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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命名的意涵 
 

 

全球化這個「名稱」，常用來指稱當代世界的特徵，亦即

促使世界形成今日樣貌的權力關係、實踐與技術。但它實際

上意指什麼，卻是非常模糊的。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曾對

全球化做以下的描述： 

 

全球化是最微妙的詞彙之一，也是諸多工具性概念之

一，由於市場邏輯的影響，此概念已在人們渾然未覺

之際被接受吸納，乃至在進行不同文化族群間的溝通

時，皆少不了它(Mattelart, 2000: 97)。 

 

他在同一本著作中論及，全球化在世界意義的建構與解

碼上，扮演了一種霸權的(hegemonic)角色。同樣地，班揚(John 

Benyon)與堂克里(David Dunkerley)在《全球化讀本》

(Globalization: the Reader)的導論中，主張「全球化正透過種種

形式，影響地球上所有人的生活⋯⋯若宣稱全球化定義了二

十一世紀初人類社會的特性，應不為過」(Benyon and Dunkerley, 

2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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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從學術界和媒體、政府及企業，一直到西雅圖、

墨爾本與熱諾亞的街上，有關全球化的意義、影響與起源等

各式各樣的爭論四處可見。對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意味著自

由，對另一些人來說卻猶如監獄。有的人認為它帶來榮景，

也有些人認為它對發展中國家的貧窮難辭其咎。雖然這個詞

在一九六○年初期才開始為人所用，但有些人認為，全球化

之肇始可追溯至古代帝國，對另一些人而言，全球化則是近

代時期(modern era)、現代化(modernization)，甚或是後現代過程

的延續。雖然在一般的用法或學術論著上，這個詞彙沒有一

個簡明或廣為接受的定義，然而，全球化的意涵又似乎與每

個人相干，人人都受到全球化論述(discourses)與實踐的影響。 

 

 

貳、全球化與命名政治 
 

 

若考慮到命名在「真實」之建構上的重要性，我們就不

難理解，何以在全球化的意涵與應用上會有激烈的論辯。馬

特拉在他的《全球網絡》(Networking the World)一書中指出了

這點，該書有一章專門討論對全球化政治的批評，他引用了

法國哲學家卡謬(Albert Camus)的評論：「若對事物命名不當，

會為世界增添更多災厄」(Mattelard, 2000: 97)。就在我們開始

寫作此書之時，已有許多的不幸在全球各地發生。戰火蔓延

在巴勒斯坦、車臣、阿富汗、喀什米爾、阿爾及利亞、斯里

蘭卡、安哥拉、蘇丹，以及其他久被遺忘，或不曾被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的地方。一九九八年，全球生活在貧

窮中的人數超過十一點九億(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即每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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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金一元)(PREM, 2000)，在亞洲、東歐、拉丁美洲與中亞

等地，人數尚持續上升，或頂多維持不變(Nye and Donohue, 

2000: 184)。犯罪與治安管理也是這普遍災厄的一部分：布迪

厄(Pierre Bourdieu)指出，加州這個「美國最富裕的一州」，投

入在監獄上的預算，比州內所有大學的總預算還要多，而「芝

加哥貧民區的黑人，是透過警官、法官、獄吏和假釋官，才

得以認識國家」(Bourdieu, 1998a: 32)。失業問題也持續影響著

全球人類：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五角大廈與世貿中心受

到攻擊，美國的各航空公司總計出現超過十萬名冗員，且尚

未計算其他更多地區的航空公司員工，這些人很少能在短、

中期內重新找到工作。套用卡謬的話，這些顯然是增加許多

人不幸程度的「壞事情」。但這些情況，在公眾的想像中和在

權力掮客(power brokers)的眼中，其份量與價值是截然不同

的，而這端視它們是如何被命名，以及其相關報導的脈絡為

何。 

命名政治(politics of naming)的一個極端例子，見諸於媒體

對二○○一年美國九一一恐佈攻擊事件的反應，包括紐約雙

子星大樓的塌毀、五角大廈所受的攻擊，以及成千人命的喪

失。不僅在美國，英國、歐洲、加拿大、日本與澳洲，紐西

蘭亦不例外，媒體針對此事件的報導幾無間斷，其他節目均

遭擱置。所有其他的新聞(包括政治、經濟、娛樂與體育等類)

不是略而不顧，就是輕描淡寫；只有在該則新聞多少與攻擊

事件扯得上關係時，才會被認真處理。例如國際政治新聞的

頭條，是英國首相布萊爾懇切呼籲支持美國；財經新聞是美

國布希總統對攻擊事件的反應，造成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導

致了金融市場崩盤。娛樂新聞是像席琳迪翁等歌手「為罹難

者與他們親人而唱」；而體育新聞則簡化到棒球隊「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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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紐約「比賽」的報導。 

西方媒體顯然認為，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發生了；如美

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所述，這是「充滿死亡、毀滅與心碎的一

天」(CNN, 2001b)。其他重大的歷史事件，如珍珠港轟炸等，

被拿來相提並論，多數媒體評論員均呼應布希總統，將這項

攻擊描繪成二十一世紀的首場戰爭。新聞報紙則採用富有啟

示錄意味的標題〔「世界一家」（One with the world at last）；「平

靜安全的生活成追憶」〕，並哀嘆「九月十一日這天，世界改

變了」(Goodman, 2001: 31)。對美國人而言，這改變包括美國

人天真與安全感的消失；儘管如紀傑克(Slavoj Zizek)觀察，「當

紐約人評論著在攻擊事件之後，走在這城市的街道上是如何

不再安全，但諷刺的是，早在這起恐佈事件發生前，紐約早

就因街頭暴力攻擊和搶劫犯罪聲名狼籍了」(Zizek, 2001)。 

該事件本身以及媒體對全球化相關現象的反應，其重要

性在於，它是一個命名政治運作的最好實例。這樁引人注目

的地方性災難事件變成國際新聞；且幾乎一度成了唯一的國

際新聞。新聞報導、政治人物和其他世界領袖的聲明中所使

用的語言，顯示了命名如何有效地將事件帶入社會真實之

中，同時封鎖或排拒其他的「真實」。儘管九一一事件確實令

人震驚，但比起許多當代的戰爭與暴行，在該事件中喪生的

人數並非特別的高。根據最初的新聞報導，在紐約與五角大

廈所受到的攻擊中，死亡人數約為六千五百人(稍後降為近三

千人)。相較之下，俄羅斯兩次入侵車臣，奪去上萬人的性命；

另外，一萬九千名厄立垂亞(Eritrean，譯者按：前屬衣索比亞，一九

九三年獨立)士兵死於該國與衣索比亞的兩年戰爭中(Afrol News, 

2001)；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至二○○一年六月為

止，在東剛果地區因戰爭喪生的人數已達二百萬；在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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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幹半島、東帝汶、兩伊、索馬利亞、衣索比亞/厄立垂亞

等地的戰事，更帶走了數十萬人的性命。但新聞報導對這些

事件的關注程度，遠不如九一一事件，且九一一事件大概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廣受報導的事件。 

二○○一年九月二十日出刊的《衛報周刊》(Guardian 

Weekly)登了一篇哥隆巴尼(Jean-Marie Colombani)的文章：〈在

這起恐怖攻擊事件之後，我們都是美國人〉〔原載於法國《世

界報》(La Monde)〕，此文章為九一一攻擊事件所引起的反應，

以及因這些反應而起的想法與行動，提供一寫照。哥隆巴尼

的文章，某種程度上呈現出西方媒體的典型反應，也就是要

求「我們」(即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觀眾、西方報紙的讀者)

壓制任何對於我們是誰、這起攻擊事件的意義為何的質疑： 

 

此時此刻，我們因過於悲傷而無法以言語表達心中的

震驚，浮現在腦海中的第一個念頭是，我們都是美國

人、都是紐約人⋯⋯。在這法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

我們與最親近的、為我們的自由做出貢獻的美國及其

人民站在一起，毫不遲疑(Colombani, 2001: 33)。 

 

這樣的敘述，摒除了讀者認同於非美國人的可能性，多

元的身分標記與認同形式均告塌毀，只剩下一種大美國主義

(Americana)。哥隆巴尼繼續寫道： 

 

美國的孤立，肇因於其超強國力以及缺乏可與之抗衡的

對手，它已不再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磁極。或者更正確

地說，美國所吸引的，似乎只有存在於這世上某些地區

的仇恨，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在今天這個一國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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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裏，一種新形態且顯然不受控制的野蠻暴行似已

蓄勢待起，欲成為對立的另一極端(Colombani, 2001: 33)。 

 

文章裡我們看到了幾個現象，最明顯的是其將九一一攻

擊事件的其他脈絡遭摒除在外。哥隆巴尼並沒有指陳出，現

世中其他地方的不幸，諸如同等重要和顯著的斯瑞布瑞尼卡

鎮(Srebrenica)的波士尼亞回教徒遭到屠殺事件；他不會也不可

能說：「在此之後，我們都是波士尼亞回教徒」。而也許最重

要的是，他設立了一個「我者」與「他者」對立的兩分法，

後者是不受控制而野蠻的。這背後的邏輯，即為布迪厄

(Bourdieu, 1998a: 19)所稱之「西方世界虛假的普世主義

(universalism)」，這類普世主義(universalism)的宣稱，其實「僅

是國家主義(nationalism)欲藉普世(如人權等等)之名以遂行其

志」。這起發生在美國的攻擊事件以及當中人命的損失，之所

以能激發哥隆巴尼呼籲歐洲人站在美國人這邊，不僅只是為

了他們相通的歷史淵源，更重要的是因為美國的社會與生活

方式代表了「普世」特質或特徵：人性、理性、自由、人權、

民主與「全人類的福祉」，因而與其敵人的殘暴、野蠻、瘋狂

與偏執相對立。 

這種將某一類別的社會議題、觀點和價值摒除在外，而

視另一類別為唯一正確之真實的作法，與閉鎖(foreclosure)原

則相關。閉鎖原則通常涉及心理分析理論：佛洛依德在談到

伊底帕斯情結時用到這個詞，意指一個男孩必須壓抑對自己

母親的情慾，並閉鎖認同與情慾某些面向的發展，以作為他

進入「正常」(父權)社會的條件。巴特勒(Judith Butler)引用這

個概念，討論「正常異性戀」如何被理解為主體性的基礎與

條件，且同時封鎖其他性取向/主體性的可能性。因此，閉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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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為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與身分認同有關的某些

特定感覺、情慾、想法和處境皆是難以想像的，同時這些因

素也構成了身分認同。閉鎖原則也是命名政治的基礎，就好

像我們在哥隆巴尼這篇文章(〈在這起恐佈攻擊事件之後，我

們都是美國人〉)中觀察到的，在閉鎖過程中，要求「我們」(也

就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觀眾、西方報紙的讀者)壓制對於

「我們是誰」以及「這些攻擊事件的意義為何」的質疑。由

此，命名政治既創造出一個真實，同時也阻絕了另一個真實。 

將一組價值冠以普世之名，而封鎖另一組價值，同時又

堅持立基於自由與民主之全球化世界的概念，是如何可能

呢？文化理論家如拉克勞(Ernesto Laclau)、穆芙(Chantal 

Mouffe)、勒傅(Claude Lefort)曾論及，關於民主，理論上它就

像一個「空集合」，沒有任何單一群體(例如階級、民族、性別、

宗教)能夠「填滿」它的內容，或是依其群體特質來扭曲它的

屬性。「普世」猶如「民主」，被假定是一個不受扭曲的集合

(non-inflected set)；但哥隆巴尼一文中所指涉的「普世」過程，

其內容卻已經被填滿──在這個例子當中，即為西方與/或美

國的價值、制度與政治。正是這種扭曲(inflection)的結果，讓

哥隆巴尼能夠對這起針對美國的攻擊事件，賦予一個普世性

的重要性或意義，但卻不認為波士尼亞回教徒或阿富汗難民

的遭遇，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或意義。 

 

 

參、全球化的命名 
 

 

當然，上述的「空集合」，也可以用在討論全球化的議題

7 



洞悉全球化(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四校稿，2005-11-15) 
 

G
lobalization 

■ 
8 

上。儘管要瞭解何謂全球化，顯然並不容易，但我們可以區

辨出一些試圖解釋、描述全球化的立場。文獻中可以找到許

多全球化的定義，從純經濟學(利率、匯率、財務流動性)，及

人類行動的等級〔難民、移民、行動專業人士(mobile profes-

sionals)〕，到權力的效力〔民族國家的崩潰、科技監控、超距

作用(action at a distance)〕。不過有關全球化思考和著述的眾多

方式，可歸納為幾個範疇，以下作一概略性的介紹。 

赫爾德(David Held)與麥克格魯(Anthony McGrew)區別出

論戰中的兩個主要陣營，並稱之為全球論者(globalists)與懷疑

論者(sceptics)。他們認為，全球論者相信「全球化是一個真實

且重大的歷史發展」(Held and McGrew, 2000: 2)──此結果乃

是承續了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實質的結構性變化。另一方面，

懷疑論者則主張，此刻我們所經歷的，不過是延續歐洲殖民

擴張時期的趨勢；這趨勢的高峰期是在一八七○年至一九一

四年之間，後因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而中斷。

因此，對懷疑論者而言，全球化主要運作在意識型態的層次，

存在於論述中，更甚於存在於真實當中。 

然而，論戰雙方均認為如何看待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如

何發展，其核心在於市場經濟。布許(Andreas Busch)提出了一

套非常簡單的分類法，將全球化的論述者區分為「自由派」

(liberals)和「懷疑派」(skeptics)。前者主張的前提是，全球化

的真實性不容置疑，並更進一步地堅持全球化帶給全人類的

只有好處；後者認為全球性趨勢必然會帶來負面的政治與經

濟影響(Busch, 2000: 30-1)。布許另加了第三類：「溫和樂觀派」

(moderately optimistic)。這一派與另外兩派(和赫爾德與麥克格

魯的全球論/懷疑論之區分)的差別在於，它大大地降低了經濟

領域的重要性。同時，「溫和樂觀派」的觀點居於另外兩派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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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大致上同意全球化潮流的存在與影響，但指出這潮流並

非如文獻中所暗指的，是遍及全面的；且在發展上，也並非

是全無阻力與任何例外的(Busch, 2000: 33)。 

在以下的幾章中，我們將會針對「全球化的意義」以及

「其意義是為誰而建立」的相關概念，作一概述，並就與之

相關的核心概念和實踐，進行析論。在這過程中，我們將會

發展出我們自己對全球化的解釋，並橫跨歷史、科技、國族

(nationality)、身分認同、媒體、公共領域與經濟等領域，追

蹤其趨勢、樣態與發展上的演變。我們從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哈德(Hardt)與納格利(Negri)等人的馬克思主義

(Marxist)取徑出發，利用他們的概念來討論歷史、意識型態

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接下來，我們自這個既有的範疇出

發，檢視第二條思路，即包括馬特拉(Mattelart)、柯司特

(Castells)、布希亞(Baudrillard)、維希留(Virilio)和阿帕督瑞

(Arjun Appadurai)等一般稱之為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t)的

理論家，他們對全球化過程的檢視，其核心在於：科技的發

展造成社會、國家、文化和個人的運作方式與認知自我方式

的改變。在我們針對全球化的討論中所探討的第三個觀點，

可以布迪厄與鮑曼(Zygmunt Bauman)等人的著作為代表。這

些論者延續新馬的傳統，側重於文化上而非經濟層面與全球

化的效應上。他們也都同意全球化有其發展的歷史脈絡，以

及科技發展為日常生活帶來戲劇性的影響等相關觀點，並強

調這些變化可以用文化的語彙來解釋(尤其是命名政治)。換

言之，他們主張這些變化是發生在形塑日常生活的權力論

述中，並可就此加以評估；在論述中假設地指稱或描述某

件事物，同時賦予該事物以名稱，並因而使之成為存在的

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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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全球性」與其意義 
 

 

多數的分析家都接受與「全球化」一詞相關之科技、經

濟、文化與政治的變化具有重要性，不過對於這些變化究竟

為何，或這些變化對特定事件的總影響，是否對每個人而言

均「真實地存在」，卻少有共識──好比說科技的運用、世界

觀、或僅是一個工具性的名稱和一套論述。為了回答這個問

題，我們首先必須用另外兩個問題來加以界定：全球化對誰

而言是「真實」的？透過什麼途徑？對於西雅圖、墨爾本與

熱諾亞的S11反全球化行動〔譯者按：反全球化人士為抗議世界經濟

論壇(WEF)於二○○○年九月十一至十三日在墨爾本舉行的會議，約莫半年

前即透過網路集結力量，並將此次行動命名為S11(即九月十一日，世界經濟

論壇開會第一天)〕的示威者而言，毫無疑問地全球化是存在的，

而且它必須為環境的惡化與破壞(vandalism)，以及全球性的勞

力剝削等世上大多數的災難與不幸負責。對他們而言，這是

一個事實，它已經改變了世界，且為他們的生活帶來了負面

影響。 

不過，這些影響是否肇因於全球化，或是與全球化相關

的整套過程、價值、科技與政治？抗議人士可能會以全球資

本主義的權力和影響，透過跨國企業、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

基金(IMF)等組織表現出的具體作為，來為全球化下一定義；

或是將之描繪為美國霸權如何透過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種

種手段，將自已強加於全世界；或者指出國際貨幣基金與世

界銀行的作為，如何確實地侵蝕了發展中國家的主權，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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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由貿易政策實質(de facto)的推手。不過抗議所針對的政

治人物，對「全球化」一詞有著迴異的理解，而這樣的理解，

總體而言，恰與媒體發言人、行政官僚與企業相通。當美國

總統布希、英國首相布萊爾與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指稱在熱諾亞抗議的群眾為自私、不滿現狀的

人，不瞭解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特別是對世界上最貧困之

底層人民的好處，他們實際上在重述一套言論，這套言論，

在比爾‧蓋茲所謂「無阻力資本主義」(frictionless capitalism)

的美夢中，或是泰德‧透納(Ted Turner)所說，美國有線電視

新聞網將會消除世上戰爭的預言中，都曾出現過。泰德‧透

納宣告：「資訊透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散布於全球，而沒有

人想讓自已看起來像個白癡。所以人們會和解，因為這樣才

聰明」(Mattelart, 2000: 95)。全球化不一定是「二十一世紀初

人類社會的定義性特徵 (defining feature)」，但重要的是有一大

群擁有權力的人(分布在企業界、行政機構、政府與媒體)，不

斷地宣稱全球化是解決「世上災厄」的答案，而非如同抗議

群眾所認為的，是災厄的具體表徵。 

儘管如此，在我們接受上述任一解釋可作為證據用以證

明這名為「全球化」的新玩意兒確實存在之前，我們得先說

服自已，在過去三十多年間，資本主義機構與/或美國霸權以

及相關科技的活動，其變化與擴散程度足以引起我們的重視

與討論，如同班揚(Beynon)與當克利(Dunkerley)所主張的，因

為它「影響了地球上每個人的生活」。對於抗議人士的宣稱，

贊同與反對的意見均有。舉例來說，班揚與當克利認為，儘

管全球化不是一個新的現象，但它在當代世界中表現出來的

幾種形式，在質與量方面均與過去有鮮明的差異。這些形式

中包括了一般常被人指出的，如科技所導致之時間與空間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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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人權、民主與跨文化認知(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等

概念的擴散；「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一個新而貪婪的階段」；「美

國化文化的強勢壓境」；電子帝國主義(electronic imperialism)；

資訊的所有權、生產與取得的不平等；「全球媒體生產與傳遞

的所有權集中在少數企業(多為美國企業)手上」(Benyon and 

Dunkerley, 2000: 2)。 

就作為全球化的證據而言，上述的說法不盡令人滿意，

其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無論總體而言或個別觀之，均無

證據指出這些社會、政治與文化方面的形式與普同化

(universalization)相關。世界上有許多族群，特別是在非洲、南

美與亞洲部分地區，他們對時間與空間的體驗，一如百年之

前。而若論民主具有普世性質，即對像中國這樣明顯的例外

視若無睹，逕將不同類型的民主(例如在辛巴威、美國與斐濟

等地施行的民主)混為一談，也流於急率。再談到西方文化，

尤其是美國文化的同質化效應，這當中忽略了文化理論家所

提出的一個論點，即地方性文化向來擅於轉換(transform)霸權

的文化形式，使之符合自身目的。例如狄雪圖(Michel de Certeau)

曾經描述西班牙征服者強迫南美原住民信仰基督教一事，表

面上看來原住民似已臣服，但事實上這些被征服而改變信仰

的原住民，其基督教儀式與宗教行為的實踐方式，大大異於

西班牙征服者的本意(1984: xiii)。 

第二個反對的原因，如同馬特拉在數本著作中所揭示的

〔如《通訊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Communication)、《規劃世

界傳播》(Mapping World Communication)、尤其是《全球網絡》

(Networking the World)一書〕，班揚與當克利指出了這些形式

中，有很多早已見於十九世紀末期，傳播科技與帝國主義政

策措施交錯發展演進的過程中。這些例子包括，一八八四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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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或者說被迫接受)格林威治時間作為全球時間計算的標

準；一八七○年全世界劃分為由英國、法國和德國(以及稍後

的美國)的新聞通訊社掌握的影響範圍。馬特拉主張當代社會

的文化、社會與政治形式並不是新的東西；然而，這些形式

在他稱之為全球化的「催生」(originating)層面下，變得更加劇

烈而活躍，當中並牽涉到透過傳播科技而帶動之全球金融市

場的整合： 

 

全球化起源於金融交易的領域，國家體系的界線在當

中發生鬆動。先前遭管制、切割的金融市場，如今透

過普遍化的即時聯繫，整合為一個流通無阻的全球市

場。在持續過熱的情況下，金融市場中的動能，移轉

到由投機性資本流動所主導的經濟。隨著投機的泡沫

擴張，金融運作從所謂的即時經濟裏獲得了自主權，

並取代了產業生產與投資(Mattelart, 2000: 76)。 

 

馬特拉的觀點很有趣：他對全球化主義所宣稱的解放

(emancipation)，即改善人權或促進民主等概念，表示懷疑；對

於全球化背後的意識型態(ideology)與文化政治是新近的產物

之觀念，也持保留態度。他舉出了不少例子，用以說明十九

世紀帝國主義與美國霸權之論述與實踐，是如何地相近。但

在此同時，他贊同全球化的「真實性」。他接受確有某種全球

性活動存在的說法，而這活動的內涵，是由傳播科技、金融

市場與資金流動、媒體與其他類型的資訊傳佈，以及「企業

管理」文化等交錯綜合而成，如此達成了「經濟領域的統合，

並經由推演⋯說明了全球性的普遍狀況」(Mattelart, 2000: 75)。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種正在發生的現象，有一個明顯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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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是一九九七至九八年間所謂的「亞洲經濟危機」。〔在新

加坡、香港、南韓與台灣等「亞洲四小龍」(tiger economies)

成功經驗的推波助瀾下〕，全球金融市場流向亞洲的股市、房

地產與貨幣，並快速地創造出驚人的短期利潤。這種現象的

發生沒什麼邏輯，一如十八世紀時的南太平洋「泡沫」(South 

Pacific “bubble”)或是十九世紀搶佔非洲殖民地的熱潮。在上述

的例子中，都有經濟過熱而經常出現帳目大筆赤字的情形。

一旦這個區域中有很多企業無法償付貸款利息，就會發生資

金大量撤出的情況，並導致當地企業破產、勞方遭資遣、幣

值狂貶。一如馬特拉所稱，事況的關鍵在於資訊傳佈與資金

流通的速度、規模與範圍。這對社會與政治層面帶來了劇烈

影響：例如在印尼，政府企圖實施國際貨幣基金所支持的經

濟改革(包括縮減公共支出)，加上印尼盧比的弱勢(增加了人

民購買食物的困難)，因而發生排華暴動，並將矛頭指向當地

企業界佔有重要地位的華人。混亂且劇烈的資金流動，不僅

導致千名華人喪生，也造成整個東南亞地區政局的不安；只

有較強健的經濟體(如新加坡)，才得以免於遭受這種政治社會

幾近崩解的局面。 

馬特拉的論點是，在當代世界裏，社會、文化與政治等

議題，包括國家主權，實植基於(如果不是全然依賴於)這種資

本流動的新現象，以及使其得以運作的科技。傳播科技的進

步、資訊主義(informationalism)、美國與西方文化的霸權、與

全球治理相關或所包含之機構的擴增等等，意味著國家、群

體與個人愈來愈受「全球性的互動體系與網絡」，以及「權力

之關係和網絡」的羈絆，因此「發生在遠方的事件與發展，

可能對本地造成嚴重衝擊，而在某地發生的事情也可能在全

球引發重大的震盪」(Held and McGrew, 2000: 3)。不過，這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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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表示接受了以下這種全球化理論的立場，即資本、文化、

媒體、形象與概念的流通，已切斷了地域與認同之間的連結，

消蝕了國家的功能，且權力、社會和文化趨向同質化，生活

與事件重新被納入全球的脈絡中(recontextualized)，而非置於

在地的意義與議題當中。 

舉例而言，如果我們檢視九一一事件世貿中心與美國國

防部遭擊的相關反應，我們可以發現很多在「全球對恐佈主

義的反應」這概念下所作出的言語承諾。諸如英國、澳洲、

巴基斯坦、日本與俄羅斯在內的國家，都對美國作出了口頭

上與實質上的支持。西方的報社編輯、電視新聞記者與政治

人物很快地便採取了非黑即白(Manichaean)的作法，劃分出「盟

友」與「野蠻及恐佈勢力」。但這劃清界線的作法，很快地透

露出全球統合這個門面的崩解，浮現出分裂的地域性利益、

價值與衝突。有時候這種情況的發生並非是有意的，例如小

布希邀請各國(假設包括伊斯蘭國家在內)與他一同加入這場

「聖戰」(crusade，他為了反擊所草率使用的辭彙)。當義大利

總理貝魯斯柯尼告訴記者，現在的情況是優勢的「我方」(即

西方)文明，對上劣勢的伊斯蘭文明，幾天之後，「盟友」與他

們的「全球反恐之戰」，很快採取了西方/反伊斯蘭的角度並且

猶有過之。印度隨即跟進，試圖將支持喀什米爾伊斯蘭教分

離主義份子的巴基斯坦劃歸為恐怖主義；俄羅斯邀請西方世

界加入它在車臣的聖戰；以色列藉此時機為自已拒絕考慮巴

勒斯坦的建國找到了理由；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也趁機整

肅、監禁伊斯蘭教反對份子。 

這種由媒體燃起的強烈反伊斯蘭言論，矛頭漸漸針對了

塔利班。舉例來說，《每週電訊》(The weekly Telegraph)(二○

○一年十月三至九日)的頭版刊登了一張前塔利班秘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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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魂不散的臉孔」，標題為「我是塔利班虐待狂──我專事

迫害」。然而在九一一攻擊事件發生後一週內，在美國有六人

遭到謀殺，其中一人是印度錫克教徒，推測是因為這些受害

者的「阿拉伯人長相」(Arabic appearance)；在英國與澳洲的清

真寺也受到攻擊。在巴基斯坦，大規模的反美示威與暴力鎮

壓的景象，使得官方對反恐戰爭的支持因而失色。在澳洲，

這種扭曲更發展成幾近可笑的局面，決定不惜一切代價贏得

眼前選舉的執政的自由黨，認為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是一個野

蠻政權，是人類文明之敵，並參與聲討，與此同時，妖魔化

了一整船航向澳洲領海，欲聲請難民身份的阿富汗人。澳洲

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以這種雙重立場作為競選連任的訴

求，一方面提倡促進全球利益的四海一家精神(communality)，

另一方面則堅決地拒絕這些不受歡迎的人們進入澳洲的領

土，而這些人卻是來自同一個地球的另一隅。 

 

 

伍、在地或全球？ 
 

 

我們先前曾提出一個問題，有關透過與全球化相關的過

程來瞭解或窺知當代世界的生活與活動，這種主張的背後是

否有其真實性？這個問題，必須重新措辭，以論述赫爾德與

麥克格魯所指出的「難題」，亦即「在普遍的全球化論述與世

界的真實面之間，存在著斷裂；在真實世界裏，大部分的時

候，日常生活作息是受國家與當地環境所控制的」(Held and 

McGrew, 2000: 5)。在諸如八大工業國(G-8)以及世貿組織等機

構的會議裡，當中的種種議程、說明與理解，讓我們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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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到了這種斷裂，這就像我們先前曾提到的，抗議人士與

政治人物所持觀點的對比。這類由政治人物和企業所提出的

言論與政治操作，在抗議人士以及全球化的理論家的眼中，顯

露出所謂的「新殖民主義」、或「新帝國主義」的症候；赫爾

德與麥克格魯(Held and McGrew, 2000: 5)在描述各種不同版本

的「全球化懷疑主義」(global scepticism)後認為，這類觀點的特

質是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他們寫道，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 

 

現代世界秩序的歷史，也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將世

界分割、再分割為數個獨佔經濟區域的歷史。今天的

帝國主義有了一個新的形式，即新的多邊控制與監管

機制，例如七大工業國(G7)與世界銀行，取代了先前

的帝國。因此，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描寫當前這個時

代時，不是從全球化這個方面來看，而是將之視為一

種新型態的西方帝國主義，它受到全球主要資本主義

國家其金融資本的需求和要求所支配(Held and 

McGrew, 2000: 5)。 

 

針對這樣的觀點，最明顯的反對論點當然就是針對一般

的馬克思主義而來；此即為，它假設了社會、文化與政治活

動均可從經濟的多元決定秩序(overdetermining order)來加以解

釋。不過，若我們考量幾位重要的文化理論家之論作──包括

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描寫當今時代之超現實(hyperreality)傾

向；維希留(Paul Virilio)分析當代在時間和空間層面的變化，

其社會、文化、政治、環境與軍事上的意涵；傅柯(Michel 

Foucault)分析權力的運作方式；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對資訊

主義的關注；阿帕督瑞(Arjun Appadurai)探討科技、媒體、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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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認同之間的關係──很明顯地，在當代世界中所發生的

重大改變，是無法用資本主義的轉變(transformation)這類解釋

加以化約，即使這兩者之間有相關性。 

這種全球與在地之間的斷裂，也表現在一些顯而易見的

全球化特徵上──諸如非政府組織(NGOs)的數量激增、運用

電腦與網際網路進行政治與社會議題的訴求、宗教基本教義團

體的增加(包括在美國)；以及在政治和文化中，我們可能會稱

為「轉向在地」(turn to the local)的現象，可以從墨西哥革命運

動份子查巴塔游擊隊(Zapatistas)的崛起、東歐和中歐種族衝突

事件的發生，和英國反歐盟情結的興起等看出。這些現象，似

乎無法簡單地用傳統的全球化理論與普世價值來解釋，而必須

從後現代的觀點出發，也就是權力並非集中在少數跨國企業或

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手裏，而是「有了別的去向」(gone elsewhere)。 

權力的相對分散，以及國家、群體與個人(用赫爾德與麥

克格魯的話來說)「逐漸被捲入全球性的互動體系與網絡」，這

一點從美國與其盟友，特別是美國總統布希，對九一一攻擊

事件的回應中，可明顯看出。在事件發生之初的聲明中，布

希理性而克制地談論美國要找出主事者──這樣的反應，媒

體上的許多評論家和許多美國公民並不滿意；他們明顯地期

待總統能以「強硬的態度」、「向恐怖主義宣戰」，並讓全世界

看到攻擊美國的下場。布希與其顧問很快地解讀到這種情

緒，並從善如流，結果是提出了新的聲明，要「追緝真凶，

不論死活」，誓言打擊恐怖主義，並實施新措施，例如在商用

客機上安排武裝警衛，以及授權軍方可於國家安全受到威脅

時擊落飛機等。但這也導致了另外一種意外的反應：原本就

不太喜歡坐飛機的美國人，突然間得面對所搭乘的飛機可能

會被空軍從天上射下來的威脅。原本就在進行裁員的航空業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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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旅遊業無疑雪上加霜；不景氣的美國與世界經濟也因此進

一步地惡化。 

另外，其他的地方性事務也凌駕於全球性的議題之上。

布希欲組成盟軍以對抗全球恐怖主義的企圖，實際上被個別

國家挪用來服務自己的利益，而「脫離」其原意，而美國國

內的新聞記者、運動員、娛樂圈名人以及一般的美國民眾，

群起加入「天佑美國」的風潮，也已不再是純粹的愛國舉動。

相反地，有兩個相關的發展，與美國所倡護的觀點相對立。

首先是美國「核心商業活動」的危機，股市大跌、企業倒閉、

美元貶值等都顯示了這種情形；其次是軍方、中央情報局

(CIA)、聯邦調查局(FBI)權力的擴張，其代價是民權的限縮。 

在九一一攻擊事件之後的幾個月內，西方國家逐漸從起

初堅定支持美國反擊的立場退縮，部分美國公民開始抱怨他

們的自由受到限制，媒體(終於)採取了一般認為較謹慎的觀點

來看待美國的軍事行動，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包括前美國國

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強烈抨擊布希的「邪惡軸心」

言論，批評他準備繼續對付他稱之為「敵人」的國家(BBC News, 

2002)。我們似乎愈來愈能夠從這一連串精心安排的權力與控

制的展示中，去解釋布希的行為；這些舉措是為了掩藏一個

事實，也就是沒有任何個人、國家、陣營或階層(包括布希、

資本主義、「自由世界」、西方國家或美國)能夠掌握或控制要

發生的事。 

就某種意義而言，我們回到赫爾德與麥克格魯所提出的

「難題」，即存在於全球化論述與在地化真實面之間的斷裂。

從探討全球化的文獻中，以及官方的真實(authorized truths)並

無法完全讓另異觀點消聲匿跡這一點裡，我們清楚發現了這

個斷裂。這個斷裂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世界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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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明確的指揮系統。儘管在軍事與經濟上有著力量不

均衡的情況，然而權力不斷自一方轉移至另一方，而這世上的

區域、國家與組織，在一種不安、動態的緊張局勢中維持共存

而非垂直關係：是一種格網(grid)的而非鏈狀(chain)的關係。 

毫無疑問地，沒有證據指出權力是由某一方所掌握，同

樣確切的是，關於全球化，也沒有一個最終、確定的說明。

全球化的意義與影響，有著不同的決定與認定的方式，這端

視做出決定與認定的人採取何種觀點。其間的政治操作因而

關乎「全球化」一詞的用法，以及這對此領域的研究者而言，

所呈現的問題是與弗若(John Frow)探討後現代(postmodernism)

一詞的著述中，所指出的問題與政治操作，屬於同一個層次。

因為後現代的立場多元且經常衝突，他寫道，「這看起來像是

與這個詞有任何牽扯的都是一個圈套：所說的話，不管內容

為何，最多也只是在小丑的嘴裡轉一圈，然後就到了它該去

的地方」(Frow, 1997: 22)。弗洛繼續寫道，要處理這樣一個已

建立的概念之難題，可能最好是「採取迴避的策略：將這個

概念視為一個非概念(non-concept)、不精確、前後不一、矛盾、

缺乏任何真正的歷史意義」(Frow, 1997: 22)。但他拒絕了避談

此概念之誘惑，因為： 

 

不管多麼惹人煩心，這個詞之所以揮之不去，似乎顯

示了它事關緊要，無法將之視為一個流行的理論而放

在一旁⋯⋯也許這個詞是一個真實的世代轉移之指

標⋯⋯又或者這代表了一種定義不清的事物，更模糊

而更具異質性，然而在理論上與實際上卻具有真正的

價值(Frow, 1997: 23)。 

 

19 



第一章  全球化的概念(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四校稿，2005-11-15) 
 

G
lobalization 

■
21

雖然弗洛這段話寫的是後現代主義，但同樣可用於全球

化：如果一個詞的使用如此頻繁，出現的場合如此之多，產

生的影響如此深遠，這詞便值得我們注意。在這本書中我們

試圖做到以下這一點：去關注這個詞，以及它在運用上的政

治操作，和它的影響。不過此處並不打算為全球化一詞打造

一個統一而明確的說詞，我們反而建議遵照哈德(Hardt)與納格

利(Negri)的著作《帝國》(Empire)(下一章中將會討論此書)當中

的描述，將之理解為一種權力的格網，當中包括了全球化論

者與懷疑論者、自由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自由論者與基

本教義派人士、第一及第三世界國家及其經濟體等等，所有

一切都在這個動態且經常是競爭的關係當中。 

 

 

陸、結論 
 

 

這一章的重點在於命名政治，因為我們可用之檢視全球

化，並討論某一事件如何透過命名，進入社會存在(social ex-

istence)的領域，同時封鎖了其他的可能性。我們摘要出與全

球化相關的多元觀點，和賦予這個詞彙意義的各種定義，以

及與全球化相關的政治操作和實踐。然而，儘管不同學門的

理論家──包括國際關係、政治學、媒體研究、經濟學、文

化研究、社會學、發展研究、傳播、地理學與歷史學──對

於全球化相關過程提出的解釋與評估各有不同，一般的共識

仍是有的，即對這個詞彙的任何討論，必須先得考慮以下幾

點：人們體驗和理解時間/空間的方式之科技與改變；這些改

變如何影響資本主義；全球化作為意識型態；全球化作為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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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殖民主義；全球力量與國家主權之間的關係；全球「(不)

安全」與全球治理的現實性和可能性；媒體與全球「公共領

域」的概念；全世界對抗全球化多股不同面向的力量集結之

出現。 

在以後各章中，我們將會深入探討上述這些理論與議

題，並嘗試設計一套方法，來分析這個「格網」之邏輯，也

就是全球化這個概念。下一章我們將會比較歷史上的相關前

例，藉此將各種相互競爭的全球化定義，置於其背景脈絡中，

特別是一八七○年到一九一四年的這段期間，以及最近三十

年在科技、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上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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