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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近年來，德裔美國政治學者埃里克‧

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

對「歷史與秩序」的研究，在中國大

陸受到比較大的重視。他的不少作品，

像是代表作品《新政治科學》、《秩序

與歷史》（5冊）、《政治觀念史稿》（8

卷）等大部頭的著作，都被大量翻譯

成中文，也受到對岸不同世代學者的

關注。1筆者過去在博士論文中關注

東亞儒學的研究，認為沃格林的秩序

研究對研究中國政治思想，或者東亞

儒學的研究也可以是一個重要參考。

本文希望藉由參考諸多沃格林的原

典著作，和華人學者目前做出的相關

研究，對沃格林思想做出簡單的介紹，

並思考其研究對東亞傳統政治思想

研究之啟發。 

壹、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學」研究 

沃格林出生於德國科隆，在維也納大 

  

 
1 早年的學者中，許紀霖曾提到張灝就是

受到了西方思想史研究權威沃格林的啟

發，沃格林認為，在社會政治秩序背後，

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心靈秩序，張灝先生受

他影響，把政治思想史與知識分子的精神

 

學攻讀政治學，為躲避納粹德國的迫

害移民美國，1944年成為美國公民。

此後，沃格林多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

學、慕尼克大學以及斯坦福大學胡佛

研究所等地講學不倦，著作等身。 

沃格林是與李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1899－1973）齊名的政治哲

學家。在過世前也曾經準確地預言了

蘇聯的崩潰。沃格林比較反現代性，

與施特勞斯相比不遑多讓（奧爾蒂澤，

2007：364-365）。這與沃格林人生早

年遭遇到中歐國家秩序的突然瓦解，

緊隨其後面對了希特勒、史達林的極

權統治的威脅的經驗有關（韋伯，

2011：4）。致使沃格林一生中大力批

判「意識形態」與「極權主義」，視

之為二十世紀人類的「失序狀態」（桑

多茲，2012：82-83）。 

    沃格林認為，哲學誕生的時代背

景，常是秩序崩潰的無序時期（2007：

288）。在危機時刻，處於歷史中的許

多根本性的問題，就會比在相對穩定

史、心靈史結合起來。現今大陸學界研究

沃格林的學者不少，年輕一點的世代如北

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的葉穎、重慶人文高

等研究院的朱成明、陝西師範大學的段保

良等人，都共同參與了沃格林著作的翻

譯。 

10.6570/PSQBR.202201_(62).0001 

• 蔡至哲/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沃格林思想對東亞傳統政治思想研究之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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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更易於進入哲人們的視野（沃

格林，2017：62）。沃格林重視歷史，

認為人在政治社會中的存在是歷史

的存在；一套政治理論若深入到原理

層面，就必須同時是一套歷史理論

（2018：8）。沃格林對其研究進一步

區分為「秩序（order）」、「體驗

（experience）」與「符號（symbol）」

這三者：沃格林對實證主義式的社會

科學提出反省，提倡以尋求秩序作為

理論工作的目標的「新政治科學」，

以體驗和符號作為政治學研究的關

注重心（葉穎，2007：17）。 

    沃格林所提出的「新政治科學」，

對現代社會科學過分強調的實證研

究取向，有了許多令我們值得參考的

反省。與沃格林齊名的政治哲學家施

特勞斯，厭惡其時代「價值中立」的

社會科學，因為他認為這種社會科學

沒有能力把諸如希特勒的第三帝國

一類的政體理解為暴政；出於對真正

的社會科學的渴望，施特勞斯轉向了

古典哲學（貝納加，2010：1）。而沃

格林則由體驗、符號、秩序的研究視

野出發，對實證主義政治學研究與韋

伯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批評。 

    根據德國學者沃夫岡‧施路赫特

（Wolfgang Schluchter）的研究，對

韋伯而言，現代西方理性主義的成立

與發展，意味著原則性的意識變遷，

亦即一個意識發展，而在世界圖像的

層次上，與之相符的是世界圖像的發

展，由人格的諸神，轉換成非人格的

諸力量，由多神教的或一神的等級秩

序，變成價值的衝突，最後的結果是

導致它們之間無法和解的「無止的門

爭」。對韋伯而言，這是「時代的命

運」，沒有神學，也沒有科學可以協

調管理之（施路赫特，2014：91-92）。 

    沃格林卻批評，近代以來社會科

學或政治學研究受到實證主義方法

的綑綁，通過在方法上對一切「價值

判斷」的嚴厲拒斥，使關於靈魂和社

會的正確秩序的判斷，變成是「主觀

的」（2018：17）。只要整個古典和基

督教的形而上學，尤其是整個哲學的

人類學被歸入價值判斷的名下，這種

攻擊就只會造成一個結果，就是承認

並沒有一門關於人和社會秩序的科

學（沃格林，2018：18）。沃格林總

結之，當韋伯越是謹慎地避免過於接

近它的核心部分，就越顯示出他的實

證主義的侷限。 

    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

1929－）也曾指責價值中立會導致科

學家對外在事物的冷漠，甚至解釋納

粹德國的興起與此有關。現今看來，

固然諸家學者對韋伯的批評有誤解，

或者太過誇大了價值冷漠問題（顧忠

華，2013：270-271）。但沃格林批評

實證主義式的政治學研究的界限，仍

頗有見地。 

    沃格林認為，不願承認本體論的

和哲學人類學的理性，根本是另外一

種宗教經驗；沃格林認為早在 1890

年代，人們已開始把社會主義當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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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宗教運動來考察了，後來發展為把

極權主義運動當作一種新的「神話」，

或宗教的廣泛研究（2018：29）。所

謂的「進步主義者」，其實根本處於

倒退的非理性主義者的立場（沃格林，

2018：29）。因此沃格林詮釋現代性

的本質，是靈知主義（Gnosticism）

的生長，根本不是他們自以為的理性

與科學（2018：134-135）。 

貳、沃格林的中國研究 

    沃格林本身就對中國思想有關

注，他在研究中重視「體驗」與「符

號」的方法論，對比一般的西方思辯

哲學，更與中國傳統思想存在共通點。

沃格林傳記的作者尤金‧韋伯

（Eugene webb）就認為，對於中國

讀者而言，沃格林思想的政治維度是

特別有趣且具有助益的（2011：4）。 

    尤金‧韋伯認為在中國思想裡，

不管是生長在漢語裡的道家哲學還

是儒家哲學傳統，都是一個動態的過

程，不斷變化，尋找著平衡，並奔向

人類可能性的圓滿之境，像道家之仙

人、佛教的菩薩，或者是儒家的聖人。

中國思想的悠久傳統相比西方而言，

傾向於一種實用式的、以體驗作為基

礎的思維方式，而且這也是讓沃格林

思想對華人讀者來說，會特別有親近

感的原因，沃格林對圓滿性各個維度

的體驗方面（這也是為何沃格林有時

候認為自己是一個「極端經驗主義

者」）都非常重視（韋伯，2011：3）。 

    沃格林雖受限於時代背景與學

力，但他對於東方，特別是中國思想

是有很高的關懷的。身處二戰與戰後

的混亂中，沃格林卻花了大量的精力

來研究中國傳統語言與思想，沃格林

曾經自己回憶這段經歷： 

我想把 1945 年至 1950 年這五年稱

為徬徨時期，即便不是癱瘓狀態，我

是指在處理這些問題上的遲疑不決，

即我已發現的但還不能滿意地從知

識上洞悉的問題。工作並沒停止。我

不得不繼續探尋資源，而在戰爭期間，

視界甚至變得更廣了，因為中國已經

變得時髦，系裡考慮到我的語言能力，

決定選我來教中國政治。這就讓我投

入了中國史的研究；考慮到不理解當

代中國觀念的古典背景，就難以對其

進行談論，我就開始學習中文，學到

足以理解古典-尤其是孔子和老子─

─的象徵。這一知識對我理解中國思

想極有助益，至今還受益匪淺，因為

我能在革命歌劇（樣板戲）中認出周

代的歌詞，稍稍不同的是，周代的作

者是在頌讚周朝的勝利，而現代革命

歌劇寫了則是在頌讚革命軍隊的勝

利（沃格林，2009：65）。 

    因緣巧合之下，沃格林雖然並非

傳統上的所謂「漢學家」，但對中國

古典語言的掌握也仍然具有一定水

準。使他在著作中對中國研究有深刻

關懷。沃格林發現對中國社會的成員

們來說，中國社會的歷史就是全人類

的歷史，也該是文明人類的歷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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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是文明人類的唯一承載者。

在這方面，中國的傳統歷史，堪比以

色列對世界歷史的那種建構（2016：

386-387）。 

    沃格林觀察到，中國的思想家們

通過這些符號，來闡述對發生在歷史

過程中的秩序興衰的各種經驗。特別

是三種類型的循環：（1）王朝循環（2）

五百年循環（3）天下興亡循環（沃

格林，2018：382-399）。孟子的「五

百年有聖人出」是沃格林特別重視的

歷史哲學，且在之後的司馬遷著作裡

繼續被沃格林觀察。沃格林認為《史

記》，這本司馬談與兒子的歷史編纂

著作，是一種有意識的嘗試，試圖在

始於孔子的那個五百年循環走完其

歷程時，恢復中國社會的秩序（2018：

382-383）。這類的歷史哲學是沃格林

秩序研究當中的重點。參照之下，儒

學傳統中的「三代」一詞，也可看為

是一個重要的秩序符號，南宋朱熹與

陳亮（1143－1194）之間著名的「三

代 VS漢、唐」之辯，或許也能從秩

序研究的視野來觀察（蔡至哲，2021）。 

    沃格林觀察到，在充當「道」的

中介方面，聖人就成為潛在的統治者

和天子的競爭者，這是埃及人從未有

過的觀念。但是，國王的符號向聖人

的這種轉移，也顯示了儒家學說作為

一種新的構建秩序力量的局限性。儒

家學說沒有導致帝國的宇宙論式的

斷裂，帝國甚至可以利用儒家學者作

為官僚，來支撐其宇宙論形式（沃格

林，2010：114）。過去在沃格林的研

究中，西方歷史上有兩個時代是他特

別看重，發生了所謂「存在的飛躍

（leap of being）」，它打破了早期宇

宙論與帝國神話的渾然一體性，建立

了神佑之下的新秩序。人類歷史上有

過兩次這樣的存在的飛躍：以色列宗

教思想與柏拉圖哲學。它們分別以兩

種不同的符號體系，來表達其旨趣：

一是啟示，一是哲學（沃格林，2012：

69）。相較之下，沃格林認為中國的

傳統歷史雖然得以堪比以色列對世

界歷史的那種建構，但二者的不同之

處在於，神的這一選擇使以色列與處

在宇宙論形式中的周邊各文明相分

離，而中國的普世主義則是從作為母

體的中國的宇宙論秩序本身發展出

來的，它從不曾與該母體完全分離

（2018：382、386-387）。 

    沃格林提到中國思想無法脫離

中華帝國的母體有其所見。黃俊傑之

所以推動東亞儒學研究，也是觀察到

了古代中國文化中的「政治唯我論」

（political solipsism）、或「中華中心

主義」（Sinocentrism）或「以中國為

中心的世界秩序觀」（Sinocentric 

world order）（2007：43-44）。王飛凌

也認為，在中華秩序下，整個世界天

下一統，其總體性（totality）、普世性

（universal）之展現，變得嚴格且通

常十分殘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

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行為

規範。中華世界的史學家、學者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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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上、功能上、宗教和宇宙論上，

闡述、合理化中華秩序下的政治主權

的總體性和唯一性。使得中華秩序下

的中華世界，呈現一種「不寬容者的

全面進攻」的強烈傾向。兩千多年裡，

無論其種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

在中華秩序之下，幾乎所有統治者的

意識形態都是儒化法家思想。社會政

治等級、治理方式、意識形態和資源

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權、單一性、

總體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範

圍內得到了實施（王飛凌，2018：145-

146）。然而，當我們若跳脫先秦儒學，

來到宋以下朱子學的視野，或從東亞

儒學的視野去看所謂中華秩序的去

脈絡化與再脈絡化之際，則儒學也許

也曾經有過，類似沃格林所謂的「存

在的飛躍」（蔡至哲，2021）。 

    對沃格林而言，哲學並不是無中

生有地以沉思的方式降臨到生活之

中的，而是對朝向真實秩序的內在提

升力，以及對人們在歷史性的生命中

所體驗到的失序，所感受到的緊迫性

作出的回應（2011，4）。沃格林的研

究方法，與傳統儒學有可以相互發明

之處。歷代東亞儒者均重視政教秩序

問題，而這個政教秩序又常與心性關

係連結討論，儒學的「實踐詮釋學」

 
2 關於中國思想的「內向超越」之特質與

爭論，詳見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

代思想起源試探》（臺北：聯經，2014），

頁 219-252。或見吳展良，〈朱子的世界秩

序觀之構成方式〉，收入吳展良主編，《東

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臺北：臺大出版中

心，2007），頁 292-300。或見李明輝，《儒

的特質，更使得儒者諸多思想學術突

破，與他們生命中的關鍵事件有關。

宋明理學儒者如王守仁（號陽明，

1472－1529）的「庭前格竹」或「龍

場頓悟」等「百死千難」的體驗，導

致了有明一代學術的巨大轉向（余英

時，2004：276-278），就是此中代表。 

參、外在超越和內在超越問題 

    最後，沃格林探索秩序與體驗的

方法論，似乎可以去讓我們重新思考

所謂西方「外在超越」與東方「內向

超越（或內化的超越）」對話的可能

性。2過去學者區分西方「外在超越」

與東方思想的差異之際，常以西方有

「超越的造物主」或強調「人的原罪

問題」來去對比東方思想多「認同人

性有可能至善」。3而沃格林的方法論

雖然重視本體論的真實性，但卻是從

哲人對「秩序」的「事件性」體驗去

談，以意識哲學取代了「靈肉二分」、

「主客對立」的二元立場。當沃格林

去談「超越」或「神」，並非神學教

條中的那個神性實體，而是「神」這

個象徵指向（「象徵」也叫「引得」）

的那個非實存的實在之域（2017：11）。

「超越」（神、存在之根基）與「內

在」是兩個語詞「引得」（index），它

學與現代意識〔增訂版〕》（臺北：臺大出

版中心，2016），頁 241-264。 
3 李明輝舉余英時為例，強調以人性能否

邁向至善來區別內在超越不同於西方的特

色，詳見李明輝，《儒學與現代意識〔增訂

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

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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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指代現成的實物，而是作為指示

實在的「引得」，引領人去觀看兩種

不同的實在。「神」與「世界」的區

分，是在各種「躍入存在」（或「神

顯」）事件中，由意識（靈魂）從宇

宙的緊斂結構中所殊顯（differentiate）

出來，不是由感官軀體區分的（2017：

8-9）。此看來，沃格林的思想，更加

重視體驗，並且沒有那麼強烈的原罪

意識，與東方思想所謂「內在超越」

不那麼有衝突。 

肆、結語 

    雖然沃格林也會被類比為保守

主義者，如伯克（Edmund Burke，1729

－1797）那類喜歡批判人類在啟蒙後，

以理性代替了宗教傳統導致社會失

序的反啟蒙思想家。但即便得出的結

論類似，沃格林的研究方法並非一味

的重視宗教的失落，而是強調人對存

在秩序之敏感度，更聚焦在秩序與失

序之間的問題。這與現代學者論秩序

的構建與失序，更有連結性。就像福

山也說：「人類天生就會對失序問題

感到強烈的不適感」4。沃格林的「新

政治科學」期待能超越實證主義框架

和界限，聚焦在哲人或思想家的秩序

關懷，對西方文明「現代性」的「失

序」批判，對於東亞傳統政治思想的

研究，都具有參照比較的價值。而沃

 
4 關於現代學者對政治社會秩序重建的討

論詳見〔美〕法蘭西斯．福山著；唐磊

譯，《大斷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

格林以靈知主義的思想淵源，去批判

極權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批判，也有某

種程度的說服力。沃格林對現代性的

宗教因素之批評，並非無的放矢，其

他學者如卡爾‧貝克（Carl L. Becker，

1873－1945）也對啟蒙思想做出歷史

分析，他舉牛頓（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的弟子為例，認為顯而

易見，牛頓哲學的弟子們並沒有停止

他們的宗教崇拜。他們只不過是對崇

拜的對象，賦予了另一種形式和另一

個新名稱罷了。他們已經把上帝變了

質，並且神化了自然（2002：47）。

二十世紀的東亞世界亦有大部分地

區（特別是中國）曾經或至今仍深受

極權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主宰，沃格林

的批判亦值得我們參考。

建》（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5），頁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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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中關係可謂是當今全球政治

中最受關注的主角之一，對於全世界

來說，自 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美

國獨霸這個世界至少超過二十年，無

論是美國的綜合國力，或是其科技、

金融優勢，從各方數據顯示美國仍舊

享有多重優勢，然而隨著中國大陸

「經濟改革開放」超過四十餘年，不

但已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其國力

更是全球第二。 

2019年「新冠肺炎」爆發之際，

至今全球仍未脫離疫情之風險與陰

影，各國對於疫苗的施打率與普及率

則差距甚大，在這場傳染疾病肆虐全

球期間，最初我們看見中國大陸進行

全國封鎖，以遏制疫情之擴散；西方

國家尤其是歐美地區，起初先是領導

人的輕忽疫情（英國首相強森），美

國總統川普的卸責與怠惰，再來就是

西方人的生活習慣（不戴口罩），導

致疫情呈現出一發不可收拾的慘劇，

目前因新冠肺炎病毒持續變異，無論

是西方國家或是廣大的開發中國家

皆不敢輕忽，部分國家開始施打「追

10.6570/PSQBR.202201_(62).0002 
 

 
• 宋磊/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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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劑」，其他國家則會進行一場更為

嚴格的篩選措施。 

貳、疫情爆發前的挑戰 

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西

方國家早已出現「反全球化聲浪」，

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

正是全球化的利益受損者，這些國家

的群眾透過網路力量相互影響，在西

方社會快速地蔓延。對於西方國家來

說，早期因資本主義管控得宜，故社

會上貧富差距較小，然而自 1970年

代歐美各國逐漸鬆綁對於金融的管

制後，其資本的發展有如毒蛇猛獸般，

經過數十年的積累，雖然催生一批富

豪，但可惜的是也讓西方社會因貧富

不均，導致社會問題叢生，其中民主

政治朝向更為民粹的方向發展，為一

個顯著的例子。 

2016 年六月，超過三千萬英國

民眾選擇脫離歐盟，縱然在投票前許

多歐美國家的政治巨擘，普遍警告英

國若執意脫歐，將會構成嚴峻的經濟

挑戰。近年來英國民眾對於歐盟體制

早已表達不滿，歐洲經濟長期的衰退

固然是其中因素，難民與非法移民也

是不容忽視的原因之一，加上恐怖份

子趁機而入，英國社會更因歐盟的體

制設計，導致其國內出現嚴重的貧富

不均，在許多因素的交錯之下，英國

人民最終選擇離開歐盟完全是事先

可以預期的。（頁 40-43） 

 

英國脫歐固然造成各國苦惱，但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一事（2017），反

而再度證明廣大的草根群眾與主流

精英已出現信任鴻溝。不否認，支持

川普選民多數是在全球化下遭受犧

牲的民眾，這群選民普遍具有反全球

化、反移民的特性，從地域分布來說，

他們幾乎集中在美國的中西部平原、

鐵鏽經濟帶等區域，相形之下擁抱全

球化的希拉蕊的支持者多集中在東

西兩岸城市，這些選民的職業類別幾

乎以科技業、金融界與生技業為主，

從以上的分析來說，美國與英國國內

皆已呈顯出擁抱全球化與反全球化

兩大類選民。 

為何一向擁抱全球化的西方國

家，會在近年出現戲劇性的轉變呢？

無論是政治學者或是經濟學者皆努

力嘗試回答這個複雜又難解的問題。 

參、鑲嵌式自由主義需要修復 

「鑲嵌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在其學理上的定義為：透

過國內的制度安排，駕馭資本主義所

帶來的不穩定，同時必須節制破壞性

與掠奪性的傾向，使社會上多數民眾

的生存與發展機會獲得保障。我們必

須認知到，1945二戰結束至 1980年

代初，西方的政治菁英努力遵守該原

則，同時認為政府必須對於勞動市場

進行干預，嚴格規定勞動標準與受雇

者之權利，並保障工會的集體談判與

罷工權利。（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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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遺憾的在於，從英國柴契爾

到雷根政府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

小政府大市場已成為經濟發展主流，

勞工普遍失去與雇主的議價空間，各

國政府財政不斷惡化，最終導致跨國

資本力量凌駕在各國政府之上，金融

資本的投機需求與超過真實的實體

經濟發展之需，於是乎巨型跨國企業

成為經濟遊戲規則的制定者。（頁 56-

57） 

在一切的自由主義革命中，最關

鍵的就是大幅解除金融管制，此舉不

但是強迫各國開放金融產業與資本

市場，也徹底改變資本家、勞工與國

家三者間的權力均衡，更直接導致西

方社會貧富加劇，美國社會亦嚐到此

苦果，於是反全球化的力道在西方國

家更佳的氾濫，西方國家長期佔有媒

體話語權，因此讓世人感受到全世界

皆處在反全球化的階段。（頁 82） 

西方國家在市場原教主義的思

維下，新自由主義徹底改變當前的經

濟發展模式，簡單來說即是要資本家

在投資、借貸、雇用、訂價上完全享

受自主權，盡任何手段排除政府的干

預，該思潮席捲多數歐美國家，也直

接影響到其他的開發中國家的政治

菁英。（頁 80-81） 

在西方國家遭受到體制的挑戰

與摧殘，反全球化的力道相當強勁，

歐美國家經濟遭受巨大挑戰，美國這

個當今霸權，更因 2008年爆發一場

金融風暴、2009 年歐洲爆發債務危

機，其傷害至今仍未完全復甦，加上

西方政治菁英，尤以美國為首反中之

力道相當強勁，於是乎在川普主政期

間（2017-2021）透過對中發動貿易戰

的方式，試圖拯救其搖搖欲墜的國力、

延遲中國大陸崛起的時間，全球正上

演的一股「全球化」與「反全球化」

之間拉扯的戲碼，雖然最終獲勝者是

誰仍屬未知，但各國已處在以美國為

首的西方國家，全面和中國大陸處在

激烈的競爭氛圍。 

肆、反全球化正在上演？ 

正當美國、歐盟處在經濟危機之

際，西方國家接連出現反全球化的聲

音，除了是英國正式脫歐外，川普的

出現幾乎是給美國烙印反全球化的

印記，縱然拜登已正式就任美國總統，

但對於川普時代所造成的全球傷害

仍盡力彌補，一時間全球化是否已正

式終結？各界已討論多時，此時的中

國大陸不但沒有拒絕全球化之發展，

也試圖透過推動一帶一陸的經濟發

展，全面拉攏多數的開發中國家，為

全球化注入一股新的成長動能。 

原先需要進口的高附加價值的

設備，現在改為由中國大陸自行生產，

原先在中國大陸組裝的消費品，現在

則移到越南、印尼、印度、孟加拉、

墨西哥甚至非洲的工廠，中國大陸則

成為這群海外組裝生產的設備與組

件的供應來源。換句話說，我們正看

見以非西方國家市場需求為導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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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逐漸改變以富裕國家為導向的

出口，逐漸成為世界貿易的新主流。

（頁 191-193） 

此外，拜網路科技之賜，非實體

的產品交易價值比重正快速成長，不

但意謂著全球化非退化，反而更加蓬

勃發展，這些跨境「非實境」的產品、

人員、知識與資訊的流動（頁 196），

代表全球化的動力持續進行，特別是

多數的開發中國家，舉例而言，非洲

地區因長期受到中國大陸的協助，同

時也享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物美價廉

的科技產品，讓廣大的非洲民眾享受

到前所未有的科技便利。（頁 216） 

伍、世界的經濟舞台主角正在換人：

逐漸改變全球化之結構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美國長年所

奉行的多邊合作機制，主要目的在於

安全議題的建立，對於廣大的開發中

國家普遍以較為冷漠的方式面對，或

是其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時才伸出

援手，傳統的西方強國亦是如此。相

形之下，中國大陸不但刻意結合大量

的開發中國家，尤其從一帶一陸政策

的推動後，許多開發中國家受益，各

項投資持續湧入，協助許多開發中國

家在經濟發展上，可以更為快速地朝

向更為健全的經濟道路邁進，這些地

區的國家涵蓋在中亞、非洲、南美洲

等國家。在中國大陸持續的協助下，

許多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勢不可

擋，特別是協助更多新興市場的開發、

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給予更多的開

發中國家，讓全球化看似崩解其實不

然，在中國大陸的帶領下，反而形塑

出一股全新的全球化風貌呈現在世

人眼前，甚至提供一股新的經濟社會

成長動能，來彌補西方社會近年的停

滯不前，本文深知，未來的全球化必

須朝向「資本友善、勞動友善、環境

友善」等方向進行，並且不能完全獨

厚大型跨國企業或資本家，同時也必

須透過網路的便捷性，降低貧富差距、

減低不同世代的負擔，並打破來自跨

國企業的長期資源壟斷，實現其生產

組織扁平化、經濟個體、微型企業的

持續發展，修正因西方國家所衍生較

為不公的全球化環境。（頁 327） 

陸、結論 

我們必須深切體認，以西方國家

為主導的全球化世界，雖然曾經造就

出一批新富豪，曾經讓世人對於世界

充滿信心，但近幾十年的錯誤發展下，

加上中國大陸的後發優勢下，東西兩

強的全球化觀點仍舊形塑出不同的

世界，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來

說，自大航海時代開始崛起，剝削與

欺壓其他早年為開發、或開發中國家

乃為常態，縱然造就出西方社會的強

大，但隨著西方國家經濟與政治體制

越來越無法改變當前較為停滯的經

濟時，中國大陸的發展道路／模式也

協助一批開發中國竄起，無形中也讓

全球對於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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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比較與分析。 

具體來說，全球化所帶給的不光

是經濟貿易的交流，連帶的人員的流

動、商品的流動、文化的交錯讓世界

越來越緊密，反全球化的意識出現，

本質上還是以現代西方國家政府，對

於經濟與資本家的失控管制，導致西

方各國接連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讓

西方社會呈現出兩種極端力量的拉

扯，極端政治的出沒更代表著民主政

治即將遭受挑戰，但這一切難道都沒

有解決之道嗎？或許中國大陸正在

全新塑造新的全球動能、新的全球交

流模式、新的經濟結構，但西方政治

菁英，尤其美國與西歐各國，仍能嘗

試修復崩壞的「鑲嵌式自由主義」，

來挽救搖搖欲墜的西方體制；本文深

知，短期內我們或許無法看見西方主

政者朝此一目標前進，但若是西方國

家仍有帶領全球的意圖，不但要徹底

修補既有的政治經濟互動的結構，而

對於廣大開發中國家的態度，修正其

傳統的掠奪、漠視的態度，才是重振

西方國家帶領全球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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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們大多數人一輩子總會遇到

一兩次的鉅變與危機，這促使我們做

出改變，或許能因而順利解決危機，

或許不行。同樣地，國家在發展的過

程中都會遇到不同的危機，無論從內

部到外部，這都會直接或間接促進了

國家的改變，也無論成功或失敗，都

會讓國家命運邁向比起當今不同的

境地。 

 正如同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在科

技蓬勃發展下，生活品質得到提升和

便利，社群媒體打破了我們實體的交

友習慣，讓我們透過一台機器就可以

認識世界，但在此同時，便利的背後，

也確實是對於個人隱私某部分的犧

牲，而這犧牲也意外地產生了許多新

型態的暴力和破壞，慢慢地啃食社會，

進而形成隱性的危機。 

 再者，如同今日國際政治上，仍

存在著大國欺壓小國，先進文明欺壓

後進文明的案例不斷產生，從民族主

義來維繫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和羈絆

某部分讓內部矛盾得以緩解，但卻也

將外部矛盾加以擴大，無論在亞洲或

10.6570/PSQBR.202201_(62).0003 

 
• 徐麒祐/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學士生

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

Jared Diamond

 
書 名：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 

作 者：Jared Diamond 
譯  者：莊安祺 

出版者：時報出版 
年 份：2019 

頁 數：528 pages 
ISBN：97895713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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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洲，亦或是歐洲及美洲皆隨處可

見，這不僅是一國的危機，更是透過

氣候、環境等共同面向將大家串在一

起了。 

 也因此，此書便細說了從個人危

機到國家危機之中有甚麼異同，並且

舉例在近現代史過程中的個別國家

在發生危機時的反應與處理，最後再

到現在和未來對於危機的跡象和預

測。 

貳、個人與國家危機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過程中，都經

歷過或將經歷造成個人危機的鉅變。

當我們置身其中時，我們不會停下來

思索「危機」的學術定義，因為我們

知道自己正深陷其中。之後等待危機

過去，我們才會有時間回頭反思，也

才有可能把它定義為一種自己平常

應付不了的重要挑戰。 

 所以，當我們將影響個人危機的

因素試圖運用到了解國家危機的結

果時，首先，我們可以很明確的瞭解

到，國家並不是個人，因為我們會看

到在引發國家危機的因素當中，涉及

領導、群體決策、國家機構等其他問

題，而這些都是不曾出現在個人危機

之中；反之亦然，個人對於應對危機

的機制上，並不會孤立於個人生活環

境及國家文化的因素之外，而是與其

緊密關聯。因此，此間接否定了對於

國家危機可以擬人化的論點闡明，畢

竟國家危機無法如個人危機般的主

客體分明，而是存在結構制衡等其他

複雜之內部因素。 

 然而，作者 Jared Diamond確實

也預期在「個人特徵」與「國家特徵」

之間仍會有一些關聯，因為個人享有

共同的國家文化，又因為國家的決定

最終取決於全國個人的觀點，尤其是

代表國家文化的領袖。(2019：64) 

 也因此，在「個人特徵」與「國

家特徵」之間的關聯中，我們就可以

做出延伸應用。一方面，在同個國家

之中，絕大部分人民從小都在同一社

會環境下成長，這造就了在生活、文

化、習慣或是思想上的認同與共識；

另一方面，在政治決策和領導上，人

民是政府的任何決策或政策下最直

接的利害關係人。 

 是故，在經過上述對於國家與個

人特徵的異同分析下，在此引用作者

Jared Diamond 歸納、羅列出對於個

人危機與國家危機的結果間具有類

似呼應且相關的十二個因素（參見以

下表格）。 

表 1 影響個人/國家危機結果的相關

因素 
影 響 個 人 危 機

結 果 的 相 關 因

素（P.53） 

影 響 國 家 危 機

結 果 的 相 關 因

素（P.64） 

承 認 個 人 置 身

危機 

國 人 對 於 國 家

陷 於 危 機 中 的

共識 

承 擔 採 取 行 動

的個人責任 

承 擔 國 家 採 取

行動的責任 



短篇書評    2022 年 01 月 62 期 

 14 

建立圍籬，勾勒

出 需 要 解 決 的

個人問題 

建立圍籬，勾勒

需 要 解 決 的 國

家問題 

由 其 他 個 人 和

團 體 獲 得 物 質

和情感幫助 

由 其 他 國 家 獲

得 物 資 和 財 務

支援 

以 他 人 作 為 如

何 解 決 問 題 的

範本 

以 其 他 國 家 作

為 解 決 問 題 的

典範 

自我強度 國家認同 

誠 實 的 自 我 評

價 

誠 實 的 國 家 自

我評價 

過 去 的 個 人 危

機經驗 

國 家 危 機 的 歷

史經驗 

耐心 
國 家 失 敗 的 應

對之道 

彈性 
針 對 特 殊 情 況

的國家彈性 

擺脫個人限制 
國 家 的 核 心 價

值 

擺脫個人限制 
擺 脫 地 緣 政 治

的限制 

參、國家和世界：展現與醞釀中的危

機 

 本書篇幅涵蓋多個國家，探討每

個現代國家在數十年間經歷的危機

和選擇性改變的比較、敘述、探索研

究。而作者在這些國家都有很多個人

經歷，並從個人危機的選擇性改變觀

點來探討這些國家。 

 也因為是一本比較論的書籍，它

的篇幅並不只限於單一國家，而是劃

分篇幅為七個國家，以便互相比較，

而這些國家分別是芬蘭、日本、智利、

印尼、德國、澳洲和美國。在概述此

書的架構之後，是三對兩兩搭配的章

節，作者 Jared Diamond在每一對中

分別探討不同類型的國家危機。

(2019：27) 

 第一對談的是兩個國家（芬蘭和

日本）。芬蘭的危機是由於在經歷一

九三九年蘇聯對其發動的大規模襲

擊而爆發，並在接下來的冬季戰爭中，

芬蘭幾乎被所有的潛在盟友遺棄而

遭受重創，但是芬蘭仍然成功保持獨

立；而日本的危機則是由於一八三五

年美國艦隊駛入東京灣，硬生生的終

結日本長期以來的鎖國政策，也促進

了之後倒幕運動的自覺性變革，但是

在這經歷一系列的國家內外危機之

後，日本在保留傳統特色的環境下產

生轉型與維新，這也使其成為舉世獨

特的富裕工業國家。 

 第二對談的是另外兩個國家（智

利和印尼）。智利的危機肇因於人民

在政治上的妥協。一九七三年，在數

年的政治僵局之後，智利阿言德總統

領導的民選政府遭到軍事政變推翻，

導致政變領導人皮諾契特將軍後來

執政近十七年之久。無論是政變本身

或是獨裁政府的血腥政治清洗，都是

前所未聞的慘忍，直至今日，智利再

度成為南美洲的民主異數，其在經歷

的改變中，也同時融入了阿言德和皮

諾契特的部分遺韻；而印尼的危機，

也同為其公民政治妥協的崩潰導致

了內部政變，其發生的時間是在一九

六五年。但政變的結果則與智利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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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發生了「反政變」，導致被認

為支持政變的派系遭到種族滅絕。更

特別的是，印尼與本書討論的其他國

家形成鮮明對比，畢竟其是七國中最

為貧窮、工業化最低且最不西化的國

家，甚至它所建立的國家認同也最為

年輕，僅於這數十年間穩固成形而已。 

 第三對談的又是另外兩個國家

（德國和澳洲），他們的特點不同於

前述案例，在於其危機「看似」逐漸

展開，而非突然爆發。德國的危機是

由於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戰敗，

面對納粹時代遺禍的同時，也要面對

社會階級不滿和東西德政治分裂創

傷等種種問題，因此，戰後德國危機

解決的顯著特徵包括世代間異常猛

烈的衝突、嚴重的地緣政治限制，以

及與遭受納粹德國暴行國家的和解；

而澳洲的危機，則是因為其在自己的

「國家認同」上產生了歧異，原本多

由英國移民組成的它，仍以作為英國

的遠東前哨站自居，甚至採取白澳政

策來限制或排除非歐洲的移民，但由

於後來在地理位置、英國外交政策及

戰略需求及經濟與人口組成的問題

上產生衝突，而開始重塑其國家認同

至今。 

 在接下來的兩章（第九章和第十

章）中，作者討論起自己的國家—美

國。當今的美國在內部的矛盾持續加

劇，無論在意識形態兩極化或是種族

問題上，都是日益嚴重的問題。另外，

在美國外部實力漸漸衰退的同時，影

響力早已讓世界局勢產生些許變化。

這些問題可能會在未來十年內破壞

美國民主和實力地位，而甚至目前尚

未有明確的解決方案來加以解決。 

 在最後的部分，作者討論的是全

世界（第十一章），雖然將世界面臨

的問題集合起來可以列出一張無止

境的清單，但作者把重點放在四個議

題上，分別是：核武爆炸、全球氣候

變遷、全球資源枯竭，以及全球生活

水準的不平等。而這些已經開始的趨

勢如果愈加發展下去，未來數十年間，

全球生活水平將會被破壞，且全世界

缺乏如個別國家有國家認同、自我管

理和成功集體行動等歷史悠久的記

憶，因此，當我們遇上首次可能致命

的全球危機問題時，世界會走向何處

呢？ 

肆、結論與評述 

 本書中，作者 Jared Diamond以

十二個因素來檢視了我們對七個案

例和全世界的研究，雖然是個相對簡

易的指標，但卻也是對於在認知國家

或是個人危機時，對於行為者個體的

改變依據。畢竟個人或國家既不可能

也不需要完全改變，並拋棄過往的所

有認同，陷入危機的國家和個人面臨

的挑戰，在於去了解他們身分中的那

些部分已經運作良好，不需要調整；

哪些部分不再發揮作用，亟需改變。

(2019：21) 

 筆者認同作者所歸納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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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在看似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突然

碰上疫情肆虐，各國之間由於交通運

輸的方式革新而時空壓縮，導致看似

相互來往日趨緊密頻繁的各國，在碰

上疫情來襲時也顯得其易脆性和敏

感度的提高。然而，在各國應對疫情

的方式上，有些國家選擇與病毒共存，

導致其國內死亡率節節攀升，民心不

穩；也有些國家選擇實施較為強硬的

管制措施，雖然在對於疫情控制相對

有效的成果下，但是人們卻要面臨著

威權上升而民主衰退的現象再次出

現。 

 甚至在今天兩岸關係及美中關

係的降溫的環境之下，身處台灣的我

們也同樣面臨外在與內在的挑戰。在

外部環境中，崛起中的強權中國意圖

完成兩岸統一而不斷在外交打壓及

軍事威懾台灣，使得區域情勢日趨緊

張和不穩定，造成我國在外部環境上

的危機持續發生；另外，在國內的社

會矛盾隨著彼此意識形態的兩極化

而逐漸產生對立，造成國家認同始終

會因為各自對於立場的不同而有歧

異。 

 綜上所述，現行的世界中，過去

國際間秩序早已不復存在，特別是碰

到疫情肆虐的全球性突發事件，導致

各國間愈發對於全球化產生質疑，也

讓過往的處理方式早已不敷使用。因

此，我認為，就如同作者 Jared 

Diamond 於書中所提及其對於未來

研究之方向：我建議由檢視歷史來獲

得實際的教訓。如果大眾，甚或是由

他們的領袖，選擇反省過去的危機，

那麼瞭解過去或許有助於我們解決

當前和未來的危機。(20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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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到了選舉季節，選民總會看

著 YouTuber共同拍攝呼籲投票的影

片、加入特定候選人的後援會

Facebook社團、甚至與朋友一起討論

針對敵對政營的陰謀論，與政黨主導

的傳統網路空戰不同，這些行動看似

都是我們個人的自主選擇，但實際上

卻是政客與網路巨擘聯合起來促使

你做出的行為，本書作者 Shoshana 

Zuboff 將這定義為監控資本主義所

必然帶來的後果。 

壹、監控資本主義是什麼 

 在這個數位化的年代，我們與手

機寸步不離，也在網路上留下了數以

萬計的數位足跡，逐漸的，網路公司

發現了這些數位足跡的商業價值，並

將其稱之為「行為剩餘」，這些行為

剩餘為公司利用來優化使用系統，但

漸漸地，企業發現這些行為數據可以

有效地刻畫出使用者本身，對廣告的

有效投放起到了極大的幫助，於是如

同過去的資本家努力的累積金融資

本一樣，網路公司也不停的利用注意

力經濟1榨取更多的行為剩餘，至此，

 
1 註：注意力經濟是網路時代的新經濟型 態，企業利用各種手段爭取人們有限的注

• 林育萱/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生

監控資本主義時代

Shoshana Zuboff

 
書 名：監控資本主義時代 
作 者：Shoshana Zuboff 

譯  者：溫澤元, 林怡婷, 陳思穎 
出版者：時報出版 

年 份：2020 
頁 數：888 pages 

ISBN：9789571381169 

 

10.6570/PSQBR.202201_(6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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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營運方向從服務使用者轉變

為監控使用者，而網路使用者從客戶

轉換為被剝削且免費的勞工，不停的

為網路公司產出無限的資本。 

 但監控資本家並沒有停下他們

的腳步，預測使用者的未來行為已經

無法滿足他們，為了獲取最大利益，

他們渴望掌控用戶的未來。此時，注

意力經濟更進化為行動經濟，透過校

準、驅趕、制約，監控資本家進一步

控制我們的行為，Zuboff以一項2012

年 Facebook 發表的實驗為例，該實

驗在美國 2010 年期中選舉日控制

6,100 萬名使用者的動態消息後發現，

若在當天顯示投票相關的社交資訊，

比如在動態消息頂端顯示已在

Facebook 上宣告自己投票完成的朋

友頭像，有助於投票動員，更甚者，

Facebook研究團隊估計，這些社交資

訊直接促使 6 萬人前往投票、28 萬

人因社會傳染效應前往投票，這都告

訴我們，Facebook已經不只是影響我

們的商業選擇、更可以直接控制我們

的政治選擇2。 

 透過數據科學、人工智慧、演算

法，包含 Facebook 在內的監控資本

家潛伏在機器之後驅使世界走向他

們所欲的世界，但機器並不會對這些

數據背後的個體感興趣，人類經驗所

產出的行為剩餘對他們來說只是一

 
意力，形成一種類似經濟學的有限資源與

無限欲望的對價關係。 
2 商業周刊編輯處，2021，〈你沒發覺的社

群效應：刺激你投票、捐款〉， 商周雜

個資料元， Zuboff將其定義為「基

進冷漠」，機器對善或惡、正義或良

知、殘酷或血腥都不在意，忘記靈魂

的他們只追求確定的未來，人類成為

一個集體，個人的自由選擇為之犧牲，

我們集結向已經確定的未來跨步邁

進。 

貳、監控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

不同 

 監控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相同，

都極度強調自由競爭與自由選擇，甚

至更進一步地說，新自由主義便是監

控資本主義誕生的溫床，新自由主義

重視市場力量的絕對控制，面對保障

數位人權的種種抗爭，監控資本家提

出了網路自由主義，他們以美國憲法

第一修正案為論證依據，呼籲政府停

止對企業的監管，堅稱企業的自我調

節已經足夠，並對用戶刻劃了一個數

位世界藍圖，若想要方便效率、並渴

望與朋友連結，就必須無條件獻上自

身的隱私，並且透過包裹式的使用者

協議，創造出與現實世界斷裂的法律

環境，在網路公司創造的虛擬環境中，

企業真正做到了全知全能，為所欲為

的榨取用戶的行為剩餘。 

 但這些自由與資本主義時代的

自由本質有極大的不同，在過去，沒

有任何人辦法準確描繪出世界的樣

誌，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

rticle_mag_page.aspx?id=7003604  

2021/11/03。 



短篇書評    2022 年 01 月 62 期 

 19 

態，市場中的每個個人的行動都是未

知的，也因此個人也只能依照自身的

理性做出抉擇，這時的自由與無知掛

勾，沒有任何人可以也不可能指引另

外一人做出最好的決定；然而在當今

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依靠大數據，

監控資本家幾乎無所不知、並進而無

所不能，也因此，他們的目標已然不

是做出最好的產品，而是要做出掌握

一切的產品，隱形的手在監控資本主

義時代已經為監控資本家的意志操

弄，而用戶卻仍被蒙上雙眼，無知的

認為這是科技發展的必然性。 

參、討論與結論——另一種視角 

 Zuboff在本書中利用了心理學、

社會物理學、政治經濟理論等不同的

學問來解釋監控資本主義的出現與

發展，但卻少有討論 Google 和

Facebook 在經濟世界作為跨國企業

的身份，而我認為，這樣子的壟斷地

位對其發展必有極大幫助，也因此我

們在思考應對方式之時也必須納入

考量。 

 如同前文所述，監控資本家為獲

取利潤，必須要盡可能的掠取作為資

本的行為剩餘，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小米掌握了手機與智慧家居、Google

創建了街景地圖、Facebook更是成立

 
3 邱韞蓁，2021，〈臉書改名Meta，佐伯格

的盤算不只「元宇宙」這麼簡單〉，商周雜

誌，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internati
onal/blog/3008165，2021/11/03。 

了 Meta 宇宙，  Facebook CEO 

Zuckerberg宣稱：「將要在接下來 10

年，吸引 10億人口穿梭於元宇宙之

中——從工作、逛街到休閒。」3，我

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透過監控資本，

壟斷已不再只存在於單一商品、單一

產業，而是成為壟罩在人類社會結構

之上的巨大陰影。 

 美國法律學者 Lina Khan強調，

在當今時代，壟斷所傷害的消費者權

益已不是高昂的購買價格，而是傷害

了市場的自由競爭，進而使得多元化

觀點消失4。以此為基礎，或許我們的

未來比 Zuboff 在書中所述的做法有

更多的可能性，我們不僅要打開黑盒

子、打破學習分化的壁壘以了解到監

控資本家的真正劇本，我們也要規範

黑盒子、立法來限制監控資本家對行

為剩餘的無限制掠奪，最後，為了抵

抗壟斷，我們更可以摧毀黑盒子，阻

止網路巨擘的無限擴張，具體而言，

我們必須要透過監管保證市場重回

競爭，例如禁止 Apple不得限制開發

者取用特定手機功能、禁止Facebook

刻意以大量資金併購潛在競爭對手、

堅決維護網路中立性以避免供應商

對平台差別待遇。 

 在這些手段之下，網路巨擘無法

掌握用戶的全貌，網路用戶才得以奪

4 Khan, L. M. 2017. 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 The Yale Law Journal. 
https://www.yalelawjournal.org/note/amazons
-antitrust-paradox. Latest update 3 Nov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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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自主權，不再為監控資本家所奴役，

也或許才能更進一步推回網路誕生

時的原初狀態，以使用者的需求來設

計網路樣態。 

 Zuboff 的觀點在當下世代彌足

珍貴，提醒對網路上癮的我們，進步

史觀並非單一線性，科技發展也並非

監控資本家所稱的未來，我們還有能

力讓科技重回人性，讓科技賦權的可

能性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