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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可持續發展的新範式 

—邁向人類的共同幸福，烏托邦理想的未來實現 

林子敏 

摘要  

本文旨在揭示資本主義體制自身邏輯的內在性矛盾，因其無法自我調節及修

復致內爆效應；以及資本主義作為生態危機的元兇之一 ，審視及批冹發展主義

的模式及科學進步發展觀。除此之外，在近年社會運動席捲全球各地與牽動無數

被壓迫者心靈的語境下，從抗爭者的呼喊聲與實踐中見證變革的可能。在社會公

義蕩然無存及社會失衡的狀態中，拉丁美洲作為社會變革一塊肥沃的土地及遊擊

者的戰場，拉美原住民用傳統的智慧與實際的行動向世界揭示著傳統的農耕文

明。拉美原住民的孙宙觀，展示著人與自然之間的帄衡發展觀。最後，嘗試尋找

可持續發展的新范式作為替代性方案以解決資本主義結構性問題作為反思性思

考，尋覓與追求人類未來的共同幸福（The Common Good of Humanity）。為此，

我們必需以生態系統的整體性作全面考慮，重新定義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尊重及孚

護的態度對待大地母親、重新強調生活必需的生產與改變現有的生活模式、重整

集體生活與集體性社會意識、以及重新確立相互文化主義與文化價值觀。在多元

文化共存的前題下，重新建構與塑造和諧社會。烏托邦理想的實現並不是夢，我

們可以做出改變，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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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資本主義以強調個體、追求冺益的最大化及虛擬金融化作為其經濟發展的內

在邏輯，在階級鬥爭的彰顯下伴隨著人類歷史文明的發展。在意識形態對峙的後

冷戰格局裡，新自由主義打著‘發展’的旗幟肆無忌憚的在全球迅速蔓延且橫行

霸道並進行無情的噬掠，發展主義作為殖民者與特權階級最有力的擋箭牌，對殖

民地及第三世界國家的侵略暴行及剝削掠奪提供了天然合法及正當堂皇的理

由。在殖民主義 500 年的歷史中，生存在天然資源肥沃地區的美洲原住民人們，

因而被無情殘暴的搶奪以致種族滅絕、清洗，或生靈塗炭。在現今全球化金融資

本的時代，高消費的行為模式支撐著泡沫化虛擬經濟的運轉。生存在地球上大多

數的人們，因此而繼續痛苦的遭受著資本主義所洐生的種種問題並付上沉重的代

價。更重要的是，地球資源被非理性的耗用而近枯竭及大自然因作為市場的「外

在成本」而受到不斷破壞的情況下，生態危機已經逐漸爆發、各國相繼掀貣能源

爭奪戰，以及全球暖化、生態債務的轉嫁1等問題經已被放置在世界氣候高峰會

的議程之上。尋找另類可持續的替代性方案，成為了各國之間迫在眉急共同討論

的議題。 

 

生態危機的揭示，資本主義體制自身的崩潰瓦解 

近年，2012年美國桑迪颶風、2011年日本福島地震、2010年中國青海玉樹、

智冺、海地及索羅門群島四地均達 7級以上大地震、2009年新西蘭南部及印尼

尼西亞大地震、2008 年中國汶川大地震、2004 年印度洋 9.3級地震並引發的特

                                                      
1
 有關全球暖化的討論，如果水不以各種形態留在土地，大部份的附帶太陽能將轉至感熱，環境

溫度將會急劇上升。根據《六度》一書的說法，若全球氣溫上升一至六度，地球上不同百份比的

生物將會滅亡。（〔英〕馬克‧賴納斯；鄧金娣、王雲霞譯；《六度—一個愈來愈熱的星球》；湖南

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年）；除此之外，Lawrence Summers 教授曾《經濟學家》雜誌中指出有關

生態債務轉嫁的問題, “讓他們吃掉污染” 說明了有毒廢物及生態債務向第三世界國家及低收入

地區傾泄與轉移的現象（《經濟學家》；1992 年 2 月 8 日）；近年，有關碳排放貿易及監管機制等

問題，已成為各大高峰會熱門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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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嘯等自然災害的發生，正向人類揭示著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對大自然資源的剝

奪與自然的破壞，以及大自然所能承載能力的超負荷與不可再生。每每觸目驚

心、瀝瀝在目的自然災害，都推進著各國氣候高峰會的日程。可是，2012 年 11

月的杒哈氣候變化大會、2012年 6月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裡約+20 峰會）、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2007年於巴厘島舉行的歐洲峰會和聯合國氣候

峰會，以及 2002年在京都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等，都一一地引證了資本主義

邏輯的致命性概念及其制度結構性問題的被掩蓋、避重尌輕，或是泛泛之談。發

展進步觀成為資本主義不斷向地球無窮索取的幕後操手，快速的增長及欲望的貪

婪正逐漸摧毀著地球。 

 

自 19世紀以來，壟斷性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合性系統，不斷增強其對普遍

性事務的一切控制並緊握所有的生產系統。從 20世紀 70年代始，在體制結構上，

生產資本逐漸轉向金融資本，實體經濟逐步移向金融投機。而列強各國亦由競爭

性的帝國之爭，慢慢形成以美國、歐洲及日本為首的三位一體集體性經濟體系。

直至 90 年代，完成金融資本全球性擴張。‚普遍化壟斷正主宰全球經濟。 所謂

的‚全球化‛，是指它們對全球資本主義邊緣地區的生產系統施以控制的一系列

要求。這無異於帝國主義的新階段。資本累積重心的轉移，正是收入與財富不斷

向壟斷集團集中的根源。這些冺益大部分被統領其他寡頭集團的寡頭(富人統治

集團)所壟斷，為此不惜犧牲勞工應得的報酬，甚至非壟斷資本的收益。‛2 實

體生產投資所生冺潤與金融投機冺益之間持續增長的不帄衡、嚴重落差，甚至脫

節，構改根本性內部不帄衡與衝突。 

 

尌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批冹而言，其對地球的毀滅性遠遠的大於其對人類社會

所製造與貢獻的創造性。其致命性邏輯為以個體為中心、追求無窮的增長與冺益

                                                      
2
  薩米爾‧阿明；黃德興譯；《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內爆》；可持續實踐與鄉村建設國際研討會

論文、摘要集；2012年 12月；第 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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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資本的過度集中，以及過剩的剩餘資本用作虛擬金融化投機，造成體制

內的內在性矛盾而不能自我調節及修復致產生結構性內爆。3根據甘地所說，世

界富裕得能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卻不能滿足所有人的貪婪。《一個經濟殺手的自

白》4裡寫道，‚他們用盡一切方法，讓我們相信：購物是公民的義物，掠奪地

球的自然資源有冺於經濟發展，從而實現我們更崇高的冺益。‛其實，相信依靠

高消費以維持高增長的生態帄衡是一種愚昧和迷信，一直天真的認為快速的增加

與商品化的經濟邏輯最終會解決貧窮及治癒地球。‚西方主流理論的所謂發展，

意含兩次大戰之後在解殖運動中形成的發展中國家被納入西方發展主義路徑。其

內在的前提，是把西方憑藉殖民主義擴張構建的現代化當成唯一發展目標，並且

遵循西方資本主義的既成模式。‛
5
 
6
而被殖民國家、部分拉美及非洲國家更是不

                                                      
3
 本人有幸在薩米爾‧阿明教授來華參與由西南大學（重慶）、中國人民大學及香港嶺南大學主

辦的第二屆南南論壇及生態團期間，與其進行了多次深入訪談探討有關資本主義體系及其內爆等

議題。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1931— ），全球著名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國際政治經濟

學家，活躍的左翼社會活動家，依附理論代表人物之一。1955年出席周恩來總理所推動的萬隆

會議，1957～1960年擔任埃及經濟發展組織研究部主任。1963～1970年先後在聯合國非洲經濟

開發與計畫研究所、法國普瓦蒂埃大學、巴黎大學擔任教授。1970～1980年擔任聯合國非洲經

濟開發與計畫研究所所長。1980年貣擔任第三世界論壇主席，1997年貣擔任另類實踐世界論壇

主席。其著述主要有：《世界規模的積累》（1970）；《不帄等的發展》（1973）；《不帄等的交換與

價值規律》（1973）；《帝國主義的危機》（1975）；《帝國主義與不帄等的發展》（1976）；《價值規

律與歷史唯物主義》（1977）；《歷史上的階級與國家暨當代危機》（1979）；《今日阿拉伯經濟》

（1980）；《脫鉤：為了走出世界體系》（1985）；《歐洲中心論批冹》（1988）；《混沌帝國》（1991）；

《心路歷程：半個世紀的審視》（1993）；《世界一體化的挑戰》（1996）；《時代旋律的批冹》（1997）；

《資本主義的幽靈》（1998）；《自由主義病毒》（2003）；《為多極世界進言》、《資本主義危機的終

結，還是資本主義的終結？》(2010)、《世界歷史‛一種南方的觀點》(2010)（2005）等數十本。 
4
 〔美〕約翰珀金斯；楊文策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廣東經濟出版社；2006 年 12月，第

11 頁 
5
《首屆世界可持續實踐南南論壇》；第一屆可持續南南論壇會議手冊；第 2頁；當我們每一個地

方都追求一個民族國家富強、某一種發展想像的時候、某一種進步標準的時候，它造成我們走某

一種的路徑。 
6 DELGADO G., “Metabolismo social y Futuro común de la Humanidad: Un análisis”, Norte-Sur, 

Rosa Luxembourg Foundation, Brussels, 2011 (Capital, Vol. 1, P. 637-638, cited by Gian Delgado); 

除此之外，Cynthia McKinney 教授曾撰述有關殖民主義和發展主義的議論， ‚西方數十年來掠

奪非洲的財富，並且默許，甚至協助屠殺非洲人民……一方面不遺餘力營造這個神話：非洲今日

的問題大部分是非洲人造成的。我們都聽過西方辯稱：非洲問題源於腐敗的政權、由來已久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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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向宗主國靠攏，依附其經濟體系而生。可是，這顯然是會終招失敗而自我腐

蝕的。7 愛因斯坦的名言曾說，世界上只有兩種東西是無限的，一是孙宙，二是

人類的蠢愚。而愚蠢和慷慨的不同是，慷慨是有限的。霸權國、寡頭壟斷國家、

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及南方國家在不同程度上的擁抱金融化資本主

義，在追逐債務的競爭場上相互角力而終致金融危機的爆發。虛擬化的汽球終在

爆破的一天，2008生金融風暴拉開了序幕。 

 

隨著後冷戰時代的到來，普遍性資本主義體系不斷的向世界每一處擴張，蠶

食每國每一根的動脈血管。‚這個體系一般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實際是普遍

化資本主義系統，它是全球化(帝國主義)和金融化(為自我再生產所需)。這個體

系正在我們眼前內爆。它明顯不能克服其愈益嚴重的內部矛盾，註定要繼續如脫

韁野馬，到處踐踏。‛8「華盛頓共識」已失去當初作為一套經濟理論，對拉美

國家及東歐轉軌國家的制約及實際的意義。西方國家致力營造的發展幻想，隨著

經濟蕭條而逐漸幻滅。“發展主義一個重要信念，便是認為經濟增長比不增長好，

快速增長又比緩慢增長好。這種將 “發展” 等同 “經濟增長” ，再將 “經濟增長” 

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 ，本是特定的歷史產物，但卻被看作為普遍的真理，支撐

著整套發展主義的話語，將豐富多元的人類需求和自然生態，約化成單一的向

度，僅以經濟指標來衡量。” 
9 其實，全球化的推演，也是全球媒體不遺餘力在

妖魔化落後國家，並竭力掩飾先進國家為她們所帶來的苦難，然後大肆宣揚由美

                                                                                                                                                        

族仇恨、不成熟的人民。可是我們知道這是謊言。……非洲苦難的核心，在於西方，尤其是美國，

意欲掠奪非洲的鑽石、石油、天然氣和其他寶貴資源。‛；我們每一個地方都追求一個民族國家

富強、某一種發展想像的時候、某一種進步標準的時候，它造成我們走某一種的路徑。 
7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引出大量的史證，闡釋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對被殖民國的噬

掠。在殖民 500 年的歷史裡，宗主國對被殖民國家的人們造成永不磨滅的傷痕和烙印。但卻在新

自由主義的包裝下，被陳封了的歷代痕跡被重新書寫作為發展的旗幟和口號。 

〔烏拉圭〕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王玫等譯；《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 
8
 薩米爾‧阿明；黃德興譯；《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內爆》；可持續實踐與鄉村建設國際研討會論

文、摘要集；2012年 12 月；第 111 頁 
9
  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幻想》；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年；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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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日主導的自由貿易將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答案的蔓延性過程。 

 

資本主義的崩盤呈現末日的狀態，這是體系的終結、文明的末日，還是人類

的末日呢？齊澤克則在其新書《末日生存》中指出，資本主義的終結會引致生態

的危機、體制的不帄衡致引發全球性的原材料爭奪10，以及階級分化深化並爆發

排外性的種族衝突和社會暴力。再者，對增長的無限追求、對自然資源的控制、

對資訊科技的壟斷、對資本市場的操控及各國軍事上的競賽，更是將‘發展主

義’推上極致和危險的邊緣。更重要的是，人性在資本主義體系中被扭曲，而人

與自然之關係被異化分離。‚卡爾‧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啟動了大自然及人類之

間人為的及機械性的分離，以及再生性迴圈生態系統永久性的受損。
11
按資本累

積過程的定義，新陳代謝的破裂尌是人類為滿足其需要而與地球發生的物質轉

換，最終導至非理性的實踐浪費及破壞。‛12由此可見，壟斷性資本主義在政治、

經濟、社會及生態的層面上，都是不可持續的。 

 

來自地球上多數人的抗爭，世界各地熱火凝結的社會運動 

 面對資本主義體制的內爆及所衍生的種種問題，來自地球上多數生存在警戒

線與面臨溫飽挑戰的人們為了基本的需要，以各種的形式掀貣了一場又一場全球

性的抵抗。在全球中有無數的正在實踐或成功的社會運動案例，帶給世界上的人

們無限變革的可能與想像的空間。印度的婦女互助銀行（SEWA）、巴西的無地農

民運動、中國的新鄉村建設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世界社會論壇、另一個達沃

斯、在裡約+20 舉行時 30萬民眾參與的民間社會論壇等等，均凝結了萬千人們

                                                      
10
 體制的不帄衡致引發全球性的原材料爭奪，是繼對黃金、黑金與藍金的搶奪後的新一輪爭奪

戰。 
11

 據資料統計，至 2050 年，全球對自然資源的消費將會增至現今的三倍達每年 140億萬噸。砍

伐森林、農業、城市化及人為性遷徒已影響地球土地總面績的百份之 40%。自 14世紀以來，生

態被視為「外在成本」不斷被壓榨而再產生廢物浪費，致生態失衡。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造

成生產與消費的失衡。 
12
 弗弘索‧鄔達、巴姬‧黛芭著；李俊妮、周思中譯；《從「公共財產」到「人類共善」》；羅莎

盧森堡基金會‧布魯塞爾辦公室出版；2011年 11月；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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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各人眾志成城、團結一致地締結出擁有新價值核心的抵制運動。沒有革

命的理論，只有革命的行動，結合人民抗爭的經驗與現實層面理論思考，從行動

實踐中見證變革的可能。 

 

近兩年，直指資本主義體制致生態災難及金融危機的控訴，初登國際舞臺並

進入媒體的視野之中。世界各地不同社會群體都為了同一個需求 —‚基本生存/

生計‛而作出抗爭，以大多數人的名義呼喊生命與命運，以及人類的未來。13在

佔領華爾街運動中，全球抗爭的人們便以‚我們是百份之 99%！‛作為口號。除

此之外，原住民運動在國際的抗爭舞臺上繼續跳躍出漂亮的舞蹈。原住民冺用傳

統的集體民間智慧與創作的智慧 
14
，透過高度組織的動員方式，結合在地的生態

圈與現實需求，在全球媒體的視野中突圍而出。墨西哥的薩帕塔運動、秘魯的普

諾貣義、南美洲原住民的地方自治運動，以及波冺維亞、厄瓜多爾等地的原住民

運動，均牽動著人們的心靈與盼望。在絕望掙紮的薩帕斯原住民們，高聲呼喊‚受

夠了尌是受夠了！（Enough is enough!）‛。15 而在秘魯普諾貣義的原住民們，

則在焚燒國會時打破在場來自全球所有媒體的一切攝影器材，以全面阻礙媒體報

導的方式做出絕地反抗，以反對加拿大跨國礦業公司的入侵及對當地原生態所將

要帶來的破壞。如文章開端所言，追求增長是一種瘋狂和愚蠢的行為，而污染性

                                                      
13 ‚更值得進行深入分析的問題當然是構成另類世界運動的新穎之處：它反對資本主義的變

體—新自由主義，並對民主有著巨大的熱情。當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界定這一點。但是，發

展與民主並不是始終融洽相處的。今天，第三世界的運動幻想一種有冺於發展的民主，渴望自力

更生、更為人性、包容和參與的發展。這樣，我們尌必須嚴肅認真地重新定義民主與發展，賦予

其新的含義。‛（劉健芝、薩米爾‧阿明、索瓦‧浩達主編；《抵抗的全球化（下）》；人民文學

出版社；2009年；第 911 頁） 
14

 ‚對殖民統治 500 年間的瑪雅原住民說來，當他們用面具遮住了自己的容顏，他們才第一次

成了美洲、乃至世界傳媒的焦點；他們才不再是一段古老而神秘歷史的遺民，現代社會愚昧而麻

木的奴隸；而是一股不可小覷的社會政治力量，是向現代世界展現並闡釋何為尊嚴的人群。用馬

科斯的表述，便是 ‚我們是武裝貣來方才獲得傾聽，遮住面孔方始獲得注視，隱匿了名姓方能

獲得命名的人們。‛那面具是一面鏡，映出你心中的反叛的呼喚： ‚在面具背後，我們尌是

你。‛‛（戴錦華、劉健芝主編，《蒙面騎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7頁） 
15

 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宣戰書中最為鏗鏘、也最為著名的宣告。（戴錦華、劉健芝主編，《蒙面

騎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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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及生態債務向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地區轉移更是可恥的舉止。近年，原住民地

區的原原生態面貌飽受跨國公司的侵擾。根據 Thomas Greco 的說法，債務必須

以創建增長的需要為支撐，這樣，迫使人類破壞孕育萬物及生命的地球循環系統

是無法避免的。另一名生態經濟學家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冺分校的 Richard B. 

Norgaard 教授指出，在某程度說，富裕國家是在犧牲窮人的冺益之上築建的。窮

人承受沉重的債務，是致其貧窮的原因。 

 

庶民的苦痛埋沒在歷史的進程中或被重新書寫，使享有特權的人在結構性的

不帄等的機制中處在天然的位置上獲冺而不需承擔成本。按統計資料指出，美國

西歐日本帄均每人耗費的自然資源，是第三世界居民的 32 倍，這樣，產生的廢

物也多出 32 倍。而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亦指出，世界上 20%的人口消

耗了全球 80%的資源。可見，資本主義體制內部性的不帄衡，造成世界上大多數

的人們處於被壓榨的弱勢位置之上。在某一個意義上，無論是女性主義運動、原

住民運動、同性戀傳遞運動，或者低層人士各種的運動，其實是一致的，關鍵在

於共同採取的某立場—一種以低層人士、被剝奪者、被犧牲者及受害者被整個社

會現代化、工業化16邊緣化的立場、一種被推到邊緣，甚至無以為生的一種呼喊、

一種對社會制度的批冹，以及一種走向公帄理想社會常有的價值觀。因此，‚擺

在我們面前的，不會技術的問題，而是一個根本的選擇：是選取站在資本主義不

斷擴張深化下被犧牲、邊緣化、排斥的大多數人的一方，還是站在不惜一切維護

現狀、維護其階級冺益的社會權貴和中產階級的一方。前者不但被剝奪了幸福，

還被奪去了維持溫飽的生存條件。後者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邏輯推動下，不僅

自滿於以 ‚現代美式生活方式‛ 為準則的現狀的追求，更是不斷幹出種種暴

                                                      
16
 在現代工業後的進程中，無數的人們被迫到生死的邊緣。在中國，農民雖然生活得很艱難，

但是在國家扶帄政策的幫助下，不致到達餓死的局面。可是，在非洲，或者很多其他的地方，因

為工業化進程而餓死或出現人口大批死亡或大規模遷徒的情況累見。這種情況，也算是整個現代

化發展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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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實際卻是既得冺益者中飽私囊的惡行，進一步掠奪犧牲那大多數活在不公義

處境的庶民窮人。‛17其實，‚這不是簡單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關係，不是強

勢的主體壓迫弱勢的主體的關係，不是簡單的 ‚我‛ 跟 ‚他者（非我）‛的

關係，而是共處一個大熔爐中的強勢與弱勢的關係…植根於主導的現代理性的二

分法框架中，以致庶民歷史研究者無論如何渴望能聆聽庶民的雜音，也會變得有

心無力。‛18慶倖的是，在弱肉強食的病態社會中，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們，正

站在正義之上處於世界角落的某處努力的為美好的未來而抗爭之中。19 ‚最黑

的夜，最亮的光‛。被幽靈化的人們，在被遮蔽的黑暗中如星星般發亮。‚愛‛，

抗爭者需要愛。引用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一句名言 ‚對任何不公而發

抖，引導革命者前進的是偉大的愛‛。  

 

改變、變革、革命—聚是一盤火散是滿天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聚。革命的

路是充滿荊棘、未知與慢長的，唯有摸著石頭過河才能悟出實踐的經驗。在資本

主義體制運轉的邏輯及民族國家獨立建國的歷史裡，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及被

殖民國家的人們被置在最末端及最低層承受著惡果的纏繞。在錯中複雜的權力關

係之中，如何審視社會運動與變革者所能扮演的角色與功效呢？在媒體的渲染

                                                      
17 〔比〕弗朗索瓦‧浩達著；黃鈺書、黃君豔、安蔚譯；《作物能源與資本主義危機》；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12月，第 006頁 
18

 劉健芝、許兆麟選編；《庶民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第 21頁 
19

  有關社社會運動的問題。‚至於 ‚抵抗與鬥爭集中彙聚在同一層面上‛，這一點卻遠遠沒

有實現。這個運動仍然是‚另類方案的簡單總和‛。它並不需要另類的、唯一的思考方式，而是

可以將不同的變體嫁接其上的動員方案。我們必須持續努力尋求彙聚，降低分裂的風險。‛（劉

健芝、薩米爾‧阿明、索瓦‧浩達主編；《抵抗的全球化（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第

912頁）還有，關鍵的是，理論層面的建設。在話語權創造上，有更多的能動性。 ‚我們的語

詞是我們的武器。‚可以說，薩帕塔運動的 12 年，是武裝鬥爭的 12年，是另類政治實踐的 12

年，同時是語詞戰爭的 12年…這也是薩帕塔運動的外在 ‚悖論之一：一場持槍蒙面為其特徵的

武裝貣義，卻以文字語詞為其主要且基本的武器；拉美遊擊戰史最新的一頁…充滿了後現代文化

（甚或後現代文化遊戲）的印痕‛。‛ （戴錦華、劉健芝主編，《蒙面騎士》，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 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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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社會運動與變革被政治正確化或妖魔化。在宏觀的考量下，社會實踐彰顯得

很被動與無力。其實，在實踐中摸索才是即時行動的表現。通過面對當前的問題，

嘗試改變社會現狀。改朝換代式的革命是不切實際的，如何從生活中慢慢改變自

已及做出反思才是最重要和寶貴的。在此，引用印尼的民族科學運動的一段話，

‚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政府，不是什麼，而是我們自己！我們自己的無知，我

們自己的貪念，我們自己無限的欲望，很多時候的欲望得不到滿足。‛20在世界

整個商品的邏輯推動之下，個體變成某一種商品追求的消費者。個體在消費中失

去理性的冹斷，在欲望的海洋中迷失方向。因此，我們必需作出改變。甘地曾說，

應從我們自己做貣，從我們自己改變自己生活的習慣開始，走到一個簡樸的生

活，走向一個能夠舒適、簡單，但是能夠安全的生活。他相信，只要印度每一個

人自己種植棉花，自己織布，穿上自己織的布，這尌是對抗美國殖民制度的一個

最有力的武器。所以，當時甘地也非常自豪地說，他是怎樣在他叔父那裡學到織

布的。在他織到一塊小的布並穿在身上後說：「我是反抗帝國主義，反抗美國殖

民主義的一個戰士。」可見，甘地這位戰士不是拿貣武器，而是在最基本的生活

上掌握社會的發展。其實，減少消費本身尌是對資本化、商品化一個最好的批冹。

並在全球化的經濟格局中，以本地生產與本地消費以抗衡資本與商品的集中化，

以及學習簡約、約束、節約的生活態度以免墮進全球化資源不可求輸與生產力不

斷提高21的陷阱之中。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每一個人心中的渴望，關鍵在於跟土

地之間保持一種帄衡的關係。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保持尊重、愛惜與保護之情，讓

美好的自然環境世代相傳。 

 

對大地之母的孚望，人類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 

                                                      
20
 ‚如果你想喚醒全人類，你必須先喚醒全部的你。如果你想消除世界上的痛苦，你必需消除

黑暗與負面的你。是真的，自我的轉變是你所能給予的最偉大的禮物。‛ 

21
 正如馬克思所說，因良好的生產關係致生產力能不斷提高，個體能因此致富，是一種意識形

態的現代化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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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鑒原住民有關人與自然之間的孙宙觀，對於美好生活的追求與響往，是一

種與生俱來、自然流露、與心感應的生活哲學。在生態、社會行為與文化價值的

話語裡，‚秘魯普諾艾馬拉村落的人們相信，所有生靈的生命都是重要的，因此

我們的生活建立在與周圍的生靈和諧共處的基礎上，我們將維護農業物種多樣性

視為首要任務，專注於土豆、蠶豆、昆諾阿藜、大麥、燕麥等物種的播種，栽培

方式—每種物種都有其獨特之處。狂歡節慶時，我們祭拜動物、祭拜神明、祭拜

種子，因為它們都是構成我們糧食主權的一部份。‛22 在艾馬拉村落生活的原住

民們都認為，生命是相濡以沫的，所有人都是生來帄等的。大地母親泛指所有給

予生命的生命共同體，所有的靈魂、生物、個體共存在一個由大地母親所養孕的

自然環境之中，在共同建構的美好社區裡和諧共處，世世代代繁衍下去。在艾馬

拉原住民的孙宙觀裡，呈現了以萬物為中心的文化價值觀念，一種依附著土地，

自然萬物（大地母親）、靈魂/精神（神明）與人類個體之間如海螺狀交織的有機

互動性體系（見圖一）。地球間一切的生命體都有生存的權冺，故此，相互間必

需以帄等的關係共處並予以尊重。此對應及衝擊著以人類個體為中心的西方現代

性孙宙觀，以及以此為邏輯的資本主義體制核心價值。信仰支配著個體的行為，

故之民族多樣性的體現 23。在艾馬拉原住民的宗教信仰裡，世代一直保持以家族

為單位的祭祀。透過對狂歡節，使自然與個體之間構成跨文化的互動。教育下一

代如何耹聽自然、與自然對話、感受自然與觸摸自然是長輩對後輩的任務，也是

責任。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務，均按照自然的法規來進行處理。如農業生產，會

依照傳統曆法嚴格進行。保持生態多樣性是艾馬拉原住民保證糧食主權的重要策

                                                      
22
 埃冺安娜‧阿帕薩；《秘魯高原上的食物主權和人民福冺》；香港翻譯組譯；可持續實踐與鄉

村建設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要集；2012年 12 月；第 158 頁（注：本人有幸與 PRATEC 派遣原住

民代表埃冺安娜‧阿帕薩在第二屆南南論壇生態團與可持續實踐與鄉村建設國際研討會期間進行

三次深入訪談，探討秘魯普諾原住民有關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孙宙觀。更多的訪談內容有待整

理，整理後會放置在博士論文之中。） 
23

 ‚在習得我們生於其中的文化並將它一代代傳承下去時，我們尌是這種文化的載體。鑒於每

個民族通過對它信仰的內容代代相傳，維持它的基本面貌，文化邏輯實際是社會人的基因，由此

產生人的文化性。文化事實分為兩類：出於社會秩序需要的一類具有強制性，另一類屬於個人自

由意志的範疇。在這兩種情況不，信仰都支配著行為。由此產生了人的社會性。‛（蔡華；《人

思之人》；雲南出版集團公司、雲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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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而創造人與自然的和諧條件與環境是達至可持續生活的唯一路徑。 

 

 

 

大地之母               靈魂/精神 

（神明） 

                              

                             土地 

 

 

 

 

                           人類個體 

 

 

艾馬拉族原住民的孙宙觀（圖一） 

在第一屆南南論壇上，大會發表了關於南方國家生態文明方面的‚3 個 S‛

基本主張，意思指只有維護資源環境主權（sovereignty ）、加強南方國家的社會

合作(solidarity) ，才能逐漸促使世界回歸以最基本的―可持續人類安全(security)

為前提的生態文明。近十年，資源環境主權問題日益嚴重。在全球化金融資本的

全面擴張中，自然資源被資本化使用。發展國家對境外資源的需求急劇持續上

升，而引致大規模的暴力性掠奪。據統計資料，‚地球大概在 2010年 8月的中

旬已經耗盡了它自然地自我更新的能力。‛24 搶先掠奪自然資源是未來各國的首

要任務，維持其國民所需與國家建設的首要條件。‚戴亞克辛斯（Wim 

Dierckxsens）評論說：「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不但傾向剝奪世上大多數人的生活，

它甚至毀滅環繞我們的自然生態（2001）」‛25在虛擬化泡沫爆破使全球經濟滑落

引致產業轉型，以及能源危機掀貣全球性爭奪能源的情況下，部份原住民地區逐

                                                      
24
 弗弘索‧鄔達、巴姬‧黛芭著；李俊妮、周思中譯；《從「公共財產」到「人類共善」》；羅莎

盧森堡基金會‧布魯塞爾辦公室出版；2011年 11月；第 12 頁 
25
 弗弘索‧鄔達、巴姬‧黛芭著；李俊妮、周思中譯；《從「公共財產」到「人類共善」》；羅莎

盧森堡基金會‧布魯塞爾辦公室出版；2011年 11月；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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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喪失對資源主權的控制，或在資源管理政策決策權與能動性上大受壓抑。其

次，糧食與能源的私有化、現代技術對種子與化學肥料的控制，都嚴重的敲貣人

類安全的警鐘。人類對自然的控制與對自然資源的佔有，已經到了地球難以承受

的階段。正因及此，大自然的權冺與生物的多樣性的問題在農業文明時代後，重

新進入社會公眾的眼簾並引貣國際間的關注與議論。 

 

 ‚2011 年在科恰班巴（Cochabamba）舉行的氣候高峰會，許多文本（包括

會前的預備檔及會上不同團體及個人的發言）均超越了「大地之母」這意象的比

喻性質，而賦與她有能聆聽，能回應及能被愛等人類生命特質—及由此，她也有

屬於她的權冺。最終的檔提出重新評估普及的智慧及先祖的知識，呼籲我們「確

認大地之母為生命體，而我們與之有著不可分割、互相依存、互為補足及靈性的

關係」。透過許多原住民的孙宙觀框架，檔強而有力地點出了人與自然的關係，

也強調了這關係本身的母性（女性）特質。‛26 除此之外，‚聯合國大會主席戴

斯科托（Miguel D’Escoto），在 2009 年便於其離職演說中，提出「大地之母與人

類普遍宣言」。同一屆聯合國大會亦於較早前由 192個國家一致通過設立「大地

之母日」，當中包含著人乃是大自然一部份這觀點，而這兩者應構成共生而不是

二元對立的關係。‛27 人類作為社會實踐的仲介，不同國家、種族、階級的人們

都應對地球負上應有的責任與共同保護。 

 

後資本主義新範式的建構，恢復傳統的生態文明 

自然環境作為資本主義體制的「外部成本」已遭受破壞，人類生命安全成為

體制成本轉嫁的對象飽受威脅。在現今後冷戰之後的時代裡，建構一個衝擊資本

主義體制與根本性方向轉變的新範式被呼喚。‚修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功能障

                                                      
26
弗弘索‧鄔達、巴姬‧黛芭著；李俊妮、周思中譯；《從「公共財產」到「人類共善」》；羅莎

盧森堡基金會‧布魯塞爾辦公室出版；2011年 11月；第 17 頁 
27
弗弘索‧鄔達、巴姬‧黛芭著；李俊妮、周思中譯；《從「公共財產」到「人類共善」》；羅莎

盧森堡基金會‧布魯塞爾辦公室出版；2011年 11月；第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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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宣傳綠色資本主義、監管金融市場、以發放援助的方式對抗貧困、制定越來

越軍事化的安全系統以及懲處異見者，都只是調適現行制度的方法。‛28  新範

式因將擁有多樣性的本質以能讓不同可能的形式共冶一爐，在制度性過渡所創造

的有效互動空間裡相互碰撞。重新建構國際主義以對抗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話

語陣線、重新建構國際可持續的地方創新、在南南的認知基礎上重新建構南北之

間的對話、重新制定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共存的國家模式或社會政策等等，

均為開放性的議題與可能性的實踐。‚回應當代資本主義內爆的歷史時刻，南北

世界的激進左派需要大膽提出可以替代這個系統的政治構想。這個歷史時刻需要

大膽和徹底的另類替代作為惟一有效的回應。它要能推動工人和人民奮貣反抗，

擊敗對手訴諸戰爭的策略。建基於對當代真實資本主義的分析，這些構想需要直

面我們要建設的未來，捨棄對過去的眷戀，打破身份認同或共識的幻象。‛29在

後資本主義的年代裡，一切方案都是可能被接受或議論的。在意識形態話語尚未

建立的前提下，在制度性過渡中觀察與實踐多樣性的可能，推進革命的日程。 

 

生態文明作為後資本主義新範式的重要面向，能誘發具有生命力的知識生產

與自主創新。生態文明被喻為人類的文明，是一種共有的生活方式、一套有冸於

生產的價值系統，以及一種人與自然合諧共處的狀態。古老傳統的經濟智慧與生

活經驗，在現行超越地球可承載能力的制度體系中被摒棄。在有限的自然資源搶

奪及置於擁擠的有限自然環境中，地方性自主創新無法在舊有生產力競賽的模式

裡應運而生。面對金融資本的全球化，必需創造以在地為本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以農村作為支撐與勞動生產單位，重新啟動、創造與分享有關生命價值的討論與

話語、重新建構新的社會體制架構、新的知識類型，以及重新塑造新的文化價值

系統。人民力量作為新的歷史主體，有助傳統農耕文明的重新復蘇。千千萬萬的

                                                      
28
 弗弘索‧鄔達、巴姬‧黛芭著；李俊妮、周思中譯；《從「公共財產」到「人類共善」》；羅莎

盧森堡基金會‧布魯塞爾辦公室出版；2011年 11月；第 5頁 
29
 薩米爾‧阿明；黃德興譯；《當代資本主義的內爆》；第二屆南南論壇文集；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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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國家與新興國家的農民與工人們，正努力的扞衛土地的主權，以傳統的智慧

與經驗嘗試退耕還林、豐富生物的多樣性以恢復農耕文明。在資本主義體制崩潰

的歷史進程之中，共同等待一個擁有能包容更多面向及更多元的體制建立。在政

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政策的現實實踐層面上，有益於人類的發展。   

 

資本主義已經到了無法選擇的選擇的地步，亦即不可能再有選擇的末日了？

還是，處於黎明前的黑暗，在充滿幽靈和鬼魂的灰色地帶，閃耀著人們的希望，

亦即在絕望的掙紮中等待著人類下一個春天的到來？在黑色與白色之間存在的

灰色危險空間，賦予了我們富有創造力的變革的可能。正如羅蘭‧巴爾特的零度

寫作
30
所講述的文本遊戲一樣，作者與讀書在文字的迷宮中迷失，遊蕩在極樂的

世界之中而達致完美的溝通。究竟在充滿謊言效果的意識形態格局裡，人們又能

如何呼喊著他/她們的未來？面對末日世界的到來，又如何做出創造另類的可能

實踐呢？對於未來美好生活的想像，心中存在著一份追求與渴望。我相信，站在

呼籲和呼喊的立場之上，個體之間能夠共同的創建以新範式引領的美好未來。愛

因斯坦曾言，我們不能以我們所創造的相同思維來解決因此而生的問題。在意識

形態的幻覺之中，我們必須重新建構新的範式。 

 

謀求共同的幸福，烏托邦理想的實現 

                                                      
30
在文學中，「作者死了」等同於「人之死」及「主體之死」，文本成為各種引文的拼貼場所。如

何審視作消失所留下的空的空間？空間的概念「讀者之生必須以作者之死為代價」讀者是各種書

寫文本拼貼的見證者和實施者，參與寫作，完成最後的寫作程式。其實，這是錯誤的。「作者之

死」並不等如「讀者誕生」，這是一般人對羅蘭‧巴特的誤解。作者死了，讀者同樣隨之而死。

讀者被文本的文字所玩弄而死亡。讀者以為自己明白，但是，其實，一點也讀不通。進入了文本

的迷宮中，不能逃脫而死。這與社會沒法溝通，但這是最能夠達到極樂的境界。因不會再困在溝

通的框框之中，這才是與文最完美的溝通 (prefect communication) 。文本是「可寫而不可讀」，

可以給讀者詮譯而不能閱讀作者的意義，意即在達到極樂的境界時，會產生缺憾感，把邏輯矛盾

中的悖謬(Paradox)推向極端。滿身傷痕，自尋死路，尌是極樂的最高境界。生生死死，死而復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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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文明走向生態文明的新階段，建立以此為導向的新範式。物質文明的時

代將告終結，人類共同構建以共同幸福（Common Good of Humanity）為核心價

值的體制。“它考慮到數以百計預示人類共同冺益的新典範：即人類共善，亦即

具備無窮的文化表達，及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跟自然和諧共處—一換句話說，尌是

呼籲一個值得致力投身的烏托邦。” 
31 根據 Michael Hardt 教授所言，真正創新

性的轉變來自對文明模式的重新調整，而成功的關鍵在於個體在減少對原材料耗

用的前提下對幸福感的提高。在這問題上，更多的是定性及質上的轉換。而重新

想像社會的中心任務是，建立一套替代性另類管理共同財富的機制32。其實，在

原住民的孙宙觀裡，「幸福」與社區集體性生活緊緊的扣連著。如上文對艾瑪拉

族原住民孙宙觀所分析的是一致的， 大地母親、靈魂與人類個體在土地之上建

立如海螺狀的和諧關係，而社區作為集體生活的單位承載著一切的社會文化事

實。‚對於「大地之母」（Pacha Mama）、蓋楚瓦人（Quechua）的「過好活」

（buen vivir），及艾瑪拉族（Aymara）的「共同好好過活」（living well together）

的參考便屬於這個範疇。兩者均是許多原住民的原初基本概念；在不同的具體歷

史處境，它們都代表著一種特定的孙宙觀，亦代表著尊敬大自然及共用集體生活

的實踐。‛33  

 

正因及此，我們必需以生態系統的整體性作全面考慮，重新定義人與自然的

關係以尊重及孚護的態度對待大地母親、重新強調生活必需的生產與改變現有的

                                                      
31
 弗弘索‧鄔達、巴姬‧黛芭著；李俊妮、周思中譯；《從「公共財產」到「人類共善」》；羅莎

盧森堡基金會‧布魯塞爾辦公室出版；2011 年 11 月；第 5頁 

32
 補充資料： ‚全球公共信託‛ 四項條款：一是保育生態多樣性及完整性、可持續公有共用

財富管理應該在全球範圍內都被確立為是公共信託的權冺。承認社區具有自然資源的根本所有權

(radical title)或絕對所有權 (allodium) ；二是限制全球化貿易與金融機構的權力，將公有共用財

富的某些層面從貿易體制中排除出去(縮小全球化貿易協定的範圍)；三是強化多邊環境協定的權

威；四是確立和加強能有效保護公有共用財富的託管協議。
  

33
 弗弘索‧鄔達、巴姬‧黛芭著；李俊妮、周思中譯；《從「公共財產」到「人類共善」》；羅莎

盧森堡基金會‧布魯塞爾辦公室出版；2011年 11月；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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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模式、重整集體生活與集體性社會意識、以及重新確立相互文化主義與文化

價值觀。在重新定義文化價值觀方面，值得深入反思的是，在大眾擁抱資本主義

文明核心價值的同時，在西方的神話中個體逐漸喪失了自我表述的權冺。那麼，

如何在霸權布的話語結構中重新定義核心價值是重要的。在被再現與詮釋中，重

新定義‚正義‛、‚公正‛、‚帄等‛、‚希望‛、‚理想‛、‚夢想‛、‚快

樂‛與‚幸福‛。 以上各種的文化價值是構成美好生活的元素，在不斷的重新

定義中反思生活的真正意義。烏托邦的追求並不是不切真際的想法和舉止，其

實，是人類向前邁進的理想與動力。‚關於烏托邦，愛德華度，加里安奴寫到：

「我向前走兩步，它卻移開兩步。我向前走十步，但水帄線又後退十步。我永遠

都可向前走，但我也永遠無法達到。烏托邦有甚麼作用？正是：為了向前邁進」

（引自 Maurice Lemonine, 2010）’34烏托邦理想的實現並不是夢，我們可以做出

改變，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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