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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我們到底生活在怎樣的時代呢？在十九世紀的時候，當人們欣喜於資本主義

自律市場、金本位制以及國際霸權均勢的建立，而享受著所謂的「百年和平」時

（Polanyi, 1989: 59），世界大戰在二○世紀初爆發了。同樣地，在二○世紀末葉，

柏林圍牆的倒塌宣告著冷戰體制的瓦解，共產主義意識形態的潰散使得人們高呼

著「歷史的終結」（Fukuyama, 1993），正當人們試圖迎接新世紀全球化市場的曙

光時，911 的恐怖攻擊卻炸燬了這樣的夢想。1全球化似乎是一場令人感到矛盾的

格局，一方面表現出自由市場、民主人權的全面勝利；另一方面，則是恐怖攻擊、

種族屠戮的相互呼應。我們看到了全球公民社會的興起，也同時看到了全球恐怖

主義的成形；流動的人們、流動的武器。 

 

儘管當下的局勢變動顯得撲朔迷離，但是，在結論中，我們仍然嘗試從實際

的歷史發展狀況中，來對三個「政治－戰爭」知識典範的有效性作出思考，希望

從一種對話性的脈絡中，來思考民族國家作為現代戰爭主體在全球化時代中的可

能性與意義。此外，我們也將進一步從目前國內外學術發展的狀態，來評估「戰

爭」此一議題對政治社會學研究的拓展所帶來的潛在動力，以及一些可能、可行

的思考方向。 

 

如同我們在第四和第五這兩章中已經提到過，傅柯「生命政治－社會內戰」

的觀點，在當前全球政治秩序的研究中獲得了相當程度的共鳴，特別是那些提倡

後現代、全球性論點的學者可為代表（例如：Hardt 和 Negri 的帝國論述），傅柯

去國家化的社會中心論受到了他們的歡迎。相對而言，儘管全球自由市場的主張

響徹雲霄，但是，傳統民族國家的政治仍是受到了許多的關注，因為，蘇聯和東

歐共產主義政權的瓦解帶動了新一波民族獨立的問題（還可以包括其它第三世界

地區的建國問題）。此外，「美國權力的擴張」或「歐盟的建立」（特別是哈柏瑪

斯的論點）都在一定程度上涉及到了上述的兩個面向。所以，無論是新穎的「全

                                                 
1 布迪厄（2002, 2003）則是從「去政治化」的角度對新自由主義的論點不斷地進行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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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社會」或傳統「民族國家」的主張，都會使得「民族國家－總體戰」和「生命

政治－社會內戰」這兩種知識典範，在實際的全球政治發展中獲得一定程度的發

言空間。基本上，我們認為當前相關的理論發展糾結在下面三種可能的思考取徑

之中：馬基維利的國家理性、康德的永久和平、傅柯的戰爭與秩序（社會內戰、

生命政治）。這三種可能的思考取徑，在一定程度上分別呼應或延伸了「民族國

家」與「生命政治」這兩者的知識典範，並且，它們也可以說是當前全球政治秩

序的可能方案，我們透過下面進一步的檢討，希望能在這些可能性之中提供更多

的思考空間。 

 

在第二章中我們已經提到過，馬基維利全面打破了古代羅馬政治統一的權力

圖像，而預見了歐洲未來政治生活的發展，亦即，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這

也是現代戰爭體制的原型。其後，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歐洲內部的權力關係進

行了全球性的延伸，這樣的發展也使得原先歐洲民族國家的模型轉為幾個強權國

家之間殖民權力衝突的問題。所以，在十九世紀末到二○世紀初，帝國主義成為

了知識領域中最重要的反省課題。在經歷了兩次世界大戰之後，也同時瓦解了舊

有的帝國主義的權力關係，新的兩極權力形成了特殊的冷戰體制，在全面性的核

武威脅下，只剩下第三世界的零星騷動。二○世紀的九○年代，蘇聯解體開啟了

後冷戰的時代，美國躍升成為全球唯一的霸權，並且，也是唯一能以民族國家之

名對外發動戰爭的國家，美國的權力儼然成為當前民族國家體系變化的核心議

題。2從上述簡短的歷史解釋來看，我們可以發現到，從「歐洲民族國家」、「帝

國主義」、「冷戰體制」一直到「美國權力」，在民族國家體系中國家權力的增長

並非是「均等的」而是「極化的」，而不同的民族國家體系的秩序變動，也就會

形成了不同階段的戰爭型態與知識議題。從上述的歷史軸線來看，美國在二戰後

逐漸取代 19 世紀的德國成為全球政治衝突的引爆關鍵，所以，我們認為，美國

權力與整體民族國家體系的關係將會是一個重要的課題，兩者的調適將會影響全

球政治秩序的發展方向，而從這樣的思考層面出發，馬基維利的國家理性在全球

化的時代依然可以作為我們重要的對話對象。3 

                                                 
2 在九○年代之後，美國對外發動的戰爭中，一方面除了以民主、人權來訴諸盟國的協助、支持，

另一方面，就是強調美國的國家利益與國家安全。 
3 筆者認為，以民族國家的研究取徑來看，當代美國右派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97）的「文明衝突論」可以說是此一論點的代表，他試圖從基督教與伊斯蘭之間文明價值的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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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紀後期，美國獨立、法國大革命的發生，還有普法戰爭的問題，都

促使康德在晚年思考更多與政治時局相關的問題。他在 1795 年寫作的〈論永久

和平〉（Zum ewigen Frieden）正是對同年普法巴塞爾（Basel）和約簽訂的回應。

在整篇文章中一個核心的論證模式就是：從社會契約論的觀點，將一國公民社會

建立的論證模式，推演到國家之間法治狀態的建立，國家如同個人一般具有人格

也是權利的主體（Kant, 2002: 171）。康德認為，如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從自然

狀態走向契約狀態，國家之間的關係必然要從戰爭狀態走向法治（和平）狀態

（Kant 2002: 177-8）。基本上，為了走向永久和平，康德有三項制度設計（確定

條款）：每個國家都是共和制的、自由國家組成國際聯盟（Völkerstaat）、世界公

民權。其中，國際聯盟的組成是一項關鍵，康德先指出了和平條約（pactum pacis）

的不足，他認為：「必得有一種特別的聯盟存在，我們可稱之為和平聯盟（foedus 

pacificum）。這種聯盟與和平條約底分別將在於：後者僅試圖終止一場戰爭，前

者卻試圖永遠終止一切戰爭。」（Kant 2002: 187）所以，康德期待自由共和國家

的逐漸聯盟，來達成戰爭狀態的全面終止。最後，康德還論證了永久和平的保證：

正是「自然」強制了朝向永久和平的發展。可以將自然稱為命運（Schicksal）或

神意（Vorsehung），它以一種目的論的方式推動著歷史的進程。首先自然以戰爭

作為手段驅散了人群，並且以語言與宗教的不同來阻止各個民族的融合，使彼此

都進入戰爭狀態，由於無法永久處於此種自身安全備受威脅的狀態，所以，必然

強迫對方去服從強制性法律，進而產生和平狀態。（Kant 2002: 197-204）從這樣

的論述，我們可以發現到，無論是戰爭還是和平都是自然的作為，戰爭與和平的

矛盾也推動了這個必然的歷史進程。4我們認為，康德的「永久和平」與馬基維

利的「國家理性」並非是一種「和平論」與「戰爭論」的差異。馬基維利並不反

對和平，康德也不反對動用武力。兩者之間關鍵差異在於，馬基維利相信「武力」，

康德則相信「理性」。面對武力，馬基維利謹慎而又保守；面對理性，康德樂觀

而又充滿信心。基本上，在達成永久和平的進程上，康德並不反對動武（由共和

體制的國家聯盟來執行），共和體制的國家並須去保衛它們的政體。所以，永久

                                                                                                                                            
對性中，來重振新教傳統在後冷戰時期對於美國作為世界強權的重要性。從本文的論點來看，他

可以說是維持了「民族國家－信念」、「文化民族」的思考方式。更進一步的論點，也可以參考他

的近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臨的挑戰》（2005）。 
4 對康德相關論點更詳細地討論可參閱 Gallie（1978）以及 Waltz（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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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是一項政治方案而非純粹宗教式的和平主義信念。顯然地，哈伯瑪斯後民族

格局的論點，在一定程度上沿襲了康德永久和平的構想。那麼，從他們的角度來

看，或許可以說我們目前正在走向永久和平狀態的某一階段，在不久的將來或許

可以進入所謂永久和平的狀態。 

 

在傅柯的社會內戰與生命政治以及帝國的討論中，我們已經可以了解到，當

代是一個戰爭與秩序並存的年代，帝國的生命權力對應著全球的社會內戰。不同

於馬基維利的取徑，傅柯的思考無法讓我們指涉到美國權力的核心性。同樣地，

不同於康德，傅柯並不會去構想一個永久和平的進程。對他而言，戰爭就是一種

權力運作的模式，戰爭就是一種社會秩序（Foucault, 1999: 98）。有權力就會有抵

抗，在知識上，我們只能去描述權力，而沒有所謂超越或取消權力的問題。從這

樣的解讀角度來看，傅柯對於未來的走向是保持沉默的。總體而言，三種不同的、

可能的思考取徑，或許也說明了未來的不確定性，我們似乎正站在時代的十字路

口上。回顧歷史，1917 年的俄國革命也為後來的人們提供了不同的命運抉擇：

共產主義的革命？還是資本的帝國主義？同樣地，911 之後的我們，將會是邁向

所謂的永久和平？還是要將戰爭視為恆久的社會關係、一種恆常的全球內戰？在

第五章中，後民族格局和帝國模式可以說分別顯示了康德和傅柯的思考取徑。此

外，我們也透過這兩種模式的檢討，來指出美國權力作為全球化的理論問題，這

一點可以說是從馬基維利的思考角度來出發的（美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如果

從理念型的角度來看，三種不同的立場可以作出一些區分，馬基維利的取徑可以

說是一種「傳統的現代性」（traditional modernity），也就是仍舊主張以民族國家

為主體的思考方式。而由傅柯理論所帶動的思考（帝國模式），則是強調一種嶄

新的「全球的現代性」（global modernity），5他們力圖以非民族國家的方式來尋

求一種全球化秩序的自身規律。最後，康德永久和平的取徑似乎是前面兩者的「過

渡類型」，或者說是一種融合兩者的理論態度，這典型地表現在哈伯瑪斯後民族

格局的思考上。 

 

從上面的討論中，我們看到了「民族國家－總體戰」與「生命政治－社會內

                                                 
5 有關於「全球現代性」的概念，可以參閱黃瑞祺（2000: 71）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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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兩種知識典範對當前全球政治局勢所開展出的思考空間。那麼，「階級鬥爭

－游擊戰」此一知識典範是否已隨冷戰的終結與共產主義政權的瓦解隨風而逝了

呢？基本上，我們認為，無論是後民族格局或是帝國模式的理論思考其實都是帶

有「偏見的」，因為，它們在一定程度上都是關注於第一世界的發展問題。相較

而言，在全球化的秩序中，第三世界仍是缺乏理論位置或思考路徑的，在這點上，

馬克思主義的知識傳統是深具反省性的，革命的游擊戰或許會是一個幫助我們思

索恐怖主義與第三世界命運的方向。在第三章的討論中我們已經提到過，游擊戰

是一種依托鄉土的戰鬥活動，現代的游擊戰有著根深蒂固的本土性質。從十九世

紀初期的西班牙游擊隊就是為保衛（防禦）鄉土而戰，這樣的特點更深刻地銘刻

在二○世紀第三世界共產主義的革命戰爭中。毛澤東正是在抗日的旗幟下使游擊

戰在中國具有普遍性，同樣地，這也包括了拉丁美洲的格瓦拉、越南的胡志明。

我們無法想像離開中國的毛澤東，離開拉丁美洲的格瓦拉。當時毛澤東強調我們

要去研究「中國的」革命戰爭規律，那麼，這是否可以意味著藉由面對著一種本

土性的游擊戰鬥，可以作為我們理解第三世界理論位置的一扇窗口？6 

 

什麼是我們當前的游擊戰鬥呢？美國權力眼中的「恐怖主義」是否就是我們

這個時代的游擊戰呢？從歷史發展的軸線來看，現代游擊戰歷經了幾個階段：西

班牙游擊隊對抗法國的拿破崙（民族國家的框架）、毛澤東在中國的游擊戰（階

級鬥爭的框架）、冷戰時代的游擊戰（世界強權的框架），7一直到當前的全球化

恐怖主義。那麼，當前全球化的恐怖主義應該從怎樣的框架來加以思考呢？在第

五章中所介紹的帝國模式可以作為一種思考框架，亦即，全球恐怖主義正是一種

社會內戰的模式，這樣的模式相應於生命權力式的帝國秩序，敵人持續的存在以

及混亂的威脅正當化了帝國的權力（Hardt and Negri, 2004: 30）。不過，此處，我

們試圖從既有的游擊隊理論框架來進行討論，特別是針對「非正規性」和「依托

大地」這兩個理論思考角度。首先，我們可以從「正規／非正規」這組差異來出

                                                 
6 筆者認為第三世界的游擊戰，除了是基於本土的政治實踐活動，似乎也會帶來一種本土的知識

發展。Dirlik（1997）就認為毛澤東這種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形成了一種「第三世界現代性」（third 
modernity）的知識發展。 
7 所謂「冷戰時代的游擊戰」主要是指，在冷戰時代，由於核武毀滅性的威脅，美國和蘇聯為爭

取世界領導權，但是又要避免正面決戰，因而動用各種手段扶植第三世界的游擊隊，以牟取自身

利益與權力的擴大。本文較疏於這部分的討論，有興趣的讀者可以參閱 Arnold（1976）、Che 
Guevara（2003）、Paret and Shy（1962）、Schmitt（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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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當美國將 911 世貿大樓的攻擊宣稱為「恐怖」行動而非犯罪行動時，似乎也

就同時確立了賓拉登和蓋達組織游擊行動的「正當性」。游擊行動之所以恐怖正

是在於其非正規性，游擊隊員從不採用正規作戰的方法，更不用說要去遵守國際

法的規範框架；從游擊隊員的角度來說，游擊戰就是要「打了就跑」（hit and run）、

「令人驚訝」（surprise）（或直譯為「出其不意」）（Che Guevara, 1998: 13）。不過，

在當前全球化的秩序中，正規／非正規的區分遭遇到了一些難題。在第三章所檢

討的游擊隊理論中，正規／非正規的區分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簡單地說，游

擊隊的非正規性依附於民族國家的正規性，在邏輯上，非正規性是透過正規性來

加以辨識和確認的。如果從游擊隊非正規性的角度來看，辨識正規性就是要去確

認誰是敵人，史密特就認為游擊隊要認識自己就要認清敵人的形象： 

 

敵人是我們自己的作為形象的問題。如果自己的形象是確定的，哪來的

敵人呢？敵人並不是某種出於某一理由必須排除和因其非價值而必須

消滅的東西。敵人處於我自己的層面。基於這一理由，為了要爭得自己

的範圍、界線、形象，我必須以鬥爭方式與敵人清楚區別開來。（Schmitt, 

2003: 429） 

 

我們在戰爭與全球化的議題中已經討論過，無論是後民族格局或是帝國模式都鬆

動了以民族國家為戰爭主體的思想典範。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在全球化的時代

中，民族國家已不再能作為理解正規性的基礎，連帶地我們又要如何去確認當前

游擊戰的非正規性呢？同樣地，誰又是當前全球「恐怖主義」的敵人呢？美國霸

權、帝國秩序還是全球資本主義？這樣的一個提問也關連到游擊隊「依托大地」

而戰的問題。游擊隊員保衛著一塊其懷有鄉土之情的土地，所以，儘管他們在戰

術上充滿靈活性、積動性，但是，他們卻永遠處於守勢，他們並非在進攻而是在

保衛鄉土，為反抗佔領者而戰。此外，保衛鄉土是游擊隊員政治品格的重要基礎，

這樣的政治品格使得他們不會被視為罪犯，並且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然而，當

代的「恐怖」游擊行動似乎離開了鄉土，中東的游擊鬥士卻在西方國家之中行動，

這意味著什麼呢？他們反抗的是哪種佔領者呢？或許這種種問題都是值得我們

未來進一步加以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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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嘗試再從國內外當前的學術潮流與發展情形，來評估本論文的意

義與未來可能性。首先，從近幾年國外發展的情形來看。儘管「戰爭」長期為社

會學研究所忽視，或是作為國家研究的次議題。但是，在 2001 年 911 事件之後

整個學術發展情況有了轉變。歐美兩大社會學刊物”Theory, Culture＆Society”以

及”Sociological Theory”分別於 2002 年和 2004 年以 911、恐怖主義和戰爭為主題

刊載了許多社會學者的討論文章。8此外，除了本文以「民族國家」作為討論戰

爭的方式之外，許多學者也提供了各種不同的切入角度。Bauman 的討論涉及了

民族國家的沒落，他認為在全球化的問題（如恐怖主義）就要由全球性的手段來

解決，無論是支配者或反抗者的行動都是在「疆域之外」（extraterritorial）（Bauman, 

2002: 83; 2005），一個新的全球空間（global space）正在形成，他將其稱為「前

沿地帶」（frontierland），這是一個未受殖民、政治上不受控制的、完全去疆域管

制的「流動空間」。法國學者 Virilio 更進一步拋棄了「空間」的思考範疇，而以

「速度」作為理論的起點，科技的進展改變了戰爭型態，快速的導彈武器系統摧

毀了傳統地緣政治的疆域思考，電訊戰與資訊戰更迫使每個國家非自願地「開放

天空」（open sky）（Virilio, 2004a, 2004b）。9Baudrillard 則提出了媒體與戰爭的問

題，他略帶揶揄地寫下了《波灣戰爭不曾發生》這本書，一如他過去提出的擬仿

或超現實理論，他認為波灣戰爭似乎指在電視上發生：「『即時』資訊在全然非真

實的空間裡激盪，最後呈現出純粹、無用、即時性的電視影像，並在此綻放它的

首要功能：填補空無，塞滿螢幕的空洞，而事件的實體也正就從這個空洞裡逃逸

的。」（Baudrillard, 2003: 36）10相較於 Bauman 所提出的「前沿地帶」，Urry 則

以一個帶有系統論意味的「全球複雜性」（global complexities）來討論 911 的問

題，他認為 911 代表了一種全球化的未完成，我們不該在採取一種線性觀，例如：

微觀到巨觀、地方到全球等等，而應該以複雜性來認識當前的狀態，亦即，一種

多重時空中的運動連結（mobile connections），全球化不再存在著秩序的確定性。

（Urry, 2002: 58-9；亦可參閱Urry, 2003）此外，重要的歷史社會學學者Mann（2001; 

2003）則對美國所進行的阿富汗戰爭和恐怖主義的問題進行了討論，特別是他維

持了過去討論社會權力的四條分析軸線（軍事、經濟、政治、意識形態）。而 Tilly

                                                 
8 有學者就提出了「恐怖主義社會學」的構想，請參閱范明強（2005）。 
9 關於 Virilio 戰爭與技術方面的討論，也可以參閱 Kellner（1999）的整理。 
10 Baudrillard（2001）也有對 911 的恐怖攻擊作出了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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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則以一種帶有歷史量化的方式研究了恐怖主義的問題。上述許許多多的

切入角度，或許正代表了國際社會學界嘗試對 911 事件後的全球秩序進行一種反

省，並且，他們從各種不同角度（空間、速度、技術、媒體、民主等等）來結合

戰爭議題的討論，相信也將會豐富了戰爭此一主題的研究潛力和未來性。11 

 

從國內的學術發展角度來看，我們認為戰爭此一議題可以為政治社會學此一

領域帶來更為豐富的思想資源。在解嚴之後，台灣的政治議題獲得了較多的討論

空間，從威權體制的轉型到政黨輪替，許多重要的政治社會學思考面向一一浮

現，例如：台灣的民主化（第三波民主）、社會運動、公民社會、族群與國家認

同等等。在這些思考面向中，一個共通的特色就是以人民為出發點，亦即，一種

由下而上的社會學反省。這樣的一種學術發展趨勢，是與社會變遷脈動密不可分

的。顯然地，民族國家此種由上而下的分析似乎較不令人感到興趣，再加上全球

化的經濟整合浪潮更使得這樣的議題不受關注。此外，台灣獨特的族群問題當然

也使得「民族」國家的談論空間雪上加霜。12不過，我們從台灣發展的歷史經驗

來看，戰爭與民族國家的思考方向仍是深具意義的。在四百年的台灣史中，從荷

鄭時期、清領時期、日治時期一直到國民黨來台，這四個不同階段卻都具有一個

共通的特色，亦即，每一個階段的第一位統治者（或佔領者、接收者）都是軍人：

擊退荷蘭殖民的鄭成功、為康熙皇帝打下台灣的那位前身為海盜的施琅將軍、13

日本殖民時期超過一半以上的武官總督、14國民黨徹遷來台後的蔣介石。此外，

儘管直接發生在台灣內部的決戰很少，15但是，在境外大國之間的戰爭卻往往決

定了台灣的命運，例如：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二次大戰、韓戰等。16這些

                                                 
11 「後現代戰爭」也成為許多學者的思考方向，可以參閱喬良、王湘穗（2004）、Gray（1997）、
Murawiec（2003）、Shaw（1991）、Toffler, A. and H. Toffler（1994）。 
12 在台灣進行民族主義研究的學者就認為，族群問題已被過分強調，我們應該超越「族群衝突

－民族主義－國家認同」的思考軸線，開啟一個新的思維模式和視野。（汪宏倫，2001b: 231） 
13 清廷在接收台灣之後，朝中在對台政策上卻出現「棄留論」的爭議，亦即，要積極統治台灣

還是持續海禁政策不准漢民移民台灣。在這樣的爭議中，施琅上疏康熙剖析棄留之利弊，而力陳

統治台灣之重要性。所以，儘管施琅本人並沒有實際統治過台灣，但是，他的想法卻對清廷收台

初期有著重要的影響。 
14 日本任命的第一位台灣總督，就是當時任海軍大將的樺山資紀。 
15 可以參閱盧建榮（2001）對 1600 到 1900 年之間台灣的戰史分析。 
16 在二戰結束後，美國國內政治氛圍極度厭戰不願插手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建，使得共產主義勢

力不斷擴張，一直到 1950 年韓戰爆發才重新凝聚了美國的反共力量，當時的國務卿艾奇遜就說：

「韓戰爆發了，我們得就了。」這可以說是一句充分展現國家理性的話語，因為，韓戰爆發使得

美國國會同意援助計畫的執行，美援範圍包括了歐洲的馬歇爾計畫以及東亞的許多國家，冷戰體

制於焉確立。Arrighi 就認為美援使得美國的勢力獲得極大的擴張，並且促進新一波全球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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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說是台灣史上值得注意的特點。汪宏倫就指出上述特點的重要性： 

 

過去百餘年來，決定和影響台灣 national question 的關鍵因素，都不在

台灣社會內部本身，而在外部因素。……這幾個關鍵的歷史事件［指中

日甲午戰爭清廷割讓台灣、二戰後日本將台灣交回中國、冷戰結構的國

共對峙］，沒有一件和台灣社會內部的特質與動態有關；推到極端來說，

台灣在這幾個歷史事件中，幾乎可說完全沒有自主性。……時至今日，

我們依然可以大膽推定，對台灣未來 national question 起關鍵作用的，

仍將會是這些處於台灣社會之外的「外部因素」。（汪宏倫，2001b: 

209-10） 

 

從這段引文中，我們認為，在面對台灣未來發展的不確定性中，戰爭與民族國家

應是值得學術社群思考此一議題的路徑之一。我們可以發現到，從法國大革命以

來，民主政治已經成為現代性中最重要的政治元素，台灣同樣也已被引導進入當

前全球民主政治的潮流之中，民主生活的鞏固與深化也是我們日常政治的重要課

題。然而，在台灣此種長期獨特的「戰爭命運」之中，民主生活的開展也就會遭

遇到不同的難題，例如，民主政治帶來日益多元化社會的發展，但是，民族國家

與戰爭的思考卻會帶來共同體同質化的政治作用（像是形塑一致的敵我關係），

「國家理性」與「多元社會」會是一個發展上的結構性難題；同樣地，在民主社

會中講究地是個體權利與福祉的提升，但是，戰爭作為共同體最高的暴力形式，

它要求的是統治者的決斷、個體的犧牲生命，這將會是另一個政治議程上的難

題。除了從「民主與戰爭」這樣的軸線來思考我們社會的發展之外，「媒體與戰

爭」、「技術與戰爭」等等都可以為社會學的戰爭研究帶來更多的研究面向，我們

同時也希望「戰爭」作為新的理論元素，能為政治社會學本身的發展開拓出更多

的思考空間，並且，進而在學科之間形成更為豐富的對話。 

 

 

 

                                                                                                                                            
流動。所以，歐洲的經濟復甦與東亞的繁榮都可以說構築再對美國權力的依賴以及冷戰體制的堅

實基礎之上。相關討論可以參閱 Arrighi（1999）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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