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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傅柯認為現代以降的人類學或者社會科學 ，是隨著歷史事件的發生而由
權力構成的並且與權力互構的，由此筆者欲探究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學科是如何
在歷史中由權力構成，並且又如何與權力互構。
為此，筆者從傅柯對西方國家的治理技藝的考察中，整理出現代歷史的
力線作為生成國際關係學科的構成性外在，並且以系譜學的途徑搜羅並檢視自
1870 年代至 1940 年代的國際關係文本，同時輔以以人民視角書寫的同時期的
歷史，交叉檢視國際關係文本。最後，透過上述的權力、知識與歷史三者的交
叉比對論證國際關係是一門誕生於現代，且受制於重農主義－自然主義－自由
主義，以及種族主義的學科。

關鍵字：佈署、傅柯、權力、知識、系譜學、現實主義、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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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hel Foucault argues that the Anthropologies or Social Sciences in modern
times are constructed by the correlative constitution of power and knowledge through
the occurrence of historical events. Following this thought, 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alize how the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been constructed by and with
pow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times.
Therefore, the author endeavors to extract the lines of force of the modern
history via the governmentality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mid-1800s to 20th
century as the constitutive outsid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meanwhile, the
author collects and exams the literatur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1870s to
1940s with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the constitutive outside. By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knowledge, and histories mutually, the
author verifies that the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originated from modern
times, and is dominated by or embedded with Physiocracy, Naturalism or Liberalism,
and even racism.
Keywords: dispositif, Foucault, genealog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nowledge, power,
r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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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各領域日趨高度專業化的現代，一般人愈來沒有能力置喙特定領域中
的專業爭議。同時，置身在高度專業分工制度下的現代，各特定領域的專業知
識分子是否也會因此而與一般的政治、社會與世界割離呢？
傅柯曾在〈真理與權力〉的訪談中以原子彈之父－歐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對使用原子彈的懊悔與反對為例，指出即使介入特定領
域的爭議有專業資格的限制，但因為原子彈之於人類與世界的危害，使得歐本
海默的言論跨出了專業領域，起著普遍性的作用。此外，歐本海默的懊悔與反
對展現出專業知識份子不讓知識為權力收編、不希望知識為權力服務的意志。
雖然最後卻也因為其專業知識的發言而對政治產生了威脅，並因此受到政治迫
害，但這證明了現代知識分子並不會因為高度的專業化故而必然自外於政治生
活，或者無法以各殊的專業知識撼動政府。
從歐本海默的例子中，國際關係專業的知識分子們應當借鏡的是如何使
自己的專業不為權力所收編、為權力服務。畢竟，國際關係作為一門自詡探討
世界政治，且與人類息息相關的專業知識，本身就是一門既專業又有普羅性的
學科，其知識分子對於介入世界應更有責無旁貸的使命。進言之，任何一位國
際關係專業的知識份子都應該嘗試著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運用知識對抗試圖收
編、同一知識與主體的權力。為此，任何自詡為國際關係領域專家的知識分子
首先應當做的便是理清此學門的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嘗試問題化既有知識
的有效性、打碎權力與知識的既有勾連，以知識重啟一場戰鬥並自由地悠遊於
此，不斷地重構對世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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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誠如對我們思想進行考古所揭示的一般，人只是晚近的
發明。同時其也正邁向自己的死亡。若那些佈置會如其所示而逝、
若當前我們僅能似覺使得古典思想的地基在 18 世紀末崩潰的事
件潛在著，但不清楚它將以什麼形式出現或保證了什麼，那麼任
何人都能肯定地打賭：人將被抹去，如同劃在海邊沙上的一張臉。
(Foucault, 2005:422)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法國當代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尼采、系譜學、歷史〉一文中，
透過對起源(Ursprurng)研究的批判，指出了由形上學所帶來的同一性(identity)的
暴力，那便是形上學家總是企圖以回溯歷史找到一個所有事物的起源或是原點。
這些以起源為研究目的之所以暴力的理由是，其所依賴的歷史證據或是普遍理
性的邏輯推論往往假以永恆、真理或是科學之名，排除事物的差異性、歷史的
偶然性和經驗的複雜性等；為研究者或是統治者的目的將多樣複雜的歷史安置
在一套普遍或是超歷史的規則之中，以消除實際的歷史，馴化人們的肉體；以
某一種符合單一目的的合理性宣稱其統治的合法性(Foucault, 1984:78)。而系譜
學的工作則是要透過找出以往那些被排除而至今仍不在場以及尚未被知道的歷
史，以挑戰有著絕對支配性的「元歷史」(meta-history)。簡言之，系譜學認為
帶有目的性的歷史書寫是建構的歷史，而系譜學的任務就是要通過找出那些不
曾被說出的、不符合單一目的而被排斥的文獻等的歷史中找出歷史的斷裂(不連
續性)，與各種異質性以打破統治人的權威。
在國際關係的研究當中，不管是傳統研究的古典現實主義或是理想主義，
或者是自詡科學的新新綜合(neo-neo synthesis)研究，皆預設了一個超歷史的形
上主體。在古典現實主義中，摩根索(Hans Mogenthau)在經驗主體之上預設了一
個性惡的先驗主體；在理想主義中，威爾森(Woodrow Wilson)信仰著啓蒙精神
中先驗的人類理性(Knutsen, 1997: 215)； 結構現實主義則預設了一個先於人，
且永恆不變的、定向的結構，同時如同新自由主義則描繪出了一個有著純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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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思維的現代理性人，四者皆在不停流變的歷史中，以此超歷史、外在於人且
永恆不變的先驗主體或者是本質決定了實際生存於歷史的人和行為者(也就是國
際關係裡的各種行動者/actors)該如何行為 ( Ashley, 1984)。
當今援引傅柯研究成果的國際關係研究，也就是後現代(postmodern)或是
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雖然對主流國際關係的歷史研究多有批判，但
是多數批判是從主流國際關係中的論述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切入，而此並非系譜
學式的研究。例如，談論國際關係的論述對世界產生了什麼樣的壓抑與排除等
的影響的(Ashley, 1995)：或者國際關係的主流學派是怎麼以論述建構其國際關
係的領導地位，甚至是國際關係的代名詞等(Smith, 1995)：過於側重論述/話語/
言說(discourse)，卻缺乏權力與實踐於史料上的探討；又或者是以解構的方式閱
讀主流國際關係的文本，批判其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例如國家應不應該
被視為一個單一行為體、把國家擬人化視作是理性經濟人是否忽視結構問題、
國際是否是無政府狀態等等。
在傅柯第一本以系譜學出版的研究，《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透過系譜學的考察，傅柯發現現代的精神醫學的出現
並非源自於科學(雖然一般認為其是科學的)，而是為了「迎合社會和調解司法
與醫學之間矛盾而出現的，並且由此產生以及對人們施行規訓的權力」。換言
之，在傅柯的眼中社會或人類科學都有其構成的歷史，它們或多或少都是產自
於社會或是文化的具體實踐之中，也就是說社會科學本身之所以可能正是源自
於歷史中特定的、獨特的社會背景。也因此，對自身構成背景存而不論才乍似
擁有客觀性或者常態性的質疑，嚴重地挑戰了社會科學。 雖然部分相關的文獻
探討到了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歷史(Bull, 1972)， 但是他們多半以大的時代背景
解釋主流國際關係在美國興盛的原因(Hoffman, 1977)，而非以微觀的角度和具
體事件來說明，也並未對當時的國際關係思想內容何以形成、何以如其所是，
由下而上對國際關係的出現提問。換言之，後結構或是後現代等批判的國關研
究並未以系譜學的關懷質問國際關這門學科本身，而是假定了國際關係本身是
無可質疑的客體或是知識存在下，在國際關係這門學科內部質疑與分析問題。
本研究則是嘗試著以系譜學的方式考察國際關係知識出現的微觀歷史脈
絡，以從當中探討國際關係作為一門被創造的知識，其是由什麼權力關係所產
生出來的，並且它自己又成為了什麼樣的權力機制。換言之，本研究欲探討的
3

正是使得國際關係這門社會科學或是學科之所以可能的歷史背景與社會實踐。
而探討的年代則從業已能找到的最早的文本年代－1870 年代－開始探討至 1940
年代。選擇這樣的斷代主要是希望重新檢視以及挑戰一般國際關係學公認的斷
代－1919 年的理想主義興起，直到二次大戰爆發後破產，接著在 1940 年代現
實主義發展－及相關的思潮概念。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在《規訓與懲罰》中，傅柯考察了現代精神病學的誕生並不是一門所謂的
醫學科學的進步發展，而是為了解決法律上對精神疾病者的不能懲罰，而配合
了政治權力與司法的需要而創生的知識。換言之，人們在當下所認知的歷史、
知識以及主體等之所以如其所是，從來就不是一種直線性進步的演進或者是永
恆不變的。反而往往是透過宗教權威、政治權力、知識與權力的勾結而生產出
來的。因此，應當要了解的是國際關係理論中所預設的先驗主體、定向結構，
如人性本惡/善、理性經濟人、國際無政府狀態等等，這些先驗主體生產出的主
流國際關係理論論述－同樣是各種邏輯演繹、進步的、直線的、永恆目的的史
觀與論述－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之下才得以出現。
縱然目前反思主流國際關係種種預設(assumption)之不合理的研究甚多(如前
述關於國家本體論等的預設)，然而目前國際關係的反思研究並未反思國際關係
這門學科自身。換言之，對主流的批判研究是批判諸如國際無政府結構等預設
的不合理、非普世性。進一步指出主流研究是將單一文化、理性、歷史，和文
明等的特殊性視為普世性，透過實際的權力造成其他國家必須服從與被壓迫；
而筆者要問的是到底國際關係這學科是如何誕生的，而又是什麼決定了國際關
係論述的內容，例如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結構和其他先驗的預設與論述是怎麼誕
生的。
此研究的重點在於，若反思研究只是在這一套論述結構之下演繹出邏輯的
不合理，或是以具體例證打破合理性， 那麼任何人都永遠可以演繹出千變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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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邏輯，以及其與事實的落差來支持與反對國際無政府狀態。因此，筆者認為
應當做的是瞭解國際關係現在的歷史，亦即國際關係是如何成為今天的國際關
係。
因此，綜上所述，筆者的研究目的便是以系譜學的關懷與方法，不以現今
國際關係的理論與研究結果看待過往的國際關係文本，而是將當時的國際關係
與國際政治相關的的文本當成材料和論述，用以佐證其是受到特定時期內的知
識結構和權力關係影響下而誕生的產物，理解到國際關係學科其實只是更大範
圍的權力鬥爭中所佈署的論述之一。 1並更要進一步瞭解國際關係這個學科對實
際的國際政治產生了什麼樣的權力效果。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系譜學研究途徑－與考古學共享的關懷
正式由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提出的系譜學為研究途徑的第一個
大家，當數已故的當代法國哲學家傅柯。然而，在論及系譜學作為一個研究途
徑前，仍有必要從傅柯更早階段所提出的考古學研究方法的關懷談起。縱然傅
柯的考古學後來為其系譜學很大程度的超越，但是考古學和系譜學仍然共享著
最基本的學術關懷，亦即探討主體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類科學(human
sciences)或是社會科學的自身如何可能的問題。 2

1

佈/部署(或譯成佈置、裝置)的法文是 dispositif，英譯則是 social apparatus。傅柯透過佈署要指
出的是一系列不因素所互相關係、聯繫所建立起來的關係系統。在此系統中，不同的權力策略
與技術交互作用、交相聯繫，使得個體以自願或是被迫的方式屈從於統治的目的。在本文的研
究方法會有更詳盡的解釋。
2
根據劉永謀指出，human sciences 指得是一個把經驗存在的人當成是自己客體的認識體系。詳
可考：(劉永謀，2009) 。這樣的定義與現今廣義的社會科學研究其實不謀而合，Paul Rabinow
也持有相同的看法，詳可考(Dreyfus, Hubert L. & Rabinow Pau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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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類科學考古學：現代主體哲學與歷史
在傅柯還在以考古學階段進行研究時，其以考究論述規則的路徑探討從
16 到 20 世紀人類科學－生命、語言、勞動－斷裂/不連續(discontinuity)史的巨
作《詞與物》(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指出
「人」/主體哲學是晚近的發明， 3而人類科學則是隨著人的出現與之而生的。
這種現代主體哲學的特色是「把人看成主體的哲學，並且是以主體、人(類)或
自我為基礎和中心的哲學，它堅持用主－客二元的認識論框架來進行哲學反思」
(劉永謀，2009：29) 。但是在此書中，傅柯把四百年來人認識世界的規則依照
由不同的論述規則所形成的知識型(episteme)或者說知識結構，分成了三個斷代，
其分別是在 16 世紀以前以相似為知識核心的文藝復興時期；17 到 19 世紀初以
再現為知識核心的古典時期，和於 19 世紀以後以人(類)為知識核心的現代知識
型時期。這樣的分期最重要的是指出了，處在不同知識型下的人會受制於知識
型，而遭決定了其思維與認識的界限，即人的「一種歷史性的特殊認知限度」
(余虹，2005：219)。簡言之，知識型所支配的正是人的意識，這樣的觀點也嚴
重地衝擊到現代主體哲學中，「人」至高的地位。
進言之，透過考古學的成果：知識型的發明，或者說發現人類與世界之
間的認識關係的斷裂，挑戰了從現代以來一直為人所假定的「人是主動創造活
動、創造歷史和創造知識的主體觀/意識」。例如《詞與物》中特別注重的古典
時代裡，傅柯發現當時的人認為是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而人類的工作只是去
描述此世界的秩序。因此，在古典時代裡「思想家的作用便是對已經存在在那
兒的秩序進行人為的描述。……人只是闡明，並不創造，……因而，……主體
的特殊活動－即『我思』(I think)，……只是要澄清概念而已」(Dreyfus &
Rabinow, 2005:25-26)。換言之，作為上帝所創造的一部分，人本身也只是世界
秩序的一部分，並不突出於萬物，而現代主體哲學中那個至高無上的人並不存
於古典時代之中。至此可進一步探知的是，古典時代的人性與自然的秩序或者
萬事萬物都是以人類的論述所組織、交匯而成；物的功能、相互關連等秩序都
由論述決定，而人本身雖然以論述再現物的秩序，但卻因為詞的至高性而無法
意識到自身的存在，是謂「再現者不能被再現」。對此，傅柯解釋道：
3

傅柯所謂的 human sciences 在中譯界常譯成人文科學或是人類科學，筆者於此文中統一採取人
類科學的譯法，若有引文採取「人文」的譯法，引述時則不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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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時期知識型的總的配置中，自然，人性以及他們的關係都是確定的，
可以預測的功能性要素。而人，作為自身密度的首要實在，作為所有認知的困難性
客體和獨立性主體，在其中沒有任何地位(轉引自 Dreyfus & Rabinow, 2005:34)。

但在 19 與 20 交替之際，以人/主體為知識核心的現代知識型出現了，再
現知識型和現代知識型兩者之間的轉換成因，傅柯並無詳細交代。但這也不妨
礙本文的探討。因為作為一個新的知識結構的提出，那代替了古典時代的上帝
而於現代出現的「人」或者說現代的主體哲學的認識論框架，依然是傅柯所質
問的對象。
「人」現蹤於現代，代替上帝給定的世界秩序，打破了由言語再現的萬
物存有皆同等的關係，成為了一個衡量萬物的新尺度，一個新的神、先驗的主
體。簡言之，「人」在現代變成了一切知識的本源、原點，一切知識與經驗之
所以可能的前提。但當人成為其自身知識的基礎來源時，卻弔詭地讓自己成為
了「 知識的客體和認知的主體、被囚禁的主人，被觀察的觀察者」(Dreyfus &
Rabinow, 2005:36)，成為了同時擁有了先驗與經驗的主體。這裡所突出的主體
弔詭是：
在強調知識的科學實證性的現代，知識的建立依賴人的實際經驗，而人的
實際經驗卻被歷史、文化、身體所銘刻和侷限，那麼人如何取代象徵全知全能的上
帝或君王？其次，扮演知識主體的先決條件為何？是否知識論述的可能性條件一定
得是具有普遍性的觀念或範疇(林淑芬，2004：120)？

進一步，傅柯指出在現代主體哲學中，先驗的現代人和受限於自身經驗的人類
二者之不可調和。從康德(Immanuel Kant)那裡開始，為了解決受制於經驗的知
識不純粹性，故而提高人類本身的有限性，將人自身有限的存在當成所有知識
的實證性基礎，或者說當做認識知識或經驗的先決條件，並以此同一了先驗與
經驗的人，指出人本身是承載知識和經驗的先驗的存在，使得人成為了讓再現
之所以可能的唯一保障、成為了自己經驗的前提(Dreyfus & Rabinow, 2005:35)。
如斯自康德以降這種迷信於主體與人類、先驗與歷史的自我同一的現代主體哲
學，傅柯稱之為人類學沈睡(anthropological sleep)。為了將現代人從人類學的沈
睡中喚起，傅柯除了以知識型的轉換證明了「人」是現代的、是具歷史意義的
發明後，更分析出在看似同一的人的存有以及與之而生的人類科學(human
sciences)其實是建構在三種二元對立的根基上的，即：經驗與先驗(the empi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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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transcendental)；我思與非思(the cogito and the unthought)，以及本源的隱
退與復歸(the return and retreat of the origin)(Dreyfus & Rabinow, 2005:37-38)。
首先，現代的思想家為了解決現代人經驗與先驗的存有矛盾，在康德的影
響下大致採取了兩種方法。一是把先驗同化到經驗中，以知識的對象決定論述
的真理，於是產生了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實證主義
的方案； 4另一是把先驗與歷史同化，以知識論述的真理決定知識對象的真理，
產生了馬克思(Karl Marx)的末世論(eschatological)方案 (劉永謀，2009：36)。 5
「這些立場方法首先都假定自身具有某種真理，它只要通過知覺或歷史就能獲
得，還假定某種學說掌握一種能揭示這種真理的中立性言說(Dreyfus & Rabinow,
2005:41)。」但不管是實證主義或是末世論的方案，都無法有效解決現代主體
以自身的有限性作為經驗來源的先決條件此一矛盾，而若結合了實證主義和末
世論方案，那只會使得「人在其中作為一種既是打了折扣又被保證能夠獲得的
真理而出現」(轉引自 Dreyfus & Rabinow, 2005:41)。另外，雖然傅柯本身對梅
洛龐蒂(Merleau-Ponty)以實存現象學(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它能把人解
釋為能夠自我產生知覺、文化和歷史的來源」－為主體尋求新的解析多有讚譽，
但最終亦以分析過程過於模糊而永遠不能找到真正可靠的根基給否定掉了。因
此，傅柯認為除非現代知識型中的人再被另一種知識型汰換，使得人類學論述
消失，否則目前現代「人」將持續困於經驗/先驗主體的二元對立中(Dreyfus &
Rabinow, 2005:41)。

4

亦即由於真理存在於外在的客體，因此從研究對象建立經驗性知識便成為了探求真理的唯一
方法。
5
傅柯在 The Order of Things 中指出，當進入現代以後，由於人口與生產關係的緊張，導致人們
始終面臨著匱乏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David Ricardo 的經濟學論證：人口與其生產的勞動
由於無法克服這樣的大寫歷史，於是人口的增長將會在到達某個臨界點時停止，因此也不再需
要投入更多的勞動對抗匱乏，這最終將有限的人與大寫歷史同一，生產出大寫的人(人類學)。
而馬克思則是以負面的觀點看待大寫歷史與人的限定性。他認為由於工人所得到的薪資與他所
生產的物品數量是成反比的，這使得資本家可以聘請更多只領取僅能維持其生存條件的薪資的
勞工。並且隨著資本的積累、企業能力的增長以及持續地剝削勞工，勞動的市場與報酬便會持
續萎縮，導致更大量的失業，使得馬克思口中的無產階級終日都體驗著死亡、飢餓與貧窮。這
便是在馬克思主義下人類必須面對的大寫歷史。而異化的人在此便成為了有限的人，面對這樣
的大寫歷史，革命最終將通過這個有限的人發生，使人類獲得解放。這樣恢復人類本質真理的
革命許諾便是以知識論述的真理決定知識對象的末世論方案。但對傅柯來說，馬克思僅是以
「階級的歷史－政治形式，階級衝突和階級鬥爭的形式」避開人口問題，「甚至消除人口這個
概念」(Foucault, 2010:62)，而這與 David Ricardo 將人類學與大寫歷史聯繫起來的邏輯其實是一
樣的。詳可考(Foucault, 2005:27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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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與非思也如同經驗與先驗的矛盾，因為傅柯認為人恰恰不是笛卡爾
(René Descartes)所說的我懷疑故我在一般，可視自己為完全獨立於外在世界的
思考存有。人的存有因為受限於自身的經驗，因此將我思本身等同於自身存有
的可能性條件就會落入無根的策源地，這樣的現代人無法與非思分割，他始終
必須在非思中思考、在思考中認識非思(Dreyfus & Rabinow, 2005:43)，將非思轉
化成思考或是以我思排擠掉非思。簡言之，非思「弔詭地成為現代思考以及人
不斷增進對自我的認識及掌握的可能性條件。也就是在我思和存有之間有一個
不可或缺的『構成性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林淑芬，2004：122-123)。因
此在傅柯看來，現代的我思僅是一種薛西弗斯式(Sisyphus-like)的工作，並無法
企及真理。
本源的隱退與復歸指的則是「 歷史和本源的兩個『既連結又相對的』敘
述」。這樣的二元對立與前述二者的矛盾相同－總嘗試著聯繫起實證性與根基
性。現代人為了找到自身存有的穩固基礎，因而欲從人的現時中向後回溯找尋
人的本源。在這樣的努力中有限的解析試圖論證人自身等同於歷史：「因為他
的社會實踐能使他歷史地組織所有事件－包括他自己文化中的事件，並試圖從
此來重新獲得整個歷史」，並且
人還發現，他通過在所給定物的基礎上顯像的辦法來理解自身和客體的能
力具有一種三重結構，它分別相應於過去、現在和未來。這樣，人的技能開啟了一
個在其中時間和歷史成為可能的短暫空地(Dreyfus & Rabinow, 2005:48)。

至此人便以為能從自身找到在時間長河中所有事物的起點，並且持續地向未來
延展，而事物也可在適當的時候出現(Dreyfus & Rabinow, 2005:47-49)。
然而把實踐歷史本身等同於歷史的開端、來源的問題是，歷史的實踐(已
經實踐的歷史)本身總是先在於人的而不能為人所接近的，例如作為一個說話的
主體時，人發現了他所使用的語言是先在於他的歷史實踐。在「每當本源歷史
性獲得了實踐，又會隱退回去」的情況下，欲圖了解這些文化與歷史的實踐來
源就會迫使我們不得不再往更遙遠的過去追尋，而這些實踐本身自然也會跟著
持續不斷地向後隱退。在揭露不斷地向過去追尋本源是徒勞無功、人和本源的
關係總是已然開始的(already begun)的之後，人們只能把理解人的本源轉化成待
思的神祕，冀望於遙遙之未來。可是這也僅是把時序調換過來演繹同一套邏輯，
讓未來不斷返回自身，「在這種情況下，本源就是那種復歸，……那種總是已
9

經開始的東西的復歸，對那種自從開端以來就一直在閃耀的光的接近」(轉引自
Dreyfus & Rabinow, 2005:49-51)。
總的來說，在《詞與物》中可以瞭解到的是自 18-19 世紀交替之際浮現
的以人類為認識核心的現代知識型，以「人」替換掉了奠定古典時期秩序的上
帝，使人成為新的神並如同神一般，有著一副普世、單一的臉孔。在現代追求
真理不再通過宗教，而是通過人、研究人這個知識的基礎才能獲得真正的知識，
獲得真理，得到救贖。 經過約莫一個世紀，從 19 世紀末開始，人性這一主題
與人文運動興起，許多人類科學亦與之而生。但儘管現代對於人的研究再科學
亦難回避「人」始終只是一個現代意識，人類科學僅是在「人」的意識支配中
輔以科學形式以言語說出、再現、規定了物的秩序。但是由於過分迷戀於主體
哲學，現代思想家自滿地以為可從人的有限性中提煉出人與主體自我同一的各
種方法，進而掌握無限的真理，反而沒能認識自己正在結合實證性與有限性的
努力必將使得人類走不出上帝的光輝、人非思的黑暗，並永遠於過去、現在與
未來中來回漂流，無錨停泊。這樣一種薛西弗斯式的工作註定要使人迷失在漫
無邊際的時光隧道之中，等待「人」的死亡。
雖然傅柯以其獨特的考古學方法懸置了人類科學內部的真理論述，或者
說是社會科學所提供那具有真理意義的科學知識、論說內容，改而從構成其自
身的外部論述規則直指了人類科學之所以出現的可能，同時揭露了現代主體與
人類科學無法意識到其自身的可能正是建立在由三種二元對立所構成的共享實
踐背景上。然則傅柯的考古學也如同人類科學一般，由於過於注重論述本身而
忽略了人的介入、實際參與實踐也起著影響知識產出的效果，以及知識亦會介
入社會產生的影響，其方法論最終亦落入了人類科學式的二元對立困境。這使
得他最後很大程度地放棄了考古學，而於之後轉向系譜學繼續他的思想冒險。 6
二、系譜學：真理與歷史
在《詞與物》中，傅柯透過舉出了「人」的三重二元對立指出了人類科
學家「在方法論上的自我意識以及他們所提出的理論，都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某

6

但因為本文在此只為了以介紹主體和人類科學這兩個貫通傅柯思想關懷的內涵，並於其後進
一步介紹系譜學途徑所用的研究方法，故而不詳細介紹考古學方法和其問題，相關研究可參考
(Dreyfus, Hubert L. & Rabinow Paul, 2005:103-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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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時期人文科學得以建立、生存，為什麼它們會有其所具備的那些客體、主體、
概念和策略」(Dreyfus & Rabinow, 2005:133)，而除了隨之而生的人類科學無法
為自身提供可知性，與之相關的理論也意識不到那使得人類科學本身得以發展
卻又使其衰敗的共享實踐或參照背景的自身問題。傅柯的批判雖然有力，但是
其考古學本身亦陷入了把研究者自身超脫於人類科學與整個社會和制度實踐的
問題。針對此一難題，傅柯選擇以系譜學投入歷史實踐中。 7
在轉向系譜學研究之初，傅柯曾撰“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一文，
以主體、權力、知識與真理之間的關係比較了傳統史學家和系譜學家的史觀差
異。在該文中，傅柯指出傳統史學的史觀是超歷史的，他們總是以神學的或是
理性主義為名為歷史預設好了一個單一的真理或是目的，並再以這套真理觀回
過頭來書寫出一線性的歷史演進。換言之，傳統史學家的史觀是：所有歷史事
件都處在一條有著固定起點因果序列之上，並已經被預設好要通往某一個單一
目的演進的連續性歷史。譬如國際關係的古典現實主義總假設人性本惡，並以
此學科知識論斷為依據回到歷史中挑選出符合其真理的歷史編織出一條歷史發
展的宿命論，藉此從歷史中排除了其他各種可能的差異，以普遍性為名同一了
歷史。簡言之， 傳統史學家研究的著眼處是真理與價值，而歷史的編纂只是為
了服膺於前者才進入他們的視野。總的來說，傳統歷史中的歷史是經過挑選才
遭構築成一套有系統性、同一性和整體化了的客觀知識，同時那些不符合某一
套預設價值與目的的歷史便被歷史學家排除在外了 。
從懸置真理意義的基礎上出發，系譜學家自是反對傳統歷史方法的。與
考古學相同，系譜學家的傅柯一樣懸置了一切人類科學學科內部的真理知識。
在保持一個基本的相同關懷下，系譜學家在書寫的歷史更注重實際發生的效果，
是謂實效/效果歷史(Wirkliche Historie)。 「在系譜學家，不存在任何確定的本
性、任何統一的規律、任何形上學的最終性。系譜學家在別人發現延續性的發
展之處找到間斷性。它在別人發現進步和嚴肅性之處找到循環和遊戲(Dreyfus &
Rabinow, 2005:140)。」進言之，在考古學那遭懸置的真理在系譜學家來說就是：
「本文的意義，世界的意義都不確定，都只是其他詮釋。這些詮釋都是由他人
7

然而要注意的是，雖然系譜學取代了考古學方法的地位，但傅柯在系譜學的工作依然沿用了
《詞與物》中的歷史考究成果(如三個分期)並企圖以系譜學重新檢視認識論的問題。簡言之，
傅柯並未放棄考古學階段的所有研究成果，他仍以《詞與物》中的三個知識型分期做為日後系
譜學工作的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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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強加的，而非出自事物的本性。……一般我們所接受的人文主義信仰……
只是由強加的詮釋所產生的結果」(Dreyfus & Rabinow, 2005:141)。換言之，各
種人類科學學科企圖找到的人類進步的和論述的嚴肅性，或者說真理對於系譜
學家來說也有構成它們自身的歷史，也因此這些學科和其意圖揭示的真理在歷
史上、文化上、社會上以及各種制度上也都具有實踐的意義與效果，而恰恰是
如斯之真理或知識所宣稱的人道與博愛精神，或是科學性以及其所帶來對未來
的許諾隱藏起了權力，使得權力的運行和與知識的勾連所產生之實踐更為地有
效。是故，相較於傳統歷史學家總在歷史之外找歷史，系譜學家必須到歷史裡
找歷史，在歷史之中找到真理誕生的歷史、真理實踐的歷史、探查到真理的歷
史效果以斷開傳統歷史所建構的連續性。
進言之，傅柯所要書寫的歷史是現在的歷史(history of present) ，而傅柯
稱其本身的哲學態度為「我們自身的歷史本體論」(historical ontology of
ourselves)，這就是要了解真理和知識如何建構了現在認知主體的樣態使得我們
只能以某種方式認識、說話與行為；而這一套真理以及知識又怎麼影響了人們
去對待他人產生了實際形塑的效果 (Foucault, 1984:45-46)。 既然在系譜學家眼
中， 真理本身是遭人「強加」的，那麼傳統歷史以及現代知識型中的人類科學
學科所闡述之純潔知識與真理便不是如同今日的學術殿堂所信仰的獨立於權力
的。 權力也恰恰成為了傅柯藉以深入到那無根的策源地探索：「科學家客觀性
和主觀意向性如何在不是由個人，而是由社會實踐確立的空間內互相融合在一
起」(Dreyfus & Rabinow, 2005:143)。簡言之，傅柯要做的便是了解當今的人類
科學自身是因為什麼以及在什麼樣的歷史或文化實踐中誕生的，而這個人類科
學的策源地正是權力和知識所交織出來的歷史框架。
總的來說，如同考古學時期對待人類科學本身的知識立場相同，系譜學
家的傅柯依然懸置人類科學中的學科(disciplines)本身所宣稱的真理性、科學性
(因科學而真理)。但不同的是傅柯「引入了權力分析方法，將研究的重點論述
範圍轉向論述與非論述之間關係的研究，即從侷限於知識的研究深入到知識與
實踐之間關係的研究」 (劉永謀，200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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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詮釋解析法
從前述可知，傅柯的考古學分析過於側重知識結構內部的規則變化，而忽
略了在知識結構內那些非純粹論述、知識的行為與實踐，為解決這一問題，系
譜學引入權力至至今仍影響著我們的歷史或文化實踐，以理解當今的主體和人
類科學、知識是如何遭形塑、編制的，反之亦能從真理與知識中發現權力運行
的樣態：
我們應該承認，權力製造知識(而且，不僅僅是因為知識為權力服務，權
力才鼓勵知識，也不僅僅是因為知識有用，權力才使用知識)；權力和知識是直接
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係， 不同時預設和建
構權力關係就不會有任何知識。因此，對這些權力－知識關係的分析不應建立在
認識主體相對於權力體系是否自由這一問題基礎上，相反，認識主體、認識對象
和認識模態應該被視為權力－知識的這些基本連帶關係及其歷史變化的眾多效應。
總之，不是認識主體的活動產生某種有助於權力或反抗權力的知識體系，相反，
權力－知識，貫穿權力－知識和構成權力－知識的發展變化和矛盾鬥爭，決定了
知識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領域 (Foucault, 1999:29-30)。

從這段引文可知，傅柯認為處在現代知識型中的人/主體並非我們一如既往所認
識的總可將人視作是原子式的起點，由人自由主動地創造知識、擺脫權力。相
反，主體是由知識和權力交織而成，而權力－知識之間亦會彼此貫穿、鬥爭，
因此我們今日之所是，這包括如何把每一個個人形塑為單一、統一的主體、以
什麼方式認識客體和整個文化實踐是由一漫長且複雜的權力－知識的歷史效果
所組成的。舉例來說，雖然因受制於考古學的方法，《詞與物》這部傅柯早期
的著作除了考據與描述三個知識結構外，並無交代三個結構的轉換原因為何，
但在以系譜學展開研究後，傅柯給出了為何「人」在現代出現，為何現代以思
索、研究「人」以獲得知識的原因：
人這個主題，通過把它作為生物、工作的個人和言說主體加以分析的人文
學科，必須從人口的誕生出發來加以理解，而人口是作為權力的關聯物和知識的對
象。人，說到底，不是別的什麼東西，而是從 19 世紀所說的人文科學出發加以思
考和定義的東西，是在 19 世紀的人文主義中加以反思的東西，最終，人不是什麼
別東西，它是人口的形象……或者還可以說，如果權力問題確實是在君主權的理論
中形成的，那麼面對君主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而只可能存在法律的主體這樣的司
法概念。反過來，當所面對的不再是君主權力，而是政府的治理和治理藝術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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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了人口，我認為可以說，人對於人口的關係如同法律主體對於君主的關係
(Foucault, 2009: 64)。

由此可知，人類科學或者是社會科學在現代之所以誕生正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正
在經歷由古典時代的君主權政治體制向現代行政體制轉變，以往的君主用以統
治臣民的法律不適用於正在轉變的社會，而人口則變成新的政治體制所欲關注
的對象。通過生產出人口學的知識和關於人的知識，現代的政府能以更為有效
的方式治理現代社會。
綜上所述，「傅柯把它關注的重點幾乎完全指向那些可疑的科學－社會
科學」(Dreyfus & Rabinow, 2005:152)，因為這些人類科學或者社會科學本身便
是為了回應某個時刻中急迫的需求而生產出用以介入社會的技術或是工具。這
無非是全面質疑當今社會科學所謂的中立客觀僅是建立在無視於其將背景實踐
當作「存在即合理」的意識之上 。細言之，人類科學或者社會科學之所以無法
以模仿自然科學的方式使自身成為常態科學正是因為後者可以不計，但前者卻
因自身不可避免地參與、介入，而無法擺脫使其成為可能的背景實踐。換言之，
「假如人文科學聲稱要研究人類活動的話，……人文科學就不同於自然科學，
它必須考慮那些使其學說成為可能的人類活動」(Dreyfus & Rabinow, 2005:212)。
同時，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是，若社會科學欲效仿自然科學不計權力、知識與相
關的技術所產生的效果建立常態科學，「不僅將表明一種正統教條的建立－不
是通過科學成就，而是通過忽略背景並取締所有競爭對手。它將意味著探尋實
踐背景及其意義的基本任務受到了壓制。……這樣一種系統地自我限定的科學
將只會帶來高度限制的、武斷的一言堂」(Dreyfus & Rabinow, 2005:212)。此外，
以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另闢社會科學路徑的詮釋學科學，或者「企圖深入
內部去闡明其觀點的詮釋學」也同樣落入與欲發展成常態科學的社會科學一樣，
亦即它們無法解釋與理解自身所創造與參與的社會實踐或者共享背景會對帶來
什麼影響，而反之亦然(Dreyfus & Rabinow, 2005:212-214)。所以總的來說，
客觀的社會科學無法解釋自身的可能性、合法性以及它們如何能接近其客
體，因為使客觀化成為可能的實踐超出了他們的研究範圍。同樣的「主體」社會科
學也必定永遠是不穩定的，也永遠不可能成為常態科學，因為它們把最終的詮釋權
訴諸於日常意義或深層意義，而使主觀性和意義成為可能的東西又逃脫了它們。表
面意義和深層意義都是在特定的歷史實踐內得以產生的，因而也只有考慮到這些實
踐才能得以理解(Dreyfus & Rabinow, 200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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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權力否定「真的知識」、知識的真後，傅柯「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權
力和知識的全新詮釋：人們不應該把權力看成是客觀或主觀的東西，而應該把
它看成是各種權力和真理的政體的歷史轉換中的主要組成部分」(Dreyfus &
Rabinow, 2005:154)。換言之，在否定了知識的真、社會科學的中立客觀操作與
結果後，傅柯唯一能選擇的方法是「一種具有實用取向的、歷史的詮釋」
(Dreyfus & Rabinow, 2005:157)。同時，為了處理權力、知識與歷史實踐的詮釋
法，傅柯發明了一個其稱之為「佈署」的分析框架 。在〈肉體的告白〉(“The
Confession of the Flesh”)的訪談中，傅柯就提問者問及佈署的意義及方法論上的
功能為何給予了較有系統的解釋。簡單的來說，佈署是置於社會中已然說出來
的和不是以說的方式呈現出來的異質性整體，例如論述、制度、建築形式、條
例 (regulatory decisions)、法律、行政的模式(administrative forms)、科學陳述、
哲學的、道德的和慈善主張等等要素之間關係的一套系統。它和各式的知識與
權力之間的關係一樣，是具有戰略性質意義的，亦即它是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
刻裡為了回應當下迫切的需要而在各式知識與權力關係之間發揮效果的(如同前
述人口的例子)。換言之，作為整體異質性中各要素關係之間的一套系統，佈署
本身被銘刻在權力關係的遊戲中發展或著對抗各式權力關係；另外在知識層面
上佈署同樣地能連結到特定知識的位置，而該位置也正是佈署的誕生之地
(Foucault 1980:194-196)。 8簡言之，佈署便是「維繫各類知識的動力關係的策略
以及維繫各種動力的知識關係的策略」(Dreyfus & Rabinow, 2005:158)。 此外，
同時期備受傅柯推崇的法國當代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
－曾經也寫過一篇名為“What Is a Dispositif”的文章解釋傅柯的佈署。 9在德勒茲
來說，佈署就是一張由各種不同的權力－知識線交織而成的複雜網絡，因此不

8

由於訪談內容依然是傅柯式的用語，直接引用恐難以理解，因此筆者不直接引用或譯成中文。
該段訪談內容可以參考(Foucault, 1980:194-196)。
9
主要的段落為：「福柯的哲學通常表現為對具體社會機制(dispositif)的分析，但是，什麼是
dispositif？首先，它是一個交織纏繞、線索複雜的組合體。它由線構成，每條線特性各異。社
會機制中的這些線並未勾勒出或環繞著那些權利、對象、主體、語言等都是同質性的體制，而
是遵循著某些方向、追溯著一些總是不平衡的平衡。這些線現在正集結起來而後它們又彼此分
開。每條線都是斷裂的，並服從於方向的變化，它支支叉叉般地分開，而且還是漂流式的。可
見物，可被闡明的斷言，被實施的力以及有立場的主體都像矢量和張量一樣。這樣，福柯成功
地區分的三個主要方面，知識、權力和主體性決非一勞永逸的既定形態，而是一系列相互取代
的可變物。正是處於一種危機中，福柯才發現了新的維度，新的線」(Deleuze，200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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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單一固定不變的普遍性或是理性，而是有各種不同的合理性在作用著。 10
活在這個複雜網絡裡的人們則不斷地經歷著由各種不同的線企圖同一、總體、
對象化自身成特定但不固定的主體樣態的過程。簡言之， 佈署作為一個分析架
構，正是要將研究者投入權力－知識和其實踐之中了解這些實踐到底指向了什
麼。
針對上述傅柯的系譜學研究途徑的分析方法，Dreyfus 和 Rabinow 另取名稱為詮
釋解析法，並總結道：
詮釋學解析法的實踐者意識到，他自己也是由他在研究的東西所產生的；
因此他永遠也無法置身其外。系譜學家看到，文化實踐比論述形成(或任何理論)更
為基本，而對這些言說的嚴肅性只能被理解為社會正在進行的歷史的一部分。……
既然我們同他人共享有文化實踐，既然這些實踐使我們變成如今的樣子，因而我們
也就必然具有某種共同的立足點－我們從此出發、去理解、去行動。但這一立足點
已不再是某種普遍的、有保障的、經過證實的、或具有根基的東西。我們在試圖理
解我們文化的實踐，而這些實踐按定義本來就是詮釋的，……它們非常真實而實在
地隱含一種經過歷史建構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這種生活形式沒有任何本
質、沒有任何固定性、也沒有任何隱藏的、內在的統一性。但是，它卻具有自身特
殊的連貫性(Dreyfus & Rabinow, 2005:163)。

至此可知，在傅柯來說我們當下的歷史總是已然開始的，而這個已然開始是由
許多不同的權力－知識線條所佈署的網絡。同時，所謂的權力是策略性的，而
知識亦都是生產性的，並無所謂描述真相或真實與否，但也正是權力－知識所

10

傅柯曾在一次訪談中論及其對理性與合理性的看法：「人們經常訛詐整個理性批判或訛詐批
判性的思考：要麼接受理性，要麼墮入非理性主義。好像不可能對合理性進行理性的批判，不
可能寫出關於所有分枝和分岔轉向的理性歷史。好像不可能寫出一部關於合理性的偶然的歷
史。……問題的關鍵在於明確合理性的形式，是合理性的形式佔據統治地位，而人們則給了它
一個理性的身分，使它顯現為合理性的工作可能採取的形式之一種。……我不會談論理性的一
次分岔，我談論的是一種複雜的、沒有中斷過的分岔，一種豐富的分枝。……我認為實際上有
一種理性的自我創造，正因如此，我一直致力於分析的合理性形式，即各種各樣的建立，各種
各樣的創造，各種各樣的變革。正是通過他們才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合理性，而它們之間則相互
對立、互相驅逐。因此人們不能指定一個時間，說正在這時理性失去了它的基本計畫，或指定
一個時間，說這時候人們從合理性走向了非合理性。……所以，從剛才提到的普遍框架出發，
使我感興趣的恰是合理性的形式，人類主體通過這些形式關注自身。……人類主體怎樣使自身
成為知識之可能的對象，通過哪些合理性形式，通過哪些歷史條件，以及最後，付出了什麼代
價？我的問題是，通過什麼代價主體可以說出關於自我的真實？又通過什麼代價主體才可以說
出關於自我之作為瘋子的真實？這個代價是使瘋子成為絕對的他者，它不光是理論上的代價，
而且還是制度上的代價乃至經濟上的代價。例如建立精神病學以確定瘋子。在所有這些複雜的、
重疊的東西中，您可以看到一種制度的遊戲：階級關係、職業矛盾、知識模式乃至整個歷史以
及主體和理性都參加了進來。我嘗試去回復的就是其原狀。……這是對自反性形式之關係－自
我對自我的關係－的分析，亦即對自反性形式與真理話語、合理性形式、認識的效果之間的聯
繫的分析。」(Foucault, 1998:494-497)。

16

產生的真理與效果構築了我們的歷史。在這佈署之中，人成為知識的客體，以
至於每個個體的行動、思考、論述方式、知識產出也都由某些特定的網絡交織
而成，成為千人一面的主體。 因此，當我們要從歷史當中找歷史時，就必須了
解所欲探求的該段時間範圍中人們的論述，論述發生了什麼效果，以及又是什
麼生產了論述。舉例而言，當古典現實主義以生產了人性本惡的真理知識後再
蒐集歷史，系譜學家的工作便是考據摩根索(Han Joachim Morgenthau)何以在書
寫的當時以人性本惡生產關於國際關係的知識或論述。
最後，筆者的研究比起一般國際關係的批判或是後現代學派更進一步，
不是在學科內討論合理性的問題，而是要懸置國際關係這門學科內部的真理性，
並從國際關係學科的外部著手分析國際關係學科是在什麼樣的權力或者佈署中
所生產出來的知識/學科。為此，筆者所蒐集的歷史必須避開以國家為整體觀點
的宏觀歷史著作，而改以蒐集當時所記錄下來各式論述的文稿、非論述的各種
效果與現象，由下而上地重新建立筆者研究範圍的歷史背景，並以此共享實踐
對照國際關係文本的論述，證明國際關係學科的誕生是卑微的，是歷史實踐中
由權力－知識所佈署中所生產的，並進一步診斷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預設和論
述是否仍不自覺地籠罩在此策略之中。

第四節 文獻回顧
以系譜學這個方法反思或是探討國際關係這個學門本身的主題與著作不
多，即便在內文探討了系譜學同國際政治理論之間的關係，也多半注重於反思
國際關係主流學派的思考與經驗之局限性，而未徹底反省國際關係這個學門本
身的科學性和探討構成其出現的歷史條件。在國內以系譜探討國際關係的文獻
有李俊毅(2002)的《國際關係權力平衡論述的系譜研究》以及楊昊(2008)的《東
協想像共同體的結構化系譜分析：從空中樓閣到按圖索驥？》。然而前者本身
僅是探討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從 17 至 19 世紀的論述轉變；而後者僅是在
第三章中探討了傳統史學與系譜學的方法論差異。換言之，國內的兩篇論文仍
是在肯認了現存的國際關係學科的合理性中，探討國際關係學科內那些非思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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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文獻特別以系譜學檢討國際關係這門學門的文獻則有 Steve Smith 的
The Self-Image of a Discipline: A Genea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和
Srdjan Vucetic 的 The Anglosphere: A Genealogy of a Racialize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兩份著作。但是細究前者會發現 Steve Smith 只是要提醒
讀者在一般學界主流認知與研究主題，例如科學理性、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
義之爭、戰爭、講求政策實用的研究方向和三次大辯論的國際關係學科發展史
等，過於狹隘與簡化，使在不同向度的主流認知中其他不同的研究途徑、議程
(如規範性理論或基進的觀點)、關懷(如倫理)和北美圈以外的國際政治觀點等遭
邊緣化。更重要的是，這種主流的單一觀點不僅限縮了其研究視野(如種族、階
級、性別等、開發中國家)，其自身的西方、保守、陽性(male)的國際理論構成
要素卻因包裹在科學中而未為主流學派所檢討(Smith, 1995: 17)。從上述的討論
中可以看出 Smith 對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實證主義本體論的真實性(reality)提出
了疑問。國際關係本體論的預設問題亦一直是不同學派之間的爭論的焦點。這
樣的爭論在 Smith 看來其實都指向了解釋性理論(explanatory theory)和構成性
(constitutive theory)對於元理論(meta-theoretical issue)的看法之爭，而構成性理論
當中批判詮釋理論(critical interpretative theory)和激進詮釋主義(radical
interpretativism)之間的差異也聚焦在研究是否落入了元敘事的問題上(Smith, 2630)。然而 Smith 的系譜工作僅僅是簡單地介紹了國際關係三次大辯論時期中遭
忽略的問題便嘎然而止，也因此他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系譜工作仍處於學科之
內。換言之，雖然文章中點出的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本體論問題有助於研究者思
考國際關係的本質問題，但 Smith 卻未進一步探問國際關係這門學科本身的歷
史構成條件。簡言之，Smith 在此文中僅是介紹國際關係學科的問題，而並未
將之視為一門問題的學科。
比較特別的文獻是 Vucetic 所寫的 The Anglosphere。這本書實際上並未直
接討論到國際關係這門學科出現以及以何種樣貌出現的原因。Vucetic 主要是以
系譜學的方法證明現代(即 19 世紀末起迄今)的國際政治是由英國和美國的盎格
魯－撒克遜種族主義所構成的。在其歷史的考據中，Vucetic 偶會以其列舉的事
件以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建構主義和其自身考察出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主
義比較其解釋的合理性力道，但本身並非探討國際關係學科的知識生產問題。
不過，簡單的來說，在 The Anglosphere 中，Vucetic 以系譜學的方法的考察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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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 年代末至 2003 年的四個不同案例，解釋了為何盎格魯種族文明圈
(Anglosphere)在當代領導了國際政治。Vucetic 認為使其成為可能的根源便是建
立盎格魯種族的身分認同之上。但由於 Vucetic 所出版的內容在考察的時間上只
有第二章與筆者的研究時間重疊，並且其所考察出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主義
與筆者業已考察過的國際關係文本卻能相互呼應，因此筆者在此不針對 Vucetic
的著作多做探討，而是將其研究的成果當成筆者此篇研究的歷史背景或共享實
踐置於第二章。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從國際關係此門學科外部的歷史，同時對 1870 年代至 1940 年代以
國際關係為體的文本內部進行系譜學式的考察與閱讀，指出國際關係學科的誕
生是現代一個特定時期裡由特定的權力和知識的佈署而生產出來的一門學科。
為此，筆者需花一個章節重構與該學科相關的歷史背景及實踐。並在指出其歷
史的實踐和權力所產生的效果之後，再以另一章考察國際關係學科和文本的內
容，整理出國際關係文本的論述內容與方向，以及文本與當時歷史之間的關係。
最後再花一個章節交叉比對歷史實踐與國際關係的文本內容，以證實國際關係
文本的內涵只是把其外部的權力－知識關係的總體實踐複述之，亦即國際關係
學科的論述方式、內容與規則是在外部就已遭決定好。
因此，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為導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 研究途徑與方法、文獻
回顧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將以整理傅柯筆下的現代，重構出權力與知識的現代歷史實踐樣態，
並且更詳細地輔以 Vucetic 對 19-20 世紀之間英美兩地的共享背景，以了解當時
的權力－知識的佈署概況為何。重建歷史背景的重要原因為，筆者將在其後以
此作為現有國際關係知識領域的意識的時代背景架構，並接者說明此背景如何
有可能影響、擴散到國際關係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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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則詳細考察筆者所蒐集到在 1870 年代到 1940 年代，以國際關係為
題或與之相關的專著與論文，摘要所有搜集到的資料，並且對照當時的歷史背
景，探查國際關係知識的發展脈絡；
第四章則詳加分析前三章中的資料，交叉對比歷史背景、權力－知識的佈
署和和國際關係文本內的論述，並整理出上述國際關係文本的論述規則，以理
解國際關係這一門學門是在什麼樣的權力機制與整體策略之下而生產出的一門
知識；
第五章，為結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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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權力與歷史
我認為當前具有政治重要性的是，確認在特定時刻所建立起來
的真理體制。正是根據這個真理體制使得你們能識別出，例如，19
世紀的醫生對性說過許多蠢話。真正重要的是確認使得醫生說出並
斷言許多事物為真理－而這對現在的我們來說完全不是如此－的真
理體制為何。這正是，實際上，歷史分析起到的政治重要性。
(Foucautl, 2008:36)

與現今國際關係學科將自身的理論源頭上溯到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
(Thucydides)以構築其理論的普世性真理相反，系譜學家必然會反對任何宣稱其
自身為普世永恆真理的知識，並且進一步拷問如斯的知識或者學科是在何時、
出於何種原因，或者在什麼樣的權力－知識網絡中所生產出的。
據 Torbjørn L. Knutsen 指出，活躍於 18 世紀後半葉到 19 世紀前半葉的
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是第一個提出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這個
名詞的人(1997:153)。此外，根據筆者的考察，目前能發現最早以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為名的書藉(Harmon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出版於 1872 年的倫敦。
不管是 Knutsen 對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詞的考察或是 1872 年出版的
Harmon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都恰好落在傅柯在知識考古學分其中的現代知
識型底下。因此筆者在此章的前半部分將詳述傅柯對於現代國家權力－知識之
於治理(government)的歷史考察， 並且於後半部以 Vucetic 的考察成果為本更詳
細且專注地考察英美兩地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主義，以理解此二者如何影響
當時英美兩地如何想像與論述國際關係。簡言之，傅柯對於現代國家和 Vucetic
對英美兩地的系譜研究將成為筆者研究對象的背景實踐。

第一節 傅柯筆下的現代
正如同系譜學的關懷，傅柯並不從預設好的普遍性概念談論歷史，而是要
從歷史裡的諸種實踐拉出權力和知識的網絡。為此傅柯在考察國家的歷史時，
並不從國家的角度看待歷史，而是從權力與知識的實踐中探問歷史當中所運行
與實踐的合理性為何。譬如他對瘋癲的研究並不先預設瘋癲為一個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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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而是假定沒有瘋癲此一概念，並進一步探問如果瘋癲不存在，那麼使不
存在的它得以存在的，那些包圍著它的網絡、實踐並且使之合理化的是什麼，
是如何運行的，又為何會以某種特定的權力－知識模式運行，並以此思路回過
頭來考察國家、社會、君主和臣民等是如何建構的(Foucault, 2008:2-3)。因此我
們可以知道，和當今國際關係學科把國家當成一個同質性永恆不變的單元不同，
傅柯認為國家是一直在變動的，而使得國家的運作方式，或者運作國家的方式
不停改變的便是治理(government)或是治理的技藝(art of government)。進言之，
從考察國家和治理之間的關係，傅柯發現國家是已然存在的，但卻又是不完滿
地存在著(The state is at once that which exists, but which does not yet exist enough.)，
而國家之所以一直處於變動的狀態正是因為其也一直是一個不斷加以建構的對
象。國家處於這種不斷需要加以建構的狀態，傅柯稱之為國家理性(Raison
d’État)，國家理性代表著一種治理的實踐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of practice)，
而治理或者治理的技藝便是要隨著當已在的國家走向未來的國家時，隨時修正
或者理性化治理事物的規則。在這個過程中，治理的理性(governmental ratio)則
是要以嚴密考慮、理性和計算的方式使國家能最大限度地(maximum)達成其欲
成為的樣態。因此所謂治理指的正是根據國家理性的原則治理，以使得所有事
物的安排都能使得國家成為穩固與永久的，並進而富強到足以面對所有會摧毀
它的事物(Foucault, 2004:4)。為了研究治理的歷史，傅柯追溯到前基督時期的東
方， 11並且一直談到當代盛行於美國與德國的兩種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藝。但影
響直到現代的治理主要是源自揉合了 17 世紀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與 18 世
紀中以降的重農主義(physiocracy)的整套佈署。

11

關於此時期以降的治理內容，可參考(Foucault, 2009:161-3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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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自由主義的治理技藝(governmentality)
一、治理與佈署：從重商主義到重農主義
首先，在 17 世紀到 18 世紀中葉這段期間，在重商主義作為知識與實踐
的國家理性，其治理技藝主要可以分成對內和對外兩種佈署。首先，在重商主
義的的治理之下，國家對內的治理注重管治(police)， 12其管理國家的目標是透
過商業與他國競爭以發展國家力量(Foucault, 2010:302)，而國家的角色是成為一
個使生產和商業流通的特殊機構，通過此機構確立起國家強大的要素主要有三：
國家必須透過貨幣積累而富有；必須透過增加人口來強大國家；必須維持能與
他國長久競爭的狀態(Foucault, 2008:5-7)，並且其管治方式是以密集型都市為模
型、將王國的領土城市化，以管理城市的總體方式對個人以規章制度進行無限
制地(infinite)規範(Foucault, 2010:305)。進言之，管治國家對內部的治理目標是
無限制的，亦即管治國家的治理者要考慮和照顧到各種不同的群體、人們不同
的社會地位，還要負責每一個個體直到個體層次最細微的活動，也因此可以說
管治國家在管理和規範臣民行為的公共權力(public power)時，治理者的目標便
是無限的(Foucault, 2008:5-7)。 13這種無限制表現在每個國家除了要確保自己有
最多的人口外，還必須確定每一個人都能投入工作生產，並且在為了賺取他國
最多的黃金而必須予以勞動者最低的工資以壓低產品出口價格。同時，在此商
業策略下靠賺取貨幣的技術所得之獲利又用來徵、募兵以增強軍事力量。因此
我們可以看到在重商主義時期，市場－城市是國家干預人們生活的模式
(Foucault, 2010:302-303)。
對外，則是要發展永久的軍事－外交佈署，其目標是維持複數的國家，建
立並維持歐洲的平衡、避免單一帝國的併吞。進言之，在當時的國家理性下，
外部的軍事－外交佈署發展成一種自我限制(self-limitation)的原則，亦即每一個
國家都認可彼此都有各自絕對要保衛的利益，且每個國家的目標必須是有限的
(而非夢想能重歸於單一帝國)，要確保自身的獨立性，並且自身必須擁有不屈

12

根據中文譯本譯者註解，在 18 世紀 police 指的是「政府管理一切……積極地處理政治經濟問
題，例如促進人口增長，鼓勵出口等，是『一整套保證生活和做得比生活更好一些、共存、交
流的技術，這些東西都可以轉換為國家的力量』(Foucault, 2010:35)。
13
當時歐洲各國的管治內容和具體項目可參考(Foucault, 2009:40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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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他國的軍事武力(Foucault, 2004:5-7)。 也就是在 17 到 18 世紀中葉這段期間，
在重商主義的治理下，居然同時出現了歐洲的國際競爭和平衡，這種矛盾的運
作完全建立在重商主義的零和遊戲思維之上，意即重商主義將黃金等同於財富，
並且由於世界上的黃金僅具有一定的數量，因此一個國家的財富增長必然導致
其他國家因減少黃金而變得貧弱，而這種競爭不斷地成長下去必定會使得帝國
復辟，這時軍事－外交體系的佈署就是靠著外交手段(包含發動戰爭)終結此現
象，恢復歐洲平衡(Foucault, 2011:44)。換言之，與他國的競爭恰好成為了連結
起對內無限對外有限追求目標的國家理性，因為與其他國家一直維持著不平等、
競爭的均衡，政府就必須規範他臣民的生命、他們的經濟活動、他們的生產、
他們交易貨品的價格等等， 但是當每個國家的內部治理目標都是要將自身相對
於他國的力量無限地強化，這樣各國間的競爭反而有機會使得歐洲各國之間產
生回復歐洲重歸單一帝國的不平衡出現，在這種競爭與維繫平衡之間，國際關
係中治理的有限化與管治國家內部治理的無限制便關連在一起了，而當今國際
關係學科中確立起以主權體系至上的西伐利亞和約(The Treaty of Westphalia)本
身正是誕生於避免因為重商主義零合的競爭導致帝國再臨而確立起平衡的這段
歷史之中。 14
但是重商主義視黃金為財富的零和遊戲使得穀物價格和人工不斷被壓低以
銷往國外換取黃金最終導致饑荒的管理遭到重農主義反對，因此重農主義首要
考量的便是如何避免災荒。為此，重農主義要改正重商主義壓低糧價與人工賺
取他國黃金、富強自己弱化他國的思維與政策實踐。其思想原則有四：第一，
改以農業中心的思考改恢復糧食價格、打破重商主義治理下國家處處透過城市
－市場無限制管治的治理技藝，(Foucault, 2010:306-307)，將城市－市場無限制
的干預轉變成透過在自由市場的競爭建立起買賣雙方皆獲利的自然/合理價格；

14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傅柯所提出的歐洲平衡之內涵與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凱普蘭
(Morton Kaplan)所提出的權力平衡理論相當相似，但是凱普蘭是以拿破崙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時代的歐洲體系為其發揮權力平衡理論的主要構思來源。這比起傅柯從歷史考據中所
提出的歐洲平衡晚了一百多年。並且，傅柯認為拿破崙正是歐洲平衡的一個悖論，因為其對外
政策便是欲建立一個自 17 世紀以來為整個歐洲所反對的帝國構造(configuration)，而維也納會
議(Congress of Vienna)中的條約所表現的出來的正是阻止帝國形式的復興，重建歐洲平衡，相
關探討可參考(Foucault，2011：49) 。不過歐洲平衡中卻又同時存在兩種不同的合理性，即重商
主義式的舊式平衡，以及重農主義治理實踐下訴諸一個以維護歐洲經濟統一體，而向世界擴張
以維持該統一體平衡的模式。相關合理性的描述考可參考本文第二章第一節中探討「政治經濟
學、生命政治與真理體制－自由主義的誕生」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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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這種自然/合理價格認識建立在榖物的價格與進出口的推理上，亦即當榖
物漲價時所有的種植者都會希望盡量投入栽種並儘快賣出獲利，而外國人亦會
趁榖物價錢看好時輸入該國，因此當榖物價格愈往上漲，其價格便愈趨穩定，
而反之亦然。這樣的認識(事物會自我調節)使他們反對重商主義的政府干預，
重農主義者認為事物本身是靠著其固有的自然性在運行，因此事物的運行是不
可改變的，例如當因為缺糧而糧食價格上升時，政府為了抑制價格上漲而制定
單一價格便會使得人們更不願出售糧食，進而導致缺糧與漲價的情況愈發嚴重
(Foucault, 2010:307-308)。因此，重農主義認為管治治理的人為干預是有害的，
重商主義的管治治理必須由事物本身運行的自然規則所替代；第三，重商主義
使國家富強的基礎要素－人口(愈多人口愈能維持工資的漲幅，且當愈多人口投
入工資低廉的生產，愈能更快地且更多地生產最低成本的產品，換取他國黃金)，
在重農主義者看來並不同於財富本身。順著重農主義反對重商主義干預治理的
脈絡，重農主義認為人口也和其他事物一樣，有自己運行的內在規則、自然性/
本性(nature)，例如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自發性的，並且人之間的交流所產生的
作用是國家預期不到的(不以國家想要的方式、方向發展)。另外，人口的規律
變化，如增減、遷徙也受制於其他事物，如財富的流動。因此可以說人口的自
然性是一種追求利益的自發性，並且這種自然性成為一種治理者應當面對且不
可介入改變的現實。也就是說在重農主義而言，人口行為的動機便是慾望，如
當時的重農主義的先驅魁奈(François Quesnay)曾說：「你們不能阻止人們到他
們認為更能獲得利益的地方居住，不能阻止人們住到他們想住的地方，因為他
們欲求此利益。不要企圖改變他們，這是無法改變的」(Foucault, 2010:58)。此
外，個人雖然會因為順著慾望而為遭受損失，但在人口的整體自然性上慾望既
是自發的又是受到調節的，因此個人之間因慾望而交流的各種行為最終能構成
國家的集體利益(Foucault, 2010:59)。所以亦可看到，魁奈對人的解釋便是：
「真正的經濟政府治理，是處理人口問題的政府治理」(Foucault, 2010:62)。另
外，影響人口的各種偶發性因素，也是有規律可循的，如出生率、死亡率、患
各種疾病的比率、自殺率等等，亦都屬於與人口相關的自然性(Foucault,
2010:60)。 因此，比起重商主義的干預治理，如何面對這些現實(本質與自由)並
利用之，便成了重農主義治理的課題(Foucault, 2010:37, 312-314)。簡言之，如
何看待人口正是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斷裂之處，前者以各種法律、規章、制度
25

務求管制規範每一個臣民，而後者則視人口為一個集體之外，也將人口當成自
然現象中之一，它會隨著相關的變量而變化，如氣候、環境、貿易程度、財富
流通、法律與習慣等，難以受到重商主義式統治者以法律或著直接介入而控制。
因此在重農主義下，人口及其活動是一種不可靠強制性外力改變的自然現象，
並且由於其將創造出國家的集體利益，人口亦將從此成為知識的來源與分析的
對象以及治理的目標(Foucault, 2010:57, 315)。；第四，從重農主義的這一套知
識成為國家的治理實踐，而在面對這一整套關於人口和經濟運行的自然性時，
國家的治理首先必須尊重自然的運作規則/程序，讓其自行運作，而且國家的治
理亦必須隨這套自然程序一起運作。換言之，重農主義的治理並非如同重商主
義以否定的方式干預每一個面相，而是要掌握自然程序之後，以調節的方式，
刺激它運轉、創造讓它能更好地運轉的條件，接著放任其運轉。
進言之，重農主義的治理首先的工作便是確立起一些安全機制，這些安全
機制是屬於重農主義治理的干預方式，其目的是為了保護自然現象的安全，也
就是經濟和人口的自然程序不受到國家的過度治理，但這不代表重商主義的治
理完全地消失了，比如說在現代國家的管治中，針對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仍
保有以否定性的干預排除混亂狀況的制度(Foucault, 2010:313, 315-316)。同時，
在重農主義的整個知識型與佈署之下，這一整套尊重人口的自然性使得保護人
的自由成為了必要策略的一環，是治理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它的原則是「自
由主義的遊戲：讓人們自己去做，有東西通過，有東西移動，任其自由，放任
不管，……讓現實自我發展和前進，根據其自身的規律在它自己的道路上前進，
其原則和機制就是現實的原則和機制」，因此重農主義的安全機制必須把自由
作為權利納入法律中保障(Foucault, 2010:37)。 至此，總的來說，從重農主義以
降展開了現代國家系譜及其治理的五大佈署便是：自然/由主義的經濟實踐、人
口的管理、尊重自由的法律、公共管理的佈署以及外交－軍事佈署(Foucault,
2010:316)。

26

二、政治經濟學、生命政治與真理體制－自由主義的誕生
在重農主義的知識型之下，治理對 18 世紀的經濟學家(重農主義者)和政治
思想家而言，便是找出人口和自然的以及與其相關的一整套規律，而這一整套
的自然性應當加以知識化，因為重農主義者需要一套知識掌握自然、政治與經
濟的運行規律， 以確定如何好的管理、科學的管理。並且，對重農主義者以及
當時科學的範疇來說，自然本身就屬於物理性的，而隨著自然一同運行的人及
其相關項都應有一套按照物理秩序活動的規律(Foucault, 2010:37, 313)。因為，
如果不能夠遵照自然性運行，使得國家過度干預或者不配合自然運行，便會產
生不好的結果或者是失敗，例如饑荒。 15
同時，對於好的治理，或者說該如何治理、重農主義或者現代治理有一套
治理的原則與限制，而相對於重商主義以法律作為外部的限制，重農主義治理
的限制原則是屬於內在的調整，其內涵主要有五：首先，這種內在的限制原則，
是屬於某種非法律的，而是屬於事實上(de facto)的限制、標準，當治理超越此
限制便會造成不好、不適當的治理；其二，治理的內在限制具有普遍性
(general)，亦即不管發生什麼事，治理都會依循著在所有時間與環境下都有著
相對一致性的原則執行；其三，普遍性的依據不能從治理的外部尋找，如聖經、
上帝賦與人們的自然權利，而是應該由治理的實踐、治理的目標中分析，最後
發現到治理為了最好地達成目標，它有必須遵守的限制、估算的方法等；其四，
事實上的普遍性和治理實踐實際遵守的限制，將會在治理實踐本身中形成當為
(agenda)與不當為(non-agenda)的劃分，也就是標明治理的行為界線；其五，此

15

François Quesnay 認為只有對於一個好的政府的基本原則的實際展現才足以展現自然法則。
「只有運用這種證明，才能夠權威地反對行政管理中的不法行為，反對國內各階層之間不正當
的侵犯和僭越，反對制定同社會的基本秩序相違悖的實在法。因此，認識這些基本法則，並且
廣泛傳播這些法則不容置疑的明證，是對政治體的最有力的保證。因為一個懂得全能上帝的意
志和它的不可抗拒的法則國家，一個以良心之光作為指導的國家，不可能會同意去褻瀆上帝的
法則；這些法則是一切人類政權都必須服從的，而且這些法則一經為人們所廣為了解，其本身
就是真正非常強大和有力的，可見，這些法則以其業已證明的優越性，構成國家的支柱。君主
不能忽視這一點：他的權利的確立，是為了認識和遵守這些法則，這是為了他本身的利益也是
為人民的利益，他們自覺地遵守這些法則，便形成社會的不可分割的聯繫。在這些法則不為任
何人所知道的時候，它們是沒有力量的，沒有用處的。正像我們所居住的土地，在沒有耕種的
時候，不給我們提供任何好處；同樣，愚昧的民族只能形成一些臨時性的、野蠻的、具有破壞
性的政府。因此，研究自然法則的必要性，其本身就是社會自然秩序中的一個基本法則。確實，
這個基本法則在一個美好政府的各種基本法則中居於首要地位，因為沒有這種自然秩序的研究，
將會只有一片由野獸聚居的末經開墾的土地(轉引自賴奇祿，20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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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的限制並非如重商主義一般以君王強加給臣民的，而是就治理者與被治
理者相互之間的行為(transaction)，如衝突、何解、討論、妥協等，最終建立了
當為與不當為的合理劃分。因此總的來說，相對於重商主義需要靠法律限制君
主的權力，重農主義則是要靠一套方法、知識來衡量治理的實踐不會過度，而
重農主義者用以掌握自然程序、估算事實上的限制性、調整治理使得治理理性
合理又自我限制的知識、科學工具，便是他們開始在經濟分析加入了人口後所
誕生的政治經濟學(Foucault, 2010:10-13)。

16

根據 1755 年出版的《百科全書》(Encyclopedia)，政治經濟學(或者重農主
義的經濟學)指的是：「對於一個社會中諸多權力的組織、分配和限制進行的一
種一般性思考」(Foucault, 2011:11)，亦即政治經濟學就是一門確保治理理性自
我限制的知識與實踐，但對此政治經濟學又如何可能呢？首先，政治經濟學的
目標是使國家富有，為達成此目的它必須將人口和其生計與相關的增長亦作為
目標(政治經濟學分析人口以及與其相關的自然性)，但在外部的國家平衡與競
爭佈署間，政治經濟學亦必須確保國家間能形成一定的平衡使競爭產生，並使
國家始終居於優勢；其次，政治經濟學認為權力是「無外部限制的權力，無外
部抵消力的權力，它除了來自自身的界限外，沒有來自他物的界限，」而使得
一種專制的經濟治理出現了；再次之，政治經濟學分析與思索的正是治理實踐
本身，要知道君主的治理行為會有什麼結果、這樣的結果是否為不好的。進一
步，政治經濟學追問的是，當整個治理技藝或者治理的知識與權力一起運作起
來後，所產生的實際效果如何；第四，政治經濟學發現治理實踐、治理的對象
都有獨特的自然性，而這自然性正是它要研究的，為的是使治理技藝執行時不
會阻礙到自然；最後，縱上所述，治理從重農主義時期開始，成為了判斷治理
行為是否合理。若否，則會帶來負面的結果。因此從重商主義依據法律限制王
權的外部限制，已經在重農主義的治理下遭到成功與否替代了合法與否的問題
(Foucault, 2011:11-14)。
同時，因為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分析與判斷的科學、知識，以及治理的工
具與規定和參照對象，讓君主知道了治理限制性的可能性(治理的行為與其對象

16

在 Foucault 的手稿中指出：重農主義是一種知識，而其方法是一種科學知識，而「這種知識
就是政治經濟學，並不只是讓國家富裕的方法，而是關於把財富和人口的變化連在三根軸線上
的一些方法的知識：生產、流通、消費。這便是政治經濟學的誕生」(Foucault, 2009: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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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性)和判別真理的問題(以真假或好壞為各種實踐行為訂立判別的規則)而
產生了知識與權力的關係(Foucault, 2010:314)。從這裡開始，這種知識和權力的
關係將開啟的是自由主義－真理體制(truth regime) 與生命政治的問題。
首先，政治經濟學(知識)對人口的分析以及在治理(權力)上的運用，使得關
於人口日後成為一系列的知識對象持續地自我構建、延續與維持，為治理所用、
用以治理人口(Foucault, 2011:14-15)。同時，當人口作為自然之一，以地球上的
生命體之姿得到知識上的認可，「人種」(human species)成為人的稱呼(Foucault,
2010:61)，其結果就是 The Order of Things 中人類科學、大寫的人現身了：
人這個主題，通過把它作為生物、工作的個人和言說主體加以分析的人文科
學，必須從人口的誕生出來加以理解，而人口是作為權力的關聯物和知識的對象。
人，說到底，不是別的什麼東西，而是從 19 世紀所說的人文科學出發加以反思的
東西，最終，人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它是人口的形象……當所面對的不再是君主權
力，而是政府治理和治理藝術(技藝)的時候，就有了人口……人對於人口的關係如
同法律主體對於君主的關係(Foucault, 2010:64)。

如同業已提及過人口與國家富強的關聯。在 18 世紀下半葉，「出生
率、死亡率、壽命這些過程，與所有經濟和政治問題相聯繫，構成了知識
的首要對象和生命政治學控制的首要目標」(Foucault, 2010:186)。換言之，
人口成為了政治(權力)與科學－生物學(知識)的目標。由於重農主義不視人
口等同於財富，而是一個穩定運行的自然現象之一，因此維持人口數量的
穩定便要能同時維持與人口相關的一系列自然機制等總體的普遍現象的穩
定，如為了維持人口數量與素質的穩定，重農主義的治理必須降低發病率、
延長壽命、刺激出生率、建立調整機制以確保人口與素質數值上的平均值，
總之，在重農主義之下，生命政治不依賴法律與君王權力以直接對肉體的
懲罰、矯正與訓練改變生命的狀態(但依然存在)，而是如同前述，透過影
響總體機制使得以國家富強為目的的國家總體狀態維持平衡與規律，簡言
之，「就是對生命，對作為類別的人的生理過程承擔責任，並在他們身上
保證一種調節，而不是紀律」。進言之，相較於過去專制君王以殺彰顯統
治的權力，從重農主義開始，治理者的目標則是為了使人活，如「控制事
故、偶然、缺陷」。然而，如同業已探討的佈署，為了排除社會裡的混亂、
規範社會，重商主義的直接針對個別肉體實施權力的佈署仍然存在，因此
可以說，從重農主義時代開始，治理「人」有兩種技術，一是由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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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肉體的技術；另一是從國家角度宏觀地調節生命/人的生物學歷程的調
節技術，而這代表了從 19 世紀開始，「權力……承擔了生命的責任，……
覆蓋了從有機體到生物學，從肉體到人口的全部」(2010:188-191, 193)。
然而，從重農主義開始直到當代的生命政治中間似乎難以解釋這一段歷
程中許多國家依然保有且執行死刑，以及大規模地屠殺生命的核子彈的發明。
對此，傅柯解釋道：是種族主義進入了國家機制，使它運轉的理路是一種生物
學類型，亦即「他人的死亡，不僅僅是我在個人安全意義上的生命；他人的死
亡，劣等種族、低等種族(或退化、變態種族)的死亡，將使整體生命更加健
康；……更加純粹」。 17 也唯有如此，在權力意義上積極地使人活下去的國家，
才能對內部與對外部的政治敵人和敵對種族施以大規模的屠殺，以求消滅對於
己方種族有著生物學上危險的生命，同時使自己的種族趨於純粹而再生(指納
粹)(Foucault, 2010:194-196)。
第二，論及自由主義前，至目前為止，我們可以很概括地說 18 世紀中
葉開始的重農主義治理，其特徵是理清並知道該如何運用各種自然以及與之相
關的機制，而其功能便在於從治理內部限制治理權力的施行，而從 18 世紀末
開始所興起談論並從此進入且維持至今的治理主題的內容便是「節制的治理」
(frugal government)(Foucault, 2011:24-25)。節制的治理總是圍繞著治理思考問
題，並且也總對治理提出問題，而這種治理的節制性也相關於自由主義的問題。
首先，重農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重商主義的財富分析，探討的對象便是
市場應當如何運作的問題。從前述業已探討的內容來看，重農主義和重商主義
的零和遊戲不同，前者的自由市場並非損人利己的零和競爭，而是鼓勵國際貿
易、以自由競爭的方式使得買賣雙方都能得利的自然機制(Foucault, 2011:44)。
此外，在對內方面，重商主義強調以規章制度、規則條例等，以直接干預交易
的方式治理市場，譬如說重商主義會強制抑制糧價，使得盡可能多的窮人能與
富人一樣購買到一樣的物品，或者是防止詐欺於交易時發生，因此重商主義的
市場又是重視公正交易的市場。然而重農主義對內仍然服從自然性並隨著自然
機制運行，但由於自然機制之複雜，以過度的治理或是人為干預企圖改變自然
運行的軌跡，只能帶來惡果，因此唯有放任市場自行運轉。與此同時也會觸發
17

這裡的死亡除了指直接的殺人外，還包括間接地殺人，如「置人於死地，增加死亡的風險，
或簡單地，政治死亡、驅逐、拋棄等」(Foucault, 201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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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自然機制，而最後於市場形成一自然價格/低廉價格/正常價格。因而在
此意義上，重農主義的自由市場成為判別真偽的真理場所，而正是政治經濟學
使人們必須承認市場的真理體制、「指名了應該去哪裡找到自身治理實踐的真
理原則」。因此可以說，從重商主義轉向重農主義時，市場也從公正化的場所
成為了真言化的場所。亦即，市場必須對治理說出真實，並因而間接地「命令、
支配和規定了裁決機制」或其缺失，並同時與這些機制連接起來，讓治理知道
觸碰各種已然存在限制是無用的，而進一步依照治理執行干預的效用性畫出界
限。從此，當治理實踐面對各種限制時，限制總會向治理的行為提問：「這是
否有用、這對什麼有用、在何種界限內這是有用的，從什麼時候起這是有用的，
從什麼時候起這是有害的」，而這便是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效用(utility)問
題(Foucault, 2011:26-28, 34)，也是節制治理－自由主義的問題。
進言之，在前述市場以及本章業已探討過的重農主義的自由放任的描述
中很清楚的是，在其運行的背後推動這一切的是各式各樣的利益：總體的利益、
個人的利益、「社會效用與經濟收益、市場平衡與國家公權力制度之間的複雜
遊戲、治理者與被治理者的獨立性之間的複雜遊戲」。要如何調節各種利益正
是自由主義的問題。詳細地來說，當作為交換機制、價值與價格關係的市場成
為了真理體制時，國家的公權力之設計，以及其效用都將以市場原則為參照的
對象評估自身的干預。總之，治理理性正是用市場的交換與效用作為自我限制
的基本原則， 而其背後的目的正是要使得這一整套利益能夠運行下去。為此，
治理必須生產使這些利益能持續存在且自由地運行的條件。生產使自由得以存
續自由的條件以調節和維持各種利益的平衡與發展，正是從自然主義進入自由
主義的實踐。然而，保護集體利益反對個人利益，或者反之亦然的狀況，成為
了一個安全問題，亦即要以控制安全作為不會影響利益持續運轉的原則，這也
是生產自由條件所依據的原則 (Foucault, 2011:37-38, 52, 54)。因此，自由主義成
為操縱利益與管理利益不遭受風險的管理者，所以自由主義治理下的人們也活
在時時刻刻必須面對各種危及自身或總體利益的風險之中。也正是在此時，人
們開始擔憂各種退化，例如：「個體的、家庭的、種群的、人種的退化」。同
時為了治理的平衡，針對人口生產人種知識的現代人類科學亦應運而生。簡言
之，人們總是危險地活著，危險的文化就是自由主義得以存在的原因 (Foucault,
20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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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了有效地防範風險或者危險，各種懲戒、訓練的技術以及其與
自由主義治理的技藝所結合的干預手段亦一一出現。換言之，與危險同存之時，
自由主義的治理為了管理各種危險而使出的干預手段，使得自由主義產生了悖
論。因為它一方面生產自由存在的條件，但生產的同時卻又侵犯著自由，譬如
為了貿易的自由能夠持續運轉，美國在 19 世紀初以保護性關稅對抗遭到英國自
由貿易霸權所損害的貿易自由；為了國內市場能自由地運轉而必須立法反對市
場壟斷；在 1925-1930 年間各國「為了避免因過渡到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
民族社會主義而導致的自由的減少，人們設置出一些經濟干預機制」， 18這些
干預機制同樣對自由造成了損害(Foucault, 2011:53-57)。
總的來說，自由主義的治理與自由主義的危機－自由與安全的平衡，這
大致上便是從重農主義以來直到現在，人們一直面臨到的自由主義治理技藝或
者總體佈署的問題。
同樣的，這一整套自由主義的佈署以及市場的真理體制不僅施行於國內，
也施行於國際。如同伊始介紹重農主義一樣，它的治理核心目標便是在與其他
歐洲國家一邊競爭，一邊使國家富強，但是在競爭之間又總必須保持著各國之
間力量的平衡，因此當時的歐洲擺脫了重商主義建立在零和遊戲上的歐洲平衡，
取而代之出現的是鼓勵通過自由貿易使得彼此互利的歐洲平衡。這一整套的平
衡運作邏輯只要各國之間的自然出現了不平衡，就有可能導致其他國家受到影
響。因此與零和遊戲不同，在自由主義治理中
通過我國自身的貿易和我國與它(鄰國)的雙邊貿易，在我國富足的同時，
我的鄰國也應該是富裕的並變得富裕。因此這是一種相互關聯的、整體的、區域的
富足：要麼整個歐洲變富，要麼整個歐洲變窮(Foucault, 2010:45)。

這樣的發展結果使得「歐洲」作為一個集體的概念第一次出現了，也出現
了不同於重商主義維繫歐洲平衡的新思維。在「歐洲」於史上第一次以一個經
18

從自由主義治理的歷史對照回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史亦符合整個知識－權力佈署的實踐。根據
Knutsen 的描述，在一戰後的國際關係學科除了自由法治主義(liberal legalism)以外，與自由法治
主義同時並存著關於世界政治的思潮有：政治現實主義(Realpolitik)、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但是政治現實主義多半是保守的國家領導人的看法，因此沒有時間將其轉化成學術上的辯論，
而且也因其保守的態度，亦不趨向將其理論化；而共產主義並沒有影響到國際關係學者，尤其
是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所提出的世界大同國際主義對國際關係學者來說更是奇
怪，因此被排除在學術討論之外，對國際關係這個學門的影響甚微(1997:214)。從此發展來看，
當時的自由主義治理實踐應亦擴散到了國際關係的知識或是學科的層面，排除了其他種談論國
際關係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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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一體的主體出現後，為了使得歐洲集體持續地富足，市場必須從歐洲以外的
地方尋找，因為「世界市場的開放使得經濟遊戲不會終結，由此避免了有限市
場具有的衝突性後果」。同時與之相應的是「一種市場的全球化就要被建立起
來了。……歐洲人是玩家，……遊戲在歐洲進行，而賭注是世界」 (傅柯稱之為
19 世紀的新帝國主義) (Foucault, 2010:45-46)。因此可以說新的歐洲平衡的合理
性便是建立在市場的全球化上。 19
在上述市場全球化的同時，人們所認知的關於全球的合理性也因此逃脫
不了前述一整套的治理實踐，譬如說 18 世紀的海洋法把世界與海洋當成自由競
爭和自由航行的場所，是組織全球市場的必要條件；18 世紀出現的永久和平構
想建立在商業全球化上。以康德為例，「貫徹歷史保證永久和平……是自
然。……自然保證了市場的適當調適。……自然想要的是整個世界以及它的每
一處都服從於生產和交換的經濟活動。從這時起，自然就規定給人類一些義
務」。也就是把自然法則透過語言再現為法律施以人們義務，如所有權的交換
關係之於民法；把世界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優於各區域內部人與人的「自然關
係」，再現為「一個諸多相互分隔的並且由若干法律線索維繫的國家」便是國
際法；最後， 跨國的商業關係便是依循自然的互利法則因而反對戰爭的，這種
人與人在全球範圍的互利與互動終將結合起每一個民族，消除戰爭。將這種從
自然性轉化為商業精神意識後再現成為的法律便是世界法(droit
cosmopolite)(Foucault, 2010:47-48)。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現代西方的真理歷史從 18 世紀初伴隨著重商主
義的部份治理技術的保留和與自由主義的結合，基本上已經由自由主義所架構
起來，不管是國內或者是國際層次，人們都活在一個自由主義治理技藝的知識
－權力的總佈署之中，亦即「市場的真言化，由治理的效用考量做出的限制，
以及歐洲的位置，作為世界市場中一個無限制的發展經濟區域」(Foucault,
2010:51)。

19

但是這不代表重商主義零和式的歐洲平衡就完全消失了，這二者只是作為不同的合理性持續
存在著。以維也納會議來說，奧地利和英國兩者所提出的歐洲平衡就是重商主義和自由主義佈
署下兩種不同的模式。詳可考(Foucault, 2010: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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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然與歷史－文明與野蠻
從前述，我們發現當重農主義的自然性把人當成人種分類開始，一系列導
致種族主義的知識生產與治理實踐，例如政治經濟學把人口當成知識的對象、
自由主義擔心人的生理品質的退化導致他人或者社會整體的利益平衡遭到破壞，
使得一種以殺生促進集體生存安全的種族主義也同時與之浮現。但在重農主義
初現的同時，在其他的知識領域亦為了其論述所需，持續地生產關於人的知識，
而影響整個現代最為深刻的人種論述之一便是文明與野蠻。
首先，一直持續到 20 世紀，由於受制於重農主義裡的知識－權力佈署，當
時的法學與經濟思想論述中的主體或者所認識的人－自然的人－都是符合互動
或交換的主體，例如在法理學中所創造的主體是一個在社會出現以前便存在，
並且於其後創造社會的原始人；另外，當時的經濟學論述中的主體是一個「沒
有歷史也沒有過去，僅受利益的驅動並把它的產品與別人交換……純經濟的原
始人」。也就是說不管是法律或是經濟學，都是把他們所認識到的那個自然以
語言的方式再現成為法律與知識。之後，法律與經濟中的「人」聯姻，和 19、
20 世紀人類學思想一樣，「主要是交換的人：這個交換者，權利的交換者或財
產的交換者。做為權利的交換者，它建立了統治權」(Foucault, 2010:148)。
同時，在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國，由於貴族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要重建
一套知識來取代當時國王權力來源的知識，也就是法律。因此其作戰對象便不
只是當時已經走向衰敗的重商主義，也要對付把自然再現成法律的重農主義治
理。當時由布蘭維里耶(M.le comte de Boulainvilliers)從歷史中發明了另一種知
識， 以對抗法律知識中的原始人(savage)，那便是歷史法則中的野蠻人
(barbarian)：
和原始人是相對的，……首先：實際上，原始人永遠是不與其他原始人交際
的原始人；當他處於社會類型的交往之中後，他就不再是原始人。相反，野蠻人
自身卻是某個無法理解和表現自己特徵的人，他只能在文明之外，在與此文明的
關係中才能被定義。……文明區(野蠻人蔑視並垂涎)，野蠻人與它處於永恆的敵
對和戰爭關係。如果沒有野蠻人要摧毀和佔有的文明的話，也就沒有野蠻
人。……與原始人不同，野蠻人不基於它屬於的自然背景。他僅產生於文明的背
景，他剛剛對它發生過衝撞。他不是在建立社會的時候進入歷史，而是在進入、
焚燒和摧毀一個文明的時候進入歷史。(Foucault, 2010: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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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布蘭維里耶要說的是，他承認有自然法或者某種原始而沒有統治
關係的自由，但這樣的自由是無力的也沒有內容的。野蠻人象徵著真正的自由，
其意涵為「自由就是可以拿到，可以獲取，可以獲利，可以發號施令，可以命
令人服從。自由的首要標準是可以剝奪其他人的自由」。簡言之，自由與平等
相反，自然法那平等的自由遇上戰爭便會蕩然無存，這便是歷史的規律。從這
裡引申出來的命題是：歷史便是征服史、戰爭史，是比自然法的規律還要強大
的自然規律(Foucault, 2010:120-121)。
從 18 世紀初開始，由人口開啟的一整套人類學知識與主題，如同前述，由
於治理預設的權力作用的對象而相應地建構了各種不同的知識領域，如法律、
經濟學、人種學、與生命過程相關的一系列醫學等。除了符合重農主義治理以
外的人的形象之外，文明與野蠻這個主題隨後也挾著種族優越的意識進入國際
關係的文獻，成為佈署國際的知識論述中的主體。 在了解現代西方整體的佈署
後，接下來要更具體地看到這一套現代的自由主義治理或者知識－權力的佈署
在生產國際關係這門學科的英美兩地所呈現的樣貌為何。

第二節 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主義的歷史背景實踐
根據 Vucetic 在 The Anglosphere 的系譜考察中可以發現，在 19 世紀末開始，
同時也是人類科學開始興盛之時，英國與美國兩地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認同
成為了兩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所參照的知識型，並且這一套知識與權力的實踐
在日後持續地主導著國際政治直到現在。
首先，Vucetic 指出當今的 Anglosphere 之起源為種族(race)。在 19－20 世
紀交替之時，國力開始走下坡的英國與正逐漸向外擴張的美國開始建立友好關
係(rapprochement)。英美兩國的友好之所以可能在於當時關於認同/身分(identity)
的論述隱含了盎格魯撒克遜族裔(Anglo-Saxon race)為自然的單元(natural unit)和
至高道德的種族。 20編織鬆散的 Anglo-Saxonism 在 20 世紀擴散開來並持續發展

20

在此 Vucetic 沒有提及 natural unit 的意思，但在當時的論述中自然(nature)本身帶有正常、至
高無上、唯一、神聖的意思。另外，在 Vucetic 的研究中也呈顯出當時英美兩國視自身為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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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日。與此同時，Anglosphere 也以多角度的西方社群(broad-angled Western
community)之姿，如互賴、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和以美國為中心整合出的特
殊關係等現世。在其中位居最核心的國家主要包括了美國和以英國為首的加拿
大、紐西蘭與澳洲。 在這兩百年的發展中，它們在全球社會(global society)中組
構了一特殊的國際、文明、跨國和帝國實體(imperial entity)，並且也引領
(dominated)了國際政治兩百年。Vucetic 將這種以使用英語的種族為基礎的想像
共同體稱之為種族化的認同(racialized identity)，而將當今的世界呼作 Anglobal。
亦即 Vucetic 認為至今引領國際政治的 Anglosphere 正是其過去由種族化認同建
構出的產品。簡言之，Vucetic 的研究中欲探討的正是如何透過多樣的種族化過
程使幾個特定的英語國家合作成為可能(Vucetic, 2011:1-4)。
首先，在 1890 年代，英美兩地社會中的菁英都強烈地將新教主義
(Protestantism)、現代(modernity)與文明(civilization)視為是認同的內涵。同時這
兩地的菁英又將優越性的觀念深植於民族、甚至是種族中，因此在當時的盎格
魯－美國(Anglo-American)的菁英都相信他們的盎革魯－撒克遜血統/種族是人
類文明的最高階。其優越感來自於他們自認為比起威權的(authoritarian)拉丁族
裔(Latin races/Roman/Norman/Spaniards/French)，自己更為愛好自治(self-rule)
另外，當時的風行的科學論述－自然進化論(physical evolution)和社會進化
論(social evolution)尤其影響身分認同甚鉅，例如當時的進化論觀點便嫁接到了
社會不平等的各種理論中(theories of social inequalities)，像是物競天擇(natural
selection)、生存競爭(struggle for existence)和適者生存(fitnesss)都暗示了低等種
族(inferior race)將可能因為環境的改變，導致種族階層的改變，進而趕上或是奪
走優秀種族的環境。在英美兩國人民的眼中看來，盎格魯－撒克遜人曾是發展
到最高級和擁有最高價值的種族，但是這種優秀的文明也一直處於變動的危險
中。這個變動的危險同時來自內部和外部。當時的日、德、俄三國處於上升的
態勢，這對盎格魯－撒克遜人來說是隨時可能被超越的外部威脅；內部威脅指
的則是「新移民」，當時的新移民多半來自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ran)德國、
沙俄(Russian empires)以及愛爾蘭，他們在盎革魯－撒克遜人的眼中如同黑人
(dark white)。此外，因為他們不是新教教徒、甚至不是基督徒，這些新移民的
明的種族，因此將 natural unit 視為是英美兩國將自身描述為當時世界裡唯一的正常、至高、神
聖的一個單元論述亦較貼近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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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來對於接收國來說將會為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中的文化與經濟帶來負面的結
果。總之，概括地來說，在前述的英美兩地之間與之內的社會與政治過程，搭
上全球化的浪潮、進化科學(evolutionary science)和移民都促使了盎格魯－撒克
遜主義在當時攀上了英美兩國論域(discursive fields)的最高峰(Vucetic, 2011:2627)。
此外，盎格魯－撒克遜主義也反應在英美兩地的外交與內政上。首先，在
英國的對外政策上可分為支持英國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的精明無為
(masterly inactivity)、主張維持帝國基本路線(basic imperial course)或是支持更進
一步擴張(wider still and wider)的傳統派(traditionalist)，和主張透過關稅重整
(tariff reform)、權力下放(devolution)、道德同一(moral unity)，強調連貫
(coherence)和效率(efficiency)以重整、強化(imperial consolidation)帝國的帝國建
構派(constructive imperialist)。雖然對於帝國的對外政策看法不一，但他們同樣
贊成與美國公開結為正式的聯盟，其代表人物有 Joseph Chamberlain 和 Arthur
Balfour(他們稱英美聯盟為 race alliance)；而在私下 Lord Lansdowne 和 Lord
Salisbury (Marquess of Salisbury) 也與華盛頓有著不能說的共識，也就是在強烈
的盎格魯－撒克遜主義下，英國人所具有強烈的種族愛國主義(race patriotism)
其實暗指著英美對聯盟的共識不僅是一場種族聯盟(race alliance)，更是一個種
族聯邦(federation of race)。如前述與自己的前殖民地－美國－政治統一(political
integration)的大膽提案在英國國力開始走下坡時提了出來，而當時英國裡普遍
認為畢竟是與自己的兄弟統一，所以即使有些爭論也大抵是在爭論新的實體究
竟是聯邦還是邦聯等等。因此，統一的背後呈現出的依然是在盎格魯－撒克遜
主義下的「更大英帝國」(Greater Britain)或是「合眾國帝國」(United States of
empire)。這種提案則不可能出現於德、法、日。因為英國的外交政策不僅只是
設定在自己的帝國，而是以整個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為處理國際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的單位，直到今日(Vucetic, 2011:28-29)。另一方面，在美
國國內也很擔憂種族統一性的問題(racial unity)，比如，在東岸，國家(nation)/
帝國(empire)指的從來不是南起自格蘭德河(Rio Grande)至北緯 49 度的北美領土，
而是意指種族的統一(racial consolidation)；在西部，人們擔心的依然是墨西哥人
和印地安人的老問題。另外就是來自歐洲大陸的新移民和南方的黑人問題
(Vucetic, 201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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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美國當時的外交政策討論卻是集中在帝國的擴張而不是下沉的問題
上，而這大致上又可以歸類為三點：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和疆界(frontier)上。昭昭天命指的是當時的人民皆相信美國向
外擴張領土是不可避免的；門羅主義則是華盛頓的長期目標，意在消除歐洲於
西半球的殖民；疆界則是要以美國人(American identity)的獨特性和日耳曼主義
(teutonism/Germanism)區分開，也就是將盎格魯－撒克遜從大日耳曼人種中獨立
出來。另外，在這三個目標之上又各自有擴張主義和例外主義的論述框架，而
後者主要活躍於 1890-1894 年間的反帝國主義者聯盟(Anti-Imperialist League)和
恐盎格魯土地(Anglophobic agrarian movement)運動中。但在 Vucetic 看來例外主
義只是捏造的謊言，事實上只有擴張主義。首先，例外主義在 1894 年開始衰落
起因於其論述架構與主流的種族論述不符。當時主要的幾位參議員(Senator
Beveridge, Davis Lodge, La Follette, and Platt)皆支持種族征服(racial conquest)，
並且也受到學界名人的支持，如 Henry Baxter Adams, Franklin Giddins, Alfred
Mahan, George Wharton Peper, Harry Power, and Frcis Amasa Walker 等。這一種
族擴張主義的陣營之所以能贏得辯論，主要是因為兩個論據：第一，認為「否
認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認同的論述」太過天真，並且會因此面臨到未開化的
歐洲人(uncivilized Europeans)湧入的危險。雖然同化(assimilation)外來移民以保
全民族特性(national character)是急迫的任務，但更重要的是先保存最根本的盎
格魯－撒克遜特性的內涵。可是，前述例外主義中的恐盎格魯種族遠遠低於當
時反對移民的盎格魯－撒克遜主義。此外，雖然當時的新移民團體以愛爾蘭－
天主教徒(Irish-Catholics)居多，但他們實際上僅能在都市裡取得政治權力，而
不是國會。第二，昭昭天命定義了疆界，而非疆界決定了天命。對於擴張主義
者來說，種族理論(racial theories)暗含著大西部(Great West)是美國人所造就的，
亦即紅番(red man)之所以為之驅逐(pushed out)正是因為進化不足，因此美國的
擴張沒有理由止於岸邊(water’s edge)(Vucetic, 2011:30-31)。種族至上論者(racial
supremacist)把進化論和種族不平等視為是歷史的自然，並推行了一套與英國的
帝國建構派一樣依賴於種族主義的帝國主義。例如，這套帝國主義要為不適者
－古巴人－發展，並且又要預防日本控制(overtaking)太平洋。但這套在美國菁
英之間流傳的種族帝國主義事實上是一個含糊的套套邏輯(dubious tautologies)，
例如，盎格魯－撒克遜至上正當化了殖民，但事實上是殖民才證成了盎格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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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遜至上；含糊的觀點如認為斯拉夫－俄羅斯(Slavic Russia)同時是劣等又具
威脅性的；和目的論的，如世界是由最適種族統治 (Vucetic, 2011:31-32)。接著
Vucetic 以兩次委內瑞拉危機為最具體促成英美化舊敵為新友的關鍵事件說明
anglosphere 的建構過程，以解釋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不足。 21
首先，第一次委內瑞拉危機起因於英國於委內瑞拉邊境發現金礦，而引起
兩國的衝突，在 1895 年六月，美國介入了英國與委內瑞拉的爭執。起初美國的
態度相當強硬，當時的國務卿 Richard Olney 以門羅主義為由，指出該半球由美
國統轄(United States was “practically sovereign” in the hemisphere)，英國應將此
次的爭執交由美國仲裁(arbitration)。一開始英國拒絕 Olney 提出的美國仲裁，
但隨之而來的是美國政府和民間門羅主義的強硬回應，例如在美國的新聞頭條
中都瀰漫著發動戰爭的氣息，如 War if Necessary，而這股戰爭的氛圍立刻讓紐
約華爾街與倫敦 Chapel Court 的股票交易所一度(temporary)暴跌(collapse)。在當
年的冬季也因此出現了不斷奔走於大西洋兩地的公共與私人外交，而一直到了
隔年一月，美國的全部媒體都要求和平，同時倫敦亦在二月份決定接受仲裁。
最終，英國的媒體也定調門羅主義能為兩支盎格魯－撒克遜種族(both branches
of the Anglo-Saxon race)帶來利益(served the interest)(Vucetic, 2011:32)。
然而，歷史學界多半認為第一次委內瑞拉危機事實上是虛構出來的，因為
委內瑞拉危機對當時的 Grover Cleveland 政府(Cleveland administration)來說完全
沒有客觀或者戰略的理由介入。但 Vucetic 認為，當時英美兩地的菁英為何會將
委內瑞拉危機視為是虛構，並且是不值得一打的殖民地戰爭的這一發展過程正
是需要檢視的。Vucetic 考察了當時 Lord Salisbury 擔任內閣總理時期的紀錄，
發現內閣最初是拒絕美國的提議但隨後又放棄(backed off)。因為當時來自各方，
包括其議員幾乎一面倒地反對與美國決裂的政策。這些反戰聲浪裡無不包含著
盎格魯－撒克遜主義，例如：“We expect the French to hate us and are quite
prepared to reciprocate the compliment if necessary; but the Americans, no!”(Vucetic,
2011:33)。當時在內閣中對閣員極有權威的 Arthur James Balfour 和 Joseph
Chamberlain 都表明與美國發生戰爭是不自然的(unnatural)、殺害同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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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cetic 談論第二次委內瑞拉危機雖然也有凸顯盎格魯－撒克遜加強英美友好關係的例子，不
過實際上卻是在處理盎格魯－撒克遜和日耳曼主義(Teutonism)是如何無法在國際政治上以種族
的聯繫走到一起，故而在此不多介紹。詳情可考(Vucetic,2011:4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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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tricidal)、荒謬的(absurd)、可怕的(horror)，並且是違反上帝與人的法律的罪
行。作為反對黨的自由派的人士， Earl of Rosebery 和 William Vernon Harcourt
也都認為應不計一切代價、不分政黨地考量避免與美國發生戰爭。如此，基督
教國家與人類文明二者的未來才能由強大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國家之間的和
平所維護(Vucetic, 2011:33)。
由論述分析著手，Vucetic 認為 Salisbury 一開始強硬回絕美國仲裁的立場之
所以會快速崩潰正是因為他不符合當時的論述形構－盎格魯－撒克遜主義者的
論述，該論述形構將美國人視為家人，而美國政府則是盟國，甚至是聯邦/邦聯
夥伴((con)federal partner)。另外，在美國境內也有著相似的論述形構在擴張主
義者中滋長，簡單地說就是認為對委內瑞拉的門羅主義一事上，也應該考量與
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兄弟邦誼(brotherhood with Britain)。當時美國的前國務
卿 Thomas Francis Bayard 甚至質問：“why ‘two trustees of civilization’ should
fight over ‘the mongrel state of Venezuela’?”(Vucetic, 2011:34)。且不僅商人們同
意，當時向來鼓吹侵略主義的所有媒體也要求和平。當整個論述形構的歷史出
現後，便危及到了民主和平論。雖然盎格魯－美洲的菁英們真誠地了解彼此是
民主主義者(fellow of democrats)，但是他們先在的本體論(antecedent ontology)從
來都是種族，而非政體的種類(regime type)。當時，在眾多湧進華盛頓與倫敦的
公眾請願(public petition)要求和平解決爭端的案件中，民主從來就不是一個選項。
在這些和平請願中裡訴諸的多是隱喻式的家庭情感(the typical framing motivated
peace with family metaphors)，例如在英國一個大型的請願裡記述著：“All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united by race, language and religion should regard war as
the absolutely intolerable mode of settling the domestic differences of the AngloAmerican family. ” (Vucetic, 2011:34)。因此，在此歷史脈絡中，民主的確與和平
相關，但這樣的解釋永遠是在種族主義理論的歷史脈絡中為人主張，也就是說
當時的民主除了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度(Anglo-Saxondom)之外的其他地方，都
缺乏供給。因此 Vucetic 對於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民主和平論解釋的補充
批判是：使得第一次委內瑞拉危機得以和平落幕的是「盎格魯－撒克遜」民主，
而不是盎格魯－撒克遜「民主」。從此之後國際上蔚為流行「仲裁」。Vucetic
認為當時時代(contemporary)的民主論述之所以高度種族化正是源自於這一波流
行起來的仲裁運動。它建基於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應視為是非法的(outlawe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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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而這一波仲裁運動大約在 1870 年代流行於盎格魯－撒克遜菁英們之間。
導因是英國在美國內戰時對南方聯盟政策的仲裁。當時的國會議員 Lord
Playfair 如是說：“We are both the common inheritors of the traditions and glories of
the Anglo-Saxon race from which we have obtained the spirit of conciliation, a spirit
that has so aide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both countries .”換言之，他們認為民
主之所以能和平地解決爭端是因為他們共享種族關係(racial ties) (Vucetic,
2011:34)。
此外，在兩次委內瑞拉危機之間發生的美西戰爭，更是促進了美國擴張主
義的聲勢，和 Anglo-Saxonism 的論述。尤其在兩次危機間發生的美西戰爭一事
中更能體現出英美的種族關係。在美西戰爭期間，盎格魯－美國菁英視委內瑞
拉為遠方、負面且幾乎完全與自身相異的它者(Venezuela Other)。在美西戰爭期
間，英國成為了所有帝國當中，美國唯一的支持者。對倫敦來說，此戰既理性
又符合種族論述和種族進化論，如：“the United States, that ever-stronger branch
of the Anglos-Saxon race, took on and overpowered an ancient and miserable enemy.”
而如此的支持論調是一致的：“Star and Stripes went on display everywhere,
hundreds of British subjects attempted to enlist in the U.S. Navy, and dozens of
resolutions, declarations, and poems encouraged America to teach Spain a lesson in
proper imperialism.” (Vucetic, 2011:35)。同時，當時英國的著名詩人 Joseph
Rudyard Kipling 也寫下了 The White Man’s Burden 這首詩，以為了菲律賓的好
為由，鼓勵美國把帝國向菲律賓擴張(Vucetic, 2011:42)。這樣的支持論調又是明
確清晰地以種族主義的措詞說出，如美國的勝利是整個 Anglo-Saxondom 的勝利。
透過如斯的帝國戰爭，美國共和黨已恢復了遺傳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政策。
同時，在美國菁英之間的 Anglophobic 也準備發展成一種難以理解的盎格魯－
撒克遜繫帶，綁住兩個英語系的帝國。在 Anglophobic 的這一組人中，包括了
國務卿 Richard Olney、Henry Cabot Lodge 和日後的美國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等，他們也都準備好與委內瑞拉開戰。1898 年時 Roosevelt 寫信給他英國的朋
友 Arthur Lee: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re now closer
together than for a century and a quarter…for their interests are really fundamentally
the same, and they are far more closely akin, not merely in blood, but in feeling and
principle, than either is akin to any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Vucetic, 2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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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 1900 年時 The New York times 曾經詢問過美國人是否為盎格魯－撒克
遜人，並得到了這樣的回答：3/5 的美國人回答是，1/4 認為自己是大陸日耳曼
人(Continental Teutons)，而約 1/10 認為自己是凱爾特人(Celts) 。總之，在美西
戰爭中，由於英國的「善意中立」看似與盎格魯－撒克遜主義一致；同時，美
國因為勝利的容易而強化了擴張主義者的主張，前二者的結合架構起(frame)了
盎格魯－撒克遜此一最高級種族(the Anglo-Saxon master race)是命定(destined)要
領導人類文明(human civilization)至現代性的。時至 1900 年，美國正式地獲取
了西班牙的前殖民地時，在學術上有如此的提議：“it may well be our destiny to
carry on the work of subjecting the world to the sway of Anglo-Saxon civilization.”
(Vucetic, 2011:36)。至此，以盎格魯－撒克遜主義的觀點來看，美國的命運
(destiny)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歷史上的任務。這樣的歷史任務卻也還是涉及地理
的，而遠東在這個歷史的任務中，便成為了美國地理上的「遠西」(Far West)。
這樣擴張主義的聲音在美西戰爭之後攀上最高峰。羅斯福在 1900 年於他改版好
幾次的 The Winning of the West 一書中，也多有相同論述。甚至 1898 年的
Literary Digest 刊物也記載了就連傳統上的反帝國主義者的編輯們都支持擴張的
意見，而一分由 65 份報紙統計出的民意調查亦指出只有 24.6%的人反對美國保
留(retention)菲律賓。到了 1900 年 12 月，在近五百分報紙發現了約 61.3%的人
偏好擴張。另外，雖然於 1890 年代，例外主義(孤立主義)在外交領域的辯論遭
遇了重大的失敗，但它也從未於美國帝國主義發展的軌道上消失。在接下來的
數十年裡，例外主義曾好幾度崛起，塑造了美國的帝國、跨國和國際的概念，
如自 1917 年的集體安全和國聯到 2003 年反伊拉克的志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Vucetic, 2011:34-36)。
於 19 世紀末十年，盎格魯－撒克遜主義和擴張主義於美國的外交政策辯論
中產生了快速又直接的結果是進一步制度化了(institutionalization)盎格魯－美國
友好(Anglo-American rapprochement)，例如在處理巴拿馬運河一事上，英美於
1901 所簽署的 Hay-Pauncefote treaty 和處理美國與加拿大邊界爭議於 1903 年所
簽署的 Alaska Panhandle Treaty，皆以對美方有利的條件下和平落幕。現實主義
者面對這段歷史的解釋總說：使北美權力轉移時，在西半球未發生暴力鬥爭的
原因和盎格魯－撒克遜主義無關，而主要是因為英國的姑息政策。但截至目前
為止，倫敦不僅在委內瑞拉危機中退讓，而是一直到 1956 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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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與華盛頓有爭端時，倫敦每一次都退讓了。因此根據 Vucetic 的分析，倫敦
的安撫立場(conciliatory stance)和懼怕美國的力量無關，反而是出自於一種集體
的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因此美國亦採取了安撫的立場。例如：英國之所以
在委內瑞拉危機中退讓是基於英國的菁英無法正當地向公眾解釋為何他們應該
和同是白人的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們開戰。對華盛頓來說，之所以採取緩和
的立場也有著相似的考量。華盛頓不僅倒轉其政策，還在仲裁的最後判給了比
較符合英國利益的裁決(the eventually came to benefit British Guyana)，而非委國。
同樣的，美國擴張至阿拉斯加和加勒比也並非因為英國的姑息政策所導致，反
而更是出於全球種族間競爭中，英美是一個相同的種族而產生的合作意願。甚
至美國的海權論作者 A.T. Mahan 於 1890 年的作品“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中亦指出：德國和日本是戰略上的對手，但英國不是，這使得現實主義
強調的客觀利益觀點也出了問題。因此可以確認的是，Mahan 本身亦受到
Anglo-Saxonism 的影響。Vucetic 更指出 Mahan 和英國的兩位戰略家 Seeley 和
Dilke 一樣，把國際關係當成種族間關係(treat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racial relations)。羅斯福甚至也曾經說過全球霸權就是「說英文的人」。總
的來說，美西戰爭以外在認同(outside recognition)的方式幫助生產了 AngloAmerican 的集體認同。同時，Vucetic 亦指出當時的國際政治，事實上也是種族
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was at once the politics among races)。 因此 Vucetic 指
出，雖然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者正確地指出英美在其於美洲與亞洲的領土、邊
界、市場的自身影響範圍上皆有競爭，但同樣重要的是應該指出英美的他者認
為這些競爭是虛假的。誠如當時的巴黎菁英 Alan Pitt 曾說過
“The collective term ‘Anglo-Saxon’ came to dislodge the place previously
occupied by England alone in French thought…[and] the tension of imperialism
provoked a tendency to conceiv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gland as part of a unified
political/cultural bloc that threatened to swamp the francophone world.” (Vucetic,
2011:38)。
至此，當時的國際種族政治的劃分大致上可以分為盎格魯－撒克遜、西班牙和
法國的拉丁種族(尤其是考慮到歐陸上新舊教的百年之爭和其分支)以及俄羅斯、
日本，和其他許多較弱小的力量與人們(在英美的自我中，他們的他者性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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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遠方、負面這件事從未被懷疑過)。因此，目前剩下的種族間問題就剩下盎格
魯－撒克遜與日耳曼民族之間的關係(Vucetic, 2011:37-38)。
更進一步，在兩次委內瑞拉危機之間發生的美西戰爭和南非戰爭對於英美
之間的盎隔魯－撒克遜認同都產生了強化的作用。但是，南非戰爭曾一度讓英
美出現歧見。因為當時在世界上都認為南非戰爭是兩支弱小的波爾人(Boers)對
抗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猶如大衛與歌利亞之戰。為此，美國的菁英對於該不
該支持英國的戰爭出現了分歧。支持 Boers 的陣營非常廣泛，許多當時重要的
公共人物，如 William Jennings Bryan、Senator Bacon 和 Pulitzer 這些經常質疑
政府的平民論者和民主黨人士外；當時公認的親英派人士，如商業界大亨
Andrew Carnegie、作家 Henry Adams 和前共和黨主席 Benjamin Harrison 都支持
Boers。此外，支持 Boers 的行動還廣及許多的公共宣言、請願以及各式的同情
方案(resolutions of sympathy)，甚至有 300 個美國人自願加入 Boer 這一方，助
其戰爭。因為對許多人來說，1899 年的 Boer 戰爭正如同英國於 1776 年攻打美
洲一般，Boers 便是一個獨立的團體以反叛的方式站出來對抗倫敦不可理喻的獨
裁；同時，傾向支持英國的陣營則只有當時執政的共和黨，大部分是大商家
(big business leaders)和當時相當重要的媒體之一－Hearst’s media。然而光是這
些支持的力量便足夠促使支持英國的戰爭，例如提供了一系列必須的補給，像
是食物和醫療用品、火藥、金錢借貸等等。在私下，政府的中立態度也被解讀
(framed)為對英國支持美西戰爭的報償，同時也是象徵英美兩帝國團結、將攜手
承擔起文明化世界的責任。甚至在戰爭之始，當時的國務卿 John Hay 在 1900
年寫道：“The fight of England is the fight of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and all our
interests are bound up in her success.”(Vucetic, 2011:39)。而羅斯福也有相同的思
維，並且更生動。儘管羅斯福流著荷蘭人(his “Dutch blood”)的血液，但當他和
親朋好友論及此事他總是說：“it would be for the advent of mankind to have
English spoken south of Zambesi(非洲的一條河) just as in New York.” (Vucetic,
2011:39)。另外，當初把 Boer 看成內戰前南方蓄奴州的地主的架構，更幫助美
國政府的官方立場。因為在此架構下，Boer 成為了社經地位低下的，而其公民
便應當由更進步的英國權威來統治，如同 1865 年邦聯的命運(南軍投降)。此外
美國在同時於菲律賓發動的殖民戰爭，使得華盛頓的角色看來像是倫敦之於南
非，也因此有效地化解了簡單的道德優越感的批評。當戰爭持續進行時，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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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 Boers 的認同開始改變，從 William McKinley 到 Roosevelt 政府的政策也與
實際發展一致。 22同時，美國為了得到國內的支持，並不把 Boers 塑造成一個美
國的低等種族他者，而是將其定義為半文明(half civilized)的、宗教狂熱的，因
此是不如英國的低下種族。這造成的結果是美國第一次與帝國、大英帝國站在
同一陣線，對抗白人的反抗軍(rebels)(Vucetic, 2011:39-40)。 23
至此，從 Vucetic 的考察中可以很清楚地看見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主義從
19 世紀末開始很大程度地影響著英美兩國的關係以及他們彼此的對外政策。英
美對外施以種族至高性、以國際安全為目標從而保護自己、對彼此間的衝突則
又多有諒解。並且隨著時間的推進，這種種族的情感繫帶又日趨強烈。因此根
據上述 Vucetic 的考察，很難不發現盎格魯－撒克遜的種族主義在現代歷史中有
著不可抹滅的關鍵地位，但是這種非科學也不理性的因素卻未見於一般國際關
係理論的探討中。因此筆者接下來的工作便是要透過考察國際關係文本以及相
關的歷史背景，檢視現今國際關係理論中不曾出現的記憶。

22

William McKinley，美國第 25 任總統，任期為 1897 至 1901；Theodore Roosevelt，美國第 26
屆總統，任期為 1901 至 1908。
23
Boers 是荷蘭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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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知識與歷史－國際關係文本的系譜
我答道：「當然，你不會故意要攻擊並且消滅這些可憐的人吧？」
他毫不羞慚，反而欣喜地回答道：「我們送了些得麻疹的人過去
以便輕取他們！麻疹會大量地殺害他們！四個得了麻疹的年輕人
已經在不同的港口登陸了，這將會快速地削弱他們一族。」
(Grant et al., 1916:265. Epub file.)

「美國軍隊歧視我們黑人。美國海軍只讓我們當炊事員。紅十字
會不准我們捐血。雇主和工會將我們拒之門外。對黑人私處絞刑
仍持續地上演。我們的公民權遭到剝奪、我們遭人鄙視與唾棄。
希特勒做的能比這還多嗎？」
(Zinn, 2009:990. Epub file.)

國際關係正式成為一個學門開設在大學中起始自 1919 年，而其後一般學
術討論又將國際關係的源頭上溯自約西元前 400 年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16
世紀義大利的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或是 17 世紀英國霍布斯(Thomas
Hobbes)(廖舜右，2007：40)。然而，據前所述 Torbjørn L. Knutsen 指出，活躍
於現代開端的邊沁是第一個提出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這個名詞的人
進言之，在邊沁之前尚未有關於民族國家間關係的意識出現，而現代國
際關係學科復興過去古人的主題或名號佐以現時的徵兆、串起一段連續卻沒有
深度的扁平化歷史以證明當今的主題，正是歷史社會學派(historical sociology)所
批評國際關係主流研究兩種去歷史模式之一的 tempocentrism(Stephen & John et
al., 2002)。 24然而這樣的批評卻不能幫助吾人了解每一個當下/現在(present)的人
是如何擁有關於當下的意識的，或者說這樣的批評無助於現在的人們理解此刻
之所以如此思考的生成原因為何，例如為何主流國際關係的思考是去歷史的，
這種去歷史的意識是在什麼時候以怎樣的方式生成而一直影響至今。因此筆者
認為，若要追溯關於國際關係的起源應當以「國際關係」成為一門知識，且為
人們所意識時開始談起。

24

歷史社會學所提出關於去歷史的兩個模式為 chronofetishism 和 tempocentrism。而
chrnofetishism 指的是現在(present)的一切都只能由現時出發分析解決，現在的一切由自然所決
定，因此視現時是永恆的而忽略過去、忽略歷史進程的作用。詳可見(Stephen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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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1870 年代至 1930 年代

壹、1870 年代

一、國際關係文本
雖然國際關係一詞可以追溯到 18 世紀後半葉，如邊沁與康德(Immanuel
Kant)，但是國際關係一詞總是散見於法律、貿易、歷史的文獻中，直到 1872
年才出現了一本由一不具名的羅馬天主教神父以國際關係為名而寫並在英國出
版的專著：Harmon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5此書旨在宣揚美國聯邦制，並
倡議在世界上推行聯邦制，最終達成一個和平富庶的世界，但是實際上最重要
的是建議英格蘭、威爾士、愛爾蘭與蘇格蘭亦應以英格蘭為首形成聯邦國家。
並且，該作者更進一步地描述了一種自然法則，指出自然最喜愛的運作原則是
一種給與受的循環體系，這種體系亦是最對稱、平衡的，而人類的政治與社會
之運行猶如受制於像地心引力般的至高法則，英國、丹麥、德國、法國和西班
牙將會吸引着在海洋上不管大或小所有的島嶼，到最後形成類似美國的聯邦制，
而這種世界的聯邦體制終將會確保小國/州的利益，並形成一個強大的帝國
(1872:27-28) 。此外，該書指出戰爭是野蠻的行為(barbarism)，並且嘲笑法國崇
拜凱薩主義(Caesarism)(1872:7)， 26 而其他戰勝的國家則是文明(civilization)國家。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該作者鼓勵一種經由商業互通的行為，因為依循這一套自
然法則，人類最終會因為互動而走向大同世界，因此該書反對並且以野蠻形容
戰爭。因為戰爭是阻礙人類朝向自然與和平前行的障礙。
此外，為了解決聯邦與各州之間的地位，以及可能的戰爭問題，該書強調
美國的聯邦與州的關係不是主人與奴隸的關係，但是歐洲的各個單一國家則會
因為自身內部奴隸的叛變而招來厄運(就像美國南方蓄奴的那些州一樣最終引發

25

筆者僅能以國外大學或是公立圖書館電子化的古籍中搜尋相關典籍，因此不能確定 1872 年
的文獻是否是最早以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為名的專著，但是此本專著與邊沁提出國際關係這
個名詞之間斷裂的時期依然處在傅柯的現代分期中，因此不影響探討國際關係的知識系譜。另
外，由於筆者所使用的資料是電子版本(epub)，所以引用頁數會與原來紙本文獻的頁數不同。
26
該文本雖無明示法國發起的是哪一場戰役，但是從凱薩主義的用字看來，該作者暗指的應該
是拿破崙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在位期間的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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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內戰)。雖然開戰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是為了打敗野蠻人(如美國處置 3K 黨
和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進而重建法制就應當發動戰爭，因為這最終會
帶來解放與和平(1872:30)。
進一步，該作者講述他所認為的聯邦主義在英國該如何呈現，並且最終
如何拓及到世界(1872:32-46) ，且表明本書寫作目的是為了宣揚聯邦制可以在自
然的進程下，把人類變成一個家庭從而消除所有人類的利益紛爭、促進人類和
諧與文明：
“our excuse is that, as this is our purpose we wish to show by these various applications of Federalism
what an infinite capacity it has for harmonizing conflicting interests, and not only appeasing national
jealousies and distrusts, but welding unfriendly peoples into steadfast unions. And by this process we
are, further, preparing the ground for the broader foundations of a still more expansive development. If
Federalism can thus constitute a family of Kingdoms into one Empire, may it not, by a most natural
progression, and by the same identical process, group together a family of Empires too, and under the
light sway of a Government which, placed as it would, be so far beyond the reach of selfish disturbing
passions, high up into the cold region of pure intelligence, may fairly be regarded as the enthronement
of human reason itself, guiding in calmness and repose the destinies of mankind, settling by its high
arbitrament the differences of kingdoms as easily as those kingdoms now dispose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citizens, dismissing for ever the barbarous appeal to the brute-force of war, and thus establishing
upon a secure and imperishable basis the peace and happiness of the world.” (1872:51)。

在此，該書又以歌頌單一形象的理性人類企圖論證人類將能屏除各國的公民差
異並消除野蠻的訴求—戰爭，而這終將促成和平與幸福不朽的世界。
另外，在 1871 年，有一本名為 On International Reform 的著作， 27 其目的
是在指出戰爭對貿易帶來的損害，呼籲英國追求貿易和平的政策。 28在本書中，
開篇便提及了所有的國家都因為自然法則所以或多或少都必須依賴國際交流
(international intercourse)並依照所依賴的物質性的不同將國家分為三種不同的集
團：第一種是人口數少，專門出口天然產品(natural produce)，並進口加工產品
和奢侈品的國家；第二，人口數適中(well)，消費自己產品並製造自己的加工產
品的國家；第三，人口密集，專門出口加工產品和奢侈品並且進口天然產品的
國家(Seebohm,1871:10)。Seebohm 認為這三種國家代表了一個國家的三個階段的
歷史，年輕的國家都會經歷第一階段，有些國家則會邁向第二階段，而只有些
27

雖然其題名並非國際關係，但鑑於可理解當時的人如何理解國際、在重整(reform)前的國際是
如何的，在重整後所欲的國際又是什麼，因此值得一探。
28
Seebohm 在開篇指出英國的紡織工業因為美國內戰的關係導致國家遭受棉荒(cotton famines)，
並效仿重農主義以飢荒開題，論述自由貿易與和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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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先鋒的國家才有辦法度過到第三階段，也就是一個最依賴的階段。但
Seebohm 指出一國家是否能改變並不聽從國家的意志，而是決定於自然法則，
如果違反自然法則則會招致實際的損害(suffering)，而這一如政治經濟學家所分
析的，除非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能夠根據其土地的限制控制人口，這個國家將
會走向人口過剩的危機；又或是擴張自身而成功過渡到第三種階段的國家，並
強調增加人口以擴充國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Seebohm, 1871:10-11)。
Seebohm 進一步指出現在人們生產這件事只有在處在最高階段的文明才
得以發展，這個文明表現在人人都可以脫離土地而生活，賺取週薪(指的是人不
再被農地束縛，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工作)，如此一來人們在成人以後，可以
很容易地結婚並且將自己投身於和自己相仿的人群的環境中，這將促使人口快
速增長(Seebohm, 1871:11)。但若是人口增長超過其國家的承擔能力，就業供給
就會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造成人口過剩，因此要成功成為第三階段的國家重
點在於流通與開放，如此一來一個國家的繁榮便不再受限於土地的多寡，所以
一個愈繁榮的國家必定愈依賴國際交流(Seebohm,1871:12)。 29
進一步，Seebohm 解釋國家三階段(自給自足、貿易依賴等)的形成過程，
首先人類從未開化的遊牧、征戰蠻族定居下來，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但
這樣依賴自身的國家一多，就自然成為了國際無政府狀態，這樣的國際無政府
狀態阻止了國家之間的國際交流，並形成封建制(1871:15)。 30因此國家的封建
形式是不自然的、自足形式是不自然的，而壟斷也會招致災禍，最好能夠開放
分享，因為這符合自然法則(1871:16-17)。為此，Seebohm 再次強調人必須要脫
離土地/農地的限制任意到處工作才叫做自由，並且把這種脫離土地的現象(羊
吃人)稱做解放農奴(1871:19-20)。
當然，Seebohm 身處的第三階段國家－英國－亦經歷過從第二過渡到第
三階段的時期，當時解決人口過甚問題的辦法有兩種：其一是飢荒；其二是工
業革命。自工業革命之後，英國有了能力而「不得已」地向外國擴張，將外國
資源給人口持續成長的英國使用。但是因為進出口常會遭遇不穩定的風險，例
如賺不到錢，導致國內大量依靠國際交流賺取薪資的人民失業，所以確保國際
29

Seebohm 指出而在這三種國家之外還有一種差不多可以被歸類為未開化/不文明(uncivilized)國
家—中國與日本。
30
當代的國際關係文獻則是說國際無政府狀態是主權國家的獨立，認為封建制的帝國才是各個
領土主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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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穩定是很重要的。Seebohm 另外舉了荷蘭與瑞士的前例，這是為了佐證這兩
國曾都受益於國際交流，而之所以因國際交流而受害是因為戰爭，因此特別強
調國際和平的重要；以及自然法則不會為任何事物改變自身，因此只有國際系
統/體系要為了服從自然法則而改變。
總的來說，Seebohm 以英國的觀點解釋為什麼國際需要和平：因為以前
英國海軍強大，而且海洋上的商船有四分之三是他國的。所以英國總可以任意
抓取他國的商船，但漸漸地其他國家的海軍也建立了，而且亦開始將貨品放在
中立國的船內。同時英國本國的商船也開始變多了，所以以前英國好武的優勢
漸漸地傷害了自己，例如可能被抓、可能要付更高額的保險費、會浪費更多時
間移轉貨物到中立船上，使得貿易空轉等，這對於英國與荷蘭這種高度依賴國
際貿易的文明國家來說，又會造成大規模的飢荒(1871:22-38)。 31
接著，Seebohm 為了帶出國際法的自然理念，又開始回溯野蠻人與文明
世界的爭鬥 32，並於其後指出只有夠理性的國家(現代人的形象)才能夠運用理
性之光發現自然法則， 33而在相關的篇幅中的目的是以人類原始社會(無序)來比
喻國際環境，並要進一步類比人類社會與國際社會，以指出未來應當以文明社
會類比國際，最終要表明尚武的國際關係是過去的國家的野蠻行為所造成的。
但是有一個更大的自然法，這個自然法不能夠妥協於 Seebohm 當前身處的國際
關係中，所以 Seebohm 呼籲國家領導人要試圖將現在的國際關係改造成適應自
然法的狀態(甚至因此贊成減裁軍事力量)，而這最終會使國際環境變文明。 34
從此篇文本來看，或許出於當時政治上的需要，Seebohm 對英國提出了
一些建議，但這些建議仍然脫不去重農主義的影子，尤其是為了國際貿易與物
資的持續流通不中斷，或更進一步說為了國際和平或者是攻訐國家的尚武。另
外，隱藏在為了英國，甚至一個總體歐洲/世界的好的辭藻中的便是重農主義的
治理，如 Seebohm 不斷宣揚任何國家必須於依據自然法則調節國家政策，甚至
同時必須考慮到他國的情況，進而想辦法調節他國(的文明狀態)。最後，文明
31

Seebohm 指出只有歐陸上那些有鐵路接軌的國家才能夠不受到港口遭外國封鎖而得不到補給
的損害。
32
Seebohm 在此引用了一篇 1828 年的由 François Guizot 所撰之 General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以佐證從人類怎麼從個體走向國家；此外 Seebohm 於 On International Reform 中指出野
蠻與文明的探討可以追溯至格老秀斯(Hugo Grotius)。
33
Seebohm 亦認為國際法和國際道德(international morality)等同於自然法則。
34
該文本中有許多探討該怎麼成立一個能夠單一詮釋國際法的國際組織，以及探討國際法演變
的內容，但皆是以同樣的主題(自然、文明與野蠻)帶出討論，故此不特別交待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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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野蠻的主題被用來當作是一個國家成功與否、是否進步的修辭，成為了當時
的英國或是所謂文明與先進國家的人口過剩問題的解套方法—擴張。不難看出，
這時的重農主義的思維與政治經濟學所倡議的自然法則，還有人口的主題完完
全全地投射到了國際關係的探索中 。簡言之，即使在國際中，也到處都充滿了
「人」，而隱藏在國際關係背後的主題便是如何維持人口以及相關要素的平衡
發展。

二、歷史背景探討
前述兩本英國的文本中除了反映出重農主義的歷史痕跡外，其大力鼓吹
自由貿易的論述中也承載著英國本身的歷史。A. L. Morton 指出， 為了保護英
國農夫與地主不受外國廉價榖物競爭，英國於 1815 年立了榖物法(Corn Laws)，
禁止外國小麥在英國自產小麥價格低於每夸 50 先令時進口。但實際上由於市場
反而變得容易操縱促使物價上漲，消蝕了農民的利潤。同時，由於工業的發展，
工業資產階級希望能藉由廢除榖物法降低工人的工資，以便產品能在外國以低
廉的價格競爭，而最終榖物法於 1846 年廢除。 之後工業的復興使的交通運輸
更為發達、耕種更為有效，因此必須從農地里雇用更多工人開礦、建築鐵路以
及生產更多的產品，這使得農夫、工業資產階級、工人的收入都加了。而地主
則可以以極低利息的借貸改良農業、開發農具，使得農耕面積在農夫人數減少
的情況下變廣了，因此廢除榖物法之後並未造成地主與工業資產階級的衝突。
另外， Morton 指出榖物法的廢除應該視作是英國自由貿易立法的一部分，
因為在 1845 到 1875 年這段期間許多食品與原料的保護關稅都廢除了，這使得
發達的英國的工業和其以外工業尚未發達的世界的市場之間，毫無障礙。
Morton 引述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的話說明此英國工業繁榮的景象：
「『自由貿易在英國獲勝以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工業壟斷地位顯得比過
去更加鞏固；新的冶鐵廠和新的紡織廠大批出現，到處都在建立新的工業部
門。……1848 年到 1866 年期間不列顛工業和貿易的空前發展』」，除了導因
於食品與原料的保護關稅廢除外，發現且開採加州與澳洲的金礦「『增加了世
界市場上的流通手段；……用蒸汽發動的運輸工具最後戰勝了其他各種運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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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在海洋上，輪船現在已經排擠了帆船』」，在路上有鐵路和碎石公路，這
使得運費比過去少三倍而運速卻快了三倍，「『在這種有利的條件下，利用蒸
汽進行生產的英國工業，依靠損害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外國家庭工業而擴大了自
己的統治，』」這樣一個對資本家有利的時機被視作是一個永遠不會改變的自
然法則(1962 :546-554)。因此與該兩本國際關係的文本對照一下，也不怪在當時
自由貿易正盛的英國，國際關係的文本中也大力地鼓吹各種關於自由貿易的論
述，如脫離農地、避免戰爭以及高呼自然法則等等。

貳、1880 與 1890 年代
一、國際關係文本
由於 1880 和 90 年代 能搜集到關於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的專著不多，
因此在 1880 年代以國際關係為主題的資料，僅找到當時美國知名的律師與外交
家 E. J. Phelps 的一份演講稿出版品：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ddress before the
Phi Beta Kappa Society of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29, 1889。但是其實此份演講
稿亦一再地突顯人性的主題、自然的主題。雖然他指出 Lord Lytton 批評國際道
德無法引領國家行為，控制國際交流，但 Phelps 認為縱然國家不是人，不過作
為人的集合體，國家的道德不會比人少，所以國家行為也適用所有的道德原則。
另外，雖然從歷史中可以看到有許多不義，但那並非人的本性，而是人
要努力改善的。在整份文件中，Phelps 異常突顯道德的主題，並且以人際關係
比喻國際關係，強調和平、文明人與貿易的重要性，但與前十年的英國文本不
一樣的是，他認為雖然道德很重要，但國家應該還需要輔以武力保護自己。此
外，文明除了法律上以及與野蠻對立的概念之外，還多了基督的概念。換句話
說，文明以及文明國家在此特別指稱的是在當時有基督教信仰的先進國家。最
後，於講稿的結論，身為外交家的 Phelps 表示外交慣例及規則也是從人類社會
演化來的，若無規則則無文明生活，這在國內和國際層次都是一樣的。簡言之，
這一篇演講稿主要在說外交關係也是國際關係的一環，而涉及到外交的事物依
然應當在國家為主的情況下服從國際道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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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有一本名為 World Politics 的專著， 35這本由 E. T. Hargrove 所著
之《世界政治》也或許是第一本以 World Politics 為題的專著。然而此本專書裡
依舊只是說出了重農主義的各種主題與用字。
首先，Hargrove 先舉出動物界與自然界是適者生存之後，再指出對於人
類社會來說，道德較高的才能生存。簡言之，道德是人類進化的象徵。因此，
人類和動物不同，不會互殘，並且 Hargrove 在其後很明確地指出人類必須活在
社會中(否則會死)(1898:27-28)。
進一步，Hargrove 在思考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時，認為用
來統治(govern)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原則亦當成為統治國際關係的普遍原則，而能
夠被稱之為國家(nation)的都應該已經在進化的過程中度過了野獸的階段，所以
現在以人為形象的國家也應該以此標準而行為，並承擔和人一樣的責任，例如
成為一個自由、法律、秩序的代表同時支持理想的正義(1898:29-30)；此外，
Hargrove 認為人類法治已存在許久，對於國際來說該做的只是把這樣的制度延
伸，例如國家應該像人類長久以來所實行的一樣，團結起來派出代表制訂法律，
並且經常召開國際會議與議會，決議統治國際關係的規則和發表一個最高、最
好的法律原則(1898:51-52)。而當他談到國際法的內涵時，亦可看見重農主義的
思想，Hargrove 以美國內戰為例，舉出內戰導致英國和全世界需要棉花的產業
受到沖擊， 36所以應該制訂國際法控制這些事端。而誠如前述，Hargrove 認為
這些法律是在社會的自然性受到傷害後，國家應當從人類所延伸出來的自然原
則加以介入的。而放到國際層次上，他亦認為當美國發生內戰時應當有一套國
際法來調節國內的情況，恢復國際整體的自然性。
此外，文明與野蠻亦是其重覆的主題。他認為當時世界上大部份的國家
都是文明國家，並且也都接受與承諾在以互相依賴的前提下於未來發展更高的
道德，並且奴隸販運也將從文明國家消除，因為現代文明國家視人類的個人自
由為需要受尊重且受國際支持的權利。簡言之，只有文明國家的公民才有自由。
進一步，Hargrove 認為不文明/未開化/野蠻人和文明人的差別在於前者遇到爭執

35

筆者在搜集材料時曾參考過王逸舟所著之《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裡面曾提及
world politics 亦曾是探討國際關係的重要主題，因此筆者在此因缺乏國際關係為題的專著之下，
將其亦列入考察的範圍。
36
Hargrove 亦以自殺為例說明其對社會的傷害，並且是不必要地從國家中奪去一個個公民，因
此國家該介入的時候就是在社會內部受到傷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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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選擇以私人武力解決，並且可能會禍及對手的家人，因為野蠻人認為他應
該要移除對他而言所有的障礙，而文明人則會尋法律途徑解決(1898:42)， 37而
也正因如此，Hargrove 表示文明國家需要維持少量的武器以穩定海內外自然性
的穩定。
最後，Hargrove 指出文明的責任就是要遏止邪惡，保衛人們的權利與自
由，而那些少數的野蠻地區在文明國家的持續影響之下，亦終將走向文明，再
不倒退(1898:65)。

二、歷史背景探討
雖然這 20 年裡的能搜集到的相關文本不多，但是它們同樣都強調道德、
法治、權利、自由、共存與文明的現象，與當時美國國內的情境卻是大相逕庭。
根據 Howard Zinn 的考察，自 1877 年開始，南北方精英接掌美國，美國裡的公
民不僅黑人，連白人、華人、歐洲移民和女性勞工都必須為了美國的經濟增長
而被壓榨、剝削，並且「工人的報酬也將因種族、性別、國別、社會階級不同
而千差萬別。精英們藉此創造出各種不同的壓迫標準，這種標準如同保持財富
金字塔穩固的台基，極富技巧」，並且罷工也變得不可容忍(2000:213)。隨後，
在 1880 與 90 年代，由於貧富差距擴大加上外來移民湧入，這 20 年裡因為種族
主義與階級問題而起的工農運以及各式罷工與遊行層出不窮，而美國政府多採
取軍事鎮壓、濫殺、非法的逮捕、監禁和審判等殘酷以及不公的手段回應這些
示威活動，而下場自是多有傷亡。 38
到了 1896 年，此種情況變得更顯而易見了：各州已經做好了粉碎勞工罷工
的準備，盡可能運用法律，必要時就動用武力。兩黨制度已經做好了準備，哪裡發
生危險性的群眾運動，它都隨時可以派遣軍隊，圍困起義者，並耗盡他們的精力
(2000:248)。

37

Hargrove 另外指出當時的中國與非洲是未開化之地，所以文明國家可以向他們租借或是購得
其領土。但當時未有制度化的貿易規則，因此引起西方或說文明國家的競爭摩擦，為了防止如
此，他建議應該要定義貿易權利(trading rights)並且向中國或非洲買下那些尚未被列強偷走的土
地。
38
80 與 90 年代詳細的工農示威與官方回應以及勞資衝突、剝削等記載可參考(Zinn, 2000:21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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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在美國國內抗爭與鎮壓的歷史，與前述兩本高唱人類共同體的國
際關係文本在認識上產生了斷裂。究其原因，Zinn 指出在同一時期的美國了解
到要透過控制大眾不能僅靠武力與法律，還必須使他們明白「存在就是合理」
的這一觀念教化民眾。當時的「學校、教堂、大眾文學都在灌輸這種觀念：富
有象徵著成功，貧窮象徵著個人失敗；對於窮人而言，向上的路只有一條，即
憑借著非凡的努力和機遇，擠進顯貴的富人階層」。另外，富人也懂得利用教
育系統馴化人民，他們從其鉅額的利潤中撥出一部分投資教育機構，如大學、
圖書館等，而在此波富人的投資裡建立起的名校有芝加哥大學、約翰霍普金斯
大學、康乃爾大學、史丹佛大學，和杜克大學等等。這些教育機構培養出中產
階級－教師、醫生、律師、行政官員、工程師、技術員和政治家－以維持美國
當時的體制(2000:222)，而這樣一來也不難理解當時屬於中產階級的作者/官員
們為什麼對國內的認知和對國際的期望會有認識上的斷裂了。同時，除了以灌
輸教育規訓大眾的思想與行為之外，愛國主義在當時也是弭平差異的辦法，如：
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以罕有的直率言詞道出了金錢與愛國之間的聯
繫：……「我高興地得知，全國各地的人民表示要為光榮星條旗獻身；全國人民表
示要向保護國旗榮譽那樣神聖地保護本國的經濟榮譽」。愛國主義的極端行為就是
戰爭，麥金萊就任總統兩年之後，美利堅就向西班牙宣戰了(2000:248-249)。

參、1900 年代至大戰(Great War)

一、國際關係文本
在 20 世紀初所蒐集到關於討論國際關係應然或是規範性的知識材料，有
兩篇論文，分別是 1907 年由 Albert Bushnell Hart 寫的 American Idea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和 1908 年探討社會責任(social duties)的刊物中，由
Charles Richmond Henderson 所發表的 Social Duties: Chapter XVI. Social Du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前者中，其最主要欲表達的是要將美國政治理想中的
遷徙的自由、平等與自治這三者帶入國際關係的領域中(Hart, 1907:09)。然而，
誠如上一個世紀中的文本看到的，這一套價值並非美國獨有的，而是符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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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佈署的，故不再贅述。同時，後者更認為美國因為基督精神，應為人類
承擔普世的責任，為世界的和平努力。
Henderson 在開篇便指出道德(morality)是無國界的，而統治者是上帝的
僕人，並且如果統治者(rulers)能夠受到聰明且喜好正義、痛惡邪惡(iniquity)的
人們監督，那他便會是個好的統治者(governors)且也會是個更好的人(better
men)(Henderson, 1908:01)。 39接著他繼續描述著人，Henderson 認為人便是一個
會貿易的人，但貿易常是競爭的，免不了有利益衝突和報復，如關稅戰爭或實
際的流血衝突(1908:04)。這種國際貿易的衝突就如同國內的勞資衝突一般，而
那些因為政府治理不好而難以過活想要移民的民眾，可能會成為接收國的社會
負擔；此外，若是美國願意接受國際的移民，便會讓移出國的政府不思改善社
會問題，因此接受他國移民是於事無補並且會對接受國社會有害，面對這樣的
情形，Henderson 才會認為美國有責任改善世界(1908:04)。
另外，Henderson 認為使世界變得更好的關鍵便在於國際法。國際法在他
看來是現代文明國家互相同意規範彼此在承平和戰時行為的管治主體(body of
rules)，而其社會責任正是在缺乏單一立法機構的環境中，定義出那些有助於人
類共同福祉(welfare)的行為與人們在承平與戰時之間的關係(1908:12-15)。進一
步，關於戰爭，Henderson 認為其非來自理性的，而是源於武力的試探(a trail of
force)。此外，不管在戰爭中的情形有多麼殘酷，人也不會喪失其身為人所具有
的道德(moral being)，為他人和上帝付出，而國際法庭正是一個可以補足當前外
交體系的組織。 40Henderson 引述當時一位國際法權威 J. B. Moore 的話，表示社
會上和平與善的秩序並非由刑罰，而是由輿論 (public opinion) 來維持。在國際
法院，公眾將檢視的是一個無私 (disinterested) 、自愛與以自身的公正觀念改正
自身的法官，為國際爭執仲裁，而在當前這套體系中，尚未有受仲裁後的國家
因不滿而發動戰爭，因為國際法庭的仲裁已經帶來了和平(1908:17-25)。最後，
Henderson 再次重述了美國人對人類集體的責任，這個責任是上帝命令，而要達
成人類整體的善、好，便要管理每一個人(each man’s rule)，將和平的光箭射向
39

這裡應當注意到 Henderson 所設想的人的形象是一個愛正義，痛邪惡，並且有智慧和有著無
國界之分的道德情操的，而受到他們監督的領導者將會是比這種普世、單一形象的人還要更好
的人，也因此他才會是一個好的統治者、上帝的僕人。
40
Henderson 在稍後亦提到一些國際上的爭執或許是出於外交官的大意。總之，在此篇文章中，
外交體系仍是國際法學者詬病的對象，而這種國際法詬病外交體系的現象的出現甚至來的比理
想主義還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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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每個角落。因此，走出國家、走向世界，將和平與善意(good-will)傳播到
所有的土地，並從每個人的口中說出，這是美國人對人類的債，也是一個世界
性的任務。而最為有趣的是結論的最後一段，Henderson 說只有當人類不分種族
與層級(rank)的，已「一」進入耶穌所許諾的上帝的國度，我們才能擁有以正義
所保證而持續不斷的和平，而這樣的人類集體遠不僅只是那些賺取薪水的人
(1908:26-27)。
此篇論文與上個世紀裡提及的文本相同的地方在於除了依然強調(文明)
人類的道德外， 41 也持續地推廣國際法。此外，與上個世紀文本內容不同的是，
自然已經讓位於上帝，因此很自然的，在此篇的語境或推論中，美國人之於全
世界其他地區的人的關係，正是上帝與人的關係，或降一級為上帝的僕人與一
般人的關係。而兩篇文章都同樣地表示美國人是國際關係真理的持有者(而非強
調某種存在真實的自然環境，並應朝這種自然邁進)， 國際關係必將且需由美國
人改善，而這也符合 Vucetic 的考察，即英美為了保護自身而總是「考慮著國際
安全」。
1911 年首度出現一部考察歷史上關於國家間關係制度的歷史論文，而制
度當然還是指向國際法。作者 Hershey 認為在歷史上所有於本質上規範/統治
(governing)國際社群(international community)中國家成員相互關係的法律/法則便
是國際法。換言之，所謂國際關係正是國家之間的法律關係(Hershey, 1911: 1-2)。
Hershey 認為雖然在 15、16 世紀時，現代歐洲體系意義上以領土主權和國家獨
立並且在法律上地位平等的國際社群尚未發展出來，但是在歷史中卻可以找到
相似的習慣(customs)或是規則(rules)，而中世紀希臘的城邦間法律和現代國際法
學(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極為相似(1911: 1-2)。Hershey 的用意在於以當時的
考古成果證實古代世界的國際關係並非像歷史學家所描述的是建立在武力上的，
或者國家間的關係也不是只有與他國永遠不相往來或是陷入永恆的戰爭，也就
是說這種想像的古人生活根本不存在，也因此這種永恆與殘酷的歷史知識也應
該修正。
此外，Hershey 亦承認中世紀的國際關係(interstate relations)很大程度上是
取決於武力，而戰爭也是人類的天性(natural condition of mankind)，不過這麼說
41

在此篇論文中依然有文明與野蠻的探討，不過篇幅極少。主要談的是近代國際法使得在戰爭
中對待平民與戰俘的行為比起以往的野蠻行徑(如擄掠婦女孩童)更加地人道與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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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意在於攻擊外交體系，因為外交的特質在 Hershey 看來是馬基維利主義者
(Machiavelian)的，經常用於幫助開戰。接著 Hershey 花了近乎全書的篇幅考察
古埃及、巴比倫或迦勒底(Chaldean)、中國、印度，發現它們在多數時候都是和
平的農業社會。同時亦考察了向來被認為比較嗜血與好戰的亞敘人(the
Assyrians)、希伯來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與希臘和羅馬人(1911:3, 8)。在本
書中，考察的重點在於古希臘時期，透過當時的考古證據 Hershey 發現古希臘
人會以仲裁的方式預防國家間(interstate)關係發生衝突、保持和平，而雖然仲裁
多半是失敗的，但仲裁有時會寫進協議(treaties)裡，通常這些爭端的仲裁都有關
於宗教、貿易、邊界和衝突領土的領屬問題(1911:37-38)。接著 Hershey 便直接
探討古希臘時期的海洋法、關於野蠻人的權利和羅馬的國家法(jus gentium/ law
of nations)等，在這些討論中 Hershey 要指出這些制度的文明要素穿越了封建制
的歐洲一直流傳到 Hershey 書寫的時代，而其論敵正是歷史中那個好戰的
「人」，透過指出這些制度與文明要素的流傳，Hershey 要證明真正的人類是文
明的，而文明意味制度的建立，而這個制度正是國際法。 42
在 1912 年一篇標題中有國際關係字眼的反題論文出現了，此篇名為 The
Plac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的文章駁斥了國際法與基督精神以及和
平之關係，而首次將武力(force)與外交以正面和肯定的意義帶進國際關係的探
討中。作者 Alfred Thayer Mahan 認為國際法與外交相比是較為死板的，因為在
處理各種議題(issues)時，比起只能下決定的國際法，外交的靈活操作更能促成
比較好的結果，尤其是國際法難以跟的上情勢的改變(Mahan, 1912:4)。通常面
對這種法律跟不上情勢變化的狀況，多半要透過雙方簽署的條約彼此認可，但
這種條約又不具有決定性的法律仲裁效力(根本就不存在這種條約)，因此到最
後往往要依靠以武力而非法律輔助的外交調整衝突與爭端(1912:5)。這種外交輔
以武力的好處，Mahan 認為是只需要以告知或暗示(intimation)，便能收效， 43例
如美國就曾經如此使法國撤出墨西哥(法墨戰爭) (1912:6)。也因此在當時的文明
國家中都訴求著消除戰爭的同時，Mahan 卻認為武力依然是重要的(1912:8)。因

42

此外，Hershey 認為從中世紀文明的要素流傳與進步的過程中，貿易(commerce)和後來的基督
世界(Christendom)也是造就今日文明成果─國際法的主要推手。
43
在傅柯筆下維繫歐洲平衡體系的三個要素之一的常備軍，其功用就是讓外交現身於戰爭的可
能性之中，亦即以武力或者戰爭的威脅使得外交成為可能，因此很明顯 Mahan 關於國際關係的
論述是很符合外交─軍事體系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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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即使是法律也需要以武力為後盾才能發揮效力，而美國已經經歷需要以武力
控制整個(國際)社群的商業關係(business relations of the entire community)一段時
間了，而這種國際社群(歐洲文明國家與美國)的商業競爭雖然是為了所有參與
者的好處，但其實際上的目標還是為了自身－自己的人民和維護自身優勢。在
此情形下，以武力行使保護(protection)則是最明白也最自然(crudest)的行為了
(manifestation) (1912:7-8-10)。簡言之，所謂的保護指的是以武力保護自身的商
業優勢，也因此將會導致領土的擴張，因為只有廣袤的領土才能維持國家優勢
與有利潤的剝削。但是 Mahan 特別指出武力的保護與領土的擴張並非源自於經
濟的，而是人類普世的佔有欲(1912:10-11)。他認為將這種行為歸因於國家都是
自利的是錯誤的解釋，並進一步指出維持優勢的動機和與他者一起競爭的刺激
是可以同時存在而沒有矛盾的，如果有矛盾的話一定是關於人性的陳述內容有
錯(1912:11)。另外，針對 Norman Angell 所著之 The Great Illusion，Mahan 指出
Angell 所認為國家間發生戰爭或是準備戰爭是因為侵略鄰國有利可圖的觀點是
錯誤的，並且也認為其主張國家的擴張並非出於國家的金融利益(advantage)根
本是幻覺。Mahan 認為對殖民地原料的爭奪正是當時歐洲國家想著發動戰爭的
原因，而要維持國際和平，辦法從來不是法律而是外交，尤其是外交裡的武力
(1912:7-13-14)。同時 Mahan 亦舉例說明波士尼亞(Bosnia)、赫塞哥維納
(Herzegovina)和保加利亞(Bulgaria)從土耳其統治下脫離；古巴、波多黎各和菲
律賓從西班牙的統治移轉到美國的控制等，都是以戰爭而非以法律確保利益的
例子(1912:15)。進一步，Mahan 指出法律通常只是讓既存的不平等維持下去，
而外交則能利用武力改變法律所維繫的不平等狀態，例如單靠法律自身並無法
解放黑奴、 統一德國、使土耳其和西班牙放棄其殖民地等等，因此國家控制的
擴張是「保護」下的自然結果(1912:16)。
進一步，Mahan 指出，保護是根植於人性，但是以保護為由而擴充武力
必然遇到反抗，因此當時的歐洲國家並不希望以武力獲取歐洲其他國家的領土，
所以歐洲國家現在的武裝(armaments)並不是為了保護自己被其他歐洲國家征服
而準備，而是為了他們能在海外、世界上其他地方，能最多的分享那些尚未被
剝削或還沒剝削完的地區而準備(1912:17)。此外，當時創新的門戶開放政策
(The Open Door)在 Mahan 看來雖然是針對保護的一種報復，但是即使是門戶開
放政策，其所訴求之機會平等也必須依賴武力。另外，Mahan 也談到歐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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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不斷向外發展是源自於歐洲各國國內的競爭，亦即由和平與工業進步而
導致的固定的政治權屬(political ownership)與人口消耗過多資源之間的矛盾所致，
但這種擴張遠不是國家間的競爭，而是文明與宗教的競爭。尤其是基督教，因
為在當時整個歐洲有著高度發展的基督文明共同特質，而其構成要素便是權力。
基督教的權力或是影響力又可區分為理念的和武力的，可是就算造物主有任何
理念，都依然需要由人與武力來執行。同時，當教會牽涉進國家時，不管是人
的思想或是行為都有邪惡如影隨形。此外，在歷史中亦可看到當教會進入政治
系統後，如有需要，也會刺激國家拿起劍使用武力改善環境，所以不管是以前
鼓吹拿劍的教會或是現在想要消除暴力的教會來面對現在的國際問題都犯了錯。
因為當今國際關係的紀律便是高舉著劍，保存武裝與武力的組織，以權力對抗
外在世界政治上的邪惡，因此若歐洲真的裁軍，便是放棄武力的力量，這將導
致歐洲文明的覆滅(1912:19-26)。
Mahan 這篇文章探討了關於國際關係的許多面相，如國際法、外交、武
力、人性、宗教和文化，其實不難看出其欲處理的問題正是以外交實務攻擊談
理念的國際法與基督精神。在 Mahan 看來武力不僅充斥在國際政治之中，甚至
連滿口道德與和平的國際法和基督教裡都充斥著一個有著不斷追求擴張的天性，
因而必須永遠預備著武力的人，因為沒有這個人，所有的理念都不可能付諸實
行。
在 1914 年，Alpheus Henry Snow 所寫的 The American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and its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嘗試著釐清個人權利與本外國
政府之間的關係。首先，在開篇時 Snow 便攻擊文明國家間的權力平衡體系。
權力平衡的體系之所以形成，是因為當時國家是由一群自私的政客和商人把持
著，而大眾因為對於世界的接觸能力有限，如旅行與交流都不容易，因此他們
不關心國際上的事，或是即使關心也沒有作用。長此以往便使得談及國際事務
時，權利的主體總是落在國家身上，而不是個人(Snow, 1914:1-2)。另外，文明
國家們為了擴展(aggrandize)自身便向外侵略，在文明國家間相互以武力抵抗的
環境中，使得國際政治最終形成了依照戰爭遊戲的規則運行(權力平衡)的體系
(1914:2)。在上述情形中，大眾在國際中的權利被排除在國家的權利之外，要解
決當前的國際問題便必須啟蒙大眾，讓他們理解國際事務，並且使得他們能透
過代議的權力逼迫自己的政府為人民負責，如此便能在各國內逐漸地興起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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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政府(a popular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1914:3-4)。這最終能將個人
(individuals)的權利、人民(people)的權利和人類社會(human society)從民族國家
的權利中區分出來。當人民哲學的力量愈來愈強大便能實際有效地影響國內事
務與對外關係(foreign relations)，使得權力平衡遭受批評(Snow, 1914:5)。
因此對 Snow 來說，接下來的工作便在於理解一個大眾哲學的政府將如何影響
國際關係。這裡首要處理的問題便在於，在一個由人民所掌握的大眾哲學政府
底下的個人有沒有權利對抗政府，並且能做到什麼程度(1914:6-7)。Snow 斷言
身為美國公民，出於人性以及人類社會的需求，每一個個人都應享有基本權利
(fundamental rights)以對抗其他所有的人與政府。由於基本權利是源自於人性
(human nature)、與生俱來，而不可與人分割、讓渡給國家、凌駕於國際、國家
以及眾人(individuals)之上，並且在美國亦受到憲法的保障。這相對於現行於國
家保障下的公民權將更能改變世界(1914:9-10)。
然而這些基本權利卻時時刻刻處在遭他人和政府侵犯的可能之中(1914:
15)，也就是說個人權利處在風險之中。而美國的政府哲學正好能處理這種風險，
因為美國將其全部有組織的社群，如美國與各州都視為是公司(corporations)、
將美國公民都視為這個公司的成員，而政府則是公司的管委會，其職能與目的
在於保障(secure)個人的基本權利，政府的權力也僅限於前述的目的，因此每個
有組織的社群都是一個民主且代議的的公司，並且 Snow 認為以相同的理念亦
能證成美國的政府哲學必然使得美國成為一個民主、代議的聯邦制(1914: 23-24)。
至此，因為個人的基本權利已經不受國家限制，所以個人將和國家一樣，
成為國際法的主體。但是需注意的是，Snow 指出受到國際法規範的權利屬於補
正人權(artificial or remedial rights)，然而當人的基本權利遭到其他人或是政府、
國家侵害時，受害者訴諸的不是國內亦非國際法，而是至高的、凌駕於前二者、
規範所有人類與國際社會的普遍法則(universal law) (1914:25, 32)。和其他國家
不同的是，美國的憲法保障了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受侵害，而其他國家則無，因
此這正是美國的獨特之處(1914:40)。簡言之，在 Snow 來說美國就等於世界、
是最進步的和至高的。美國人相信他們這一整套獨特的政府制度與哲學的本質
不僅只是為了美國公民的自由、社會，更是為了全世界人類社會中所有個人的
自由以及對文明的信仰，因此他們有義務(duty)保衛這一套政府體制與哲學，避
免在與外國接觸時危及其存在，這也是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的初衷(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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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門羅主義的目的在於要在和他國政府哲學競爭的環境中存活下來，並且相
對於否認基本權利並認為個人權利是由國家創造的歐洲，美國對學習其制度與
精神的拉美國家宣稱：這些國家的人民應自由的發展、最終完全接受美國的體
制與哲學並且運用於國家事務，因此門羅主義也代表著自由(1914:44-45)。這一
整套思想影響到了國家領導人與外交官，他們亦以個人權利為處理國內與涉外
事務的前提、將努力地重新編纂一部尊重個人基本權利國際法，並且透過提出
以普遍法則、人類基本權利、憲法保障以及大眾與國民都認可的基本法律
(fundamental law)來重新思考國際問題，成為當時國際會議中智慧與精神的亂因
(a disturbing factor in the councils of the nations) (1914: 49-50)。
最後，Snow 認為美國的哲學是創造和平的，而美國之所以動武正是為了
保衛個人的基本權利，並且讓他國成為保衛這些權利的守護者，因為如果沒有
基本權利或是沒有保障這些權利的國家力量，就不會有真正的和平(1914:51)。
美國未來將不太可能對外動武，除非是為了保護或是防衛，而這正是美國哲學
所允許，甚至是要求的(1914:51)。
在 Snow 的文章中，其論敵很明確的是歐洲的權力平衡體系以及外交官
體系，而與之鬥爭的真理論述便是人類－一種普世的人類。但這個普世的人類，
其實就只是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從 Vucetic 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盎格魯－撒克
遜人除了自詡是人類文明的最高階段外，還認為自己比起威權的拉丁族裔來說，
是更為愛好自治的種族。同時，在當時世界上只有英美兩個民主國家，所以在
自詡自身文明、自由與民主的當下，對於他種族以及歐洲專制的老牌帝國則多
所厭惡，類似的論述也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相關的文本看到。
此外，從這個人類中 Snow 推導出民主和國際法的新原則都是用以取代
舊制度的進步知識。雖然其文章論述方式看似新穎，但實際上卻只是舊瓶裝新
酒。他和目前所系譜的文本的差別便在於把自然替換成人類，而較不一樣的是，
他比之前的文本更明確地表明了美國正是這種普世人類的代表。
又同樣在 1914 年有一篇幅不長的論文 The Universities an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記載了當時美國大學如何成為美國與拉美交流的機構，
如利用學生、社團、兄弟會、獎學金等等增加美國學生與拉丁美洲來的學生互
動，而其目的便在於透過交流使得拉美國家的下一代不會因為美國一些狹隘愛
國主義的報導而誤會美國，並且也呼籲正視拉美國家的文明以及其作為人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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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一部分所取得過的成就(Nasmith, 1914: 2)。雖然這一篇文章本身和國際關係
學科的知識論述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對照之前的文本和歷史考察來看，很明顯
的是，靠著人與人互相交流而化解歧見，或者是透過教育教化他種族的這一套
自由主義的佈署已經滲透到校園裡實踐著，指導著學生們的行為。這也可說是
當時美國政府的治理滲透進制度(大學)中對學生施展權力(指導其行為)的一套知
識與權力的關係。相較於歐洲大陸上滿佈煙硝的權力平衡體系欲達成的暫時且
脆弱的和平，美國國際關係的知識論述與大學制度之於世界和平的關係實際上
是一場和平的戰爭。

二、歷史背景探討
Zinn 指出，美國在 1893 年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這使得美國的政治與
經濟菁英們開始形成此概念：「為美國商品尋找海外市場，也許能解決國內消
費不足的問題並阻止經濟危機的爆發，正是這種經濟危機導致了 19 世紀 90 年
代的階級衝突」(2000:250)。但其實在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交互作用下，其實
海外擴張的想法上至軍官、政客，下至農民運動領袖，瀰漫在社會裡的各個階
層中(2000:252)。當時相關的論述裡都充斥著海外擴張是美國的天命說、盎格魯
種族肩負著使世界文明的使命說，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甚至痛斥美
國自 1893 年起久久不兼併夏威夷(Hawaii)的行為是「反對白人文明的犯罪行
為」， 並且其後於「海軍軍事學院指出：『所有強大的種族都是富有戰鬥精神
的種族……和平的勝利遠不如戰爭的勝利偉大』」(2000:253)。
擴張海外市場的前哨戰，就是 1898 發生的美西戰爭。在美西戰爭發生之
前，主張擴張的海軍上校 Mahan 曾經說過：擁有最強大海軍的國家將成為地球
的主人，從現在開始美國必須放眼海外；此外，當時的麻州的參議員 Henry
Cabot Lodge(後來帶頭否決加入國際聯盟的參議員)甚至曾經撰文：
為了奪取太平洋經濟霸權，我們必須控制夏威夷島……在尼加拉瓜運河建成
後，我們還必須控制古巴島……為了今後的擴張和目前的防禦，我們偉大的國家
正迅速兼併地球上的荒蕪地區。這是一種推動人類文明和種族進步的運動，美國
作為世界偉大民族之林中的一員，絕不能落伍」(2000,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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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擴張與種族自滿的原因，美國對於古巴人民起身反抗西班牙
的統治更存在著種族倒退的擔憂，如 1893－1896 年間執政的 Grover Cleveland
政府曾擔憂道：「古巴人勝利後可能會『建立一個黑人共和國和白人共和國』。
因為古巴是兩個種族混居的國家。黑人共和國則可能佔主導地位」；無獨有偶，
同屬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其父是英國人，其母是
美國人－於 1896 年撰文道：「嚴重的危機正在顯現出來。戰場上五分之二的起
義者是黑人。倘若起義成功，這些人將要求在政府內佔有優勢地位……結果是，
戰爭勝利後，另一個黑人共和國將會產生」。Zinn 指出邱吉爾認為與其讓受人
民支持的黑人獨立建國，不如讓古巴繼續受糟糕的西班牙人統治(2000:255)。
戰爭結束後，美國於軍事接管期間接收了古巴上的鐵路、礦產和製糖業，
美國人在當地的投資大約為 3000 萬美金，而著名的美國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在此時以每畝 20 美元的價錢購入了 190 萬英畝地，進入了古巴
的製糖業。在同一時期，古巴的人民起身罷工，當時的美軍上將 William
Ludlow「命令哈瓦那(Havana)市長逮捕了 11 名罷工領袖，美國軍隊佔領了鐵路
和碼頭，警察包圍了城市，驅散了集會。……數百名罷工者被捕。美方還脅迫
一些被監禁的罷工領袖結束罷工」(2000:260-261)。雖然古巴沒有遭美國兼併，
但在隨後引發了一系列的兼併行為，如夏威夷、波多黎各(Puerto Rico)和關島
(Guam)(2000:262)，再之後美國又侵略菲律賓。時任總統 William McKinley，曾
就如何決定佔領菲律賓一事說道：
我們也不能把菲律賓留給菲律賓人自己－他們不適合自治，如果自治，不
久他們就會陷入無政府的混亂之中，情況會比西班牙管理時期更為糟糕。因而留給
我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們接管菲律賓並教育其民，促使其社會進步、提高其
文化、用基督教化他們。就像基督為了我們的同胞曾付出了生命，我們也要有上帝
那樣的仁慈之心，我們也要對菲律賓人民盡我們最大的努力(2000:262-263)。

參議員 Albert J. Beveridge 於 1900 年 1 月 9 日就菲律賓人對美國的起義說道：
菲律賓永遠是我們的……而且在菲律賓之外還有不可估量的中國市場，
我們不從這兩個地區撤退。……我們不會放棄我們的職責，即上帝賦予我們種族的
神聖使命－教化世界上的受托管者。……有人指控我們的戰爭行為殘酷無情，我認
為事情恰恰相反。議員們必須牢記，正在與我們打交道的，不是美洲人和歐洲人，
而是東方人(2000: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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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為人所指控殘酷的事蹟與前述國際關係文本所強調的國際法、個人權利的
保障、無私的精神、文明的發展等等卻相距甚遠(甚至在擴張主義者－Mahan－
的文本裡也看不到)：
劇估計，卡洛奧坎(Caloocan)可能有 1.7 萬居民，12 名堪薩斯(Kansas)士兵
對該地進行掃蕩，現在這裡已沒有一個活著的本地居民」；「我們的士兵是如此殘
忍，他們大開殺戒，從 10 歲以上的少年開始，無論是男人、女人、孩子，無論是
犯人、俘虜，也無論是起義者中的積極份子還是行跡可疑的人，全在被滅絕之列。
當時盛行的觀念是，菲律賓人幾乎不如一條狗」；「史密斯將軍曾下令讓他殺人、
放火……當時沒有時間關壓犯人，所以少校要將薩馬島(Samar)變為茫茫荒野……
少校請史密斯將軍規定被槍殺者的年齡，司令回答：『10 歲以上的所有人』」；
「海軍上將杜威的砲火使得帕西格河水(Pasing River)翻騰，……他向菲律賓戰壕發
射了 500 噸砲彈，被炸死的菲律賓人屍體堆積如山，以至於美軍直接用它作為防禦
壁壘。有位英國目擊者感嘆『這不是戰爭；簡直就是大屠殺，是殺人的屠場』」
(2000:263-265)。

同時，在國內由於 1907 年金融瀕於崩潰，使得即使工業已日趨進步，也
滿足不了資本家對於利潤的渴望，因此降低成本成了提高獲利的新出路，這造
就了許多的血汗工廠，雖然直到 1914 年都有為數不少且具規模的罷工，但是勞
動條件依然沒有什麼改善，(2000:273, 276)。如在國際服裝女工聯合會的一場大
型罷工之後，1911 年 3 月 25 日一間紐約的女性襯衫失火，大夥吞噬了 8 至 10
樓，然而紐約消防隊的雲梯最高只能到達 7 樓。但是當時的情況是 50 萬的紐約
市民有半數每天都在七層樓以上的工廠工作；同時雖然法律規定廠門要向外開，
但是該公司卻相反；法律規定工作時不得鎖門，但該公司卻常鎖著門以隨時掌
控員工，結果許多女工慘死在這起火災裡，Zinn 引述當時的報紙如何描述這起
火災：
窗台上擠滿了尖叫著的男男女女和老老少少，他們從高高的樓上跳到下面
的大街上，跳下時身上的衣服還在著火……女孩子們相互挽著胳膊一起跳下，構成
了一幅臨死前同生死、共患難的淒慘畫面(2000:276)。

這種相似的災害並不少見，而「據工廠勞資關係委員會 1914 年的一個統計，
3.5 萬名工人在工業事故中罹難，70 人致殘」；同時許多勞工組織發起罷工抗
議之後，許多成員遭到警察不正當的逮捕、毆打、射殺、施以酷刑。另外，在
當時黑人遭受私刑而死也是很常見的。這些勞工的權利、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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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有如 Snow 的文章中由美國的公司民主制所保護，反而是由國家帶頭侵害
的。
上述那種揉合了種族與性別歧視的勞資衝突只是愈演愈烈，例如在國際關
係中被喻為是理想主義開創人的 Woodrow Wilson 總統才上台不久，在科羅拉
多便
爆發了一場國內有史以來最為劇烈的勞資衝突。……南科羅拉多的 1.1 萬名
礦工為洛克菲勒家族的科羅拉多燃料與鋼鐵公司工作，其中絕大多數是外籍工人－
希臘人、義大利人、和賽爾維亞人。……罷工一開始，……洛克菲勒集團雇用槍
手……用加特林槍與來福槍襲擊了棚戶區。礦工的死亡人數不斷增加，但他們堅
持……鬥爭拒絕妥協，……科羅拉多州州長……叫來了國民衛隊，衛隊的工資由洛
克菲勒支付。……衛兵們毆打礦工並逮捕了數百人，還騎馬在……大街上的婦女遊
行隊伍中橫衝直撞。……1914 年 4 月……20 日早上，機槍掃射了棚區。礦工領
袖……被以討論停戰協議為名誘騙到山上，被一連衛兵射殺。……黃昏時，衛隊舉
著火把從山上衝下來，向著帳棚射擊……有 13 人被當場射殺。……第二天……發
現了已被燒焦變形的 11 名兒童和 2 名婦女的屍體。……科羅拉多州州長請求聯邦
軍隊恢復秩序，伍德羅·威爾遜答應了。秩序得到了恢復，罷工逐漸平息下去。國
會委員會來到這裡調查……有 66 名男子、婦女和兒童被處死，卻沒有一名軍人或
礦工衛兵被指控有罪(2000:297-301)。

肆、大戰與 1920 年代－國際關係文本與歷史
在 1916 年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於倫敦出
版，這是截止目前為止第一本正式將國際關係視為是一門學問、學科的著作。
這本教科書由六個主題組成，分別是「戰爭與和平－自 1815 之後」、「現代戰
爭的成因」、「國際經濟關係」、「國際法」、「先進與落後之人的政治關係」
和「國際關係與自由的增長」。
首先，在第一部分「戰爭與和平－自 1815 之後」，作者 Grant 從拿破崙
與反法同盟之間的戰爭開始回顧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段期間的戰爭與和平情形
的轉換。在歐洲於拿破崙戰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間，規範歐洲各國之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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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歐洲平衡/權力平衡，因為商業全球化的關係，逐漸地出現了以世界與永久
和平思考的聲音，並且在 1871 到 1914 這段期間因為歐洲大國之間沒發生任何
衝突。仔細檢視便可發現，那時的歐洲發展的態勢首次超越各國，作為一個整
體一齊並進，並且由於經濟互賴之甚，兵戎相見幾乎是不可能的(Grant et al.,
1916:52-54)。 44當時更有著歐洲各國將不計彼此間的嫉妒與誤會，並以他們相
同的起源、傳統與利益為底，逐漸地發展成為單一歐洲國的呼聲(1916:55)。 45
此外，Grant 亦指出除了權力平衡這個自 16 世紀以來經常危及和平卻又使歐洲
能和平存在的原則之外，歐洲的各強也總想著應當為歐洲危機一起構想一些應
付的方法，而當時盛行的觀點是應創設一個永久、專責為保衛歐洲和平的機構。
但是到了 1914 年戰爭爆發時，人們才意識到不管經濟互賴多深、人類的多麼有
良心等，武器生產出來就是準備要用的(1916:56, 58)。
因此 Grant 這篇文章的重點其實是要探討自 1871 年起使所有和平的希望
失敗的成因(general cause)。首先，原因在於人性內具的缺陷，或者說人始終是
不完美的，因此不能做到最好。但是 Grant 認為綜觀歷史，統一與和平一直是
人們追求的目標，雖然總是失敗，這個目標卻也總是為人所堅持與復甦。尤其
是在每次的戰爭之後，所有的意見與組織都會朝向能夠對抗前一次危機的方向
復興。雖然一個獨立又自決的國家很有吸引力，但它終會帶領人類走向戰爭。
而一個人類的統一體才是真實且堅強的，但他需要一個永久的機構/組織支持並
為其發聲(expression)。雖然進入一個這樣的組織難免造成國家或個人喪失獨立
和自負的自我意識，但是在制度中由和平、秩序和歸屬感得到的回報卻比損失
要大得多，因此歐洲各國將能在臣屬於一個單一歐洲或者人類集體中得到相似
且巨大的報償，並且能以人性(humanity)統治和改變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雖然
這些組織的嘗試總是有限並且失敗的，但是回顧歷史可以看到中世紀的天主教
教會與神聖羅馬帝國都走向正確的方向，因此與其說這些組織是失敗的，不如
說它每一次都在進步(1916:63-65)。德國的罪惡就是它使得這些國際機構比起以
44

這符合傅柯對於商業全球化時期歐洲作為一個集體，將歐洲外的世界當成市場的考察。
在 19 世紀末有一本由 Robert Owen 所著，探討歐洲大陸人種學的書：The Kymry: Their Origi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此書當中詳細了考察歐洲地區凱爾特人的祖先(the Kymry)
的足跡以及其相關血脈。除了回溯至英國的史前時期外，內文透過大量的語言學比較、生活習
慣、日用品和遊戲來證明歐洲大陸人與 Kymry 之間的血統關係，和傅柯所說的現代語言學的研
究內容一致。惟內文並沒有特別描寫到國際關係的內容，因此筆者沒有納入分析。但或許這部
著作正是源自於此種歐洲的集體意識觀，其與現代佈署下出現的人種學之間的關聯可留待日後
考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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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都還難以經營。而歐洲現在應要努力的正是組織一個以歐洲集體為首的永久
仲裁法院(1916:66)。 46
第二章「現代戰爭的成因」中開篇便先定義理想的世界是靜態的/穩定的
(static)。作者 Francis Fortescue Urquhart 認為人的思想與語言是不可分割的，也
因此外國(foreign)這個詞讓一般的英國國民感受不到他們本身的利益和其對外國
之種種作為的關係，也感覺不到自己應對此些行為負責；另外，外交政策這個
詞聽起來就像是它國的事一樣，對大眾來說是不可理解或是根本不會知道與不
關心的。至於外交官，通常是官僚或是貴族子弟的領域，其他能接觸到外交政
策的人了不起最多只能是國會議員或是相關的記者。再者，要處理好錯綜複雜
的外交政策，首先需具備其領域內所需之許多特殊的知識，如外國地理、外國
歷史與數種外國語言。由於上述的外交特殊性，任何外交的請求、要求都可能
以這些外交的「制度」進行，而成了秘密外交。在當時的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對英國人來說是屬於大陸的事務，非英國的事務，而英國人關心的還
是他們比較熟悉的國內政治與社會問題。簡而言之，一般人只關心影響其日常
生活的政治與社會和經濟問題，而外交事務都留給當時不被信任的外交官，但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險惡將眾人震醒，因為沒人能夠承擔忽視外交政治的後果。
這也是外交與民主衝突的開始，因為外交體系不再被信任後，人們開始思考是
否有民主的外交體制。因為「人們」從來沒想過要傷害別人，而戰爭永遠是集
體中的少數人為了私益，如貪婪的債券持有者、揣著陰謀、野心勃勃的政府所
造成的。如果能夠使國家與這些秘密或是公開的糾纏、聯盟畫清界線，才能建
立一個以不干涉原則為永久基礎的國際關係。另一方面，亦有論者認為要組織
(form)一個以安全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其基礎則必須建立一個人民聯盟上(a
union of peoples) ，但總的來說，兩種方法都需要將外交政策置於民主的掌控之
內(Urquhart,1916:68-72)。
另一方面，Urquhart 認為靜態的國際關係在傳統上是建立在國際法中的，
如在當時的三個世紀前，格老秀斯的著述中便把所有國家(States)當成不分大小
皆擁有平等權利的法人(corporate persons)。這個學說對多數人來說依然是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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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裡可以看到雖然 Grant 訴求是全人類，但是相關的組織設立卻是以歐洲為主體，所以其
實關於人的形象還是歐洲「人」，而這個現象在其他的文本中也可發現。換言之，即使到了
1916 年都還保留著自由主義佈署下由商業全球化所帶來的歐洲經濟一體的集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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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主要原則(1916:73)。然而當碰上民族國家(nations)時，前述的國家(States)
原則總是略遜一籌(1916:74)，但無論如何國際法有著普遍的原則－即道德法則
－用以判斷一個國家的行為對錯，此亦即國際法的基礎。綜言之，不干涉他國
是出自於尊重他國的權利與獨立。然而 Urquhart 亦承認雖然不干預政策是規範
國家間關係的最好原則，但亦有極限(limitations)，因為動態力(dynamic force)、
對自身現況不滿意的國家總會試著打破靜態的體系，因此僅靠國家之間的善意
所組成之靜態體系必定不能長久。所以 Urquhart 指出，要讓全歐洲大國都變成
民主國家很難，但仍然要假定著民主將會普及世界，試著建構一個理想中歐洲，
管制那些集體中試圖破壞穩定的少數(1916: 77)。
總上所述，本章的書寫目的便在於指認出使當時歐洲發生的一系列戰爭
的動態力(dynamic force)為何、了解國家行為何、什麼動機如何影響大眾，以及
從歷史中了解人與發現我們尚未預見的人性(human character)(1916:78)。首先
Urquhart 指出征服的戰爭(War of Conquest)是最古老、野蠻且也最坦白的戰爭，
古典的征服者們(classic conquerors) 發動戰爭不用藉口，因為他們熱愛權力、土
地與掠奪(spoil)，但也難免將戰爭冠以國家或是種族的熱情；而拿破崙的大軍
之所以成功席捲歐洲則是因為大革命的關係，使得許多不明就裡的人都認為他
是大寫理性的傳教士(missionary of Reason)；而現代的征服戰爭則不像早先野蠻
的戰爭那樣坦白，他們以經濟需要(economic necessity)、自然或是軍事邊界以及
宗教與種族同情心為理由掩飾戰爭及其慘忍(1916:79-81)。 Urquhart 認為不管戰
爭的理由是什麼，這些理由都只會使得現在的人難以察覺征服戰爭的掠奪本質，
如對權力、領土和財富的熱愛，這些本質從 18 世紀的王室統治轉變到 19 世紀
的民族國家，並沒有變得更令人尊敬，而用征服戰爭的概念重新看待現在的戰
爭則有助於人們分類戰爭的概念(1916:81)，接著 Urquhart 便以征服戰爭等概念
說明了近代幾場戰爭背後的動機。
接下來 Urquhart 便開始探討戰爭的原則，首先從歷史觀之，「人」似乎
總願意為了理想而隨時犧牲舒適的生活與和平，但這是超出其國家利益的。不
過從利益的觀點出發，Urquhart 認為「人」都會為了利益打仗，差別在於個人
只會為了自己的私益發動戰爭，而一個集團也只是為了集體的利益發動戰爭，
只不過在集體當中的利益多少也是個人的利益，也因此當一個社會愈大，屬於
該社會的人，他的行為就越少出於自私的動機，不過無私始終無法解釋(jus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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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戰爭行為(1916:95)。原則必須是能普世適用的，而 Urquhart 認為最簡單
的原則就是自衛的權利，然而自衛的權利到了近代卻與民族(nationality)糾纏在
一起難以區分，似乎在 19 世紀以後這個普世原則換成了民族(Principle of
Nationality)，尤其是在對抗拿破崙的解放戰爭之後，自衛的原則和民族的原則
又與國際法(Law of Nations)原則糾纏著，使得這個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三位一體
的原則成為了「有著共同種族、語言或是相同歷史的人口，有權利成為一個獨
立的政治存在」(political existence)(1916:96, 102-104)。
然而民族構成國家這個原則本身也是一把兩面刃，因為它的內涵是要使
得有著持久意志的人們能夠組成獨立統一的政治存在，而種族、宗教和傳統雖
然是非常重要的構成因素，但也僅只是幫助生產(produce)出一個共同的意志，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討論一個明智且自由的人類主體時，意志才是最重要的，而
民族必須是這種意志下的表述(1916:105)。也因此，當一組人口裡的特定種族、
語言無法與相同政治體制(political system)的其他種族與語言共存時，便會發生
革命與鎮壓，因此解決類似國際問題的最好方法便是不要強迫他們這麼活，所
以在產生(cause)和平與統一(unity)時更為重要的是，人們(men)應當學習了解與
容忍彼此。Urquhart 更進一步指出要解決前述由種族同質性高度集中的制度造
成的困境，以冀未來和平的希望或許就建立在聯邦制－一個能將人連結起來
(bind together)的自由制度。因此在當下，民族(Nationality)仍然是使得政治的世
界不斷改變的主要動力，是最直接對抗靜態國際事務的主因(1916:108-109)。
最後 Urquhart 重新談回外交政策，其認為外交可以為正義或非正義所指
導，而外交家所想的都是自己國家的物質利益，並為此設想陰謀，所以經常忽
視了它國(defenders)的權利(1916:103)。進一步，Urquhart 呼籲除了關於外交的
知識之外，外交人員也應當具有國際法的知識與觀念，如此當一個誠實的人涉
及了私務，法律的觀念與道德的的原則便會發揮作用(presumed)(1916:114)，但
是國際法由於經常不被遵守，所以對國家領導人來說遵循明確的國家利益遠比
模糊不清的道德原則容易的多(1916:114)。不過 Urquhart 依然指出了應然的外交
情形應該是：談判人員要預先將普世原則的正確行為謹記於心，因為談判者本
身不為國家的成功或失敗負責，而是為了每一個自由國家的每個人，以及為了
其國家做正確的事(1916:115)。最後，Urquhart 認為未來將會建立起一種能夠應
用並且強制執行國際法的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system)，但是這條路尚且遙遠
70

與危險，因此英國的任務便是儘速地穩定國內秩序，並以人類集體的行動與道
德為準則(predominate)，幫助保障、穩固(secure)前述國際關係的原則。
從現代戰爭這一章的四個小題可以看到的是，Urquhart 除了與先前的作
品一樣批評既有的外交體系、鼓吹建立國際法之外，貫穿其整篇文章的是兩種
人，一種是好戰野蠻人，一種是以和平為永恆目的，以國際法為其方法的文明
人。由於 Urquhart 承認這兩種人同時存在，所以能夠發現到雖然 Urquhart 批評
外交，但也多少程度上的維護外交體系；同時雖然 Urquhart 鼓吹國際法，但卻
也點出國際法無力的狀況；至於民族則成為了各種全體與單一的形式之間的鬥
爭，如國家之餘其境內的少數團體、全世界的人類與單一國家，而化解此一鬥
爭的法便是尋求新的制度(聯邦制)以及互相理解和忍讓。從此也可看出，雖然
Urquhart 在兩種人同時存在的情形下試圖折衷其遇探討的各式主題，但他還是
認為「文明人」以及同一性的集體才是應當追求的。
第三章的「國際經濟關係」中，Arthur Greenwood 全篇都在討論重商主
義與重農主義的貿易政策對國際關係的影響。首先，在 17－18 世紀經濟成為了
高階政治的要角，當時的國家經常為殖民地而衝突，這是因為在把財富當成國
家權力的要素之一的當時，領土不僅增長了國家的威望，也是財富的來源之一
(Greenwood, 1916:122)。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使各種技術發明和與通商的相
關事物的發展等，使得世界成為了一個經濟單元(economic unit)，中世紀那種自
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已經一去不復返了，19 世紀的歐洲眾國不僅需要依賴彼此以
滿足自身所需，也必須要從世界每個角落獲取其食物的供給、原料和加工品，
但是這種互賴的經濟模式卻很容易受到干擾。雖然現代工業、商貿與金融的整
體互動(intercourse)與互賴趨勢愈趨緊密，但政治上卻沒有相應朝向世界統一
(political unification of the world)的發展。儘管現代大部分的資本有著世界主義
的特性(cosmopolitan character of great masses of modern capital)，仍有小部分的
資本是掌握在同一個國家的一小群成員手中的，這種資本則是到處尋找可以剝
削的海外利益，並且會與其他國家中性質相同的資本競爭，導致經濟系統成為
一個競爭系統，使得所有人(individuals)都成為了經濟敵手；此外，強制的關稅
阻止經濟施展完全的力量推動人們之間的互賴，而這樣的互賴正是一直以來阻
止世界勞工差距增長的動力(1916:125, 129-130)。關稅的限制在 Greenwood 看來
是以軍事目的而損世界利己的行為，因此他認為只要戰爭是可能的，並且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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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量到經濟互賴在敵對情形之中的危險，那麼停止戰爭並透過放棄關稅對
經濟的限制，能獲得到最大的利益便是促成進一步的經濟社會統一(unification
of economic society)，而這也使得幾乎沒有國家要為了在戰時可能面對到的饑荒
預先準備。不過 Greenwood 也指出，雖然經濟政策必須刺激和平的發展，但仍
然要預料到戰爭的可能，也因此必須確實的以農業為重(1916:132)。
此外，Greenwood 贊同馬克思(Karl Marx)所呼籲的：「全世界的工人們，
聯合起來吧！」(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他們認為全世界的勞工都有特定
的共同利益，這是工業系統裡勞工對世界主義化(cosmopolitanisation)的認可
(1916:134)。因此保護性關稅將部分勞工的經濟利益視為是對其他勞工的威脅，
並且否認了世界的工團(labour solidarity)原則(1916:135)。另外當時在北美與澳
洲的白人勞工因為資本外移到熱帶與副熱帶地區，以及因為廉價的黃種勞工的
關係，使得其失去了白人原有的生活水準而欲從市場上排除亞洲勞工。如果將
維持白人生活水準當做是一個重要的集體文明象徵就等同於承認勞工的世界經
濟利益是衝突的，否認了當今工業社會的勞工統一體(unity)(1916:136)。但是現
代社會已經呈現出的自利與自由競爭將趨使國家內部的崩壞。同時，在國家外
部的世界政治系統也正阻止著經濟互賴的成長，這些影響最終將導致更大的社
會團體－國家－的利益衝突。因此 Greenwood 認為未來的問題在於要將國家自
世界的政治組織中排除，並把在現時建立起的世界主義經濟社會置於一個世界
的政治組織之下，其將像一個有良好秩序的國家，其經濟利益是一個更大社群
的社會目標(1916:136-138)。
另外，在當時的各國政策中，貿易仍然是國家增長自身力量的手段之一，
也因此這是與國家利益或是國家自利相關的問題(national interest-or national selfinterest)。總之關稅依然是用於政治目的的，如獲得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目標(ends)
的經濟工具(1916:144-145)。不過人類的行為動機通常很複雜，而國家的動機也
不亞於人類，但能確定的是在當前國家的經濟不能自足的情況下(即使已經有了
保護性關稅)，經濟上的動機在國際政治的場域變的愈來愈重要，因為經濟的安
全匱乏(insecurity)意味著國家的安全匱乏，以及國家希望的破滅(1916:150)。結
果當今的談判與協約大幅地轉向商貿問題(commercial questions)，而當經濟考量
逐漸成為了國家政策一個重要的部分，這也意味著國家之間的敵對也正逐步地
累積著 (1916:150, 155)。無論如何，在現代，純然的經濟事務根本不存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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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和政治是緊密結合的，而戰爭將為經濟所帶來的影響不只是立即的損失，還
有未來的經濟發展與未投入戰爭的機會成本，例如發生戰爭時大部分的男人離
開了和平的勞動環境而參軍(甚至死亡)，大部分剩下了的勞動人口則要投入生
產現代軍隊與海軍的各式所需；交戰國之間的貿易也停止了等等，總之現代戰
爭所付出極大代價的原因是人們的經濟互賴太深以及戰爭技術的進步(1916:174175, 179)。因此在現代，聯合抵制(boycott)成為了取代對違反世界公法的國家或
是侵略者的開戰的新武器，但是抵制卻假設了所有國家都積極合作，特別是世
界上強權國家的合作，而這也正是其難處，因為直到 Greenwood 書寫的當下，
完全的合作亦尚未到來，(1916:192, 194)。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就如同上述，
和平是處在一個國家間經濟互賴太深，卻又於同時在海外進行經濟競爭的狀態
之上。此外，當時以各種經濟壓力作為外交武器的狀況，大規模地影響與合作
資本主義相關的軍需產業，而這些又一再打擊了完全經濟互動所激發出來和平
關係，因此 Greenwood 在文章的結尾表示世界的經濟國際主義僅能在當它是以
人性的利益為目的時，政治管控時才能實現(politically controlled in the wider
interests of humanity)(1916:199, 201)。
從 Greenwood 的角度來看，19－20 世紀的歐洲與歐洲以外世界的關係像
是一個集體的歐洲與其市場的關係，並且這種歐洲集體與海外市場的關係使得
在經濟互賴與競爭的矛盾現象同時存在。為了預防從此矛盾可能發展出的戰爭，
Greenwood 所提出的以農業為首確保糧食流通的方法，正是重農主義的談法，
也因此多少能夠理解在文章的末尾，為何他會在經濟互賴與競爭之中依然選擇
了以人性(humanity)與和平一邊的原因。
第四章的「國際法」主要在探討國際法到底算不算是法律，最主要的正
反兩個論點在於法律需要由國家機構制定與執行，而國際法不具備國家法律應
有的條件，因此稱不上法律；但作者 Hughes 認為法律本身不一定需要有一個國
家機構制定與強制執行，例如早期的部落生活因為生活分工的需要逐漸發展出
一些生活規則(laws)，這些部落的生活規則亦無執法單位，但部落的成員們都遵
守(obeyed)它，而遵守在 Hughes 看來比起命令還重要(obeyed as law rather than
because they are law)。更進一步來說，Hughes 認為法律的本質就是規範社群之
內的作為，因此若說這些早期的規範算不上是法律便太過武斷( J. D. I. Hughes,
1916:211-212,214-215,218)。換言之，在 Hughes 來說，只要有社群存在法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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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現身，而純然的無政府狀態便會缺席，因此在由國家組成的國際社群當然存
在的情況下，也一定存在著一套真實的法律系統規範國家的權利與義務，這套
法律並不需要任何一個主權發佈，亦無需由主權部門 (sovereign executive) 強制
執行(1916:219)。簡言之，國際法之所以是法律正因為其是所有國家同意遵守某
些規則(rules)如同遵守法律一樣，而遵守不一定需要強制執行或是需要有武力
(force)支撐在法律背後(1916:222)。另外 Hughes 亦認為全然否認國際法中缺乏
強制力也是不確實的說法，因為戰爭本身就應被視為一種可能的強制力，如因
為簽署條約的關係，英國於一戰時期為了維護比利時的中立地位而在德國入侵
比利時後對德宣戰，(1916:224-225)。此外，國際法與戰爭之間的關係則是國際
法承認在當前亦有法律無法解決的層面－即戰爭，但是國際法仍試圖以清楚的
定義規範戰爭本身(如限制交戰國之間的作為以及中立國與交戰國之間的權利與
義務等)，也因此國際法並沒有放棄解決戰爭的問題(1916:230)。
進一步，針對論者提問當衝突的國家違反國際法中的權利與義務時，到
最後卻總只能尋求國際道德的赦免它的罪，那麼一開始有國際道德就夠了，為
何還需要國際法(1916:231,233)？Hughes 則認為法律能指導如何衡量社群裡所有
行為，是一個普遍的判準。當國家違反國際法時，它破壞的僅是整棟法律大廈
的一部分，而大部分關於和平時期的規範都還完好，所以國家違反國際法反而
能使得國際法在日後不斷更新，變得更好(1916:234)。
最後 Hughes 亦正視了當時的狀況，並認為國際法已經不再能依靠自然法
則了，而是建立在國際協議之上，而協議多數是不同實力的政府之間的妥協、
許多受認可的原則都是政府代表之間的權力衝突，因此國際法體系整體都依賴
於權力平衡，而沒有單一國家或是集團能夠佔有獨裁的地位(1916:247-248)。這
種依賴於權力的狀況並未損害國際法實現正義的目標，只不過是法治適用了一
套與不同的政治權力分配相符的合理性(the rules of law were adapted in
accordance with a different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power)(1916:249)。
這篇文章本身雖然也承認了當時的國際法已經不再來自於自然法則，而
更多的是來自實際的外交折衝以及權力平衡原則，但是 Hughes 仍然認為國際或
者國家仍然不是最高或是最終的團體單位，而是社會。並且依然強調國際道德
與國際法的存在與作用，甚至舉例說明國際法如何規範交戰國彼此間或者中立
與交戰國之間的貿易封鎖(blockade)，亦即不斷的證實國際法的實用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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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在綜篇文章中，該作者雖然承認了外交的重要性，但實際上國際法亦
實際滲透到了以前自然法所觸及不到的每一個層面。
第五章「先進與落後之人的政治關係」的作者 P.H. Kerr 認為世界上歐洲
人是最優秀的，他們是有著理性、真誠與正直的特性；他們的政治制度、對公
眾責任(public responsibility)的觀念以及其智謀(resourcefulness)和逐漸改善其居
住狀況的能力，都足以證明其是人類的領導者；而非歐洲人的都是落後的人類
也就是說，人類分成了兩種：文明的頂峰(the zenith of civilisation)以及野蠻的深
淵(the nadir of the barbarism)，雖然目前沒有評斷優劣的標準，不過他們之間有
著差異這是人類歷史中的不爭的事實，而刻意忽略這個事實就等於是向真理與
事實閉起雙眼(1916:255-256)。接著 Kerr 便開始以先進與落後人種的意識探討帝
國與殖民地之間在政治制度、文明與貿易等等面相如何相互影響，並且最終不
再以膚色區分人類，而是以人類集體的幸福為依歸，由先進的人幫助帶領落後
的人一起進步，達成未來的和平與和諧的世界。
首先，Kerr 指出由於蒸汽船、鐵路和電報的發明已經大幅地將世界的距
離降至可控制的大小(manageable size)，而經濟的進步也已經將所有的人類
(sections of humanity)連成一體(1916:257)，也因此 Kerr 認為重點不再是國家，
而是人。因此，應當把人看成一個集體、家庭，所以考慮的問題亦不再是國家
間的問題，而是先進與落後人類之間的關係，在這個以人類整體為家庭的思維
下，Kerr 斷言先進的文明人有責任幫助落後的人向上提昇，而這種精神也是基
督教世界與非基督教世界的關係，傳教士是先進與落後人之間的橋樑，他們將
先進國家的發展，如教育與醫療帶到了歐洲外的世界(non-European
world)(1916:259-260)。不過，先進與落後人之間的關係不總是無私的，互相交
流反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通商的關係，但是適合文明社會的方法不適合所有地
區，通常跟在文明國家貿易者身後的都是落後人的苦難；此外，文明人離開文
明區的束縛太久，又和次級(inferior)文明接觸，將使文明商人的道德崩毀
(demoralisation) (1916:261-262)。Kerr 甚至以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反
對國家伸手介入經濟世界保護工人、婦女，和兒童不受雇主的壓迫等毫無根據
的自由放任理念，證成其先進人幫助(介入)落後人發展的理念，並且認為欲以
封鎖的方式隔絕與外界(outside world)落後人的所有接觸除了不切實際以外，亦
否定了落後人也有接受教育和進步的機會，唯一的解決方法便是由一個以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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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健與自由的人民所組成之真誠之政府在為了所有人的法律與正義之下，確保
交流的自由(1916:271-272)。
不過道德崩毀也不僅限於文明人，如文明的商人與到落後地區設廠，改
變了原住民的鄉村生活習慣和傳統，連帶的普遍結果就是使得他們自身的傳統
道德也消失了，而薪水也能滿足他們的新生活慾望，因此隨之來的是性交易、
梅毒和其他種疾病的增加，而長期接觸這種邪惡以及有機會一直剝削沒能力自
保的人們的文明貿易商，其道德也會崩壞(1916:273)。但是這個(歐洲)世界需要
熱帶地區的原料才能繼續運行，所以它依然有權利繼續貿易，長此以往對先進
與落後人都是傷害，這時就是文明的政府應該採取行動以其領土上的人民(包含
殖民地)之最大利益規範商業與其他發展並幫助他們受教，同時也保護文明世界
不會變弱(1916:274)。文章之後的內容幾乎都是以上述觀點解釋文明人應如何在
政治制度與發展上幫助落後人，如由先進人組成落後人的政府，並且 Kerr 認為
這種現象是源於文明的程度不同，迫使文明程度高的人在兩者接觸時，基於人
道(humanity)與正義的利益而以任意的程度介入與規範(1916:301)。
然而 Kerr 認為世界不會因為單一化或是多樣化而變得更好，所以文明人
為落後人組織並運作政府只得限於幫助後者提昇(elevation)直到他們接手後能夠
有能力為自己維持住一個文明的社會，也因此 Kerr 認為不能僅將民主制度直接
交給落後人。在這個思路之下，附屬國(dependencies)政府的管理、受託者
(trustees) 就不僅是為了自身或當地居民，而更是為了全人類，他們高舉了自由
與文明的旗幟直到落後者自己也有相同能力如此作為(1916:313-314, 317-319)。
Kerr 認為這一切現象之所以如此並非因為大英帝國所設計的結果，而是因為這
樣的幫助符合了人類的需求(meets an essential human need)，以法律為基礎連接
起了數不盡的人類社會級別(grades)，並且儘管在其中他承擔著所有的人類缺點
(human imperfections)，仍給予了這個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善治(good
government)和內部和平(internal peace)(1916:319)。
雖然 Kerr 總是為了全人類著想，想著要幫助落後的人進步，但他不贊同
種族以及文明的融合或者廣義的來說，移民。反而認為不同階段的文明最好能
各自在各自的地區透過特定的管道互相貿易、學習與傳播理念(ideas)(1916:325)。
這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落後人的勞工大部分比起白人勞工都比較能接受低薪的工
作、亞洲苦力也比較願意跟著亞洲貿易商，而亞洲貿易商又經常拉長工作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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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比起白人貿易商，也滿足於較小的利潤。這使得亞洲貿易商不僅有同種的
客人，還搶了白人本身的客人，亦即這些落後人的移民會危及白人的白藍領階
級，透過類似的循環將造成先進的白人在社會、經濟與政治規模上的苦難，而
造成與有色人種的敵對，使得有色人種也受苦(1916:322-324)。可能的解決方法
是限制移民，特別是針對落後人的農民、勞工與工匠這種低階工作者的限制，
這種限制雖然不會在先進人之中引發問題(因為他們中的無產階級不會定居在落
後人的社群中，也因為他們因為較差的生活條件而無法與之競爭)，但這種限制
又會引起印度和日本這些膚色不同但是文明程度接近歐洲的落後人的不滿，因
此這個政策所產生的摩擦將會一直持續(1916:326)。除非我們能以至善的視角將
世界視為一體，才有辦法解決這些由無限制移民所帶來的種種問題(1916:327)。
最後 Kerr 在結論時依然提出人類是一個大家庭，未來的和平與和諧將建
立在人類對彼此的信心和雙方團體的領導人的互相理解之上，雖然會很大程度
地因為膚色而受威脅，但是文明人應學著以誠實、正直、真誠以及慈愛來面對
有色同伴們(coloured fellows)(1916:331)；人類家族的成員都在發展的不同階段，
而每一個部分的作為都會引起其他每一個部分持續且直接的反應，而在面對
1914 年開始直到現在的戰爭時，文明程度最高的成員別無選擇地只能為了這個
地球維持和平、秩序和自由而行動。然而卻有一些落後地區的國家試圖顛覆在
他們土地上的文明政府，這也顯示出這個地球上沒有多少個偉大的人能夠了解
人類政府的問題(human government)，這使我們(文明人)只能冀望戰爭的結果將
使所有的國家理解到人類的進步依靠在其能為促進人類一體(human unity)、自
由與和平做出實質的貢獻上(1916:331-334)。
這篇文章集目前為止所有大寫人的觀念之大成。首先雖然 Kerr 看似和以
往強調人類集體至上的作者們一樣強調人類整體的進步、世界和平與和諧，但
他卻用了野蠻與文明的意識解釋世界的差異，因此在他看來所謂國際關係也不
過是人與人；或者說是先進人與落後人；或者基督世界與非基督世界的關係；
或者是歐洲與世界市場的關係；又或者(雖然 Kerr 不願意這麼說)白人與有色人
種之間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大英帝國與臣屬國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殖民關係，
並且通篇文章裡殖民的字眼也沒出現過，而最後也暗指殖民地的獨立戰爭是不
了解人類一體計畫苦心的行為。在歐洲白人至上(政治、文化、商業、社會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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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等等)觀念下，將野蠻的地區調整成文明狀態是為了人類整體的好，也是人類
正義、人道、誠實、正直、真誠以及慈愛的體現，從而掩蓋了歐洲中心的觀點。
本書的最後一章「國際關係與自由的增長」開篇便指出和平不是政治的
目的，自由才是(1916:336)。以前的自由必須透過戰鬥方能獲得，但是長遠來看
自由必須透過和平才能獲得(1916:336)。自由是人類的慾望，也是了解人類制度
(institutions)和法律與秩序發展的關鍵。以此觀之，文明的歷史就是社會團體(如
家庭、城市、國家)為了其成員的自由而擴張的發展進程，但並非每個國家
(nation)內的成員都有相同的意願、習慣、生活方式，甚至是法律，如少數族群，
而這時國家制度(institution)就不是他們能藉以獲得自由的管道，反而是種妨礙，
這也是為何 19 世紀(modern times)發生了許多解放戰爭(1916:336-337, 339-340)。
不過 Greenwood 不認為所有少數都會要求獨立，自由的目標通常可以以自由的
夥伴關係(free partnership) 在一個國家機構(state institution)中達成，例如雖然大
英帝國轄內是由四分之一的人類種族(human race)組成，且他們多有著許多不同
的種族、宗教和不同程度之政治發展，卻都能夠在其疆界(boundaries)找到
(found)自由；在每個不同的部分之間都以法治與秩序關係為最重要，因此每個
部分都可以不需懼怕任何來自其他世界上的障礙以及侵犯，並以自己的方式追
求自己的生活與尋找自由(1916:340-341)。
Greenwood 認為要維持現在所擁有的自由以及更多自由的增長(further
growth of liberty)，最終必須依靠在主權國家之間建立有秩序的關係，以及國家
和那些超過國家的各種利益的關係。因為任何從國家外部來的侵犯都會危及國
家內部的自由，而世界上國家間的混亂會造成失序與無政府，並因此危及人類
自由。所以通過建立國家間和諧的秩序進而達成世界的自由是最終要追求的目
標，(1916:342)。
當時世界上普遍認為不干預原則是達成前述目標的觀點，在 Greenwood
看來反而斬斷了自由的根基，因為在一個社會裡所有人的自由只能依靠人的光
明面(better side)所建立的共同規則所支持，並且由社群強制執行。亦即由於社
會不能讓自身內部的任何人被任何人欺壓，所以必須限制所有人、整個集體的
自由，而這個整體也需要每個部分的合作。套用到國際政策上就可見不干涉原
則會遭遇毀滅性的失敗，因為不干涉原則勢必將弱者置於強者的寬容(mercy)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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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當兩造衝突時，因為前者懼怕後者的侵犯導致它不能自由且完全地參與
複雜的世界事務(1916:344-345)。
另外一種達成和平的途徑－權力平衡，Greenwood 認為當中的均衡
(equilibrium)會因為兩個集團之間的內部因為權力、資源、人口，以及國家的威
望(prestige of living nations)而處於變動狀態，永遠不會穩定，而這樣的均衡也
會反應到國際關係上，形成持續的不安與猜忌的氛圍(1916:348)。此外，在沒有
外力協助之下，個人(individuals)都會追求能滿足他們私人利益的選項，國家組
成的集團亦是如此，並且為了自己的利益與侵害他國的利益，將自己曝諸險境
(1916:349)。綜前所述，Greenwood 指出，在未來歐洲協調再也無法提供世界發
展與進步的辦法，諸如此類的大問題還必須有歐洲以外的世界，如美國與日本
的合作(1916:351)。
進一步，Greenwood 認為要談國際關係還是必須以社會為了解的基礎。
首先一個社會之所以能成為社會，就在於所有的社會團體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
克制自己對私利的追求，並且逐漸地增長其公共精神，也就是說比起個人意識
與私人目的，社會與公共性的意識一直在增加(1916:351)。然而當今世界上的國
家都是個人主義的，每個國家都只關心那些對其自身利益相關的事務，而外交
部長們既然是國家的代表(trustees)就應當為了國家利益服務，慷慨與無私自然
無法與國際政治中的首要法則－國家安全與自保法則－匹敵，因此國家的權利
與自由僅能在當國際關係中的公共精神超越了個人主義、為了人類社會服務時
方能確保(1916:353-355)。
接著代表國家參與國際政治的外交官們成為了 Greenwood 檢討的對象，
Greenwood 認為外交官從來不和國家接觸，他們接觸的只是條約而不是國家，
國家總是處在條約後方的；他們不了解生機勃勃的國家中的真實生活，亦不了
解經啟蒙後的大眾意見其實正是國際精神(international mind)的基礎，因此公共
精神現在不像過去只是來自領導人與官員，更多地是來自人民、輿論；而國際
事務也面臨到同樣的情形，所以除非接納接納人民思慮後而得的完整意見，否
則部長與外交官們既有的價值會逐漸失色，無法復甦(1916:355-356)。
最後 Greenwood 認為國際上目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例如政治與經濟
的剝削以及幫助落後人(backward peoples)發展一個自由社會所需要的的原則、
道德、社會與政治狀態，以及要如何管理與有著世界性(cosmopolitan)利益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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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界相關的問題等。總而言之就是要使得國際關係道德化(moralise)，而這是
白人的責任(white mans’ burden)，但實踐的第一步是得讓英國的人民了解前述
問題以獲得明智且完善的政策，而這須仰賴民主的增長，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已經讓人明白單一國家內部的民主不足以抵抗國家外部的影響，因此若欲獲得
更充分的自由則必須以法律規範在國家社群中的武力(1916:359-361)。也因此人
類的道德、政治、社會和工業等自由必須透過家庭、學校、工廠(workshop)、
工會(trade union)與合作社(co-operative society)、社團與大學、城市及國家，教
會與國家，以及他們彼此間的相互影響而企及，而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亦
認為類似的機構與教育和宗教也是人性的元素，也就是說人類的建設性活動是
從個人到城市、國家最後又回到個人的循環，而人類則因以此啟蒙民主斬斷人
類過去的束縛，征服未來，否則便會陷於無政府狀態(1916:361-363)。
然而，據 Morton 指出，英國在 20 世紀前後交際之時由於工業發展的太
早，後來又不願意投入成本現代化工業設備，導致工業能力下降，很快便被有
新工業技術的美國、法國與德國後來居上。同時，世界上重要的領土在 20 世紀
初也遭歐洲各國與美國瓜分完了，而英國與新進敵對國家間，特別是德國， 的
資本與貿易競爭影響到英國在世界市場上原有的利益，所以訴諸戰爭重新分配
殖民地成了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且亦由此展開了國家之間的軍備競賽，而這也
正是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1962:689-692)。
另外，自 1886 年至 1906 年長期執政的托利黨(Tories)已察覺到英國必走
向高舉保護關稅的未來，但無奈自廢除榖物法後所建構起的自由貿易等於長期
繁榮的意識已根深蒂固，以致於自由黨(Liberty Party)在 1906 年的選舉時很輕易
地使用糧食漲價的問題「在選舉中取得了破紀錄的多數，贏得了所有的工業區
的選票」。然而，從此到大戰爆發不停增長的不是自由貿易與繁榮，而是與日
俱增的物價、階級鬥爭與自殺式的軍備競賽(1962:701-702, 704-705)。 47Morton
指出從 1905 年開始到因為 1914 大戰而中斷以外，這段時期的大罷工「是英國
自從憲章運動時代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公開階級鬥爭」(707-708)。然而和美
國一樣的是，英國政府也以暴力與酷刑回應合法與非法的罷工 (1962:712)； 同

47

Morton 給出了 1913 年英法德俄的軍備狀況：「德國為了籌措軍費而徵收的一種主要的稅收
計達 5 千萬鎊。……法國把兵役期限延長了六個月。英德兩國都在加速進行它們的海軍建造計
畫」(1962:720)。

80

時，英國也面臨到發展至內戰地步的愛爾蘭獨立鬥爭、印度與埃及的民族運動
(1962:717)，而就在英帝國面臨內憂外患的時刻，大戰爆發了。Morton 指出，
大戰的爆發正是帝國主義彼此之間的競爭最終必然造成的，而促成當時條件的
主因是
英德兩國的貿易競爭，……英國想把德國排斥到殖民地區或半殖民地區以
外；而德國的對策則是想向東南穿過巴爾幹各國和土耳其來衝破英國的包圍圈。第
二，……法德兩國的經濟鬥爭，這鬥爭基於法國東部有大量的鐵礦而缺煤，德國西
部則有大量煤礦與缺鐵的事實。兩國實業家都希望借一場勝利的戰爭，把全區統一
起來歸他們自己控制。第三……俄國想控制……聯絡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峽……與德
國的東進直接衝突，同時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勢力，常常用來分裂那擁有大量斯拉
夫和羅馬尼亞人口的奧地利帝國(1962:720)。

從這個歷史背景中可以了解當時英國在國內碰上了愛爾蘭的武裝獨立，
同時也遭逢長時間大規模的各式大罷工，而歐洲族國中也出現因不同種族所產
生的政治問題，同時國家之間因為爭奪殖民地、世界市場以及礦產而產生許多
紛爭。 在這個脈絡下大致上能夠看得出來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的這本書在內憂外患之下，為何主題卻都都圍繞在自由、
自然，並且特別強調延英以聯邦制消除各種差異與戰爭，以更好地利用自然資
源降低損失，而這也凸顯出這本文本重要之處。它不像先前其他的文本把自然
法和貿易，與權力以及自然/物質資源截然二分。反之，文本內容開始重視權力、
領土與物質資源，但是長久受到自由貿易將帶來和平繁榮的認識，使得文本還
是希望以國際法或者是回歸一個整體自然/帝國的政治形式消弭差異與紛爭。
1917 年一位自由派基督教神學家 Shailer Mathews 的 Democracy and
World Politics 演講稿中，把當時還在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視作是德國的「專
制」(autocracy)與民主之戰，並且隨後以此為演講的主軸談論民主與專制和戰爭
之間的歷史回顧。但是整個演講的重點在於其結論，Mathews 認為民主將自由
帶至每個它所征服的土地，例如菲律賓。當美國(we)能儘速地教育菲律賓人如
何自治(self-government)，便能施予他們治理的工作。當民主(國家)征服了其他
領土，它還會給予賠償金，例如當美國從墨西哥手中拿走了那些全部沒有人居
住的領土，還付給它一千五百萬美元；拿下關島和菲律賓後，美國付給西班牙
兩千萬美元，「但是你們覺得專制的普魯士德國(Prussian-German)在勝利、征
服之後會付出補償款嗎」？當義和團之亂在中國發生時，美國去保護中國。事
81

後中國要付出的五億賠款中，美國分得大約兩千萬的賠款，但是美國無法接受
這樣的事，因此還從兩千萬裡拿出幾十萬元重建遭到義和團毀壞的建築，還把
剩下的賠款還給了中國，而中國則用這筆錢送學生來美國留學。1868 年美國也
加入對抗日本的戰爭，得到八十萬的賠款，並於 1883 年帶利息還給了日本。這
就是民主對弱國的態度(1917:29-30)。最後 Mathews 總結道，這個世界的國家都
漸漸轉向共和制，因此在他演說的當下表明，美國的參戰正如同 1776 年的美國
獨立戰爭，投入一戰是美國對整個民主運動的互賴宣言，民主是美國對世界歷
史的貢獻(1917:31-32)。
另外，在同一年，Bainbridge Colby 律師(後來於 1920 年由威爾森總統任
命為美國國務卿)發表了 The Democratic Ideal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演講
中他指出戰爭的問題不在於民主和專制與否，而是在近年歐洲人口迅速地增加，
同時各工業化國家在生產時缺乏原料，亦沒有生產足夠糧食餵養龐大人口的農
業基礎；同時，在另一方面又需要擴展市場，因此各國開始進行殖民地的競爭，
Colby 認為這才是戰爭的原因，與民主與否無關。Colby 甚至進一步指出這種經
濟帝國主義多半是當時的民主國家在執行，因此如果經濟帝國主義的問題沒有
解決，Woodrow Wilson 總統所提出的民主願景以及其盟友所欲在戰爭中維護的，
如航行的自由、尊重國界、遵守協議、服從國際法、人性至上(recognition of the
dictates of humanity)等訴求都將會因為上述經濟需求而不可得，未來還是會因此
再發生戰爭(1917:2-9)。
由 Woodrow Wilson 於 1918 年所提出的十四點方案(fourteen points)一向
被視為是國際關係學門建立的起源，Wilson 本身亦被視為理想主義的代表人物。
當我們檢視 Wilson 在 1918 年在美國國會所提出的十四點方案時可以發現， 48在
他的前言中便指出，締造和平的過程必須公開，容不得任何為了特定政府利益
而締結的秘密條約。這顯然是和先前學者以民主攻訐外交工作的論述一致。 49
此外，往美國投入戰爭之前考察可以發現 Wilson 指出美國之所以參戰是出於世
48

美國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內容，詳可參考：
http://web.ics.purdue.edu/~wggray/Teaching/His300/Handouts/Fourteen_Points.pdf,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3)；以及美國在台協會的翻譯版本：
http://www.ait.org.tw/infousa/zhtw/PUBS/livingDoc/14points.htm，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10 日。
49
進一步檢視十四點條約時，亦可以發現自然主義論述的蹤跡，如第一點所要求的公開締結和
平條約與公開外交；第二到第四點以及第十四點都是前述從 19 和 20 世紀不斷重復的主題， 如
領海以外海洋的航行自由、 維持和平並建立貿易平等、裁撤軍備至能自保的程度，和建立普遍
性的國際聯合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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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的正義遭受侵犯，以及為了全世界所有人類的幸福生活而戰，而同時全世
界所有的民族都是為了和平而努力的集體， 這樣的論述和到目前為止筆者所列
出的美國文本內容如出一轍。
但是另一方面，Zinn 針對 Woodrow Wilson 之於大戰的考察指出，
Wilson 曾表明：「一個民族因自尊心太強而不屑一戰，這種情況是存在的」，
使美國自外於大戰。是直到 1915 年初滿載軍火的英國客輪 RMS Lusitania 遭到
德國潛水艇擊沉造成了 124 名美國人喪生，美國才介入大戰。但美國介入戰爭
也不是因為美國公民之死，而是為了依賴海外市場刺激經濟而為。Zinn 指出這
種信仰在 Wilson 上台之初便在他表明其目標是：「向世界開放門戶」，表現了
出來。而這種信仰與目標到了 1914 年更進一步變成：「支持『正當地佔領外國
市場』」。同時，實際上美國的經濟在 1914 年出現嚴重的衰退，但是卻在隔年
因為協約國的戰爭訂單再度刺激了經濟的增長，這使得企業家從戰爭中看到了
空前的榮景，「而且把美國財政與英國對德戰爭的勝利之間的利益緊密地聯繫
在了一起」。然而這種看似超越階級的榮景只不過是富人塑造出來的假象，
「美國的資本主義需要國際性的競爭以及週期性的戰爭在富人與窮人之間製造
一個虛假的利益共同體」以消除在各種運動中所展現出的窮人們真正的利益共
同體。為此，全國一致地支持投入大戰是必要的，然而當時的人們卻是厭戰的。
儘管 Wilson 一再「聲言美國所進行的是一場『結束一切戰爭』和『保障世界民
主』的戰爭，但入伍者卻並不踴躍」，「甚至紐約市第一批 100 名應征入伍者
中有 90 人要求免除義務」。「在佛羅里達，兩名黑人農場工人為逃避兵役攜帶
短槍進入樹林自殘；其中一人打掉了自己一隻手上的四根手指，另一人則打斷
了半隻手臂」(2000:311)。此外，當時美國「需要動員 100 萬人開赴前線，而宣
戰後六個星期卻只募到了 7.3 萬名志願者，於是國會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了徵
兵法案」(2000:305-308)。另外，Morton 也指出在 1917 年 4 月 2 日美國對德國
宣戰，「但到一年以後，美國才準備好一支軍隊來參戰」(1962:734)。
但是反對參戰以及反對徵兵法案的訴求卻排山倒海地隨之而來，而在背
後組織與推動運動的社會黨在 1917 年的愛國主義浪潮下在各地的得票率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斬獲。為了因應反戰的浪潮，美國國會通過了〈反間諜法〉
(Espionage Act of 1917)，當中的一條甚至規定「『在美國處於戰爭狀態時，任
何人蓄意引起或試圖引起不服從、不忠誠、叛變或者拒絕承擔應負的對美國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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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的義務，或者蓄意妨礙美國的徵兵與服役』，都將受到直至 20 年監禁的處
罰。」Zinn 指出這個法案就是專門用來懲罰反戰人士的。Charles Schenck，一
位反戰的社會主義者因為印製與散佈攻擊此法案與宣傳反戰內容而遭判刑 6 個
月；Eugene Debs 一位當時著名的演講者，公然在大街上演講反戰理念而遭逮捕，
罪名是聽眾裡有應征年齡青年，「他的演講妨礙了徵兵和應征」，最後被判刑
達 10 年之久。Eugene Debs 不斷上訴至大戰結束都未果，直到 1919 年最高法院
才受理他的上訴案。雖然當時他遭已經「監禁了 32 個月之久，威爾遜總統仍拒
絕寬恕他」。最後，因為該法案而坐牢的人數大約有 900 人，而相關的反戰遊
行也多遭到軍警的武力攻擊(2000:312)。在戰爭結束之後，Wilson 開始大肆整肅
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將反政府與支持破壞私有財的外國移民通緝、逮
捕、驅逐出境，甚至以私刑殺害，而這直至 20 與 30 年代都依舊地持續著
(2000:316-317)。不管美國參戰的結果對於全世界人類的幸福生活有無裨益，但
可以確定的是所謂全世界人類的幸福生活並不包含許多美國境內的人民。
一戰結束後的 1919 年一篇名為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的文章，
其是作者 James Hayden Tufts 為了反對 1917 年 Howard C. Warren 在 Social
Forces and International Ethics 中在思考一戰時所提出的「國際衝突並非道德事
件，而是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的撞擊」而寫(Tufts, 1919:1)。雖然 Tufts 指出
Warren 前述的觀點不僅在歐洲的交戰國中，甚至都遭到一戰前美國中的心理學
家與哲學家以道德判斷(moral judgments)挑戰，不過 Tufts 接著以 Warren 所說的
「因理念衝突而捲進戰爭的國家，它們並非由同一個倫理標準所治理」的觀點
進一步思考，認為這不代表我們沒有其他替代的選項，而永遠只能從非道德的
角度判斷國際衝突。從此延伸出最重要的問題是，「這個世界以及思想家們能
因為拋棄所有的道德判斷(abdicating all moral jurisdiction)而獲得什麼嗎？」
(1919:3-4)。Tufts 認為在現代國家存在的要件便是公民的忠誠，而公民的忠誠
又是源自於對倫理的認可，因此即使發生戰爭，道德判斷也是必要的策略，例
如總是要說戰爭是為了自衛(1919:6)。
進一步，Tufts 提出倫理與國際關係之間的關係，便是在國際的進程中發
現能夠超越國際爭執的各種合作的方法(1919:14)。Tufts 所提出的合作方法依然
是自由貿易。首先，國家間的衝突往往來自於已經發展足夠的國家通常希望國
際維持穩定的狀態，但是正在成長的國家則希望能獲得更多的領土而採取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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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另外，當先進國家人口愈來愈多而需要更多土地時，雖然在為了人類整
體的福祉之下，不應當有任何的少數(如原住民)一直佔有著自己的領土妨礙人
類的進步，但是這種佔有與發展之間的衝突在滿足人類需求之前就已經愈來愈
嚴重了，所以交換貨物是一個不需要放棄土地的解決方法，如此一來一個國家
再不需要為了溫度/熱(heat)、鐵、木頭和小麥而讓自己必須擁有礦、森林與土
壤(1919:17, 19, 20-21)。
最後 Tufts 指出使得各集團彼此對立的因素就是價值的分歧－貴族與民主
制(Aristocracy vs. Democracy)，而其實這一節相當明顯的是攻擊帝制德國而寫。
總之，Tufts 在討論過貴族制與民主制的價值後認為二者沒有一絲相通的基礎，
在 Tufts 看來民主的價值在於追求平等。平等是友誼的基礎；人們在上帝、法律
之前都是平等的；在追尋真理的教學中(the give and take of scholarship in pursuit
of truth)都代表著民主的價值是真實的，也是人類正在建造的更好的制度
(1919:30-31)。
1920 年，曾任英國外交大臣的爵士─Edward Grey─的演講稿出版，名為
The Value of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Address Given by the Right
Hon. Viscount Grey of Fallodon, K.G.。 Grey 以自己駐美的經驗告知演講者民主
和人與人間的交流對於預防戰爭的重要。他開宗明義地說：「不只政府之間關
係要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要好。同時我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將很快地
都成為民主國家」。換言之，人民成為了預防政府走向戰爭的力量。但這同時
也意味著如果沒有人民持續地關注、決意且積極地保持和平，國家獨自是無法
預防戰爭的。因此對 Grey 來說和平的基礎是國際之間的了解(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1920:4)。另外，同樣承襲著先前探討過的文本，在不信任政府，
要求人民學習以及提倡民主的論述中，Grey 也提醒除大學裡的各式運動
(movement)，應該與官方劃清界線，以防遭到污染讓人懷疑是政治宣傳(political
propaganda)(1920:5)。
由於 Grey 本身亦不鼓勵官方途徑的交流，因此他分享自己的個人意見，
而這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曾在一場國聯組織下的國際工業會議中，發現來自各
方的代表、男男女女在接近會議的尾聲時，都對會議讚不絕口。這使他發現國
際會議對於促進國際間的了解有著非常大的影響(1920:5-6)。他認為這場工業會
議讓人們討論各自的工業生活、不同國家的勞工問題，以及如何達成實際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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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合作，所以會議的成果很好，比起那些直接名為促進國際了解的會議有效多
了(1920:6)。在之後的演講內容，Grey 便開始專注於談論如何在大學實踐這一
套人際交流促進國際間理解的想法，以及大學的特色、與國家又有如何的不同。
總之，Grey 還是認為人因為誤解與無知而破壞和平，唯一的預防戰爭的方法便
是讓人們多學習、多交流，讓大學找到真理。內容始終沒有脫出目前業已探討
過的論述範疇。
在 1921 年出版的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ight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ugust, 1921 是由身兼民法與歷史學家且曾任英國駐美外交官－
James Bryce－的演講集結成冊。在第一講 The Earlier Relations of Tribes and
States to One Another 裡，James Bryce 承認善與本惡兩種人性(Human Nature)都
是自古都存在的，不過公民和國家不同，前者有著統一的法律約束，但是每個
政治社群不管是共和或是君主制，都處於無法的狀態，而這種政治社群的狀態
正和尚未形成法律組織社群的野蠻人一樣，而這也正是現在文明社群的狀態
(1921:12-14)。因此現今希望改善人性所做的所有努力，都必須從個人
(individuals)做起，因為國家只是由許多個人組成的，與其要求國家社群的道德
進步，將人類社會視為一個社群，道德會容易進步的多(1921:17-18)。接著在討
論在集體的個人層次之上是否有亦能夠使人性進步並且維繫進步的成果之前，
Bryce 便開始回溯歷史，指出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戰爭多過和平，尤其在羅馬
帝國以前的地中海與西歐地區，流血衝突是持續不斷的(1921:19-21)。直到了羅
馬帝國開始，由於帝國壓制了其轄下內的衝突，終於迎來一個相對和平的時代，
且使得其轄內所有的人都自稱是羅馬人，而這時也出現了某種國家意識
(Collective Nationality)，不過 Bryce 馬上轉而討論基督教自四世紀起至十世紀對
於人性與和平的影響(1921:22-23)。在五個世紀裡，基督教教宗嘗試這以基督精
神改善政治關係，預防私人與國際戰爭等，這同時也是第一次以上帝的兩個最
高命令－在世維持秩序與壓制暴力，以及引領人們至永遠幸福的來世－將基督
徒當成一個基督文化社群。但後來由於教宗與主教的濫權並與世俗王權鬥爭，
使在 13 世紀影響力達到頂峰教會喪失道德至高點，並在 15 世紀中葉前完全衰
落(1921:30-32)。接著迎來的第四個時期便是新教王權與舊教王權之間的鬥爭。
這場鬥爭的高峰終於在 1618 年帶來了一場終於 1648 年的三十年戰爭，並且從
此以後形成了歐洲的權力平衡體系(1921:35)。第五個階段則始於 1918-1929，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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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世界大戰的終結之後的頭兩年。在這個階段出現了兩個新特徵，首先是國
家的權力從君王轉移到了大眾手上；其二則是使用官方或非官方的宣傳戰塑造
人們的思想與觀感，以獲得本國與他國的支持，而相對於武力的國際關係，宣
傳戰是意見對意見的戰爭，而這除了是一般政府為了戰爭所做的準備外，Bryce
亦認為歐洲大陸上的無政府與共產主義、人種學(如俄羅斯的泛斯拉夫人主義)
和泛伊斯蘭主義也擅長於使用宣傳戰(1921:40-45)。接著 Bryce 簡介了五個影響
1914 年的重要人物，要指出宣傳戰的重要以及從他們做的事中指出國際事務是
無法以科學的方法找出一個普遍的起因(general cause)，並且雖然他們對國際事
務影響很大，但是他們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卻是不可預料的，這五個人分別是
拿破崙、俾斯麥、加富爾伯爵(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科蘇特·拉約什
(Kossuth Lajos)和馬志尼。如果沒有這些個人特質強烈的政治人物，歷史將會不
一樣。這也告訴我們雖然現在國家權力看似掌握在人民手裡，但實際上在所有
的政治行動，特別是對外關係，人民作為一個整體(特別指歐洲)相對沒有相關
的知識與行動(initiative)，他們只是其領導者所塑造的；人們知道的愈少，就愈
需要仰賴少數來指導、引導，但 Bryce 認為一般人(Average Man)就算沒有足夠
的對外關係知識而必須仰賴少數指導，也總比歐洲人過去一直在瞎子摸象來得
好(1921:57-60)。
第二講的 The Great War and Its Effects in the Old World 主要是在介紹一戰
發生前與中間各國家應對國際事務的狀況，較無涉及國際關係的知識領域內容，
故不多介紹。同樣的，第三講 Non-political Influence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的內容主要在分析關稅與國際關係之間的關係，諸如：生產會因需求
原料而導致擴張、貿易的互賴加深讓生產者和消費者面臨擔憂海外貨物以及價
格變化的預期心理，會要求政府盡早結束戰爭，而出現了認為國際貿易是消解
戰爭的保證力量；另一方面，當國內生產者面對進口的便宜商品時必須削價競
爭，從而會要求政府修正關稅使自己的商品在國內市場佔有優勢，而後來農夫
以及部分國家的手工業者(handworkers)、工薪階級(wage-earning class)、製造業
者都相繼要求調漲關稅 (1921:133-142)；在國家層面上，首先各國政府都希望自
己能以免稅或是低關稅搶進他國市場，盡可能地多賣自己國家的產品，但另一
方面又希望保護國內的生產者而調高關稅，因此稅金的規模常是國家間的談判
對象；各國都希望能自由航行等等，並以前述貿易現象分析各國之間的貿易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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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關係，這些內容對國際關係本身的探討著墨不多，且論述內容也未與目前
分析過的文本有所不同。第四講的 the Causes of War 指出六個影響現代戰爭的
因素。第一，早在兩千年前就有著對領土的慾望，這種慾望來自於一個國家的
領土愈大，其國家的軍事力量就愈大、生活就愈繁榮；第二，宗教之間的憎恨；
第三，一個國家的政府或是公民侵害了他國的公民；第四，商業與金融利益常
挑起戰爭的威脅，但鮮少直接因其發生戰爭；第五，看到同種族的人遭異國政
府鎮壓所引起的同情心；第六，面對鄰國增強的軍事力量，因為懼怕而發動的
預防性戰爭(1921:244:246)。然而較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段落中，Bryce 認為
當時的新聞媒體為了其發行量，通常會撰寫歌頌本國、詆毀他國的報導，而這
這種吹唪自己、詆毀他人的行為也是人性，這種報導比起需要受大眾檢視的政
治人物或是匿名作者能帶來的影響更大，甚至可以幫助開啟戰端，而這也是為
何現在需要一般大眾都了解外交事務(1921:239-242)。
第五講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則如其名，探討外交官與國際法之於國
際關係的關係。首先，在外交人員的角色上，Bryce 描述了外交官工作的變化。
在 Bryce 寫作的三個世紀前由於通訊與交通不便，所以外交官在他國的角色主
要是扮演一個騙子，欺騙他國關於自己國家的情況； 50然而由於現代電報技術
的發展，國內的政府可以自己下決定，並時時刻刻指導在外的外交官，而外交
官的工作主要成了給予建議，特別是給予國內辦公室帶來不同的想法(1921:158,
267)。此外，外交官除非是在政府的指導下，否則不可恣意發佈公開聲明，以
防媒體誤解外交官或是政府的想法(1921:264-265)。
接著 Bryce 開始探討國際法，他認為在國際關係中，相較於藝術的外交
操作，國際法是當遵守關係或是關係生變時，用以調整的一組規則；是一組用
以保持世界和平、體現各國在保留尊嚴而同意適用並遵守的一組規則
(rules)(1921:269)。然而這一組規則究竟是否為法律卻一直是爭論中的問題，而
Bryce 則引述第一講中國家社群處於自然狀態的內容，認為國家之上並沒有一
個最高權威發佈並強制執行法律，因此國際規則並不能算是國際法(1921:270)。
但是 Bryce 亦指出，人們若因一個由於習慣與習俗的強制力以及因為懼怕違反
規則而遭致的後果所以遵守規則，也是法律效果的展現，這比起只由國家負擔
50

但 Bryce 亦指出外交官的工作不是全然地欺騙，該誠實的場合就沒必要撒謊/過於保守，否則
是膽怯的表現，甚至會失去別人本來願意講的訊息，詳可考(Bryce,1921: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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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一切更為廣泛(1921:271-272)。 51 如 Bryce 認為雖然在中世紀沒有基督教
法院，但由於人們懼怕死後被逐出教會，使得其未來的生命(future life)永遠不
快樂，因此實際上人們還是會守規則(1921:273-274)。
一直以來，國際法的目標是正義與和平，而這個原則可以上溯到格老秀
思的自然法(The Law of Nature)，並且這種自然法實際上正是上帝法(the Law of
God)，因為上帝是自然的創作者(author)，而即使有少數人嘗試陳述自然法則，
但沒有任何人能指出其內容，並且雖然一有些人實際上拒絕承認其道德規則
(precept)，但沒有人能否認其權威(1921:275-276)。而戰爭正是國際法欲治療、
消除的對象，可是一旦戰爭爆發，交戰國之一方違反了國際法，將勝利做為其
遵守的目標時，為了使自己能與之抗衡，其他交戰國也會違反國際法(1921:276277)。這種在戰時違反國際法的潮流源自於當國家違反之後，卻沒有隨之而來
的懲處(1921:279)。 52在 Bryce 看來，國際法的制定應當是為了全體人類
(commonwealth of mankind)，但是這樣的國際法制定必定耗時，且國家之間的
利益衝突更會妨礙意見的同意，不過總的來說同意的意見還是會遠多過不同的，
因此一個國際法典(international code)還是能夠盼望的(1921:291)。
最後，Bryce 指出因為法律還必須通過人來執行，因此總會有愚笨、抱
有無可救藥的偏見、無能與貪汙的法官使得沒有任何法律能完全的執行；而在
獨立國家的層次碰到的更大問題是沒有國際武力(international force)管制並懲罰
違法者；但是現今，意見是一股力量，並且正在持續增長，這使得多數國家現
在遇到爭議問題時，都會選擇將問題送到法院仲裁(1921:292)。法律的理想是規
律且永久地維持穩定並且以法庭的正義排除暴力保護弱勢，使社群內部得到足
夠(proper)的安全。這樣的道德權威以及為集體提供利益著想的理想現今應當也
推及至人類全體、教育人們，並且形成世界性的輿論，使人們能隨時注意任何
有暴力或侵略傾向的國家。這樣的輿論自身雖然沒有實質的基礎，但其實體及
形式卻可以在國際法中找到，而國際法能指導輿論，反之則能維繫國際法。而
現在最大的問題便在於要如何使國家遵從國際法(1921:293)。

51

這本書開篇的獻詞正是肯定之前撰寫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第四章國際法的
Hughes 為國際關係的努力，因此不難發現這裡的觀點和 Hughes 是一致的。
52
之後 Bryce 稍微帶開話題，談到交戰國之間以及交戰與中立國之間等的船運及貨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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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Popular Control of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orality of States 則是在
討論外交部門應否受到民主的監督。Bryce 指出歐洲人認為過去確保和平的外
交失敗是由於操縱外交的人以及其所用的方法導致的，而這種歐洲人和美國人
之間常見的批評多數更認為這些不良的外交操作是由於王權和內閣制或是負責
相關行政部門的長官的獨斷、無同情心、心胸狹隘和無能所致。另外，即使是
代議制管控著外交事務，外交事務依然是視野有限、為了自私的目的，與對和
平冷淡且悲觀的小集團的秘密作為(因為不能攤在陽光下任人檢視)。
按照這個思路推論，當自由的人民能夠自行處理這些事務，並且公開的
和他人談判，就能有更多的同情心、更明智的理解他國的特質與希望，迎來更
好的改變、更少的誤會、以正義原則解決爭端，而這一些願望在英國已經成為
了民眾的要求，其要求稱之為外交政策的民主管理(Democratic Control of
Foreign Policy)。尤其是當一戰爆發後，更多人反對秘密外交，認為外交官與民
意背離，若人們能像參與國內政治一樣參與外交磋商，災難是可避免的
(1921:294-296)。 53
Bryce 進一步提出民眾能透過什麼管道管理外交事務，以及民眾必須有
什麼樣的資格才能運用這樣的權力。Bryce 指出人民在國內可以公投參與國內
事務，但是外交事務變化甚鉅，每週都在改變、在國內改變，在國外也改變，
因此不可能在每次有新議題出現時都讓所有人來直接投票，或是指導他們的代
表；而由民主程序選出來的代表亦不可能在多變的外交事務中得知民眾對外交
議題的真實希望是什麼，到最後必定需要組成一個外交委員會，但因為代議性
質的關係，該機構一定仍是由少數人控制而非大眾管理，並且一定也是秘密的；
此外，由於投票的民主無法看出主流民意，甚至主流民意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所以 Bryce 認為不用透過民主程序就能辨別民眾真正需要的利益才是外交事務
的重點 (1921:297-299)。更進一步，Bryce 指出要處理外交需要了解外交領域內
的許多特殊知識，如地理與歷史，這些知識一般的的公民都沒有時間涉獵，他
們該如何參與？他們多數只能透過媒體，而媒體為了取悅讀者，所以報導內容
不會公正客觀。更有甚者，有些國家會買通媒體製造假新聞、假觀點等等(如俾
53

若欲了解當時探討秘密外交與民主之間的問題，可參考(Reinsch, 1922)。筆者在此不多介紹此
書的原因在於，其討論秘密外交與公開地處理外交的技術層面問題與本文業已探討過的內容沒
有不同，且筆者看待外交和民主之間的著眼點並不在技術層面，而是要了解民主在當時的佈署
中何以特別地突顯出來，因此不再多著墨於當時民主與外交問題的細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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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麥所資助的 Reptile Press)，而大眾或是他們所選出的代表都無法避免受到媒
體影響；此外，大眾亦有可能採取自私、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侵略立場；並且
與一般認為大眾會因為戰爭將波及兒童與帶來死亡而愛好和平相反，戰爭多數
時候是受到歡迎的，並且被認為是愛國的表現(1921:301-302, 304-306)。
另外，Bryce 認為外交的祕密性還是很重要的，例如當一國遭侵犯時，
政府的反制設計，如聯盟，若遭揭露便會失去用處，因此這些相關的準備與聯
盟無法在國會公開，除非極有信心，否則所有的訊息都應該保密，而且只要敵
對狀態仍然持續，任何作為的細節以及重要決定都應交由幾位專家處理就好。
針對當今流行的大眾對抗少數菁英把持外交事務的論述，如「少數人將外交關
係操作的很糟糕，而多數是少數的反面，所以將外交關係交由多數人處理一定
會比較好」，Bryce 指出過去外交管理的很糟的真正的問題在於人性的不完美
(the nature of men as men)，沒有「人」真的能夠以正義與智慧處理外交政策、
不管多數或是少數或是任何其他建議，都無法給出一讓完美的方案。此外，
Bryce 亦站在曾經參與過簽訂凡爾賽條約會議的外交人員立場，說明在當場才
有的第一手訊息是一般選民幾乎不可能知道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民也無法指
導其代表為他們投票。在民主政治下，如果這些外交資訊公開了，這些資訊除
了可能會變成執政黨與在野黨，或是黨派之間的政治攻訐所利用的工具之外，
人們也只能任政黨傾向擺佈；而外交議題在國會也會因此淪為政治鬥爭，如俾
斯麥經常操縱外交以提昇自己在國內的地位。不過 Bryce 指出雖然大眾沒有資
格處理每一種議題，而且因為外交關係的主題通常和大眾的知識無關所以大眾
並不關心外交事務，但是當明顯涉及道德議題時，人們常能給出公正且有智慧
的判斷，而這不一定能在政治人物身上找到(1921:307-312)。
儘管如此，事實上很多國家行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的，而這種私
慾和國家利益不並伴隨著道德的進步而進步(1921:314-315)。這是因為國家作為
人類的集合體，使得國際道德比國家內部的道德層級還要低，或者說最起碼在
國際中的國家不像個人之間一樣強調道德；此外，國家只對國民負責，不對國
家以外的事物負責 (也就是說，不對「自然」負責)(1921:316)，所以在國際法沒
有強制力與懲罰的效果之下，當 1914 年比利時遭德國入侵時，沒有國家抗議
(protest)(192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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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和個人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個人出於自身利益或是為了報復而
做錯事時，是自私在引導他的行為，而自私是一種反社會的行為，這會讓他為
社會孤立；但是當國家領導人為了國家做了錯事時大眾則會因為愛國，或是認
為其是為國家作事而不忍責難，也就是說目的合法化手段。在這個脈絡下國家
利益或者說國家安全，變成正當化欺騙與目的的殘酷暴力。因此，不管領導人
的行為最後是成或敗，其是否具正當性都可以因為獲益或是愛國心而被放下。
(1921:320-321, 323-324)。
國家與個人的第三個不同之處就在於每個國家都處在國家間彼此相對、
沒有法律或是更高的力量強制執行法律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裡，試圖保持
其存在，在這樣的狀態裡，沒有義務，而正義僅是強國的利益、權利則是強國
可以武力獲取的任何東西；「人」則是由人類共同體(common humanity)所連結
的，因此即使為國家所命令去殺人，「人」也不該服從，因為國家沒有道德權
利命令「人」，而基督徒也在基督教教義中(Gospels)發現了與這個學說相符的
理念(1921:328-330)。不過 Bryce 認為由於國家是由其成員組成的，所以當一個
國家做了殘暴的事或是不顧倫理原則地處世，終會引起國民的譴責，而鄰國亦
會組成聯盟對抗該國家(1921:335-336)。 但就算公民的善或者說人性的善是可以
盼望的，也不能要求國家擁有同樣的善，舉例來說國家不能像個人一樣以其財
產大方地待人。(1921:337-338) 因此可以看到，貫通第六講的依然是「人」，
所以，最後當 Bryce 回到民主與外交的主題時，他還是指出民主政體和其他政
體一樣，都可能會表現的貪心與不義(1921:340)。
最後的第七與第八講是關於處理糾紛與避免戰爭的實務面探討，與國際
關係知識領域的探討較不相關，故不在此介紹。
1923 年，Robert B. Mowat 的 The European States System-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出版。 54 在第一章介紹歐洲體系(The European System)時，
Mowat 便破題指出國家之間的關係應當如同國家裡面公民之間的關係，每一個
人都對彼此待之以誠實與禮貌，如此國際便能與國內一樣形成社會。良好的舉
止(good manners)縱然不是規劃好的典章制度，但絕對是一個已知且用以規範個
人關係的習慣，而對照到國際關係的規範，相對應的則是外交或者是外交實踐。

54

此書的第一刷是 1923 年，筆者所蒐集到的文獻是 1926 年的第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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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良好的行為是由輿論強制推動外，同時也受制於古老的習俗。但是在前
二者的背後則是法律在強制執行基本的行為規範。人民之所以遵守，主要出於
自己的慾望以及受一定程度上的國家力量(physical force of the State)影響所致。
國內法是社群裡的武裝良心。規範國家間關係也一樣有實證法(positive law)。外
交則是不同國家官員之間確定的行為模式，而它也規範著國際關係。但是仍須
定義更具體的規範讓國家調整其現在或是未來的行為。這些規範就在條約中
(treaties)，正如同國內普通法之所以正當，是因為為人民也認為遵守法律是正當
的，同時也是政府所要求的，而國家之所以認可條約是為了信守承諾，以及避
免因違反條約而遭致其他社群的武裝攻擊。正如在一個國家裡若無法律，人民
就會像一群野狼，而獨立國家之間若無條約也會遭遇相同的情況。如果沒有條
約的話就會落入像 Hobbes 在利維坦(Leviathan)所說的，沒有工業、文化、航海、
海運、知識、社會、信件等等，而只有對死亡持續不斷的恐懼與害怕。因此，
所有國家所強制與認可的條約、道德與國際法避免了人們落入野蠻的境況中，
而條約正是歐洲的實證法(1923:5-6)。
接著，Mowat 繼續把國際類比成國內，認為國家會如同社會中的個人一
樣形成契約關係，因為國家認識到無止境的燒殺擄掠無法一直持續下去所以最
終與敵人達成協議，不再以戰爭規範國際關係(1923:6-7)。從此後 Mowat 便開始
考察歐洲自羅馬帝國以來的各種國家形式與條約之間的關係，主要是為了藉由
人類在經過各式國家體系的漫長歷史中，印證了國際法與秩序的永恆， 並且最
後終於在國際聯盟中實現了，而這將導向國家自由(national freedom)。或許國際
秩序與國家自由兩者間有矛盾，但實際上正是這兩點阻止了人類所不能容忍的
帝國再復興。國聯在這個大原則底下，是一個比之前出現過的相關國家體系(如
歐洲協調)都更明確、更有組織、永久持續運作、有義務和力量協調國家自由的
體系，而且此體系不只限於歐洲，還擴及到了世界，成為國家體系(1923:92-93)。
Mowat 更指出在國聯之前已經有許多類似關於世界思想的前兆與實踐，例如
1610 年的 the Grand Design of Henri-Quatre、1714 年的 the Project of Everlasting
Peace of the Abbé de Saint-Pierre、1795 年的永久和平論(Kant’s Essay on Perpetual
Peace)和 1815 年的神聖同盟(The Holy Alliance)，但是過去這些企圖實踐永久和
平的計畫卻都因為國家都不信任一個強而有力的國家間的組織會推動和平而失
敗。至於歐洲協調則是因為完全沒有強制力而失敗。國聯則是一個在國家的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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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與於世界的專橫統治間的合理且折衷的方案與實踐，例如國聯本身就是一個
自願參與性質的聯盟，任何國家都可以自由申請，再由大會三分之二以上票數
通過入會。此外，Mowat 表示國聯的定期會議與報告都能產生支持國際法的輿
論、在國聯裡的官員與代表們研究艱難的問題並找到解決的辦法、其托管部
(Mandate Section)不分種族地為正義奮鬥，對那些無法自治的(administer)便由更
強的國家來統治。最後，Mowat 強調一般國家的事務依然是由國家自己內部處
理，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也是經由自己國內的外交部以及各首長等管道接
觸，但是所有的強權國家又都可以在國聯的會議中接觸，這樣一個世界體系從
而保全了歐洲的存續(1923:95-96)。
1925 年一本名為《國際關係綱要》(Syllabu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
專著出版了， 55其作者是在當時以及當代都備受推崇的國際關係思想大師
─Parker Thomas Moon。這本書是由國際教育協會(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所出版的，其本著相信國際善意(international good-will)的發展需要仰
賴教育機構作為推動的管道，出版了許多廣受美國當地與外國好評的相關書冊
(booklets)。但這些書冊多半只有益於到到美國求學的外國人士，而當時多數的
美國學生既不出國讀書，美國也罕有大學開設當時人類所面臨到的難題的相關
課程－國際關係。因此這本教學大綱是為了回應美國當時的大學狀況而出版的，
同時也希望這本書能夠因為其內容的充足性、正確性和客觀性使得大眾都能夠
利用。這份大綱在 Moon 起草後一年內的每一週，都與 Carlto J. H. Hayes、
Joseph P. Gambrill 和 Isaiah Bowman 幾位學者所組成的小組，固定檢討內容，最
後才出版了此書(Moon, 1925: V)。
此外 Moon 於前言說道，大戰已經證明民主無法成功地指導為人民謀求
國家的安全、繁榮、性命、財產的外交政策。面對這樣的情況，一個有智慧的
民主、使人民了解國際關係的民主是當時最值得注意的方向，然而當時美國卻
忽略了此事。所以這本書正是為了改善這個問題、喚醒人們注意國際關係而寫
的。這本大綱裡搜羅了各種知識，如外交、經濟、法律、政治、心理、社會、
歷史與地理等，企圖以能夠認識人的全部知識來了解國際關係。然而此書的最
大問題是，其內容與書寫方式也僅是條列式的列出思考與討論的方向，因此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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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所持有的是 1929 年再刷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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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同業已介紹過的書籍一般談論脈絡。但是其書寫內容其實與前述其他書籍
內容差異不大，可以說把所有的主題一次搜羅了起來，再次地簡介了認識國際
關係的起點。亦即其內容多半是以一到兩句話條列出人性(human nature)、貿易
的應然狀態、市場、自然、民主、秘密外交、輿論、人口、種族、文明與野蠻
等要點，除了因書寫方式難以摘要外，其內容的認識論框架也未與前述內容有
異，故不於此探討。另外，Moon 於隔年又出版了一本 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內容探討的是北方國家由於經濟發展和工業發展造成資本、產品，以
及原料的需求而向南方擴張，形成了帝國主義的現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Moon 本身以北方進步南方懶惰來解釋這種帝國主義的行為，證明其意識仍處
在種族主義的籠罩之下。另外，此書內容泰半還是在分析帝國主義、原料以及
各國家的情勢，故筆者不在此多介紹。但到目前為止，值得注意的是自大戰以
來，自然主義有開始退卻之勢，相關的文本愈靠近 20、30 年代，其探討物質性
的內容就愈來愈多，並且從以自然主義為論述核心目標結合物質內容的探討，
漸漸地開始反轉比重了。

伍、小結

在這一小節中，所有的文本都指向同一個主體，就是大寫的人，只是在
不同文本中這個人會以人類、基督、上帝以及人性等不同的面目出現。雖然這
個人在自由主義的治理之下，總希望透過貿易消除戰爭，進而建立起以人類為
主體的世界性團體以達到永久的世界和平，實踐自然法則，但是實際上這些文
本中所謂的人都有其國籍的主體性，例如在英國廢除了榖物法而自由貿易正盛
的時候，筆者所分析的兩本 70 年代的英國文本的論述內容與邏輯基本上脫不了
自然主義所導出的認識以及相關的歷史實踐。從文本裡是鼓吹自由貿易、勸人
離開農地的背後可以看到，在面臨了人口成長所帶來的糧食、資源與就業壓力，
英國首先必須確保用來調節國內外原料、糧食與人口平衡的自由貿易是暢通的。
因此文本中首重的論述目標便是反對戰爭，並在反對戰爭的原則下又以文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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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蠻為來攻擊尚武的論述。更進一步，為了維持既有現狀的發展，高呼自由貿
易或者英帝國聯邦制終將達成永久和平的自然狀態，這既符合自由主義的治理
也符合英國自身的利益。因此，與其說兩本文本在探討普世的國際關係，不如
說是在談英國要如何面對世界。
另外，80 與 90 年代的兩個美國文本也以同樣的論述內容談論國際關係，
如同樣強調反戰、和平與國際法、將國際法類比自然法則，把自然與道德畫上
等號。但很不同的是 Henderson 於 1908 年出版的文本反而反對其他國家的人到
處移民，並且以此為美國應當幫助他國與為世界盡責的證明。對照到 Vucetic 和
Zinn 所考察的歷史可以發現當時的美國是相當排斥非盎格魯－撒克遜以外的外
來移民，因為這會使他們的種族與文明退化、使得就業變得更困難；同時美國
也因經濟問題一直處心積慮地在擴張。因此可以確定的是，這時所謂的國際關
係也僅是站在英國和美國的角度考慮自己應當如何面對世界。
另外，國際法一直是第一節中每一個文本都會探討的重點或是主題，但
是從相關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國際法在國際關係的文本中，與其說是法律，其實
更像是一種調節的技術，譬如調節國際貿易的狀態、調節他國的戰爭與和平狀
態、調節文明與野蠻的狀態、調節自然狀態等，而這種抬高國際法的論述在之
後也開啟了國際關係文本專門討論國際法的研究，例如 1911 年由 Hershey 以
「人」的意識探討政治團體互動下所產生的法律論證國際法的是自然且必然的
存在；擴張主義者 Mahan 則攻擊這種過於抬高國際法貶低武力與外交的現象；
1914 年，國際法學家 Snow 則試圖將人類直接變成國際法主體，並且嘗試透過
美國的民主把全世界都帶回自然法的狀態下，並以此合理化美國對外執行的種
族主義，以保衛它的純潔光輝等等。雖然這些相關的文本探討的方向都不同，
但相同的是所有的文本都無法逃離以「人」或者人性作為討論國家或者是國際
法的基礎。
在大戰之後，為了思考戰爭與和平的關係，文本多數都持續地探討國際
法，並且開始更多地談論民主與外交的主題，而這些討論其實仍然沒有走出自
由主義的脈絡。譬如，在 1916 與 1921 年的文本在討論戰爭於和平時，也都是
以人性、本質或者慾望作為論述基礎；國際法雖然無力但仍然是普世原則；支
持透過民主以及輿論監督甚至廢棄秘密外交以斷絕戰爭，達成全世界的人都能
因為直接地互相理解(甚至是透過成立一個龐大的聯邦)而獲得和平，其實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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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全球化的和平思維；認為戰爭代價太高，不如以更全面地自由貿易互通有無
而消除戰爭等等。另外，盎格魯－撒克遜的種族意識仍然發揮著作用，並且躍
然於紙上，例如 Kerr 在論述「先進與落後之人的政治關係」時所顯露出來的赤
裸裸的種族主義，最終卻為其證成了大英帝國殖民的正當性等。
同時，隨著時間從大戰愈往 20 年代推移，文本的探討愈來愈從國際法、
自然法則的比重愈來愈往探討物質與力量的論述過渡。但直到 20 年代，縱然自
然主義與力量之間的探討有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但是大多數文本還是希望能實
踐自然法則。譬如 Urquhart 以靜態與動態解釋國際法與戰爭、Greenwood 經濟
國際主義需要控管以避免發生戰爭、Hughes 雖然認為國際法不再源於自然法而
是建立在源自政府之間的權力衝突之上，但國際法仍是用於實現正義的，以及
Mowat 對於歐洲實證法與國聯的看法並開始探討物質力量以及帝國主義等。但
是當中依然有些比較零散卻又意識鮮明的文章，如 Mathews 仍然在宣揚美國的
民主、Colby 指出經濟帝國主義才是導致戰爭的主因，以及 Grey 對民主與互動
的信念等等。至此，可以發現雖然從 1870 年開始，並經過大戰之後，兩國的國
際關係文本都不約而同地產生了論述形式的轉變，但是它們實際上仍然沒有走
出自由主義的佈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節的多數文本都沒有放棄重商
主義的治理手段，亦即仍然可透過戰爭調節國家之間的狀態。
最後，在這超過半個世紀的多數文本雖然都高唱和平、自由、權利、文
明、自然與國際法，但很明顯的是這些文本多有隱含著強烈種族意識的主體性。
同時美國於其內部與外部亦毫不留情地打壓、血洗異族，甚至連國際關係理想
主義的代表 Woodrow Wilson 也都派軍隊鎮壓礦工們的罷工；英國則是鎮壓罷
工，並仍企圖以聯邦的政治形式解決愛爾蘭與殖民地因民族主義而起的反抗問
題。因此，在對照了兩地實際的效果歷史後，我們便能確定是盎格魯－撒克遜
種族主義在運轉自由主義的治理、連結了權力－知識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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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1930 年代與 1940 年代
在經過了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納粹崛起以及日本侵華後，Frank H.
Simonds 和 Brooks Emeny 於 1935 年出版了 The Great Powers in World Politics 一
書。 56較之先前討論國際關係時，總是討論各種自然性以及隨之而來的以應然
狀態論證和平，The Great Powers in World Politics 的兩位作者把當下的國家政
策當成一切與國際政治行為相關的起點。尤其他們又認為經濟、種族(race,
ethinicty)、地理、歷史與戰略是影響政策最主要的因素(1939:V)。此外，兩位作
者表明 19 世紀的歐洲和平只是暫時的，因為大陸國家之間的政治狀況是不平等
的，而現時的狀況是世界的和平也不平穩。這是因為民族國家的體系中，國家
之間的經濟狀況相差太懸殊。這本書要論證的正是在當時的經濟不平等狀態下，
沒有任何能夠組織和平的體系的方法。簡言之，當時各種與經濟不平等以及其
相關要素會不可避免地導向戰爭(1939:VI-VII)。
在第一章裡，首先便指出現今的世界是一個以主權國家所組織而成的世
界，而所謂國際關係只不過是獨立主權國家的國家政策之間的總和。所謂國家
政策則是國家為了守護其領土安全和促進其經濟繁榮所使用的一系列策略，而
對內和對外的國家政策分野其實是不存在的，因為不管是對外或是對內的政策
都是為了國內的利益而為(1939:21)。
當國家政策之間造成了主權的衝突時，和人類公民社會不同的是，國際
法中沒有一個至高的主權權威可以排除使用暴力以解決衝突(1939:22) 。同樣的，
從 Machiavelli、Grotius 到如今，雖然條約的訂定愈來愈多，但國際法不像國內
法有執法權(police power)的支撐，多數是要看國家自願的接受和善意的支持才
行。
同時，雖然國聯的大會(assembly)、理事會(council)和秘書處以及世界法
院，是企圖對應於國家的立法、行政與司法，但其國際治理的代表權威總是遭
受主要以及排他的成員與非會員主權國家的挑戰，因為民族國家的教條拒絕將
其國家政策配合國際公共的利益、國際法、國際治安(police)，或者受到超國家
權威的支配。因此國家間的爭端解決，是採取國際公法或是私人權威的方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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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Powers in World Politics 一書第一版出版於 1935 年，但是筆者所能及之文獻為出版
於 1939 年的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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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依據國家自己的意願的，並非如同一般公民必須義務地遵守國家的法律裁
決。就算國家尋求國際機構的協助，通常也只是些相對不重要的事。
此外，若是碰上安全、聲望(prestige)、單一種族(ethnic unity)或是其他至
關重要的事務，國家也會堅持國家利益而不是遵從國際權威。例如 1914 年德國
入侵比利時，雖然時任德國總理(Chancellor)也公開承認違反了國際法，但因為
出於當時國家的需要(state of necessity)，而已經足以正當化其侵略行為(2005:2324)。 57雖然英國後來對德國宣戰，但英國以及其盟軍在戰時也同樣置國際法於
不顧。所以雖然當時美國抗議交戰國都違反國際法，這些抗議都產生不了任何
實效，直到美國自己也成為交戰國之一。因此國際公法在一戰期間針對國家們
的國家政策(national policies of states)完全無用武之地。
縱然一戰過後，採取以法律而非戰爭解決爭端的方法較多了，但是國家
依然不願意將主權置於國聯的約束之下，就像它們之前也不願意使主權受到國
際法的約束一樣。這樣的情形完全應證在巴黎非戰公約(Kellogg Pact)上，即使
所有的國家願意簽署認可此公約，宣告放棄以戰爭作為達成國家政策的工具，
依然沒有國家願意調整那些必須以武力才能達成的國家政策，亦無國家願意提
供武力保障公約所許諾之規定。譬如日本於 1931 年入侵滿州、1936 義大利入
侵衣索匹亞(Ethiopia)時，他國進行的貿易制裁也僅是敷衍了事。因此作者們告
誡國際關係的學生，即使有國際上的和平協約並且有許多追求和平的途徑，但
是如果負擔這些責任不能增進自己的利益，那麼國家便不會遵守這些規定。此
外，為了保持和平而不斷擴張的機制(machinery for preserving peace)，其效力總
依賴於國際主義者(internationalist)的經濟與政治傾向，而這多與無可讓步的民
族主義相關，例如緊隨著法國大革命而來的便是一波巨大的種族民族主義，而
一戰後的世界也帶來了同具破壞力的經濟民族主義的爆炸。由此，作者們論證
了當時的世界是一個無法的世界，這不是因為沒有國際法體系和行政單位，而
是國家拒絕以國際法的標準改變它們的國家政策、不願意將由重要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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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中關於 state of necessity 的註釋：
“‘Gentlemen, we are now in a state of necessity (Notwehr), and necessity (Not) knows no law. Our
troops have occupied Luxemburg and perhaps have already entered Belgian territory. “Gentlemen, that
is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true that the French Government declared at Brussels that France
would respect Belgian neutrality as long as her adversary respected it. We knew, however, that France
stood ready for an invasion. France could wait, we could not…. He who is menaced as we are and is
fighting for his highest possession can only consider how he is to hack his way through (durchhauen).’
(From the speech of the German Chancellor von Bethmann-Hollweg, delivered before the Reichstag,
August 4, 1914.)” (Simonds and Emeny, 19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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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起的爭端交由相關的國際機構(proper tribunals)處理，也不願意以執法權來維
持現存的和平體制(machinery)。但是在一個無法的世界，武力必將是追求政策
的最後手段，而動用武力則意味著戰爭(1939:25-28)。
進一步，該書指出戰爭與民族國家體系繼承自城邦體系，並一同走過歷
史。實際上西方世界有兩段和平時期，一是只有單一主權的羅馬帝國，二是靠
教皇協調國君之間野心進而避免衝突的中世紀，而這兩個時期都還未有主權國
家。既然民族國家不願意其政策受國際約束，便自然地賦予自己武力。實際上，
軍備一直都是主權國家最常見的特徵。因此，即使在和平時期，國家亦普遍地
增強其軍隊與海軍，從而無意識地確定了戰爭將會是國際關係裡重複上演的特
性(feature) 。 另外，在每個國家之間，除了領土、人口多寡以及自然的總量外
的不同之處，就在它們能為其國家政策裝配多少的武力。因此，只有一些國家
才擁有支持其國家政策所需要的武力，而這些國家便是所謂的強權(great
powers)。因此我們的世界不只是一個沒有強制力的國際法的世界，還是一個強
權主宰的世界。 (1939:28-29)。
此外，要每個國家的人民彼此了解對方的國家政策也是很困難的，因為
每一個國家的人民(every people)都比較關心自己的國家政策，而這又多是出於
天性(本能反應)，而不是經過有意識地計算。而他國的國家政策總是被當成外
部效果來計算，而與本國無關。所以人民認為他們國家政策的目標就是他們的
權力，而把他國的挑戰或抵抗視為對其權利的傷害。因此作者們告誡學習世界
政治的學生們，不要以對或錯來理解國家政策，而要知道國家領導人將之合法
化或道德化只是因為這些政策受到大眾歡迎。至此，民族國家體系確定了這個
世界是國際無政府的(international anarchy)，在這個狀態下武力才是決定主權國
家之間關係的因素，而只有強權國家能靠著它們那不成比例的強大，支持其對
國際來說相當重要的國家政策(1939:29-30)。而所謂的國家政策的特性是：不管
國家統治者和政府形式如何改變，國家政策鮮少變動，有變也是經濟因素大於
政治因素。
第二章進一步介紹國家政策。首先，國家政策的定義是：一個國家能運
用一系列的策略確保自己的安全並增進自己的繁榮，而這一套策略是不分和平
或戰爭時期的(1939:31)。這一個定義是根據克勞塞維茲(Clausewitz)的「戰爭是
政策使用其他手段的延續」(the pursuit of policies by other means)發展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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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塞維茲認為所謂的國家重要利益(vital interests of states)包含了那些能使國家
安全以及增強國家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各種要素，而這些要素又都是競爭性的。
不過不管是在戰時或是和平時，這些國家政策的目標都不會改變(1939:31-32)。
此外，一個國家宣稱自己是主權的能力依賴於其相較於周邊國家的力量大小，
因此發展國家力量(national power)是首要的條件與要素，而國家之間經濟、政
治、戰略三者的懸殊差異也關乎其間的和平與戰爭關係。
首先，在一戰的經驗和國際政治不穩定的情況裡可以發現，戰爭與和平
不僅關乎繼承世界的自然資源(natural wealth)者和沒有自然資源的一方，也關乎
了繼承了不同資源者之間的關係，因為國家權力的大小與效果再也不決定於一
國的土地、人口、財富或者軍隊的強弱，而是其工業化的能力。工業化成為一
個總的指標，亦即一個國家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工業強大。換言之，作者們把工
業當成既成事實，也就是工業的強大代表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原料、自然資源
(nature)、領土都很充足了，也因此能成為強權的國家也是有限的。在無政府狀
態下，各國都只能依靠著自己的資源以防衛自己的經濟與領土安全，這就決定
了和平與戰爭之間的關係。當然，各種的外交手段，如經濟、貿易的施壓、軍
事力量的展示和聯盟等都是達成上述目的的手段，但若國家要維護的是至關重
要的利益，且外交手段都已失敗，便會走上戰爭一途，也因此通常也只有強權
之間的重要利益相互衝突時才會發生戰爭(1939:32-33)。
更進一步，強權之間又可以區分成富國與窮國(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當時的富國是大英帝國、法國、俄羅斯和美國，這些國家的領土廣袤、
富有，而且種族單一。窮國的領土相對貧瘠，而且缺乏自然資源，如日本、義
大利和德國，尤其德國因為與鄰國邊界的關係，使得種族始終是一個問題。
對於富國來說，維持現狀對它們是有利的，也因此國家政策也是以維持
現狀為目標；對於窮國而言，現狀對它們是危險的，而其國家政策便是獲取遭
剝奪的安全與力量(power)。理論上要消除兩者之間的不平衡，有兩種方法：第
一，富國自願犧牲一部分的領土讓較小的國家能靠著物質資源(material wealth)
重建平衡，或者富國以自身的資源和窮國分享投資與貿易上平等的權力與安全，
但實際上卻從未有發現這類事蹟，因為這都違反主權原則－國家領土與資源都
是不可分割的，並且又於該章再一次強調領土之於國內與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差
別(1939:34-35)。因此作者們提醒國際關係的學生，要記住國家政策的實踐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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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一種是靜態的，一種是動態的。前者追求的是維持現狀的安全，而後者出
於繁榮、名望或者種族的單一性所以想改變現狀。這不僅是當時世界的和平問
題，也是自古皆有而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也無法逃避的宿命(1939:36)。
因此對於欲維持現狀的人們來說，以暴力的方式改變現存秩序是於法(破
壞現存協議)和道德(戰爭行為)都不容的犯罪。但是對窮國來說，武力是屬於國
家改變現存不正義而不可剝奪之權利。簡單來說，理想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口中
的道德，如 1815 和 1918 後的戰勝國所組織的世界秩序都是以武力的方式強加
在戰敗國上的，像是維也納條約(Settlement of Vienna) 、國聯、巴黎非戰公約和
多變的日內瓦公約(Protocol of Geneva)都是戰勝國訂定的，而那些企圖暴力地反
抗現狀的國家都是戰敗的一方(1939:38-39)。與百年前不同的是，在經過大蕭條
後，經濟民族主義四起，特別是在那些乏於工業和農業的國家。其特點是它影
響了全體的人民，它使人民意識到它們的生活水準會受到壞的政策或是鄰國惡
意的影響，因此政策不再只是國王、內閣等一小群統治團體的事了(1939:40)。
在工業世紀裡國家之間的爭鬥是生死的對決，因此人民會強迫要求政府捍衛國
家權利，無可妥協。同時人們也會確定其面對的危險是不會影響到國家的存續
的。如果民主政府不能回應人民的期待，人民便希望獨裁來實現其願望。進一
步來看，現在的敵對衝突不再是因為種族和殖民地的問題，而是導因於爭奪使
國家能夠自足的工業原料。所以現在的國家再也不為原始的權力與榮譽慾望而
執行國家政策，而是為了人民的生存而為(1939:41)。
第三章、四、五、六章分別要講述對國家政策至關重要的四個因素，分
別為地理位置、經濟因素、人口因素和戰略因素。基本上該書介紹這四項因素
時，除了都與工業能力連在一起談外，亦把四項因素結合談論，論證四項因素
如何促進國家富強和保障國家的安全。關於策略因素的章節，由於內容多半與
前述因素重複，或者延伸探討內容而沒有不同變化，故不於此介紹。
首先，關於地理位置，該書指出此直接關乎國家要發展哪一種經濟，也
關乎國家的防禦。此外，它也代表一個國家能生產出哪些食品與農作原料。因
為這受制於領土的山脈、平原、臺地和氣候環境，如氣溫和降雨。而國防也與
天然屏障，如山脈、沙漠、森林、冰、沼澤、河流、海洋相關，但如果沒有天
然屏障，如開放的地理環境，則容易遭受攻擊。(1939: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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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該書將地理位置區分成世界性、區域性以及區域間三種不同的
性質，解釋其與國家力量的關係。首先，所謂世界性的地理位置在現代的定義
是「緊要的世界」(the world that matters)，而緊要的世界又有兩種定義。首先，
當然這也與工業能力有關，因為在機械時代，國家的工業發展對每個國家而言
都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代表了它於和平時期的商業力量，也代表了在戰時的
力量。當時只有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才稱得上是強權，也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必然
追求的國家政策。因此所謂要緊的世界指的便是一個有著能源儲備(reserves of
energy)的地理位置，特別是煤和水力、鐵礦和其他各種原料。此外，一個國家
領土上的氣候也很重要，因為只有溫帶(temperate zones)的人們才有大規模工業
所需要的高度效率(1939:52-53)，因此這種國家因為其工業能力而成為了世界上
的關鍵角色。第二種世界級的地理位置是指其位置剛好是主要的貿易路線或者
是地球上的商業中心，這關乎它們的財富與力量。這兩點都明顯地影響著一個
國家的國家政策。一方面它奠定了強權的地位，另一方面強權又決定了它與它
國之間的關係(1939:54, 57)。
第二，區域性(regional)地理位置如同字面的意思，一個國家的領土與其
政府的所在和財富核心相關，而這又與大陸(continental)所在的位置相關。因此
強權勢必在歐洲、亞洲或者是美洲(由於非洲與大洋洲遭受殖民，沒有完整主權，
故不列計)。但是歐洲一直處於因領土紛爭而敵對的狀態，所以歐洲國家們的政
策都首先考慮國家安全與國家生存。美洲在政治上與鄰國沒有任何的嚴重衝突，
因此沒有區域緊張，也就不像歐洲是由恐懼和危險思考國家政策。在亞洲，日
本的國家政策是由遠東的國家的情況(condition)所決定，例如西方在亞洲的殖民
地。總之，該書要表明的是這三大洲因為受制於區域環境的影響，所以個區域
內每個國家的政策也都不同。除了美國的所處的區域保障了其行為的自由外，
其他國家的政策都受到區域環境的限制。
第三，區域間地理位置(Inter-regional)指的是強權國家在各大洲都有殖民
地，這些位在各區域的殖民地的情況也會影響到它們各自的國家政策。總的來
說，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不管是區域、區域間或是世界級的，都應該納入國
家政策的基本因素，但是其意義的重要性還是必須總體地與經濟、人口和戰略
狀況的關係一起分析才能凸顯(1939: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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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經濟因素。經濟是關乎自給自足與人口壓力的問題。國家可以
根據其生產自然地區分為：農業(agrarian)、工業、和平衡(balanced)。所謂平衡
指的是有足夠的人口支持良好的工業，同時又有能靠自己生產糧食供應人口，
同時領土上又有足夠支持工業的資源，而符合這類條件的強權只有美國、蘇聯
(Soviet Union)與大英帝國(1939:61-63)。尤其又以美國和蘇聯的領土有足夠的資
源支撐它們的人口，同時又有足夠的原料支持其工業的產出規模。只是美國的
工業產出已經與國家所需同步，但是俄國的工業化程度還沒有足夠的能力。總
之，如此凸顯工業能力是因為一個國家的工業已經成為戰爭時潛在力量的強度
指標。該書指出當時最強的強權是美國，第二等是大英帝國、德國與法國，第
三等是義大利、日本與俄國(1939:64, 67)。美國作為一個最富有且有規模最大的
國內市場(因為其人口規模)，使得它消費力量大，而且它的工業原料也高度自
足，可以說是一個正朝向經濟上自給自足(autarky)的國家(1939:84)。然而那些
窮國，特別是德國、義大利與日本因為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使得它們在大蕭
條過後經濟嚴苛的條件下向外侵略(1939:96-97)。
第五章，人口。在當時有許多致力於探討未來的衝突必導因於種族差異
的論述。該書為了回應這個假問題，所以提出：人口由兩種不同的面相組成。
其一，是數量與人種/種族(numbers and ethnic circumstances)上，另一是種族
(race)的面相。該書指出種族的不同雖然會影響國家政策，但那是因為種族們在
政治與經濟上各有不同的成就，而不是因為在種族特性上有不平等的發展能力
所導致的。 (There is, however, no considerable state whose population is
predominantly black, whil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yellow and white races, as
these affect national policy, have their origin in varying level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ttainment rather than in any fundamental inequality in capacity for
development due to racial characteristics.)。
首先，所謂的數量是指人口的規模大小以及生產技術的發展程度，因此
一個強權國家必須要有一群相當多數且能夠有效率地進行工業產出的人口。譬
如法國和義大利各自大約都有四千兩百萬的人口，而且也有相當高效的工業發
展，因此稱得上是強權。但中國和巴西雖然各有四億五千五百萬人和四千多萬
人，但由於其工業發展低落因此在國際上並不重要。此外該書指出，使強權之
所以為強權的人口，只有那些位於政府所在的人口，也就是在祖國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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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英國和法國海外殖民地的人口都不算。因為領土與人口都相當分散的國家，
其自身各部必然會產生分歧而導致許多的利益衝突，並因為提高關稅，造成貿
易限制和限制國際政策的自由，特別是限制母國的政策自由。例如大英帝國的
本島、聯合王國與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就因本島的關稅壁壘產生負面的影響。與
之相反，美國是一個緊密的國家，使其可以公平地分配國家防禦的成本，同時
也使國家的每一部分都享有同一個市場(1939:99-102)。
第二，關於種族的組成，其最重要的是，以中歐為例，由於民族混雜，
因此劃分政治疆界時勢必會產生少數的種族群體，而種族的民族主義在戰後的
歐洲高漲，使得起因於民族的不和不斷發生，而經濟也因此疲軟(1939:105)。此
外，語言的少數族群們同在一個國家疆界中，常使國內政治不和諧，也使國家
隨時處於分裂的狀態中(1939:111)。簡言之，一個國家內的人口若是同質性高，
其國家政策則不會如同人口混合型國家一樣，國內政治生活與領土安全隨時處
在危險狀態中。此外，只要一個國家的疆界與其構成的種族不同，其國家政策
則必須處理對於國土主張的異議，因此其國家政策便是屬於動態的，反之則是
靜態的(1939:112)。總之，人口因素之所重要在於，人口的多寡以及該人口在生
產技術的發展程度是一個國家賴以成為強權的能力；而人口中種族的組成以及
其鄰國會決定其一個國家的政策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
本書的第三部分在探討國聯所欲的和平是否能夠維持。這一章的內容首
先討論國聯的設計背景，接著討論幾條相關的公約和陸軍與海軍的裁軍。大部
分的內容還是在討論國聯以及相關條約的內涵以及運作機制，同時各個強權和
國家又怎麼樣反應。因此筆者不再此多做討論，唯有一點可以介紹的是國聯背
後所預設的民主與和平的關係。
該書指出在一戰結束後，除了俄羅斯以外所有強權的民族國家都成為民
主國家，因此國聯把國際關係體系當成是民主代議制體系(system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1939:528)。此外，其亦指出在一戰過後，人們對於戰
爭與和平的認識是，在過去由於多數人們的盲目，因此贊成帝國主義政策和軍
事領導者壓迫受害者。但是一戰之後的在民主國家普及的影響下，人們的信念
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會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力來預防下一次的戰爭。人們現在
都了解什麼是戰爭，大眾裡組成政治意見多數的群體都知道戰爭會犧牲掉他們
的所有，並在使他們於戰後持續受害(1939:533-534)。因此可以說，國聯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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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依據民主的教條、由人民的夥伴關係所建立，而非靠統治者們的關係所建
立。但實際上，國聯的設計是由戰勝國的強制來確保現狀與和平。
總之，整個民主與和平的信念是把國際當成國家，而多數人的意志會因
為民主遍地而獲得勝利，這是一種自然的運行規則，因此也必然發生。國聯則
是一個促使民意更為有效的工具，就如同一般國家裡的國會為多數人發聲一般。
上述的信念假設當人們能夠國際地思考(think internationally)時，目標便會達成。
同時，大家也都相信 Wilson 總統會肩負起成立國聯的責任。因此作者們提醒國
際關係的學生，在戰後人們普遍認為一戰不是戰爭，而是革命。就如同法國大
革命找到了民族主義的真理(French Revolution had launched a new gospel of
nationalism)，在 1919 年後則是國際主義的信仰(later convulsion had set in motion
a religion of internationalism)，而這註定成為成為一股追求和平的狂熱(1939:539)。
最後該書總結道，國聯要成功的代價是使各國家的政策服從於國際協議，
但是在個別國家的絕對主權以及超國家間的至高主權之間，卻沒有任何過渡的
可能。只有兩種狀況可能發生，一是國際民意的多數意願會實現，或者在一戰
之前早已存在的無政府狀態會於 1919 年後重現。當時的人們不是沒有意願修改
它們的政策服膺於國際決議，就是完全沒有動作。因此作者們提醒國際關係的
學生：看待國聯的歷史，重點在觀察它為何無法運作，而問題始終來自於各個
國家自己的政策(1939:540-541)。
The Great Powers in World Politics 與前述的文本產生了認知上的斷裂。
在經歷了大蕭條以及戰爭之後，兩位作者開始改以把現存狀態當成自然、應然、
實然，以及討論和平問題的起點。雖然如此，但是它在整個認知架構上還是沒
有逃出整自然主義的範疇。在這個看似斷裂的地方，作者們沒有說出來的是，
他認為戰爭才是自然的，而正視戰爭以及相關的現實要素是比自然主義更重要
的事、更實在的事。亦即，在面對不停變動的世界－戰爭－這一層意義上，重
視物質力量、工業能力－權力－是比過往的自然主義還要重要的，比自然主義
還要重要的就是「現實」。並且，這本書也命定了國際關係僅是強權之間的政
治，當時的美、英、法、俄與德國是世界的玩家，而餘下的世界都是他們的賭
注。在此書之後的兩本文本－E. H. Carr 的《二十年危機》和 Hans Morgenthau
的《國家間政治》－論述的範圍與方式都未超出 Frank H. Simonds 和 Brooks
Emeny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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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Edward Hallett Carr 所著之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出版， 大致上
來說 Carr 在此書的前半部(約七章)批評先前的自然主義，並稱其為烏托邦，除
了批評相當到位外，也可以說是記錄了截至目前為止談論國際關係主流的論述
史。但是承襲著 30 年代經濟與戰爭的挑戰，Carr 的目光也集中在這些變動中的
現實上，可惜的是他的論述內容並未與 Simonds 和 Emeny 有所不同，例如 Carr
亦認為國際秩序的變動是滿足於現狀的國家與不滿足於現狀的國間之間的鬥爭
(2005:100)，而基本上 Carr 於其後所描述的現實主義權力觀都是由這一點延伸
去談的，例如現實主義者的法律觀或者是國際和平、國際聯盟都是建立在權力/
政治的相互傾軋上。同時，為了論證國際上權力/政治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Carr 亦用國內法律狀態類比國際上的狀態。總之，在戰爭的爆發與經濟狀況改
變的情形下，打破了以往自然主義的國際靜態論。Carr 把戰爭看做是國家之間
不變本質，所以他特別重視軍事力量與經濟力量(2005:103)，而既然軍事力量的
大小是國家政策的限制，追求經濟力量輔以軍事力量(或相反)，便成了獲取權
力的關鍵要素，如 19 世紀的帝國主義(2005:108)；為了國家的安全與獨立而強
調糧食與工業原料的自給自足，同時還能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制裁以施加壓力；
或者將資本出口與控制國外市場當做是政策工具的經濟力量(2005:103, 108, 111,
115)。同時，為了顯示經濟與政治的不可分離是天經地義的，Carr 以文藝復興
至 18 世紀皆為貿易而打的國際戰爭為例，指出
這一時期，人們普遍認為，財富是政治權力之源，所以國家應當積極擴充
財富。人們相信，使國家富強的正確方法是刺激國內生產，盡量減少進口，並且以
貴重金屬作為積累財富的手段。持這類觀點的人後來被稱為重商主義者。重商主義
是一種經濟政策體系，依據是一種迄今為止未曾受到質疑的命題：擴充財富是國家
正常職能的一個組成部分(2005:107)。

然而 Carr 不知道的是重商主義將黃金等同於財富是受制於再現知識型的認識規
則。此外 Carr 也不知道，重商主義「迄今為止未曾受到質疑的命題」在當時導
致了饑荒。
此外，對於國際的共性，如道德與和平等，由於處在國家追逐權力的變
動之間，因此在 Carr 來說並無實際的共，只有現實層面上誰獲益多、誰的權力
比較大而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 Carr 討論國際政治中的道德時，除了以去
歷史且含糊不清的人性將國家擬人化用以談論國家道德的基礎，再一次把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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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等同於國家並且將國家/人的地位抬到最高外(2005:141-166)，他認為國際道
德在一個無政府狀態中的國際共同體之所以無法充分地產生，是因為國際共同
體中沒有絕對的平等。同時，世界共同體中沒有國家認可世界整體的利益高於
國家各自的利益。在前者，Carr 很巧妙或者無意識地以距離和語言替代了種族
主義論證道德與義務的付出必/自然是不平等的；後者則指出國家利益高於世界
的整體利益，就算有整體利益也只是為了謀取私利的口號。而所謂國家利益，
在 Carr 來說便是指國內的平衡，這在其文本以及引述中皆可窺見端倪，如：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有義務在不損害國民利益的前提下，適當地接受難民」；
「『如果在一個遙遠的國度裡，在我們一無所知的人們之間發生了爭吵，我們
就要在這裡挖掘戰壕、試戴防毒面具－這是多麼恐怖、多麼荒唐、多麼不可思
議的事情』」(2005:147-152)。換言之，在自然主義破產之後以追逐國家軍事與
經濟權力維護國家安全/利益是現實主義的特徵，而且因為國家打破國際上升到
最高的地位，所以追逐國家利益高於世界整體利益。依此脈絡發展，Carr 認為
「國際的道德秩序必須建立在某種霸權之上……如果這種霸權要延續下去，則
必須包含給予與索取兩方面，也就是說掌握權力的一方要做出自我犧牲，這樣
才能為世界社會中沒有掌權的一方所容忍」(2005:151)。但正如同業已分析的文
本顯示，在當時欲成就這樣的霸權必須靠著帝國主義式的擴張，到各處汲取資
源、鞏固國家利益(如工業、糧食、原料等)，因此 Carr 的自由主義式霸權穩定
論便產生了悖論，畢竟沒有資源是憑空生出的。照文本的認識脈絡來看，Carr
所謂的霸權穩定論，要的只是一個高於當時列強的超強，維繫強權之間的平衡，
其餘的世界只能接受。
總之，在 Carr 來說既然戰爭是不變的現實，為了預防戰爭給國家帶來的
損害，國家必須追求權力，而這便會造成不斷追逐權力的循環，因此正視戰爭
以及相關物質的、實在的要素便成為了現實主義所關切的核心。
最後，Morgenthau 所著，並被奉為現實主義以及國際關係經典的第一本
書，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於 1948 年出版了。
然而這一本大部頭的書談論的內容基本上並未走出前兩本書對國際關係的認識。
此外，Morgenthau 多談的許多內容只不過是在處理 1930 年代以前國際關係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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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並另提見解，因此筆者的考察僅著重於 Morgenthau 論述現實主義的部
份。 58
在第三章裡，Morgenthau 認為政治權力是實現國家目標的手段。因此為
了達成目標，或許是自由、安全、繁榮等，權力本身總是其預設的目標，因此
亦可說權力本身也是目標之一(2006:45)。更進一步，Morgenthau 指出所謂政治
權力指的是對公眾具有權威之人與大眾之間的控制關係，這種控制關係是透過
心理上的或思想上的影響，控制他人的行為(2006:47)。為此國家必須隨時做好
軍事準備，對他國展示自身武力，改變敵人動用武力的念頭，屈從自己。同時，
Morgenthau 更指出就算外交政策是為了獲取原料來源、控制航線以及改變領土
狀態等，都首先要影響對象的思想，控制他的行動(2006:51)。雖然這看似翻轉
了 30 年代的兩個文本，但實際上卻無幾異。因為在 The Great Powers in World
Politics 中，兩位作者把既存的工業能力當成的合理現象以及衡量權力的指標，
而國家政策則是為了競爭那些構成工業能力的原料而時時刻刻努力著，以充實
國家力量，保衛自己的繁榮與安全，而 Morgenthau 則把權力當成國力的總指標，
接著再複述一次相同的邏輯。
此外，為了論證權力鬥爭以及隨之而來對權力的追求是橫貫古今的普遍
現象，Morgenthau 又不得不回到人類身上發掘秘密：
如果我們研究的不是人創造的社會安排和機構，而是創造社會的基本生物
－心理慾望，那麼情況就不同了。要求生存、繁殖、統治，這種慾望乃是一切人的
共性。各種慾望的相對強弱取決於社會條件。社會條件可能會助長一種慾望，而壓
制另外一種，或對這些慾望的某些表現不給予社會贊許，而對其他表現則加以鼓勵。
僅在權力方面舉例來說：大多數社會都譴責殺人作為一個在社會內奪取權力的手段：
但一切社會都鼓勵在戰爭這種權力鬥爭中殲滅敵人(2006:54-55)。

另外，Morgenthau 為了論證權力與鬥爭是普遍、永恆與規律的現象，甚至
舉例指出個人層次、國家層次與國際層次只是環境/條件不同而使得鬥爭形式稍
有差異，而這些些許的差異都指向了權力的共同形式：「保護一種已經建立的
權力地位，反對建立新的權力地位。這種性質正與國際舞台上維持現狀的政策
和帝國主義政策之間的衝突相同」(2005:56)，然而此論述與前兩本文本的內容
並無不同。此外，Morgenthau 在第四章〈權力的鬥爭：維持現狀政策〉中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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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採用的版本是第七版中譯本，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 2006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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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了一次「一切政治現象均可歸結為三種基本類型。這種政治的政策謀求的
不是保持權力、便是擴大權力，或是顯示權力」，但是在此章開篇他所舉的例
子更值得檢視：
西方各國在國內往往和睦團結，而在國與國之間則往往相互矛盾。文化相
同、工藝相同、受外來壓力的同感，最為重要的是，各級政治組織職責分明－所有
這些加在一起，就使這個民族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而與其他民族社會截然不同。因
而，國內政治秩序比起國際秩序來，就顯得較為穩定，較少激變了(2006:61)。

但是對照 Morgenthau 構思與書寫時期的美國歷史可以發現，在發生經濟
大蕭條後，勞工遇上大規模裁員與失業，或者勞動條件極度惡化。而在大蕭條
發生伊始，負責經濟的官員們並不清楚為何如此，甚至拒絕承認大蕭條的發生，
並以許多不相干的理由解釋大蕭條發生的原因，例如時任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針對危機解釋道：「除非他們被監視著無法曠工，老百姓並不心甘情願
去做完一天的工作；如果願意的話，他們其實有足夠的工作可做」(Zinn,
2000:324)。此外，由於無利可圖， 同時人們也無錢消費，數百萬頓的糧食囤積
了起來 。另外，許多人在無錢繳交房租的情況下露宿街頭、到處流浪，而那些
隨之而起的示威與暴亂活動也遭到警察無情的鎮壓。同時，參與一戰的退伍老
兵因為失業而發起要求國會償還退伍金，他們大約有兩千多人到達華盛頓，但
是
胡佛總統命令軍隊來驅趕他們。四個騎兵隊、四個步兵連、一個機槍中隊
和六輛坦克車在白宮附近集結。……麥克阿瑟率領部隊沿濱夕法尼亞大街用催淚瓦
斯把老兵從他們的破屋子裡趕出來，並放火燒了這些房子。……數千名老兵與他們
的妻子和孩子在催淚瓦斯中東奔西跑。……整個宿營地很快便成了一片火海。到事
件平息時，有兩名老兵中彈身亡，一名十一周大的孩子也死於非命，另外還有一名
八歲孩子的眼睛受瓦斯傷害而失明，……還有一千多名老兵為瓦斯所傷(2000:328)。

然而，當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於 1933 年就任總統時，前述的各式
騷亂依然存在，「絕望的人民不再等待政府的援助，他們採取直接的行動進行
自助。在全國範圍內，民眾自發地組織起來抵抗驅逐」(2000:330)。在 1934 年
的西岸還爆發了一系列的工人罷工事件，各式工的廠罷工總人數計有 150 萬人，
而這一波罷工同樣地也造成警民衝突，甚至在舊金山超過 13 萬名工人參與的總
罷工活動中，「五百名特種警察被派來，由步兵、機槍、坦克和大炮組成的
4500 名國家衛隊也奉命集結」(2000:332)。相同的情形也在其他州境內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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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情形一直到了二戰爆發，戰時經濟帶動了大量的就業需求，一下便靠
著充分的就業率以及愛國主義團結起所有階級，暫時消除了罷工運動。然而愛
國主義並沒有解決根本的問題，Zinn 的考察中指出「1944 年的罷工次數之多在
美國歷史上是空前的」(2000:339)。此外，對於多半為佃農、農工、移民或家庭
工人的黑人來說，羅斯福於 1933 年發起的新政並沒有照顧到他們多數人的利益，
在整個的新政改革過程中，哈萊姆黑人區沒有什麼變化。那兒生活著 35 萬
人，平均每英畝 233 人，……上萬家庭生活在老鼠橫行的閣樓上或地下室裡。結核
病十分流行。差不多一半的婦女作佣人。她們來到布朗科斯，聚集在街角(奴隸市
場，聽從召喚)被人雇用。賣淫業也盛行起來。……1935 年 3 月 19 日，就在新政改
革實施的過程中，哈萊姆卻發生了暴亂。上萬名黑人湧上街頭，毀壞了白人商人的
財產。700 名警察開進來恢復了秩序，有兩名黑人被打死(2000:341)。

雖然隨著美國的參戰暫時解決了就業問題、愛國主義暫緩了罷工運動，但是真
正從戰爭裡獲益的是一小群富人，在企業利潤不斷攀升的同時，工人的薪資卻
被凍結，這使得美國於戰爭期間總共發生了 1 萬 4 千多起的罷工，共有 667 萬
名工人參與罷工，而且直到 1946 年上半年都仍有 300 萬起罷工(2000:353)。同
時在軍隊裡，黑人與白人之間依然上演著種族隔離的戲碼(2000:339) 。就
Morgenthau 這樣一個專門從西方文明的歷史考察中發現普遍規則的學者來說，
很難想像他是如何寫出「國內政治秩序比起國際秩序......顯得較為穩定，較少激
變......在國內政治中，大規模、有組織的暴力行動，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已經極為
罕見」(2006:61)。
此外，Morgenthau 在第八章談到國家權力的本質時指出，在一個民族國
家裡行使權力的人是全體人口中的少數，那些沒辦法在民族大家庭中滿足權力
慾的多數人會把這些未能滿足的願望投射到國際上，這時
以國家的名義為國家的利益而追求權力則成為一種美德，全體公民必須為
之奮鬥不息。國家的象徵，尤其和武裝部隊..有關的象徵……乃是個人同國家權力
相一致的紐帶。……特別是社會中產階級下層的白領職員以及勞工大眾主體，全力
使自己和國家的權力追求一致(2006:143)。

甚至姑且不論 Morgenthau 沒放在眼裡的罷工、戰爭與種族主義。光是在二戰所
掀起的愛國主義狂潮中，美國「應徵入伍的 1000 萬人中，有 4.3 萬人拒絕打仗，
而更多人則表示不願意入伍。僅政府記錄在案的逃避兵役事件就有 35 萬例」
(2006:353)，都告訴我們人民並未「全力使自己和國家的權力追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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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第 11 章 Morgenthau 談到現實主義最重要的概念－權力/勢平衡。
但誠如 Morgenthau 研究權力的路徑，在探討權力平衡時，他還是以人類的內在
秘密作為論證權力平衡的基礎，接著再直接對比到社會中的權力平衡現象，最
後再以類推的方式證成國際政治中的國家之間必成權力平衡的態勢，如：
人體中也同樣存在著平衡。在成長過程中，人體是要發生變化的，只要人
體各種器官的變化並不干擾人體的穩定，人體就能保持平衡。在人體各器官的量變
及質變彼此成比例時尤其如此。然而，當人體由於受到外界的干擾而受傷或失去一
個器官時，或者當人體的器官發生惡化或病變現象時，平衡即受到了干擾，人體通
過恢復其原來的平衡，或者重建與原來水平不同的平衡，來極力排除干擾。……平
衡概念也適用於整個社會。所以我們尋求不同地區之間的適當平衡，例如東部和西
部的平衡，北部和南部的平衡；尋求不同活動之間的適當平衡，例如農業和工業、
重工業和輕工業、大企業和小企業，生產者與消費者，資方與勞方的平衡；尋求不
同職能集團之間的適當平衡，例如城鄉之間、老、中、青之間，經濟領域與政治領
域之間，中產階級與上層及下層社會之間的平衡。……在所有政治機構和機關(即
一直在同一機關工作的人們)之間，必然存在不斷的競爭，這是為爭取生存而進行
的鬥爭。這與達爾文先生所指出的動植物之間的生存鬥爭類似。像動植物的鬥爭一
樣，政治領域的鬥爭促使每一個機構或機關為其自己的生存盡最大的努力。……換
句話說，美國制衡制的產生，國際權勢均衡格局的出現，二者的動力是一樣的。不
管這兩個體系所使用的手段多麼不同，無論它們在目標的實現程度上有多大差異，
它們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即維持自己的穩定及其組成因素的自治。這兩個體系
都要服從於同樣的動態過程，即變化，失去平衡，以及在不同的水平上建立新的均
衡(2006:222-223,226,228)。

我們可以注意到 Morgenthau 開篇研究權力以來所有的論證基礎都是一個
去歷史的(自然)人性，同時為了了解政治與權力，則必須研究人的行為，而
Morgenthau 為了科學的客觀性，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人體內在的生存秘密，如高
度化約的行為模式或是身體/生物機能。從 Morgenthau 的知識模式來看，
Morgenthau 的思維相當符合以人為知識核心的現代知識型－世界的秘密都在人
的身上。另外，在第十四章〈對權勢均衡的評價〉裡 Morgenthau 為了能操作化
權力，他沿用了 18 世紀將物理學應用到政治上，成為政治力學的知識與實踐，
並表示國際上的權力平衡就有如「一個天平的兩邊放上相等的重量以保持均
衡，……這種比喻起源於機械論哲學」(2006:266)，而為了要測量權力平衡，必
須要有能夠可以轉換的定量單位的標準，而這些標準是領土、人口與軍備
(2006:267)。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Morgenthau 的權力思想基礎上籠罩著重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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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陰影。而在這種不帶價值的科學研究，才不會落入以扭曲與偏見解釋國際
關係的論述下，Morgenthau 是這麼看待在權力平衡下小國遭大國兼併的：「對
小國的這些兼併行為，正是在權勢均衡原則的名義下完成的……而且從 1815 年
迄今為止，都是以權勢均衡的同一原則對各獨立國家進行瓜分、兼併和毀滅的」
(2006:266)。從這裡可以發現 Morgenthau 也繼承了前述兩本文本的觀點，國際
關係是強權政治，強權是調控平衡的玩家，小國則是注碼。
進一步，Morgenthau 指出，從 1648 至拿破崙戰爭，以及 1815 至 1914 年
這段期間的權力平衡戰爭都是「有節制的、非決定性的爭奪」，而維繫這種特
質的力量是 18 世紀以降西方文明的理性與道德基礎，歐洲人的普遍的共識是
把歐洲看做是一個偉大的共和國，具有共同的教養與文明標準，共同的藝
術體系、法律和行為方式。畏懼羞恥感和羞恥心的相互作用，使他們都意識到了這
些共同的標準，從而使他們的野心受到制約，使他們的行動有所收斂，並使他們每
個人逐步具有了某種廉恥心和正義感(2006:290)。

同時，這種共同文明下的思想帶來的行動便是譴責無限制的權力追求(2006:291)。
然而強調權力政治的 Morgenthau 並不知道當時的歐洲平衡便是建立在制止帝國
的再現而打的，其節制性不是由 Carr 所唾棄的國際輿論或者是歐洲中心主義所
維繫的。
更進一步，在談論〈世界國家〉時，Morgenthau 指出由於沒有世界性範
圍的社會，所以亦不可能有世界國家，而國家變成了人們所效忠的對象。在這
個情況下，一個國家的人民只能在兼顧本國利益下為他國盡善，
但是他們寧願讓貧困者留在原地，也不願讓他們前往他們願意去的地方，
從而成為有用的公民。因為國際救濟被認為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但是，移居的自由
卻是違背國家利益的。就人類目前的道德狀況而言，……絕大多數人將把他們認為
的本國利益置於一切事物，包括世界國家的利益之上(2006:614-615)。

同時，根據 Morgenthau，這種召喚帝國(世界國家)企求和平本身的不可及不是
因為人們反對帝國，而是在當前民主代議制的國家體系中，「是不會為白人所
接受的，因為這種代表制將把世界置於有色人種的控制之下。任何違背多數原
則的代表制才可穩定白種人在世界上的優勢，這樣會遭到有色人種的反對」
(2006:616-617)。筆者無意指責 Morgenthau 是個種族主義者，但是從透過排外
以平衡國內，以及其認為世界國家之不可能的分析可以看得出來，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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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enthau 本人的態度如何，他用以論證世界國家之不可能的分析確實是種族
主義的。
至此，在經過國際關係文本的耙梳，同時對照相關的歷史背景探討可以
發現，國際關係本身的書寫與其說是試圖發現關於國際或者是國家之間關係的
規律性、終極性，不如說國際關係的書寫更大程度上是反應了每個當下的歷史，
它們或出於掩蓋歷史、思索每個當下的問題，或者批評對手。也因此，雖然上
引的國際關係文本鮮少有直接探討或者記錄歷史的內容，但是這些文本所書的
內容其實都承載了歷史，與其說它們是學科或者科學，都不如說它們都只是歷
史的痕跡、是時代的肉體更為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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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權力－知識與歷史下的國際關係文本

對其奴隸仁慈的是最壞的奴隸主，這使得奴隸制的恐
怖無法為受其所苦的人所理解，而是為盤算著奴隸制的人所知。
(Wilde, 1915:4)

第一節 現代佈署中的歷史－從自由主義到種族主義
從傅柯筆下對現代國家的系譜可以知道所謂國家從來不是一個不變的單
元、冷血的巨獸或者預設好的普遍概念，而是一個為使自己富強而不停形塑自
身以及遭形塑的不完滿的存在。在重商主義時期，由於受制於再現知識型，當
時的治理把黃金等同於財富，造成國家以各種手段抑制貨品與薪資價格，以降
低生產成本，好在貿易時透過商品的低價獲取他國黃金；同時重商主義對外治
理也著重以政治力學的方式試圖維持歐洲國家的複數，冀望透過國家的複數維
持歐洲平衡，避免有單一國家的權力過大而使得歐洲重返帝國的政治形式。因
此當時的戰爭多半只是因為權力平衡這一外交理由而打，而分割、賠償與瓜分
領土也是依據政治物理學原則而為之，冀以維持歐洲的權力平衡。
然而，重商主義的治理手段如零合式的貿易、不斷追求人口的增長，以
及持續壓低勞工薪資，最後卻造成饑荒。因此隨之而起的重農主義在思索治理
時首重的便是避免糧荒。這時重農主義做為一種經濟學說與政治治理的方式，
認為事物有其運行的自然規律，政府不該插手干預自然的運行，否則便會像重
商主義一般招致不好的治理結果。因此重農主義反其道而行，將決定人類行為
的慾望當成是自然的，不應該壓抑或干預的，治理本身反而應該想辦法透過科
學的方式找出人類的內在秘密、人的本性、行為以及隨之而來的一整套自然運
行的規律性和人類行為之間的關係。進言之，由於人的行為是依著其自身慾望
逐利而為，因此每一個個體之間的交流最終將成為國家的整體利益。同時，在
進入 18 世紀中葉時由於人口開始大幅成長，重農主義亦無法像重商主義時期一
樣利用法律、規章之於個體的方式統治，而必須思索如何治理龐大的人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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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了解人口的自然性、如何面對與人口有關的一切主題，並且透過放任、刺激
或調節的方式促使自然繼續運轉使國家能持續富強，便成為了重農主義，或者
說自然主義的目標。因此和重商主義不同，重農主義並不特別以人為手段追求
人口數量，或者汲取他國的黃金，而是關注國家內的人口素質，以及了解國內
現存的人口數量以及自然整體之間的關係，以維持一定的人口數，並且透過調
節自然機制刺激國家富強。
同時，在重農主義的權力－知識佈署下，當時的歐洲與重商主義時期不
同的是，歐洲國家鼓勵國際貿易和自由競爭的方式使買賣雙方都能獲益，但是
這必須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就是商業全球化。換言之，整個世界都成為歐洲
人的競爭場域。更進一步，在重農主義的治理下，自由競爭與自由貿易成為了
自然的終極規律，它預示了只要全世界範圍之內的人與人能夠進行互動、進行
商業交易，彼此必然能夠因為相互接觸而相互理解，並且因為實踐了自然法則
與義務而消除了戰爭，達致永久和平。而也正是在此時，人們把重農主義佈署
下的自然主義意識再現為各種法律，如國際法、世界法和民法，高唱著自然法
則、和平與繁榮。
綜上所述，重農主義治理的原則便是不逾越自然的框架，而政治經濟學
正是當時用以研究自然規律框架的科學，它是使得治理者理解如何治理才不會
過分。也正是因此，政治經濟學成為既是知識的又是權力的，其在重農主義下
產生出了一個不受干預，完全依賴自由交易的市場，並且成為用以判斷國家是
否逾越了自然的平衡狀態的真理體制。但是從此所延伸出的問題是，國家應當
如何調控各種利益，如總體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社會效用與經濟收益、市場
與國家公權力等之間的關係以達成治理的目標，便產生了自由主義的問題。也
就是說為了國家內外各式相關的利益能夠繼續運行，國家的治理必須持續地生
產「自由」，生產使各種利益能夠賴以持續運轉的自由條件、機制。然而保護
集體利益反對個人利益，或者反之亦然的狀況又引發了安全問題。也就是為了
國家整體的利益的運轉與平衡，各式的個人、團體與總體的利益卻陷入了一個
時時刻刻都要遭逢侵害的風險之中，而自由主義一直在處理的便是自由與安全
的問題。
同時為了保衛國內的生命素質的常態以維持國家整體運轉的平衡，進入
現代起與人類和人口相關的科學應運而生，國家必須確保與控制國民生物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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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避免因為社會上各種退化的因子造成集體的退化，因此國家必須降低
發病率、延長壽命、刺激出生率等。這亦使得人們開始擔憂各種退化，如個體
的、家庭的、種群的和人種的等等，這便是自由主義治理下的安全問題之一例。
上述由自然或自由主義所引發的人類研究是現代知識型的特徵，亦即以
人為知識核心作為思考所有事物的起點。因此在現代我們常能看到以人性
(humanity 或 human nature)為立論核心的各種論述。此外，出於政治鬥爭上的需
要，文明人與野蠻人的概念也在進入重農主義治理時期的前後為人發明了出來。
最後，人類研究與自由主義所引發的生命安全問題造成了種族主義進入了國家
機制，而其極致的形態在納粹和核子彈的發明那裡表現了出來，亦即人們相信
「他人的死亡，不僅僅是我在個人安全意義上的生命；他人的死亡，劣等種族、
低等種族(或退化、變態種族)的死亡，將使整體生命更加健康；……更加純
粹」。
至此，傅柯為我們所揭示的現代佈署下的歷史是一個以自由主義治理技
術運轉下的歷史。它的特色是除了保留了重商主義的干預機制，如法律、規章、
命令與戰爭外，一切都以如何保持與發展國家的富強以及與外部保持平衡的總
目標下，在創造自由與控管各式風險之間搖擺。除了與重農主義一般強調自然
規律、自由貿易與和平，並且積極地找出自然法則之外，同時，為了管控、平
衡、調整與刺激一整套自然規律，作為重農主義的權力與知識作用對象的人/人
口也成為了科學的研究對象，使人類取代了上帝成為現代知識型的核心。簡言
之，現代是一個人類中心的時代。接著，為了掌握國民生命品質以維持國家發
展與狀態的穩定或者防止國家集體退化，各種與人類生命與之相關的科學、學
科應運而生，當中又以種族主義對現代思索與實踐生命和安全的影響最為顯著。
最後，隨著各種人類學研究的誕生，日常生活中的論述與實踐也都充滿著關於
人類的內容與擔憂，例如人性、種族主義、文明人與野蠻人等。因此簡單的來
說，自然法則、自由貿易、維繫國家內外的各種利益平衡以及各式人類(學)論
述，如人性、種族主義，和文明與野蠻是決定了現代歷史展演的佈署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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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關係文本與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主義
與傅柯對現代國家的考察不同，在國際關係文本的系譜中，可以發現當
國際關係成為一門知識開始，作者們對國家的歷史起源皆以各種原始人類的形
象當做探討國家的起點，亦即將國家擬人化，並且以此預設為國家的基礎，向
歷史回溯那個人的形象，以證成他們意識中的國家形象。另外要特別注意的是，
他們意識中的那個人是一個單一面向世界的種族，是至高的盎格魯－撒克遜族
裔，這一點在所有業已考察過的文本中都能在其論述的主體觀裡發現，差別只
在於其表述是隱晦或是直白而已。此外，在 Vucetic 的考察中，我們可以發現在
20 世紀交際前後的英美兩地的菁英在對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主義的崇拜下，將
盎格魯－撒克遜與現代、文明、基督教和人類/種優越性連起，並且輔以當時的
自然進化論表明盎格魯－撒克遜人種可能會因為與其他族裔的人種接觸而退化。
面對這樣的考察成果，可以說盎格魯－撒克遜的權力－知識歷史背景實踐完全
是依照著傅柯的現代總體佈署而為之。又，在此可以另外發現當時的種族主義
也是一個國家國力發展的必須考量的指標，因為不管是在實際的國內政治或者
是國際關係文本中，都透露出美國與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優越，以及對
於外來的他裔移民可能會使他們優秀的血統倒退的擔憂。
此外，這種種族主義意識表述愈往 20 世紀過度則從隱晦日趨明顯。首先，
從 1870 年代一直到大戰發生以前，國際關係文本的內容都充滿了自然法則、自
由貿易、人性本善、本惡、(國際)道德、文明與野蠻、重商主義的管制手段(如
制定法律、鎮壓及戰爭)、大寫理性的人、領土、糧食與人口的分布與遷徙、把
國際關係類比人際關係的國際法，而在這些主題之下都充滿著自由貿易和平論。
不難發現的是這些論述的內容與康德的永久和平論內涵是如出一轍的。但是當
我們進一步對照傅柯的自由主義治理便可以發現 1870 年的文本是配合著以自由
貿易平衡國內(如人口、土地、糧食與工作)與發展國力而高舉自由貿易和平論、
反對野蠻戰爭和帝國的。 同時，1870 年代的文本很大程度也反應了當時英國廢
除榖物法之後自由貿易崛起的歷史軌跡。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 On
Inernational Reform 中所謂的無政府狀態是指每一個國家都能自給自足而阻斷了
國際交流，形成了不符自然的封建制。Morgenthau 曾經說過「認為『現在』當
然勝過『過去』」是一種現代主義的偏見(Morgenthau, 2006:17)，同時在他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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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裡面人性也是有著客觀的自然規律的，而政治與社會也受此規律的支配
(Morgenthau, 2006:16)，那麼 Seebohm 的國際無政府狀態觀念絕對無法以過去的
人比較不進步，因而無法理解決定一切的永恆力量，來解釋現在與當時的國際
無政府狀態的論述差異。唯有當研究者耙梳歷史才能發現，Seebohm 的國際無
政府狀態反應出的是受制於自由主義佈署下英國自由貿易正繁盛時的歷史。因
此真要說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是永恆不變的，不如說國際無政府狀態的論述
內容也只是回應每個當下的歷史情境而已；同樣的，1880 與 90 年代的兩個文
本的國家也是擬人化的形象，同時他們也都強調和平、貿易、道德、法律、自
由、文明與野蠻的主題，並鼓吹以基督和文明跟落後野蠻的人們交流以促使世
界文明，尤其是 Hargrove 本身還直接點出了美國內戰導致英國與世界上需要棉
花的產業都受到了衝擊，藉此指出國際法應該要調控國內以平衡國際，或者恢
復國際整體的自然性，在此我們也可以發現當時論述國際法時，其實是把它當
成一種(調控)技術。同時兩個文本也都指出這是為了保衛文明的「人們」的自
由與安全。
然而如此高唱法律與權利、自由與文明，譴責野蠻與動用暴力的時代，
在 Zinn 筆下的美國卻在境內嚴重剝削非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勞工與強行鎮壓
他們的罷工，並且隨後還試圖透過教育系統改造人們對於貧富差距的觀念。針
對這一現象，從 Vucetic 的考察中可以理解到，當時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
認為其他外來的歐洲移民對他們來說就如同黑人一般，他們不是新教徒、基督
徒，接收他們只會造成盎格魯－撒克遜社會的文化與經濟的衰退。這一點可以
在 1908 年出版的 Social Duties: Chapter XVI. Social Du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將國際貿易衝突類比國內貿易衝突，進而論證美國不該接收他國移
民而是改善世界的觀點中發現。此外，美國的國際關係文本有一個明顯的特色，
就是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自比為基督的使者，承擔著使人類文明與世界和平
的責任，因此在上述文本當中關於國際法與外交的論述中也不難發現，當時對
國際法與國際法院的願景是希望由一個百分之一百無私的法官執行仲裁。此外，
此文本還認為確保社會的和平與善的是輿論，並且將此推及國際，認為公眾也
會如此監督國際法院的法官。這一點很重要的是因為，之後的文本談及民主也
都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輿論是確保前者與世界和平的方法。同時，我們也
可以發現這種相信人與人的交流將會使人們相互諒/了解而達成世界和平是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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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重農主義下的自由貿易精神。但必須注意的是，所謂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交流
也只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種面對全世界。因此，從此文本的敘述脈絡中可以發
現其對國際與民主的認識正是上帝的形象、自然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完美結合，
是屬於美國的三位一體。這種意識也可以在 1914 年的 The American Philosophy
of Gevernment and its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和 1916 的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發現；另外，這種希望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而
消弭掩蓋、改造種族差異的想法，如同 Zinn 所指出的一般也在教育中實踐著，
這點可以從同年發表的 The Universities an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發
現。
此外，前述的盎格魯－撒克遜對於非我族類會危及自身安危的擔憂以及
種族至上的自滿不只反應在國內，也反應在國際上。不管是從 Vucetic、Zinn、
Morton，或是在業已考察的國際關係的文本中，我們都能夠發現盎格魯－撒克
遜的種族主義是英美兩地對外政策的最主要論述基礎。例如，在 20 世紀前後，
美國用以合法化對外用兵、強佔殖民地的論述，便是建立在盎格魯－撒克遜為
人類最高階段的文明、基督的慈愛、最優秀的人種、最民主與自由的民族之論
述上，打著要透過與野蠻人、落後人的接觸、交往幫助他們文明起來，或者視
他種族的政權為美國潛在的威脅、種族倒退的擔憂，而必需要出兵佔領，並將
這種擴張當成是當時與日後的防禦；此外，英國的國際關係文本之所以強調聯
邦制以消除世界共同體中的差異與爭執，並最終達到和平，除了受制於自由主
義的佈署外，在 Vucetic 和 Morton 的考察中也可找到與盎格魯－撒克遜族裔相
關的原因。首先，英美兩地的政治菁英曾經考慮過以聯邦或者是邦聯的形式統
一盎格魯－撒克遜帝國；第二，當英國長時間面臨愛爾蘭的自治甚至是獨立的
要求，甚至後來也碰上其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運動時，相關的國際關係文獻都提
出以聯邦的形式達成世界和平。但是當我們看到 1916 年的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時便可發現這種論述只不過是盎格魯－撒克遜的
種族主義企圖以「自身的至高性」，抹平所有的差異，如民族、分離/獨立運動、
罷工和戰爭等。簡言之，美國向外侵略以及英國為了對付愛爾蘭與殖民地的民
族主義運動，都是以促進世界和平繁榮進步為己任的論述為口號而為之。尤其
有些文本中特別強調自由貿易、自然法則以及人性的光輝，而較少顯示出種族
意識時，很難讓人理解為何對照到實際的歷史考察時，文本上的理想與執政當
120

局的殘酷之間的斷裂有如鴻溝。另外，在大戰發生以前，唯有擴張主義者 A. T.
Mahan 根據自身立場駁斥了在他之前的自然主義者，並肯定了外交與武力是用
以擴張領土以剝削資源與利潤的方法。雖然 Mahan 很誠實地說出了擴張的目的，
但是他依然逃不出以人性、天性、文明作為論述擴張行為的基礎。但是就筆者
業已考察過的文本，其實直到 Morgenthau 都尚未逃出以人類中心來理解國際關
係的狀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國際關係文本中另一個愈發凸顯的主題便
是民主與外交之爭。首先，談論民主又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在大戰開始
後靠著凸顯自身的民主價值以攻擊野蠻德國帝制的論述；另一個則是在大戰結
束後用民主譴責(秘密)外交造成戰爭的論述。此外，根據 Vucetic 的考察，在發
生大戰之前，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只有兩個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國家，因此在戰
前特別強調民主的國際關係文本其實也只是在宣揚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進步。
總之，承襲著盎格魯－撒克遜的文明進步，民主的論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來到高峰。當時以民主譴責外交的論述大致上是認為秘密外交與政商權貴為了
其少數的利益而操弄政治，才會引發大戰，因此民眾要求要公開外交事務，或
者是希冀推翻政府成立一個以全人類為核心的人民聯盟，或者希望世界上所有
國家都能成為民主國家，直接加強人與人之間的公開交流，以消除誤會，彼此
理解，從而避免戰爭。換言之，這一股「理想主義」脈絡依然是建立在盎格魯
－撒克遜種族自由主義的商業全球化之上，認為只要透過人與人之間彼此直接
的交流就有可能消除戰爭，而政府、政治、權力與利益在一戰過後則成為破壞
世界和平進程、不可信任的絆腳石。當時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則在 Edward
Grey 於演講時提醒學生應將運動與官方劃清界線以防遭到污染或懷疑，充分展
現了出來 。另外，之後的文本對於外交專業甚至是國際法之於國際關係的探討，
基本上只是試圖把外交從自由主義的批評脈絡中解救回來的論述，或是以實際
的觀點檢討國際法的過程，在這一點上 James Bryce、E. H. Carr 和 Hans
Morgenthau 都沒有太大的差別，但隨著時代的演進，在 James Bryce 眼中的那
些外交專業知識也日益開始普及了。
最後，到了大戰開始之後，國際關係文本開始重視領土與資源的關係，
但是當時的文本依然籠罩在自然主義之下，視和平與世界共同體為最終的目標，
因此就算是開始重視了資源問題、剝削海外資源的問題、權力平衡的問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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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應當透過自由貿易，或者以世界共同體/人類大家庭(盎格魯－撒克遜視角)
的途徑，解決因為佔有領土而壟斷資源的問題，亦即只要透過貿易互通資源就
不需要以戰爭的方式搶奪資源，這樣也能省去因投入戰爭而造成的更大的損失。
但 1917 年的 The Democratic Ideal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也懇切地指出若是各
帝國主義為了應付各自成長的人口而持續地為了汲取資源而爭奪世界上的殖民
地，那麼自然或自由主義所高呼的口號必然無法阻止下一次戰爭的爆發。雖然
很不幸地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是爆發了，但是從此文本可以看出相較於戰爭之前
的自然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關係文本愈來愈重視物質方面的因素
了。而 20 年代的文本在比起大戰之後的文本又更加地重視物質因素以及人類本
身的秘密，但是一直到 1935 年的 The Great Powers in World Politics，由於國際
聯盟尚未破產，所以可以說直到 30 年代，國際關係的文本始終尚未擺脫自然主
義的影子，只是愈往當代過渡，正視「現實」的內容便愈來愈強。
進一步，The Great Powers in World Politics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蕭條
以及日軍侵華經驗裡發現比起世界和平的靜態自然性，動態的世界－戰爭，才
是真實的。自此，戰爭成為了國際關係的討論核心，而隨著戰爭而來的主題自
然是物質力量，而正視這些物質力量才是實際的。正視戰爭與幫助國家在戰爭
中取得優勢(進攻或是防禦)的各種物質力量與自然資源，才是比起自然法則還
要強大的自然規律，亦即真/現實。正視比起自然更為重要的現實便是現實主義
意義的開端 。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書中一個最重要的主題是國家政策，而兩位作
者將國家政策定義為「一個國家不分戰爭或和平時期，能運用一系列的策略確
保自己的安全並增進自己的繁榮」。這個定義基本上脫離不了傅柯對於國家治
理的考察，而這一點後來又轉化為現實主義中人們朗朗上口的國家利益。另外，
此本文本裡權力的主要指標便是個個國家的工業能力，而作者們所謂的工業能
力其實是一個綜合指標，當中已經包含了一國已經擁有的土地、人口、財富、
軍隊、原料、自然資源，而依照這個工業指標，當時世界上足以稱為強權的國
家也是有限的。對兩位作者來說每個國家依靠著自己的權力維護既有利益或者
現狀，以及為了增加權力與利益而企圖改變現狀便是觸發戰爭的原因。同時這
使人民意識到他們的利益與安全在工業時代是隨時可能遭到鄰國奪去的，因此
國家的利益便是人們的利益。從此開始，不同於 30 年代以前的文本把人民放在
122

論述的中心，該文本已把人民同一進國家中。這一觀點在之後的國際關係學科
裡便是所謂的國際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國家單元。基本上後來的 E. H. Carr 和
Hans Morgenthau 所謂的現實主義都沒有走出這一個現實，差別只是在於他們把
工業能力換成權力，而工業能力只是權力的綜合指標之一，尤其 Morgenthau 雖
然是在研究權力，但他還是指出了背後的目的是在獲取原料、控制航線與改變
領土狀態。
此外，雖然說 Morgenthau 是在研究國家權力以及權力平衡，並且應用了
18 世紀的政治力學試圖操作化權力，但是他的論證基礎卻來自於人性慾望以及
生物的生命機能的類推，而並不是真的從歷史中探求歷史法則，因此與其說
Morgenthau 是現實主義者，不如說他還是個現代知識－權力佈署下的自由主義
者。同時，當 Morgenthau 在人類的身上探求秘密時，更顯示了他的思維不過是
生命政治的佈署，譬如說他認為「僅在權力來說：大多數社會都譴責殺人作為
一個在社會內奪取權力的手段：但一切社會都鼓勵在戰爭這種權力鬥爭中殲滅
敵人」，其實便是種族主義進入國家機制後所運轉的理路，即「他人的死亡，
不僅僅是我在個人安全意義上的生命；他人的死亡，劣等種族、低等種族(或退
化、變態種族)的死亡，將使整體生命更加健康；……更加純粹」，因此也無怪
乎他指出世界國家之於和平的不可能的原因是：白人不可能接受有色人種透過
民主的程序推翻白種人的世界優勢。另外，從 Morgenthau 以機械式的權力平衡
所描述的大國兼併小國的過程可以看出，所謂國際關係基本上指的僅是當時強
權間的關係，而餘下的世界只是他們競爭權力、遊戲權力平衡的場域。簡言之，
列強是玩家，世界是他們的賭注。 59
另外，與 30 年代赤裸裸的種族主義不同的是，在種族主義進入國家機制
之後，種族主義的執行已改由國族來執行，而 Morgenthau 在談論〈世界國家〉
時所說的
59

此外，從 Morgenthau 討論安理會以評價集體安全時可以發現，由於安理會一開始就有權否決
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所以所謂的集體安全完全只能依憑常任理事國的意願。也就是說人道的論
述終究無法發揮作用。換言之，在聯合國的框架下沒有集體安全，只有權力平衡。若想要達成
集體安全，就要先使常任理事國之間的關係超越權力平衡。因此，在實作上集體安全也是權力
平衡的一種(維持現狀)，而在聯合國的層次上來說，只要衝突與戰爭不是嚴重到會立刻翻轉中、
法、俄、英、美的平衡現狀，就不要期盼集體安全的正義之師。甚至，只要不會影響平衡，大
國想要去「維護利益」也都沒關係(比如入侵且顛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強權之於以色
列入侵加薩等)，而小國則只能依照政治物理學的原則以各種平衡的方式補償大國。

123

國際救濟被認為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但是，移居的自由卻是違背國家利益
的。就人類目前的道德狀況而言，……絕大多數人將把他們認為的本國利益置於一
切事物，包括世界國家的利益之上(Morgenthau, 2006:615)。

這再再證明了種族主義是國際關係的實踐與知識中的關鍵因素。從此也能看出
所謂國家利益就是為了管控內部、社會的平衡與國家的發展。這也是為什麼
Morgenthau 可以無視同時期的美國依然於國內執行種族主義，以及以強硬的手
段對付罷工運動和嚴重的逃兵問題，反而說出「國內政治秩序比起國際秩序來，
就顯得較為穩定，較少激變了」、「以國家的名義為國家的利益而追求權力則
成為一種美德，全體公民必須為之奮鬥不息」，以及「社會中產階級下層的白
領職員以及勞工大眾主體，全力使自己和國家的權力追求一致」，而這在 Zinn
來說是以民族主義或者是愛國心消滅國內階級鬥爭的論述。此外，當權力成為
了「與權力無涉的純潔知識」時，便合理地隱藏起了其運轉時的暴力，使得權
力地運行更為有效，譬如當世界上的某地發生戰爭時，傳統的知識份子首先想
到解釋是「權力平衡」，而不是譴責當中的暴力，甚至對不同知識體系的意見
斥以「非科學」或者解釋「不夠簡約」；又或者如 Morgenthau 無視於國家對人
民的壓迫，反而以權力的科學要求受壓迫者為「國家」的利益團結奮鬥。換言
之，當權力成為純潔的知識的同時，卻弔詭地於宏觀與微觀的層次上執行了雙
重的暴力。亦即，權力的知識除了以自身的合理性縱放實際的權力運轉外，也
「通過忽略背景並取締所有競爭對手」展現了知識的集權並執行了知識的暴力。
同時，這套知識也透過教育的方式，不斷生產權力的載體，從而鞏固了自身的
政權。
最後，當我們回頭看到傅柯對現代國家的系譜考察，可以發現在國際關
係中所謂的國家利益就是要保全國內的各種安全，因此所謂追求權力也只是保
衛各種安全的方法之一(像是原料、糧食、工業等等)。但是國家對於會敗壞國
內集體進步、安全與穩定的(也就是會讓國家集體退化的)因子，依然會不留情
面地排除。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國家不僅排斥及馴化自身內部的各種外來移民，
同時也排斥他地的難民。此外，在維護國家內部的同時，由於又要確保其所需
要的資源，因此國家的治理勢必要保衛與奪取外部的資源，這也就形成了我們
現在所說的權力平衡，因為一旦外部失衡便有可能危及到國內的進步與安全(工
業、糧食、就業等)，而綜前所述的考察可以發現國家主權的疆界是虛線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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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疆界執行各種國家政策與追求國家利益的正是種族主義。鑲嵌在這段歷史中
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其實都是擴張主義，雖然它們都宣稱自己掌握
了真理(人類和世界的祕密)，但實際上它們只是囿於現代佈署下的產物。兩者
的差別僅在於彼此面對及回應的事件不同罷了，例如當展開種族主義的脈絡後
可以發現那根本就不存在的理想主義，或者說「盎格魯－撒克遜的理想」主義，
是在重農主義的一整套治理的歷史實踐中，把佈署下的自然狀態當成是永久和
平的保證(自然本身的範圍便是普世的)，並把擴張主義當成達成實踐自然狀態
的手段；而現實主義則是在列強佔盡世界轉而互相傾軋後，將由各國帝國主義
的競爭所導致戰爭的這一段歷史，當成世界永恆不變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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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潑佐：停！(幸運停止。) 退回去！(幸運退回去。)
停！(幸運停止。) 轉過來！(幸運轉向觀眾。) 思考！
幸運：......上帝以超越時空的存在神聖冷漠神聖冷靜神聖失語深
愛我們某些例外原因不明不過時間會說明......陷入痛苦火
焰熊熊的火焰如果......不會燒到天際......炸到天堂如此碧藍
和沉寂如此平靜縱使只是間歇的平靜......簡言之人類儘管
消化和排便明顯進步仍被視為消耗和逐漸腐蝕的消耗和腐
蝕同時一致而且原因不明儘管體育有明顯的進步運動項目
的練習例如網球足球跑步騎單車游泳航行騎馬滑翔考努力
女子曲棍球溜冰網球各種死亡飛行運動......逝世後死去的
失去每一個人......身材赤裸裸只穿襪......在草原在高山在海
邊在河邊水流火海空氣......在酷寒漆黑中空氣和地上的石
頭在酷寒中......西元六百多年空氣大地海地上的石頭在極
深處極酷寒在海上在陸上在空氣裡我重新開始原因不明儘
管網球事實在此但時間說明我繼續開始......我的頭顱重新
開始萎縮和消耗......網球......石頭......如此寧靜......庫那
德......未完成......
(Samuel Beckett, 2008:53-56)

在傅柯的人類科學考古學的視角下，國際關係中的國家因為籠罩在人類
學的陰影下，而為人所遮蔽。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從來不了解什麼是國際
關係。因為有限的人們在預設了人類與世界的終極目的下，開始研究要如何從
己身出發獲得永久的和平，於是他們不斷探問「人」是什麼，而非著手研究關
於國家的歷史。他們不斷地設想出「人」的形象，並且帶著每一個單一形象的
「人」穿梭古今，尋找達成末世方案的證據、基礎與秘密，無奈這個「人」始
終只是一個現代的意識，不管如何改頭換面，他都註定著只能在時光的洪流中
不停地飄泊。
然而，從傅柯的系譜學對於現代權力－知識的歷史性考察可以了解到，
所謂的國家並不是一個永恆不變的單元，反而是一個不斷國家化的過程。在現
代知識型中，由於國家結合了生命政治的作用，使得人類成為現代的知識核心，
主導著人們的思維，導致了人們思索國家與國際時只得將國家擬人化，並且開
始回溯歷史蒐集國家的種種擬人化特徵。如同 Carr 天真又直白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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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人性化不是一個需要通過爭論甄別真偽的事情，而是一國際法專家
稱之為國家的「假定性質」的事情。國家的人性化是一個必要的虛構，是一種假設，
是人們發明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以便用來分析發達的社會結構(Carr, 2005:137)。

同時，透過現代以降的權力－知識－歷史三方面的交叉考察，我們可以
發現在自由主義治理的佈署下，英美國際關係學科中國家的擬人化所參照之對
象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在這個脈絡下的國際關係，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與世
界的關係。同時，不管是重商主義或是重農主義的治理，其所預設的目標都是
促進國家的富強，並且與國家的外部保持權力的平衡關係，維持複數國家，避
免歐洲重返帝國。然而，在自由主義的治理下所開啟的商業全球化中，世界便
成為強權國家在追求國家富強時用以平衡國內各種利益的資源。為此，盎格魯
－撒克遜與其他強權必須在爭奪世界的同時保持彼此間的平衡，以維護確保國
內平衡的資源與利益。亦即外部的失衡便會導致內部的失衡，使得國家集體退
化、衰弱，而在歷史中維持內外部的平衡的論述與實踐便是種族主義，例如對
內打壓、壓迫、剝削非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對外要「幫助」他種族文明，以
獲得盎格魯－撒克遜菁英口中的國內安定繁榮與世界和平。
這一套帶有盎格魯－撒克遜主體意識的國際關係論述至今仍然有效地運
作著，例如攻勢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John J. Mearsheimer－在 2013 年受中華
民國國際關係學會之邀為 2013 年的研討會做開幕演講訪台之後，於隔年將其演
講內容取名為“Say Goodbye To Taiwan”投稿於期刊 the National Interest 上
(Mearsheimer, 2014)， 並在其中斷言在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下，中國的崛起必
然會為了追求成為區域霸權而將美國勢力、軍隊趕出亞洲，並由自己主導亞洲。
而其論證中國必然如此的證據只是一個簡單的類比與推論，亦即美國領導者如
此，中國人也必然如此(又或者以門羅主義類推中國的必然行為)。然而從該篇
文章可以很明顯的發現，Mearsheimer 所認識的中國只是一個出於理論上的想像
與推論，甚至這個想像的源頭正是美國自己。換言之，在戴著 Anglo-Saxon 的
有色眼鏡下，倒映在美國視網膜上的中國成為了他腦中自我的正象。進言之，
盎格魯－撒克遜的種族至上意識以及其從 20 世紀起建立起來的西半球霸權，成
為了其自身在現今建構敵人所能參照的唯一歷史對象。亦即，在這一套盎格魯
－撒克遜主體意識下的國際關係理論中，美國發現其自身最強大的敵人只有過
去的自己，而透過國際關係的科學化論述，它不只隱藏起了這份盎格魯－撒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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遜種族至上的自戀的情結，還隱藏起了它阻止其他國家模仿其成就自身歷史的
意圖與運作中的權力。換言之，世界猶如一面鏡子，面對這面鏡子的正是美國。
對美國而言，世界的常態便是按照照鏡者的意志與意識而行為，但是鏡像的行
為只能是出自於照鏡者對鏡像的指導，或鏡像服從於照鏡者的指導，而不能是
鏡像主動對照鏡者的模仿。亦即鏡像只能屈從而不能主動模仿照鏡者而動。例
如在文章中，Mearsheimer 指出美國將會像於冷戰時期對待蘇聯一樣，努力地遏
止中國成為區域霸權，使其弱化至無法支配亞洲的程度，然而 Mearcheimer 卻
不曾察覺這對中國來說何嘗不是美國威脅論，或者為何美國霸權的運行就是合
理的；當歐巴馬(Barack Obama)一以貫之地重申支持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同
時，只有中國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是 Mearsheimer 所認定的問題和輿論撻伐的
對象；在美國與中國都不許台灣擁有核武的時候，Mearsheimer 卻不查美國的權
力正運作著，而台灣輿論甚至還要尋求美國的保護；Mearsheimer 指出台灣與中
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正在協助中國成為經濟強權，這將成為台灣的惡夢，但同時
也於同一篇文章指出墨西哥與加拿大因為知道自己實力不如美國所以不會與美
國發生戰爭，但卻對美國靠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剝削墨西哥的經濟、勞工與環境視而不見。對照到 1870 年代
的兩本文本不停宣揚自由貿易之於世界的好，再看到現在只要自由貿易侵犯到
了美國的利益，自由貿易又變成全然的惡的論述轉變，便更能清楚看到國際關
係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盎格魯－撒克遜主體意識下自私又自戀的世界觀。
換言之，在自由主義的佈署下，所謂國際關係的文本或者學科不過是將
佈署中靠著種族主義運轉的國家治理複述一遍又一遍的論述/知識－即權力決定
了知識，而國際關係的知識又服務於權力的實踐(如前述討論 Mearsheimer 的段
落)。 簡言之，國際關係不過是自由主義佈署/網絡中的一條線而已，該知識所
有能發現的證據與生產的論述也都是早就由權力所佈署好的，而科學化與否的
差別只不過是論述形式上的轉化。進言之，從重農主義開展的一系列人類活動
造就了國際關係的誕生。其所謂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其實都是自由主義，而
其狹隘的種族主義與擴張主義就在二者高唱理想的普世性與科學的真理時遮蔽
了自身和相關的權力運轉。換言之，現今的國際關係學科以人道的神聖論述以
及科學的真理論述在暴力地排除了不符其論述目的的歷史、甚至消除了實際的
歷史，從而建構了其超歷史的普遍理性規範著人們該如何認識國際的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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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秘密運轉著由種族主義所執行的權力。 就此而論，論述國際關係的目的與作
用本身就是在執行教化、馴化知識對象的功能。 60
因此，若要對國際關係進行有效的批判，研究者必須懸置國際關係本身
的論述，不在學科的內部討論論述合理性的問題，而是應該把學科也看做知識，
並從其外部考察該學門的歷史構成性。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掌握是什麼從 18 世
紀中葉起便開始決定了國際關係的認識，並且以什麼樣的形式直到了今天還一
直在影響著我們。相反地，在學科內部辯論理論與論述的不合理性只會使自己
陷於學科內各式的論述形式而無法理解決定了論述的權力為何。就此而論，若
國際關係的第二次辯論僅是茶壺裡的風暴，那麼第三次辯論「或激起了些波浪
和表面的漣漪，但這都不過是兒童嬉水池裡的風暴」(Foucault, 2005:285)。而只
有當我們認識了當下的歷史是如何構成的，啟蒙才會現身使我們與過去決裂，
在自殺中獲得自由的新生。
為此，應當要重新問題化國際關係這知識高度紀律化(disciplined)的學科，
重新拷問「國家」，將我們從現代知識型中解放出來、從西方中心解放出來。
否則再多的跨學科、再多的跨領域也都只是論述形式上的轉換而已，其進步性
不過是依附著歷史變動/時間的流動而隨之改變的錯覺。譬如國際關係的科學化
正是嫁接了興盛於 1960-70 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並且依然將國家擬人化；
而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雖然談論的是國家之間所形成的文化關係，但卻毫不自
覺其文化分類－康德、洛克與霍布斯－內涵的是歐洲中心的文明意識。此外，
當把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主義當做國際關係的認識框架檢視 Alexander Wendt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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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台灣雖然不屬於盎隔魯－撒克遜種族的文明圈，但是其大學常使用的國際關係教本是這
麼論述理想主義與其歷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初創的國際關係研究具有強烈的功能性與政
策取向，為此一學科的發展種下了難以擺脫的結構性缺憾。…...其目的都在於提出一個讓世人
永遠擺脫戰爭荼毒及永想和平的策略。...…草創的理想主義…...認為可以設立國際組織，制度化
國際的法治原則，運用國際法原則及國際條約，集體制裁侵略國家，確保國際和平。...…以美
國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為代表的理想主義學派認為人性本善，或是人性雖本質為惡，
卻可以透過客觀環境的變化而改造，走向文明。...…理想主義更強調道德在國際關係中的地
位。...…國家只有在道德的約束下，才能在對外關係中不傷害其他國家的利益，符合國際道德
的行為，自然亦符合國際法的規範。公眾輿論更是一股約束國家行為的重要力量，經由廢除秘
密外交及決策的完全透明化，國家間的互動在經由國際輿論與民主政治下民意的監督，可以約
制國家放棄侵略的政策，進而達到世界和平的目標」(陳欣之，2007：11-12)。從這段的引文來
看，除了可以發現到如今學界還是迷信於與權力無涉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外，值得注意的是
它將種族主義與權力透過人道與民主精神的論述隱藏之後，創造出了在其論述意義上從來不存
在的理想主義，並且透過國際關係學科(discipline)的知識紀律化(disciplined)，於世界上不斷地
重複生產同一套知識代代相傳，而選自非盎隔魯－撒克遜文明圈所使用的大專用書的引文更凸
顯了其知識佈署的效果有多麼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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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文化/知識解釋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結構與安全的關係時，便可從其
最著名的例子中－面對同樣擁有核武的英國和北韓，美國因為共有文化所以感
受不到來自英國的威脅，但卻因為與北韓無共有文化而感受到威脅，落入安全
困境，進而對北韓採取與對英國不同的政策(Wendt, 2001:24-25)－發現這種結構
的形成只是出於文化偏見，並且還把造成安全困境的錯推給了他者。
因此，在不認識國家的情況下，仍以現有的國際關係知識與認識解釋國
際政治、申論國家策略，只是日趨鞏固了權力構築的國際關係的知識與實踐。
然而筆者並不是說因為現存知識有問題而要廢棄不談，或者視當前於國內－外
的佈署於無物，而是要站在專業知識份子的位置上不斷地對抗權力的真理與真
理的權力、為了當下的歷史而介入並重構普遍性的認識。同時，這也關乎國際
關係學界近來探討的倫理問題。比如說現實主義把向外擴張汲取資源或是壓榨
國內中下階層當成國家內在機械式的動力，其實和自然主義把擴張當成自然法
則一樣，它們都不問國家之所以富強的不義歷史(如種族主義、剝削與強權政
治)，也不管國家所維護的既有利益是怎麼得來的，而直接把富強當成存在即合
理，甚至是必然的狀態，更不用說其後還由新新綜合的各學者延伸探討與追捧
霸權穩定論。如果國際關係本身不先從去歷史的人類意識以及盎格魯－撒克遜
所建構的國際認識中解放出來，是無法面對倫理問題的。唯有與構成當下的過
去決裂，我們才能走出在國際關係中架接了經驗與先驗、我思與非思、本源的
隱退與復歸的自由主義佈署與種族主義。
最後，本論文所探討之國際關係文本就系譜學的角度來說，或許是遠遠
不夠的，甚至只能說是系譜國際關係學科的一個嘗試、是一個計畫的目錄而已。
但就業已探討過的歷史，以及文獻與歷史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很清楚地認識
到這些所謂的國際關係文本的內容都是在回應其書寫時每一個當下的境況，而
這些當下的歷史又是早已於 18 世紀中葉便開始佈署的。換言之，這些國際關係
文本所書寫的內容都無法超脫於其所屬的歷史背景，它們寫作的內容也必須依
據整個結構的歷史。譬如，即便是 Carr 欲批評並超越「理想」主義，他也只能
回溯到重商主義，並以他所解讀的重商主義回應其所處之當下的問題。因此雖
然筆者無法完全蒐集「現代知識型」內的國際關係文獻，但那些文獻所寫作的
內容亦必然無法超脫於現代的歷史。因此與其說本文業已系譜的國際關係文本
是由獨立、自由的主體靠著其理性與智慧之光所寫下的真知灼見、是作者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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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倒不如說它們僅是現代歷史佈署中所生產的論述、是記錄歷史的文本，是
謀殺作者的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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