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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嘗試回應羅爾斯未完成的國際正義論述。首先闡釋何以羅爾斯反對

全球基本結構的差異原則以及認為世界政府將大而無當。其次則說明在羅爾

斯過世後，擺脫西方中心論的歷史學與地理學，如何使得建立全球基本結構

的公平正義問題迫在眉睫。這些發展，讓我們必須從社會基本結構蛻變到全

球基本結構去建立更普世標準的公平正義。第三則是由於全球氣候變遷與數

位科技的巨變，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此起彼落，對比羅爾斯在《萬民

法》最後問「人類到底值不值得存活在這個地球上」，本文則主張必須正視

力量王國在現實全球基本結構的關鍵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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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完成的國際公平正義

　　羅爾斯 (J. Rawls) 在 1999 年出版的《萬民法》結尾時，某種程度呈現

國際社會合作的悲觀前景。他說：如果不可能有這樣一種其成員縮減自身

力量 (power) 以服膺於合理目標的合理公正之諸民族社會，而人類大致上又

是不講道德的，那麼我們可能就和康德 (I. Kant) 一樣，不禁要問「人類到底

還值不值得存活在這個地球上」(Rawls, 1999b: 128)。

　　事實上羅爾斯在這樣論述時，對於萬民法可以達成國際正義則退至期待

政治家 (statesman)。對比政客 (politician) 關心的是下一次的選舉，政治家

則是關懷下一代子孫的幸福，為此羅爾斯對政治家如此定義：「應該說政治

家是一位理念者，像一位誠信而有德性的個人。政治家們是總統或首相或其

他高位者，透過職務展現其典範與領導風格，呈現出力量、智慧和勇氣。他

們在混亂危世中帶領著人民」(Rawls, 1999b: 97)。在這樣論述之後，羅爾斯

緊接著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英國與美國的作為而多所批評。或許是迫於

希望戰爭盡快結束的期待，在對待可能就要戰敗的德國與日本，英美分別發

動了德國德勒斯登空襲與日本東京燃燒彈轟炸，以致平民傷亡增加數十萬。

由於受限於當時英美政治文化，其對於德日平民沒有太多的同情心與同理心

，也因此，期待英國邱吉爾 (W. Churchill) 與美國杜魯門 (H. Truman) 謹守

戰勝國應有的人道標準，變成只能祈禱領導者的一念之間。而我們看到，

羅爾斯的生命後期歷經蘇聯瓦解冷戰結束、成為超強的美國發動第一次波斯

灣戰爭以及紐約遭受 911 恐怖攻擊後的政治文化氛圍，羅爾斯畢生致力一

國之內的公平正義瞬時變得不合時宜。《萬民法》結尾透露出國際公平正義

的艱難，某種程度也準確呈現今天全球化地球村時代我們共同困境以及如何

回應的挑戰。  

1
羅爾斯在此論述的附註中，引述康德的原文「如果正義敗亡，那人類就再也不值得活在

這個地球。」見 Kant, Rechtslehre, in Remark E following §49, Ak: VI: 3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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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人治色彩的政治家可遇不可求，但現實上一國之內的社會基本結構

要推廣到國際之間的全球基本結構卻還是依舊理想容易實現困難。本文即是

以晚期羅爾斯相關國際正義論述為基礎，嘗試回應羅爾斯未完成的國際正義

論述，設想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實現。也就是從羅爾斯主觀期待「

其成員縮減自身力量以服膺於合理目標」，朝向客觀制度上強權國家願意約

束自身力量的目標前進。正如羅爾斯在其《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中

指出的政治哲學角色之一是，探索可行政治可能性界線的「現實主義烏托邦

」(realistically utopian) 藍圖 (Rawls, 2001: 4)；同時這也是作者一直秉持的，

理想理論可以為非理想現實提供指引，並以此期待「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

義如何可能」可以擺脫，國際政治長期以來的傾向和平理想主義  與傾向武

力現實主義的爭論兩端。

　　關於力量，馬克思 (K. Marx) 曾在《資本論》中提及「在平等的權利之

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以及法國思想家韋依 (S. Weil)  在〈對服從與自由

2

3

如英國國際關係學者卡爾 (E. Carr) 在 1939 年 7 月出版的《二十年危機》中，曾為英國

外交綏靖政策辯護，但隨即又朝向現實主義擺盪。

韋依 (1909-1943) 是二十世紀法國哲學家、社會活動家、神秘主義思想家，雖然其一生

著述甚多，但從未以本人之名發表。到目前為止，韋依思想在臺灣仍少為人知，而第一

本在臺灣發行的著作《壓迫與自由》終在 2018 年出版。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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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依在其文中呈現她的問題意識與困惑：「最大多數人對最少數人屈膝臣服，這個根本

事實幾乎存在於所有的社會組織中，並一直讓所有多少還能反思的人們感到驚愕」

(Weil, 2001: 132；韋依，2018：頁 213)。韋依提及義大利弗羅倫斯透過伽利略 (Galileo)

給人類帶來力量的概念，但「社會力量」卻不符合自然法則。我們在自然界中看到的是

，較重的物種勝過較輕的，繁殖力強的物種勝過其它；但在人類社會中，社會力量卻與

自然法則相反，公克竟然比公斤重，關鍵的力量決定著彼此權利的大小。對此，馬克思

在《資本論》中提及，當資本家與工人的權利相抗衡時，雖然這兩種權利同受商品交換

規律所承認，但現實是「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 馬克思，1960：頁

262)。

本著作被認為是西方學術界對羅爾斯思想進行最全面性的研究傑作，2006 年先以荷蘭

文在鹿特丹出版，2009 年由作者本人轉譯為英文出版。簡體中譯本則是 2012 年由孟偉

翻譯。

4

5

的沈思〉文中，對於力量王國的現實闡述。   作者嘗試在本文「四─二」與

「四─三」裡提出「全球基本結構的力量王國如何運作」以及「形塑世界公

民輿論的監督力量」，嘗試為羅爾斯未完成的國際正義論述，提出作者的芻

議並就教於方家。

二、羅爾斯的國際正義論述

　　著名的羅爾斯思想研究者萊寧 (P. Lehning) 在 2009 年出版的《羅爾斯政

治哲學導論》裡，詮釋了羅爾斯思想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轉變 (Lehning, 2009: 

9-10)。   第一與第二階段都是設定一個不與其他世界聯繫的自給自足社會基

本結構，其如何達到理性的正義；第三階段才邁出西方社會，思考各個國家

之間如何達成國際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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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種正義理論》的自給自足社會基本結構設定

　　第一階段完成於 1971 年的《一種正義理論》，主要討論收入與財富如何

公平分配，其理論重心在差異原則 (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即社會經濟不

平等的容許，是以如何讓最弱勢者的福祉可以提升為原則；第二階段完成

於 1993 年的《政治自由主義》，羅爾斯認為既然理性多元論是無可否認的存

在事實，那麼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如何將各種相互衝突的學說教條、宗教信念

，透過公共理性的愈趨成熟，達到共享的政治正義架構。這是從第一階段的

道德自律拓展到第二階段的政治自律。而第三階段的《萬民法》，則是期待

一種自由與正派人民的國際社會如何達到和平共存的目標。書中還設定「卡

贊尼斯坦」(Kazanistan，一個正派的層級制穆斯林民族 )，如何在國際間理

應受到尊重，這是羅爾斯設想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如何繼續向外拓展到與其

他宗教文化、政治制度的民族和平共存。

　　羅爾斯在《一種正義理論》第二小節「正義的主題」裡，即設定一個與

其他社會隔絕的封閉系統社會基本結構如何公平正義。其文本敘述是這樣的

：「首先，我關心的是正義問題的一種特殊情形。我不想普遍地考慮制度和

社會實踐的正義，也不想考慮國際法的正義和國際關係的正義 ( 只是在第

58小節順便提一下)。對於國際法來說，也可能需要以多少不同的方式達到

不同的原則。如果可能的話只需做到下一點我就滿足了：為一個暫時被理解

為同其他社會隔絕的封閉社會基本結構，概括出一種合理的正義觀來。這一

特殊情形的意義是明顯的，無須解釋。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推測：我們一旦有

了一種對於這種情形的正確理論，藉助於它，其他有關的正義問題就能比較

容易處理。只需做出適當的修改，這樣一種理論便可以為別的一些正義問題

提供鑰匙」(Rawls, 1999a: 7)。

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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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爾斯正義論的核心要旨是，我們現代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應該依據一

個公平正義的標準，來制定社會基本結構法則，這個標準是現在與未來的公

民代表們，在無知之幕下一致同意的。為此羅爾斯認為在無知之幕下，理性

公民為了避免落入大多數是弱勢的一方，正常狀況下會理性選擇 (rational 

choice) 彼此扶持休戚與共的差異原則，亦即認為個人的天賦才能不應屬於

個人應得，而應視為社會的共同資產。

　　而在權利 (right) 優先於善 (good) 的契約論傳統下，羅爾斯最終推導出

(自給自足封閉社會 ) 社會基本結構  的正義兩原則：第一原則──每個人對

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

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原則──社會和經濟不平等應該這樣安排，(1) 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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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1 年開始桑德爾 (M. Sandel) 關於正義思辯的著作與教學影片在臺灣出版。2012 年

12 月 11 日桑德爾在臺大綜合體育館的演講〈錢買不到的東西〉，是臺灣社會對桑德爾熱

潮的最高峰；不過，絕大多數人並未覺察其教學 DVD 核心內容是對羅爾斯正義論的介

紹與評論，甚至其聲名鵲起是源自對羅爾斯《一種正義理論》的批判上。而如果我們

察看 1999 年由弗利曼 (S. Freeman) 編輯的 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 的索引裡，其中

羅爾斯有條列桑德爾人名並寫著「許多誤解」(misunderstandings of, 403n., 598n., 609n.)

。不過在桑德爾「思辨正義之旅」的熱潮中，我們卻對羅爾斯上述所提的「許多誤解」

內容，幾無任何提及與討論。而桑德爾的《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政治中的道德問

題》，是寫於美國小布希 2004 年底連任之後的 2005 年，廣泛涉及許多美國當今的重大

公共政策議題，並在第 28、29 的〈政治自由主義〉與〈紀念羅爾斯〉提及他與羅爾斯

的互動，包括羅爾斯在其退休後，到他的課堂上旁聽的問答（桑德爾，2014：頁 335）

。作者一直無法認同桑德爾總是對最重大關鍵議題的迴避，比如他從不討論 1976 年美

國最高法院「巴克利訴瓦利奧」(Buckley v. Valeo) 的判決結果，這是企業政治獻金被視

為言論自由之後，大企業主導議題能力增強，從而造成美國大選投票率的日漸下降。但

桑德爾甚至可以以《錢買不到的東西》批評金錢在當今社會的不當影響，但卻可隻字不

提「巴克利訴瓦利奧」的判決。此外，作者認為桑德爾曾經在臺灣的幾本暢銷書，其最

大的問題是，他在討論正義觀點議題時，時常都是日常生活中較為極端的例子，少見對

於「社會基本結構」問題的討論 ( 雖然個人並不主張這些極端的例子不重要或不值得被

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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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的儲蓄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並且，(2)

依繫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為此，羅爾斯為

「自由平等博愛」總結表示：自由相應於第一個原則中對自由的最優先強調

；平等則是相應於第一個原則的平等觀念，即擁有機會的公平平等；而博愛

則落實在第二個差別原則的追求。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把傳統的自由平等

博愛觀念，具體落實在正義兩原則的民主解釋上 (Rawls, 1999a: 91)。

　　羅爾斯認為在證成正義兩原則過程中，可以不需要借助神學或形上學來

支持正義觀念的各項原則。在書中羅爾斯表示︰由此可以看出，諸如柏拉圖

(Plato)《理想國》中的「高貴的謊言」金銀銅鐵 ( 第 3 卷第 414-415 頁 ) 這

樣的方法被排除了；為支持一個信仰否則就不能存在下去的社會制度宗教辯

護，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 (F. Dostoevsky) 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

官的那種辯護也同樣如此 (Rawls, 1999a: 398n)。事實上，當羅爾斯非常有自

信地說著「不需要借助神學或形上學」時，他卻嚴重輕忽了人類進入二十一

世紀後國際間往來直線上升，特別是網際網路幾乎連結了整個世界。

　　因此這個屬於二十世紀的羅爾斯的《一種正義理論》是有其特殊的時代

背景，它主要總結一九六零年代歐美平權運動經驗的正義論觀點。而此一屬

於西方社會時空的觀點，首先遭遇挑戰的是非西方社會對第一原則「自由優

先性」的質疑。因為對許多東方人來說，經濟上的溫飽要比政治上能否自由

更重要。自由優先性對許多東方人口稠密的國家，像是天邊彩虹雖中看但卻

不能當飯吃。近六百萬的人口的新加坡，其人口總數都超過芬蘭與挪威，因

此該國政府對政治自由的管控竟被多數新加坡人所接受。 

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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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 年哈特 (H. L. A. Hart) 在〈羅爾斯論自由與其優先性〉(Rawls on 

Liberty and Its Priority) 提出對羅爾斯「自由優先性」的商榷。哈特的質疑

其實也正是人口普遍眾多的亞洲社會對自由優先的質疑，社會穩定與經濟溫

飽在許多東方社會被視為最重要議題。以新加坡李光耀的執政經驗，其所形

成的所謂新權威主義論述，某種程度正是哈特此一觀點的實例。

　　羅爾斯對哈特的回應，主要訴求對理想「道德人」的期許。在 1990 年

新版的《一種正義理論》序言裡，對於人的平等自由優先性，羅爾斯訴諸人

之所 以 為 人 的 兩 項 道 德 能 力，分 別 是：正 義 感 的 能 力 (capacity for a 

sense of justice) 與善觀念的能力 (capacity for a conception  of the good)。羅

爾斯的回應對東方社會來說仍是理想與現實的擺盪。對此作者認為，應讓這

兩原則並列，由各個社會設定哪一原則優先、哪一原則在後，或者兩個原則

同時並行；但不能在經濟一定溫飽後，無限期地推延政治自由民主化。然若

以新加坡與中國的經濟優先發展為例，我們發現主政者 (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

與中國共產黨 ) 到目前為止都無意落實另一自由優先性原則的趨向，反而透

過經濟發展的成果鞏固其未來得以繼續長期執政的數位極權政策。作者認為

羅爾斯堅持自由優先性的道德人論述，固然有其西方社會背景 ( 絕大多數人

口總數控制得宜 ) 的理性推論；然而包括亞洲等非西方社會背景 ( 普遍的人

口總數失控 ) 的脈絡看，如何在社會穩定與經濟溫飽之後，也能朝向更完整

人性化的個人自由發展，確實是仍應努力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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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斯在 1975 年回應哈特的論述，重寫《一種正義理論》第 82 小節〈自由優先性的依

據〉(The Grounds for the Priority of Liberty)；並在 1982 年寫作〈基本自由與其優先性〉

(Basic Liberties and Their Priority)，收在《政治自由主義》之第八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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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萬民法》中不接受全球差異原則的說明
　　羅爾斯《萬民法》充滿著對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作為與至今國際

作為的深切反省 (Rawls, 1999b: 53, 95)。不過，面對博格 (T. Pogge) 在 1994

年提出的全球平等主義原則，主張將分配正義推到國際社會；另如拜茲 (C. 

Beitz) 早在 1979 年即提出應將羅爾斯主張一國之內的社會基本結構差異原

則，推廣到一個全球差異 ( a global difference) 的全球性分配原則 (Beitz, 

1979: 153-163)。因此全球差異原則即是主張，世界各國不平等的容許，是

以如何讓最弱勢國家的福祉可以提升為原則。羅爾斯卻依舊堅持只能在一國

之內，並認為因為各國徵稅與人口成長率不同，將會造成國際間無法相互接

受的後果 (Rawls, 1999b: 115-118)。

　　根據萊寧的整理，羅爾斯是基於以下三個理由拒絕了上述統括為制度上

的「全球差異原則」：第一是，在國際層次上的原初立場中，不會達成任何

針對全球差異原則的協議。第二是全球差異原則錯誤地假定，會有一種立足

於全球基本結構的全球性社會合作體制。第三是，各國政治文化的不同，將

使全球差異原則無從落實 (Lehning, 2009: 201)。而本文將分別以人性、政治

人性以及宗教信仰嘗試進一步闡釋萊寧整理的三個理由，並清楚理解推行全

球差異原則將會是何等的艱難。

　　首先是人性中階層主義 (支持右派政黨，如美國共和黨選民中有一定

比例的白人至上主義者 ) 凌駕於平等主義 ( 支持左派政黨，如美國民主黨選

民支持黑人歐巴馬 (B. Obama) 當選美國總統 ) 的傾向，依舊是人類社會的大

多數。雖然近幾年一國之內的平等主義呼聲日益升高，但要在國際層次上的

原初立場中，達成國際平等主義協議是相當困難的，以平等主義的巴黎氣候

協定為例，依舊是沒有拘束力的國際輿論呼籲。反觀階層主義的國際貿易協

定，其強制規定則強而有力許多。

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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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層主義以大自然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論述依據，認為扶持弱

勢等眾多福利政策是違反自然法則，終究助長不勞而獲風氣反而妨害人類長

遠的進步。另一方面平等主義則雖以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彰顯人之所以為人

的可貴，但從 1960 年代以來平等權利要求總是高於平等義務的自許，正如

早先 1906 年托爾斯泰 (L. Tolstoy) 在其〈論俄國革命的意義〉指出的，西

方民族代議制運作的結果是，他們只看到自己要的權利，而最終甚至將自己

民族利益建立在其他弱小民族的痛苦剝削上。也因此，西方普選制的結果是

，以前要供養的是少數王公貴族，而今卻是一整個資產階級的成千上萬小

帝王 ( 托爾斯泰，2000(15)：頁 503)。

　　其次是政治人性的幽暗，讓全球性社會合作體制幾乎仍是漫漫長路。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全世界最能理解被迫害的民族莫過於猶太人，納粹

集中營的煉獄幾使他們種族滅絕。然而今天由猶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卻在近

70 多年來，殘酷對待其境內與周遭的巴勒斯坦人。一個最近才遭受有計劃

屠殺的悲慘民族，理應最能體會家破人亡的痛苦，沒想到在達成自己建國目

標之後不到幾年，受苦者瞬間變身為加害者，苦難的一方換成巴勒斯坦人。

讓人難以相信的事實是：發生衝突的地方，幾乎全都是原先聯合國劃給巴勒

斯坦人的約旦河西岸、迦薩走廊與黎巴嫩南部邊境。而這些區域在國際協定

中，是明定給巴勒斯坦人合法居住的僅存區域，但卻也在 1967 年後被以色

列非法佔領至今。

　　歐巴馬 2009 年 6 月 4 日在埃及開羅大學的演說裡，訴求以色列與巴勒

斯坦的和解，其中特別提及希望以色列終止目前對非法佔領區的屯墾政策。

歐巴馬行政團隊在 2016 年 12 月 23 日即將卸任前選擇以棄權方式，讓聯合

國安理會以 14 票贊成、1 票棄權，順利通過要求以色列停止屯墾計畫的決

議案。然而 2017 年 12 月 6 日，川普 (D. Trump) 則反向宣布美國承認耶路撒

為以色列首都，下令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臺拉維夫搬到耶路撒冷。川普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十四卷第二期



．115．

此一決定被世界大多數國家反對，因此 12 月 7 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召開緊

急會議，除美國之外的 14 名成員國皆譴責川普的決定，但該動議遭到美國

否決。不過十幾天後 12 月 21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耶路撒冷決議案——等

同要求美國撤回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決定。決議中表明，任何關

於該城市地位的決定是無效的且必須取消，而這項決議案得到了 128 個成

員國的支持、35 個國家棄權以及 9 個國家投票反對。

　　第三則是宗教信仰的差異，讓原本語言不同的多元政治文化更難以促成

國際合作。中世紀十字軍東征，讓整個大基督教世界團結起來對抗伊斯蘭教

，而這也是歐盟長久以來拒絕以伊斯蘭文化為主的土耳其加入的根本原因。

　　而當少了共同的宗教敵人之後，大基督教世界在冷戰期間明顯分為羅馬

公教 ( 包括曾宗教改革的新教 ) 與希臘正教兩大分界。   長期受到蘇聯掌控的

芬蘭首都赫爾辛基，有著路德派新教的赫爾辛基大教堂與希臘正教的烏斯佩

斯基大教堂，兩個大教堂相距不遠，但卻是最北的兩大流派分界起點。事實

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與蘇聯在歐洲冷戰的分界線，正是沿著這分

界起點從北往南分為美國勢力範圍的西歐與蘇聯勢力範圍的東歐，一直來到

巴爾幹半島的前南斯拉夫。

8

8
四大福音書由古希臘文書寫，因此我們稱謂的東正教應該準確稱之為希臘正教，而由於

希臘正教是俄羅斯的主要信仰，因此我們會發現俄羅斯文與古希臘文有一定的相似度。

而羅馬公教梵諦岡的發展，主要是因為耶穌所處的時代正是羅馬帝國時期，拉丁文是官

方文字，也因此福音書被普遍翻譯為拉丁文，特別是四世紀時羅馬公教成為羅馬帝國的

國教，也因此更加強了羅馬公教核心梵諦岡教宗的地位。而後來的宗教改革運動，從羅

馬公教轉變而來的各種不同新教派別，成為繼希臘正教、羅馬公教之後，大基督教世界

的第三支派。不過從羅馬公教分裂而成的新教在經歷十七世紀慘烈的30年宗教戰爭後，

在面對希臘正教之前，是較為親近西歐羅馬公教的鬆散聯合。

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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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冷戰以至最後蘇聯的瓦解，正是從非希臘正教的波蘭團結工聯的抗爭

與東德柏林圍牆倒塌起始，而波羅地海三小國(希臘正教占少數的蘇聯管轄

區)的立陶宛於1990年3月11日率先宣布獨立，隨後引發多米諾效應，其他

加盟國紛紛響應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而目前的烏克蘭東西分裂情況與俄羅斯

普丁(V. Putin)直接控制克里米亞，某種程度依然呈現歐洲兩大宗教流派的內

在緊張情勢。

　　除了以上萊寧整理的羅爾斯不接受「全球差異原則」的三個理由進一步

說明外，近十年由於敘利亞戰亂引發的人道危機，更加深西歐對外來移民的

恐懼，原本西歐政治上的左右派政黨紛爭，如今重新洗牌成左右派聯盟起來

抗衡反移民的極右派新政黨。　

　　羅爾斯依然秉持著康德〈永久和平論〉的反對世界政府觀點 ( 政府之

規模越是擴大，法律失去的力量就越多 )，因此世界政府「要不是變成全

球性的專制統治，就是變成一個脆弱不堪的統治帝國」(Rawls, 1999b: 36)。

然而，在今天網際網路愈加讓世界成為一體的趨向，排除世界政府選項似乎

愈來愈不切實際。   特別是今天世界貿易組織 (WTO) 推動的國際貿易，已經

來到人與人跨國移動的服務業之後，事實上當前許多迫切課題，早已不是任

（三）從康德永久和平論延伸的反對世界政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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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曾在〈永久和平論〉中談及中國與日本的鎖國政策，稱這是中國與日本的賢明之處

(Kant, 1970: 106-107)。而十九世紀日本學者曾經與當時執意要日本開放門戶的俄國艦長戈

洛弗寧 (V. Golovnin) 有以下的對話。日本學者問：「如果日本、中國同西方各國建立邦交

，相互往來，並仿效西方制度，豈非世間戰爭將更加頻繁，人類將要流出更多的血嗎？

」戈洛弗寧說：「是的，說不定會這樣。」「如果是這樣，」日本學者繼續說：「那麼在兩小

時以前，雖曾聽到你們就同歐洲交往做了各種說明，但對於日本來說，與其同西方交往

，倒不如堅守向來的立場，不是反能使各國人民少遭不幸嗎？」( 信夫清三郎，1990(1)：

頁 130)。於今我們是否應在全球化與鎖國之間，重新尋求新的平衡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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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單一國家所能獨立面對。然而我們卻看到現實世界的發展是，最像世界政

府的聯合國在 1973 年成立了「聯合國跨國公司研究中心」(UNCTNC)，希

望能對跨國企業進行追蹤研究；然 1993 年卻在美國政府的要求下，聯合國

關閉了這個研究中心。

　　聖 奧 古 斯 丁 (St. Augustine) 曾 經 說 了 一 個 故 事──亞 歷 山 大 大 帝

(Alexander the Great) 擒獲了一個海盜，問這強盜說：「你怎麼有膽子在海上

興風作浪？」那海盜居然反將一軍回答：「那你又怎麼有膽量在整個世界興

風作浪？我只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稱為海盜；而你有一支海軍，所以被稱為

皇帝。」因此法學者格倫農 (M. Glennon) 曾表示：整個國際法體系只不過是

一大堆空話，想使權力統治服從於法律規範，只能算是一種偉大的嘗試

(Chomsky, 2004: 13)。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英國首相邱吉爾即認為未來世

界的完美藍圖是，世界政府必須為富足國家所管理，因為這些國家想要的

東西都已經不虞匱乏，反之若落入飢荒國家則會造成永久危險。因此，在

後來成立的聯合國除了確立五大強權國家的安理會否決權外，其入會是有

資格限制的選擇原則。但選擇原則最後變成普遍原則的原因是：1953 年韓

戰結束後，美蘇兩大超強為爭取亞、非、拉丁美洲新興國家支持，紛紛積

極同意新興國家加入聯合國。1955 年，同意讓 16 國入會，總共達到 76 個

會員國；1960 年，又有 17 國入會，數目來到 100 個會員國；一直到 1960

年代結束，又共有 25 國入會，聯合國的總會員數在那時就已經來到 125 國

( 中央社，2002：頁 605)。

　　從以上過程看出，由於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加入聯合國之後，其在數量

上掌握聯合國的多數優勢。他們在聯合國裡要求國際間更公平的對待，更

可說是對原來西方強權的挑戰。顯然這時的聯合國已不是如邱吉爾所說的

由富足國家管理，反而是由他所認為的飢荒國家掌控，而處於危險狀態之

中 (Chomsky, 2000: 7)。於是往後的發展是，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國家開始亟

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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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反制：一方面由美國帶頭長期積欠聯合國會費，讓聯合國處於財政赤字

運作困難；另一方面則以七大工業國 (G7) 能掌控的布列頓森林體系 (Bretton 

Woods System)，如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邊緣化聯合國的角色。

　　不過，聯合國轄下的荷蘭海牙國際法庭，其歷次判決結果雖沒有強制

力，但對形成中的世界輿論，卻愈來愈有重大指引力。就以國際法上的衡

平原則 (Ex aequo et bono) 為例，該原則嘗試在國際法上主張以公平正義與

公允善良角度出發，雖然現實上一直以來對大國 ( 特別是安理會五大常任理

事國 ) 幾無約束力，但歐美主權國家的人民卻漸漸顯示出，要求對自己國家

的權力，應努力遵守衡平原則的趨向。

　　我們看到早先在二十世紀八零年代，國際法庭做出譴責美國對尼加拉

瓜「非法使用武力」的裁決時，當時美國雷根 (D.Reagan) 政府的回應是：

一方面進一步升高戰爭層級，對尼加拉瓜非軍事目標也進行攻擊；另一方

面則告訴大家，國際法庭已成為對美國充滿敵意的論壇，它本身的公信力

已經玩完了 (Chomsky, 2000: 3-4)。2002 年 8 月美國國會甚至通過「美國公

務人員保護協議」，這個被稱為「入侵海牙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可以在有美

國人受到國際法庭審判時，以武力入侵荷蘭。不過即使有此「入侵海牙法

案」的插曲，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國際法庭在引導國際輿論的影響力明顯

與日俱增。2004 年國際法庭做出釋義：主張以色列區隔約旦河西岸的「隔

離牆」違反國際法，而且所有國家都有義務不承認豎立此牆帶來的不合法

局面。2016 年 7 月在中國缺席的情況下，仲裁庭宣布支持菲律賓在南海相

關問題上的幾乎全部訴求。仲裁庭一致裁定，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

中國對南海自然資源不享有基於「九段線」的所謂歷史性權利。仲裁庭還

認定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陸，帶給環境不可挽回的損失，要求中國立即停

止該活動。另外，2020 年 11 月 5 日川普頒布行政命令，向部分海牙國際刑

事法庭人員實施經濟及旅遊制裁，以阻止其對涉入阿富汗衝突的美國軍人

進行司法追究；而歐盟立即回應，對美國的制裁令嚴重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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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目前世界僅存的超級強國美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會定期改選的

民主國家，因此美國選民的選票抉擇是天秤上最重要的砝碼。特別是在世界

政府尚未成立之前，美國選民究竟是選擇單邊主義或多邊主義的總統，對接

下來四年的國際政治走向實為重要關鍵。而這也是本文到目前為止，所能回

應康德與羅爾斯對國際合作前景悲觀之餘的希望亮光。

　　1995 年羅爾斯在回應哈貝馬斯 (J. Habermas) 關於其《政治自由主義》

的論述裡，困惑並大哉問「為什麼政治自由主義沒有更早一些建立起來：若

政治生活中的理性多元事實是既定的，則提出自由主義的理念似乎就是一種

很自然的方式。難道是這一學說具有各種為以前的著作家們可能會在我所沒

有看到的地方發現的深刻缺失，而這一點導致他們放棄了這一學說」(Rawls, 

1996: 374) ？作者認為，羅爾斯的此一謙遜的困惑，正是任何一位西方中心

主義者在今天全球化後殖民時代終究必須正視的問題。政治自由主義沒有更

早建立起來，正是不願面對後殖民新興國家可以獨立自主的事實。包括過去

殖民的歷史以及因為地理區隔的遠在他方。

　　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如法農 (F. Fanon) 所說希臘羅馬的雕像正在殖民

地破碎，歐美文明已經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停留原地。正如 2020 年歐巴馬在

其回憶錄《應許之地》裡提及，美國歷史經驗依舊有著沉重的積澱：黑白種

族問題曾被置入美國憲法等立國文獻中，既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卻又同時認

為奴隸僅是五分之三的人；另一方面，當年最高法院大法官直截了當地向印

地安原住民部落指出，他們不能施行轉讓財產的權利，因為征服者的法庭沒

（一）歷史學：當最後一位殖民者士兵離開之後

三、全球基本結構的各項挑戰

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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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立場承認被征服者的伸張正當權利 (Obama, 2020: xv)。   事實上在關於印

第安人慘痛歷史的回顧裡，1534 年梵諦岡教宗還曾應西班牙殖民者的請求

，最後諭令「印地安人是人」(索颯，2003：頁 91)，才延伸後來拉丁美洲

殖民者與當地印度安人的大混血。

　　另外從 1992 年開始的 10 月 12 日哥倫布 (C. Columbus) 紀念日的爭議

升高以來，原本將哥倫布日訂為國定假日的美國，在許多州則以「原住民

日｣取代。而這一天到目前為止都還仍是西班牙的國慶日。面對上述世界歷

史的廓清與挑戰，探討國際正義問題時是否還仍能像羅爾斯一樣抽離現實思

考，把過去西方社會超過五百年以上的殖民歷史脈絡排除在外，在今天愈加

顯得說服力薄弱。正如杭士基 (N. Chomsky) 在《宣傳與公共意識》書中表

示：在 1960 年代之前，我們從沒有真正認識過歷史上的美洲原住民，直到

研究機構以外的學者如詹寧斯 (F. Jennings) 等人的著作出現後，我們在當年

大規模驅趕他們的史實，才第一次部分地潛進公眾的良心中 (Chomsky, N. 

& D. Barsamian, 2001: 194)。

　　克萊恩 (N. Klein) 甚至在《刻不容緩》中引述，2019 年倫敦大學學院一

支科學家團隊於《第四紀科學評論》發表論文指出，何以十六與十七世紀會

有「小冰期」的全球寒化？有力證據顯示，部分是因為美洲原住民在接觸歐

洲人之後遭種族滅絕所致。這群科學家研究發現，隨著數百萬人死於疾病與

屠殺，先前被用於農耕的廣大土地被野生植物與樹木取回，隔離了碳、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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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巴馬八年執政的黑白種族困境基礎上，科茨 (Ta-Nehisi Coates) 在其《美國夢的悲

劇》的「第六年回顧：賠償的正當性」，首度提出美國政府應當對當前黑人處境提出國

家賠償。科茨認為由於美國數百年來對黑人的奴役剝削與迫害歧視歷史，是造成今天黑

人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他認為：如同西德政府為過去納粹德國的暴行，向猶太人組成

的以色列進行賠償一樣；當前美國政府也應對黑人提供實質的賠償，選項可包括現金、

投資計畫、醫療照護或社會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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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球降溫，論文文字這樣描述「美洲原住民的大滅絕致使有足夠的乾淨土

地被棄置，促使碳攝取，而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和全球表面氣溫造成可覺察

的影響」，共同作者馬斯林 (M. Maslin) 稱此為種族滅絕造就的二氧化碳下降

，令人不寒而慄 (Klein, 2019: 159)。

　　此外，十九世紀英國殖民印度的黑暗歷史也在羅爾斯的《萬民法》中付

諸 闕 如。當 1927 年 英 國 要 決 定 印 度 的 未 來 而 成 立 西 蒙 委 員 會 (Simon 

Commission) 時，其中成員竟然沒有任何一位印度人，而英國的工黨竟與當

時的保守黨、自由黨作為如出一轍，對甘地 (M. Gandhi) 來說，這是他決定

與英國分手的最後一根稻草。因為被英國權貴壓迫的英國工黨，竟然在對外

政策上也同樣扮演壓迫者角色，正如法農後來所說的「帝國從不可能在善意

之外放棄任何東西」(Fanon, 1968: 106)，甘地自此之後成為一個「可怕的溫

柔者」，1930 年發起製鹽長征號召之後，印度脫離英國獨立只剩時間的早晚。

　　法農提及當最後一位殖民者士兵離開之後該如何，這些擺脫被殖民的國

家如何走向健全法制的康莊大道，是法農更為憂心的主題。法農預知阿爾及

利亞在未來脫離法國後：在國內方面，將會產生民族主義救亡路線與如何真

正啟蒙解放路線的區分，而前者通常會較易佔優勢，在破除殖民壓制同時自

動建立起另一個剝削系統；而在國際應對上，過去殖民歷史也會留下幾難喘

息的遺產，如 1965 年格瓦拉 (E. Guevara) 在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殖民不久

時演說，他譴責社會主義集團 ( 暗指當時蘇聯 ) 是第二號帝國主義，也在掠

奪他們自己的保護國 (Garcia & Sola, 1997: 152)。

　　事實上，當救亡民族主義其實已完成其階段任務時，真正能夠長治久安

的啟蒙人文主義如何穿過歷史積澱的枷鎖，是法農關心的更為艱難的挑戰。

在內有封建傳統的掣肘、外有國際強權的牽引，這絕對是任何新興國家崎嶇

考驗的真正開始。而這無比艱難的治國大道，絕非羅爾斯以歐美自給自足社

會基本結構所能設想的公平正義那樣簡單；在較為理想的全球基本結構才剛

萌芽起步之際，如此地內外夾擊，時常會嚴重挫敗滿懷素樸期待的國家。曼

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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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 (N. Mandela) 之後的南非，經濟大權依舊牢牢掌握在南非白人手裡是如

此；翁山蘇姬長期抗衡緬甸軍方的情勢，目前也還是如此。

　　康德是十八世紀極少數反對殖民主義的思想家，然在地理學者哈維 (D. 

Harvey)2005 年於加州大學爾灣校區的韋勒克圖書館批判理論講座裡，卻揭

示了令人不安的康德地理學論述 ( 德文譯為法文直到 1999 年完成，而德文

譯為英文則竟遲至 2009 年 )。哈維告訴我們，康德《地理學》被刻意的忽

略縮小化是不符康德自己的評估，康德從 1756 年起講授地理學多達 49 次

甚至超過了倫理學與人類學的各 46 次與 28 次，主要原因是康德受到環境

決定論的吸引，並為其核心形上學反思提供潛在穩定的科學基礎。

　　康德《地理學》大部分的篇幅是致力於描繪自然地理，但他對世界自然

系統中的不同居民風俗習慣的評論，竟迥異於他一向的深思熟慮。以下是哈

維引述康德《地理學》的部分內容，著實會讓許多新康德學派的支持者瞠目

結舌：

　　　　「在炎熱的國家，人在各方面都成熟得較快，但他們沒有達到溫　

　　　帶的完美無瑕。白色人種實現了人類的最完美境界。黃種印度人少

      了幾分天賦。黑人差得多了，某些美洲居民更在他們之下。

　　　炎熱地帶的全部居民都極為懶惰；他們也很膽小。這兩種特質也描　

　　　繪出住在遙遠北方者的特徵。膽怯引發迷信，國王統治的國度則導　

　　　致奴役。奧斯托耶克人 (Ostoyaks)、撒摩耶人 (Samoyeds)、拉伯　

　　　蘭人 (Lapps)、格林蘭島人 (Greenlanders) 等，在膽怯、懶惰、迷

　　　信和渴望烈酒上類似炎熱地帶的人，但缺乏後者的妒忌特質，因

　　　為他們的氣候不會強烈刺激他們的熱情。

（二）地理學：跨國資本移動與全球化生產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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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他們的氣候不會強烈刺激他們的熱情。

　　　　流汗程度過猶不及，都會使血液混濁且黏稠……。山區地帶的人堅

　　　　忍、快樂、勇敢、熱愛自由及其國家。遷移到另一國度的動物和人

　　　　，會逐漸被他們的環境改變……。往南遷移到西班牙的北方人，生

　　　　下的後代不如他們自己那樣高大強壯，在性情上也跟挪威人與丹麥

　　　　人不同」( 哈維，2014：頁 36)。

　　在對康德《地理學》的揭曉後，哈維就接著論述羅爾斯《萬民法》的論

點基礎也是建立在類似康德上述國族性格與文化方面的原始構想，於是哈維

表示，針對如此政治哲學立基的地理學基礎問題，我們必須嚴肅以待而非習

以為常 ( 哈維，2014：頁 38)。對照羅爾斯堅持以封閉社會基本結構的自給

自足為正義理論設想背景，遲遲裹足不前於擺在眼前的全球基本結構，哈維

的地理學提醒提供了重要的解答線索。

　　美洲有兩個 911，可怕的 2001 年紐約 911 眾所周知，然而 1973 年的智

利 911 卻如同 1982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馬奎斯 (G. Marquez) 在瑞典斯德

哥爾摩演說〈拉丁美洲的孤獨〉一般，在空間地理學上「繼續孤寂」。 

1970 年智利大選主張國有化礦產的阿葉德 (S. Allende) 當選總統，目前解

密文件已經證實由美國中情局主導的 1973 年軍事政變，上臺的皮諾契特

(A. Pinochet) 將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曼 (M. Friedman) 奉為國師實行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這中間再透過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 (M. Thatcher) 與美

國雷根總統的繼續推廣，加上柏林圍牆倒塌、蘇聯崩解與中國鄧小平改革

開放下提供龐大廉價的數億勞動力，全球化的地理政治學在人類歷史上首次

整合為一。

11

11
馬奎斯的《百年孤寂》在臺灣有許多譯本，但僅幾頁的〈拉丁美洲的孤獨〉演說內容，

到目前為止仍無任一中譯本附上這「孤寂」主題的重要演說。

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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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有美國做靠山的跨國企業資本家，漸漸成為這個世界的真正老爺

。因為政治人物是有任期限制的，而這些大老闆財產卻可以不斷累積世襲，

跨國大企業慢動作政變傳統民族國家，在接下來數十年後逐漸成真並且幾乎

牢不可破。   在早先時候，這些大老闆還要辛苦地跨國移動，懲罰那些不遵

守新自由主義規則的國家；到了中期則是，將即使是汽車、手機等產業，其

整個生產供應鏈組裝全球化；以至今天，一家公司成功與否，其關鍵並非生

產產品而是經營品牌。

　　在克萊恩 2000 年《No Logo》書中，原來迷戀品牌的克萊恩，看到了

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真實運作圖像，  那是全然排除企業社會責任的「超級品牌

」行銷管理學。   在回應 2016 年超級品牌川普竟然當選美國總統的《不能光

說 No》裡，克萊恩更清楚地說明超級品牌的核心管理學概念：一家成功的

公司，生產的主要商品並非產品而是品牌；他們將製造的工作交由承包商，

由其轉給薪資低廉到不能再低廉的世界各地勞工。克萊恩對於品牌經營的全

球風行草偃，有以下全球力量運作邏輯的話語，她說：「業界的管理階層很

快的達到共識：不使用這種經營模式的企業都太過膨脹了，他們擁有的東西

太多、聘僱的員工太多，被太多事物拖垮。舊時的製造業──自己經營工廠

、對數萬名全職的長期勞工負責──在人們眼中越來越不像通往成功的道路

，反倒成了笨重的累贅。企業的新目標就是成為有名無實的品牌──雖然擁

有的實物不多，但卻必須為一切事物打上品牌的標誌」(Klein, 201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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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拜登 (J. Biden) 在選舉時提出「離岸罰款附加費」(offshoring penalty surtax)，其

內容是未來美國公司若在海外製成產品、運回本土販售，將課徵 28% 公司稅，並額外附

加 10% 懲罰稅。希望藉此抑制美國企業在不同國家間轉移收入和稅收減免的能力。事實

上，早在 1988 年馬凱迪斯 (C. Markides) 和伯格 (N. Berg) 就曾投書《哈佛商業評論》發

表〈離岸製造是個壞生意〉(Manufacturing Offshore Is Bad Business)，批評離岸製造將傷

害企業長期競爭力造成產業空洞化；與其一味降低成本，不如專注提高品質和創新，這

些都是海外廉價勞動力辦不到的。事實上這樣的政策，美國現在是應起帶頭大哥角色，

那麼跨國企業主導民族國家政策的趨勢才能獲得逆轉，國際正義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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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的品牌經營策略，造成擁有資本者人數比例愈少、財富聚斂更極端

，人數數十億以上的勞工呆立在生產線外，不僅自覺一無是處同時因為收入

下降而幾無購買力。

 　　傳統強調經濟發展不會有環境問題的庫茲尼特 (Kuznets) 曲線認為：一

個國家的環境破壞與平均所得的關係是，當平均所得更高時，其環境破壞就

會下降。但真實的情況卻是，高所得國家會將污染輸往別國，此即所謂的「

外部性」。然而對於西方社會來說，從大航海時代所看到無窮盡自然資源、

沒有邊界的殖民「開發主義」，往非洲、美洲的空間得以拓展。而如今，擺

在眼前的事實是已經沒有遠處他方可繼續外部化。這種空間地理學的國際不

正義長期被漠視，為此杭士基特別提到，由於歐盟的廢棄物汙染，破壞了索

馬利亞的海岸線：「他們把有毒廢水傾倒在索馬利亞的鄰近海域，破壞了養

魚場，然後還抱怨索馬利亞人變成海盜」(Chomsky, N. & A. Vltchek, 2017: 

140)。

　　克萊恩在《不能光說NO》中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極端的資本主義

，但當前氣候變遷的事實將會帶來新自由主義的最終章(Klein, 2017: 81)。根

據美國國家科學院(NAS)的調查，地球生態容量在1980年就已達百分百，之

後開始生態透支。這個不斷擴大的生態透支，正在世代不正義地蠶食我們未

來子孫的自然環境。

　　如果說，1992 年的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是全世界第一次大規模的正視

地球生態危機的國際盛會；那麼 2016 年的巴黎氣候協定是聯合國 195 個成

（三）氣候變遷與新冠肺炎對全球基本結構的挑戰

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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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在這氣候峰會中決定繼京都議定書 之後，明確提出要將全球平均溫

度控制在工業革命之後低於攝氏 2 度，並盡可能努力控制在攝氏 1.5 度之內

( 目前已經升高攝氏 1 度左右 )，堪稱是對感受生態大限的重大回應。不過

正如一位加拿大大學生阿帕都瑞 (A. Appadurai) 參加 2011 年在南非德班舉

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所言：「我這一生的時間就是看著你們一直在協商

」( 克萊恩，2015：頁 52)。對於不遵守巴黎氣候協定還是沒有相關的強制

罰責。也因此 2018 年 8 月當瑞典遭遇百年森林大火，當時 15 歲的瑞典女

孩桑柏格 (G. Thunberg) 發起「氣候罷課」運動，引起全球逾百萬人響應。

　　國際間最被信賴的氣候觀察單位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 簡稱 IPCC) 在 2018 年 10 月公布最新氣候調查報告，若按照現在的溫室效

應趨勢，地球最快在 2030 年突破升溫大限，屆時夏季高溫將越來越極端，

北極海甚至出現無冰狀況。也就是說現在人類只剩下 10 年時間能挽回失控

的升溫。該調查報告指出，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已讓地球平均溫度

升溫攝氏 1 度，若持續依現在的溫室氣體排放程度，地球最快在 2030 年突

破攝氏 1.5 度的升溫大限，屆時各地會出現更極端的乾旱、野火、水患、飢

荒，颱風、颶風等嚴重災害，而這些都是大部分現代人很快就會面臨到。這

份具公信力的報告指出，各國政府應立即採取行動，不僅全球淨碳排量得

降低至 45%，且必須在 2050 年以前達成零排放。2019 年 9 月在紐約舉行

聯合國大會期間，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 (A. Guterres) 在氣候行動峰會上表

示「2015 年至 2019 年這五年全球平均溫度，創下人類有記載以來的新高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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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公布一份針對簽訂京都議定書之工業化國家的排放

情況所進行的研究發現，雖然排放已穩定下來，但那是因為國際貿易已允許這些國家將

骯髒的製造搬到中國等地。研究人員的結論是，在發展中國家製造、但在工業化國家消

費的商品，排放的碳比工業化國家省下的碳多六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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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根據世界氣象組織 (WMO) 的研究資料指出，「近五年碳排放量較上

一個五年 (2011 年至 2015 年 ) 增加二成」。WMO 還指出，近五年全球平均

氣溫較工業化時代升高攝氏 1.1 度，較上一個五年增溫攝氏 0.2 度，並提醒

當前的暖化速度大幅超越十年前的預測。古特瑞斯認為各國在這場氣候變

遷的競賽將逐漸失去優勢，這份報告更突顯出人類所採取的行動與暖化速度

，兩者間的差距正在擴大。不過，就如 2018 年 9 月 28 日紐西蘭總理阿爾

登 (J. Ardern) 在聯合國大會中所說：對於全球社區來說，自從聯合國成立以

來，沒有任何事物比氣候變遷更能證明集體行動和多邊主義的重要性。我

們應該要團結起來面對這個問題 ( 查普曼，2021：頁 267)。

　　因此 2021 年拜登一上任，立即重返巴黎氣候協定並逆轉川普過去多項

有害環境的政策，其中包含停止租賃北極野生動物保護區的石油鑽探權以及

撤銷基石輸油管的許可 ( 該油管將從加拿大亞伯達省輸油到墨西哥灣沿岸

的煉油廠 )。另外自 2018 年期中選舉後，紐約州聯邦眾議員奧卡西奧．科

爾特斯 (A. Ocasio-Cortez) 與麻州聯邦參議員馬基 (E. Markey) 於 2019 年 2

月提出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 決議文 (Klein, 2019: 30)，揭櫫綠色新政

要以十年大規模社會動員期，學習當年羅斯福 (F. Roosevelt) 新政經驗，讓

環保與經濟同步前行。而這一切在拜登上任後，行政跟上立法部門共同合

作推廣。拜登預計將提出一項 2 兆美元的計劃，包括以永續發展模式重建美

國基礎設施、打造節能房屋與投資潔淨能源技術等創造眾多就業機會的綠色

新政，以達到 2035 年無碳發電、2050 年碳中和的目標。另外拜登的氣候變

遷特使凱瑞 (J. Kerry) 認為，中國是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但在減碳方

面不夠積極 (2020 年 9 月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承諾，要到 2060 年前才實現

碳中和 )。新上任的拜登不僅要以美國自身作起，同時也向各國施加外交壓

力，要求更積極應對氣候變化。2021 年 8 月 IPCC 更進一步警告，全球正

危險地接近「失控暖化」(runaway warming)，全球平均升溫幅度在 20 年

內就會超過攝氏 1.5 度，比原先的預期快 10 年。

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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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目前全球基本結構另一重大威脅是，不民主與不科學的中國在

2019 年至今所造成的新冠肺炎疫情災難。事實上，當中國謀求霸權指向世

界衛生組織 (WHO) 這個普遍被世人信任的最大公共衛生組織時，很少人會

注意到當中國與世衛不科學地、不實事求是地處理全球公共衛生時，會產生

多大的代價。世衛的秘書長從 2007 年至 2017 年，就由中國推薦來自香港的

陳馮富珍擔任；而自 2017 年起，則繼續由中國支持的來自非洲衣索比亞，

曾任該國衛生部長、外交部長但專業爭議不斷的譚德塞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接任。而當被世衛排除在外的臺灣，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向

世衛通告病毒有人傳人的跡象時，世衛竟僅以「知道了」回應而無所作為。

世衛官方聲明從 2020 年 1 月 5 日起一開始袒護中國掩蓋疫情，一直到 1 月

30 日才對疫情發出最高級警報「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而令人遺憾的是時任美國總統川普雖早在 1 月份就得知新冠肺炎的可怕

，但他卻以不想製造恐慌為由刻意淡化其嚴重性。曾經揭發美國水門案的華

盛頓郵報記者伍華德 (B.Woodward)，在 9 月出版的《憤怒》書中指出，中

國武漢封城五天後的 1 月 28 日，副國安顧問博明 (M.Pottinger) 就認為全球

顯然面臨等同於 1918 年西班牙流感所可能造成的可怕衛生事件。十天後的

2 月 7 日，川普確曾致電伍華德，指稱疫情遠比他公開發言時所說的還要嚴

峻。但川普竟在同一時間的公開發言說，此疫情並不比季節性流感嚴重、病

毒很快就會消失，以及一切都在政府掌控之中。3 月 19 日伍華德在訪問中

詢問川普：為何改變對新冠病毒嚴重性的看法？川普直言：「我之前就是想

要淡化，現在還是想要淡化，因為我不想製造恐慌」(Woodward, 2020: 286)

。川普對疫情的漫不經心應對 (包括對口罩的排斥 )，被認為是美國疫情後來

失控的主要關鍵。

　　而拜登一上任立即停止美國退出世衛的程序，並派他的首席醫學顧問佛

奇 (A. Fauci) 率團參與世衛執委會會議，並在 21 日會中發表演說。此外，

拜登也啟動「100 天戴口罩挑戰」計畫，要求民眾盡他們國民義務，未來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十四卷第二期



．129．

100 天戴上口罩。拜登同時簽署行政命令，規定所有聯邦政府人員與臨時雇

員在大樓內皆需配戴口罩，並保持安全社交距離。另外，為了確保聯邦政府

能 迅 速 對 抗 疫 情，行 政 命 令 中 也 設 立「2019 冠 狀 病 毒 應 對 協 調 官」

(COVID-19 Response Coordinator)，將負責協調跨部會疫情應對，包含疫苗

的生產與配發。拜登一連串針對美國疫情的應對政策，讓美國慘重的疫情看

到改善曙光。

　　過去人們思考問題主要在一國之內，然在經歷西方五百多年的殖民過程

後，如今人們必須從全球化國際角度思考，才能掌握問題核心。就以今天歐

美社會的反移民聲浪，我們看到西方世界向全世界要求商品自由流通、反對

鎖國 ( 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甚至為此向當時的大清王朝發動鴉片戰爭 )，不管

在說理或道義上，當然也不能阻止人員的自由流通。然而排外的反移民問題

，如今變成西方社會的重大分歧，重新洗牌過去左右派之間的分野。目前城

市的接受移民與鄉村的反對移民，成為歐美國家的普遍難題。所以對此問題

的國際正義提問是︰歐美社會排斥外來移民的風潮，與其幾百年來要求世界

各地開放市場，是否有前後不一的雙重標準？而這些二十一世紀的關鍵難題

，對於主要生活在二十世紀的羅爾斯要能清楚理解，確實是強人所難。

　　萊寧在《羅爾斯政治哲學導論》裡特別提及，他這本導論參考了羅爾斯

的全部著作，從 1951 年羅爾斯第一篇論文〈簡論適用於倫理學的一種決策

程序〉開始，其後 50 多年的羅爾斯學思歷程，包括直至 2007 年才被整理出

版的《政治哲學史講義》，嘗試進行一個整體的闡述。我們看到晚年的羅爾

斯，是如何努力回應新時代國際正義議題，特別是關於傳統伊斯蘭教法可以

如何與時俱進地創造性轉化。

四、全球基本結構的國際正義運作與監督

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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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爾斯不只參加 1967 年在華盛頓的反對越戰會議，1969 年在哈佛大學

的春季學期，他還開設了一門「戰爭問題」課程。羅爾斯認為造成這場不義

之戰的癥結在於財富分配嚴重不均，美國政治的運作方式，允許有錢人和大

公司 ( 尤其是軍火工業 ) 通過其捐助政黨和政治組織去掌控政治競選。羅爾

斯有以上的國際認知理解，然為何在《一種正義理論》將基本結構設定在一

國之內而非國際，而到《萬民法》時才開始面對國家間的正義問題？

　　羅爾斯在《一種正義理論》裡的第 40 小節說明其公平正義如何作為康

德式的詮釋，而到其《政治自由主義》時才修正說明，康德哲學仍是一種道

德式建構而非政治式建構。事實上公共生活的真實情況是，每個人、每個族

群、每個民族的認知都是有限的。但人類明明知道自己的所知與經歷都是部

分有限的，但卻永恆地都傾向將這部份擴張解釋成無限與全部，這是人性認

知的弱點所在。就如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裡闡明的，這種經驗認知是

一種判斷的負擔，如何將這人性無法避免、傾向全知的「全面性教條」

(comprehensive doctrine) 認知，提升到反省自己有限的「合理的 (reasonable)

全面性教條」信念，這正是公共政治生活可以獲得「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 的關鍵所在。

　　另外透過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印度裔思想家比爾格雷米 (A. Bilgrami)  

的介紹，羅爾斯在《萬民法》書裡外加的〈再論公共理性的理念〉提及，傳

統伊斯蘭教法可以如何與時俱進地創造性轉化。羅爾斯藉由 Abdullahi 

Ahmed An-Na’ im 詳細說明早期麥加與晚期麥地那的《可蘭經》演進歷程。

An-Na’ im 在 1990 年出版的關於伊斯蘭宗教改革的著述認為 ( 主要援引已

故蘇丹作者 Ustadh Mahmoud Mohamed Taha 的觀點 )，傳統上對伊斯蘭教法

（一）晚年羅爾斯國際正義論的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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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格雷米也與薩依德 (E. Said) 熟識，薩依德《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的序言，即是他

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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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一直是以穆罕默德晚期麥迪那教誨為依據，但事實上穆罕默德早期的

麥加教誨才是穆斯林永恆且根本的啟示。An-Na’ im 表示，為了更現實性與

實用性的 ( 在西元七世紀的歷史脈絡下 ) 麥迪那教誨，最高的麥加教誨和原

則竟被拋棄了，因為當時社會還未達麥加教誨的實行做好準備。如今歷史條

件已經改變，An-Na’ im 相信，穆斯林現在應當遵循早期麥加時期教誨來詮

釋他們的伊斯蘭教法，而這教法是支持立憲民主、男女平等與宗教信仰上的

完全自由，而這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原則並無二致。An-Na’ im 進一

步說明：「《可蘭經》沒有提到憲政主義，但人類的理性思維和經驗已經表明

，憲政主義對實現《可蘭經》所描述的公正善良社會而言十分必要。對穆斯

林來說，以一種穆斯林方式來證成與支持憲政主義不僅重要且休戚與共，至

於非穆斯林則是有其世俗或其他證成方式。由於所有人都同意憲政主義原則

，包括完全的平等以及不得有性別與宗教歧視，所以每個人都是根據他或她

自己的理由來達成這種同意的」(Rawls, 1999b: 151)。

　　羅爾斯至此對伊斯蘭文化的理解，加上對基督教世界各派別引發的宗教

戰爭，甚至是新教普遍的上帝選民論與白人至上主義，其萬民法中應可捨棄

原本特殊設定的穆斯林國家「卡贊尼斯坦」，因為大家面臨的處境大致一

樣。 

　　不過羅爾斯仍舊不接受「全球差異原則」以及反對世界政府的存在可能，

認 為 對「受 不 幸 條 件 所 牽 累 的 社 會」(societies burdened by unfavorable 

conditions) 只需進行適當的國際援助。事實上，羅爾斯的「國際援助」政策

，會讓他再次受到國內與國際標準不一的批評。因為羅爾斯在國內積極設定

15
薩依德曾不滿地表示：「我們每個大學裡的幾乎每一項中世紀研究計畫都照例忽略了中

世紀文化的高峰之一，就是 1492 年之前的穆斯林安達魯西亞」(Said, 2004: 54)。事實上

，1492 年之前的安達魯西亞穆斯林摩爾王朝，是鼓勵羅馬公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和

平共存，反而是取代摩爾王朝的卡斯提爾女王伊莎貝拉一世 (Isabel I) 一統西班牙之後，

以羅馬公教之名廣設宗教裁判所，迫害其他宗教致使他們出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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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基本結構並反對福利國家慈善基金會的運作。羅爾斯認為社會基本結構

的正義制定，是制度上的有效公平運作；然而慈善基金會則是社會基本結構

公平稅制之外的額外補償救濟。而確實目前慈善基金會的運作方式是，大量

減低企業應繳交的稅使其成立慈善基金會，而制度根本的國家稅收卻呈現嚴

重赤字，造成目前本末倒置的現象。事實上從國內向國際往外推，社會基本

結構蛻變成全球基本結構，而國際援助不就是慈善基金會概念的向外延伸版

。更何況回顧這些「受不幸條件所牽累的社會」，特別是透過世界歷史學與

地理學的檢視，不正就是過去五百多年來西方殖民主義政策所造成的牽累災

難，而今依舊持續不斷地加大這些「不幸條件」的強度。

　　如果西方社會仍然堅持上對下的國際援助姿態應對國際正義問題，不願

坐上有世界歷史地理脈絡的公平談判桌，商討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

可能達成？那麼如今在中國、印度、巴西與印尼等人口大國要繼續進行經濟

發展優先的國家政策時 ( 正如巴西人說他們也有權利過好日子而破壞亞馬遜

雨林時 )，西方社會如何能有正當理由，說服他們要放棄經濟發展而保護生

態環境？

　　事實上，格瓦拉早在 1965 年的阿爾及利亞演說時，提出了一個「全新

的國際關係概念」，其要點有三：一是公平轉讓知識，放棄現行的專利許可

做法，讓不發達國家可以得到發達國家的技術；二是尊重各地的文化，也就

是提供服務的專家必須以身作則，理解環境、語言與風俗習慣的差異；三是

重開債務談判，讓不發達國家擺脫沈重的外債負擔 ( 卡爾豐，1999：頁 456)

。這個當時被視為烏托邦的國際政策，如今看來卻顯得務實且迫切。

　　就如同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應對，後來日漸恢復正常運作的 WHO，其

所建立的疫苗全球取得機制 (COVAX) 平臺，即是希望未來疫苗的研發成果

能夠公平普及於世界各國。然現實上，我們還是看到超買疫苗的仍都是歐美

日等先進國家，高所得國家人口佔全球的 16%，但卻掌握約 60% 的疫苗劑

量。英國傳染病專家法拉爾 (J. Farrar) 指出，倘若只有部分國家讓大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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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仍無法控制疫情，將會導致病毒出現更多變異。事

實上在全球化地球村時代，只要有一定比例國家缺疫苗而管控不好疫情，那

麼這些大國的疫苗防疫非常可能會受到國際疫情的再反撲。所以，目前先進

國家要巴西保護雨林，但在疫苗取得上卻依然搶購超買，無論如何這正是我

們國際社會的真正現實；希望這次能透過國際輿論的制衡，可以漸漸趨近於

如前面格瓦拉所期待的一個全新的國際關係。

　　薩依德曾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表示：「美國不是普通大國，是一個

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最後超級強國，在全世界幾乎每個地方經常行駛干預權的

國家。美國公民與知識分子對美國和世界其餘部分之間關係的發展，具有一

種特殊責任，……」(Said, 1994: 54)。

　　事實上在上個世紀蘇聯瓦解後，美國成為世界史上第一個需要定期改選

的世界唯一政經軍超強國家。在政治與軍事上，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國際政治

的否決權與軍事武器超強，不需多說。但很少人知道，美國也是國際經濟上

的唯一超強。原因是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這兩個聯合國附屬的最重要國

際金融機構，其組織運作並非每一國都票票等值，而是以其經濟實力等比增

加。而這兩個機構的決議都需要85%的多數，而單單美國在這兩個機構就分

別享有17%左右的權值票，如此等於讓美國單獨擁有國際經濟政策的否決權

。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目前的自由與保守兩邊區分，還有四大族裔(白人、

黑人、拉丁裔與亞裔)的人口分布也幾是當今世界縮影。 

（二）全球基本結構的力量王國如何運作

16

此一縮影，某種程度說明 2004 年 7 月 27 日歐巴馬在美國波士頓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

〈無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 演說，可以是他一舉成名並邁向 2008 年美國總

統大選勝利的關鍵表現，因為他說出新時代美國的新聲音。在演說中歐巴馬先定調羅爾

斯的一國之內社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他訴諸大家應勇於希望團結與對話的美

國夢：今晚我要對過去的美國說，未來沒有所謂的自由美國與保守美國，只有美利堅合

眾國。沒有甚麼黑人美國、白人美國、拉丁裔美國、亞裔美國，只有美利堅合眾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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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愛爾蘭搖滾團體 U2 的 1987 年專輯〈約書亞樹〉，其原本名稱是〈

兩個美國〉，專輯中的歌曲述說著美國對拉丁美洲的光明與黑暗。事實上我

們發現羅爾斯在《萬民法》中，其在對一國之內的民族區分為五類時，究竟

美國是「合理自由主義民族」(reasonable liberal peoples) 還是「法外國家」

(outlaw states) 並沒有明說 ；  而且羅爾斯也明白表達反對美國在二戰之後推

翻智利、瓜地馬拉、伊朗與尼加拉瓜等民主體制國家，並認為那是少數寡頭

利益團體驅使美國政府的非法秘密行動 (Rawls, 1999b: 53)。晚年羅爾斯強烈

意識到，未來的美國究竟是趨向光明還是黑暗，總統是政治家還是政客至為

關鍵。

　　誠如在前面「一」提及，馬克思與韋依皆共同提及力量王國在現實世界

的絕對主導力。而在理想層次的論述上，韋依在後面〈《伊利亞特》，或力量

之詩〉與其同一主題續篇〈從一部史詩看一種文明的終結〉與〈奧克文明啟

示何在？〉，她更清楚地陳述社會力量的主導力。力會讓人變成物，即使是

活生生的人，因為力的驅使也會早早成了物。這種現實是人的苦澀，也是人

的共同艱難。韋依認為「只有認知力量王國，並懂得不去順服這個王國，才

有可能去愛，並做到公正」( 韋依，2012：頁 35)。

　　此外，在現實層次的分析上，前面批評康德與羅爾斯的哈維在《資本之

謎》裡，進一步衍生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機器和大工業」

第四個附註中提及機器演化的達爾文 (C. Darwin) 與維科 (G. Vico) 概念，哈

維提出七個資本主義演化活動領域 (activity spheres)，分別是：「技術和組織

形式、社會關係、制度和行政安排、生產和勞動過程、與自然的關係、日常

生活和人類的再生產以及對世界的心智概念。這些活動圈沒有一者獨占主導

地位，但也沒有一者與其他活動領域毫無關聯。此外，任一活動領域也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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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除了「合理自由主義民族」、「法外國家」與前面提過的「受不幸條件所牽累的社會」

外，羅爾斯在書中還提了「正派民族」(decent peoples)與「仁慈的絕對主義(benevo-

lent absolutisms)社會」兩種(Rawls, 1999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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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活動領域所能集體決定。每個活動領域會自行演化並總是與其他活動領域

保持動態互動」(Harvey, 2011: 123)。也因此，哈維認為對資本主義的挑戰是

何等艱鉅，因為需要大幅改革的地方必須遍及以上七個活動領域。1917 年

蘇維埃的最終失敗，如今看來即是輕忽了這有機組合的七項要素，天真地認

為只要改變生產力就可以走上共產主義的道路。

　　因此，作者主張必須從資本主義內部進行點滴改革，特別是歐巴馬的八

年執政遺產，讓我們看到全球基本結構的超級力量王國竟主動帶來變革。而

這或許是歐巴馬 2009 年一上任當年，就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主要原因，雖有

爭議但卻是當時頒發單位的高度期待。

　　事實上，美國在經歷 1974 年尼克森 (R. Nixon) 總統水門案辭職與 1976

年美國最高法院「巴克利訴瓦利奧」政治獻金無上限之後，1976 年當選的

卡特 (J. Carter) 總統之後的民主黨發展與 1980 年當選的雷根總統之後的共和

黨發展，約略可區分出光明與黑暗的美國 ( 當然不可能全然二分沒有例外 )。

　　我們發現在此之後民主黨主政下的美國，是光明面大於黑暗面的全球基

本結構較被重視的美國多邊主義政策。民主黨從卡特、柯林頓 (B. Cliton)、

歐巴馬與現在的拜登對於改善貧富差距、生態環境與約束跨國企業課以責任

是遠大於雷根、布希 (G. Bush) 父子與川普。特別是卡特與歐巴馬分別在

2002 年與 2009 年，以致力解決國際紛爭與積極促進非核武器世界獲得當年

度的諾貝爾和平獎，而兩人同時也是 2003 年英美聯軍攻打伊拉克的公開反

對者。

　　而確實歐巴馬的八年執政經歷 (2009-2017)，讓全球基本結構的國際正

義問題，清楚呈現並挑戰著大家。在其《應許之地》書中提及關於氣候變遷

議題時，歐巴馬說明雖然 2009 年哥本哈根議定書最終一事無成，但他當時

竭盡全力甚至硬闖中國總理溫家寶與巴西、印度與南非等國領導人「期待一

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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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無成」的密會，   為 7 年後全世界都要遵守減碳標準的巴黎氣候協定立下

重要基礎。而更特別的是，2011 年當利比亞統治者格達費 (M. Gaddafi) 準備

摧毀自己國家的第二大城班加西，引發可怕的人民傷亡時，歐巴馬說：「大約

此時，各界不約而同發出呼聲，首先是人權組織和部分專欄作家，再來是國

會議員和眾多媒體，紛紛要求美國採取軍事行動，阻止格達費的暴行。就許

多方面來看，我認為這象徵著道德的進步」(Obama, 2020: 654)。事實上歐巴

馬會這麼說的原因是，他在回憶錄中像羅爾斯《萬民法》一樣，也清楚明言

過去美國在國際社會中如何扮演可怕黑暗的角色，而今過去負面力量被期待

扮演正面力量，而確實當前世界也只有美國有真正軍事能力阻止格達費的暴

行。3 月 17 日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下，歐巴馬啟動任內首次軍事干預行

動，並最終順利達成國際輿論所期待的人道救援。《來自地獄的問題：美國

與種族滅絕時代》的作者鮑爾 (S. Power) 對歐巴馬這麼說：「這是現代史上

最迅速地遏止大規模暴行的國際軍事干預行動」(Obama, 2020: 668)。

　　雖然繼任歐巴馬的是白人至上主義的川普，其後來四年的作為重回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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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歐巴馬闖進會場後，對著主導這一切的溫家寶喊話：「溫總理，已經沒有時間了，就讓

我打開天窗說亮話，我認為，在我走進這房間之前，你們的盤算是，當你們離開這裡時

，可以一致對外聲稱，美國應對此次氣候峰會未能達成新協議負起責任。你們認為只要

堅持夠久，歐洲國家必定會在情急之下同意簽署另一〈京都議定書〉條約。問題是，我

對他們說得很清楚，我無法說服美國聯邦參議院批准你們盤算中的條約，我想歐洲各國

或加拿大、日本等國選民也不會樂見自己國家的產業因減碳規範而處於競爭劣勢，也不

想放任碳排放大國不管，而繼續花大錢幫助貧窮國家因應氣候變遷。當然，我也可能錯

了。也許你可以說服所有人，美國應受責難。但這樣做並不能阻止地球暖化。請記住，

我也有自己的傳播管道，而且聲量很大。如果我離開這個房間時沒有獲得想要的協議，

那麼我首先會到樓下大樓，向守候在那裡的國際媒體表示，我準備承諾大幅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並提供數十億美元的新援助款，但你們卻都決定最好甚麼都不做。我也會對所

有可能從新援助受益的貧窮國家，以及你們國家受氣候變遷之苦的人民說同樣的話。我

們看看到時候他們會相信誰」(Obama, 2020: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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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黑暗遠高於光明的美國政策，然就如歐巴馬在川普當選當下回應柯茨時所

說：「要對美國的長期趨勢保持樂觀，並不意味每一件事都必須平順進行。

美國有時會前進，有時會倒退，有時會偏移，有時會曲折迂迴」( 柯茨，

2019：頁 426)。事實上川普單邊主義以及管控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不及格下，

不僅造成美國與歐盟、阿拉伯世界等地區的扞格，同時也讓美國內耗弱化。

在 2020 年美國大選選民的踴躍投票下，   曾任歐巴馬副手八年的拜登取代川普

，目前美國可說重回多邊主義的對外政策。

　　目前在臺灣，許多人對歐巴馬的中國政策多所誤解，認為歐巴馬在中國

崛起過程迴避、放寬或違反所有談妥的國際商務規定，加速中國在全球供應

鏈裡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但就如前面歐巴馬對溫家寶的氣候變遷政策喊話外，

歐巴馬也在回憶錄裡提到，他上任時美國經歷了 2008 年金融海嘯後，中國

握有超過 7000 億美金的美債，也累積了大量的外匯存底，因此是管控金融

危機的必要夥伴，所以未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 (Obama, 2020: 475-476)。事

實上習近平一連串違反國際期待，是從 2018 年修憲讓國家主席任期無限制

開始，歷經 2019 年對香港愈加嚴厲的「一國一制」以及 2019 年起對新冠肺

炎疫情隱匿造成目前全球浩劫後，目前美國對於中國上述發展的抗衡，已是

朝野不分黨派的共識。

　　「全球基本結構的國際公平正義如何可能」在康德與羅爾斯都還是認為

不可能達成；但進入這個世紀後，雖然目標艱難但卻無可迴避，如今天的氣

候變遷與遊走國際間的跨國企業等棘手問題。而究竟是光明或黑暗的力量王

19

2020年美國從黑暗再次走向光明，美國選民的踴躍投票實為重要，拜登當選的最關鍵原

因是投票率高過六成甚至接近七成。過去幾十年的大選歷史顯示，只要投票率高過六成，

民主黨候選人很難不會當選。事實上美國投票日是星期二，由於不放假因此受薪階級上

班族(這族群投票傾向較多是民主黨)要投票，必須要很有熱情或特殊原因才會登記選民

並投票。但由於受到疫情影響，這次提前親自投票與郵寄投票的美國選民超過一億人，

彌補了投票日未放假所造成的上班族投票權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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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國，對達成「全球基本結構的國際公平正義」是非常重要的變數。而世

界輿論也更應督促美國走向光明道路，不應將目標僅侷限在狹義的美國國家

利益上，而是將目標指向更長遠的全球基本結構的公平正義上。因為，只有

全世界變得更好，美國國家利益才能獲得真正長遠的保障。

　　1845 年法國對普魯士要求驅逐馬克思，於是馬克思逃亡到比利時的布

魯塞爾。12 月 1 日，馬克思宣布脫離普魯士國籍，並表示無意加入任何外

國國籍，成為一個沒有國籍、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工作的世界公民。

　　而世界公民終於成為更多人心中的理想與實踐是在 1960 年代。「胡，胡，

胡志明；切 (Che)，切，格瓦拉」，這是 1968 年 5 月巴黎學運廣場上學生們

響徹雲霄的口號。成千上萬法國學生加入遊行行列，其訴求的主題並非自身

利益，而是關心遠在千里之外的越南與拉丁美洲人民。

　　另外對世界輿論的期待，是在 2003 年 3 月英美聯軍攻打伊拉克之際，

來到了日漸成熟的時機點。早在戰爭前一個月的 2 月 15 日全球上千萬人遊

行，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戰行動 ( 事實上，在此之後美國再也沒有發

動大規模的入侵他國軍事行動 )。歐洲新康德學派哈貝馬斯與德希達 (J. 

Derrida) 為此聯名發表文章，直指這一天是象徵歐洲公共領域的誕生 ( 李維

等編，2007：頁 34-36)。而在 3 月 21 日戰爭發生之前，全世界反戰言論與

民眾抵制的規模可說是空前的，杭士基認為這就是目前能制衡美國的第二超

級大國──世界輿論 (Chomsky, 2004: 10)。本文認為杭士基的世界輿論正是

未來世界政府的重要地基。

　　哈貝馬斯 2004 年針對 2003 年戰爭發表《分裂的西方》指出：美國公然

違反國際法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已使自己規範性權威頹圮於廢墟之中。哈貝

（三）形塑世界公民輿論的監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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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並將美國如此走向單邊主義霸權的原因，歸結為美國承襲的是穆勒 (J.S. 

Mill) 的自由民族主義，而不是現在歐洲希望的康德世界公民主義。自由民

族主義背後的價值觀是穆勒的功利主義。穆勒會認為，迫害屠殺他認為落後

的野蠻人是合乎道德的，因為這是為他們好、目的是進步的，而手段是有效

地服務於這個目的。然而更早之前，當康德談到同樣一個問題時卻認為：即

使有理由相信，暴力對付野蠻人可能對人類有利，……但所有這些好的動機

，都不能洗刷這種手段的不正當。顯然今天聯合國是建基在穆勒的自由民族

主義之上，以致衍生成如此困境。哈貝馬斯的說明，讓我們意識到有另一種

更好的立基選擇，那就是康德世界公民觀點  的平等普遍主義 (Habermas, 

2006: 35)，並由此基礎設想有效的制度制衡之道。

　　由於小布希在 2003 年發動戰爭引起全球幾千萬人上街遊行反戰，其單

邊主義作為更讓美國與其歐洲盟國間形成一道無形的圍牆。而 2008 年剛獲

民主黨提名總統候選人的歐巴馬，隨即在 2008 年 7 月 24 日飛往在德國柏林

布蘭登堡門前發表意在破除這一無形圍牆的〈我們需要一個團結的世界〉演

說，引起熱烈回響 ( 其網路連結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OAhb06Z8N1c)。演說中歐巴馬以世界公民自稱 (a fellow citizen of the world)，

「提及二十世紀教導我們休戚與共，二十一世紀揭開一個人類史上最緊密交

織的世界。……在這個新世界，這些危險洪流的侵襲速度之快，讓我們來不

及阻擋。這是為什麼我們承擔不起分裂。沒有一個國家，即使再如何的強大

，可以單獨戰勝這些挑戰。」

　　面對上述嚴苛障礙而繼續艱難前進的過程裡，我們看到歐巴馬自2008年

競選美國總統開始，其善用網際網路競選被認為是開創新時代的典範：在社

20

雖然康德在 1795 年〈永久和平論〉裡論述世界政府的不可行，但他在 1784 年書寫的〈

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歷史概念〉卻早已揭示世界公民觀點 (Kant, 1970)。在康德那個時

代，即使經歷十多年的反覆思考，康德依然還是停留在有著世界公民視野，但卻沒有世

界政府藍圖的困境。這之中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難以連結，至今依然挑戰著進入二十一世

紀的我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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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基本結構邁向全球基本結構的過程裡提供科技上的可能。我們甚至可以這

樣對比：1960年的美國大選，甘迺迪(J.Kennedy)開創了電視競選時代；而

2008年的美國大選，歐巴馬則開創了網路競選的新時代。事實上，隨著人們

人手一機的全球網際網路使用，歐巴馬在第二任期的尋求溝通對話的對象，

也明顯地從美國公民擴展到歐洲公民以至於全世界公民。這位多元混血出身

的美國總統，在他2012年剛連任成功之後，隨即出訪泰國、緬甸與柬埔寨。

並在2016年3月、5月與9月分別到訪古巴、越南與寮國等過去與美國敵對國

家展開和解對話。在歐巴馬所到世界各地之處皆廣受歡迎，特別是他最喜歡

與各國年輕學子的面對面對話。 而2020年美國大選拜登所代表的多邊主義

重新獲得較多數美國選民的支持，更是讓這凝聚力更強。透過這次美國大選

數位科技的快速傳播，儼然世界公民社會更加成熟。

　　而在經過 2003 年全球反對英美聯軍攻打伊拉克的反戰世界輿論成形後

，加上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歐巴馬的八年執政，本文認為目前全球基本結構

的國際正義面臨以下兩大嚴苛挑戰。

　　第一是川普所代表的白人至上主義、種族優越論。即使川普四年任期為

充滿爭議的白人至上執政基調，　但他即使連任失敗卻還是囊括了美國總統

五、應許之地的挑戰與允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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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使在1975年之前有著越戰的慘痛歷史，歐巴馬在2016年5月的胡志明市(西貢)行程，

竟有接近兩百萬民眾沿街歡迎以及稍晚年輕學子與他的親切互動。歐巴馬甚至向越南和

古巴的年輕世代共同期勉，「我們可以」擺脫歷史牽絆、樂觀看待未來。

蜜雪兒．歐巴馬 (M. Obama) 在其《成為這樣的我》結尾裡，特別提到 2017 年 1 月當她

不得不參與川普的就職典禮時這樣描述著：「第三度坐在美國國會山莊前的就職典禮看臺

上，我努力壓抑著自己的情緒。前兩次就職典禮的多元活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了無

生氣的整齊畫一，即過去我常常遇到的景象：放眼望去清一色白人男性，權位愈大愈為

明顯……」(Obama, 2018: 418)。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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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史上的第二高美國選民的支持 ( 近 7422 萬普選票 )。誠如羅爾斯在《政

治自由主義》語重心長地說著：「這個合理的社會既不是聖人的社會，也不

是自私的社會。它是我們凡人世界的一部分，不是我們認為有很多德性的地方

，事實上，我們將可能永遠無法找到德性」(Rawls, 1996: 54)。透過今天寰

宇地理學的認知，我們發現明王朝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穿越北大西洋的航海

技術相比實在好太多了，但北太平洋與北大西洋的空間距離相比也真的大太多

了，將近半個地球寬的北太平洋是人類早期航海技術的無可踰越。而在世界

歷史學的穿透認知下，我們才漸明瞭當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非洲黑人以及後

來美洲印第安人的奴役劫掠上。   任何族群倡導的種族優越意識實屬虛妄。

　　第二個障礙則是躍升碳排放最高的中國(看來印度與巴西將尾隨之後)，

其高漲的民族主義遠遠凌駕於啟蒙人文主義所帶來的威脅。原本世界期待中

國在經濟發展會帶來政治民主，但現在卻走向數位極權國家之路。在國家名

譽高過一切之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至今中國竟然在意的是要求世人不可

將病毒疫情取名武漢肺炎。目前中國對疫情的大內宣、大外宣，依然高過如

何朝向民主與科學管控疫情的正辦方向。法農生前所擔憂的，脫離殖民之後

的新興國家，其民族主義會蓋過人文主義的發展方向將會是可怕的未知。法

農早有預見的憂心，如今在中國竟成寓言實例。

　　歐巴馬以無畏希望向人民允諾應許之地，的確還尚待努力。甚至由於他

的八年作為擾動了原本舊秩序框架，呈現更多問題遠比他想改善的問題多太

多。他在白人為多數的國度裡，成為第一位黑人總統但依舊無法改變黑人繼

續被傷害的事實，甚至來到必須發起「黑命關天」運動；他到阿拉伯中心埃

及開羅大學演講，主張基督教世界必須與回教世界和平共處，甚至不迴避最

23

23

在生物演進的「種屬科目綱門界」理解後，20萬年前我們實全都是智人種，然在持續開

發主義的繼續掠奪下，我們現正經歷地球誕生以來的第六次生物大滅絕：45%的昆蟲因

氣候變遷而絕跡，60%的動物在過去50年內消失(Klein, 201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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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手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非法屯墾問題，然而卻引發阿拉伯之春以及後來

敘利亞難民問題造成歐洲反移民浪潮；他到中國期待與這個新崛起的世界力

量對話，一起朝向西方社會設定的國際秩序共存共榮，但卻真心換絕情地前

恭後倨。歐巴馬拉升著美國與世界各地真誠的互動對話，但國內白人至上者

卻不領情，一方面說他的外交之旅是道歉之旅，一方面質疑他的夏威夷出生

地證明有問題，並認為他是個穆斯林社會主義者。結果真實的情況是，歐巴

馬實際所引發的問題遠比他期望解決的問題多更多。

　　誠如蜜雪兒說的，當她第一次看到歐巴馬在芝加哥遠南區從事社區工作

時，他的願景遠超出她的想像，蜜雪兒說：讓自己脫離困境是一回事；但設

法讓整個地方脫離困境，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Obama, 2018: 117-118)。我們甚

至可以延伸蜜雪兒的話說，要讓全美國以至全世界可以脫離困境、朝向我們

認為應有的樣貌前進，那是更為艱難的另外一回事。

　　究竟未來的美國是更多走向 2003 年小布希攻打伊拉克，還是走向 2011

年歐巴馬保護利比亞平民？在聯合國尚未蛻變為世界政府之前，正如本文前

面所提及的「全球基本結構的力量王國如何運作」以及「形塑世界公民輿論

的監督力量」，事實上美國選民的投票行為至為關鍵。不管是都市或鄉村的

美國選民，還是介於其間的城郊 (suburb) 美國選民，其之間持續不斷的對話

溝通，然後做出有利於美國、也有利於全世界的投票選擇，是目前全球基本

結構可以趨向公平正義的最大允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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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spond to Rawls' unfinished discourse on internation-

al justice. The first is to explain why Rawls opposes 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basic structure and believes that the world government will be large and 

unjustified. The second is to explain how, after Rawls' death, getting rid of West-

ern-centric history and geography made the issu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global basic structure imminent. With these developments, we must transform from 

the social basic structure to the global basic structure to establish a more universal 

standard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 third is due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major 

changes in digital technology, coupled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neumo-

nia  around the world. By contrasting Rawls at the end of The Law of Peoples asks 

"whether it is worthwhile for human beings to live on the earth",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we must face up to the key influence of the power kingdom in the basic global 

structure of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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