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 

第一節 研究問題之回顧 

冷戰結束後，對抗蘇聯擴張及相關的安全問題不再是驅動美外交政策

的主要考量，美國政、學界對如何調整外交政策方針產生許多不同的主張

，一些不同的主張亦反映在對中共政策上，尤其對於如何因應中共崛起為

新興強權的問題，「建立一種可以解決問題的『中』美關係架構」更成為

外交政策中頗具爭議的一環；然而從老布希、柯林頓到小布希政府的十六

年間，美國政府對中共關係定位卻出現起伏擺盪、前後不一的現象，本研

究主要透過理論的分析，試圖以國際關係三大主流理論－新現實主義、新

自由制度主義、社會建構主義等途徑，有系統地探討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

。 

本研究在第一章並做出階段劃分，將美國於冷戰結束後對中共的關係

定位，概分為五個階段如下： 

一、關係摸索期（1989-1992）： 

此期間美國政界多關注於中共的改革開放議題，對中國大陸以浪漫的

期許居多。但是 1989 年 6 月 4 日的「天安門事件」卻使「中國威脅論」論

說的基礎逐漸強化，「圍堵中國」的命題遂成為美對中共政策的一環。唯

老布希總統自認對中共知之甚深，認為即使美與中共在政治、經濟、社會

體制上存有歧見，認為與中共更多的互動將鼓勵其發生更多的正面變化，

堅信恢復「中」美關係符合兩國最大利益。雙方經過一陣「艱苦談判」後

，「天安門事件」對美與中共關係的損傷乃逐漸淡化。 

二、關係起伏期（1993-1996 年）： 

柯林頓自 1993 年上台之初，將「人權」做為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

，堅持對中共採取將人權與貿易掛鉤的政策，以附加人權條件方式給予中

共「最惠國待遇」，接著發生「銀河號事件」、美國反對中共申辦 2000

年奧運等不快，兩國關係趨於對立；但白宮在 1993 年 9 月制定一項「全面

接觸」戰略，並採取一系列改善與中共關係的措施，在 1994 年 5 月，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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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對中共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兩國關係從谷底回升。然而到年底，

美調整對台政策引起中共不快，兩國關係再現低潮，後雖因柯林頓、江澤

民在雅加達的亞太經合會上會面而有所改善，然在 1995 年初，美與中共的

智慧財產權談判陷入僵局，美以動用「超級三○一條款」的貿易制裁要求

中共改善，中共亦宣布反報復措施；美政府在 5 月份宣布李登輝總統赴美

進行私人訪問，中共為抗議李登輝總統訪美，更召回駐美大使，並推遲國

防部長遲浩田訪美及兩國的軍控磋商；直至 10 月第三次「柯江會」才又使

兩國關係「走出嚴寒」；但 1996 年台海飛彈危機又使美與中共處於劍拔弩

張的態勢，柯林頓在 5 月重新評估對中共政策，並表示圍堵與衝突會傷害

美與中共，合作與對話才最能促進兩國共同利益，歷史給予兩國難得的契

機，可以建立合作新紀元，兩國必須掌握契機。美願意看到一個強大、穩

定、安全的中國，願意建立兩國的良好的合作夥伴關係。縱觀柯林頓第一

任期，美與中共關係明顯歷經四個起落。  

三、建立信任期（1997-2000 年）： 

吾人從本階段美國的外交行為可以看出美國柯林頓政府對中共關係定

位愈發穩定。美國政府認為，儘管在中國大陸人權問題上未取得進展，但

若能在兩國分歧處繼續表明並堅持美立場，則仍有可能對中共政權產生積

極影響。美方強調孤立、遏制中共行不通，甚至有潛在危險，美國長期對

華政策必須是尋求接觸與合作。 

1997 年 10 月底，江澤民訪美國，與美國總統柯林頓共同發表「中」

美兩國為「邁向廿一世界建設性戰略夥伴關係」，雙方將由長遠的利益出

發，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重要領域，就全球、亞太地區在雙邊問題進行

合作與對話，彌合分歧，避免對抗。姑不論台灣問題，兩國在防止核武器

和大規模殺傷性武器擴散，朝鮮半島、東南亞、中南半島、南亞以及中東

等問題上均有共同利益；即使於敏感的意識型態領域與人權問題上，兩者

似也尋找「求同存異」與「保持對話」的管道；因為一個能承擔責任的穩

定、開放的中共符合美國利益。 

簡言之，在柯林頓第二任期任內，美對中共政策的主軸是整合、交往

、擴大。就是將中共納入國際社會，使其承擔作為一個強權應負的國際義

務及責任；擴大與中共各個層面的接觸，避免因單一議題阻撓整體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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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以及鼓勵中共朝自由市場經濟及民主化發展。美國於本階段顯然期

望中共作為一個政治穩定、經濟開放、尊重人權與法治的大國，並成為其

建立國際安全秩序的夥伴。 

四、對立懷疑期（2001-「九·一一事件」）： 

相對於柯林頓政府對美「中」關係定位為「建設性關係」、交往和「

戰略夥伴關係」，小布希 2001 年上台，改稱中共為「戰略競爭者」。小布

希指出，「中」美雙方可能在某些領域發現一些共同基礎，但是中共有必

要知道，美國將對東亞的盟友實現承諾，所以中共不應誤認由於美與中共

有貿易關係，就不會遵守「台灣關係法」，所以，小布希初上台除明確將

與中共關係定位為「戰略競爭者」，且其廿一世紀的國防戰略檢討又隱然

以中共為假想敵。為什麼美國對中共關係定位會出現如此大的轉折？這是

本研究試圖探討的問題主軸之一。 

五、反恐合作期（「九·一一事件」後）： 

就在美國國務卿鮑爾訪問北京，針對美國在亞太之戰略意圖安撫中共

，並表達出「希望交往政策能使中共朝正確方向發展，但因為美國不能預

見未來，因此必須維持強大，小心觀察中共的行動」後六週，發生「九·

一一事件」，中共為首批向美國致哀及堅定支持美國反恐行動的國家之一

，從此美國對中共的戰略定位又一次峰迴路轉。 

2001 年 10 月，小布希總統和江澤民在上海出席 APEC 第九次領導人非

正式會談中，雙方進行首次元首會面，同意將發展兩國「建設性合作關係

」。2002 年 2 月，小布希總統訪陸，再與江澤民就兩國充實「建設性合作

關係」達成共識。目前美、中雙方關係之進展，套句錢其琛的說法，「即

使是最樂觀的人在卅二年前也想像不到中美今天合作的廣度和深度」。北

京三方會談和六方會談的舉行，開啟透過對話和平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的

進程。兩國在其他重大國際問題上的磋商與協調也日益密切，進一步深化

美、中關係的戰略基礎。但是，為什麼美國對中共關係定位會出現如此重

大的轉折？這也是本研究試圖探討的問題主軸之一。 

綜合言之，本項描述研究所襯托出來的問題是：何以美國從老布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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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林頓到小布希政府的十六年間，對中共關係定位會發生「關係摸索期」

、「關係起伏期」、「建立信任期」、「對立懷疑期」、「反恐合作期」

等起伏擺盪、前後不一的現象？對於這個問題，本研究先從國際關係主流

理論－理性主義－切入，進行探討。 

第二節  理性主義對研究問題之解釋  

探討國家間合作或衝突現象時，似乎無法迴避國際關係理性主義的兩

大主流學派－－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本研究經過一段摸索後發

現，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並不能解決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 

一、新現實主義的盲點 

新現實主義者持有「戰爭與衝突起源於國際體系之無政府狀態」的基

本假說，認為國家為求自保，一定會致力於自力救濟（self-help）與權力

平衡。渠等異於現實主義者之處在於雖然承認權力仍是國際關係最重要的

概念，但否定權力爭奪是國際關係唯一的參考點，轉而將研究主軸置於國

際政治經濟領域，加入「經濟」與「市場」的因素。因此，新現實主義者

依賴經濟學原理的應用，將之轉移到國際關係的解釋模式上，主張國家行

動者按照新古典經濟學市場理論與個人理性抉擇模式，透過不同行動方案

成本效益的估算，來達到確保國家生存的目標。所以，在理性抉擇的驅動

下，兩國原有的雙邊利益對應關係，特別是權力關係，將影響兩國的互動

，確保「相對收益」乃成為新現實主義者決策的優先考量。易言之，新現

實主義者認為由於「相對收益」因素的存在，使得國家尋求自力救濟是確

保生存與安全的不得已行為，在新現實主義者眼中，一國將他國視為合作

夥伴的空間甚為受限，戰略合作關係通常甚為短促。 

但是當本研究第二章企圖以新現實主義的觀點，藉以探討美、「中」關

係定位何以擺盪於「戰略對手」與「戰略夥伴」間的原因時，卻發生解釋

前後不一致的情形。採取新現實主義觀點或者傾向於以新現實主義角度觀

察美、「中」關係變化的人士，包括 Eland，Medeiros 及 Fravel 等，認為

東亞地區任何改變現狀的趨勢，包括冷戰結束之後中共將逐步確立其身為

大國應有的勢力範圍，都將被美國解讀為威脅，所以圍堵中共是美國必然

的戰略選項。雖然「九·一一事件」引爆後，美國亟需中共在全球反恐戰爭

 87



中扮演要角，但是彼此之間要發展出戰略的夥伴仍有限制，兩造間仍將囿

於長期猜忌的心理與不同的意識型態。所以美、「中」反恐合作只是美國決

策圈短期戰術的運用，小布希政府不會在人權、反擴散、軍售台灣議題上

對中共軟化立場，因為美國擔憂隨著美、「中」關係之上升，中共可能援用

其與日俱增的能力和影響力，挑戰美國在亞洲的地位。 

本研究同時也發現，若依照確保美國霸權地位的新現實主義邏輯，美

國沒有必要在民主與人權議題上以理想主義者自許，反而造成自縛手腳，

或過度延展實力；相反地，美國也可以師法羅馬帝國或大英帝國，以務實

的態度，毫不猶豫地彰顯出美國的優勢與權力，只要其他國家表現出願意

跟隨的誠意，美國就應該接受，所以拉攏中共為「戰略夥伴」，自然就是美

國在全球反恐戰爭中的重要作為之一，與新現實主義的路線並不違背。另

一方面，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決定與中共合作，並接受中共的立場來

解決朝鮮問題，其實是解決本身兩大動機衝突的理性抉擇。亦即：美國一

方面希望以強硬態度抵制北韓，一方面又承認透過多邊途徑解決北韓問題

的必要性，於是必須與中共合作。 

同時，若從「避免相對利益流失」的角度切入，也暴露出新現實主義

無法提出一套貫穿全程的有效解釋。對於小布希政府與中共重建戰略夥伴

關係，若從「避免相對利益流失」的動機來暸解，本研究認為凡是能使小

布希政府可以專心致志於全球反恐戰爭大業、降低外來干擾的外交行為，

都是可以被美國小布希政府接受的範圍，所以，以「避免相對利益流失」

為決策主軸的新現實主義，亦能一定程度地成就美與中共之間的戰略夥伴

關係，而非必然是戰略競爭對手關係！ 

以上發現顯示，若拿「確保相對利益」為主軸的新現實主義思維為解

釋變數，探討「何以美國從老布希、柯林頓到小布希政府的十六年間，對

中共關係定位出現起伏擺盪、前後不一現象」，會產生前後矛盾的邏輯，美

國政府若循新現實主義的原則處理美、中關係定位，不一定產生不合作的

情形，也不一定必然是相抗衡，我們按新現實主義的思維，仍舊可以推論

出美國政府將美、「中」關係定位在「戰略夥伴」的架構，而非「戰略對手

」的範疇。 

二、新自由制度主義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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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制度主義吸收新現實主義的「單一國家理性行為體」的命題，

在開展國際關係理論的論述時，與新現實主義相同，都是以理性主義為前

提，都認為「無政府狀態是既有既定的，是客觀存在的」；而國際關係理論

就必須以無政府狀態為無可迴避的研究起點。但是新自由制度主義與新現

實主義的不同點在於前者強調市場開放之重要影響，當新現實主義解釋國

家決定與他國遂行「競爭、妥協、衝突或合作」時，觀察著力處在於「相

對收益」時，新自由主義者卻認為國家經過理性選擇，會希望通過與其他

國家彼此的合作與互賴，實現雙贏或多贏，讓各造都能共存共榮，以保證

各自的生存和發展。易言之，新自由制度主義者認為，國家間的合作與互

賴，是國家通過理性選擇下的自然結果，目的在獲得「絕對收益」。新自由

制度主義者通常傾向於引進「國際社會」以及「絕對收益」的概念，倡導

以共有價值提升合作之可能。 

但是當本研究第二章企圖以新自由制度主義的觀點，藉以探討美、「

中」關係定位何以擺盪於「戰略對手」與「戰略夥伴」間的原因時，卻又

發生解釋前後不一致的情形。包括 Garver，Abramowitz，Bosworth，沈丁

立、楊杰明等，渠等認為隨著中共的市場經濟開放與發展，吾人沒有足夠

理由一定要將美、「中」戰略關係視為競爭，美國終將對中共傾向於朝「戰

略合作」關係的方向擺盪，因為沒有國家能夠單獨營造一個安全美好的世

界，「華府需要一些只有中共才能提供的東西」，所以美國將中共列為夥伴

關係，是利益大於反恐戰爭成本的抉擇，反映出互賴體系的國家間合作行

為，這種思維基本上是循著「開創絕對利益」的戰略抉擇架構，屬於新自

由制度主義的理性範疇。 

然而吾人若依照確保美國的「絕對利益」邏輯，則每當將美、「中」關

係轉嫁到海峽兩岸問題時，美、「中」之間「戰略夥伴」的優先序列似乎就

產生向下滑落的現象，說明新自由制度主義在探討何以美國從老布希、柯

林頓到小布希政府的十六年間，對中共關係定位出現起伏擺盪、前後不一

的現象時，仍欠缺一套有系統的論述。 

事實上，每當論及亞太戰略議題時，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刻意壓低與中

共的關係定位，卻有意揚升日本與亞太周邊國家戰略關係的動機。因為中

共在冷戰結束後已經被美國解讀為崛起中的經濟與軍事強權，試圖在台灣

問題上與美國交手，逐步排除美國在東亞的勢力。美國同時也暸解，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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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美國支持台灣，並且極可能將來在台灣危機爆發時，優先以軍事手段

對付美國；另外，中共同時也反對美、日強化軍事同盟關係。 

第三節  建構主義對研究問題之解釋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在解釋何以美國對中共的關係地位產生

擺盪時，無法提供一套有系統的論述，間接說明無論就新現實主義或新自

由制度主義來看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時，都跳脫不出以理性行為兼物質

主義分析的一套博奕理論分析模式。這套研究途徑固然是主流的理性主義

理論，認為國家利益是先驗的、靜止的、客觀存在，就是「權力、安全和

財富」，分歧點只停留在相對收益與絕對收益的單一理性主義上，但是這兩

套模式都存在著一個盲點－－忽略理念等非物質的解釋變數。 

基於上述理論的不足，本研究在第三章引進建構主義為詮釋工具，最

初著眼點及在建構主義據稱包含非物質因素的解釋變數。因為建構主義之

所以包含非物質因素為解釋變數，是由於建構主義的緣起基本上是在解釋

「知識是什麼？」和「學習是什麼？」的一種哲學理論模式；同時建構主

義的根源來自涂爾幹對「理念」的看法，涂爾幹認為理念的力量不容被矮

化，反而應重視其所具有的影響力。 

所謂「建構」係指一種社會構成關係，而非實證主義的因果關係。當

吾人說「『X 構成 Y』，意指『X 的屬性由於 Y 的存在而成為可能』，X 與 Y

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概念上的必然關係，而不是相互獨立的兩個實體間的因

果關係，也不能用自然科學的因果律來解釋。這項建構的邏輯觀是建構主

義本體論的基礎，成為貫穿爾後所有建構主義支派或分流的思想主軸。 

一般學者認為建構主義是一種研究社會關係的方法，其基礎假設認定

人類本是社會的動物，是由社會關係的互動造就而成。而人與社會之間，

是由社會規則所建構而成，人對社會規則的反應與處理，就是社會規則的

實踐。而當規則實踐能穩定地引導人的意圖與行為時，規則實踐就會成為

一種機制，而且成為人類理性抉擇以及外部行動的大環境。 

所以，建構主義值得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注意，原因在於建構主義提供

一種分析模式來探討人類意識與其在國際關係中的角色，以及國家認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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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利益的形成，建構主義主張從事外交作為的各單位看待國際社會以建

構現實圖像時，基本上是在「理念」的引導之下。 

本研究在擷取建構主義精華，將其輾轉為解釋工具前，卻必須面對國

際關係史上「反思主義」、「後現代主義」對傳統理性主義的批評，以及「

常規建構主義」、「批判性建構主義」與「後現代建構主義」等不同論述，

對於建構主義的未來走向，諸如「要不要採行實證方法？要不要承認社會

學科知識的客觀存在性？要不要研究人行為的因果關係？要不要解構與重

新建構國際關係知識體系」等認識論與方法論方面的問題予以釐清。 

由於溫特的建構主義反對理性主義獨尊物質為唯一解釋變數的傳統，

引進理念主義的主軸，力持「理念重於物質」，主張權力行使將影響國際權

力分配或國家強弱大小，然權力行使的驅力還是由理念思維所決定，所以

本研究選定溫特的建構主義做為論說依據，其他重要考量如下： 

第一、對於國際關係進行有限度的實證研究有其必要，因為沒有實證

主義與科學研究的趨向，激進的建構主義理論就只能停留在哲學發問的層

面，不能進入社會科學產生有意義的研究。溫特主張的建構主義符合此一

標準。 

第二、本研究觀察重點在於柯林頓與小布希政府之對外定位，必須承

認國家中心主義，如果不以國家政府為基準，立論與批判就會與主權民族

國家體系占主導地位的國際政治現實相脫節。 

第三、主流建構理論來自批判理論而且又超越批判理論，肯定國際關

係理論的社會科學性，轉而專注於「建設性」的建構，因此研究成果多，

受到國際關係學界的討論也最多，值得本研究效法。 

第四、「激進建構主義主要是後現代主義影響下形成的批判理論流派

，它疏於肯定性的理論建設，將主要精力用於批判主流理論和解構國際關

係學科」，1造成思考方式的不可知論，這與本研究所欲追尋出一套有系統

理論解釋目標相去甚遠。 

                                           
1郭樹勇，《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北京：長征，2001 年 11 月，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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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擇溫特建構主義之研究途徑，律定出以下的核心命題，作為

本研究的觀察前提：一、承認國際政治是無政府狀態，國家是國際關係現

象的主要觀察單位。二、採取弱認知的立場，間接地向理性主義妥協，所

謂的「弱勢物質主義」於焉成形。三、接受國際體系的結構是主體相互的

社會結構，國際利益是社會結構建構而成的。國際政治的根本結構不僅是

有物質性，而且有社會性。四、國家認同以及國家利益在很大程度上是通

過主觀互動結構形成，而非人類先發本性，所以國家行動體在實踐的過程

中，可以被賦予意義，使其可以被認知和被理解﹔而且，只有通過認知和

理解，才有可能導致行動體的實踐，亦即，國際關係（體系）既是一個主

體或現實，更是一個文本，行動體與其之間是置於一個交互主體的理解詮

釋的關係情境中。 

本研究選擇主流建構主義切入，並把握以下兩個觀察角度： 

第一、以國際權力結構為參考點：因為主體間的理念（包括「客體之

意義」、「主體的自我認同」）受國際體系結構影響，本研究將根據建構

主義觀察工具之一——國際權力結構，導出以下可能推論：如果是霍布斯

文化，則國家間角色定位是敵人；如果是洛克文化，則國家間角色定位是

對手；如果是康德文化，則國家間角色定位是朋友。 

第二、以理念為參考點：所謂「理念」必須是辯論而來，此處辯論所

依賴的行動理性是與理性主義的「理性」不同。建構主義採用「是否適切

」的邏輯，理性主義採用「何種結果」的邏輯。建構主義所謂「是否適切

」的行動邏輯，是指行動者必須決定要遵循何種「規範」才算適切。 

由於以上的觀察前提與角度，建構主義或許可以對於「何以美國從老

布希、柯林頓到小布希政府的十六年間，對中共關係定位出現起伏擺盪、

前後不一的現象」提供更清楚的解釋；本研究於是試圖從無政府狀態下的

「權力結構」與「理念」來詮釋美國對中共關係定位之變化，發現如下： 

（一）老布希政府的定位摸索期 

本研究發現，在老布希政府時期，八○年代末期洛克的國際社會狀態

逐漸鬆動，霍布斯的國際社會悄然成形。這是因為 1989 年華沙公約組織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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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結束美國與蘇聯在歐洲對峙與全球競爭的戰略態勢，美國成為國際體

系的唯一超強，在 1992 年初五角大廈「國防政策指導」文件所指出的七項

危機當中，防止強權崛起成為主要考量之一。 

相對地，七○年代早期美國利用中共牽制蘇聯的工具價值以及美、「

中」八○年代戰略合作的基礎已經流失，美、「中」關係之間殘存的合作

基礎相當模糊，根據美國國防部「國防政策指導」所定義的「強權」，係

指「同時具備現代防衛、工業、科技能力與足夠人口基礎」的國家，而一

般觀察家認為只有日本與德國有此實力堪稱崛起中的強權，中共並沒有被

列入威脅的名單當中。 

更確切地說，在老布希政府時期，對於美、「中」關係之間為什麼要

合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亟待再推敲與辯論的。在找出「為什麼要再繼續發

展合作關係」之前，老布希政府整體外交工作人員可能並不覺得有迫切的

必要，需要針對區域動亂或衝突尋求，解決與中共之間的權力對應關係，

更不認為有必要就拓展經濟互惠尋得雙方合作的利基。 

本研究同時也發現，上述全球權力觀不能矮化老布希政府的理念影響

，也就是亞太－扇型戰略的構圖。根據此一戰略，美國將包括中共在內的

社會主義國家定位為假想敵，策略則是以地緣上的「重點突破」方式，結

合政經體制的「和平演變」，目標則是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勢力範圍。

以「地緣政治多元化」與「經貿投資整合」兩大戰略路線為指導，處理該

區域政治經濟事務變化，目標則是政治多元化與經濟自由化。而在區域軍

事安全方面，著重於美國與區域國家之間的雙邊安全協定，力求建構分散

式的防衛體系。所以在美國行政部門的戰略理念裡，中共是敵抑友？受到

天安門的影響有限。美國在本階段是憑藉著既有的世界觀、價值觀，仍在

摸索中是敵亦友的答案。 

相對地，雖然從天安門事件後，美國與中共之間經貿摩擦又與人權議

題糾葛不休，老布希政府在界定貿易與人權關係時，是遵循其「建設性接

觸」的政策，主張無條件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避免中共放棄改革開放，

但是，老布希政府對中共的寬容做法，並不能證明美國政府對中共的定位

已經進入「夥伴」的關係，三○一條款等美、「中」貿易大戰自 1991 年起

隨時一觸即發，所以中共是敵抑友？在本階段仍是一個未決的定位問題。 

 93



以上即是建構主義無政府狀態全球權力觀與理念觀下，對老布希政府

對中共關係定位「摸索期」之解釋。 

（二）柯林頓政府的對中共關係定位起伏期 

透過權力平衡的觀點，本研究發現，柯林頓政府對中共關係定位起伏

，肇因於柯林頓政府眼中的國際社會「顯然仍舊是個危險的世界」，種族

仇恨、宗教衝突、大規模傷害武器、違反人權紀錄等行徑處處可見；另一

方面，美國面臨的經濟挑戰日增，永續維持美國的經濟優勢，尋求新的市

場亦是柯林頓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重點，中共迅速崛起的經濟市場實力，

自然對柯林頓政府的全球結構觀造成影響。 

從理念的角度以觀，柯林頓政府較諸老布希政府更偏向國際理想主義

，根源自「全球社會典範」的「拓展市場民主體制」戰略理念，柯林頓第

一任期的亞太政策即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以「多層次統一戰線」為

佈局，強調經濟安全、民主體制與人權外交、亞太權力平衡。但是，當時

美國決策對於如何處理「崛起中國」的議題仍具有極高的爭議，如企業界

、學者及部分官員代表等主張對中國進行接觸（合作與對話）戰略，擴大

與中國大陸各個層次和領域的交往，影響中國並將中國大陸納入國際社會

之中；但是以民主黨左翼、共和黨右翼及傳統的反共利益團體以及部分傳

媒所構成的反對派人士，仍主張對中國大陸實施遏制戰略，採取冷戰時期

遏制蘇聯的方式來對付中國。 

所以 1993 年 5 月，柯林頓政府將經濟暨人權兩大議題掛鉤，以經濟暨

人權兩大議題來因應對「中」關係定位的問題，要求中共按照國際人權標

準行事，改進人權紀錄，否則威脅將取消對中共的最惠國貿易待遇，算是

柯林頓政府對中共強硬的表現。但是到 1994 年 5 月底，該政府決定對中共

貿易與人權作出「脫鉤」，不僅說明關係起伏之劇烈，也反映出戰略理念

與國內輿論的緊張關係正值發酵。 

本研究發現，上述現象是因為柯林頓政府眼中的國際社會，既然是承

襲老布希時期由洛克的國際社會滑向霍布斯的無政府狀態的動態過程，所

以柯林頓政府以經濟等軟性權力為工具，是試圖將此霍布斯的相互敵意狀

態，重行引導回到洛克的國際社會規則狀態。而在美國試圖將國際社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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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洛克的國際規則過程當中，中共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表現，乃成為柯林

頓執政初期所建構的全球權力架構之重要「推手」。然而，矛盾的是，柯

林頓政府在企圖建構的洛克式國際社會與權力架構觀時，又不能漠視 1989

年在北京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以致仍然存在定位不明的現象。 

（三）柯林頓政府的對中關係的穩定信任期 

本研究發現，在柯林頓執政晚期，美國企圖將美、中之間從「對手」

的實質關係，朝「夥伴」的關係推進，從權力的角度推究原因，是因為隨

著國際經濟互動逐漸鞏固，一股康德理念中的國際社會狀態儼然成為美國

對「中」關係定位的理想目標，引領柯林頓政府收回對中共經濟制裁的打

算，放棄對中共打出的人權牌，此舉亦即間接承認中共隨其權力之成長，

已經成為美國重要的貿易夥伴之一，美國需要與中共多邊經營國際社會與

亞太經濟。 

更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在該階段對中共關係定位的變化，與柯林頓政

府的理念－－從「拓展市場民主體制」戰略觀到「新太平洋共同體」，再

到「多層次統一戰線」的佈局一致。所以，雖然發生「銀河號」事件、美

國以中共向巴基斯坦輸出 M-11 導彈技術為由，對中共實施貿易制裁，美宣

布出售台灣預警機等事件，美國允許台灣的李登輝總統以「非官方、私人

」學分赴美參加康乃爾大學畢業典禮，中共提出嚴重抗議，中止兩國高層

互訪，並召回駐美大使李道豫。兩國頻生不快，而且美國＜紐約時報＞報

導指出，美中情局已認定中國曾竊取美最先進的核技術，且損害美之國家

安全，導致中央情報局堅稱「中共是美國的戰略對手」。但是，美國對中

共關係定位之是朝戰略夥伴的關係穩定的發展，美國的戰略理念顯然是以

「交往」代替「對抗」，以「引導」代替「孤立」，希望藉此逐步將中國

大陸引進國際社會，使其不但在亞洲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穩定地位，並且

在世界政經舞台上扮演易於溝通與對話的重要合作夥伴。 

易言之，從建構主義全球權力觀與理念觀，可以看出柯林頓政府亟思

拉攏中共進去美國所認定的體系，並要求中共依著美國所信仰的理想與追

求的利益靠攏，希望透過對中共的鼓勵和約束，使中共在亞太地區逐步學

會遵守國際新秩序，接受西太平洋包括台海兩岸的和平共存局面。這個關

係定位從建構主義的角度切入來暸解，似乎遠勝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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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主義。 

（四）小布希政府的對立懷疑期 

在小布希入主白宮初期階段，對中共的外交定位傾向以「理念」為主

導，主觀地從霍布斯型態的國際社會角度，詮釋全球權力分布的架構。但

是由於柯林頓政府的經驗規範在前，使得小布希主觀的國際社會印象，會

碰上先期政府所長期經營下來的全球架構圖像，導致出現一番辛苦的政策

論辯階段，與中共間的對立與懷疑於是甚囂塵上。換句話說，經過 1997

與 1998 美、「中」關係高峰期後，美、「中」關係定位─從洛克外交模式

的「對手」關係走向康德模式的「夥伴」關係─已經趨於穩定，因此在小

布希執政初期，基於本身主觀的認定─亟待確立洛克外交模式的「對手」

關係─再加上本階段的美國對中共的定位，已經落實在洛克模式國際關係

文化的對手關係上，使得剛上任的小布希政府在對中共關係定位的論述方

面發生些許困難。 

在軍機擦撞事件後，小布希政府學習到「有一些問題上是夥伴，對地

區的影響力上面則是競爭對手」的戰略認知，這種選擇性的定位關係反映

出是典型新現實主義的操盤模式，換句話說，小布希政府藉由軍機擦撞事

件，強化中共不是戰略夥伴的論述，襯托出洛克模式國際關係文化的不合

理性，並且試圖更進一步朝向霍布斯文化的國際關係模式方向推展。 

本研究發現，新保守主義的「理念」在本階段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於

是對於中共的處理之道，包括永久正常貿易關係，應該當作對中共的紅蘿

蔔與棍棒交互運用籌碼；防範中共的武力擴散與對區域安全的威脅；認為

中共為「競爭者」，但競爭未必是壞事，「戰略競爭者」的稱呼，是非常

精確的定義等論述均紛紛出籠，小布希政府的理念是以「美國未來不會以

一個固定的標籤，如戰略夥伴或戰略競爭者等，表達雙方關係」，積極透

過鷹派人士佈局的手法，為建構「中共是戰略對手」的定位，先行佈樁。

建構主義的理念因果關係在描述本階段的現象與成因時，再一次顯現較新

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寬闊而一致的解釋力道。 

簡言之，小布希初任時，主觀認定中共是「敵手」，企圖從已經建構

出的「夥伴」關係拉回到「對手」，原因之一是渠等從霍布斯型態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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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角度，主觀地詮釋權力分布，但是仍需與已經成型的康德文化模式相

抗衡。直至軍機擦撞事件後，小布希政府被迫採取選擇性的定位關係，亦

即有一些問題上是與中共間存在夥伴關係，但是對地區的影響力方面，雙

方則是競爭對手關係。此種定位觀事實上襯托出小布希政府競選前所聲稱

的洛克模式國際關係文化的合理性，但是已有跡象顯示更朝霍布斯文化的

國際關係模式方向推展當中。 

（五）小布希政府的反恐合作期 

美國對中共關係定位於「九·一一事件」爆發，美國展開反恐戰爭後，

再一次發生重大轉折，小布希團隊成員在這段期間，又回到摸索期，不僅

迴避「對手」與「夥伴」之選項，而且先前「戰略夥伴」一詞的建構發生

逐步瓦解的現象。此中原因，若按照建構主義的解釋，恐怖主義活動成為

美國國家安全的頭號敵人，為利達成該目標，美國顯然必須放棄其單邊外

交作風，爭取歐亞大陸地區國家的情報合作，在此戰略目標的優先需求下

，「中國威脅論」的說法一時之間轉趨沉潛。由於中共聲稱反對一切形式

的恐怖主義活動，全球權力架構於是得以建立在共同利益之上。易言之，

小布希政府此刻的全球權力架構，是從先前霍布斯文化的國際關係模式走

上回頭路，回歸到洛克文化的國際關係模式，中共從原先被定位成潛在敵

手，再次轉型為「夥伴」關係。 

至於理念觀方面，小布希政府在一切為打擊恐怖主義活動的戰爭目標

下，中共地緣條件與情資合作成為全球反恐戰爭的必要條件，中共的合作

態度也成為小布希對中共外交的重要參考。小布希政府戰略理念的轉變，

反映在 2002 年 9 月 20 日所發布的國家安全戰略報告中。該報告特別指出

，「九·一一事件」根本上改變美與其他各大全球力量中心的關係背景，因

此樂於發展美與中共之間「建設性合作關係」。 

所以，小布希團隊對中共關係定位之變化，固然是軍機擦撞與「九·

一一事件」爆發對全球權力變動之調整，但亦合乎建構主義所依賴的理念

邏輯。 

第四節  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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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何以美國從老布希、柯林頓到小布希政府的十六年間，對

中共關係定位出現起伏擺盪、前後不一的現象」為個案研究，透過建構主

義的檢證，發現建構主義研究途徑有以下特色與限制： 

第一、建構主義所提出的權力結構觀以及國際關係文化的分野，有助

於國家間關係定位之解釋。當本研究第三章試圖以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

度主義解釋後冷戰時期美國歷任政府對中共的關係定位與變化，卻發現並

不如預期般周延時，建構主義所提供的「權力架構」以及權力架構所由生

的國際關係文化，提供較為完備的詮釋，有助於第三章的解釋不足處。 

第二、美、中權力關係所反映出的無政府狀態，是變動不居的。此符

合溫特建構主義的立場，因溫特並不堅持國際體系必然由霍布斯文化經由

洛克文化向康德文化進化的強勢觀點，承認國際體系是無政府狀態、自助

和充滿競爭的權力政治，但他對現實主義的權力、利益、均勢、無政府狀

態等進行了重新解讀後，認為無政府狀態在某些歷史時期可以是單一邏輯

的，但不是在所有時間、空間之內的所有形式的無政府狀態都必然具有這

種邏輯，在某一個階段，國際體系文化還會倒退。例如，西發里亞體系本

身是洛克文化，在拿破崙戰爭時期它實際上退化到霍布斯文化狀態，兩次

世界大戰同樣使洛克體系蛻變為霍布斯體系。這種變動不居的可能是新現

實主義的「無政府秩序」所揭櫫的三大支柱－物質主義、單元的排列原則

（平等或等級關係）以及自助體系－無法掌握住的。
2

第三、由於建構主義在國際互動層面上的實證研究比較少見，在缺乏

大量實證研究之前，不能率爾主張建構主義以觀念為主的利益觀具有更強

的解釋能力；但是，建構主義分析確實會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研究提供新

的視角。誠然，以建構主義綜觀美國對中共關係定位時，每當在觸及全球

權力架構時，終究無法跳脫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制度主義的思維，但是不

同點在於建構主義對不同變項的解釋更有系統，或者說是更為宏觀！ 

第四、建構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度主義間的關係是競爭的、

互補的關係，而不是相互排斥。建構主義的觀念本體論和社會本體論能從

                                           
2
張建新，＜關於建構主義與其他國際關係理論的關係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

2004 年第 7 期，＜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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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的角度補充了理性主義靜態的物質主義本體論的缺陷。3更擴大而言，

本研究也彰顯出一項事實，那就是吾人國際關係各典範之間不是排斥關係

，典範之間的交鋒不應囿於門戶之見，而應以解釋國際政治現象為目標。

任何單一的理論都不可能處處都能因應世界政治的解釋。任何理論的發展

未必是要建立在否定其他典範的基礎上。 4 

第五、建構主義的理念因素在本問題研討時具有舉足輕重的份量，與

全球權力觀分庭抗禮，成為國際關係重要的解釋支柱。但是，本研究的論

述過程顯示，要將權力架構與世界觀截然分開卻是行不通的。從權力架構

看問題，終究擺脫不了「理念」在背後的力量，雖然「權力」是新現實主

義的基礎性概念之一，建構主義卻賦予「權力」以「觀念」的內涵。何況

權力結構只是建構主義的一個面向，唯心論必須以唯物論為基礎。本研究

將之分立對待，乃是為求有利於觀察之效果。但是權力是由物質和觀念共

同構成的一種特定的社會關係，卻是基本共識。5

第六、本研究採取類似「從霍布斯文化的國際關係模式回歸到洛克文

化的國際關係模式」等方式論述國際關係文化現象，這種論述方式的優點

是看出一個動態過程與潛在發展，反映出人類眼中的世界觀本是由社會互

動而生成，但是也使得「敵手」、「對手」、「朋友」間的定位出現浮動

，這是由於「建構主義者堅稱國際社會本是變動不居的」，但是此種解釋

對於國際事務的常態或規律現象就難以預判。 

第七、本研究發現，「理念」仍然是一個過於鬆散的概念，使得建構

主義的研究者產生困擾。理念主義是研究建構主義所遵循的主軸，更是建

構主義者所揭櫫的哲學大綱。唯本研究僅鎖定全球權力架構於理念影響，

並未觸及建構主義大纛下的其他操作型工具。固然，全球權力架構照應了

結構的問題，理念照應了感官的問題，而且主觀的感官與客觀的結構也是

難以截然分割，但是欠缺以下三項參考點，終究有掛一漏萬之嫌，必須將

之列為爾後深入研究之方向。 

                                           
3  唐小松，＜論現實主義的發展及其命運＞，《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 年第 7 期，＜

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523＞。 
4  門洪華，《國際關係理論範式的相互啟示與融合之道》，《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

年第 5 期，第 43 頁。 
5
 張建新，＜關於建構主義與其他國際關係理論的關係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

2004 年第 7 期，＜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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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自我認同：本研究建議自我認同為未來研究參考點之一，因為

「從某種意義來說，建構主義是身分政治理論」。6溫特的建構主義將認同

視為有意圖行為體（能動者）的最重要屬性之一。所謂認同，是指某一個

行為體所具有的以向外所展示出的不同個性及形象，這類形像是與他人互

動而衍生出來的。7由於建構主義者認為特有的認同足以界定國家利益並且

驅動國家對外政策走勢，因此，自我認同足以成為建構主義研究的依據，

值得後續研究。 

第二、互動情形：本研究建議以互動為未來研究參考點之一。本研究

認為國際關係並無必然的敵對、競爭、或友好關係，此全是由互動往來而

發展形成的，所以國家間如何互動是很重要的。相同的觀點顯現在新型安

全觀上，「合作安全」強調合作交往，「共同安全」主張相互克制，且應

取信於潛在對手，「綜合性安全」採取尊重包容和共同合作。而本論文建

議所謂的「互動」，觀察點還應該包括「規範的形成」、「認同的形塑」

、「利益的界定」三點，8值得後續研究。 

第三、規範之影響：本研究建議以規範為未來建構主義研究的參考點

之一，探究規範的深層影響。這是因為建構主義認為國際規範藉由國內結

構、社會學習而產生建構效果。
9 建構主義者認為，政治人物依規範而動

，規範係社會所建構。10所謂規範，規範強調「相互主體性」，以此認知提

供外交人員專業的典則（codes），使得外交人員打交道時得以解讀對方的

外交詞彙，另亦提供互動的機制，以為外交人員的互動提供穩定的場所及

節奏。更重要的是「相互主體性」可能帶來外交人員之認同轉變，可以回

歸到建構主義的本體論述－－構成國際體系的不僅是資源或權力等物質力

量，更包括相互主體性的精神因素，11值得後續加以研究。 

                                           
6  李明明，＜建構主義的歐洲一體化理論探討＞，《國際政治》，2003 年 10 月，頁 29。 
7  周寶根，＜中國與國際核不擴散機制的一種建構主義分析＞，《中國外交》，2003
年 6 月，頁 15。  
8  Robert Jervis, “Realism in the Studies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Autumn 1998） , pp. 971-91. 
9  Jeffrey T. Checkel, “Norms,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1(Spring 1999), pp. 83-114. 
10  Ole Jacob Sending, “Constitution, Choice and Change: Problems with 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and Its Use in Constructivist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8, No.4 (December 2002), pp. 443-70. 
11  王正毅，＜亞洲區域化：從理性主義走向社會建構主義？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度

看＞，《國際政治》，2003 年 8 月，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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