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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尼任與畢克勒的 IPE 理論 

「政治經濟學」最早是由法國人蒙特奇雷丁（Antoyne de Montchrétien, 1575-

1621）於 1615 年提出。在當時的重商主義12氣氛下，他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

究國家如何利用經濟活動來增加國家財富，累積國力的理論。然而，被譽為「經

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則主張價格機制是一隻看不見

的手，政府（政治）不應干預，而是讓市場（經濟）在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與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下，達成最適均衡與發揮最大的效率13。因此，自亞

當斯密以後，主流的學術領域就是將政治、 經濟二分。 

政治研究垂直的面向﹕權力、權威、命令、 操縱與不和諧，而經濟則是水平

面的探討﹕財富、資本、福利（well-being）、自由選擇、交換與均衡。 (Nitzan & 

Bichler, 2000: 67)權力與資本截然二分是現代社會思想的基本信條，「權力」通常

屬於政治研究主軸，而「資本」則歸於經濟領域。大部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

整合政治與經濟、國際與國內，並以「國家」為中心，而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則

是從「國際關係」出發。

本章將在以下三節中依序介紹尼任與畢克勒兩位學者的理論根據，「差異資

本累積理論」（Differential Accumulation)、資本權力論(Capital as Power)，以及武

器－石油美元集團(The Weapondollar-Petrodollar Coalition)等理論，作為筆者分

析美伊戰爭的論述依據。

12 重商主義的時代是 16、17 世紀的 200 年間。主要經濟思想有五﹕金銀量是國家富強的指標、 追求貿易順

差、管制進口、壓低國內價格、提出貨幣數量增加的物價上漲效果。參閱（林鐘雄，1981：15-20）
13史密斯的時代背景是十八世紀後半葉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當時古典經濟學家支持新興中產階級，反

抗舊體制(ancien régime）。參閱（黃東煬、陳立譯，2006: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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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尼任與畢克勒的理論根源

尼任與畢克勒的「資本權力論」(Capital as Power)是受到新制度主義的韋伯倫

(Thorstein Veblen)啟發而來。自亞當斯密之後，學術界逐漸將政治與經濟分開研

究，雖然政治經濟學者如馬克思，嘗試重新結合權力與福利（well-being），但

由於政治、經濟早已被接受為不同領域，因此結合仍是相當脆弱。而資本理論更

是政治、 經濟二分化下的受害者14。學術的部門化使資本理論牢牢掌握於經濟學

家手中，使其強調物質因素，而完全忽略權力，另外一方面，政治學家又過於

重視權力而忽略了資本的影響力。相較於新古典學派以要素生產力 (factor 

productivity)為基礎來建構資本理論、馬克思立基於勞動生產力(labor productivity)

之上，韋伯倫則是強調社會生產力(societal productivity)15在資本累積中的重要性

以下將依序介紹韋伯倫的資本理論，產業與商業之區別，以及資本權力制度。

壹、資本包含權力與生產力

韋伯倫認為，一個成熟期資本主義的理論必須從其主要行為者(商人）的觀

點出發。自十九世紀後半葉起，大規模生產的出現使得資本家走出了生產的直接

領域，成為「不在場所有權人」(absentee owners)。早期的「工業鉅子」(captain of 

14資本的定義，主要的爭論源於兩類對資本的不同看法被結合起來：一類是可產生收入的資金(fund)，或

稱為「金融財富」(financial wealth)，另一類是可作為庫存(stock)的生產工具，或稱作「資本財」(capital 

goods)。古典經濟學所稱的資本是指具有生產力的生產工具，亦即「資本財」；然而，吾人習慣將資本（資

本金）與資本財兩者合而為一稱為「資本」（陳正倉等，2006: 574)核心的問題是：「資本財」是否具有以及

在什麼方式下具有生產力，以及它們的生產力如何影響其作為「資本」時的總量。 
15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資本累積只涉及有形的機械、 建築物、原料等諸如此類事物的增加」。 然而，馬克

思堅決主張﹕「資本累積必須理解為資本家社會關係的再生產，其規模是不斷擴張的，而且是透過將剩

餘價值轉化為新的固定資本與變動資本」。儘管馬克思加上「權力」的運作在資本累積當中，但卻過度偏重

於「內容」，而較不留意「形式」，即他的注意力幾乎集中在「生產」，卻忽略了實際的權力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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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是既掌握所有權，又監督生產，現代商人則大不相同，是「金融鉅子」

(captain of finance)，即一位不在場持有者，他的活動與興趣並非集中在生產，而

是在「資金投資」。

對不在場所有權人來說，資本就是資金，而且只是資金。它代表的既非有形

的生產工具，也不是無形的知識，而是「預期未來利潤的現值」。資本累積的關鍵

是「什麼」使利潤成長，對韋伯倫而言，這與生產無關，而是與對生產的「控制」

有關。從這個觀點來看，「資本」同時包含了「權力」與「生產力」。

貮、「產業」與「商業」之區別

對韋伯倫而言，產業(industry)指的是生產的整個社會過程。此一過程由整個

人類知識的架構(fabric)所組成，包括科學、技術及深層的文化特性。然而，在資

本主義之下，產業是由「商業」(business)所控制，他提出：商業是由「不在場所有

權制度」以及這種所有權所鑲嵌的「政治脈絡」所構成。 「商業」的目標是利潤，然

而所得卻是由「產業」所創造，因此利潤只有在前者去限制或威脅去限制後者的

自由運作時，才能夠取得。就「產業」而言，其運行是依靠整合、協調及合作，然

而「商業」則是藉著對立的力量(antagonistic power)繁榮興盛。透過後者對前者的控

制，決定了（儘管是扭曲了）所得的分配。這可用圖 2-1 來說明。（黃東煬、陳立

譯，2006: 121; Nitan and Bichler, 2000 :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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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商業與產業關係圖

資料來源：黃東煬、陳立譯，2006：121; Nitan and Bichler, 2000a : 79

圖中的橫軸指的是產業能力利用度(utilization of industrial capacity)，縱軸指

的是資本所得分配率(capital share of income)。利潤（包含利息）是一非線性的生

產函數。兩者往上直到某一點，都還能夠搭配。但是在這一點之後，關係就變成

負向的。藉由觀察兩者極端就很容易瞭解。如果產業在完全停擺的狀態時，利潤

將是零（圖 2-1 中的左下角端點）。但是，如果產業以全部的社會技術能力(full 

socio-technological capacity)在運行，那麼利潤也會是零（右下角端點）。因為在

後者的情況之下，最重要者將是產業考量因素，而非商業決策，生產將不再需

要所有權人的同意，因此這些人勢必無法榨取他們的勒索利潤(tribute profit)。

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商業常態」(business as usual)意指在這兩個假設的

極端之間擺盪游離，由不在場所有權人在相當程度上，對產業活動加以限制。這

個限制，韋伯倫稱之為「蓄意阻擾」(sabotage)。當商業過度蓄意阻擾時，將會把產

出推向零的狀況，結果就是經濟衰退與低利潤。當蓄意阻擾太過寬鬆時，產業往

它的社會潛能擴張，但是那樣對商業也不適宜，因為喪失控制意味著「生產過剩」

(glut)與下滑的利潤。對於資本持有者而言，理想狀況如圖 2-1 中有陰影的弧形區，

如此可賺取高額利潤，以換取讓產業運作，儘管只在低於完全潛能的狀況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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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這個最適(optimal)點，需要運用葛迪洛克斯戰術(Goldilocks tactics)16，既不

要「過熱」，也不要「過冷」。用韋伯倫的諷刺語言來說，這需要透過一種「刻意的

撤回效率」(conscious withdraw of efficiency)，來對產業實行策略性(strategic)限制。

此類限制的性質、方法及含意，在本質上是政治性的。的確，當資本主義發

展成熟，「商業事業」將包括不僅是私人所有權與市場交易，還有更廣大的其他

部分，即法律上、習慣上及意識形態上的行為準則，以及由各種制度與組織共同

組成我們所稱之的「國家」。商業對產業的限制戰術，例如對「欲望」的操縱、勾結、

樹立市場進入障礙、或傾銷的威脅，這些不過是更大圖像中的一部分。在現代資

本主義之下，對產業的控制也涉及更廣的一套制度與行動，像是政府政策、對財

產權的法律保護、教育與訓練、利用警力管制、雙邊與多邊國際制度及偶爾的軍力

運用等等。資本被理解為控制社會生產以達到商業目的的權力時，是無法存在於

這個廣闊的政治脈絡之外。

參、資本權力制度

資本被理解為一種權力制度時，就可以比作一個「巨型機器式社會組織」

(mega-machine)。孟福特(Lewis Mumford)在追溯了技術與權力兩者長久的歷史關

聯後，他主張，早期的機器不是利用物質材料做成的，而是利用人力。在埃及、

美索不達美亞、中國及印度的大三角洲上，偉大的機械化功績是藉由巨大社會組

織的構成而實現的。那些早期巨型機器式社會組織的產出，是大規模的公共工程，

例如皇宮、城堡、運河及金字塔。而統治君王及祭司的真正目的是巨型機器式社會

16另一術語「葛迪洛克斯經濟」(Goldilocks economy)即指的是經濟體達到一種「恰到好處」(just right)的狀態
，而不會「過熱」引發通貨膨脹，或「過冷」導致經濟衰退。此術語是 1990 年代中期流行起來，常用於描述

當時的美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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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本身的組合、運作及控制。將此一概念延伸至當代的商業世界，尼任與畢克

勒認為：早期的王權與教權之菁英結合，現在被資本家及國家官員所合組的聯

盟所取代，其監督著一個新的巨型機器式社會組織，它的名稱就是「資本」。這個

新巨型機器式社會組織的可見產出是「利潤」，但那不過只是個權力代碼(a code 

of power)。現在正被累積的東西既非未來的效用(future utility)，也非毫無生機的

勞動(dead labor)，而是針對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抽象權力要求。

然而，資本在性質上是不同於古代的巨型機器式社會組織。舊式的權力（例

如那些透過官僚組織、性別或種族而被制度化的權力）通常是單一面向的，而且

沒有彈性。相反地，資本是多面向且高度靈活的。可用以下四點說明﹕

一、商品化的過程使權力本身成為可待價而沽的。假如考慮到買賣資本正是

投資的本質，結果不僅是使權力的擴張「正常化」，而且也清除了此種擴張的所

有障礙。

二、不同於其他，作為社會上獨特的權力代碼之「利潤」，是用相同的貨幣單

位加以度量，以及是在全球多少都含有相同的權力優勢。此種普遍性(universality)

使得資本權力在地理上的擴張，遠比其他權力來得容易。

三、「以利潤為焦點」使得「權力」能化「直接擴張」於「無形」之中。古代巨型機

器式社會組織是一個相對明確的組織，權力就是針對這個組織本身行使，因此

是「增加勞力的」(labor-augmenting)：要擁有更多權力意味著要有一個更大的組織。

資本家的巨型機器式社會組織則更為廣大。它並非由公司所組成，而是涵蓋資本

主義生產的整個範圍。資本家努力爭取去控制這個全體的未掌握部分，他們的成

就是根據利潤來測量。擴張權力直接的手段是使他們的公司組織變得更大（以員

工人數而言）或用間接的方法：提昇每一「組織單位」的利潤，每個員工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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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古代君王形成對比，資本家可以成為「精簡又吝嗇的」，並且憑藉「節省

勞力的」(labor-saving)較小型組織，擴張其權力。

最後且是最重要的，任何型態的權力只要是在體系層次上影響未來的利潤

流量，就會自動地被資本化。例如：男性支配使女性薪資減少、環境政策影響法

律對汙染的處罰、運用軍事武力影響原料價格、電視對勞工服從性的影響等，都

對利潤流量有所影響。它們一旦被「體系化」，便成為資本的各個面向。（黃東煬、

陳立譯，2006：118-127 ; Nitan and Bichler, 2000: 77-83）

總結以上，對制度主義者來說，不同於古典學派與馬克思主義，生產是一

個複雜的「社會」(societal)過程，其性質的錯綜複雜難以釐清，更別說加以量化。

他們認為資本既非生產性投入，也非物質性產出，而是控制此過程之權力，其

象徵性的金錢具象。在概念上，新古典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都是由下而上(from 

the bottom up)來建構，由基礎的生產過程推演出累積。然而，制度主義者則是從

上而下(from the top down)的建構出「生產從屬於累積」的理論。此種寬廣的定義對

國際政治經濟學具有重大意義。

制度主義的觀點提供我們將「資本」視為一個策略性的概念，其本質不是生

產，而是支配生產的「權力」。根據此一觀點，累積包含兩個相互關聯的過程。一

個是「社會關係的逐漸商品化」，而以資本形式之權力本身的商品化為中心，在

這個意義上，資本是一種量化的權力。如此一來，不僅使資本成為最有彈性、最

有活力以及最有效率的權力形式，而且也使資本能夠合併其他形式的權力。自從

「正常報酬率」興起之後，資本在歷史上的地位也被提昇為社會關係的主要調節

器。“資本有或應該有一個「自然的」擴張步調”這項信念現在不只支配了商人們

的決策，而且也逐漸支配國家官員與國際機構的決策。正常報酬率的升降影響私

人資本與公共資金的流量、資源的利用狀況、以及各國國運的興衰。累積的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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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是「公司權力的集中化」。有秩序的利潤流量取決於商業對產業的策略性限制，

並且藉著日益複雜的公司結盟（策略聯盟、併購等），並在國家制度、相關組織

及政策的支持下，來維繫此過程。因此，取得政治、經濟等優勢的龍頭資本得以

鞏固並提高它的「排除權」，控制與塑造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以符合本身的利益。

最後，尼任與畢克勒特別指出，資本是一個統治階級「卓越」(par excellence)

的意識型態：「已經擁有很多的藉由拿走那些擁有少部分的而更壯大自己」。它的

差別性(differential)本質本來就是對立的。其實，從斯密以來，（甚至這個意識型

態的擁護者）都承認人類的內在趨力是追求利潤，而「改善人類生活」只不過是

一個假定的(assumed)後果。因為，任何一個強調控制與優越的意識型態，是不可

能將資源普及到每一個人的。「資本權力論」，明確地說，它能夠幫助我們將國家

與資本重新詮釋為一個相互重疊的制度，其具有密切相連的歷史，而非分開並

立的兩個實體。從這個觀點來看，全球資本主義的逐漸茁壯，反映出固著於主權

的國家權力，與根植於所有權的資本家權力，兩者間既矛盾又互相強化之變動

中關係。（黃東煬、陳立譯，2006：103，128-129; Nitan and Bichler, 2000: 84-85）

第二節　差額資本累積理論　

依循制度主義之資本權力論，尼任與畢克勒提出﹕資本是一種權力制度，

以及權力不僅是（資本）累積的手段也是目的。由於資本是權力的一種，權力是

以相對於他人(relative)而非絕對(absolute)來衡量，兩人提出差額資本累積理論

(Differential Accumulation)。(Nitzan & Bichler, 2002: 9)以下分成三個部分介紹資本

累積與權力之關聯、差額累積的「廣-深體制」、最後並從歷史來看差額的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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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資本累積與權力之關聯

首先介紹幾個定義﹕

「資本的差別權」(differential power of capital, DPK)為領先企業(如石油集團、

軍工公司集團）所持有，係將其資本化的總數與平均資本額相除所得的比值。例

如一般石油與軍工公司的營業額平均值是 500萬元，領先企業的資本總值 50億，

此時的「資本差別權」DPK 就是 1000。(50億/500萬=1000)它代表領先企業相較於

一般企業還多 1000 倍的權力。根據這個定義，「差額累積」 (differential 

accumulation, DA)的速度就是由 DPK 的變化率來決定，亦即由該領先集團資本

化的成長率相較於一般企業資本化的成長率來衡量。DA 的正、零或負成長率也依

序代表著差別權力的增加、不變或減少17。

嚴格地說，資本家只有在正差額累積(positive DA)下，才能說是「累積」。而

要研究累積又必須以差額累積為核心。此外，尼任與畢克勒又將焦點放在「集團

企業」而不是「個別企業主」身上。亦即下一節的「武器－石油美元集團聯盟 (The 

Weapondollar-Petrodollar Coalition)。(Nitan & Bichler, 2002 : 39-40）

至於「差額累積率」(the rate of differential accumulation)，係企業主本身企業

的資本化，相對於一般平均資本化的比率擴張得更快速的程度，可以測量出資

本家權力的變化。達到差額累積就必然產生得以限制社會生產的獨特權力

(particular power to limit social production.)。（黃東煬、陳立譯，2006：127)

17嚴格地說，DA需要的不是企業自身的正成長率，而是與其他成長率相較之下的「正差別率」。一個領先

集團在它自身資本化滅少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拉大與他人的累積差距，就是因為一般資本資金縮水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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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過一般而非利潤極大

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下，資本家不是被驅使去將利潤極大化 18(profit 

maximization)，而是要「勝過一般水準」(beat the average)，並且超過正常報酬率

(the normal rate of return)。例如在百業蕭條下，還能擁有 5%利潤成長就算是成功

的；儘管賺了 15%，但其他平均賺了 30%的利潤，仍然表示前者是失敗的。這種

差別性(differential)的驅動力顯示一個將生產力與權力同時鑲嵌在累積概念當中

的方法。差額累積與權力的關聯現在愈來愈清楚可見。要與其他人拉大差距的資

本累積意味著，必須大幅增加利潤及資本化的分配比例；而想在利潤大餅中增

加分配比例，這時就必須增加相對權力去形塑一個限制別人分配比率的社會制

度。（黃東煬、陳立譯，2006：127 ; Nitan and Bichler, 2002 : 37-38）

權力與社會制度

這種差別性權力最大的特色就是「排除」(exclusion)。在非資本主義的社會，

絕不可能產生社會階級流動。而「排除」也根深柢固地鑲嵌於風俗習慣中，例如三

級貧戶之子的農奴不可能長大成為一國之君、奴隸不可能變成主人、賤民也不可

能成為婆羅門(Brahmins)。僵固靜態的社會排除制度被握有權力的人所控制著。

但資本主義中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卻使向上流動成為可能。例如一

個偽藥小販兒子的洛克斐勒 (John D. Rockerfeller)，長大後卻成為標準石油

(Standard Oil)大亨，而一個大學中輟生的比爾蓋茲(Bill W. Gates)，卻創立了微軟

王國，然而這種動態的社會階級流動，並不表示資本主義己經廢掉了排除制度。

確切地說，洛克斐勒與蓋茲獲得了權力，表示有些人被迫放棄了權力。在資本主

義社會中，每個人都受到「平等機會」的持續威脅，而歐爾森(Olson)提出握有決

18利潤極大化的確切定義是模糊不清的。就概念上，資本家當然希望「賺愈多愈好」，但最大量的可獲得利

潤卻是永遠都不得而知。因此，「利潤極大化」的原則在理論上是有問題的，在實際操作面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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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會權力制度的「分配型聯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在不斷進行重組。亦即，

在資本主義下的社會，是透過不斷轉移的權力聯盟，在進行動態的排除機制。

動態排除機制的結果就是領先企業的資本差額累積。儘管其他較小型企業對

資本主義與領先企業而言是一個持續的威脅，但他們因為受制於競爭的強大離

心力，而被與國家權力結構結合的領先企業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out of the 

loop)。（黃東煬、陳立譯，2006：127-129 ; Nitan and Bichler, 2000: 77-85）

貮、差額累積「廣-深體制」

「差額累積」是一個改變的過程，是一個與對手之間重塑社會的動態權力爭

奪過程。其中，改變有兩種面向，在形式上，它是「量化的」(quantitative)所有權重

分配；在內容上，它是「質化的」(qualitative)社會關係的轉變。 這裡沒有新古典理

論理想中的「平衡」(equilibrium)，差別累積的本質是抗拒穩定與和諧。(Nitan & 

Bichler, 2002 : 47）大體而言，差額累積在二十世紀（直到如今）的發展歷史具

有三個相關的典型特徵﹕

一、長期(secular)的特徴

差額累積的逐漸「拓展」(spread)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不僅在已

開發的社會或是從前尚未有流動資金接觸的處女地。

二、逐漸整合(integration)

隨著資本愈來愈大量地跨越國界進行買賣、移轉，社會過程也在這些聚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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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一致性(unification)與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商業原則。

三、循環的(cyclic)特徵

差額累積會在兩個重要的體制「廣度」(breadth)與「深度」(depth)間循環。 「廣

度」 體制的特徵是勞工化（提昇就業率）、 經濟成長、 企業併購、 社會的動態

重構以及通常是較少衝突的。另外一方面，「深度」體制的標誌是停滯性通貨膨脹、

傾向於「鞏固」而非改變制度與結構，以及通常是為達目的，不惜較多衝突與採

取暴力手段。

差額累積的這三項特徵－拓展、整合與「廣－深循環體制」是密切相關的。前

兩者在運作上是互相強化的(reinforce)，並在前兩者的推動下，跨國的領先資本

(dominant capital)公司形成更凝聚的力量，得以在不同社會與部門之間的「廣－深

體制」中更加互賴與同步運作。(Nitan & Bichler, 2002 : 48）

對大公司而言，除了賺錢外，它還擁有形塑社會結構的權力。如前所述，資

本家可以有兩方面擴張其權力與（作為權力代碼的）利潤：一種就是尼任與畢

克勒稱為「廣度」的方法，藉由雇用更多的工人使他們的公司組織「規模」(size)

（相較於平均）變得更大；另一種方法就是「深度」，提昇它的「原始權力」

(elemental power)，使現存的組織，就每個員工而言（相較於一般水準）擁有更

大的利潤。 「廣度」與「深度」又可分為對外與對內兩個次路徑，形成表 2-1 的分類﹕

　　　　　　　　表 2-1  差額累積體制分類表

對外的(External) 對內的(Internal)

廣度(Breadth) 開發投資(Green-field) 企業併購(Mergers & Acquisitions)

深度(Depth) 停滯通膨(Stagflation) 降低成本(Cost cutting)

　　資料來源﹕Nitan & Bichler, 200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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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外的廣度」﹕開發投資(Green-field)

　　雇用更多的員工、增加生產力，以增加市場占有率，這個方法就是「對外的」

從社會的觀點，勞工雇用率是淨增加的。然而，「過度的」(excessive)開發投資成

長，將會向「深度」體制移轉，帶來產品價格產生向下的壓力，進而影響每位員

工的利潤。

二、「對內的廣度」﹕企業併購(Mergers & Acquisitions)

　　目的與前一項同為增加市占率，不同之處在於此處的勞工是在公司內部移

動。亦即此種員工的移動是在部門之間重整，而非跳槽。企業併購是差額累積過

程最有影響力的一環，具有「一石二鳥」的效果﹕不僅直接增加差額累積的「廣度」

(breadth)，也間接地透過定價力促進與保護整併後的領先企業在「深度」(depth)體

制中拉大與其他競爭企業的差距。（Nitan & Bichler, 2002 : 50）

　　例如，財富(Fortune)雜誌 2007 年全球前 500 大企業排名，全球銷售額最高

的企業為沃爾瑪(Wal-Mart stores)，而全球前十大企業有六家為石油化學企業，

其中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殼牌石油(Shell)、英國石油公司(BP)分別為二至第

四的領先企業。雖然以營業額做比較，沃爾瑪為全球最大的企業，但是若以獲利

能力排名，埃克森美孚在 2006 年達 395億美元居全球之冠，遠超越沃爾瑪的

113億美元(排名在全球第 23 位），可見石油公司獲利能力高居各領域之首。 

以埃克森美孚來說，1998 年兩家公司合併前的營收總和為 182,357百萬美元(如

表 2-2所示），約佔合併後於 2006 年營收的一半，合併前獲利率約為 6-7.5%之

間。合併後營收快速成長，2006 年營收達到 374,254百萬美元，獲利卻大幅成長

3.03倍，達到 395億美元，獲利率也提高為 10.55%。(曾繁銘，2007：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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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六大龍頭石油公司購併前後獲利與營收的表現

單位﹕百萬美元　

母國 公司 98’年
營收

98’年
獲利

06’年
營收

06’年
獲利

合併前

獲利率

合併後

獲利率

08’營
業額

總排名

08’獲
利率

總排

名

美國 Exxon

Mobil

182,357 11,732 374,254 39,500 6~7.5% 10.55% 2 1

荷蘭 Shell 128,108  7,759 318,845 25,400 6.05% 7.96% 3 2

英國 BP 133,065  2,720 274,316 22,000 2.04% 8.01% 4 4

美國 Chevron  81,563  5,920 200,567 17,100 7.25% 8.52% 6 7

美國 Conoco
Philips

 15,424   959 172,451 15,600 6.21% 9.04% 10 29

法國 Total 155,121  9,760 168,357 14,900 6.29% 8.85% 8 9

資料來源：工研院 ITIS計畫，曾繁銘，2007：97、Fortune雜誌，2008:F-1,F-21，筆者自行計算整理

三、「對內的深度」﹕降低成本(Cost cutting)

降低成本為的是販售比一般企業更便宜的產品。運用的時機在於落後於平均

利潤水準，而試圖去趕上一般水平，而非勝過它。

四、「對外的深度」﹕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

　　尼任與畢克勒的關注重心在停滯性通貨膨脹，而非一般通貨膨脹(inflation)。

不同於傳統理論，他們認為通貨膨脹通常伴隨著，而且是經常需要一些不景氣。

對個別銷售者而言，價格比別人貴就會賣不出去而滯銷，但對一個集團聯盟，

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領先資本集團，某種程度上，透過「勾結」(collude)而產生

一致行動，當價格被哄抬時，它們可以擴張分食的大餅而進行資本的累積與重

分配。(Nitan & Bichler, 2002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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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任與畢克勒認為：「廣－深體制」不是「領先集團企業」進行資本累積的策

略，而是一個「全面性的社會制度」，他們並提出以下歸納的八種主張﹕(Nitan & 

Bichler, 2002 : 51-52）

一、「廣度」與「深度」相互循環

「廣度」的條件是經濟成長以及相對的政經穩定，「深度」則通常是政治限制、

社會衝突以及停滯性通貨膨脹。嚴格說起來，這兩種體制不是互相排除，但卻是

互相抵銷，當出現多一些「廣度」的特徵，就少一些「深度」的現象，反之亦然。因

此，作為一種全面性的社會制度，「廣度」與「深度」相互循環。

二、「廣度」是較受歡迎的路徑

相較於「深度」體制進行的勾結哄抬物價以及競爭成本利潤，「廣度」在擴張

組織上，它是較直接也較少衝突的。雖然兩者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政治性的，在

「深度」體制中，一般而言，國家與社會都會經過複雜的重組過程，而這在「廣度

體制是不需要的。第二個原因是，「廣度」相對較穩定，也容易擴張與維持，然而

「深度」由於升高的社會敵對，很容易出現反彈與失去控制。

三、「企業併購」增加幅度大於「開發投資」

隨著資本主義在地理疆界的擴張，跨國領先企業愈發重要，「企業併購」與

「開發投資」這兩種路徑都對差額累積有所助益，同樣也引發「產能過剩」(excess 

capacity)的威脅。前者能減少這個威脅，然而後者則是惡化此威脅。慢性不景氣的

結果就是使「廣度」逐漸朝向「深度」不穩定體制移動。長期來看，企業併購增加幅

度大於(新市場的）開發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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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業併購」呈現向上的成長趨勢

企業併購牽涉到重大的社會重構，因此會遭遇到許多的障礙。結果會出現波

浪般的模式：長期的成長，伴隨著短期的衰退。

五、「企業併購」推動全球化

在併購後，要全面的成長，領先企業必須進行成功的蛻變，首先是產業的

整合，再到部門間，接著是全國的經濟，最後是跨國性企業的全球整合。就此而

論，差額累積是空間上整合與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企業併購意味著在空間上逐

步的統一化，以及最後的全球化。

六、「減少成本」以追上平均值

減少成本對一個「整併平息期」並不是個好的選擇方案，然而滅少成本的壓

力出現時，它的作用在於追上平均值，而非勝過一般水準。然而，進口物價的變

動也會影響到其他公司，在定價上有所調整。

七、「企業併購」帶來差額利潤

對減少的企業併購強有力的回應就是獲利率在物價膨脹之下的增加。公司集

中化會帶來上述現象，雖然這個過程很短又不穩定，它可以產生很大的差額利

潤。要注意的是，通貨膨脹後面可能產生的停滯性通膨。

八、 差額累積可從停滯通膨危機中獲益

長期來看，差額累積主要依賴於企業併購，短期而言，差額累積可以從停

滯的通膨危機中獲益。差額累積的主要引擎就是「企業併購」，企業在自我調整成

跨國的龍頭資本集團後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然而在這個過程發生不順利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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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時，它們也可以利用「停滯性通膨」進行資本的重分配。結果就是在兩種情形中

擺盪﹕較長期的政經穩定，伴隨著經濟成長與低通膨，以及較短期的升高的社

會衝突、不景氣與物價上漲。

綜上所述，差別累積雖然不是預定論，但的確也依循著特定的模式與體制

在進行著。表 2-1 的四種體制，其中特別重要的就是「對內的廣度」－企業併購，

與「對外的深度」－停滯性通膨。以下將從歷史來看差額累積過程。

參、從歷史發展來看差額的累積

以下將分從全球以及中東區域的歷史發展觀點來看資本的差額累積。

一、從全球的觀點

跨國的領先資本集團在西方工業國家的發展，尼任與畢克勒認為主要可分

為七個階段﹕

（一）直到 1910 年代：「廣深體制」的混雜不清

從 1890 年代到 1910 年代，是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伴隨著相當低的通膨

率以及企業開始跨國化經營（特別是以美國為母國的公司）。國際上，差額累積

是披著「國家中心論」的外衣，而歐、美的公司在追求企業經濟利益的同時，也經

常被視為「帝國主義」的代理商。它們在擴張市場上彼此競爭，因此很快就導致

「產能過剩」。因此，只好祭出「深度」體制以解決這個問題，1900 年代中期，美國

企業的併購風暫時告一段落，1910 年代，歐洲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經

濟危機與通貨膨脹擴散到全世界。(Nitan & Bichler, 2002 :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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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 年代「廣度」體制；以及（三）30 年代的「深度」體制

1920 年代的美國又吹起企業併購風，而歐洲戰後的平靜是暫時的，緊張的

號誌很快地又重新亮起。國家之間，甚至國家之內都豎起保護主義的圍牆，並漫

延到各地；「停滯性通膨」在一連串的危機中逐漸展開，不久，整個世界陷入

1930 年代的經濟大恐慌(the Great Depression)之中。從那時起，「廣－深體制」的循

環愈來愈明顯，企業併購的衰微就是停滯性通膨的興起。而新的「深度」體制的標

誌通常是大規模武力的使用，透過一個全面性的世界戰爭以解決世界強權的危

機。暴力的使用被「國家主義者」(statist)合理化地描繪為主權之間的戰爭，是爭奪

土地或意識型態之爭。然而，這對差額累積也是相當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透過

戰爭，它強化了以美國為母國的企業之資本累積，並將「正常報酬率」的企業概

念推廣到全世界。(Nitan & Bichler, 2002 : 73-74）

（四）1940 到 1960 年代：「廣度」體制大行其道

二戰之後，在 1940-1960 年代期間，「廣度」體制看似大行其道，然而，卻被

以下幾個因素慢慢地侵蝕著：美蘇兩強對峙、去殖民化、不結盟運動，在在都限

制了西方龍頭資本在全球的資本擴張。此外，很多先前對外資採取開放態度的發

展中國家，轉而採取「進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政策，而這是偏坦國內企業

而非外國生產者的保護政策。 僅管這些對「廣度」構成障礙，但被兩個強大的反

作用力抵銷：一個是戰後嬰兒潮(baby boom)，提昇了人口成長率；另外則是戰

後歐洲與日本的重建，代表某種程度的重新勞工化(re-proletarianization)而提昇就

業勞動力。因此，這個時期強大的「廣度」體制，特別使以美國為主的大跨國企業

利上滾利。一般而言，經濟成長平均值是 6%，而通膨率是 3%。(Nitan & Bichler, 

2002 :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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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70 年代及 1980 年代初期﹕回到「深度」體制

情況到了 1970 年代，有很大的反轉。德國、日本的經濟風光不再，西方國家

的人口成長率大幅減少，跨國企業在邊陲國家(periphery countries)的海外投資屢

屢被共產體制及國家中心體制所阻撓，因此，領先企業只好祭出「深度」體制。 

平均是 8%的通貨膨脹率，以及 3%的經濟成長率，也升高了衝突與暴力。這一次，

衝突大多是發生在遠離中心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中東（將在下一段落詳加

說明）。(Nitan & Bichler, 2002：75-76）

（六）1980 年代晚期及 1990 年代：「廣度」體制重現

1980 年代末期，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政權也相繼瓦解，持續將近半個

世紀的世界冷戰體系宣告結束。以美國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動力，快速形

成主導性力量，以資本為前導，以自由市場為手段，打通冷戰時期無法進入的

疆域。（陳光興、錢永祥，2005：6）

（七）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暗示著「廣度」體制的結束

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全球經濟在一年間由昔日的低通膨、低利率、高成長

的繁榮，轉變為通貨緊縮、生產不振、失業率高漲、經濟成長率不斷向下修正。

（經濟部，1998：1)隨後又發生 2001 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及 2002 年的 SARS

風暴，以及 2007 年美國次級風暴所引發的金融海嘯，使全球各國都遭受嚴厲的

經濟打擊，尤其後者衝擊的力道更勝以往幾次事件。非但美國自己深受打擊，幾

乎各國都受到波及，部分國家（如冰島、阿根廷及韓國）甚至已瀕臨破產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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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東方面

直到 1940 年代晚期，中東地區仍然未與全球差額累積的循環搭上線。它的

能源資源早在 1920 年代就被國際石油公司所把持與分配，但當時的世界似乎充

斥著石油，這些公司坐擁中東的油田，但卻對它們開採有限。因此，當時的中東

是相當孤立的，而當歐洲陷入 1920 及 1930 年代的停滯性通膨危機與衝突時，巴

勒斯坦及中東大部分地區在相較之下卻顯繁榮。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東從默

默無聞的「邊疆地區」(outlying area)突然成為全球差額累積的重要核心主角。

起初，這個連結相當簡單。 該區生產的石油維繫著全球「廣度」體制所追求

的經濟成長。當 1970 年代，全球累積轉移到「深度」體制時，情況變得益加複雜。

這個體制轉換的背景可以用圖 2-2 來說明。在圖 2-2 中，我們可以看到工業國家

的通貨膨脹與全球的武器貿易呈現一個長期的正相關。傳統的經濟學很可能會把

這樣的關聯視為巧合或是不相關的。但是從差別累積的觀點而言，這是頗具意義

的，且也是問題的核心。

圖 2-2　通貨膨脹與武器出口

資料來源﹕IMF through McGraw-Hill (online); U.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Nitan & 

Bichler, 2002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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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1970-1980 年代期間通貨膨脹的「深度」體制，是西方龍頭資本

「用完廣度」(run out of breadth)的結果，而這也是兩極的地緣政治格局，為避免

共產主義擴張到西方資本所控制的戰略要地（特別是中東）所帶來的結果。這種

敵對下的重要結果之一，就是緊張的武器競賽，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可以看

見，武器的出口主要是跟在西方間接性的通貨膨脹之後。隨著冷戰的低盪與減緩

武器出口與通貨膨脹也隨之減弱，並在共產集團的解體之下，全球的「廣度」體

制重新展開。(Nitan & Bichler, 2002 : 76-78）

隨著軍事衝突的發生，特別是中東，也會激起全球因著經濟成長所需要的

石油，產生更高的通貨膨脹。此外，工業國家（尤其是美國）與中東產油國之間

的武器輸出入與石油輸出入的美元循環體制，這對差額累積有什麼關鍵性的影

響？這就是下一節要探討的「武器美元－石油美元跨國公司集團(The 

Weapondollar-Petrodollar Coalition)。

第三節、武器－石油跨國公司集團

大多數的政治學家，是從「國家主義」、「國家利益」、「外交決策」等，來看待

武器進出口產生的武器美元 (weapondollar)，與石油進出口產生的石油美元

(petrodollar)的交錯複雜問題，而經濟學家則是集中在「循環」(recycling)以及「收

支平衡」的討論。大部分的理論總是將「中東的衝突」與「能源危機」視為相關但不

同的兩個現象。戰爭通常被視為由地區的衝突所引起，加上超強的介入而複雜化；

能源危機，一般認為是變動中全球市場供需與石油輸出國組織運作的結果。有些

衝突－如 1990-91 年以美國為首的聯軍逐退侵略科威特的伊拉克之波斯灣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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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被認為是爭奪原油的控制權；另外一些衝突－特別是 1967 及 1973 年的以阿

戰爭及 1980-88 年的兩伊戰爭，則是加遽進行中的能源危機。然而，並沒有一個

全面性解釋「能源衝突」 (energy conflicts)的理論－不僅整合「軍事化」 

(militarization)與衝突，以及全球能源流與石油價格的架構。更重要的是，現存的

理論都忽略中東地區石油與戰爭中最重要的過程－就是「資本的累積」。(Nitan & 

Bichler, 2002 : 198-201）

當我們從這個角度看中東的衝突史時，「國家」與「資本」、「外交政策」與「公

司策略」、「領土佔領」與「差別利潤」似乎不再能一刀兩斷。國家的政策一般是為了

增進國家利益，但事實上常常是損害國家利益；公司主管與政府官員透過「旋轉

門」(revolving door)進行移轉，有時甚至身兼數職；為了穩定與嚇阻他國攻擊，

常使武器競賽愈加增溫；和平的代價太高而遙不可得。不同於以上，差額累積的

理論幫助我們瞭解公司的策略，與國家的外交政策兩者間微妙的關係，以及這

些如何影響中東的「能源衝突」。(Nitan & Bichler, 2002 : 201-202）以下依序介紹美

國重要武器核心公司集團之意涵，其次介紹中東的石油產業發展，然而分析武

器－石油領先企業聯盟的差額利潤與中東戰爭史之間的關係。

壹、美國重要武器核心公司集團之意涵

「武器核心公司集團」(Arma-Core)是指﹕在美國經濟中獲得國防相關之契約

訂單最大分配比率的核心公司集團，而它們也是高度依賴於這些軍事訂單的豐

厚利潤。我們可以從美國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每年所公佈的「前

100 大公司獲得最大量的原始契約訂單」 (100 Companies Receiving The Largest 

Dollar Volume Of Prime Contract Awards)看出端倪。然而，並非這 100 家都是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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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畢克勒所定義的「武器核心企業」(Arma-Core)，他們認為必須同時符合以下兩

大條件：公司獲利率大到能行使政治影響力(political leverage)，以及總收入相當

依賴國防契約。

有些公司，例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國

際電話電報公司（ITT）、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福特汽車公司(Ford)、克萊斯

勒汽車公司(Chrysler)、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以及德州石油公司(Texaco)，它們

規模都相當大，但軍事合同佔公司的收益卻是很小的比例。另外一些公司，例如：

勝家縫紉機器公司(Singer)、勝特力(Teledyne)、 E系統科技公司(E-Systems)、勞拉

航空通訊公司(Loral)、 FMC、 Harsco工業服務公司以及 Gencorp航空科技公司，

依賴很大比例的軍事合同，但卻不太有什麼政治影響力。因此，同時符合這兩要

件的只有 20 到 25 家公司。但由於每年軍事合同的排名有所變化，最後尼任與畢

克勒只選擇 16 家公司，按英文字母排列為﹕波音公司(Boeing)、通用動力公司

(General Dynamics)、奇異電子公司(General Electric)、漢威公司(Honeywell)、利頓工

業公司(Litton Industries)、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

(McDonnell Douglas)、馬丁-瑪麗埃塔公司(Martin Marietta)、諾斯洛普格拉曼公司

(Northrop Grumman) 、雷神公司 (Raytheon) 、羅克韋爾國際公司 (Rockwell 

International)、德州儀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德事隆公司(Textron)、美國聯合技

術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西屋公司(Westinghouse)。(Nitan & Bichler, 2002a : 

208-210)

1950 年代期間，武器出口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環，有將近 95%是由美國

作為援助的政策工具，隨著國家與資本的分界線愈來愈不清楚，軍援也隨之商

業化(commercialization)，直到 1990 年代，只剩下 30%為軍援，其他高達 70%則

是銷售出口。另外一個發展，則是中東成為世界武器進口的主要地區。從表 2-3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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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武器進口到四個主要地區的變化量。第一個時期，也就是 1963-64 年，全

球武器銷售總額高達每年 117億美金，其中將近半數是進口到歐洲（早一點的資

料不可得）。二戰之後，歐洲大陸被認為具有潛在性的不穩定，因此直到 1960

年代中期，美國仍將她絕大多數的軍援送到北約盟邦。1965 年之後，熱點(hot 

spot)從東西對抗(West-East conflict)漸漸轉移到東南亞的代理人戰爭－即越戰，

同時全球的武器銷售也快速上升。在 1965-73 年這段時間，全球武器進口增加了

65%，來到平均每年 194億美元，其中超過 1/3 是出口到東亞。此時期美國的武

器出口到越南及其他東南亞地區大多仍有經濟上的援助，但歐洲國家此時愈來

愈被要求要花錢買武器。一方面隨著美國經濟（相較於前）每況愈下。到了 1969

年，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甚至規定：所有武器的轉移（包括進入第三世

界國家），不管任何情況，都應該是買家依其能力負擔軍費，而非美國直接的

軍事涉入。(Nitan & Bichler, 2002 : 216-217)

表 2-3  按地區的武器進口（每年平均）

時期 世界總數

(百萬美元/
年，1987
價格）(a)

地區(佔世界總數的百分比）

北約及

華沙公約

東亞 中東 非洲 其他

1963-64 11,711 49.9 17.3 9.9 4.3 18.7
1965-73 19,356 28.9 35.2 16.8 3.8 15.3
1974-84 45,598 18.7 11.3 36.3 16.3 17.4
1985-89 51,096 18.0 12.4 32.9 9.5 27.1

        (a)每年平均值以美國 1987 年的物價平準指數為基準。

    資料來源﹕U.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net Agency.Nitan & Bichler, 2002: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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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援助到銷售(from aid to sales)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 1973 年的石油危機帶

來全球所得的重分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會員國隨著石油收入的快速成長，

也成為武器的主要客戶。如表 2-3所示，在 1974-84 年這段時期，每年武器金額

將近 460億，相較於前期增加了 136%，其中將近 53%是出口到中東與非洲（主

要是利比亞與埃及）。全球重分配所帶來的影響可謂相當重大。的確，隨著石油

收入在 1980 年代後期的縮小，中東與非洲的武器輸入比例也稍稍減少。1985-89

年這段時間，全球武器進口來到每年平均 510億美元，由於中東與非洲發生停

滯性通膨的狀況，兩者加起來的武器進口跌落至 42%。1990 年代期間，隨著「新

興市場」(emerging markets)在拉丁美洲、 南亞與東南亞有快速的經濟成長，全球

的所得進行新一輪的重分配，而武器進口從表 2-3 的「其他」項有 27%的武器進口

可以看出端倪。(Nitan & Bichler, 2002 : 217-218)          

總而言之，二戰後的武器生產與銷售有幾項重要的改變。首先是美國產生了

大型的武器核心企業，相當依賴於國防契約，並有逐步上升的權力，特別在越

戰之後，它們在龍頭企業中分配了愈來愈大的利潤分額。這些具政治影響力的武

器核心公司，面對著其他企業的全球性競爭，除了影響美國國內的預算比例外，

也愈來愈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取向。而美國政府，原先是將武器出口視為外交政

策的工具，但隨著時間，這個政策選項也愈來愈與武器核心企業的發展交織在

一起。從美國政府補助的援助，慢慢轉變成商業化的利潤盈收，而使援助到銷售

(from aid to sales)關鍵的影響因素就是由中東的石油危機帶來全球所得的重分配。

隨著後者的發展，美國的武器核心集團企業發現它們是進入中東「能源危機」的

中心角色。並且，它們的商業利益與石油企業的榮枯密切相關。隨著中東看似沒

有止息的區域戰爭與石油危機，使得石油公司與這些武器核心產生密切的同盟

關係。以下就來看看中東的石油產業與美國重要石油核心企業之發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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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中東的石油產業與美國石油核心企業(Petro-Core)

二戰之後，石油界的龍頭企業－俗稱「七姐妹」(Seven Sisters19)，支配著全球

石油的產銷。在 1949 年時，「七姐妹」控制了共產主義世界以外 69%的石油儲量、

55%的石油生產和 57%的鍊油能力。到 1950 年代初，七姐妹的勢力達到鼎盛，控

制了美國、墨西哥和共產國家以外 90%的世界石油儲量和 90%世界石油產量，

75%的世界煉油能力，擁有 90%的國際石油貿易。美國，透過支持石油公司積極

參與中東事務，擴大了在中東的權力，進而奠定了戰後初期美國中東政策的基

調，是最大的獲益者。（趙慶寺，2007：32)然而，面對著許多其他公司的競爭、

蘇聯重新進入西方的能源市場、產油國的國有化政策，這些漸漸侵蝕著龍頭企業

的領先地位。

從 1953-1972 年這二十年間，七姐妹佔（美國領土之外）產油國特許區

(concession areas)的分配比率，從 64%降到 24%；佔儲量的分配比率從 92%到

67%；佔生產量的分配比率從 87%到 71%；佔鍊油能力的分配比率從 73%到

49%；佔油輪運輸的分配比率從 29%到 19%；以及佔生產行銷的分配比率從

72%到 54%。然而，這些主要的石油公司仍然具有由龐大差額利潤所帶來的政治

影響力。(Nitan & Bichler, 2002 : 219)

從表 2-4 第 1 直欄可以看到：1970 年代與 1980 年代早期的石油危機，不但

報酬率沒有較前、後期減少，反而提高了這些龍頭石油公司的利潤率。第 2 直欄

19七姐妹：Exxon, Mobil, Chevron, Texaco, Gulf, BP, and Royal Dutch/Shell.這是因為前三者出自同一家母公司

－標準石油公司。這七家主要的石油公司有著愛恨交織的關係。它們彼此競爭，同時又有著結盟關係，特

別當面臨外來挑戰者時。除了後兩者為西歐公司外，其他皆為美國跨國公司。洛克斐勒的標準石油在美國

最高法院「反托辣斯法」的判決之下分成了幾個不同個體：最大的是原來的控股公司「紐澤西標準石油」，

約佔總資產的一半，變成了埃克森(Exxon)公司。次大的是佔總資產百分之九的紐約標準石油，後來變成

美孚石油(Mobil)。加州的標準石油變成雪弗龍(Chevron)；俄亥俄標準石油變成俄州石油(Sohio)，又成為大

英石油公司 (BP)的一支；印地安納標準石油變成阿美石油 (Amoco)；大陸石油公司變成大陸石油

(Conoco)；大西洋公司(Atlantic)變成大西洋李區菲公司(ARCO)的一部分，後來屬太陽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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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石油核心儘管在其他對手汲汲營營的競爭中，仍然能以 6、7 家龍頭企業之

姿多少勝過其他 40-42緊跟在後的同業競爭者。第 3欄也是同樣的結果，石油核

心的報酬率與財富雜誌前 500 大企業比較，其巨大的差額也相當於其他眾企業

之和。第 4欄可以看到更驚人的差額利潤的差距。石油核心相較於其他 40-42 家同

業競爭者，佔全球石油的利潤率從 1960 年代晚期及 1970 年代的 3/5上升到 1980

年代的 3/4，到了 1990 年代早期，甚至接近 4/5。　

　　　　　　表 2-4　石油核心(a)：差額利潤指標(年平均，%）

時期 1

報酬率

報酬率的比率 淨利潤的比率

2

石油核心

÷

石油

40-42(b)

3

石油核心

÷

財富 500

4

石油核心

÷

石油

40-42

5

石油核心

÷

財富 502(c)

6

石油核心

÷

所有美國公

司

1930-39 9.1(d)
1940-49 3.3
1950-59 18.2(e) 7.2
1960-69 11.5(f) 1.01(g) 1.00(f) 61.3(g) 17.1 8.1
1970-79 14.3 0.99 1.12 61.7 18.0 9.0
1980-89 13.1 1.08 1.03 73.2 17.8 10.5
1990-91 11.5 1.03 1.20 78.1 22.3 9.1

(a)石油核心公司包括(原七姐妹)：BP、Chevron(收購Gulf)、 Exxon、 Mobil、Royal/Dutch Shell、Texaco。

(b)石油 40-42 是指全世界主要的 40-42 家石油公司。

(c)財富 502 是指財富雜誌中的前 500 大企業加上兩家西歐的石油核心 BP 與 Royal/Dutch Shell。

(d)除去 1931-32 時美國的淨公司利潤是負的。

(e)指 1954-59。(f)指 1966-69。(g)指 1968-69。

資料來源﹕石油核心的淨利潤與報酬率來自 O'Connor, Harvey.(1962)World Crisis in Oil.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以及 Fortune.全美國公司的淨利潤來自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rough McGraw-Hill(Onlin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2), Table 871, p. 542.Nitan & Bichler, 2002 :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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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及 30 年代期間，國際石油乃是由英國石油公司、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

司、埃克森石油公司三大企業所掌控。1928 年，此三家公司在蘇格蘭的阿奇納卡

里(Achnacarry)古堡，劃分彼此對世界石油的產銷。同年，也與其他公司﹕法國國

家石油公司(CFP)、美孚石油等簽訂了「紅線協議」(the Red Line Agreement)，協調

彼此在中東採取一致的行動。接下來的三十年，透過彼此的勾結，這些領先企業

逐漸產生很多不為外人知道的默契與互諒，分進合擊地瓜分石油產業的巨額利

潤。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的經濟重建與榮景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首先，

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的領導強權，也使得「七姐妹」內部的利潤發生移轉，偏

向以美國為主的公司，某種程度破壞了此集團原先的凝聚力。其次，因應其他同

業採用價格促銷的競爭壓力，以及中東及拉美產油國的國有化要求更高權利金

(royalties)的壓力，這些領先企業除了祭出掠奪性的市場策略加以對抗其他競爭

對手之外，也訴諸於本（母）國政府的幫忙。

政府的協助，特別是美國，有很多手段，包括給予優惠稅率減免以補貼其

權利金的損失、美國政府限制廉價石油的進口、免除其反托辣斯的起訴、 CIA策

劃推翻伊朗摩薩台(Mossadeq)政府的政變等等。這種資本－國家共生(capital-state 

symbiosis)的部分原因是根源於石油的戰略特性。然而美國政府這種偏坦龍頭石油

企業的做法，有時甚至是與其國家利益牴觸的。現實主義學者如克拉斯納

(Stephen Krasner)則批評這種政策是沒有邏輯的(nonlogical)以及決策者的「誤解」

(misconceptions)。然而，尼任與畢克勒卻認為這些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具政治影響

力的領先企業集團公司愈來愈被視為就是「國家利益」的同義詞。

另外一方面，如同阿德曼(Adelman20)指出﹕石油輸出國組織從政治層面上，

達到了石油龍頭公司不可能靠它們自己達成的：油價戲劇性的上升。原油在

20Adelman, Morris Albert.(1987)The Econom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Oil Industry. In The International Oil  
Industry: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edited by J. Rees and P. Odel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 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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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82 年間上漲了八倍，這在「自由流」(free-flow)的系統下是想像不到的。要有

如此結果，首先是要供不應求，其次是要有個嚴格的制度架構。但問題是：石油

幾乎不是稀少的，相反地，它相當豐饒。石油工業的問題（從利潤的角度）是產

能過剩(excess capacity)，而唯一的方法，又是市場能忍受的(bear)就是透過外來

的「危機」(crisis)。這些危機，需要一個新的政治組合(new political realignment)，

而那正好就是之後所發生的。隨著原油被收歸國有，生產的決策權來到 OPEC官

員的手上，開啟了新的「限制流」的體制(limited-flow regime)。

OPEC 成功的運作著「限制流」。然而這些暴利不可能犠牲石油核心(Petro-

Core)的利益而得到。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產油國透過與這些公司企業心照不宣地緊

密合作，對它們的相對獲益也是大有幫助。這兩個集團聚合的利益可見於圖 2-3。

                  圖 2-3　OPEC 與石油核心聚合之利潤

           資料來源﹕OPEC(Annual); Fortune. Nitan & Bichler, 2002 :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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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利潤的換算大致是：石油輸出國組織每出口 1 美元，石油公司就獲得

相應 6.7 美分的淨利潤。後者擁有前者所沒有的專業技術，而 OPEC除了依賴石

油公司提供技術之外，它們也成為原油最大的購買者。1969 年沙烏地阿拉伯的石

油部長 Sheik Yamani 就曾說過﹕「就我們而言，我們不希望這些石油公司失去它

們的權力以及失掉它們作為生產國與消費國之間緩衝的角色。我們希望這現存的

機制盡可能地持續，並盡一切的代價防止雙方利益的崩解，而這將會動搖整個

石油工業的根基。」石油公司雖然失去它們直接對石油生產的控制，但卻因新的

聯盟關係，被施以更高利潤的回報。這可從英國石油公司的身上看到。伊朗 1979

年的革命，使英國石油公司失去了 40%全球原油供給的使用權，然而在同一年，

英國石油公司的利潤卻狂飆了 296%！遠超過其他石油公司。(Nitan & Bichler, 

2002 : 228)

歐岱爾(Odell)認為﹕1970 年代帶來了「不神聖的同盟」(unholy alliance)的聚

合：大跨國石油公司、美國以及石油輸出國組織，目的就是透過高油價提昇公司

利潤、削弱日本與歐洲的經濟成長以及加強美國在中東的地位。某種程度上，石

油業與武器工業的演變方向是相反的。隨著國內軍購與武器出口愈來愈趨商業化

(commercialized)，石油工業卻愈趨政治化(politicized)。然而，這並不代表石油公

司的衰微，相反地，反而成為它們生存的先決條件(prerequisite)。競爭同業的挑戰、

發現新油田以及新技術的使用都帶來產能過量與油價暴跌的威脅，對抗這些威

脅是無法僅僅依賴公司之間的勾結。對這些石油核心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將它

們的私利整合進入一個更大的政治脈絡中。(Nitan & Bichler, 2002 :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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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東戰爭史與武器－石油跨國公司聯盟

1970 年代肇始，好幾個以美國為主的大企業都發現它們的利益聚合在中東。

包括武器核心公司尋求出口市場、石油核心公司與 OPEC有更廣泛的聯盟關係。

另外，也包括第二層利益團體，它們是工程公司，例如貝泰 (Bechtel) 以及福陸

（Fluor），在中東產油國有大型的建設工程，以及大型的金融機構引頸期盼著

石油美元(petrodollar)的存入。這些集團都從高油價中獲益，然而，沒有一個集團

能單獨致使高油價的產生。要推高油價，他們必須集體行動，而這就產生「武器

－石油跨國公司聯盟」(Weapondollar-Petrodollar Coalition)。透過這些團體的行動，

使得能源危機與武力衝突產生交互作用。中東升高的軍事化與間斷性衝突的爆發，

創造出「石油危機」的氣氛，接著推高油價與升高石油出口。中東產油國透過石油

美元的收入，購入新型的武器，形成不斷緊張、衝突與高漲油價的循環。

尼任與畢克勒認為，雖然中東緊張與危機的狀況對「武器－石油公司集團」

是有利的，但武器公司與石油公司的利益還是有些許的不同。石油公司不比武器

公司，它們對中東的衝突升高還是有一定的限制，原因有兩點。第一，過度的高

油價除了吸引潛在的競爭者進入，並會趨使石油消費國尋求替代能源，反而會

弱化它們之後的利潤；第二，地區性的不穩定，如果失去控制，很可能會破壞

產油國與石油領先公司緊密的合作關係。

石油核心若在滿意其獲利的情況下，並不期待中東發生嚴重的戰爭衝突，

而是處於「緊張而非戰爭」(tension but not war)的狀態。 但是，當它們的差別利潤

低於平均值以下時，它們可能會轉為鷹派的態度，藉著衝突升高油價以提高其

利潤。這時，「武器－石油美元聯盟」連為一氣，而中東的「能源衝突」將一觸即發。

從圖 2-4 與圖 2-5可以看到「差額利潤累積」與「能源衝突」奇妙巧合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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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是石油核心與財富雜誌 500 大企業平均值的利潤報酬線，其中，將石

油核心利潤低於 500 大企業平均值的區域塗黑，就形成可能會發生緊張衝突的

危險期，從圖 2-5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石油核心呈現負差額累積時，「剛好」隔一年

或幾年之後就是中東發生「能源衝突」的時間。 (Nitan & Bichler, 2002 : 235-236)

　　　　　　   圖 2-4　石油核心與財富 500 大企業之差別利潤

               資料來源﹕Fortune; Standard & Poor's Compustat. Nitan & Bichler, 2002 : 236   

圖 2-5 的長條代表著石油核心其利潤率與財富雜誌所作出世界 500 大企業的

平均利潤率的差異。灰條是達到平均水準以上的比率，黑條則是平均水準以下。

而小圓點是與中東有關的戰爭。這些能源衝突除了 1990 年代不在黑條及黑條之

後的第一個灰條發生外，幾乎每一個戰爭或衝突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石油有關。其

中包括﹕1967、1973 年的以阿戰爭，1979 年以色列侵略黎巴嫩、伊朗革命及蘇聯

侵略阿富汗，1980-88 年兩伊戰爭，1990-91 年的第一次波灣戰爭，2000 年開始

第二次 Intifada（巴勒斯坦人在加薩及約旦河西岸的抵抗爭戰），2001 年阿富汗

戰爭及 2003 的伊拉克戰爭。(Nitan & Bichler, 2002 :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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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　石油核心的差額累積與中東能源衝突

　　　資料來源﹕Fortune; Standard & Poor's Compustat. Nitan & Bichler, 2002 : 237

這些實證太具規律性而不可能是巧合。當然，中東的每一個衝突都有它獨特

的環境與歷史解釋，很多根本無關乎石油或武器。但本文的目的就是試圖透過尼

任與畢克勒的「差額資本累積理論」、 資本權力制度(Capital as Power)的觀點來將

中東的能源衝突與武器美元－石油跨國公司集團作一個綜觀性的探討。

這些核心集團公司並不是在中東衝突與危機時，作個「搭便車者」 (free 

riders)。事實上，從資料中顯示，這些武器與石油的領先公司不只是「最終」從軍

事化與石油危機中獲利，而是它們差額利潤的負成長根本就是能源衝突的助燃

劑。例如以 1967 年的以阿戰爭為例，分析主要指向三項區域衝突﹕巴勒斯坦與

以色列建國問題、人口增加與水源阻斷問題、以色列 1950 年代的核武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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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個衝突也使美國發覺到以色列在中東確保政治權力平衡、民主的碉堡與戰

爭代理人的重要性。猶太人也運用其在美國重要的政經影響力，使美國做出對其

有利決策。至於與武－油聯盟的關係為何，武器公司當然大大從中獲益，例如麥

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原本 F-4幻象戰機只賣到英國、德國，如今精密武器往中

東銷售之門大開，中東武器競賽也隨之展開。而石油公司評估戰爭的利弊，也知

石油的上漲有利於利潤的累積。之後，1968 年尼克森總統上台，在競選期間接受

大量石油與武器公司的資助，當然其決策也符合此集團的利益。時國務卿季辛吉

與洛克斐勒公司也有很密切的關係。雖然因應戰略調整21，國內軍備預算大減，

但海外武器銷售卻大增。例如中東除了以色列之外，當時美國的「雙支柱」(twin 

pillars)：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也從美國公司購買了大量精密武器，之後還有埃及

等國家。尼克森政府升高了中東的軍備競賽。同樣的，石油危機再次將石油公司

的利潤勝過一般水準(beat the average)。而產油國也將高油價所獲得的石油美元拿

去購買武器。在雷根政府時代，石油與武器核心的利益匯集某種程度上在他們公

司的會議室裡，透過職位上連鎖的主管或董事，或非正武的顧問等，互相交換

意見與協調集體的行動。例如，在 1980 年代，印第安那標準石油公司的主席與

執行長(Swearingen)同時也是美國大通銀行(Chase Manhattan)及洛克希德公司的

董事；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的董事會也包括菲利普石油(Phillips Petroleum)的

董事(Chetkovich)以及加拿大殼牌(Shell Canada)的董事(McDonald)；聯合科技公

司的董事長兼總裁(Gray)同時也是埃克森及花旗銀行(Citibank)的董事；一位董事

兼在波音與美孚公司任職；三位董事兼在波音與雪弗龍公司(Chevron)任職，其

中一位是雪弗龍公司的董事長(Keller)；雪弗龍公司的董事會包括聯合信號公司

(Allied Signal)的一位董事(Hills)，以及惠普公司 (Hewlett Packard)的一位總裁

21甘迺迪政府時代是預備 2又 1/2 的戰爭，而尼克森時代則減為 1又 1/2 的戰爭，美國只集中應付「核心衝

突」(core conflicts)，至於「邊緣衝突」(peripheral conflicts)則交由當地親美的軍力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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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d)。儘管武器與石油公司是否有抬面下的勾結行動，外人很難清楚窺知，但

雷根政府的政策，卻相當符合它們的利益。雷根藉由開啟承平時期最大的國防計

畫鞏固了武器－石油公司集團，同時也實行減稅方案，替國家帶來了龐大的預

算赤字，但卻肥了武器－石油公司22。(Nitan & Bichler, 2002 : 238-255)關於美國核

心企業之政商關係，筆者將在第三章詳細說明。

本節的目的就是透過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檢視資本累積的過程。簡而言之，尼

任與畢克勒認為﹕特別在 1970 年代，世界的領先石油公司與軍工公司正在進行

利益的匯集(convergence of interests)。1950-60 年代，產油國家高漲的國有化政策

與激烈的公司競爭，使主要的跨國石油公司失去它們早期在中東享有的自主經

營權，於此同時，雖面臨著眾多崛起中私人企業的競爭，以歐、美為主的大製造

業公司仍順利打入了中東的市場，它們漸漸依賴軍事合約與武器出口。隨著石油

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以及武器出口的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合而為一

塑造了「武器－石油跨國公司集團，它們的差別利潤率(differential profitability)也

愈來愈依賴於中東的「能源衝突」。

22以石油核心為例，1960-80 年間，稅率從 11%升到 29%，而石油公司每年的利潤不到 70億美元。因著中

東戰爭，油價高漲，5 年的利潤每年平均 270億美元，而稅卻降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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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一、差額資本累積，是指相對於其他企業，在追求超過正常報酬率之下，還

要勝過一般水準的利潤競爭。龍頭資本在不斷動態的併購與聯盟過程，確保自己

的利潤累積在前 500 大競爭企業平均的水準之上，並透過其強大的排除權，拉

大與其他競爭者的差距。此外，在資本差額累積的歷史中，存在著「廣－深」體制，

龍頭資本在「廣度」 體制大幅經濟成長下透過企業併購、 開發投資與社會的動態

重構進行資本累積。當「深度」體制的停滯性通貨膨脹時期，為達正差額累積，不

惜聯合國家採行衝突與暴力手段，以鞏固其利潤與權力。

二、尼任與畢克勒認為﹕現存的理論都忽略中東石油與戰爭中最重要的過程

－就是「資本的累積」。隨著石油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以及武器出口的商業化

(commercialization)，合而為一塑造了「武器美元－石油美元跨國公司集團(The 

Weapondollar-Petrodollar Coalition)，它們的差別利潤率(differential profitability)

也愈來愈依賴於中東的「能源衝突」。大部分的理論總是將中東的衝突與能源危機

視為相關但不同的兩個現象。然而，差額累積的理論幫助我們得以全面性的解釋

「能源衝突」－不僅整合「軍事化」(militarization)與衝突，以及全球能源流與石油

價格兩者間的關係。

三、尼任與畢克勒的「資本權力論」可追溯至制度主義的韋伯倫。相較於新古

典學派以要素生產力為基礎來建構資本理論、馬克思立基於勞動生產力之上，韋

伯倫則是強調社會生產力在資本累積中的重要性。資本累積的關鍵是什麼使利潤

成長，這與生產無關，而是與對生產的控制有關－也就是權力。從這個觀點來看，

資本同時包含了權力與生產力。生產是一個複雜的「社會」(societal)過程，其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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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錯綜複雜難以釐清，更別說加以量化。他們認為資本既非生產性投入，也非物

質性產出，而是控制此過程之權力，其象徵性的金錢具象。因此，資本的本質不

是生產，而是支配生產的權力，亦即資本是一種權力的量化 (Capital is a 

quantification of power.)。

四、資本是一種最有彈性、最有活力以及最有效率的權力形式，而且也使資

本能夠合併其他形式的權力。累積的另一個過程是公司權力的集中化。有秩序的

利潤流量取決於商業對產業的策略性限制，並且藉著日益複雜的公司結盟（策

略聯盟、併購等），並在國家制度、相關組織及政策的支持下，來維繫此過程。因

此，取得政治、經濟等優勢的龍頭資本得以鞏固並提高它的「排除權」，控制與塑

造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以符合本身的利益。

當資本主義發展成熟，「商業事業」將包括不僅是私人所有權與市場交易，

還有更廣大的其他部分，即法律上、習慣上及意識形態上的行為準則，以及由各

種制度與組織共同組成我們所稱之的「國家」。商業對產業的限制戰術，例如對

「欲望」的操縱、勾結、樹立市場進入障礙、或傾銷的威脅，這些不過是更大圖像中

的一部分。在現代資本主義之下，對產業的控制也涉及（甚至必然需要）更廣的

一套制度與行動，像是政府政策、對財產權的法律保護、教育與訓練、利用警力管

制、雙邊與多邊國際制度及偶爾的軍力運用等等。

資本被理解為一種權力制度時，就可以比作一個「巨型機器式社會組織」。將

此一概念延伸至當代的商業世界，尼任與畢克勒認為：早期的王權與教權之菁

英結合，現在被資本家及國家官員所合組的聯盟所取代，其監督著一個新的巨

型機器式社會組織，它的名稱就是「資本」。這個新巨型機器式社會組織的可見產

出是「利潤」，但那不過只是個權力代碼。現在正被累積的東西既非未來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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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utility)，也非毫無生機的勞動(dead labor)，而是針對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

中的抽象權力。

任何型態的權力只要是在體系層次上影響未來的利潤流量，就會自動地被

資本化。例如：男性支配使女性薪資減少、環境政策影響法律對汙染的處罰、運用

軍事武力影響原料價格、電視對勞工服從性的影響等，都對利潤流量有所影響。

它們一旦被「體系化」，便成為資本的各個面向。最後，尼任與畢克勒特別指出，

資本是一個統治階級「卓越」(par excellence)的意識型態：「已經擁有很多的藉由

拿走那些擁有少部分的而更壯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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