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盪落成人，敞開為生命：海德格的世界與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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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曾經將歐洲的噩運診斷
為人的問題：人變得更削瘦、更
溫和、更聰明、更舒適、更平庸，
現代人成功地終結了對人的恐
懼，但接踵而來的卻是虛無主
義，「我們對人感到厭倦」，尼
采斷定，為了克服虛無主義的反
動力量，必須重新拉滿生命力量
之弓，人必須重新生成肯定性力
量，超克文明的豢養重新生成而
為超─人。
與尼采一樣，對海德格來
說，「人何為人，生命何為生命」
從來都不是本質性問題，我們無
法「科學地」界定人或生命，這
樣的說法或許太過陳腔，但人或
生命始終是一個「如何存在著」
的問題。Michel Haar 的《海德格
與人之本質》（Heidegger and the
Essence of Man）是這個主題的經
典之作，Haar 精確地指出，海德
格思想的宏大企圖就是對人何而
為人的重新提問，就像海德格自
己所說，「借道於追問重新將人
指向另一種本質，從而也就超克
了這個問題本身」。
Harr 說，海德格要改變人的
本質，但做法不是提出另一種本
質論述或人類學學說，而是要根
本改變人的本質這個問題意識，
對海德格而言，迄今為止人的歷
史是一個人自我解放的歷史，人
擺脫了上帝，擺脫了自然，擺脫
了一切的束縛，擺脫了對人的恐
懼，但在這個形而上學傳統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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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是人的匱乏。其實，人
並非其所是，更非其所有，海德
格接過了柏拉圖的教誨：人得要
記住，人始終匱乏某些東西，對
海德格來說，這某些東西並不是
什麼具體的東西，而是其根本的
存有：人跟他無法掌握，只能在
綻出（eksists）的動態中顯現出來
的存有，兩者之間的關係。對海
德格來說，比起人的提升，人的
盪落所引致出來，綻出的匱乏，
更為艱困，也更為危險。
但人的匱乏同時是世界的敞
開（openness），這是海德格在《形
而上學的根本概念：世界、有限
性與孤獨》講座中對人，以及人
與動物之別的界定。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與 William
McNeill 都從這個講座著手海德
格的人與生命問題。William
McNeill 的《生命的時間：海德格
與 Ethos》（The Time of Life:
Heidegger and Ethos）指出，海德
格接續了《存在與時間》的命題，
強調世界是一個意義的指涉整
體，它讓意義的開展得為可能，
世界既先於此在，同時也伴隨此
在而出現，此在被拋擲到世界
中，而在「畏」（Angst）的基本
情調中持存（hold）住，William
McNeill 認為，海德格對此在的
「時間性」
（temporality）的關注，
構成了他在往後講座中理解人與
生命的根本線索。
與 William McNeill 道地的
詮釋風格大相逕庭的是阿岡本

長篇書評
（Giorgio Agamben）
《敞開》
（The
Open）一書，阿岡本的企圖不僅
僅只是對海德格思想的詮釋，也
是與海德格的一次思想交鋒，阿
岡本在海德格對人與動物之別的
詮釋中，發現了西方政治思想的
根本線索，也就是「人形化機器」
（the anthropological machine），
這是一種區分人獸之別的論述策
略：人的生成必須透過某種切
割，將作為否定性基礎的「非人」
要素懸置起來，人「在人猿的特
徵中發現自己總是不成人樣的形
象…（人）必須在一個非人的形
象中認知自身，以成為人」。
儘管方向不一，但在 McNeill
與阿岡本的詮釋當中，海德格對
於動物的討論都具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特別是動物與「世界」的
特殊關係，這個關係海德格稱之
為世界的貧乏（poverty）。對海
德格來說，人與獸的區分，並不
在於不同生物種屬的差別，而是
人的此在被拋擲進去，世界所「綻
出」（eksists）的時間性中，世界
的構築與此在最本己的時間性是
同時發生的，時間並不是客觀的
線性時間，它首先是畏所獨有的
時間性，一種被此在持存住，「蓄
勢待發」（at the ready）的時機
（moment; Augenblick）。
但在動物與世界的關係中，
並不存在這種時間性結構，動物
性存在的特徵是被擄獲的行為
（captivated behavior），動物自
身被吸納（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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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genommehheit）進其本能性驅
動的互動整體中，海德格將之稱
為「敞開」（openness），一種對
一切可及之物都保持敞開的活動
方式。在這種被擄獲行為所敞開
生命樣態中，動物性存在沒有所
謂本己，也無從畏之，而只是反
覆的抽離（withdrawal）自身。動
物性生命樣態的特徵是，自身的
抽離，與對眼前一切的敞開，兩
者被弔詭地連結起來，一方面，
純粹的敞開意味著沒有對眼前物
事，做出本能反應之外的行動，
另一方面，動物自身反覆的抽
離，意味著它與對象之間，無法
形成任何別具意義的關係，動物
這樣的特殊存在樣態，海德格稱
之為「去抑制」（disinhibit），如
海德格所說：「必然反覆與其本
然上地抽離自身相應，對動物來
說，沒有任何作為可能對象的東
西，會在它面前，而讓動物持續
密切關注…（這是）對於行為中
所涉及一切的無力關注」。
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認為
動物與世界的關係是一種世界的
貧乏。世界的貧乏與世界的構
築，構成人與動物根本不同的存
在性樣態，在人的世界中，不僅
僅只是要對外物採取某個姿態，
進而形成特有的關係，還要能夠
在每個時刻，都能夠超脫當下的
一切，語言的重要性即在於此。
McNeill 指出，在世界的貧乏中，
動物性存在無法「使之存在」
（letting be; Seinlassen），作為一
種關注的方式，使之存在並不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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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被動的，而是「以一種進入
到某個世界的歷史性生發的關
注」，人與世界特有的存在性與
時間性結構，正是所謂的「時
機」，此在之所以能「在觀視中
維持其世界」（hold and keep its
world in view），是因為畏情調了
此在，在世界之顯現的原初面向
上，「為時機而蓄勢待發」。
McNeill 認為，海德格以這
個此在的分析，以時機所引致的
時間性，既界定了人，也界定了
世界，同時界定了其存有的特殊
關係。人之為人，首先即在於此
一此在與世界的特殊關係，這可
以說是 McNeill 對海德格 ethos 的
詮釋。這樣的詮釋線索，一直延
續到海德格對亞里斯多德的現象
學分析，以及海德格在 30 年代，
藉由對人之實踐的時間性理解，
漸漸發展出對於時刻更深刻的解
讀，時刻不僅僅是作為世界之敞
開的地帶，同時也是世界的歷史
性命運化，海德格在這裡發展出
他晚期思想重要的概念：存在的
居有事件（Ereignis）。
在海德格的晚期思想中，時
機的重要性越加凸顯，不再能僅
僅從此在的情調與行動來理解，
而是作為一種先行著的從屬，始
終總是關乎一個超出此在行動的
世界之生發，海德格將自己的哲
學稱之為「另一個開端」，在其
中，「存在生成而為居有事件，
必然藉由一個根本的擾動，穿透
在歷史之中，於是，也就必然同
4

政治科學季評

2017 年 3 月 53 期

時透徹，並道出這個歷史的時
機」。時間性與存在的開展，時
機的開顯與真理的去蔽，對海德
格來說是一體兩面，儘管海德格
晚期思想少有再觸及動物論題，
但他對「克制」（restraint;
Verhaltenheit）作為「在居有事件
的籲求所召喚，與居有事件之間
別具一格並轉瞬即逝的關係」的
說法，不妨視為與世界之貧乏的
去抑制關係的對比。
按照 McNeill 的詮釋，海德
格晚期的思想與早期的現象學分
析，關注或許不同，但對時機問
題的深化，卻是一脈相承。海德
格晚期關注的，對於存在真理的
探究，與早期現象學分析對於時
機的理解，無法切割開來，存在
的真理，也是關於居有事件的時
間性問題，對存在真理的探究，
其實也透露出早期現象學分析的
身影，如海德格在〈人道主義書
簡〉中所說：
人然而是從存在本身被包入
存在的真理，以這樣的出離方式
照看（guard）存在的真理…人無
法決定存有是否或如何到來…存
有的到來處於存在的運途。但對
人來說在其本質中發現相應於其
運途所適切的，並與其運途一致
人作為出離著存有必須照看存在
的真理，則一直是一個問題。人
於是就是存在的牧者。
Harr 對海德格晚期所說的人
作為「存在的牧者」一說有精闢

長篇書評
的闡述，人的新形象是看守，見
證，牧者，存在的鄰人。有別於
McNeill 對於時間性與時機的著
重，Harr 所著眼的是人作為此在
的存有，與存在之間的關係，如
海德格所說，「人是這樣的實體：
其存有由其存有的，其在存在中
的特許（ausgezeichnet）所標誌，
通過自身的存有，敞開地在存在
的無蔽中持存」，Harr 指出，人
透過此在的綻出逼近了人的匱
乏，敞開了世界，存有的純粹勞
績（feat），既作為奴僕看守著人，
也看守著自身，將人持守在敞開
中，看守著人。人是存在的牧者，
既是通過此在的情調所開展出來
的時間性，其自身綻出的動態，
持守了此在的存有，在匿跡與去
蔽的辯證中，看守了存在的真
理。在 Harr 看來，人與存在的關
係不是主體對客觀環境運行其意
志的關係，而是一種交互關係，
人通過承擔反對「關念」（care）
的「決斷」主動角色也承擔了「使
之存在」的被動角色。
相比於 Harr 與 McNeill 道地
的詮釋，阿岡本的《敞開》無疑
是相當具有挑戰意味的作品。與
McNeill 不同，阿岡本的目的並不
在於為其思想提出一個一以貫之
的詮釋線索，他所關注的是海德
格對於「人何而為人，生命何為
生命」問題的洞見，海德格在這
個問題上的洞見是，人之為人在
於其形構並居有於世界的能力，
而這樣的能力，並不是一種另外
被附加上去，為人所獨有的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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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說語言），而在於人能將
世界敞開來的存有結構。但對阿
岡本來說，海德格思想的基進之
處走的還不夠，因為人將世界敞
開來的存有結構，是透過對於世
界之貧乏，對於動物之存有的「去
抑制」的懸置，才得以敞開，而
這樣的懸置構成人與動物之間的
一個無以區分的停頓，對阿岡本
來說，這樣的停頓正是讓一切人
與動物之辨證、區分、過渡得以
運作的人形化機器。
阿岡本認為，海德格看出了
問題的本質，卻提出了錯誤的解
答。與 McNeill 不同，阿岡本關注
的是，海德格在人之 ethos 的時機
出現之前所存在的對於動物之存
有的「去抑制」的懸置，在從動
物過渡到人的人形化過程中，畏
的情調首先是深刻的無聊，此在
在其中會突然發現自己被棄置
（abandoned）在空無中，但先行
於此在的存有整體並不是全然消
失，而是在無聊的漠然中顯現了
自身，對阿岡本來說，動物與無
聊在此都是「向某種閉鎖敞開」
（open to a closedness），人之所
以能生成而為此在，其實並不是
超越了動物環境的限制，並敞開
出一個更寬闊的空間與世界，而
是藉由對去抑制的懸置，而敞開
出人的世界，如阿岡本所說：
存在，世界與敞開…不過對
活物與去抑制性關係的阻斷與擄
獲…敞開不過是抓住動物的非敞
開…人懸置其動物性，同時以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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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開啟一個『自由且空洞』
地帶，在此生命被擄獲，並被棄
置於例外狀態的地帶中。
海德格提出了問題的本質，
也就是在動物向人的過渡，從環
境向世界的轉化中，有一個無以
區分人與動物的環節，必須將之
懸置，從深刻的無聊中情調出
畏，方能開展出時機的歷史性與
時間性，海德格強調此在的生成
與世界的構築，是一個敞開與閉
鎖的辯證，如海德格所說，「大
地，只有在其被看做是本質上無
以揭露者（the Undisclosable），
而被看守並護持著，從一切的敞
開中抽離，並持續維持其閉鎖
時，大地才顯現出來…大地的生
產意味著，將在其自身中閉鎖自
身者，帶入敞開中」。阿岡本認
為，海德格對政治的理解，也同
樣是這個敞開與閉鎖的辯證結
構，「作為存有之去蔽與集聚之
所在的政治（polis），同樣是由
這個匿跡與去蔽之間的爭鬥來界
定」。但海德格給錯了解答，如
阿岡本所強調，人作為存有的牧
者，在奪佔其自身匿跡與動物性
以在世界開展出來的過程中，匿
跡與動物性將不再會是被匿藏起
來，或者宰制的對象，而是透過
純粹的棄置。
阿岡本不無同情地說，海德
格恐怕是最後一個相信人形化機
器，依然能夠生產出歷史與專屬
一個人民之使命的人。也就是
說，海德格對於時機的歷史性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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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有著太過樂觀而近乎幼稚的
期待，20 世紀極權主義的政治經
驗，證明了對於人民歷史性使命
的承擔，如何透過人形化機器的
中介，而轉化成對生命的全面性
治理，如阿岡本所說，20 世紀的
極權經驗：
…是個人民的事實性存在承
擔使命的問題…也就是裸命的問
題…歷史終結的另一個面向：人
已經達致其歷史目的，而對一個
已然再次生成為動物的人說，除
了透過安計的無限開展，將生物
性生命自身當作最高政治任務，
來將人類結社去政治化之外，別
無他法。
如果一切具有歷史使命潛能
的物事，諸如詩，宗教與哲學，
都不再具有效力，那麼，「唯一
保留某些嚴肅性的使命似乎就只
是對於生物性生命之重負的承
擔，以及對之，對人之根本動物
性的全面性營管」。阿岡本於是
總結了對於海德格「世界」說法
的批判，海德格思想中對於歷史
性生發及使命的執著，或是其政
治醜聞的根本結構，透過人形化
機器將動物性生命懸置的思考，
其危險正在於，在歷史終結的虛
無時代，「後歷史的人，不會再
將自身的動物性持存為無以揭
露，而會試圖將之承擔，並藉由
技術來治理」。
深受尼采啟發的海德格，沒
有在人的提升這個論題上追隨尼

長篇書評

政治科學季評

2017 年 3 月 53 期

采，對他而言，人對自身力量的
自我測度已經過度到一個近乎臆
想的地步了，虛無主義的問題自
然是人的問題，但首先需要被超
克的，不是人，而是人的問題，
海德格對尼采「人的問題」的接
手，在不同的詮釋者眼裡有不同
的評價與切入點，這位 20 世紀最
負盛名也最爭議的哲人，其思想
就像是一個返歸的運動，對於本
源，對於返歸本身的不斷探詢，
而對海德格的一再返歸與探詢，
也無疑將是重新探究思想本源，
人的本源的必經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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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霸權的浮現：後冷戰時期大國政治的邏
輯
明居正
宋磊 / 中正大學戰略所碩士

壹、前言
冷戰結束後，原先的二極體系崩解，美國
的假想敵也消失，獨剩美國自身在世界權力舞台中
維持單極態勢，對於全球政治局勢而言，除了美國
一個霸權維持大美霸權的姿態外，其他的中等強權
如俄國，中國、日本、歐盟等均共同維持世界局勢，
與美關係維持合作與競爭的模式，唯一差一點在於
比重不一，更有甚者美國的對外政策易受到「鐘擺
效益」的影響，也就是說有時美國的外交顯得積極，
對全球各地事務皆保持各種形式的介入，一段時間
如果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對美造成沉重負擔(財政、
國防、政治人物聲望等)，在輿論與國內政治的監督
競爭下，執政當局換考慮改變對外方式，這時美國
的外交政策就會導回「孤立主義」的模式。（頁 52）

傳統上，歐盟等國與日本皆屬民主國家，與美
的親密程度自然不在話下。俄羅斯與中國由於在冷
戰時期意識形態差異的因素，造成數十年與美國維
持敵對的狀態，對美來說皆為一定程度的假想敵，
彼此的關係也處在競爭大於合作的既定事實，即便
在後冷戰時期，相較於冷戰時期美蘇兩強的對峙程
度降低不少，中國也在改革開放後因經濟因素擠身
為世界強國之一，在許多國際舞台上均具備一定程
度的分量與話語權。近年來，不同的國際議題上在
現實的因素下美國始終願意維持某種程度的合作態
度來維繫之間的關係，兩國之間的交流不至於全部
停擺，但不能否認的是兩國在政治體質上有極大差
異，美國對於中國的態度始終維持一定程度的警

書名：大美霸權的浮
現：後冷戰時期大國政
治的邏輯
作者：明居正
出版者：五南
年份：2013
頁數：416 頁
ISBN：978-957117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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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特別是在美國提出重返亞洲政策
後與烏克蘭事件，美國在軍事上所採
取的態度仍舊認為中國與俄羅斯為美
國的假想敵之一。
貳、一霸四強的權力關係：歐洲與俄
國
歐盟與美國的關係應該可說是最
親近的，歐盟對美而言朋友成分遠大
於敵人，合作也遠多於競爭。對於美
國來說，冷戰結束後美軍依然駐紮在
歐洲，在軍事議題上，雖然美國偶爾
與歐洲盟友在一些議題上意見分歧，
例如在 2003 年美國執意要出兵伊拉
克，當時頗不被多數歐洲盟友接受，
時任國防部長倫斯斐大聲公開喊出凡
是支持美軍出兵的皆為「新歐洲」
，反
之稱為「老歐洲」
。在經貿議題上，由
於美國是農業出口大國，因此不斷要
求歐盟開放市場來接受美國農產品，
對於歐洲來說維護自身農產品的銷售
與相關的就業人口利益乃是當務之
急，最後雙方才在烏拉圭回合談判中
解決部分問題。對於歐洲來說，美國
因執意歐洲可以能夠更為開放美牛，
好維護美國自身利益，歐盟各國則因
檢驗標準與美大相逕庭與美產生爭
執。最後，美國對於積極輸出自身的
文化產業保有極大企圖，包括好萊烏
電影、電視劇與音樂等，歐洲國家普
遍視為文化侵略。縱使如此，美國與
歐洲在文化、軍事、政治等仍舊是相
當接近，因此雙方的關係雖會因特定
議題有所差異，大致而言雙方仍就是
維 持 緊 密 的 合 作 與 信 任 關 係 。（ 頁
19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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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俄方面，冷戰雖早已結束，雙
方的軍事對峙早已不如以往激烈，美
國仍舊是採取不信任的態度面對俄
國，特別是美國退出「反彈道飛彈條
約」是華盛頓惹毛莫斯科的其中原
因，由於美國在 2001 年遭受恐怖攻
擊，小布希對外採取極為強硬態度，
外交上極度推崇「布希主義」
，在軍備
上藉由研發相關科技與部署更多的飛
彈防禦系統來換取更多的國家戰略安
全讓俄國深感不滿。區域議題中，美
國普遍利用前蘇聯的附庸國來取得對
俄羅斯的制衡，特別是在喬治亞與烏
克蘭議題上，由於兩國對美來說均具
備能源與地緣戰略之優勢，對美而言
更是一大利多，美國不但想從中獲
利，更於柯林頓在上任後積極推動「擴
展民主」的方式來介入這些國家的內
政，希望藉政治制度的推翻與建立符
合美國所需，同時達到影響俄羅斯的
國家利益。（頁 211-16）
在美國的評估中，歐盟對美來說
威脅程度較小，相對的美國所採取的
態度與政策上也較為友善。俄羅斯雖
然早已改頭換面，早已非昔日赤色蘇
聯，但對美國來說仍就是不信任，美
國普遍認為俄羅斯對自身國家安全構
成極大威脅，美國雖然仍鼓勵俄國在
政治民主化上更進一步，該手段很明
顯要削弱俄羅斯的國力，顏色革民與
車臣戰役就是顯著例子。美國更深切
的盼望俄國不會再是對美構成威脅的
國家，甚至成為一個與他全面合作並
支持其所安排的國際秩序的國家，就
像 二 戰 結 束 後 的 日 本 與 德 國 。（ 頁
221-22）

短篇書評
參、一霸四強在亞洲的呈現方式：中
國與日本
中國對美而言可謂相當複雜，國
民政府的失敗讓共產黨有機會統治中
國，美國自冷戰期間與中國為敵，外
交上封鎖長達 20 年，後來在蘇聯的戰
略壓力下選擇與之建交，兩國關係才
逐漸改善。對中國而言，目前暫不想
去挑戰美國霸權，但他的國力與姿態
的確持續在快速增長，從現實主義的
權力政治邏輯來說，一但這樣的情形
不斷出現，易引發世界第一強權的關
注。更甚者，中國的政治體制與價值
觀和大多數的國際社會相牴觸，從政
治上仍舊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經
濟上也尚未完全公開，政治的力量仍
舊以官僚特權的若干型式造成重大的
貪污腐敗，社會上中國仍舊有許多自
由的限制，它離國際主流所謂的多元
社會還十分遙遠。綜合上述因素，美
國對中國始終保持一定程度的距離，
畢竟中國尚未完全成為美國的盟友，
仍是一個潛在敵人，以威脅性來遠遠
高於俄羅斯，所以，兩國的互動模式
仍舊以「競爭大於合作」
。
（頁 236-38）
對於北京，華盛頓當然不會看不
見雙方經貿往來及戰略合作所可能具
有的利益，但是他也絕對不會忽視北
京政權所代表的根本威脅。反之，北
京也是這樣看待華盛頓。最後，身為
世界首強的美國，當然不能容忍另一
個有可能挑戰它霸權的大國出現，尤
其是當這格挑戰者的意識形態和政治
制度皆與美國爭鋒相對。（頁 268）
在美國眼中，今日的日本無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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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相當友善的國家，經過戰後的努
力，加上日本菁英的堅持，日本成為
奉行民主法治、遵守國際規範、擁護
和平、放棄戰爭的國際行為者。時至
今日，美日兩國雖然在文化上有相當
程度的差異，但雙方皆有共同的價值
觀、民主制度、開放的市場機制與多
元文化的社會，這些條件無疑是美日
兩國成為堅實盟友的主因之一。（頁
224）
實際上，美日兩國雖然有好，仍
舊有一些爭議存在，特別是經濟議題
與駐日美軍議題，後者對日本當地民
眾造成較大衝擊，在沖繩的駐日美
軍，時常因美國大兵的個人因素與安
全問題，和當地居民有過相當衝突，
特別是美軍在沖繩所擁有的軍事基地
範圍遠超過其他地區，這些駐軍與裝
備時常成為日本與美國爭執的對象。
整體來說，美國與日本的關係仍
舊是非常緊密，特別是在中國對於周
邊有主權爭端的海域及島嶼，美日雙
方除有堅實的軍事聯盟體系，在政治
與經濟上也構成強大的聯盟態勢，雖
然或多或少不免造成日本的國際在國
際上的地位沒有達到自身理想要求，
日本相較於其他國家也增色不少。
肆、分而治之：北約東擴與美日同盟
的擴大
對美國來說，持續維持在世界的
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即便在冷戰結束
後，美國隊與區域與世界許多事物仍
舊保持高度興趣。北約與美日同盟是
美國最重要的軍事聯盟之一，兩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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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於冷戰時期，不同的是前蘇聯雖
已解體，軍事對峙的情形早已降低許
多，美國不但持續帶領兩個軍事組
織，該組織的成員與性質更有強化之
趨勢。在歐俄戰線上，美國持續推動
北約東擴，在亞太戰區中，美國持續
提升美日同盟的功能。
從歷史來說，歐洲爆發過數場戰
爭，歐盟整體大致與俄羅斯維持對抗
與競爭態勢，近十年歐盟東擴數次，
連帶影響北約東擴的進展，對北約與
美國來說，北約東擴不但助於東歐國
家的民主化果實，某程度上也回應這
國家的需求，對於這些國而言加入北
約助於減輕自身國家安全的憂慮，也
擴大美國的影響力。（頁 274）
在美國的戰略設計下，北約進行
了五次擴張的嘗試：東西德於 1991 年
統一後，以一個國家的身分「重新加
入」北約。1999 年，波蘭、捷克與匈
牙利同時加入。2004 年北約一口氣接
納愛沙尼亞、拉脫維亞、立陶宛、斯
洛文尼亞、斯洛伐克、保加利亞和羅
馬尼亞等七個國家。2009 年則有克羅
埃西亞和阿爾巴尼亞兩國的加入。截
至目前為止，北約擴張的失敗例子就
是烏克蘭和喬治亞，但吾人不能否認
的北約由最初的十二國至今發展成二
十八個會員國，今天它不但是世界上
最大的軍事組織，武力的投射範圍遍
及全世界，對於俄羅斯仍舊保有嚇阻
力量。（頁 304）
另外，在亞太地區美日安保條約
可說是歷史相當悠久，當時美國出自
於圍堵共產勢力，因此與日本結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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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抗衡，雖然現在看來其性質已做調
整，美日軍事聯盟仍舊是遠東地區一
股強大軍事聯盟，同時分別在 1996 與
2005 年強化該聯盟的體質。首先在
1996 年海峽飛彈危機後，美日認為有
必要提升其反應力，美日更發表著名
的「聯合宣言」回應該飛彈危機，該
宣言特別的是對於「周邊事態」美日
兩國政府將加強資訊與情報交流的政
策諮商，包括如何共同評估情勢在
內。（頁 340）
2001 後，時任國務卿的賴斯在華
盛頓時報的轉訪中表示，亞太地區未
來既充滿希望，也充滿挑戰，為要應
付當前局勢，美日的同盟關係就必須
重新調整，同時更確立日本「政治上
提升地位、戰略上加大利用」
，具體事
證如 2005 年至 2011 年的反恐戰爭
中，日本自衛隊以反恐之名出兵海
外，所執行的軍事任務包括物資補
給、轉運、搜救、偵查及人道救援等，
如此一來美日同盟的涵蓋範圍更從日
本的「周邊事態」擴展到印度洋。
從北約東擴到美日同盟的再升
級，皆說明美國對於傳統的軍事聯盟
相當在意，不可否認的在未來，這兩
個聯盟仍會以各種名義作為干涉全球
事務的藉口，持續維持大美霸權的勢
力。
伍、代結論
美國從二戰結束至今，始終扮演
霸權角色，在前蘇聯解體後，美國獨
自稱霸全球已超過 20 年之久，進入 21
世紀後，美國仍得面對來自恐怖份子

短篇書評

政治科學季評

2017 年 3 月 53 期

的攻擊，再發動兩場反恐戰爭後，雖
造成美國龐大損傷，但美依舊強調自
身利益與傳統盟邦合作，在 21 至今，
多個中等強權持續與美共存，其中中
國崛起已對世界構成一定程度影響，
並在世界上有一定分量的發言權。
2016 年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由川
普順利當選，美國本身要處理的內政
相當繁多，舉凡國內經濟發展、基礎
建設再升級、軍費的增加等，這些事
情皆有可能轉移美國的注意力，專心
在自身國家內政上，但值得注意的
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歐洲地區仍扮
演一定程度的支配權，特別是在韓國
與日本，其軍事聯盟的角色不減反
增，在與中國的互動上競爭遠多於合
作，美軍在亞太區域的部署與軍演其
最大的假想敵仍為-中國。因此可以預
見未來美國會優先處理內政，但仍舊
會繼續關注全球事務，干涉外務仍會
是美國的外交風格之一。畢竟從現實
主義的理論來說強權不會輕易讓出霸
權的地位，對於潛在的競爭對手仍會
提出研擬對策來防範自身的利益受
損，換言之美國仍會在政治、經濟、
軍事、能源等議題上與潛在對手競
爭，維持霸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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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歷史上
美學的軍國主義化
大貫惠美子
季冶瞳 /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軍國主義是日本被迫納入西發利亞主權國家政
治體系的回應，對於日本為何以這樣的方式，一直
存在不同的解釋。大貫惠美子這本《神風特攻隊、
櫻花與民族主義》從文化研究的面向探討了這個主
題，其副標題「美學的軍國主義化」所意圖表明的
是，
「櫻花」美學就其本身是個「在地」的文化產物，
通過某些歷史的偶然機緣，它成了日本軍國主義的
象徵性基礎。

「偶然性」（contingency）是大貫解讀軍國主義
美學基礎的核心線索，這主要有兩個面向，第一，
在整個軍國意識形態的合成之中，櫻花與對天皇的
效忠以及藉由武士道連結到軍國意識的文化過程，
著實不是個極權主義意識形態的刻意操弄，它反映
了日本在進入世界體系之後，在地與全球文化生產
的雜揉，「櫻花」意象中具有軍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色
彩的要素被凸顯，成為一個單獨個體再也無法掌握
的意義網絡。

書名：神風特攻隊、櫻
花與民族主義：日本歷
史上美學的軍國主義化
作者：大貫惠美子
出版者：商務（北京）
年份：2016
頁數：488 頁
ISBN：978-7100122580

日本獨具特色的「天皇」政治制度是這個意義網絡
中不可或缺的組件。與歐洲代表上帝意志的神授王
權不同的是，天皇是「現人神」：不是人的神化，而
是神的人形。這是明治時期的政治家援用了日本古
典詞彙中的「人神」
，所賦予天皇的地位。現人神的
地位並非「虛擬」，天皇即位前的《告文》宣告了其
「現實」的存在。天皇通過《告文》，宣告過去寓居
於先皇身體的「神魂」
，現在已經轉移到自身，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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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頒布的《皇室典範》第一條明訂「大
日本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
，宣告了
天皇現人神與主權的重合。
天皇的政治制度相當程度上解決
了西方政治理論中「王權」與「治理」
，
也就是「國王的兩個身體」之間的張
力。其政治後果是產生某種大貫所強
調的「誤認」
，她用這個概念來強調不
同的言說者之間的「各說各話」
。對軍
國主義的意識形態打造者來說，天皇
更多是作為法西斯「領袖」而非現人
神，而對民間的群眾來說，特別是本
書關注的神風特攻隊員來說，法西斯
主義的話術並無礙於他們對於天皇的
效忠。
誤認的「各說各話」並沒有產生對
抗的效應，反而，它們在軍國主義的
道路上殊途並肩。這意味著由天皇（以
及櫻花）所形構出來在地文化意義網
絡，具有某種吸納外在要素的強大能
力，甚至從而使一切可能與之對抗的
要素，消弭於無形。親西方的反軍國
主義者井上赳用心編寫的教科書，包
含了大量日後被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
挪用的櫻花象徵；自由主義者田邊元
鼓吹個體應該參與國家事務，卻鼓舞
了知識菁英走上絕路；反映反抗幕府
的歌舞伎「元祿忠臣藏」
，到了明治時
期被改編成「為王與國家捐軀」的典
範；完成「武士道」的新渡戶稻造是
虔誠的基督徒；抵制軍國的菁英學生
兵，卻沒能抵抗在地天皇與西方浪漫
主義的攜手。在歐洲是阻擋法西斯思
潮的思想武器，到了日本境內卻無從
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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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明治史的知名學者，也曾為學
生兵的色川大吉就曾經說，
「我們有能
力打敗軍國主義與軍政府，卻無能打
敗理想主義與浪漫主義」
。對於天皇制
度，他更有精闢的說法：
「作為概念結
構的天皇制度，是一個巨大的黑箱，
不管是知識分子，還是普通民眾，進
入這個四角黑暗的箱子後，就痛苦地
死去，甚至還不明白為何如此」。
借用康德「人性的扭曲之材，造不
出筆直的東西」說法，大貫提出了「櫻
花的扭曲之材」
，用來表述「櫻花—天
皇—軍國」這組足以吸納一切異例要
素的意義網羅。丸山真男說日本的思
想傳統是「無根的傳統」
，易於接納不
同的傳統因子，這個說法其實需要更
細緻的解讀。
日本的軍國主義在意識形態的散
佈與接受上有明顯的「各說各話」現
象，高層的「法西斯主義」論述並沒
有在底層社會紮根，反之，透過櫻花、
天皇與神社所連結起來的底層社會，
用另一種「扭曲之材」的方式，推進
了軍國主義。而神風特攻隊員，他們
是在在行動上再生產了帝國的意識形
態，而不是再生產了其思想與精神內
涵。櫻花此一美學形象的誤認，是連
結此一矛盾現象的關鍵。
大貫強調，支撐神風特攻隊員行動
的思想與精神內涵並非法西斯主義，
而是櫻花的美學意象與西方思想。從
明治時期開始，櫻花就成為日本民族
主義的主要修辭（master trope），「你
應該像飄落的櫻花一樣，為天皇而
死」，西周起草的《兵家德行》，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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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花被轉化成日本民族的象徵，有關
鍵性的作用。西周固然沒有主張為天
皇犧牲，但對於櫻花「飄落」意象的
強調，已經埋下伏筆。
靖國神社是這個「落櫻」的軍國化
過程中具體的催生制度。神社起於生
者對於死者之魂的紀念義務，在日本
的文化中，對於死者之魂進行適當的
撫慰，可減少其帶來的不幸。明治時
期的軍事家大村益次郎首倡用於宣慰
戰死沙場亡魂的「靖國」神社，文化
的「落櫻」與軍事上的「玉碎」找到
了整合的制度性契機。
從明治時期開始引介進本土的西
方思想，構成特攻隊員精神內涵的另
一個理路。作為最頂尖知識菁英的神
風特攻隊員，他們學習西方文明的成
就，但也抵制西方的文化與政治霸
權，帶著年輕人的理想主義，他們選
擇要完成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責任，
即便那意味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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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治時期開始，最有影響力的知
識菁英，都是挑戰日本與教會權威的
自由主義者與激進的基督徒。然而，
他們同時也是極端的愛國主義者。相
反，20 世紀 30 年代日本一些動見觀瞻
的浪漫主義者，卻把歐洲的浪漫主義
元素與極端的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
神風特攻隊隊員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大貫的研究表明了，民族主義與愛
國主義誕生於全球與地方的積極互動
中，而不是從一個排外的封閉民族內
部中自發產生。而在這個過程中，需
要特別關注的「誤認」的「各說各話」
機制所導致的後果。本書對於神風特
攻隊員學生兵的細緻研究更有助於澄
清誤解：神風特攻隊都是狂熱的愛國
民族主義者。大貫這本著作，說是為
無法替自身辯白的學生兵而作的「歷
史天使」，恐怕一點也不過譽。

面對時代的困境，特攻隊員的中心
問題是個體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張
力，在這個層次上，櫻花具有其他符
號起不了的作用：特攻隊員與其他許
多日本人藉此來思考他們對日本應該
負的責任，而這個責任意味著死亡，
如大貫所說，「在一個人的生命歷程
中，對許多重要問題的持續獨白，作
為符號的櫻花經常佔據中心。櫻花是
用來思考與感覺的」。歐洲 19 世紀浪
漫主義與 20 世紀虛無主義的思想，給
神風特攻隊的學生兵提出了問題，而
他們在本地的「櫻花」中找到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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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台灣日本統治體制的建立與
原住民的民族發展
李宜憲
唐緯晨 / 暨南大學歷史所碩士
壹、東台灣的現代化轉型
在《東台灣日本統治體制的建立與原
住民的民族發展》這篇博士論文裡，
可以說，李宜憲主要處理的是問題是
東台灣(花蓮、台東)的現代化歷程，而
作者把東台灣現代化的元動能，建立
在日本帝國對於東台灣發展的介入。
進一步來說，李宜憲之所以把現代化
的動能歸因於日治時期的國家機器，
根源於清帝國對於東台灣的介入效
果，始終甚微，因此，對於東台灣各
層面變化的考究，勢必得從日治時期
考察。另一方面，在以「國家機器做
為東台灣發生巨變之原因」的大前提
之下，這篇論文還有另一個核心的史
觀。具體來說，作者意圖東部歷史脈
絡的演變，來指出，至少在東部地區
從傳統部落、共同體，過渡到現代社
會關係的層面上：
「台灣東部並非是西
部的附庸，因此不能夠從西部的常態
來衡量東部。」（頁 8）
結合作者這兩個觀點，其實貫穿本篇
論文的基礎，皆是建立在「日本帝國
從領台初期至末期，都把台灣東部視
為與西部不同的特殊區域」之上。值
此，順著論文的基調，以下，我們可
以從日本帝國對東部的太魯閣戰役；
中後期對於東部地區，所開展的政
治、經濟、教育轉型來進行論述。

首先，在歷史事實的層面上，必須要
先認知，日本帝國遲至 1914 年，對太
魯閣族發動太魯閣戰役之後，才把國
家治理的力量，有效地延伸到今日的
花東地區。原住民族對日軍的頑強抵
抗，使日本的統治階層體認到，必須
把原住民族佔九成人口比例的花東地
區，視為台灣島內的「國中之國」
。而
這同時也種下了東部的現代化發展，
具有特殊性的初要遠因。
其次，在政治的層面上，1914 年末，
日本帝國開始有系統地以警察機關，
逐漸取代原住民族的長老、頭目制。
但嚴格來說，國家機器並不是全面性
地取代部落的長老、頭目，而是採取
警察與長老的共治，因為事實上，警
察機構只擁有形式上對於長老、頭目
的任命權。因此，即便日本帝國意圖
以現代的成文法，取代傳統的習慣
法，可是習慣法依然殘留在部落之
內；但反過來說，從長老、頭目的部
落自治，演變到與警察機構的共治，
東部原住民族的統治形態，依然發生
了前所未聞的轉變。
第三，在經濟的層面上，花東原住民
族主要的經濟作物，發生了從小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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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的劇烈改變。從 10 年代末，台灣
總督府開始以資金獎助的方式，鼓勵
原住民族將小麥種物改更為水稻，這
致使無論是在耕地與平均勞動力，皆
出現了水稻作物邊緣化小麥的情況。
由此，原住民部落的傳統，也受到了
根本性的轉化：（1）由於狩獵不再是
主要的經濟來源，以祭團(gaga)為中心
的部落體制逐漸式微；（2）在部落社
會中，即便是個體也不屬於自己，而
是屬於部落全體 。但水稻的販賣，使
原住民族出現了人與物的分離，亦即
私有財產權；（3）同時，貨幣也成為
了水稻販賣的交易媒介 4、在原住民
族的傳統習俗中，
「酒」並不是能夠藉
由金錢、交易而能獲得的神聖物，
「喝
酒」的動作，所象徵的似乎是對於成
年人的尊重。但小麥的式微，使得宗
教神聖物的酒，也必須透過貨幣進行
購買。換言之，早期「酒」做為共同
體的神聖物象徵，在日本帝國的間接
介入下，其神聖性質已受到剝離。
最後，在教育的層面上，作者以吉野
庄為例，指出雖然種族隔離是日本帝
國對台的既定政策，但在東台灣的初
等教育上，學童所就讀的學校，並不
是以內地人、本島人、原住民族來進
行區分，而是以空間來劃分；同時，
三者間的教材、教法，也不如台灣西
部一般，存在著族群上的分野。此外，
作者同時指出，由於東部原住民族的
經濟收入，是東部漢人的 1.53 倍，在
經濟較為寬裕的前提上，吉野庄中，
漢人的就學率僅只有 43.55％，而原住
民為 70.23%。
值此，無論是在政治、經濟、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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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上，東台灣在日治時期的現代化
過程，確實是建立在作者所言的基調
上：
「日本帝國從領台初期至末期，皆
把台灣東部視為與西部不同的特殊區
域。」
貳、文明化之下的東台灣轉型
緊扣著李宜憲對於東台灣社會變遷的
觀點，筆者在下文的論述中，要簡單
論述《東台灣日本統治體制的建立與
原住民的民族發展》一書對既有台灣
史研究，可能得以發揮的影響；另方
面，筆者同時想指出，本書做為一本
歷史學的研究，
其擁有與社會學理論-普遍現象對話
的可能。
首先，依照作者的觀點，筆者認
為研究者確實有必要反思以「台灣全
稱」的方式，所著述的經典研究著作。
例如，吳密察的《明治國家體制與臺
灣--六三法之政治的展開》；柯志明的
《米糖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
發展與從屬》
；許佩賢的《殖民地臺灣
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年代臺灣的
教育與社會》。無論是在政治、經濟、
教育的層面上，以「台灣全稱」式視
角所勾勒出的研究框架與結論，似乎
出現了重新思考與修正的可能。同
時，若我們把日治時期的台灣史研
究，提高到日本帝國對台統治方針的
層次，那麼，在過往的研究中，研究
者可以看到日本帝國對於台灣的治理
方式，不斷地出現「同化」與「殖民」；
「平等權利」與「認同差異」
，兩套相
異甚至是矛盾的概念邏輯。但若依照
此書的觀點，我們可以清楚發現日本

短篇書評
帝國在日治中期之後，對於東台灣所
採行的教育政策，似乎是較為一貫的
同化而非殖民政策。因此，過往對於
同化與殖民的理解，似乎就是一種過
於西部的解釋。
其次，我們要再次回到作者在本
書的研究旨趣與方向。李宜憲在論文
的前半段指出，過往台灣人類學界，
對於東台灣原住民的研究，多聚焦在
個別、橫切面式的傳統文化、親屬、
家庭研究，因此，在日本帝國統治下
的東台灣部落，其生產手段變異、勞
動力屬性的轉變、貨幣的進入與現代
教育與社會教化機構的進入，並沒有
受到過往研究的注重。
依照筆者的理解，雖然本書是以
史料所勾勒而成的歷史學研究，但即
便本書從未提及「現代化」或「現代
性」一詞，也即便它並不曾引述國家
理論、社會學理論對於現代性起源的
解釋，但李宜憲的切入點，很明顯地
是聚焦在「文明化（civilization）所產
生的社會變遷」。i
在此，筆者只試圖從霍布斯與涂
爾幹兩人對於國家與文明化關聯的可
能說法，作為與本書的進一步理論對
話．首先，Robert P. Kraynak 指出，霍
布斯具有一套與文明概念相互扣連的
歷史哲學觀點，他認為：
霍布斯昭示了文明發展的典型模式。
對霍布斯而言，文明就發生在家庭與

i

當然，對於文明化一詞的概念內涵有許多爭
論，但我們在此只簡單地把「文明化」理解成
個人主義、權利概念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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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落的規範，受到了建造在力量
（force）與意見（opinion）基礎之上
的共和國、君主國所取代……霍布斯
除了試圖擺脫過往家庭與部落的影
響，他更把人推向了最後一個階段的
文明化進程．在這個時代，人類的自
發性行為滿足了他們對於文明的許
諾。
Kraynak 接著論述，對於霍布斯而言，
文明就是人為創設的法律，以及法律
下的權利：
「在所有的規則皆是從物理
性的脅迫，或是從血緣、親屬的連帶
而來時，並不存在著權利與正義的概
念。」 ( Kraynak, 1983: 104、105、
108)。在這裡，針對 Kraynak「以非血
緣、親屬的國家連帶，所創設的人造
權利」來指涉霍布斯「文明」概念的
說法，我們可以對做出進一步的延
伸。具體而言，霍布斯認為主權的建
立方式有兩種：
「一種是通過自然之力
獲得，如一個人讓其子孫服從他的統
治，在這一方式下還有一種情形，就
是通過戰爭來使敵人服從他的意志，
敵人的生命以此為條件而獲得赦免．
另一種方式則是人們相互達到協議，
自願地服從於一個人或一個集體，相
信他可以通過保護自己來抵抗所有其
他的人。」 （Hobbes, 1985: 227）
在表面上看來，
「文明」的兩種起源－
壓制性戰爭與自發性的契約，兩者似
乎無法相容，但如同 Foucault 正確地
指出：
「雖然霍布斯兩種政體的形式可
能會有鴻溝，但是這兩者在深層的機
制上表現出同一性」
，因為「霍布斯的
意 志 與 恐 懼 是 相 聯 繫 」 ( Foucault,
2003: 91) 換 言 之 ， 若 我 們 同 時 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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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ynak 與 Foucault 對於霍布斯的說
法，那們我們將會發現霍布斯的「文
明」概念，其實與主權國家的暴力征
服有著直接的關聯。
而除了霍布斯，在涂爾幹的理論
架構中，國家也曾經扮演著「文明化」
的要角。具體而言，Giddens 以「社會
變遷」的觀點，指涉「國家」在涂爾
幹理論中所扮演的角色：
「涂爾幹的許
多著作，都關注現代國家的權威結
構，因為低度發展的社會，需要國家
的出現才得以轉型。換句話說，只有
藉由權威的制度，才得以減少從機械
社會過渡到有機社會，所發生的脫序
（anomie）現象」 ( Giddens, 1972:
361)。
更有論者認為，可以使用一種文明衝
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觀點，來
看待國家在涂爾幹社會學理論的位
置。因為無論如何，涂爾幹皆指出了
國家的出現，形構出了現代的個體，
而有機社會下的個體，總是與機械團
結下的宗教價值相互牴觸：
「對於涂爾
幹而言，現代國家屬於一種特殊價值
的道德組織，因為國家能夠把原始社
會轉化成個人主義。」（Anthony Elliott
and Bryan S. Turner, 2013: 43）
作為一篇評論性的短文，筆者並
無法完整勾勒霍布斯、涂爾幹對於文
明與主權暴力的完整說法，反過來
說，論證兩者的完整說法也不是本文
之主要目的。筆者僅想藉此表達，從
太魯閣戰爭伊始，到警政、貨幣經濟、
交換關係在東部部落建立，這一連串
的歷史事實，緊緊扣連著「主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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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律，逐步消解了共同體的社
會關係與神聖特徵」的理論陳述。換
言之，正是因為本書所書寫的歷史事
實，同時也貫通了「主權國家對共同
體的消解」、「文明化的個人權利誕生
於國家暴力」這兩個命題。職是之故，
雖然李宜憲所要勾勒的是東台灣地區
的特殊性，但東台灣的社會變遷並不
只展現出花東的特殊性，反過來說，
東台灣的大規模轉型，其實也反映出
文明化在全球擴張的普遍原因與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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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David Armitage
張敃謙 / 政治大學政治系學士
在民族主義的經典研究《想像的共同體》中，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歐裔海外移民視為現
代民族主義意識的「先驅者」。讓安德森感興趣的
是，在歐裔海外移民這一波民族意識勃興的浪潮
中，不見歐亞大陸往後幾波民族主義運動所常見的
語言鬥爭問題，以及下層階級的動員問題。對此，
安德森引進了「朝聖之旅」的說法，強調在美洲新
大陸上，因為相對隔絕的地理環境，而發展出與殖
民母國有所區隔的官僚治理升遷，作為一種創造想
像性連結的機制，產生了勃興民族意識的效果。
對安德森來說，往後的歐陸（乃至於亞洲）民
族主義浪潮，相當程度上不再是這樣的「美洲模
式」：「民族印刷語言」的正統之爭，以及對於民族
的有意識追求，都讓其樣態不再如美洲模式是一個
漸進演變的過程。
David Armitage 這本《獨立宣言：一段全球史》
（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則以「文本影響」的角度，來探究「美洲
模式」對於民族獨立的影響。與安德森強調語言與
民粹動員是區隔歐陸與美洲民族主義的立場不同，
Armitage 關注在《獨立宣言》中，後來為所有民族
國家獨立所普遍援用的政治論述。

書名：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作者：David Armitage
出 版 者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年份：2008
頁數：320 pages
ISBN：978-0674030329

在 1826 年去世前的最後一封公開信中，傑佛遜
就曾經預言他所起草的《獨立宣言》
，將會啟發整個
世界，燃起打破卑劣強權所施加枷鎖的熱忱。而彼
時，從北歐到南歐，從加勒比到西屬美洲，就出現
了二十多個借鑒《獨立宣言》的「獨立宣言」
。Armitage
強調，獨立「這個具體而獨特的觀念，在 1776 年以
後的數世紀，逐漸具有某種近乎普世的意義，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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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於美國的榜樣，在全世界到處傳
播」。
在《獨立宣言》的「獨立」政治
論述中，Armitage 指出，有兩個重要
的要素：第一，獨立的政治論述是一
個向國際社會，向虛擬的世界法庭陳
述的論述；第二，獨立所陳述的政治
理念──一個獨立的主權國家──並
不是人類社會中全新的理念，而是彼
時在歐洲大陸已經蔚然成風的國際法
理念。
這兩個要素可以濃縮在傑佛遜於
1825 年對於《獨立宣言》原初目的的
闡述，他說「要申明理由，我們就覺
得得向世界法庭上訴比較妥當。這也
是制定《獨立宣言》的目標。我們的
目的不是要找到某種過去從未有人想
到過的新原則或新論點，也不是言古
人未曾言，而是要向世人陳述相關的
最基本常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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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一致的殖民地，已經不再是大英
帝國的成員，而是國際社會的一分
子。這樣的論述，基本上來自於當時
的 國 際 法 準 則 ： 瓦 特 爾 （ Emer de
Vattel）的《國際法》一書。在瓦特爾
對國家的定義中，
「獨立」是根本的條
件：
任何一個群體，不論採取什麼形
式，如果不依賴任一外國勢力，而能
夠實現自我管理，就可以稱作一個主
權國家。這個主權國家與任何其他國
家，享有同等的權利，主權國家是生
活在國際法治下自然社會中的道德
人。任何人群要加入這一個偉大的社
會，必定要先真正擁有主權並實現獨
立，也就是擁有權威，與自己的法律，
實現對這一既定人群的管轄。

回頭看《獨立宣言》的序言：
「在
有關人類事務的發展過程中，當一個
民族必須解除其和另一個民族之間的
政治聯繫，並在世界各國之間依照自
然法則和自然神明，取得獨立和平等
的地位時，出於對人類公意的尊重，
必須宣布他們不得不獨立的原因」

因此，
《獨立宣言》要向世界傳達
的訊息是：
「美國革命其實根本不具備
革命性，美國人要做的是強化歐洲的
政治理念，而不是背離它」
。但是，這
並不表示《獨立宣言》完全沒有任何
新意，作為政治行動的宣言，不能簡
單理解成「防衛性」
（defensive）行動，
其新意在於，對於一個國家，需要透
過什麼樣的行動，來宣告自己是國際
社會中獨立自主成員，
《獨立宣言》具
有示範性的典範地位。

在這個表述中，概括了 18 世紀國
際政治的幾個假設：在國際社會中互
動的成員，彼此之間是相互獨立與平
等的，新的成員出於某些現實理由，
向世界公眾，向人類公意，告知其理
由。告知對象的改變，從對大英帝國
喊話，再到對世界公眾喊話，意味著

誠如德希達對於宣言作為行動之
弔詭的闡述，《獨立宣言》是一個行
動，一個宣告獨立的行動，但是「問
題並沒有得到解決。一個國家是如何
被建立或成立的，或者說，一個國家
是如何自我建立或成立起來的？……
是誰在授權簽字書上簽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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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itage 指出，
《獨立宣言》的劃
時代意義，就在於它為「國家如何獨
立」樹立了行動上的典範，而這也成
為美國獨立之後的國際法新問題。像
瓦特爾那樣的自然法現代闡述者，確
實曾經主張國家享有生存，獨立與平
等的權利。但對於那些此前並未享有
上述權利的新興國家，究竟要採取什
麼手段才能獲得這些權利，於是成為
18 世紀末有關國際法討論中的核心論
題，部分原因就在於國際社會要回應
《獨立宣言》提出的國家主權承認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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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既有的關係，改變了平衡與權力重
心，正如太陽系中出現一顆新的行
星，必定會改變整個太陽系一樣。

在闡述《獨立宣言》的理念性先
驅地位之後，Armitage 細緻研究了世
界各地「獨立宣言」對於美國《獨立
宣言》，對於現實政治格局的影響是，
一方面，主權國家取代帝國成為人類
政治社會的基本共同體想像；另一方
面，吊詭地是，一旦一個國家完成了
獨立自主的自我宣告，它也就同時抵
制內部對於政治一致性的挑戰，例如
美國佛蒙特獨立企圖的抵制，國家的
主權與獨立爭議，也就越來越聚焦與
限制在領土問題上。
於是，
《獨立宣言》的意義就不僅
僅只在於其民族論述的先驅，可以
說，往後現代世界的國際政治格局，
就在《獨立宣言》中一鎚定音，其影
響之深遠，正如柏克（Edmund Burke）
對於美洲革命之意義的預言：
一場偉大的革命業已發生，這場
革命並不是透過征戰殺伐，改變既有
國家的權力結構…它的出現改變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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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 and Pow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on Theories of Power
Marcelo Hoffman
梁子稷 / 中央研究院研究助理
對於理論與思想的研究者而言，思想家自身的
政治態度與參與經常令人尷尬，海德格與納粹之間
千絲萬縷的關係就不用說了，其他諸如：洛克對於
奴隸的立場幾乎讓人不敢相信他是「自由主義之
父」，而鄂蘭對於黑人民權運動的保留態度，更讓人
有弱勢何苦為難弱勢的感嘆。如果我們不把這些立
場與態度簡單化約成時代背景，或者便宜地當成一
時鬼迷心竅，那麼如何調解思想家著手建構與論述
的理論，與經常頗有爭議的政治立場或言論兩者，
勢必需要一番細緻的爬梳工作。
郝夫曼（Marcelo Hoffman）這本《傅柯與權力：
其政治涉入對權力理論的影響》
（Foucault and Pow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on Theories of
Power）新作，即是這樣一個無懼面對思想家「理論」
與「實踐」詮釋深淵的作品。以傅柯這位堪稱影響
當代最為深遠的思想家為主題，更是別有意義。一
方面，傅柯啟發一整代人對於「權力」與「權力關
係」的另類思考，傅柯本人的政治經驗，在相當程
度上，不妨是為政治實踐的「試煉」
：一個接受傅柯
權力分析的「傅柯論者」
（Foucauldian）
，在政治上應
該（或者不應該）如何行動呢？

書 名 ： Foucault and
Pow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on
Theories of Power
作者：Marcelo Hoffman
出 版 者 ： Bloomsbury
Academic
年份：2015
頁數：232 pages
ISBN：978-1501308284

另一方面，傅柯的理論與其政治實踐經常被切
割開來，這很大一部分的原因來自於傅柯幾乎很少
在理論書寫中，提到他的政治參與。稍微熟悉傅柯
作品的人，很輕易就可以注意到他在專書、講座與
訪談之間，不同的修辭與論述風格，郝夫曼說傅柯
這種態度不由得讓人懷疑他是刻意為之，要「在討
論自己的政治鬥爭與理論呈現兩者之間，維持某種
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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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夫曼討論了傅柯一生中三個重要
的政治參與，並關注這些經驗與他對
權力的理論化處理之間的關係。這三
個個案分別是傅柯參與「監獄資訊工
作小組」（GIP）的經歷，還有他經常
被譴責的，對於伊朗革命的政治評
論，最後，則是他晚年。波蘭「團結
工聯」的支持。
傅柯在 GIP 的運動經驗，可以說為
日後讓他聲名大噪的《規訓與懲罰》
奠下基礎，要了解這個文本對於「規
訓式權力」的理論化，就離不開傅柯
透過 GIP 的工作，為監獄囚犯處境發
聲的運動經驗。從後來附錄在這本書
之後，傅柯對於 20 個囚犯所做的調查
研究中，就已經可以看到許多傅柯在
「規訓式權力」概念中陳述的權力論
述，諸如，對囚犯身體的空間性分割，
或者其行動與居所的時間控制。
傅柯對於監獄與囚犯的關注，不僅
僅只是為了提出權力的客觀分析而
已，在其中，他也看到了某種與權力
對抗的微弱希望：就像他在〈聲名狼
藉者的生命〉一文──傅柯蒐集了總
醫院與巴士底監獄的囚禁者檔案，並
將之編選成文集，該文是傅柯為此文
集所寫的前言──中說的「只有在與
權力遭遇時碰撞出短暫光芒，旋即煙
沒於隱晦灰暗的人海茫茫」中的「聲
名狼藉者」。
而傅柯倍受抨擊的，對於伊朗革命
的態度，在郝夫曼看來，則與傅柯自
己在 70 年代末期對於「生命政治」的
思考有很大的關係。對傅柯來說，生
命政治關注的是人口，但傅柯對於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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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只作為生命政治調節對象，缺乏能
動性的「人口」概念卻隱然有所不滿。
而傅柯在伊朗革命中看到的，是一
種超越了生命政治所調節宰制的「人
口」
，以「人民」為名的集體性政治抵
抗，傅柯把這場革命視為偉大的政治
逆襲，聲稱「整個社會的奮起遏制了
內戰的可能」
。傅柯把整個自由主義治
理性的崛起，看作是古典自由主義的
「權利主體」
，被新自由主義「經濟主
體」全面取代的過程，這也暗示，任
何以古典的「權利」論述為基底的革
命或者主權論述，都可能在現實政治
上不再有著力點。這也反映在他對伊
朗革命的評價：
「也許這場起義的歷史
意義在於它推翻中東既有政治情勢，
以及全球戰略平衡，而不是因為遵從
一個公認的『革命』模式。到現在為
止，構成其力量的是它的個殊性
（singularity）…」。
對傅柯來說，伊朗革命是一個個體
從治理佈署中擺脫出來，而且是不同
以往革命的人民起義。這麼看來，傅
柯對於伊朗革命的興趣，不能單純當
作是傅柯對於現代性的反動，而應該
看作是傅柯對於「新時代」的熱切思
考，儘管我們不能否認傅柯對於伊朗
革命有過度樂觀與幼稚的判斷。
藉由對傅柯「伊朗事件」的探討，
郝夫曼也處理了一個在傅柯學界中激
烈爭辯的一個主題：1976 年之後，傅
柯是否轉向改以「治理性」以及「作
為行為導引的權力」
，來取代他曾經在
《必須保衛社會》講座中建立的，作
為「戰爭模式」的權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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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夫曼主張，傅柯從來沒有放棄他
受益於尼采所開展出來，與主權論述
「完全站在對立面的」
，強調權力「策
略」面向的「戰爭模式」
。傅柯對於伊
朗革命的執迷，或許從這個理論態度
可以看出，對傅柯來說，無論是自由
主義的法權論述，或者是馬克思左派
的革命論述，都假設某種能被占據（被
特定階級或國家，菁英或人民等等），
實踐上能夠表述，並且可以定位在一
個單一且中心化根源的權力。
但是，這種權力一旦得到實現，也
不過只是再創造另外一批在權力機制
下被碾碎的「聲名狼藉者」
。因此，相
較於法律與共識，傅柯更堅持權力（力
量）彼此之間的限制與爭抗，這也反
映在傅柯不再把焦點放在權力的「擁
有者」
，更偏好研究權力的微觀物理學
與無名的策略。
傅柯為自由主義社會對身體的規訓
式壓制，以及人民如何「生命政治化」
為人口，提供了敏銳的分析。對於相
信「權力關係無所不在」的傅柯來說，
出路並不在於構思某種生命樣態，可
以超越生命政治在微觀宏觀兩端所造
就的屈從形式。傅柯絕對沒有幼稚到
對伊朗革命往後的結局視而不見，這
恐怕也是他晚年轉向主體的倫理技藝
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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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波共政府的戒嚴行動採取袖手態
度的政治行動，與其晚年對於「無畏
直言」
（parrhesia）的反思連結在一起。
作為一種政治姿態，
「無畏直言」之
所以可以說「真誠」
，並不是因為它揭
露謬誤，或者粉碎恭維，甚至也不在
於其言說方式，不管是言說理性結構
分析的「論理」
，或者修辭運用的「說
服」，還是在對話中真理逐漸浮現的
「討論」等等。
「無畏直言」的主要特
色是，言說者會處於一定程度的風險。
郝夫曼這本細緻爬梳文本現實政治
脈絡的小書，為理解傅柯的理論工
作，提供了一個重要的詮釋策略：回
到傅柯的文本，回到傅柯書寫文本
時，那些讓傅柯感到迫切，而有必要
「無畏直言」的政治事件。
最後，我們不妨把傅柯晚期的「倫
理轉向」
，視為其理論書寫的「自況」：
真理的言說一定會帶來風險，一方面
是言說者不依賴任何既定真理體系，
無畏言說的倫理姿態，為自己帶來的
風險；另一方面也是挑戰並抗拒權
力，從而讓生命政治治理理據動搖的
「風險」
。當然，這也自然不排除思想
家可能偏差誤判的風險，無畏言說，
無畏於反思當下，這或許正是一個「傅
柯論者」的政治姿態。

於是我們就來到傅柯生命中，最後
一個重要的政治表態，即是波蘭共產
黨政府在 1981 年宣佈戒嚴，以打壓「團
結工聯」。郝夫曼把傅柯聲援團結工
聯，抨擊國政府因為國際政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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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的不安
麥康諾（James MacDonald）
黎野平 / 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對關心國際政治的有識者來說，「和平」一直都
是歷久不衰的主題：在一個近乎「無政府狀態」的
國際秩序來說，必須透過什麼樣的機制，來維持「永
久和平」？並非學界出身，業餘的歷史研究者麥康
諾（James MacDonald）的這本《大國的不安》
（When
Globalization Fails: The Rise and Fall of Pax
Americana）
，透過細緻的歷史爬梳，對這個起碼自一
次戰後，就困擾著世界各國與知識分子的問題，提
出了頗具意志的見解。
他的觀點主要有二：第一，現代化導致世界各
國更加依賴貿易，以取得生產原料與市場，這一方
面導致通過自由貿易以維持和平論述的興起，但同
時，也讓是否把持貿易命脈（諸如原料與航道）成
為國際戰略的焦點；第二，自由貿易固然可以維持
和平，但其前提條件，在於存在一個不被挑戰的「負
責任」霸權大國，保證各國的貿易命脈能夠不因國
際的霸權競逐而被任意截斷，進而維持各國的「安

書名：大國的不安
作 者 ： 麥 康 諾 （ James
MacDonald）
出版者：如果出版社
年份：2016
頁數：396 頁
ISBN：978-9869344265

全感」，免於走上軍事擴張的地步。
二次戰後，因為冷戰這個意外的歷史情境，導
致美國成為這樣的「負責任」大國，讓整個國際秩
序，得以重新回復到十九世紀的和平，此即其英文
原書副標題所說的「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
但冷戰的結束，一方面讓前共產國家重新被整合到
世界經濟之中，另一方面，區域性霸權的崛起（主
要是俄羅斯與中國）
，更讓美國的領導性霸權受到挑
戰。對麥康諾來說，整個世界局勢，似乎正在重演
一次戰前的戲碼：大英帝國的地位受到挑戰，失去
霸權大國保護的各國，為了維持貿易命脈，各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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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對抗的道路。
從麥康諾的論述理路來看，中譯
本將其書名改作「大國的不安」
：在國
際秩序中因為失去安全感，戰略被迫
擺盪在自由貿易與保護主義之間的各
國，頗具巧思。
早在 19 世紀中葉，就已經有不少
思維進步的思想家，強調國際貿易對
於世界和平的重要。他們認為自由貿
易不僅有助於經濟成長，商業上的交
流更能夠打破國家之間的藩籬，而只
要世界各國的經濟可以透過貿易連結
起來，就能有效阻斷戰爭的可能。
這樣的論調不斷迴響在彼時的霸
權大國，大英帝國的知識圈與政治
界。例如英國的自由派政治家 Richard
Cobden 就大力倡導自由貿易的世界，
他說這樣的世界將能夠「凝聚眾人，
撇開種族，信條，語言的對立，讓大
家永遠和平共處」。而哲學家密爾在
《政治經濟學原理》中也認為，
「貿易
讓戰爭迅速變成過時的手段……我們
可以毫不誇張地說，國際貿易的廣泛
擴張與迅速成長，是世界和平的主要
保證，永遠確保人類的理念，體制與
性格不斷地進步」。
從結果來看，從 1815 年列強簽訂
「巴黎條約」重建歐洲秩序，到 1914
年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十九世紀之
間，列強之間不再有大規模的國際衝
突，商業貿易似乎真的維繫了國際和
平。而導致十九世紀「大英治世」終
結的兩個主要原因是：第一，在思想
上，主要由大英帝國知識圈倡導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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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貿易和平論，開始受到後發發展國
家知識圈的挑戰，他們主張自由貿易
只是讓強者越強，用來鞏固先進國家
利益的話術，這表現在保護主義思維
的崛起。
第二，開始全面工業化的歐洲列
強，再也無法維持過去的自給自足狀
態，現在更加仰賴原物料的進口，以
及製成品的出口。可以說，工業化固
然讓各國富裕起來，但也同時讓更加
仰賴貿易的各國，更加脆弱。為了應
對這個不安全的局面，十九世紀後期
的列強，主要是透過建立殖民帝國與
強化軍備來應對。
殖民地的建立能供給原物料，並
為製成品提供市場，而要讓海上貿易
不受威脅，就有必要維持相當的軍
備，這樣的軍備擴張一直維持到二次
戰前，從 1914 年後的 25 年間，列強
的艦隊規模，整整成長了四倍。
但建立殖民帝國與軍備競賽，並
沒有為列強帶來相應的安全感。回頭
看一次大戰的爆發，並不是為了原物
料的爭奪，也不是為了殖民地領土的
紛爭，而是巴爾幹半島上一個不起眼
小國的刺殺事件，觸動了列強極度不
安全感的神經，導致了戰爭。
麥康諾指出，二次戰後有兩個意
外的歷史情境，創造了二十世紀的和
平。第一個歷史情境是冷戰，冷戰讓
整個世界因禍得福，儘管蘇聯在軍事
與意識形態上是嚴重的威脅，但其與
西方世界的壁壘分明，反而對西方經
濟的穩定並沒有直接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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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意外的歷史情境則是，美
國承擔良性霸權的角色，不利用其霸
權剝奪其他國家蓬勃發展的地位。而
赤色蘇聯的威脅，也讓其他西方國家
接受美國的地位。二次戰後的世界，
並沒有如當初所期待的，由聯合國來
主導。在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下，非共
產世界得以蓬勃發展，曾經發動戰爭
的德國與日本不再需要仰賴帝國與海
軍的擴張，更不需要殖民，就可以維
持其強權地位。
意外導致世界和平的冷戰，隨著
蘇聯帝國的意外垮台而告終。也象徵
國際秩序的新挑戰。共產主義的崩
解，讓了過去在赤色壁壘中的國家，
開始整合進世界經濟中，伴隨經濟發
展與國力強盛的是對於美國所主導戰
後秩序的不滿。今天的俄羅斯，就像
是十九世紀末的德意志帝國，而當初
的大英帝國，現在則換成了美國。
中國固然聲稱和平崛起，但始終
對於美國的圍堵不敢掉以輕心。中國
近年在南海的強勢作為，反應了其不
安感。中國固然唯恐維持自己經濟命
脈的麻六甲海峽，會遭到美國封鎖，
而東南亞國家也恐懼中國的強勢，被
迫強化自身的海軍軍備。這一切彷彿
都像是在重演十九世紀末的戲碼：新
興的區域強權對於既有的地緣政治格
局有所不滿，於是透過軍事手段以維
持經濟命脈不受威脅，但同時導致區
域其他國家升高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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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物，工業革命在國家之間創造了新
的緊繃局勢。財富的成長伴隨對貿易
的日益依賴，而同時伴生的是戰略的
脆弱感。
與主流的國際和平論述不同，麥
康諾強調，解決世界大國不安感的辦
法遠遠不是國際合作（儘管這是必要
的），十九世紀思想家的觀察是對的，
通往和平的唯一道路是全球的自由貿
易。但往後的歷史所揭示的是，和平
需要消除因為和平的貿易帶來的不安
全感，不能讓各國陷入經濟命脈被把
持的憂慮，而這一切，需要一個不受
區域霸權挑戰的大國，肩負起維持自
由貿易條件，同時不打壓其他國家的
崛起。
麥康諾是從兩次世界大戰的慘痛
歷史教訓，而非國際政治與經濟的學
理，得出這樣的結論。他對於世界局
勢的演變感到憂心，依其論述，現代
世界中的兩次長期和平，多少有其偶
然因素：十九世紀的和平拜現代化程
度不高所賜；二十世紀的和平則是冷
戰的意外產物，
「大國的不安」進而相
互恐怖平衡的對抗，恐怕才是現代國
際政治的常態。

麥康諾的基本論點是：在多極化
的世界中，軍國主義是全球化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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