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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珈健 / 台灣大學政治所國關組碩士生 

 

世紀之交，鉅變(Great Transformation)降臨。全球社

會歷經冷戰終結、網絡化的多國公司與資本主義發展、

經貿互賴的深刻連結，被整併入一個相互依存的系統，

如同一個單位以「即時」(Real Time)的邏輯運作。1面對

這股前所未見的趨勢，「超全球主義」(Hyper-Globalism)

者預言市場力量將迫使民族國家走向「趨同」

(Convergence)甚至消亡；「懷疑主義者」(Scepticist)則指

出當前的全球化只是國際化的延續，且國家重要性不減

反增；「轉型主義」(Transformationalist)則採折衷角度，

認為政治、經濟與文化力量的多重交會下，既有治理架

構必須回應全新的風險社會。(Held et al, 1999)莫衷一是

的說法一方面代表當前趨勢的複雜性，另方面則顯示學

者囿於不同典範下的侷限，難以對全球變遷的起源及影

響進行整體性對話。為了廓清新時代的結構變革動力與

內涵，並在此基礎之上連結分歧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論

述，加州柏克萊大學社會學與規劃學(Planning)教授曼

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2總結數十年研究經驗薈萃  

                                                 
1
 全球一體化的「即時性」或稱「同時性」對全球化的建構及想像是

極為重要的概念。根據柯司特的看法，此主要指涉通訊技術高度

發展下，不同時空下的人皆可被納入一共同經歷的過程，例如高

度整合的全球金融市場可以讓千里之遙的東京、紐約與倫敦證券

分析師同時運作。(Castells, 2000a: 101) 

2
 台灣對於Manuel Castells 教授並不陌生，坊間或圖書館俯拾即是其

著作或相關翻譯。此一方面受惠於Castells 的研究興趣廣泛：上至

左派關注資本主義危機、社會剝削，中至都市問題、城鄉發展，

下至科技變遷、資訊技術發展，旁及文化認同與區域研究，幾乎

絕大部分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都可見Castells 的影子；另一方面，

Castells 對亞太地區政經法展的關注，也間接的提高其知名度，同

時許多台灣學者都是 Castells 的學生如夏鑄九、邢幼田。對於

Castells 的中文譯名甚多，如曼威‧科斯特、曼紐‧卡斯提爾、卡

斯泰爾斯…等，本文採用夏鑄九與Castells 討論後確定之漢譯：曼

威‧柯司特。(夏鑄九，2000：XVIII)同時書中涉及的詞彙，除非

 

 

 

 

 

 

 

 

 

 

 

 

 

 

 

 

 

 

 

 

 

 

 

 

 

 

 

 

 

 

 

 

 

                                           

特殊已有慣例，否則皆以該

書翻譯為準。 

資 訊 時 代 的 經 濟 、 

治 理 與 社 會 變 革 

長篇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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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資訊時代三部曲：經濟、社會與文化》

(Information  Age Trilogy)，從科技經濟、

治理政治與文化認同的三重互構中，對新

千禧年做出宏觀的總體性解釋。 

 

出生於1942年的西班牙，注定柯司特

成長過程交雜著反「佛朗哥右派政權」之

社會運動及左派知識論述的交互洗禮，從

而確立其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取向；在其被

西班牙學界放逐後，數十年流亡巴黎社運

界並執教於巴黎大學社會系的過程，使柯

司特耳濡目染於「調節學派」(Regulation 

School)與「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結構

主義」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分析。(夏鑄

九，2000：XXVI-XXVII)前述的學經歷對

日後的研究影響深遠，誠如作者承認其知

識背景源自於工業年代的政治左派，縱然

歲月流逝、論述從早期的熱情歸於冷靜，

柯司特依然不減其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關懷

與宏觀分析角度。(2000b: 389) 

 

在馬克思主義與阿圖塞學派的激盪

下，柯司特的研究取徑展現兩大特色：第

一，其關注焦點聚焦於宏觀的資本主義體

系發展，因而特別重視結構變革之動力與

再結構(Restructure)的觀察與解釋，而1970

年代一連串國際經濟危機與「積累體制」

(Accumulation Regime)的再結構即成為作

者的分析起點；(Castells, 1980)第二，阿圖

塞學派針對「生產力」(Forces of Production)

與「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Production)的

區分啟發了柯司特對於「科技」(Technique)

的重視，這不僅促使其研究重心從「都市

問題」移往高科技產業，更奠定資訊時代

的分析基礎：科技經濟結構變遷的觀點。

(Webster, 1995: 193-214) 

 

資訊時代三部曲的分析視野資訊時代三部曲的分析視野資訊時代三部曲的分析視野資訊時代三部曲的分析視野：：：：網絡與自我網絡與自我網絡與自我網絡與自我

(Network and Self) 

 

兩極霸權之鬆動、彈性網絡化生產以

及文明的匯合與衝突交織而成世紀末的

「全球鉅變」，而《資訊時代三部曲》的主

旨即在於廓清變革動力與未來趨勢。柯司

特在首部曲：《網絡社會之崛起》確立「資

訊技術革命」作為分析目前正在形成的新

經濟、社會與文化切入點。(2000a: 5)其指

出在生產關係上，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迫

使資本主義體系進入深刻的再結構過程，

亦即產權的明確化與高度競爭化；而在生

產力面向上，以「資訊處理與溝通為核心」

的 嶄 新 技 術 安 排 ： 資 訊 主 義

(Informationalism)取代傳統的工業主義

(Industrialism)成為主導人類發展的「社會

技術典範」。資訊發展典範強調競爭力來源

在於產生知識、資訊處理與象徵性溝通技

術，依此而產生合乎資訊邏輯的組織形

式：網絡社會(Nework Society)。網絡社會

的特色表現於網絡化的企業營運、全球化

的經濟活動、彈性與變遷的職業以及個體

化之勞工。資訊革命與資本主義再結構的

歷史性耦合，建構當代全球化的實質內

涵：資訊資本主義。(2000a: 18) 

 

資訊資本主義透過「網絡化邏輯」

(Logic of Network)，亦即去中心、同時性、

跨空間的方式重新編排政治社會關係，瓦

解了根基於傳統生產、經驗與權力制度下

的認同而釀成「自我之危機」(Crisis of 

Self)，此為二部曲：《認同的力量》一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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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具體而論，民族國家在跨國經濟活

動與媒體擴張下正流失其壟斷性權力，而

依附於國族制度的個人民主也面臨挑戰；

此外，網絡化的社經活動更為凸顯不均等

發展(Uneven Development)，且不僅侷限於

南北之間的不均，而是形成社會中每個有

活力的繁榮節點(城市或國家)，以及淪為

與全球經濟系統全然無關的地區；在與過

去截然不同的政經脈絡中，社會關係也逐

漸趨向片段化、零碎化、淺層化，這使得

人們傾向追求一種「原初認同」(Primary 

Identity)，例如宗教、民族、族群，而這些

「認同計畫」(Identity Project)或「抵抗性

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正是面對傳統權

威認同的正當性危機所採取之回應。(2003: 

355-357) 

 

於是，隨著《千禧年之終結》，新世紀

的政、經、社會秩序與制度安排便沿著「網

絡」與「自我」的兩極對立而展開結構化

進程，進而在不同歷史與空間脈絡中發展

出特殊治理架構。(2000a: 3) 

 

《《《《網絡社會之崛起網絡社會之崛起網絡社會之崛起網絡社會之崛起》：》：》：》：首部曲首部曲首部曲首部曲 

 

本書聚焦於「網絡社會」的分析，重

點有三：第一，區分發展模式(Mode of 

Development) 與 生 產 模 式 (Mode of 

Production)。生產模式是人追求利益而挪

用物質所做出的安排，涉及權力關係。生

產模式有二：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前者

以所有權制度為基礎，人與商品異化，並

由市場分配利潤。後者則由統治階級支配

剩餘；發展模式指涉決定生產力的特定生

產技術關係，且由生產過程中促進生產力

的根本元素界定。近代的生產模式有二：

工業主義與資訊主義。前者生產力的主要

來源是新能源；後者的生產力在於針對知

識本身的知識行動，也就是運用知識改良

知識生產與資訊處理。在資訊主義中，資

訊、知識既是生產原料、工具，亦是產品。

由於資訊發展模式的利潤來源於「創新」

(最高層次的知識利用)，而資本主義體系

下高度競爭力與獲利誘因便能最有效的結

合資訊發展模式而推進熊彼得的「創造性

破壞」效果。柯司特強調，現今的世界秩

序是按照資訊化資本主義規則運作。

(2000a: 13-18, 28-77) 

 

第二，網絡化邏輯：資訊化資本主義

體系中的主體必須以網絡化邏輯運作才能

擴展生存空間，而網絡化的邏輯表現在去

權力中心化與相互依存的關係中。網絡是

藉由相互連結的「節點」(Nodes)所構成的

多元權力治理過程，而節點則是不同議題

權力與資源的交叉點。不同議題產生不同

的連結系統與節點集合，例如東京、紐約

與倫敦建立的金融網絡，或是矽谷、竹科

與深圳的電腦生產網絡。(2000a: 500-502)

基本上，網絡化治理與Keohane的「複合

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頗為

類似，但差別在於柯司特辨認出網絡化的

治理基礎在於資訊系統的分享、權力與資

源維繫於主體能否被整合入全球經濟網

絡、且權力的主體未必為國家，亦可能是

城市。總之，網絡化邏輯是一種不斷結構

化的靈活運作型態，且擴散的幅度呈指數

性成長，使居於其中的人取得利益成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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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增加。3網絡化的型態可以適應複雜的互

動，且具有無限創造能力，而資訊技術則

是構成網絡的核心。 

 

第三，全球化的新經濟分析：資本主

義生產模式的獲利基礎在於不斷擴張，否

則便會陷入生產過剩與經濟危機，但唯有

在資訊主義的發展模式下，才能夠落實經

濟全球化的想像。因為通訊技術能夠克服

了時空的限制，讓各單位以「即時」(Real 

Time)或在特定時間內以全球為規模運

作，此最直接的影響便是金融資本網絡的

全球建構。(2000a: 101-105, 465, 503)在24

小時不斷運作的「無時間性」虛擬空間中，

金融資本徹底解放生產力而不斷於投資迴

路中擴增，隨非理性繁榮與無預警崩盤交

錯下將資本主義推向最高峰。 

 

《《《《認同的力量認同的力量認同的力量認同的力量》：》：》：》：二部曲二部曲二部曲二部曲 

 

本書著重於「自我認同危機」的探討。

當資訊技術以全球的工具性網絡整合世

界，這形成了下述的現象：財富與權力連

結了全球節點與有價值的個人，卻也同時

孤立了社會大部分區段(Segment)，於是反

對被剝奪經濟、文化和政治權利的公民趨

向於形成一種新的社區認同感，對抗全球

市場造成的「社會排除」 (Social 

Exclusion)，如此將構成基本教義與追尋原

初認同的盛行，進而形成與全球化相逆的

趨勢。在這股趨勢中，以網絡所建構的「虛

擬社群認同」和來自於在地經驗而反全球

化的「抵抗性認同」是並起之現象，同時

                                                 
3
 換言之，未加入的成本將成指數型提升。 

對傳統的正當性認同(國家、法制)展開攻

堅。(2003: 107) 

 

柯司特辨認出三大制度的正當性危機

與代之而起的認同運動：第一，父權制

(Patriarchalism)的終結：彈性化職業、個體

化勞工與去中心的企業關係瓦解了工業社

會的經驗認同基礎－父權制，於是長期受

壓迫的社會運動在虛擬網絡的連結中獲得

解放，例如女權主義、同性戀運動與環境

運動。不過另一方面，無法連結上全球網

絡經濟的「第四世界」或「資訊黑洞」，則

以樸素的在地經驗為根基，重新點燃父權

主義的傳統，如愛國主義、宗教基本教義

派；(2003: 240-242)第二，民族國家之衰

弱；國家面對網絡化世界越見流失其壟斷

性權威，以貨幣政策為例，金融全球化已

經讓國家的貨幣主權讓位於G7與 IMF的

國際治理。又或是跨國犯罪網絡的串連，

政府難以獨自解決流動的毒品、人口販賣

問題。同時普遍性財政赤字現象也讓福利

國家窒礙難行，被迫將權力與責任下放於

地方政府或市場。於是國家再也不是公共

權威的最終實體，而必須與其他主體在網

絡中分享權力；(2003: 299-307)第三，民主

的危機。現今的民主制度是以特定疆域中

的主權國家為基礎，且公民秩序的藍本隱

含父權制－民族關係，換言之前述兩項認

同的崩毀侵蝕了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

(2003: 342-349) 

 

從網絡化的觀點，柯司特寄望資訊虛

擬社群所發展出的超國家認同與全球公民

社會能夠解決民主的危機；同時也指出將

民族與國家切割，使國家成為治理網絡中



政治科學季評  2007年 6月 

 

5 
的節點而非暴力主權的壟斷者，才能充分

發揮其效能。(2003: 350-352) 

 

總結上述，1970年代起源於科技革命

催生三大結構變遷：第一，資訊技術革命：

網絡化、彈性化與個體化的網絡資本主義

社會，構成貧富落差嚴峻、高度社會排除

的國度，任何人、事、物的價值與生存都

維繫於其是否連結上全球經濟網絡、成為

節點並共享網絡化財富；第二，資本主義

與國家主義的經濟危機及其再結構：傳統

國家指導型發展面臨「利潤遞減率」現象，

以及從工業主義／福特主義邁向後工業主

義時生產體制與生產力之衝突，構成生產

模式的危機並釀成整體政治社會混亂，迫

使積累體系必須重新再結構生產關係以進

一步擴大生產力；第三，遍及各地的文化

社會運動與認同政治：針對「消費社會」

的批判，並在國家與民主政治的正當性意

義日漸削弱的情勢下，以個人為主體對抗

資本與國家的「認同政治」運動成為日後

文化共同體(Culture Communes)的建構基

礎。而資訊主義下加劇的社會排除與苦

難，以及虛擬世界的網絡技術傳播，形塑

不同地域內的行為者透過議題結合的「世

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基石。(2000b: 

367) 

 

立基於前述的鉅變下，既有社會秩序

同時在生產、權力與經驗關係產生質變，

並最終建立柯司特所指涉的「網絡社會」。 

 

《《《《千禧年之終結千禧年之終結千禧年之終結千禧年之終結》：》：》：》：三部曲三部曲三部曲三部曲 

 

從柯司特的「網絡－自我」視野中，

確認了資訊科技對當前全球政經社會關係

的決定性影響，當然，作者也並非全然的

「科技經濟決定論」(Determinism)，其亦

承認生產力建制(技術)本質是政治社會安

排。(Castells, 2000a: 76)所以，可以清楚的

從柯司特的論述中建立命題： 

 

未來世界的治理架構以及國家與個未來世界的治理架構以及國家與個未來世界的治理架構以及國家與個未來世界的治理架構以及國家與個

人的生存發展人的生存發展人的生存發展人的生存發展，，，，維繫於其使否能有效利用維繫於其使否能有效利用維繫於其使否能有效利用維繫於其使否能有效利用

資訊主義典範所創造的知識資源資訊主義典範所創造的知識資源資訊主義典範所創造的知識資源資訊主義典範所創造的知識資源，，，，並連結並連結並連結並連結

上全球經濟網絡上全球經濟網絡上全球經濟網絡上全球經濟網絡，，，，同時建立最符合網絡化同時建立最符合網絡化同時建立最符合網絡化同時建立最符合網絡化

邏輯的治理邏輯的治理邏輯的治理邏輯的治理－－－－積累模式積累模式積累模式積累模式。。。。 

 

作者為了檢驗上述命題，在本書中討

論五種防衛市場威脅、治理資訊全球化的

模式優劣。就性質而言可分三類：蘇聯的

模式呈現國家主導，第四世界與犯罪網絡

則反映了個人主導，東亞國家與歐盟網絡

國家則是國家與個人的共同治理。 

 

※※※※    國家主義的掙扎國家主義的掙扎國家主義的掙扎國家主義的掙扎：：：：蘇聯的傳統防衛蘇聯的傳統防衛蘇聯的傳統防衛蘇聯的傳統防衛 

 

柯司特首先從蘇聯解體的原因談起，

藉此彰顯國家主義治理模式在資訊時代的

無能為力。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同樣發生

在計畫經濟體制的蘇聯。面對生產效率低

落、資源浪費與創新瓶頸，蘇聯官方並未

採取重建資訊體制、活化知識群聚效應

(Cluster Effect)的再結構方案，反而強化中

央管控的國家主義發展模式，透過大規模

的軍事研發與資源投入擠壓剩餘，不過這

種擴大投資方案除了增加政府赤字外，無

法協助蘇聯獲取、利用並實現資訊科技。

理由在於蘇聯的福特主義生產體制嚴格區

別研究(Research)與生產(Production)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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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同時政治安排強力控管媒體與通訊技

術，雙雙扼殺創新效應的基礎：資訊分享，

以及研究與生產的共生迴路作用。當然，

蘇聯的制度設計有其立基政權正當性之考

量，亦即透過多重監視架構以及壟斷性軍

事權威維持共產黨的支配地位，避免多民

族秩序爆發分離主義。不過隨著經濟每下

愈況威脅政治社會結構，迫使戈巴契夫認

清國家主義無法適應資訊社會的技術與經

濟條件，無可選擇的展開「重建」

(Perestroika)與放鬆管制，於是積壓已久的

民族認同並迅速取代既有支配性意識型態

與計畫體制，最終埋葬蘇聯。(2000b: 61-67) 

 

※※※※    失落的世界失落的世界失落的世界失落的世界：：：：第四世界的放逐防衛第四世界的放逐防衛第四世界的放逐防衛第四世界的放逐防衛 

 

柯司特接下來討論全球化經濟網絡之

外的斷裂與苦難現象，藉此闡明資訊化資

本主義的影響力既是無遠弗屆又充滿斷裂

與差距。具體而言，資訊化、彈性化生產

時代中任何主體的生存與發展端視其是否

連結上全球經濟網絡，一旦「脫勾」或被

網絡「拋離」則意味高度衰退、停滯與貧

窮。更重要的是，脫勾或拋離現象在瞬息

萬變且高度競爭的分工體系中可能立即降

臨，然則一旦遠離網絡社會所導致之成本

將使得日後的重返異常艱辛。是以在全球

金融網絡的嚴格篩選下，後進國家再也無

法重演 1960 年代南北對抗的集體合作經

驗，或是秉持「依賴理論」的指導進行進

口替代的鎖國措施。事實上，柯司特發現

南方國家彼此間的競爭可能不遜於北方國

家。當全球競相投入網絡化競爭系統的同

時，高度的貧窮、疾病與孤兒便在作者指

稱的「資訊黑洞」、「第四世界」中蔓延，

例如非洲大陸，或是先進國家中難以連結

經濟系統的地區。第四世界中的國家缺乏

應用資訊發展典範的能力與組織模式，個

人則缺乏投入資訊與金融經濟的資源：教

育、知識，於是社會排除之大難以想像。

準此而論，新經濟秩序下的全球化反映了

兩個相互關連之趨勢：圍繞特定重要「節

點城市」的極化，以及其他「資訊黑洞地

區」的邊陲化。(2000b: 73-81, 129-139 

, 165-168) 

 

※※※※    犯罪經濟的異常連結犯罪經濟的異常連結犯罪經濟的異常連結犯罪經濟的異常連結：：：：貧困世界的非貧困世界的非貧困世界的非貧困世界的非

法防衛法防衛法防衛法防衛 

 

如前所述，資訊化資本主義體系下深

化了社會、空間與個人之貧富差距，並在

國家或組織失能的情形下沈淪於貧窮之黑

洞。於是部份第四世界的行動者嘗試以非

法手段連結全球經濟，藉此挽救被「正當

資訊網絡」封閉的命運。根據柯司特的分

析，包括哥倫比亞、義大利黑手黨、中國

黑幫與俄羅斯的犯罪份子串連起特殊的全

球化犯罪網絡，他們有效利用金融市場的

投機資金與監控漏洞搭建犯罪經濟中樞，

並且根據各節點的比較優勢編排毒品、色

情行業、暗殺恐怖主義與人口販賣的生產

分工基地。某種意義上，犯罪組織的網絡

化邏輯及運作絲毫不比跨國公司遜色。雖

然該網絡的存在對市場秩序與社會穩定充

滿威脅，然而其忠實反應了缺乏良善治理

架構與組織協助下，資訊化資本主義間接

促成的陰影。(2000b: 171-182, 190-194, 

206-211) 

 

※※※※    資訊化發展型國家資訊化發展型國家資訊化發展型國家資訊化發展型國家：：：：東亞的折衷防衛東亞的折衷防衛東亞的折衷防衛東亞的折衷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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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競爭的資訊化資本主義體系雖然

加遽了全球不均等發展，但是東亞地區的

發展中國家卻以特殊的政治制度－發展型

國家主義與文化安排結合資訊主義，迅速

連結金融網絡而啟動龐大成長動能，進而

「超英趕美」。這種調和國家主義與資訊主

義的折衷性發展典範－「資訊發展型國

家」，核心概念在於國家將「持續發展」視

為政權正當性的來源，並建立種多政治安

排予以支持。(2000b: 282-283)然而發展型

國家主義與資訊模式始終存在難以調和的

矛盾，畢竟在高度競爭且彈性的網絡化金

融體系中，國家不僅難以掌握資源最適配

置流向，更可能加劇市場危機之動盪，而

東亞發展模式的弊端也就在 1997/98金融

風暴中暴露無遺；(2000b: 217)除此之外，

發展型國家的創始典範－日本在 1990 年

代面臨了全球經濟競爭的網絡化邏輯挑

戰，不論是永業制、財團創匯與通產省

(MITI)政策指導架構都難以重現 1960 年

代的經濟奇蹟，且在「失落的十年」的通

貨緊縮陰影下，發展型國家的社會認同如

同質性、家父長制、穩定與文化孤立都處

於鬆動的危機中。無獨有偶，日本雁飛行

秩序下的東亞新興工業國家(NICs)也處於

國家主義衰退的趨勢，顯示資訊資本主義

的主導力；柯司特另外指出邁向資本主義

的中國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其認為中國

在改革開放後創造的經濟榮景來自於三方

面：「民族計畫式發展」：區域發展可以強

化國家力量，從而富國強兵、抵禦外侮。「關

係資本主義」：善用同文同種的台灣、香港

資本、技術與人才；「官僚資本家」：缺乏

資本家的中國透過共產黨在政經資源的壟

斷性支配連結全球經濟。不過，隨著中國

涉入世界經濟體系日深，網絡化邏輯所重

視的開放性，特別是解除媒體與通訊技術

的管制終將對中國產生壓力。如何解決蘇

聯過去的正當性危機，是中國和平穩定的

最大挑戰，而從柯司特的觀點，國家主義

似乎不會是最終答案。(2000b: 307-332) 

 

※※※※    網絡國家網絡國家網絡國家網絡國家：：：：歐盟的創新防衛歐盟的創新防衛歐盟的創新防衛歐盟的創新防衛 

 

柯司特對於資訊時代的治理架構討論

中否定蘇聯國家主義的效用，但也無法接

受「無國家治理」所造成的第四世界慘況

與犯罪經濟之威脅，至於資訊主義發展型

國家典範在特定時期雖能創造成長，然而

資本和資訊的全球流動無可避免將君臨，

終結國家發展之路徑。(2000b: 337)於是，

柯司特在《千禧年之終結》的結尾，提出

合於網絡化邏輯的國家治理架構－「網絡

國家」，同時他強調歐盟是最合乎該治理模

式的實驗。 

 

根據作者的看法，網絡國家意味國家

隸屬於治理網絡中並分享權威(壟斷性暴

力)，各國家如同網絡中的節點，雖然實力

不均等但卻緊密相互依存，即使最強大之

國家也無法獨斷獨行，而最弱小的主體亦

可發揮決策影響力。如同德國在經濟的份

量可以對比英、法在軍事議題的地位。

(2000b: 363)不過，如同作者不斷強調「網

絡與自我」的互構過程，網絡化的進展下

必定激起自我認同的危機與轉變，從而改

變網絡化之形式。因此歐盟欲完善其網絡

國家的治理架構，必須建立歐洲認同，而

該認同的本質將不僅止於基督教文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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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民族國家歷史，而包含更豐富的公民

價值。(2000b: 364-365) 

 

 

反思新經濟治理反思新經濟治理反思新經濟治理反思新經濟治理：「：「：「：「資訊時代資訊時代資訊時代資訊時代三部曲三部曲三部曲三部曲」」」」的的的的

洞見洞見洞見洞見 

 

柯司特透過龐大而縝密的實證性考據

展開兼顧質性、量化資料的政治經濟學分

析，進而描繪出1970年代以來全球社會變

遷圖象。有別於類似作品經常面臨失之空

泛、相互矛盾的問題，作者從科技發展的

角度精準掌握「新經濟」的動力及其影響：

金融與資訊的雙元革命，以此整併龐雜的

數據、史料與互斥的理論，在恢弘格局中

保持清晰一貫的論述主軸，讓讀者能對「資

訊時代」形成整體性之理解，毋怪乎眾多

學者將此規模宏大之作與馬克思、韋伯的

論著影響力相提並論。然而，濃厚的科技

經濟決定論立場也使其討論生產危機、網

絡社會對既有國家與民族認同之挑戰時，

某種程度流露出局部性的規範思考。例如

柯司特著墨甚深的全球公民社會，能否在

市場全球化、危機跨國界化與社群認同正

當性衰微化，配合網絡技術的支撐成形並

取代根深柢固的民族－國家意識，仍然受

到相當質疑，畢竟「想像的共同體」一旦

於歷史結構中形塑便具有相對穩定的文化

與制度實踐。此外，跨國社會運動所面臨

的集體行動問題依舊限制人民與市場的談

判地位；至於作者殷切告誡國家治理架構

勢必依附於網絡化生產秩序，並高度推崇

歐盟合作模式並預言國家主義的撤退，此

論述一方面忽視了制度處於不同社會文化

環境產生的變體，亦即多樣化資本主義

(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可能性，另方面

則對主導當前政經體制安排背後的權力思

維與非對稱秩序隱而不談。然而，整體而

論，本書有效處理新經濟中兩根支柱的關

係：金融與資訊，以及發展模式和國家在

資訊時代的對應關係，可以對當前的發展

型 國 家 典 範 (Development State 

Paradigm)、東亞新區域主義研究、金融全

球化分析促成深刻的思想激盪。 

 

※※※※    發展型國家典範發展型國家典範發展型國家典範發展型國家典範(Development State 

Paradigm) 

 

柯司特對於東亞發展型國家分析的特

殊之處在於連結經濟成就、國家認同與全

球金融危機的關連性，並就此推論出發展

型國家之轉型(終結)的結論。首先，他定

義發展型國家源自於特殊歷史條件：冷戰

結構、外部威脅與後殖民主義，因此是國

族建構計畫的產物。其中，國家將「發展」

視為正當性原則，而發展則代表高經濟成

長與生產結構優化，而為了實現此一目標

可以犧牲公民社會的利益與期待。不過，

歸根究柢經濟發展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求

取生存才是第一考量；(2000b: 283)之後，

配合著內外條件的協助：冷戰結構、效率

官僚以及最為關鍵的國家自主性，政府得

以啟動一連串適應資訊化發展典範與全球

經濟變遷模式之計畫，落實工業升級與科

技產業建構；然而，隨著經濟成就與資訊

技術效應反饋政治社會結構進而蓬勃發展

了公民社會後，國家自主性的削弱使其無

法再規訓企業投資表現，而被動成為隔絕

國內企業與全球競爭體系的安全閥，降低

企業融入全球金融經濟網絡的彈性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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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後，隨著企業對國際資本的依賴性

超過臨界點而終於完全臣服於資本主義市

場邏輯，國家再也無法提供有力的幫助，

於是，發展型國家的成就反而注定其消

亡。(2000b: 217) 

 

    綜觀柯司特對發展型國家的社會學式

分析，雖然結論與一般看法無異，但論述

過程卻產生重要啟發：第一，國族認同對

經濟成就之影響：傳統的發展型國家理論

多集中在產業政策層次的分析，至多上綱

於政治制度安排，然而何以東亞國家會有

如此強烈的「發展性格」，免於拉丁美洲的

貪腐？柯司特從國家建構的認同角度出

發，認為歷史與國際結構形塑了東亞以國

民經濟發展做為國家鞏固與安全之核心，

並成為政治社會正當性的來源，因而將經

濟成長、技術升級視為國家總體政策。這

種韋伯式(上層結構影響下層結構)的談法

在晚近相關著作中逐漸受到重視，例如

Ziya Onis，認為東亞各國在致力於經濟發

展時著眼點並非利潤，而是國家安全；

(Onis, 1991)而後長期研究發展型國家的

Woo-Cummings則在比較東北亞與東南亞

經濟發展過程中指出，經濟民族主義

(Economic Nationalism)與與國家安全的邏

輯(Logic of National Security)是東北亞發

展的兩大基礎要素，而且即使在後冷戰時

期上述國家的經濟政策選擇始終臣服於安

全的目標下；(Woo-Cumings, 1999:1-31; 

2004: 95)長期研究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國家

角色之重要學者，Bob Jessop不認為發展

型國家是「資本主義國家」(Capitalist State)

因為這些國家並非完全致力追求「資本積

累」(Accumulation)，而是以國家安全為核

心，所以他將前述國家比喻為「處於資本

主義體系的國家」(State in Capitalist System)

或是「李斯特式國家」(Listian)，對比於其

他地區的「資本主義國家」(Capitalist 

State)。(Jossop, 2005: 26-31) 

 

※※※※    網絡國家與新區域主義網絡國家與新區域主義網絡國家與新區域主義網絡國家與新區域主義 

 

根據柯司特的看法，資訊化資本主義

體系的理想化國家－治理架構便是「網絡

國家」，一個共享而非集中主權資源的網絡

化治理模式，能夠根據議題動態的調整運

作模式與解決方案，同時在多元權力中心

的體制下激盪創新迴路、知識分享的效

果，歐盟堪為此典範。針對柯司特的論述，

前文已提及其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之異同，

且本文更認同柯司特的「網絡化邏輯」作

為制度安排，因為網絡具有不斷結構、再

結構的動態特質，以及權力分散性的開放

架構，不僅貼近鉅變時代的治理特徵，在

規範層次也具有相對優勢，能夠在瞬息萬

變的資訊／全球金融網絡發揮立即且創新

的解決效果。 

 

雖然，柯司特心中的網絡化國家典範

是歐盟，但本文認為，網絡化的治理架構，

因為種種歷史與經濟全球化趨勢的耦合，

而產生於東亞區域。東亞地區同時涵蓋海

(以美、日國為首的海洋民主國家)、陸(以

亞洲大陸上的中國威權國家為主)勢力匯

聚以逐霸的地緣政治態勢，並存在著華勒

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指稱核心

(pole)、半邊陲(semi- periphery)與邊陲

(periphery)的經濟發展格局，再加上橫跨包

括儒家、佛教、回教與基督及天主教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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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折衝領域，因此東亞新區域主義的特

質有三：(Pempel, 2004)「非正式性」

(Informality)：合作的前提在於主權獨立與

互不干涉原則，透過定期的溝通主要目標

在強化各國領袖間非正式關係，進而營造

出更有利談判合作氛圍，這種方式可以

ASEAN Way 為代表；「共識決」

(Consensus)：東亞合作有別於其他組織強

調拘束力的架構規範，傾向於透過非強制

的方式進行協商與政策決定；「開放性區域

主義」(Open Regionalism)：區域主義向來

有內外之分，但是東亞地區不論是

ASEAN或APEC都主張對不會對非會員

產生歧視性的策略，同時也認可WTO作

為主要貿易機制的平台與規範內涵。 

 

以上的非正式性、共識決以及開放性

區域主義，正巧對應了「網絡國家」邏輯

中強調的彈性化安排、動態的結構與再結

構過程以及開放性。更重要的是，體制差

異極大的東亞國家在制度合作過程中，首

要目標在於分享資訊、建立互信，此更與

資訊網絡所重視的「知識創新迴路」概念

相通；隨著 1997/98金融風暴後，東亞各

國展開多功能、多面向與多層次的「雙邊

與多邊複合的多層次關係」：亦即區域中有

次區域、雙邊機制支撐多邊架構、多元議

題與差異管道使得東亞各國皆致力於成為

區域合作的「樞紐」(Hub)；4此外，推動

東亞合作的跨層次行為者皆在不同議題或

時空中發揮不等的影響力：國家與政府：

                                                 
4
 換句話說，東各國合作範圍不限於區域內，議題

也更為廣泛，且各國合作不侷限於雙邊或多邊制度

安排，於是，一國若能極大化議題合作的數量，即

成為東亞區域主義中的「節點」並享有倍增之利

益。 

在經濟、貿易與跨國犯罪防治等領域中展

現許多成就。跨國經貿團體：以經貿利益

為主體的行為者串聯起超越主權疆界的

「自然經濟圈」，並伴隨著商業聯繫而促成

全新的消費文化與「跨國社會階級」。特定

議題行為者，包括專業知識團體、NGO組

織與半官方性質的論壇架構。 

 

多元行為者、議題與治理方案的形

貌，與網絡化圖像中的節點治理實有異曲

同工之妙。於是，柯司特的論述提供了東

亞區域主義的概念化分析架構。 

 

※※※※    金融全球化的實質意涵與影響金融全球化的實質意涵與影響金融全球化的實質意涵與影響金融全球化的實質意涵與影響 

 

柯司特對於金融全球化的分析是剖析

新經濟的關鍵。他明確指出國際金融體系

的發展與轉變是當代推動經濟成長最顯著

的動力，事實上，最符合「全球性」、「即

時性」的經濟產業就是國際金融。不過更

重要的是，作者認為金融市場動盪與危機

本來就是網絡化經濟的常態，畢竟就資本

主義的本質而言，無盡追求利潤是前進的

動力，而表現在當代就是投資與股利追

求，這具體呈現在1990年代末期狂飆的企

業市值。資訊指數的躍進與整合，強化了

資本主義中個人主觀的慾望實現。不過，

這種純粹建立在「想像」的虛擬金融現象

完全沒有規律的市場邏輯可尋，也蘊含著

更深刻的不平等，以及無常的金融特性。 

     

柯司特的思考呼應了卡爾‧博蘭尼

(Karl Polanyi)在《鉅變》對19世紀自由市

場的分析。博蘭尼認為市場發展一旦脫離

社會脈絡，則人類社會將走向混亂，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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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必然採取手段保護自己，進而損傷到

市場與到工業秩序。前述的「雙重運動」

(Double Movement)：市場擴張 (First 

Movement和社會反應(Second Movement )

終將瓦解社會整體。(Polanyi, 1944) 

 

只不過，在 Polanyi 的分析仍是立基

於工業主義的貿易生產體系中，並認為自

律性市場所導致的政治、經濟壓力終究對

迫使社會展開自衛性的運動，例如普羅大

眾的選票或是工人階級運動，最終產生凱

因斯式的福利國家建制而調和市場、社會

之雙重壓力。然而物換星移，在新世紀來

臨的時刻，柯司特卻更進一步的指出資訊

主義下的金融全球化發展才是徹底的無管

制市場，而且該市場邏輯下將超越工人運

動與國家主權，不再有任何能與之抗衡的

社會運動以及凱因斯，只有更多的「第四

世界」與「資訊黑洞」，以及隱隱潛伏的馬

克思幽靈。至於資訊化金融資本主義的歷

史道標究竟是新一波社會革命、轉型後的

新治理格局或是爆發 20 世紀初的戰爭衝

突，將留待日後決定。然而可以確定的是，

體系重整與改變的壓力已迫在眉睫，同時

劇烈分化的個人與社會秩序也無法保持久

遠。 

 

依此分析，1997/98 金融風暴中亞洲

國家之所以受到如此嚴厲的衝擊，乃在於

國家過份保護。不過，作者在具體分析東

亞 NICs 在危機過程中的不同遭遇時，卻

提出了修正性的說法：韓國政府的倉皇撤

守、香港干預政策的易變不定導致危機；

新加坡股價控制的持續性、台灣隱性「管

制政策」的亦步亦趨則減少危機。(2000b: 

298-299)準此而論，並非國家干預發生危

機，而是國家干預的「前後不一致」才造

成崩盤，而前後不一致的理由又在於國家

－社會關係的轉變。這裡產生了有趣的命

題，亦即國家與企業、社會關係決定了金

融市場治理架構，一旦治理架構不符合既

存的政治社會安排，則將爆發危機。更進

一步推論，經濟危機通常便發生在政治社

會秩序變遷期。具體而言，新加坡在發展

過程中始終缺乏自主公民社會，因而經濟

體系的再結構可以在國家的監控下進行；

然而韓國在面對公民社會蓬勃、企業自主

性、全球化程度高的態勢下，政府卻無法

及時讓位於網絡化市場邏輯，終於加劇金

融風暴。當然，在資訊化資本主義典範下，

國家干預的降低較符合此趨勢，於是理想

的國家治理角色即在於連結既有政社制度

與全球經濟體系的網絡關係，動態的管制

風險並增加開放、競爭。 

 

總結而言，本書是柯司特力圖廓清當

今全球局勢的恢弘之作，作者清晰的辨認

出促成該趨勢的結構動力－資訊技術革

命、資本主義再結構與全球金融市場，並

且將未來的治理模式概念化為「網絡化邏

輯」。如此宏觀的視野與論述，不論是否贊

同，都值得學者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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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宜恩 / 台灣大學政治所公行組碩士生 

 

中國大陸自從八零年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除了

於經濟取得豐碩成果外，社會也產生前所未有的重大變

遷，然而在政治方面卻未如經濟發展一般有著令人驚豔

的成就。俞可平教授於二○○六年出版《民主是個好東西》

一書，內容中對於民主制度的高度讚揚，不但造成中國

大陸內部熱烈討論，更引起西方學界重視。原因不僅在

於書中對實行民主政治的高度憧憬與肯定，更由於作者

不但為長期研究公民社會與民主治理之著名學者，更具

有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之重要職務，長期以來被視為

官方之重要智囊，因此該書之觀點，若干程度上似可看

作現今中共官方對從事地方治理及深化民主改革所抱持

之主要看法。吾人也可藉由此書對當代中國大陸處理經

濟社會與政治改革問題的基本態度，以及大陸境內公民

社會的發展概況，有著更深入一層的瞭解。 

 

    本書為俞可平教授於近年來接受大陸各大媒體訪談

之整理記錄，由於所訴諸之對象為普羅大眾，因此俞教

授於訪談中使用淺顯易懂之言詞，將其對於民主改革、

公民社會發展、深化治理等看法進行清晰的描述，使本

書有深入淺出之優點，雖然因此也造成對於若干值得深

入探究之面向有點到為止之憾，但足以令讀者對其基本

觀點有著清楚認識。 

 

    本書基本上可分為「理論」與「實務」兩大部分，

理論部分為俞可平就治理與善治（good governance）、全

球化、公民社會等問題所提出之看法，其中以俞氏針對

先前曾提出之「增量民主」以及「動態穩定」兩大理論，

所進行之相關說明與論證，為全書之重心。實務部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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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所積極推動之「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

作為探討主題，就該項措施於近幾年在各

地所形成之風潮，及該獎對推動中國大陸

地方治理之功效進行論述，進而作為前文

關於中國現今民主改革相關論述之佐證。 

 

    現今外國評論普遍認為，中國實行經

濟改革後，並未連帶引發內部之政治改

革。俞可平認為這是由於西方學界純粹按

照其所建構之政治標準進行評價之故，如

果按照西方標準，以政黨的數目或三權分

立之觀點而言，中國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是

沒有變化的，但政治評價的標準不應該只

依據西方觀點而定。對中國社會而言，在

影響社會發展的政治、文化和經濟三種因

素來說，政治始終是最重要的，不進行重

大的政治改革，經濟體制就很難有實質性

的變化。因此被外界視為中國進行重大經

濟改革開放標誌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

全會，本身就是一次政治變革，中國的經

濟多元化進程是由政治改革啟動的，而經

濟改革的深入反過來又促使政治體制進一

步變革，使中國的政治改革取得重大的進

展。俞可平又認為，中國公民權利受到保

障程度的演變，正可標誌著政治改革的進

展：中共於近年來的改革中，首度將保障

人權列入憲法本文，使人權獲得憲政層級

之保，此舉顯示出現今中國對於人權之重

視已較過往取得重大成就。 

 

    俞可平指出，現今中國政治改革的最

佳途徑也是未來的唯一走向乃為「增量民

主」。「增量民主」的意義在於：在具有足

夠「存量」的經濟和政治基礎下，政治體

制和民主的改革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

突破，形成一種新的增長，提升原先累積

的「存量」，此即為「增量」的概念。1俞

可平強調，這種改革進程是緩慢而漸進式

的，是立基於原先基礎之上而尋求突破。

所有政治改革必須在盡可能不損失公民已

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盡可能增加原來所

沒有的利益，使群眾確實感受到改革的好

處，從而引發人民加入改革的自覺。不過

「增量改革」和「漸進改革」的概念雖然

有許多共通性，但實際上仍有若干區別：

「漸進改革」強調改革的過程為漸進而緩

慢的；「增量改革」則重視改革的目標與後

果，也就是強調改革必須增加絕大多數人

的利益總量，同時主張改革在尋求過程之

穩定性同時也必須要有大膽的突破，昔日

鄧小平大膽推動經濟改革則為最好的例

證。 

 

    俞可平認為，當前中國在實行經濟改

革後同時提升了民主、權利和法治意識，

也因而促進了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快速成

長，成為推動增量民主改革之原動力。不

過在民主改革中，黨和政府仍須扮演指導

的角色。因為中國的民主改革基本上乃為

政府指導下的體制內改革，所追求者為中

國內部之「動態穩定」。相較於傳統的「靜

態穩定」而言，動態穩定的主要特點是把

穩定理解為過程中的平衡，並透過持續不

斷的調整來維持新的平衡。因此政府在面

                                                
1
 所謂的「足夠存量」，指具備充分的經濟和政治基

礎、必須與既定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水準相一

致，尤其必須擁有現實的政治力量、符合現存的政

治法律框架、具有合法性的意義而不違背現行的各

項法律規範。簡而言之，改革必須在不違背現行體

制與法律架構下施行，並以政治力做為推動的主要

動力。 



政治科學季評  2007年 6月 15 
對民怨時，應讓人民透過合法的管道表達

其不滿，當政府認定人民之不滿有其理

由，則立即做出改正，調整與人民間的關

係以維持穩定。但若人民的不滿為無理由

或乃以違法之途徑提出，則政府應當依據

有關法律制度進行處理。 

 

    俞可平主張若沒有先實行黨內民主，

社會民主就沒有實質發展。同樣地，中國

基層民主、民間社會、市場經濟以及法治

進程等均為黨組織和政府所引導推動的。

中國共產黨必須負起推動社會經濟乃至於

政治各項改革的重責大任，從現今所獲得

的改革成果中，證明黨已在推動各項改革

措施中取得重大的成果。 

 

    接著本書進入實務面的探討。俞可平

於二○○○年開始推動中國首次民間就政府

施政表現績效進行評選之「中國地方政府

創新獎」。俞可平指出，創辦該獎乃企圖在

中國建立一套比較科學、客觀而可操作的

地方政府行為或政府績效的評估體系，以

推進政府管理體制的創新。在制度的設計

上，則大量參考國外相關案例配合中國現

今政治社會實際情況而成。在評估的標準

方面，也將諸如「可持續性」與「節約程

度」等新穎課題列入，使得所評選出來之

受獎單位，能真正體現出政府提升治理水

準而激發出的創新思維。 

 

    俞可平認為，該獎之所以獲得重視之

關鍵在於實行經濟改革開放至今，各地方

政府競爭致勝的關鍵由過往的優惠政策多

寡，逐漸轉為是否能有效提供公共產品與

服務，也就是說政府的主要職能由改革初

期之努力爭取經濟投資，轉為追求治理能

力之提升。因此透過該獎的頒發，不但可

刺激全國各地方政府經由創新思維以提升

施政效能外，更可激發政府的公共責任

感，以滿足人民需求為職志。 

 

    從以上論述中我們可以了解，俞可平

認為中國實行政治民主化之目的在於因應

經濟與社會改革之需求，而政府的職能也

逐漸朝向追求善治之目標邁進，這些看法

與當代公共行政思潮相呼應。俞可平從事

民主化及治理研究多年，不但所提出之基

本主張與西方學界相去不遠，對於中國大

陸未來發展也抱持樂觀的看法。然而俞可

平卻也堅持中共官方一貫之立場，亦即「中

西經驗不可完全一槪而論」強調國情之不

同導致發展過程存有若干差異。就中共的

觀點來看，這些差異並不影響追求現代化

之成果，對人民更是百利而無一害。例如

俞可平論及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現況時，樂

觀的表示公民社會的崛起代表公民自治能

力的提升，也象徵著中國邁向現代化社會

的一大成就。但同時卻也強調社會中的「非

政府」公民組織，雖不接受政府之直接控

制，但也必須與政府進行合作，在「合法」

的基礎下協助政府從事治理，如此方能建

構和諧的公民社會。反之若拒絕與政府進

行合作，又不願接受管控，則其自然失去

合法性地位，政府必須主動加以取締，以

維持國家社會的和平穩定。這些看法充分

證明中共至今所推行的各項政治改革，乃

以維持官方對民間社會的高度掌控作為底

線，目的在確保政權的「永續經營」。 

 

「民主」為西方數十年來批判中國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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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武器，俞可平藉由將民主與治理連

結，進而論證中國當前民主改革之成果。

此為運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方式，

對西方所做出的強力反擊。但俞氏引用治

理理論之目的或許在於，強調治理的目

標：提升政府效率、滿足人民需求。而選

擇性忽略了治理的背景環境：一個民主多

元且強大的公民社會。正是在強大而多元

的公民社會影響下，政府的職能因而逐漸

轉型為協助民間發展，也因此衍伸出諸如

地方分權、公民參與等相關理論，而這些

卻也是當前中國政治社會中的一處陰影。 

 

    閱讀本書除可幫助掌握當前中共官方

推行政治改革之基本思維與若干現況外，

吾人更可就書中引用西方理論之處與中國

實際經驗進行對照後，對其背後隱含的真

正意義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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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靜旻 / 台灣大學政治所國關組碩士生 

 

釣魚台領土歸屬問題是中日雙方難解的結，為了證

明自己對其擁有主權，「兩國政府都堅持自己有『大量的

歷史』證據」，
1
並藉由這些歷史依據做為在國際法框架

下爭取釣魚台的後盾。本書的討論即從分析雙方所提出

的「歷史依據」出發，從而指出「釣魚島的爭端不是一

個孤立的事件，而是深深根植於日中之間文化與歷史衝

突之中，說明中日關係中的長期不信任。」
2
 

 

作者耙梳了中日雙方關於釣魚台的歷史文獻，指出

中國於明朝以降的官方檔案中，對於釣魚台即有詳述記

載，包括「釣魚台」這個名稱是自古傳承而來、以其為

航線指標、將之作為防衛體系的一部份，甚至曾有地方

官因與倭寇交戰至釣魚台而戰死等等。在日本方面，作

者整理出「尖閣群島」名稱的來源、質疑這些島嶼存在

與否的態度、商人古賀辰四郎對釣魚台的「重新發現」、

因為曾經殖民琉球所以產生「佔有」釣魚台的「歷史憑

證」，以至甲午戰爭後，日本發佈將釣魚台納為領土管轄

的敕令。 

 

在提出雙方所持有的歷史依據之後，作者也對這些

記載和歷史演變進行整理，並梳理出雙方所持論點的缺

失與疑點，同時也指出造成釣魚台領土爭端的關鍵問

題。從歷史文獻看來，中國在爭取釣魚台主權的論據中

確較佔上風，但從清末民初至二戰爆發，中國政府疲於

處理外患內憂，終至「遺忘了」釣魚台，這樣的遺忘所

帶來的疏失，在於當各國在處理二戰結束後的中日領土 

                                                
1
 本書，頁7。 

2
 本書，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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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時，所有有關中日領土之範圍與區域

的條約、宣言、公告等各種國際條約中，

都沒有提及釣魚台，甚至對於日本主權所

及範圍之說明亦有含糊不清之處，因而賦

予了日本爭取釣魚台的彈性；而中國（不

論是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

釣魚台的「遺忘」，也造成日本在之後的爭

議中，得以「重新發現」做為爭取釣魚台

的有利論點。 

 

「遺忘」之所以發生，源於歷史變遷

的詭譎，從而導致釣魚台問題僵持無解，

現行的國際法對之亦無法提出有效的解決

方案，癥結在於釣魚台的主權紛爭不僅只

是歷史認定問題，更源於在歷史糾葛的背

後，代表了與西方全然不同的國際秩序概

念。作者指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自己的價

值觀與信仰，也因此形塑了自己想像中的

「中華世界秩序」，這種秩序是以中國為代

表的儒家文明為中心，逐步向外遞嬗，形

成由「授封—進貢」開展而來的國際外交，

藉由宗主國與藩屬國關係的維持和運作，

體現了中國式的主權，而這種朝貢制度的

維持，有時也以「象徵性行動」來表現，

由此延伸，便是在定義領土方式上，產生

了中西方相左的差異。中國對於領土的界

定方式，有時是以象徵性的命名、標示航

線、以地貌決定國界線等等方式來決定，

因此，中國依據自己的領土空間概念，畫

出了自己的領土範圍，而這種傳統的領土

與主權概念，在當時，被周邊國家普遍接

受。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與琉球國從

未因為位於兩國之間的釣魚台起過任何領

土爭端，而中國除了以象徵性的行動來彰

顯自己對釣魚台擁有主權之外，同時，也

透過防衛這些島嶼、追繳倭寇來表明自己

具有管轄這片領土的意識，使得中國擁有

釣魚台的主權似乎無庸置疑。但這在過去

不成糾紛的釣魚台，卻因為歷史的變遷、

國際關係的重整以及國家勢力的消長，而

成為今日的衝突焦點。 

 

正如作者所言，釣魚台問題的產生其

實不在於釣魚台本身，核心關鍵在於中日

之間難解的歷史認識、靖國神社等外圍問

題。中日雙方對彼此皆不信任，中國擔心

日本右翼風潮越顯越盛，日本則因為「中

國威脅論」的陰影而對中國極為顧忌，這

都左右了釣魚台問題的發展走向，而偏偏

這種不信任都源自於雙方複雜的歷史糾

葛。一如前述，中國對於「主權」和「領

土」有自己獨特的定義方式，即使是當前

的中國政府，亦仍殘留過去傳統的影子，

原因在於中國是在經過西方強烈的衝擊

後，才被動地、緩慢地進行改變，承認西

方價值的優越，並向西方國家的遊戲規則

靠攏，但並非全然拋棄過去舊有的文化及

觀念，因此「……在國際社會中，『新』中

國的表現仍帶有某些封建『中華世界秩序』

的味道，這仍可以視為是它對自身和對世

界的主觀想像的反應。中國的國際政治策

略變化不大，部分原因在於它永恆的文

化。」
3
相較於中國，日本面對西方的挑戰

時，很靈活地直接模仿西方、學習西方，

借鑒外國的優勢來轉換自己原先落後的地

位，也因此，日本得以在明治維新後大放

異彩，甚至取代中國在亞洲的領導者角

色，中日間的矛盾也從而產生。反映到釣

                                                
3
 本書，頁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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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台問題上，中國對於釣魚台的主權主

張，是依據過去從出於自己世界觀下的歷

史證明，但這種歷史證明因為面臨西方衝

擊，破壞了原先的世界觀而產生歷史延續

的斷層；相較而言，全盤西化的日本，則

抓住了其中的歷史斷層，以西方國際法為

本，提出「重新發現」作為自己對釣魚台

所有權的依據，且透過戰前因為學習西方

的殖民方式而佔有琉球的這段歷史，來強

化本身的論據。雙方觀點的衝突性凸顯出

看似同樣依循現代國際法來提出訴求的釣

魚台問題，其實是在現代國際法的皮相

下，進行兩種不同世界觀、不同歷史文化

的交鋒，偏偏這兩種觀點的對峙又有一段

彼此關連的歷史恩仇，使得釣魚台爭端更

為撲朔難解。 

 

一般對於釣魚台問題的研究，皆是以

現代國際法作為前提，依據西方國際關係

的原則，提出法律依據和歷史證據等來辯

論釣魚台的主權歸屬，或是由此延伸出對

中日關係的探討。而本書的價值在於點出

釣魚台問題的癥結，正是一般研究所引為

基礎的「前提」，也就是說當前國際法之所

以無法解決釣魚台爭端，在於這個燙手山

芋是不同世界觀所遺留下來的產物，從而

造成中日難以在當前的國際法中琢磨出解

決之道。也因為中國的天下觀有自己的歷

史背景，並且延續至今，使得以維護當前

西方價值為主的美國有所疑慮，因而產生

中美關係之間的暗潮，中美關係的發展因

此也可能被捲入了釣魚台問題之中。 

 

可以說，本書除了詳述釣魚台爭端的

緣起、發展，和中日雙方的主張以及所提

出的歷史論據之外，更透過釣魚台問題，

綜觀分析了「中華世界秩序」在這問題背

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由此而衍生的

中日關係之衝突與矛盾，而後者更是作者

撰寫本書的核心關懷。作者剖析了中西相

異的世界觀和國際秩序內涵，使讀者能更

深入釣魚台問題背後的複雜性，而不僅只

是表面上所看到的法律爭辯。美中不足之

處在於作者多著墨中國於此議題上的態

度、歷史背景和分析，對日本從中華世界

秩序的一員、到脫離朝貢制度，甚至挑戰

並與西方共同破壞了中國的天下觀，而至

今日與中國的歷史認識之紛爭，卻鮮有相

對深刻的論述，因而無法勾勒出這樣的歷

史發展如何影響日本對釣魚台的態度，是

全書較為可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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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峻煒 / 台灣大學歷史系，雙修政治系政治理論組 

 

在彼得‧柏克（Peter Burke）的這本書當中，作者

企圖讓我們看到另一種不同問題取向的寫作方式。當

然，「不同」一詞本身只是一種簡化過的描述，因為，作

為一種歷史寫作而言，儘管再怎麼樣地「不同」，在某種

程度上，還會是承繼一些原來就存在有的一些研究典

範，正如同作者自已所說的：「這本書屬於傳播史方面的

研究，重視的是象徵形式的製造、傳播，與接受過程的

歷史。」（頁3）換言之，作為一種「傳播史」的研究作

品，在方法上運用的是傳播學中對於問題所進行分析的

框架。然而，這不構成本書作者寫作上的障礙，對於學

術界既有研究以外所存在的的「空白」，以及現有研究成

果的「缺憾」，使得作者期望提出不同的詮釋方法來理解

作為寫作對象的主體－路易十四。1「不同」的地方在於，

這是一個透過觀察、分析藝術媒體所展現出路易十四對

於自身形象的建構，用作者的言語來說，即是「藝術與

權力的個案研究」（頁 5）。亦即，藝術在某種程度上，

不僅是一種表現，更是一種不同形式的權力展現。 

 

  難得的是，作者本身是劍橋大學歷史學家，在一般

的理解下，我們很容易去聯想到，歷史學作為一種奠基

於時間序列上思考的知識態度，是否也會很清楚地呈現

在作者的書當中？作者對這個問題，也提出了他的看法： 

 

 

                                                 
1
 作者提到：「不管怎樣，就我所知，還沒有人曾經概覽過路易十四

在當代的形象。」（頁 4）；又提到：「我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

從各方面來探討這位國王的形象。由於路易十四本人與他的大臣

們，與各種傳播系統都有關聯，我們在研究他時，也應該把這傳播

方式都列入研究，整同學術領域分歧的研究方向。」（頁4-5） 

 

 

 

 

 

 

 

 

 

 

 

 

 

 

 

 

 

 

 

 

 

 

 

 

 

 

 

 

 

 

 

 

 

 

 權力書寫的另一種方式： 

評彼得‧柏克，《製作路易十四》 

Peter Burke 

 

書名：製作路易十四 

作者：Peter Burke 

出版者：麥田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5 

頁數： 352頁 

ＩＳＢＮ：986725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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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嚴格的編年角度來研究以嚴格的編年角度來研究以嚴格的編年角度來研究以嚴格的編年角度來研究，，，，好處之一好處之一好處之一好處之一

是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媒體是否於是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媒體是否於是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媒體是否於是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媒體是否於

同一時間改變同一時間改變同一時間改變同一時間改變（（（（顯示出高度的中央控顯示出高度的中央控顯示出高度的中央控顯示出高度的中央控

制制制制），），），），也或者這些媒體各自有其步調也或者這些媒體各自有其步調也或者這些媒體各自有其步調也或者這些媒體各自有其步調

（（（（顯示藝術頗為獨立自主顯示藝術頗為獨立自主顯示藝術頗為獨立自主顯示藝術頗為獨立自主）。）。）。）。不幸的不幸的不幸的不幸的

是是是是，，，，要嚴格遵守編年的順序要嚴格遵守編年的順序要嚴格遵守編年的順序要嚴格遵守編年的順序，，，，並不容並不容並不容並不容

易易易易。。。。國王的形象不斷修改國王的形象不斷修改國王的形象不斷修改國王的形象不斷修改。。。。舉例來舉例來舉例來舉例來

說說說說，，，，有些新的紀念章視為慶祝有些新的紀念章視為慶祝有些新的紀念章視為慶祝有些新的紀念章視為慶祝、、、、或重或重或重或重

新詮釋他早期統治時的事件而打新詮釋他早期統治時的事件而打新詮釋他早期統治時的事件而打新詮釋他早期統治時的事件而打

造造造造。。。。如此如此如此如此，，，，我們必須有兩套時間標我們必須有兩套時間標我們必須有兩套時間標我們必須有兩套時間標

準準準準，，，，一個是事件發生的時間一個是事件發生的時間一個是事件發生的時間一個是事件發生的時間，，，，另一個另一個另一個另一個

則是紀念章的時間則是紀念章的時間則是紀念章的時間則是紀念章的時間。（。（。（。（頁頁頁頁6）））） 

 

這是作者的洞見，至少就寫作方法上，不

單純只是採取編年意義上的時間序列，還

進而探討紀念章本身存在的內在邏輯

（Inner logic）。既然本書被作者定位為一

種「傳播史」的研究，則作者同樣透過傳

播的角度來討論問題。作者簡要地提出人

類學家葛茲（Clifford Geertz）的概念－「劇

場國家」，將路易十四作為一個劇場當中的

主要角色，以及與劇場表演相關的術語－

「再現／表演／代表」（Representation）（頁

11-12）。這組詞彙，對作者而言，代表了

一種「替代」的效果，亦即當某種具有象

徵性的東西出現，則其即能夠代表國王路

易十四本人（頁13）。 

 

取材上，作者透過具有「傳播」效果

的媒介來理解路易十四，例如當時的繪畫

（尤其是所謂的「御用」畫家）、國家所發

行的紀念章、報紙等。這顯然是為了體現

作者所說的「紀念章的時間」，但我們不能

忘記，作者同樣提出了「事件發生的時

間」。這兩種時間作為探討的發展軸線時，

則我們在書中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二者無

疑有強烈的互補作用，例如當路易十四的

光環漸趨黯然的時候，身邊的大臣卻說：

「政治局勢的改變，可能會使我們有必要

隱瞞或更改。」因而刻意製造了一些「假

事件」（頁 154）。如果單純使用事件發生

的時間，則我們就可能誤解這個動作本身

的意涵所在。這樣的言語，在本書中，皆

可在許多敘述當中看見。在還原事件發生

序列的客觀描述上，以及對紀念章、繪畫、

報紙本身在時間序列上的意義，就寫作分

析方法語分析對象上而言，無疑都具有一

種高度啟發的作用。 

 

在顧及寫作「整體性」的關懷上，作

者提到：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正如文學史家與藝術史家所明正如文學史家與藝術史家所明正如文學史家與藝術史家所明正如文學史家與藝術史家所明

白的白的白的白的，，，，研究傳播研究傳播研究傳播研究傳播，，，，一定要討論訊息接受一定要討論訊息接受一定要討論訊息接受一定要討論訊息接受、、、、

觀眾特質觀眾特質觀眾特質觀眾特質，，，，與觀眾回應的方式與觀眾回應的方式與觀眾回應的方式與觀眾回應的方式，，，，才算完才算完才算完才算完

整整整整。。。。換句話說換句話說換句話說換句話說，，，，我們不但必須研究我們不但必須研究我們不但必須研究我們不但必須研究「「「「誰說誰說誰說誰說

了什麼了什麼了什麼了什麼」，」，」，」，也要研究也要研究也要研究也要研究「「「「對誰說對誰說對誰說對誰說」」」」和和和和「「「「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效果效果效果效果」，」，」，」，同時同時同時同時，，，，我們也必須進一步研究詮我們也必須進一步研究詮我們也必須進一步研究詮我們也必須進一步研究詮

釋訊釋訊釋訊釋訊息的過程息的過程息的過程息的過程，，，，以及將訊息挪用轉化以及將訊息挪用轉化以及將訊息挪用轉化以及將訊息挪用轉化

（（（（appropriate）、）、）、）、賦予新的功用的過程賦予新的功用的過程賦予新的功用的過程賦予新的功用的過程。。。。

就路易十四而言就路易十四而言就路易十四而言就路易十四而言，，，，有關於觀眾身分的文件有關於觀眾身分的文件有關於觀眾身分的文件有關於觀眾身分的文件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相當豐富相當豐富相當豐富相當豐富，，，，這些紀錄也讓我們得窺這些紀錄也讓我們得窺這些紀錄也讓我們得窺這些紀錄也讓我們得窺

一些有趣的個人反應一些有趣的個人反應一些有趣的個人反應一些有趣的個人反應。（。（。（。（頁頁頁頁185）））） 

 

因此，在該書〈接受路易十四〉的篇

章當中，標題上也區分了「國內的接受

者」、「國外的接受者」、「反應」三個子標

題。2這段話看似平常，但其實在本書的論

                                                 
2
 關於此部分，可參考本書第十一章，〈接受路易十

四〉，頁18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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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脈絡當中，卻已經為最後一章〈路易十

四回顧〉留下的伏筆，同時也是作者的終

極關懷所在，但因筆者的論述順序，此部

分擬待後文再加以說明。 

 

  作者對於事件的解讀，不斷強調藝術

作品（紀念章、繪畫等）「題銘」的作用，

這說明了路易十四本身對於「詮釋」面向

的一種權力壟斷；同時，作者也指出，對

於許多時候題銘文字的本身，刻意地去比

附、或譬喻希臘、羅馬的神話、偉人，在

在展現出強烈的政治意圖。這是一種人類

學家李維布留爾（Lucien Levy-Rtuhl）所

謂的「神秘參與」，亦即將兩個範疇的事物

用一種「看不見的關聯或同一性，就像某

個部落把雙胞胎視為同一或把某些鳥視為

同一。」3（頁157）無論是作者企圖將紀

念章或繪畫、當時報紙的論述等，與希臘、

羅馬神話放在政治權力展現的理解上分

析，或是作者在全書最後將視野放在縱向

時間軸上的探討，都是一個重要的架構所

在。我們如果設問：「為什麼路易十四的紀

                                                 
3
 關於李維布留爾這種「神秘參與」的論述，反映

了他對於各個文化「原始思維」方式的探討上。類

似的描述，我們在神話學家耶律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對於古代社會的描述中也可看書，例如

氏認為：「本章徵引的每一例子，都顯示了「初民」

的存有論概念是遍地而皆然，他們認為一件事物或

行為若要變為真實，只有模仿或重複某一原型之

後，才可以達成。是故，事物只有經由重複或參與

之後，才能真實無妄。凡缺乏範例的事物，都「無

意義」，換言之，即虛妄不實。」亦即，當人們能夠

透過對某些神話的詮釋而有效地解釋一種客觀行為

的本身，則隱藏在背後的權力論述，則構成了一種

偉大形象的形構，並且也因而能夠使自身從平凡進

入神聖。透過此種方式，路易十四於論述上可將自

己詮釋為神聖的權力擁有者。關於耶律亞德的觀

點，可參考Mircea Eliade著、楊儒賓譯，《宇宙與歷

史－永恆回歸的神話》（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27-28頁。 

念章、繪畫、報紙言詞等，可以在與過往

神話的比附上，展現出有效的政治論述與

政治權力的展現？」那麼，我們必須理解

到，李維布留爾的「神秘參與」概念，可

以透過許多「譬喻」、「類似」的方法，來

完成這種政治目的，當然，對現代社會來

說，這種方式不盡然能夠有效，因為我們

基本上都不會相信「『尊敬你的父母』這條

戒律便同時禁止子民抗拒國王。」（頁157）

作者認為，這種「類似」關係的思考方式，

是在歐洲進行「知識革命」之前的普遍現

象。一旦知識革命摧毀了這種普遍的思考

方式，「魔術效果降低」將使得統治者要找

尋另一種的政治教化，最明顯的就是作者

指出在 1672-1700 年之間打造的紀念章，

反而訴諸「統計數字」的多寡。紀念章上

面不再有明顯的神話、寓言的政治現象，

同時也反映在其他國家（頁162-163）。 

 

  最後，作者透過縱向時間軸的比較、

觀察視角，檢視了路易十四前、後的統治

者，發現到了雖然不同時代的人們有不同

的思考，導致展現出來的政治權力的表現

方式會有所不同，但本質上卻沒有不同。

在不同時代底下，或許就便宜地兩種區分

來說（亦即「知識革命」時代的前、後），

無論是否存在李維布留爾所謂的「神秘參

與」、或者是知識革命後所導致作者認為哈

柏瑪斯所提出的「合法化危機」的現象（頁

159-160），其實都是在進行一種「虛飾」

罷了。4最後，作者指出了一個長久以來不

                                                 
4
 在作者的論述當中，除了「知識革命」本身造成

「魔術效果降低」以外，同時也指出當時作為路易

十四政治權力展現的接受者（其他國家或社會普遍

大眾），也同用展現出某種程度的反感，這點在本書

篇章〈紀念章的反面〉有不少的敘述（頁16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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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實質： 

 

  路易十四聲稱他的權力來自上帝，而

非人民。他並不需要培植選民。他的媒體

不是大眾媒體。他被呈現為──的確，他必

須被呈現為──一位特別的人，天意選定的

救世主。十七世紀君主與二十世紀領導人

間的對比，並非虛飾與真實間的對比。只

是兩種不同風格的虛飾之間的對比。5（頁

249-250） 

 

作者透過傳播學、歷史學的研究，指

出這樣長久以來不變的本質，確實發人深

省。當然，或許有人問：「那麼，這樣的一

本書是否屬於政治學的著作？」筆者想起

了不久前針對余英時先生大著《朱熹的歷

史世界》所引起幾位學者的書評（或是筆

戰？），當時葛兆光先生即以禪師所云：「拆

了門檻便無內無外」來描述宋明理學從「第

一序」（內聖）、「第二序」（外王）兩種視

角之間的競逐現象。當然，葛先生並非有

意將各個學科（或研究領域）間的分野看

的那麼樣地清楚。6同樣地，對於政治（學）

而言，筆者無意挑戰現有的學科方法論或

學術典範，但不同的學科領域中的成果，

是否有相互刺激（或啟發？）的可能性，

方為筆者自身的關懷。或許對一本著作的

作者而言，其可能從未（或很少？）去思

                                                                   

不過，作者也提到，因為資料的來源、作者與年代

判定等，尚且無法就此作出準確的分析與判斷，因

而只能略述其概要而已。 
5
 因為篇幅有限，僅能引述作者簡短的文字，關於

時間縱軸上的比較分析研究，可參考本書末章〈路

易十四回顧〉，尤其是249-250頁。 

6
 葛兆光，〈拆了門檻便無內無外－在政治、思想與

社會史之間──讀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及

相關評論〉《當代》80卷198期（2004年，台北）。 

考這樣的研究究竟屬於哪個領域。儘管如

此，本書應該還是可作為政治學的相關著

作，畢竟作者很清楚地意識到他正在書寫

一個權力塑造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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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智偉 / 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生 

 

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一書，乃由Alastair Iain 

Johnston與Robert Ross召集另外9位中國研究學者共同

編纂而成，目的在於藉由召集不同領域、不同世代的研

究者，尋找中共外交政策的新（潛在）議題或研究方法，

由Robert Ross、Thomas Christensen、John Garver、Avery 

Goldstein、Michael Yahuda、Yong Deng等六人撰寫中共

外交政策中的安全議題，Allen Carlson、Margaret 

Pearson、Samuel Kim等人負責撰寫全球化影響下的中共

外交政策變遷，Peter Hays Gries與Alastair Iain Johnston

由國內面向撰寫中共外交政策的型塑。 

 

在安全研究中，Robert Ross藉嚇阻理論檢視北京對

台海與朝鮮半島的處理態度，認為目前台海與朝鮮半島

雖存在有效相互嚇阻，但由於台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市

場且脆弱性高，而美國又無法協助台灣改善經濟特質，

最多僅能提供軍事、領土的防衛能力，故台海相互嚇阻

的效力正在減弱。Thomas Christensen則以先發制人與預

防戰爭的概念檢視中共使用武力的歷史，主張武力向為

中共遂行政治目的的工具，而若解放軍能發展出較現今

更細緻有效的嚇阻武力，中共對台灣問題的態度將日趨

強硬，台北更不願意與之和解，此時中共因政治目的而

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將隨之大增。 

 

John Garver則以認知與心理途徑的方式檢視近年解

密的中共與印度對1962年「中」印戰爭的決策文件，認

為該戰爭雖應歸咎於毛澤東的錯誤認知，但仍相當程度

反映了中共維護主權領土完整的必須性與重要性，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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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雖成功使印度在邊界問題上退讓，但該

戰役卻促使印度開啟軍事事務革新大門與

蘇印反中聯盟的誕生，間接導致日後中國

威脅論的出現。Avery Goldstein則藉由比

對冷戰時期與目前的國內外環境差異，及

中共核心利益的轉變檢視中共朝鮮半島政

策的形成。作者認為目前中共並不擔心源

於外部的武力威脅，相反地其更擔心因經

濟快速成長而來的混亂與陳舊政治體制可

能導致的政治不穩定，如同 M Taylor 

Fravel 提及之「體制不安全1（regime 

insecurity）」的概念 ，目前中共最大的危

機與對外政策的最大考量均源於如何維持

國內現行政治體制，但這並不代表此為影

響中共外交決策的唯一變數，而是其對中

共外交決策的影響力不斷上昇。 

 

Michael Yahuda目的則在於解釋何種

情境下，經濟互賴將失去穩定雙邊關係的

力量。由於目前東亞權力結構正處於轉變

過程，與中國大陸反日教育的普及，形成

雙方國內巨大的民意壓力，造成雙方誤

解，抵銷了中日經濟互賴的正面效應。

Yong Deng則由現實主義與嚇阻理論對名

譽的看法以及安全困境的理論脈絡，檢視

中國威脅論對中共的挑戰與其回應之道，

作者認為目前中共外交政策較關注來自心

理層面的傷害，國際名聲的惡劣與中國威

脅論均將傷害中國大陸的發展，故目前政

策主軸在於邊緣化中國威脅論，但其相關

                                                
1體制不安全意指因過去發展策略失誤而浮現的拉

美化特徵與中共當局控制社會能力的下降而產生的

變化，均將弱化中共執政能力，甚至威脅政權生存，

詳見：M Taylor Fravel,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2(Fall 2006), pp.46~83. 

政策仍因意圖的不明顯與政策脈絡的反覆

遭受挫敗。 

 

而在全球化影響下的中共外交政策變

遷中，Allen Carlson認為，1990年代早期

中共領導人未明確反對人道干預，開啟中

共外交菁英社群對人道干預正當性的討論

空間與實行的可能性，而隨著近年中共參

與國際社會程度的增加，中共開始接受國

際規範，使其不再反對、甚至加入人道干

預行動。Margaret Pearson則認為由於中國

大陸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且由中

共在世貿組織的行為看來，中共原則上為

國際建制的維持者，但其對主權與國家尊

嚴的堅持仍可能促使其成為國際建制的改

革者，例如中共並不急於取得世貿組織的

領導權，但在某些特殊議題，例如台灣問

題上仍不惜違逆世貿組織規章。 

 

Samuel Kim 則強調後冷戰時期中共

維護主權能力上升，但由於加速經濟現代

化與改善國際聲望之故，其對國內不同部

門的談判能力與控制社會的能力衰弱，因

此未來中共將面對至少三種威脅：其一，

隨著資訊科技的演進，中共將逐漸喪失箝

制社會資訊流動的能力；其二，隨著涉入

經濟全球化與全球社群程度的增加，國內

利益團體將蜂擁而起地要求參與決策過

程；其三，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壓力也將持

續挑戰中共領導，亦即中共必須在負責任

的大國與上升中的強權擇一作為國家發展

方向，並以之說服民眾。 

 

最後，Peter Hays Gries的研究顯示中

共對美政策同時受物質利益與民族主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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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且即使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可能為造

成日後「中」美衝突的可能根源，但物質

利益仍在雙邊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故中

共對美政策不必然以零合遊戲為框架。

Alastair Iain Johnston則透過訪談的方式，

調查 1998～2004 年間北京民眾對美觀感

與中共對美政策的轉變，作者雖承認其研

究有樣本數不足的缺陷，但其研究顯示中

共對社會控制力的弱化不必然導致反美情

緒的擴大，且其以社會民意為自變數研究

中共外交政策變化，實開中共外交政策研

究先河。 

 

Alastair Iain Johnston、Robert Ross與

Thomas Christensen 在本書結論中為未來

的中共外交政策研究途徑提出六點建議：

第一，比較外交政策的研究較關注政治領

導與外交決策過程，中共外交政策研究若

引進相關概念，雖將大量使用相關文獻驗

證假設，但對建構完整的決策過程將頗有

助益；第二，中共外交政策研究需要更多

自覺的研究設計；第三，中共外交政策研

究的次級領域需探索更寬廣、自覺性更高

的研究法；第四，本領域的研究需更著重

清晰地使用多種研究法，過去的研究最多

僅運用兩種研究法，未來應更關注面訪、

文獻回顧、行為資料與正式理論的運用；

第五，與上述相關的是，次領域的研究需

能更清晰的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可將中

共是為一種國家型態，例如強權、馬克斯

列寧主義國家、轉變中的經濟體、威權體

制等，並比較相同性質的其他國家行為的

差異；最後，如何妥善平衡變數關係關連

性與精準程度也將是未來研究的一大挑

戰。 

 

綜言之，本書確實提出新的或潛在的

中共外交政策研究途徑，參與研究的學者

多運用各種不同國際關係理論詮釋中共外

交政策，但仍忽略中國中心論對中共外交

政策的影響2。概略而言，隨著中國大陸的

經濟發展與對國際現實認知程度的增加，

中共逐漸遵循西方世界訂立的規則，但無

可否認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仍大幅影響其外

交政策的制訂，其決策者的國際觀亦受原

有朝貢體系概念的影響 ，而若將中國中心

論考量在內，則中共並非永遠的國際建制

擁護者，且其接受人道干預概念的原因也

不全然是國際社會化與中共高層未明確反

對所致，亦可能為宣揚國威或天朝概念的

重現。 

 

其次，Peter Hays Gries認為在美「中」

關係中，物質利益的影響力大於自我認

同，但就中共其他對外政策而言卻未必如

此，日「中」經濟互賴雖密切，但仍難以

緩和雙方因種種因素形成的負面觀感對雙

邊關係的影響，亦即在中日關係的案例

中，因雙方社會結構而生的國家利益與身

份界定的影響力實超越因經濟密切互賴而

生的物質利益，故物質利益與自我認同兩

者的重要性端視議題不同而定。 

 

最後，筆者認為隨著全球化腳步，中

共外交政策的「國內-國際（inter-mestic）」

特質日趨明顯，就事實而言，中共外交政

策受其國內發展因素的制約越來越明顯，

                                                
2
 Gerald Chan,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New Zealand: 

Macmillan,1999）, pp.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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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析途徑而言，應可借用羅森諾（James 

Rosenau）的連結政治（Linkage Politics）

理論或相關概念研究之，藉此檢證中共外

交政策與中國大陸內部環境因素的關連

性，區分各種不同變數，如經濟發展、民

族主義對其對外行為的連結型態與影響為

何。但如筆者前述，中共對不同國家的決

策過程應有不同考量，故應較難進行同時

期、不同案例的比較，反之若針對同一案

例，拉長研究時序，應能凸顯中共在國內

環境變遷下，外交政策的考量與決策過程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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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慶軒 / 台灣大學政治所政論組碩士生 

 

 

組織社會學是指「從社會學角度研究、解釋組織現

象的一門學科」。本書以「比較理論分析」的框架選擇性

介紹、評價西方組織社會學，讓各家理論流派相互對話，

而其中所提到的理論流派及思路，是從「機制」的層次

切入討論。 

 

Elster 認為機制是介於公理性規律與描述之間的一

個解釋層次，它是指兩個事物間可能存在的、經常發生

且易於辨識的因果關係。此一關係並非是必然，但從具

體的因果關係進行分析、解釋，而不必建立一個龐大複

雜的理論體系，大大減輕了研究的困難。以下將本書分

為三個部份進行介紹。 

 

第一個部分為本書的重心，涉及四個主題及其理論

思路： 

 

一、 組織與市場：一個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研究角度 

這裡所要解釋的組織現象，在質疑新古典經濟學的

市場機制及其假設前提：市場為何需要等級組織？若組

織是由勞力與資本的結合，為何此一結合必須透過一個

正式結構加以組合？組織結構為何各不相同？交易成本

學派從效率機制出發，認為這些現象是導因於對交易成

本的理性計算而出現的。 

 

Oliver E. Williamson在《市場和等級制度》中，認

為市場失靈出現時，進入組織內部進行交易活動成為替

代市場機制的手段，因此組織和市場雖是不同的經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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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彼此可相互轉化，考量只在於何者

較能降低交易成本而更具效率。此一思路

解釋了前兩個問題。 

 

另外Williamson在《資本主義的經濟

制度》中，提出交易成本學派的基本框架，

他認為任何經濟活動都必須透過合同關係

或隱性合同的約束，簽訂合同後將形成兩

種交易成本：其一是協調彼此活動的協調

成本，其二是激勵成本，使簽訂合同者利

益一致。交易成本的考量決定了組織採取

哪一種行為，如簽訂合同後，組織間相互

協調的成本若大於組織合併後所需的激勵

成本，則基於成本考量，組織會採取合併

的手段。交易成本不同使組織結構有所差

異。 

 

二、 組織與制度：一個制度學派的理論框

架 

為何現代社會中各種組織內部結構越

來越相似？為何組織會花費資源在與其生

產效率無關的活動上？為何組織會制訂與

其運作不相干的規章制度？制度學派認為

組織除了要求理性效率的技術環境外，更

須考量制度環境的影響及制約。 

 

從Philip Selznick的《TVA與基層結

構》到60年代的權變理論，皆強調組織非

理性的一面而與韋伯相悖，而 John Meyer

認為是環境造成「非理性行為」的出現，

制度環境中的合法性機制，即法律制度、

文化期待、社會規範、觀念制度會對組織

產生影響與制約。組織之所以要服從合法

性機制，Mary Douglas認為因為人是制度

的提線木偶，組織亦無法擺脫控制；但

DiMaggio和 Powell則認為制度對人的影

響並非絕對，而是具激勵機制，鼓勵人們

及組織去符合社會期待。 

 

因此只要處於同一個制度環境，便會

出現結構相似的制度趨同現象。而當制度

環境和技術環境1相矛盾，會造成組織偏向

與效率相悖的活動與制度，產生和組織效

率不相干卻符合社會期望的制度規章。 

 

三、組織與社會關係網絡 

這裡所要解釋的組織現象，在於個體

能力相近的情況下，為何有些個體總是能

夠獲取更多的資源，其他則否？其中的差

異性為何？ 

 

社會網絡學派以社會網絡機制解釋

「關係」造成個體差異性的問題。第一個

思路在強調社會關係的重要性。Mark 

Granovetter點出Williamson效率機制的自

利前提所無法解釋的現象，例如信任，他

認為經濟關係是必須嵌入具體的社會關係

中才能實現，而不同的網絡造成不同的社

會關係，處在其中的個體所扮演的角色也

各不相同。此外，在網絡中位置的不同，

接受的信息也不同，進而造成個體思考及

行為上的差異性。 

 

第二個思路在強調網絡關係的功利

性。Ronald Burt在《結構洞》中認為，社

會網絡是一種社會資本，亦是傳遞信息的

重要工具，因此若能建構異質性網絡的聯

結而取得不重複的信息時，信息越多就能

                                                
1
 技術環境要求組織必須有效率，按照最大化原則

組織生產。（p.72）這與制度環境的要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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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用越多資源。此一連結異質性網絡的位

置就是「結構洞」，這更明確指出位置能決

定個體獲取資源的多寡。 

 

社會網絡學派從微觀基礎，解釋了個

體的差異性與其所屬的網絡以及網絡中的

位置息息相關，也進一步補足制度學派微

觀解釋力的不足。 

 

四、 有限理性與組織研究 

這裡要討論兩個問題：組織的制度規

章是產生於穩定亦或是不穩定的環境？為

何組織管理的理論更新快速，但其他領域

的研究成果卻相對緩慢？ 

 

有限理性的基本思想是人們對信息加

工的能力有限，70年代的研究更認為信息

缺乏是其中的關鍵，因此為了克服有限理

性，組織是進行資源的分配及對信息收

集、加工與分析的手段。然而 James March

認為「工業組織結構是政治聯合體」，組織

中利益團體間的衝突，使組織結構與利益

決定了如何運用信息。而在 March 與

Richard Cyert在研究組織決策過程中，發

現時間及注意力的有限，影響信息加工能

力甚鉅。 

 

因此在解釋第一個問題時，可發現制

度規章決定了注意力分配、利益分配與信

息運用。依韋伯思路者會認為，制度規章

產生於穩定環境之中，它保證組織的可預

測性及效率。與此相反的觀點，如Ronald 

Heiner認為，完全信息與完全確定性的情

況下，組織將不受約束地追求效率極大

化，不過在有限理性下，新信息會不斷刺

激組織進行調整，但不確定性讓組織不能

把握調整的效益，因此就需要制度規章的

約束，使組織不在調整中迷失目標。 

 

對於第二個問題可從組織學習進行解

釋。在有限理性下，決策者對於組織效率

的提升不一定和其決策有因果關係，而是

經濟景氣所致，因此成功的管理理論可能

是因環境關係而大量出現。 

 

最後，必須注意的是，組織學習有其

陷阱： 

1. 組織在「滿意原則」下，會放棄搜尋

其他選擇進行改變。 

2. 「在做中學」的過程中，過去的經驗

會影響組織對未來的調整。 

3. 組織適應性越強者結構越穩定，也因

此制約了組織對環境變遷的適應能

力。 

4. 有限理性下，人們常需社會機制約束

與協調人們的行為，有限理性成了社

會機制產生的基礎。 

 

本書的第二部份在將上述的理論及思

路應用於具體的研究領域中。 

 

在討論組織的激勵問題時，讓社會學

與經濟學進行對話。經濟學往往由金錢、

組織內的位階進行討論，但社會學從社會

結構、環境、社會關係對人們的影響進行

討論。 

 

對於契約制度的研究，交易成本學派

認為交易成本決定合同關係，而網絡學派

則強調企業所屬的網絡及所佔的位置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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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內容，制度學派則認為合同牽涉到組

織與環境間的關係。 

 

比較聲譽制度時，經濟學（交易成本

學派）的解釋邏輯將聲譽視為商品，聲譽

的產生是因有所回報，而網絡學派認為網

絡地位產生的信號是聲譽的來源，制度學

派則認為「社會承認」是聲譽制度的基礎。 

最後是討論有限理性對組織決策的影

響，在有限理性下，組織決策在規章制度、

組織內部的政治過程、對信息的解釋依

據、問題導向或答案導向的不同基礎上產

生不同的結果。 

 

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在討論組織的侷

限性、組織變遷與改造的問題。組織的侷

限性在於，組織必然對過去的經驗及歷史

軌跡有依賴性。此外，由於組織內在機制

力求穩定，但有效率的手段及目標往往隨

著環境變動快速變遷，這造成追求效率與

追求長期適應能力間的相互矛盾。面對此

一侷限性，只有透過低層次的組織在不同

方向上的進行實驗，雖然會造成犧牲組織

存續的代價，但卻是提高組織在宏觀層次

上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策略。 

 

《組織社會學十講》是將周雪光教授

在清華大學的講課內容整理而成，由於保

留了口語化的表達形式，因此相較於一般

教科書的艱澀難懂，本書閱讀起來相當清

楚流暢，為第一個優點。第二個優點在於

本書雖然屬於介紹理論思路的教科書，但

經由理論對話的方式凸顯各學派的差異，

因此對於接觸組織社會學領域的初學者而

言，提供了良好的思考工具。 

不過，從這兩個優點中可以發現，由

於本書屬於教科書又是以講課內容為基礎

整理而成，因此對於書中提及的理論部份

就缺乏較有深度的討論，周雪光往往只能

抓出各家學門的思路予以應用。然而，清

晰介紹已經能使讀者按圖索驥，以研讀更

為精深的理論，這已經達到教科書的目的。 

 

最後一個優點在於理論對話的方式具

有啟發性，且其中所討論的現象與日常生

活相近，因此容易誘發思考，使人企圖應

用理論解釋日常生活中的組織現象，更加

證明組織社會學的實用性。 

 

 



【徵     稿】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

之反省對話，推動全國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

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

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徵稿對象：全國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稿件內容： 

（一）一般書評：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

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二）長篇書評：徵求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長篇書評，內容包

含 3 至 6 本相關書籍的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三）書目：針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 1000 至 1500 字。 

（四）讀者回應：對前期刊登之書評的回應，約 1000 至 1500 字。 

■截稿日期：每年二、五、八、十一月 一 日以前。 

■稿件筆潤： 

（一）一般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 

（二）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元整。 

（三）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柒佰元整。 

（四）讀者回應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元整。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並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

則，力求避免修改，唯保留此項權利。 

■投稿暨聯絡方式： 

（一）電子郵件：PoliSciReview@ntu.edu.tw 

（二）一般郵寄：(100)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1 號   

                   

臺大政治學系[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