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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6年開始，全球的民主政治進入

了一個詭譎的局面。大西洋兩邊的脫

歐公投與川普勝選，被視為兩大「黑天

鵝」事件，任何關注全球民主政治命運

的人，都無法不注意到當前的氛圍大

大有別於幾年前在全球各地風起雲湧

的草根反抗運動，曾經，在先進民主國

家，歐美各地都有規模不一的佔領運

動，對建制的政黨施加了直接又巨大

的壓力；在阿拉伯世界，青年從突尼西

亞開始走上街頭，最終釀成席捲中東

的阿拉伯之春；東亞人民也沒有缺席，

在帝國邊陲，香港的雨傘運動與台灣

的太陽花運動，也呼應了全球人民的

草根抵抗。 

 

但這些沒有具體訴求，似乎純粹表現

人民意志的群眾運動，不只沒有留下

具體的制度遺產，阿拉伯之春並沒有

像當年的布拉格之春，為共產鐵幕集

團的民主化拉開序幕，穆斯林國家依

舊繼續生活在專制威權的政體之下，

而中東的動盪不只催生出伊斯蘭國，

大舉逃難到歐洲的難民，更造成歐洲

常規政治的動盪，成為歐洲極右翼政

黨的選票提款機。 

 

先進的民主國家各地的佔領運動，也

沒有成為進步政黨茁壯的養分，從英

國脫歐、川普當選到法國社會黨的分

崩瓦解，迎來了一個歐美社會前所未

有的現象：曾經是傳統左翼或進步政

黨忠實支持力量的勞動人民，包含農

林漁牧產業與製造業，現在出現大舉

向右翼民粹政黨靠攏的趨勢。 

 

目前全球民主的進程，有兩個值得注

意的地方。第一，學者 Huntington過去

曾經指出，從 20世紀以來，全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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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出現三次的民主化浪潮，雖然前

兩次的民主化浪潮都出現退潮的現象，

但整體來說，全球民主的進程基本上

是以進兩步退一步的節奏前進。目前

全球民主的現狀，不太能說是民主化

的退潮，民主政體在帳面上的數字，並

沒有出現實質的退潮。但這意味著全

球民主政治仍舊維持現狀了嗎？一個

國家選出川普還是選出柯林頓，完全

沒有差別嗎？法國民族陣線從邊緣小

黨躍居成為主流政黨，是代議政治正

常的政黨競爭現象嗎？任何關注全球

民主命運的人，都不會樂觀認為民主

正在維持現狀。 

 

第二，知識界許多人會以民粹主義對

民主政治體制的逆襲，來描述當前這

個徵狀。但這個說法是頗有疑問的。如

果我們把民粹理解成人民以非體制內

的方式集結，藉此衝擊制度，那麼，

2016 年以來的狀況，是完全不能稱不

上民粹的。它沒有比早前幾年的占領

運動更民粹，也沒有比 20多年前東歐

人民瓦解共產體制更民粹，目前全球

民主政治進程第二個詭異之處是，它

完全是依循民主體制內的遊戲規則，

而在這個遊戲規則勝出的非典型政治

人物，都沒有表現出反對民主的態度，

甚至他們聲稱是「真正民主」的代表，

這狀況完全迥異於自由民主在兩次大

戰之間與冷戰時期的處境。 

 

不是民主的退潮，也不是民粹的逆襲，

那麼，該如何理解當前這個看起來有

點詭異的民主政治現狀呢？在 John 

Keane 考察民主政治命運的皇皇巨作

《民主的生與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中，指出了當前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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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在戰後的兩個重要趨勢，第一個趨

勢是他稱之為「監控民主」（monitory 

democracy），其所指的是，一方面，

民主作為一種程序性理念在諸如國會、

政黨與行政部門等正式政治場域中，

逐漸得到承認而成為一種決策機制。

舉例來說，先進民主國家的政黨在戰

後慢慢以更民主的初選機制，來取代

大佬的密室協商，產生政黨推薦的候

選人。在美國，1968 年是催生政黨初

選制度的一年，這一年民主黨由於羅

伯甘迺迪遇刺，越戰的衝突以及格蘭

特公園中反戰示威者的能量，一舉將

政黨大佬的密室協商，送入歷史。 

 

另一方面，「監控民主」所指的是在國

內正式政治場域之外，迅速成長的各

種民主機制，這些機制包括在民間社

會中勃興的各種監督民主運作，養成

公民參與意識的民間自發組織，在國

際層次上，它則表現在各種規範協調

與集體安全的國際事務協商機制，而

在國內的建制政治場域中，則有各種

非民選的獨立查核機制與委員會，更

有類似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這類坦

承面對威權政體的不義，意在深化民

主理念，使其成為公民團結基石的機

構。根據 Keane的統計，從 1945年開

始的，這個民主被監控的年代，誕生了

幾乎一百種新型的權力審議機構與制

度。易言之，民主不再僅限於藉由代議

機制而產生正式政治部門此一狹義的

「民主」，代議規則的深化以及種種獨

立的民主課責機制，在戰後公共生活

中綿密地交織起來，這對戰前的民主

國家人民來說，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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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Keane 也指出，在監督式民主機制

綿密開展的時代，公眾對於政黨、政府

與議會的信任程度急遽地下降，特別

是深度參與這些監督式民主機制的公

民，更可以說是一群對於建制政治最

無法忍受的公民，在 Keane看來，各種

和平非暴力的抗議與行動劇碼，諸如

和平遊行或者燭光晚會，同樣也是有

助於民主政治健康運作的「監督」民主

機制。在 Keane看來，現代的公共生活

無疑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生活，可是，

它的另一個面向是，同樣也有一群對

於充滿各種妥協與協商建制政治部門

不滿的公民，為非典型的政治素人提

供了動力。 

 

非典型政治素人的崛起，無疑是當前

民主政治令人憂心的一個現象。在

David Runciman 的《民主是如何終結

的》（How Democracy Ends）一書中，

以民主的「中年危機」此一生動的比喻，

來描述當前民主政治的處境。 首先，

它所描述的是一個現象，即是認為民

主政體的運作已經非常穩定，穩定到

可以承受各種衝擊，無論再如何任性

的衝擊，都可以在下次的投票中得到

矯正。這個現象就像是事業有成的中

年男子，因為認定生活穩定，但對於一

成不變的生活感到無聊，於是進行一

些奢侈消費與刺激的活動，但又害怕

全面性的改變會嚴重影響既有的穩定

生活。這個說法極為生動地描繪了先

進民主國家選民的心態，也相當程度

能夠解釋非典型政治人物定時不定時

地在代議政治中的崛起，事實上，非典

型政治人物不過是成熟民主國家選民

排遣無聊的玩具，其暴起暴落正好證

明自由民主體制的韌性：它不會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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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一時的任性而瓦解。不過，這個心

態也指出了當前民主政治的一個嚴肅

處境：人民不信任建制的政治力量，但

卻對於手中每隔幾年才能投一次的選

票，抱持過度的希望。 

 

民主的「中年危機」所指的另一個導致

民主進入中年危機的第二個趨勢是民

主藉由體制內改革，讓全民共享民主

福利的活力，正在逐步消退。民主在青

年跟壯年時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

很多政治議程值得奮鬥。19 世紀它可

以解放奴隸，20 世紀初期它賦予女性

投票權，開始在體制內用立法保障勞

動者的基本權利，民主在壯年時期，它

在世界上還有一些對手，法西斯主義

跟共產主義，它必須要證明自己比這

些對手更優越，讓世界人民知道，人民

在民主國家可以過得好又有尊嚴，就

像人在壯年時期一樣，雄心壯志地想

要成就一些事情，它手上有很多的政

策工具，讓它去整合不同階級不同立

場的人民。比如羅斯福的新政，在 1944

年的國情咨文中，洋洋列舉各種「社會

權利」，包括基本生計、住宅、醫療與

教育等等，那是民主在壯年時代的「權

利法案」，詹森任內通過投票權法案與

公民權法案，南方各州的種族隔離措

施從此失去法律依據，終於所有的「美

國人」可以不分種族，納入聯邦權利法

案的保護。在壯年時期積極進取且銳

進的民主，到了中年步入了困境。一方

面運用體制內政策工具進行體制改革

與優化的能力正在萎縮，另一方面，似

乎再沒有一個大政治議程，可以號召

整個社會一起前進，所有的進步議程

都被零碎化，似乎只跟特定的族群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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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ciman 對當前民主政治的診斷是，

自由民主的體制依然會存活下去，它

從 1989蘇聯瓦解以後大獲全勝的「歷

史終結」局面並沒有被扭轉，人民很清

楚這就是他們眼前所能擁有最好的選

擇，但是，這樣的「民主」，已經不復

是過去那個充滿活力的民主，這是為

什麼說民主「終結」了。相較於

Runciman 對於民主政治未來所抱持的

懷疑論， Steven Levitsky 與 Daniel 

Ziblatt的 《民主是怎麼死去的》（How 

Democracies Die）一書對當前民主政治

的診斷，則顯然悲觀許多：民主已死。 

 

該作與 Runciman對於民主的終結（或

死亡）有一個共識，也就是民主會悄悄

地死去。不若冷戰期間的民主政體，會

在政變的聳動佈景中，華麗地倒下，明

目張膽的獨裁，已經在世界大多數地

方消失，已經很少看到軍事政變與暴

力奪權，大多數的國家還是定期選舉，

但是，民主制度還是已經死去了，死於

投票箱中。 

 

「政變」不再有一個明確的界線，民主

被改頭換面的過程中經常沒有政變，

也不會宣佈戒嚴或者懸置憲法，這就

不容易引起社會警覺，敏銳意識到民

主正在遭到腐蝕的人，經常被認為誇

大其詞。正如 Runciman敏銳指出，當

前民主政體對於「災難」的認知其實像

是氣候變遷，不信者堅持認為全球暖

化的預言不過杞人憂天，而意識到災

難者，又在一切看似正常的表象中（只

能）過度敏感，將一切都解讀為走向毀

滅的環節，反而無能在複雜的系統與

行動之間建立有效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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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體中本來該是健康競爭的黨派

分歧與競爭，伴隨這種相互不信任感

而惡化，雙方各有無法妥協的正當根

據，政黨競爭的極化現象，是 Steven 

Levitsky 與 Daniel Ziblatt 之所以診斷

「民主已死」的主要症狀之一。而對他

們來說，民主其實雖生猶死的其中一

個緣由則是，建制政治制度扮演「守門

者」以阻絕反體制人物的能力，正在逐

漸消失，川普的崛起證明了它徹底失

敗。對他們而言，所有的社會偶爾都會

有極端煽動派的崛起，民主的考驗不

在於這樣的人能否崛起，而是建制的

政治領袖，以及各政黨，是否努力防止

他們一開始就得到權力，儘管在民粹

的浪潮下，這樣的選擇需要勇氣，可是，

如果因為恐懼或投機，失算的後果將

導致極端派進入政治場域，進而危害

民主的運作，正如當初邀請希特勒組

閣的的興登堡及其幕僚的失算那樣。

比之Runciman雖生猶死的診對更為聳

動，該作認為，民主當前命運是在一切

如常的表面之下，曾經讓民主政治得

有活力的各種精神，其實正在點滴失

去。 

 

距離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已經將近

30 年，自由民主體制的全面勝出是否

已經只剩下表面上的慘勝？Keane 的

著作表現了一種交雜的情緒，而

Runciman 在生動與犀利的文字之間，

充滿對未來的懷疑論基調，相較於此，

Steven Levitsky與Daniel Ziblatt則悲觀

許多。然而，他們所共同關注的問題，

無疑都是自由民主政治體制，如何在

各種新的衝擊之下，仍然得以繁榮續

存的條件。全球民主或許正面對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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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卻遠遠不到末路，這是我們必要

的信仰。 

 



短篇書評                                        10.6570/PSQBR.2018.57.2 

 

  10 

看不見的屏障(High Seas Buffer：The 

Taiwan Patrol Force) 

布魯斯 艾里曼(Bruce A. Elleman) 

宋  磊 /中正大學戰略所碩士 

 

一、前言 

 

美國海軍在東亞水域運作有著悠久的

歷史傳統。首艘出沒於這片水域的美

國軍艦是在一八一九年底擁有三十六

門的巡防艦「國會號」(USS Congress)，

當時因為前去保護美國商船而造訪廣

東。一八三零年，「文森斯」號(USS 

Vincennes)是首艘進行環球航行的美

國小型風帆戰船，穿越了中國海域並

停靠澳門。兩年之後的一八三二年，

美國戰船「孔雀」號(USS Peacock)現

身，標示著美國軍艦幾乎不曾間斷地

出沒遠東地區，以及美國海軍艦隊定

期巡弋來保護美國在此地區之船運和

商船利益。十二年後的一八八四年， 

 

書名：看不見的屏障：決定台灣命運的第七艦

隊 

作者：布魯斯 艾里曼(Bruce A. Elleman) 

譯者： 吳潤璿 

出版者：八旗文化 

年份：2017 

頁數：304 頁 

ISBN：978-9869356282 

「 布 蘭 迪 萬 」 號 巡 防 艦 (USS 

Brandywine)戴送凱萊布.顧頓盛(Caleb 

Cushing)前往澳門進行中美兩國之間

首次和平、親善的商務條約談判，並

在當地的望厦村簽署了《清美望厦條

約》。一八四六年一月，詹姆士.貝爾

特准將(James Biddle)搭乘「哥倫布」

號(USS Columbia)風帆戰艦回返中國

並送回美國已正式批准的該項條約。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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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期間從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一年

間，美國海軍和國府之間的關係大多

集中在台海巡防艦隊身上，其任務包

括巡邏位於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福

建省外的國際水域。(頁 36) 

 

美國海軍的台灣海峽巡防艦隊從一九

五零年夏季開始執行任務，至少持續

到一九七九年為止，可以說在那之後

美軍仍斷斷續續地執行任務。台海巡

防艦隊的編制維持了二十九年之久，

是現代海軍史上時序最長的任務之

一。這也是最為成功的任務之一---最

能彰顯美國國力的象徵---也確保了台

灣海峽的衝突不致升高為一場全面性

戰爭。(頁 38) 

 

一九五 0 年八月四日，第七艦隊建立

了「七十七.三特遣支隊」(Task Group 

77.3)，作為「台灣巡防部隊」(Formosa 

Patrol)的番號。不過，八月二十四日，

該特遣支隊更名為「台灣海峽部隊」

(Formosa Strait Force)，並重新編派番

號為「七十二特遣部隊」(Task Group 

72)，之後水面艦部分成為「七十二一

特遣支隊」(Task Group 72.1)。(頁 70) 

 

二、台灣海峽的戰略重要性 

 

台灣向來有「不沉的航母」之美名，

對於美軍而言，冷戰期間台灣海峽俱

備嚇阻中國及封鎖共產勢力的能力，

對於亞太國家來說台灣剛好位在相當

重要的第一島鏈航道上，配合美軍第

七艦隊( United States Seventh Fleet )的

軍事力量並結合台灣可形成阻擋共產

勢力滲透亞洲的一股高牆。雖然在冷

戰初期台灣海峽的戰略地位尚未浮上

檯面，然而在美國通過「臺灣關係法」

之後(Taiwan Relations Act, TRA)，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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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反對海峽任何的一方使用武力改變

現狀外，更希望台海俱備推動「海峽

中立化」的機會，這些跡象固然一分

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對於日本的海

上交通線也有保護效果，不能否認的

美國依然重視台灣在亞太地區的戰略

位置，只是礙於國際情勢有些事只能

做不能說，同時美國慣用「一中政策」

(One China Policy)不斷在兩岸進行互

動，希望透過「模糊」、「彈性」的

政策為美國提供一些空間協助台灣達

成自我防衛與嚇阻中國的能力。 

 

從地理角度來說，將中華民國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一分為二的分界線是台灣

海峽而非長江，這甚至是比兩岸的分

治並立都還要明顯的事實。兩岸的分

裂大致上滿符合冷戰時的結構，如德

國分為共產的東德與民主的西德;同時

韓國和越南都分裂為北方的共產國

家，南部則是名義上的民主國家。可

是，由於這些分裂國家的另一半或多

或少在領土大小與人口數量上都有相

似之點。國民政府的島嶼據點與中共

所握有的廣大領土和人口數相比，則

顯得相形見絀。對於許多外界的觀察

家而言，中共似乎隨意就能戰勝台

灣。不過，不能輕忽海峽所提供的海

上安全。事實上，那道最狹窄之處大

概只有二十一英哩寬，遠遠比台灣海

峽更為狹窄的英吉利海峽已證實為一

道對抗拿破崙、德意志帝國和納粹的

堅固城牆。台灣海峽也證明了其在保

護國民政府免於被攻擊的重要性。(頁

51) 

 

以更大的脈絡來看，台灣是北從阿留

申群島起經北海道至日本諸島，之後

穿越琉球與台灣，最後來到菲律賓的

島鏈之一部分。無論是任何形式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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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軸向入侵行動，這些島嶼都將扮演

起重要的角色。(頁 52) 

 

美國海軍當時的出現主要是提醒北

京，華盛頓對保衛台灣一事的承諾。

考量到美國海軍自從一九九零年代

起，就多次派遣軍艦至台灣海峽亦或

臨近的東亞海域，可以說台海巡防艦

隊不曾結束過。事實上，在美國促進

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經濟整合，

以及逐漸轉為西方民主體制時，在要

與中國維持不致失控的軍事關係目標

上，美國海軍依然是美方在軍事、經

濟與政治政策上的主要嚇阻工具。對

於今日美國國家安全而言，這些目標

的重要性一如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建立

台海巡防艦隊時同等的重要。(頁 259) 

 

三、當前兩岸軍力對比 

 

對照當今解放軍整體發展，中國不論

是在海軍、空軍甚至是火箭軍，皆具

備跨海作戰的能力，解放軍所具備的

實質戰力，從遠洋海軍的建軍、空軍

長程火力的投射到各是導彈的穿透能

力，除已具備嚇阻美軍實力，解放軍

對台嚇阻力量不但加大，甚至已有阻

滯美國航母戰鬥群馳援台灣的能力，

因此中國對於在附近發動一場兩棲任

務遠比過去來得更有把握。國軍固然

在過去美軍的協助下使用攻勢的國防

戰略，對於共軍具備嚇阻戰力，加上

美軍當年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下與國

軍協同演習，增強國軍的空防戰力、

海軍實力甚至是導彈的威力，然而就

在台美斷交之際，美軍立即撤出台

灣，國軍頓時只能依靠自身力量進行

防衛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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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軍除強化自身國防自主能

力，建軍上依然依靠軍購來維持自身

實力，對於當前兩岸形勢來說，國軍

奉行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戰略，希

望可以對共軍維持一定程度的嚇阻力

量，達成保家衛國的使命。現實面來

說，兩岸軍力早已失衡，對美國來說，

一旦徹底失去台灣，將瓦解美軍過去

在西太平洋所建立的軍事防線，非但

不符合美國利益，也不利於美國在世

界的霸主地位。為此，在歐巴馬主政

時期，不斷宣稱美軍即將「重返亞太

地區」、並宣布在 2020 年將 60%的海

空力量部署在亞太地區，美國一連串

的軍事作為無非是質疑中國當前的軍

力崛起，更希望可藉由亞太盟邦維持

對中國的軍力嚇阻。 

 

對台灣而言，在過去近十年當中，國

軍向美採購的武器裝備節節攀升，一

方是要提高國軍實力，另一方是台美

堅定不宜的同盟關係，也因此當國軍

所擁有的實力越來越少時，美國或多

或少用軍購的形式維持台灣自我防衛

的能力。 

 

共軍 項目 台灣 

19 萬 陸軍兵力 13 萬 

6 
集團軍 

3 

2000 
戰車 

1100 

2600 
火砲 

1600 

24 
驅逐艦 

4 

42 
飛彈護衛艦 

22 

32 
兩棲登陸艦 

12 

34 
傳統動力潛艦 

4 

6 
核動力潛艦 

0 

130 
戰鬥機 

384 

200 
轟炸機與攻擊機 

0 

150 
運輸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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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特殊任務飛機 

25 

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

gnews/2092910。 

 

四、展望與回顧 

 

兩岸對峙超過一甲子，在經濟與社會

熱絡的互動下，仍舊處在軍事對峙的

情形，不可否認只要中國未放棄宣布

以武力解放台灣，國軍便會持續堅守

戰備任務保家衛國，縱使美台兩國早

已斷交，兩國的軍方仍舊會私下透過

訓練、軍購的方式進行交流，在有限

的資源下中華民國的軍人時常以相當

低調的姿態與美軍進型戰術、戰法的

訓練，美軍的目的無非是想要訓練台

灣有一定程度的防衛能力，在解放軍

日益強大的現實下，台美軍事交流仍

會持續進行，美軍雖然早已離開台

灣，但近年來由於解放軍海、空力量

日益猖狂，美軍會有意或無意的派遣

軍艦或飛機至台海附近海空域進行監

視與試探共軍實力，無論是從國防與

國際關係角度來論，台美依然維持一

定程度的互信，美軍雖然在「臺灣關

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中並

未明確定義台海有事，美軍是否會出

兵援助台灣，但從現實的台、美合作

與行動來看，美軍仍將台灣視為重要

盟友，台灣依然是第一島鏈上 (first 

island chain) 防禦共軍的一個永不沉

沒的航母，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台灣

在亞太地區依然具有戰略地位的價

值，更是美軍相當倚重的軍事盟友。 

 

自一九九 0 年代中期起，台海巡防艦

對一直樂於出勤，美國海軍的目的主

要是在提醒中國，華府對於保衛台灣

一事的承諾依舊不變，從實務上來

看，美軍從一九九 0 年代起，就多次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92910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9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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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軍艦至台灣海峽獲鄰境的東亞海

域(南海)，可以說台海巡防艦對不曾正

式結束，在與中國維持不失控的軍事

關係上，美國海軍依然是美國政府對

付與嚇阻中國的政策工具，對於今日

美國國家安全而言，這些防禦目標一

如在一九五 0 年六月建立台海巡防艦

隊時同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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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 

（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 

張夏準（Ha-Joon Chang） 

季冶瞳 /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在主流的經濟論述當中，「自由貿易」

或「市場自由」具有難以挑戰的政治

正確地位，彷彿萬靈丹，而一切的弊

端都來自於背離這個原則。經濟學界

出身的韓裔學人張夏準（ Ha-Joon 

Chang）在這本《富國的糖衣》中，所

要挑戰的就是市場自由貿易這近乎神

話的迷思。該作的原文書名是「壞撒

瑪利亞人」，典出聖經，「好撒瑪利

亞人」意指具有美德的外邦人，而張

夏準轉作「壞撒瑪利亞人」，其實點

出了全書的要旨：自由貿易是先進發

展國家套在後進發展國家的枷鎖，市 

 

書名：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 

作者：張夏準  

出版者：博雅書屋  

年份：2010 

頁數：288 頁 

ISBN：978-9866614750 

場自由遠遠不是經濟發展的萬解之

道，「壞撒瑪利亞人」致力推銷的，

其實是裹著糖衣的毒藥。 

 

該作各章各自破解了囊括在市場自由

名下，貌似政治正確的各種迷思，例

如以比較利益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外

資的必要、企業的民營化、智慧財產

權、撙節的財政政策、市場自由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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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貪腐以及文化等等主題。而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自由貿易的神話。 

 

張夏準相當具有說服力地援引歷史證

據證明，當前先進發展國家過去之所

以能夠經濟發展，根本不是因為國際

貿易的市場自由，恰恰相反，這些國

家之所以能夠順利經濟發展，往往都

是透過保護國內產業的貿易政策，來

壯大本地產業的內需提供的能力，直

到它具有世界性的競爭力為止。 

 

而等到本地產業已經具有這樣的競爭

力時，國家就會一改過去的保護主義

基調，要求其他往來的國家，來奉行

他們所推銷的自由貿易政策。例如，

英國當時以穀物法來保護本地的農

業，等到英國自己的農產企業開始具

有世界性競爭力後，堪稱第一代的資

本家就要求政府廢除穀物法，這一部

分當然是因為企業主需要降低原物料

成本，但對英國政府來說，鼓吹自由

貿易也就有國家利益的考量，農產品

與原物料市場的擴大，能減緩歐洲大

陸工業化的腳步，因此，英國當時刻

意加強開放國內農業市場，也是以此

誘使競爭對手回歸農業。 

 

經常被市場自由的鼓吹者亞當斯密，

就曾呼籲美國人不應該發展製造業，

他認為，如果美國厲行進口替代的外

貿政策，阻擋歐洲所進口的製成品，

就會阻礙美國的進步。所幸後來的美

國總統漢彌爾頓並不認同英國人亞當

斯密的主張，繼續保護與補貼措施，

來扶植製造業，否則恐怕很難想像現

在美國的模樣。也就是說，在英國與

美國成為世界產業的主導強權前，都

不僅不是自由貿易經濟體，都還曾經

是最具保護主義色彩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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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後進發展國家來說，貿易自由化

也會製造其他問題。一旦降低關稅，

政府預算壓力隨之增加，又因為他們

缺乏稅收能力，關稅往往是最容易徵

收的稅款，他們極其仰賴關稅，降低

關稅導致稅收減少，意味著政府得大

幅縮減支出，這就導致犧牲了教育，

保健與實體基礎建設等重要領域的投

入。 

 

支持市場自由貿易的重要理據是李嘉

圖所提出的比較優勢理論，但張夏準

指出，這個理論假設生產資源能在經

濟活動之間自由轉移，也就是說，任

何一項經濟活動釋出的資本與勞動

力，能立即且毋須耗費成本地為其他

經濟活動吸納，這種「要素完美的移

動性」，基本上只存在於經濟學者的

紙上假設中。 

 

資本主義是一種雙重的運動（double 

movement），一方面，市場的自我調

節將所有東西轉化為商品，但另一方

面，人、自然與金錢在本質上卻非商

品，他們自身也不是為了要出售而生

產與再生產的，因此就與市場的自我

調節產生矛盾。完全不加調節的商品

化，在現實世界中會造成極大的代

價，產業的轉型與過渡都會造成巨大

的社會成本，這些社會成本必須仰賴

國家以非經濟的手段加以衡平，但在

自由市場貿易的魔咒下，卻彷彿不存

在這些成本。 

 

事實上，比較優勢法則的重心在於短

期運用既有資源的效率，而不是透過

長期經濟發展增加可取用的資源，張

夏準相當尖銳地指出，跟市場自由貿

易信徒所鼓吹的完全相反，自由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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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從來都沒有說自由貿易有利

於長程的經濟發展。張夏準認為，我

們應該允許這些國家運用足夠的保護

補助政策和對外國投資規範，來發展

自身的經濟，而不是提供更大的海外

農業市場。特別是，如果開發中國家

只有放棄促進新興工業，才能「換取」

富國農業自由化時，這種代價是不值

得的。 

 

而外國直接投資有利於經濟發展也是

一個迷思。首先，吸引外資與自由市

場貿易兩者之間，並沒有實質關係。

可是在國際經濟組織的論述中，這兩

者卻被連結在一起，但是，這無法解

釋長期沒有加入市場自由貿易機制的

中國，可以得到這麼多的外資掖助，

事實上，在決定外國投資流入的程度

時，規範並不是非常重要的考量，中

國與 19 世紀的美國都是最好的例子。 

 

又，如果跨國企業真的如此靈活激

動，那麼，依據新自由主義正統派如

此喜好的市場邏輯，為什麼不讓開發

中國家自己選擇怎麼做？然後由外國

投資者視地主國友好程度，選擇懲罰

或獎賞地主國呢？其實市場自由貿易

的迷思，不過是強國與跨國資本家聯

手，透過國際經貿組織，意圖擴張自

身力量的話術。 

 

最後一個值得一提的是智慧財產權的

問題。其實後進發展國家「不顧智慧

財產權」而模仿先進國家產品而牟取

利益的狀況比比皆是，英美兩國都有

不少實例。張夏準並非反對智慧財產

的保護，首先，他認為，臨時壟斷所

產生的利潤已足以回報大多數產業的

創新活動，短暫地壟斷收益（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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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足以讓技術創新者透過上述機

制獲得很大的投資獎勵。 

 

再者，當前的智慧財產權規範機制，

讓開發中國家為了推行新的智慧財產

權制度，搜刮國內所有資源，負擔增

加的執照與相關費用，可是幾乎得不

到任何回報，可說是阻礙後進國家經

濟發展的枷鎖。張夏準認為，合理的

智慧財產權保護應該要縮短保護期

間，並建立原創性門檻，同時簡化強

制性許可與平行輸入。也就是說，國

際智慧財產權制度必須重整，應該幫

助開發中國家提升生產力，讓他們以

合理成本獲得新技術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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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Thomas Bender 

 

林述帆 /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在當代世界的秩序格局中，美國無疑

是最為重要的要角。美國是第一個「全

球性帝國」，其影響力超越了區域霸

權而遍佈全球。《萬國一邦：美國在

世界史中的地位》（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是一本相當特別的著作，它

將美國這個堪稱人類歷史前所未有國

家的出現與發展，放在世界史的視角

下。首先最重要的即是新大陸的發

現，而與其說是發現的是「新大陸」，

不如說是對海洋的發現，海洋進入了

歷史的範疇，同時也創造了一種全新

的世界。一種以海洋為中心的世界被

世人發現。全球意識與全球交流，在 

 

書名：A Nation among Nations 

作者：Thomas Bender 

出版者：Hill and Wang 

年份：2006 

頁數：384 pages 

ISBN：978-0809095278 

美國誕生之前早已有之，也因為它

們，讓美國的誕生得為可能。馬漢描

述了這個轉變：「海洋不再是屏障，

而成為廣闊的公海（common），借助

海洋的存在，人們可以在各個方向

上，任意穿行」，自由穿行的海洋，

也一直都是美國經略全球的基本戰略

立場。 

 

海洋的進入世界史，與美國的誕生，

可謂雙生。對海洋的關注，也定義了

美國對外經略的一個面向。至於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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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孤立主義的面向，也來自於對彼時

世界秩序的反思。美國的獨立與革

命，是鑲嵌在一系列更久遠、漫長的

英法全球戰爭事件之中。建國國父之

一的麥迪遜就指出，大國之間的鬥

爭，往往讓勢弱的小國佔便宜，這同

樣適用於美國，如他所說，「迦太基

與羅馬寧願將彼此撕扯成碎片，也不

願意將雙方力量聯合為一，進而吞併

地球更弱小的國家。而自奧地利與法

蘭西堪稱歐洲強權以來，它們的王室

就彼此敵視。英格蘭與法蘭西最終取

得優勢，並在敵對態勢中勝出。對於

這一行事原則，我們也許可以視之為

我們的自由」。在這個新生民族國家

的內政與外交事務上，英法兩國不斷

表現出一種敵對狀態，限制了這個國

家實際上的獨立性，美國人對於外國

勢力的存在與糾纏不清做出了種種回

應，這些回應不僅塑造也扭曲了美國

的政治與經濟生活。大國勢力之間的

競爭與對壘曾經幫助美國人贏得他們

的獨立與自由。 

 

海外殖民的競爭導致軍費飆升，在法

國最終引發了大革命，這種日漸膨脹

的財政危機是一種遍及全球的現象，

受到日漸增長的軍費開支的驅動，而

軍費開支的增長又源自更大規模的全

球整合與軍事技術的發展。就英國的

美洲殖民來說，帝國殖民的懷柔風

格，漸漸無法應付因為全球商貿所帶

來，權力結構上的轉變，活躍於全球

貿易節點的商人越發財大氣粗，這也

帶來雙重問題：地方菁英中的權勢關

係發生變化，商人們不遺餘力聲張其

在帝國內部的威望，以求匹配其新貴

地位。即使身居帝國邊陲，人們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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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一種對自身所屬共同體的認同

感。也許這稱得上是原生的民族主義。 

 

另一方面，美國的獨立與革命，也點

燃了全球的獨立花火，在 18 世紀後半

葉，引人注目的一點就在於對殖民帝

國的抵抗運動發生在每一塊大陸上。

美國獨立激發了全球性的革命浪潮，

法國大革命讓部分曾經支持美國革命

的歐陸知識分子開始對人民主權的政

治原則感到懷疑，海地革命更讓全球

奴隸主深感不安，西屬美洲的解放者

Simon Bolivar 公開反對奴隸制，但「與

傑弗遜一樣都因海地革命而感到極度

不適」，領導委內瑞拉抗西班牙的

Francisco de Miranda 在 1789 年宣稱，

「我承認我非常渴望新世界的自由與

獨立，但我對無政府狀態與革命更為

恐懼。上帝禁止其他國家遭受與聖多

曼格島一樣的命運…與其這樣，還不

如讓他們繼續在隨後的一個世紀裡遭

受西班牙野蠻與愚蠢的壓迫」。 

 

歷史學家蘭克就力主美國獨立的革命

性影響，他將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等

同人民主權觀念與現實的應用。儘管

在某些時代裡，以人民為主權的觀念

在不列顛議會傳統中不斷發展，但在

美國革命所屬的時代中…才真正為人

們所認識到…甚至讓那些對人民主權

深信不疑的人也備感不安。約翰亞當

斯說…這是一些『全新、奇異且糟糕

的信條』，但他還是接受了，因為它

意味著『人民』成為『一切權威的來

源，以及一切權力的起源』。對整個

民族來說是一次超乎尋常的機遇，得

以『用自己的雙手樹立起整幢大

廈』」。用美國革命的意識形態散佈，

主要是以人民主權的政治原則進行，

「它制訂了一種全新形式的政府，以



短篇書評                                              10.6570/PSQBR.2018.57.4 

 
 

25 

嶄新的主權原則為根基，這一原則也

定義了 18 世紀對革命的理解。當法國

國王在 1789 年呼籲召開三級會議時…

考慮到美國革命眾所周知的意識形態

影響，國王在求助於這種代議體制

時，也可以看做是含蓄承認了人民主

權。 

 

至於真正讓美國以一個大國之姿，屹

立於世界舞台的則是南北內戰。這個

內戰不只是理念上的衝突，同時也反

映世界史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打造。美

國內戰前的民族主義與國家能力，應

該與內戰後由現代民族-國家塑造出的

那種民族主義與國家能力區分開來，

這一點至關重要。儘管美國人的國家

在傑克遜執政時代並沒能在制度上充

分發展，但是關於國家差異的認知已

經變得越發沸騰洋溢。這種民族主義

並非以祖國（patria）或領土為基礎，

而是以民主派們所大聲宣稱的種種原

則為根基。對國家與領土一致性日漸

增長的感知，讓南方這種「古怪制度」

越發變得不協調且異類，此外，南方

還大談向加勒比地區的擴張，特別是

擴張到古巴，所有這些都更加讓眾多

北方人深感不安。 

 

到了 19 世紀中葉，自由民主獲得了一

種全新的情感與實踐上的力量，但如

果沒有南北戰爭奠定的統一基礎，將

不會有國家；如果沒有國家，人們則

無法享有自由。這種思考方式與傑弗

遜的觀念相去甚遠，首席大法官約翰

馬歇爾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馬歇

爾的幾個判決，奠定了憲法作為「國

土上至高法律」的地位，「讓聯邦政

府高於各州權威，而不僅僅是各州合

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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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誕生、建國初期的掙扎以及內

戰的淬煉，都不僅僅只是美洲內部的

紛爭而已，也反映了世界史的重要潮

流，諸如海洋的發現、歐陸列強的爭

執以及現代國家體制的打造。Thomas 

Bender 該書提供了一個頗富獨到的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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