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檢閱回顧 

 

本章將有系統地檢閱當前與全球治理相關的研究文獻，從中挑選出涵蓋範

圍最為全面、分析觀點最為深入、影響層面也最為豐富的全球治理概念，並歸納

出全球治理活動的構成要件。其次，再從研究文獻裏選擇最為滿足這些要件的全

球治理運作模式，作為本論文擬採用的理論基礎，藉此確立全球治理的運作階

段，以建構一套能夠解釋全球治理實務現象的運作模式。在文獻檢閱的過程中，

將評析各類文獻的貢獻與缺失，並就相關主題構成一個論述的系絡，使其對全球

治理主題的瞭解有適當的深度。 

 

第一節  全球治理的概念 
 

欲建立全球治理運作模式的理論基礎，首先尚需要從與全球治理相關的研

究文獻中釐清出全球治理的概念究竟為何。而欲釐清全球治理的概念，實必須對

當前蔚為風潮的「全球化」與「治理」兩股發展脈絡，包含其興起背景、意義與

影響等，進行通盤的理解。 

 

壹、全球化 

 

一、興起背景 

關於全球化趨勢的興起背景，大多數學者認為全球化首先是一個經濟現

象，但經濟發展必然要給國際政治帶來一些新的變化，其內容之一就是國家主權

和職能的轉移（傅小隨，1998:164），因此是一種從經濟到政治的趨勢變化。事

實上，根據費瑞茲曼德（Ali Farazmand）（1999）的看法，許多因素都與全球化

的產生有關，分述如後（Farazmand, 1999:512~514）： 

1、盈餘累積的經濟因素（Economic factors of surplus accumulation） 

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是盈餘累積的驅力，它跨越了地域的疆界，並且超越了

數世紀來的國家疆域範圍。全球化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加速發展，而在一九七 O

年代以後攀上高峰、一九九 O 年代達於頂點。跨國企業是全球化的中心特徵，

歷經數世紀的進程而形成一個全球市場，並在低度開發國家裏享受著廉價的勞

工。 

2、全球行銷（Global marketing） 



為了尋找新的市場、廉價的勞動力與不受限制的生產地點，許多「多國的」

（multinational）與「跨國的」（transnational）公司決定邁向全球化。 

3、全球生產（Global production） 

全球生產導致成本降低，同時也開始代替國家生產的形式。財政全球化促

進了全球生產過程，由於生產公司可從全世界任何地方得到成分與原料，「全球

來源」（global sourcing）乃應運而生。 

4、企業結構的重組（Reorganization of corporate structure） 

「跨世界企業」（transworld corporations）的興起與擴展，導致了垂直與水

平方向的組織重建；這使得企業權力在全球層級的集中化與全球統治階級的產

生。併購的趨勢造就了「全球中心化組織」（globally centralized organization）與

「彙集的權力結構」（concentrated power structure）。該彙集的全球企業結構同時

也產生了「管理菁英」（managerial elites）的全球組織架構，以及影響全世界的

公共政策與行政決定的組織菁英的新階層，這些全球的菁英產生了全球性的組織

文化。 

5、全球貨幣與財政化（Global money and financialization） 

全球貨幣不再「忠於」（loyalty to）或「附屬於」（attachment to）任何空間、

國家或人類社區，不像過去的貨幣與其分配主要是疆域性的，並促成了國內的社

區-工作、機會、商業活動、社區價值。全球貨幣鬆綁了其與疆域性財務的銜接

關係。 

6、全球國家與行政（Global State and administration） 

資本主義需要強而有力的國家與穩定的環境才能成功，也需要秩序與社會

控制。具全球主導優勢的政府，特別是美國與其歐洲的夥伴國家，在促進本世紀

的資本全球化上扮演了主動的角色。這些政府分配大量的公共支出在軍事與國防

安全體系上，以保護與促進低度開發國家與其國內市場的資本累積。特別是自二

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政府視其意識型態、價值體系、治理與行政的體系為理想

模型而不斷輸出。經由干預與入侵亞洲、拉丁美洲、非洲與中東，在美國全球利

益的保護傘下，美國公司的利益被不斷伸張，而且被視為是理所當然的。 

7、國內情況的衰退（Domestic decline） 

一九七 O 年代，全世界遭逢通貨膨脹、能源危機、預算赤字、政治等種種

危機所導致的國內經濟衰退災禍，造成「企業與政府菁英績效」（corporate and 

governmental elite performance）間與「普遍組織衰退與削減管理」（general 

organizational decline and cutback management）間的「信心落差危機」

（confidence-gap crisis）。這些問題伴隨著公民的稅務革命與在公私部門興起建立

工會的期望，結果是國家面臨「合法性」（legitimacy）的危機，無暇他顧，促使



更多企業邁向全球化。 

8、人類個人權益預期的興起（Rising human expectations） 

一般民眾的個人權益期望興起，特別是工會組織的增加，演變成工會對工

作財產權的需求、雇員愈來愈希望參與企業管理權與職場女性角色興起的證據。

而企業既有的區域性權力結構，使得員工的期望與企業賺取利潤的目的不成比

例，這導致了企業全球化。 

9、革新（Innovations） 

資訊科技、溝通與傳輸系統的革新，以及網路都對全球化現象做出重要貢

獻。 

10、聯合國機構（United Nations agencies） 

「聯合國」本身是全球化的重要因素。此外「國際貨幣基金組織」、「世界

貿易組織」等也是此過程中強而有力的工具。 

 

二、意義 

簡言之，全球化意指著一個國家與人民可以撇開意識型態，相互和平生活

的集體世界安全的體系，並藉此觀察各自的疆域界線，維持集體的安全利益。引

申言之，依據費瑞茲曼德（1999）的觀點，可將全球化的意義歸納為以下六種

（Farazmand, 1999:510~512）： 

1、全球化即國際化：這種看法將全球化侷限在組織間跨疆界關係的狹窄意

義上。 

2、全球化即疆界的開放性：這意指著經由解除國家管制的障礙與保護主義

者的標準，所達成的國家邊界的大幅開放性，因而促成了快速的財務交易、溝通、

貿易與文化關係，這種無疆界的世界被統一的全球經濟、全球政府、同類型的全

球體系所形塑。 

3、全球化是一個過程：這種看法運用了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指出全球化不

是一個現象，而是一個過程-一個歷經多世紀的現代資本主義資本累積的持續性

過程。 

4、全球化是意識型態：豐富的資訊藉由媒體、新聞、電腦與衛星傳送系統

散播至全世界，提供了一個給其他國家效法的理想政治體系印象。「自由」、「個

人主義」、「自由企業」與「多元民主」等關鍵詞形塑了全球化意識型態的驅力。 

5、全球化是一個現象：這種觀點將全球化看作一九七 O 年代世界資本主義

無止盡地快速累積資本而形成全球市場的結果。 

6、全球化為一種優越的現象與過程：這種觀點將全球化視為全球資本主義

的累積過程，即在全球的層級中為累積資本而不斷擴展至新領域與機會的過程，



它同樣也把全球化視為由全球資本累積過程所導致的現象。 

因此，全球化可視為在連續性廣泛架構內的歷史變革所產生的現象

（Farazmand, 1999: 510），是一系列複雜、彼此獨立、卻又互相有關的變化過程，

這一系列的過程增進、深化與加速了全世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外

交與安全各層面的人類關係接觸的關聯性，此過程使得在世界任一地所發生的事

件、決定與行動對世界另一地的個人、團體與國家都會產生立即的影響與後果

（KKiimm,, 1999:17；徐斯儉，民 89:3）。也可以說，全球化為具有下列特徵的一個（或

一組）轉變過程，此過程表現為：一種全球各種社會關係與社會交換行為之空間

組織方式的轉變；這種轉變可用廣度、密度、速度與深度加以衡量，並會在跨洲

際、跨區域間引起與產生各種活動、互動與權力支配的流動與網絡（Held, McGrew, 

Goldblatt and Perraton, 1999:16）。 

總言之，全球化意指著「疆界的瓦解」。此處的疆界，意指政治、經濟、社

會、資訊、生態、勞動生產與文化等過去以國家與地區為準的固有界線。所以全

球化的面向是多元的：資訊的全球化、生態的全球化、經濟的全球化、勞動生產

的全球化與文化的全球化等等（孫治本譯，Ulrich Beck 著，民 88:26~30）。進一

步來說，全球化是一個受到政治與經濟雙重影響力聯合推動的範圍廣闊的進程

（鄭武國譯，Anthony Giddens 著，民 88:38），諸如國際間貿易與關稅的合作、

商品、食物、醫藥衛生、勞動、跨國企業、工業發展與標準化、智慧財產權、文

化與觀光事業、交通等的流通（Colas, 1994:5），而擴展至世界的每個角落。因此，

全球化就是全球傳遞的工業產品、現代科技、貿易、資金、產品與資訊的跨國溝

通，為世界各地社會彼此關係的激烈化，將本土事務調整為適合幾百哩外之經濟

實體的事務，或者讓對方的事務與自身相互融通的過程（陳碧芬譯，John Gray

著，民 88:78~80）。全球化亦指「非世界國家」（Nicht-Weltsaat）的形塑，或者更

正確地說：無世界國家且無世界政府的世界社會的形塑（孫治本譯，Ulrich Beck

著，民 88:17）。因此，現行的政治制度必須被轉變成一個可建立全球時代共同生

活和政治行為的新政治制度（孫治本譯，Ulrich Beck 著，民 88:005），包括反思

與重塑在國家範圍內維繫或獲得權力的國家政府統治形式，以便形成一個新的

「全球政體」（global polity）（Evan Luard, 1990:189）。 

在全球化的呼聲下，當前國際互動與合作的機制大多表現在三個重要的板

塊上，分別是貿易與金融。以貿易為主軸的是以世界貿易組織為成員；以金融為

主軸的則是以國際貨幣基金組織為基礎；以發展為主軸的則是以世界銀行體系為

支柱。其中世界貿易組織因為涉及到以貿易為內容的各個產業、製造與服務諸項

政策領域，與國家公共政策制定的關聯程度最大。而國家的生存又不能不走出傳

統的格局，邁向世界，以求最大的發展與生存，與世界各國進行貿易活動。貿易



活動是人類最基本求生存的活動，而貿易的實質部分卻是一個國家的生產、科

技、服務、消費等經濟活動。因之貿易活動的全球化，是最足以反映國家成長與

發展有無成果的指標（曹俊漢，民 92:239~240）。 

 

三、影響 

（一）各類學派的觀點 

全球化不單對人類的政治與經濟層面，也對社會與文化層面產生了深刻的

影響，它一併改變了生態風險、傳統習俗、家庭觀念與民主制度，塑造出嶄新的

本質，所帶給世界的變革是全面的、澈底的甚至顛覆的，因此學界對於全球化的

評價也莫衷一是：有人視其為洪水猛獸，有人視其為世界大同的福音，有人則對

其後果抱持觀望的態度。洪朝輝（民 89）認為，這些觀點大致可以歸納為「新

馬克斯主義學派」（Neo-Marxists）或「新左學派」（Neo-Left）、「新自由學派」

（Neo-Liberals）、「轉化學派」（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與「懷疑學派」（Skeptical 

Thesis）等四大學派，分述如後（洪朝輝，民 89:70~81）： 

1、新馬克斯主義學派或新左學派 

此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艾敏（S. Amin）、卡里尼可斯（A. Callinicos）與

吉爾（S. Gill），其主要觀點是將全球化等同於帝國主義化、西化和中世紀主義

化。他們認為今日的全球化，就是代表了反動的全球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勝

利，其結果必然是不公正、不公平的兩極分化，而國家和政府已經淪為國際壟斷

資本的「代理人」（agency）（Amin, 1997:30~44）。目前的政治全球化，是企圖恢

復古代的帝國系統，模糊國家和領土的概念，由一種文化和宗教（如羅馬天主教）

或一種政治制度（如中國古代的中央集權）來統治一個廣大區域，甚至全球國家。

自古以來，世界歷史在帝國與反帝國或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較量中，經歷了五大

歷史時期（Held, McGrew, Goldblatt and Perraton, 1999:133~137）： 

（1）第一次帝國時期或第一次全球化時期（五 OO~一五 OO 年的中世紀）：

以神聖羅馬帝國和中國為代表。 

（2）反帝國時期或近代民族國家時代（一五 OO~一八 OO 年）：以歐洲國

家脫離神聖羅馬帝國為標誌。 

（3）第二次帝國時代或第二次全球化時代（一八 OO~一九四五年）：以大

英帝國和拿破侖帝國為代表，「地緣政治」（geopolitics）為其特徵。 

（4）第二次反帝國、反全球化時期（一九四五~一九七 O 年代）：以「民族

獨立」（deconlonization）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為其特徵。 

（5）第三次帝國時代或第三次全球化時期（一九八 O~二十一世紀初）：以

「歐盟」（EU）、「亞太經合組織」（APEC）和「北美金融貿易組織」（NAFTA）



為代表，以「非領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再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

以及「地緣經濟」（geo-economy）為特徵和趨勢。全球化的實質就是西方帝國主

義、西方現代化、西方資本主義和西方體制的全球性擴散，也就是西化的全球化

普及（Benton, 1996:261~295）。 

新左派並批判這次的全球化是一種「新中世紀主義」（New Medievalism）

的復興。中世紀主義的本質是所有天主教國民不受一個主權國家的統治，每個國

家必須在教皇和神聖羅馬帝國的絕對權威下分享主權，其核心是表明國家主權是

可以重疊的、效忠是可以多重的（Bull, 1977:254）。同時，古代的帝王（如神聖

羅馬帝國的皇帝和中國的皇帝）往往只是「統領」（ruled）整個帝國，但並不「統

理」（governed）帝國的所有領地和番邦，他們缺乏行政力量、人事資源、組織

體系和資訊渠道去統理所擁有的龐大疆土，也就是說它們重「面子」不重「裡子」。

但當代政治全球化的趨勢是，強大的跨國公司和西方資本注重的是「統理」傳統

的民族國家，而不是「統領」它們的主權，要的是「裡子」而非「面子」（Held, 

McGrew, Goldblatt and Perraton, 1999:33~34）。 

2、新自由學派 

本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前研一（K. Ohmae）和格里德（W. Grieder）。他

們認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經濟和市場的整合，其結果不一定是「零和賽局」

（zero-sum game），而是世界資源的優化組合，絕大多數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都

將得到長遠的利益，全球化是人類進步的先驅，因為它正在促使全球市場和全球

競爭一體化的出現，貿易全球化的結果將是「雙贏」（win-win）。 

其次，全球化下的資訊流動是跨國界、無階級的（洪朝輝，民 89:76~77）。

儘管新左派和新自由派對全球化的價值評斷截然相反，但兩派卻一致認同全球化

的巨大影響力和必然趨勢，所以兩派也被合稱為「超全球化學派」（Hyperglobalist 

Thesis）或極端全球化學派。他們認為全球化不僅已經成為事實，而且全球化已

經提出從根本上重建人類行為架構的要求（Albrow, 1996:85）。經濟全球化正在

導致「非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趨勢，傳統民族國家的權威和地位正在

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經濟全球化正通過建立生產、貿易和金融的跨國家體系，

推動「經濟的非國家化」（Ohmae, 1995:5）。在此沒有國界的經濟體系之下，每

個國家政府的功能已經弱化為全球資本的「傳送帶」（transmission），成為介於強

大的跨國公司和區域經濟之間的媒介機構（Strange, 1996:4）。 

3、轉化學派 

本派的代表人物是紀登斯（A. Giddens）、蕭特（J. A. Scholte）和卡斯提爾

（M. Castells）。他們認為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力，並正

在重組現代社會和世界秩序。跨國界的政府和社會正在對世界進行重大的調整，



國際與國內、外交與內政的界線已經不再清晰，促使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空間急

遽擴大，成為影響一個社會和社區發展的決定性力量（Rosenau, 1997:4~5）。 

全球化正在產生一種強大的「轉化力量」（transformative force），導致世界

秩序中的社會、經濟和制度產生「遽變」（shake-out）（Giddens, 1996:11~22）。他

們認為，全球化是一種偶然的歷史過程，雖不能否認全球化的存在與威力，但也

不斷定全球化必然導致傳統國家的消亡，而是儘量不對全球化做出價值判斷，他

們既不認同新馬克斯學派的全盤否定，也不贊同新自由學派的正面肯定，因為全

球化的內容與方向是無法預知的。他們雖不認同全球化正在導致民族國家消亡的

說法，但仍然承認全球化下的新國家主權已不再是傳統主權所具有的絕對性、排

他性、不可分割性與零和性。「國界」已經日益成為全球化的麻煩製造者，日益

面臨著跨國界或無國界國際組織的挑戰。所以全球化致使主權、領土和國家權力

的關係發生轉化，傳統的民族國家不再是世界權力的唯一或主要統治形式。全球

化並非促使國家消亡，而是促使國家和政府實行戰略轉型和重組，並導致政府的

活動更積極而重要（洪朝輝，民 89:70）。 

雖然跨國企業的經濟交易脫離了民族國家的掌控，但這並不表示國家的經

濟功能已經式微或完全被淘汰。相反地，無論在資本主義國家或非資本主義國

家，國家所扮演的角色都日漸吃重，除了扮演傳統的指導、計畫和管理角色，以

及在公共支出和收入上繼續佔有重要的比例之外，民族國家更因它可透過財政及

福利政策扮演社會收入的分配者，而在世界各地居民的生活當中扮演更核心的角

色（李金梅譯，Eric Hobspawn 著，民 86:242）。如果超全球化學派將全球化定義

為全人類行為方式的根本性變革的話，那麼轉化學派則認為全球化是區域間關係

和行為的重組，國家不會因此消亡，也不會因此強大，而是因此得到轉化和重組

（Held, McGrew, Goldblatt and Perraton, 1999:10）。 

4、懷疑學派 

本派的代表人物是赫斯特（P. Hirst）和湯普森（G. Thompson）。他們從經濟

史的角度提出，二十世紀末的經濟全球化不是什麼新玩意兒，更不是史無前例

的，如今所謂的全球化，充其量只是一種發達國家經濟之間的「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而已（洪朝輝，民 89:80）。經濟區域化正在朝著逆全球化

的方向發展，因為區域經濟日益走向排他、封閉和保護。所以目前的區域化不是

全球化的動力而是阻力（Weiss, 1998:1~3），全球化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誇張」

（Hirst, 1997:409~425），而超全球化學派所認定的國家弱化和消亡的論點，低估

了國家和政府干預國際經濟的持續性力量（洪朝輝，民 89:81）。經濟國際化並不

可能導致國家和政府失去「機動性」（immobilization），因為資本的國際化不僅

能限制政策的選擇，也能擴大政府政策的選擇（Weiss, 1998:184）。國際化並沒



有導致南北半球不平等的消失，而是意指著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日益邊緣

化，因為貿易和資本更加只在已開發國家間流動，並由此產生更強大的排弱效應

（Hirst and Thompson, 1996:1~5）。全球化只能導致更極端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促

使世界文明分解成不同文化、宗教和種族的獨立領地，而非世界大同、全球文明

一體化的出現（洪朝輝，民 89:81）。所謂的「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和

「國際一致」（international solidality）不過是那些自覺優秀並企圖強加干涉別國

的一批強權國家的口號而已（Carr, 1981:87）。 

總括而言，超全球化學派認為國家的權威即將衰落，世界將在全球資本主

義與科技的驅動下形成一個全球市場，進而演變為全球治理與全球的公民社會。

轉化學派認為目前全球急速朝向相互關聯的變化過程，其驅動力是一種混合的現

代性力量，使民族國家與整個世界的秩序產生自我重新建構與轉化的過程，而其

結果是導向全球的整合或分化尚屬未知（Held, McGrew, Goldblatt and Perraton, 

1999:2~10；徐斯儉，民 89:3）。懷疑學派認為現今的國家不僅沒有消亡，而且其

權力與重要性更高，全球化只是一種以民族國家的同意為前提所產生的國際化與

區域化的過程，而絕非所有經濟整合之後的最終模式，更非全球經濟活動均衡整

合的一統結果（陳碧芬譯，John Gray 著，民 88:79）。 

前述各學派的主張可歸納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學界對全球化趨勢的三種態度 

 

 超全球化學派 懷疑學派 轉化學派 

 

標示性主張 

全球化新世紀 貿易板塊：較從前

更弱的地緣政治的

管理 

史無前例的高度的

全球相互聯結 

 

主要特徵 

全球資本主義的實

現、全球治理、全

球公民社會 

世界的互依程度實

際上比一八九 O 年

代更低 

密度高且範圍廣的

全球化 

民族國家政府的權

力 

衰退或被侵蝕 增強或提高 重新建構與組成 

全球化的驅動力 資本主義與科技 國家與市場 現代性的混合力量

全球秩序的分層化

型態 

世界原有的階層化

秩序逐漸被侵蝕 

南半球國家的邊緣

化更加嚴重 

一種重新建構的世

界秩序的出現 

主題 麥當勞、瑪丹娜 國家利益 政治社區的轉化 



全球化概念的定義 人類行動架構的重

組 

國際化與區域化的

過程 

區域間關係與遠距

行動間的重組過程

 

歷史軌跡 

全球文明的誕生 區域板塊與文明的

衝突 

尚未可知會導致全

球性的整合還是分

散化 

 

主要論點摘要 

民族國家的終結 在民族國家默許與

支援為前提的國際

化過程 

全球化轉化國家權

力與世界政治 

 

資料來源：修改自徐斯儉，民 89:4。 

 

 

（二）綜合觀點 

費瑞茲曼德（1999）則綜合上述學派彼此南轅北轍的觀點，提出較為中肯

的看法。他認為在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下，國家仍會持續與維持，但國家主權、民

主與社區是會受到威脅的。分述如下（Farazmand, 1999:514~517）： 

1、國家的持續性與維持性 

費瑞茲曼德主張，全球化並未導致國家與其官僚體制的終結，也不會導致

國家在未來的衰退。然而，全球化的確導致了現代國家本質上的主要改變： 

（1）第一是強化了超越疆域的治理組織，像是國際貨幣基金組織、世界銀

行與世界貿易組織，其決策與指導的法規約制了民族國家，並影響其行政體系。 

（2）第二是增加現代國家間相互依賴的程度，以便處理跨疆域與超疆界的

議題，並為普遍利益而尋求合作，像是對全球環境的警示與生態維持的存續能力

等。 

（3）第三項改變是所有的國家獲得資訊時代所帶來的優勢，以為幾乎同時

在國內與國際間有關治理與行政的所有功能處理資訊，雖然低度開發國家將在資

訊技術上繼續落後一段時期。 

（4）第四項挑戰是政府愈來愈往私部門合夥者與促進者的角色邁進，這通

常是表現在公共物品與服務的消費上。 

（5）第五項，也許對公共官員而言是最重要的改變，就是行政國家從福利

國家到商業國家，或稱為「陰影國家」（shadow state）、「漠不關心的國家」

（indifferent state）、「契約國家」（contracting state）與「企業國家」（entrepreneurial 

state）等的轉變。 

2、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很多，包括國家主權的縮減或喪失、對民主的限制、社

區的喪失等。 

（1）對國家主權的威脅 

主權國家的地位，視其疆域性、固有的位置與遍及陸地、空中與海洋的最

高管轄權威而存在。但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樞紐角色，由於全球化阻礙並奪取

其主權而威脅到國家實體本身。從一九七 O 年代起，國際貨幣基金組織、世界

銀行與世界貿易組織增強了對低度開發國家金融與財政政策的權威措施。一九九

四年，世界銀行要求下個世紀提供 2000 億給第三世界國家，以促進其私部門的

發展。這種國際性的貸款深化了低度開發國家對西方強權與全球強權菁英在財

政、軍事、政治與經濟等方面的依賴，西方國家可輕易地對貧窮與低度開發國家

指定其想要的政策選擇。 

（2）對民主與社區的威脅 

全球資本的興起與擴展，對全球的民主觀念產生嚴重的威脅。像國際貨幣

基金組織、世界銀行與世界貿易組織這類全球組織以及跨國菁英對貧窮與低度開

發國家規劃與決定財政、軍事與其他結構調整的政策，從某方面而言對地方民主

的影響是負面的。相反地，當全球企業未諮詢地方社區即連夜關閉工廠出走海

外，或者當國內企業並未由地方社區投入資金而是由外國投資時，對地方社區民

主的威脅也是確實存在的。 

因此，本論文認為全球化的確會導致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轉變，但並

不會導致國家主權的消亡。國家主權的內涵會由於全球化而重塑出新的意義，具

備跨越國界的相對性、非排他性、可分割性與非零和性。 

 

貳、治理 

 

一、興起背景 

一九八九年，世界銀行提出對撒哈拉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的研究報告《治

理與發展》（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報告中率先使用了「治理」一詞。

報告指出，這些地區存在著治理危機，而治理就是為了發展而在一個國家的經濟

與社會資源管理中運用權力的方式。該報告並認為這些地區急切需要並非是資金

和技術援助，而是「優良治理」（good governance）（World Bank, 1992；周言，

2001:http://people.com.cn/BIG5/guoji/24/20010227/404172.html；張勝軍，2003: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readnews.asp?newsid=%7BEC73BD73-83CA-428E-A

789-297A1D503B69%7D）。所謂的優良治理，涉及一種有效率的公共服務，一種

獨立的司法系統和法律架構來執行契約協定；「課責性的」（accountable）公共資



金的執行；一個獨立的公共監測者，直接對代議立法機構負責；各級政府均重視

法律和人權；一種多元的制度結構，並免於受到壓迫（Leftwich, 1993: 610; Rhodes, 

1997:49）。 

從世界銀行的《治理與發展》研究報告之後，治理概念相繼出現在政治學、

經濟學、國際關係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討論中（張勝軍，2003: http://www. 

chinaelections.org/readnews.asp?newsid=%7BEC73BD73-83CA-428E-A789-297A1

D503B69%7D），為一系列活動領域裡的管理機制，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

能有效發揮作用。與統治不同的是，治理是指一種由共同目標所支持的活動，這

些管理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毋須依恃國家的強制力量來實現（俞可平主

編，2000:2）。治理也意指著統治的涵義起了變化，為一種新的統治過程，象徵

著有序統治的條件已經不同於以前，而成為一種新的管理社會方式（俞可平主

編，2000:86~87）。 

 

二、意義 

治理是一種相對於統治的形式，許多學者都曾經嘗試對其意義進行界定。

其中內涵較為豐富、概念較為周延者，包括了佛雷迪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俞可平、羅德斯（R. A. W. Rhodes）與史多克（G. Stoker）等人。 

（一）佛雷迪克森的觀點 

佛雷迪克森（1997）從「網絡」（networks）、「鬆散組合系統」（loosely coupled 

systems）以及組織與制度等面向，將治理歸納為三種不同的意義（Frederickson , 

1997:84~87）： 

1、網絡的概念 

治理指涉了相互聯結以致力於公共活動的組織與制度的廣泛類型，這些相互

聯結的系統網，也被稱為「網絡」（Lynn, Jr., 1996:297~314），因此治理可能成為

描述多元組織系統互動模式或網絡的最佳與最為普遍接受的「隱喻」

（metaphor）。進言之，許多國際關係文獻都指出，超越國家疆界的治理的確存

在：一個資訊開放系統、國際合作與區域聯盟的治理，由秩序與權威的形式組成，

管理者與官僚進行管理，其中大部分是公共性的，少部分是政府階層性的。 

2、鬆散組合系統的概念 

鬆散組合系統是集權與層級節制兩者的替選方案，在當前特別受到歡迎，鬆

散組合是描述在組織的次元素、顧客與其他組織間高層次的授權與分權以界限模

糊的方式混合的組織。在治理活動中，行動的網絡涉及公共組織的所有範圍-政

府的、非政府的、營利的、非營利的。因此，公共行政的範疇有所擴增。在這種

情形下，治理包括所有的利害關係人：政黨、立法機構與其分支機構、利益團體、



調解者、組織、被服務對象、媒體、賣方等等。因此，治理此一觀念恰可描述制

定與執行政策過程中的高度複雜性。 

3、組織與制度的概念 

治理乃用以解釋當代領導者與政策企業家在其中推動政策的多元制度-組織

環境。與傳統的公共行政管理者相比，他們在治理環境中的工作較為自由與政治

性，傾向接受風險、創造性與授能，而較不組織性、層級節制性、規則約束與管

理性。 

4、重要性、合法性與達成公共目的的積極貢獻 

第四個治理的意義絕少具明確性，幾乎總是暗示性質的。治理暗示著重要

性、合法性與達成公共目的的積極貢獻。當政府與官僚普遍遭到輕視時，治理被

視為可被接受的、具合法性的，甚至也許是良好的。傳統公共行政被視為層級節

制的、遲緩的與缺乏想像力的，然而治理卻被看作是富創造性的與回應性的。 

（二）俞可平的觀點 

俞可平（2000）的治理觀則為（俞可平主編，2000:31~51）： 

1、治理意味著一系列來自政府但又不限於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行為者。

它對傳統的國家和政府權威提出挑戰，並認為政府不是國家唯一的權力中心，各

種公共和私人的機構只要其行使的權力得到公眾認可，就都可能成為各個不同層

面上的權力中心。 

2、治理意指著在為社會和經濟問題尋求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存在著界限和

責任方面的模糊性。國家與社會之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界限和責任已

逐漸模糊不清。 

3、治理明確肯定了在涉及集體行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存在著權力依

賴。換言之，致力於集體行動的組織必須依靠其他組織。為達到目的，各個組織

必須交換資源與談判，交換的結果不僅取決於各參與者的資源，而且也取決於遊

戲規則以及進行交換的環境。 

4、治理意指著參與者最終將形成一個自主的網絡。這一自主的網絡在某個

特定的領域中擁有權威，它與政府在特定領域中進行合作，分擔政府的行政管理

責任。 

5、治理意指著在公共事務的管理中還存在著其他管理方法和技術，而不限

於政府的權威。政府有責任運用這些新的方法和技術，更有效率地對公共事務進

行控制和引導。 

（三）整合觀點 

本論文則兼顧治理概念在實務上與理論上的發展，並整合羅德斯和史多克二

位學者對治理的見解，將治理的本質歸納如下： 



1、治理即是最低限度的國家（governance as the minimal state） 

最低限度國家的治理觀係以「公共選擇理論」（Public Choice Theory）為主

軸，主張國家的職能應儘量縮小，重新界定公共干預的範圍和形式，並且利用市

場和「準市場」（quasi-markets）機制及企業經營的方式來實現公共服務（Rhodes, 

1997:47；江岷欽、劉坤億，民 88:78）。這種治理觀堅持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

政府，認為政府的目的在於有限度地提供公共財和公共服務。其通常所採行的治

理工具包括有：「削減支出」（spending cuts）、「民營化」（privatization）與「精簡」

（downsizing）等，透過這些工具的使用以達到政府規模的縮小。 

2、治理即是公民治理（governance as citizen governance） 

公民治理的治理觀係以公民參與理論為主軸，主張社會優於國家，將國家部

分的控制機制移轉到公民社區，賦予社區成員及社區組織相當程度的權責，俾利

自行解決社區的相關問題（Box, 1998:147~167）。這種治理觀乃源自政治理論，

在應用上通常是在民主理論和國家-公民的關係系絡中，認為應賦予公民社會民

主化和活力化，才能克服行政國大政府過度負荷的問題。同時這種新型的社會和

經濟治理模式也是用來補救代議民主和市場經濟失靈的一項途徑。 

3、治理即是新公共管理（governance as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新公共管理的治理觀乃源自公共行政，有鑑於傳統公共官僚體制已產生了政

府失靈的現象，且需要對政府運作方式進行改造之際，新公共管理的治理途徑乃

應運而生（Stoker, 1998:37）。這種治理觀強調一種致力於將「導航」（steering）

或政策決定從服務需求中分離出來，讓政府的角色僅扮演導航者的任務，而不是

實際工作的操槳者。新公共管理主張一種新的治理過程，以挑戰傳統公共行政的

缺失，此種新的治理過程就是建構出一種重視競爭、市場、顧客和結果導向的「企

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而這種新的治理方式吸取並融合了「泰

勒主義的管理思想」（Taylorist management thought）和「新制度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精神和理念，以進行跨組織界限的運作。 

4、治理即是社會控制系統（governance as socio-cybernetic system） 

社會控制系統的治理觀係以政府和社會互動關係為主軸所建立的治理理

論，強調沒有任何單一行動者，如公共部門或私人部門，能擁有足夠充分的知識

和資源能力來處理問題。這種治理觀點，根據庫伊曼（J. Kooiman）（1993）的

看法，是產生於一種社會-政治系統中的結構或型態，這種結構或型態乃是由所

有參與的行動者彼此互動、相互干預努力的結果或一種共同的成果。換言之，政

策結果不再僅是中央政府行動的產物。中央政府欲推動一項法令必須持續地與地

方政府、志願部門、私人部門進行互動，才能有所成就。是以，在政策領域上的

安排並非是來自高層所加諸的結果，而是來自許多受此項政策影響的團體彼此協



商互動的結果（Kooiman, 1993:258）。社會控制系統治理觀認為中央政府不再具

有最高權威，整個政治系統正呈現逐漸分化現象，而且人類所生活的空間是一種

「去中心化的社會」（the centreless society）（Rhodes, 1997:51），為由多元行動者

所聚集的多元中心國家。 

在此一國家中，政府的任務是在增進社會與政治的行動、促動許多不同的安

排方式來處理社會問題，以及在許多不同行動者間進行服務的分配。至於這種政

府與社會的新互動方式，主要是針對社會福利、環境保護、教育、及大自然規劃

等各種社會問題而來，其目的在發現其它處理此類問題的新方法或建立一套新治

理方式之可能性。而這種新方法、新治理則具體表現在全國、區域和地方層次上

之「共同規制」（co-regulation）、「共同導航」（co-steering）、「共同生產」

（co-production）、「合作管理」（cooperative management）及「公私合夥」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等新的互動型態上。總之，社會控制系統治理觀強

調由單一主要行動者來治理國家公共事務是有其限制性的，而且國家權威也非由

單一主權權威所構成，取而代之的是下列各項特徵：在每一政策領域中的行動者

是多元的；這些社會-政治-行政的行動者之間具有互依關係；共同分享目標；在

公共、私人和志願部門間界限日益模糊；以及具有多元且新型的行動、干預和控

制方式等（Rhodes, 1997:51）。在此些特徵具備下，社會控制系統治理觀就是一

種互動性社會政治統治形式的結果。 

5、治理即是自我組織的網絡或公共治理（governance as self-organizing 

network or public governance） 

羅德斯將前述庫伊曼所提出的「社會控制系統」治理觀加以擴大，而建構出

一種觀察自英國中央與地方互動關係的特殊治理觀點，此種治理概念在英國學界

稱之為「自我組織網絡」（self-organizing network）（Rhodes, 1997:51）。自我組織

網絡治理係以「多元中心途徑」（polycentric approach）為主軸來看待治理問題，

政府機關只是眾多治理者之一，它必須重視這些多元行動者所形成的網絡關係。

同時在此網絡中，各個行動者均有其自我組織能力，彼此之間基於信任、互惠、

和互相依存關係而達成治理的目的。這種治理觀點同樣也認為網絡具有一種自我

組織的特性，所謂自我組織乃意指網絡是自主的且自我治理的，自主不僅意含著

自由，也意含著自我負責，同時自主的系統將賦予自我治理更大的自由（Rhodes, 

1997:62）。 

6、治理即是優良治理（governance as good governance） 

如前所述，優良治理一詞是世界銀行在協助形塑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政策時，

所提出的一種治理型態（Rhodes, 1997:49）。世界銀行界定為治理為運用政治權

力來管理國家事務（World Bank, 1992;Leftwich, 1993: 610; Rhodes, 1997:49），而



優良治理則強調「課責」（accountability）、「公開透明」（transparency）、和「法

律架構」（legal framework）等特點。在這些特點下，所謂優良治理乃是與有效地

解決問題、決策制定或有效地配置和管理公共資源有關。 

 

總結而言，治理指政治管理的過程，其內涵涉及政治權威的規範基礎、公共

事務的管理型態，以及公共資源的管理（黃新福，民 88:21）。治理行為指行政官

員與標的團體或個人的互動過程，即經由協調、引導與從上述互動關係中尋求平

衡點的過程。政治行動者或社會行動者希望在現有體系中創造出一個較可預測並

更穩定的互動型態，同時儘可能將此互動型態形塑成較符合自我期許與目標的情

境，故治理行為可被視為目標導向的干預行為，而治理是社會政治體系中行為者

互動後所顯現出的型態與結構，亦即所有參與者互動干預後的共同結果或產出，

此型態並不能被化約為某一行為者或某一特定團體的行動，在此型態裏，行動者

可依循規則行事，甚至嘗試運用這些規則以達成自身的目標與利益（Kooiman, 

1993:255~258）。治理為在結構化的環境中所運用的策略與所涉入的政治，其所

有行為均須受規則的約束。此規則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參與者間的非正式理

解（Hult and Walcott, 1990:27）。治理的概念範圍遠比管理寬廣，如組織使命的界

定、政策的建構、用以分配權力的控制機制的決定、決策過程的建構、執行特殊

任務的程序之設定等事項之決定與行動等（Peterson and Mets, 1987:3~4）。由上

可知，治理的內涵包括（黃新福，民 88:25）： 

1、一種權力行使與決策制定的動態過程。 

2、一種利害關係者間互動後所顯現的型態與結構。 

3、其行為須遵循某些共識的規則與程序。 

4、一種合法權力的行使，亦是一種法定職責的履行與落實。 

此外，俞可平（2000）認為，治理與傳統的統治形式主要有四個基本的區別

（俞可平 2000:31~51）： 

1、首先，治理雖然需要權威，但這個權威並非一定是政府機關；而統治的

權威則必定是政府。 

2、其次，管理過程中權力運行的向度不一樣。政府統治的權力運行方向總

是自上而下的，治理則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理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夥

伴關係、確立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理。 

3、再次，管理的範圍不同。政府統治所涉及的範圍就是以領土爲界的民族

國家，治理所涉及的則要寬泛得多。 

4、最後，權威的基礎和性質不同。統治的權威主要源於政府的法規命令，

治理的權威則主要源於公民的認同和共識。前者以強制爲主，後者以自願爲主。



「少一些統治，多一些治理」，因而成了一些西方政治學家和政治家的流行口號。 

 

三、影響 

國家政府的統治形式往往會由於政府缺乏實施政策的能力（通常涉及官僚

人員的政策專業知識與技術能力）與社會缺乏順從政策的意願（通常涉及政策內

容與社會的需求、期望是否相符）兩項因素而無以為繼。同時，現今技術、傳播、

生活方式與風尚的變革比以往更快速，社會也變得更多元（Mayntz, 1993: 

9~13），致使政府由上而下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及管制力已明顯削弱，部分政府

政策的自主性逐漸被政府以外的機制取代（許道然等譯，B. Guy Peters 著，民

89:2），行政官員與社會標的團體或個人必須經常協調、引導與互動以尋求平衡

點。這種所有制度、權威、團體或個體個別或聯合地展現統治的行動被稱為治理，

是社會政治體系中行動者互動後所顯現的形式，亦即所有參與者互動干預後的共

同結果或產出（黃新福，民 88:21~22）。因此，治理不必一定是政府的治理，而

是來自各個層面的管理或控制，雖然政府是重要的一環，但治理的權力中心不完

全是來自政府，政府以外也有政策發動的權力中心，其重要性與政府一般受到重

視（曹俊漢，民 92:243）。 

以國家政府與多國企業為例，兩者的互依性愈來愈多：多國企業依賴國家

經濟基礎建設的便利性與知識基礎；另一方面，政府與多國企業在產業與科技上

針對相關資源與能力，產生競爭的關係，在此過程中，政府正漸喪失追求純粹國

家政策的力量（Sally, 1996:73）。 

又以國家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為例，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政府的角色有限，

而若凡事都要政府來負擔，政府實無法擔負如此沉重的包袱。再者，政府並非萬

能，而許多工作由政府來做也不見得較為適宜，此時民間社會團體出面反而可以

發揮居中中介或仲裁的功能。民間社團擁有的資源不但可以與政府分擔財務與勞

務，且其具有彈性與免於法規各方面的束縛，正可補政府之不足。全球非政府組

織的興起，正足以說明這種趨勢之不可擋（曹俊漢，民 92:244）。 

 

參、全球化的治理 

 

楊格（Oran Young）（1994）在《國際治理：無國家社會中的環境保護》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一書

中認為，治理為有能力解決世界互依行動者中衝突、促進合作或減輕集體行動問

題的社會制度（定義社會實務、分派角色與指導互動的規則）的建立與運作

（Young, 1994:15）。 



成立於一九九二年的「全球治理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在《我們的全球夥伴關係》（Our Global Neighbourhood）研

究報告中認為，治理是許多個體與制度，公共與私有管理其共同事務的總合。在

全球層次，治理被主要視為「府際關係」（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但它

目前必須被理解為也涉及非政府組織、公民運動、多國企業與全球資本市場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2~3）。因此，治理是各種公共的或私

人的個人和機構管理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

的正式制度和規則，也包括人們同意或以爲符合其利益的非正式制度安排，包括

四個特徵（張勝軍，2003: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readnews.asp?newsid= 

%7BEC73BD73-83CA-428E-A789-297A1D503B69%7D）： 

1、治理不是一整套規則，而是一個過程。 

2、治理過程的基礎不是控制，而是協調。 

3、治理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 

4、治理不是一種正式的制度，而是持續的互動。 

而全球治理可被設想爲包括通過控制、追求目標以産生跨國影響的各級人

類活動-從家庭到國際組織的規則體系，甚至包括被捲入更加相互依賴、急遽增

加的世界網路中的大量規則系統（張勝軍，2003: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 

readnews.asp?newsid= %7BEC73BD73-83CA-428E-A789-297A1D503B69%7D）。  

費可斯坦（Lawrence S. Finkelstein）（1995）在「何謂全球治理」（What is Global 

Governance）一文中認為，全球治理是沒有「最高權威」（sovereign authority）的

治理，其具有超越國家邊界的關係，並「在國際上做各國政府在國內做的事」

（doing internationally what governments do at home）（Finkelstein, 1995:368~369）。 

戈登克（Leon Gordenker）與魏斯（Thomas Weiss）（1996）在「多元化全

球治理：分析途徑與面向」（Pluralizing Global Governance：Analytical Approaches 

and Dimensions）一文中，將全球治理定義為導致對社會與政治議題更有序與可

靠反應的努力，其超越了國家的能力（Gordenker and Weiss, 1996:17）。 

郝樂迪（Fred Halliday）（2000）在「全球治理：展望與問題」（Global 

Governance：Prospects and Problem）一文中認為全球治理不是任何一種制度，而

是分享共同目標的個別行為者的聯結，它不僅包含政府的行動，也包括其他非政

府行為者和跨國活動的參與（Halliday, 2000:19）。 

羅森納（James N. Rosenau）與契皮爾（Ernst Otto Czempiel）（1992）主編

的《沒有政府的治理：世界政治中的秩序與變遷》（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書中將治理定義為一系列活動

領域裏的管理機制，強調全球治理活動中的「全球管理」（Global management），



其被理解為國家與國際關係間的「秩序」（order）（Rosenau, 1992:3~8）。羅森納

將全球治理分成三個秩序層次：第一層次提供全球化和解的信仰系統及精神層面

的設定，是多數人都可以理解的；第二層次是行為，設定國際中的活動者（包含

國家與非國家）有依規則完成任務的功能，是彼此間相互作用的，並且設定國際

關係中統治的合法概念；第三層次是龐大的體制與制度體的發展（Rosenau, 

1992:11~18）。他所設想的全球治理包括兩大系統（Rosenau, 1992:3~8）： 

1、通過控制、追求目標以產生跨國影響的各級人類活動-從家庭到國際組織

-的「規則系統」（systems of rule）。 

2、被捲入更加相互依賴的、急劇增加的世界網絡中的大量規則系統。 

羅森納主張，全球治理的基本內涵係各國政府並不完全壟斷一切合法權

力、不再壟斷指揮和仲裁的政治職能。除政府以外，社會上還有一些其他機構和

組織，如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等，負責維持秩序，共同構成本國的和國際的某些政

治、經濟和社會協調形式。全球治理應該是一個規範的系統，所謂沒有政府的治

理，就是一個由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事業來指導的管理體系，它通過共識建立權

威，治理靠的是體現著共同目標的主動精神（周言，2001:http://people.com.cn/BIG5 

/guoji/24/20010227/404172.html）。他（1995）並在「二十一世紀的治理」（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文中，進一步主張全球治理可被視為包含所有人類

活動層次-從家庭到國際組織-的各種規則系統，這些系統乃藉由行動的控制而追

求具跨國影響的目標（Rosenau, 1995:14）。而他（2000）在「全球化空間中的變

遷、複雜性與治理」（Change, Complexity and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Space）

一文中，又整合「作為行動者範圍的治理」與「作為集體管理現象的治理」，強

調治理發生在遍及國家合作與運作權威以追求國家以外管轄權功能目標的規則

體系其多樣配置的全球規模。這些體系中的某些部分是正式的，某些部分包括了

非正式結構，另外某些部分仍然處於起步階段，但它們共同將治理累積在全球規

模上（Rosenau, 2000:172）。 

張勝軍（2003）在「『全球治理』-世界性的新課題」一文中指出，全球治理

提供了一個「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之外的選擇，使主權國家可以與其

他機構一起主導全球問題的管理和控制。在國際關係領域，治理首先出現在各國

之間、尤其是大國之間的協定與慣例裏。隨著國際社會的規章制度化水平日益提

高，「沒有世界政府的治理」幾乎指日可待，近年來興起的社會第三部門或非政

府組織更積極參與了全球治理體系的建構。許多國家的政府已經致力於積極調動

稀缺資源，通過建立與各種非國家行爲體之間的協作聯盟，提高自身處理跨國威

脅的能力。這些非國家行爲體包括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以及像聯合國、世界銀

行和國際貨幣基金組織這樣的國際機構。這些協作聯盟使得國家可同時通過若干



國際組織和機構，不僅以多邊方式，甚至以多邊的多邊方式開展工作。但是，政

府仍然是「優良治理」的主要責任者。一些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金組織和世界

銀行，主要通過政策建議、技術援助以及資金轉移過程中的透明度，來幫助成員

國政府完善本國的治理。全球治理提出了一種全球空間範圍的革新的政治行爲方

式，表述的是通過多方面、多層次談判來解決問題的需求與願望（張勝軍，2003: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 readnews.asp?newsid= %7BEC73BD73-83CA-428E- 

A789-297A1D503B69%7D）。 

俞可平（2004）在「西方政治理論前沿八大熱點掃描」一文中指出，全球

治理是指通過具有約束力的國際規制解決全球性的衝突、生態、人權、移民、毒

品、走私、傳染病等問題，以維持正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全球治理的要素主

要有全球治理的價值、全球治理的規制、全球治理的主體或基本單元、全球治理

的物件或客體以及全球治理的結果等五項（俞可平，2004:http://news.xinhuanet. 

com/banyt/2004-03/10/content_1357537.htm）： 

1、全球治理的價值：就是全球治理的倡導者們在全球範圍內所要達到的理

想目標。 

2、全球治理的規制：就是維護國際社會正常的秩序，實現人類普世價值的

規則體系。 

3、全球治理的主體或基本單元：指的是制定和實施全球規制的組織機構。 

4、全球治理的物件：包括已經影響或者將要影響全人類的跨國性問題。 

5、全球治理的效果：涉及到對全球治理績效的評估。 

張亞中（民 90）在「全球治理：主體與權力的解析」一文中主張將全球治

理的概念在兩方面做界定。第一、全球治理中行使權威的主體將不再只是以國家

為主，其一是由國家與國家所組成的主體，為「民族國家家族」（nation-state’s 

family），包括了國家、國際組織、「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另一類是

由「非國家行動者」（non-state actor）所組成的「跨國性次政治團體」（transnational 

sub-political group），包括了非政府組織、公民運動、多國企業、全球資本市場以

及全球傳媒等。第二、治理與統治都是威權體系的建立。統治基本上是以國家為

中心的思維，一種由上而下的決策與執行過程，而治理雖然也可以視為參與了由

上而下的行使權威過程，但是一些原本在下層的機制，也同樣地參與了上層權威

的形成過程（張亞中，民 90:3~4）。 

曹俊漢（民 92）在《行政現代化的迷思：全球化下台灣行政發展面臨的挑

戰》一書中指出，全球治理不必是政府的治理，其權力中心不完全是來自政府，

而是由同等重要的公部門與私部門共同管理許多過去完全屬於政府管理或控制

的事務。公領域個體之權力須要相互依賴外，公領域與私領域之權力也要相互扶



持，其中任何治理的行為都是根據協議或約定而定。在全球化的浪潮下，政府與

非政府的組織都要對政策制定與執行扮演重要的角色。全球非政府組織等民間社

團擁有的資源不但可以與政府分擔財務與勞務，且其具有彈性與免於法規各方面

的束縛（曹俊漢，民 92:243~244）。 

最重要的是，曹俊漢認為全球治理意指一種「約治」（to rule by agreement）

的關係。無論公領域或私領域，任何治理的行為都是根據協議或約定，斷無沒有

權力來源或基礎的管理或控制存在（曹俊漢，民 92:244），其涵蓋面不僅包括了

國際組織所建立的正式制度，以及國際建制所形成的規範與原則，也包括了非正

式組織與壓力團體，例如多國企業、跨國社會運動等為數可觀的非國家行動者。

經由政府間的合作、超國家組織的建立、多國企業的影響、非政府組織的參與，

一個全球化機制-全球治理已經開始形成與運作（張亞中，民 90:6）。 

 

綜上可知，受到全球化趨勢的影響，經由全球治理機構所建構的許多規則

無視於距離與疆界，如同應用到單一地方地應用到全球。更有甚者，組織使用跨

世界的溝通網絡去執行命令。這些機構同時也是超越疆域的官僚組織，其人員與

經費來自世界各地，譬如國際貨幣基金組織與世界銀行在超過 70 個國家都設有

駐地代表團（Scholte, 2000:148）。 

受到全球化與治理的雙重影響，原本侷限於國家範圍內由上而下的政府統

治形式乃因勢而為，朝全球治理形式轉化：一方面，全球治理議題躍而成為當代

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與文化領域的研究重點之一；另一方面，實務上的全球

治理現象也愈來愈普遍，不再以第一部門為主體，第二部門及第三部門成為全球

治理的新範疇，而產生新的治理規範（江明修、鄭勝分，民 92:80）。就以二 OO

二年一月一日海峽兩岸正式成為世界貿易組織的正式會員為例，世界貿易組織雖

然強調全球的貿易機制，著重貿易體之間的互動關係，然而其涉入的管轄領域非

常寬廣，與國家公共政策的決策機制幾乎都有密切的牽連，有弱化國家主權在政

策規劃、制定與執行的傾向。當全球化的呼聲成為國際社會走向合作的主流思

想，而全球治理成為國際共同治理公共問題與政策的架構之際，兩岸加入世界貿

易組織正是這一主流思想的表現，也是兩岸公共政策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具體實踐

（曹俊漢，民 92:239）。 

由於跨越國家疆域與公、私部門界限的合作漸成常態，多國企業與非政府

組織在全球治理中扮演的份量愈趨重要，有時甚至能與國家政府分庭抗禮。所

以，全球治理意涵下的重要觀念就是公部門與私部門一樣重要，共同管理許多過

去完全屬於政府管理或控制的事務。在全球化的浪潮下，政府與非政府的組織都

要對政策制定與執行扮演重要的角色（曹俊漢，民 92:243~244）。 



因此，全球治理實對傳統的公共行政統治形式進行了縱向（從第一部門為

主到第一、二、三部門的共同參與）與橫向（從以單一國家為範圍到以全球跨國

區域為範圍）的擴充與延伸。全球治理一詞並非意指「中心權威」的必然存在。

相反地，全球治理是發生在地方的許多政府與非政府的活動，其結果促成了世界

事務的整體秩序（Rosenau, 1994:http://meridianinternational.org/global 

_governance.htm）。除了權力中心的分立外，全球治理也意味著各權力中心擁有

的權力並存，並存意即權力相互依賴、相互扶持。公領域個體之權力需要相互依

賴外，公領域與私領域之權力也要相互扶持，而私領域之間更需要扶持及依賴。

這種觀念實對傳統公共行政系統中官僚政治的結構起了革命性的改變，而韋伯

（Max Weber）自上而下作為行政執行權力基礎的理論也受到挑戰（曹俊漢，民

92:244）。 

全球治理的涵蓋面不僅包括了國際組織所建立的正式制度，以及國際建制

所形成的規範與原則，也包括了非正式組織與壓力團體，例如多國企業、跨國社

會運動等為數可觀的非國家行動者。經由政府間的合作、超國家組織的建立、多

國企業的影響、非政府組織的參與，一個全球化機制-全球治理已經開始形成與

運作（張亞中，民 90:6）。全球治理可說是國際關係領域裏各國政府、國際組織、

各國公民為最大限度地增加共同利益而進行的民主協商和合作，其核心內容是健

全和發展一整套維護全人類安全、和平、發展、福利、平等和人權的新國際政治

經濟秩序，包括處理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的全球規則和制度，因為市場經濟的全球

化為開發中國家利用國際資金和市場提供了難得的新機遇，同時也帶來各種負面

影響（http://202.130.245.40/ch-jingji/jinji/7.htm）。從某種意義上說，全球治理是

國內治理在國際範圍中的延伸，它是各國之間、尤其是大國之間的協定與慣例的

產物，被視為由多數協定形成的一種規範系統，它可以在沒有政府正式授權和具

體批准的情況下貫徹實施某些集體專案。各種政府間組織以及由非政府組織或多

國企業推動的非正式調節也都包括在這種治理之內。所以它既是各使節團參加國

際談判的產物，也是由個人、壓力團體、府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形成的混雜聯合

的結果（俞可平主編，2000:245）。 

另一方面，全球治理強調國際行為主體的多元性與多樣性，主張將多種組

織、多個層次和決策部門子系統納為網絡，通過跨國網絡處理國際關係，其基本

標準是處理爭議、解決問題的效益以及調和各方利益的效益（周言，2001:http:// 

people.com.cn/BIG5/guoji/24/20010227/404172.html）。因此，全球治理觀念的發展

實與當前頗為流行的「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理論多有配合。不過政策網

絡的發展更為寬廣與深入，其與政策環境結合在一起，以政策的規劃、制定與執

行為導向。但全球治理深入的面向雖也進入到各政治、經濟與社會面向，然著重



點在管理或控制的功能，範圍上較有限制。而在功能上，也須與政府配合，發揮

治理的效能（曹俊漢，民 92:244）。 

總體而言，全球治理的概念實牽涉到如何創造一系列可指引全球多元行動

者協同行動的規則的過程。在實務上，往往是透過不同國家間所締結的國際條約

予以達成。在締結條約的過程中，既有官方的行動者參與，也有非官方的行動者

參與。而協同行動的目的，在於解決全球政策問題。因此全球治理的概念意味著

全球多元行動者彼此參與國際條約的締結，以根據條約內容的規範解決全球政策

問題。 

本論文因而認為，所謂的全球治理，其實就是指全球官方與非官方行動者

為解決全球政策問題，所採取的締結國際條約的政策行動。 

 

 

 

 

 

 

 

 

 

 

 

 

 

 

 

 

 

 

 

 

 

 

 

 



 

第二節  全球治理的運作模式 
 

在歸納出全球治理的概念實為全球官方與非官方行動者為解決全球政策問

題而共同參與的國際「締約」（contracting）的政策行動之後，後續工作便是從各

類領域的研究文獻中，選擇最為滿足國際締約要件的全球治理運作模式，作為本

論文研究全球治理運作模式的理論基礎。在實務上，整個國際締約的過程一般而

言包括了下列五個階段： 

1、談判：不同的國家會派遣代表集會，彼此針對某項全球政策問題進行對

話、協商與討價還價。 

2、草簽：與會代表簽署所通過的條約。 

3、調適：國家內部反覆權衡草簽條約內容所導致自身的利弊得失。 

4、批准：國家內部的立法機關會根據利弊得失的權衡結果決定是否批准條

約。 

5、履行：國家必須履行條約所規範的義務。 

因此，全球治理活動可謂是一種國際締約的政策行動，其構成要件包括了

談判、草簽、調適、批准與履行等五項。為滿足上述國際締約的構成要件，所選

擇的全球治理運作模式同樣地也必須包括談判、草簽、調適、批准以及履行等構

成要件。 

初步檢閱相關研究文獻後發現，費瑞茲曼德（1994）在「新秩序與全球公

共行政：一篇關鍵的論文」（The New Order and Global Public Administration：A 

Critical Essay）一文中認為，新全球行政體制的協調需要一個巨大的全球官僚體

制，包含了聯合國以及數以千計與聯合國相關的組織和非相關的聯盟-國家與國

家間複雜的網絡、跨國公司與子公司、以及其他超國際性組織形成這個全球官僚

體制。愈來愈多的國際性議題、全球問題與衝突將透過這個全球官僚體制的國際

性組織來處理（Farazmand, 1994:74~78）。他（1999）並在「全球化與公共行政」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文中認為，全球化瓦解了固有公-私

部門的區隔，產生一個包括國家政府、多國企業與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全球合作

部門」（globalizing corporate sector），負責全球治理活動的資源分配、財富分配、

經濟穩定性與經濟成長上的領導角色（Farazmand, 1999:517~519）。 

魯爾德（Evan Luard）（1990）在《政治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Politics）

一書中指出，當國際性組織在做決策時，各非政府組織可建立新的管道去表達其

意見。這些非政府組織的意見常會被一些重要的國際會議所採納。在聯合國大會

召開期間，會邀請所有相關的非政府組織成員出席會議，討論與聯合國大會相同



的議題。其他特殊的非政府組織團體也可以舉辦類似的辯論，或至少在某一議題

上去影響政府間的討論，由政府所獨佔的討論國際性議題的特權遂逐漸消弭

（Luard, 1990:182~188）。 

因此，費瑞茲曼德與魯爾德都同意是多元而非單一行動者參與了全球治

理。費瑞茲曼德甚至提出「全球合作部門」的觀念，但他對該部門的內涵，以及

如何合作以擔負全球治理活動的資源分配、財富分配、經濟穩定性與經濟成長上

的領導角色等問題，都沒有交待。魯爾德則是以聯合國會議為例，強調了非政府

組織在全球治理中的角色。 

宋學文（民 90）在「全球化與全球治理對我國公共政策研究之影響」一文

中，針對全球化與全球治理提供兩個可以結合國際關係與公共政策的研究途徑。

第一個研究途徑是由國際關係出發，最後到達政策科學之全球治理途徑，如圖

2-1 所示。 

依據圖 2-1，此為「由外而內」（outside-in）的研究導向，可以幫助國際關

係的學者藉著政策過程、策略管理而達到由「鉅觀的」（macro-perspective）及「敘

述導向的」（descriptive-oriented）國際關係研究朝「微觀的」（micro-perspective）

及「管理導向」（managerial-oriented）的「國際事務管理」（international affairs 

management）方向發展，使國際關係的研究朝更多可以和政策管理結合的方向

發展，最後在全球治理的目標下與公共行政與政策聯結（宋學文，民 9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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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從國際關係到公共政策的全球治理途徑 

 

資料來源：宋學文，民 90:23。 

 

 

第二個研究途徑是由傳統的公共行政出發，最後到達新公共管理的全球治

理途徑，如圖 2-2 所示。 

依據圖 2-2，它是由傳統的公共行政出發，最後達到可以和新公共管理結合

的全球治理途徑。因為從公共行政與政策的角度觀之，全球化亦刺激了傳統公共

行政的變革，以往強調國內、政府、行政的韋伯式政府管理，不能繼續將政策與

環境或系統隔絕，也不能一直將公共政策囚困在公共行政中，它必須是「由內而

外」（inside-out）的研究途徑（宋學文，民 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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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從公共行政到公共管理之全球化途徑 

 

資料來源：宋學文，民 90:31。 

 

 

基本上，文中對全球治理提供了非常全面而豐富的兩個研究途徑，敘述脈

絡清晰，見解獨具，成功達到了國際關係、公共政策、公共行政、公共管理與新

公共管理等科際整合的「理論發展」目的，惟其對實務現象的適用性猶待驗證，

主要原因在於：不易藉由這兩個研究途徑觀察到全球治理運作的相關變項，建構

模式，並輔以個案說明，以強化其理論在實務上的適用性。 

張亞中（民 90）在「全球治理：主體與權力的解析」一文中從主體與權力

兩個面向，對全球治理中的國家主體做分析，並以政治學與社會學中三種對權力

觀點的論述-國家主權與權力逐漸消退、國家權力消退但仍是重要的主體、主體

與權力從國家進入「民族國家家族」-分析全球治理中各主體間的權力互動大小

（張亞中，民 90:1）。文中對現有理論的整理與歸納頗多貢獻，如能進一步釐清

所謂國家權力消退程度區別性的模糊地帶，建立客觀具體的分辨依據，並從三種

權力觀點中擷取相關變項，當能衍生出一套全球治理運作模式的雛形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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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坤億（民 91）在「全球治理趨勢下的國家定位與城市發展：治理網絡的

解構與重組」一文藉治理的概念途徑，從治理網絡的解構與重組的角度，進行以

下幾個問題的探討：第一，全球治理的概念意涵為何？全球治理的主要特徵為

何？第二，在全球治理的新治理型態下，國家的角色地位有何轉變？如何重新定

位國家的功能？第三，全球城市及城市治理的概念意涵為何？在全球化的衝擊

下，城市追求發展的過程中，如何建立其特有的策略思考與行動（劉坤億，民

90:1）？文中頗多創發之見，如果在分析層次方面，除了將全球治理視為城市治

理的「背景說明」之外，並就全球治理與城市治理兩者如何銜接與互動為一個不

斷解構與重組的治理網絡做進一步的探討，當能從該治理網絡中擷取相關變項，

來解釋全球治理的運作。 

在初步文獻檢閱之後，以下將依循與全球治理相關的學術領域類別，進行

較為深入的全球治理運作模式的文獻檢閱。 

 

壹、現實主義 

 

首先，可從國際關係「現實主義」（Realism）的研究文獻裏，探尋全球治

理運作模式的脈絡。現實主義代表學者摩根索（Hans J. Morganthau）的論著可說

是建立現實主義典範，並使現實主義典範擁有高度優越性的最重要動力（高德源

譯，Jack Donnelly 著，民 91:19）。 

摩根索（1954）在其名著《國家間的政治：權力與和平的奮鬥》（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一書中認為，政治現實主義相信政治

就如同社會一樣，乃是被根源於人性的實存法所統治與管理。幫助政治現實主義

找到其在國際政治領域上之定位的主要標的物，即是以「權力」（power）來加

以定義的利益概念。權力與利益的概念，會隨著時空轉變而有所不同，而現實主

義普世的道德原則無法適用在國家的行為之上。同時，政治現實主義拒絕認同特

定國家認為道德法規能夠治理全世界的道德理想。因此政治現實主義與其他思想

學派之間的差異的確是存在且深刻的---不過，就其內涵來說，政治現實主義還是

在政治思想領域上佔有相當的優勢（高德源譯，Jack Donnelly 著，民 91:19~20）。 

對摩根索而言，在利益與外交政策間必定存在著合乎邏輯的關聯性

（Morgenthau, 1962:93）。他假定政治人物針對利益所做的思考與行動，都是以

權力的概念加以界說，而且他深信事實上過去所發生的歷史也都支持這個假定

（Morgenthau, 1954:5）。他說道（Morgenthau, 1985:52~53；高德源譯，Jack 

Donnelly 著，民 91:84）： 

 



 

「一個政治政策的目的，不是在維持本身的權力，就是在強化本身的權力，

或者是對外宣稱其擁有之權力-如果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傾向於保有本身的懽

力，以及不去改變當下對其有利之權力分配情形，那麼這個國家所尋求的政策即

是維持現狀。如果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要去尋求增加其權力與地位的目標，則

那個國家就是採取擴張主義式的政策。如果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

於展示其擁有之權力，或者是維繫，甚至增加其權力，那麼這個國家所採取的乃

是威望性的外交政策。」 

 

 

    摩根索指出，對於權力的追求是一種無法避免的結果，因為這乃是由於基本

的生物心理驅使所致，對所有人類來說，尋求生存、繁衍以及統治，都是相當正

常的（Morgenthau, 1962:42）。同時他也認為所有人類都是貪求權力的，甚至於

人類對於權力的渴望，並不是歷史上的一個偶發事件；這種渴望也並非是出現在

個人自由之正常狀態外的暫時性偏差；相對地，追求權力的慾望，一直以來都存

在於人類生存的本質深處（高德源譯，Jack Donnelly 著，民 91:86）。 

綜上可知，摩跟索所強調的是國際關係的權力因素，以及權力間的平衡

（Morgenthau, 1978）。他認為國際關係的運作端賴權力與利益，而非理念或規

範。權力不僅是達到目的的工具而已，更是目的本身（Keohane, 1986:11）。儘

管摩根索開近代國際關係現實主義之先河，提出權力在國際關係中扮演的角色，

但可惜的是並未區分作為資源的權力與作為影響他人行為的能力，以致對權力的

界定不清（Keohane, 1986:11）。同時，摩根索的論述中亦缺乏對談判、草簽、

調適、批准、履行等國際締約構成要件的著墨，故不宜作為本論文所適用的理論

基礎。 

 

貳、新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代表學者瓦茲（Kenneth N. Waltz）（1979）

在《國際政治理論》（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中認為國際關係活動

主要受「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s）層次所決定。國際體系包括國際結

構與國家，國際結構為「無政府階層」（anarchy）（Waltz, 1979）。他秉持「方

法論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以國家作為分析單位，強調

國際政治的無政府階層狀態，而不信任中央集權的世界政府。他認為國際關係是

無政府階層狀態，由展現相近功能的單位（國家）所組成（Keohane, 1986:14）。



「國內治理」（domestic governance）是由位處高層的國家制度「政府階層」

（hierarchy）所構成，而國際政治則缺乏一個具「中心權威」（central authority）

的世界政府，其牽涉合法主權國家間的權力關係（Prakash and Hart,1999:25），

而呈現出「國內-無政府階層、國際-政府階層」的二分法（Waltz, 1986:111）： 

1、國家政治是權威、行政與法律的領域，為「政府階層的」（hierarchic）、

「垂直的」（vertical）、「集權的」（centralized）、「異質的」（heterogeneous）、

「引導性」（directed）的與「設計的」（contrived）。 

2、國際政治是權力、「爭鬥」（struggle）與「調適」（accommodation）

的領域，為「無政府階層的」（anarchic）、「水平的」（horizontal）、「分權

的」（decentralized）、「同質的」（homogeneous）、「非引導性」（undirected）

的與「相互適應的」（mutually adaptive）的體系架構。 

瓦茲對於「無政府階層」與「政府階層」所做的正式定義，乃是從權威觀

點出發。他說道（Waltz, 1999:88；高德源譯，Jack Donnelly 著，民 91:166）： 

 

 

「國內政治系統有部分（職位）是建立在上層與從屬關係之上。有些（職

位）有權力可以指揮統御；有些則必須服從命令。國際政治系統有部分（行動者

之互動）則是建立在協調之上。表面上，（行動者）彼此之間都是平等的。沒有

任何人有權力發號施令；也沒有人必須服從命令。」 

 

 

瓦茲相信，國家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差異，並不在於使用武力的權限，

而是在於從事關於此項行動的不同類型的組織上。一個被某種合法正當性權威統

治的政府，往往會賦予本身使用武力的權力（Waltz, 1999:103）。而在國際間，

不管權威的要素為何，都可說是以能力（權力）為其源頭，而能力也就是構成這

些要素能夠呈現出來的基礎。所以，權威也就是能力（權力）的一種特殊表示方

式（Waltz, 1999:88；高德源譯，Jack Donnelly 著，民 91:168）。瓦茲因而總結

說道（Waltz, 1999:112）： 

 

 

「在全國範圍內，關於權威的關係是早已被建立的。而在國際間，只存在

著一種關係，那就是強者勝出的結果。」 

 

 



另一位新現實主義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1972）則在「跨國經濟關

係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一文中力主以國家

作為國際（經濟）關係的分析單位，強調國家利益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

（Gilpin, 1972）。他（1986）並在「政治現實主義傳統的豐富性」（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一文將現實主義描述為對「政治事物的最後

仲裁為權力」（the final arbiter of things political is power）的強調，而國家最能

作為彰顯這種權力的成員（Gilpin, 1986:21）。 

綜上可知，瓦茲彌補了此摩根索對於權力界定不清的缺憾，在歸納與說明

國家間權力傾軋的國際體系理論上多所貢獻，並運用「國內-政府階層、國外-無

政府階層」的二分法，提供了無政府階層的國際關係模式。吉爾平同樣以國家為

分析單位，循權力的角度解釋國際政治經濟現象。不過，新現實主義學者著重說

明權力對於國際政經結構的影響，對於其他面向較缺乏系統而完整的描述，因此

無政府階層國際關係模式在變項方面不夠充足。同時，該模式中的行動者僅限於

國家，不符治理的理念，與本論文所期待的全球治理運作模式標準仍有段距離。 

 

參、結構功能論 

 

基本上，「結構功能論」（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的學者從功能的角度出

發來探討社會的結構，並解釋社會的現象。他們往往將社會視為一個有組織的結

構體，在此結構中的各組織（部門）各司所職。彼此的運作與所產生的功能並不

互相扞格，相反的，存於其間的關係是和諧的，而且具有互相合作與依賴的特性，

其基本假設如下（姜添輝，民 93:http://content.edu.tw/primary/society/ks_ck/ 

lotus/a8.htm）： 

（一）社會為一功能完整的結構體 

生物體由許多的細胞組成，就如一個社會是由數量龐大的個人所組成。許

多細胞又形成生物體的器官，如手、眼、鼻、口、耳等，就如許多人組成社會部

門（在此大多意指分工體系），如醫師、教師、警察等。生物體的各個器官都有

其獨特功能，以滿足生物體的需求並維持其生存。就如五官的功能是接收外在環

境的資訊，無論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皆各有所司，經由各器官得來

的訊息，使得生物體得以依據這些資訊做判斷，而能在環境中求生存。同理各個

社會部門代表其特有的功能來服務社會，滿足社會大眾的需求，並利於社會運作

甚至生存。 

雖然各器官所產生的功能是獨特的，但每一個生物體皆能處於平衡狀態而

生存，其原因乃在於這些獨特功能呈現統整的現象。就好比一個人在走路時，腳、



眼睛、耳朵、心、肺等器官同時統合以利運行。這種統整亦被類推到社會部門所

產生的功能，就如即使行政院各部會有其掌管教育、內政、法律、交通、財務、

經濟、農業、社會福利、文化等的不同任務，然而這些部會是通力合作來推動國

家建設、促進社會進步。 

（二）和諧與依存的特性 

由於社會是一個完整、縝密的結構體，結構功能學派的學者認定社會成員

是互相依賴且合作的。大體上，這種依存的關係可區分為兩個方向來說明。其中

之一是從社會結構層面來分析，若是社會架構呈現緊密的聯結性，社會成員便有

明確所屬的功能與責任。 

結構功能論的代表學者帕森斯（T. Parsons） （1951）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著

作《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一書中指出，所謂的社會結構是具有不同基本

功能的、多層面的次系統所形成的一種總體社會系統，包含執行「目標達成」

（goal-attainment）、「適應」（adaptation）、「整合」（integration）和「模式

維持」（pattern maintenance）四項基本功能的完整體系。這個完整體系被劃分爲

四個子系統，分別對應四項基本功能：「經濟系統」執行適應環境的功能；「政

治系統」執行目標達成功能；「社會系統」執行整合功能；「文化系統」執行模

式維持功能。帕森斯認爲，這是一個整體的、均衡的、自我調解和相互支援的系

統，結構內的各部分都對整體發揮作用；同時，通過不斷的分化與整合，維持整

體的動態的均衡秩序（Parsons, 1951）。 

帕森斯非常強調秩序、行動和共同價值體系在社會結構中的作用。他始終

認爲，研究社會結構就是研究秩序問題，並且勢必涉及秩序中的人的行爲，而研

究社會秩序和人的行爲又脫離不了行動者的思想情感的規範問題。秩序問題是社

會通過互動協調穩定的本質，在此秩序所指的，是行動者在某種規範準則下的整

合問題。帕森斯明確地將秩序作爲結構的本質，並認爲結構由行動者在一情景中

彼此的互動而組成（Parsons, 1951: 5~6;26）。 

帕森斯的著眼點是社會互動的穩定模式。爲解釋這一穩定模式，帕森斯用

「地位-角色」作爲最基本的分析單位，在他看來，「地位-角色」是社會體系中，

最重要的互動過程所包含的個體之間的關係結構，也是行動模式化的互動關係中

的參與，是最重要的社會體系單位（Parsons, 1951: 25）。「地位」爲行動者所

處的結構位置，「角色」表達社會對這一位置的行爲期望，它是社會與個人聯繫

的仲介，又是衆人分享的象徵（Parsons, 1951: 6）。帕森斯始終認爲，總體社會

系統中的四個子系統之所以能夠充分發揮功能，其關鍵在於社會擁有那些將其成

員整合在一起的共同的價值體系。所謂共同價值體系，意指由一系列價值模式組

成的、並已成爲衆人認同的規範體系。這些規範作爲行爲導向、依據和標準，可



以約束行動者行爲的邊界，通過規範衆人認同的準則，或通過價值內化實現的行

動者人格結構的塑造，産生一定的效力，並進一步形成爲社會性的共識（周怡，

2004: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4136）。   

因此，結構功能論主要關切的是大規模社會結構與制度的相互關係，及其

對行動者的約束與限制影響，傾向於採取鉅觀的途徑來研究社會現象，專注於社

會體系整體，以及社會結構和社會制度對它的影響。結構功能論者認為，體系的

組成成分對其續存的運作具有正向貢獻，而且結構功能論關切體系之某一部分與

其他部分的關係。體系的部分，以及體系整體，被認為是以均衡的狀態存在，所

以，某一部分的變化將會導致其他部分的變遷，然而，部分的變遷，可能彼此平

衡，因而不會影響體系整體（陳迪暉，民 93: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 

/16/16-3.htm）。因此，以結構功能論的觀點切入，全球治理將呈現出一種內部

系統相互密切影響的運作模式。 

綜上可知，結構功能論藉由對於內部系統相互密切影響的強調，能夠提供

了一個相對於新現實主義無政府階層的全球治理運作觀點。然而，該論述中亦缺

乏對談判、草簽、調適、批准、履行等國際締約構成要件的著墨，故仍不宜作為

本論文所適用的理論基礎。 

 

肆、締約關係途徑 

 

雷克（1996, 1999）在「無政府階層、政府階層與國際關係的多樣性」（Anarchy, 

Hierarchy, 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與「全球治理：締約關係途徑」

（Global Governance:A Relational Contracting Approach）兩篇文章中所發展的「締

約關係途徑」，提供了前述全球治理運作模式所應包括的談判、草簽、調適、批

准與履行等國際締約的構成要件，有關締約關係途徑的理論背景與內涵部分，將

於第三章中析述。 

總結而言，雷克的締約關係途徑主張全球治理模式的運作原理是：來自官

方與非官方的行動者會相互談判並先行草簽條約，彼此根據草簽條約內容建構

「全球治理結構」（global governance structure），然後調適為對行動者而言最有

利的治理結構，再決定是否批准該條約，繼而履行該條約所規範的義務。 

 

綜合析評上述研究文獻的重要觀點可知，摩根索並未區分作為資源的權力

與作為影響他人行為的能力，以致對權力的定義不清（Keohane, 1986:11）；瓦

茲的貢獻在於運用「國內-政府階層、國外-無政府階層」的二分法，提供了無政

府階層的國際關係模式，但在變項與行動者方面均有所不足；結構功能論則提供



了一個相對於新現實主義無政府階層的全球治理運作觀點。 

相較之下，雷克的締約關係途徑是探究全球治理運作模式一個很好的觀察

面。基於反對瓦茲「國內-政府階層、國際-無政府階層」的二分法，他提出締約

關係途徑，滿足了全球治理運作模式所要求的談判、草簽、調適、批准與履行等

國際締約的構成要件。同時，締約關係途徑也解決了全球治理的新現實主義與結

構功能論觀點對於階層秩序寬嚴的爭議，包括何種條件下會偏向無政府階層、何

種條件下會偏向政府階層等，再加上他循序將此架構應用在國防安全、政治與經

濟等實際個案的分析上，一方面證明締約關係途徑的應用價值，另一方面也突顯

出他對締約關係途徑具解釋所有全球治理個案的普遍性的自信。有鑑於此，本論

文乃選擇雷克的締約關係途徑，作為研究全球治理運作模式的理論基礎。 

在本論文中，全球治理、締約關係途徑與《京都議定書》三者的互動關係

是：經由文獻檢閱，締約關係途徑是最能滿足談判、草簽、調適、批准與履行等

國際締約構成要件的全球治理運作模式，被選為本論文的理論基礎，並將據此確

立全球治理的運作階段。《京都議定書》則為本論文所選擇的關鍵個案，它用來

檢驗締約關係途徑的全球治理運作模式是否為一套具備實務現象解釋能力、能夠

解決實務問題的模式。締約關係途徑與《京都議定書》個案的檢證結果必須用以

解答研究問題，以達成研究目的，滿足研究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