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5

第五章  全球化與戰爭 

 

 

在後冷戰時代，由於兩極對立與意識形態的崩解，資本在全球的規模上獲得

了進一步的擴張，隨之「全球化」成為學術社群中最富潛力的研究課題，許多相

關研究如雨後春筍般蜂湧而出。我們認為在全球化的諸多辯論與爭議中，最為關

鍵的問題意識就是「民族國家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問題」，由於各個層面的運作

界限（如：資本、生態等）不再以民族國家為單位，民族國家作為現代性中最為

重要的權力單元首度被「問題化」（problematized）了（Albrow, 2001; Bauman, 2001; 

Beck, 1999, 2004b; Castells, 2002; Evans, 1997; Habermas, 1999; Ruggie, 1993; 

Shaw, 2000; Wang, 2000；林信華，2003、汪宏倫，2001a、孫治本，2001）。民族

國家是否仍為全球權力運作的基本單位？還是誕生了一個替代現代民族國家體

系的「全球秩序」？然而，無論是所謂的「超全球主義論」（the hyperglobalists）、

「懷疑論」（the sceptics）、「轉型主義論」（the transformationalists），這些對全球

化所採取的不同立場與態度，其間的差異根本上都可歸結於對民族國家在全球秩

序中的看法。1在本章中，我們嘗試從戰爭的角度來切進全球化的議題，從「全

球化與戰爭」這樣的面向，來提出兩個主要的思考脈絡：「全球化與民族國家」

以及「民主與戰爭」。2儘管諸多全球性的危機和發展都使得民族國家的權力顯得

軟弱無力，但是，從戰爭的角度來切入思考，全球化是否真的或如何改變了長期

以民族國家為戰爭主體的現代性？此外，在全球政治秩序的形成過程中，民主作

為當前的普世價值卻弔詭地成為發動戰爭的語意，其中的成因也是值得我們探究

的焦點。為了釐清上述的問題，我們整理出兩個主要的理論思考模式：哈伯瑪斯

的「後民族格局」（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以及 Hardt 和 Negri 的「帝國」

（empire）模式。這兩種模式都是對當前全球政治秩序發展的理論回應，兩者都

同樣帶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傳統，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勝利論，他們都試圖尋

找一種新的政治實踐的方向。雙方在理論傳承上的不同之處在於，哈伯瑪斯繼受

                                                 
1 全球主義論者強調民族國家的沒落，資本與市場獲得全面勝利，懷疑論者則強調民族國家在全

球秩序中仍舊保有重要的地位，轉型主義論者則認為民族國家處於不確定的狀態，詳細的討論可

以參閱 Held et al.（2001: 2-13）。 
2 「民主」已成為當前思考全球化秩序重要的理論元素，可以參閱 Held（2003）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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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永久和平的啟蒙傳統，期待一個全球的民主狀態，而 Hardt 和 Negri 則是承

接了傅柯的權力分析（特別是生命權力），而試圖在帝國權力底下實踐一種群眾

（multitude）的政治反抗。兩種理論模式也就帶來了兩種不同的世界圖像，哈伯

瑪斯作為現代性的辯護者仍然強調民族國家在後民族格局中的作用，而 Hardt 和

Negri 則認為在後現代的情境中民族國家已然消逝，嶄新的帝國權力正在興起。

此外，從他們的理論建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到，上述三種「政治－戰爭」的思

考典範在全球化知識脈絡中的進一步延伸。 

 

 

第一節  後民族的格局 

 

哈伯瑪斯以「後民族格局」來作為對全球化的政治回應，其中最為核心的價

值關懷就是全球化時代中的民主進程。而從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就可以進一步來

理解哈伯瑪斯對於後冷戰時期的歐洲整合、波灣戰爭和恐怖主義等重大事件所採

取的理論態度。哈伯瑪斯是回溯歐洲民族國家的歷史與思想發展，來對後民族格

局作出說明，他從「國家－社會」這個角度來切入，點出民族國家在現代性發展

歷程中所作出的貢獻。哈伯瑪斯認為，對上帝的信仰崩潰之後，逐漸消除了政治

統治的宗教基礎，民族國家適時提供了一個新的正當性架構，為社會整合提供了

一個切實可行的方案（Habermas, 2002a: 131）。此外，哈伯瑪斯指出，在民族國

家的概念中存在著兩種共生且具有緊張性的組成元素，亦即，民族主義與共和主

義，此處就涉及到了「民族」和「國家」兩者之間的歷史聯繫。哈伯瑪斯認為現

代意義上的「國家」是一個法學概念（例如：在一定領域上的國家主權），但是，

在法律界定之外，「民族」還指涉共同的起源，至少具有共同語言、文化和歷史

的政治共同體（Habermas, 2002a: 127），兩者是在十八世紀晚期的革命後融為一

體。所以，對哈伯瑪斯而言，兩種交錯的歷史進程使得公民權具有雙重特徵：「一

種是由公民權利確立的身分，另一種是文化民族的歸屬感」（Habermas, 2002a: 

133），前者是共和主義的成分，後者則是民族主義的成分。這裡值得進一步注意

的是，哈伯瑪斯仔細推論兩者對於民族國家的促進作用，以及「民族」在此一過

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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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封建主權向人民主權的轉變，臣民的這些權利轉變為人權和公民

權，及公民的政治自由權利。從理念型的角度來說，這些權利除了保障

私人自律之外，還保障政治自律……民主法治國家就其理念而言，是根

據民眾自己的意願和自由意志確立的正當化秩序。……但是，如果已經

獲得自立的民眾還沒有形成一個由具有自我意識的公民組成的民族，那

麼，這種政治法律變革就會缺少原動力，已經建立起來的共和體制也會

缺少活力。為了促進這場政治變革，需要一種能強有力地賦予這種變革

以意義的觀念。它應比人民主權和人權概念更能打動人心和激發熱情。

這個空白就由「民族」觀念來填補。（Habermas, 2002a: 133） 

 

哈伯瑪斯一方面肯定了民族國家在臣民的權利轉變到人權與公民權的歷史過程

中作為有效的回應，另一方面，他也明確地點出了「民族」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

過程中的積極作用：「民族意識為用現代法律形式建立起來的平面國家提供了文

化基礎，這就是一種公民的團結關係。」（Habermas, 2002b: 77）這也可以回應了

第三章中對於西班牙游擊隊的討論，西班牙的游擊隊員不是基於「爭取權利」而

是基於「鄉土之愛」進而對拿破崙軍隊的入侵進行反擊。如同哈伯瑪斯所說的：

「同一個『民族』的成員儘管相互陌生，而且將來還會繼續陌生下去，但他們意

識到相互負有一定的責任，直至『犧牲』生命。」（Habermas, 2002b: 77） 

 

然而，哈伯瑪斯認為，我們現今面臨了新的歷史挑戰，亦即，一種建立在民

族國家觀念之上的社會受到了全球化過程的衝擊。一方面，對內受到多元文化的

衝擊（來自於人口遷移、認同政治的發展），挑戰了單一的文化認同以及民族在

社會整合上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對外則遭遇經濟全球化的問題，資本的跨界流

動侵蝕了國家的稅收能力、管理能力乃至於合法性基礎。3在這樣的情勢底下，

社會整合的能力下降、公民團結基礎遭到破壞、原始的民族生活逐漸喪失，面對

這樣的困境，哈伯瑪斯不同於新自由主義者強調市場力量的作用或者後現代主義

                                                 
3 此處，哈伯瑪斯就是以歐洲的福利國家作為思考對象，他認為歐洲的福利體制與冷戰的國際秩

序有著密切關連（遏制共產主義的發展），而全球化的經濟卻破壞了國家再分配的能力。

（Habermas, 2002a: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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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直接去宣稱政治的終結（再也不會出現新的集體政治約束）：「後現代主義和新

自由主義出於不同的理由，達成了一致的觀點，他們都認為個體以及小集體的生

活世界像單子一樣通過世界範圍內的調節網絡四處分散，而不會沿著社會整合的

道路形成多層且更大的政治共同體。」（Habermas, 2002b: 101）基本上，哈伯瑪

斯保持著社會整合的問題意識，希望能在民族國家之外為民主過程尋找到一個更

為適合的政治形式，亦即，一種後民族的格局，哈伯瑪斯認為這是一種借鑒民族

國家並超越的歷史型態（Habermas, 2002a: 127）。哈伯瑪斯的「後」民族之意，

正是企圖拆解「民族」和「國家」兩者之間所曾建立的歷史聯繫，也就是要去解

除民族主義與共和主義在民族國家中的共生關係：「如果共和主義和民族主義之

間的歷史共生關係不能解除，不能把人民的共和主義信念轉移到憲政愛國主義的

基礎上，那麼，它們就在消耗公民團結的資源。」（Habermas, 2002b: 88）所以，

哈伯瑪斯的後民族方案就是，一方面使共同的政治文化不再訴諸於民族文化的歸

屬感，使社會整合、公民團結能在更為抽象的層面獲得更新，另一方面，則是形

成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治理制度，來作為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的功能替代物。從

這樣的角度來看可以發現到，哈伯瑪斯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不能再以民族

來作為社會整合的關鍵，所要強調的是一種平等主義的法律共同體而非歷史的命

運共同體，他認為過去的民族觀念與馬基維利的自我捍衛意志糾纏在一起，使得

民族國家一開始就受到「權力」的左右（Habermas, 2002a: 133），4所強化的是人

民的動員而非對法治國家的忠誠，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和二○世紀的納粹主義足

為證明。哈伯瑪斯認為要以「民主」來取代「民族」作為全球化時代社會整合最

重要的動力： 

 

民主秩序並不是一開始就扎根在作為前政治的命運共同體的「民族」當

中。民主法治國家的貢獻在於能夠用公民的政治參與來彌補社會整合的

不足。民主過程如果僅僅立足於一種自由的政治文化，如果多元利益格

局、多元文化生活方式或多元世界觀壓倒了命運共同體的原始基礎，那

麼，民主過程本身就可以確保功能發生分化的社會不會變成一盤散沙。

                                                 
4 此處，韋伯和哈伯瑪斯對於政治共同體似乎形差了差異，在第二章中我們已經指出，韋伯強調.
共同體成員一種文化民族的歸屬感，而哈伯瑪斯強調的是公民身分的歸屬感，不過，筆者認為真

正形成兩人之間差異的不在於此，而是在於不同的理論預設，韋伯一開始就強調了正視共同體間

「權力鬥爭」的現實，而哈伯瑪斯則相信或期待「民主進程」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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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複雜的社會當中，人民主權原則所建立起來的公民審議式意見和意志

形構（deliberative opinion- and will- formation of citizens）最終構成了一

種團結的中介；這是一種抽象而又合乎法律的團結，並通過政治參與而

進行再生產。（Habermas, 2002b: 89） 

 

此處，哈伯瑪斯強調民主不必然要依附於民族國家的制度形式，在全球化的時代

中，民主比民族在社會整合上扮演了更為積極的作用，它動搖了公民團結的民族

基礎。哈伯瑪斯還進一步從「包容」（inclusion; Einbeziehung）的概念來說明民

主的作用： 

 

從規範角度來看，民主過程深入到一種共同的政治文化當中，所具有的

不是一種排斥意義，不是要突出民族的特性，而是一種包容的意義，這

是一種自我立法的實踐，它把所有的民眾都平等地包容了進去。所謂包

容，就是指政治共同體對所有的公民都保持開放狀態，不管他們有怎樣

的出身。（Habermas, 2002b: 86） 

 

所以，對哈伯瑪斯而言，包容就是展現了民主對於多元文化的協調和整合能力，

並且，民主還可以使公民團結超越民族國家的內部，作為後民族格局中跨國認同

的核心價值，後者也就會觸及到了哈伯瑪斯對於歐洲整合（歐盟）的討論。哈伯

瑪斯認為，在歐洲貨幣統一之後，儘管歐洲經濟空間在全球競爭當中相對而言享

有很大的獨立性，但是，要能在歐洲跨民族的環境中進行社會整合，是無法純粹

建立在經濟的依附關係之中（Habermas, 2002b: 115）。如果民主正當性基礎沒有

得到進一步擴充，歐盟跨民族國家的管理能力就無法得到加強（Habermas, 2002b: 

112）。基本上，哈伯瑪斯強調民族國家在關鍵問題上仍會保持一定的調節能力，

但是，這並不是讓歐盟成為僅僅是政府之間的磋商組織，而是要轉向為一個政治

共同體：「這不僅需要一種共同的民主合法化程序（它超越了民族國家的選舉權

和公共領域的限制），而且也需要一種共同的意見和意志形成的實踐，它扎根在

一個歐洲公民社會當中，並在整個歐洲範圍內展現出來。」（Habermas, 2002b: 113）

哈伯瑪斯對於民主歐洲的前景是審慎樂觀的，他認為中世紀以來歐洲各種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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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念的衝突所造就的「權力格局」，5為未來的發展奠定了可能基礎： 

 

所有這些衝突通常都會帶來致命的後果，在幸運的時候，也有可能促使

各自的視角去中心化，促使各自進行反思，並放棄偏見，促使各自克服

地方主義，學習寬容，並使相互爭論制度化。社會整合取得成功所積累

起來的這些經驗，就是歐洲現代性自我理解的核心內容：一種平等的普

遍主義，它使得我們－－作為野蠻的民族主義的後嗣－－能夠輕鬆地轉

向一種後民族的民主制度，建立起普遍的承認關係。（Habermas, 2002b: 

116） 

 

除了歐盟，哈伯瑪斯也把他對於民主進程的關懷推升到全球的層次上，他從康德

對於世界公民狀況的討論，6延伸出「沒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內政」（a world domestic 

policy possible without a world government）這個概念。哈伯瑪斯認為，當前全球

的政治秩序應該從傳統的「國際秩序」走向「世界內政」的方向，他一方面肯定

二戰後聯合國作為一個跨國組織的意義，7但是，他又認為聯合國作為一個鬆散

的國家共同體，缺少世界公民共同體的性質，亦即：「能夠在民主意見和民主意

志形成的基礎上使得政治決策合法化，並產生明顯效果。」（Habermas, 2002b: 118）

作為一個世界組織要充分地包容所有參與者，而不會僅是國家組織的聯合，在全

球層面上，「人權」將會是普遍道德主義的基礎。更進一步來看，哈伯瑪斯認為

要能協調全球複雜的利益問題，需要建立一種緊密的溝通關係，而非傳統的妥協

結構，因為，這只會重複了傳統的權力政治的本質特徵（Habermas, 2002b: 122）。

世界內政應該從「國家利益」的視角轉變到「全球治理」的視角，它應該是一幅

動態的圖景：「充滿了國家、國際以及全球層面上不同政治過程的滲透和互動」

（Habermas, 2002b: 122），例如：非政府組織可以制度化地參與到國際協商體系

                                                 
5 哈伯瑪斯所提出的「後民族格局」可以說與韋伯用來解釋歐洲民族國家興起的「權力格局」有

所對立，韋伯從權力格局的觀點就認為，在宗教價值崩解之後，要在歐洲形成一種「統一文化」

是相當困難的，或許也正是因為面對著歐洲歷史上長期的權力分割、對立與衝突，所以，哈伯瑪

斯寄望於以民主包容來加以化解，使歐洲能以更為堅強的姿態來面對未來歷史的挑戰。 
6 關於康德「永久和平」的論點將會在結論中作出較為完整的說明。此處值得我們進一步注意的

是，十八世紀法國入侵德國促使康德提出了「永久和平」的哲學主張，而十九世紀德國入侵法國

卻形成馬克思和恩格斯「巴黎公社」的政治構想，這或許就是戰爭所造就的知識效果吧！ 
7 從國際法的角度來看，聯合國最重大的成就就是消除了傳統的開戰條件，防止侵略性的戰爭，

為各國主權施加了集體性的限制（Habermas, 2004a: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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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語當中，使跨國決策過程對於國內公共領域保持透明性，所以，在世界內政

的全球治理中，首先調節的不是政府而是全球的公民和公民運動，從理論角度來

看，哈伯瑪斯這樣的主張正是建立在民主與話語理論（discourse theory）的結合

上： 

 

如果我們賦予民主的意志結構一種認知功能，那麼，無論是追逐私人利

益，還是實現政治自由，也就都獲得另外一層意義，這就是理性的公用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意義（康德）。這樣，民主程序就不再單純是

從參與和意志表達過程中獲取其正當化的力量，而是轉向依靠對所有人

都保持開放的審議過程（deliberative process），它的特徵也就決定了人

們對於合理結果的期待和接受。這樣一種話語理論的民主觀念，改變了

作為民主政治正當性條件的理論要求。（Habermas, 2002b: 123） 

 

哈伯瑪斯正是在上述話語理論和全球民主擴展的建構基礎上，從 1990 年代

開始，對後冷戰時期的幾次戰重大戰役發表了他的看法，這些文章分別是：在

1991 年底和次年初，哈伯瑪斯接受了德國《時代》（Die Zeit）週刊撰稿人哈勒

（Michael Haller）的訪談，對第一次波灣戰爭（1991 年）提出了他的看法。在

1999 年於《時代》週刊發表了〈獸性與人道：一場處於法律與道德邊界的戰爭〉

一文，這篇文章正是針對科索沃戰爭的看法。在 2003 年針對第二次波灣戰爭，

於《法蘭克福匯報》發表了〈塑像倒塌意味著什麼？〉這篇文章。從上述的理論

立場，哈伯瑪斯對前兩場戰爭抱持著肯定的態度，而對第二次波灣戰爭則進行了

批判。 

 

對於哈伯瑪斯而言，第一次波灣戰爭和科索沃戰爭的時代特點在於：「從古

典的各國之間的國際法走向世界公民社會的世界法的道路上的一次飛躍。」

（Habermas, 2004a: 47）西方國家（特別是指大國、強國）在聯合國授權下所進

行的不再是傳統國際法上的「戰爭」，而是一種以世界主法律為基礎的「干預」

（intervention）行動。在後民族的格局中，武力使用的正當性基礎不再是「權力

政治」的邏輯，而是以「人權政治」作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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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立憲國家達到了這樣一個偉大的文明成就，那就是在國際法承認的

主體的主權的基礎上對政治暴力實施一種法律的馴服，而一種「世界公

民」的狀態，則把民族國家的這種獨立性擱置起來。（Habermas, 2004a: 

50） 

 

哈伯瑪斯相信，啟蒙運動的普遍主義可以解消政治暴力的自主邏輯，此處，他把

「民族」和「國家」之間的區分問題進一步帶入「權力政治」（現實政治）與「人

權政治」的對立（前者就是哈伯馬斯所謂的「獸性」，後者則是所謂的「人道」）。

他批判將共同體的安全和生存視作是一種不可談判的價值，這些權力政治論者

（他特別指史密特）以一種「本質規定」來將政治暴力的潛能尖銳化，並強調這

樣的潛能是無法規範化的（Habermas, 2004a: 50）。哈伯瑪斯認為，在後民族格局

中這樣的論點將受到挑戰： 

 

駁斥「現實主義」的尤其是這樣一個事實：帶有二○世紀災難性歷史留

下之血跡的那些國際法主體，已經對古典的國際法的無辜假設作了歸謬

駁斥。聯合國的創立、聯合國的人權宣言，以及對侵略戰爭和反人類罪

行進行懲罰的威攝，這些都是本世紀那些道德上意義重大的經驗、極權

主義的政治挑動，以及納粹大屠殺的必要而正確的回答。……人們追求

的一種世界公民狀況的建立，將意味著對違反人權罪行的判斷和鬥爭，

不是直接從道德的視角出發，而是像刑事行為一樣，在一種國家法律之

內進行。（Habermas, 2004a: 51-2） 

 

所以，哈伯瑪斯相信，人權的要求可以馴服國與國之間的自然狀態，而在全球人

權政治的基礎上，每一個人都是當然的世界公民，在面對伊拉克入侵科威特以及

對境內庫德族的種族屠殺、還有米洛塞維竒在南斯拉夫境內的種族清洗這些違反

人權的事件時，西方多國聯盟獲得聯合國的授權對主權國家的內政進行干預、為

世界創造和平的秩序，這不是一場傳統的武力動員，而是在世界內政中的「警察

行動」（police action），這是一支現今不存在、理論上中立的聯合國警察部隊。

所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哈伯瑪斯的世界公民狀態並不反對武力的動用，他所

瓦解的只是以民族國家所建立起來的「戰爭」概念。在邁向全球民主的進程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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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警察部隊仍有其階段上的必要性。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哈伯瑪斯的態度並非

是想要以道德來美化武力的使用，他並不是贊成以武力來推進人權政治，兩場戰

爭（第一次波灣戰爭和科索沃戰爭）的發生都是一種全球民主社會未成熟的狀

態，他就提到：「誰如果在行動時意識到暫時的家父長主義不可避免，誰也就知

道，他所使用的暴力，還不具有那種在民主的世界公民社會框架內具有合法性的

法律強制性質。」（Habermas, 2004a: 55）所以，哈伯瑪斯尋求的是一種「法律」

的秩序，而不是「道德」的秩序，這也就是他為什麼要說科索沃戰爭仍是一場處

於法律和道德邊界的戰爭（以人權作為道德化的名義，遂行強權國家的利益）。 

 

哈伯瑪斯對美國片面發動的第二次波灣戰爭採取了批判的態度，在這樣的討

論中，使得他的全球民主的理論觀點要去面對 911 事件之後全球局勢的變化以及

美國權力擴張的問題。哈伯瑪斯直接了當地對這場戰爭作出了如下的評注：「一

場違反法律的戰爭，即使它導致的結果是規範上可取的，也仍然是違法國際法的

行為。」（Habermas, 2004b: 62）哈伯瑪斯認為華盛頓的新保守主義（neo- 

conservatism）是不同於過去的現實主義，8為了維持全球自由主義的秩序，它不

惜行使與國際法背道而馳的手段，而這樣的做法與聯合國的綱領斷然決裂：「儘

管沒有背叛自由主義的種種目標，但它打碎了聯合國憲章合理施加在這些目標之

時線上的種種文明化限制」（Habermas, 2004b: 64）。哈伯瑪斯指出，這種新保守

主義態度的出現與他們戰後的「成功」有關，亦即，在德國和日本投降之後在歐

洲和太平洋地區重健秩序，以及蘇聯崩潰之後對東歐和中歐的重新整頓，逐漸形

成了一種自由主義國家和自由市場的世界秩序，這些成就使得新保守主義者對於

制定全球規範並不感到興趣，對他們而言：「在當今這個戰爭實力不對稱的時代，

動用武力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後都更有吸引力，因為戰勝方已經被先驗地預定了。

使世界更加美好的戰爭，是用不著進一步論證的。」（Habermas, 2004b: 66）從這

樣的角度來看，911 的事件不過使上述的論證獲得廣泛的支持，美國試圖將「恐

怖主義」和「流氓國家」（rogue state）形成一套因果聯繫，進而能對伊拉克的海

珊政權發動戰爭，儘管古典國家的戰爭行為無法根除那些高度分散、全球網絡化

                                                 
8 關於哈伯瑪斯對新保守主義的討論可以參閱 Habermas（1989）；而關於美國新保守主義的相關

整理可以參閱任曉、沈丁立（編）（2003）《保守主義理念與美國的外交政策》；李強（2004）則

在〈美國新帝國主義全球戰略的政治哲學解讀〉一文中，對美國當前全球戰略中的政治哲學基礎

進行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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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怖威脅，但是，在反恐戰爭的名義下，卻可以使美國單邊的「霸權行動」抹

上一層「自我防衛」的色彩（Habermas, 2004b: 67）。整體而言，哈伯瑪斯仍舊是

從後民族格局的角度來表達對美國權力擴張的反對： 

 

對實現美國圖景的可能性的一些經驗上的反對意見，都匯聚於這樣一個

命題上面：全球性社會已經極為複雜，對這個世界不再可能進行集中控

制，亦即由那種以武力為後盾的政治的集中控制。……我們可以感受到

一種「笛卡爾式的焦慮」－－這是一個企圖將其自身和周圍世界都客觀

化，以便將一切都置於控制下的主體的懼怕。政治一旦企圖倒退到等級

性安全體系這種霍布斯式的最初型態的話，就失去了對於形成橫向網絡

的市場媒介和溝通媒介的優勢。（Habermas, 2004b: 68） 

 

哈伯瑪斯認為，恐怖主義與基本教義派的出現不僅是單純的文明衝突，也是西方

帝國主義所應承擔的歷史罪責。民主和人權的普遍價值不是藉由武力單獨地實

現，在全球民主進程中要求的是一種對歐洲現代性思維的反省與超越，以及西方

與非西方文化之間的價值對話： 

 

現代的自我理解是由一種平等的普遍主義所塑造而成的，這種主義要求

的是對每個人各自視角的去中心化。……「價值」－－包括那些贏得全

球承認的價值－－並不是懸在半空的東西，而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生活形

式的規範秩序和實踐方式中才獲得其約束力。……非西方文化必須從它

們自己的資源出發，根據它們自己的詮釋，才能襲取人權的普遍主義內

容，這種內容將與當地經驗和利益建立起一種令人心悅誠服的聯繫。

（Habermas, 2004: 69-70） 

 

 

第二節  帝國 

 

Hardt 和 Negri 兩位作者，在《帝國》（Empire）一書的開頭就斷然地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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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帝國正在我們的眼前成形。」9（Empire is materializing before our every 

eyes.）（Hardt and Negri, 2002: 44）不同於於哈伯瑪斯從「民族」與「國家」的割

裂中來思考後民族的格局，兩位作者則是拆解了「主權權力」與「民族國家」的

傳統聯繫，10而從後現代的角度宣稱民族國家的式微，帝國代表著一種新的主權

形式：「主權已經以新的形式呈現－－於單一的統治邏輯下，由許多國家的與超

國家的組織所聯合而成的主權。這種新的全球性的主權形式，就是我們所稱的帝

國。」（Hardt and Negri, 2002: 44）我們可以從兩個面向，來對「帝國」這個概念

作出更進一步的討論。首先，要將「帝國」的概念建構與「帝國主義」的理論傳

統區分開來，這樣的做法也可以看出兩位馬克思主義者在後現代知識情境中的努

力。其次，則是關注於作者以傅柯的權力分析來說明帝國本身概念的內涵，亦即，

以生命權力替代國家權力作為思考全球秩序最重要的理論要素。這兩個面向也具

體而微地呈現出作者承接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理論的系譜，而透過雙方理論的整

合也似乎在為當前馬克思主義的理論困境尋找一條新的出路。11 

 

在第三章中我們已經討論過，馬克思主義的理論傳統就已點出了歐洲民族國

家的擴展與帝國主義的問題，這也構成了列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批判重

點，此時也是馬克思主義就帝國主義所作的第一波理論分析。在 Hardt 和 Negri

兩位作者的眼中，儘管許多論證都已不切時宜，但是，它們並非完全毫無可取之

處：「這些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可以幫助我們理解帝國主義轉變為帝國的進程，因

為在許多面向上，這些批判早已預見此一變遷的出現。」（Hardt and Negri, 2002: 

308）Hardt 和 Negri 認為，儘管馬克思本人在帝國主義的問題上著墨甚少，但是，

他對「資本主義擴張」的分析卻在整個帝國主義的批判傳統中佔有著核心的地

                                                 
9 Hardt 和 Negri 兩位作者也提到《帝國》一書寫作的背景：「本書正好是在波灣戰爭結束之後開

始寫作，在科索沃戰爭開始之前結束。所以，讀者應將本書的論證置於這兩個戰爭－－發生於帝

國的建構中，並具有明顯意義的兩個事件－－的中點。」（Hardt and Negri, 2002: 50） 
10 Hardt 和 Negri 將「主權」視作是比「國家」更為上位的概念，他們在書中就提出過「民族國

家的主權」、「殖民主權」、「帝國主權」等帶有歷史時序性的概念，每一次主權的過渡都是由「現

代性的危機」所促成的，此外，兩位作者所指涉的「危機」並不僅僅是馬克思主義理論中的經濟

危機，還包括了政治的危機（國際秩序的危機），例如：拿破崙戰爭（維也納會議）、世界大戰（國

際聯盟與聯合國）。此外，Arrighi（1999）和 Polanyi（1989）也是從資本主義的危機來討論國際

秩序的問題；而 Koselleck（1988）則是從危機來討論西方社會的啟蒙與現代性的問題。 
11 「帝國」一書的寫作涉及到相當廣泛的理論流派，例如，Deleuze（1995）所提出的「控制社

會」、根莖式的認識論也相當具有重要性。不過，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和傅柯的批判與反抗的

精神仍是兩位作者討論帝國最根本的理論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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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資本的擴張是持續地以重新劃定內部與外部疆界的方式來運作，資本向來

就不是運作於固定的領土與人口界限內，而是不斷地向疆界外流動，同時內化新

的領域。」（Hardt and Negri, 2002: 308）這也就是在現代性中「資本」與「國家」

之間長期的權力鬥爭關係，12用馬克思的話來說就是：「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

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Marx and Engles, 1995a: 276）在馬克思資本擴張

的分析中引起 Hardt 和 Negri 注意的就是，資本主義「擴張」與資本主義「危機」

之間的恆常關係： 

 

我們並非試圖指出這樣的危機與限制必然導致資本的崩解；相反地，就

現代性整體觀之，我們認為，危機對於資本而言是一種正常的狀態，它

所指涉的並非是資本的終結，而是資本的傾向及其操作模式。換言之，

在限制與障礙複雜互動間，資本建構了帝國主義，並且藉此超越了帝國

主義。（Hardt and Negri, 2002: 309） 

 

此處，我們可以發現到，Hardt 和 Negri 調整了馬克思的思考方向，他們不是著

重在資本主義結構性的危機崩解，而是注意到帝國主義作為調整資本主義危機的

政治形式，他們就提到：「雖然馬克思主義者對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擴張的批判

多半以純粹量化與充滿經濟學術語的方式呈現，然而基本上其理論關懷仍然是政

治的。」（Hardt and Negri, 2002: 316）他們認為儘管列寧對於帝國主義資本壟斷

的分析並不具有任何原創性，但是，他卻充分地掌握了對帝國主義批判中的政治

成分（Hardt and Negri, 2002: 320）。此處，我們可以整理出，在列寧的帝國主義

分析中，有兩點政治實踐的方向是他們所關心的。第一點，Hardt 和 Negri 一方

面堅守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作為理論觀察的起點，另一方面則將關注

焦點放在資本主義的擴張危機及其對應的政治形式之上，其中讓 Hardt 和 Negri

感到興趣的是，在列寧的帝國主義分析中已經意識到，資本主義與政治秩序兩者

之間在現代性中的鬥爭關係，以及所造成的政治秩序的階段變化（列寧觀察到的

                                                 
12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Hardt 和 Negri 認為個別資本家才會與國家產生利益上的矛盾，長期而言，

國家仍是服務於整體資本家的利益，這也就是馬克思為何要說國家是資產階級管理委員會的原

因。從更一般性的理論角度來看，Hardt 和 Negri 所關心的主軸之一就是「資本主義」及其相應

的「政治形式」之間的辯證關係，只是在過去一直是以民族國家為重心，不過，他們認為這樣的

辯證已達終點：「國家已被打敗」。（Hardt and Negri, 2002: 39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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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民族國家到帝國主義）。從現代到後現代的歷史時序轉變來看，它們分別是

「民族國家」、「帝國主義」以及當前全球性的「帝國」秩序，所以，帝國正是作

為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政治回應。第二點，列寧採用了許多同時代者對於帝國主

義的分析（例如：Hilferding、Hobson、Karl Kautsky、Luxemburg），但是卻拒絕

接受他們的政治立場：「列寧之所以否定的原因是政治面的，而非理論面的；他

堅持發展至壟斷階段的資本主義會遭遇一連串的矛盾，而共產主義必須在這些矛

盾上開始行動。」（Hardt and Negri, 2002: 318-9）所以，列寧不是去尋求一種經

濟上的方案，而是對資本主義進行政治反抗，亦即，透過革命政黨來介入和深化

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這樣的政治實踐正是 Hardt 和 Negri 所要去把握的： 

 

列寧從勞動階級主體實踐的立場，他不僅指出了解決資本實現危機的潛

在障礙，同時更指出主體實踐（鬥爭、叛亂與革命）能夠摧毀帝國主義

的實際可能性。在此一意義上，列寧將對帝國主義的批判由理論發展為

實踐。……由於列寧重新將帝國主義的概念以政治性的方式界定，這使

得他的理論較之於其他馬克思主義者，更能夠預期資本邁入超帝國主義

之新階段的路徑。（Hardt and Negri, 2002: 319-20） 

 

此處，Hardt 和 Negri 的理論意圖就是在全球化的帝國情境中，重新構思傳統馬

克思主義中勞動主體的政治實踐（階級鬥爭），他們將無產階級的革命使命轉化

到身處帝國權力底下的「群眾」（multitude）身上。 

 

從 Hardt 和 Negri 的觀點來看，儘管列寧在他有力的政治實踐之分析中，已

經發現到歐洲民族國家為了面對資本主義擴張所引發的危機，就把帝國主義當成

是轉移國內矛盾的工具，只是他倡議的是世界共產革命，而沒能預見到戰後資本

主義的擴張卻另覓帝國的發展途徑。從上面的討論中，我們可以了解到，馬克思

主義者的「帝國主義」與 Hardt 和 Negri 的「帝國」雙方之間存在著理論上的連

續性，但是，對 Hardt 和 Negri 而言，「帝國主義」這個概念仍是民族國家超越主

權疆界的一種延伸，而「帝國」的發展卻超越了上述現代性的門檻形成一種斷裂，

至於這樣的斷裂兩位作者則是藉助傅柯的權力分析來作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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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基本上可以從三個面向來理解「帝國」的概念與傅柯權力分析之

間的聯繫。首先，Hardt 和 Negri 接受了傅柯「權力關係」的理論起點，將帝國

視作是一種「網絡式權力關係」的運作，而在權力關係中的兩端分別是帝國的支

配與群眾的反抗。其次，他們進一步運用了傅柯對「規訓權力」和「生命權力」

這兩種權力模式的討論，來進一步說明帝國這個概念。最後，兩位作者在實際的

經驗性分析上，是以「法律」的層面來作為探究帝國權力的方式，這也就呼應了

傅柯對於「權利（法律）－權力」的反思性思考方式，法律正是作為權力運作的

規範化結果，而當前全球化的「人權」和「民主」價值正是作為帝國權力運作最

重要的擔綱媒介。 

 

Hardt 和 Negri 模仿了傅柯的理論想像，將帝國描述為是一種「網絡權力」

（network power）：「帝國只能被設想成一個普世的共和國，是由在無限的與包容

的構造中被結構化的諸權力與諸對立權力所構成的網絡。這個帝國的擴張與與帝

國主義無關，也與被設計來進行征服、掠奪、種族滅絕、殖民化與奴役的那些國

家的機關組織無關。對照於這類帝國主義，帝國延伸並鞏固了網絡權力的模型。」

（Hardt and Negri, 2002: 242）在這樣網絡式的帝國權力中，兩位作者也像傅柯一

樣強調一種去中心化的權力關係：「與帝國主義形成對比的是，帝國並不建立權

力中心，也不依賴固定的疆界或壁壘。帝國是一個去中心化（decentered）與去

領土化（deterritorializing）的統治工具，並且逐漸將全球領域併入其開放與擴張

的整體中。」（Hardt and Negri, 2002: 45）所以，帝國的權力是一種無統者的權力

運作，它並不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權力關係。這樣的切入角度也使得兩位作者對於

當前「美國權力」的討論形成一個重要的理論態度，他們強調美國並不是帝國權

力的領導者，帝國並不等同於美國：「美國並未形成帝國主義計畫的中心，而且

沒有任何民族國家能夠做到如此。帝國主義已經結束。任何國家都無法以現代歐

洲國家在過去採行的方式，繼而擔任世界的領導者。」（Hardt and Negri, 2002: 46）

兩位作者認為，美國只是在全球性帝國權威的構造中佔有優勢地位，而這樣的優

勢地位不能從民族國家的體系來思考，他們主張從帝國的角度來理解美國的權

力。此處，兩位作者以一種金字塔式的構成（pyramid constitution）來描述帝國

的網絡權力，在其中共有三「層」（tier），每一層中又分為若干「級」（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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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強權正是位於第一層中的第一級。13不過，對兩位作者而言，

美國具有頂端的位置並非就意味著具有主動宰制世界的能力，而應該是說美國具

有最強大的執行帝國權力指令的能力，14後冷戰時期第一次的波灣戰爭，明確地

展現出美國在帝國權力中的位置： 

 

波斯灣戰爭是美國首次能完全行使這項權力的時機。其實，從目標、區

域利益與相關政治意識形態的觀點而言，這場戰爭是一個極不重要的鎮

壓任務。……毋寧說，波斯灣戰爭的重要性源於這項事實：這場戰爭將

美國呈現為唯一有能力處理國際公義的強權，美國的職務不是依附在其

自身的國家目的，而是以全球權利的名義而發揮作用的。……身為世界

警察的美國，並不是基於帝國主義的利益，而是基於帝國的利益來採取

行動。（Hardt and Negri, 2002: 258-9） 

 

Hardt 和 Negri 也進一步利用了傅柯對於「規訓權力」和「生命權力」這兩

種權力模式的討論，他們試圖從權力技術的角度來展現出支撐帝國此一現實的物

質基礎。一方面，兩位作者結合上述兩種權力模式指出「帝國」這個全球化與後

現代階段的權力典範，另一方面，他們也嘗試在理論上整合傅柯「權力技術」和

馬克思「資本積累」的分析： 

 

傅柯的主要研究目的之一，是想超越歷史唯物論的各種版本，包括馬克

思理論的幾種變形。這些理論基於上層結構層次－－也就是一個與真

                                                 
13 按照 Hardt 和 Negri 的劃分，第一層共有三級，除美國佔據第一級之外，第二級則是一群控制

全球主要貨幣工具（歐元、日圓等）從而能管制國際交易的民族國家（主要是指 G7），第三級則

是一群操作軍事及金融霸權的不同組織所構成，它們在全球層次上部署文化和生命政治的權力；

第二層則有兩級，第一級由跨過企業的網絡所構成，這些生產性的組織進行著橫向式的擴張，第

二級仍是由一群民族國家所構成，它們從屬於跨國企業和第一層全球性霸權的力量；最後一層則

是由帝國中的群眾所構成，它們透過全球公民社會進入權力結構中。（Hardt and Negri, 2002: 
403-5）筆者認為，Hardt 和 Negri 之所以要提出此種金字塔式的說明，主要是為了補充在帝國的

網絡權力運作中所存在的「指令」（command）關係，這樣的指令關係是一種網絡式的運作而不

是源自於某一權力中心的指揮，第一層負責整合帝國的指令，第二層的跨國企業網絡使得指令得

以進行全球散佈。 
14 兩位作者使用’tier’而非’hierarchy’（層級）一詞或許正是要去避免金字塔的構成與上下「層級」

（hierarchy）的命令關係有所混淆，「金字塔的構成」僅是對「網絡權力」的進一步描述，「層」

（tier）和「級」（level）的劃分應是要去彰顯在帝國的權力運作中，各自具有著不同的功能和作

用，如此也使得去中心化的「網絡權力」與「金字塔的構成」在理論理解上不會產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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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基礎的生產層次分離的層次－－考慮權力與社會再生產的問題。於

是，傅柯試圖將社會再生產的問題與所有所謂上層結構的元素帶回到物

質的、根本的結構，而且在定義這個領域時，不單就經濟的角度，同時

也從文化的、肉體的與主觀的角度。（Hardt and Negri, 2002: 84） 

 

從 Hardt 和 Negri 對於傅柯的解讀角度來看，他們認為依照時序有三種權力模式，

它們分別是「傳統的主權權力」、「規訓權力」和「生命權力」，其中規訓權力屬

於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法國大革命之前），而在後現代的資本主義環境中，社

會形式已經從過去「規訓的社會」轉變到「控制的社會」（society of control）（Hardt 

and Negri, 2002: 78），只有控制的社會才能與生命權力相互結合： 

 

從規訓的社會過渡到控制的社會中，新的權力典範被實現了，而這個權

力典範並藉著能夠將社會認知為生命權力領域的技術而獲得定義。在規

訓的社會中，就生命政治技術而言，其影響仍然是局部的，這表示規訓

的發展是依據相當封閉的、幾何的與計量的邏輯。規訓性將個體固定於

制度之內，但並未成功地將個體完全置於生產實踐與生產社會化的節奏

中；規訓性也尚未達到完整的境界，無法完全融入個體的意識與身體之

中，無法在整體的活動中處理並組織個體。於是，在規訓的社會裡，權

力與個體之間仍是靜態的關係：規訓性權力的入侵，與個體的抵抗是相

應的。相對地，當權力變成完全是生命政治性時，整個社會體是由權力

的機器所構成，並在此機器中被發展。這個關係是開放的、計量的和情

感的。處於權力之中－－向下觸及社會結構內之環節與社會發展過程的

權力，社會的反應就像是單一的身體。於是，權力被表達為一種控制，

延伸遍及一群人的意識與身體深處，同時遍及社會關係的整體。（Hardt 

and Negri, 2002: 80） 

 

所以，Hardt 和 Negri 的詮釋來看，規訓權力僅僅只是一種權力的局部運作，必

須透過生命政治中對整體與個體之間全面且靈活的權力運作才足以說明當前的

帝國權力。生命權力是以社會生活的整體為對象，這樣的權力不僅作用於身體的

外部，還要作用於生命中的意識深處，並且，在這樣生命權力的模式中也瓦解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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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發展直線與集權的樣貌。我們認為，Hardt 和 Negri 之所以要強調從規

訓社會到控制社會的轉變，以及整合控制社會與生命權力的思考來指出帝國的權

力典範，主要是他們認為後現代情境中的「勞動」概念內涵已經轉變，並且試圖

將此種新的「勞動」概念與傅柯權力分析中對於「生命」的強調結合起來，以兩

者的結合來作為認識當前資本主義發展以及帝國權力基礎的方式。針對「勞動」

與「生命」的結合，兩位作者是從者樣的一句話來展開的：「我們的分析必須將

注意力專注於生命權力的生產層面。」（Hardt and Negri, 2002: 83）對他們而言，

傅柯對於生命權力的分析留下的一個理論缺陷在於，他無法去說明或掌握權力系

統的動態和運動，亦即，一種生產的存有學（Hardt and Negri, 2002: 85）。在此，

兩人嘗試從馬克思理論「勞動」的傳統中來彌補此一理論缺陷，他們認為，當前

的勞動已經具有新的性質，這表現在「大眾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非物

質勞動」15（immaterial labor）這些概念的出現。當今的世界正逐漸由知識的、

非物質的勞動力來替代早先大規模的工廠勞動力，這也導致了新的資本積累與剝

削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從新的勞動生產性質來認知生命政治的層面，也就是要

將生命政治的討論脈絡導回生產的存有論。在第四章的討論中，我們曾經指出，

傅柯對於生命政治的討論涉及的是國家權力，不過，Hardt 和 Negri 卻側重在生

命權力與資本積累的關連上，所以，當他們以生命政治來理解帝國權力時，巨大

的跨國企業扮演了比民族國家更重要的角色：「資本總是以全球性的觀點而被組

織，但只有在二○世紀的後半葉，多國與跨國的工業和金融企業才真正開始以生

命政治的方式組織全球地域……這些企業直接組織地域和人口，並使它們相互連

結。」（Hardt and Negri, 2002: 89）在這樣的情況下，民族國家容易淪為只是統計、

紀錄的工具（紀錄商品、貨幣與人口的流動）。 

 

Hardt 和 Negri 是以「法律」作為研究帝國權力最重要的經驗性切入點，他

們就說：「帝國的秩序是以法律的形構（juridical formation）來加以展現。所以，

我們最初的任務，就是去理解當今所形成的這個秩序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the order）。」（Hardt and Negri, 2002: 56）兩位作者認為法律研究提供了帝國構成

                                                 
15 在《帝國》一書的第十三章中，Hardt 和 Negri 就仔細地討論了當前非物質勞動的三個面向：

資訊網絡中連結工業生產的傳播勞動（communicative labor）、分析符號與解決問題的互動勞動

（interactive labor）、對於情感（affects）的生產和操縱的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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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的良好表徵：「法律的演變發揮了徵兆的作用，並指出社會中有形的生命政

治構成的變更。」（Hardt and Negri, 2002: 63）我們可以注意到，’constitution’這

個英文字本身就帶有「憲法」之意，亦即，一種社會秩序的根本規範。所以，

Hardt 和 Negri 運用該詞的兩面意涵，指出從「法律權利」來觀察帝國這個嶄新

的「權力構成」，這樣的一種研究方式正相呼應了傅柯所指出的「權力－權利」

的思考模式。更明確地來說，兩位作者試圖去探究正是法律背後整套的規範架

構，他們認為全球性的帝國權力不能以傳統國際法的體系來分析： 

 

形成中的帝國構成，既不是基於任何契約或以條約為基礎的機制上，亦

非經由任何具聯邦性質的根源。帝國規範性的根源是誕生自一個新的機

器，一個經濟的－工業的－與傳播的新機器－－簡言之，是誕生自全球

化的生命政治機器。於是，明顯地，我們必須觀察那些存在於國際秩序

構成基礎之外的事物，必須在各種不同傳統中，觀察那些並非建立於現

代主權民族國家之體系基礎上的權利形式。（Hardt and Negri, 2002: 99） 

 

在此，我們可以明顯發現到「帝國」與「後民族格局」之間的差異。不同於哈伯

瑪斯，Hardt 和 Negri 並不認為國際組織體的增生是基於契約或協商的國際權利

概念，帝國並非是一種自由民主國家的聯盟體，帝國權力並非是由民族國家的過

渡來形成，它彰顯的是一種現代性門檻的跨越、一種權力典範的轉移。哈伯瑪斯

強調一種沒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內政，而 Hardt 和 Negri 則是主張在單一帝國權力

底下的全球內政。在新的帝國權力底下，對應著一套新的權利形式、一套新的規

範架構。由於帝國權力的全面性使得新的權利規範架構也帶有普遍的性質，帝國

在權力上的「部署」表現為一種道德上的「干預」，在全球內政中干預被內部化

且普遍化了： 

 

有別於先前國際秩序安排下的情形，即個別的主權國家或超國家（聯合

國的）權力干預，僅是確保或強制自願簽訂之國際協議的施行。如今，

超國家的主體－－它不是由權利而是由共識而被當化－－是以各種的

危機與優越的道德原則為名義而進行干預。在這個干預的背後，不只是

一個恆久的危機與例外的狀態，而是由訴求正義的本質價值所合理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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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久的危機與例外狀態。換言之，維持治安的權利勢由普世價值所正當

化的。（Hardt and Negri, 2002: 72-3） 

 

正是在普世價值（特別是「人權」與「民主」）的規範架構下，帝國權力的干預

是一種新的正當化力量（武力）行使（the exercise of legitimate force）的方式。

此處，Hardt 和 Negri 結合了史密特「例外狀態」和傅柯「治安」的概念：「權利

以干預的例外性為名而誕生了，這個權利的形式實際上是一種警察的權利（a right 

of police）。」（Hardt and Negri, 2002: 71）他們延伸史密特所主張例外創造法、規

範與秩序的想法，而強調帝國的警察行動製造著帝國的規範和秩序，「干預透過

警察的部署而直接促成一個有效的機制，使帝國的道德性、規範性與制度性秩序

得以建構」（Hardt and Negri, 2002: 97）。16我們還可以注意到，Hardt 和 Negri 認

為帝國在軍事干預之前執行的是道德干預，這項工作就落在當前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發展上，一些人道主義的非政府組織（例如：

國際特赦組織、無國界醫生等等）是帝國秩序中最強而有力的和平武器。兩位作

者還將這樣的行動與建構中世紀宗教秩序的修道士作類比，它們如同中世紀晚期

的道明會士（Dominicans）與現代初期的耶穌會士（Jesuits）為宗教秩序辨認罪

人，而這些非政府組織則是沉浸在帝國構成的生命政治脈絡中，為恢復帝國的和

平秩序辨識敵人（Hardt and Negri, 2002: 95）。從這樣的脈絡中，我們可以了解到，

基本上，Hardt 和 Negri 從生命權力的角度解消了民族國家與戰爭的架構，提出

在全球化帝國秩序中「戰爭」概念的兩項轉變。首先，戰爭成為一種警察行動，

在傳統民族國家的體系中，戰爭是一種例外、一種和平的破壞，然而，如今在帝

國的構成中，戰爭成為一種常態、一種帝國秩序的調節與建構。在 2004 年的時

候，Hardt 和 Negri 出版了《群眾：帝國時代的戰爭與民主》（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一書，這本書可以說是兩位作者試圖從帝國的理

論模型來回應 911 事件與恐怖主義的問題。一個重要的切入角度就是，在帝國的

秩序下呈現出一種「全球的戰爭狀態」（the global state of war），我們認為這樣的

概念基本上延續了傅柯「社會內戰」的構想，戰爭成為一種「恆常的社會關係」

                                                 
16 義大利的政治哲學家 Giorgio Agamben 就試圖結合傅柯「生命權力」和史密特「例外狀態」的

概念，來對當代的全球政治進行分析，請參閱 Agamben（1998, 2005）；而國內對於 Agamben 的

討論也可以參閱朱元鴻（2005）、柯朝欽（2005）、王樂成（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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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t and Negri, 2004: 12），戰爭不在於毀滅而是在於帝國秩序的重建與調節

（對權力的抵抗就是對權力的確認）。如同傅柯一樣，兩位作者也翻轉了克勞塞

維茲戰爭與政治的命題：「政治本身已經逐漸變成戰爭通過其它手段的繼續，這

也就是說，戰爭正在成為社會首要的組織原則，政治僅是戰爭的手段或指引。」

（Hardt and Negri, 2004: 12）他們認為在克勞塞維茲民族國家的政治模式中，戰

爭只在民族國家之間而非社會內部來進行，戰爭只發生在社會的邊緣、有限的例

外狀態中（limited state of exception）（Hardt and Negri, 2004: 6）。然而，在當前

緊密連結的全球社會中，內部／外部、戰爭／政治、常態／例外、軍事／治安的

區分都已然瓦解（Kaldor, 2002: 26）。其次，兩位作者認為，帝國的戰爭紀中世

紀宗教戰爭之後「重新」被賦予了道德色彩，例如：科索沃戰爭被歐洲國家稱作

是一場人權戰爭、反恐戰爭則是一場正義的戰爭，現代戰爭的發動與進行再也不

是以國家理性之名，戰爭已成為創建帝國秩序的重要「功能」： 

 

帝國主權並不是藉由終結「一切人反對一切人的戰爭」（如同霍布斯所

提出的）來創造秩序，而是藉由提出一種規訓管理與政治控制的體制，

這樣的體制是直接建立在持續的戰爭行動之基礎上。換句話說，恆常與

整合的暴力運用成為規訓與控制之運作的必要條件。為了讓戰爭能夠扮

演此一根本的社會與政治角色，戰爭必須要能達成一種構成性或調節性

的功能：戰爭必須成為一種程序性的行為（procedural activity）也是一

種秩序性、調節性的行為，這樣的行為創造且維持了社會層級－－一種

以提升和調節社會生命為目標的生命權力之形式。（Hardt and Negri, 

2004: 21） 

 

從上面的討論中，我們嘗試去論證傅柯的權力分析對於「帝國」概念建構的

重要性，而 Hardt 和 Negri 強調生命權力中的生產性面向，也可以讓我們清楚地

了解到傅柯和馬克思主義兩種理論脈絡在此一概念中的接合。不過，對兩位作者

而言，帝國的概念並非是單獨存在的，此一概念也並未充分展現兩位後現代馬克

思主義者在政治實踐上的企圖，Hardt 和 Negri 是運用「群眾」這個概念來彌補

此一理論上的空格。透過此一概念的提出，也再度充分表現了兩人結合傅柯和馬

克思主義理論的企圖心，一方面，「帝國的權力－群眾的反抗」構成了一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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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17並且也符合了傅柯「權力－反抗」的理論架構，另一方面，「群眾」

則替代了「無產階級」作為新的反抗資本主義革命運動的政治力量。 

 

「權力的反抗」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可以說構成了「群眾」此一概念的理

論生命。對 Hardt 和 Negri 而言，身為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運動具有無可替代

的重要性，只是他們體認到舊式的資本主義分析已經不足，革命運動正面對著一

種新的全球化的帝國秩序，如何能夠提供一個相應的理論圖式才是他們關懷的重

心，亦即，「這個理論圖式能夠將無產階級社會運動之主體性置於全球化過程與

全球秩序構成的中心」（Hardt and Negri, 2002: 323）。由於民族國家的政治自主性

已然消逝，帝國作為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政治秩序，正是政治革命運動新的戰鬥對

象： 

 

在今日，若將政治視為一個由共識所決定的獨立場域，以及在各個相互

衝突之社會力間進行協調的場域，在這種意義下，政治的存在空間將極

為狹小。此外，經濟反而是更能夠決定共識形成與否的因素。……自主

性政治場域的消逝，同時也顯示出革命不再能夠獨立於國家政治制度中

出現，或者是社會空間不再能透過國家工具而被轉化。於是，整體而言，

傳統的反制權力之計畫以及抵抗現代主權之計畫，已經變得愈來愈不可

行。……由於主權展現了嶄新向度，所以必須要要一種能與之相應的新

抵抗型態。在今天，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傳統的抵抗形式已經開始失去

力量，例如從十九與二○世紀逐步發展而成的制度性勞工組織。一種新

型態的抵抗，再度必須被創造。（Hardt and Negri, 2002: 401-2） 

 

所以，Hardt 和 Negri 認為，有了新的政治形式就必須要有新的抵抗形式，不再

是共產主義社會中的勞動階級，而是在帝國權力底下由群眾自主性建構的一個反

帝國（counter-empire）的政治力量。Hardt 和 Negri 也將民族國家的「人民」和

帝國的「群眾」概念作出區分：「群眾是一個多重性（multiplicity），一個由許多

                                                 
17 除了 2000 年所出版的《帝國》一書之外，Hardt 和 Negri 在 2004 年更是以《群眾》為主標題

來進一步闡釋他們的看法，《帝國》和《群眾》兩本書可說清楚地標示了兩位作者的理論架構與

實踐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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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異性（singularities）組成的平面，一個開放的關係組合，其自身並非是同質或

完全相同，而且和那些在其之外的人是關係模糊的、涵括的。相對地，人民傾向

於在內部具有認同和同質性，同時呈現出其與那些在其之外的人或物的差異，並

將他們排除在外。」（Hardt and Negri, 2002: 168）所以，「群眾」的概念不僅嘗試

跳脫階級的思考，也要跳脫民族國家的思考。Hardt 和 Negri 也進一步指出一些

當代群眾抗爭的佐證：1989 年天安門廣場事件、1987 年在加薩走廊巴勒斯坦人

反對以色列當局的暴動、1992 年黑人貧民區的暴動、1994 年墨西哥契亞帕斯省

（Chipas）的武裝起義、1995 年法國運輸業、公共事業與郵政罷工。他們認為：

「雖然所有這些鬥爭都將焦點集中在其地方的與即時的環境，但它們都提出了關

於超國家關聯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帝國的本主義規範所特有的。」（Hardt and Negri, 

2002: 117）Hardt 和 Negri 認為，帝國全面性的生命權力也創造出了更大的革命

潛力，因為，所有的受剝削者與被壓抑者（群眾）直接反對帝國，在群眾與帝國

之間毫無協調、調節的餘地（Hardt and Negri, 2002: 486），並且，在這樣的對立

關係中，群眾的創造力才是帝國權力構成的原因，「群眾的鬥爭，製造出其自身

影像的倒影，也就是帝國」（Hardt and Negri, 2002: 487）。Hardt 和 Negri 這樣的

觀點也是要去顛覆傳統君權製造臣民的想法，他們總結了二○世紀革命鬥爭的經

驗而指出：「藉由 1917 到 1949 年間的共產黨革命、1930 年代與 1940 年代的反

法西斯鬥爭，以及從 1960 年代直到 1989 年間眾多的解放鬥爭，群眾公民權的條

件誕生、散播，並從而鞏固了。這些二○世紀的革命決未失敗，相反地，每一次

革命都將階級衝突的關係向前推進，並將之轉型，從而形成新政治主體的條件。」

18（Hardt and Negri, 2002: 488） 

 

哈伯瑪斯的「後民族格局」以及 Hardt 和 Negri 的「帝國」，這兩種模式都可

以為「戰爭與全球化」此一論題帶來許多的思考空間。基本上，雙方都可以說是

全球化時代下的左派理論家，因此，也都不同意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勝利論。除了

馬克思主義，雙方承接了不同的思想資源而進行批判與反省，哈伯瑪斯的批判銜

接了康德永久和平的觀點，提出自由民主的國家聯盟這樣的架構，而 Hardt 和

                                                 
18 值得一提的是，在帝國與群眾的理論建構中，Hardt 和 Negri 探索性地提出了一項政治計畫，

亦即，群眾具體的政治要求就是：全球公民權（the right to global citizenship）、社會薪資權（the right 
to a social wage）、重新處分的權利（the right to reapprop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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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ri 的批判銜接了傅柯生命權力的觀點，提出帝國權力與群眾反抗的架構。我

們認為兩種模式最大的差異在於，「民族國家」如何在當前全球秩序中的定位問

題。基本上，這兩種模式都在某種程度上對馬基維利的思想（民族國家與總體戰

的典範）形成了挑戰，哈伯瑪斯認為在後民族格局中民族國家仍演著一定的角

色，不過，「民主」作為後民族秩序至高的價值，在某種程度上甚至超越了保衛

民族國家的重要性，也正是立基在這樣的推論起點上，要去剝除國家內含的權力

政治的成分保留共和主義的成分，這就使得個別的國家不能成為發動戰爭的主

體。而在 Hardt 和 Negri 的帝國權力中，由於全球資本主義已不在民族國家的空

間中運行，造成民族國家在全球政治上已不具有自主性，所以必須在理論上搜尋

一種新的政治秩序作為革命運動的對象，它是帝國而不是傳統上的民族國家。換

句話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主張差異在於，哈伯瑪斯的後民族格局中，仍然肯

定民族國家作為一種封閉疆界在政治上的意義（Habermas, 2002b: 100），而在帝

國模式中民族國家則已然消逝（但與新自由主義市場至上、政治終結的論述不

同）。 

 

此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兩種模式在對美國武力行使（美國權力）的思考

上都分別遭遇到了難題。在後民族格局的模式中，哈伯瑪斯最終的理論態度在於

全球民主進程的堅持，而對民主普式價值的堅持也形成了一種具規範性的理論態

度。所以，哈伯瑪斯接受聯合國授權的武力動用，卻痛斥在第二次波灣戰爭美國

所採取的單邊行動，在後民族格局中是不允許單邊的民族國家的權力政治。針對

這樣的批判，哈伯瑪斯和德西達（Jacques Derrida）共同發表了〈論歐洲的復興

－－首先在核心歐洲捍衛一種共同的外交政策〉一文，在文中提出了「核心歐洲」

的主張，他們認為要強化歐盟的國家性質（歐盟彷彿如同一個國家）：「歐洲必須

在國際層面上和在聯合國範圍內發揮自己的影響力，以便制衡美國的單邊霸權主

義。」（Derrida and Habermas, 2004: 87）然而，這樣的政治意圖似乎使得哈伯瑪

斯後民族格局的概念出現了矛盾，因為，如此會造成歐盟共和主義的設計捲入權

力政治的漩渦中，歐盟只不過形成另一個在全球尺度上與美國權力相抗衡的「國

家」。此外，核心歐洲的概念也充滿著敵對性，正如同哈伯瑪斯就提到過：「在對

於人權政治的理解上，美國人和歐洲人之間表現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區別。美國推

進全球範圍內對於人權的實施，是作為一個在權力政治前提下追求此目標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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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國的民族使命來進行的。歐盟的多數政府，則把人權政治理解為一項把國際關

係加以徹底法律化的事業。」（Habermas, 2004a: 53）儘管哈伯瑪斯對於歐洲民主

結合的進程深具信心，但是，這種美國與歐洲之間對人權政治理解的區分在邏輯

上卻會形成了敵對性，這似乎仍會落入一種權力政治的問題。在政治實踐上，歐

盟到底是作為一種權力的設計（作為抗拒美國的方式）？一場重返神聖羅馬帝國

榮耀的美夢？還是能真正過渡到全球治理？當哈伯馬斯試圖抹去民族國家所內

含的「權力」因素時，民主、人權的價值卻又弔詭地形成全球秩序中的敵對性因

素，種種問題或許仍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而在 Hardt 和 Negri 的帝國架構中

卻形成了不同的問題，不同於哈伯瑪斯，不是全球的民主進程而是對全球資本主

義的反抗才是他們政治實踐的核心，而正是由於兩位作者以資本主義的對抗作為

理論對象，所以，在面對美國武力的使用上就缺乏了規範性。他們並不批判（也

無法批判）美國的權力，因為，美國的作為都只是帝國權力的反映：「［帝國的］

軍事干預更常是由美國單邊所指揮；美國將這項主要責任委託其自身，接著要求

它的盟友啟動武裝去圍堵／或壓制目前的帝國敵人。」（Hardt and Negri, 2002: 96）

從 Hardt 和 Negri 的角度來看，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反抗是無法以民族國家為對象，

所以，當帝國的論述抹去了民族國家在權力上的意義，那麼反而對於美國這個民

族國家也就缺乏了批判的向度。這樣的思考其實凸顯出馬克思和傅柯在「反抗」

議題上的不同之處，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是一種立基在勞動剝削上的規範性態度，

相較而言，傅柯的權力反抗重在描述而不是一種規範性的要求（權力是無法取消

的），並且，所反抗的不是某一權力中心（國家、階級）而是權力的技術和形式

（Foucault, 1995a; 272）。所以，Hardt 和 Negri 所謂群眾對帝國的反抗，儘管仍

舊保有馬克思理論的批判精神，但是，傅柯的權力分析仍是主導的，他們也就同

樣會面對傅柯同樣的問題，亦即，對傅柯而言，權力是一種關係而不是所有物，

它是無法取消的，那麼，群眾對帝國權力的反抗到底目的為何呢？而什麼又是去

中心化的反抗呢？在生命權力的理論證成下，是否真的能順利讓帝國權力與美國

權力脫鉤呢？如何分辨美國所執行的是帝國的警察行動而不是民族國家的利益

呢？Hardt 和 Negri 所謂對於帝國的反抗是否會成為僅僅是一種「虛擬化的」反

抗呢（或者是一種反抗的虛無主義）？總體而言，我們可以發現到，無論是後民

族格局或帝國模式都在面對美國權力時出現了理論上的難題。如同本章一開頭所

提出的，全球化的議題以民族國家的走向為核心，而在這樣的問題架構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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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面對美國權力的擴張將是全球化政治過程的隱藏性難題。基本上，全球化的擴

張與聯結並非是中性的，美國作為當前最具權勢的民族國家以及最重要的戰爭發

動機，將與傳統的民族國家體系形成何種關係，或許會真正決定了未來全球化的

走向。19 

 

 

 

 

 

 

 

 

 

 

 

 

 

 

 

 

 

 

 

 

 

 

 

 

                                                 
19 將美國權力視作是一個理論主題已是全球化討論中的熱門議題，可以參閱 Bender（2005）、
Crockatt（2004）、Prestowitz（2004）、Rog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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