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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論 

 

 

現代性（modernity）是當代學術思潮中最為核心的主題，對於現代性的認

識也正是我們（當代人）對自身生活處境的認識。所以，對於現代性的探索可以

說正是基於一種自我認識的知識欲求，許多重要的社會學者就從不同的理論角度

提出了他們的時代觀察：馬克思（Karl Marx）的異化勞動與階級鬥爭、涂爾幹

（Emile Durkheim）的社會分工、韋伯（Max Weber）的理性化，不同的觀察角

度也就會形塑出不同的現代性圖像。在本篇論文中，我們正是試圖從「戰爭」（war）

的角度來拼湊現代性的樣貌，戰爭如何刻劃著現代性呢？如何從戰爭與現代性的

相互理解中來認識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生活？從西方歷史的發展軸線來看，在過

去三百多年來有三件標誌著時代變化的重大事件：1789 年的法國大革命（伴隨

著十九世紀初的拿破崙戰爭）、1906 年與 1917 年的俄國革命（伴隨著第一次世

界大戰 1914-1918 年）、2001 年美國紐約世貿大樓所經歷的 911 恐怖攻擊。前面

兩個事件都已經為我們揭示了現代性的深層變動。法國大革命與拿破崙戰爭摧毀

了歐洲長久的封建秩序，使得現代的、以全體人民為主體的「民族國家」

（nation-states）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紛紛興起。此種政治共同體的出現也為現代總

體戰（total war）的戰爭形式提供了能量與可能性，二○世紀兩次世界大戰的爆

發正是最佳的歷史註腳。而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伴生的俄國共產革命，也為現代性

的思考與發展提供了另外的走向，亦即，它讓全球的人們徘徊在資本主義還是共

產主義的歷史十字路口。此外，共產俄國的誕生一方面揭示了未來兩極冷戰（cold 

war）架構的格局，在另一方面，則對第三世界的革命與戰爭產生了深遠影響，

特別是以游擊戰（guerrilla war）作為主要的作戰形式，進一步顛覆了由民族國

家構築的總體戰的正規性框架。到了廿一世紀初期，當全球的人們正在歡慶千禧

年的來臨，並且強化了對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信心之際，911 的恐怖攻擊卻發生

了。它帶給西方的強權國家以及廣大的人們許多的震撼與衝擊，這樣的事件又將

如何改變現代性的未來圖像呢？隨著全球性連結的不斷增強，是否我們會進入一

種所謂的「全球內戰」的狀態呢？這種種的問題都可以說是現代性理論思考上的

重大課題。美國社會學者 Kellner 在〈911、社會理論與民主政治〉（Septembe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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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Theor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一文中就說：「重大的歷史事件－－像是

911 的恐怖攻擊以及接續的恐怖戰爭－－測試著社會理論，並且提出了一項挑

戰，亦即，對於該事件及其結果賦予具說服力的說明。」（Kellner, 2002: 147）所

以，在本篇論文中，我們也試圖依循著這些重大的歷史事件（法國大革命／拿破

崙戰爭、俄國革命／世界大戰、911 的恐怖攻擊），從社會學的知識發展傳統來

提出整理和說明，並且，也希望從戰爭與現代性的切入角度來對未來的發展提出

一些可能的思考方向。 

 

在導論這一章中，我們從兩個小節來分別切入主題。首先，在「研究動機」

這一節所提出的問題是：「社會學為何缺乏戰爭的研究？」我們試圖從十八世紀

後半葉以來社會學知識發展的脈絡來加以回答。基本上，我們會發現到，以資本

主義生活為基底所形成的「社會」（society）這個概念，抑制了社會學中對「戰

爭」此一議題的思考。其次，在第二節「問題意識」中，主要是從「社會學要如

何研究戰爭？」這樣的提問，來重新審視社會學對於「民族國家與戰爭」兩者之

間的聯繫性思考。在其中我們可以發現到，社會學往往從「民族國家」出發來觸

及戰爭現象的研究；但是，這容易落入只是對國家軍事「制度」（institutions）和

「組織」（organizations）的研究，對於戰爭的思考可以引發的知識作用，以及戰

爭理論和概念的建構就顯得相對匱乏。所以，我們試圖從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中「國家－社會」（state-society）之間關係的討論，以及克勞塞維茲

（Carl von Clausewitz）所提出的「政治－戰爭」之命題，從兩者的結合中進一

步提出整體論文的分析架構。 

 

 

第一節  研究動機：從社會學的知識發展談起 

 

在超過百年的社會學知識發展過程中，「戰爭」至今仍是一個缺乏廣泛分析

的主題。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批判的社會學導論》（Sociology：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書中就曾經指出：「戰爭與暴力在二十世紀已經達到

一個高峰，兩次的世界大戰以及在其它戰爭中曾經發生的百萬人命集體大屠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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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證明這個事實，在社會學上往往被視而不見地予以忽略，即使這些社會學作

者在其它方面各自都曾有過服人高見。」（Giddens 1995: 148）依循著紀登斯的

這樣的批判和質疑，我們嘗試提出如下的問題：「『戰爭』是否可以如同『資本』

（capital）一般，成為社會學的理論對象？」正如同馬克思（Karl Marx）在《資

本論》（Das Kapital）一書的寫作中，透過「資本－勞動」作為理論上的出發點，

進而建構出一個宏大的資本主義運作體系，並且進而成為當代社會學認識社會實

在（social reality）最為關鍵的方式之一。無論是「生產」（production）、「流通」

（circulation）或「消費」（consumption），每一個層面都構成了眾多社會學研究

的努力方向。平行於這樣的想法，我們可以更進一步地來說明上述的提問，亦即，

我們所希望能夠探究地是，以戰爭作為認識社會實在的起點時，對社會學知識所

起的認識作用將會是什麼呢？以戰爭作為思考的前提時，又可以讓我們獲得一個

怎樣的社會圖像呢？ 

 

從紀登斯廣泛的現代性分析中來看，其中一個核心的面向就是「民族國家與

暴力」（nation-state and violence），這條軸線為上述問題的解答提供了一個適當的

思考起點。基本上，紀登斯是從知識社會學（the knowledge of sociology）的角度

來加以破題，他強調「我們所謂的社會就是民族國家」這個想法： 

 

我們通常都會同意，『社會』（society）就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更確

切地說，就是研究那種與現代相關的社會形式。由於我們以一個具有邊

界的單元（a bounded unity）這樣的想法來理解社會，因而在此它所指

涉的正是民族－國家。（Giddens 1987: 22） 

 

我們認為，在這段引文中，基本上有兩個值得注意的思考層面。首先，紀登斯對

於「社會＝民族國家」此一命題的強調，就是要去凸顯出從「民族國家的特殊性」

1（the specificity of the state）來理解「社會」的重大意義，進而批判社會學研究

                                                 
1 什麼是民族國家的特殊性？對韋伯而言，就是「國家對正當武力的壟斷」，如果從德國法學者

史密特（Carl Schmitt）的角度來看，就是「國家對訴諸戰爭、區分敵友的權利之壟斷」，兩者在

概念上具有互補性（Bolsinger, 2001: 92），筆者會在第二章來進行更為詳盡的討論。有關韋伯和

史密特的討論也可以參閱 Alfred Martin（2002）、Duncan Kelly（2003）、Catherine Colliot-Thélène
（1999）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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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漠視了由民族國家體系所引發的大規模戰爭現象。其次，紀登斯將社會等同

於民族國家，也會反向地形成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何謂『社會』？」

這樣的提問就會進一步對社會學長期的知識發展與思考界限提出質疑。 

 

針對上述所提出的種種問題，我們試圖透過阿宏（Raymond Aron）和紀登

斯對於社會學知識發展史的檢討來加以回答。此處，我們先對接下來要討論的內

容進行扼要的說明。基本上，阿宏和紀登斯兩人都是從十八、十九世紀的社會思

潮對社會學理論思維模式所造成的影響來作為出發點，其中最重要的兩個反省軸

線就是：社會演化論（theory of social evolution）和馬克思主義（Marxism）。他

們兩人都認為，無論是社會演化論所提出的「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或

馬克思主義所採用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都是隨著資本主義的歷史開展

而衍生出「社會」這個概念。而以資本主義分析為主導的社會學起源會抑制了對

於戰爭此一議題的討論。這樣的一種學科發展傾向，也直接影響到了社會學者在

面對二○世紀戰爭狀態（世界大戰、冷戰）時的思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

後，帝國主義理論（theory of imperialism）成為當時知識界最為熱門的議題。阿

宏認為凡伯倫（Thorstein Veblen）和熊彼得（Joseph Schumpter）對於帝國主義

的討論，都承繼了社會演化論的傳統，將帝國主義和戰爭視為是文明落後的象

徵；而盧森堡（Rosa Luxemburg）和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馬克思主義者，

則是從當時資本主義的結構（金融資本的壟斷）來解釋帝國主義的戰爭。但是，

阿宏反對只是從經濟因素來加以解釋，他認為要從整體民族國家體系的運作規律

來加以理解。在冷戰時期，現代化理論（theory of modernization）最能彰顯演化

論所內含的文明進步的理論精神，並且，在美國與蘇聯的意識形態鬥爭中具有著

重要的戰略功能；至於世界體系理論（world system theory）仍然試圖從全球資

本主義的角度，來解釋冷戰時期的世界秩序。 

 

我們可以先從阿宏的一篇演說來切入「孔德（Auguste Comte）－史賓塞

（Herbert Spencer）」所代表的社會演化論思考模式。在 1957 年時，英國倫敦政

經學院舉辦了一系列紀念孔德的演講，其中，阿宏就以「戰爭和工業社會」（War 

and Industrial Society）為題發表了他的想法。經由對孔德思想的討論，阿宏試圖

去說明為何「戰爭」在社會學的知識發展上會受到抑制。孔德和史賓塞都認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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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歷史上有兩種完全不同的社會組織類型：「軍事社會」（military society）和

「工業社會」。而基於對啟蒙傳統的信心（特別是相信人類的「進步」），科學時

代的工業社會必然會消弭神學時代的戰爭，並且，人類的歷史是不會再重返古代

的軍事社會之中（Aron, 1980: 5-6）。對當時的人而言，一個有利的歷史事件就是，

在 1814 年時資本主義的英國戰勝了拿破崙的軍事帝國。孔德和史賓塞都認為「工

業精神」（industrial spirit）必然會取代了「軍事精神」（military spirit），「勞動」

將會取代「戰爭」，「自由」將會取代「奴役」（Aron, 1980: 9）。如果人們認為戰

爭會再發生，這就是一種「非理性的焦慮」（the irrational anxiety）（Aron, 1980: 

11）。所以，啟蒙的實證主義者（positivists）深信和平必將到來，以積極樂觀的

心情面對著嶄新的時代。在此，我們可以發現到，阿宏從戰爭與工業社會的關係

中來進行一種對啟蒙力量的反省，他認為從十八世紀末以來的社會思潮，似乎使

得「理性／進步／和平」與「暴力／反動／戰爭」形成了對立，然而，其中所含

藏的線性史觀卻值得令人懷疑。阿宏強調我們要將戰爭視作是現代性的內在特點

而非歷史發展的變異或偏離（aberration）（Aron, 1980: 16）。 

 

紀登斯主要則是從市民社會這個概念，來對馬克思主義理論進行反省。不同

於「民族國家＝社會」的主張，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是「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張」。

馬克思承接了黑格爾（Georg Wilhelm Hegel）與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的傳統，認為在傳統國家的範圍之外存在著一塊自主、自律的空間，也就是市民

社會，或是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bourgeois society）。這個概念本身挾帶著深

刻的歷史意含，基本上，是在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之間對抗性的經濟、政治關係

之中發展出來的。如果從英國政治經濟學的傳統來看，就像亞當‧斯密（Adam 

Smith）提出「看不見的手」（invisible hand）這樣的比喻時，它所標示的不僅是

「市場」（market）這個概念，同時也讓後來的社會學者發現到一塊有別於傳統

政治共同體的「社會」，而這樣的想法直接影響了馬克思。所以，對於市民社會

的討論也就著重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上了，而階級（class）的概念正是強調在

市民社會中的對抗。馬克思所關注的是市民社會中的經濟關係與階級鬥爭的問

題，對他而言，上層的國家統治關係不過是階級關係的一種反映。所以，馬克思

寄望的是世界性的階級鬥爭而非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Giddens 2002: 26）。無論

是阿宏注意到的「工業社會」或是紀登斯提出的「市民社會」，都是要去指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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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社會思潮中形成「社會」此一概念的知識根源，亦即，現代資本主義生

活促進了「社會」此一概念的誕生，社會學有著政治經濟學的根源，而這樣的知

識根源似乎也抑制了對於戰爭進行較為深度思考的可能性。葉啟政在對「社會」

概念的生成與歷史背景的考察中也同樣指出： 

 

從十八世紀，特別是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布爾喬亞之自我調整市場經濟

企圖突破、並擺脫國家的約束，力求以經濟為主軸來定義「社會」的概

念。……在上述歷史格局的籠罩下，社會學作為一個學門，基本上可以

說是以市民社會為主軸的。並且，它乃以針對政治經濟做為立論主軸來

經營其知識體系。因此，其基本色彩乃是歷經法國大革命與產業革命所

強化出來的啟蒙理性心靈。（葉啟政，2000：102-3；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除了思考「社會」此一概念的歷史背景與前提條件之外，阿宏和紀登斯另一個企

圖就是要以「戰爭」（民族國家）來反思「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市民社會）為

主導的社會學分析。所以，他們還進一步地觀察了社會演化論和馬克思主義在面

對二○世紀的戰爭狀態時所呈顯出的知識狀況。 

 

阿宏認為到了二○世紀初，有許多社會學的研究仍是以社會演化論所提出的

歷史模式來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凡伯倫（1964）

在 1915 年出版的《帝制德國與工業革命》（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書，以及熊彼得（1951）於 1919 年在《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所刊出的〈帝國主義社會學〉

（Zur Sociologie der Imperialismen）這篇論文。兩人都是從帝國主義的角度來觀

察戰爭，但是，對於帝國主義的解釋又深受著實證主義線性史觀的影響（Aron, 

1980: 16）。延續著「工業／軍事」兩種社會類型的思考模式，他們認為英國是「正

常的」（normal）德國是「不正常的」（abnormal）（Aron, 1980: 60）。德國存在的

軍事精神正是由於它的政體仍保持著舊體制的貴族統治（aristocracy），而帝國主

義所內含的傳統、封建、軍事的價值都是屬於前工業時期的（Aron, 1980: 16）；

所以，儘管有著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但是，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必然會破壞帝

國主義和前工業階級的聯合（Aron, 1980: 63）。另一方面，同一時期的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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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盧森堡和希法亭等人，則是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壟斷資本主義、金融資

本）來解釋世界大戰的成因。不過，阿宏認為純粹經濟性的解釋會掩蓋了民族國

家體系運作的自主規律，2他試圖提出一種國際關係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任何定義若是沒有考慮到國際關係的基本特徵是源自於

訴諸武力的正當性，那就會同時忽略了存在於文明中的此一常數對於歷史進裎的

重大影響，以及軍事活動對於人類的意義。」3（Aron 1984: 176）所以，我們「不

應將國間關係物質性地割離於其它社會現象，應將其整合進社會實在的整體之中

來加以理解」（Aron 1968: 4, 7）。 

 

Philip Lawrence 在〈戰爭的現代性〉（Modernity of War）一文中延伸了阿宏

上述的討論，他還進一步從冷戰的脈絡中，將社會演化論和現代化理論兩者的關

係加以聯繫起來。在二戰後，現代化理論對於社會發展和變遷的解釋，可以說是

極具影響力的，他認為戰爭以外的話題主導了現代化理論的探討。從戰爭的角

度，我們可以發現到傳統現代化理論的一些中心設想：現代性或多或少意味著和

平與戰爭可能性的下降；專注於經濟的增長，將國家之間的非暴力手段視作是現

代的（Lawernce, 2004: 168-9）。儘管現代化理論是在二○世紀五○和六○年代達

到發展上的顛峰，但是，Lawrence 卻敏銳地將理論脈絡聯繫到二○世紀初期美

國知識份子的思考，特別是以凡伯倫為代表。他認為凡伯倫在《帝制德國與工業

革命》一書中，將德國的危險歸諸於經濟發展與政治文化的不均衡，4這代表著

德國遠離了現代性的正常道路，這樣的想法也形成了後來美國社會科學界裡面所

謂德國「特殊道路」（Sonderweg）論點的誕生（Lawernce, 2004: 169-170）。Lawrence

也進一步提醒我們要去注意到，在二○世紀初期美國知識份子此一想法中的戰略

意味： 

                                                 
2 筆者並非完全同意阿宏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理論之批判，我們會在第三章關於列寧的討

論來進一步說明。 
3 Hobson 也為文指出，從 1979 年以來，一批所謂新韋伯學派的歷史社會學者（如：Tilly, Bendix, 
Elias, Poggi, Collins, Mann, Runciman, Weiss, Hobson）將國際關係帶入了歷史社會學的研究之

中，他將這樣的思想運動稱作”bring the international back in”。(Hobson, 2002) 
4 此一不均衡主要是指德國在 1871 年統一之後，經濟上往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方向，但是，政治

文化上卻持續存在著舊階級的統治。從凡伯倫提出之後，也就成為一個解釋德國政治歷史發展的

重要議題，例如，Gerschenkron（1966）在 1943 年出版的 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一書

中，就認為容克（the Junkers）階級的政治文化形成納粹意識形態的前身，並且，政治與經濟的

不均衡狀態促成了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的瓦解。此外，韋伯在 1890 年代所從事的東易

北河調查研究，正是與上述問題有所關連，筆者會在第二章中來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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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被認為是和美國現代性相比的歐洲落後的徵兆：戰爭作為封建的殘

留以及歐洲老邁與衰落的表徵，是美國力圖要避免的東西。……美國變

種使緊抱著以下觀念不放的情況成為可能：面對著世界大戰，永恆進步

的演化論典範只需很小的修正。如果戰爭是因為德國的「特殊道路」，

那麼就不需要去質疑有關現代性文明特性的其它假設。（Lawernce, 2004: 

169-170；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從 Lawrence 的論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到此一現代化理論的散佈是與美國在世界

秩序中的位置相關的。一方面，「衰落的歐洲」對比者「進步的美國」，美國成為

了當代啟蒙進步的繼承者；5另一方面，在美蘇兩強鬥爭中，可以順理成章將蘇

聯的共產主義模式貶抑為偏離了現代化的發展道路，因為，現代化程度的高低是

以經濟發展來證成的。如果現代化理論可以視作是社會演化論在冷戰時期的知識

反映，那麼華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理論就是利用了資本主

義的經濟結構來說明冷戰的世界秩序。在與世界體系理論的對話中，紀登斯贊同

該理論對於以社會內部力量來解釋社會變遷所進行的批判，但是，他不同意以全

球資本主義的運作邏輯所區分出的核心、半邊陲與邊陲的想法。因為，在這樣的

思考邏輯中民族國家會被化約成一連串的經濟關係，一個經驗性的駁斥在於：前

蘇聯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被歸類為半邊陲國家，然而，在冷戰體制的全球軍

事部署上卻是一個核心國家。（Giddens 1987: 28） 

 

 

第二節  問題意識：「政治－戰爭」分析架構的提出 

 

在上一節的討論中，我們已經指出，紀登斯從「民族國家與戰爭」的命題出

發，在一定程度上反省了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社會學分析，的確也讓我們發

現到社會學思考中可能存在的界限。不過，此處我們可以更為仔細地再來釐清紀

                                                 
5 「歐洲衰落論」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史賓格勒（Oswald Spengler, 2000）所寫的《西方的沒落》（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書。 



 9

登斯所採取的理論態度。對他而言，無論是社會演化理論或是馬克思主義理論，

批判的重點並非是指國家的概念被他們棄置了，例如，在二○世紀許多的馬克思

主義者，就發展出了豐富的國家理論（the theory of state），但是，紀登斯認為：

「所有這些著作，事實上都專注於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或專注於國家乃是

『內部』壓迫的中心。」（Giddens, 2002: 29；亦可參閱 Carnoy, 1995）所以，傳

統社會學並非棄置了對於國家本身的討論，而是從民族國家的特殊性來理解社會

實在的角度被棄置了，這才是紀登斯從知識社會學的角度所要凸顯出的問題癥

結。 

 

不過，在紀登斯的反省中，其實也隱含著社會學思考中的另一條界限，亦即，

以民族國家作為戰爭研究的起點。紀登斯的確凸顯出現代戰爭以民族國家為主體

的特殊意義，但是，這樣的推論方向最終卻有可能導致社會學對於戰爭本身仍是

缺乏認識。這一點可以從許多歷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對於「民族國家

與戰爭」此一議題的研究獲得證明，由於社會學是從「民族國家」為出發點來推

進戰爭此一議題，所以，通常是以軍事制度或組織（military institutions or 

organizations）的方式來加以討論（Mann, 1988, 1993; Tilly, 1975, 1990），這就會

使得最終認識到的是國家的軍事制度和組織，而非戰爭本身。6所以，我們認為

要能更深入地理解「社會＝民族國家」此一認識模式所帶來的社會學意義，那就

是要去調整紀登斯的思考，不是從民族國家來認識戰爭，而是從戰爭本身出發來

認識民族國家、來認識社會。所以，我們試圖去表明，以「戰爭」為起點的社會

學研究，在分析上將會獲得更大的靈活性，進而對以民族國家為戰爭主體的思考

有更深刻的反省。 

 

基於上面的論述，我們要延伸出兩個問題來繼續申論：首先，以「戰爭」為

主導的分析，對社會學形成的知識作用會是什麼？其次，社會學可以如何思考「戰

爭」這個概念？首先，我們可以從德國法學家史密特（Carl Schmitt）對「例外狀

                                                 
6 美國社會學界在 1980 年代，曾經出現過「把國家找回來」（bring the state back in）這樣的學術

主張，其中「國家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the state）是一個重要的概念，學者們試圖去強化「國

家」在研究分析上一種非經濟化約的自主意義。不過，國家自主性的想法仍是沒有觸及到筆者所

強調的「國家的特殊性」，所以，如果想要對戰爭進行研究仍是會陷入困境。有關於「把國家找

回來」的討論，可以參閱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1985）所編寫的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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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Ausnahmenzustand; state of exception）的思考來切入第一個問題。所謂例外

狀態就是「沒有被納入現有的法律制度中的情況……威脅到國家的存亡。」

（Schmitt, 2003: 7）所以，對史密特而言，戰爭就是一種例外狀態。史密特為了

建構「主權」（Souveränität; sovereignty）這個概念而提出：「主權者就是決斷例

外狀態者。」（Schmitt, 2003: 6）正是從「例外狀態」出發史密特得以凸顯出主

權是一個「邊界概念」（Grenzbegriff），他這樣的作法在理論建構上是饒富意義

的，亦即，「試圖透過這種定義，將那些在他看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卻在法實

証主義等法學思想中被排除掉了的因素重新納入法學的整個領域之中，從而使我

們得以真正掌握住法學的整全知識。」（張旺山，2003: 195-6）正如同他引用齊

克果的話說：「特殊比一般更清楚地揭示一切。」（Schmitt, 2003: 14）此處，我

們想要去注意的是，從例外狀態來標示所要研究對象最邊緣的範圍，如此既能有

助於發現到既存知識的界限，也會有助於整體理論知識的完善性。史密特就指出

從例外狀態進行思考所具有的研究意義： 

 

一種關注具體生命的哲學（a philosophy of concrete life）不能逃避例外

狀態和極端處境，而是必須在最大程度上關注它們。對這種哲學而言，

例外狀態比規則（rule）重要，之所以如此，不是因為對這個悖論的誇

張反諷，而是因為這種觀點的嚴肅性比那種人云亦云中得到的清晰概括

更加深刻。例外狀態比規則更令人感到興趣。規則證明不了什麼，而例

外狀態卻能證明一切：它不僅確認規則，而且確認規則的存在，因為規

則只能來自例外狀態。在例外狀態下，具體生命的力量打破了那種經過

無數次重複而變得麻木的機械硬殼。（Schmitt, 2003: 13-4） 

 

在這段引文中，史密特思考了例外狀態與規則（法規範或法秩序）之間的關係。

他還在對於西方政治法學思想發展的反省中說到：「到了十八世紀，當相對長久

的秩序得以建立起來後，十七世紀自然法學中那種對例外狀態的清醒認識卻蕩然

無存。」（Schmitt, 2003: 12-3）不過，在此我們企圖將上述的想法或質疑適當地

挪用到社會學的思考中，如果史密特關心的是「法秩序」，那麼，社會學關心的

就是「社會秩序」；如果史密特思考的是「例外狀態－法規範」之間的關係，著

名的美國社會學者帕深思（Talcoot Parsons）所提出的就是「自然狀態－社會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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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問題。7在《社會行動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一書中，帕

深思涉及到了一個令社會學研究著迷的問題：「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在此一議

題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到例外狀態的思考在社會學中的缺席。帕深思藉由對

政治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檢討，發現到了功利主義的一個難題：

秩序問題（Parsons, 2003: 102）。不過，正如同史密特注意到十八世紀的法學思

想忽略了對例外狀態的考慮，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發現到帕深思也沒有對「自然

狀態」有過多的注意。基本上，整個社會學的發展，似乎都專注於「秩序－普遍

－規範、常態」這個面向，而不太關心「戰爭－例外－非常態、邊界」這個面向，

其實，在社會學的發展中長期以來一直呈現出這樣的研究狀態。8例如，在社會

學的統計研究中，正是以「常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s）9來作為一種指涉「社

會」此一概念的方式，偏離平均值（mean）的數值就被視作是「離散」（deviation）

或「變異」（variance），繁多的統計技術與樣本抽樣其終極目標就是要去推估「真

正的」平均值。即使在古典社會學的理論傳統中，像是涂爾幹就利用了「平均類

型」的概念來指出個體偏離的現象（例如：自殺），他更是以常態／病態、規則

／不規則來討論社會現象。此外，韋伯「理念型」（ideal type）的建構也帶有這

樣的意含。有趣地是，伴隨著理念型的方法討論，韋伯使用過「邊界事例」

(Grenzfall)此一概念，10由於理念型是一種遠離現實的純粹建構，其間會有許多類

型上的「流動性」(Flüssigkeit)和「重疊之處」(Ineinanderübergehen)，相較於最

純粹的理念型，有些類型建構就會處於較為邊緣的狀態。比如韋伯在建立「社會

行動」的理念型時就提到：「群眾制約的行動和模仿處在社會行動的邊界事例。」

11（Weber, 1976: 12／1993d: 48）12簡要地來說，我們試圖在社會學以「秩序」、「常

                                                 
7 在此，筆者無意將史密特的「例外狀態」和霍布斯的「自然狀態」同質化的看待，這兩個概念

在各自的理論脈絡中自有其特殊意義和複雜性。不過，筆者仍希望能藉此來凸顯以「戰爭」作為

思考起點所能形成的理論意義。有關於史密特和霍布斯的討論可以參閱 Bendersky（1996）、張旺

山（2005），而有關於帕深思和霍布斯的討論可以參閱蘇峰山（1995）。 
8 嚴格來說，Skocpol（1998）《國家與革命》一書，已經考慮到以革命危機作為思考的焦點，不

過，主要的問題意識仍是以「國家」為焦點。這部分的討論亦可參閱 Joas（2003: 48）。 
9 “normal”一詞可說具有多義性：常態的、正常的、規範的。 
10 史密特也同樣使用了這個字彙來指涉「例外狀態」（Schmitt, 2003: 6）。 
11 社會學以「秩序」、「常態性」來研究社會現象，自有其複雜的歷史成因，例如：啟蒙的理念、

大眾社會的興起、自由主義的意識形態等等，可以參閱葉啟政（2001）〈均值人與離散人的觀念

巴貝塔：統計社會學的兩個概念基石〉，文中有詳盡地交代與說明。 
12 在篇本論文中，對於韋伯和克勞塞維茲的相關引文，筆者為求全文用字與概念上的統一，會

參酌相關德文版本，對中譯或英譯稍加修改。引用書目前半部代表德文本，後半部代表中譯本或

英譯本。 



 12

態」作為分析核心的同時，也能透過戰爭此種例外狀態的思考，來進一步充實整

體社會理論建構的完善性。 

 

目前我們嘗試以戰爭作為分析的出發點，那麼，如何從「戰爭」來著手提出

一個可行的分析架構，似乎就成為一個我們需要去思考的問題。從西方學術思想

發展的脈絡來看，十九世紀德國戰爭理論家克勞塞維茲所寫的《戰爭論》（Vom 

Kriege）一書，可以作為一個適當的思考起點。如同克勞塞維茲所下的書名標題，

他可以說是第一位把戰爭本身提高到在研究上具有認識論（epistemology）與本

體論（ontology）地位的人。基本上，《戰爭論》一書的寫作，可以說是克勞塞維

茲對於拿破崙戰爭（Napoleonic war）的知識回應。除了對戰爭的本質進行概念

性的說明之外，他念茲在茲的就是：「我們要如何研究戰爭？」經過長年的思索，

他提出一個相當重要的觀察方式：「政治－戰爭」，亦即，「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

另一種手段的繼續」13這個命題（Clausewitz, 2004: 21／2003: 43）。克勞塞維茲

以一種社會學式的口吻提出「戰爭是一種人類交往（Verkehrs）的行為」：14 

 

我們認為：戰爭不屬於技術或科學的領域，而屬於社會生活的領域（das 

Gebiet des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戰爭與其說像某種技術，還

不如說像貿易，貿易也是人類利害關係和活動的衝突。然而，更接近戰

爭的是政治，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一種更大規模的貿易。不僅如此，政治

還是孕育戰爭的母體，戰爭的輪廓在政治中就已經隱隱形成，就好像生

物的屬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樣。（Clausewitz, 2004: 75／2003: 135） 

 

克勞塞維茲主張要從政治的整體中來辨識戰爭的行動，他強調：「由於戰爭只是

政治交往的一部分，所以絕不是什麼自發的東西（Selbstänndiges）」（Clausewitz, 

                                                 
13 原文為：Der Krieg ist eine bloße Fortsetzung der Politik mit andern Mitteln.英譯為：War is merely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cy by other means.此處不擬詳述此一命題在克勞塞維茲整體理論中的意

義，筆者會在第二章中來進行較為完整的討論。 
14 克勞塞維茲後來並沒有再為這樣的想法作出更多的說明，但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他試圖將

戰爭聯繫到一個更為全面性的脈絡中來加以思考，正如同在拿破崙戰爭結束之後，他一直強烈地

呼籲要在理解普魯士社會和政治的基礎上來進行軍事改革（Gat, 1989: 216）。此外，我們還可以

注意到，馬克思在《德意志意識形態》一書中也曾提到：「生產本身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

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成又是由生產決定的。」（Marx and Engles, 1995a: 68）從「交往」這個概

念來看，的確存在著可以進一步對照思考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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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364／2003: 894），切斷兩者的聯繫，只會得到一種毫無意義和毫無目的的

東西。克勞塞維茲明確地說明此一命題所發揮的認識作用： 

 

只有透過這樣的想像方式，戰爭才又成為一個統一體（Einheit），只有

這樣，我們才能把所有的戰爭看作是具有相同本質的事物……只有從一

個觀點出發，我們對大量的現象才能有統一的理解，而且也只有堅持這

樣的觀點，我們才不致陷入矛盾。（Clausewitz, 2004: 365／2003: 896） 

 

克勞塞維茲這樣的思考方式對於我們如何思考戰爭是有所助益的。所以，在

本篇論文中，我們試圖將克勞塞維茲對「政治－戰爭」的思考方式引入到社會學

的分析中。儘管社會學對於戰爭概念的思考與建構較為缺乏，但是，在傳統政治

社會學的領域中，「政治」和「國家」等相關概念仍有獲得極大的關注。所以，

將克勞塞維茲「政治－戰爭」的研究模式結合進政治社會學的思考中應是值得進

一步探究的方向。從政治社會學的角度來說，其關注的一個核心焦點就是：「國

家－社會」兩者之間的關係（Nash, 2004: 1）。15從當前知識發展的現狀來看，主

要有三個理論典範（paradigm）：韋伯的「民族國家就是社會」、馬克思主義者的

「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抗」、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從權力分析國家與社會」。

三個理論典範分別立基於不同的哲學人類學上的存有預設：「意義」（meaning）、

「勞動」（labor）、「權力」（power），如此也就形塑出不同的「國家－社會」關係

的討論，乃至於不同的「國家」和「政治」的概念。從國家權力觀點的對比中，

我們可以延伸出三種典範所採取的社會觀，或者說不同的認識社會實在的方式。

如果以一種理念型的方式來說明，第一種典範傾向於「國家」類型這一端，相對

地，第三種模式則傾向於「社會」類型這一端，而第二種模式則似乎處於過渡類

型的位置。韋伯所代表的第一種典範，強調了國家的首要性，亦即，一種整體的

社會觀；以馬克思為主導的第二種模式，則從兩個階級的鬥爭中來說明社會的圖

像，亦即，一種二分的社會觀；而傅柯所主張的第三種典範，不僅不同意韋伯整

體同質社會的想法，也不贊同以階級關係作為社會權力的唯一差異，他要從無數

                                                 
15 在 Kate Nash 和 Alan Scott（2004）所編寫的最新版政治社會學一書中，就是以「國家－社會」

作為一個研究主題。其它主題還包括了：「權力與政治」、「國家與治理」、「集體認同和行動」、「民

主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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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上的權力運作來描繪出社會的樣態，或許可以說這是一種權力關係的社會觀。

我們可以將其圖示如下：16 

 

 

 

 

從目前我們所關心的戰爭分析之角度來看，有三個代表人物可以作為往後各章的

討論軸心：韋伯、列寧（Vladimir Ilich Lenin）和傅柯。他們分別涉及到了不同

的「政治」概念：民族國家的政治、階級的政治、生命的政治。而這三種政治的

概念又可以分別涉及到三種戰爭概念的建構：總體戰、游擊戰、社會內戰（war in 

civil society）。我們希望透過他們的討論來建構出三種「政治－戰爭」的類型：「民

族國家－總體戰」、「階級鬥爭－游擊戰」、「生命政治－社會內戰」。正如克勞塞

                                                 
16 在第四章第三節中，筆者將以「國家中心論」和「社會中心論」的劃分來進一步對比三個典

範之間的差異。 

三種典範的比較圖示 

 
國家                                          社會 

 
典範一                 典範二                 典範三 

 
韋伯                  馬克思                  傅柯 

 
 
  

 
國家＝社會 

 
 

國家 

社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微觀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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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茲從西方戰史的考察中所指出的：「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戰爭，各有其特有

的限制條件和範圍。……每個時代保留有自己的戰爭理論」（Clausewitz, 2003: 

877）。三種「政治－戰爭」的類型正分別代表上述三種不同的政治社會學立場與

分析的延伸。我們最終希望能在三個類型彼此之間形成一個對話與思考的空間，

從而呈顯出一種現代性的戰爭考察。 

 

基本上，在三個類型的建構上，是沿著與克勞塞維茲的對話來前進的。首先，

「民族國家－總體戰」這個類型是具有原型（original type）的意義，因為，以民

族國家為主體的戰爭正是現代性的根本特點之一，民族國家的戰爭標示出有限戰

爭（封建）與絕對戰爭（現代）的差異，而二十世紀上半葉的歷史也早已告訴我

們集合全民意志的「總體戰」所帶來的驚人效果。此外，藉由對韋伯的分析，我

們也企圖賦予克勞塞維茲的討論更多的社會學內涵。不同於克勞塞維茲將民族國

家等同於社會這樣的整體觀，列寧依循著馬克思的思考傳統，強調社會內部階級

差異的重要性，並且，配合著對於當時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之理解，而提出

以「階級戰爭」來面對總體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略想法，這也就導致了民

族國家與階級鬥爭兩者政治思考的融合。此後，在二次大戰與冷戰時代的第三世

界革命中，游擊戰成為了最重要的戰鬥形式，這樣的形式也挑戰了以民族國家為

戰爭主體的正規性框架，那麼，正規戰（總體戰）／非正規戰（游擊戰）所帶來

的差異可以為我們帶來何種思考上的衝擊呢？傅柯則更進一步地拆解了整體同

質社會的看法，不僅存在於階級這組權力關係，權力會在各個微觀的層面上不斷

地運作；他翻轉了克勞塞維茲的戰爭命題，以戰爭（略）的權力模式批判了霍布

斯的主權－法律模式，戰爭不僅是存在於國界邊境上的實際戰鬥，而是會瀰漫在

整體社會的權力關係中。由權力關係形塑的個體（主體）如何整合進社會整體之

中，正是現代民族國家生存與強化實力的重大任務，治安的政治技術扮演了關鍵

的角色，傅柯延續著治安的想法，而以「生命政治」（bio-politics）來作為描述當

代政治理性（political reason）的核心概念，替代過去國家理性（raison d’état）

的想法。有別於傳統的戰略思想，從生命政治的角度，傅柯可以對民族國家的戰

爭激發出何種思考呢？ 

 

更進一步地來看，如果民族國家型塑出現代戰爭的基本輪廓，那麼，全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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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直接參與就奠定了理解戰爭現代性的基礎。在《戰爭論》一書中，克勞塞維

茲正是敏銳地觀察到這項現代性的變化，「國王的戰爭結束了，人民的戰爭開始

了」，現代總體戰（絕對戰爭）的概念建構正是以全體人民的參與為前提，17戰

爭從一種上層貴族的特權轉變為全體人民的動員。正如前述，從不同的「政治－

戰爭」典範中可以讓我們了解到，不同的政治（社會）狀態孕育著不同的戰爭型

態，同樣地也會塑造出不同的「人民」圖像。在民族國家的政治脈絡中，統治者

藉由共同體同質化的政治作用動員著人民面對戰爭之路，士兵就像市場上的商品

在總體戰的戰場上被大量製造著。而在階級鬥爭與游擊戰的脈絡中，共產主義的

游擊隊員（黨員）不僅是一名戰場上的戰士，更是一位社會的改革者、啟蒙者，

他們藉由底層階級（工人、農民）的動員，不僅是要獲得一場戰役上的勝利，更

是要去摧毀不平等的社會經濟結構，所以，不同於民族國家的「一致對外」，共

產主義者從社會內部的利益衝突中來召喚著人民的力量。不同於民族國家的「全

體人民」，共產主義的「工人與農民」，Hardt 和 Negri 在《帝國》（Empire）一書

中延續著傅柯生命政治的論點，告訴我們全球化時代的「群眾」（multitude）誕

生了，他們既不是透過民族國家也不是透過階級利益來加以動員，他們是為了反

抗嶄新的「帝國權力」，當前世界各地的暴動、示威、抗議乃至於恐怖攻擊，都

一再地刻劃著新的人民圖像。18在接下來的各章中，我們會從「政治－戰爭」的

軸線中，更詳盡地來討論這些不同的人民圖像及其政治動員方式的變化。 

 

最後，我們也希望去凸顯出，當「戰爭」的議題置入政治社會學三種「國家

－社會」關係的思考模式時，不同的知識典範之間所形成的一種知識上的緊張性

與相互撞擊，進而能夠使我們對於民族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有更深度的思考。

更為尖銳的知識矛盾和衝突，也可以在當前全球化的論述中略見端倪，其中一個

最為關鍵的議題就是：「民族國家的終結？」無數的學者採取了各式各樣的立場，

然而，無論是贊成或反對，一個最有利的論述就是從資本的全球化來否證民族國

家的地位，或者，提出一種超民族國家的全球政治之興起這類的看法。在本篇論

文中，我們並不試圖預設上述任何一種立場，而是嘗試從戰爭的角度，經由不同

                                                 
17 關於「絕對戰爭」的概念，筆者將會在第二章第一節中作出較為詳盡的說明。 
18 相關論點將在第五章「戰爭與全球化」中作出討論，筆者將會沿著民族國家的軸線來進行一

種反思性的思考，其中分別要去討論哈伯瑪斯的「後民族格局」以及 Hardt 和 Negri 的「帝國」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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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典範的思索，來重新思考民族國家此一現代戰爭主體在全球化進程中的變化

與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