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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銜突與對治初探

一一一從Jihad

vs. McWorld之論述談起
巨克毅＊

摘要

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進程之中，政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日益蓬勃，文化的全球化現象
亦逐漸形成。至今，全球化發展已然成為當前國際政治研究中首要之核心議題。難全球化之
趨向勢不可擋，然這並非意味著全球已成為一個統一與同質化的全球體系。相反的，全球文

化之多元與複雜的特性依然存在。中言之，在全球化的發展中畫像存有著令人嚮往與越於同質

的和平局境：但於同時，在地化（ Localization ）與「分殊化」的聲浪亦是漸次漲高。「分」
(Fragmentation ）與「合」

(Integration ）的相互拉鋸因而形成了現時的全球秩序景觀。是以，

欲理解全球化之發展，首須肯定趨同力量與分解力量共同構成世界全球化的過程。

本文擬自 Benjamin R. Barber 教授所提出之「聖戰 j 與「麥當勞世界」

(Jihad vs.

Mcworld ）的論述談起，漸進的介紹當代街突之兩條主要軸線一一一「地域民族主義」及「全球

主義」，它們各自的代表著相反的力量與方向。「聖戰」是由地區性、狹隘的憎恨所引導，
「麥當勞世界」則是由全球市場引導：前者試圖從中重新建構古老的次國家以及種族界線，後

者則是從外部滲透，模糊國家的界線。這兩股力量辯證式的相互影響形成全球文化街突與融合
之發展現況。本文除解析文化街突之主要因素外，並探討對文化融合的對治策略，目的希望提

供未來全球和平的良好發展方向。

關鍵字：聖戰（ Jihad ）、麥當勞世界（ McWorld ）、全球化、文化街突、文化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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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FJU 昌

廿世紀以來，全球化發展已然成為當前國際政治研究中首要之核心議題。至

今，新世紀的全球化進程之中，政治與經濟全球化之發展依舊日益蓬勃，文化的全
球化現象亦逐漸形成。各民族間的文化透過交流、融合與互補，已有突破自身地域
與模式之限制、約束而走向世界，邁向整合。惟文化全球化之趨向雖勢不可擋，然

此非意味著全 球已成為 一個統 一 與同質化的全球體系 。 相反的 ， 全球 文化之多元
與複雜的特性 依 然存在﹔文化全球化的趨勢，對世界各民族之文化 不 僅帶來了機
遇，亦帶來了 挑戰。申而言之，在全球化的發展中雖存有著令人嚮往與趨於同質的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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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局境﹔但於同時，在地化（ Localization ）與「分殊化」的聲浪亦是漸次漲高。

「分」

(Fragmentation ）與「合」

(Integration ）的相互拉鋸力量因而形成了現時

的全球秩序景觀。是以，欲理解全球化之發展，首須肯定趨同力量與分解力量共同
構成世界全球化的過程 。

本文擬自 Benjamin R. Barber教授所提出之「聖戰」與「麥當勞世界」

(Jihad

vs. McWorld 之論述談起，漸進的探討當代衝突之兩條主要軸線一一「地域民族主
義」及「全球主義」﹔次而談及全球文化衝突之主要向度分析，並嘗試著探索其深
層價值所在。文末，吾人希望對全球文化衝突提出若干對治策略，以提供未來世界

朝向和平大道邁進。

二、聖戰與麥當勞世界之對抗論述
聖戰對抗麥當勞世界（ Jihad

vs. Mc World ）之概念係由美國新澤西州立拉特格

斯大學（ The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的Benjamin R. Barber （下
簡稱Barber ）教授所提出，其試圖著以強烈之對立圖徵來說明當今世上的二股主要
思想潮流，並且分析二者間可能的互動情勢。

Barber首先開宗明義的談到，今日吾人所處之世界與生活正如William B. Yeats

所言，受到兩個永恆不變之觀念感染：種族與靈魂（ race and soul ）一一種族觀
念反映出部落的消逝，而靈魂觀念則預期世界的未來﹔種族帶來「怨恨標誌」
而靈魂則裁製適合具體要求，並配合其所需。 1Barber認為此三種觀念皆不能允

諾吾人一個未來，種族經由戰爭與流血促使部落化（ retribalization ）的擴大，其
成為一種可怕的期待。而靈魂擠壓人們成為同質化的地球主題樂園一一迪士尼

(Disneyland ），亦即由傳播、資訊、娛樂、商業之麥當勞世界（ McWorld ）

ι 種

族觀念則猶如巴別塔（ Babel ）的神話一般，使世界分裂成眾多民族（ peoples)

人們寧與槍炮為鄰，也要堅持此一主張。而地球主題樂園（ Disneyland ）的狂熱者
則亦強調「未來學式」

小世界」

( futurological ）的陳腔濫調，承諾將地球建立成一個「小

( small world ） 。 2今日吾人被迫生活在此兩種觀念影響下，並處於一種選

擇式的弔詭之中。
Barber的上述主 要觀點，可以下表簡化論述：

1

Benjamin R. Barber , J伽d vs. Mc 恥咐，（ New York

' Ibid.

Ballantine Books, 1996)

, 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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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聖戰世界觀點說明，當前全球各地興起狂熱式的認同政治（ politics

of

identity ）成為世界分化的一股力量。此一力量為後冷戰之世界帶來極大的衝突與
紛亂。在這世界中扮演主要行為者乃各地部族（ tribe ）與種族（ race ）群體，其藉

由宗教／族群意識型態之信仰憑據，在「自決」

(self-determination ）觀點的引導

下，不斷要求獨立與主權，激烈式的引爆各區域之衝突與流血。以今日全球主要衝
突地區觀察，從東歐、中東、非洲、南亞至東南亞等區域，皆導源於傳統部落種族

與宗教信仰之間的衝突。例如：在東歐地區，烏克蘭東西部（天主教與東正教）

波士米亞及科索決（東正教與伊斯蘭教）﹔中亞高加索地區，亞美尼亞、亞賽拜然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車臣（伊斯蘭教與東正教）﹔中東地區，以色列與阿拉伯
國家（猶太教與伊斯蘭教）﹔中非地區，盧安達與蒲隆地（胡圖族與突西族之部落
信仰對立）﹔西非地區，賴比瑞亞、奈及利亞（傳統部族信仰對立）﹔南亞地區，

印度與巴基斯坦（印度教與伊斯蘭教）﹔東南亞地區，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 南
部（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泰國南部（伊斯蘭與佛教），這些地區的流血衝突，皆

證明宗教／種族主義意識型態，成為當今國際衝突的主要原因，其影響世界和平甚
鉅。
聖戰世界觀念的影響力，探其核心因素主要來自於各大民族與宗教中之基要主

義（ Fundamentalism ）教派與組織的興起，其構成全球各地衝突擴大的重要原因。
宗教基要主要 一 方面以改革社會現況自居，反對西方現代化所帶來的社會腐化與政

經侵略，另一方面又以恢復傳統教義為號召，企圖以教義、經典作為維持社會秩序

與國家發展的依據，進一步為達成其宗教神聖性目的，不惜採取積極的武力手段，
以「聖戰」為號召，進而演變成為宗教極端主義與恐佈主義，結果導致世界各地衝
突不斷發生， 形成當前國際政治關注的焦點。 3

至於 Bar ber所言之「麥當勞世界」，主要是以西方世界資本主 義社會型態為

主，其中公民與消費者扮演主要行為者，其以現代公民價值與憲政主義意識形態為

3 巨克毅，〈全球﹛匕下的宗教衝突與基要主義〉，〈全球政治評論〉﹒第一期（ 2002年8月），頁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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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依據，呈現一種世俗化之特色﹔而政治型態的建立，主要以自由主義、資本主

義的民主政治制度為主，在自由市場模式下，業已形成一種全球式的消費文化與通

俗流行文化。
以下就聖戰世界涵義與麥當勞世界主要內涵，分別闡述之 。

三、聖戰涵義與全球聖戰之探討
當前伊斯蘭基要主義中，在對抗外來敵人，常用的口號就是「聖戰」。許多

極端的基要派團體皆以「聖戰」為名，作為打擊敵人之依據。然聖戰之最初涵義為
何，則有待進一步之分析。

伊斯蘭「聖戰」乃阿拉伯文「 Jihad 」之意譯，音似「吉哈德」，其原意是
「盡力」、「奮鬥」’後引申為「為真主信仰而奮鬥」

。 據伊斯蘭教義分析，吾人

所處之世界被劃分為二， 一是由穆斯林統治之伊斯蘭地區，另一部分則是由異教徒
統治的非伊斯蘭地區。伊斯蘭 宗 教信仰之最終目的，是將對真主的信仰傳播至全

世界，使其皆信拳之，而達成此 一 傳教手段就是「吉哈德」
戰」

(Jihad ），亦即「聖

。 伊斯蘭教義指出，「 Jihad 」是真主指引穆斯林到達天堂的直接道路，穆斯

林通過參加「 Jihad 」，將可獲得來世的真正拯救。

傳統伊斯蘭教法學家將「Jihad 」區分成四種不同類型 。

第 一 種「用心」，指穆斯林之內在精神反省，與自身邪惡意念鬥爭，淨化心
靈，更虔誠的信仰伊斯蘭教，此類「 Jihad 」被稱為「大吉哈德」。據說穆聖非常
重視此種方式之吉哈德﹔依《聖訓》記載，有一次他率眾完成軍事活動回到麥地那

後說：「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小吉哈德，我們該投身於大吉哈德了。」隨行者問
其何為大吉哈德，他答道：「對己之吉哈德 。 」第二為「用口」，第三則是「用
手」，分別指穆斯林通過宣傳、規勸、辯論和自身的榜樣來傳播伊斯蘭教。《可蘭
經》中規定：「對於宗教，絕無強迫。」

（第二章第 256節）﹔「你應憑著智慧和

善言而勸人遵循主道，你應當以最優美的態度與人辯論 。 」

第四乃「用劍 」

（第十六章第 125 節）

， 即指戰爭或武力 ， 要求穆斯林勇敢的與異教徒戰鬥 ，以「生命和

財產」來弘揚與保護伊斯蘭教。 4
在早期伊 斯蘭教之中，參加戰爭是穆斯林履行「 Jihad 」任務 最主要的之方

4 巨克毅，〈伊斯蘭：導讀〉，收錄於〈伊斯蘭〉

（台北：左岸文化出版公司 ， 2003年）

，頁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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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當代伊斯蘭現代主義者強調應用和平與非暴力的方式履行吉哈德義務，反對用

「戰爭」、「武力」手段傳教，然部分極端之基要主義者仍主張以「劍」作為「以
牙還牙」、打擊敵人的手段。他們反對「 Jihad 」之原始涵義，亦否認其僅僅是一
種防禦性手段，堅持要不斷「進攻」，要反對內部敵人，亦要鏟除外來敵人。激進
之基要主義者宣稱「流血犧牲」是為真主而戰，於是各種打著「聖戰」大囂的組織
不斷出現。「聖戰」一詞，遂成為當代伊斯蘭世界中最響亮的聲音。 5
當代伊斯蘭「聖戰觀點」的提出，最初形成中東地區巴勒斯坦與黎巴嫩南部阿
拉伯人對抗以色列的主要理論。此時期發動所謂聖戰，敵人僅止於侵占阿拉伯土地

之異教徒一一主要是以色列國家。然而在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造成中東
地區各國家以聖戰為名，號召各地穆斯林赴阿富汗戰場，對抗蘇聯紅軍﹔此時，包

括中東地區著名的恐佈份子賓拉登在內之「聖戰士」

( mujahideen ），均抱持保衛

「伊斯蘭」之目的，進行所謂「伊斯蘭革命戰爭」

賓拉登參與阿富汗戰爭，主要受巴勒斯坦人阿扎姆（ Sheikh Abdullah Azzam)
思想影響。阿扎姆曾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邊境之白夏瓦（ Pesh war ）建立「支援者

之家」

(House of Supporters ），招募各地穆斯林，加以嚴格訓練，參與聖戰。 6其

並強調進行「全球聖戰」對抗外來文化與敵人，最終目的乃建立地球上之伊斯蘭國
家。阿扎姆的全球聖戰活動，具有重大之影響力，深深打動賓拉登及各地穆斯林信

徒。阿扎姆於一九八九年逝世後遺留下的思想與組織工作，由賓拉登繼承並加以發

揚。其進一步建立了蓋達恐怖組織，且於一九九六年重返阿富汗，繼續鞏固發展該
組織，又以金援協助各地伊斯蘭極端活動，資助各地恐怖份子訓練營地。海灣戰爭
之後，賓拉登認為美國已取代前蘇聯，成為「伊斯蘭世界之新惡魔」。一九九六年
八月，賓拉登首度對美發出聖戰宣言，認美國之駐軍沙烏地阿拉伯一事，羞辱了伊

斯蘭的阿拉伯人，號召全體穆斯林拿起武器對付美國。一九九八年三月，賓拉登組
織各地恐佈團體，宣布成立「反猶太與十字軍聖戰國際伊斯蘭陣線」，正式發出宗

教諭令，呼籲全體穆斯林「對抗、打倒、殺死」美國人及其盟友。 7顯然，此一諭
令已證實其發動全球聖戰之理由與目標。
當今賓拉登組成國際蓋達恐怖組織，進行全球聖戰，主要特點有四川

5 同前註。
6

Yoram Schweitzer and Shaul Shay , The Globalization of Terror ,

7

2003) , pp.22-23 .
Ahmed Rashid蓄

，陳建勳等譯，〈神學士：歐瑪與賓拉登的全球聖戰〉

年），頁202 。
8

(New Brunswick

Yoram Schweitzer and Shaul Shay , op.cit. , p.24.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台北：新新聞 文化公司，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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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一個伊斯蘭的全球性組織，號召全球各地志願者加入全球聖戰。

2. 創建一種國際性伊斯蘭恐怖組織細胞運作模式，透過激進伊斯蘭運動支持，發展
至全球各地。

3. 由於阿富汗聖戰士之勝利，帶來一種穆斯林戰士的勇敢精神與氣氛，鼓舞全球穆
斯林對抗之力量。

4. 創立擴大伊斯蘭戰士之基層組織，其成員具有使命感與戰門經驗，並成為伊斯蘭

對抗敵人戰鬥中之先鋒。
初期伊斯蘭聖戰觀點屬於「防衛性聖戰」

(defensive jihad ）理論，目的在對

抗美國與西方之攻擊，尤其是反對美國與以色列的中東政策，只採取消極之方式，
例如巴勒斯坦之「群眾運動」

(Intifada ），而且是被迫性的反擊。但是賓拉登於

一九九六年以後，則採取主動攻擊之「攻擊型聖戰」

(o臨的ive jihad ）模式，主動

出擊進行全球恐怖活動。一九九八年八月美國在東非肯亞與坦桑尼亞大使館同時發

生爆炸，共計257 人死亡，五千餘人受傷，此一恐怖事件後美國亦恢復採取報復措

施，發射七十五枚巡弋飛彈，攻擊其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基地。二000年十月
美國「科爾號」軍艦又遭到自殺小潛艇恐，怖攻擊，造成 17 死35 人受傷。二00 一年
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爆發，證明其已將全球聖戰轉變為全球攻擊性恐怖活動，此
舉將jihad之影響力量推至全球高峰，並成為當代全球衝突中最令人囑目之焦點。

Barber曾視聖戰觀點及其全球性發展，將會導致全球成為無政府狀態之危機

中，亦即將陷入密爾頓（ Milton ）的大混亂（ Pandaemonium ）一一猶如地獄般的失

控世界之中 J顯然其先知式之觀點，在二十一世紀九一一事件爆發之後，全球受
到激進與恐怖主義之聖戰威脅，印證了其論點之睿智。

四、麥當勞世界與文化全球主義之探討
今日之世界在傳播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下，全球化之趨勢逆不可擋。然而，

全球發展過程，除了前述「聖戰」、「分化」力量與全球衝突之出現外，全球化
概念亦成為有些學者所描述之藉由全球消費文化驅力的推動，建立成為整合的全
球文化市場。 依據Barber的論述，全球化即是麥當勞世界的形成， 其透過傳播、

資訊、娛樂、 商業之全球化，將整個世界形塑為單一的迪士尼（ Di sneyland ）主
題樂園﹔而構 建麥當勞世界之抵柱則具四項必要因素支撐：市場 （ The

Imperative ）

9

Market

、資源（ The Resource Imperative ）、資訊科技（ The Information-

Barber ’。p.cit. , pp.4-5.

全球恃他夫叫究與對i合你一的ihad vs. Mc World之論述糕。
Technology Imperative ）及生態（ The Ecological Imperative ）。 10Barber提出麥當勞
世界的全球觀點，具有全球化之傾向﹔換言之，經濟全球化下的自由市場競爭，跨

國公司力量之興起，在自由放任原則下的企業兼併與合作，形成一種新的全球經濟
型態。而自然資源之獲得，農產品、礦產、石油能源的競爭亦形成全球市場競爭下

的主要議題。傳播資訊科技之高度發展，電子媒介與網際網路的蓬勃力量，均促成
全球時空壓縮現象之到來。至於全球生態環境的普遍性關注，地球生存與發展的持
續性問題，皆促使世界人們產生共同一致性之觀念與共同使命。

觀察麥當勞世界的建立，主要指的是「消費文化」與「通俗文化」的大量擴張

與影響力之增加。此二種文化的表現，構成新興全球文化之發展特色。
首先就消費文化而言，於現代資本經濟社會中，人們使用商品與享受服務，

藉以滿足需要與渴望之行為，稱為「消費」。消費概念不僅包含商品的實物消費，
還包括符號消費，此亦即為法國社會學者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提出符號價值
以補充政治經濟學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符號消費超越第一層的物品之使用價

值（實物），和第二層的交換價值（財富與金錢），而進入最高層之商品文化內涵
（表現自己之個性和地位）。 ll 消費文化是人們在消費社會中所表現出來之文化，
也是人類所創造的各類消費相關因素之綜合。 12 因此在消費社會裡，消費之目的並
非以商品為物件，而係消費商品中所蘊涵之符號價值。對商品的符號價值之消費構

建了全球新的文化認同。

今日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之引導下，藉由大眾傳播媒體

之影響力量，已形成全球資本擴張與累積之目的 。 全球化之特色就是資本 主義 。 其
不斷隨著龐大的行銷網路販賣商品來賺取經濟利益，同時也在做一種文化產品之輸
出和不斷複製人的消費欲望。消費文化之觀念與傳播系統演進相關，而傳播媒體就

是專門用來傳播有關思想、資訊以及吾人之社區及自身形象之手段與組織 。 13 今日
人們的「需求」、「欲望」、「消費」皆是被引導與控制，甚至是被創造的﹔人們
的消費觀念與消費文化在全球化的發展中，形成共同性之發展趨勢。茲就全球化過

程中，資本主義發展、大眾傳播媒體及消費文化之相互關係，表列如下： 14

'0

Ibid., pp.23-136

II 萬丙中，〈消費是一種生產〉﹒〈當代文化研究絢〉

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542
12 楊魁、董雅麗，

〈消費文化一一從現代到後現代〉

（北京：中團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

" Robin Cohen and Paul Kennedy茗，文軍等譯，〈全球社會學〉

，頁22－鈞。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001 年），頁

373 °
M 表格內容整理自楊伯澈，〈全球化：起源、發展和影響〉

消費文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楊魁、重雅麗，〈

從現代到後現代〉（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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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流行、高消費

推廣佔有、消費文

從服裝、食品、音

化，強調及時享

文化、類比文化，

樂、電影、電視到

樂，培養外露的生

消費文化日益成為

建築，西方文化

消費文化與觀念︱活方式和發展自戀

社會生活之核心，

自我之個性（交換
價值）

（特別是歐、美、

以市場為中的個人

日之文化）正成為

主義之文化（符號

全球文化，透過電
子媒廣告宣傳，開

價值）

始向仝球擴散（符

號價值）

電報（ 1820 ）、電

廣告和娛樂：廣

電子資訊技術、綱

話（ 1876 ）、傳真

播（ 1920 ）、電視

際網路一神經系統

機、運輸（單向傳

(1946)

播）
大眾傳J番
媒體發展

（單向傳

（雙向傳播）

播）
電子網路相互依賴

廣告告訴人們到百

貨商場去消費，商

推銷商品和宣傳大

性、電子商務消費

品的資訊傳播給潛

眾參與的消費文化

觀念之建立

在的顧客，喚起人
們內心之欲望

受眾被動的接收資︱受眾被動的接收資︱網民（使用網路

訊

︱訊

︱者）互動﹔傳播者

與受眾之間模糊
由於當代資本主義不斷鼓勵消費，始能創造更多之利潤，因此造成大眾、通俗

文化之盛行。所謂的「流行文化」與「大眾文化」、「次文化」、「消費文化」和
「通俗文化」等概念，均有著一定程度之重疊或關係。流行文化是全球商品消費文
化與娛樂暨資訊消費文化的一環。就一般意義而言，可將所謂的「流行文化」視為

一種經由商業及媒體機制所創造出來之風行消費或行為趨勢。 15基本上就是以美國
大眾生活方式和娛樂形態為代表之世俗文化，亦即係可口可樂、麥當勞、好萊塢與

NBA化。它既是一種生產，同時也還是一種壟斷與支配。
這些通俗 、流行文化的散布日益仰賴傳播媒體之力量，在全球 化時代，由

於尖端資訊科 技革命為大眾傳播媒體帶來新的擴張契機，透過垂 直 或策略聯盟

加速進行其整 合併購，擴充為龐大媒體之跨國集團。例如，美國 線 上時代華納

(AOL Time Warner ）、維亞康姆（ Viacom ）、新聞集團（ News Corps ）、貝塔斯
叮南方朔，〈流行文化的社會影響及其重要性媒體〉

，

的ee See看〉

， 第八期（ 2000年8月）

全球惜代的文化簡史與對治韌探一從Jih仙S McWorldzi~~言愧

。

曼（ Bertelsmann ）、迪士尼（ Disney ）、微軟（ Microsoft ）、通用電子（ General

Electric ）等，藉著數位技術打破傳統媒體、影音、文字一一三者間之藩籬，導致
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赫然成為新型資訊傳遞，資訊取得和休閒娛樂之外的第四媒

體。其不僅跨足視聽和平面三大傳統媒體，並將大眾文化，通訊與資訊過去截然劃
分之三領域納入其營運範疇。大眾文化以商業為導向，集中於獲利為主的流行文化
之製造﹔資訊業則以通訊社、廣播電視、新聞出版與全天候新聞網為主，亦即泛稱
之新聞專業領域﹔至於通訊業（此指廣告業）貝IJ 專於廣告行銷。 16就傳媒之內容和

技術手段來看，今日大眾傳播媒體已成為具有影響與塑造文化趨同的重要力量。
綜合前述觀察，麥當勞世界的全球文化現象，具有文化趨同論之特點，然
亦有些許學者強調「文化趨異論」之訴求。例如，英國學者費舍斯通（ Mike

Featherston ）則認為，超越國界且調和著不同國家之間的「第三種文化」已經產
生，這是不斷增長的國際間貨幣、商品、影像及資訊等聯繫交流所致。全球文化

之相互聯繫狀態（ interrelatedness ）的擴展，可被理解為導致「文化持續互動與交

流之地區」一一全球共同體（ acumen ）的出現，這也是一種全球化進程﹔在其看
來，並不存在「岡一的全球文化」。 17從廿世紀九0年代以來抱持同樣觀點的學者
越來越多，人類學者從各地之報告發現，當今文化全球化正面臨「在地化」甚至再

「商業化」，或者由於政治結盟而篩選的保存傳統等，使得文化全球化成為文化
的多元主義而非「單向之思考」。 18是以，吾人強調各種民族、國家文化之特殊性

(particularity ）較麥當勞世界的全球文化來得真實，而無法被全球主義式的文化觀
點取代。

事實上，當今反麥當勞世界之社會運動不斷出現，人們對於以美國為首之文化

與經濟霸權，所造成的「麥當勞支配」

( McDomination ）情形，採取了反擊與抗

爭。最有名之案件即為英國兩名「倫敦綠色和平」的成員，因散發「麥當勞有什麼
錯？」之傳單，而於一九九0年遭麥當勞控告誅謗。這個被稱為「麥當勞誰謗案」

(McLibel ），不僅極富戲劇性（麥當勞請了兩個私家偵探臥底，並以龐大律師團
對抗兩名沒錢請律師之被告），且已成為英史上審判時間最長之案子。最後雖然誰

謗罪成立，但全球反對麥當勞文化之訴求，卻已形成一股當代反全球化運動之主要
力量。

16

Ignacio Ramonet薯，主佳銘諱，〈第五權〉，〈法國世界外交論衡月刊〉
http://cn.mondediplo.com/article59.html下載日 2005/12/20

17

Mike Feathersto n , “ Global culture : An introduction
(London : Sage , 1990) 1-14.

’”

in Featherston ed. Theory , C ulture and Society ,

18 殷納夏著，吳錫德譯，〈文化全球化：在特洛伊木馬與想像的焦慮之外〉收錄於〈文化全球化〉

田， 2003 年）

（台北：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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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球文化向度與對治策略
Barber的麥當勞世界與聖戰世界的兩極化對抗，換一種說法即是文化全球主

義、消費資本主義與文化本土主義、宗教基要主義之對立與抗爭。此種文化對立與
抗爭，在全球各地出現，有低緊張層次之文化辯論與文化爭執，至lj 高緊張層次的文

化衝突與文化抗爭。倘若吾人由全球文化對立與衝突之向度（層次）加以分析，可

以區分為下列三種：

（一）器物向度之對立：
器物向度之對立主要係指文化生活中，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之衝突，

例如：飲食文化之東西方差異，穿著文化之南北不同，居住（建築）風格的多樣表

現，全球地理環境形成的交通殊異等。而在資訊發達時代，富國與窮國之貧富懸殊
造成數位落差與知識距離，更顯現出全球發展之不均衡現況。

（二﹜制度向度之差異：
就全球人類建立之政治制度面觀察，今日仍存在著各種制度差異﹔自由民主

制度已為大多數國家與人民接受（約占 65% ），非自由民主實行君主專制、極權統
治、威權統治與神權控制等，造成各地人民自由生活與權利表達之極大落差。即使
在自由民主社會中，各地區亦因文化傳統差異而設計出不同之政治制度，例如：總
統制、內閣制、委員制、混合制等，因而形成各種制度優劣之比較，也造成人們在
制度選擇上之不同觀點。

（三）價值向度之不同：
全球文化對立與衝突中最明顯的因素，主要是人們觀念、價值之殊異，此造成
今日世界紛爭不斷的原因。人們觀念價值主要根值於傳統歷史文化、宗教信仰與種

族意識之中。全球各地人民由於地理環境之差異，造成各地人民的思想觀念、文化
態度與深層信仰之差異。當代西方文化以現代化為號召，試圖建立全球成為一種現

代化形貌，亦即以西方文化觀點為主導之全球文化建構 ， 結果遭受到 不同地域人們
的抗拒。當前伊斯蘭價值、亞洲價值、東方主義價值觀念之出現， 即表達對西方中

心主義的不滿 。 Barber的聖戰論述即代表非西方世界之抗拒心態， 此亦說明文化價
值之深層結構 ，是不容易改變與撼動的。
面對當前 文化全球化之發展現狀 ， 世界各種文化不斷相遇與碰撞 ，吾人究竟應

全球化日李代的文愉央與對治初探一成Jil叫 McWorld之論述談起

。

採取何種態度，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茲從文化對治策略觀點，整理分析如下：

文化抗距

反對排斥

爭執對抗

文化危機

（排他派）

語言紛爭

行為街突

文化戰爭

文化吸納

（贊成派）
文化包容
（調和派）

文化同質化

同意接受
有條件吸收

文化溝通

文化裁軍

大部分吸納

文化一元化
全盤接受
文化僵化

文化對話

相互肯定欣賞

文化合作

文化多元並存

第一種文化抗拒態度：當與外來文化、異地文化相遇時，完全採取排他態度與

行為，此即是一種文化守成主義，而不願意瞭解與認識外來文化。輕微之抗拒表現
出口誅筆伐，語言上的排拒，例如：提出文化帝國主 義、文化霸權以反對外來文化
的支配力﹔中度者則是以集體行動、集會示威，反對外來文化入侵﹔最強烈的則是

造成文化衝突與危機，最後導致文化戰爭。 Barber的聖戰說， Samuel P. 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論，皆強調文化之間的深層結構部分，是具有不變之本質，當文化衝突

觸及到文化深蘊底部時，貝IJ 會導致文化大戰。

第二種文化吸納態度：贊同此派之說法者認為人類各地文化中的優良文化部
分，可以借鏡，予以吸收﹔尤其是器物文化部分，應予有條件的吸收，不應一昧的
反對，不同文化內涵均有其優劣點，不需要完成排斥，而犧牲文化涵融之機會。文
化吸納之結果，倘若是大部分內容吸納則會導致文化同質化（ Homogenization)
而失去原有文化之特殊性。湯林森（ John Tomlinson ）認為資本主義的 文化同質化

受到文化自主（ Cu ltural Autonomy ）觀念之挑戰，然而文化同質化必然將形成另一

種新的文化型態。”最後若是文化全盤接收，則將造成文化的「一元化」，亦將失
去文化多樣特色，而形成全球文化之僵化。 Barber的麥當勞世界說，文化全球主義
觀點之論述，皆說明文化整合與文化一元必將導致人類文化之另一種危機，此亦非
吾人追求之目標。
第三種文化 包容態度：此即是採取一種文化調和，「你泥中有 我，我泥中有

你」的文化包 容觀點。在今日全球化社會中，必然有不同文化之相 遇，文化瞭解

” John Tomlinson . “Cutural Imperialism .”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 , 2000) 307 315.

in Globalization : Read肘， eds. Fr且nk J. Lech ner and John B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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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與文化溝通則是第一步，吾人應採取「開放心靈」

(open mind ）之態度，勇

於嘗試與接觸不同文化之表現方式。西班牙宗教學者潘尼卡（ Raimon
曾提出「文化裁軍」

Pannikkar)

(Culture Disarmanment ）觀點，當吾人面對不同文化時，應

裁減我們各自文化中的強硬內容（西方優勢文化），以此作為自我文化之批判與反

省，時時以和平為念，願意保持與其他文化的溝通。 20此種文化自省的態度，作為
文化溝通時的主要原則，將是文化對話之良好開始。所謂文化對話，即強調「我一
一你」關係之和諧與寬容精神，彼此透過溝通、對話達到相互暸解，彼此補充、交

流調和之目的。除了文化對話之外，進一步尚需文化合作，不同文化團體要有和平

共存、相互合作的共識，以共謀解決文化上之差異與紛爭。最後，各種不同文化之

間採取「愛其所同，敬其所異」之精神，相互肯定，相互欣賞，採取文化多元並存
之原則，以「天容萬物，海納百川」之真諦，本「道出一源」、「理一分殊」之真

理，彼此相互容忍，攜手合作，以實踐世界和平與文化大同之目標邁進。

總之，在今日全球化快速發展之下，世界發展已形成「地球村」之生活型態。

面對人類新文明（第三波：資訊文明）的影響，人類各種不同文化與文明正呈現新
的碰撞與新的機遇，吾人究竟應採取何種態度？何種對治策略？相信透過前述論
證，未來一條明顯之解答圖式，將提供全球文化和諧生活的新方向。

六、結論
當前在全球化運動中，凡是涉及到文化價值內涵的部分，總是呈現紛耘擾攘之

爭辯。不同文化發生碰撞，其顯現出來之現象，有衝突、有融合﹔有多元面相、有
霸權宰制。文化全球化之發展是否意味著全盤西化？是否文化普遍性原則將成為全
球主義之要旨？是否文化本土化之激進態度，將發展出一種狹隘的、暴力式的聖戰

方式？人類面對上述疑問必須提出自我解答，畢竟此為人類自行選擇之對治策略與

生存方式。
由於吾人今日身處一個全球化發展之時代，亦即是一個多元、多宗教、多文
化之時代，吾人必須採取開放的心胸，擴大自己之視野，而能與世界各民族、各文
化、各宗教相互接軌﹔在資訊傳播、大眾媒介之因勢利導之下，吸收各民族文化之
優點，截長補短、相互交流、相互對話，透過「文化和合」一一文化之和諧與合作

精神，彼此不 分酵域、不分信仰的化解歧見，共同攜手努力，致力於世界和平之真

正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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