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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檢視兩項全球化進程的轉型面向：文化
與經濟。其中，跨國企業所經營之運動品牌，深刻
反映此一發展趨勢。本文以此發展事實為探討基
礎，思考運動品牌全球化的問題，並探究運動在當
代消費資本主義中的最新發展。因此，本文聚焦在
主導「新自由主義」之跨國企業，並以文獻回顧和
理論概念切入為基礎，跳脫廣告文案所建構的品牌
事實，釐清運動品牌全球化的運作模式。並且探討
「臺商」在全球商品鏈的角色及其血汗工廠內的勞
動剝削，其違反人權與民主之作為，如何激起各種
反全球化之新社會運動，進而反思運動商品世界中
的「品牌政治」，檢視「企業社會責任」之發展。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全球商品鏈、血汗工廠、新
社會運動、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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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0 年初開始，臺商富士康的員工接續不斷的「跳樓事件」，
在臺灣引發全球經濟與勞工問題的熱烈討論，揭露中國經濟崛起是
以工人的「血與汗」支撐起來的神話。一百八十位臺灣學者更連署
聲明「不歡迎血汗工廠富士康返鄉」，甚至批評郭臺銘這位被美國
商業週刊與財經機構讚譽為「代工皇帝」與「標竿企業」的超級臺
商為「臺灣之恥」，應該被終結。北京政府為平撫爭議，要求調高
工資、修改勞動基準；富士康則回應外界期待，連續調薪超過 100
％，創下歷史紀錄。但此時卻傳出富士康將沿海廠區關閉，移往內
陸生產，另尋生產基地，企圖降低加薪帶來的經營衝擊。這樣的消
息，戳破了全球化的美麗圖景，留下諸多令人不解的疑惑。
在一片讚頌全球化的論述中，自由貿易與經濟成長是被允諾的
未來。因此，很難想像，企業聲譽良好、獲利驚人的臺商企業會因
勞工問題引發如此大的風波；很難想像，有這麼一天，
「勞動人權」
會變成報紙頭條關注的政治、經濟、和道德辯論的焦點，甚至讓血
汗工廠搬上檯面成為反省全球經濟的關鍵議題。但事實上，這波反
全球化（或反血汗工廠）的活動早已揭幕，1999 年西雅圖 WTO 會
場外大規模的激烈抗爭，則被認為是揭開反全球化運動的序幕。1即
便在此之前，許多針對跨國企業的抗議活動已在各處點燃零星的火
花。而在運動世界，有關 Nike 血汗工廠的問題已非新聞，2但媒體
1

2

請參見N. Klein, No Logo (Toronto: Knopf Canada, 2000)；趙剛，
〈為何反全球化？
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44（臺北，2001.12）
；斯蒂格利茨 (J. Stiglitz)著，
《全球化及其不滿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李楊、章添香譯）（中國：機械工業，2010）。
1990 年，Nike 成為反血汗工廠運動第一個抗議的對象，而 Adidas 和 Reebok
則名列其後；第二波抗議行動的目標是其他市場佔有率較低的運動品牌與大型
零售商，如 Puma、New Balance、Skechers、Mizuno、Umbro、Converse、Asics、
Clarks、Rockport 等，Nike 成為社會運動人士抗議的焦點，肇因於 Nike 企業是
運動品牌全球生產與消費的主要典範，可以創造聚光燈效應，吸引全世界進一
步關注其他運動品牌的政治效應。請參見 N. Klein, No Logo。鄭志鵬的研究就
表明，進入田野進行訪談時最常聽到鞋業臺商提起「生意難做」的主要原因即
是，人權從未是鞋業臺商關心的選項，而國際買主的壓力則是來自於全球反血
汗工廠的運動，這個社會運動的目標是要利用國際買主向接單的代工廠施壓，
希望能夠提高第三世界的勞動標準並且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請見鄭志鵬，
〈市
場政治：中國出口導向製鞋產業的歷史形構與轉變〉，《臺灣社會學》，15（臺
北，2008.0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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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關注的焦點仍是 Nike 的獲利報告、炫目的廣告以及運動明星代
言人在全球各地的公關活動，這些習以為常的畫面與訊息卻掩蓋了
大眾對 Nike 企業的真實理解。因為關注運動品牌生產的社會團體
發現「當全球運動品牌慷慨大方地贊助世界頂尖的運動賽事與明星
時，許多亞洲的男男女女正在為滿足家庭的基本需求而奮力鬥爭，
雖然他們勞動條件不佳，但卻沒有組織或參與工會的機會，即便這
些組織性的工會可以幫助他們免於歧視、無故解雇或暴力對待」
。3職
是之故，進一步釐清 Nike 企業全球商品鏈的運作模式，為本文最
主要的研究旨趣，並藉此分析反 Nike 運動的形成原因、方法、過
程與後續的品牌政治效應。
由於缺乏全球過程和社會變遷的參照框架，將無法充分而適當
地診斷、詮釋當下的社會現象。4因此，進行運動品牌全球化的研究，
勢必以此為戒，將品牌建構的全球過程加以分析。尤其目前臺灣運
動領域的相關研究並未針對反全球化的理論與現象進行系統的整
理，對 Nike 企業的認知大多停留在各種美學商品與廣告公關的印
象上，但事實上，一雙 Nike 球鞋的故事可以相當程度地描述運動
品牌全球化的真實圖像，並對全球化不滿所形成的「反全球化運動」
建立較深刻的認知。故此，本文首先敘述反全球化的原因何在，尤
其是對主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意識型態力量：「新自由主義」進行
初步的描繪；其次，簡要地說明 Nike 品牌全球化的故事；再者，
探究「臺商」鑲嵌在 Nike 全球商品鏈中的半邊陲位置及其血汗工
廠的角色；之後，說明反 Nike 運動的行動策略與效應；最後，透
過全球商品鏈理解品牌政治及其企業社會責任，進行一場另類的
「品牌教育」，藉此反思運動品牌全球化所遺留下來的文化衝突和
日益突出的經濟不平等現象。

貳、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原因
要理解全球化，並非得將焦點放在資本流動、國際政治、地球
生態、衛星傳播等大型議題上，才能理解全球化對在地社會的衝
3

4

T. Connor, & K. Dent, Offside! Labour Rights and Sportswear Production in Asia
(Oxford: Oxfam International, 2006), 2.
N. Elias,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Oxford: Blackwell , 1991),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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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事實上，從生活周遭更細緻的部分去看全球化，更能具體體會
全球化是如何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領域。全球化不一定總是抽象的
（存在於各項數字如國際經貿交易總額之中）或是遙遠的（發生在
國際組織、跨國財團之間）；全球化直接就存在於我們身上所穿的
運動鞋以及所購買的 T-Shirt 上。5而跨國運動產業的發展則是全球
運動體系的重要特徵之一，6因為「運動全球化」是基於現代傳播通
訊與交通運輸科技的發展，進而加速空間與時間不斷壓縮的社會過
程；導致各種與運動相關的人員、科技、金融資本、商品、媒體影
像、意識型態與生活方式逐漸傳布、交織在廣闊的全球之流裏，形
塑出一個地方性事件深受遠距事件影響的運動世界。早期運動全球
化的發展，是隨著西方殖民體系中的軍隊、傳教士、商人與教師等
媒介進行傳布，當代運動文化全球化則以「電視媒體」為運作軸線，
整合了國際運動組織、跨國企業與全球媒體機構而成為「媒體運動
文化經濟複合體」；各種權力幾何網絡與社會制度以各自所需的邏
輯強化運動全球化的過程，創造一個並非平衡發展的「全球運動體
系 (global sport system) 」
，導致地方空間依照各自不同的社會發展
程度與歷史文化脈絡而主動或被動地整合進入這個體系，與此同
時，全球運動文化經濟的在地接合過程，不斷激起地方社群 (local
community) 的主體意識與各種抵抗、學習、融合與混雜的認同過
程。7
承上所述，反全球化運動並非反對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對因全
球化帶來的不平衡發展與壓制性力量。趙剛就表示，「以某種程度
而言，反全球化是保守的，但所要保守的其實是激進民主以及社會
正義。」8因此，反全球化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全球化本身違反了自
5

6
7

8

劉維公，〈運動不在運動場上——運動是在電視、文字、數字之中〉，
《好讀》
，
11（臺北，2001.12）
：16。
請參見 J. Maguire, Global Spor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Klein, No Logo.
邱建章，
〈運動全球化對在地運動主體價值的衝擊與回應〉
（臺北：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16。
請參見趙剛，〈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
對話〉，《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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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作的承諾。如進一步關照反全球化論述能發現，諸多反全球化
論者關注不同區域彼此之間相互影響與依賴的過程，以及這個過程
之中「權力」運作的強度、範圍與社會後果。總體而言，反全球化
的種種行動是為了反對全球化帶來的消極後果，諸如經濟不平等、
文化同質化、貿易失衡、生態環境惡化、勞動剝削、貧富差距、人
權問題、失業問題、婦女問題、西方霸權主導下的自由市場，以及
社會福利的消失。9
圍繞全球化所展開的激烈爭論，一般可歸納為三種立場：極端
全球主義論者 (hyperglobalizers) 、懷疑論者 (sceptics) 、轉型變革
論者 (transformationalists) 。10反全球化運動基本上是針對極端全球

9

請參見哈維 (D. Harvey) 著，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王志弘譯）
（臺北：
群學，2008）
；李靜怡，
〈她們就是牠們——血汗工廠與動物工廠的全球毀滅競
賽〉
，
《破週報》
，441（臺北，2006.12）；Connor, & K. Dent, Offside! Labour Rights
and Sportswear Production in Asia；劉金源、李義中、黃光耀，《全球化進程中
的反全球化運動》
（重慶：重慶，2006）
；M. B. Steger, Globaliz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D.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London: Routledge, 2003)；格雷德 (W. Greider) 著，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
瘋狂邏輯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張定准、周新琦、夏家駟
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3）；哈德、納格利 (M. Hardt & A. Negri) 著，
《帝國 (Empires) 》
（韋本、李尚遠譯）
（臺北：商周，2002）；趙剛，〈為何
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臺灣社會
研究季刊》，44；布爾迪厄 (P. Bourdieu) 著，
《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
侵 (Contre-Feux: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 》（孫智綺譯）（臺北：麥田，2002）；D. Held, & A. McGrew,
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L. Sklair,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Oxford: Blackwell, 2001)；王振寰，
〈全球化，或
反全球化？〉
，
《好讀》
，17（臺北，2001.12）
：55；Klein, No Logo；R. Cohen, &
P. Kennedy, Global Sociolog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2000)；貝克 (U. Beck) 著，
《全球化的危機 (Was Ist Globalisierung?) 》
（孫
治本譯）
（臺北：商務，1999）；Maguire, Global Sport；R. Goldman, & S. Papson,
Nike Culture (London: Sage, 1998).
10
請參見 D. Held, A. McGrew, D. Goldblatt, & J.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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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意識型態與政經構想所提出的
質疑，並清楚地意識到，企業貪婪的利潤政策正在導致全球財富與
福利差距的擴大。 11 美國左派學者喬姆斯基則將「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界定為：
是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
系，該體系也被稱為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
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
所制訂，並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
是：貿易經濟自由化、市場定價、消除通貨膨脹和私有化。12
有論者認為，新自由主義產生於二戰後的西方世界。進入 20
世紀後，古典自由主義由於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大蕭條的衝擊而搖搖
欲墜，此時，以海耶克為首的一批自由主義者開始積極構建一套新
自由主義理論體系，這一工作最終完成於 70 年代。新自由主義的
核心內涵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從經濟方面看，要求放鬆各種管
制，推行市場至上原則；推行私有化，將國有企業賣給私人投資者，
以提高生產效率；否定福利國家，主張大幅刪減教育、醫療、保險
等方面的公共開支，以減輕政府負擔，強化個人責任。從政治方面
看，否定社會主義和公有制，認為社會主義是對自由和市場的否
定，由此而導致集權主義的悲劇，而公有制使得經濟變得更糟而不
具有更高的生產率；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認為這只會導致生
產效率的低下以及經濟的落後。從國際層面，一方面，新自由主義
者極力提倡自由化，要求實現商品和服務的自由貿易，資本的自由
流動，投資的自由化；另一方面，極力宣揚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民族
國家主權消亡論，認為，在這個新時代，傳統的民族國家已經變得
不合時宜了。在目前日益無國界的全球化經濟中，民族政府變成全
球市場的輸送帶……市場控制國家的政府而成為主人。13
11

12
13

請參見 Steger, Globaliz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瞿宛文，
〈反全球化的意
義何在？回應「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
話」〉
，《全球化下的臺灣經濟》
，（臺北：唐山，2003）
：97。
劉金源、李義中、黃光耀，《全球化進程中的反全球化運動》，270-71。
劉金源、李義中、黃光耀，《全球化進程中的反全球化運動》，2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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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新自由主義取得主流論述的合法地位前，是由主張國家調
控總體經濟走向的「凱因斯主義」專美。不過，到了 1973 年，受
到石油危機的影響，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並出
現低增長、高通膨、高失業率並存的現象。面對此一經濟困境，一
向強調國家干預與赤字政策的凱因斯主義無能為力。14也正是在這
個背景下，新自由主義綱領才在歐美各國取得支配性的霸權主導地
位。
尤其，1979 及 1980 年，柴契爾夫人與雷根分別在英國與美國
執政，此一時間點被公認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在西方國家付諸實
踐的起點（如以 WTO、IMF、WB 等國際組織或像 Nike 這樣的跨
國企業作為實踐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機構）。這兩位新自由主義
的信奉者，執政之後公開宣布推行新自由主義綱領，以擺脫延續已
久的經濟危機。在英國，柴契爾政府壓縮貨幣總量，提高利率，大
幅度削減高收入者的稅收，取消資本管制；打擊工會勢力，削減社
會福利開支，大幅度提高失業率；推行廣泛的私有化政策，將諸多
公共部門賣給私人企業。在美國，雷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方案包括：大幅度減稅，削減政府開支（重點放在社會福利的削
減）；大量減少或放鬆管制企業的規章條例；緊縮通貨，降低貨幣
供應的增長率，這些經濟方針促使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關係和經濟
關係進行調整，提高國際競爭力，擺脫 70 年代的停滯，並在 80 年
代取得高度的經濟成長。80 年代末期，蘇聯瓦解，更印證了新自由
主義的成功。15
直言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霸權計畫遭受質疑的關鍵在
於，這項意識型態意圖解除國家與社會對市場的規約（所有權的私
有化、金融自由化）、瓦解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的社會鑲嵌性
(social embeddedness) 、解除正式勞動契約（派遣員工、短期勞工）
、
鬆綁勞動法令、鼓勵彈性生產、挫敗社會安全機制與平等機制（刪

14
15

劉金源、李義中、黃光耀，《全球化進程中的反全球化運動》，271。
劉金源、李義中、黃光耀，《全球化進程中的反全球化運動》，2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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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社會福利開支）
、對進步立法進行退縮修法。16也就是說，新自由
主義欲排除一切阻擾金融資本流動與積累的障礙，且不管這些政經
制度是否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後果。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暴行與
不平等現象，讓全球公民透過各種議題與網絡集結起來，使得反全
球化的力量也逐漸全球化，在社會衝突越來越成熟的環境裡，左派
批判取得了成長的沃土，而 Nike 品牌則是這波「反全球化」17運動
的主要舞臺之一。如從上述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脈絡來看，Nike 企業
建構的全球商品鏈，正巧搭上這波媒體傳播科技大躍進、全面放任
市場、資本自由流動與投資為導向的全球經濟治理，並取得前所未
有的利潤成長，成為其他企業爭相模仿的經營典範，但卻衍生出反
Nike 的社會運動。故此，為了更加釐清反 Nike 運動的發展脈絡，
下文將先描繪 Nike 品牌全球化的故事。

參、Nike：一個運動品牌全球化的故事
談到全球化，腦海中立刻會想到一些全球性的商品，如可口可
樂、麥克‧喬丹、Nike 球鞋等。毫無疑問，全球化是娛樂、資訊以
及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是跨國公司向全世界擴張業務和相互競爭的
進程。18而在 Nike 出現在市場前，德國運動鞋 Adidas 獨佔了整個
美國球鞋的市場。1964 年，耐特 (Knight) 還開著小貨車，滿載進
16

17

18

請參見哈維(D. Harvey)著，《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趙剛，〈為何反全
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臺灣社會研究
季刊》
，44；劉金源、李義中、黃光耀，
《全球化進程中的反全球化運動》
，269-289
。
反全球化是一種總體、抽象的稱呼，它與反新自由主義、反資本主義、反全球
經濟、反貿易自由化、反資本主義體系、反美國化、反霸權主義、反跨國公司
等說法一致，在許多情況下可以通用。而德國學者米斯這位反全球化運動的思
想先驅也在《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一書中，極力號召人們投入反全球化運動，
並強調：如果還想為我們自己、我們的子孫、這個地球和所有我們共同生活的
人創造一個符合人性尊嚴的未來，那麼除了反抗沒有別的選擇。請見劉金源、
李義中、黃光耀，
《全球化進程中的反全球化運動》，2-6。
水秉和，〈全球化與全球化現象〉，
《當代》
，133（臺北，1998.0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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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運動鞋（由日本鬼塚公司進 Tiger 田徑鞋）四處推銷，從一家小
型產品銷售商開始成長。19耐特並從研究報告中總結出「高技術導
向」的運動鞋將會重新改變球鞋市場的生態，1971 年耐特開始自行
研發新式尼龍球鞋以符合市場發展的未來趨勢，並將公司更名為
Nike。
1972 年，Nike 自行生產的球鞋首度面世，並以一位大學生設
計的「勾型商標」為「品牌象徵」，這年共銷售 320 萬美元的運動
鞋。1970 年代末，美國社會興起一股健身運動熱潮，這股熱潮反映
在慢跑鞋的狂銷數字，使 Nike 的銷售額從 1 仟萬狂飆到 2 億 7 千
萬美元。直到慢跑在 80 年代中期退燒，Reebok 又以新潮的「有氧
舞蹈鞋」壟斷了市場，此時，Nike 還僅是一家面臨財務緊縮、慢跑
熱潮退燒的製鞋公司。但到了 1985 年，Nike 與喬丹的廣告開始不
斷出現在電視畫面上，全美瞬間掀起搶購「飛人喬丹」籃球鞋熱潮。
後來的 8 年，Nike 的廣告預算由原來不到 2 仟萬美金，迅速超過 1
億 5 仟萬美元。每一季 Nike 廣告都會塑造出各式各樣的喬丹「形
象」，提供閱聽眾進行文化消費。20
1993 年初，美國每三雙運動鞋，就有一雙是 Nike 的產品。急
遽成長的美國市場規模已達 600 億美元。Nike 成功地將運動鞋從一
種同質性極高、由帆布和橡膠製造的簡單用品，轉換成 900 多種各
色商品。1994 年，Nike 一年銷售一億雙運動鞋，也就是說，平均
一分鐘就賣掉 200 雙鞋，21並從運動鞋的製造商轉變成全球知名的
跨國企業。
由於運動企業建構、經營品牌的效果具有高度的利潤基礎，因
此，Nike 與其他知名運動用品商，從此「不再生產商品」，改用拍
19

20

21

請參見凱斯(D. Katz)著，《NIKE 耐吉王國 (Just Do It: The Nike Spirit in the
Corporate World) 》
（麥慧芬譯）
（臺北市：智庫，2004）
。
請參見凱斯(D. Katz)著，《NIKE 耐吉王國 (Just Do It: The Nike Spirit in the
Corporate World) 》
；W. LaFeber, Michael Jordan and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Norton, 2002), 61；Klein, No Logo。
請參見凱斯(D. Katz)著，《NIKE 耐吉王國 (Just Do It: The Nike Spirit in the
Corporate Worl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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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廣告、購買商品、經營品牌的手法，處心積慮追尋品牌的建構、
提振品牌形象的新方法。克萊恩從這個現象中觀察到，美國運動廣
告的支出在 1978－1997 年則由 2 千 5 佰萬美元增加到 5 億美元。
22
Nike 這樣的跨國公司開始重新分配資源與人力、修改公司的策
略，從商品的生產轉而著重「品牌形象」的經營與行銷，逐漸擴大
全球的勢力版圖，並由單純製造商品轉型到經營品牌的過程。「品
牌」開始成為「現代公司的核心價值」，並透過「廣告」形成一種
有效向消費者傳達品牌意義的載體。23經由上述轉型過程，Nike 逐
漸向輕盈的品牌經營靠攏，拋卻管理階層難以承重的勞工生產與管
理部門，並將經營的風險外包給國外其他不同的廠商。
事實上，1986 年 3 月，商業週刊就曾評論 Nike 企業委託外國
低成本的工廠從事所有的生產，所以 Nike 實際扮演的角色，與一
般行銷和設計公司一樣，並導致美國「工業空洞化」的發展。在短
短幾年內，Nike 就被讚許為未來「後工業化全球企業」的最佳模範，
變成一種「中空型企業 (hallowed corporation) 」的範例。24在全球
經濟中，企業發展不再以生產為的核心活動，生產過程逐漸被分
離、外包，並布建於全球不同的社會空間。這個中空型的企業強烈
地依賴形象或符號價值的流通來爭取利潤，並在符號和形象的競爭
中出類拔萃。當 1997 年 Nike 主宰了整個產業，超越 Reebok、
Adidas、Fila 成為全美市場佔有率最高的運動品牌時，更在 Finish
line、Foot action 和 Foot Locker 這些主要的連鎖零售商當中，擁有
高達 60％的市佔率。25當 Nike 主導運動鞋品的國際市場後，眾多零
售商被迫高度依賴具有飛揚符號的商品，並喪失了與鞋類巨人議價
的能力，也就是說，商品批發價與零售價格都受到整個 Nike 的控
制、分配與壟斷，一舉成為全球商品鏈中無可匹敵的巨人。
22
23
24

25

Klein, No Logo, 5-19.
Klein, No Logo, 4.
凱斯 (D. Katz) 著，
《NIKE 耐吉王國 (Just Do It: The Nike Spirit in the Corporate
World) 》，9。
Goldman, & S. Papson, Nike Cult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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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末期，Nike 的國際銷售成績就已超越國內的水平。
Nike 透過廣告這種文化經濟體系介入全球經濟後，重新勾勒全球資
本主義的生產、流通和銷售系統，這一體系的運作關鍵則要探討「彈
性」這個後福特主義的關鍵詞。彈性是指生產設備、地點、通訊方
式、工作以及眾所皆知的「外包機制」。透過外包和地理上的流動
性來運作全球生產過程，彈性地回應勞動市場、勞動過程和消費市
場。透過這樣的運作模式，Nike 在 1989 年時已能在 24 種鞋品類型
中生產出 300 種型號以及 900 種不同風格的球鞋。Nike 企業所屬的
產品經理就曾說明這種轉變：以前，每一種鞋型平均的商品生命週
期為 9-12 個月，26現在則必須更快速地推出新鞋型才能滿足消費市
場的需求與喜新厭舊的速度。
在商品的世界中，企業必須擁有一個品牌商標，才能讓產品出
類拔萃。耐特形容自己的主要業務活動就是設計、發展和跑遍全球
行銷高品質的球鞋衣飾和配件。Nike 在美國 18,000 個零售點中販
售 Nike 商品，同時透過獨立的批發商、授權商店以及零售商在全
世界 110 個國家中銷售。另外，所有的鞋類製品皆由美國境外的獨
立包商製造，衣服則同時在美國和國境外生產。從此之後，Nike 不
再是一家生產型的企業，大部分的商品都「外包」給發展中國家並
由其製造供應，同時，由美國奧瑞岡總公司負責設計、研發、行銷
所屬的品牌商品。27在全球運動鞋品市場中，鞋子的「設計、廣告、
行銷、流通和推廣」，建構了一個創意發想中心，允許 Nike 企業從
全球商品鏈中獵取大量的盈餘（參見圖 1）
。同樣是全球布局生產基
地的 Levis 公司，其美洲區副總裁也曾形容此種經營模式的轉型：
Levis 在「北美的策略」就是把焦點集中在品牌管理、行
銷及產品設計，以滿足顧客對休閒服飾的需求。並將大部分的
生產從美、加市場轉給全世界的承包商，使得公司擁有更大的
彈性，分配旗下品牌的資源及資本。因為想保有競爭力，這些
步驟不可或缺。28
26
27
28

Goldman, & S. Papson, Nike Culture, 5.
Goldman, & S. Papson, Nike Culture, 6.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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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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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下游
臺灣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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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銷售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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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 l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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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銷商
運動用品店

Nike 商品的全球迴路圖

資料來源：Goldman, & S. Papson, Nike Culture, 8.

158

運動品牌全球化發展的文化反思

Nike、Reebok、Adidas、Puma 等知名運動商品製造公司也藉著
「彈性的生產 (reflexive production) 」方式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一套
由商品設計、製造、行銷、廣告、流通到消費等各個過程細緻分工
的全球商品鏈。以一雙 Nike 的 Max Penny 籃球鞋為例，其生產過
程需要五個國家參與，一雙球鞋的製造流程就超過 120 雙手參與，
讓 Nike 的生產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部份。前 Nike 行銷部主管貝伯
利表示：
「就是要商標不要產品」
。而在這種新模式中，產品必須讓
位給真正的產品：商標 (Logo) 。主宰未來產品的生存「將以概念
而非商品」的面貌出現；亦即，商標即經驗，即生活風格，即一整
套價值觀。29就像 Klein 所觀察到的現象：
Nike 從一個進口／出口的企劃案，原本旗下半家工廠也沒
有；到後來卻變成 (「無產品品牌」product-free brand) 的原型。
許多傳統經營的公司（「垂直整合」的公司）受了飛揚符號的
驚人成功所惑，爭先恐後「模仿」Nike 的模式，所複製的不只
是該公司的「行銷方式」，還有便宜至極的「海外承包生產架
構」
。也就是說，放棄製造導向的營運模式轉變為「市場導向」
的公司，搶著贊助知名的運動員及運動賽會，並為了籌措大筆
行銷公關的預算，關閉美國本土的工廠，並把生產外包給「臺
灣」或南韓某個「第三者製造商」，將整個企業的重心放在北
美地區的象徵生產與全球零售流通的基礎建設上。30（筆者註：
參見表 1）
雖然 Nike 是全球知名的運動用品商，但其生產基地卻在低生
活水平、低工作薪資、低度管理、屬於加工出口區的偏遠國家，例
如印尼、菲律賓與中國。31Nike 商品鏈通過一種有組織、複雜的勞
動分工、推銷活動和行銷安排為中介的生產與消費系統，來形塑文
化生產與審美判斷。現在，整個系統都受到了資本（往往是跨國資
本）流通的支配。32因此，運動商品與服飾的「世界貿易」創造出
29
30
31

32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B. Smart, The Sport Star: Modern Sport and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Sporting
Celebrity (London: Sage, 2005), 110.
請參見 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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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國際分工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在國際
社會分工當中，核心的都市社會從事資本密集和高附加價值的生
產。此種分工模式會產生支配關係和相互依賴，並進行自我再生
產。因此，人們對全球化世界的慣常想法是斷裂式的二元分工，像
是已開發／低度開發、現代／傳統、已工業化／工業化中、發展程
度較高／發展程度較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北∕南、富／貧，
33
而臺商則努力讓自己加入全球運動體系，並鑲嵌於 Nike 商品鏈以
取得半邊陲的生存位置與獲利空間。
表1

美國及亞洲企業在美國運動鞋市場的全球分工趨勢
1960 年
以前

1960
年代

品牌擁有者

美國

日本

工廠擁有者
生產地
管理階層
勞動者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1970-1980
年代
美國／日本
臺灣／韓國
臺灣／韓國
臺灣／韓國
臺灣／韓國
臺灣／韓國

1990
年代

1995
年代

美國

美國

臺灣／韓國
中國／印尼
臺灣／韓國
中國／印尼

臺灣／韓國
中國／越南
臺灣／韓國／中國
越南

資料來源﹕黃長玲（2004）。

肆、臺商：鑲嵌於全球運動「商品鏈」34的半邊陲位置及
其血汗工廠的角色
Nike 是最早採用「後福特主義式」35「彈性積累生產體制」36的
33
34

35

36

M. Waters,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1995), 70-71.
Hopkins 與 Wallerstein 界定「商品鏈」為「一個終點為完成的商品勞動與生產
過程的網路」
。掌握商品鏈，須遵循兩個步驟。首先，描繪整個鏈的構造，通
常由該消費產品的最終生產步驟開始，逆向回溯至最初的原料投入。第二個步
驟是，進一步解析，鏈結當中各個節點 (nodes) 的四個特性 1.緊鄰著個別節點
的商品流通；2.各個連節點內的生產關係（勞動力的運用形式）
；3.主要的生產
組織，包括技術和生產單位的規模；4.生產的地理位置。請見鄭陸霖，〈全球
商品鏈與半邊陲國家之鞋類出口〉，
《思與言》
，30.3（臺北，1992.09）：114。
後福特主義的生存條件是指許多工人的受雇是以臨時性或隨機性為基礎，工人
幾乎沒有什麼快樂、撫卹金或其他權利，勞動力組織起來抵制雇主的力量也相
應受到限制，是一種高度彈性的勞動體制，並傾向於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方。請
參見 Cohen & P. Kennedy, Global Sociology.
與積累制度並行的另一個條件就是管制方式，它包括一系列規章（與談判程序
相關的內容）
、準則、制度、有關適當消費水平的文化預期、相關支持的政策
等等。通過富有保障的社會穩定和特有的政府支持，這些管理方式能確保資本
主義不斷地進行再生產。請參見 Cohen, R. & Kennedy, P., Global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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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之一（參見圖 1）
。371973 年石油危機及通貨膨脹帶來的經
濟萎縮，結束了戰後資本主義「黃金時期」及其福特主義積累體制，
大資本、大勞工與大政府轉而成為資本積累的障礙，從此開始，
「僵
化 (rigidity) 」成了指出黃金時期一切問題的縮寫，而「彈性」則
成為魔術字眼。哈維以及調節學派學者都指出 1973 年後資本主義
開始進入「彈性積累體制 (regime of flexible accumulation) 」38，
「彈
性」指的是勞動過程、勞動力市場、產品與消費模式等總體面向。
資本開始重新結構、提高理性化過程、強化對勞工的限制、加速空
間遊走開闢新市場，試圖藉由新一波的時空壓縮來創造剩餘價值。
這個彈性積累體制嚴重地向「資方」傾斜，組織化勞工面臨前所未
有的威脅，包括結構性失業、技術的快速折舊、實質薪資的停滯甚
或降低、工會權力的弱化，以及規律性就業的大量減少，同時，零
工、外包工則大量增加，而後者則溢出了工會、勞動契約以及國家
法律的保障範圍；50 年代以來勞工所擁有的社會權面臨大幅縮水。
39

為了與後福特彈性積累體制緊密銜接，臺灣在 1960 年初期開
始進行鞋類出口的代工生產。40臺灣鞋業從 1960 年代發展到 1990
37
38

39

40

請參見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資本主義的積累和再生產是社會學家長期關注的重要問題，積累制度則是指產
品在工廠、礦山、工作間和其他工作場所時漸被組織生產的方式。雇主總是試
圖通過減少雇員的實際工資和確保對勞動力和機器的有效控制與配置來大量
增加利潤。這些利潤最終通過商品在市場上的銷售來實現。當然，資本家和社
會也需要採取一些手段，以便使投資利潤的擴張和個體消費（通過工資）與政
府對諸如健康、教育等公共事業投資（通過稅收）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請參
見 Cohen, R. & Kennedy, P., Global Sociology.
趙剛，
〈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4。
以製鞋業為例，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比較利益基本上是建立在生產階段中相對於
核心國家的低廉勞動成本。然而，伴隨此一事實的另一結果是，製鞋業全球商
品鏈最主要的經濟剩餘來源並非在生產階段，而在整個鏈的最後階段——服務
部門（也就是鞋品的行銷和零售）
。憑藉著大量而密集的廣告所創造出來的差
異化品牌（例如 Nike、Adidas）以及分散的銷售通路，核心國家（而非半邊
陲國家）的廠商鯨吞了此一產業的大部分經濟利潤。請見鄭陸霖，〈全球商品
鏈與半邊陲國家之鞋類出口〉，《思與言》，30.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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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最高峰，製鞋工廠將近三萬家，與製鞋有關的相關產業（如楦
頭、刀模、大底、中底、線、將糊、皮、五金、鞋店等）多達三十
萬家。41從全球來看，臺灣於 1971 年取代了日本的出口主導地位，
之後一直維持到 1980 年代末期仍是全球鞋類市場首要的生產基
地。1986 年，運動鞋所有重要的品牌（如：Nike、Reebok、Converse、
Adidas）都曾在臺灣建立起穩固的供應線（參見表 1）
。42此一階段，
臺灣的出口貿易商也從 1973 年的 2,777 家成長到 1984 年的 20,597
家，東亞新興工業國家開始在供應美國鞋類市場上，扮演重要的角
色。當時臺灣和韓國仍處於「軍管」狀態，因此有大量廉價的、紀
律性極強的勞動力。Nike 則把製鞋合約轉包給當地的企業，後者則
負責工資、工作環境和安全等問題，Nike 則對此撒手不管。43也就
是說，把實體商品生產所需負擔的勞工管理重負、污染與安全風
險，留給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印尼、越南）的血汗工廠。
當飛翔的跨國企業首次在臺灣、韓國及日本登陸時，許多工廠
都是當地承包商擁有、經營的。舉例來說，在南韓斧山（80 年代以
「世界的球鞋首都」聞名於世）
，南韓企業家為 Reebok、Nike 管理
工廠。但到了 80 年代晚期，南韓工人起而抗議 1 天 1 美元的工資，
並組織工會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然後，外資就「像燕子一樣」再
41

42

43

黃文博、洪榮志，
〈陸鞋低價搶市，臺鞋反開放拼活路〉
，
《中國時報》
（臺北，
2010 年 4 月 18 日）
，A9。
臺灣中部彰化縣、臺中縣一帶為供應大量產品到主要已開發國家的零售市場，
而成為國際鞋類供應網絡中不可或缺的關鍵樞紐。這些交易是以所謂「原廠委
託製造加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來進行的，也就是臺
灣製造廠根據下單買主所提供的設計（包括品牌）及規格來進行生產加工作
業，或是晚近開始以原廠「委託設計製造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s, OD
M) 」方式進行生產（就是在產品設計與發展的活動上，經由高效能的產品開
發速度與具競爭力的製造效能，滿足買主需求。技術能力足夠以後、設計能力
提昇，進而能夠開始接案並處理設計開發的相關事務）
。請見鄭陸霖，
〈一個半
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移〉
，
《臺灣社會研究
季刊》，35（臺北，1999.09）
：5。
請參見鄭陸霖，
〈全球商品鏈與半邊陲國家之鞋類出口〉
，
《思與言》
，30.3：1
17；Kellner, Media Spect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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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起飛，飛往另一個國度。在 1987-1992 年之間，南韓的「出口加
工區」44有三萬名工人失去工作。臺灣的情形也相同，Reebok 的製
造商就清楚地描繪出這道遷移的模式。事實上，直到 1985 年，幾
乎所有的 Reebok 球鞋都在南韓和臺灣製造，完全還沒遷移到印尼
和中國。45因此，在此突出臺商（或南韓商人）的角色，是要說明
臺商在 Nike 全球商品鏈結中，特殊的半邊陲的分工位置。
但在 1987 年之後，整個臺灣鞋業一直向下衰退，不再有復甦
跡象，這點可以由出口工廠數目持續減少窺見。最嚴重的打擊肇始
於 1986 年臺幣突然急遽升值。在美國政府減少貿易赤字的壓力下，
臺灣政府決定放鬆匯率的管制。臺幣對美元從 40 比 1，隨即在一年
間上升到 28 比 1。僅僅在 1987 這年的漲幅就高達 45％。臺灣鞋業
製造廠基於這樣的金融變革而不利於出口貿易，至此之後，便不再
是世界鞋類生產的主要供應地。46從臺灣所面臨的政策轉變，可以
看出美國以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對較小的經濟體進行施壓、調控，以
符合美國本身的利益。
作為現代化的後進國，消費文化也在 20 世紀後期的臺灣急速
竄起。這個因隨著科技與資訊工業發展而形成的文化形式，使得「符
號性消費」成為當代的主要文化形式。47當臺灣越來越納入全球生

44

是指在發展中國家建立沿海生產的「出口加工區(Expert-Processing Zone)」
：一
種自由貿易區，進入該區的外國公司主要生產出口產品。政府提供特別的誘導
措施，鼓勵外國公司投資勞力密集型產業。60 年代以後，跨國公司為實現空
間優化的一種方式，這些措施包括稅收優惠、免進口關稅、提供廉價勞動力、
有限的甚至毫無健康、不安全和低限度的環保規定。可能還有免費的廠房和基
礎建設。在此工作的大部分勞工都是婦女：有的出口加工區高達 90％。這是
因為許多雇主認為她們心靈手巧並富有勞動紀律。請參見 Cohen, R. & Kennedy,
P., Global Sociology.

45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46

鄭陸霖，〈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

47

移〉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35：6。
黃金麟，
〈文化〉
，
《社會學與臺灣社會》
，王振寰、瞿海源主編，
（臺北：巨流，
20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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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體系後，「消費社會」48型態逐漸成形，其鞏固表現在 1980 年代
末期，此時，臺灣經濟資本高度積累，造就了所謂的「經濟奇蹟」。
伴隨著經濟奇蹟而來的是政治的民主化工程，政治禁令逐漸瓦解，
新聞自由及媒體娛樂產業逐漸確立。例如 1987 年解除報禁、1993
年有線電視法通過，使得臺灣平面與電子媒體市場熱鬧非凡。1990
年代中期，臺灣消費社會形成進入深化期，並遭遇到所謂全球化時
代的衝擊。49也就是說，由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後福特彈性生產體
制，積極地將勞動過程與消費市場的環節連結起來，使得 Nike 成
為一家以廣告促銷、媒體公關為主要業務的跨國企業。透過消費文
化與慾望的再現及推廣，Nike 全球商品鏈成為消費社會的典範，不
僅勞動市場與過程受到嚴格的控制，更透過衛星電視、廣告促銷與
公關活動的施為，將消費行為也納入企業的控管，以確定整個獲利
過程的穩定性。哈維對此曾表示，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彈性生產體
制與消費資本主義勾聯的後現代社會情境——符號消費產業的慾
望生產：

48

49

陳光興認為消費社會深化的過程有跡可尋，但在不同社會的表現形式會是不同
的。放眼東亞社會，特別是觀察主要城市的發展，消費社會是一種結構性的歷
史條件，是逐漸形成的社會構造，它的生成、擴大、與表現直接受制於資本主
義的經濟生產。如果將資本流動視為全球化過程中的核心參考座標，那麼消費
社會的形成，在特定的在地空間裡，完全奠基於資本的積累，而在像臺灣這樣
的新興開發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資本向外的流動與外資輸入關係密不可
分；推到理論極端，我們可以說，沒有資本的快速全球化，就沒有消費社會的
出現。總的來說，臺灣消費社會的形成並不是一個突如其來或孤立的現象，它
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部門的延續與擴張，在其逐步擴大的變動過程中與國
家、民間、媒體、資本、市場等既存歷史空間相互形塑，在動態過程中決定了
它的內容與形式。尤其臺灣戰後在美援的扶持下，初期以農養工，而後在外銷
導向的經濟發展，展開了長期的資本積累。請見陳光興，〈臺灣消費社會形成
的初步思考〉，《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錄》（大學學術講演錄叢書編委會編）（廣
西：廣西師範大學，2002），243-248。
陳光興，〈臺灣消費社會形成的初步思考〉，《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錄》（大學
學術講演錄叢書編委會編），24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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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福特彈性生產體制，連帶地刺激出「消費主義的高漲」，
以新的、零碎、繁複的慾望與需求創造出新的多元商品空間，
在此，滿足各項訊息、娛樂、意象仿真、認同慾望的所謂「服
務業」部門則快速膨脹。50
此後，得益於臺灣鞋廠的大規模投資，「中國」開始取代臺灣
成為國際鞋類出口的最大基地。1993 年起，臺商大舉西進，利用大
陸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將鞋類製品回銷，臺灣鞋業開始走下坡。1995
年，幾乎所有的工廠都飛離南韓和臺灣，60％的 Reebok 訂單則陸
續降臨印尼與中國。其中雲林的「泰豐」和彰化的「寶成」，趁勢
成功轉型成為專門製造世界級運動鞋的區域性跨國企業集團，而
「海外設廠」也成為勢不可擋的潮流。換言之，一個國際鞋類生產
基地的區域移動是個包括市場中的國際買主、成鞋製造廠、中間貿
易商、材料供應商等眾多廠商多元協調的結果。51
在這段新的旅程中，工廠的「所有人」並非「印尼」52與中國
當地的承包商，反而是遷徙前同樣那幾家南韓及臺灣公司。當跨國
企業抽走南韓和臺灣的訂單時，承包商亦步亦趨，收掉設立的工
廠，轉而在勞力依舊便宜的國家設立新廠。其中有一家承包
50
51

52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41-156.
請參見鄭陸霖，
〈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
產外移〉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35；Klein, No Logo；黃文博、洪榮志，
〈陸
鞋低價搶市，臺鞋反開放拼活路〉
，
《中國時報》
，
（臺北，2010 年 4 月 18 日），
A9。
印尼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鞋業出口國，臺灣的主要鞋廠也多在印尼設廠。
1994 年，這些工廠占了臺灣對印尼總投資額的 21％，且 80％的原料從臺灣進
口。雖然 1994 年後對印尼的鞋業投資仍舊不減，但越南卻成為投資新寵。臺
灣在 1994 年以前已在越南投資 15 億美元，這些投資者多來自臺中豐原一帶。
1995 年時，越南大約有 25 家臺灣鞋廠，和其他在東南亞國協投資的鞋廠一樣，
非常依賴從臺灣進口的原料和零件。例如，寶成集團，它在臺灣、中國、印尼
以及越南都有設廠，達到 123 條裝配線的總生產規模。據估計，1997 年時這
家公司的年收入大約有 10 億美元，其產量約占全球運動鞋量的 25％。請見鄭
陸霖，
〈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移〉，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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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bok、Adidas、Nike 的最大供應商，公司名為「裕元」的臺灣企
業。裕元將臺灣大部分的工廠都關閉，為了低廉的工資而出走中
國，並雇用 5 萬 4 千個人在一棟大型工廠裡做工。對於該公司所有
人之一的蔡其能53而言，投資眼光好的人，就會前往工人餓肚子的
地方設廠，他說：「30 年前，當臺灣還餓肚子的時候，臺灣人也比
較具有生產力」
。54企業做出種種不同的發展策略主要是想削減勞動
力價格，藉以降低生產成本。Cohen 和 Kennedy 表示，為了達到此
一目的，跨國企業會進一步制訂出下列二項策略：
1.由於勞動力的再配置制度使得許多工廠實際上成了低工
資、零散工人和政府強制下的「勞工安全避難所」。許多跨國
公司從 60 年代後期開始，便把自己的工廠遷移到相對還沒有
工業化的地區（例如將工廠轉移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加工
區）；2.通過減少長期勞動力的比例，可以獲得更低的勞動成
本。因為有正規工資的勞動力，隨著就業時間的拉長，其工資
水平也將逐步提高，而且還要依法享受退休金、醫療保險、事
業補貼等福利待遇。被裁減的長期雇員完全可以由不斷增加的
兼職、臨時工、季節性的或在家工作的勞動大軍所替代。總之，
臨時性雇員幾乎不能享受任何權利，並要承擔失業的風險，當
市場萎縮時，公司也可以隨時不負責任地解雇他們。55
因此，跨越國界所建構的製鞋工業，包括了由天然汲取門（牛
畜與原油為原料來源）
、工業部門（鞋類生產）
、到服務部門（鞋類
的出口、行銷與零售）的全幅經濟活動，經濟剩餘的大小，則隨部
門而不同。具有最大經濟剩餘的核心活動，整體看來，是在商品鏈
53

54
55

裕元為臺灣蔡氏家族創辦，蔡其能排行老四，臺灣的母公司為寶成工業。臺灣
與韓國的老闆最適合善用這種餓肚子心態：他們可以把個人經驗告訴工人，一
旦工會成立、工資提昇，將會發生什麼事。留住先前不適任的承包商，是西方
跨國企業的經營智慧。還有什麼方法比讓昨日的麻煩製造者成為今天的管理
者，更能壓低成本。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請參見 Cohen, & P. Kennedy, Global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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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段的行銷與零售。在這個部門中，美國和歐洲的鞋工廠與批售
商，憑藉著鞋子品牌、控制百貨商店、零售網與專門商店通路，以
及美國市場逐漸增加鞋類市場的大量需求，而汲取了龐大利潤。另
一方面，邊陲經濟活動，則集中在商品鏈的最初階段，包括發展中
國家的鞋類生產。所以，尋求向上躍升的半邊陲國家，必須尋找新
方法向商品鏈末端最豐厚利潤的部門移動。這需要由半邊陲的埋首
製造扭轉到核心的行銷部門。56無庸置疑的，這對任何一個產業而
言都是一項艱鉅的轉型任務。
90 年代中期，經由位於全球商品鏈不同環節與地理位置的眾多
企業間相互適應調節，東亞的鞋類供應／採購網絡有了全新的組織
面貌。區域重組過後，佔據網絡不同位置的企業明顯地仍是以階層
分明的模式安置在資本主義的全球地景中。在全球鞋類網絡鏈最末
端的零售點，其景況是：控制設計和行銷的品牌買主同時坐擁全球
商品鏈利潤最高的部門以及上游委託製造廠的彈性供應；流連於核
心國家購物商場的年輕人則夢想擁有一雙標價超過百元美金的「俠
客」鞋。57
網絡鏈的地球另一端：發展中國家廉價且馴服的勞工相互競
爭，只為了在外資控制的鞋廠，每週工作 7 天、每天 12 小時的勞
動條件下，為維持生活的基本存續而賣命，並幻想有朝一日穿上自
己的「飛人喬丹」步上工業化的發展國家之林。在這兩個橫跨全球
的節點中，鞋業製造廠與其貿易伙伴忙碌於隱形的跨國交易網絡，
以整合和協調勞動、材料、貨幣與貨品的流通。58從此，臺灣中部
再也聽不到吵雜的製鞋機械聲與工人忙碌的身影，而國際進出口統
計表上臺灣的鞋類出口確實萎縮了，但臺灣鞋類全球商品鏈的這隻

56
57

58

鄭陸霖，〈全球商品鏈與半邊陲國家之鞋類出口〉，《思與言》，30.3：117。
鄭陸霖，〈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
移〉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35：41。
鄭陸霖，〈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
移〉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35：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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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邊陲」59手肘，卻弔詭地在浮現之時又狡猾地隱藏起來，隱喻
了臺商作為全球運動鞋品代工廠的具體表現。
綜上所述，經濟全球化實際上體現了西方先進國家長期以來在
自然、技術、軍事和傳播等各項重要資源的獨佔。不僅如此，經濟
全球化也深受地緣政治的影響，經濟全球化其實一種不平等的地理
發展過程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60陳光興則將臺灣納
入全球商品鏈的過程形容為臺灣次帝國主義的表現，其形成的具體
脈絡為：
1.中、小資本的西「進」
、南「向」
，國家機器政策的南「進」
（向）
，都是向外擴張的指標；2.菲律賓蘇比克灣是「臺灣第六
個出口加工區」
，在越南河內企圖建立「臺灣工業區」
，以及印
尼巴潭島的「臺灣開發案」，這些不僅顯示資本／國家機器的
向外擴張，甚至已經有了古典帝國主義建立基地、對海外「領
土」控制的態勢；3.對於大陸勞動力的剝削更是不在話下，關
廠、資金外移就是要剝削比臺灣更廉價的勞工；以現金優勢對
於女性的壓迫也層出不窮，甚至發生毆打女工的現象；勞動環
境的惡劣，工廠著火燒死工人，對於工人的苛待（軍事化管理、
懲罰）也曾引發菲律賓女工罷工事件；4.經濟上，臺灣 1989 年
59

60

華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的理論觀點主要有三個：1.資本主義追求極大化利潤
的邏輯，是首要的切入點；2.國家之間存在著層級結構；3.這個層級結構的剝
削關係是三個層次（核心、半邊陲和邊陲）所構成的。請參見魏玓，〈至死不
渝的左派傳播研究先驅——許勒的生平、思想與辯論〉
，
《當代》
，153（臺北，
2000.05）
：25。而在核心—邊陲這一組二分的概念，指出單一的世界經濟分工
中，不同經濟活動報償利潤的不平均分配。所有的經濟活動均整合在由一些環
節 (nodes) 所構成的商品鏈中，每一個環節都包含了不同的生產要素（如勞動
力、資本與企業家精神）
。核心經濟是指那些足以汲取商品鏈中大部分利潤的
產業活動，而邊陲經濟則是那些僅足以支配少量或甚至無任何利潤的經濟活
動。從世界經濟體系的觀點來看，
「核心國家」主宰了大部分的核心經濟，
「邊
陲國家」主要集中了邊陲的經濟活動，而所謂的「半邊陲國家」則混合了核心
和邊陲的經濟活動。請見鄭陸霖，
〈全球商品鏈與半邊陲國家之鞋類出口〉
，
《思
與言》
，30.3：111。也正是這種核心—邊陲經濟的平衡組合，使得半邊陲國家
得以掌握機會，同時運用相較於邊陲國家的國家財源優勢與核心國家的成本優
勢，抗拒完全的邊陲化。
請參見曾淑芬、謝豫立，〈資訊社會、全球化經濟與福利國家〉，《當代》
，171
（臺北，200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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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南亞的投資與向外擴張，都僅次於日本佔外資第二位；5.
在政治層次上，企圖透過進口外籍勞工政策（如從泰國）的伸
縮，直接影響他國經貿外交政策，表現出「依賴性」新殖民邏
輯。1994 年 4 月印尼工人罷工反華商剝削，中、臺政府積極介
入施壓當地政府鎮壓工運；6.文化上，音樂、影藝、出版工業
全面搶灘登陸，把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滲入社會主義的日常生
活，潛在的效果是在改變意識型態的集體性構造。這樣的擴張
心態不僅剝削他國勞工，它對本地勞工也相當不利：關廠、資
金外移造成勞工失業。61
上述新帝國主義構成的關鍵性條件以及所造成的結構性效果
卻沒有改變：（一）核心都會地帶大型企業的壟斷結構持續存在；
（二）經濟中心的力量不斷擴張，對於資源和市場控制的企圖心更
為旺盛；
（三）服務於強勢地區的國際分工體系依然繼續；
（四）工
業強權國家對於世界各地市場輸出及投資的競爭日益強烈；（五）
對於勞動力的剝削持續加深；
（六）總體貧富差距的擴大；
（七）被
殖民地區生態環境的加速惡化。在跨國公司所展現的全球資本主義
的形式裡，殖民主義較以往更為生龍活虎。62
歷史地看，臺灣在 60、70 年代，就是憑藉著壓榨高強度的勞
動力，才能擠進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不僅造就了臺灣的「經濟奇
蹟」，也造就了今天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無奈資本無祖國，臺
灣工廠陸續關廠，遠渡重洋，拋下當初養肥他們的勞動階級。從這
裡可以看出，「南進」所顯現的是臺灣的資本積累已經在短短的 50
年間，快速由殖民地躍昇至準帝國主義的結構性位置，在全球資本
主義地形圖中不再邊陲。雖然臺灣仍受大型帝國在政經連鎖上的牽
制（但是已經加入帝國競爭的行列，「向下」投資以搶取市場、資
源、勞動力。63因此，從臺灣位於全球經濟的半邊陲位置來看，幾
61

62

63

陳光興，〈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臺灣社會
研究季刊》，17（臺北，1994.07）：160-61。
陳光興，〈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臺灣社會
研究季刊》，17：156。
陳光興，〈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臺灣社會
研究季刊》，1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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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沒有任何地方文化的運轉可以被全然解釋，而不需要與全球化層
次相關照、辯證。也因此，霍爾在論及全球化議題時，一再強調要
不斷思索權力不均衡的問題。64職是之故，下文將以 Nike 和臺商資
本合力建構的血汗工廠來分析品牌生產的政治經濟學。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社會產物：「血汗工廠」65及其運作模式

回想起 1999 那年，當時我看見一位年輕的女性緊握著麥
克風，向一群學生問道：是誰生產了你們的 T 恤？是一個被鎖
在縫紉機上沒有食物和水的越南兒童？還是一天只賺 18 分美
金且只准上兩次廁所的印度小女孩？你知道她們是 12 個人住
在一個房間，同時幾個人擠一張床睡，只能吃一點點稀粥，一
周工作 90 個小時而沒有加班費？你知道她們沒有權力反對這
些，也沒有權利組織工會，她們不只生活在貧窮之中，骯髒和
疾病也伴隨著她們，而這些都是為了 Nike 企業的利潤。66
中國已是當代最大的鞋類「世界工廠」，也是全球最大的「血
汗工廠」
，臺商（資本）則是完成此一歷史任務的關鍵伙伴。67有報
64

65

66

67

陳光興，〈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臺灣社會
研究季刊》，17：154-5。
所謂的血汗工廠，是指業主將自己的利潤築基於勞工的血汗上，是一種上對下
的剝削關係，而不是互利雙贏的伙伴關係。請見中國時報編輯部，〈鴻海郭董
的敵人在哪裡?〉
，《中國時報》
，（臺北，2010 年 6 月 17 日），A17。而美國聯
邦會計總署 (GAO) 則曾在 1994 年對血汗工廠作出如下定義：違反最低工
資、加班、童工、產業型的家庭勞動、職業安全與健康、工人賠償或產業規範
的工廠。因此，強迫性勞動、使用童工、無報酬加班、職業傷害和職業病、體
罰、性騷擾、工資過低等惡劣的工作環境、勞動條件與薪資報酬，成為新聞媒
體和研究者廣泛關注的「血汗工廠」問題。請參見余曉敏，〈經濟全球化背景
下的勞工運動：現象、問題與理論〉
，《社會學研究》
，123（臺北，2006.03）
；
李法憲，〈企業應善盡社會責任〉，
《中國時報》，
（臺北，2010 年 6 月 10 日）
，
A18。
瑞沃利 (P. Rivoli) 著，《T 恤的全球之旅——一位經濟學家對世界貿易的市
場、權力與政治的考察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
Economist Examines the Markets, Power and Politics of World Trade) 》
，3。
張鐵志，
〈中國模式，臺灣是共犯〉
，
《中國時報》
，
（臺北，2010 年 6 月 3 日），
A19；鄭志鵬，〈市場政治：中國出口導向製鞋產業的歷史形構與轉變〉，《臺
灣社會學》
，1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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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指出，2008 年 4 月 1 日，臺灣清祿公司（Nike 的簽約代工業者）
爆發大罷工，2 萬名員工要求加薪以趕上物價上漲的幅度。據了解，
清祿付給當地員工 58 美元的月薪（約新臺幣 58 元日薪），但工人
不滿薪資跟不上水準而發動罷工，要求提高月薪 2 成，並改善自助
餐廳的伙食。清祿公司於 2002 年開始在越南設廠，當地約有 2.1 萬
名員工，多數來自農村的女性。該公司支付的薪資比官方規定的基
本工資高 14％，不過地方官員說，通膨上升已侵蝕所得。上述對於
臺商企業所引發的罷工爭議，出現在臺灣經濟日報一個不起眼的小
角落，這距離 2005 年 Nike 承諾善待代工工廠勞工的時間，已有數
年之久，但 Nike 的血汗工廠依然大規模地存在。因此，本文將臺
商放在商品鏈上的特殊位置，即是因為臺商資本在全球鞋業生產線
上的巨大貢獻，研究初估約佔全球 85％的比例（參見表 2）
。因此，
對 Nike 企業而言，臺商資本是一個「不能沒有你」的角色。鄭志
鵬對此也強調：在經營大陸製鞋工廠的過程中，Nike 的失敗與臺商
的成功對照出不同行動者如何在特定的歷史與制度脈絡中創造出
一個有利於全球分工的生產環境。例如，臺商因文化背景與語言的
親近性而比美國 Nike 企業更能融入中國中央政策與地方政府的運
作模式，並營造出更融洽的政（中國地方官員）商（臺商）結盟關
係與信任基礎，使得中小企業比大型企業更有彈性克服眾多的市場
障礙。68
表2
國家
生產線數量
（概估）

全球鞋業生產生產線估計表

中國

越南

印尼

其他國家

合計

臺商比例

1200

500

100

200

2000

1700（約佔 85％）

資料來源：范林詠，
〈臺灣製鞋產業生產網絡競爭優勢之探討〉
（嘉義：南
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45。

68

鄭志鵬，〈市場政治：中國出口導向製鞋產業的歷史形構與轉變〉
，《臺灣社會
學》
，15：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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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自由主義所創造加工出口區：「血汗工廠」，是精心為跨國
資本安排的。69在 1996 年，Nike 就已經因為工廠的生產條件與對待
勞工的方式而受到質疑，成為媒體監督的焦點。基於血汗工廠和童
工的報導，也讓 Nike 成為道德譴責的對象，全球反 Nike 的社會運
動由是展開。儘管「要品牌不要產品」的策略是相當聰明的概念，
討人厭的生產卻永遠無法甩開：
「總得有人」下海從事髒污的工作，
好製造出商品，讓全球化品牌透過整合行銷賦予意義後，再以高價
賣出。從 70 年代起，Nike 就在亞洲的剝削工廠製造運動鞋。過去
在臺灣、南韓，而今則轉向印尼、中國、墨西哥、越南、菲律賓等
地，出口加工區紛紛出現，成為運動衣飾球鞋的主要製造商。有趣
的是，唯一沒有被全球化的 Nike 商標所侵襲的空間，大多是出口
加工區的工廠。70原因不難想見，在血汗工廠裡生產 Nike 球鞋的女
工大多沒有能力消費自己所製造出來的球鞋，因此也不是廣告的目
標對象。
近年來，全世界行動主義者與大學學生團體即已開始披露「跨
國企業」71壓低成本將球鞋製造發包給第三世界國家，那些失業率
高與經濟來源重度依賴外銷初級原料（食物、燃料、金屬與原材料）
的第三世界政府，面對全世界勞動力過剩的競爭問題以及飢饉與傳
染疾病的社會狀態，無不視加工出口業為翻身籌碼。早期「亞洲四
小龍」即是做為西方世界外銷代工廠才自貧窮脫身，今日南韓與臺
灣躋身發展中國家的前幾位，立刻抓住中國大陸、墨西哥、印尼勞
動市場不放。如臺灣寶成集團經由香港裕元公司在東莞建立的「裕
元城加工廠」，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並發生女工跳樓自殺事
件72，讓全球商品鏈中的代工廠經營模式不斷引發爭議。
69
70
71

72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53.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Cohen 與 Kennedy 認為可以從五個方面來定義跨國企業：1.在兩個以上的國家
進行經濟活動；2.能使國家間的比較利益最大化，並從資源稟賦、工資率市場
條件以及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差異中獲取利益；3.具有地理上的靈活性，即在全
球不同區域轉移資源和改變運作方式；4.在跨國公司的各分支機構中，在金
融、組織和管理方面比在一個國家內的運作具有更大的流動性；5.有全球意義
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影響力。請參見 Cohen, & P. Kennedy, Global Sociology.
請參見李靜怡，
〈她們就是牠們──血汗工廠與動物工廠的全球毀滅競賽〉
，
《破
週報》，441（臺北，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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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出口加工區位於何方，工人們的故事總是相似得令
人迷惑：工時很長——斯里蘭卡 14 小時、印尼 12 小時、華南 16
小時、菲律賓 12 小時。絕大多數的工人都是女人，總是很年輕，
總是為來自韓國、臺灣或香港的承包商或轉包商工作。承包商所接
的案子通常來自總部設在美國、日本、德國或加拿大的公司。軍事
化風格的管理，監工通常很嚴苛，薪水不敷生活所需，工作單調且
無需高深技能，今日出口加工區的模式，與其說穩定發展，還不如
說是速食連鎖店；它們與原產地國家的距離是如此的遙遠。這些滿
布製造業的小區域躲在無常的斗蓬下：「合約來來去去，沒有什麼
人注意；大多數工人都是四處遷徙，遠離家鄉；工作本身是短期的，
通常不會再續約，這些恐懼籠罩著整個加工區。政府害怕失去外國
工廠；工廠害怕失去名牌買家；工人則害怕失去不穩定的工作。」
73

出口加工區是建立在工業化的遠景之上。出口加工區背後的理
論即是，加工區可以吸引外國投資者，假如一切順利，這些投資者
會決定留在當地，而加工區內相互隔離的裝配線就會變成持續的發
展：藉由技術轉移壯大國內產業。為了將類似燕子一般不斷轉移的
外資留下，貧窮國家政府祭出所得稅減免額度的規定以及不嚴格的
（勞動、環保）法規，擁有意願並有能力鎮壓勞工騷動的軍事力量。
為了讓條件更誘人，地方政府還把自己的人民推上拍賣臺，競相報
出最低工資，讓工人所得低於最低的謀生水平。74中國女工關懷組
織則指出：
73
74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代表 Nike、Reebok 及 Adidas 承包商的印尼鞋類協會主席安東‧蘇皮 (Anton
Supit) 即曾聲稱，Nike 工廠內的罷工「令人無法忍受」
，要求印尼軍方出面干
預。
「假如執政當局不處理罷工，特別是導致暴力及野蠻行徑的罷工事件，我
們將失去國外的買主。政府的出口稅收將會減少，失業率會雪上加霜。」大
企業買主也會幫忙起草國際貿易協定，好減低配額及關稅，甚或直接遊說政
府放寬規定。舉例而言，Nike 的副總裁張大衛 (David Chang) 就曾解釋 Nike
如何決定在中國生產球鞋：
「劈頭我們就告訴中國人，它們的（勞動力）價格
必須比其他遠東國家更有競爭力，因為在中國做生意的成本非常高……價格
必須比南韓低 20％才有希望。」畢竟，有哪個留意價格的顧客不會到處比價。
假如遷徙到「更具競爭力的國家」
，將導致世界上某個地方的解雇狂潮，那則
是別人的責任。尤其，在印尼的 Nike 工廠前作「提包檢查」的警衛，就是配
戴著左輪手槍。請參見 Klein, No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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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與臺灣出資的中國代工廠最不人道，實行軍隊式監控
管理，女工住在條件極差的宿舍，並有攝影機錄影，工時超低、
廠方藉故扣留薪水，甚至被迫以行軍方式在工廠內整隊移動。
而被索取高額保證金的鄉村進城「打工妹」，如同多數第一次
投入有報酬勞動市場的第三世界婦女，毫無組成工會與廠方交
涉談判的可能。進入不人道血汗工廠被她們視為少數與現代國
際世界連結、抵抗男性主導家庭謀生經濟能力，以及抵抗被家
人要求結婚的機會。75
目前對於出口加工區的模式趨之若鶩的原因，可以追溯至亞洲
四小龍（臺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的經濟成就，尤其是南韓和
臺灣的經濟。當只有某些國家有出口加工區時，薪資穩定上升，科
技屢有轉移，也逐漸開始課稅。但正如批評者所指出，自從這些國
家從低薪資產業（如亞洲四小龍）轉移到高科技產業時，全球經濟
的競爭就變得越來越激烈。如今有 70 個國家同時競爭出口加工區
的外資，要吸引投資者，就必需提出更多的誘因；投資者動輒以撤
資要脅，薪資水準難以提昇。結果舉國變成工業貧民窟以及低薪勞
工的聚居地，未來遙不可知。正如 1995 年 5 月古巴總統卡斯楚於
世界貿易組織 (WTO) 50 週年慶上向與會的世界領袖咆哮的一樣
76
：「我們要如何活下去？有哪些工業生產會留給我們？只有低科
技、勞力密集，以及高污染的產業嗎？你們是否打算把大部分的第
三世界變成巨大的自由貿易區，以及滿是連稅也不付的組裝工廠」
。
跨國企業也激動地為自己辯護，他們表示，自己的出現提昇了
低開發國家的生活水準，藉此反駁勞動組織對他們精心安排的「低
價競賽」所提出的控訴。Nike 執行長耐特曾在 1996 年表示：
「過去
25 年來，Nike 無論走到何處，都為當地提供了好差事，改善了工
作條件，提昇了生活水準。」此外，也不乏經濟學者編造故事，聲
稱剝削勞力的工廠並非人權受損的象徵，而是繁榮即將降臨的標
75

76

李靜怡，〈她們就是牠們──血汗工廠與動物工廠的全球毀滅競賽〉，《破週
報》
，441；Connor, & K. Dent, Offside! Labour Rights and Sportswear Production
in Asia.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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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著名經濟學家薩克斯 (Saches) 表示：「我所關心的並非剝削工
廠太多，反而是太少。這種工作曾是新加坡及香港成功的墊腳石，
也曾帶領非洲人民走出辛勞、貧苦的農村生活。」薩克斯的同僚克
魯曼同聲附和，主張開發中國家的選擇並非壞工作或好工作，而是
「壞工作或沒工作的選擇」。經濟學界壓倒性的主流觀點是，此種
工作形式的增加，對於全世界的窮人來說，是絕佳的好消息。77在
後福特主義講求「積累體制」的全球共生圖像下，新自由主義的發
展宣告「別無選擇 (No Choice) 」的時代已然降臨，一切都要為發
展而服務，一切發展進程中所造成的痛苦與不義都可視而不見，然
而，創造這些論述的人們，卻是那些不需要在工廠血汗淋漓的知識
分子。
Nike 的公關主任瓦達曾表示：「我們提供越南、印尼等開發中
國家工作機會，為他們搭起一座機會之橋，得以享受更高品質的生
活」。但到了 1998 年冬天，沒有人比 Nike 更清楚這座橋樑已經坍
塌。貨幣貶值加上通貨膨脹，導致 1998 年印尼的 Nike 工廠當年實
質薪資下滑百分之 45％。同年 7 月，印尼總統蘇哈托要求兩億國民
每週兩天，從黎明到黃昏禁食，盡一己之力挽救國家日益減少的米
糧。建築於飢餓工資上的發展，非但未使生活情況穩定改善，反而
證明是進一步、退三步。到 1998 年初，再也沒有亮眼的經濟發展
值得一提，那些為剝削工廠提出荒謬辯護的企業與經濟學家，其理
論也如象牙塔一般完全崩塌。78
過去的薪水僅能餬口，如今連餬口也不夠。開始有勇氣挑戰資
方的工人，如今不但生活在解雇及工廠外移的陰影下，還面臨現實
生活的威脅，1998 年，菲律賓有 3,072 家企業關門大吉抑或縮小規
模：比前一年上升 166％。Nike 在菲利浦工廠就開除了 268 名工人。
幾個月後，1999 年 2 月，Nike 撤離另外兩家設在菲律賓巴潭出口
加工區的工廠；影響了 1,505 名工人的生計。自由貿易區是世界擺
脫工作世界的極端例證；各種層級的產業皆是如此。一如《商業週
刊 (Business week)》記者伯恩斯坦所言：「外包的情形滴水穿石。
77
78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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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的外包始於 1980 年代初，此後幾乎遍及所有產業。公司企
業急於擺脫員工，從人力資源到電腦系統無所不包。」79
“Just Do it！” 的口號，隱喻剝削工廠的生存世界。幾百個人擠
在猶如狹小紙盒的密閉空間連夜趕工，空氣中瀰漫著高度揮發性混
合有機溶劑的刺鼻臭味，帶著污黑功能薄弱的口罩，車著一雙雙帶
著各式英文商標的運動球鞋，暴戾機器的高音運作，今天工廠會不
會起火？或是呼吸道急性中毒？一天工作 12 個小時，一個月工作
30 天，一個月可領 3,000、4,000 臺幣或更低，每月超時工作 250 個
小時，工廠男管理員的性侵犯與男性怒罵肢體暴力，積欠到年底的
工資、短期契約、非法解雇、繳交工廠的高額保證金、中午休息 1
小時。這是一場關於耐力和勇氣的持久賽。離鄉背井、經期錯亂、
視力衰退、肌肉傷害。在夏季，許多女工就昏倒在縫紉機的工作臺
上，被強制限定上下午各自上廁所的次數，甚至兩千人共用一間廁
所。80尤有甚者，因為曝露惡劣的工作環境下，中國一名工廠女工
則在 2006 年春天產下一名全身烏黑的女嬰。
跨國運動品牌剝削勞工，面對十幾年的行動主義組織抗議，遲
至近幾年，各大品牌才開始緩緩回應，試圖挽救走勢衰頹的國際形
象，Nike 在 2005 年一反過去矢口否認的強硬態度，發表報告書承
認多數工廠的血汗實況，並且允諾作出改善，Nike 表示如果勞工公
平協會 (Fair Labour Association) 發表對特定工廠情況的抗議時，公
司將予以處理。而 Adidas、Puma、Asics 等廠牌也作出類似友善回
應。但是在著名國際非營利組織 Oxfam 眼裡看來，這些宣言不免過
於虛無飄渺且完全以被動方式實行企業責任，大型跨國運動品牌以
及零售商仍然佔有商品利潤的 75％，原料佔 10％，而工人工資仍
然僅佔 1.75％。事實上，就算給工人目前工資的兩倍，都可以完全
無需變動定價，但是各國工人的薪資多年來仍在法定最低薪資的邊
緣。81
79
80

81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李靜怡，〈她們就是牠們——血汗工廠與動物工廠的全球毀滅競賽〉，《破週
報》
，441。
李靜怡，〈她們就是牠們——血汗工廠與動物工廠的全球毀滅競賽〉，《破週
報》
，441。

176

運動品牌全球化發展的文化反思

大型跨國運動品牌仍然持續對代理商壓迫以更低的製造成本
並且變相支持中型代理商的惡性競爭。資本家嘴上說著關心血汗工
廠的勞動狀況，卻又開始更頻繁的訂購小額訂單，縮短交貨期，降
低購買單價，並不斷威脅另覓代工廠或遷廠至他國，導致第三世界
更卑微、更激烈的競賽。82Nike 雖表示，完全支持工人組織工會以
保障自身權益（不如說是基本人權），並承諾逐漸給予代工廠進行
合理談判的空間，但突兀的是，自 1998 年開始，有 Nike 設廠的國
家中，支持工人合法組織工會的比例，從 52％下降至 2005 年的 38
％，整整下降 14％。事實上，在 1970 年左右，Nike 代工廠集中在
南韓和臺灣，而當兩國人民開始學會組織工會抗爭並進行權益爭取
活動時，Nike 旋又大舉遷廠中國、印尼及越南。時至今日，中國與
越南政策言明規定禁止人民組織獨立貿易工會，印尼在 1998 年蘇
哈托下臺以前，也是一個仍在轉型適應全球化並且讓跨國企業佔盡
便宜的國家之一。83因此，Nike 企業左手宣稱企業責任的美好與願
景；右手卻繼續無情地剝削廣大的血汗勞工。
歐美跨國企業利用挾帶大筆資金的遊說團體與政黨勾結，促使
其國家在國際經濟組織會議中，強勢維護大型企業利益，利用第三
世界國家欠下的大筆外債為藉口，訂定各式不平等貿易協定，而
WTO 會員國更被要求取消對他國投資者的限制，包括勞工安全標
準，環境污染限制法規。WTO 對於人權、民主、環境保護、食品
安全檢疫、會計等皆訂定特低標準法規，藉以剝削第三世界的勞
力、自然資源、婦女及兒童。大型企業講究研發品牌和銷售通路賺
取暴利，勞動力和製造生產環節卻備受忽視，利用第三世界國家仍
受男性主導仍未有自主地位與反抗文化的溫順女性，蓋設一間又一
間毫無人性可言的血汗工廠，編織醜陋的歐美名牌成衣與球鞋，大
82

83

這即布爾迪厄所說的社會傾銷 (social dumping) ：社會保護不足、薪資低的落
後國家，可以從競爭中獲利，但也把其他國家的勞動條件往下拉，逼迫其他國
家放棄集體社會權益以維持競爭力，並產生惡性循環效應。見布爾迪厄 (P.
Bourdieu) 著，《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Contre-Feux: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 》，63。
李靜怡，〈她們就是牠們——血汗工廠與動物工廠的全球毀滅競賽〉，《破週
報》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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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跨國企業不斷流動於世界各地，整個世界成為一場大型的跨國企
業連環敗德秀。84
建立加工出口區的外資，對免稅政策及投資誘因亦步亦趨，並
跟隨獨裁者統治下的貨幣貶值與優惠政策起舞。在北美及歐洲，
「工
作外流」是耳熟能詳的社會問題，根據研究顯示：美國從 1993-95
年，有 15％案例顯示工廠雇主關掉全部或新成立工會的工廠，比起
80 年代多了兩倍。在中國、印尼、印度以及菲律賓，工廠收攤及工
作外流的威脅甚至更嚴重。由於產業對於上漲的工資、環保法規及
稅金閃避得極快，工廠必須有機動性才能增加更高的利潤空間。所
以說，假如事實擺在眼前——工廠沒辦法創造稅收，也沒有辦法為
地方創造基礎建設，生產的貨物也全部外銷，那麼，為什麼菲律賓
等國仍然竭盡所能，吸引企業進入自己的國土呢？官方的答案是
「滴漏被澤理論 (the trickle-down theory) 」85：這些加工區創造工
作機會，而工人賺到的收入終將為當地經濟注入可觀的生命力。86
許多加工區工廠所依循的鐵腕規範，系統性地違反了菲律賓的
勞工法。舉例來說，有些雇主除了兩次 15 分鐘的休息時間外，會
鎖上洗手間，就算是休閒時間，所有的員工都必須簽名進出，好讓
資方掌握員工在非生產時間的動靜。血汗工廠的醜聞見報後，Nike
竟然毫無悔意。尤其當 Nike 女工凱西‧李在電視上哭的時候，喬
丹卻聳聳肩維持一貫的「政治中立」，說他的工作就是灌籃，不是
玩政治。87然而，造成 Nike 成功的典範卻是一套不能脫離品牌政治
經濟學的完美運作。由於 Nike 和喬丹的聯繫根深蒂固，因此，無
論如何喬丹都無法和 Nike 進行切割，也因如此，這位超級運動名
人成為媒體眼中一位貪婪無厭、剝削工人血汗的跨國企業代言人。
84

85

86
87

李靜怡，〈她們就是牠們——血汗工廠與動物工廠的全球毀滅競賽〉，《破週
報》
，441。
該理論認為透過經濟成長的效果，先讓某些人富起來，接著其他比較貧窮的人
也會受惠於經濟成長而變得富有。但低薪的勞工除了無法養活自己以外，也不
能大量消費並刺激經濟成長，此一理論變成一紙意識型態。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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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底，喬丹試圖消除外界疑慮，在〈運動新聞〉的訪談中，
提到自己可能會去一趟亞洲，看看那邊工廠的真實情況，不過喬丹
從未成行。Nike 是喬丹致富的金主，到 1998 年為止，喬丹的職業
生涯從 Nike 賺來的錢，估計是 1 億 3 千萬美元。相對地，喬丹則
有助於 Nike 文化與商業地位的轉型。一位學者曾對喬丹政治不沾
鍋的態度進行以下的評論：他從不利用個人的成就，尋求社會上或
政治上的改變；他確實走出自己的路，安然地與政治共存。當然，
這正是他所代言的廠商最想看到的結果。不把政治與行銷混為一
談，而像阿里拳王一樣不受控制的批判社會，有可能被大型廣告合
約所遺忘、甚至以其他手段降低其影響力。88
企業對於裁員與重組已不再隱瞞，更極端的例子則是企業全盤
撤出人力市場。企業確實使經濟「成長」，但一如我們所見，他們
採取的手段就是裁員、合併、移居海外。換言之，貶抑雇員，並減
少雇員。而且，隨著經濟成長，直接為全球最大企業所雇用的人數
比率卻逐漸減少。握有百分之 33％全球生產性資產 (productive
assets) 的跨國企業，卻只佔全球直接雇員的百分之 5％。89許多驚
人的裁員數字顯示，員工與企業雇主之間穩定、可靠的關係，和失
業率抑或經濟的相對健全之間並沒有多大的關係，或甚完全無關，
即便是經濟最景氣的時期，人們所體驗到的仍然是越來越少的安定
感。90事實上，經濟榮景也許（至少有部分）正源自於這種安定感
的喪失。
88

89
90

Smart, The Sport Star: Modern Sport and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Sporting Celebrity, 129.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布爾迪厄認為工作不穩定已經形成一種新型態的宰制模式，這種宰制模式，是
建基在不安全感的普遍化及永久化之上，目的在使工作者變得順服，並且接受
剝削。為了勾勒這種宰制模式的特色，有人提出彈性剝削 (flexploitation) 的
概念，在這裡可以說是非常適當而生動。這個字眼提到不安全感的理性管理，
特別是透過生產空間合謀的操縱，在社會權益最多、工會最有組織的國家之工
作者，和社會權益上較落後的國家之工作者，製造競爭，並且藉著表面中立的
機制（作為自身的合法化）
，擊破抵抗的力量，獲得屈服和順從。請見布爾迪
厄 (P. Bourdieu) 著，《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Contre-Feux: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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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嚴苛的勞動條件即是跨國運動品牌勞工的生存條
件。雖然相關媒體報導都是單獨出現的，但是這些事件匯合起來，
使得我們得以觀照商標化美國背後的真相。知名品牌加上悽慘的生
產環境，已經使 Nike 變成殘酷生意手段的代表人物。只要看看知
名品牌的剝削工廠，就能一語道破全球經濟最可憎的歧異點：企業
高層獅子大開口，要求天價酬勞，無人能管；打造品牌和廣告則花
上幾十億美金——而這一切背後的支撐基礎，卻是臨時搭建的陋
屋、髒污的工廠，以及可憐、夢碎、掙扎求生存的年輕女孩。91布
爾迪厄針對這樣一種社會剝削的境況提出強烈地批判，並表示：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徹底回到資本主義的老路，在那裡只存
在一種法則，即追求最大利益的法則，一種赤裸裸、不受任何
約束的資本主義。並且利用現代化的支配模式（像企業管理學）
及操縱技巧（像市場調查、企畫、商業廣告），來合理化和極
大化經濟效益的追求。92
有論者詳細列舉事實數據，說明 Nike 所架構出來的全球化經
濟，然後將這些數據用統計公式加以換算。舉例而言，中國岳陰的
Nike 工廠所有 5 萬名員工，必須工作整整 19 年，薪水才能等同 Nike
一年的行銷預算。93面對媒體和輿論的批評與質疑，Nike 採用搬遷
工廠的政策，其結果是 Nike 獲得更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北美自
由貿易區和關稅貿易總協定所制訂的貿易條約和標準使 Nike 等跨
國集團可以隨心所欲地把製造工廠搬到勞動力成本最低的地方和
工作環境最差的地區，他們對工人的剝削反而變本加厲。Nike 總裁
耐特年薪上百萬美元，他的股權總值達到 45 億美元。Nike 的利潤
也令人咋舌，根據恩洛 (Enloe) 的統計：

91
92

93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布爾迪厄 (P. Bourdieu) 著，《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Contre-Feux: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 》
，62。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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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標價 70 美元的 Nike 運動鞋，工人拿到 1.66 美元，
當地承包商得到 1.19 美元，原始材料耗費 9.18 美元，行政管
理費為 2.82 美元，零售商拿到 32.2 美元，22.95 美元則進到
Nike 公司的口袋。94（筆者註：參見表 3）
表3

全球化 Nike 運動鞋類品牌的勞動生產利潤分成

所佔金額
明細
百分比
70 美元
球鞋最終端的零售價
100％
32.2 美元
Nike 賣給零售商的批發價
46％
14. 85 美元
Nike 付給轉承包商的總金額
（1.66 美元） 勞動力成本和社會保障金額
2.4％
（9.18 美元） 原料支出總金額
13％
（2.82 美元） 行政管理費
4％
（1.19 美元） 當地承包商獲利淨值
1.7％
22.95 美元
Nike 的獲利淨值
33％
資料來源：D.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London: Routledge, 2003), 81.

打造 Nike 運動王國的真相是，付出巨額的代言金給運動競技
頂層的運動員，然後再以低得離譜的勞動成本建構 Nike 的勞動生
產奇觀。最後，Nike 大致每雙球鞋獲利佔最終零售價的 33％，如
加上零售批發的獲利，那麼廣告與銷售就佔 79％的利潤。然而，分
給亞洲工人的勞動薪津則佔零售價格的 2.4％。這些工人中有百分
之 60-90％為單身女性，通常來自農村地區，年齡在 18-25 歲之間。
她們必須長時間工作、強迫加班、面對火災和化學危害的威脅，一
旦結婚或者懷孕，大多數易被解雇或打發老家。95
加工出口區的薪資之低，以致工人必須將大部分收入用來支付
宿舍房錢以及交通費；剩下的錢則付給排在大門外兜售麵條及炒飯
的小販。加工區的工人當然作夢也買不起自己製造的消費產品。薪
資如此低，部份原因是要和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工廠慘烈競爭。然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害怕嚇走外資，因此極度不願意執行本國勞
工法。所以，勞工權利在加工區內遭受如此嚴重的剝削，工人根本

94
95

請參見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請參見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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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機會賺得溫飽，也更不可能刺激當地經濟。Klein 針對品牌全
球化的勞工研究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96眼前來自出口加工區的女
性，她們和我們（消費者）是由於覆蓋全球的 Nike 的紡織品、球
鞋、專利權、商標名稱等等網路所串連起來的。
2006 年，Nike 公司年營收值為 4,800 億臺幣，Nike 公司每年支
付巴西足球隊 51 億臺幣，而亞洲地區跨國品牌球鞋代工廠女工每
小時約 16 元臺幣，一天的工資低於 200 元。97美國商人赫伯特也曾
深入研究越南 Nike 工廠的狀況，他在〈Nike 新兵訓練營〉的社論
中寫道：在越南 Nike 工廠工作一天拿到的報酬是 1.6 美元，而當地
一天三頓能填飽肚子的飯錢需要 2.1 美元，一間房子一個月租金為
6 美元。工資不夠維持生計，而工作的環境可以用「新兵訓練營」
來描述，對工人的體罰和女工的性騷擾非常普遍，工人的健康狀況
也令人擔憂。98
時至今日，擁有「世界工廠」美稱的中國製鞋業，也因 2008
年頒布實施「新勞動合同法」
（目的在於保護勞工權利，合約制度、
工資計算以及勞資糾紛仲裁都一面倒向勞工階層）而增加跨國企業
在中國約 40％的勞動力成本（與印度和越南相比，中國沿海地區勞
工每週工作 40 小時月薪約 120 美元，越南每週工作 48 小時則為 50
美元；印度的薪資成本也只有中國的一半）
，進而產生裁員、縮編、
工人罷工、關廠的情事，各大企業基於利潤考量又開始像候鳥般並
繼續遷廠、尋求世界上可以降低生產成本、製造環境污染的「美麗
新世界」：印度。也就是說，勞動合同法雖以維護勞工權益為名，
行剷除低階產業之實，再配合各項出口稅率的政策，中國希望將目
前加工出口業轉型成高科技及化工業，達成產業升級。不過，跨國
企業並不是以企業責任作為生存的命脈，繼而重新尋求可以保持高
度利潤力的「低勞工政策」契約國。
96
97

98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李靜怡，〈她們就是牠們——血汗工廠與動物工廠的全球毀滅競賽〉，《破週
報》
，441。
請參見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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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事實可以看出，Nike 公司一直加劇對「第三世界勞工」
和「全球消費者」的剝削。與其他品牌的同類商品相比，Nike 的產
品並不具有更高的內在（使用）價值，但其「名牌效應」卻賦予其
特殊的「符號價值」。消費者期望買下一雙高價位的 Nike 球鞋，藉
此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與此同時，Nike 賺進高額利潤，同時展示
出流行文化世界的社會階層化奇觀，99以及血汗工廠內向下沈淪式
(race to the bottom) 的勞動條件。
全球化趨勢在毀滅以前都無法逆轉。100這是一個相當悲觀且具
說服力的控訴。臺商鑲嵌在全球化的生產與消費鏈結中，自然不能
避免種種衝突與矛盾的過程，企業「社會責任」也不斷成為公共場
域中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議程，抵抗企業統治 (corporate rule) 的聲
音，則不時在周圍發出聲響。遠在印尼血汗工廠所發生的勞動力剝
削和近在臺灣高捷所發生的「泰工事件」101相同，都是全球化下不
平等的勞動分工體制所造成的社會問題。
因此「血汗工廠」是當代版本的《悲慘世界》（法國寫實主義
文學大師雨果於 1862 年的名著，通過描繪底層小人物，顯現資本
主義社會的不公義）。血汗工廠這個擁有悠久歷史的產物，首先發
生於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後來向外擴張至全世界，並在無產階
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發生嚴重的勞資對立，乃至後來甚至產生了激進
的共產主義。到了 20 世紀，血汗工廠從古典文學的場景走出來，
一躍而上電視銀幕，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而 2004 年 5 月「籃球大帝」喬丹訪臺時，由 Nike 一手創造出
來的「喬丹快閃」事件，也明確地顯示了品牌企業面對公關危機時
99

請參見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李靜怡，〈她們就是牠們——血汗工廠與動物工廠的全球毀滅競賽〉，《破週
報》
，441。
101
2005 年 8 月高雄捷運發生泰工抗暴事件，凸顯臺灣外籍勞工的生活條件與勞
動待遇的不平衡關係，同年年底臺灣人權平等遭降一級。高捷案除了進一步
轉變成為臺灣政爭的籌碼外，也可以此理解，外籍（陌生人）勞工在異國他
鄉所受的歧視性待遇。請參見吳牧青，
〈抗暴事件背後，高捷泰工被忽略的生
活條件〉
，《破週報》，446（臺北，2007.01）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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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顢頇態度。直到消費者透過網絡集結、並反制運動品牌的消費
時，Nike 才以被動的姿態回應它本來就應該擔負的企業社會責任，
也只有這時候，跨國運動品牌的巨靈才會甦醒，深刻理解企業品牌
存在的正當性必須時時維護品牌的「真誠性」。因此，發生在運動
場域中的經濟全球化現象，絕非一場請客吃飯的美好宴局，宣告所
有生在地球村裡的人們，從此過著文化自主、經濟充裕，能盡情悠
遊無國界的桃花源地。在這個全球化的現實下，早已點燃一場場反
Nike 的新社會運動。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能夠改變或改善自己嗎？答案似乎是悲觀
的。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興盛，就是因為它不顧社會後果而重視市
場邏輯。因此可以說，要扭轉這齣悲劇繼續發展，必須依靠觀念的
重新建構與行動的堅定立場。德勒茲與加塔理就認為：我們缺乏創
造，我們缺乏對當下的抵抗。而 Hardt 和 Negri 則強調：
「一旦血汗
工廠這樣的空間沈積著越多的痛苦，群眾就會變得更具（抵抗性的）
生產力。」102而從反 Nike 血汗工廠的行動中可以發現，這是反抗
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資本與勞動剝削，藉此保留作為人的基本生存
尊嚴，並以民主的訴求實踐一種「由下而上」的全球化。

伍、反Nike的新社會運動與行動策略
根據世界銀行在 1995 年所提出的《年度報告》，從 1966 年到
1995 年這 30 年間，全世界的勞動力增加一倍，達到 25 億勞動人口。
然而，絕大部分的勞動者活在非常糟糕的情況下，超過 10 億人每
天的維生資源低於 1 美金……很多國家的勞工沒有代表他們的工會
機構，在不健康、危險或沒有尊嚴的條件下工作。全世界同時有 1
億 2 千萬的人口處於失業狀態，更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已經放棄尋找
工作的希望，1996 年的《聯合國發展報告》也指出：在 1991 年，
世界上百分之 85 的人口僅僅佔有全球總所得的百分之 15，最富有
的 358 位富人的財產淨值等同於全球最窮的百分之 45 的人口的全
部收入。1995 年，比爾‧蓋茲一個人的財富就等於全美國最窮的百
102

哈德、納格利 (M. Hardt & A. Negri) 著，
《帝國 (Empire) 》
，486-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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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 40 的人口的財產總額。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全球貧富差距也在
擴大，從 1989 年到 1998 年 10 年之間，全世界最窮的 1/5 的國家佔
全球收入總額的比率從百分之 2.3 降到百分之 1.4。103
因此，新自由主義者所宣稱的「長期而言」將繁榮共享、利益
均沾的局面並未實現，情況反而是，英美兩個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國
度都見證了社會不平等的加劇，一方面是那斯達克族的財富暴漲，
一方面是，社會中間階級與下層勞工的實質薪資縮水、就業的不安
全、工作的零碎化和彈性化，104上述的現象已顯示出所謂「M 型社
會」的畸型發展，此種與新自由主義理想承諾背道而馳的社會倒
退，為反全球化的社會運動，創造了穩固的社會能量與行動的正當
性。

圖2

全球血汗工廠的毀滅競賽

圖3

全球勞動與維生薪資的訴求

圖片來源：破週報

在貧富差距與社會正義不斷倒退的同時，創造企業利潤的「全
球品牌」在 90 年代後半期更加無所不在，一個平行發展的邊緣現
象也頗值得注意：環保、勞工和人權運動分子組成的網絡，決定披
103

104

趙剛，〈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
話〉，《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4。
趙剛，〈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
話〉，《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4。

185

身體文化學報

第十四輯

露光鮮外表下的毒害。數十個新組織與新刊物成立，唯一目標就是
「驅趕」全世界利用政府嚴苛政策而獲利的企業。監督政府的團體
則重新定位訴求，將核心工作轉為追蹤跨國企業的違法情事。105這
些零散的事件與社會運動擁有一個共通點：
攻擊的中心目標都是「有頭有臉的企業」——如 Nike、麥
當勞、微軟、迪士尼、星巴克……越來越常被噴漆抗議、駭客
入侵或被國際性反企業活動盯上的企業，這些被抗議的對象也
正是擁有最頂尖的廣告、最敏銳的市場研究員，以及最強勢的
校園人才招募計畫的跨國企業。打造商標的大前提，就是企業
拋棄昔日穩定工作創造者的角色，因此，可以說「最強」的品
牌就是那些創造最糟糕工作環境的企業。106
面對這樣的社會境況，教宗保祿二世曾公開呼籲，希望：「八
大工業國家的領袖要能夠傾聽窮人的吶喊，希望全球化能夠將全球
人類的共同福祉引導到一個正義、團結的道路上」。這股來自宗教
界、學界、人權、勞工、婦女、環保、消費者保護等眾多民間團體，
已匯集成一股空前的「反全球化 (anti-globalization) 力量」，告誡
世人全球化可能帶來的生態浩劫、貧富懸殊、階級差異拉大、地方
語言文化的傳統瀕臨滅絕威脅、世界性的政治右傾、國際資本的流
通利益獨厚西方國家、第三世界或南半球國家被變相剝削或邊緣
化、社會正義公理失落、人類思維單向度化等問題，將不利於人類
的生存與永續發展。107
社會史則批判性地教導我們，若沒有激烈的政治鬥爭，就不會
產生民主發展與社會公正；若沒有一個能強制（生產）社會政策的
社會運動，就不會產生真正的社會政策。要使得市場經濟「文明化」
的同時，也加速其效率的方法，不是當今人們鼓吹並要我們相信的

105
106
107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莊坤良，〈迎／拒全球化〉，《中外文學》，30.4（臺北：2001.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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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而是「社會運動」
。108社會運動的全球化不僅在於串連不
同地區與國度的運動能量，也在於利用想像與創造力的策略進行游
擊式的抵抗運動，就像全球化的彈性生產模式，抵抗全球化的市場
專政，也必須發展出具備與之對抗的「彈性」運動策略。這些反
Nike 的運動策略，包括：地方／全球勞工運動（組織性工會的建
構）
；文化反堵（反品牌的街頭運動）
；身份認同政治（女性主義的
議題）
；網際網路游擊戰（網路的自由言論）
；消費者權利運動（拒
絕消費 Nike 品牌），形成一場全球範圍內「品牌化與反品牌化」109
的新社會運動。
一、地方／全球相互連結與支持的勞工運動 (labour movement)
在眾多社會運動的過程中，Nike 球鞋的故事最扣人心弦。Nike
的冒險故事在「剝削工廠年」110之前就已展開，而且在其他企業的
爭議內幕於大眾眼前現形之際，Nike 的問題卻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111
為了抵抗血汗工廠的欺凌，勞工運動越來越興盛。勞工運動旨在
推翻剝削性的經濟制度，但許多 Nike 的血汗工廠裡並沒有建立工
會，於是許多為 Nike 製鞋工人（以女工為主）便建立了自己的工
會組織，抗議低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和老闆對他們的人格污辱，
108

109

110

111

格雷德 (W. Greider) 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瘋狂邏輯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張定准、周新琦、夏家駟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2003）
；布爾迪厄 (P. Bourdieu) 著，
《以火攻火 (Contre-Feux 2) 》
（臺北：麥
田，2003）
。
Holt 認為「品牌化 (branding) 」是一種極為複雜精闢的行銷策略，通過品牌
化，資本成功地在市場特權和消費之間建立起文化架構，最終能夠實現對消
費慾望和消費行為的控制。Lasn 則對「反品牌化(anti-branding)」的特質進行
過精闢概括：在對於品牌的反抗中，我們試圖令品牌相關的時尚、名人、偶
像、標誌、景象通通「失去魅力 (uncool) 」……在現有的消費文化的廢墟上，
將建立一種非商業性的新文化，以及一種「文化自治」的訴求。請參見余曉
敏，〈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勞工運動：現象、問題與理論〉，《社會學研究》，
123。
紐約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羅斯稱 1995-1996 年這段期間為「剝削工廠
年」
。在這一年中，有一段時間北美洲只要打開電視，一定會看到關於最受歡
迎、大量銷售的品牌如何可恥地剝削勞工的報導。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187

身體文化學報

第十四輯

勞工運動的勢力也日益壯大：但是工廠的管理部門卻叫來防暴警察
驅散工人的集會。112根據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的研究報導，這些警察
對女工進行性騷擾，剝光她們的衣服，甚至強暴她們，妄圖將這些
手段當作一種「管束機制」，藉以阻止女工們參加勞工運動。但這
些手段並未奏效，女工當中有一些激進的女權組織運動者，開始幫
助其他女工了解如何「反擊」性攻擊的手段。並積極組織集會，向
女工們傳播有關女性尊嚴和責任的觀念，幫助她們爭取應得的工資
和權益。113她們開始脫離男性領導的工會，成立自己的獨立組織，
確保在勞資談判和整個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對女性的權益進行保護。

圖4

斯里蘭卡 Nike 工廠女工運動

圖片來源：http://www.oxfam.org.au/blogs/2011/01/1400-years-for-sri-lankanworkers-to-earn-nike-ceo-pay/

基於勞工的共同努力，薪資和工作環境都有了改善，但 Nike
開始把製鞋業務遷往工資更低的、管理更嚴格的地方：例如中國和
印尼。反全球化人士為支持他們，通過各種渠道向全世界公開宣傳
這些工人的行動。隨著 Nike 球鞋生產與消費的全球化，各項社會
運動也開始跨越民族與領土的疆界與各種國際非政府組織進行密
切的連結，114也就是說，在國際上聯合平等主義勢力來反對全球化。
112
113
114

請參見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Connor, & K. Dent, Offside! Labour Rights and Sportswear Production in Asia, 8.
請參見趙剛，〈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
與對話〉，《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4；貝克 (U. Beck) 著，
《全球化的危機
(Was Ist Globalisierung?) 》
，182-6；劉金源、李義中、黃光耀，
《全球化進程
中的反全球化運動》
：201；Klein, No Logo；Steger, Globaliz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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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反堵 (culture jamming) ：反品牌的街頭運動
文化反堵是一種「游擊戰藝術 (guerrilla art) 」，希望在公共空
間被商標化的狀態下，創造出符號學的羅賓漢主義 (semiotic Robin
Hoodism) 。 115 文化反堵強調將相反訊息切入企業自身的溝通方
式，使原本欲意傳遞的訊息出現完全扭曲的結果。也就是經過技巧
性地重新處理廣告看板……引導觀眾思考原本的企業策略，並留下
破壞性十足的訊息。簡單地說，成功的廣告反堵是要揭開在華美的
廣告詞彙層層包裝下最深刻的事實。文化反堵行動本身即是以塗
鴉、現代藝術、DIY 龐克哲學，以及諷謔的方式116表達反 Nike 的
政治立場（請參見圖 5）。

圖5

文化反堵 Nike 品牌的廣告圖像

圖片來源：http://cbae.nmsu.edu/~dboje/conferences/boje_global_theatrics_an
d_capitalism.htm

反對運動人士也將 Nike 雇用勞工的情況搬上舞臺，推出所謂
「剝削工廠流行秀」和「國際資本拍賣會：生存遊戲」（出價最低
者獲勝）
，以及「全球經濟跑步機」
（跑得再快也還是停留原地）等
諷刺意味濃厚的街頭戲劇。反 Nike 運動的一貫主題，就是不斷反
堵 Nike 商標和口號，包括 T-Shirt、貼紙、標語牌、旗幟，最後，
這種符號學的反制已讓 Nike 企業跌得鼻青臉腫。媒體理論家們也
曾研究大型企業如何對資訊流通進行嚴密的控制，而消費者通常也
115

116

羅賓漢 (Robin Hood) 是英國民間傳說中的人物。他武藝出眾、機智勇敢，仇
視官吏和教士，是一位劫富濟貧、行俠仗義的綠林英雄。在此則是暗喻街頭
運動人士，針對有權勢的跨國企業和運動品牌進行的符號改寫與諷刺的行動。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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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球企業品牌背後所從事的黑箱勾當一無所知。因此，文化防堵
與廣告破壞者其實是在街頭書寫理論，運用防水魔術麥克筆和漿
糊，直接「解構」企業文化，117試圖將最真實的品牌形象呈現在世
人面前。
三、身分認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Nike 有許多女性主義式的廣告主題以及反種族主義的口號，非
但沒有美化品牌的形象，反而激怒婦女團體和公民運動領袖。運動
領袖堅稱，這個依靠剝削第三世界年輕女性發財的企業，無權利用
女性主義的理想或種族平等的理念來推銷球鞋，美國媒體評論家騰
巴就認為：「我想，將社會正義重新包裝成廣告，從一開始就讓人
感到不安。」我們也都聽過 Nike、Reebok……等企業一再發表同樣
的聲明：「你們（社會運動者）為什麼一再找我們的碴？我們是好
公司！」答案很簡單。Nike 被盯上，是因為他們用來致富的文化政
治議題（女性主義、生態主義、貧民區的改造）並不只是廉價的廣
告文本，任憑知名企業品牌部經理任意取用。這些議題牽涉複雜且
必要的社會正義概念，也是許多人終身奮鬥的理想。118這使得抗議
分子深具正當性，進而挺身反抗企業對這些價值概念的扭曲。

圖6

Nike 女性主義式的廣告圖像

圖片來源：筆者拍攝於臺北誠品信義店。
117

118

劉金源、李義中、黃光耀，
《全球化進程中的反全球化運動》
，223；Klein, No
Logo.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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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6 月，《生活》雜誌刊載巴基斯坦童工照片，就激起社
會輿論的波瀾。他們的年齡小得出奇，一小時的工資是六分錢，在
印有 Nike 飛揚符號的足球堆裡彎身工作。不只是 Nike，Adidas、
Umbro、Reebok 這些品牌都在巴基斯坦設廠生產球類產品，估計大
約有 1 萬名兒童從事該行業，很多人是以契約奴工的身份賣給雇
主，就像牲畜一樣被烙上標籤。119《生活》雜誌上的照片太令人心
寒，以致許多美國父母、學生和教育工作者宛如受到電擊，紛紛把
這些照片製成標語立牌，在全美各地和加拿大的運動用品店門口舉
牌抗議，發起各種身份認同政治的社會運動。120
四、網際網路游擊戰 (internet guerilla)
1998 年彼得‧維希爾在講述反企業團體的力量時，說道：
壓力團體最大的優勢之一（事實上這也是他們與勢力龐大
的企業正面衝突時最關鍵的要素），就是能夠運用通訊革命的
利器。英國環保團體『地球之友』則稱『網際網路』是反抗行
動工具箱裡最為有力的武器。經由網路，運動人士在全球各地
部署動員，譴責某些被提出的協議是保障少數跨國企業主導地
位的秘密陰謀，並動員草根反抗的國際運動。如能靈活運用網
際網絡這類全球通訊工具，就能削弱企業憑藉高額預算所獲得
的強勢地位。」121

119

120

121

Adidas 模仿 Nike 的勞工及其市場策略，市場銷售因而東山再起，但卻躲過所
有的爭議。最偽善的品牌就屬 Reebok，它趁 Nike 麻煩纏身之際，以標榜道
德的製鞋者之姿挺身而出，因此大獲利市。該公司的鞋子根本就是在與 Nike
同一批工廠裡製造的，也做過不少違反人權的勾當，只不過它的曝光率比較
低，被攻擊的狀態也相對較低。請參見 Klein, No Logo.
劉金源、李義中、黃光耀，
《全球化進程中的反全球化運動》
，220；Klein, No
Logo.
劉金源、李義中、黃光耀，
《全球化進程中的反全球化運動》
，201；Klein, No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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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運動人士而言，「網路之美」122在於它能用最少的資源和官
僚組織，動員整合全世界的國際行動。例如國際 Nike 行動日，當
地運動人士的工作只是從勞工權益活動的網站上下載訊息文宣，並
於抗議時發出去，然後再匯聚從瑞典、澳洲、美國及加拿大傳來的
電子郵件報告，發送給所有參與的團體，如此便大功告成。例如，
在臺灣發生的「喬丹快閃」事件也是依靠這種媒體網路集結抗議群
眾，並且取得足夠的媒體曝光以及訴求的正當性，成功地讓 Nike
出面召開記者會道歉，並提出彌補損害消費者權益的方案。
五、消費者權利運動
許多反企業的運動中可以看到一種「柔道策略」：邀請第三世
界國家的工人拜訪第一世界國家的超級商店：一旁架設無數臺攝影
機。鮮少新聞臺能抵抗這種專為電視設計的事件。就這樣，印尼的
Nike 工廠女工發現，她每天拿兩塊美元拼命製造的運動鞋，竟然在
舊金山的 Nike Town 一雙賣 120 美金。得知工資和零售價格之間的
122

Chadwick 在《網路政治：國家、公民、與新傳播科技》一書，曾以網際網路
為例，說明美國大規模的「反耐吉 (Anti-NIKE) 」剝削運動，最早即是一個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生在小型網站上公布對 NIKE 產品的不滿，隨後相
繼引起社區媒體與主流媒體的報導與關注，匯聚形成一種社會議題，最後演
變成一場規模龐大的「消費者反抗」與「文化反堵運動」
，讓 NIKE 公司疲於
應付。因此 Chadwick 認為網際網路可在當代社會可扮演以下角色：(1)作為
一個「公共論壇 (civic forum) 」，讓不同的多元觀點透過媒體而獲得發聲的
機會，例如電腦高手或駭客(hackers)，常在網路上分享一些網路技術或建置
公共論壇，進行網民的民意彙整並形成一個「集體行動的聚會所 (repertoires
of collective action) 」，此舉有助於公民的網路政治參與，甚至可藉此形成一
種跨國的社會運動；(2)作為一個「動員機制 (mobilizing agent) 」，透過媒體
讓人獲得更多的政治知識、培養更高的政治興趣以及更積極的政治參與。網
路大量降低團體成員的溝通成本，減少動員耗費的時間，創造一種永久的、
持續的動員網路。對於社會運動的目標與方向，領導者與參與者可隨時透過
即時網路通訊技術，在短時間之內交換意見並加以改變；(3)作為一個發揮第
四權的「守望狗 (watchdog) 」，透過媒體的監督，減少政治權力的濫用，並
降低政治貪腐以及政治無能發生的可能性。尤其網路媒體中的個人網站與訊
息（例如一些名人的個人部落格）常會吸引傳統媒體的關注，發揮意想不到
的議題設定與議題動員功能。請見劉念夏，
〈書評：網路政治：國家、公民、
與新傳播科技〉
，《臺灣民主季刊》，5.1（臺北，2008.03）：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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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對工廠員工來說具有很大的震撼力。123以這樣方式凸顯血汗
工廠的問題，漸漸能將自身的訴求傳達給廣大的消費者。以「道德
消費」或「綠色消費」為例，越來越多的人拒絕購買他們認為從事
不道德活動的企業所生產出來的商品， 124 並將消費行為予以政治
化。集體抵制、懲罰經由血汗工廠製造出來的產品，要求企業在獲
利的同時實現民主與社會責任的承諾。
反 Nike 的國際運動（最為人所知，也是最激烈的品牌抗議運
動）最能說明大眾對於企業商標化文化的不信賴感。已有超過一萬
篇以上的新聞文章與評論專欄討論過 Nike 剝削工廠醜聞。它在亞
洲設置的工廠幾乎被所有大型媒體報導過了，包括 CBS 和 ESPN 頻
道。造成 Nike 公關部門必須有好幾個人徹夜應付剝削工廠的爭議
（處理抱怨，與當地團體見面，並且構思 Nike 的回應方式），Nike
也因此成立新的管理階層：企業責任副總裁。就這樣，Nike 收到成
千上萬的抗議信，每天面對數百個示威團體，並成為眾多評論性網
站的眾矢之的。125
到目前為止最受爭議的北美校園合作案，大都與 Nike 有關。
自從該品牌公司使用剝削工廠勞工一事廣為流傳後，Nike 與幾百所
大學體育系所簽訂的合約現在已變成校園內最具爭議性的話題：
「抵制 Nike 飛揚符號。」126過去幾年來，北美和歐洲的反 Nike 團
體試圖將所有零星的抗議聲浪在同一天統整起來。每隔 6 個月，他
們便舉行一場國際 Nike 行動日，將公平薪資和獨立監督系統的訴
求直接告訴 Nike 消費者，比如身在市中心的 Nike 旗艦店的購物者，
以及較平實無華的郊區購物中心的鞋櫃分店消費者。根據勞工權利
運動組織表示，至今最大的反 Nike 事件發生於 1997 年 10 月 18 日：
一共有 13 個國家 85 城市起而嚮應。127

123
124

125
126
127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Cohen & P. Kennedy, Global Sociology；貝克 (U. Beck) 著，
《全球化的危機
(Was Ist Globalisierung?)》
，183；Steger, Globaliz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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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打造秀異品牌需要買方與賣方建立相當直接的關係，然後
透過媒體供應者、藝術製作者、市鎮廣場以及社會哲學家的努力，
將品牌轉變成更具滲透性和影響力的事物。過去十年來，跨國企業
如 Nike、微軟、星巴克已成為公共文化所認可和珍惜的事物（包括
藝術、運動、社區、聯繫、和平）的主要溝通者。不過這個計畫越
成功，這些企業就變得越脆弱：如果品牌真的與我們的文化和認同
密不可分，那麼當事情出錯的時候，企業的罪過就不能單純以某家
僅想賺錢的企業所做出的不良勾當輕輕帶過。反之，許多居住在商
標化世界的人都會覺得自己是罪行的共犯結構，而心懷罪惡感。128
1998 年 5 月，耐特走出幕後，直接面對批評者表態，並強調他
已被抹黑為「企業騙子，這個時代最完美的企業惡棍。」耐特承認
公司的鞋子「幾乎已成為奴工薪水、強迫加班和專制虐待的同義
詞。」隨後，他順從消費大眾的意見，提出改善亞洲工廠工作條件
的計畫。該計畫包括針對工廠空氣品質、石油化學原料使用的嚴格
新規定，並承諾在幾個印尼工廠開設課程，保證製鞋工廠不再雇用
任何未滿 18 歲的勞工，並承諾 Nike 的承包商不准向政府提出取消
最低薪資限制的要求。129
Nike 在面對猛烈攻勢時的軟化作為，證明了抗議行動的有效
性。許多抗議人士不願輕易放過 Nike，因為這將意味著縱容資本主
義的作風。大體而言，批評 Nike 的人都知道，Nike 的剝削工廠醜
聞並不是一連串詭異意外的結果，130運動人士也很清楚，針對 Nike
的批判適用於所有外包給全球工廠製造名牌鞋的跨國企業。131Nike
128
129
130
131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Connor 和 Dent 曾以亞洲運動品牌工廠與勞工權為對象，以翔實的田野調查
描繪了血汗工廠內的情形，這些品牌包括 Nike、Reebok、Puma、adidas、Asics、
Umbro、Mizuno、Speedo、Lacoste、New Balance、Lotto、Kappa、Fila。請
參見 Connor, & K. Dent, Offside! Labour Rights and Sportswear Production in
Asia. 因此，Nike 並非唯一違反勞工生產與人道訴求的廠商，血汗工廠就像
連鎖經營的模式，在全球空間內歷經開工生產、關廠、遷廠、又開新廠的循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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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市場領袖已經變成這股憎恨感的主要目標。Nike 成為當今全球
化經濟極端行徑的典型案例。藉由 Nike 品牌成功獲利的人與被剝
削者之間的差距是如此的巨大，就連孩童也看得出這幅畫面的錯誤
所在，而且事實上正是兒童與青少年對 Nike 的不義，產生最敏銳
的情緒反應，因為正是他們才將 Nike 所宣傳的信念當成人生座右
銘。
反品牌運動成功地使企業丟光顏面，全球品牌企業也沒有理由
為了商業利益而允許虐待行為的存在。哈佛商學院教授斯巴稱這個
理論為「聚光燈效應 (spotlight phenomenon) 」
。由於這種效應，致
使跨國企業自行捨棄有虐待行為的供應商，或迫使改進，因為現在
這樣的情況對該公司的商業利益是有好處的。132Nike 公司已經了解
損害勞工權益將使自己付出何等的代價。不過打在企業臉上的聚光
燈是流動而隨意的，它僅照射在全球生產線上的幾個特定角落，但
是黑暗仍籠罩在其他地方。這個過程不僅沒有保障人權，反而使人
權受到選擇性的尊重，改革行動似乎只出現在燈光最後照射的地
方。也沒有證據顯示，這類的改革行動已經形成通行全球而普遍的
企業道德行為標準。反之，企業自訂的行為準則以及各種商業道德
會議的湧現，創造出各種危機管理的難題。例如，在 1999 年中期，
當 Nike 以救世者的姿態提高印尼的工資時，該企業也同時切斷與
薪資較高的菲律賓之間的關係，轉進中國大陸。
上述「社會運動」133逐漸以「跨國合作」134的面貌出現，原因
在於世界經濟的全球化（Nike 引發的社會問題已不僅僅是南方貧困
132
133

134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Wilson 認為，社會運動是有意識的、有組織的集體活動，旨在通過非制度化
的方式引發或阻止社會秩序的大規模變遷。Zirakzadeh 則視社會運動為一群
人的活動，並試圖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秩序。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具有廣泛的
社會背景，行動者採用的是政治對抗和社會解體的策略。請參見 Klein, No
Logo.
社會運動的跨國合作並非一個新現象。自 19 世紀開始，各種和平運動、婦女
運動、保護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就時常從與他國類似組織的合作中吸取力
量。當然，20 世紀 60 年代的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學生運動和核裁軍運
動 (CND) 都是跨國界的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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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議題，也是北方富裕社會的政治議程，跨國企業帶來的是全
界性的問題）
；全球化的思維轉變（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許多社會
運動者意識到他們所關注的地區性問題與更廣泛的全球結構有著
千絲萬縷的聯繫，Nike 血汗工廠不僅造成第三世界勞動人權的爭
議，也成就第一世界工廠搬遷、造成勞工結構性失業的狀態）；通
訊技術的高度發展（通訊傳播科技使得小型的社會團體可以彼此分
享資訊，並快速地連結成具有戰鬥力量的行動團體，反 Nike 的運
動團體能將全球資訊流動的空間視為社會運動和國際非政府組織
進行社會鬥爭的有力武器）；以及社會運動主題的擴展（Nike 血汗
工廠所造成的問題能吸引不同的社會運動團體進行運動的連結，勞
動人權、消費者權益、環境保護、婦女運動都隨著運動主體的連結
而得到擴展，社會運動已能挑戰社會既得利益集團，並不斷擴大運
動的範圍而實現社會正義的重建）。
承續上述反 Nike 運動的發展，Sage 則表明，不僅僅是消費者，
背負公眾期待的頂尖菁英運動員（不論是男性或女性）也應在全球
運動的領域中捍衛和獲致自身應得的權利。因此，菁英運動員應該
和其他團體一起致力於將跨國公司的執行長、國家政府、消費者和
學生的注意力，引導並聚焦在型塑全球運動的各種不平等和剝削行
為上。135由於 Nike 的剝削對象為商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職是之
故，連結「消費者」與「勞工」之間的聯盟應是強大的、持續的，
憑藉它對利潤可能構成的威脅，這種聯盟能為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
制度下尋求正義帶來最美好的希望，136也形成最有力量的反全球化
結盟。職是之故，不論是在地運動品牌、抑或是全球品牌，都該秉
持企業的社會責任，遵守永續經營的企業守則，而且放棄以底層的
生產者與終端的消費者做為勞動剝削及消費欺瞞的對象，否則，反
135

136

Sage, G., “Justice Do It! The Nike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 Organization,
Collective Action and Outcomes,”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6 (University of
Otago, September, 1999) : 206-235.
余曉敏，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勞工運動：現象、問題與理論〉
，
《社會學研究》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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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e 這樣的社會運動，將會不斷地積聚抗議的潛能，抵抗不公義的
運動品牌繼續存在下去的正當性。
總結前文的分析脈絡可以清晰地理解，Nike 品牌的利潤主要歸
因於血汗工廠中「生產的政治經濟學」以及消費者被仿真符號誘惑
所造成的「消費的文化政治學」。因此，臺商製鞋工業協助 Nike 企
業進行生產並且繼續存在，是充當國外品牌的外包製鞋廠，並作為
血汗工廠的經營者，才能在全球運動商品鏈中獲得屬於「半邊陲」
的利潤。但 Nike 企業卻深陷於自己所建構的品牌政治泥沼中，但
為了繼續透過品牌取得消費大眾的認可進而獲取利益，Nike 在強大
的壓力下開始被動地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論述與可行的改善
方案，這是反 Nike 運動的初步勝利。

陸、品牌政治及其「企業社會責任」137：代結語
企業將文化空間商標化的野心愈大，或對勞工棄而不顧的心態
越嚴重，該企業就越可能製造出一隊靜靜等候疾聲斥責的批評軍
團。職是之故，商標化模式使企業完全暴露在抗議分子的攻勢之
下：他們想用品牌生產的秘密，搗毀其市場行銷的形像。而這一招
已經證明有效。品牌形像，企業巨利的根源，結果卻也成了企業的
致命傷。138
當反企業運動在 90 年代中期興起時，看起來像是一群保護主
義者出於需要而聚集起來，以便打擊所有任何與全球化有關的事

137

138

世界永續發展協會將其定義為：企業社會責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是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
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參見中國時報編輯部，
〈肩負企業社會
責任，鴻海須有新體認〉
，《中國時報》
，（臺北，2010 年 7 月 25 日），A11。
杜拉克則從管理學的層面談及企業應當承擔更多社會責任時強調：企業必須
意識到自己應負起追求公共福祉的職責，一旦發現追求利益可能損及公共利
益與個人自由時，必須有所節制。有沒有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是評估企業
唯一的標準。請見畢提 (J. Beatty) 著，
《大師的軌跡：探索杜拉克的世界 (The
World According to Peter Drucker) 》（李田樹譯）
（臺北：天下文化，1998）。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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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但當各國的社會運動開始連結以後，新的宗旨就浮現了，那就
是，雖然要擁抱全球化，但是要將之從跨國企業手中搶救過來。關
懷道德的股東、文化反堵者、收復街道人士、人權駭客、以及網路
上的企業監督者，上述種種無不是在要求「以市民為中心」的社會
運動，繼而取代品牌霸權與跨國企業統治的模式。139
經過各種反 Nike 的社會運動後，Nike 無法承擔輿論與人權團
體的壓力140，並且首肯「企業行為準則」141的施行，但這背後卻隱
藏著對公民自主的敵意，並反對公民能夠透過工會、法律及國際條
款，控制勞動條件以及工業化對生態的影響。因為，在商言商，企
業經營僅關注市場機制與效率，而不重視公平的分配，就如同 Nike
商品生產與市場效率並未顧及整個結構的公平。 142 而在上個世紀
139
140

141

142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受到人權團體的施壓與全球反血汗工廠的運動，國際買主自從 2000 年之後也
開始介入原本由臺商掌控的生產環節，要求接單廠商「做人權」
，提高第三世
界的勞動條件，以擺脫國際間對中國血汗工廠的指控，但是其間牽涉到雙方
利益的重分配，並凸顯全球商品鏈內行動者的權力強弱。研究顯示，國際買
主並沒有以提高單價等實際行動支持上游代工廠實施人權，亦即，透過轉包，
國際買主已將改善發展中國家勞動標準的責任轉嫁到代工廠身上。如此不僅
分散世界知名品牌與大型零售商親自管理生產的風險，也避開了現在臺商鞋
廠面臨的人權問題，再次確認國際買主在權力位階上的優勢地位，也啟動了
製鞋產業（可能）再次移動的訊號。請見鄭志鵬，
〈市場政治：中國出口導向
製鞋產業的歷史形構與轉變〉，《臺灣社會學》
，15：152。
90 年代初期，進行外包製造的服裝、製鞋行業中的美國品牌公司最早面臨「血
汗工廠」的指責。媒體的持續曝光和消費者的「抵制購買」行動對這些公司
的品牌形象、銷售額以及利潤都產生了負面的影響。面對這些問題，主要品
牌先後制訂了用於規範其供應商工廠勞動條件和勞工待遇的「企業行為準
則」。準則的內容一般包括禁止使用童工和強制勞動、提供符合健康安全標
準的工作環境、保障法定最低工資等。其中少數準則包括有關自由結社和集
體談判的條款。研究表明，全球最大的 500 家企業中有 2/3 的企業在 90 年代
建立了「行為準則」，而到了 2000 年，這個數字增長至 98％。世界銀行 2003
年的統計也表明，現已存在的關於勞動權、人權、環保的企業行為準則已達
1000 項。請參見余曉敏，〈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勞工運動：現象、問題與理
論〉，《社會學研究》，123。
沈中華，〈發展與和諧，關鍵在企業社會責任〉，《中國時報》，（臺北，2010
年 8 月 13 日）
，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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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代，正當剝削工廠、童工以及工人健康的問題還是西方最
前線的政治議題時，這些問題大多經由群眾組織工會、勞資雙方直
接協商，以及政府制訂嚴格法規加以解決。因此可以重新採行這種
模式來運作，並在全球範圍內，透過現行的國際勞動組織條款來完
成，而且，這樣的條款也得用和世貿組織施行全球貿易規則的決心
來貫徹。143
Nike 為了擴大善意的表示，建構完美良善的品牌公關形象，從
而成立一個稱做 P.L.A.Y. (Participation in the Lives of American
Youth) 的非營利機構與志工計畫，目的在慈善地幫助美國的黑人青
少年，使他們有能力購買他們渴望的運動鞋。同樣地，Reebok 也建
立了一個基金會支持一個所謂人權獎計畫，要讓這個世界變得更
好，但巴伯也指出，這是當代跨國企業的公關形象策略之一，首要
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品牌形象，擴大市場佔有率。巴伯認為，以前舊
式經濟的企業大亨也會搞慈善事業，但是沒有和行銷赤裸裸的結合
在一起。 144 也就是說，跨國運動品牌左手打造公關計畫與慈善事
業，右手卻同時剝削勞工與逃避企業責任。因此，運動人士就要善
用品牌企業的左手（因剝削而創造的反品牌運動）打擊品牌企業的
右手（因品牌形象而獲利），讓全世界的人權與勞動水準達到符合
社會正義的標準。
當鋪天蓋地而來的商標化世界，不論是在大樓牆面、校園籃
板、公共捷運系統、電視媒體、雜誌廣告、網際網路、運動零售空
間、購物商圈內的運動行銷活動、週末中短程路跑比賽，運動品牌
商標都緊緊跟隨著我們，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尤其，旅美強投
王建民在大聯盟發光發熱時，他身上所穿戴的運動品牌就是那件
Nike 為他個人量身打造的「安靜」系列。但是，他也許不知道環繞
在他周身上下的衣飾用品，就是由不知名的血汗工廠女工咬牙揮汗
製造出來的商品，而這才是打造跨國運動品牌的真正形象。做為一
143
144

請參見 Klein, No Logo.
趙剛，〈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
話〉，《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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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消費者，有權利要求 Nike 履行消費品牌表面所散發出來的美學
形象要與生產商品時的人道美學相互輝映。做為消費者除了在商業
廣告與公關活動中認識品牌進而消費這些深具美學風格的商品
外，可能的話，還要進行一場自我教育，深刻檢視運動品牌的內在
是否也像廣告裡面所訴說的圖像：一副激勵人心、充滿理想主義的
烏托邦。
21 世紀初，Nike 企業所營造的臺灣「喬丹快閃」事件，明確
地顯示出品牌企業在面對公關危機時的顢頇態度。臺灣消費者抵抗
跨國資本剝削與欺瞞的在地行動，說明了在地運動的商品∕產業系
統早已鑲嵌在全球運動商品鏈結之中，雖然文化霸權與經濟剝削的
現象仍然存在，但反抗的意識與力量業已展現與集結。而對布爾迪
厄來說：
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剝削到底的（正在實現的）烏托邦。為
了抵抗這一力量，必須努力去發明及建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
這個社會秩序不以個人利益的追求為唯一法則，而是能讓位給
集體，並且理性追求集體所設計及同意的目標。而在這些集
團、團體組織、工會、政黨之中，還必須賦予國家（最好是超
國家）一個特殊的位置，因為只有國家才能有效地控制和強制
在金融市場的獲利；只有國家才能阻止金融市場對「勞動市場」
所施行的破壞性行動，並且能在工會的協助之下，建構及護衛
公共利益；不管我們願不願意，這個公共利益，永遠都不會被
新自由主義信仰視為是人類最高成就的會計觀點。145
因此，吾人應該努力追求一套經濟秩序的設計，這套設計應該
以最有利於位在最低社會經濟地位與的人為宗旨。1461989 年所謂
「歷史的終結 (The End of History) 」的概念被日裔美國學者福山
145

146

布爾迪厄 (P. Bourdieu) 著，《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Contre-Feux: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 》
，157-170。
彭淮棟，
〈一國經濟正義與全球經濟正義〉
，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44（臺北，
2001.1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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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kuyama) 所提出來，敘說著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雖有瑕疵，但卻是
最適合人類生存的一種，但是「反全球化運動」（或晚近全球金融
風暴所創造的社會矛盾）告訴吾人，歷史遠遠尚未終結，自由與作
為公平的正義尚未成為普遍的人類生活；剝削未曾停歇，霸權尚未
遠離，抗爭仍須努力而為。
有論者認為，批判理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所主導的各種文化發
展，以過於「悲觀」的視野進行檢視，並強調吾人應當更為樂觀地
面對資本對於運動文化的挹注，舉例來說：「和過去相比，透過企
業資本的注入，職業聯盟的競賽更添戲劇張力，運動菁英所獲得的
社會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語，各種層次的職業運動競賽越來越競爭，
但是運動員的數量、運動明星的身價和競賽本身所呈現出來的質
量，都獲得更多公眾的關注。」147更不用說，運動企業為了擴張商
品市場，極盡所能地推廣運動與品牌本身的美感與價值。因此，消
費資本主義為運動帶來的助益是無庸置疑的，但本文在此所持的立
場雖不否定資本所擁有的推進力量，但卻深刻地質疑極端全球主義
與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與霸權，希望正視商業文化內攜的破壞性
勢力，並藉由批判性的分析找出一個可以正面發展的可能性。
總體而言，Nike 血汗工廠是其實是勞工、國家與企業之間有機
連結所創造來的社會空間，並生產出指向消費者的秀異性商品。血
汗工廠彰顯出資本主義與全球生產鏈背後的結構，政府與資本家是
該結構的主要參與者，而勞工則是結構底下的受害者。全球化的時
代下，即便民族國家管控文化與經濟的能力不如以往，但角色卻越
來越受到重視，畢竟勞工（公民）必須生活於國境之內，勞工的生
存與工作條件乃至社會福利，國家有義務合理且有效地介入以完成
其存在的正當意義。因此，如果各地勞工能夠合法地組織自保的運
動，實踐全球勞動權利；如果全球各地的消費者可以堅持抵制那些
由血汗工廠所製造出來的品牌；如果各國政府能發揮該有的職能，
建構一個以公民權利為職志的超國家關稅貿易協定與社會條款，那
147

Cowen, T., In praise of Commercial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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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跨國企業即便只是被動地遵守社會責任進而建構出相對安全且
正義的勞動環境，讓全球經濟的成長可以真正實質地分配給所有的
人，那麼諸多反 Nike 的社會運動也將因此而逐漸衰退。但這卻是
令人樂見的「全球發展趨勢」，一個早已被允諾卻遲遲未能降臨的
全球化「偉景 (vi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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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ultural Reflections of Global Sporting
Brand Development
Cheng-Chang Chiu /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ung-Yu Liu /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wo dimension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culture and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national sporting brands reflects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Taking thi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consumer capitalism,
with a focus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which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Neo-liberalism.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modus operandi of global sports brands, we begin with a theoretical
review and an examination of documentary data. Then, this paper goes
on to investigate labor exploitation within sweat shops managed by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the global commodity chain. In response to
such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many kinds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like th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have emerged. These realities
reflect both brand-politic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world of sporting goods.
Keywords: Neo-liberalism, global commodity chain, sweat shop, new
social movem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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