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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波 / 鞍山市行政學院副教授 
 

 

在對蔣廷黻、晏陽初、蕭公權的自傳進行深度

閱讀之後，一個寫作構想油然而生——打算通過對

他們三人的比較研究，來描繪一幅現代中國知識份

子的真實圖畫。也許想從中發現某種值得品味的東

西，也許僅僅是被其中吸引人的東西所魅惑，自己

不由自主地沿著一條無形的道路走著，恍惚迷離中

進入到一個由某種邏輯或情節引導的世界…… 

 
1. 救國：一份與生俱來的使命 
 

在中國，所謂受教育者，往往會把自己想像為

一個超越凡俗的精英人物。這是儒家教育的精神使

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儒家教育的本旨，

也是受教育者必須身體力行的信念和倫理。 
儒家學說是一種「入世」學說，它的最基本要

求是所謂「知行統一」。依照某種信念行事，在生活

中踐行某種倫理，這才是理解了「入世」的真諦，

把握了「知行統一」的精髓。儒家思想中的所謂「道」

就是如此。對中國人來說，教育的首要目標是「傳

道」，其次才是「授業解惑」。直到中國之「道」在

近代被西方之「器」（這是國人的一般見識）打敗之

後，中國教育始注重功利主義的「器」，中國的知識

份子們才從精英的身份中緩步走出。伴隨著社會的

現代轉型和城市化專業化的需求，他們漸漸地在社

會大分工的格局下成為職業人士。但必須記住，在

中國這個過程是曲折而漫長的，不時被戰爭和政治

運動所截斷。同時也許還不能忽略：在名為文化的

譜系中，人的價值觀念變化得尤其艱難。因為身受

儒家教育，道家的悠然「出世」就只好留在「入世」

的無奈之後了；至於伊壁鳩魯的現實享樂和縱情，

在中國的土壤之上就被列入「異類」和「邪祟」，尤

其為讀書人所鄙棄唾駡。 
還有一條「原道」在主宰中國人，此即「天下

興亡，匹夫有責」。其實在這裏，我們只是看到了

「亡」，而沒有看到「興」。這是儒家在為世人灌輸

所謂的「憂患意識」。這是作為「類」的人都要具備

的，百姓草民都不能免除的。讀書人更不能被赦免。 

 

 
 

書名：蔣廷黻回憶錄 
作者：蔣廷黻 
出版者：嶽麓書社 
出版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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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237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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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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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225pages 
ISBN：978-780-707-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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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憂患，死于安樂」，這是對士大

夫的教導。另一種說辭則出自范仲淹

的《嶽陽樓記》，「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作為一國之君或一地

之主可以「與民同樂」，而作為一個讀

書人出身的官員不禁會發出「是進亦

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歟？」的

喟然長歎。正是在傳統的教育灌輸和

環境的強烈刺激之下，現代中國的知

識份子積極地「入世」和勇敢地擔當，

便是一種比較合宜的選擇了。在這裏

所寫的三位知識份子，蔣廷黻、晏陽

初、蕭公權，他們都在教會學校受過

教育，都曾留學美國，都感受到中國

和美國的強烈對比，也都深切體會到

祖國衰敗而受羞辱的況味。因此，他

們都有自己的救國夢。《蔣廷黻回憶

錄》寫道：「念書之外，同學和我常做

白日夢，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是救中

國。我們幻想許多使中國富強的方

法。」這是作者在教會學校讀書時萌

生的救國意識。在美國留學時，他說：

「救中國的念頭一直潛伏在我的意識

中，時隱時現。」在後來的一次演講

中，蔣廷黻如是說：「歷史已經使知識

份子階級成為中國人民的領袖，我們

無意謙讓。」仿佛此時他才發現歷史

業已鋪墊的救國路。 
在《九十自述》中，晏陽初這樣

宣稱： 
 
「邦無道則隱之說，我是不以為

然的。如果人人都去隱居，獨善其

身，無道者更橫行無忌，邦國每況愈

下，那更不堪設想。『國家興亡，匹

夫有責』，救國與救世，都是義不容

辭的事。」他還講到自己民族意識的

成熟過程：「我在川中時，只有抽象

的國家民族觀念。到香港後，敗國之

民的羞辱，促進了民族意識的發生。

我開始深切體會國之重要，已有改造

社會的願望。再進而看到美國的繁榮

安定，華裔工商的屈居人下，又回想

祖國的貧愚落後；我比較三種不同的

生活方式，孰高孰下，優劣為何。……
我從沒想過獨善其身。我不忍想像在

中國的土地上再出現香港式的殖民

地。苦難的中國，需人解救，我立志

貢獻己力。 
 
如果說他們二人的「報國之志，

反映了那時代的理想主義的色彩」（晏

陽初語），那麼，相比之下，作為學人

的蕭公權則顯得淡定和持重。在《問

學諫往錄》裏，他回憶自己留美時抱

定的主張： 
 
民九以後若干年間國內政治紛

紊，內戰頻起……國內的現狀如此，

我只是埋頭讀書。這並不是因為我沒

有愛國心，而是因為我有一個自己的

看法。國家興亡，匹夫當然有責。但

匹夫要能盡責，必須先取得『救國』

的知識和技能。僅憑一腔熱血，未必

有濟於事。讀書應該不忘救國，但救

國先必讀書。 
 
如何理解他們的救國使命呢？用

孟子的話是「天將大任於斯人」，被拋

於世就註定攜帶著某種重任；用猶太

教的 「上帝選民說」則是：上帝事先

已經選擇了部分人來擔負拯救世人的

使命。而現代中國的晏陽初，在自述

的開篇這樣給後人講述了一個「火種

的故事」——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行年九十，即使有憂，還

不是徒添白髮；縱然有求，怕也是天

鵝之歌。然而，我一生耗在憂求之

間，於今，還能改嗎？唉！剩得瘦骨

一把。所幸我心仍在跳動，因為那兒

有一粒火種。不論早春暮冬，不論風

雨晴晦，它總是不息地燃著，與我共

存。火種法力無邊，賴它依稀可辨通

往過去的幽徑，令我徘徊；也隱約可

見引向未來的道途，令我亢奮。過

去、現在、將來，都在火種裏結而為

一。」這樣感性的故事遠勝過枯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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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和繁瑣的教義，尤其是當事者的

現身說法。對此，我們不能不相信和

不感動。 

 
2. 職業：一條實現信念的蹊徑 

 
在時下，所謂職業就是一種賺錢

的營生，與工作乃是一種謀生手段相

對應。接受高等教育本身就是為將來

更體面的工作和更豐裕的收入做準

備。因此，選擇大學的專業就是為了

個人這種最為實際的需求。在這裏無

所謂崇高的信念和偉大的理想。誰也

不會質疑別人，更不會詰問自己。但

是，在那個時代的知識人那裏，我們

會看到一個不同的景觀。 
中心是救國，圍繞著這個中心來

選擇學業方向，這是他們的謀劃和舉

動。蔣廷黻在哥倫比亞大學為自己選

專業頗費了一番躊躇和周折： 
 
當我一九一九年夏入哥大時，

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認為我應該

專攻新聞。我想如果我成為中國報業

大亨，我就能左右中國政治……為

此，我進了新聞學院。但我……突然

感到新聞人員對一國政治的瞭解僅

是表面的，無法深入，所以他們只能

隨波逐流，迎合時代。我認為：為了

左右政治，就必須懂得政治，欲想懂

得政治，就必須攻讀政治科學。因

此，乃於一九一九年秋放棄新聞改修

政治。但是不久我又覺得，政治也有

它的限度……我的結論是：欲想獲得

真正的政治知識只有從歷史方面下

手。我已經由新聞轉政治，現在我又

從政治轉攻歷史。」他是秉承「政治

救國」的志向來選擇自己的專業的，

在比較中來篩選自己覺得更宜於實

現救國夢想的一種。 
 
晏陽初的選擇比較簡明： 
 

我讀政治系，屬文科。為什

麼讀此呢？香港的環境和個人的

經歷，使我深體國弱民貧的悲哀。

如何育民、富民以為強國之本，這

大問題經常縈繞我的腦際。這問題

牽涉很廣，國民經濟和政治組織是

其中的大端。要想負起改造中國的

責任，必須具有政治和經濟學的基

本知識。一向相信事在人為，而且

基督教的戰鬥精神和積極的人生

觀深入我心。……因有此心，所以

探索尋求方法，這是我讀政治系的

基本原因。 
 

在他看來，學習政治科學完全服

從於他擇定的「大事業」，是一種達致

目標的方法。那麼，晏陽初的所謂大

事業是什麼呢？「我的報國之志，不

是做大官，而是成就大事業。什麼是

大事業呢？不是開公司、賺大錢。我

心中的大事業，是體現儒家的仁和基

督的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

5000名海外華工的接觸，使年輕的晏

陽初如獲天啟，「指示了我一生的方

向。」「1919年春季，我立志，回國以

後，不做官，也不發財，把我的終身

獻給勞苦的大眾。」從此，平民教育

和鄉村改造便成為晏陽初終生不渝的

事業。 
對於蕭公權來說，當初似乎沒有

晏陽初和蔣廷黻那樣功利的專業抉

擇。他先是選擇了當時首屈一指的密

蘇裏大學新聞學院，攻讀新聞學，「我

去密蘇裏有兩重目的。一是我也有志

於新聞事業，二是叔玉兄（他的堂兄

蕭蘧）在那裏經濟系肄業，我想和他

做海外的同學。」他接著講述了他是

怎樣輕易「改專業」的——「學期終

了，我雖然勉強『及格』，但作『無冕

王』的野心打消了。知難而退，我放

棄了新聞學。同時我對哲學發生了濃

厚的興趣。到了第二學期開學的時

候，我居然是哲學系的學生了。」如

此說來，蕭公權選擇專業方向無疑是

出於自己的興趣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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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有興味的是，這裏選擇的三位

知識人都和「政治學」結下了因緣。

蔣廷黻，先是讀政治學，後來改讀歷

史學——為了以史為鑒（主要是西方

曆史），從歷史中發掘改革中國的政治

真知。他的目標明確而具體，就是把

政治知識直接用於治理國家社會。從

蔣的經歷和心態來分析，他是一個為

政治而生存的知識人，他相信政治家

自上而下的「政治救國」。對晏陽初而

言，他毫無猶疑地選擇政治學是為了

服務於他宗教般的「大事業」。研讀政

治學，獲取政治學和經濟學知識，只

是在尋求一種更便宜的改造社會之手

段方法。相形之下，晏陽初的領域是

比較寬廣的，他在試驗一種自下而上

的社會運動，他不相信所謂狹義的政

治——蔣廷黻熱衷的政治，他的民主

觀與蕭公權的憲政觀出於一轍——來

自於美國的平民自治理想（蕭公權欣

羡美國的憲政民主，那種全體國民主

動依法行事的民主，那種自治的民

主。）作為一介學人的蕭公權呢？他

最終選擇了哲學——政治哲學專業，

撰有《政治多元論》、《中國政治思想

史》、《憲政與民主》等政治學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他發表於一九三三

年——一九四九年的時論文章，一展

「書生報國」的風姿，與蔣廷黻的「學

者論政」顯示出同樣的動機意願。然

而，蕭公權既不像蔣廷黻那樣熱衷於

現實政治，甚至投身於政黨政治的漩

渦之中而難以自拔；也不像晏陽初那

般獻身于「除文盲作新民」的社會運

動，奔走於民間，遊說於域內外，以

實現「天下一家」的世界願景。毋寧

說，蕭公權是更具理性的，也是更具

夢想的。他的座右銘是「立志不做

『官』，專求『學』。」而在他所謂書

生「專業興趣」的背後，卻有一種不

移的信念在支撐著。這從蕭公權對「學

而優則仕」的獨到闡釋中可以窺其一

斑。「在現實生活中，『仕』應當廣義

解釋為『服務社會』，不必狹義解釋為

『投身政治』。政治不是人群生活的全

體，政府也不就是國家。『從政』以外

盡有個人效忠於國家於社會的行動場

地。」 後來他這樣回顧自己的職業選

擇：「我雖在幼年時曾作『兼善』的幻

想，所幸後來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

己沒有『管理眾人之事』的才幹，因

而藏拙安分，『舌耕』自了，無由犯『達

則獨善其身』的過失。」 
他們三人選擇了三種不同的職業

（中間有交叉，如蔣與蕭曾是大學同

事），從而也選擇了三條不同的人生道

路。但是他們的一個相同點是十分明

顯的，即他們都把自己的職業選擇看

作是所謂事業的起點，把所選擇的職

業視為成就事業的道路和階梯。說到

底，他們是為了事業而選擇職業和從

事職業。因此，他們便會沿著自己抉

擇的職業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決

不反悔，決不退縮。 

 
3. 政治：一個見仁見智的「黑洞」 

 
蔣廷黻、晏陽初、蕭公權在美國

留學期間讀的都是政治學（蔣後來改

學歷史學），但是他們對於現實政治的

認知卻迥然不同，因而對於他們置身

其中的政治環境採取了各不相同的應

對方式。 
蔣廷黻是一個以政治為志業的

人。所謂志業非一般意義上的職業可

比擬，它是一種當事人訴諸信念的職

業。馬克斯·韋伯就是在這個涵義上談

論學術和政治以及它們與知識人關係

的。蔣廷黻這樣闡明自己的觀點：「我

對政治的態度是很正常的。我認為政

治並不是專為金錢和榮耀。對我說，

政治只是一種工作，我認為它和教書

一樣的清高。」如果能從這一角度來

理解，他說的那句「歷史已經使知識

份 子 階 級 成 為 中 國 人 民 的 領

袖……」，也不算多麼桀驁不馴。在他

看來，歷史已經到了將無數有志於政

治的知識份子推上現代中國政治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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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他就是其中一人。《劍橋中華

民國史》有這樣的敍述：「在這個官僚

機構中，也有些受過教育的、具有現

代思想的文職領導人。特別是自1935
年以後，蔣介石使一批受人尊重的銀

行家、記者以及知識份子進入其政

府：其中有張嘉璈、翁文灝、吳鼎昌

以及蔣廷黻……」 
從事民間運動的晏陽初對現實政

治的態度十分鮮明。他極力使自己的

運動保持其民間和中立的立場，不受

政治的幹擾乃至掌控，由是淪落為某

種地方政府、軍閥或官方的運動。他

這樣回答美國作家賽珍珠的提問：「如

果你想有做實驗的自由，就不要介入

政治。這點在中國適用，我想也適用

於任何地方。政府可撥經費支持你，

但不應該去支配你的整個計畫。」「如

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領域內提倡新

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

治，這樣，你才有做實驗的絕對自由，

這是保持知識份子正直的唯一方法，

否則，你就會由於放棄原則而失敗。」 
相對而言，蕭公權對於所謂政治

的看法就不是那麼激進和極端。他是

不願參政的，不願去做所謂「幹祿」

的政客。他認為：「……『幹祿』的政

客，未做官時放言高論，做了官以後

不辭『自求多福』，同流合污，所謂『窮

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他們對

於興亡未必比『自了漢』有更真實的

貢獻。但我相信，一般拼命做官的人

不但不為國家解決問題，甚至為國家

製造問題。說的不客氣一點，他們都

是『亡國大夫』的胚子。」 比較之下，

他倒願意做一個乾淨的「自了漢」：「一

個『自了漢』如果真能自了，樂業安

分，仰事俯蓄，不為國家增加社會、

經濟或政治負擔，使政府減少內顧之

憂，可以放心放手，用全力去辦理內

政外交的大事。這何嘗不是匹夫略盡

興亡責任之一道？這不是說『自了漢』

不關心興亡。在一個民主國家裏，他

雖不從政，但可以留心政事。在選舉

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吏的時候，他可以

本著自己的見解和良心去投票，去執

行『選賢與能』的義務。這更是匹夫

盡責之一道。正因為他自己避開『仕

途』，具有『管理眾人之事』才能的領

導人物便可以登進仕途，暢行無阻，

充分地用其所長。」 在他眼裏，所謂

的「自了漢」可以從兩個方面為現實

政治做出貢獻：推進專家治國和參與

政治選舉。  
蕭公權把「專家論政」視為「是

亦為政」的又一種類型。他本人就是

如此實踐的，他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

至四十年代末「論教育」和「論憲政

民主」的時論文章可作證明。他稱之

為「書生報國」或盡知識人「立言」

之責。他認為，作為大學政治學教授，

「討論政治問題是我的本分。」整體

上言之，蕭公權是主張專家治國和社

會自治相統一的，並把它們同歸于憲

政民主的理念之下。他在批駁所謂「讀

書救國論」時就表達了這樣的政治

觀：「……我以為缺乏為工作而工作的

『敬業』精神，是中國『國力』不充

實的一個主因……如果國人能夠忠實

地為做官而做官，為當兵而當兵，為

讀書而讀書，為遊戲而遊戲（可憐的

中國人，往往連遊戲也有另外的目

的），——如果多數人有這樣的工作態

度，全國的事務必然好辦多了。」 
從他們那裏，我們聽到了三種聲

音，分別來自政府、民間和學院，反

映了三個不同領域裏知識份子的不同

政治理念。然而，那僅是來自歷史遙

遠處的聲音麼？我們能夠準確無誤地

肯定這一點麼？我們可以肯定的只

是——在中國，知識份子和政治的關

係是難以梳理的；我們的社會還沒有

發展到所謂「政治家治國」的階段。 
 
4. 審視政治還是審視自我？ 

 
中國的知識份子需要反躬自問

麼？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從本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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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講，作為中國的知識份子就意味

著自我反省，即「每日三省吾身」。只

有如此，他們才能提升自己的道德境

界，向聖人的目標靠近。「士別三日，

應刮目相看」，其中的原由正是在於士

人的自省。 
面對政治，或者像蔣廷黻那樣涉

足政治，或者像晏陽初和蕭公權那樣

遭遇政治，他們以及後來的知識份子

需要重新審視自我麼？ 
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知識份子

需要一種開明和寬容的政治，對他們

而言，最好像他們三人理想中的美

國。蔣廷黻渴望參與現政權，也得到

了機會；他不主張實行公民自治和憲

政民主，因為他認為當下的中國最需

要的是政治精英，是知識型的「人民

領袖」，所以他竭力宣揚威權主義。從

這一點看，他似乎更切近政治現實，

更少烏托邦幻想，說到底他更少知識

份子的政治天真。儘管他熟稔官場政

治的潛規則和權變之術，然而他畢竟

「青澀」和稚嫩，畢竟比不上官場上

長袖善舞的政客，畢竟比不上在政界

和商界間跳來跳去的「政治大鱷」。所

以，他的改革和現代化之夢碰壁了，

無情地破碎了。也許換一個大環境，

蔣公會成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但是

歷史不容假設，我們在歷史中看到的

只是一個知識份子破碎的政治夢。如

果可能，他會重新審視自己以至選擇

別一種道路麼？ 
我們只知道，作為知識份子的蔣

廷黻是義無反顧的，甚至來不及反省

自己。他過多地看到國民黨能力上的

不足，而過少地看到它道德和政治上

的腐敗和沉淪。在任國民黨行政院政

務處長時的改革破產後，留給他的只

是一些體面的「虛職」，而他留給自己

的只有「政治的無奈」。那麼，蔣廷黻

的學術之夢如何呢？20世紀30年代的

日本侵華戰爭打碎了蔣公的重建清華

歷史系的夢想。龐大的中國近代史寫

作也為他漫長的從政生涯打斷，「我希

望它能在中國學術界奠定我的久永地

位」，這是蔣廷黻的生平渴求，特別是

在他的學者從政經受失望和挫折而告

終結之後。可惜的是，退休後重返學

術生活，撰寫中國近代史和回憶錄（這

本回憶錄只寫到抗戰時期）的構想，

被他在美國紐約於1965年10月9日永

遠地帶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歷史學家

可以反思過往的歷史，但不能夠走出

自己的當下情境，也難在當下作理智

的反省，時耶？命耶？抑或亦時亦命

耶。 
早在1935年10月的一次演講中，

晏陽初面對「空氣如此濃厚，潮流如

此高漲」的運動就曾做過這樣的預

言：「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不知有過

多少次的大運動，當時的知識份子都

是參加過的，而其結果，都是不久即

變為無聲無息。……我恐怕農村建設

和民眾教育再過幾年以後，也要變成

無聲無息，蹈以往諸運動的覆轍了！」

這是他從自身經歷和對中國政治的回

望中預感到的，不是迎面邂逅的戰爭

告訴他的。 
1945年晏陽初與蔣介石的一次對

話頗值得玩味。晏陽初對時為總統的

蔣介石說：「我們人民遭受了二十一

年的內戰，他們流盡了鮮血。現在該

是為農村的大眾幹一些事情的時候

了。」蔣介石這樣回答：「你是個學

者，我是個戰士。」並表示等他消滅

了對手共產黨之後，要聘晏陽初為全

中國鄉村改造運動的領導。晏陽初最

後向蔣直言： 
 
委員長，如果您只看到軍隊的力

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麼你會

失去中國。」這是一次政治人與知識

人的典型談話。且不說蔣介石在這裏

表現的是社交應酬還是政治籠絡，其

本意顯然在於把民間運動政治化。而

晏陽初不是官僚政客，不相信政治和

強力，只相信民心和民力的作用。他

始終認為：「對民主來說，個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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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是首要的。扼殺了個人的主動

性，就等於扼殺了民主。」並堅信：

「在人民有能力改造自己的生存環

境時，要發起任何社會、經濟或政治

上的改造都有基礎，原因是人民已掌

握這些事情。……這是一個民族和國

家發展的道路。 
 
事實上我們已看到，政府是否能容許

民間力量，利用和主導抑或支持民間

力量，這是民間力量能否生存壯大的

決定性因素，也是一個社會其政治成

熟與否的關鍵因素。晏陽初的運動在

大陸的終止，無疑一定程度上歸結於

這一因素。 
對於他的運動，晏陽初是義無反

顧的。他在九十歲給人們講了一個關

於「火種」的故事，告訴後人他不後

悔也不能夠後悔，宗教是他的信仰而

不是政治，因此他無需為信念而反

省。他已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民間、融

入草根的世界。他獲得了世界級的榮

譽，是「現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的

偉人」，他發現的種子更多是在海外傳

播、結果。臺灣是其運動的主要收益

者之一。 
而在他的故鄉，很少人知道他的

功績，他的國內事業在戰爭年代中

斷，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亦沒有像樣的

傳承。但歷史的吊詭之處卻表現在晏

陽初的若干價值觀卻在某種政治環境

下被大力「弘揚」。不必刻意搜求，便

能在晏陽初的演講稿裏發現許多在後

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耳熟能詳

的文字。諸如：「中國過去的教育完全

是士大夫的教育」，「要徹底放下知識

份子的架子，虛心地向農民學習，向

人民群眾學習」，「要當人民的先生，

首先要做人民的學生」，「我們要徹底

地與農民打成一片，甘當他們的小學

生」，「把自己看成是上等人，而把農

民、平民看成是下等人，這是大錯特

錯」，「要從根本上破除『上智下愚』

的傳統封建觀念」， 「中國一般的知

識份子常常不能擺脫腦子裏一套與實

際問題距離甚遠的舊的觀念，這好比

戴上有顏色的眼鏡去看老百姓，是看

不清楚的」，等等。兩相比較，不僅觀

念相同，語法形式也何其相似乃爾。

晏陽初在這裏表現的是一個傳統知識

份子的覺悟和強烈的反正訴求，其中

也蘊含著對兩千年來士大夫教育之

「原罪」的幡然痛悔。而這又被設定

為民族再造和社會結構重建的支點所

在。換句話說，教育農民和改造農民

是中國社會重構的關鍵，而占中國人

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不能自覺地實行自

我教育和自我建設，他們離不開先進

知識份子的引導、動員和組織，而所

謂「先進的知識份子」又必須是「先

農民化」的，必須首先完成「先做學

生後當先生」的時代轉型。晏陽初認

為這種由傳統士大夫向新型知識份子

的歷史轉向應該是知識份子自覺擔當

的。然而到了 20世紀下半葉，上述話

語已然轉變為政治話語或意識形態話

語。知識份子的「原罪」猶在，所不

同的是，罪名已由「封建士大夫」變

身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自我改造

的漸進過程「突變」為一次次自上而

下的「知識份子改造運動」。權力和意

識形態介入了知識份子的改造，知識

份子已蛻變為異己分子，教育農民和

社會重建的使命交由大規模的集體化

和工業化運動來完成。 
來自學府的蕭公權同樣遭遇到政

治。作為政治學學者，他不能回避討

論政治問題，那是他的本分。他坦言：

「『立言』的宗旨在促進中國政治現代

化」，並認定「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

義』是政治現代化的最高原則。」他

把在「民國二十一年到三十七年當中」

發表的論述政治的言論，概括為「自

問尚能針對現實，直言不隱」。 
「憲政是我談論時事的主題」，

也是他政治思想的主旨所在。他說：

「我不相信必須有完美的憲法才能有

民主政治，但我相信必須有普遍的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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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習慣憲政方能實行。」「民主之精義

在以民決政，憲政之精義在以法治

國」，這是他的著名政治格言。而他遇

到的現實卻是這樣：「民元以來論政的

人多注意於『以民決政』的制度和方

法而不甚注意於『以法治國』的重要

性。這是一個錯誤。憲法頒行了，『總

統制』或『內閣制』的政體規定了，

但全國上下的人缺乏守法的習慣，換

句話說，缺乏一個實現憲政的必要條

件。結果『憲法』成為具文，『民主』

也等同於夢想。」他看到「中華民國

的制憲史中已經有了好些廢紙。」，於

是呼籲：「我們千萬不可再制廢紙了。」 
但是直到1949年赴美國大學教書

（（（（之前曾短暫在台大政治系任教之前曾短暫在台大政治系任教之前曾短暫在台大政治系任教之前曾短暫在台大政治系任教）））），蕭

公權都沒有看到心目中的憲政民主出

現在自己的祖國。可以說他是抱憾離

開中國的。他的學說只存在於紙上，

沒有開花結實於貧瘠的故國土壤中。

而作為有著42年教齡的大學教授，他

的「教授治校」和「學術獨立」的理

想也化為美麗的煙雲。在離開大陸前

夕，他的學生有些「惡化」，有些「腐

化」，剩下的是無為而「緘默的多數」。

至於他的「各司其職」和「各得其所」

的自治而有序的社會夢想，最後也只

有到另一處去尋覓了。 
那麼，蕭公權是如何反省和審視

自己的呢？他寫過這樣的文字： 
 
戰後中國面臨著千頭萬緒，難

於解決的善後問題。同時武力攫奪政

權的威脅一天比一天嚴重。加以大學

中學裏面學風頹弊，學潮起伏。我在

這樣的局勢之中講學術獨立，談學術

研究，當時雖然覺得理直氣壯，振振

有詞，事後看來真有癡人說夢之感。  
 
在另一處， 蕭先生則這樣名狀其論政

時的心境：「心所謂危，不敢不

告」，——「聊盡我心罷了」。 
我在這裏講的是歷史上三個知識

份子的故事，他們的身份是知識份

子，分別來自官府、民間和學院，共

同面對那個時代的政治，同樣表現出

對職業和事業的無畏擔當。 
在革命潮流之側，有三股流水激

蕩而下，卷起層層浪花，留下拍岸驚

奇，構成瑰麗的三重奏，使後人佇立

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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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半球大國崛起亞半球大國崛起亞半球大國崛起亞半球大國崛起 

劉泰廷 /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碩士生 

 

長期以來，「亞洲」在西方世界裡始終保有其神

秘面紗；縱然亞洲因 90年代後的經濟快速成長而備

受矚目，資訊與傳播的全球化亦將該地區的發展呈

現於世人眼前，在西方社群依舊主宰的國際關係

下，亞洲仍屬於非主流地位。回顧西方社群關於亞

洲的討論，多數討論侷限於單一或少數國家，僅少

數對亞洲進行整體區域性的探討。由前新加坡外交

部長兼學者馬凱碩所著之〈亞半球大國崛起〉，為近

期少數全面性探討亞洲的英文著作。 

其實，「亞洲」本身即是尚未具普遍定義的一

詞。普遍認為，亞洲以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

等「東亞」國家組成1，而西方社群更以「遠東」(Far 

East)及「東方」(Oriental)等詞形容於地球彼端的地

區。然而，此種認知未考量到南亞的印度、橫跨歐

亞大陸的俄羅斯、內陸的蒙古，乃至因種族文化差

異而不被多數人認為是亞洲國家的澳洲與紐西蘭，

儘管兩國再地理上鄰近亞洲。雖然作者未面面俱

到、深入地探討亞洲的每個區域或層面，其討論以

中國和印度為核心，再觸及東北亞與東南亞，勾勒

出「亞洲」的基本圖像。書中，作者透過六個章節、

從三個面向描述亞洲的崛起：西方世界的衰退、亞

洲的崛起與發展，以及世界可能的未來景象。 

一、西方世界的衰退 

作者並未於首章即指出西方勢力的衰弱，而直 

                                                 
1作者並未於書中明述其觀察的範圍為何，讀者僅能依據內容推

論「亞洲」的範圍，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印度以及東協國

家(新加坡)。關於「東亞」的定義，蔡東杰曾提出「真東亞」

的概念，其中涵括東北亞五個政治單位(中國、日本、南韓、

北韓、台灣)、中南半島上五個國家(越南、寮國、柬埔寨、泰

國、緬甸)和東印度群島六個國家(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

西亞、新加坡、汶萊、東帝汶)等十六個實體。請參見蔡東杰，

《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2007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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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書中第三章才開始論述此現象。相

對於東方，第三章的開端首先對所謂

的「西方」世界下定義，在地理上指

「北美（美國和加拿大）、歐洲（二十

七個歐盟會員國）、自認屬於西方成員

的澳洲和紐西蘭等國的集合體」。西方

的興盛立基於二戰後西方國家所創立

的世界秩序，包括聯合國和國際貨幣

基金的成立、以競爭為原則的市場經

濟，以及優良的教育資源；以美國為

首的西方國家均於其中領先群雄，獨

占舉足全球命脈的角色。然而，在西

方國家仍於其主導的世界秩序下，面

臨許多挑戰，而其笨拙的處理無非開

始分解其地位。透過檢視西方國家在

自由貿易、全球暖化、核武擴散、中

東、伊朗等問題上的處理方式，第五

章指出西方世界的消極與衰退。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凸顯了西方國家的根

本性矛盾。就該戰而言，「美英兩國執

意入侵伊拉克在技術上屬非法，但美

國和英國都不承認伊拉克戰爭是非法

的，卻也不願放棄國際法主要守護人

的歷史性角色」。如同伊拉克戰爭一

般，西方國家的兩面手法亦表露於核

武擴散議題上，作者也毫不保留地點

名「美國是違反不擴散條約形式和精

神的禍首」。作者引述專欄作家凱洛爾

2007 年的評論：上個星期，布希政府

宣佈二十餘年來的第一次核武計

畫……美國依據核武不擴散條約，得

裁減核武，但裁減的結果竟是全面更

新……俄、中兩國別無選擇，只好跟

進，不可避免的邁向另一回合武器競

賽。 

二、亞洲的崛起與發展 

亞洲的興起不僅因內部的覺醒，

汲取西方成功發展的七大支柱，即「自

由市場經濟、科技、用人唯才、務實、

和平文化、法治及教育」，作者於第二

章開始敘述亞洲快速發展的故事。此

章節透露出作者嘗試全面性描寫亞洲

的野心。例如，關於自由市場經濟，

中國便被指出是最佳的代言人。轉述

胡錦濤的一席話：（改革開放後）從

1978到 2004年，中國的 GDP平均每

年成長 9.4%；對外貿易平均每年成長

超過 16%；農村貧窮人口從約二億五

千萬，減少為二千六百萬。另一方面，

科技的提升有賴於政府的重視與培

養，印度即為顯例。印度陸續設立了

七所理工學院；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

司新聞節目主持人蕾絲莉‧史塔爾如

此形容：把哈佛、麻省理工學院和普

林斯頓合起來，你就會對印度理工學

院在印度的地位開始有個概念。再

者，日本和中國的發展經驗被作者提

出是「務實」的例證，東協於亞洲飾

演斡旋強權間的角色，則突顯了「和

平文化」。接著，作者於第四章中，以

「文明」的概念為核心，形容中國、

印度及伊斯蘭等三大東方文明的發展

現況與獨特性。伊斯蘭文明於書中首

次被探討，大部分的焦點著重於中東

的回教勢力。 

三、世界可能的未來景象 

回朔至書中首章，作者首先以三

種對未來的假想情境開始探討：邁向

現代化、退回安全堡壘，以及西方勝

利論。關於現代化，作者開宗明義地

指出，「邁向現代化或許將是人類歷史

上最重要的旅程，此行如果成功，將

確保世界遠比過去和平、穩定、繁

榮」。亞洲現代化的關鍵在於「相信命

運不可避免的念頭逐漸消失」，科技及

資訊的全球化正推動著亞洲的繁榮。

其次，「退回安全堡壘」指的是「西方

日益感受亞洲成功帶來的威脅，然後

開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退回其安全堡

壘」。此現象的明顯例證為歐美保護主

義的猖獗。「杜哈回合缺乏明顯的進

展，在農業補貼上，歐盟每年平均支

出 490億歐元，美國則超過 200億美

元」。第三種可能是呼應福山「歷史之

終結」的西方勝利論。關於此論調，

作者直接指出三個破綻，分別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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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西方靠其價值觀戰勝蘇聯；相信任

何社會都可在一夕之間轉型為自由民

主體制；相信文化上的差異無關緊

要，因為自由民主可適用於所有的社

會。事實證明，前述三項觀點皆廣受

其他文化的抨擊與挑戰，現今國際關

係研究的新一波探討正圍繞著其他文

化各自發展的可能性。 

亞洲邁向現代化以及西方退回安

全堡壘，似乎意味著某種趨勢的到

來。由於權力是相對的，若亞半球的

「大國崛起」，另一半的「西方大國」

勢必衰弱 --- 「霸權興衰論」提供的

涵義即在此，興衰似乎是歷史常態2。

霸權興衰論暗喻的是大國權力分配的

零和關係，而權力的消長是可能同時

發生的。然而，在權利重新分配的過

程中，觀察者無法明確地指出權力更

迭的進程，僅能透過諸多例證評估。

對於大國與權力的省思是〈亞半球大

國崛起〉的一項內涵。 

 除此之外，此書有兩項深層的意

義。首先，以作者的職業外交官背景，

不難聯想此書的重點之一在於釋放訊

息給亞洲各國的執政者，引導亞洲追

求自身的獨特性。然而，在本書原以

英文撰寫、於美出版的情形下，作者

是否考慮間接地對歐美執政圈喊話，

頗值得進一步思考。其次，作者選在

書中的核心部份(第四章)討論中、印、

伊三大文明，似乎呼應杭廷頓透過「文

明衝突論」試圖表達的想法與影響力
3。相對於西方勝利論，馬凱碩總結亞

洲的發展成果而提出的「亞洲崛起

                                                 
2參見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著；張春柏

等譯，《霸權興衰史：1500至 2000年的經濟

變遷與軍事衝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台北：五南，2008年)。 
3 作者曾於 1993年 9/10月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撰文回應杭廷頓稍早提出的「文明

衝突論」，文中提出「西方更應該重視其他地

區的想法」。請參見 Kishore Mahbubani, “The 
Dangers of Decadence: What the Rest Can Teach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4 
(September/October, 1993), pp.10-14。 

論」，隱約透露出「反歷史終結」的立

場。一方面，作者的言論支持進一步

的東西合作，以推動更廣泛的發展，

另一方面，作者亦指出「亞洲時代」

的來臨，暗示其中可能的發展內涵。

無論歷史是否再交替、亞洲時代是否

來臨，亞洲的快速發展是有目共睹

的，包括 90 年代的「四小龍」、金磚

四國的中國和印度，以及經濟興起中

的東南亞國家。亞洲的興起意味著國

際秩序的變動，也暗喻對既有觀點的

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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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徐子軒 / 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社會化是一個重要的概

念，同時也是國際體系中的行為者一直嘗試去實踐

的部分。對社會建構主義者而言，社會化是他們的

中心思想，大部分的建構主義者在研究時，均將國

際制度此一變數，從物質報酬與懲罰中抽離出來，

而側重於行為者的喜好、信仰、行為等面向，也就

是以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做為分析途徑，進而賦與國際合作的嶄新

面貌。因此，在國際規範的建立與傳播上，建構主

義 者 強 調 的 是 適 當 性 邏 輯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這些學者的想法已經根深蒂

固，理所當然的將此一邏輯套用在研究的設計上。

然而 Johnston 卻對這樣的思維提出了挑戰，他認為

建構主義者在社會化的微觀過程(micro process)上

過於輕描淡寫，因為建構主義認為，在系統的層級

上，行為主體(agent)會傳播一些新規範到其他國家

以及次國家組織(如 NGO)，而這種傳播過程是通暢無

阻的。亦即，一旦行為主體在所謂「世界政府」的

體系中互動交流，其價值觀的散播與同質化必然發

生，甚至是可以預測的。但事實上，在不同單位(或

個體)之間，依據社會化的程度不同，便會產生各種

變異，建構主義者對此則未加詳細闡述，如此也讓

因果關係停留在未能完整解釋的狀態，顯示由系統

性規範結構影響的行為，大多是學者的想像，而非

現實世界所呈現的狀態
1
。 

此外，許多建構主義者的研究著重於結構對於

行為主體的影響，強調結構需要制度性環境，在此

環境中，制度本身或是身在其中的行為主體，會嘗

試傳達新成員結構中的規範。亦即，他們只強調具

有能動性(agential)的制度準則，以及兩者之間的

相互關係。但 Johnston 認為決定國家社會化的關鍵 

                                                 
1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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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在此，而是在行為主體與這些規

範進行互動之際，會以身份的角度出

發，調節在互動中產生的問題，進而

修正原來的社會結構以及制度性環

境，這即是他認為的社會化微觀過

程。Johnston 並進一步將這些過程分

成三類，分別是仿效仿效仿效仿效(mimic)
2
、社會影社會影社會影社會影

響響響響 (social influence)
3
和 說 服說 服說 服說 服

(persuasion)
4
。 

    由此出發，Johnston 首先以仿效

來分析何以中國從1980年開始參與日

內瓦裁軍會議(Geneva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他指出類似裁軍會議

                                                 
2仿效是行為主體為了探究不確定的環境，而

複製群體行為規範的微觀過程，因此，促使複

製群體的機制可視為是在不確定性下的生存

之道。但是仿效亦可源於說服，或是受到社會

影響，進而接受某些行為規範，在此情況下，

行為主體所受到的刺激已被另外兩個微觀過

程所掩蓋。故，仿效既可作為社會化（如社會

影響或說服）的條件，也可視為是一種直接形

式的社會化。 
3社會影響是群體裁決行為主體之行為，可能

予以讚美鼓勵、特殊標識，或是輕視、貶低該

主體作為懲罰的微觀過程。在缺乏體系說服或

是規範直接內化的情況下，透過社會影響仍可

以 引 起 親 規 範 (pro-norm)或 者 親 社 會

(pro-society)的行為；在獎勵行為主體的部分，

可能包括心理的安寧(一種歸屬感、一種來自

於符合角色期待的和諧感等)，而制裁行為主

體的部分則可能包括羞辱、排斥以及身份貶低

等。準此，在體系真實或是想像的壓力之下，

行為主體因而與群體所提倡的規範相符，可以

說社會影響是肇因於行為主體受到壓力而產

生與群體相關的優先認同所致。 
4說服是行為主體透過認知的程序，如特定的

規範、價值觀、因果關係的理解是否正確，並

以應有行為方式運作的一項微觀過程。在缺少

明顯的物質或心理力量的影響下，說服可以引

領行為主體認知規範，或是帶來利益的同質

化。換言之，行動主體會被說服，是因為遵循

規範能獲得競爭力，或者行為主體間共享了合

作性質的利益，更有甚者，行動主體彼此的距

離，也會因為此種成功的說服而得以消除。故

此，說服涉及到新態度、價值的內化，是一種

自我強化的過程，應該會帶來維持最久的親社

會行為。 

的國際組織，會提供其成員正式與非

正式的規則，讓成員們遵循而達成行

為的一致性，中國參與這類組織，有

助於在外事領域上形成政策的準則、

實踐與共同語言。中國透過仿效軍控

的國際共同語言，進而獲致了新的概

念，緩和了早期中國反蘇聯的軍控外

交，亦協助了中國了解到軍備查核

(verification)、武器輸出的規範等
5
。 

    其次，Johnston 討論了中國簽署

「 全 面 禁 止 核 子 試 爆 條 約 」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CTBT），及參與「特定武器公約」

(Convention on Certain 

Conventional Weapons, CCCW)關於地

雷議定書(Protocol Ⅱ)談判的社會影

響力，他強調如果國際組織(建制)缺

乏共同身份(identity)的觀念，那麼

其成員也就無法將自身安全與適當行

為 之 間 做 出 一 種 妥 協 式 的 交 換

(trade-off)，如 CTBT 正是這種交換

的範例，但中國並非完全是以犧牲軍

事力量來換取，加入某些國際制度也

可讓中國得到相對的安全
6
。 

    最後，Johnston 認為中國在 1994 

到 2000 年參加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及相關的區域

安全對話，是因為被說服之故。ARF 有

兩個特徵：它不是一個基於現實政治

而肇建的組織、即使缺少實質威脅或

懲罰，它的制度性架構仍有助於培養

合作的習慣，因此其制度自然被東協

成員當作是社會化中國的工具，使中

國能夠接受多邊主義、軍力透明化等

觀念，也正是因為 ARF 的特徵讓中國

                                                 
5Ibid, pp. 64-72. 
6Ibid, pp. 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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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嘗試以多邊主義代替傳統的雙邊

主義來處理外部關係，特別是當中國

發現將雙邊衝突放到國際組織較易獲

取談判上的優勢後，中國更加重視 ARF

在處理亞洲事務上的效用
7
。 

    值得注意的是，Johnston 認為現

實主義所稱的社會化只是一種選擇，

並非建構主義中的內化，甚至不能視

為是社會化，顯示他太過著重於規範

的內化而排斥現實世界的理性選擇，

這一方面是理想主義的遺緒使然，另

一方面則是對於社會化理解不足。事

實上，適當性邏輯與後果性邏輯對於

分析國際關係各有其長，運用上應視

研究者的分析傾向而定，Fearon 和

Wendt 亦認為建構主義的社會化不應

與理性行為分居光譜兩端，在現實世

界中，並非可以準確的區別兩者，理

性主義與建構主義都有其解釋力，必

須要針對不同的情況，分別以理性主

義、建構主義或是兩者綜合的邏輯設

定研究，才不至於掛一漏萬，影響研

究的可靠性
8
，社會化應為多元的過

程，不能如某些建構主義者將理性行

為完全排除於外，完全忽略權力政治

的面向，歷史經驗也證明，一些不遵

守規範的國家(nonconformist)基於

策略考量，有時會服從規範，這並非

因為內化，而是簡單地改變行為以避

免遭到制裁，亦存在著改弦易轍的可

能，如一二次大戰時的德國，表面上

遵守了戰後和約，卻隨時都在尋求修

正，以獲取國家利益。 

                                                 
7Ibid, pp. 160-167. 
8Fearon, James and Alexander Wendt 
(2002).“Rationalism versus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5-72).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總的來說，Johnston 點出了極端

建構主義的弊病，直指建構主義者的

因果錯置，並試圖引進現實主義的概

念以補足國家行為，在他所分類的三

種社會化微觀過程中，仿效(mimic)與

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是理性

主義的典範(後果性邏輯為基礎)，第

三種的說服(persuasion)則偏向建構

主義(適當性邏輯為基礎)，但同時，

他也強調仿效與社會影響這兩種理性

主義的描述，乃是屬於社會性而非物

質性，這就又回到了傳統建構主義者

的老路，即將後果性邏輯誤解為適當

性邏輯。故而，Johnston 的三種社會

化機制只能說是一種理念類型理念類型理念類型理念類型(ideal 

type)，因為真實世界中的社會化並無

法如此簡單解釋，國家的行為總是包

含 了 後 果 性 邏 輯 (logic of 

consequence)與適當性邏輯，僅以單

一邏輯的行為進行分析，會忽略其他

變數帶來的影響，如以仿效解釋中國

加入裁軍會議，是強調行為主體為了

安全而融入群體，但在這過程中，亦

可見中國接受多邊主義規範，對於自

我產生了新的定義，以約束其行為，

而這正是國際軍控共識的說服所致，

Johnston 提出的三種社會化機制正是

因為只單純的以一種邏輯分析，因此

便會出現了解釋力不足，或是出現兩

種機制都可以解釋的窘境。 

    準此，本文認為 Checkel 的社

會化機制是比較恰當的研究架構，

他 提 出 了 策 略 評 估 (strategic 

calculation) 、 角 色 扮 演 (role 

playing) 與規範說服 (normative 

suasion)三種機制，而將社會化分

為兩個類型，均是行為主體從後果

性邏輯轉換到適當邏輯的過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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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型是先從工具理性的計算，亦

即策略評估，轉換到角色扮演，第

二類型則是從策略評估轉換到規範

說服，這顯然較符合現實
9
，也與

Finnemore 和 Sikkink 之「策略性的

社 會 建 構 」 (strategic social 

construction) 的概念相仿
10
，應是

國際關係學界在未來社會化研究中

努力的方向。 

                                                 
9 Checkel, Jeffrey T. (2005).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801-826. 國關理

論中的社會化研究目前尚屬青澀，早期的第一

波 研 究 是 由 理 性 主 義 者 們 展 開 ， 如

Waltz(1979)、Ikenberry 與 Kupchan(1990)，第

二波則由建構主義者們領軍，如 Finnemore與
Sikkink(1998) 、 Johnston(2001) 和

Alderson(2001)等。此外，Checkel 等學者在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以專

刊型式探討社會化的脈絡，結合理性主義與建

構主義兩方學者共同針對社會化進行經驗性

研究，並提出一些整合的研究方向，可視為是

第三波的社會化。Checkel的研究跳脫了建構

主義疏於經驗性研究的困窘，真實的反映了國

家行為的面貌，顯示兩種邏輯對於分析國際關

係各有其長，運用上應視研究者的分析傾向而

定，這也與近來國關理論中力倡理論綜合

(Theoretic Synthesis)的經驗性研究不謀而合，

甚至更應以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視角，主

張 方 法 論 上 的 多 元 主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盡可能的開放研究，使其包含最多

的經驗內容。 
10在決策過程中，行為主體會採取理性的策

略，重新定義其偏好、身分或社會處境，理

性不能與涉及規範性影響和變革的重大政治

事件分割，而規範也會影響到具體的理性選

擇，兩者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見 Finnemore, 
Martha and Kathryn Sikkink 
(1998).“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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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美國世界後美國世界後美國世界後美國世界----群雄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群雄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群雄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群雄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    

 

李賜賢 / 東海政治所碩士生 

 

 

作者開宗明義表示，本書不談美國的式微，而

是討論其他國家的崛起。強調「單一多極」，認為

這是個多極崛起的時代。但是，即便如此，仍不足

以挑戰或取代美國獨大的地位。作者將近五百年來

的世界發展，整理分析出三次結構性的權力轉變，

並表示目前正經驗第三次的權力轉變，而這些權力

分配上的根本變革，重塑了國際政治、經濟與文化

生活的面貌。世界發展的三次結構性權力轉變分別

如下：第一次結構性權力轉變是西方世界的崛起，

始於 15世紀，在 19世紀加速進程，產生出我們所

知的現代性（modernity），即科學與技術、商業和

資本主義、農業和產業革命，更甚者，這些亦延長

了西方世界政治支配列國的優勢；第二次轉變則是

發生在 19 世紀末葉的美國崛起。美國在工業化之

後不久，就成為羅馬帝國以來最強大的國家。上個

世紀的全球經濟、科技、文化和理念，美國即主導

了大半的時間；第三次權力轉變，則是我們目前所

經歷的，可以稱之為「群雄競起」（the rise of the rest）

的時代。在政治、軍事上，我們仍處於單一的超強

世界，但在產業、金融、教育、社會、文化等每一

個面向上，權力正逐漸從民族國家（nation-state）

向上、向下或向兩側轉移，並且脫離美國的支配。

可是，這並不表示我們已進入一個反美的世界，相

反的，而是已邁進一個由許多地區和許多人共同界

定與監督的後美國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 

本書的論述安排，首先，在第一章的部份，先

概述輪廓，說明後美國世界有著何種特徵與特色，

標題名為「群雄競起-後美國世界」，內容概要如上

所述；在第二部份，則強調科技的日新月異，已經

大大改變了全球生活形態，包括經濟發展等等，是

以新的世界秩序與新的經濟體系於焉產生，說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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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這樣的秩序，是不太可能的，  

標題名為「福懷滿溢-新秩序、新經濟

體系」；之後的三個章節，開始論述

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強權，分別是：第

三部份的「非西世界?-龍騰與象吼」、

第四部份「挑戰者-中國」以及第五部

份的「同盟-印度」，作者在本書只列

舉中國與印度；最後兩個章節，則說

明美國的政經實力發展過程，並且強

調今後美國的首要任務與使命，不是

制訂如何堅固的秩序，更不是權力平

衡式的施壓世界，而是持續對世界保

持開放的態度，即第六章「美國的實

力-政治與經濟」以及第七章「美國的

使命-持續對世界開放」。 

文中強調，其實冷戰結束後，近

二十年來，世界上戰爭與有組織的暴

力已明顯降低。強調大規模暴力與傷

害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零星暴力衝

突，例如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議題，其

活動多半是集結一點力量，做出象徵

性的攻擊，目標通常是軍事標的。根

據資料顯示，現今死於任何形式的組

織暴力越來越低，大國間的戰爭漸漸

消失，造成大規模傷亡的衝突不再。

儘管新聞媒體不斷報導全球政治的

紛擾，舉凡轟炸事件、恐怖陰謀、流

氓國家、國家解體、內戰衝突等等，

整體經濟發展仍然蓬勃上揚。因為傳

播科技的發達，新聞媒體的競爭，使

得新聞事件經常被過度誇大，讓接收

訊息者誤以為世界陷入危機。自 1980

年代以降，政治、經濟和科技這三大

力量的共同推動下，國際環境變得更

加開放、緊密連接，而且嚴酷。同時

也帶給各國開始攀上成長繁榮階梯

的嶄新機會。由於世界各國互通有

無、相互牽連的緣故，使得各國的經

濟大餅擴張至全世界，以致於任何一

國的行動很容易影響他國。正所謂牽

一髮動全身，就是現在世界的寫照。 

在全球化的世界裡，幾乎所有的

問題都會蔓延到國境之外，不管是恐

怖主義、核武擴散、疾病、環境破壞，

乃至於經濟危機，或是水源短缺，沒

有多國間協調與合作，是無法處理解

決的。但，儘管經濟資訊乃至文化可

以全球化，儘管民族國家已越來越沒

有能力單方面解決這些問題，最後真

正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依舊是民

族國家。是以，防止全球成長的力量

變成全球失序與瓦解的力量，乃是當

今群雄競起時代最主要的挑戰。雖然

目前美國仍是最強大的主角，不過單

極體系時代似乎早已結束。美國將面

臨的挑戰，不只是經濟競爭，更是政

治問題。對此，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單一多極」，或是中

國地緣政治學家形容的「多個強國和

一個超強」，是比較能精確描述這種

國際體系的說法。因此，作者強調現

在我們所處的後美國世界，並不是美

國式微的新世界秩序，而是各種勢力

並存，美國扮演駕馭，甚至是引導的

角色。這是群雄競起的時代，而且正

是美國理念和行為所促成的結果。以

上是本書作者的主要論述概要。 

在此，最為人所質疑的是，既然

談群雄崛起時代，為何只談中國與印

度？作者表示，之所以只列舉中國與

印度兩國，是為群雄崛起時代的代

表，因為這兩個國家皆屬於工業時代

發展之前最先進的亞洲文明。而且，

兩者在十八、十九世紀時落後於西方

的情況，同樣適用於大多數的非西方

國家。首先，對於中國，美國視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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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者。理由是根據學者吉爾平

（Robert Gilpin）的看法，一個國家

會隨著國力成長，為了提升自身安

全，它會試圖擴大政治、經濟和領土

控制，改變國際體制以符合自己的特

殊利益1。縱觀歷史，所有自以為動機

良善的大國，都會迫於需要而採取行

動保護日益擴張的利益。此乃現實主

義的觀點，認為國際體系是一個無政

府的狀態（anarchy），國家是最重要

且唯一的行為者，生存是最根本且重

要的利益，每個國家行為者皆在追求

其國家利益，為了生存，不斷增強自

己的實力以確保生存與獲利。與其他

國家之間的互動，則致力於追求「權

力」（power）極大化。如此一來，一

國的強化容易使他國感到不安，使得

衝突與爭奪利益成為常態2。其次，對

於印度而言，被視為是美國理所當然

的盟友。理由是英國殖民所樹立的影

響，舉凡英語、民主政府等等，使得

印度對美國仍極有好感。此外，19世

紀末的美國經驗跟今天的印度雷

同，因此兩國相知相惜，被視為美國

的同盟，乃至永遠的夥伴。 

對此，僅以中國與印度兩者仍不

足以代表「群雄競起」。作者似乎過

度將焦點關注在亞洲的崛起，輕描淡

寫地以中印兩者的落後西方之事實

同樣適用大多數非西方國家，作為代

表「群雄」的理由。根據高盛投顧公

司在 2003年的一份報告中，首度提

出「金磚四國」3，表示尚有「巴西、

                                                 
1Robert Gilpin,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94-95. 
2Robert Jervis, 1998, “Real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pp.971-991. 
3「金磚四國」（BRICs）是在 2003年 10月 1

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國的崛起備

受重視。在此，認為作者至少可再加

入俄羅斯與巴西的崛起，以充實其

「群雄」之內涵。最後，作者在第一

章表示，我們現在所處的「群雄競起」

（the rise of the rest）時代，在政治、

軍事上，我們仍處於單一的超強世

界，但在產業、金融、教育、社會、

文化等每一個面向上，權力正逐漸從

民族國家（nation-state）向上、向下

或向兩側轉移，並且脫離美國的支

配。認為並非反美，而是脫離美國的

支配。但是，卻又為何在最後章節強

調現在我們所處的後美國世界，美國

扮演駕馭，甚至是引導的角色？從結

論看，作者建議美國應「敞開心胸，

接納世界」。綜觀全文，作者有試圖

描繪後美國世界，是階層扈從

（bandwagon）的關係，即美國仍為

超強，帶領其他群雄崛起，而非權力

平衡式（balance of power）的世界。 

若將群雄競起視為「多極體

系」，對此學者 Aaron Friedberg、Barry 

Buzan以及 Gerald Segal表示，多極

體系易導致軍備競賽，使得秩序不穩

定成為常態，尤其是東亞地區4。Aaron 

Friedberg因此思考著東亞的未來是
                                                                   
日，高盛投顧公司（Goldman Sachs）的海外
投資研究第 99號報告中首度提出。該報告是
〈金磚四國共同築夢：邁向 2050之途〉，從此
世人開始重視這四國的崛起。分別是巴西

（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與
中國（China）。把這四國的英文第一個字母組
合起來，就成了與「磚塊」（brick）同音的
BRIC。而且，表示再四十多年後，這四國的
經濟將有一番新氣象，猶如金磚（golden 
bricks）一般。 
4Aaron L. Friedgerg, 1993/94,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3, pp.5-33.; 
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1994,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Vol.36, No.2, p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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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形成權力競逐，於是有了「歐洲的

過去，是否成為亞洲的未來？」的疑

問5。但是，以作者在本書的觀點而

言，認為群雄崛起（中印）不必然導

致權力平衡而失去穩定秩序，只要美

國接納世界，讓群雄追隨其理想腳

步，猶如群雄扈從美國。此想法與學

者 David Kang的階層式結構秩序

（hierarchy）相類似6。但是，David 

Kang所指的是東亞地區的中國，過去

歷史上此種結構秩序在此區域本來

就存在（即「朝貢秩序」），而且，雖

然表面上有上下層級關係，實際上國

家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7。可惜的是，

美國等西方強權在歷史上，並無此結

構秩序的經驗。因此，難以證明後美

國世界，只要美國敞開心胸，接納世

界，就能引領崛起的群雄，並使世界

秩序維持穩定。以上一點淺見分享。

然而，本書企圖嘗試回答美國在「單

邊主義」處處碰壁，且又拒絕大家平

等的「多邊主義」或「全球立憲」之

際，究竟將何去何從的難題。作者透

過極為嚴謹的論述架構，並以一種策

略意見書的說服邏輯，採取「單邊主

義」和「多邊主義」中間的「單一多

極主義」的主張，論述「後美國世界」

乃是指美國無法主宰，但卻仍具影響

力的「單一多極」世界。就現實政治

而言，書中論述極可能成為美國將來

的世界藍圖。是以即便如上述淺見，

                                                 
5 Aaron L. Friedgerg, 1998, “Europe’s Past, 
Asia’s Future?” SAIS Policy Forum Series 
Number Thre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1-15. 
6David C. Kang, 2001,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n 
Asian Review, Vol.19, No.2, pp.121-160. 
7David C. Kang, 2003,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pp.57-85. 

本書仍相當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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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    

 

吳佳樺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本書所關心的焦點為貧窮問題。作者 Jeffrey D. 

Sachs目前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所長，專長

為發展經濟學，近年來致力於貧窮問題的解決之

道。Sachs曾擔任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的高級顧問以

及負責推動聯合國千禧年計畫。倘若讀者仍舊對其

感到不甚熟悉，那麼換個說法好了，Sachs乃是赫赫

有名「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的提出者1。 

雖然作者與震盪療法的淵源極深，然而在本書

中，作者 Sachs乃是以貧窮問題的終結作為本書焦

點。Sachs將其過去擔任眾多國家經濟發展顧問的經

驗做一整理歸納，提出了在 2025年前終結貧窮的詳

細計畫。本書大致可分為四大主題：經濟圖像與貧

窮根源、臨床經濟學的提出與個案應用、非洲地區

的貧窮陷阱、以及我們所應做出的實際行動。 

 

全球經濟圖像與貧窮根源 

全球經濟圖像可依照發展情況分為四種情況：

第一類乃是以馬拉威為代表的多數非洲國家，這些

國家的人民生活於赤貧（extreme poor）之中，每天

都處於死亡的邊緣。第二類國家如孟加拉，人們可

以滿足基本生存需求，但生活仍相當貧困；第三類

國家如印度與中國等中等所得國家，這些國家普遍

都有著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再往上則是以美國為

代表的富裕國家。在繪製出全球經濟的面貌後，Sachs

揭示出本書目的：終結「「「「赤貧赤貧赤貧赤貧」」」」。赤貧肇因於貧窮陷貧窮陷貧窮陷貧窮陷 

 

 

                                                 
1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主張藉由一步到位的方式，快速進
行穩定化（終止高通膨、穩定貨幣）、自由化（私有經濟活動

合法化、終止物價管制）、私有化（國營企業私有化）等措施，

以達成經濟轉型的目標。 

 

 

 

 

書名：終結貧窮：如何

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 

作者：Jeffrey D. Sachs 

譯者：鐵人雍 

出版者：臉譜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7.10 

頁數：465 pages 

ISBN：978-986-673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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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阱阱阱2， Sachs認為，處於赤貧的人們，

無論本身再怎麼努力，仍舊受到外在

環境結構的束縛，因此他主張國際社

會應協力幫助赤貧者脫離貧窮陷阱，

幫助他們站上經濟發展的階梯。 

 

臨床經濟學的提出與個案應用 

    針對各個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

Sachs提出本書的重點——「臨床經濟

學」，以挑戰國際貨幣基金的傳統診療

方式。臨床經濟學有以下五個重點： 

1. 臨床經濟學是一種全盤性的診斷。 

2. 經濟學家必須學習不同病狀的診

療技巧3。 

3. 國際成員應對有困難的經濟體伸

出援手，如免除窮國的外債。 

4. 臨床經濟學最重要的是對症下

藥，當方法行不通時，應迅速找出

癥結點。 

5. 經濟學家應對經濟體的歷史文

化、風土民情有所瞭解，方能對症

下藥。 

 

以 1980年代面臨超通膨危機的

玻利維亞為例，Sachs觀察出，通膨危

機的癥結點在於油價，一旦披索對美

元的兌換率一蹶不振，將造成油價狂

跌，連帶使得玻國政府的稅基崩潰。

然而深究國際貨幣基金對第三世界國

                                                 
2當一個貧窮家庭的家庭所得全部用於滿足基

本需求時，其家庭儲蓄為零，亦無法向政府繳

稅，因此每人資本呈現停滯的情況，此時加上

人口成長的負面影響，便出現了負成長的結

果，經濟負成長將一個貧窮家庭帶入了貧窮的

惡性循環，從此難以掙脫「貧窮陷阱」。 
3Sachs對於過去國際貨幣基金開的經濟藥方
提出強烈批判，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的診斷不僅

對於可能造成經濟危機的其他因素充耳不

聞，也時常忽略窮國的貧窮陷阱。 

家開出的藥方，不外乎批評管治不

善、對市場過度干涉、政府支出過多

等，並未針對不同國家的處境進行詳

細診斷。在玻國的案例上，其問題癥

結點在於產業結構過度依賴特定產品

的出口（如石油、錫礦），而此種經濟

結構，又實肇因於其地理位置，座落

於安地斯山脈上的玻利維亞，必須以

出口高單價產品來支付運輸成本上的

龐大負擔。從玻利維亞的案例中，Sachs

認為，貧窮的終結必須仰賴經濟學家

對於每一個國家重要「細節」的重視，

這些細節可能是多山或內陸的地理環

境，也可能是與鄰國的政治仇恨。 

Sachs在探討經改之道以及為何

非洲特別窮困時，特別強調地理因素

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其看法類似

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

人類社會的命運》中的觀點，認同地

理環境對於人類命運的影響力。另一

位重視地理區位的學者為 Paul 

Krugman。從 Sachs與 Krugman對於經

濟地理學的重視中4，我們可以發現，

過去一度沒落的經濟地理學，隨著全

球化的進程以及日益綿密的經貿活

動，逐漸再度受到重視。過去經濟與

地理的關係被視為是一種消極的結構

宿命論，但隨著新經濟地理學的發揚

光大，地理環境的分析方式提供了國

家思索發展方向的機遇，國家不再僅

僅受限於環境的限制，也提供了第三

世界國家另外一條經濟發展的思索之

道5。 

                                                 
4此處乃指涉經濟學上之經濟地理學，而非地

理學上之經濟地理學。 
5傳統經濟地理學假設完全競爭與規模報酬不

變，運輸成本對於區位選擇的影響是線性的。

新經濟地理學則採取不完全競爭、規模報酬遞

增等假設，其對於國際經濟活動的描繪則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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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的氣息：非洲赤貧危機 

非洲地區面對的赤貧危機，很高

的比例是由疾病所造成，瘧疾與愛滋

病的長年肆虐，奪去了無數非洲人民

的生命。由於窮國缺乏能力防範疾病

散佈，因此疫情在不受控制下造成人

力資源低落、家庭所得減少，瘧疾與

愛滋帶來的惡性循環又再一次使得家

戶缺乏能力防範疾病。然而從國際援

助的情況來看，非洲的疾病問題並未

得到國際的關注，非洲國家在治療疾

病上所獲得的援助也相當微薄。Sachs

在非洲奔走十年後，深刻的體認到非

洲人民所遭遇到的困境與苦難，他指

出，美國等富國只須拿出國民生產毛

額的 0.7％，就能幫助非洲疾病問題得

到良好的控制，但是令人遺憾的是，

富國卻往往拒絕這麼做。 

 

我們所應採取的實際行動 

    終結貧窮的關鍵在於確保赤貧者

能夠脫離赤貧陷阱，其中的關鍵在於

國際社會的協助。Sachs認為，赤貧者

所缺少的發展資本應透過外國援助與

外國投資來補足，外援的落實可以透

過三個管道：直接投注於家庭，提供

人道救援；投注於公共建設；投注於

私人商業，也就是透過發展計畫直接

提供給小型私人機構與農民。 

    Sachs在本書末尾向美國民眾喊

話，強調單邊主義無助於解決問題，

許多美國人認為援助窮國並不重要，

而國家安全與軍事擴張才是保護美國

生存的手段。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沒

有一個國家可以自外於國際貧窮危

                                                                   
複雜動態。 

機，經濟崩盤往往是世局動盪的源

頭，布爾什維克在 1917年的崛起與帝

俄時代戰爭所導致的經濟崩潰脫不了

關係；希特勒的上台正是德國面對經

濟大恐慌之時；南斯拉夫的內戰不僅

僅起因於種族衝突，更是高通膨的結

果。世人應正視歷史的教訓：單一國

家的貧窮問題，確有可能如蝴蝶效應

般，席捲並威脅到世界和平的。如果

美國民眾能夠對於歷史有著深刻的體

認，那麼政治人物便會了解到，終結

貧窮對於世界和平的影響非常深遠。

因此，美國身為全球霸權，更不應在

國際貧窮問題上袖手旁觀、冷眼以

對，而是應當為世界的和平與安定獻

上心力。 

 

終結貧窮的可能與不可能 

本書的出版在西方學界引起了

激烈辯論，對於 Sachs提出的外援計

畫，曾在世界銀行任職的紐約大學經

濟學家William Easterly投稿華盛頓郵

報，指出 Sachs的計畫太過於理想主

義。Easterly質疑 Sachs對於第三世界

國家的看法，並以其擔任世銀主管的

經驗，主張第三世界國家的管治不良

將使得外來援助無法真正解決窮國問

題，同時並指責 Sachs提出的種種計

畫，實隱含有強迫施加西方價值觀的

嫌疑。簡單來說，Easterly認為 Sachs

提出的這套方案不僅不切實際，其中

對於許多非政府組織（NGOs）的想像

也有待商榷。Easterly同時也指出，中

國與印度經濟成長的原因並非援助計

畫的功勞，而是因為開放市場的關係6。 

                                                 
6William Easterly的文章《A Modest Proposal》
全 文 內 容 可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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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hs和 Easterly在華盛頓郵報上

所掀起的激辯，儼然是一場左派右派

經濟學家之間的爭論，然而兩者所具

有的人道關懷是相似的，差別只在於

做事方法的不同。在全球化以及貧窮

議題上，我們往往可以看到兩種相左

的意見，其中一邊如 Sachs般，從人道

關懷出發，喚起人們對於弱勢者的同

情與支持，但可能缺乏實際做法；另

一邊則如同 Easterly，雖其論點看似極

端冷靜，但其實只是採取務實途徑。

Sachs與 Easterly各有其支持者，我們

亦無法輕易認定何者才是正確的，然

而可以肯定的是，世界需要更多如同

Sachs般願意走出學術象牙塔的經濟

學家，來喚醒人們對於貧窮問題與其

他弱勢議題的重視，同時也需要務實

的經濟學者，在我們被熱情沖昏頭之

時，得以適時的理性以對。誠如本書

導讀中所說的：溫暖的心與冷靜的

腦，兩者兼具。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
cles/A25562-2005Mar10.html；Sachs之後
又對於 Easterly的評論做出回應，同樣投
稿 於 華 盛 頓 郵 報 ， 全 文 請 見 ：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
cles/A64541-2005Mar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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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總統失控的總統失控的總統失控的總統    

 

羅群 /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不久前，資歷最深的西

維吉尼亞參議員勃德在參議院裡說：「本議會大多時

候都是靜默無聲，這是一種不祥、可怕的安靜。沒

有討論，沒有人試著為我們的國家針對這場戰爭舉

辦一場正反兩方的辯論，什麼都沒有。我們在參議

院裡不發一言，任時局自然發展而撒手不管。」為

什麼參議院裡會靜默無聲呢？這是本書一開頭給讀

者去思考的問題，作者高爾(Al Gore)認為這樣的現象

乃是恐懼、金權政治與媒體交互作用所導致。 

 

1. 恐懼 

恐懼是理性最大的敵人，恐懼可以引誘我們將

自由權交給承諾人民力量和安全的煽動者，使人民

自己犧牲自己的權利，當某些恐懼佔據大眾的想像

後，理性思考的能力也將受到阻礙，但高爾表示並

非所有恐懼都是負面的，有的可以讓大家以負責的

方式討論，但前提是那些恐懼是真實的，且可以正

直的方式處理，但若是為了政治意圖而故意製造虛

假的恐懼，則對民主有害。結合三種技巧就可以製

造恐慌：不斷重複相同威脅、使注意力錯亂及使用

生動影像。高爾指出將近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輕易誤

信海珊個人須為 2001年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負

責，許多美國人至今仍然相信攻擊事件中大多數劫

機者都是伊拉克人。此外，即使在最重要描述海珊

企圖向尼日購買鈾黃餅的機密文件之事證被揭穿為

偽造之後，仍有超過百分之四十的美國人堅信伊拉

克確實擁有核子武器！ 

 

2. 金權政治與媒體 

自由的內部是一個政治自由與經濟自 

 

 

 

書名：失控的總統 

作者：Al Gore 

譯者：邱春煌 

出版者：貓頭鷹出版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9.04 

頁數：330 pages 

ISBN：978-986-665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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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雙螺旋結構，雖然相互纏繞，但

必須保持分離，以便讓自由結構保持

完整。金錢與權力的結合則是對民主

具有最致命的威脅。但僅憑理性是不

夠的，還需要公共領域，以便讓全民

可在其內自由溝通，以智慧之光照出

不當或非法使用權力的行為。高爾認

為今日美國的社會，積聚最多錢的候

選人，同樣也可掌控選民用來做投票

參考的政治論述，候選人和選民之間

的溝通，現在幾乎全依賴候選人花大

把銀子購買的廣告。候選人所提政見

的內在價值或效度，相較於其用來塑

造在選民內心之定錨點形象的影像廣

告戰，大都無直接關聯性。因為這些

錢從有錢人的口袋裡來，而有錢人一

般都會將錢捐給承諾當選後施政對其

有力的候選人，因此這些有錢人成為

整個政治體制的重心。 

 

3. 結語 

高爾指出欲矯正美國民主的弊

病，不僅需要有更好的教育或公民教

育，還須重建一個真正的民主論述，

讓個人可以有意義的方式参與民主對

話。高爾認為網路能成為民主新的強

大監督能力，讓民主對話可以蓬勃發

展，不過網路卻也有一種威脅，因寬

頻業者少且具有結構化能力，可以決

定資訊透過傳播的方式及傳送的速

率，限制資訊的自由流動，唯有在人

民互相討論和論辯想法及議題，並經

常檢視彼此，以及從政府端所收到的

資訊有效性下，民主才會重生。  

 

 

4. 評論 

綜觀本書，吾人認為高爾提出的

方法，並無明確的指出改善金權政治

與媒體問題的方法，在民主社會，政

府與媒體是互相利用、衝突與合作，

政府策略性利用媒體來塑造民意、輿

論誘導與政治的權力鬥爭，而媒體從

政府獲得消息與取得獨家，也揭露政

府弊端以監督政府。美國總統傑佛遜

說過：「新聞自由是無可救藥的弊病，

但我們的自由賴以新聞自由來維繫，

我們不能限制新聞自由，而不失去自

由」。 

高爾認為寬頻業者會限制資訊自

由流動的作法，但未提出解決網路缺

失的方法，只說自己創立的潮流電視

公司可與民眾進行雙向對話。吾人認

為網路降低了傳播成本，有助於政治

社群的建立，免於國家的介入；也有

助於公眾意見表達與串連，而移除扭

曲訊息的中介者；網路不會有資訊流

動的困擾，個人可以依自身取向去做

選擇。本書似乎也是利用恐懼心理使

讀者繞過理性的思維，使讀者相信並

恐懼其所說，這不免有失公正。 

美國的所謂的民主事實上是基於

現實主義的考量，唯有符合自身的戰

略及經濟利益，滿足國內的權貴階層

時，才會滿嘴堂而皇之民主與人權道

德。布希政府追求的美國霸權，可稱

為一個泡沫，目前美國的確居於主導

地位，但隨著中國表面上採取自由主

義角度所提出的和平崛起1，強調其透

                                            
1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分析，至少有兩種和平

的國際體系，第一種和平的國際體系是霸權主

宰下的，第二種是權力均衡下的國際體系，無

論是霸權穩定下的和平或是權力均衡下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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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軟性實

力(soft power)來達成安全目標2，以及

複雜互賴來追求和平穩定的發展，藉

著美國所採取現實主義的傳統單邊主

義及霸權主義作為，突顯其為一個愛

好和平的國家，瓦解了美國身為民主

捍衛者的假象。 

內村艦三曾說過：「戰爭都是為戰

爭而戰，從不曾有一次的戰爭，是為

和平而戰」，吾人認為美國欲矯正其自

身弊病的方法，更應該減少軍事經

費，多採用外交和經濟途徑，而非用

軍事手段來對抗恐怖主義，以暴制

暴，才得以矯正美國民主的弊病。例

如：美國政府應將其政策和提案透明

化，使人民能去剖析和檢驗其想法、

政策、法律與提案，杜絕濫權者；接

受國際法庭的判決，避免其在無正當

理由與聯合國授權，以自身國家戰略

的考量下，執意為之。 

                                                            

平，國與國間權力競爭都是傾向零和遊戲

(zero-sum game)。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也
至少有兩種，第一種是民主國家所組成的和平

國際體系，第二種是互賴下的和平，在國與國

複雜的互賴下，形成一個和平的國際體系。從

前述分類來看中國的「和平崛起論」，有兩項

理論意涵：第一、和平崛起論是從自由主義「互

賴和平」觀點出發：即透過經濟、社會、文化

等方面的交流，來追求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

第二、以和平駁「中國威脅論」，以崛起駁「中

國崩潰論」。中國雖然表面上採取自由制度主

義的作為，但在國家利益考量上，還是採取現

實主義的觀點。石之瑜、胡聲平，2006，〈中
國對外關係〉，《中國研究導論》，頁 535-536。 
2林碧炤教授指出軟性實力是一種合作性力

量，目的在於吸引其他國家，爭取友誼和支

持，而硬性實力是一種懲罰性力量，目的在於

嚇阻其他國家，製造壓力，效果大不相同。所

以一個國家的文化、制度、教育、意識形態、

經濟觀、經濟競爭力、科技創新力、資訊社會

的開放性、對外投資及經濟援助等非軍事或非

懲罰性的力量都包括在內。林碧炤，〈以軟性

力量，開創兩岸新局〉，《中國時報》，2004年
5月 12日，第 A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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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美國人誰是美國人誰是美國人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

危機危機危機危機    
 
王敏衡 / 台大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1858年 6月，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和道
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競選美國總統時，發表了
「紛爭的家」演說，裡頭引用了馬可福音的經文：「「「「若若若若

一國自相紛爭一國自相紛爭一國自相紛爭一國自相紛爭，，，，那國就站立不住那國就站立不住那國就站立不住那國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紛爭若一家自相紛爭若一家自相紛爭若一家自相紛爭，，，，

那家就站立不住那家就站立不住那家就站立不住那家就站立不住。。。。」」」」如果說《文明衝突》是杭廷頓

（Huntington）對冷戰後國際情勢的預言，那麼順著
這個脈絡而下，這本《誰是美國人》則將衝突具體

而微地闡釋出來，以文化戰爭的形式在美國內部爆

發：對峙的兩極是美國信念的解構及反解構。 
    何謂美國信念何謂美國信念何謂美國信念何謂美國信念？？？？杭亭頓以驚人的歷史素養與統

計分析論證「盎格魯-新教」文化就是美國信念的核
心，諸如英語、基督教、宗教使命感、習慣法、個

人主義、工作倫理等等皆為其元素。無疑地，這些

特質早已融入美國人的靈魂與骨髓之中，使得這個

國家跟西歐比起來，顯現出更熱切的基督教信仰；

跟亞洲比起來，則對比出其強烈的個人主義特質。

然而此核心到了二十世紀後期，開始受到諸多因素

的衝擊。 
    首先是來自拉美和亞洲的移民潮。新族裔的加
入，進一步加深了美國社會的異質性，使得盎格魯

白人在人口結構上的優勢不斷流失，連帶的是其固

有價值觀的褪色。接著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想在學術

圈與政治人物的口中不斷發酵，這點對以基督徒為

主要組成的美國社會造成很大的衝擊，因為多元文

化主義雖然表面上尊重各種文化，核心卻是「反西

方文明」，而淵源自英國的習慣法、新教、工作倫理

無疑都是西方文明的產物，一旦遭到弱化，國家體

質必然有極劇烈的變遷。第三則是西語做為第二官

方語言的運動，使得「英語美國」的根基不斷遭受

侵蝕，也讓移民同化的進展受到挫折。而國會修法

讓雙重國籍成為可能、運輸通訊的時空輻輳，讓移

民不必切斷和母國間的臍帶、保有對母國的忠誠。

最後則是全球化下，美國政商菁英階級擁抱世界主

義和跨國認同，使其和絕大多數的美國民眾間呈現

巨大的鴻溝，這是作者一再點出的現象，就如同十

八世紀啟蒙運動的擁護與推動者大多是都市裡的中

產階級，他們以自己的經驗與利益形塑出一個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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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圖像，即使聲稱自己是為了全

人類的利益。今天的菁英階級也是這

樣的跨國認同與普世訴求，但深層則

是跨國市場的利益追尋。社會學者曼

紐．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就闡明：
「菁英都是世界主義者，一般人則限

於地區主義」。 
    杭亭頓進一步分析，蘇聯的解
體，使得美國那個反共產、反無神論

的「自我」瞬間失去著力點，強調國

家認同似乎變得不合時宜。書中描

述：「「「「外來外來外來外來『『『『他者他者他者他者』』』』的缺乏有可能逐漸的缺乏有可能逐漸的缺乏有可能逐漸的缺乏有可能逐漸

損害團結而且在一個社會裡頭埋下分損害團結而且在一個社會裡頭埋下分損害團結而且在一個社會裡頭埋下分損害團結而且在一個社會裡頭埋下分

裂的禍根裂的禍根裂的禍根裂的禍根1。。。。」」」」而這一切在九一一事件

發生後，得到了扭轉。恐怖攻擊重重

地提醒了美國人，並非蘇聯瓦解後，

就身處於一個流奶與蜜、充滿善意的

世界。外敵的現身，讓美國的國家認

同瞬間又成為大多數人民關注的焦

點，最具體的象徵是恐怖攻擊後，星

條旗到處迎風飄揚，美國人民愛國意

識高漲，連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菁英

也不例外，作者舉一美國公民評論為

例： 
 

（在我大學時的性別與經濟學

課程裡頭）我的女朋友和我皆對美

國內部的不平等感到心灰意冷，以

至於我們討論要搬到別的國家去。

但就在九月十一日那天，所有事都

改變了。我意識到我一直以來都擁

有自由並視其為理所當然。如今在

我的背包上有個美國國旗，每當戰

鬥機從我頭上飛過時我會歡呼，而

且我會稱自己是個愛國者2。 
     
    書中首章提到：「從蘇聯解體的歷
史經驗來推論，在缺乏種族、族裔、

文化根源的情況下，意識形態很難成

為將人們拉在一起的黏著劑。」段末

更點出關鍵：「美國人所面對的挑戰則

是，能否在沒有外來攻擊的情況下繼

                                            
1頁 35。 
2頁 21。 

續這麼做3。」    杭亭頓闡明自己是
以一位政治科學家、也是一名愛國者

的身分來撰寫這部著作，並強調重點

是「盎格魯-新教文化」能繼續在美國
保有重要性，而非主張「盎格魯-新教
徒」舉足輕重。前言中甚至「感性地」

寫道： 
 

如果美國人能夠繼續堅持這個

承諾，那麼即使那些建立美國的盎

格魯-薩克遜白人新教徒（WASP）
後代已經成為少數，甚至已經不具

有重大的影響力，美國仍然能夠歷

久不衰。那正是我所認識且深愛的

美國4。 
 
    美開國先賢在創建共和時，採用
三句拉丁文做為國家格言，其中一句

是 Annuit Coeptis5（Providence favors 
our undertakings），中文意思為主祐吾主祐吾主祐吾主祐吾

儕事業儕事業儕事業儕事業。後見之明來看，其崛起與強

盛似乎也應證了在發展過程中，不斷

地被福祐，而加強了自清教徒拓墾

始，三百多年來「我們都是基督子民」

的認同6，貫穿本書，作者字裡行間強

烈地透露出此種關懷。以計量的角度

說明，杭亭頓顯然認為盎格魯-新教文
化是完全中介變項7，國家認同塑造途

徑(同化與否）、美國認同分別做為獨立
變項及依變項。中介變項不存，美國

認同毛將焉附？法國政論家托克維爾

（Tocqueville）曾道：「在美國，宗教
信仰…是與這個國家的所有習慣和愛
國主義的所有情感參雜在一起的，從

                                            
3頁 29。 
4頁 13。 
51782年由 William Barton設計，成為美國國
璽背面的兩句國家格言之一，另一 
句係 Novus ordo seclorum，英文意思為“New 
Order of the Ages”。 
6頁 32。 
7中介變項（Mediator）簡而言之，就是探討獨
變項作用的實際機制為何？中介 
變項若具有完全中介效果，獨變項對依變項的

影響會變得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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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它得到了特殊的力量8。」明顯地，

基督信仰的存續和國家認同之間在美

國人此母體中呈現了高度關聯性。 
    作者的方案是希冀美國找回基督
信仰的核心價值觀，美國認同或可藉

此繼續存續；而替這本書寫中文序「論

共同體的誕生與死亡」的吳叡人教授

則認為靠多元協商的機制，而非一元

的同化主義方能緩步建立新的美國認

同。就這兩個方向而言，私自認為杭

亭頓的方向抓對了，但現況十分艱

難，或許施行同化政策時，把「新教」

文化核心擴大為「基督教」，將第二大

族群拉丁西語裔（絕大多數為天主教

徒）包容進來，加上即便是在美的亞

洲裔移民，信奉基督教的比率也遠遠

高於其母國的比例，強調異中求同異中求同異中求同異中求同，

使雙元(國家)認同轉化為宗教、文化習
慣層面的集體認同：「我們都相信同一

位主。」托克維爾亦指明「人民的生

活方式與生活習慣」是維繫其共和國

最重要的支柱9。深受盎格魯-新教文化
影響下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習慣」在

邏輯上或許不是美國信念的唯一選

項，但肯定是很源遠流長的選項，較

抽象的思潮更易為一般人民接受。吳

教授的方案，為我稍持疑義之處在

於，若無共享的文化基礎與習慣（如

本書所提的盎格魯-新教信念），美國如
何靠著較意識形態更薄弱的多元協商多元協商多元協商多元協商

機制機制機制機制進行整合? 反之，此舉可能更強
化各族裔的次國家認同，“一個美利堅”
遂永遠成為泡影。 
    
參考書目 
 
石吉雄、高德源、劉純佑譯，2008，《誰

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

家認同的危機》，台北：左岸。譯

自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8頁 117。 
9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民主在美
國〉，台北，民 94年，左岸出版，  
頁 347。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2004. 

李宜培、秦修明、湯新楣譯，2005，《民
主在美國》，台北：左岸。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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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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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in Northeast Asia: Resolving Japan’s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China, Kore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陳世軒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截至今年 5月 13日為止，各國因經濟海域劃界

中止再度引起話題。將近 48個國家依據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1(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所規定，趕赴最後期限前將各國大陸

礁 層 (continental shelf)因 自 然 延 伸 (natural 

prolongation)超越兩百海里的申請案交付聯合國「大

陸礁層界線委員會」(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CLCS)審查。而

日本身為亞洲最大的島嶼國之一，與鄰國關於領海

與領土的爭議也長期受到國際關切。本書主要深入

探討日本與周邊三個國家，中國、南韓與俄羅斯聯

邦長期爭議已久的領土與海事爭議和可能的解決方

案。日本在二戰後雖極力與周遭國家建立友善關係

取代先前的敵對關係，不過這些主權議題仍未化解

開來，並有可能在近期引爆潛在的衝突，危及周邊

的區域安全。而本書主編 Schoenbaum主要透過日本

與其他鄰國間建立個別的協商與協議，以及試圖建

構東北亞區域合作與環境保護建制，並繼續融入在

持續的爭議協商中，做出最新客觀與公平的裁判觀

點。 

 

日本與中國在東海主權與沖之鳥海域劃界紛

爭 

首先，中國與日本在海域劃界爭議部分主要有

三個議題，分別是 

 

 

                                                 
1即本文所稱《國際海洋法公約》，於 1982年通過共 320條條文，

1994年正式生效。中國與日本分別於 1996年加入該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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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島（Senkaku/ Diaoyu Islands）2、

中 國 東 海 劃 界 與 沖 之 鳥 島

（Okinotorishima Islands）經濟海域劃

界。作者認為要解決這些議題，中國

必須先承認釣魚島之主權歸屬日本，

雖然主權歸屬問題本身就稍微有點複

雜模糊，但在公平正義原則上日本於

爭論上比中國具有優勢。再來就是釣

魚島基於《國際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3第 3款：「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

身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有專屬經濟

區或大陸礁層。」以釣魚島現況來看

無人長期居住與經濟活動，所以符合

該款規定。而日本必須同意未來不再

附加海域延伸條件予中國；接著是中

國東海劃界問題上較符合「利比亞／

馬爾他劃界案」（Case of Libya / Malta, 

1985）的爭端事實，不應採取「等距

中線」（equidistant line）4方式，而是

在與沖繩島嶼等距中線以東二分之一

處的平行線作劃界，使中國獲得比日

本兩倍大的大陸礁層，因為基於國際

法公平要素上使中國具有較多支持。

若中國與日本達成劃界協議則可進一

步 建 立 「 共 同 開 發 區 域 」（ joint 

development zone），像是在兩國海域重

                                                 
2日本稱爲「尖閣諸島（Senkaku Islands）」，

劃為沖繩縣石垣市所屬；釣魚島（Diaoyu 
Islands）為中國對其的慣有稱呼，兩者同指一

物，本文以釣魚島（群島）稱之。 
3 《國際海洋法公約》第 121條－島嶼制度：

(1)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

然形成的陸地區域；(2)除第三款另有規定

外，島嶼的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和大

陸礁層應按照本公約適用於其他陸地領土的

規定加以確定；(3)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

身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

陸礁層。 
4依照 1958年《日內瓦領海及連接區公約》第

12 條第 1 款相關規定：本國領海擴展至每一

點均與測量各該國領海寬度之基線上最近各

點距離相等之中央線以外。 

疊處發現礦藏資源就可在最小覆蓋區

域來共同開採資源。不過這還不夠，

中日兩國最終應共同達成全面性的計

畫（comprehensive plan），不僅僅是「共

同開發區域」來挖掘這些礦藏，還要

單方面來管理中國東海，具有常規的

法律諮詢機構和爭端解決辦法，以及

透明化的資訊共享，達成永續發展與

環境保護的長遠目標；最後在沖之鳥

島議題上基於《國際海洋法公約》的

規範，中國應承認沖之鳥為島嶼並擁

有兩百海里的專屬經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不過日本應給予

中國特別的權利在特定的時間點分享

所有個別研究活動之資訊，達成一個

在專屬經濟海域的合作計畫。 

筆者認為當前從釣魚島的主權歸

屬來看是相當複雜的，除了中國與日

本有爭議之外，台灣（中華民國）也

宣稱對其擁有主權。先從中國的主張

來看，歷史文獻中釣魚島從明朝初年

就有明確的發現記載，例如 1372年明

太祖派遣楊載出使琉球途中率先發現

並命名釣魚島群島，更在 1582年將釣

魚島歸入明朝版圖，隸屬福建。所以

中國強調史料上的無主物（ terra 

nullius）先佔（occupation）5原則，但

截至明朝之後缺乏時效(prescription)6

原則管理，形成主權有效統理上的斷

層。反觀日本也強調經多次調查證實

釣魚島群島為無主地後，才在 1895年

                                                 
5即國家對於無主地取得領土的一種方式，客

觀來說必須擁有占有行為、主權管理、宣告與

行政管理才能取得法律上的成立要件。 
6前文也是一種領土取得方式，指國家在相對

廣泛時間內對於一塊領土連續而不受干擾地

行使主權，倘若這段時間內沒有國家對此抗

議，於該法律要件成立之後再對此提出抗

議，就形成「禁反言」（estoppel）原則，於國

際法中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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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透過內閣會議將其正式納入

版圖，截至 1972年 5 月 15 日美國將

託管之琉球群島歸還日本時一併將釣

魚島群島納入其中，在此之間世界各

國對日本的時效原則均無異議，所以

這部分日本較中國有優勢。但是釣魚

島群島的總陸地面積約 6.344 平方公

里，其中最大島釣魚島陸地面積就有

約 4.3平方公里；但沖之鳥島只剩東小

礁岩和北小礁岩迄今屹立於海面，這

兩塊岩礁露出水面的面積各自相當於

一頂特大號彈簧床大小，前者於漲潮

時露出水面僅 6公分、後者則有 16公

分7，如果這兩者就陸地面積比較，釣

魚島群島似乎較沖之鳥島更加符合

《國際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對於島

嶼定義的部分，可以主張擁有兩百海

里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層。 

 

日本與南韓間之領土爭議與民族

糾葛 

接著作者談到有關日本和南韓關

於獨島／竹島（Dok／Takeshima）8領

土主權的爭議。作者認為南韓在這部

分擁有較多的法理依據與支持，所以

領土主權應歸屬南韓；而南韓與日本

的海域界線應遵循 1986年南韓與蘇聯

簽訂的條約之南方領土等距中線為

                                                 
7宋燕輝，「由國際法觀點論沖鳥礁法律地位

暨我國籍漁船『龍榮二號』在沖鳥礁日本所主

張 EEZ 被扣罰款事件之適法性問題」，收錄

於：陳隆志教授古稀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編，《民主、和平與人權 : 陳隆志教授古稀

祝壽論文集》，2006，臺北: 臺灣國際法學會

出版，頁 62。 
8南韓稱「獨島」屬慶尚北道鬱陵郡，而日本

稱之為「竹島」屬於島根縣隱岐郡隱岐之島

町，兩者所指為同一物，是位於日本海的二

個島嶼（主要礁岩）和附屬礁岩群。 

主，以南韓所屬的鬱陵島（Ullung 

Island）和日本所屬的隱岐島（Oki 

Islands）為全效力等距中線劃界的基

礎，而獨島／竹島將依照「利比亞／

馬爾他劃界案」判決中的第五章節

裡，無人居住之島嶼在海域劃界上不

給予正常效力，如此一來日方的等距

中線將與獨島／竹島較為接近；而南

韓與日本對於日本海域的礦業與漁業

資源開發與保護將更有共識，進而達

成兩國間對於彼此之專屬經濟海域達

成協議（agreement），該協議除了須包

含爭端解決與對話平台的建立外，也

將對北韓與俄羅斯聯邦採取開放的態

度。 

筆者認為西方國家稱獨島／竹島

為 「 利 揚 庫 爾 岩 」（ Rochers de 

Liancourt）而非島，主要在於它是由兩

個長不到 200 公尺的東、西岩礁為主

體，同時該島沒有草木生長更不適合

人類居住，不符合《國際海洋法公約》

第 121 條對於島嶼的界定，因此無法

擁有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劃界的

正常效力是很合理的。但這座礁岩目

前實際上由南韓政府時效佔有，由於

戰後駐韓美軍託管，於 1948年南韓政

府獨立後一同自動歸於南韓行使主

權。所以，作者認為跟釣魚台一樣，

南韓握有較多法理優勢。但日、韓兩

國長期以來因為民族性與過去殖民關

係並不和睦，南韓也拒絕國際仲裁等

方式作為主權裁判平台，因此要達成

兩國間的海域劃界目前看來並不如預

期中順利。 

 

日本與俄羅斯對北方四島的態度 

最後談論到有關於日本與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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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北方四島的態度，作者提出的解決

方案主要是支持將四島中的澤捉島

（Etorofu Island）與國後島（Kunashiri 

Island）作為世界遺產國家公園（World 

Heritage Site National Park），並由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審議通過

成為世界遺產，這兩個島的主權歸屬

將由俄羅斯取得，作為永續經營與保

護島上自然資源之宗旨，並開放予日

本國民無條件參觀和休憩之用。另外

兩個色丹島（Shikotan Island）與齒舞

群島（Habomai Islands）應由俄羅斯轉

交主權給日本，並在四島切分成兩部

分的等距中線區域劃分彼此的專屬海

域。藉由這些方式達成雙方締結和

平、友好與合作之條約，以取得互信

來進一步建立雙邊之爭議調解委員

會，確保雙方日後在海底礦業和漁業

資源的開發上取得平衡與關係正常

化。 

然而筆者認為日本早在 1855年就

與當時帝俄政府簽署條約，得撫島

（Uruppu Island）以南的南千島群島歸

日本所有，雙方於 1875年進一步簽署

《樺太千島交換條約》日本以庫頁島

南部交換千島群島的其中 18個島，包

括現在的北方四島。孰料二戰末期為

了說服蘇聯投入遠東戰場對付日軍，

美國利用盟軍《總命令第一號》與《雅

爾達協定》將日本北方領土的利益交

給蘇聯。迄今蘇聯藉由戰時條約與宣

言做為侵占日本北方四島的法律根

據，使非當事方的日本必須強迫承擔

這些義務。至 1991年蘇聯解體後由俄

羅斯聯邦繼續接收四島之主權，但因

為俄國境內的經濟發展遲緩，俄羅斯

不斷釋放善意包括容許日本國民免簽

證登島、日本漁船在該區海域作業，

並相繼與日本發表《東京宣言》與《莫

斯科宣言》，換取日本對俄羅斯的經

援，然而北方四島主權的歸屬仍舊沒

有重大突破。所以將北方四島切割成

兩個主權所有，必會引起日本國民極

大反彈，但俄羅斯可率先藉由成立世

界遺產國家公園等非政治途徑切入，

相信有助於進一步解決日、俄領土主

權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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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胡志明胡志明胡志明全集全集全集全集    

 
阮懷秋 /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1994年越南共產黨秘書處決定出版第二次胡志

明全集，該決定強調胡志明思想在越南面對世界局

勢變化、國家建設及安全的意義所在。對於越南來

說，90 年代意味著世界的大變化，所謂的大變化是

蘇聯集團的瓦解，越南再也沒機會依靠蘇聯發展。

然而，越南是列寧思想進入第三世界的一個版本，

這樣的思想由胡志明做媒介輸入越南並把它越南

化。因此，也成為列寧思想全球化的越南在地化版

本。越南目前還處於高階政治化的階段，因為越南

一再強調「保護祖國」這樣的任務，低階政治似乎

沒有超越高階政治的任務，因此，在步入世界經濟

軌道的同時，越南似乎非常在意經濟的一體化是否

影響到國家安全。胡志明思想目前在越南國內學術

界佔有重要的位置，學者主要通過「胡志明全集」

著作詮釋胡志明思想。 

「胡志明全集」包括從胡志明年輕時開始出國找

救國之路整整 10年之久，他曾經去過很多地方包括

主要資本國家以及其殖民國，「胡志明全集」是胡志

明從 1919年到 1969年所經歷過的體會被編排成著

作，內容主要敘述胡志明在找救國之路過程中所碰

到和感受到之人、事、物。從 1919年代到 1923年

代停留在法國參加法國共產黨，1923年代在蘇聯參

加國際共產活動，1924年代到中國廣州成立越南革

命同志會等，全集凝聚很多胡志明各種類的文章，

其中有的是已經在當時刊登在法國報紙上的文章

L'HumanitÐ，La Revue Communiste，Inprekorr， Le 

Populair ，La Vie OuvriÌre e ，Le Libertaire ，Le 

Paria ，俄文如 Prav®a，有的刊登在越南國內的文

章如 Nh©n d©n等等。「胡志明全集」由馬克斯 

 

 

 

 

 

書名：胡志明全集 

作者：Ho, Chi Minh 

出版者：國家政治出版

社出版地：河內 

出版日期：2000 

頁數：3600 pages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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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主義、胡志明思想研究院1及國家

政治出版社等兩個單位在 2000年發行

出版第二次。雖然沒辦法跟著越共共

同奮戰直到越南統一之時刻，然而，

「胡志明全集」的內容也在很大的程

度上展現越南偉大領袖在整個奮戰過

程中永不停歇對越南統一和獨立的渴

望。 

「胡志明全集」第一集專門收集胡

志明從 1919年代到 1924年代的寫作

著作，這個階段，主要描寫胡志明在

蘇聯的經歷及對於革命方法的掌握。

第二集從 1924年 11月到 1930年，主

要描寫胡志明在中國所經歷的過程及

所成立越南共產黨之事。第三集從

1930年代初到 1946年代之著作，主要

介紹胡志明關於革命方法以及理論的

內容。第四集從1945年9月2日到1946

年代之著作，主要是胡志明回答中外

記者的文件以及獨立宣言…等等。第

五集從 1947 年代到 1949 年代之著

作，主要集中在胡志明對於抗法戰爭

                                            
1 http://dictionary.bachkhoatoanthu.gov.vn/defaul
t.aspx?param=1EC4aWQ9NDE1MSZncm91cGl
kPSZraW5kPSZrZXl3b3JkPXQlYzYlYjArdCVj
NiViMCVlMSViYiU5Zm5n&page=1 
VIỆN NGHIÊN CỨU CHỦ NGHĨA MAC 
LÊNIN VÀ TƯ TƯỞNG HỒ CHÍ MINH: trung 
tâm nghiên cứu lí luận của ð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trực thuộc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ðảng. Tiền thân là Viện Mac-Lênin, thành lập 
năm 1982; theo quyết ñịnh của Ban Bí thư 
Trung ương ðảng khoá VII, ngày 5.5.1992, 
ñược ñổi tên thành VNCCNMLVTTHCM. Viện 
có nhiệm vụ: nghiên cứu, vận dụng sáng tạo chủ 
nghĩa Mac-Lênin, tư tưởng Hồ Chí Minh nhằm cụ 
thể hoá và phát triển quan ñiểm của ðảng về con 
ñường ñi lên chủ nghĩa xã hội 
該研究院系越南共產黨理論研究中心，直屬越

共黨中央執行委員的機構，先前是 1982年成
立的馬克斯列寧研究院，在 1992年改名為馬
克斯列寧主義、胡志明思想研究院。該院主要

任務專門研究列寧關於馬克斯主義所繼承及

論述以及胡志明之思想，將這些主義、思想詮

釋成越共朝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具體路徑。 
 

之戰爭策略。第六集之著作從 1950年

１月到 1952年 12月，主要描寫胡志

明在抗法戰爭的對外以及對內的領導

能力。第七集主要從 1953年 1月 1日

到 1955年 6月主要描寫胡志明對於抗

法以及重建問題的討論。第八集從

1955年 6月到 1957年間，主要介紹日

內瓦協定簽署之後，越南北部以及南

部分割之情形和胡志明如何重建北

部。第九集從 1958年到 1959年的著

作，主要描寫胡志明對於越南北部的

建設以及對於南北統一之思想內容。

第十集從 1960年 1月到 1962年 12月

間的內容與第九集具有相似之地方，

主要描寫胡志明對於越南南北統一之

思想內容。第十一集從 1963年到 1965

年的著作，內容跟第九集及第十集類

似，主要描寫胡志明如何在越南北部

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並在南部進行革命

的目標。第十二集也是最後一集，從

1966年代到 1969年代，這一集主要內

容是描寫胡志明逝世之前，針對抗美

戰爭的思想內容。 

如同 David G. Marr歷史學家這樣

論述胡志明︰「美中不足的是，胡志

明似乎對於國內外經濟局勢不了解，

再加上越南共產黨政治局裡面很少人

懂得如何發展經濟」2因此，越南基本

上模仿蘇聯以及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中，較以重工業為主。不過，運用此

模式也為越南帶來失敗並使得越南更

加依賴蘇聯和東歐國家以及中國的援

助並獲得生存。也正因如此，在蘇聯

國際共產集團以及中國的引領之下，

越南漫漫成長並戰勝兩次法、美戰

爭。「胡志明全集」主要敘述越南如何

                                            
2 Frank Frost , Vietnam's foreign relations : 
dynamics of chang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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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社會主義制度，其全集也顯現出

越南當時的背景和胡志明在當時去法

國及俄羅斯，中國探索革命理論的經

過，與當時這些國家主要支持共產主

義之領導人的溝通以及聯絡。 

在兩大集團互相鬥爭的時刻已經

過去，1994年越南再次發行第二次胡

志明全集版本3，「胡志明全集」在一個

非常時期的時間公開刊登似乎給讀者

帶來別有一番風味的思考。 

 

 

 

 

 

 

 

 

 

 

 

 

 

 

 

 

 

 

 

 

 

 

 

                                            
3「胡志明全集」目前已經在網路上公開刊登

所有胡志明全集、列寧全集以及越共文件，「胡

志明全集」文件以及資料下載網址︰

http://hanhchinh.com.vn/forum/showthread.php?
t=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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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薦              

書名：《重新檢視爭辯

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編者：包宗和、吳玉山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

公司                           

出版時間：98 年 9 月 

 

巨變中的兩岸關係，要如何理解？ 

繼十年前《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灣的學術界再一次集合群體的力量，從

三大面向、十三個途徑來解析兩岸關係。本書豐富而多元，有國際關係的現實主

義與建構理論、有社會心理的調查研究及精神分析、有重視形式的賽局理論和空

間模型、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有經驗統計的時間序列、有歷史文化的研究

典範、有實證法學的分析形式，還有規範面向的倡議討論。在兩岸關係正面臨數

十年所未有的重大轉折之際，本書為關心兩岸的學術界及社會人士提供了絕佳的

理論指引。執簡御繁、掌握趨勢，值得一讀。 

    

章節安排章節安排章節安排章節安排    

羅德明（Lowell Dittmer）：主題引言─解析兩岸關係的糾結 

第一章（吳玉山）：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兩岸互動面向 

第二章（吳玉山）：權力不對稱與兩岸關係研究 

第三章（張五岳）：分裂國家模式之探討 

第四章（張亞中）：兩岸關係的規範性研究─定位與走向 

第五章（張啟雄）：兩岸關係理論之建構─「名分秩序論」的研究途徑 

國內政治面向 

第六章（冷則剛）：國家、全球化，與兩岸關係 

第七章（陳陸輝、耿  曙）：台灣民眾統獨立場的持續與變遷 

第八章（石之瑜）：兩岸關係的政治心理學：認同與形象的政治情感分析 

第九章（關弘昌）：台灣國內選舉對其大陸政策之影響 

第十章（吳秀光、石冀忻）：兩岸談判的雙層賽局分析 

第十一章（林繼文）：雙層三角：以空間模型分析國內政治對美中台戰略三角的

影響 

國際環境面向 

第十二章（明居正）：國際體系層次與兩岸關係：檢視與回顧 

第十三章（包宗和）：戰略三角個體論檢視與總體論建構及其對現實主義的衝擊 

第十四章（袁  易）：規範建構主義與兩岸關係：理論與實踐 



 

 

 

【政治科學季評第 23 期徵稿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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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篇書評：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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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三至六本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之綜合評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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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前期刊登書評之回應，約 1000 至 1500 字。 

 截稿日期： 2009 年八月一日以前。 

 稿件筆潤： 

(一) 短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貳佰圓整。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參仟圓整。 

(三)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柒佰圓整。 

(四) 讀者回應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圓整。 

■ 注意事項 

(一) 註釋及參考書目，請參考《政治科學論叢》體例。 

(二) 請勿以考試用書、教科書、會議論文作為投稿內容。 

(三) 稿件內容必須至少三分之一篇幅為評論。 

(四)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違者除稿件一率不予

錄用外，並將以本編輯委員會名義寄發通知信函給投稿人所屬單

位。 

(五) 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力求避免修改，惟保留此項權

利。 

■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

原則，力求避免修改，惟保留此項權利。 

■ 投稿暨聯絡方式： 

(一) 電子郵件：PoliSciReview@ntu.edu.tw 

(二) 一般郵寄：台北市中正區(100)徐州路 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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