的統計數字的理解而得知： 
“The world’s 225richest people have a combined wealth equal to the combined annual income of the 
world’s 2.5billion poorest people. A 4 percent levy on their wealth would provide adequate food, safe 
water and sanitation, basic education, basic health care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for all thos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USA the wealth of the top 1%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bottom 95%. In Mexico 40 people own 
30% of the wealth in that country of 95 million people. The housing crisis in Ireland demonstrates how 
even during an economic boom the gains don’t go to the working class.”（ ‘Fighting Global 
Capitalism’ booklet, PDF edition, from [http://struggle.ws/]. P.1） 
12 Raphael Salkie, ‘The Chomsky Update Linguistics and Politics’ UK, London, Unwin Hyman Ltd., 
1990, P.189 



跨國企業資本家和投資者。 
 
  反全球化人士以各種方式和手段來表達他們的立場和觀點。世銀（世界銀

行）、世貿組織或八大工業國在世界各地召開會議，對於他們來說，其意義在於

世界各國政府繼續承認資本主義作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原則的代表性和主導

性，繼續贊同跨國企業對於第三世界國家民眾的壓迫和剝削，繼續默許資本家以

「所有權人」身份對於自然資源的略奪，繼續以「俯視觀點」邏輯作為解決全球

貧窮問題的「萬寧丹藥」。這些事實，有經過世界人民的同意和首肯嗎？它們的

產生和存在是理所當然、無法避免的嗎？難道沒有其他可能性嗎？反全球化人士

的答案通通是否定的。否定答案的源頭來自於國家政府主權和資本家立場透過嚴

重影響民眾生存資源自由條件的多個經貿組織會議所片面達成的多邊協定得以

成立的這些事實。「麥當勞」餐廳在反全球化運動進行的過程中常常被砸？我們

必須問的是，為什麼「麥當勞」被砸？其原因在哪裡？他們為什麼不砸其他餐廳，

卻每次都要針對「麥當勞」。為什麼？ 
 
地球環境問題的關注 
 
  環境保護（Environment Protection）已經成為不只是環保人士所關心的議題
了。國家軍備武器──例如核武和生化武器的研究和運用嚴重影響自然生態的規

律。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所帶來的人類文明社會，在某程度上擠壓了環境自維潛能

以及自然力量的影響力。過份擷取石油不但使地殼結構改變，更造成未來能源短

缺的嚴重危機。廢氣和污水排放使自然環境受到前所未有的污染，南極圈臭氧層

穿洞便是一例。樹木的大量砍伐加速了「溫室效應」、使地球暖化現象日益加劇，

自然雨水更是愈下愈少……。 
 
普遍人類省悟到，我們賴以為生的這個地球，只有一個。如果人類依然故我，

不斷破壞周遭的自然環境，不用說文明的確保和承傳，就連生活甚至生存，可能

都成為疑問。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消除各種危害自然生態和人類和平的軍事

武器等等都是延續地球壽命的方式。而能夠控制和掌握這些狀況的，除了全體人

類本身，從這個現實時空條件背景下來觀察，其都是國家政府層級能夠推動和具

體實行的事情。政府不是用來保障我們生活的嗎？它不是代表著民眾意志的嗎？

為什麼絕對權力擁有者往往比我們預期的漠視對環保議題的關注？為什麼相關

措施往往顯得不足？為什麼自然環境的破壞速度還是沒有減慢下來？ 
 
究其原因，乃是資本主義原則蓋過所有環保議題為我們帶來的反省空間。反

全球化人士不單指責國家政府對於環保問題的管理不足，其在另一方面卻為了經

濟的普遍發展犧牲自然環境的維持和保障。在基本立場的定位來看，環保團體與

反全球化的觀點是一致的。為了維持國家政府的主權之一的軍備與武器的發展和



增加以及現今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發展所造成自然資源的大量浪費對大自然的嚴

重破壞有直接的關聯。在反全球化運動的陣營裡面，環保人士也樂於參與其中。

我們說反全球化的主張與環保團體的基調雖然關注焦點不盡相同，但彼此之間的

行動性質卻十分接近甚至相容。如果說環保議題擴大了反全球化運動的基本內

涵，其實不為過。 
 
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份 
 
  全球化的本質旨在說明一種廿一世紀初人類文明發展的其中一個全球性的

狀態。它所產生的作用每分每秒都在影響著全人類的社會構成及其生活模式。當

我們正在肯定或否定某個命題的時候，新穎的事物和現象立即就對我們的認知和

判斷作解構和顛覆的作用。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生活方式不斷被刷新。人們愈來

愈知道屬於任何領域和方向的發展可能性是沒有疆界的。全球化不斷在提醒我

們，這些都是真確的事實。 
 
  所以，從以上對於反全球化運動所關心的議題的分析可以看出，反全球化處

處針對「全球化」而行。在反全球化的立場來看，國家政府的種種作為和全球資

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擴充和發展代表了所謂「全球化」的作用。明顯的，反全球化

所代表的觀點並不是對於全球化本身的反對和抗爭。反全球化所「反」的是國家

政府所強調的「全球化」，是跨國企業資本家所期許的「全球化」。而反全球化運

動本身，因為全球化的具體發展而成為整個全球化內涵及其現象的其中一部份。

換句話說，反全球化也正在全球化當中。 
 
如果我們能夠肯定反全球化正是全球化的一部份的話，那麼，一種二元分割

的思考邏輯對於全球化一詞就不再適用了。反全球化並非全球化的對立面，而是

全球化裡面的其中一種作用力。當一般人以單純的二元邏輯企圖觀察和研究全球

化以及反全球化之間、或以反全球化作為國家政府的新型挑戰時，其忽略了一個

基本事實：當全球化的不合理層面（脫離為了實現廣泛人類的理想和福祉）不斷

被提倡和推動的時候，反全球化的聲浪就會隨之而起。有人批評反全球化運動只

會搞破壞搗亂，卻提不出絲毫的具體方案，以解決客觀存在的現實問題：例如備

受關注的全球貧富差距過大、第三世界普遍貧窮問題……等等。其實，全球各個
經貿合作組織所開的會議討論的議題都涉及到尋求可行的方法去針對以上問題

作研究和檢討。 
 
問題是，世界各國政府並沒有基本的共識和立場，在會議開完之後，也沒有

具體的方案去嘗試解決諸如上述的各種窘況。不是沒有可能的方案，也不是他們

束手無策。重點在於，他們對權力掌控和既得利益無法釋懷。 
 



  反全球化運動是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被具體的產生出來的。其是以完全外於

國家主權的指揮和領導的「體制外力量」，包括了無論是歷史上對人類社會有不

同看法或是新興的觀點，夾雜著對於不同議題的關懷的「各路人馬」。他們常被

認為是一群「烏合之眾」，但他們都有共同的目標和針對的對象。在某個層面上

來看，他們的出現除了認證了全球化作為現今全球文明社會的現實態勢之外，還

體現了「無政府」的理念和精神。筆者準備在下面篇幅當中論述這個事實。 
 

「無政府」作為反全球化的基礎 
 
  既然全球化是一種雙向作用──一方面加增了全人類彼此溝通、交流甚至於

聯合的可能性，造就「世界社會」的形成；另一方面給予國家政府有其藉口去重

新檢討、收緊以及約束個體自由，並以抵擋經濟全球化的衝擊為理由一再強調自

身的主權。全球化除了涵蘊反全球化的觀點外，反全球化運動藉由「世界社會」

場域的開拓被實現出來這個事實就能夠被肯定。對政權和資本家的顛覆是反全球

化運動的一致方針。在民間力量方面因為科技和資訊的發達而掌握到某程度的反

制可能性。全球化雖然一方面被認為正在強調政府的主導角色，但我們不能忽

略，全球化在同一時間正在揭露一種「無政府」的契機：它以反全球化運動作為

履行的開端，並一步一步的從對國家政府的顛覆手段試圖解化政經操控的具體力

量。會不會成功？沒有人知道。歷史還未走到盡頭，人類文明的發展尚未結束。

可是，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一種「發酵作用」使「無政府」重新呈現，而我們

可以從反全球化運動中看出它的存在和具體影響力。 
 
  以下將分別說明這種反全球化運動的「無政府」特徵和內涵： 
 
自發行動 
 
首先，從反全球化運動發起的性質而言，我們可以說明其擁有「無政府」特

徵的原因在於，反全球化觀點完全出自於民間社會和群眾的立場。他們平常未必

有一個特定的組織，其規模也是每次都不盡相同。但當諸如「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銀」（World Bank）、「世貿」（WTO）、「八
大工業國」（G8）等經貿組織召開討論各種議題的相關會議時，反全球化份子就
會自然而然的組成，以抗議示威的模式來表達他們的關注。 

 
在反全球化運動身上，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人們對於現今全球政經狀況以及未

來社會發展方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表現。人民群眾並不是像主政者形容的那樣，

漠視周遭環境的變化，只顧己身利益而無暇關心「國際大事」的一群「被動者」。

每一次國際經貿會議所伴隨著的反全球化的聲浪都是由抱有反對各國元首以「俯

視觀點」去檢視和處置全人類的共同命運的立場的民眾所策劃和實行，其中沒有



任何政治勢力的輔助和介入。在相關的組織會議結束後，反全球化運動恍惚也暫

告一段落。在下一次開會的日期，他們又再次出現。我們從這樣的「行動鏈」當

中觀察到一種人類自發行動的本能和生態面貌。沒有誰去強迫人們去搞反全球化

運動。反全球化的觀點是從社會基層民眾對於世界局勢和自然環境的關注所構成

的。從此一觀點出發，具體實現了反全球化運動本身。其關涉到對於一種信念的

確信，並在特定的時空條件底下以創進的型態呈現其自身，其中沒有任何龐大勢

力的介入和協助。這種形式的實現正是體認著「無政府」的基本特徵。 
 
多元包容 
 
  其次，我們從反全球化運動的陣營當中，找到各種相對於政府的「俯視觀點」

之不同的異見聲音。他們的聯合和連結使到反全球化運動的力量更趨龐大，而其

關注的議題亦隨之廣泛化。在反全球化陣營當中，我們找得到全球各地的勞動工

人協會、反資本主義（Anti-capitalism）－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行動者、
社會主義者（Socialist）、「無政府」者（Anarchist）、環保組織、女性主義（Feminist）
或女權倡導者等等。他們本身有其特定關注的基本議題。但是，面對全球政治經

濟霸權的施展和影響，他們認知到造成諸種人類不幸以及全球性嚴重問題的「共

同敵人」是誰。 
 
雖然他們抱有不同的見解和立場，但他們仍不分彼此的互相支持和喝采。各

種聲音被包含在反全球化運動裡頭，成為充實反全球化訴求的主要力量。在整個

反全球化運動的發展中，他們積極聯合起來，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民間力量。抱

有不同主張的人士歡迎當地民眾加入他們的行列，為的只是要全球各國政府的元

首們知道，其賴以為生的統治手段──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造成了很多問題，它

侵害著全人類的文明發展和共同福祉。 
 
反全球化觀點的多元性使其對於國家政府的批判更加「立體化」，而反全球

化運動的包容性質明顯擴大了他們的力量，使之成為代表民間群眾立場發聲的主

要管道和方式。它與國家政府以「俯視」的立場進行排他的論理觀點，形成極其

鮮明的對比。 
 
顛覆權力 
 
最後，反全球化的觀點藉由反全球化運動的具體實行而呈現出對於政府主權

的挑戰和顛覆。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立場。其以各種遊行、示威抗議甚

至於攻擊警察、破壞象徵「政權全球化」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任何事物作為

具體的手段。反全球化運動的目的就是從實行一種積極、主動表達異見的自由權

利出發，企圖作出反抗政府元首主腦的意志以及其具體的政經政策。有沒有因而



成功或失敗，我們不用急著去下定論。反全球化份子因為激烈的破壞行為被防暴

警察所拘捕，這個事實並不代表各國政府已經成功地打壓反全球化勢力，不代表

反全球化運動含有負面或不正當的本質，也不代表運動失敗了。反全球化針對國

家政府的所作所為，為的是給予它們具體的輿論壓力。他們試圖從體制外的行動

去襯托出權力的虛偽和粗暴。 
 
反全球化觀點及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去除「全球化」為人類所帶來的宰制和支

配力量。全球各國政府聯合作用的「依然故我」，激化了反全球化運動的顛覆強

度。在這裡，筆者不是要企圖肯定部份反全球化份子的暴力行為的正當性。他們

的舉動是否合理，仍然有待商榷。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事必有因，這並不是無

端走出一批「暴民」胡亂破壞那麼簡單的事體。反全球化運動的其中一個主要元

素就是對於現行絕對主權的顛覆。為什麼要「顛覆」？因為國家政府的統治造成

了全球貧窮問題、使環境污染惡化，更壓縮了生活自由的可能性……。如果這些
問題可以被忽略，那麼究竟還有什麼是值得被我們所追求的？ 

 
反對政府、甚至於主張「無政府」，它顯然只是一種方式而不是目的本身。

它們為的不是純粹反調的唱和，而是叫人認清政府統治的不合理，其造成的結果

嚴重影響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有別的處理方法和社會架構模式的可能性是可

以被我們選擇，而不只是「有權」選擇「候選人」而已。 
 
  從上述的鋪陳，我們認知到反全球化並非一種對於全球化的盲目的反對立

場。他們反對的是屬於政府、屬於資本家的「全球化」。政權的聯合作用代表的

不是對於跨國資本家和投資者的行為的規範和限制。更多擴權的可能性被強調出

來，而身受其害的卻是身在這個全球社會的每一個「活道者」。 
 
  「全球化」雖然造就了投資環境的擴張，給予國家主權重新強調的機會，但

全球化作用的重要意義，對於我們而言，都不是以上的兩個現象所能代表的。全

球化使到「世界社會」形成，使我們確確實實生活在整個世界當中。在世界各地

所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以事不關己的態度來面對。相反，每一個人的視野都是

以整個世界作為基本單位來衡量，而國際局勢的變遷和影響關涉到所有世界社會

的成員們。我們都是全球化現象的監察人。像是反對對於自然環境破壞、反對戰

爭以及政權對人的迫害和過份操控（人權問題）等議題已經成為全球人類共同關

切的主要重點。反全球化運動就是其中一種被發展出來的力量，以反對政治聯合

和經濟主宰為目的的具體作為。 
 
  「無政府」之所以能夠成為反全球化的基礎，其理論依據在於反全球化的自

發積極性質、多元包容各種觀點和力量以及直接挑戰並企圖顛覆國家政府的主權

的客觀立場。「無政府」主張人的自由聯合，以己身的潛能去作成一種促進提昇



和進步的可能性。它強調人有創造和互助的本能和習慣，所謂「文明」，其根本

不需要以消極的政權來維護。反全球化運動一向都讓各國政府極之頭痛。而它的

主張和立場處處跟全球政權對立，我們難以想像反全球化人士會得到統治者支持

的一天會來臨。反對政府的立場不一定就是立即要把政府消除，但它卻同時在強

調一種人的積極自動能力、人的終極關懷、共同理想以及達成全人類的幸福的願

望。這都與「無政府」的思想和訴求息息相關。 
 
反全球化無論在其觀點和實際行動上都體現著「無政府」的各種特徵，其作

為全球化的一部份，不只說明了世界社會中每一個成員的團結可能，它更進一步

顯示一個事實，「無政府」的精神和理念正以反全球化的形式再次呈現在我們眼

前。我們可以論斷，反全球化運動就是廿一世紀的「無政府」運動之其一。 
 
  在接下來的結論部份中，筆者試圖以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和具體主張來對於政

治、經濟和人類自身等三個方面作最後的檢討，並以之作為基礎，嘗試考察人類

未來社會的應然狀態和內涵。為了開闢一種謀求更合乎正義、合乎情理的可能性

作反省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