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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逆全球化？

近幾年來的逆全球化浪潮逐漸成為了主流思想。逆全球化，顧名思義，是

一個與全球化相對的詞，也就是指一個把全世界各國及地區因為全球化而導致

的相互依賴及整合回退的一個過程。1

近幾年來的德國另類黨派崛起、奧地利選出右派總理、英國脫歐、川普當

選並重新談判北美貿易協定……種種逆全球化日漸壯大的聲音已不再能容我們
忽視。那這股風暴的源頭，到底是什麼呢？

逆全球化的政治風暴源自於人們對長期資源分配不公展示出不滿，無論經

濟或政治上傾向於以消極的態度看待，以保護自身的人民不受貿易的衝擊影響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貿易是可以透過比較利益增加人民福祉的。然而，透

過供需模型可得知，這分多出來的福祉並非平均分給每一個人的。在某些人得

利的情況下(ex:國際企業、出口廠商)，更多的是貿易下的犧牲者。根據荷蘭經
濟政策研究局(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的報告顯
示、2010起年連續出現全球貿易萎縮現象2，其中又以2016年創下近幾十年來的
新低

由《圖一》之world trade monitor的資料庫顯示可知，全球貿易增長不再

及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其中，又以歐美國家的貿易量呈現大幅減縮的狀態。因

此接下來我們將會聚焦於歐美國家的近期時事切入來探討逆全球化現象，其中

又會著重於探討那些讓主張許多排外政策的川普當選為總統的美國人民們到底

在想些什麼。

1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BB%E5%85%A8%E7%90%83%E5%8C%96。
2 《荷蘭經濟政策分析局稱2016全球貿易增速創七年新低》壹讀
，2017/03/17，https://read01.com/zh-tw/Pd5jg4.html#.WmbpjKiWY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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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10以來的世界貿易值變化圖3

全球化使外來者成為人民對生活不滿的替罪羊

逆全球化，從群眾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可以是人們對於自身現狀的不滿轉

嫁給他人的一個行為。全球化，伴隨而來的是多樣性的增加。對一個系統來說

，如果他的包容性越強，這個系統將會越發穩健。然而，群體同時也有傾向於

排除「差異者」的現象。 常見的，就是在一個班級中，被霸凌的同學通常都

有著別於班上其他人的差異，可能是身材、可能是外貌。

而這個排除差異者的行為，在社會面臨危機時便會加劇。因為當群眾面臨

社會危機時，人們欲了解進而控制情況，因此會為當下的狀況賦予一個解釋。

然而，群眾傾向於將危機歸因於社會原因，再加上想要尋找一個簡單、能滿足

他們發洩情緒的原因。此時上述的「差異者」，便常成為 替罪羊 ，也就是群

體非理性地排除的對象。 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世紀的獵巫行為、納粹屠殺猶太

人。

而以目前逆全球化的現狀來說，這個「危機」就是國家貧富不均、大環境

對中產階級的不利。此時國家中的人民便會將這份不滿歸咎於那些「外來者

」——讓我們國民利益減少的外國人事物，並演變成排外主義。

舉例來說，奧地利選出了右派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茨 Sebastian 

Kurz ，並實施的一連串抵禦難民的政策。他認為若按照原本歐盟按配額接納

難民的討論毫無意義4，因此在上任後快速通過削減新移民的福利、關閉伊斯蘭

3 CPB world trade monitor，2017/10，https://www.cpb.nl/en/worldtrademonitor。
4 Only by regaining control can we solve the migration and refugee 
crisis，Times，2017/12/18，http://time.com/5068561/sebastian-kurz-austria-
chancellor-migrant-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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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更嚴格規定想要取得庇護的難民必須在10年之後才可取得公民身分。5

而他卻也因為執行強硬的難民政策受到選民的愛戴，以史上 年輕總理的身分

榮登一國之首。可見排外心理已逐漸成為奧國的主要聲浪。

▲圖二：庫爾茨出席人民党举行總統獲選的慶祝儀式，奥地利首都维也纳。6

除此之外，美國總統川普也在上任之後抵禦移民的政策。川普上任後日趨

收緊的移民政策，揚言要減少移民數量並且改以「積分制」(merit-based)原則

發放綠卡7；也就是偏好選擇英語流利且財務上有能力支持自己及家屬的高技術

移民。甚至在競選時曾揚言要築「美墨長城」，用以抵制非法移民，而墨西哥

必須為此建造費用負擔。8除此之外，川普也在一上任後馬上對發布 旅行禁令

9(travel ban)限制六國移民的政策。

5 《靠打擊難民上位 庫爾欠被封奧地利版杜魯多、馬克宏》中時電子報
，2017/10/15，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015001219-260408。
6 《奧地利向右轉一點都不奇怪》，新華網
，2017/10/17，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world/2017-
12/25/c_1122162986.htm。
7 CNN politics《 the chances of the refugees are killing you-and other surprising 
immigration 
stats》，2017/03/06，http://edition.cnn.com/2017/01/30/politics/immigration-stats-
by-the-numbers-trnd/index.html。
8 川普要國會編入「美墨長城」預算，不然寧可讓政府關門》，關鍵評論網
，2017/08/25，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7144。
9 CNN《CNN poll: Majority oppose Trump’s travel ban》，2017/02/03，
http://edition.cnn.com/2017/02/03/politics/donald-trump-travel-ban-
pol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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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川普在上任總統前針對敘利亞難民的言論。其主張難民有可能包含恐
怖分子ISIS。10

當然，有人可能會反駁說，全球化的確是造成某些人民生活品質下降的罪

魁禍首啊，將我們排除的對象稱為「替罪羊」，是否有些嚴厲？

雖說如此，但這樣的排外心裡已有日漸情緒化的傾向存在。舉例來說，美

國總統川普各種歧視穆斯林、亞洲人的言論與政策；G20於德國漢堡的激烈的抗

議示威11。種種跡象無疑彰顯了民眾對他國籍者赤裸裸的敵意。而這份敵意，將

會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分化，並成為未來產生衝突的潛在因子。

佛洛伊德解釋了川普的選票是怎麼來的

一年前從川普決定參與總統候選人時，便不斷地被各界唱雖。大多數上層

菁英認為，川普贏得共和黨提名權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就算僥倖贏得提名權，

他也不會成為希拉蕊的對手。12各界普遍也對川普領導美國沒有信心。

▲圖四：各國對川普領導美國的信心程度普遍低落。13

儘管如此，他成為了現今美國的總統。撇開各種政治陰謀論不提，我們可

以知道他的政治理念應該是迎合美國大多數選民的 美國近幾十年來不斷地干

10 川普的推特貼文，https://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
11 備戰G20:10萬人前進漢堡，反體制示威的抗爭 ，轉角國際

，2017/07，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2565680。
12 不懂川普為什麼受歡迎？因為菁英們自HIGH太久了 ，報橘

，2016/06/13，https://buzzorange.com/2016/06/13/trump-election/。
13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6/06/29/2-obamas-international-
image-remains-strong-in-europe-and-asia/ga_2016-06-29_balanceofpower-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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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他國事務造成國庫漸空，再加上不斷湧入的低工資移民，以及大型企業工廠

外移，使得中產階級的利益大大受損。而川普的支持者來自趨於保守、以白人

為主的中下階層群體。然而這些中產階級隨著每況愈下的經濟收入與生活水準

，漸漸地感到落寞、悲觀並渴求改變。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川普這位「狂人」頂著「美國優先」(America fisrt)

的口號，強調一切將會以美國利益優先。他以此為基礎，宣稱減少干涉他國事

務，拋開過去的領導責任、政治信用、價值理念，並推動一連串的排外政策與

保守政策。根據佛洛依德的 超我」(superego)概念14 這樣的理念正是中產階

級心中所盼望的，因此它成為了維繫他們群體心理的情感。以此為基礎發展的

任何歧視言論，不會使它的支持者卻步。相反的，由於川普的歧視言論遭受各

界媒體的撻伐，反使得這些中產階級選民日漸遠離了對世界較有影響力的菁英

、媒體的同溫層。並進一步讓川普以及他的支持者之間的 力比多」(libido)

紐帶15更加鞏固。 就算川普的言論總是政治不正確又如何？他的政治理念已經
經過 內在投射」(introjection)16內化到了他的選民中。只要他的能夠確實降

低美國失業率、減少人們對恐怖攻擊的恐懼，就算是過於激進的手法，對那些

支持者來說也沒有關係。此即為川普支持者的群體「認同作用

」(identification)17心理機制：他們已經成為了為了「讓美國變更好」的理念

而凝聚的團體 並且會近一步為了實行這個理念而以他們的「超我 執行他們認

為是對的正義。

川普的排外政策為一種 現代園藝學

此外，川普揚言要在美墨邊界築一道長牆抵禦非法移民、並且在一上任後

便氣勢洶洶地建立限制伊斯蘭國家六國入境的「旅行禁令」(Travel ban) 法規

14 人格結構當中擔任管控、監督的角色。透過自我理想而建立道德行為的標準(通常是不恰當、
或過度激進的)，並以此基準懲罰自己和他人，並認為自己是再行使正義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文明及其缺憾〉(1930)，收錄於《圖騰與禁忌》（邵迎生等譯）。臺北縣中和市：知
書房出版社, 2000
15 泛指心理的情感能量。可以灌注在他人身上(如：戀母情結)，也可以貫注在自己身上(如：自
戀) 力比多紐帶是用來維繫一個群體凝聚性的重要元素。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921)。〈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收錄於《超越快樂原則》（楊韶剛等譯）。臺北

市：知書房出版：紅螞蟻經銷, 2000
16 將某個對象的思想、價值觀吸收、內化進自己的自我(ego)中，使之變成自己人格的一部份。
17 認同為努力模仿某個對象，當成楷模或典範，並透過內射(introjection)來形塑自我(ego)。

群體的認同作用則是指個人在群體中把楷模的價值觀放在自我理想上(縱向認同)；於是他們的
自我之中有相同的價值觀並互相認同(橫向認同)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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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川普認為美國需要強硬的邊界，如今的歐洲和世界(因為沒有強硬邊界
)根本是一團混亂

根據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的理論中 現代園藝學 19的概念，川普不過

是個勤奮地為美國除去雜草的「園丁」而已。而這個雜草便是那些非白裔人們

。它的抵禦政策不過是為了建造一個更美好、梗有效率、整潔的美國社會。美

墨長城不過是籬笆、現制它國移民的法條不過是除去雜草的農藥而已。它所進

行的，不過是讓美國再次偉大20而必經的改造或重塑的社會工程。

結論

    
本文首先以近幾年來的逆全球化現象切入，並以替罪羊的範式來解釋群眾

日漸排外的心理。之後，在將重點聚焦於美國的排外心理。前部分利用佛洛伊

德認同作用中川普與其選民強韌的力比多紐帶，解釋為何當初不被外界看好的

川普會當選美國總統。後半部分則用鮑曼的現代園藝學來闡述川普排外政策的

本質。

    無論是逆全球化、抑或是川普當選，皆為人們對長期資源分配不均所展示的
不滿以及日漸擴大貧富差距的反撲。雖然本文分析的事件皆為近幾年來的現象

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不滿早在人們利益受損時便會產生，不過由於利

益受損者大多數為社會階層中較沒有影響力的一群 使得這些聲音總是會被大

型企業等獲利者蓋過。因此在 後，日漸膨脹的不滿巧妙地轉變為排外心理。

團體與團體之間的仇視日漸膨脹，若不善加處理，將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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