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 次
〈短篇書評〉
Atul Kohli

國家引導的發展：全球邊緣地區的政治權力與工業化

王欽

1

Paul Wills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江俊儒

5

Gwynne Dyer

氣候戰爭 2.0—決定全人類命運的最後一場戰役

李賜賢

9

張夏準

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

林婉萍 13

Zeev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6–2001

陳沖

16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Defensive Realism 陳永

21

政
治
科
學
季
評

資深編輯顧問 王業立、石之瑜、江瑞祥
編 輯 顧 問 陳亮宇
二
０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第
三
十
二
期

主

編 蕭育和

執 行 編 輯 陳方隅
編 輯 委 員 林宣佑、江俊宜、江俊儒、佘宜娟、陳瑋鴻、
蔡育真、蘇軍瑋
發 行 單 位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地址：100 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
（02）2391-8756

短篇書評

政治科學季評

2011 年 12 月 32 期

國家引導的發展：
國家引導的發展：
全球邊緣地區的政治權力與工業化
王欽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一般而言，發展問題的研究典範可以包括國家
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社會聯盟典範和制度主義
四種。其中，國家主義典範主要以國家與社會的關
係為中心來研究發展問題，在經歷了對國家的忽視
之後，學術界開始要求「把國家找回來」（bring the
state back in），強調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的主
導作用，其中，國家能力和國家自主性是核心概念，

書名：國家引導的發

只有具備較高自主性和國家能力的國家才能成為真

展：全球邊緣地區的政
治權力與工業化
作者：Atul Kohli
譯者：黃琪軒，劉驥，

正的“強國家”。新古典自由主義則探討經濟學與理性
選擇方法，強調個人理性是這一視角的特點，主要
包括尋租理論、集體選擇理論和理性選擇政治經濟
分析。社會聯盟典範則突出政治運作的重要性，強
調國家和社會內各部分的互動對政策的形成和執行
的影響。而制度主義典範則分為歷史制度主義和理
性選擇制度主義，前者更強調歷史的影響，而後者
則跟理性選擇政治經濟分析有著緊密聯繫。應該

朱天飆
出版者：吉林出版集團
出版地：長春
年份：2007
頁數：534 頁
ISBN：9787807209874

說，在進行發展研究的過程中，不會嚴格按照四個
典範的劃分來進行研究，而更多的是結合這些典範
但有所側重。
阿圖爾‧科利（Atul Kohli）寫的《國家引導的
發展》是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優秀著作，從書名上可
以看出，這本書帶有濃厚的國家主義傾向。但作者
在書中也指出，自己的國家主義視角跟傳統的國家
主義並不完全一致，因為作者將研究的物件轉移到
發展中國家，並通過研究這些國家實現經濟發展的
模式及其影響因素，歸納出三種不同的模式。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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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除了強調國家權威本身的作用

闡述自己的觀點，其中，韓國被歸為

外，也認識到這種權威有其歷史根

凝聚性資本主義國家行列，尼日利亞

源，即上承自殖民時代的制度建構，

處於另一個極端，即新世襲性國家，

而這就使作者的分析帶有歷史制度主

而巴西和印度處在中間，具有分散性

義的痕跡，這也充分說明上述四大典

多階級國家的特性，但根據兩個國家

範在具體的研究中常常難以進行嚴格

具體條件的不同又可以將之分為趨向

區分。不過，總體而言，本書的總體

凝聚性或者趨向新世襲性兩個類別。

思路卻並未跳脫國家主義典範。
具體說來，作為凝聚性資本主義
二、本書概要

國家代表的韓國，其特點就在於具有
一個高度官僚化的、滲透性的建設性

科利在第 6 章寫印度的章節裡將

國家，一個國家主導的、以生產和利

本書的中心論點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歸

潤為目標、國家與有產者之間的統治

納：一是發展中國家的國家權威不同

聯盟、以及對工人階級的壓制性社會

導致了它們有著不同的工業化的增長

控制。這些特點使韓國能夠將其發展

率，二是國家權威的基本模式形成於

意願和能力結合起來，進而創造出良

國家精英干預國家經濟之前，尤其是

好的經濟績效。而韓國之所以會從過

形成於殖民時期。在本書的各章中，

去孱弱的國家權威模式轉化為現在的

作者也都是以這兩個論點為主進行具

強有力形式，則應該歸功於日本殖民

體的分析。

統治時期對韓國國家的建構，在這個
過程中，日本殖民政府建立了現代官

作者認為，組織和運用國家權力

僚機構，採取扶植工業的政策，韓國

的方法對全球邊緣地區的工業化速度

本土企業家得以產生，技術工人也得

和模式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作者希

到了培養，而官僚機構（包括軍隊、

望通過確定國家權威的不同模式，然

員警）也為後來的韓國培養了大量的

後追溯其變化對經濟結果的影響，並

官員，這些都是後來韓國迅速建立現

探查不同國家類型的歷史淵源。基於

代民族國家的重要前提條件，也是韓

建立理想型的思考，作者確定了後開

國優於其他後發展國家的重要起始條

發地區組織和運用國家權威的三種歷

件。朴正熙奪權以後，否延續還要結

史模式：新世襲性國家、凝聚性資本

合具體的能動因素來考慮。

主義國家，以及分散性多階級國家。
本書通過對韓國、巴西、印度和尼日

同樣具有一定凝聚性特徵的國家

利亞四個國家進行案例研究來總結和

是巴西，但因為歷史上大地主階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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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影響，巴西的地方政府具備強大

族主義運動標榜民主制度，並致力於

勢力而能夠對抗中央政府，中央難以

擴大其社會基礎，到了甘地時期更是

有效推行其政策和發展意願，地方政

轉向了平民主義，使得印度的經濟政

府在許多情況下是真正的權力所有

策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需要通過為

者。但是，巴西又因為時常出現的軍

各個社會階層提供了福利或者其他好

方干預以及強人政治，使其又可以通

處來贏得支援，提高合法性，因而減

過一定的強力措施推行其政策，這意

少了國家對工業發展的投資和關注，

味著該國具備了一些凝聚性國家的要

印度的經濟政策中帶有較強的社會主

素。個人化政治在所有發展型國家都

義傾向，反對私人資本，並且對外資

存在，它能否創造良好的經濟績效，

也有很深的戒備心理。印度的經歷說

關鍵看這些國家是否建立了公共空

明，儘管具有完善的官僚體系和法制

間，以及政治運作是否是為了促進公

環境，但國家權威模式的不同，同樣

共利益，而非借公共權力實現私人利

可以使得這種官僚體系和法律無法在

益。就巴西而言，雖然較早地擺脫了

經濟發展方面發揮有效作用。最近二

殖民主義統治，但卻缺乏強烈的民族

十年印度經濟的快速發展雖然帶有明

主義意識形態，這就使它在推動民族

顯的自由主義傾向，但也可以看到其

工業發展，防備外資方面很少作為，

中暗含的明顯國家干預色彩，對私人

相反，巴西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外

資本的鼓勵和支持標誌著印度的轉

資，通過制定各種有利政策鼓勵外資

向，平民主義的式微使得印度的國家

進入巴西以推動巴西的工業化。成也

能力得到提高，從而提高了其干預經

蕭何敗也蕭何，外資的進入為巴西的

濟、推動經濟發展的能力。

工業化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但也
因為過分依賴外資，特別是二戰以後

國家能力最弱的無疑是新世襲性

依賴外債促成了一種現在增長以後還

國家，典型代表是尼日利亞，與以上

帳的發展模式，使其陷入了巨大的國

幾個國家不同的是，尼日利亞更多的

際收支不平衡和債務危機之中，最終

只是具有現代國家的外形，而缺乏實

限制了其經濟的健康發展。

質內容。該國根據歷史上形成的政治
分界加上英國有意進行的劃分，使其

與具有凝聚性特徵的巴西不同，

產生了三個政治地區，三者在經濟條

印度的分散性多階級國家有著更強烈

件、知識水準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

的分散性，這主要是因為印度深受主

進而在政治經濟利益方面也具有很大

張自由放任政策的英國的影響，沒有

的矛盾，最終引發了內戰，較為落後

國家干預經濟的傳統。並且印度的民

的北方因為在軍事力量上的優勢反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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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據了政治優勢，這就使得該國的經

表現反映出不同國家之所以具有不同

濟發展更加雪上加霜，甚至在其具有

經濟結果的原因，而那些更為細節的

巨大石油資源優勢的情況下，仍然導

討論與其說是對原因的解釋，不如說

致了經濟發展的倒退。這充分顯示出

其本身就代表了發達或不發達的表

國家能力的缺乏對經濟發展的惡劣影

現，是對現實的描述。也應該看到，

響，該國的政治領導人更多的是將權

作者也帶有濃重的歷史制度主義傾

力應用於謀取私利或者部落利益上，

向，在他看來，現在這些國家之所以

沒有公共利益的目標和信念，國家更

具備現有的特點，都來自於過去已有

多的只是外在的符號，與其說它是現

的制度經歷的影響，特別是殖民時期

代國家，不如說它仍處於前現代階

統治形式的影響。

段。當然，之所以會如此，這也與英
國的殖民統治模式有關，英國在尼日

通過比較歷史分析，作者指出，

利亞採取了與在印度不同的統治手

殖民主義、民族主義運動和政體變革

法，更多的是通過徵收關稅等形式攫

（特別是軍人掌權或失權）對創造和

取資源而非建立經濟基礎和完善財政

塑造國家權威模式方面具有重要影響

機構。他受日本統治模式的影響較

作用，而作用最大甚至起決定作用的

深，加上強大的經濟發展意願使其注

正是殖民主義。從一般的歷史描述上

重通過國家干預手段來發展國民經

看確實如此，不過也應該看到，具體

濟。可見，殖民主義對後世的影響並

的政治人物在具體歷史條件下的選擇

不是完全結構性的，它能

也有歷史的偶然性，因此不能忽略能
動性因素的影響。作者這種歷史決定

三、結語

論甚至殖民主義「有功論」的傾向還
需要進一步思考和評判。

從研究視角上看，作者表現出明
顯的國家主義傾向，雖然作者也承認
基於社會結構的角色、統治制度（民
主或威權）
、自由市場、依賴理論等現
有視角的重要性，並承認其一定的說
服力，但作者也指出它們仍然存在著
缺陷，難以從宏觀上解釋為什麼有些
國家可以成功而另一些國家則不可
以，這就引出探討國家構建模式和國
家干預模式的重要性，後兩者的不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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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江俊儒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學作工》（Learning to Labour）的作者 Paul
Willis 在本書開頭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勞工階級
無法向上流動」。關於這個問題，存在一種結構面向
的解釋：勞工階級受到優勢的「資產階級文化價值
觀」此一封閉的結構的限制，使得他們「誤以為」
體力勞動工作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選擇；或者，他
們認為自己別無選擇。
Willis 並不滿意於此一結構式的解釋，他所關心
的問題是「為何勞工階級的小孩『願意』從事勞工
階級的工作」？對 Willis 來說，探討勞工階級的下一

書名：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disposition）
，讓他們「自願」進行代間複製，有助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作者：Paul Willis

於免除結構式的生硬解釋，Willis 以細緻的民族誌田

出版者：Columbia

野研究來探討這個問題，他從英國傳統工業城鎮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New York
年份：1981
頁數：226 頁
ISBN：9780231053570

代如何形成一種心理認知與行動上的特殊稟賦

Hammer Town 的某所中學中，挑選十二位出身勞工
階級家庭的學生，觀察他們的課堂表現與日常生活
的休閒活動，並安排團體訪談或非正式的訪問，此
外，他也對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進行訪談，進而利
用這些資料型塑勞工階級的文化形式。以第一部分
的民族誌研究為基礎，作者在第二部分進一步詮
釋，分析這些勞工階級的中學生如何形塑了自身的
「階級文化」，Willis 將此階級文化名為「反學校文
化」。
「反學校文化」指涉這些受訪問的勞工階級小
孩——Willis 稱之為「小伙子」（the lads）——所集
體形塑出反抗學校規訓的文化（頁 11）
，此一反學校
文化包括對學校教職員具有敵意、在課堂上坐立難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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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無法專心；小伙子們不將學校師

己比同儕更具社會經驗，而這是在學

長視為模範或學習的對象，相反地，

校中「學不到的」
，也比在學校學到的

他們認為大多數的學校教師都是敵人

更有趣、更有用。拒絕學校規訓，抗

（頁 12）
，更認為課堂上的學習無法帶

拒學校管教的經驗在小伙子的日常生

給學生任何幫助，對小伙子來說，學

活 中 創 造 出 種 種 區 分

校唯一要教的事就是「管教」
，就是要

：
「社會的」與「學校
（differentiation）

求對權威的服從。出於反抗學校的規

的」
、
「勞動陽剛的」與「安靜柔弱的」
，

訓體制，他們發展出一套自己的黑

其結果是對於勞動工作英雄與男性氣

話、嘲弄順從學校體制的「好學生」

概的重視，以及對勞心工作的輕視，

為書呆子（ear’ole），並認為自己比那

Willis 的基本立場是，小伙子對於學校

些人更加「優越」（頁 14）。1

規訓文化的抗拒，對於勞動中陽剛氣
質的強調，導致了他們傾向偏好勞動

反抗學校管教的具體行為包括打

工作的行動稟賦，而這樣的行動稟

扮時髦、不穿制服，抽菸喝酒，強調

賦，使他們在工作的選擇上也傾向於

自己的性經驗（頁 18）
，小伙子拒斥學

選擇強調肌肉、體能、用勞力賺取金

習，用各種「活動」將空閒時間填滿

錢的工作，而非「坐辦公桌」的「娘

（在外打工、抽煙喝酒、惹是生非等

娘腔」工作。

等）
，使學校的影響降至最低（頁 27）
，
他們以打破規則為樂，因為所有的規

如果資本主義社會需要阿圖塞所

則都是管教，都要求他們向既有體制

稱之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包括教

服從。此外，由於小伙子多出身勞工

會、媒體，以及該書討論的學校）所

家庭，因此受到勞工階級文化的深刻

支撐以維繫其運作，Willis 的關心毋寧

影響，因此他們的反抗管教行為多半

是這些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具體運

不會受到太嚴厲的懲罰，多半當作好

作。透過對這群勞工階級小孩的民族

玩、有趣，是無傷大雅的事情，勞工

誌研究，Willis 認為這些小伙子確實

家長對於反抗管教行為，對小伙子所

「看穿」（penetration）了資本主義的

具有特殊意義的忽視（ignorance）
，反

謊言，他們相信學校制度替優勢的中

過來支持小伙子的反學校文化。

產階級服務，在教學的安排上面不僅
較契合中產階級的家庭教育，也建立

另一方面，由於小伙子家庭經濟

一套工作的評價標準，彰顯勞心工作

狀況普遍不佳，因此更常利用課餘時

較勞力工作優越（頁 126-128），學校

間打工賺取外快，打工讓他們認為自

環境對於小伙子而言，並非學習成長
的空間，而是限制他們的工具。他們

1

必須說明的是，小伙子們所嘲笑的書呆
（ear’ole）也是工人階級的小孩，因此作者並
未預設工人文化是單一且絕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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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比學校中喪失自我的乖乖牌更加

Willis 的結論是，小伙子透過反學

優越、看不起學校老師與其代表的教

校文化的「看穿」最後弔詭地造成「階

育體制、為了展現男子氣概，外出打

級再製」的結果。他們的「看穿」只

工，建立「提早出社會」的優越感與

是「部分看穿」
，沒有看見藍領階級工

自我認同，而這樣的心理優越感與實

作中隱含的階級壓迫，也並未挑戰資

質上的物質報酬（工資）又反過來支

本主義的生產邏輯與社會結構，他們

持他們心中的反學校文化。

進入工廠，以男子氣概與英雄主義面
對工作的困境，結果卻促成階級的再

但小伙子的「看穿」是源自於「反

生產（頁 152）；他們拿著磚頭試圖把

學校文化」的浸潤，而非對資本主義

牆打破，結果反而是把它往牆上砌，

結構的真正認識，在學生時期他們成

使牆變得更堅固厚實。

功抵抗學校體制，但是在離開學校之
後，卻無法有效反抗資本主義社會，

《學作工》一書是對階級複製的

因此，他們的「看穿」本質上只是一

結構式解釋的反省，Willis 主張更細緻

種「部分看穿」
（頁 175）
。在反學校文

地討論階級結構的具體作用，因而引

化之中，他們已經接受了資本主義對

入「文化研究」的面向，但 Willis 也反

勞動的區分（勞心工作與勞力工作），

對 Oscar Lewis 的「貧窮文化」概念

將勞心工作與勞力工作對立起來，這

（Culture of Poverty），2 Lewis 指出：

樣的概念正好迎合資本主義式的職業

貧民窟中充斥次文化，這些文化充滿

分工，而他們對陽剛氣質的強調，使

負面的概念，貧民窟中的小孩承繼並

「反學校文化」與工人文化得以銜

延續這種負面價值進而造成下層階級

接，而理所當然的進入工廠進行強調

的再生產。從 Willis 的研究中可以發

勞力與體力的工作。另一方面，由於

現，小伙子對於其「文化」並不抱持

小伙子們受到刻板性別印象影響，因

負面理解（至少在學校如此），反而，

而自然而然地以父權體制「男主外、

反學校文化造就了他們「引以為傲的」

女主內」的性別分工邏輯對工作進行

學校生活經驗。Willis 對 Lewis「貧窮

區分，在這樣的區分之下，藍領階級

文化」命題的反思是，把文化區分為

工作更需要體力、技巧與自信，所以

三種概念（頁 172）。第一：符號意義

對其而言是優越的工作。在父權體制

體系（例如語言）
；第二：被活出來的

的影響之下，他們自願進入工廠從事

經驗（lived experience），即符號意義

（與「很娘」的勞心工作相比）更優

體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第

越的工人階級的勞力工作（頁

三，主觀性與認同的層次。而作者所

146-147）。
2

Oscar Lewis, 1975.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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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的是第二個層次：必須以民族誌
的方式進行研究才能夠更深入的理解
工人階級文化的內涵，而不只是看到
表面。因此，藉由對文化實踐層次
（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 的 強 調 ，
Willis 所描繪的反學校文化並非靜態
的，也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而是
一種「被活出來的經驗」。
透過「被活出來的經驗」提出「階
級 文 化 」 的 立 場 ， Willis 也 呼 應 了
Bourdieu 對於「慣習」（habitus）的見
解，也就是強調在整體結構中行為者
那些具體的，自然而然習得的生活經
驗，對於再生產結構的重要性，行為
者的能動性（agency）與結構的相生相
成與具體過程，都透過文化作為一種
具體生活經驗的中介得以呈現。最
後，在本書成書的年代，工人可以自
願進入工廠，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然而時至今日，
「工人文化」的歧異性
又因為社會變遷而增加，面對形形色
色的「被活出來的經驗」
，文化研究勢
必也應與時俱進，Willis 在 2004 年所
編了的論文集《新時代下學作工》
（Learning to Labour in New Times）即
有許多關於當代社會的討論。雖然《學
作工》一書寫成至今已超過三十年，
但其所提供的理論視角語言就取向並
未過時，並持續激盪許多新的討論議
題，也值得我們作為當代社會政治文
化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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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戰爭 2.0 — 決定全人類命運的最後一
場戰役
李賜賢 /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一、摘要介紹
地球的氣候正在改變，這樣的變化速度超乎預
期。氣候暖化是最主要的氣候變遷現象，全球暖化
逐漸導致自然災害、降雨型態改變、乾旱、水災、
海平面上升、缺水、糧荒等嚴重的後果。更重要的
是，作者在書中強調氣候變遷勢必激化政治衝突！
由於全球暖化的速度與影響對不同國家與區域來說
並不一致，而地理位置將是決定國家興衰的關鍵，
因此，屆時政治衝突將難以避免。《氣候戰爭 2.0》
書中的研究方法是透過情境分析以及訪問世界各國
氣候變遷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與官員，並且藉由已
出版的文獻資料，編織出未來可能的世界樣貌與國
際關係發展的劇本。而理論觀點類型，以國際關係
理論學派而言，屬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
的理論觀點，因為書中作者表示，當氣候變遷所造
成的嚴重後果，例如水資源的爭奪、1 糧食爭奪2 以

書名：氣候戰爭 2.0—決
定全人類命運的最後一
場戰役
作者：Gwynne Dyer
譯者：林聰毅
出版者：財信出版社
出版地：台北市
年份：2010
頁數：336 頁
ISBN：9789866165085

及海平面上升而失去領土的國家，將可能使國際社
會進入權力版圖改變的動盪時代；在避免氣候變遷
嚴重失控之前，由於氣候環境問題跨越國界，非單
一國家能處理解決，必須透過國際合作以及設立制
度規範，共同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災害，這是全
球的威脅，人類生存的威脅。

1

Maude Barlow、Tony Clarke 著，張岳、盧瑩、謝伯讓譯，2011，
《水資源戰爭：揭露跨國企業壟斷世界水資源的真實內幕》，
台北：高寶出版。
2
柴田明夫著，孫玉珍譯，2009，《糧食爭奪戰》，台北：商周
出版；彭明輝，2011，
《糧食危機關鍵報告：台灣觀察》
，台北：
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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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主要的背景資訊是參考已出

儲存至地底，3 意即所謂的碳捕捉和碳

版的二手資料為主，例如：2007 年《聯

儲存，或是將二氧化硫注入大氣，使

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第四次評估

其降低太陽對地球表面的升溫程度，

報告》以及 2006 年《史登全球氣候變

認為以先降溫為主，其他的可能副作

遷經濟評估報告》
，並且輔以相關專家

用已經無暇他顧了。

學者和政府官員的訪談內容作為補
充，從這些資料中，勾勒出 2010 年之

主要支持作者論點的理由和證

後的世界樣貌。作者透過這些資訊，

據，便是根據相關專家的訪談以及科

描繪出令人感到驚嚇的未來世界，目

學研究的資料，做為強力證據，並且

的就在強調已經沒有時間再拖延，世

強調人類文明的發展嚴重破壞全球環

界各國應該放下私心，共同合作減緩

境，人類的發展加速氣候暖化且惡

氣候暖化的速度，商討未來如何面對

化，已成為全球 192 個國家的共識。

氣候變遷下的生存威脅。值得注意的

本書最重要的結論，是強調人類的目

是，此書最主要的論點，係根據科學

標必須使全球平均溫度上升不超過攝

研究，認為人類文明嚴重影響氣候，

氏 2 度，並且使二氧化碳的濃度降至

強調人類文明的發展，破壞了生態及

350ppm。但是，作者認為至今為時已

氣候系統的調節功能，加之工業化發

晚，暖化的速度超乎現階段所有公開

展所排放的大量溫室氣體（如，二氧

的評估報告書，很可能即將觸發氣候

化碳 CO2 等等），使得氣候暖化。氣

的臨界點。而所謂的氣候臨界點，指

候暖化改變了氣候系統與世界各地的

的是當氣候暖化持續惡化，全球平均

季節、降雨等，造成極地融冰、缺水、

地表溫度超過攝氏 2 度之後，會引發

糧荒、海平面上升等嚴重災害，將增

大自然的回饋機制，使得海底的甲烷

加氣候難民的人口。與此同時，各國

溫室氣體釋出海面，大幅加速地球暖

將為了生存爭奪資源，戰爭無可避

化，超出人類所能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免，大大影響國際關係的權力版圖分

量的程度，屆時，這樣的正回饋機制

配，未來國際權力將如氣候地表一

開始，暖化的速度勢將失控。因此，

般，風雲變色。因此，作者強調現在

作者強烈建議是該採取地球工程技術

就該立即採取行動，治本的方式是全

的時候，總之先降溫為主，其他的問

球世界各國的生活方式完全改變成無

題，諸如地球工程技術可能帶來的副

碳化，目的在於大幅度降低碳排放

作用，或是只是拖延時間表等等，降

量，但這點短時間內做到的可能性極

低暖化溫度之後再談。最後，作者不

低。而治標的方式，便是採取地球工
程的方式，例如收集二氧化碳並將之

10

3

Andreas Tjernshaugen, 2011,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support for CO2 capture and storage in
Norway,”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20, No. 2,
pp. 22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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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強調身為地球一份子不該再對氣候

謬誤。首先，因果關係的謬誤在於書

變遷漠視或表現置身事外，更不該再

中認為只有透過全球國際合作，共同

視這些是科學家無聊且好似惟恐天下

減少排放溫室效應氣體，才是解決問

不亂的恐嚇。作者表示，目前世界強

題並達成控制全球平均溫度上升不超

權已面臨崩解危機，國與國之間的衝

過攝氏 2 度，並且使二氧化碳的濃度

突與競爭終將失去意義，各國非得聯

降至 350ppm 的目標。可惜因為政治層

手才能自我拯救。這是決定全人類命

次上的問題阻礙了各國的合作，所以

運的最後一場戰役，是我們唯一，且

只能賴於地球工程的技術，例如收集

最後的希望。可知，這是一本嚴肅呼

二氧化碳，並將之儲存在地底，或是

籲世界重視氣候變遷且擲地有聲的

將二氧化硫注入大氣中，使其發揮降

書。

低地表溫度的效果等策略方式。這點
本書的作者格溫．戴爾（Gwynne Dyer）

二、評析

並沒有清楚論述「政治上的難以合
作，必然導致科學技術的替代」之間

此書的優點，在於作者的立場與

的因果關係，是否會因為政治上的合

理由清晰分明，且認真訪問世界各國

作與否，直接就造成策略技術上的採

關注氣候變遷議題的前線專家學者和

取行動，這中間的因果關係其實尚存

官員，這樣的用心的精神值得學習。

在許多發展可能，例如政治層次上達

此外，透過預測而刻畫出如果不積極

成合作共識，但在方法策略上不一定

合作，並努力減緩氣候暖化的速度，

都能接受同一個方式而沒有異議。而

未來的世界將是個怎麼樣的樣貌，在

這正是政治層次與策略方法兩個不同

在強調危機的急迫性，以及不作為之

層次的問題。再者，認為當有了地球

後的可怕後果。這是身為地球的一份

工程技術之後，將導致國家難以再願

子應該警惕。更重要的是，在國際關

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因為減排很可

係權力中的強權國面對全球氣候變遷

能影響國家經濟發展，這點不僅犯了

制訂合作規範，並且採取積極作為，

因果關係的謬誤，也犯了過度簡化的

更是責無旁貸。此外，作者清楚且一

謬誤。根據歐盟的經驗，1990 年 10 月

針見血的點出人類的政治行為，使得

歐盟達成大氣濃度穩定協商，會中決

人類將世界推向生存威脅的道路，特

定二氧化碳的濃度在 2000 年前要達到

別是針對 2009 年哥本哈根里約地球高

1990 年的排放標準，為了達到此目

峰會的政治過程，有精闢的批判。

標，歐盟推動了三個方案：提高能源
使用效率、發展再生能源以及課徵碳

然而，此書的論證缺失有二，分

稅。4 但由於歐盟各國情況不同，碳稅

別是因果關係的謬誤以及過分簡化的
4

李河清，2006，〈歐盟與環境：以京都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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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適合作為普遍適用的減碳工

碳儲存以及二氧化硫注入大氣中的方

具。因此，在政策工具上從碳稅逐漸

式，才能降低地表溫度，如此容易令

轉而採取排放交易，認為應以國內實

讀者誤以為只有這三種可行方法。其

際減量為主，以碳交易為輔，而交易

實這應該是此書作者認為最具「立即

額度應有上限。5 甚且，在 1997 年簽

有效」的策略工具，並非「唯一可行」

6

訂京都議定書之前， 歐盟已提出減量

的方法。此外，各國不願意減排的原

分攤原則，於 1998 年通過，而此正好

因，也不當僅只因為地球工程技術的

與京都彈性機制《共同減量與清潔發

提升而已，尚有許多各國各異的可能

展機制》的概念相容，在總體目標之

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本書雖標榜以

下允許各國之間的碳排放相互交易7。

罕見的地緣政治角度切入探討全球暖

是以，減量分攤原則與排放交易皆為

化加劇，造成各國所面臨許多壓力，

歐盟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較具創新的方

但是，並無針對書中關於地緣政治的

式。如此，減排並非只有一種方式，

定義，只是強調暖化之後，海平面上

亦難以論斷必定會造成國家經濟發展

升，影響所及的國家將面臨領土減

的負面影響與否。

少，甚至是需要舉國移民的可能問
題。最後，評者同意氣候變遷議題的

三、結語

確需要認真看待，但是，若總以悲觀
態度看待，並以過度推論的方式來預

此書作者為了呼籲全球正視氣候

測人類的未來，那麼很容易墮入問題

變遷的嚴重性，除了極具巧思的大膽

已經難以挽救的死胡同裡。因此，評

刻畫未來世界樣貌外，亦帶入了強烈

者的態度較傾向於紀登斯（Anthony

的情緒，並有聲嘶力竭的呼籲之感。

Giddens）2009 年所出版的《氣候變遷

因此，不免有論述上過度簡化的問

政治學》一書中的觀點，8 認為應以樂

題。關於溫室氣體減量的議題，書中

觀一點的態度面對，並且相信對症之

所言的確過度強調唯有透過碳捕捉、

策應著重在能源的使用及其安全。本
書雖然不算是學術性的書籍，但是，

書為例〉
，收錄於張亞中主編，
《歐盟全球戰略
與 對 外 關 係 》， 台 北 ： 晶 典 文 化 出 版 ， 頁
118-119。
5
Chad Damro and Pilar Luaces Mendez, 2003,
“Emission Trading at Kyoto: From EU
Resistance to Union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2, No. 2, pp. 71-94.
6
傅岳邦、高文彬，2009，〈京都議定書的國
家履行〉
，
《問題與研究》
，第 48 卷，第 1 期，
頁 97-131。
7
李河清，
〈歐盟與環境〉，頁 120-121。歐盟
的彈性機制共有三種，分別是共同減量(JI)、
清潔發展機制(CDM)以及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ing, ET)，主要以減量成本效益為原則。

12

若想了解現在氣候變遷的相關問題以
及可能發展，這本是值得一讀的書。

8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黃煜文、
高忠義譯，2011，
《氣候變遷政治學》
，台北：
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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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
林婉萍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富國的糖衣》（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是一
本綜觀國際政治經濟發展脈絡下，已開發國家與開
發中國家如何利用「自由貿易」促進經濟發展的政
治經濟分析。本書的作者為現任教於劍橋大學經濟
系，且專長於發展經濟學研究的韓國經濟學家，張
夏準。儘管本書為繁體中文出版界第一本張夏準著
作，但他基本上早已是一位年輕而著作等身的發展
經濟學作家。在《富國的糖衣》之前，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於 2007 年已出版其另一本早期的知名
著作—《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1 當
時即透過檢視已開發國家致富的歷史事實，試圖了
解已開發國家如何成功達成經濟發展，並同時檢視
富國給予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建議，得出著名的

書名：富國的糖衣：揭
穿自由貿易的真相
作者：張夏準
譯者: 胡瑋珊
出版者：博雅書屋
出版地：臺北市
年份：2010
頁數：285 頁
ISBN：9789866614750

「踢開梯子」結論。2
二、本書主旨
除了揭穿已開發國家偽善的忠告外，
《富國的糖
衣》另外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意識型態中，檢視
被視為「實現發展」的必要工具—自由貿易是否真
的如此「捨我其誰」。作者將研究對象限縮至「自由

1

其為簡體中文翻譯版本的書名，其原英文書名為：Ha-Joon
Chang,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2
張夏準透過研究發現，現今來自已開發國家集團（包括當時
的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給予開發中國家的成功發展經濟
建議，幾乎不可能讓開發中國家順利達到發達水準，因為已開
發國家要開發中國家實踐的，並非他們真正走過而成功的路
徑，而是要求開發中國家作他們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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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
，透過生動的比喻及大量的歷史

重新認識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事實與

證據，具體地描繪出自由貿易對經濟

迷思，並了解富國推動包含自由貿易

發展的作用，然而，自由貿易並非國

在內的各項全球化主張的動力─新自

家經濟發達的仙丹，當國家產業發展

由主義是刻意的選擇，而非必然的全

與市場機制尚未臻於完善，而過早地

球化途徑。第二章與第三章分別探討

全面實行自由貿易時，只會帶來傷害

已開發國家如何變得富有，而其中他

與災難。本書主旨便在於批判主流意

們在成功邁向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初

識形態對自由貿易之推崇（當然這是

生產業之保護與對自由貿易保持什麼

由於國際政經實力與權力嚴重偏向已

態度，事實上，當代所有富國一開始

開發國家的緣故）
，透過回顧資本主義

都是透過國家主義，施行關稅、補貼

的發展歷史，作者舉證歷歷，並且尖

與限制外國貿易等手段，來保護國內

銳指出自由貿易如何在富國刻意地斷

的初生產業，在他們致富以前，並沒

章取義與合理化後，以既有的政治經

有實施自由貿易，然而，這卻與富國

濟權力，透過看似中立與專業的邪惡

目前倡導的發展策略相互矛盾，因此

三位一體（unholy trinity）—國際貨幣

更有必要從富國建議窮國施行的自由

基金、世界銀行與世界貿易組織，遂

貿易開始逐一檢視，於第三章中得出

行新自由主義的普世滲透。

自由貿易不是通往經濟發展最理想的
道路，關鍵是政府主要的產業政策與

三、內容概要

審慎適時的保護、開放調控。

本書共有一篇序言、九個篇章與

第四章談到國家如何面對外資，

一篇後記，每一章都是自成一格地完

而不同類屬的外資，例如：國際借款

整討論政治經濟議題的內容，並藉由

或外國直接投資，又將造成什麼影

歷史實例為證來質疑被奉為圭臬的新

響，唯有在長期規劃發展策略下，運

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序言中以假

用外資可能有助於經濟發展。第五章

設性的預言故事開場，指出西元 2061

論及人們對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迷

年的《經濟學人》報導莫三比克已成

思，這個討論來自 1980 年代起的公營

功擠身已開發國家之列，並要求讀者

事業私有化風潮，然而事實是私有化

思考這樣的「奇蹟」是如何產生的，

不見得能解決公營企業既有的問題，

所謂成功發展的鐵律是什麼。藉著這

而成功的公營事業也相對鮮為人知，

項預言，作者開始於各章準備一一擊

面對企業經營之良窳必須務實，而無

破當代深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制約

法已所有權者的類型判斷絕對的好

的發展迷思。第一章從湯瑪斯‧佛里

壞。第六章指出各國智慧財產權議題

曼的《凌志與橄欖樹》開始，讓讀者

上不對等的議價權力，及其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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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殺落後國家經濟。第七章檢討華盛

力所決定，而不是真正迫切需要的公

頓共識中要求國家財政緊縮的缺失與

共利益，這也讓協助開發中國家邁向

不切實際。第八章民主跟經濟發展的

發展的策略增添難度，雙方皆必須更

關係，事實上存在根本的矛盾，民主

細膩地考量各種複雜性，增加發展策

與經濟的關係要比人們的想像和討論

略成功的可能。

更加複雜。第九章討論文化與民族性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文化

在這項議題上，作者不僅犀利指

可能是一項因素也可能是產物，但將

出國際政治經濟面貌看似合理、實則

流動的文化作為本質性的解釋項則是

為剝奪性的不等價交換的現實外，也

不合理的解答。後記中，作者回到預

不自覺指出長久以來「發展」議題中

言 2037 年的聖保羅，藉以折射出當時

爭論不休的關鍵問題，即政治與經濟

世界經濟的可能圖像。

如何在符合社會需求的前提下，彼此
妥適相輔相成地發展。這不僅涉及凱

四、書評

因斯學派經濟學家與奧地利學派經濟
學家間根本的辯論，同時也是作者在

藉由張夏準的著述，可以更加了

第八章談到的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的

解國際政經發展和各主權國家互動背

問題。對已開發國家而言，前者主張，

後，實際上演著零和利益競逐的血

政府必須擔負起調控經濟的責任，適

戰。儘管出身自專業經濟學之訓練，

時地用政策去穩定及促進經濟發展，

張夏準選擇以國家中心的途徑，期望

後者則懼於政府干預可能帶來對個人

以已開發國家發展經驗，為開發中國

及市場自由之侵害，主張政府應避免

家探詢更適切的發展模式，他發現已

介入市場，然而，當這種辯論套用在

開發國家在給予開發中國家建議時，

政府與市場機能尚未成熟有效的開發

無可避免地必須將自身利益置於開發

中國家時，儼然是不合理地要求其施

中國家的發達之上，一個當代國家不

行符合已開發國家之「政府」與「市

證自明的意圖─追逐利益，扭曲了原本

場」的標準。當已開發國家及其國際

的善意。但譴責國家的「自利原則」

組織集團以不實際的眼光，給予錯誤

是無意義的，除了國家權力的作用

藥方，只會讓開發中國家更加欲速則

外，同時可以看到一批以「正確」自

不達，如同作者於書中的比喻所言：

居的經濟學家，以一體適用的標準，

「我的六歲兒子應該找個工作嗎？」。

頑固地堅持政策的準確與正當性，這
對開發中國家而言，不能因地制宜地
「診療經濟」才是其真正無所適從的
因素，何況政策往往由政治現實與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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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6–
–2001
陳沖 / 中國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國際關係
系碩士研究生

一、前言
「網絡」
（network）一詞對於我們並不陌生，諸
如「互聯網」、「關係網」等網絡更是我們日常生活
中談論頻率最高的幾個詞。在國際關係中，我們也
使用「網絡」這個詞，如「貿易網」、「恐怖組織網」
也是人們常常討論的話題。不過我們對於這些「網
絡」的認識通常僅限於概念的使用，我們談論「網
絡」，使用這個術語，但並沒有領會其要義，更不知
道如何通過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它們的結構、屬性和
影響。儘管在傳染病、物理、數學和生物等自然科
學領域以及社會學、組織研究、社會心理學、人類

書 名 ：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絡的演變、結構和影響的「社會網絡分析法」
（social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6–2001
作者：Zeev Maoz

network analysis，簡稱 SNA）已經得到了成熟的發

出 版 者 ： Cambridge

展和廣泛的使用，但在政治學中，特別是在國際關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Cambridge
年份：2011
頁數：448

學和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領域，作為一種科學研究網

係領域，社會網絡分析多少受到了一些「冷落」
。1 國
際關係是研究「關係」的學科，而作為科學研究「關
係」的網絡分析方法自然也完全適合於國際關係的
研究。然而，在美國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政治學系
教授齊偉‧毛茲（Zeev Maoz）的《國家的網絡：國
際網絡的演變、結構和影響，1816-2001》一書問世

1

關於社會網路分析方法近年來在國際關係領域研究成果的評
述可參考：Emilie M. Hafner-Burton, Miles Kahler, and Alexander
H. Montgomery, 2009,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3, No.3, pp. 559–92;
陳沖、劉豐，2009，〈國際關係的社會網路分析〉，《國際政治
科學》，2009 年第 4 期，頁 9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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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2 國際關係領域還沒有一部使用

關注的是國際環境中的一組國家（或

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系統研究國際網絡

非國家行為體）
，決策者認為這些行為

的專著。

體在特定的時間對本國的威脅或機會
的本質、重要程度能夠產生即時的、

二、理論框架

直接的和深遠的影響。這個概念構成
了 NIP 理論的基礎。在無政府世界中，

在這部新著中，毛茲提出了一個

安全是國家關注的永恆目標，它促使

全新的關於國際網絡形成和進化的

國家找出對其安全的實際或潛在威

「 國 際 政 治 網 絡 」（ Networked

脅，這些威脅包括對國家價值或資源

International Politics，簡稱 NIP）理論，

的威脅或者獲得其他資源的機會威

他將過去兩個世紀複雜的國際關係演

脅。因此，決策者會收集制定政策所

變進程看作是國家之間存在的一系列

需的相關資訊，在理論上，任何關於

合作與衝突網絡演變發展的結果。這

國家外部環境的資訊都可以被視為與

部尚未出版便被廣泛應引用的著作，

政策制定相關，但是在實際中，大多

不僅補充了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對一系

數國家的利益範圍比較有限—並非世

列經典國際問題的回答，而且拓展了

界上的所有行為體或事件都與其安全

社會網絡分析的應用空間，對國際關

相關。同時鑒於國家情報收集的資源

係理論的發展和理解國際體系的演變

有限，國家必須將目標鎖定在數量有

具有重要意義。

限的國家，這些國家被認為與焦點國
（focal state）的安全相關。這些目標

在毛茲看來，國際網絡的出現是

國就是焦點國的「戰略參照組」。

國家與其它國家形成或中斷聯繫的選
擇結果。NIP 理論的微觀基礎在於國家

那麼如何測量焦點國的 SRG 成員

的戰略選擇：在外交和國際事務中，

呢？毛茲認為 SRG 的操作需要滿足地

國家領導人和政策精英最關注的是什

理和功能上的兩個要求，他通過兩個

麼？他們如何應對國家面臨的挑戰？

指標對這一概念進行操作：首先，他

為此他創造了一個關鍵概念：戰略參

利用既有的「國際環境的政治相關性」

照 組 （ Strategic Reference Groups ，

（ Politically

SRG）
。SRG 指的是影響外交政策精英

Environment，簡稱 PRIE）概念界定了

們對於國家安全挑戰的國際環境，它

國家之間的戰略相關性，這主要是從

2

Zeev Maoz. 2011.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6–200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levant

International

地理環境意義上考慮；3 其次，在 PRIE
3

關於 PRIE 的詳細介紹可參考 Zeev Maoz.
1996. Domestic Source of Global Change. 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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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上融合 SRG 的功能特徵，考察了

關於國家行為選擇的分析，將 NIP 理

雙方歷史上的衝突、競爭等關係。在

論從非合作網絡擴展到合作性網絡。

對 SRG 進行操作化後，毛茲開始構建

在現實主義假設的基礎上，毛茲又添

它關於國際網絡形成和演變的理論。

加了建構主義關於國家認同效果的假

他的理論融合了現實主義、自由主義

設，即（4）國家的認同影響它對國際

和建構主義的核心假設。毛茲首先以

環境的看法。同時，根據自由主義和

現實主義理論作為 NIP 理論的基準模

建構主義的觀點，他修正了（1）關於

型，吸收了現實主義關於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狀態的假設，認為儘管國家本

和國家權力的觀點。他認為：（1）國

能地懷疑其他國家意圖（3），但這種

家在無政府狀態下主要關注國家的生

懷疑可以被（a）共同的利益；
（b）共

存和安全；（2）確保安全的最終方式

同的認同和（c）過去友好的互動經歷

是最大化國家權力；同時（3）國家對

所修正。

他國的意圖存在本能上的懷疑。在進
一步完善 NIP 理論之前，毛茲利用他

根據這三種理論形成的 NIP 理論

所建立的國際衝突資料核對了 SRG 的

是如何影響國際網絡的形成呢？首

建構效度和基於現實主義的假設。統

先，焦點國的 SRG 具有的總能力決定

計分析表明，SRG 確實對國家行為確

了對其安全威脅的嚴重程度。如果

實具有顯著性的影響，而且具有很高

SRG 的實力超過了焦點國的實力，那

的建構效度。然而，作為基準模型的

麼焦點國就需要同盟來補充自己的實

現實主義觀點的解釋力卻在 8%-25%

力，進而形成了同盟網絡。但 NIP 理

之間，這在社會科學中並不算高，這

論認為，合作的價值不僅僅在於積聚

意味著還有更複雜的因素沒有被挖掘

資源制衡共同的安全威脅，而且國家

出來，因此需要呼喚自由主義和建構

試圖通過合作增進相互信任、減少懷

主義等其他解釋。如果融合後兩種理

疑，進而產生廣泛的共同利益和相互

論，NIP 疊加在一起的解釋力提高了，

依賴，從而增加它們的安全。成功和

那麼 NIP 理論就會更加完善和更具解

互惠的合作經歷有助於減少未來的威

釋力。

脅，與此同時，也有助於在這種相互
依賴和共同利益中形成新的集體認

在隨後的理論建構中，毛茲正是

同。其次，合作具有外溢效應，它可

沿著這條思路進行 NIP 理論建構的。

能從安全同盟網絡中擴展到經濟、制

他進一步分析了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

度合作中，從而形成經濟網絡和組織
網絡；反過來，在經濟網絡和組織網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8

絡中的合作也有可能增加安全合作的

短篇書評

政治科學季評

2011 年 12 月 32 期

前景。如此，NIP 理論又解釋了不同網

社會科學中的「分析層次」問題。毛

絡之間的互動及相互影響。總體而

茲認為，如果行為體的根源在於國際

言，毛茲通過對同盟網絡、貿易網絡、

體系的結構，那麼這種結構特徵的性

文化網絡和國際組織網絡提供的資料

質就可以用國際網絡的屬性（如網絡

核對了 NIP 理論的核心觀點，表明了

的極、密度、中心度等）來測量。這

NIP 具有重要理論和政策影響。

些屬性然後可以用來預測行為體的行
為。同樣，如果因果箭頭是從行為體

三、評論

的屬性和選擇指向體系的結構，那麼
社會網絡分析可以將體系結構視為一

毛茲成功地將社會網絡分析方法

個「突現結構」（emergent structure），

引入到國際關係研究中，為系統研究

然後用這些單位的屬性來研究網絡整

國際關係網絡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時

體的屬性和過程。

也豐富和發展了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在
社會科學中的運用範圍，讓我們相信

儘管毛茲在書中試圖從社會網絡

社會網絡分析可以而且應該運用到國

分析的視角試圖對國際關係的演變提

際關係研究中。

出新的解釋，但無論是在理解建構還
是在假設檢驗過程中仍存在一些缺

從理論視角看，毛茲提出的關於

陷。例如，本書在變數的操作上存在

國際網絡形成與進化的 NIP 理論綜合

一些爭議之處。SRG 是整個 NIP 理論

了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

的核心，毛茲通過地理鄰近性、先前

和建構主義的核心假設，為理論範式

的衝突經歷和戰略對手作為 SRG 的測

之間的對話交流提供了新的範本。從

量指標。正如它對 NIP 理論的建構效

研究方法上看，本書充分體現了社會

度檢驗結果所表明的一樣，這一操作

科學研究的嚴謹和科學特徵，無論是

概念雖然總體上與其概念定義相符，

研究問題的提出、理論框架的構架，

但卻存在遺漏資訊部分，這主要是由

還是假設檢驗過程中的變數操作化，

於操作定義產生的。例如，先前的衝

統計結果的解讀等均遵循了嚴格的社

突經歷和戰略對手反映了 SRG 的功能

會科學研究規範。正是由於這種嚴

作用，但是我們知道，在國際關係中

謹，本書提出的 NIP 理論才能得到強

並不存在永恆的敵人。在一個長時段

有力的支持。同時，由於本書的分析

來看，過去的敵人也有可能變成今天

建立在不同的分析層次上，並在不同

的盟友。更進一步地說，先前的經歷

的層次上對 NIP 理論進行了經驗驗

並不是預測未來行為的一個可靠指

證，因而很好地解決了國際關係乃至

標，因而毛茲的這種測量並不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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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應出 SRG 的演變。又如毛茲對缺
失資料的處理上仍有待改進。毛茲對
於這些缺失資料的處理方法是將其全
部作為「0」來處理，然而在貿易數額
中，「0」表示兩國的沒有雙邊貿易，
這並不是一種處理缺失資料的有效方
法，更何況貿易資料的缺失率甚至達
到了 49%，4 這將嚴重影響經濟因素的
解釋力度。
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其實是一種非
常複雜的分析工具，它對概念的測量
和操作需要嚴密的計算，對於社會網
絡分析方法陌生的讀者來說，準確理
解本書的理論觀點仍具有一定的挑
戰，這也是本書為什麼要用第二章來
介紹社會網絡分析的相關工具。這種
複雜的技術阻礙了社會網絡分析在國
際關係研究的廣泛使用。因此，如何
將社會網絡分析與國際關係緊密地結
合起來，發展適合於分析國際關係的
網絡概念，讓更多的人相信社會網絡
分析可以對國際關係研究貢獻新的知
識和理解也是本書留給繼續我們思考
的空間。

4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294. 事實上，
缺失資料是困擾所有定量研究（甚至社會科學
研究）的重要問題，系統性的資料缺失會嚴重
影響統計效果的解釋效力，關於社會科學中缺
失資料的處理和分析可以參考 Roderick J. A.
Little And Donald B. Rubin, 1987.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Missing Data,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Adam Davey and Jyoti Savla.
2010.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with Missing
Data: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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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陳永 / 中國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國際關
係系碩士研究生

一、前言
長期以來，國際關係學界對國際政治現實的看
法迥異，國際政治理論之爭根本上是解釋力之爭。
國際政治大理論（grand theory）之爭的關鍵在於鞏
固理論硬核（hard core），提出與現實契合的中層理
論，進而按照理論主張提出政策建議。唐世平認為
我們正處於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世界，
只有守勢現實主義理論，才能有說服力地解釋現實
世界；1 守勢現實主義還是當代的安全戰略理論，能
夠直接為政治家提供戰略選擇（menu of strategy
choices）。因此，國家及其決策者有必要瞭解守勢現
實主義的內涵，遵從守勢現實主義的行為邏輯。作
者在糾正既有誤解和重新界定若干重要概念的基礎
上，對守勢現實主義做出一致連貫的論述（coherent
statement）；然後按照其理論主張提出了守勢現實主
義操作規範（operational code），進而明確了國家在
守勢現實主義世界的行為邏輯。

書名：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Defensive Realism
作者：Shiping Tang (唐
世平)
出版者：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地：New York
年份：2010
頁數：272
ISBN：9780230623132

二、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
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

經過十幾年演進，守勢現實主義逐漸形成了一
些核心觀點，如：安全並非稀缺，國家通常則採取
溫和的防禦性戰略，只有在極端情形下才會採取進
攻戰略

1

Shiping Tang, 2010,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1, p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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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戰略等。但是這些觀點是零散的，

攻性能力，一方採取的旨在增加安全

甚至是自相矛盾的。2 守勢現實主義和

的措施會威脅，或者被感知威脅另一

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都

方的安全，即使雙方僅僅只想保衛它

是結構理論，只是在國家安全和戰略

們的安全。結果，另一方會採取反措

偏好問題上走向不同的維度，所以唐

施反對這些防禦性措施。這些措施與

世平努力以條理清晰的攻勢現實主義

反措施的互動會增加它們的恐懼和對

為參照，對守勢現實主義進行一致連

彼此意圖的不確定，通過自我強化和

貫論述。

積極回饋機制，導致一國增加權力並
不必然更安全的負迴圈。這個負面迴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最

圈也能導致不必要的衝突——戰爭威

為重要的國際關係理論思想之一，也

脅或者戰爭。安全困境的嚴重程度可

是守勢現實主義的核心概念。雖然一

以通過物質和心理兩個方面調節。

般認為安全困境是無政府狀態下國際
政治的屬性，但是人們對其認識是有

唐世平在這一新界定中認為無政

偏差的。為了重構守勢現實主義的理

府、沒有惡意和權力積累是安全困境

論硬核，唐世平提出了「巴特菲爾德—

存在的必要條件，缺一不可，而其他

赫 茲 — 傑 維 斯 表 述 」（ BHJ

要素都是安全困境的結果或者調節因

3

Formulation）， 重新界定安全困境：
：

素。正是忽視了這些，國際關係研究

在無政府條件下，兩個國家為守勢現

出現了對安全困境的理解混亂、誤用

實主義國家。然而，這兩個國家對彼

和濫用。主流研究認為無法緩解的安

此現在和將來的意圖是不確定的（因

全困境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

為生活在無政府狀態下）
。結果，每個

發。唐世平駁斥了這種安全困境引起

國家都害怕另一個國家可能是或者變

戰爭的看法，他認為納粹德國對英法

成掠奪性國家。因為雙方都相信權力

懷有敵意，但是不知道英法如何應

是實現安全的一種方式，都尋求積累

對，所以它們之間存在的是安全威

越來越多的權力。因為即使純粹的防

脅，而非安全困境。

禦性能力也會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進

唐世平從巴特菲爾德—赫茲—傑
維斯表述出發一致連貫論述了守勢現

2

Jeffery W. Taliaferro, 2000,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pp.
128-161.
3
巴特菲爾德(Butterfield)、赫茲(Herz)分別界定了
安全困境，傑維斯(Jervis)首次對這一概念進行了系
統表述。唐世平批判性繼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增
加了一些公認的要素，提出的關於安全困境的新概
念。參見 Shiping Tang, 2010,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pp.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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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主義。首先，作者認為，雖然國家
間的意圖不確定，但是不能預設對方
是惡意的，更不應利用機會之窗削弱
或者消滅對方。國家應該採取防禦性
戰略維護安全，同時釋放善意信號，
通過保證（reassurance）建立合作，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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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善意→安全困境→應對守勢現實主義國家戰略
↑
衝突的國家利益（能否調和）→意圖不確定性←保證
↓
惡意→螺旋模型→應對攻勢現實主義國家戰略
圖一：國家互動因果鏈

而深化合作，最終實現共同安全。4 但

了國家間互動的一切可能情形，更加

是，一旦攻勢現實主義國家的侵略是

關注每一環節不確定性，從而希望通

緊迫而不可改變的，守勢現實主義國

過善意與合作使因果鏈斷裂，避免衝

家將用實力擊退或者懾服對方。其

突和戰爭的發生，即如圖一隨機因果

次，一致連貫論述的守勢現實主義對

鏈。尤要指出的是，確定對方意圖是

衝突和合作的論述完備而具有操作

這一守勢現實主義操作規範的關鍵環

性。守勢現實主義雖然也認為國際政

節。這是因為一旦確定對方的意圖，

治的本質基本上是衝突的，利益衝突

國家將明白如何應對對手。5 修正後的

也經常是客觀的，但是不認為所有客

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家應該努力確定

觀的利益衝突都是不可調和的。

對方的意圖，然後實施相應的戰略。

為了直接指導國家戰略決策，作

因為意圖的不確定性是無政府狀態的

者運用重新論述的守勢現實主義理

屬性和人類的感知的重要內容，極難

論，演繹了守勢現實主義操作規範。

解決，所以作者著重論述了確定意圖

兩種現實主義依據不同的模式，演繹

的保證戰略。

出直到發生戰爭的整個因果鏈。螺旋
模型（spiral model）的誘因是衝突的

三、理論評價

國家利益，即：
國家利益衝突→意圖不確定性→安全

（一）研究貢獻
第一，批判了既有的國際政治

困境⁄螺旋模型→衝突→戰爭

觀，提供了構建國際關係新大理論的
攻勢現實主義還通過預設排除了

路徑。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國際政

不確定性，認為以上關聯是充要因果

治理論來指導國家的對外政策， 因為

關係，國家因而應積極應對衝突和戰

不同的理論適用於不同的時代。6 我們

爭。而守勢現實主義要考察國家利益

不要希望修正某種理論，使之不斷完

衝突的主客觀可調和性，並且考慮到

善，最終能夠解釋一切國際政治現

4

Shiping Tang, 2007, “ Correspondence:
Uncertainty and Reassur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1,
pp. 193-200.

5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p.117.
6
唐世平，2003，〈國際政治理論的時代性〉，
《中國社會科學》，第 3 期，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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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從而陷入「大理論迷幻（grand

圖通過打破巴特菲爾德—赫茲—傑維

theory fantasy）」
。7 作者希望保留既有

斯表述的關係鏈，瓦解守勢現實主義

大理論的合理硬核，即具有歷史性解

的理論硬核。其次，巴特菲爾德—赫

釋力的原則，從而構建一種社會演進

茲—傑維斯表述無法證偽。作者指

解 釋 （ a

evolutionary

出，沒有惡意是安全困境存在的必要

interpretation）的理論創制路徑是可行

構成要素之一，也是與螺旋模型的區

的。大理論是硬核單一的非演進理

別。提出意圖的善惡看似比追溯人性

論，而唐世平希則望將這些理論置於

更可行，其實犯了相同的錯誤。意圖

連續的宏觀歷史中，從而使理論呈現

作為抽象和不可觀察的概念難以進行

出社會演進的特徵。

操作化，所以以主觀意圖的善惡界定

social

第二，有利於理論進步和現實世

安全困境概念導致巴特菲爾德—赫

界發展。首先，巴特菲爾德—赫茲—

茲—傑維斯表述不可證偽。再次，安

傑維斯表述系統而包容性強。它與富

全困境的生成機制並不成立。在無政

有啟發性的推論一起不僅有利於人們

府狀態下，國家互相傷害的惡意難以

理解守勢現實主義，也有助於我們辨

擯除，意圖不確定性始終存在。國家

清國際政治中的真實或者虛假的亂

不能完全免於被傷害，恐懼感造成了

象。其次，一致連貫論述後的守勢現

生存壓力，國家從而積聚權力。因此，

實主義不但條理清晰，而且提供了宏

必要條件難以完全具備是巴特菲爾

觀的國家戰略選擇。它更加符合國際

德—赫茲—傑維斯表述的致命缺陷。

現實，容易進入戰略話語體系，從而

第二，一致連貫論述的守勢現實

將取代攻勢現實主義理論的話語優

主義及其操作規範有自相矛盾和邏輯

勢，改變國家行為偏好，塑造和平與

不明之處。8 首先，作者強調除非在極

合作為主題的世界。

端的情況下，守勢現實主義國家不會

（二）不足之處

發動預防性戰爭。那麼它一旦被迫對

第一，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硬核鬆

潛在的侵略者發動預防性戰爭，它還

散。首先，安全困境的重新界定並非

是守勢現實主義國家嗎？這一問題的

邏輯性定義。巴特菲爾德—赫茲—傑

答案存在悖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維斯表述不僅包括安全困境的根源、

主觀意圖善惡就不能作為判定國家屬

生成和加強機制，還提到了心理和物

性的標準，理論的合理性受到破壞；

質調節因素。這就使得新定義理論化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要麼守勢現實主

程度不高，不夠嚴密。反對者可能試

義無法解釋和指導極端狀況下的國家

理論追求解釋一切卻什麼也解釋不了，見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2000, “Integrat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pp. 3-33.

矛盾和邏輯不明之處主要在於守勢現實主
義操作規範篩選了其理論原則。參見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pp.118-1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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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行為，國家就要麼坐等滅亡，要
麼國家摒棄守勢現實主義偏好，這對
理論的解釋力和應用性都是致命打
擊。其次，作者主張，國家在釋放善
意的同時，要加強防禦和威懾力量，
防止善意被對方利用。但是兩手做法
會不會被認為是欺騙？對方難以區分
守勢現實主義國家的自衛措施和攻勢
現實主義的欺騙行為。納粹德國一邊
擴軍備戰，一邊向英法重申有限的安
全需求。直到二戰爆發，英法還認為
納粹德國僅僅是安全尋求者，對它們
並無惡意。英法長期的之保證行為並
沒有揭示，也沒有消除德國的敵意，
最終兩國終成受害國。作者假定主動
者為守勢現實主義國家，而忽視了對
方的認知困難和錯誤知覺。如果對方
不願意冒險確定主動國的真實意圖而
採取敵視態度甚至進攻行為，導致非
本意戰爭，誰該為戰爭負責？這也是
保證戰略的缺陷之一。
唐世平一直致力於建構國際政治
社會演進解釋結束國際關係大理論之
爭。在此，他完成了實現理論抱負的
關鍵步驟，也提出了若干有待深入的
研究議程，如修正守勢現實主義和創
立中層理論。作者和後繼研究者有必
要在既有基礎上進行深入研究，完善
守勢現實主義和進行系統性的理論檢
驗，進而為決策者提供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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