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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和全球化趨勢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People"
曾玉勤本

摘要

由於交通、通訊與科技之發達，全球化之觀念與思惟衝擊並影響了全人類，
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的動態，都直接反應了全球化之趨勢。

全球化是事實，亦是過程。是技術面向，也是文化面向。身處遣大洪流中，
我們應有所堅守與執行，使我們能立足於這趨勢中，立於不敗而又有所發展。

本文試著以民族主義與全球化、民權主義與全球化、民生主義與全球化來
探討其發展與趨勢，亦即三民主義內涵之發展與全球化之關係作分析探討，試
圖提出因應之道與未來發展方向。

關鍵字:全球化、解民族化、全球運籌理、策略性結盟

一、全球化之定義、過程、趨勢

(一)定義
「全球化」確實是過去數年(也將是未來幾年)最常被使用

誤用一一和

最少被定義，或許是最常被誤解、最含糊不清且政治上影響最深的(宣傳性和爭

議性)字彙。
全球化是可經歷的日常生活行為的疆界瓦解，這些行為發生於經濟、資訊、

生態、技術、跨文化衝突和公民社會等面向，如此，基本上，全球化同時是熟悉

的和未被理解的事務，它很難被理解，卻藉著可經驗的力量在基本上改變了日常
生活，並迫使所有的人適應和回應。錢、技術、貨物、資訊、有毒物質「越過」

了邊界，似乎邊界根本不存在。甚至於各國政府想拒之於境外的東西、人員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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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毒品、非法移民、對迫害人權的批評等)

，都能得其門而入。如此理解下的

全球化是:距離的消失;被捲入經常是非人所願、未被理解的生活形式;或者一
一根據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的觀點

可被定義為:不受距離(表面上分

離的民族國家、宗教、區域、各大加1) 限制的行為和(共同)生活。(註 1

)

全球化既是一個事實又是一個過程。事實是世界各國及各國人民之間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互依賴，而且這種依賴程度越來越高。衡量相互依賴的尺度

是貿易、投資和資金的全球性流動。

(二)過程

全球化的過程既是技術又是人類發展的過程。從技術上來說，新的國際信
息與通訊系統加強了全球化的代理人即跨國公司的地位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繫，這
些公司的合伙人有的時候是政府。在人的方面，全球化趨勢受到消費者迅速增長
的需求的拉動，尤其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亞洲國家，同時又為足智多謀的公司經
理人員所推動，這些管理人員自身也受到各種動力的驅使一一為他們的公司或股

東服務，為獲取財富和權力，做出最大的努力。
全球化能保証將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有效地傳播給迫切需要它們的人們，而

對落伍的人構成威脅，把他們排除在受益範圍之外。全球化意昧著融合和一體

化，同時也意昧著衝突與分裂。它正在逐步推翻舊的傳統，對文化、宗教和信仰
體系提出挑戰。它使世界的多樣化變得更加明顯。

全球化是不是世界上的一股積極力量將取決於它是如何受到控制的。因

此，雖然全球化看來似乎是一種經濟和技術現象，它也是一種政治現象。二十年
前，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寫道:

“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以及經濟行為的整體性特點，由於對外部因素的
越來越注意以及社會開支的增加，由於對技術變革帶來的影響需要加以控制，我
們這個時代正在發生決定性的社會變革。這一變革就是:經濟功能

序。經濟秩序的自主權(以及操縱它的人的權力)正在逐漸消亡

屬於政治秩

o

(註 2)

(三)趨勢
全球化是二十世紀末期以來世局發展的新趨勢，主要的驅動力是交通及通

訊科技的快速進展，使地球上兩地間的時間距離大為縮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遍

*曾玉動:盛達國際物流公司總經理，固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1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台灣商務書局，民國八十八年，第三十一頁

2 喬治、;各奇著，胡延 j弘譯，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時代的全球化趨勢，上海譯文出版，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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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貿、政治、軍事、文化等領域，不一而足。由於經濟面的影響有真體的數字

可供佐譚，人們立即能感覺其變化，其他層面的深遠影響則漸進地產生，且也會
進而對經貿活動產生影響;因而，人們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全球化趨勢下的經貿問
題。而在經貿問題上，除 7 交通及通訊科技的進步外，生產科技的進步是另一個

推動力。事實上，許多現代最終消費的工業產品都能細部分解為若干零組件，視
各零組件的性質而分別在世界不同地區生產，再集中在最合宜的地區組裝成最終
產品;這種生產模式使一九 to 年代明顯普遍的跨國公司活動產生 7 新的活力，
開始塑造全球經賀的新面貌。(註3)
由生產面帶動的全球經貿面貌涵蓋 7 大部分的經經濟活動 ;WTO 倡導世界自

由貿易是其主要產物。因為一項最終消費品既然是由不同地區生產其零組件，再
在特定地區組裝而成，則關稅成本便是項不確定因素;故而，倡導自由貿易以降

低關稅、乃至完全取消關稅，可使這種不確定因素的潛在影響降至最低程度，從
而使跨國公司活動得以尋求最好的利基。

二、民族主義與全球化

(一)社團主義
與“文化衝突論"相反，在東西方文化逐漸融合的過程中，西方國家正逐
步由傳統的“自由放任主義"轉變為更明顯的“社團主義"模式，在這種模式
中，“社會的需求越來越有別於消費者個人的願望，而且，前者比後者更為重
要"。

社會不只是生活在其中的個人的總和，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非個人利
益至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有著特殊和緊急的需要，這些需要超越個人的需要。

生存、公正、自尊等等的價值取決於個人對這些需要的認識。因此，個人的自我
實現取決於其在社會中的位置、對整體的認同以及對社會過程的參與。如果社會
一一工廠、鄰里或國家-一一有著良好宗旨，那么其成員對它會產生強烈的認同

感，並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如社會或社會的組成部分缺乏良好的宗旨，人們就

會疏遠它並感到失望。

(二)國際相互依存
在經濟方面，二十世紀內，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面對社會主義理想的挑戰，不

八十七年，第二頁
3 聯合報社論，台灣所面臨的經貿全球化的挑戰，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四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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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有所修正。終於，在資本主義的西歐與美國，勞資關係調整為並存而不是對立。

藉大量生產、薄利多錯的策略，產品普及，工人收入增加，地位也得到提升。大
多數國家也都一步步確立了社會福利制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利潤，經由國家

公權力的支配及社會各部門的協調，為大部分的社會成員所共享。中產階級成為
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成員。同時，社會主義的理想，在蘇聯與中國的共產專政下，
不但不能落實，反而出現了國家機器奴役人民的效應，以致這兩個國家都不得不
揚棄共產主義，回歸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本以國家為主體，在國際市場競爭。

然而第二次大戰以後，國家經濟體卻走向國際化、多國企業與跨國分工，逐漸將
全世界的各個經濟體編織為一個龐大的網絡。經濟全球化的後果，削弱了國家主

權的意識，加強了區域合作與國際互依的需求。正因有了國際化的經濟網絡，歐

洲列國才

步一步由民族主權國家，不斷提升其互相依存的關係，最後發展為歐

盟的組合。又如亞太經合會 (APEC) ，東南亞聯盟(亞細安組織 ASEAN) 皆是此形

態下之組織。

(三)遠距民族主義
當代民族主義研究大師班那迪克.安德森 (Benedit

R.

Anderson) 主張:電

子通訊結合了目前界經濟體系所導致的大規模人口遷徙，衍生出惡性的新形態民
族主義，稱之為「遠距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不再像以往倚賴「祖國」的領

土定位。有些最激進的錫克教民族主義者是澳洲人、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是加

拿大人、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是法國人、中國民族主義者是美國人。網際網路、
電子商務和廉價的國際旅避，讓這些人能對自己祖國產生強大影響力，儘管他們
已經不願意住在祖國。這是全球化過程中最諷刺的結果之一;同時它也讓我們相
信:無論是在理論上或實驗上，將民族主義一刀兩斷地區分成東方的與西方的、
亞洲的與歐洲的，都沒有合理依據。(註 4 )

(四)解民族化

依疆域原則組織起來的國家範疇，在移民 (Migration) 過程中改變了。許多
人因此有理由相信，經濟、文化以及政治全球化最終導致國家之轉型及其解民族

(七 (Denat

iona I izat ion)

0

全球化從根本上動搖了

(註 5 )
個名為聯邦共和國，即德國，真內部同質性、與

外界有所區隔、可封閉的民族國家空間的自我形象。與此相對的，大不列顛曾是

4 中國時報，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十四版
5 同詮一，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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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世界帝國，全球化是對該帝國的美好紀念。雖然德國也早就是一個堅匯集世

界各種文化及其矛盾的全球性地區，然而直到目前為止，此一事實為大多數德國
人所接受的同質民族的自我形象所遮蓋。所有這些都在全球化的論過程中被凸顯
出來，因為如同前述，全球化主要意謂著:解民族化一一這是民族國家的腐蝕，

但也可能是由民族國家到跨民族國家的轉型。

三、民權主義與全球化

(五)政治平等
國父曾說

r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此外，他又認為要解決以往國內

的專制和不平等，應運用「民權主義」來提倡人民的權利，而「提倡人民的權利，

便是公天下的道理.J但在此一「天下為公」的社會中，人人都有平等的權利。
可見

國父理想中的大同社會與民權主義的政治社會乃是一致的一一是一個人

人皆享有平等政治權利的社會。

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孫中山先生稱之為直接民權。在全球化的
時代，網際網路所連結而成的地球村，將有助於直接民權的落實。人民掌握國家
的最高權力，擁有對於國家事務的最後決定權，此即人盡皆知的「主權在民」的
觀念。有此主權在民，再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具體的直接民權，合而
吉之，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治。這樣的一種民治，為現代民主政治所僅有，

不為傳統民本政治所有，全民參與式的民主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己真正的到來。(註

(六)自由權利

一般民主國家除實行民權外，更重視自由和人權的保障，在各國憲法保障
之項目中，除過去美國的「人權法案」所曾列舉者外，人民更享有教育、工作、

生活權利等的「免於置乏的自由.J以及人人有不受極權統治壓迫，和不受國際
戰爭威脅的「免於恐懼的自由.J使自由的內容更加豐富。

在資訊無國界，民智大開的全球化裡，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施行成功
與否，其他不管鄰近國家或同一區域組織，甚至聯合國 (UN) 都會給予關心或協

助。同樣的，在全世界的國家都是在追求自由與權利的同時，蘇聯己是瓦解，南、

北韓近已簽訂和談約定，似乎僅剩中國大陸還在堅持其共產主義了。

6 王鈞林， ;r.幸中山民權主 2月與儒家的民本主義第二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
研討會」論文，台北市國父紀念館，第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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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孔子「仁愛」思想與西方個人主義
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主任杜維明指出，孔子思想和儒家的人文主義，曾在西
方價值觀強勢主導下，被排斥甚至「邊緣化.J但從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可以
映證，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中，孔子學說和「仁愛」觀念，不僅可補強西方強
調的「個人主義.J讓社區、社團更和諧，更可重組為人類文明尋找出路的價值
觀。(註 7 )

我們已可確認所謂「全球化」將促使地球村的形成，但這地球村卻應是容

許差異性，而非分化，所以各文明間的溝通、對話分外重要，這樣才可為人類文
明找到一個共同的出路。

今人巴可看出，儒家所提供的價值觀愈來愈不容忽視，它建立了一個穩固、
深刻的發展基礎，相對於西方以個人為中心的思想，孔子的「仁愛」思想是自利
利人，從家庭漸次自向外發展，既尊重個人，也能實踐社會責任，這種分享的本
質，同時也是「天人合一」、包含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宇宙觀。
孔子愿相不僅已是亞洲國家發展的共同基礎，也能與西方價值結合，更能
整合人類文明朝現代化的方向進行。

四、民生主義與全球化

(一)貨暢其流/全球運籌

孫中山先生曾提「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J

0

(註8) 而貨暢其流

亦即是目前政府力倡全球運籌之濫觴。

過去二十年來，可說是全球經貿體制變動最劇烈的時期。 1980 年代，美國

雷根政府與英國柴契爾政府開吞了自由經濟的風潮， 1990 年代資訊革命風起雲
湧，意謂著全球無國界地球村的形成。為了掌握這一波自由化、全球化的浪潮，

政府在 84 年提出「發展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J進行全面性的制度變革。
這個計畫推動至目前為止，已完成 84 項法律案及 165 項行政命令的增修。而為

進一步落實自由化與國際化經濟政策，前行政院院長蕭萬長於 89 年元月行政院
院會中宣示推動台灣成為「全球運籌管理中心」的決心。陳水扁總統新政府則倡

導綠色矽島，加上科技，以完成全球運籌。

7聯合報，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第十四頁
I 國父全無 J

上李鴻章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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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概念的興起與目前全

球產業發展趨勢密不可分。由於產品的生命週期越來越短，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

走向多樣性、個性化發展、對交貨時間需求更為嚴格，全球從汽機車零件業、紡

織、機械到電子資訊業者，為了接近市場、迅速服務客戶，必須在全世界各地廣
設生產基地或發貨倉庫，藉由物流和通訊技術，整合企業內的各個活動，努力由

昔日原廠委託製造 (Original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 及原廠委託設計製造

DesignManufacture) 導向，轉型為兼具製造與物流供貨的服務導向，

以提升在全球供應鏈的附加價值，創造競爭力。換句話說，所謂「全球運籌」即
是強調四流(物流、資訊流、商流、資金流)
透過供應鏈的管理，使製造、銷售與維護管理均能從全球性的眼光找到最佳組合
之整合管理模式。(註 9)

(二)經賀企業全球化

貿易與投資急速增加、新技術不斷創新與移轉擴散、資本及金融市場整合

的爆炸性進展，令多國籍企業 (Mu

業 (Global

Enterpr ise)

It i nat iona I Enterpr ise) 正在蛻變為全球性企

，隨著國際經濟體系之日益開放，企業跑到全世界各角

落去投資、生產和貿易，已幾乎不受國界的約束，其所雇員工、經理人、投資股
東均日益不受國籍限制，致企業股權走向全球化，就企業而盲，國籍的意義已日

益混滅。另方面國與國間在複雜而頻密之經濟交流網下，彼此間相互依存關保升
高，全球化的意義亦應涵蓋各國政府在經濟事務方面，進行廣泛而密切的協調與
合作，例如:維持開放的貿易體系、創設一個能適切反應匯率之外匯市場，解除

或減緩資本移動的障礙等。
由於對外投資激增、基本建設改善、通訊技術進步、貿易自由化潮流， t勻
導致貿易擴張，而服務業之急速發展，許多生產沾動中服務成份增加(如售後服
務)與加值服務，致產業內部貿易與服務業貿易成長驚人，同時亦加快了全球化

之腳步。
新產品日益需集結多種生產技術，許多企業在世界各地尋覓新技術及加速

技術移轉之方法，透過購併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技術交換、相互授

AII

iances) 之方式，企業

權、合資、合作生產及行銷等策略性結盟 (Strategic

彼此間因相互投資而產生大量相互貿易，貿易與投資之界限趨於模糊、企業間是
競爭抑或合作亦日益混淆。龐雜交錯的內部協定與網狀關係 (Networking) 促使

9 林大煌，邁向全球運籌管理中心，物 jpt 協會會訊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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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相依與全球化。(註 10)

(三)

GATT-WTO

從 1947 年日內瓦回合 GATT 談判始，至去年於西雅圖之 WTO 部長會議，攸

關全球關稅、貿易、服務業等之開放，在全球化之步伐下，亦直接衝擊著

我們，以下簡表即列明台灣加入 WTO 之好處與衝擊。(註 11

好處
﹒享受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只要和

)

衝擊
.台灣相對必須對所有會員國開放市

135個世貿會員

場，同時以相同

國做生意就可以享受最低關稅，同時

的國民待遇對待。

和當地的公司享

有一樣的權利義務。

.可以參與制定國際經貿規範。參與制

定遊戲規則，
可以價先考量國家的利益。
.透過爭端解決機制，解決經賀糾紛，

.制定規範的過程中，為了達到談判的

最大效益，可
能必須犧牲一些利益。
.爭端解決機制的實行曠日費時，可能

譬如:過去和

種訟數年都無

美國發生貿易事端，因對美貿易巨額

解。目前，爭端解決機制執行過程的

順差，美國態

透明和民主都

度強勢。未來則交由第二者公評。
.創造就業的機會，提晶國民所得。預

備受爭議。
.產業調整，以勞力為主的農、工階層

計加入世貿組

面對嚴重的失

織之後，中長期效益將逐漸顯見，每

業間題。

年可增加國內

生產毛額 o .tt% 以上。
促進產業升級，改善企業體質。藉開

.改造的過程痛苦，缺乏競爭力的產業

放的外力壓迫，

面對被外商全

改革本國企業的競爭力。

面攻佔的威脅。

.擴大國際空間，提升國家地位。藉由 .台灣和大陸在世界貿易組織運行的

參與國際組織

架構下，勢必將

的機會，不但增加台灣的曝光率，同

有更深入的貿易往來，兩岸關係，將

時可以藉由貿

面對一個轉變

易交往，打開和其他國家接觸的機

的起點。

會。

10 胡春雷，世界經濟全球化之分析，美國月刊，第七卷第五期，第一一六頁
11 天下雜誌'第二二四期，民國八十九年一月，第三十四頁之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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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全球化有助於增強或重振經濟實力。事實上，從長遠看，通過貿易和投資

促進國際融合將大大改善發展中國家以及工業國家的福利一

有助於輝和對

抗、建立信任，並將競爭納入和平的軌道。然而，這一過程需要已開發國家和未
開發國家進行艱難的調整。並非每個國家都能在世界經濟中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

一一一許多國家不是被人忽視，就是容易陷入了混亂的深淵。

另外，全球化帶來了許多問題，我們必需思考的，如:全球化的規範，資

本全球化之影響，異文化、異宗教與異語吉問題，弱勢團體之維護，全球化 vs
本地化之衝擊，國家未來之定位、功能等。
我們認為有三點是必須堅守與執行的:

1

.國際合作:國際問之相互依存關係益見明顯，處於1也球村之國際環境裡，必
須加強與他國之合作關係。

2 .重建制度，因應全球化之市場、金融、貿易、資訊之迅速變化，國內之機制、
制度必需靈活調整。

3

.提昇競爭力，如 Michael E. Porter 所吉，提昇國家之競爭力，提高生產力
與全民素質，才可立足於目前之全球化大趨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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