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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發展」(Development)指的是事物的成長及演進，同時可包含了生
活水準，經濟成長等多種面向，追求發展應可說是一國家核心價值，也因
此，當發展做為一種世界共同的目的；共同發展(Common development)
卻不是世界的目標時，未來的景況會變得如何?
本文以國家發展理論(Development studies)做基礎，以及
1. 重要歷史事件的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大國崛起
2. 各項統計數據－香港、中國、世界各國的經濟數據
3. 專書中的作者自白及經歷
並對其脈絡進行分類敘述，以歷史比較分析(historical-comparitive)
的方式，來釐清國家經濟發展背後的景貌，而透過歷史事件，可以看出先
進國家乘著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便，打著自由經濟(Economic freedom)
名義，透過國際級經濟組織制訂政策的權力，剝削或限制了其他國家的發
展成果；大國崛起對於其他小國的衝擊力道亦不容小覷；而在經濟殺手這
本書中，作者的自白也使吾人看到了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殺戮」行為；
最後結論，筆者利用古巴的發展案例，試圖對現行的資本主義及自由市場
制度進行反思，究竟什麼樣的體制，才能迎來人們所希望的未來，無止盡
的發展應是人類社會的寄望嗎?

關鍵字:全球不平等、國家發展、殖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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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ment refers to the growth and evolution, and contain a standard
of living, economic growth and other-oriented. The pursui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be able to say that a core value, Therefore, when the
developing world as a kind of common purpose, but common development is
not the target of countries, What is the status of future?
In this paper, development studies as a foundation, as well as
(１)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２) The statistical data - Hong Kong, China, the world's economic data.
(３) The author of the book confessions of expertise.
And its narrative context classification to mak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 (historical-comparitive), to clarify the landscape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ppearance and common development
is real, and then to Cuba as an example, view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oad, and discus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ts ability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Keyword: global inequality,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on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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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以管窺天」，可說是不少臺灣現代大學生的寫照，胡志強(2006)
以及張忠謀(2005)等國內著名政經人士，都提出對於臺灣學生缺乏國際觀
的各項擔憂，而根據陳翰民(2008)所整理:「國際觀是一種『知識』
，指涉
對全球事務的了解程度，而這種了解包含了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文
化與宗教等各種面向；同時也是一種『態度與方法』，意指對全球事務的
變動有所意識，並給予關懷，且能夠作為思考處理問題的方法。」
臺灣學生何以增進國際觀? 教育或為其一法門，但我們透過基礎教
育所得到的資訊，可能都只是在美國等先進國家的霸權之下，為我們灌輸
及流行的。例如，「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是一在戰後出現的語彙，
意指美國以其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透過對於各式資源甚至包含科技、經
濟的壟斷，並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對世界進行的觀念及思想操控。或許在現
今世界倡導文化多元並立的狀況下，不能證明其仍舊存在，但身為一社會
系學生，唯有透過從更多角度去看待世界各角落國家，而不是以自小被灌
輸的概念視之，才能體認到自身的使命。

第二節 研究動機
身為一名社會系的學生，應當以批判性思考面對社會之變遷，不應
將萬物皆視作理所當然，而社會的變遷會遷就於整個國際局面的改變，也
因此，如同背景所說的，惟有增進國際觀，才能更提高自我的視野。
2011 年，筆者無意間閱讀到了 John Perkins 的著作－《經濟殺手
的告白》，內容雖以故事（作者自白）的方式呈現，卻也描寫了許多與現
實相符的案例，是筆者對於先進國剝削之瞭解的啟蒙書籍。
而在 2013 年六月，筆者的指導老師謝宏仁教授，出版了一本名為
《發展研究的終結》的書籍，其副標為「21 世紀大國崛起後的世界圖像」，
本書激起了我的興趣，究竟，在大國崛起後，其餘發展中國家，或許也包
括臺灣，便逐漸失去了對經濟發展的控制能力，而在未來的世界版圖中，
這些國家會佔據著怎樣的地位? 能擠身世界列車的一環，或者被拋下，又
或是能獨立於體系之外，自成一格呢?

第三節 研究目的
如同研究動機所期望的，為了以國際觀點面對我們所處的社會，本
研究目的在於採用宏觀視野，去看待發展中國家如何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尋
求進步，先進國家又會以何種方法保持自身地位，而那些名為發展中
(developing)，實際狀況卻不如預期的國家，又在所謂的「全球化」之中，
遭逢了如何的犧牲變故，筆者希望透過:
(一)歷史個案分析的方式，試圖理解並解釋事件背後的利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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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數據圖表的顯示，明瞭該時段該國的經濟成長走向。
(三)專書中，作者的自白內容，與事件的相符程度，做延伸探討。
等方式進行研究，以求達到鑑古知今的目的，且能夠藉由此宏觀面向的研
究，使得未來看待國際事件時，以一批判性角度進行思考，並寄望未來能
繼續深入探討較微觀之議題，例如，對單一國際事件進行聚焦分析，或者
針對國家內部之議題，像是全球化對青少年、女性族群的不平等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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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第一節、全球化及國家發展理論之脈絡
全球化（globalization）係指由於跨國界的工業生產、文化擴散、和
資訊科技擴散(透過人造衛星、網際網路和大眾傳播)的關係，使得全球性
的社會關係和文化現象出現。(王振寰、瞿海源，2003： 506) 而國家的
發展則奠基於全球化下產生的現代化現象。
國家發展理論(或稱「發展研究」)大致是由三個理論所組成，標誌
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家發展研究不同時期的主導概念，它們各自代表
著不同的研究範式或理論觀點，並意味著不同的政策主張。(龐建國 2010)，
可透過這三項理論檢驗國家發展的歷史脈絡。分別是:
(一)現代化理論
(二)依賴理論
(三)世界體系理論1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原先受列強殖民的地區紛紛獨立為國，這些常
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國家，為了改善建國初期發展低落，尋求著西方國
家的政經協助，追求著如同它們的「現代化」
，而在冷戰的時空背景之下，
美蘇雙方為了爭搶盟友，常挹注資源獲取該國支持，也因此現代化理論也
被認定具有西方化的色彩，而美國則挾其強大國力取得優勢，奠定了其現
代化理論的基礎，這也是其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發展的一大契
機。
在龐建國的見解中，依賴/世界體系理論可歸做一概念，在二戰
結束到 1960 年代前，由於拉丁美洲國家與其他新興國家相比下較早發展，
因此政局穩定且經濟發展快速，但在 1960 年代開始，經濟發展不若以往，
同時面臨了內憂與外患，外患是資金技術仰賴第一世界國家，產業主導權
旁落；內憂則有先前經濟發展快速，但所得分配不均之困境，大部份人民
被排除在發展的果實之下，這種成長停滯且分配惡化的情況，被稱之為「低
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Frank,1966）。因此整個世界又可做為一
體系，包含了核心及(半)邊陲國家，核心國家透過近似剝削的方式，奪取
了邊陲國家的資源及勞力，並將利潤輸送至本國，只留下些許利益給邊陲
國，但也有學者認為這種交換方式能讓邊陲國獲得發展，仍是對雙方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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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如以 Cardoso 為代表的依賴發展理論流派 。
然而，無論是現代化，或是依賴/世界體系理論，發展研究都有
一共通的核心思維，便是先進國對後進國的間接統治，關於間接統治的概
念，將在下一節與殖民主義聯合探討。

第二節、殖民主義再現
有別於直接統治，間接統治是一種現代殖民主義的內涵，首先，殖
民主義是一橫跨時間及地理位置的歷史現象，並傾向關於與本土不連接的
4

海外國家，而非與本國連接的陸上國家，為一帝國主義之延伸。(維基百
科-殖民主義條目)因此殖民母國無須透過如駐兵等直接方式，而是利用經
濟、文化的方式，便可達到另一種型式的統治效果，也就是間接統治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意指國家由殖民地變成自治的後殖
民地位，並非表示真正的獨立，許多情況下，殖民母國仍舊對於殖民地有
著文化及知識滲透的行為，形成殖民地獨立後，仍不斷的被灌輸西方文化
才是主流的概念。也因此，有別於數百年來西方生產的主導知識。後殖民
主義強調從自身的知識出發，許多這些知識都在漫長的反殖運動中得以詳
述。後殖民主義就是這些反動知識的統稱。(堵建偉 2007)
而「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則是指稱現代的殖民主義，已經
由國土侵占，轉變為經濟滲透及剝削(臺灣 Wiki)，常以(一)跨國公司，
有如孟山都等跨國投資企業；(二)有目的之經濟援助，例如第三世界國家
3
每年須償還美國的沉重債務 ；以及(三)技術壟斷，如同專利戰爭，等方
式做為手段，達到間接統治的目的。
因此，從後殖民、新殖民主義的概念延伸探討現在的世界版圖，透
過間接統治的方式，後進國處境可能轉變為相似但卻又不同於 19 世紀時
殖民主義的被控制模式，而透過的，便是全球化之名下的先進國之手。

第三節、全球化浪潮－先進國之手
現今聯合國專門組織中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WB)以及「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可說是國際金融政策
的計畫者，曾在各個後進國家的發展挹注許多金援，兩者隸屬於聯合國專
門機構，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世界銀行主要提供長期貸款，向公司、個
人或政府發行債券，將所得款項借予受助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記錄各
國之間的貿易數字，和各國間的債務，並主持制定國際貨幣經濟政策。如
同對蒙古的協助開發，世界銀行至今已對其提供超過三億七千萬美元的無
息貸款與技術協助，且預計在 2004 至 2008 年實施一金額達八千八百萬美
4
元的援助計畫 ，但另一方面卻也扮演著承上提及的新殖民理論中，間接
統治者的角色，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即便至 2012 年已有著 188 個會
員國，且隨著中國在世界地位越趨重要，獲得的投票權已從 2006 年的
3.65%升至 6.19%，但美國在其制定政策時，仍掌握著 16.79%的投票權，
同時也是組織內唯一擁有否決權的國家，可否決法案政策之通過，在國際
貨幣政策上有著絕對強勢地位，因此 IMF 也常被認為是美國的魔掌，掌控
著世界經濟政策之走向，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亞洲金融風暴(1998)剛過後，
學者馬耀邦在 2010 年的美國批判曾寫到

2000 年 4 月 16 日和 17 日，在世界政治權力中心華盛
頓，全世界目睹了對兩個令人敬畏的全球機構——世界
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規模抗議。這是一次
對全球化、失業、私有化、債務和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抗
議，類似於上一年在西雅圖對世界貿易組織和全球化的
抗議。抗議者譴責這兩個組織實施的“結構調整計劃”，
因為這些破壞性的計劃使許多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
變得更加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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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金融風暴，引發了許多人對於全球化浪潮的懷疑甚至不滿，
這些金融組織所制定的政策，是否需要足夠的經濟基礎才得以發展?一昧
的經濟自由化是否會衍生出更多的問題?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熱錢（Hot Money）也可稱為流資或遊資（Refugee Capital）。是指
短期內大量流動尋求套利回報的資金流，投資者常在獲得預期利潤；或是
預見時機已過，便會將資本移出。亞洲金融風暴便是在資金流快速流動的
情況下，金融制度跟不上如此快速且大量的資金流而產生，自泰國的經濟
泡沫化開始，災害蔓延至東南亞各國形成了區域的金融危機，進而演變成
全亞洲等級的金融風暴，起因或可歸於整體經濟自由過於開放，政府政策
卻又未能及時有效管制，以及投機者之投機行為所引起，然而，亞洲各國
向 IMF 求助時，雖獲得了緊急金援，但 IMF 及世界銀行之後卻秉持著「自
由經濟結構」的計畫，限制了各國的貨幣管制策略，迫使亞洲多國仍舊無
法對本國金融進行控管，造成了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乃至於香
港等國數年內難以重整經濟之窘境。附圖為 1996 年至 2006 年泰國、印尼、
馬來西亞人均 GDP 變動圖表。
圖 2-3-1 1996-2006 年泰國、印尼、馬來西亞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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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以此三國的人均 GDP 為例，在 1996 年時的高點後，即一路下墜，到
了 2001 年才真正止跌回升，馬來西亞及印尼約到了 2004 年才重回原先的
96 年的所得等級，而受創最深的泰國則到了 2006 年才爬回原先水準，可
看出這場金融風暴帶給了東南亞各國近 10 年才得以回復的影響，而 IMF
的強勢政策並未能有效協助金融風暴的影響國控制經濟損傷，也因此讓人
懷疑是否美歐等先進國根本不願見到亞洲各國的迅速發展。
這次的打擊，雖然肆虐了亞洲各國，卻也讓人看出了另外一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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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發展的端倪，在風暴中，並非全部的亞洲國家都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
擊，下圖為中國 1997 到 2006 年人均 GDP 圖表。
圖 2-3-2 1997-2006 中國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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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人均 GDP 雖不比馬來西亞及泰國高，但其曲線卻似乎沒有受
到金融海嘯的影響，從 1997 到 2006 年皆穩定成長，這點似乎值得我們更
深入探討。

第四節、大國崛起
金磚國家(Brazil、Russia、India、China,合稱 BRICS)，指的是世界主
要的四(五)個新興市場－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與南非，該國於 2010
年底加入，成為金磚五國)--下圖為 2012 年 GDP 前十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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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2012 各國國內生產總值列表(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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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瞭望》
：WEO Database April 2013

若不論人均計算，金磚四國的 GDP 總額確已擠身世界強國之列，而
其中又以中國最為強盛，位居全球第二位，更甚於日本，巴西、俄羅斯及
印度也都進入十強之列，可看出這些大國的崛起已改變了世界的版圖，但
這樣的改變對小國的發展又會產生何種影響呢?
筆者的指導教授謝宏仁老師在其書中提到5－在 2005 至 2009 年之間，
金磚國家的出口總額佔了全部發展中國家的三分之一，而其餘三分之二則
由另一百六十國共有，且不僅是工業產品出口，低階的初級產品出口也有
類似情況，也因此，這種發展中大國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排擠效果，導
致了「被遺忘的世界6」的產生，因此，吾人並不能期望其成長後能成為
一個帶領著小國發展的火車頭，反而是阻擋他們，一道上鎖的車廂門。
以此看來，世界的版圖是一持續變動的歷程，如同一輛列車不停向
前行駛，象徵著進步，但它的車廂配置及流動，卻有著箇中奧秘，而這配
置流動的方向，卻又被核心國之手段給操弄。

第五節、殺戮與震撼
核心國家並非單一個體，其本身概念也可算是種體系的結合－「美
國霸權能加強其他中心國家對他的依賴，美國在世界體系內面對其他國家
時，知道如何利用自己強大的軍事力量，去構築自己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張祥熙 2009)，美國做為一核心國群組的核心，以各種政經軍事力量便
使其他核心國家受限，遑論邊陲國家，再者，如同第三節所提及，WB 以
及 IMF 雖為聯合國之專門組織，但不甚合理的投票以及權力分配制度，使
其常淪為美國為干預他國經濟政策的打手，且不僅只如此，以下，將用兩
本著作的內容，試著描繪出美國「殺戮」及「震撼」兩樣對小國實行之手
段。
John Perkins，一名曾做為美國企業於世界各地斡旋的「經濟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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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身分是一為貫徹資本帝國主義而產生的「經濟殺手」
，在 2007 年後
依序出版了三本描述著其過往作為之著作，以下節錄一小段內容7

經濟殺手(economic hit man,EHM)是一群領高薪的專業
人士，專門向全球各國詐騙數以兆計的錢財。他們透過
世界銀行、美國國際開發署，及其他國際『援助組織』，
將錢匯入大企業的金庫…他們的手段包括不實的經濟
報告、操弄選舉、以回扣收買、勒索、性，甚至謀殺。
他們玩弄的把戲就跟帝國的歷史一樣古老。
或許 Perkins 的聳動用語會讓人質疑其真實性，但其書中提及的數
據 ，指出那些遭經濟殺手「下手」的第三世界的債務，已經高達二兆五
千萬美元，2004 年統計，每年利息近四千億美元，比所有開發中國家得
到的經濟援助，多了二十倍，且第三世界前 1%家庭之收入，佔了全國私
人財產及房地產的 70%~90%，這與依賴發展論認為依賴發展會有的社會兩
極化結果9，不謀而合。
書中提及10了沙烏地阿拉伯皇室同意國家大量購買美國債券，並請美
國跨國企業在沙國內興建電力、水利系統及其他各項民生設備，而交換條
件則是美國能透過其影響力，維繫皇室對於沙國的統治權；也提到11了曾
策劃反石油政策的厄爾瓜多總統羅爾多斯(Jaime Roldós Aguilera)及對
巴拿馬運河和美軍基地與美國利益團體持相反立場的巴拿馬總統杜里荷
(Omar Torrijos)，雙雙喪身於飛機失事，有諸多跡象是指向了中情局的
出手12，而出手的原因，便是經濟殺手的對其國家的「下手」行動失敗，
美國所採取的另一種更強烈的方式，一場見血的真實殺戮。
而另一本知名書籍－<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也對近年美國的
政治干預有所揭露，作者 Naomi Klein 在本著作中以一項中情局的心理實
驗－「震撼療法」，透過各種虐待手段將患者的人格記憶清除，變回一張
完全的白紙，讓醫生得以強行重建其人格做比喻。指出 Milton Friedman
以及其所屬的芝加哥學派－自由放任主義的重鎮，透過包括智利政變、蘇
聯解體、天安門事件、亞洲金融風暴、9/11 恐怖攻擊、伊拉克戰爭、南
亞海嘯及卡崔娜颶風等天災人禍發生之際，在國家一片混亂的大好機會，
趁機實驗其自由經濟的「療法」，結果卻導致了一系列的如通貨急速膨脹
的智利民生經濟、發展被美國企業壟斷的伊拉克重建工程還有前所提及，
被迫完全開放金融市場的亞洲各國的悲慘處境，一切有如中情局之實驗，
只是對象從人轉變成了國家。
究竟，又有甚麼國家可以逃脫這樣子無孔不入且殘暴的控制，又是
以何種方法生存下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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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生存者
古巴，美國冷戰期間最大的問題國之一，有著人均 99.9%的識字率及
78.3 歲的預期壽命，並被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視作為一實現社會、環境、
經濟等多方永續發展的國家13，但在 20 世紀以前，古巴至少面臨過了三次
重大的歷史事件，分別是:
(一) 革命前的美國後殖民模式
(二) 革命後的親蘇社會主義模式
9

(三) 市場經濟漸開後的計畫經濟模式
20 世紀以前，古巴仍可說是一受美國間接殖民的國家，美國甚至還
直接於古巴憲法內附加對其有利之條款－普拉特修正案，於 1901 年簽署
的不平等條約，直接承認了美國對古巴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的干涉權，
導致了當時古巴成為美國被保護國的狀態，直到了 1950 年代後，其內部
革命聲浪漸起，隨後卡斯楚革命軍推翻原先美國扶植的巴蒂斯塔政府，成
立古巴共產黨，了卻獨裁政府，並向社會主義靠攏，也因此漸漸切割與美
國的關係。
政治大學教授邱稔壤14曾指出，原本古巴的革命意在脫離美國的掌控，
而觀其之後的發展模式，卻也只是將依賴對象由美國轉為蘇聯罷了。的確，
古巴得以發展有部分原因是由於歷史事件及地理因素，在蘇聯解體後，且
美國開始施行對古巴經濟禁運政策，使得古巴經濟頓時陷入囹圄，在 1994
年增訂對古巴禁止匯款及旅行的規定，更使其每年損失一億五千萬美元之
收益，使其不得不漸開市場經濟之門(邱稔壤 1998)。
1991 年由於蘇聯解體，蘇聯的年石油供應量從一千四百萬桶驟減至
四百萬桶(翁倩文 2013)。喪失蘇聯石油供應後，古巴的綠色革命也逐漸
展開，透過計畫經濟，大刀闊斧的展開農業改革，將原先的集約農業，改
為推動低汙染之永續農業，試圖達到自立更生，且不僅農業，醫藥業也由
原先倚靠大量進口的模式，轉為傳統醫療及自製藥品(翁倩文 2013)。
古巴歷經了三次的重大歷史事件，卻都從中得到了發展的契機，在
美國後殖民的間接統治下，因其經濟援助，較其他發展中國家得利；在親
蘇的社會主義模式發展下，消弭了獨裁者的統治，能全面性的改善國家民
生；而面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大門，古巴又以其國家主導的計畫經濟模式，
推廣了永續經濟，迎接未來。
然而，古巴的案例能否為他國所沿用，筆者在此僅能採保留之態度，
其原因為何，容後再述。

1

世界體系是 Wallerstein 自依賴理論中，將馬克思主義面向做延伸所形
成之觀點。
2
Cardoso 認為社會結構縱有持續性，但依賴的形式還是有可能改變。(龐
建國 2010)
3
美國曾於 60 年代借予諸多貸款於第三世界國家用於建設開發，然而歷
經多年，這些國家經濟仍舊無法償還，形成以債養債的窘境。(引自李鑑
慧 1998 )
4
王維芳(2007) 世界銀行對蒙古之援助
5
謝宏仁(2013) 發展研究的終結 第十四章 P.441
6
謝宏仁(2013) 發展研究的終結 第十三章篇名提及。意指在大國崛起後，
發展狀況受其排擠而導致水準低落之地區。
7
John Perkins(2007) 經濟殺手的告白 P.7
8
John Perkins(2007) 經濟殺手的告白 P.21
9
不僅是依賴理論所提出的全球不平等，依賴發展論指出，發展的後果，
很可能導致國內的社會也會兩極化
10
John Perkins(2007) 經濟殺手的告白 P.307
11
John Perkins(2007) 經濟殺手的告白 P.308
羅爾多斯 1981 年飛機失事，在大雨中墜毀在接近秘魯邊界；杜里荷也在
10

同年飛機失事喪生。
13
世界自然基金會的《2006 地球生態報告》, p. 21.
14
邱稔壤(1998) 古巴之發展困境與美國經濟禁運 問題與研究 37 卷 4 期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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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方法
本文為一質性研究，利用「全球視野-歷史事件-個案探討」的方式，
交錯觀察分析，進行研究，並透過以下三種方法進行研究分析
(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是尋求歷史資料、檢視歷史
紀錄並客觀地分析、評鑑這些資料的研究方法，由於常需要大量的歷史資
料與文獻，因此亦稱歷史文獻法。當研究者對歷史資料進行蒐集、檢驗與
分析後，便可以從了解、重建過去所獲致的結論中，解釋社會現象的現況，
甚至預測將來之發展（葉至誠，2000）。
(二) 歷史比較法
歷史比較(historical-comparitive，簡稱 H-C)，適合用於理解鉅觀
事件，運用有限的歷史證據進行脈絡下的詮釋，整合了微觀(小規模面向)
及鉅觀(大規模社會結構)的層次，再透過特定、跨文化以及跨歷史的概念
檢驗事件。(Neuman，2012)
(三) 既有統計資料分析法
此方法利用各式已完成的統計資料做分析，也因此無須蒐集較難獲
得的第一手資料(firsthand data)，可藉由分析大量且多樣的二手資料
(secondary data)做出涵蓋範圍較廣，探討宏觀理念之研究。
研究主要著重於歷史比較，不僅透過歷史背景文化檢視事件，也透
過歷史事件思考其歷史脈絡，以得出整體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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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流
流程架構
圖 3-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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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分析
透過歷史事件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即便在現今的國際局勢，以往
為人所詬病的殖民、帝國主義精神仍有部分內化成為了國家發展的內涵，
綜觀國家發展研究的目的應該是為探討後進國如何發展，使得民生、經濟、
政治、安全等國家對人民理所當然的權益保障有所進步，而今再度檢視，
卻看到了許多悲觀的結果，先進國何以再發展?唯有透過剝削後進國家之
剩餘價值，的確，先進國的文化霸權，或許帶動了整個世界的進步，但那
些犧牲掉的「最低度開發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LDCs)，卻
1
也為數甚多 。
不僅先進國的剝削，大國崛起後的世界版圖，更難同時帶動其他小
國，以做為邊陲國發展之溫床，其快速發展後的排擠效應，反而導致了那
些所謂「被遺忘的世界」產生。
透過全球化、現代化之手，像是國際組織如同 IMF 及 WB，能夠制定
足以影響各國整體經濟政策，又或是 Perkins 等人能挾著發展之名，行破
壞之實的經濟殺手，使得這些試圖選擇發展道路的國家，眼前所面臨的，
不是能夠經由吸取技術及蒐集資訊得到的後進者優勢，而是資源寡佔以及
經濟剝削的先進者壟斷(Molopoly)的局面。
古巴，似乎可以做為一個成功的發展案例來看，經歷了現代化理論
概念下的「西方化」，也就是美蘇的資源挹注，之後又因革命，在走向依
賴理論的死胡同前，成為一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緩和了全球化之手的操
弄，並推廣永續發展的經濟理念，達到自立。
古巴或為一成功的發展案例，但他的發展模式卻難為他國所效仿，
美蘇冷戰的局勢下，古巴是兩方拉攏及控制的首要目標，獲得的資源自然
給予其優勢，能做為借鏡的唯有透過綠色革命，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而
現今全球化之手已深深影響各國，被迫開放自由市場的狀態下，各國政府
若推行自身所希望的政策，往往會受到先前提及的 IMF 以及 WB 的阻撓，
遑論全面以國家主導發展模式，而古巴之社會主義思想，也難在全球化下
的自由、經濟至上的思維，被已受先前所提及的殖民主義下，文化的間接
統治國家所接受，筆者在此提及古巴，主因是一種對經濟自由反思之心態，
望能提醒吾輩－國家的發展並非僅有完全的自由開放一條路可走，相反地，
透過國家計劃經濟的模式，或許更能同時兼顧經濟以及社會兩面向之發
展。
綜觀而言，「共同發展」似乎難以做為一種國際共識，先進國為了
維護自身利益，並尋求更高、無止盡的發展，透過全球化之手行剝削之實、
經濟殺手進行無形的國家級殺戮，大國崛起改善了部分人的生活，卻也並
不代表世界的共同發展，國際間若真心尋求共同發展，仍須有著更良好的
經濟分配制度，不單是指國內的貧富差距，也包含了先進國、崛起大國以
及「被遺忘的世界」的不平等。

1

最低度開發國家的概念最初出現於 1971 年聯合國的決議案，意指社會、經濟發展以及
聯合國所頒布的人類發展指數最低的一系列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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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檢討
將世界比喻做一輛行駛的列車，是筆者自入學來便一直構思的想法，
在這輛名為世界的列車前進的過程中，由前列車廂做為先驅，帶領著整台
列車。在理想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期待著一路順遂，縱有先後次序，但整
體仍是向前邁進的，然而，有時在燃料用罄，且前排車廂的負重越來越重，
難以負擔的情況下，只得將後頭的負擔拋下。
這輛列車如同我們的世界，就像世界體系理論所分的核心、半邊陲
以及邊陲國家一般，分屬於不同位置，也就如列車的頭等艙、商務艙及經
濟艙，與時推移，經濟艙的貨物資源及人力，逐漸轉移至前方的頭等或商
務艙，於是這些無論先來或是後到的高級艙位乘客，為了鞏固自身地位，
便開始將這些後排的「負擔」逐一拋下。如同位於先進國地位的核心國家，
透過向邊陲國家進口原料或是利用廉價勞力等方式，將絕大多數利益輸送
至本國，相對地，邊陲國家即便損失了原料及勞力資源，也只能得到少量
剩餘利益；且不只核心國家的剝削，就像是沒人想乘坐的經濟艙，只有被
拋下一途，即便裡面還有一些無法擠進前排的乘客，如同被遺忘的世界，
便成了名為發展的軌道上之犧牲品。
以上研究的各種觀點，都是聚焦在國與國的剝削及全球不平等之上，
但卻少有檢討該國得以不發展的內在原由，國家領導人應該了解，國家給
予他國援助，使其得以發展必定有其目的，「共同發展」做為原因仍難使
人信服，領導人若不能做出及時有效的判斷，很可能落入先進國陷阱，也
就是如整篇文章所提及的成長中的「殺戮」，這個殺戮可做許多解釋，一
種面向是逐漸成長的，且使我們不得不開始注意的全球不平等景貌；另一
種面向則是在國家的發展成長歷程中，那些被抹殺、摧毀掉，該國家理應
獲得的發展的果實，因此，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上的宏觀面向，推回至微觀
層次，思索「臺灣」是否其實正在面對這種不見血的殺戮中，如同 ECFA
等地區性、甚至國際性協議的簽屬，看似與國際接軌，卻可能只是另一顆
包著糖衣的毒藥。
如同 Sharma 在《誰來拯救全球經濟》一書中所提的國家內部領導的
自我審視，長期以來國家領導人便有類似相同傾向，即把榮景時期歸功於
自己的領導，衰退時期則怪罪西方，這種現象在 2011 年底時已蔓延到各
國，筆者也認為這點是本篇文章最需要檢討的部分，此篇論文可能過於放
大檢視了外在環境因素，而較少去進行內部檢討，將歷史比較分析的結果
過度概化，導致了選擇性觀察，便忽略了內部的差異。
因此，筆者希望日後的研究，能以此篇文章做為研究者的參考發想
基礎，進而探討國家其他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可行性，以及尋找真實案例可
做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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