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從建構主義看美國對中共的關係定位與變化 

本研究承續第四章，以調整過後的建構主義為操作工具，試圖從「權

力結構」暨「理念」詮釋美國對中共關係定位之變化。其中建構主義的本

體論，包括無政府狀態的意義，權力平衡的意義、世界政治改變趨勢、美

國從老布希、柯林頓、小布希政府的戰略理念等，將成為本章關注的重點

。1

第一節 建構主義權力結構觀對美、「中」關係定位之詮釋 

本研究依循建構主義為工具來觀察權力結構，將依循著建構主義的邏

輯，也就是如果國家主體認為當前國際社會是以霍布斯文化為主導，則國

家間角色定位就是敵人；如果是以洛克文化為主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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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此邏輯推演，本研

究將依序檢驗冷戰結束後美國政府的世界觀，亦即老布希政府、柯林頓政

府以及小布希政府的權力結構及理念。 

一、老布希政府時期的權力結構觀 

1989 年華沙公約組織瓦解，柏林圍牆隨之崩頹，結束美國與前蘇聯在

全球對峙及競爭的戰略態勢，美國成為國際體系的唯一超強，老布希總統

在 1991 年波灣戰爭後，揭示「新世界秩序」，宣稱「美國不會尋求充當世

界警察的角色，但是會利用超強地位所擁有的道德與物質資源，推動民主

式和平」，因為「後冷戰時期領導世界是美國的責任，也是機會」。3

然而，即使美國當時擁有極大的權力，但中共與前蘇聯的衝突至此也

告一段落，使得權力結構不必然是按照美國的理想發展。早在 1989 年春以

前，前蘇聯共黨領袖戈巴契夫已陸續推出三項重大外交決策，清楚地宣示

                                             
1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1 (Summer 1998), p. 172. 
2  袁正清，＜從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體：建構主義的解析＞，《國際政治》，2004 年 1 月

，頁 28。 
3  Lea Brilmayer,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Morality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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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蘇關係已經走出陰霾，邁向正常化：第一、蘇聯不再支持越南

在柬埔寨的軍事行動。第二、蘇聯不再於「中」、蘇邊界動用軍事威脅手

段。第三、蘇聯完成自阿富汗之撤軍。這三項外交佈局的最高熱點是 1989

年 5 月戈巴契夫造訪北京，戈巴契夫此行甚至可以詮釋為「中」、蘇長期

矛盾的轉捩點，其對中共的外交意義足以與美國宣稱是冷戰勝利者相提並

論。4

老布希政府未輕忽此項大國權力互動之變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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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確切地說，在冷戰甫結束初期，美、「中」關係之間所殘存的合

作基礎相當模糊，或者說，在找出「為什麼要再繼續發展合作關係」之前

，老布希政府並不覺得有迫切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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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新現實主義者的盲點），更不認為有必要

就拓展經濟互惠雙方尋得合作的利基（這是新自由制度主義的盲點）。 

易言之，儘管美國與中共在主要安全領域沒有重大衝突，但是也沒有

共同利益足以讓美國願意找出合作的切入點，解決其他比較不重要的衝突

議題。誠如Ross的觀察所見，「後冷戰時期的新戰略情勢發展，使得白宮

方面要維繫美、『中』合作關係饒有困難。雙方領導者勢將不以妥協作為

優先選項，潛在的利益衝突儼然在決策過程中佔有較高的順位」。5

若從建構主義的觀念來詮釋本階段美國的國際社會觀，可以看出美國

的國際社會觀是從洛克文化的國際關係狀態向霍布斯的相互恐懼狀態傾斜

，因此也導致五角大廈寧可將其傳統兵力循著軍事轉型的方向發展，而非

巨幅裁減。例如，根據 1992 年年初五角大廈的「國防政策指導」（Defense 

Policy Guidance）文件，美國將維持為數 160 萬的現役部隊作為「基礎兵

力」（Base Force），以因應下列七項危機：俄羅斯侵略立陶宛、俄羅斯侵

略波蘭、伊拉克出兵鄰國、北韓出兵鄰國、美軍干預巴拿馬、美軍干預菲

律賓、防止強權崛起。6但是除了「防止強權崛起」是現實主義的必然考慮

                                             
4  Robert S. Ros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Origins of Engagement,” in Ramon H. 
Myers, Michel C. Oksenberg,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Making China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Bush and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p. 
22. 
5  Ross, p. 23. 
6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Wittkop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NY: St. Martin, 1996),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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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外，其他所列出的潛在危機與美國所確保的兵力是不相稱的，此反映

五角大廈當時之全球權力觀，認為美國所面對的權力結構並沒有使美國更

為安全，反而可能遭致更多的軍事危機。因此美國國家安全的最重要轉變

是從全球軍事對抗型態轉向應付區域衝突，7於是，霍布斯的國際社會悄然

成型，八○年代末期洛克的國際社會文化狀態逐漸鬆動。 

所以從建構主義全球權力結構觀的角度切入，我們可以發現由於老布

希政府對美國處理全球權力架構正值轉移，導致美國對中共的關係定位不

是很詳確。即使「防止強權崛起」乙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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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共並沒有被列入威脅的名單當中。易言之，對美國戰略圈而

言，中共是不是威脅的來源，仍是個待摸索的議題。 

二、柯林頓政府時期的權力結構觀 

柯林頓政府上台後，非傳統性的威脅，包括波士尼亞的種族紛爭、盧

安達與索馬利亞的內戰、獅子山的脫序狀態、中南美洲的毒品問題等已經

成為「低強度衝突」的主要來源。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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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錄等行徑比比皆是，隨時考驗著美國的國家安全，使美國的國防經營仍

然不可或缺」。10基本上，柯林頓政府的全球結構觀鎖定在處理三項主要

威脅，分別是俄羅斯、中東與南錐集團國家（Global South）每下愈況的

經濟問題。 

在因應俄羅斯的權力變動方面，柯林頓政府眼中的俄羅斯固然深陷於

內政經濟之苦，但是若內政經濟問題能夠解決，以其位居歐亞地緣之便及

核武實力，極可能捲土重來，再登國際權力中樞地位。11所以，俄羅斯仍

                                             
7  Colin L. Powell, “US Forces: Challenges Ahead,”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Winter 
1992-3), pp. 32-45.  

8  Ibid., p. 95. 
9  Thomas Carothers, “The Democracy Nostrum,”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11, No.3 (Fall 
1994), pp. 47-53. 

10  Joseph S. Jr. Nye, “What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71, No.2 (Spring 1992), 
pp. 83-96. 
11  Kegley and Wittkopf,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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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主要的威脅來源。儘管美、俄 1994 年秋天達成裁減核武協議，但是

柯林頓政府仍在歐洲部署近五百枚核彈，保留其核武「第一擊」的動武準

則。12

在因應中東局勢方面，柯林頓政府認定伊朗與伊拉克兩個區域強權為

主要傳統威脅來源，因為伊朗與伊拉克的政策威脅到美國的海外利益。13

於是柯林頓政府的中東政策展現出「雙重圍堵」的特色，一方面在求確保

油源保持合理價格與市場通路，另一方面則避免其他強權取代美國在中東

的主宰地位。14

而針對南北貧富日益懸殊的問題方面，美國在全球人口、環保、非擴

散議題上力求扮演領導者的角色，並以永續經營作為柯林頓政府外交政策

的重要基石。柯林頓政府與老布希政府的不同處，在於前者注意到開發中

國家的陳年問題，感受到環境污染、貧窮、疾病、內戰導致的人口移動、

糧食、人口膨脹、核子技術擴散正是「確保人類安全的主要威脅」，15乃

決定採取內政與外交並重的治國原則，聲稱「美國只有內部堅強，才能獲

得外部堅強，反之亦然」；所以主要的因應措施是「安全援助」（security 

assistance），內容則以經濟援助、軍售、軍援為主。16

從建構主義全球權力結構觀的角度切入，我們可以發現柯林頓政府眼

中的國際社會，是承襲老布希時期由洛克文化的國際社會滑向霍布斯文化

之國際關係變化過程。而柯林頓政府則以經濟等軟性權力為工具，試圖將

此霍布斯式的相互敵對狀態，重行引導回洛克的國際社會狀態，而中共強

盛之經濟發展則被試圖將國際社會推回洛克文化的柯林頓政府視為工具。

1993 年，中共經濟成長率達 13%，世界銀行宣布中國大陸的購買力位居世

界第三，預估在 20 年內將超越日本與美國。17
 事實上自九○年代開始，

儘管雙方貿易糾紛不斷，美國一再威嚇將祭出「三○一條款」，但分歧與

矛盾最後幾乎都可以化解，甚且衍生出日增的共同利益，兩國經貿擴展的

                                             
12  George H. Quester and Victor A. Utgoff, “No-First Use and Non-proliferation: Redefining 

Extended Deterrenc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17, Issue 2 (Spring 1994), pp. 103-14. 
13  Anthony Lake, “Confronting Backlash States,”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2 (March / 
April 1994), pp. 45-55. 

14  Kegley and Wittkopf, p. 77. 
15  Ibid., p. 143. 
16  Ibid., pp. 143-45. 
17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racking the China Market,” 1993, December 10,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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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與速度更成為雙方改善關係的動力，至 1996 年止，美國在大陸的投資

額已達 352 億美元，是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投資國，雙方貿易額達到 428

億美元，美國成為中共第二大貿易夥伴，中共則是美國第四大貿易夥伴。 

對於中共迅速崛起的經濟市場實力，美國自然不敢小覷。18但柯林頓

政府企圖建構的洛克式國際社會與權力架構觀，又不能漠視 1989 年在北京

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故必須繼續維持由老布希政府對中共科技與武器

輸出之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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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共

經濟情勢的發展又迫使柯林頓政府收回經濟制裁的打算，放棄對中共的人

權牌，等於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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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之一，19於是康德理念中的國際社會狀態成為美國對中共關係定位的理

想目標。簡言之，在柯林頓執政晚期，隨著國際經濟互動逐漸鞏固，美國

企圖將美、「中」之關係定位從「對手」朝「夥伴」推進。 

三、小布希政府時期的權力結構觀 

小布希團隊早在競選期間即已聲明中共不是美國的戰略夥伴，而是競

爭對手，儼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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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小布希主觀的國際社會印象，碰上先期政府所長期經營下來

的全球架構圖像，似乎仍有一番論辯的必要。在 2000 年 7 月，共和黨提出

大選政綱時，小布希就形容中共是美國在亞洲的主要挑戰，並非美國的「

戰略夥伴」，而是「戰略競爭對手」，不應把中共擺在亞洲政策的中心地

位。儘管萊斯等小布希智囊在所撰的「美國國家利益」書中，仍將與中共

建立建設性關係，列為第一級的「極重要」國家利益。2000 年 12 月，副

國務卿阿米塔吉受訪時指出，小布希視中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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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戰略夥伴的定位

                                             
18  Nancy Bernkopf Tucker, “The Clinton Years: The Problem of Coherence,” in Ramon H. 
Myers, Michel C. Oksenberg,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Making China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Bush and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NY: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p. 46. 
19  Robert A. Isaak, Managing World Economic Change (NJ: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1995),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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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錯誤的。 

然而，小布希團隊在前任政府所營造的、客觀的權力架構下，特別是

經過 1997 與 1998 年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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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執政初期，基於本身主觀的認定─美與中共間亟待確立霍布斯

模式的「對手」關係─就發生了困難。例如，小布希在 ABC 電台接受訪

問時表示將「盡一切所能協防台灣」，就一度引起華府戰略圈的軒然大波

，迫使小布希於次日另假 CNN 電台重新強調美國的對中共政策不變，美

國政府遵行「一個中國」政策，希望海峽兩岸和平解決爭端。 

我們從上面小布希的言語轉向可以略知，新上任的小布希團隊是以主

觀的霍布斯文化國際關係模式來挑戰柯林頓政府時期所營造出來的、客觀

的、朝向康德文化國際關係模式發展的一個圖像。由於小布希團隊是以霍

布斯文化國際關係模式來定位與中共之間的關係，所以在全球權力架構下

，中共不再是柯林頓政府時期美國眼中的夥伴，而是對手。在這個環節上

，我們也可以說建構主義的另一套工具─理念─成為小布希政府企圖突破

前人所建構的全球權力架構圖像，也就是洛克文化朝康德文化發展的走勢

，轉而建構出小布希團隊希冀的全球權力架構─霍布斯形式國際關係文化

的敵手關係。 

若說柯林頓政府打下的全球權力架構對小布希團隊的霍布斯文化理念

形成重重壓力，2001 年 4 月發生在南海上空的美、「中」軍機擦撞事件則

是小布希團隊建構自我論述的重大轉折點。美、「中」軍機擦撞以及事件發

生後兩國危機處理的互動情形，有力地提升了小布希霍布斯文化國際關係

敵手模式的論述，在美國媒體「中國威脅論」說法之推波助瀾下，小布希

團隊首次成功地將美、「中」關係定位確立在「對手」關係上，5 月 6 日，

美國家安全顧問萊斯指出，美與中共關係「已非一如既往」，中共處理撞機

事件的方式會影響到美國對雙邊關係的看法。6 月 12 日，美亞太助卿凱利

首次宣示其亞太政策指出，最近的事件顯示美「中」關係處於何種地位，

兩國在一些問題上是「夥伴」，對地區的影響力上面則是「競爭對手」。 

7 月 30 日，在澳洲的記者會上，國防部長倫斯斐指出，「美」中關係

是多面向的，「我對於稱中共為『戰略競爭者』從無特別偏好，不記得曾使

用過這個詞彙」；鮑爾則稱，希望交往政策能使中共朝正確方向發展，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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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不能預見未來，因此我們必須維持強大，必須非常小心觀察中共的行動

。8 月 2 日，萊斯接受「華盛頓時報」專訪指出，當前美對中共的戰略是

將其融入國際經濟規範，從而改變中共政治上專制的本質，美雖在一些安

全問題上與中共有衝突，但為反映美「中」關係的複雜性，美決策當局決

定停止稱中共為「戰略競爭者」。 

從建構主義角度看小布希團隊本階段的全球權力觀，可以推知美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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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已

經學習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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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句話說，小布希政府在軍機擦撞事件後轉而對中共釋放善意

之表現，正襯托出柯林頓政府先前所建構洛克文化之制約作用。但是在本

階段期間，小布希政府不顧中共抗議，宣布近十年來對台最大一筆軍售案

，接見達賴喇嘛，以高規格禮遇台灣官員入境、過境等，卻被解讀為對中

共具有針對性，也都可以在建構主義霍布斯「敵手」型的全球權力觀中看

出端倪。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爆發後，美國進軍阿富汗，展開全球反恐戰

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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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美而言，其提供的機會逐漸大於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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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的利益之上。易言之，小布希政府此刻的全球權力架構，是從先前所

企圖建構的霍布斯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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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2002 年 9 月 20 日小布希政府發佈的＜國家安全戰略報告＞，20

「九·一一事件」根本改變美與其他各大全球力量中心的關係背景，美國尋

求與中共建立一種「建設性關係」，該報告並指出在美國與中共的利益匯

合處，兩國已有良好合作，包括反恐戰爭及朝鮮半島核問題。這份國家安

全戰略報告正是小布希團隊捐棄先前理念，從霍布斯文化國際關係模式走

回洛克文化模式的佐證。但是，在一切以反恐行動為當務之急的外交壓力

下，何以美國不從洛克文化模式直接向康德的道德合作模式推進呢？上述

                                             
20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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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同時也指出美與中共在權力分配方面的隱憂，包括中共採取過時的政

策，追求可能威脅到亞太鄰國的先進軍事能力，且兩國在人權、台灣問題

、擴散等領域仍存有歧見。21換言之，由於美國政府眼中的全球權力分配

架構終止於洛克文化的國際關係定位，所以向康德文化的國際關係定位推

進力有不殆，「理念」的動力不足，當反恐的共同利益出盡後，接下來的

進展仍需視彼此「互動」的情況。 

四、後冷戰時期美國歷任政府的權力結構觀綜整 

從建構主義的權力結構觀來詮釋後冷戰時期美國對中共的關係定位與

變化，可由表一檢整如下： 

表一：後冷戰時期美國歷任政府的權力結構觀 

行政團隊 權力結構觀（自變項） 對中共的定位（因變項）

老布希政府 霍布斯的國際社會悄然成型，

八○年代末期洛克的國際社會

狀態逐漸鬆動。 

摸索當中。 

柯林頓政府 試圖將霍布斯的相互敵意狀態

，重新引導回洛克的國際社會

規則狀態。康德理念中的國際

社會狀態成為美國對「中」關

係定位的理想目標。 

初期是「對手」；後期是

「夥伴」。 

小布希初任 從霍布斯型態的國際社會角度

主觀詮釋權力分布，但需與成

型中的康德文化模式相抗衡。

主觀認定是「敵手」，企

圖從已經建構出的「夥伴

」關係拉回到「對手」。

小布希政府軍

機擦撞事件後

襯托出競選前聲稱的霍布斯模

式國際關係文化的合理性。 

選擇性的定位關係：有一

些問題上是夥伴，對地區

的影響力上面則是競爭對

手。 

小布希政府「

九٠一一事件」

後 

從企圖建構的霍布斯文化國際

關係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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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建構主義理念因素對美、「中」關係定位之詮釋 

一、老布希政府時期的理念 

                                             
21  The White House,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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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布希總統的理念具體呈現於「亞太－扇型戰略」的構圖，在此戰略

大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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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重點突破」，對象即是以中共為地緣中央主體，向上涵蓋至

北朝鮮，向下擴及至越南與緬甸，冷戰結束後的老布希政府試圖聯合中國

大陸前沿地區的國家，形成「扇沿」，對中共進行分段切割，然後納入美

國為主導的政經體制中，以市場多邊機制及自由經濟規則達成「和平演變

」的目標。 

這項戰略理念，並未因為 1989 年 6 月 4 日「天安門事件」爆發，美國

對中國大陸實施貿易制裁而偏離軌道。1990 年年底，美國務院主管亞太事

務助理國務卿所羅門（R. H. Solomon）發表 Asian Security in the 1990s: 

Integration in Economics; Diversity in Defense 專稿，指出美國在面對後冷戰

時期亞太區域新情勢發展，必須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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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以多樣化（Diversity）

的概念，提及美國與區域國家之間的雙邊安全協定，主張建構分散式的防

衛體系。吾人可以想見的是，在助理國務卿所羅門所反映的美國行政部門

理念裡，中共是敵抑友？受到天安門的影響有限。老布希憑藉著既有的世

界觀、價值觀而摸索中共是敵亦友的關係定位；所謂的「原則性理念」或

戰略的「因果理念」發揮著明顯的作用。 

1991 年 7 月，副國務卿左立克（R. B. Zoellick）在「東協擴大外長

會議」中發表演講，說明老布希政府的亞太戰略部署，強調將以北、中、

南三線來架構美國的「地緣政治多元化」與「經貿投資整合」兩大戰略路

線，其中北線部分重點是美國與南韓之合作，中線部分是美國與日本之合

作，南線部分則是美國與菲律賓、泰國、澳洲之合作。這三條合作戰線，

不只具體呈現出「扇形戰略」的思維，也可說是已經將中共包圍在內。根

據李文志的觀察，「美國這一由亞太地區海洋國家所組成的利益連線，具

體地落實美國自 1983 年雷根政府所訂下的戰略，也重拾二次大戰期間『列

島戰略』或稱『新月形戰略』的政策設計」。更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對中

共提出「建設性接觸」（constructive engagement）的政策，主張積極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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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國大陸政治經濟發展，目標是建立能影響中共政權的機制，企圖對中

共產生「和平演變」的效果。 

1991 年底，美國國務卿貝克對上述戰略以「扇形戰略」定調，指出從

日本、南韓、菲律賓、泰國、澳洲一線構成弧形的『扇形戰略』，目的是

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夥伴與安全盟國兩大支柱結合成為同屬共有利益

的整體，以便向西連結「北美自由貿易區」，促進全球市場經濟趨於整合

的步調。根據貝克的觀點，達成「扇形戰略」的手段是以 GATT 或正值商議

當中的國際貿易協定，一方面可以牽制歐洲單一市場的發展速度，一方面

則是在亞太區域利用 APEC 體制逐一地將中共、越南、北韓、寮國及緬甸等

國納入自由市場體制內，並促使這些國家進行政治民主化的轉型，解決亞

太地區潛在的軍事威脅。 

從老布希政府主要外交官員在公開場合發表的意見可以推知，美國對

中共的定位是放在扇型戰略的理念關係下來詮釋。由於「地緣政治多元化

」與「經貿投資整合」兩大戰略為主因，美國在軍事上以全球多邊體制的

聯合國裁軍會議、「非核武擴散協定」、「飛彈管制協定」等國際規範，

目標是限制中共的軍力成長，企圖引導中共走向國防透明化；在經濟上從

最惠國待遇著手，並引用三○一條款以及技術移轉暨合作協定，外加 GATT

與 APEC 等國際經貿平台等規範，目標是促使中共自社會主義脫胎換骨，逐

步走向市場經濟體制；美國在政治上則充分運用天安門事件、西藏抗暴事

件、香港問題的特殊性等基本人權話題，刻意矮化中共的領導力量，間接

促成中共內部民主力量成長。 

老布希政府的扇型理論是其執政全期對中共定位的重要關係基石，循

此理念發展，則中共的回應將是美國對其關係定位的下一個觀察點，換句

話說，中共可能是戰略對手，也可能是戰略夥伴，端視其作為而定。然而

「天安門事件」、美國各界對是否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爭論不休、中共揚

言對美之制裁回以報復等，卻使美與中共關係頻生波折，並使美國對中共

不僅難以朝「扇型戰略」所強調的「和平演變」目標前進，兩國關係更是

動輒得咎，導致美國對中共的關係定位仍在摸索中前進，最明顯的例證是

兩國經貿爭端。 

不同於美國與日本處理經貿衝突的經驗，美國與中共在貿易摩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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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整套的談判架構，只能亦步亦趨地摸索前進。老布希政府以個案方式

處理美國與中共之間的貿易摩擦，如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是否賦予最惠

國待遇、中共加入 GATT/WTO 等入會諮商、中共非法取得紡織品配額以及剝

削監獄奴工等問題，加以「天安門事件」後，人權議題又與經貿摩擦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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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回

頭路，所幸當時的老布希政府尚能獲得輿論多數的支持，使國會無法累積

三分之二的票數否定老布希總統有關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的決定。但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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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款引發美、「中」貿易大戰一觸即發，說明對中

共是敵抑友，對美國行政部門而言，仍在摸索當中。 

二、柯林頓政府時期的因果理念 

柯林頓政府較諸老布希政府更偏向國際理想主義，前者理念的特色在

於傳承自由主義，具有濃烈的威爾遜主義色彩，以如何解決美國經濟及內

政問題作為美國參與國際事務和推動外交政策的正當性基礎，希望將經濟

復甦、推展民主及強化全球安全體制共冶於一爐。 

柯林頓政府的戰略理念一言以蔽之，就是「拓展市場民主體制」的戰

略觀，企圖將理想與現實相融合，使各國在美國所主導的意識型態基礎上

，按照美國規範出的國際政經體制內涵來安排權力、資源、利益。柯林頓

政府「拓展市場民主體制」的戰略理念根源來自「全球社會典範（global 

society paradigm），主張國家不是國際關係唯一能動者，人類世界是由

個人、非政府組織以及國家所組成，渠重要理念有二： 

第一、由於全球社會相互依賴日深，處理國際關係議題不能單純或獨

立為之，必須從議題的結構與能動者所構成的網絡關係中切入。 

第二、在全球化的浪潮下，國際關係議題之處理已經沒有區分國內或

國際的可能，國際環境的內外部因素也跟著模糊，因此處理美國的問題，

必須從整體國際架構著手。22

                                             
22  李文志，《後冷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略－從扇形戰略到新太平洋共同體》，台北：憬

藝，民 86 年，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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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基於這項理念，柯林頓首度競逐白宮寶座時，曾批評老布希總統

重經貿而輕人權，但在成功解決墨西哥經濟危機後，柯林頓改絃易轍，大

力鼓吹以擴散美國式的資本主義來推展美國式的民主政治。特別是在 1996

年連任成功之後，柯林頓開始主張以經濟誘因來促進政治變革；其實際作

為包括解除冷戰時期的貿易禁運，簽署三百多項貿易協定，甚至還教導一

些國家最基本的商業行為準則。無論是在愛爾蘭的農村、越南的工業園區

，抑或北京大學的校園，美國都發出同樣的訊息：經濟繁榮將創造機會，

機會將導致資訊的需求，而網際網路大量提供的資訊將引發政治變革；只

要假以時日，獨裁政治與一黨專政將會冰消瓦解。柯林頓以經濟誘因來帶

動民主改革的政策理念，最重要的實驗場是中國大陸及俄羅斯，批評者認

為結果已然失敗，但柯林頓政府仍堅稱有待觀察，不宜遽下斷論。23

在「拓展市場民主體制」戰略觀的引領下，柯林頓第一任期的亞太政

策即提出由前一任老布希政府所主張的扇型理論到「新太平洋共同體」的

轉變，並在國內展開深刻的辯論。所謂「新太平洋共同體」是柯林頓政府

對亞太地區的新政策架構，目標在確保功能利益，擴展地緣勢力範圍兩大

部分。在確保功能利益方面，柯林頓政府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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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擴展地緣勢力

範圍，則探討與釐清亞太區域特殊的利害關係，24易言之，尋找中共的關

係定位成為重要課題。當時以美國企業界、學者及部分官員為主的一派主

張對中共進行接觸（合作與對話）戰略，擴大與中國大陸各個層次和領域

的交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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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反共利益團體以及部分傳媒所構成的反對人士，仍主張對中共

實施遏制戰略，採取冷戰時期遏制蘇聯的方式來對付中國，兩派歧見頗深

，成為柯林頓政府推動「新太平洋共同體」的窒礙因素。 

1993 年 5 月 28 日，柯林頓政府宣佈對中共延長最惠國待遇一年，但

是同時規定次（1994）年的最惠國待遇延長必須附加七項人權條件，算是

首次將人權議題與貿易掛鉤，突顯出柯林頓政府對中共強硬的一面。但是

到 1994 年 5 月底，柯林頓在邀集前總統卡特、前國務卿季辛吉、前國家安

全顧問布里辛斯基會商後，做出貿易與人權「脫鉤」的正式決議。25根據

                                             
23  中國時報，論壇，「八年總體檢 柯林頓獨樹一幟『經濟外交』 成敗互見」，911229。 
24  李文志，頁 80。 
25  同上註，頁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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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林頓政府的說法，「脫鉤」的處理方式使得美中之間的人權爭議，不致

於全面威脅兩國間的其他交往關係，從而讓美「中」關係得到某種程度的

緩和。柯林頓聲稱這種「面面俱到且能成功的政策」才會使美「中」雙方

「有更多的國際合作，在人權問題上也會做更多密集與持續的對話」，且

最終促使中共成為一個政治經濟成熟且負責任的大國，屆時，人權自然亦

會獲得尊重。美助理國防部長佛里曼 6 月 15 日在眾院作證時指出，中共已

成為地區軍事大國，美國的挑戰是如何使中共負責任地融入亞太及國際社

會，美國的做法是鼓勵中共朝市場經濟發展，在所有領域與中共保持接觸

。以上說法可反映柯林頓政府深受「拓展市場民主體制」的戰略觀到「新

太平洋共同體」一貫施政理念之影響，此時美國對中共的關係定位已經漸

趨鞏固。被柯林頓任命為國務卿的克里斯多福在參院外委會的聽證會上指

出，美國需要重新考慮對華政策，此一政策將是「謀求促進中國出現從共

產主義到民主制度的廣泛的、和平的演變，方法是鼓勵此一偉大的、非常

重要的國家內，那些力求實現經濟及政治自由化的勢力」。26

貿易與人權「脫鉤」後，柯林頓隨後於 1994 年 7 月 4 日接受日本朝日

新聞訪問時表示「在最惠國待遇告一段落後，美已開始重新決定新的對華

戰略」。7 月 21 日，柯林頓政府發表「國家安全戰略報告」稱美正與中共

發展更廣泛的交往，促使中共接受國際貿易準則並加入地區安全體系，以

避免中共對區域形成威脅。8 月 1 日，美國務卿克里斯多福與中共外長錢

其琛藉東協外長會議之機，在汶萊會面。克里斯多福轉交柯林頓致江澤民

的信函，並向錢其琛表示，美期望與中國建立平等的夥伴關係。同月底，

國務卿克里斯多福與中共外長錢其琛在新加坡的東協外長會議上晤面，克

里斯多福表示，美、「中」應建立一種建設性關係，理念的影響力持續彰

顯。 

美國對中共關係定位日形鞏固後，其間雖因發生「銀河號」事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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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美宣

布出售台灣預警機等事件，而使兩國頻生不快，但理念仍引領著柯林頓政

府對中共的態度。美國官員曾列舉下列交往的理由：1.中共為五個核武國

家之一，而且軍力日強；2.中共經濟在本世紀末前仍會以 8%至 10%的高年

增率繼續成長，有成為經濟超強之可能；3.中共在全球貿易的角色突飛猛

                                             
26  劉連第編，《中美關係的軌跡－1993-2000 年大事綜覽》，北京：時事，2001 年 3 月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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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其市場對美國經濟及就業皆具有重要性；4.中共是聯合國安理會五個

常任理事國之一，擁有否決權，對國際和平與安全問題之解決，具有不可

忽視的影響力；5.中共在諸如北韓及南亞核武問題、南沙群島、柬埔寨等

區域安全問題上，扮演關鍵性角色；6.在防阻販毒、非法移民和環保等問

題上，中共的合作不可或缺。7.經由各方面的交流與合作，可逐漸促使中

共尊重人權，進行政治改革。由此可知，中共在美國戰略構想中是具有多

重角色：即在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目前是建設性戰略夥伴，未來亦可能是

潛在的挑戰者；在民主政治的推廣方面是敵對性的對手；在經貿方面則是

深具潛力的重要夥伴。美國家安全顧問雷克（Anthony Lake）於 9 月 21

日發表「從圍堵到擴散」的演說時指出，「美國謀求與中國建立一種更強

大、能反映美國的價值觀及長期利益的關係」，隨後不斷有報導指柯林頓

政府正研擬新的對華政策。11 月，克里斯多福會見來訪的副外長劉華秋時

指出「願與中國發展全面的合作關係」。 

11 月 18 日，柯林頓總統與江澤民在西雅圖的APEC會議見面時表示，

美已看到中共在地區及全球事務上的建設性力量，誰都不願孤立此一具有

潛力的國家，兩國必須合作，組成一股促進國際安全及經濟發展的巨大力

量。總統夫人希拉蕊對於 1998 年訪問中國大陸的說法是「中國太重要」，

美國應該對相互競爭又彼此合作的國家有更多瞭解，唯有直接接觸與建立

關係才能溝通與其他國家的差異，透過總統出訪，可為更多的瞭解與信任

建立基礎。27另外，美國 1994 年的國家安全戰略報告就明確指出，擴大民

主社會和自由市場國家有助於美國的戰略利益。中國大陸潛在的市場規模

乃理所當然地進入美國的經濟藍圖當中。 

1995 年 1 月 20 日，美國務卿克里斯多福在哈佛大學發表外交政策談

話，表示國的亞洲政策是與中共建立「建設性關係」，但中共必須更尊重

人權及法治。2 月，美主管國際安全的助理國防部長奈伊提出「美國的亞

太安全戰略報告」，28修正老布希時代的亞太政策，將中國大陸的軍備擴

張視為美國的主要威脅。2 月 9 日，亞太助卿羅德在眾院指出，中共是重

要大國，美「中」關係至為重要，美將盡力保持兩國的建設性關係；但羅

德也表明，今後十年，中共將變得愈來愈強大，因此美國正奉行一項積極

                                             
27  希拉蕊，頁 487。 
28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February 1995), pp.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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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以便設法遏止中共的潛在威脅；羅德 3 月訪陸時表示，柯林頓總

統期望能建立一種與中共深入、廣泛交往的戰略，繼續與中共保持建設性

關係，以看到一個強大、穩定、繁榮而開放的國家形成。4 月 24 日，美副

國務卿塔諾夫在紐約外交政策協會發表演說時指出，中共未來將扮演世界

領導者的角色，若中共的政治能與經濟同步發展，就沒什麼可怕的，美視

中共為潛在的朋友。 

1995 年 5 月 20 日，柯林頓政府宣布，允許台灣的李登輝總統以「非

官方、私人」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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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中共在台海舉行飛彈試射

，發射 3 枚飛彈到距離台灣北部港口 18 哩及距南部港口 20 哩之處，並在

台灣當面聚集 15 萬軍隊，彼時距台灣總統大選還不到 2 週，就此引發一場

國際性危機；以上兩個事件是柯林頓政府對中共逐漸改善定位的過程當中

重大的挑戰。 

無可否認地，中共對李前總統訪美的過度反應，以及在台海舉行飛彈

試射危機，兩事件必然會影響美國對中共的關係定位，但其幅度尚不致於

挑戰柯林頓政府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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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理念主軸。易言之，柯林頓政府對中共的

主流意見尚未產生重大的鬆動。事實上，危機反而製造兩國溝通與瞭解的

機會。1996 年 3 月 7 日晚，美國防部長裴利與國務卿克里斯多福、國家安

全顧問雷克與中共副外長劉華秋在美國務院會面，美國相信中共領導人誤

解美對台立場、美國的軍事決心，才會製造一種危險局勢，因而想強化溝

通管道，俾能向中共傳達明確而不容置疑的訊息。1996 年台海危機爆發時

，美國太平洋軍區總司令普理赫上任不到一個月，他事後回憶說，當時他

找不到一個可以用來跟中共解放軍高層聯繫的電話號碼。基於這個理由，

他成了美國加強與中共軍事交流政策的支持者。他相信，美軍應透過與中

共軍方的交流加強彼此的聯繫和瞭解，防止因誤判而爆發衝突。錢其琛也

認為「中國的舉措大大震動美國，並促使美國內的對華政策辯論進入高潮

，導致兩黨形成基本共識：中國的崛起與強大難以阻擋，『孤立』或『遏

制』中國不是上策，與中國接觸才符合美國的長遠利益」。29

                                             
29  錢其琛，《外交十記》，北京：世界知識，2003 年，頁 309。 

 71



美「外交關係委員會」在 1997 年曾贊助一項名為「形塑美中關係：一

項長期戰略」的研究30，該研究結合五十多位學者專家，如奧森伯格，其

基本主張美對華政策應建立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相信中共是一個亞洲大

國及潛在的世界大國，中共在國際舞台的崛起必將改變國際體系，因而制

定具有長遠眼光的政策，將中共納入國際體系，才是合乎美國利益的選擇

。事實上，根據美國國務院的說法，1997 年是柯林頓政府在美國與中共關

係上「最活躍的一年」，華盛頓時報稱 1997 年為「美國政府決策者的中國

年」，31型塑中共成為美國的戰略夥伴之目標於焉浮現。 

柯林頓政府對中共政策的定位變化頗大，從競選時的「劊子手」、1993

年的「惡棍國家」，到 1994 年貿易與人權脫鉤，及 1995 年主張中共是一

個應該積極與之合作的新興強權等，至 1998 年 4 月底，美國務卿歐布萊特

訪陸時更指出，兩國正朝著「建立建設性戰略夥伴關係」的方向邁進，且

稱，若中共在美關注的問題上採取行動，美將考慮放寬或取消 1989 年以來

的制裁。5 月 1 日，美國家安全顧問柏格在布魯金斯研究所為「建立建設

性戰略夥伴關係」做出詮釋，指出在此種關係下，雙方可以透過直接的方

式處理彼此的戰略利益，找出可以合作的領域，坦誠而直接的處理歧見，

使兩國人民受惠，另亦強調，中共在未來十至廿年內如何演變，對美國、

亞洲、全球都有深遠影響。5 月 7 日，亞太助卿陸士達在眾院作證談美在

亞太的安全政策時指出，美在該地區面臨四大安全挑戰，包括朝鮮半島的

軍事威脅、亞洲金融危機、台灣海峽，以及東海、南海未解決的領土爭端

等。而中國則是對美最富挑戰性的國家，對廿一世紀的世界形勢產生深遠

影響；陸士達在 5 月 12 日於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演說中更進一步指出，美與

中國在 1997 年 10 月的元首峰會所決定的人權、反擴散、經貿、環保、法

治、軍事、區域事務等九項合作領域均有所進展，預計 6 月舉行的元首高

峰會將可望擴大雙方的戰略對話；14 日，陸士達在參院再指出，美與中共

改善關係旨在改善東亞的和平穩定，此將有利於台灣。 

1998 年 6 月 14 日，美國務卿歐布萊特對CNN指出，柯林頓訪陸時將在

人權問題上採取強硬態度，表明在中共改善人權前，兩國關係決不會正常

，但要彌合雙方在人權、西藏等問題上的歧見，最好的方法就是鼓勵中共

                                             
30  Michael Oksenberg and Elizabeth Economy (eds.), Shaping U.S.-China Relations: 
Along-Term Strategy (N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7), p.81. 
31  劉連第，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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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國際社會中完全負責任的參與者。6 月 17 日，歐布萊特再次強調，柯

林頓總統的中國大陸行是著眼於未來，尋求讓中共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體

系之中，在全球問題上建立更多的共同基礎；國家安全顧問柏格則表示，

為美「中」關係打下堅實基礎是美在下一世紀的戰略目標之一。但在柯林

頓政府官員一再為總統訪問中國大陸的正當性辯護，並表明兩國可發展為

夥伴關係之際，1998 年 6 月 24 日，中情局長田奈特在國會作證指出，「

廣泛的潛在敵人」」正將重點放在加強對美的信息戰，以為未來的衝突做

準備，此處的「廣泛的潛在敵人」含有對中共的指涉。326 月 25 日至 7 月

3 日期間，柯林頓總統訪問中國大陸，此行雙方決定，不再把核武瞄準對

方，以藉此表明兩國是夥伴而不是對手，雙方領導人同意保持密切接觸，

向「建立建設性戰略夥伴關係」邁進。 

美國對中共關係定位之所以會朝戰略夥伴關係呈現穩定的發展，按照

李文志的詮釋，這是因為中共是聯合國常任理事國，是擁有洲際飛彈投射

能力的核武國家。33但李文志的說法並不周延，因為中共不是在後冷戰時

期才擁有核武，也不是在後冷戰時期進入聯合國，問題的關鍵繫於美國需

要與中共經營國際社會與亞太經濟，此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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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故產生出對中共關係定位的變化。直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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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林頓想拉中共進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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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希望透過對中共的鼓勵和約束，使中共在亞太地區逐步習慣於遵守國際

新秩序，接受西太平洋包括台海兩岸的和平共存局面。柯林頓曾說，假以

時日，「我們越是把中國引進世界，世界越能把自由引進中國」。他同時

試圖說服中共，自由可以帶來穩定幫助國家民族的轉變，表明對中共全面

交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將其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規範，成為美國心目中負

責而具建設性的國際社會成員。美國透過與中共的各種交往，謀求在雙方

有共同利益之處進行合作，在利益與矛盾混雜之處求取共識，在利益矛盾

之處減少並防止衝突。 

                                             
32  同上註，頁 214。 
33  李文志，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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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柯林頓政府穩定地朝中共是美國「戰略夥伴」的目標建構時

，美國內部視中共為「戰略對手」的聲音始終存在，只是時機未成熟，無

法進入意見管道之主流地位。1998 年 3 月美前國務卿貝克在演說中將中共

與十九世紀未正在崛起的德國相比，認為當時世界未好好接納德國成為強

權，才導致德國向外發動戰爭；持此觀點的又如 1999 年 5 月，美眾院＜國

家安全委員會＞下設的《考克斯委員會》公布七百頁之解祕調查報告－「

考克斯報告」，詳述中國非法竊取美機密的情況，指出過去數十年中共已

竊取美重要核子彈頭祕密，顯然美對中共採取接觸及交往政策已導致國家

安全受到危害；此報告影響所及，白宮亦被迫發出聲明，肯定該報告具有

建設性；另外，美能源部長李察遜在 1999 年 4 月 21 日發佈正式聲明，承

認經由損害評估小組的鑑定，中共確實藉由間諜手段獲得美核武秘密。至

於其他的反映中共具有威脅的著作，如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

文明衝突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丁博雷與崔普利特（E. 

Timperlake and W. Triplette Ⅱ）的「鼠年」（Year of the Rate）則

指控中共透過間諜及黑道影響美決策；亨利魯斯基金會（Henry Luce 

Foundation）在 1999 年的民調顯示，中共是美在亞洲的最主要關切，是今

後數年亞洲安定與和平的最大威脅；哈里斯民調亦發現，33％的美國民眾

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潛在敵人。 

在美國官僚體系方面，中央情報局仍然抱持「中共是戰略對手」之看

法。1998 年 1 月 28 日，美國中情局長田奈特在參院作證時指出，中共謀

求在廿一世紀成為亞洲強國，但現在預估中共將成為對手國家或友好國家

仍為時尚早，但確定的是，中共足已有能力改變美在遠東的安全佈局。1999

年 2 月 2 日，美中情局長田奈特在參院作證時指出，中共在軍事、經濟上

的實力具有影響美在亞洲安全佈局的潛力，但其意圖、能力發展的程度是

否構成對美利益的挑戰及威脅，目前未有定論。中共雖表示願與美建立建

設性戰略夥伴關係，但又懷疑美國的意圖，正尋求封堵美全球影響力的增

長。2 月 10 日，亞太助卿陸士達在針對美亞太政策的未來挑戰指出，面對

中共挑戰，美必須與其建立建設性戰略夥伴關係。接著在 5 月發生以飛彈

攻擊中共駐南斯拉夫大使館事件，以及「考克斯報告」出爐，中共駐美大

使李肇星則表明美國應為兩國建設性戰略夥伴關係受損負責。1999 年 8 月

27 日，日本＜讀賣新聞＞指出，美國中情局在一份年度報告中將中共與俄

羅斯並列，視為美國的戰略競爭對手。2000 年 1 月 6 日，美國家安全顧問

柏格指出，下一代美國人面臨的關鍵問題是中共、俄羅斯是否將發展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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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穩定、繁榮及民主的夥伴。一旦兩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出現錯誤轉

折，就可能成為美國的威脅。2000 年 4 月 19 日，「美國廿一世紀國家安

全委員會」發表第二階段研究報告，表示美在廿一世紀的主要政策目標之

一是協助中共、俄羅斯、印度融入國際社會，美在與中國積極交往之際，

亦應認清兩國競爭的可能性會隨著中共的強大而增加。2000 年 6 月 5 日，

聯合報引述美蘭德公司亞太政策中心主任史文的話指出，美國防部在「2020

年聯席會議觀點」的報告中，將中共定位為美國的戰略競爭者。 

柯林頓政府團隊對中共的理念簡言之是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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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關係定位上

就是「夥伴」關係，然而有關「中共是美國戰略潛在對手」的說法亦一直

如影隨形地附著於柯林頓對中共政策中，並為小布希政府對中共的關係定

位變化埋下伏筆。 

三、小布希政府時期的理念 

（一）小布希執政初期的理念辯論 

與柯林頓最不同的是，小布希陣營認為美國與中共是「戰略競爭關係

」而不是「戰略夥伴關係」，1999 年 11 月，小布希在加州雷根圖書館發

表外交政策演說，指出「中共是競爭者，不是戰略夥伴，我們與中共往來

不應懷有惡意，但也不應懷有幻想」，主張美國願意與中共合作，但當與

中共有利益衝突時，美國不懼怕與中共對抗。小布希特別指出，這些年來

接連發生核武洩密案、違法政治獻金案，以及美對中共的一再妥協，都使

共和黨人對柯林頓政府對華政策非常不滿，而共和黨的主張不同不只是要

在政策上與民主黨有所區隔，更重要的是認為柯林頓走錯方向。 

所謂方向，基本上仍是理念的問題。小布希團隊的理念，一言以蔽之

，稱作「新保守主義」，將自由市場機制視為理所當然捍衛的目標，目標

不成，則可以武力濟之。打擊全球恐怖主義與出兵伊拉克之舉是新保守主

義理念下的對外作為；至於亞太戰略部分，小布希團隊的理念呈現圍堵和

交往混合的「圍交」策略。34小布希政府甫上任時主張，貿易不僅能打開

                                             
34  工商時報，焦點新聞，「中美關係尋求第三條路」，9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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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的經濟大門，也會鬆動其封閉的政治體制。但是，對於是否要給

中共永久正常貿易關係，則應該當作紅蘿蔔與棍棒交互運用的籌碼，不應

該像柯林頓政府一樣，輕易、不帶任何條件的奉送給中共。小布希團隊認

為，中國大陸經濟若想成長，一定要先開放社會，再經由經濟互動，誘發

內部的和平演變，但同時美國也必須防範中共的武力擴散與對區域安全的

威脅。對於印度與巴基斯坦核武競賽所造成區域的緊張，小布希團隊則在

某種程度上歸因於中共屢次違反核武擴散公約，將若干關鍵技術轉移給巴

基斯坦，並認為北韓、伊拉克等國在核武與火箭技術上的突破，亦是由於

中共協助，而這些武器不只製造區域緊張，對美國更是不容忽視的潛在危

機。共和黨認為對於中共，美國應該重視現實，而非一廂情願的認為中共

必將朝有利於美國的方向發展。因此當中共嚴厲批評日本通過日美安保條

約的新防衛指針時，柯林頓到北京訪問九天，卻不順道訪問日本，共和黨

認為此對區域的均衡與穩定產生的負面影響甚鉅。 

2000 年 7 月，共和黨提出大選政綱，形容中共是美國在亞洲的主要挑

戰，並非美國的「戰略夥伴」，而是「戰略競爭者」，不會把中共擺在亞

洲政策的中心地位。但同時萊斯等小布希智囊在所撰的「美國國家利益」

的新書中，仍將與中共建立建設性關係列為第一級的「極重要」國家利益

，說明當時柯林頓政府所建構的「中共視戰略夥伴」的說法仍居主流意見

，共和黨未敢直纓其鋒。 

但是共和黨一直沒有放棄其建構「中共是戰略對手」說法的努力。2000

年 1 月，萊斯與前國務次卿佐立克在「外交事務」雙月刊中發表專文，認

為中共軍力目前無法和美國匹敵，但並不意味永遠如此，中共不會放棄台

灣及南海，不喜歡美國在亞太的角色，更不甘於維持現狀，故美與中共不

是柯林頓所稱的戰略夥伴關係，而是戰略競爭關係。2000 年 12 月，後來

出任小布希政府副國務卿的阿米塔吉接受美國對外關係協會訪談時指出，

小布希視中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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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戰略夥伴」的表述是錯誤的。後來出任國家

安全顧問的萊斯女士，最直接的表述是「中共憎恨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角色

。這說明中共不是確保現況的強權，而是企圖朝自己有利方向轉變區域情

勢的強權」。35以上例證顯示小布希團隊對中共關係定位於執政之前其實

                                             
35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79, No.1 
(January/February 2000),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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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共識，只是面對柯林頓政府所建構「中共是戰略夥伴」的主流意見，

在論述上仍感吃力。 

2001 年春天，美國關於對中共關係的辯論還是相當激烈，一派認為應

當通過「交往」政策幫助中共開放和發展；一派主張中共是對美國的巨大

威脅，應當予以「圍堵」。2000 年 12 月，鮑爾在任命演說中表示，美「

中」不是敵人亦非戰略夥伴，而是看成兩個正在尋找自身方向的國家。鮑

爾未稱中共為「戰略競爭者」，曾被＜華盛頓時報＞解釋為小布希正逐步

修正對中共政策，至少已經反映出前屆政府「戰略夥伴」關係定位與現任

政府「戰略對手」兩股勢力折衝之激烈。 

3 月 23 日，鮑爾在演說中指出，美「中」關係複雜，兩國是貿易夥伴

及區域競爭者，但雙方有太多可以合作之處，如協助中國更進入國際社會

等。同時，在會見錢其琛時則稱，「中」美雙方關係既有矛盾又有利益，

美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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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需指出的是，小布希政府讓鷹派人士佔據關鍵職位

的人事佈局，已經為建構「中共是戰略對手」的定位先行打下基礎。 

回顧小布希政府團隊之主張，新現實主義的理念是其對中共政策重要

的解釋源頭。小布希稱中共為「戰略競爭者」至少出自兩大考量：第一、

藉此區隔與柯林頓政府政策的不同，展現共和黨以實力為後盾的「戰略明

確」思維，以打破中共在美所關切議題上心存僥倖的慣性。第二、先期遏

制中共，尤其藉由盟友的合圍，防止中共成為同級競爭對手，挑戰美在亞

太的地位與利益。故鮑爾此次仍強調未來美「中」關係依舊是未知數，但

卻明確將澳洲、日本及南韓定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關係最長久的盟邦及戰

略夥伴，且在安全問題上可能會有更密切的非正式關係。 

（二）美、「中」撞機事件後的理念修正與摸索階段 

2001 年 4 月 1 日美「中」撞機事件發生，給予小布希團隊針對前柯林

頓政府重新處理美、「中」關係定位的重大契機。4 月 26 日，小布希總統

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指出，人們已試著去瞭解美與中共的「戰略競爭

者關係」，亦即在某些方面，如貿易，兩國的態度是一致的，但在有些領

域則有分歧，諸如認真的防衛台灣。小布希強調其並未視中共為敵人，而

 77



是在某些議題上視中共為夥伴，在其他議題上視中共為競爭者，但競爭者

的意義非指不信任。其後，亞太助卿凱利指出，中共的作為，特別是在未

來幾個月的表現，將決定美是否與中共發展小布希所希望見到的「建設性

關係」，美國不認為中共是個敵人，而是視中共為某些議題的夥伴和若干

議題的競爭者。中共是個「朋友」而非「敵人」，但也不是「盟邦」。國

家安全顧問萊斯亦指出，美與中共關係「已非一如既往」，中共處理撞機

事件的方式會影響到美國對雙邊關係的看法。以上決策者的評論顯示，美

、「中」關係定位的方向正行扭轉，小布希團隊顯然欲重新建構對中共的

關係定位，將原有「戰略夥伴」的外交目標轉向「戰略對手」。 

美國媒體當時評估，擦撞事件造成的最大影響，就是將小布希所定義

的「戰略競爭者」徹底的落實化。小布希總統在第一篇有關軍機擦撞事件

的聲明中，就曾語調強硬地要求中共立即讓美方外交官會見機員。一位原

本就質疑軍事交流是否符合美國利益的美方官員說，軍機擦撞事件是對兩

軍交流成效的一種考驗，結果「支持的一派一敗塗地」。這是因為美軍高

層訪問往往帶有實際而具體的目標，中共解放軍高層訪美則以象徵意義為

重，美方人員始終未獲准參觀中共的飛彈部隊，成為美方抱怨兩軍交流未

達到互惠最主要的原因，在美軍眼中，中共藉交流之便，蒐集美軍作戰準

則等公開的資料。除了蒐集資料之外，中共顯然還有更深沉的用意。此時

華府政策圈廣為流傳的故事是，中共解放軍官員在參觀聖地牙哥軍港的一

艘航空母艦時，曾詢問航空母艦最大的弱點何在，美方軍官據實以告，不

久之後，中共就向俄國採購專門用來攻擊航空母艦艦身底部的魚雷；以上

傳言在一定程度上反映小布希政府對中共的定位為「戰略對手」。 

然而，若說小布希團隊對中共的關係定位自此轉向為「戰略對手」，

產生了「一步到位」的效果則又言之過早，資料顯示小布希團隊成員在這

段期間，是在摸索，甚至迴避「對手」與「夥伴」之選項。例如，2001 年

7 月 3 日，美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指出，小布希政府將視中共為「戰略競

爭者」，而非「對手」，今後美要尋求和中共的「富有成果的關係」（productive 

relationship），不視中共為敵人，要尋求的是合作而非對抗的關係。包

潤石此種說法已放棄柯林頓政府對中共關係定位的說法，其提出的「美國

會以嚴肅的態度提出一些使我們分歧的問題」，或才是小布希政府真正要

傳達的本意。美亞太助卿凱利隨即表示，美「中」關係是多方面的，不能

簡單以「戰略夥伴關係」或「戰略競爭者」來概括，兩國正透過接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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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改善關係。7 月 28 日，美國務卿鮑爾接受中共「中央電視台」訪問時指

出，美「中」關係複雜，很難用一個單詞來概括兩國關係，但雙方關係應

是戰略競爭關係；但是到了 7 月 29 日，鮑爾赴澳洲參加安保會議途中，一

再稱中共為「朋友」，並表示，上任之初使用「戰略競爭者」是因兩國在

某些領域有歧見，且可能在亞太地區相互競爭，並無挑戰的意思，單純以

一個簡單的詞彙概括美「中」關係並非明智之舉，未來或許可以找出一個

綜括所有關係的適當詞彙，目前不宜使用單一用語；以上說法均顯示小布

希團隊企圖擺脫前任政府的語言框架，但外交的互動仍在前政府所經營的

定位框架下，故鮑爾訪問北京時即針對美國在亞太之戰略意圖安撫中共，

中共亦對美方相對保證與澄清。被視為對中共具有敵意的國防部長倫斯斐

在此時甚至表明，「我對於稱中共為『戰略競爭者』從無特別偏好」，強

調不記得曾使用過這個詞彙；鮑爾則稱，希望交往政策能使中共朝正確方

向發展，但我們不能預見未來，因此我們必須維持強大，必須非常小心觀

察中共的行動。萊斯表明，當前美對中共的戰略是將其融入國際經濟規範

，從而改變中共政治上專制的本質，美雖在一些安全問題上與中共有衝突

，但為反映美「中」關係的複雜性，美決策當局決定停止稱中共為「戰略

競爭者」。萊斯的表述具體地顯示，美國政府到這一個階段已經可以有信

心地宣稱「中共是戰略夥伴」的說法不再是主流說法。 

就在上述小布希政府高階決策者仍處於摸索或瓦解先前建構的概念階

段，副國防部長伍夫維茲此時提出反對「中國大陸經濟發展必然導致政治

自由」的推論，伍氏此舉，除顯示他看待中共是沿著新保守主義的路線外

，也再次凸顯小布希政府內部對於與中共交往的態度仍未充分整合。伍夫

維茲有關美國對與中共關係走向不應「自滿」的說法，是對柯林頓政府關

係定位的挑戰，因為主張與中共積極交往的一派相信，只要美國與北京進

行正常的交往，隨著中共加入世界貿易組織等國際體系，將逐漸遵守國際

規範，但伍夫維茲的談話，不僅顯示他屬於不敢如此樂觀的另一派，36更

顯示美國戰略圈對中共定位的辯論，仍持續進行未歇。 

（三）「九·一一事件」爆發後美國戰略理念的變化 

「九·一一事件」之後，「先制攻擊」成為美國新的國際戰略，其背後

                                             
36  工商時報，焦點新聞，「伍夫維茲謹慎看待美中交往」，900831。 

 79



指導思想較諸新保守主義更上一層樓，係以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

」一書為代表的「攻擊性現實主義」為基礎。該書認為全世界小國的命運

都由大國決定，國際政治即是大國之間的權力爭奪與分配遊戲，每一大國

都想成為地區及體系內霸權，又想防止其他大國稱霸。「大國注定要進犯

他國，犧牲他國」形成大國政治的悲劇。正如五○年代「現實主義」是冷

戰思維的產物，七○年代「防禦性現實主義」是東西均勢下的產物，則「

攻擊性現實主義」堪稱為現階段全球「單極超強」思維下的產物。 

當共產與非共產的兩極均勢結束，美國成為「單極超強」時，「防禦

性現實主義」學說立即為「攻擊性現實主義」取代。該一新戰略主要表現

在北約出兵科索夫、聯合國出兵阿富汗，及英、美推翻伊拉克哈珊政權等

方面。美國以航空母艦回應台海導彈事件，以「中國威脅論」點名中共「

將成為兩次世界大戰前之德國」，最終並「將提出中國版本的門羅主義」

，挑戰美國在亞洲的勢力，這些都是「攻擊性現實主義」表現。37「九·一

一事件」爆發後，美國展開全球反恐戰爭，「攻擊性現實主義」找到合理

化的基礎，在一切為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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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外交地位的重要參考。 

要言之，鮑爾訪問北京後 6 週，發生「九·一一事件」，美國目睹到中

共是首批向美國致哀及堅定支持美國反恐行動的國家之一，中共亦以實際

行動表現出對美國之支持，如明白向巴基斯坦總統慕沙拉夫(Musharraf)

指明，慕氏應選擇支持美國的立場。中共迅速、感性、堅定(immediate, 

emotional, concrete)之回應令美方許多人相信，在全球反恐行動中，美

「中」確有堅固合作基礎。以下的外交行動更讓美國「非常小心觀察中共

行動」的過程中，逐次扭轉其「戰略對手」的對「中」定位。 

2001 年初夏，正當美、「中」關係益形惡化時，老布希總統藉由其個

人幕後管道與錢其琛聯繫，不僅扭轉兩國關係，並導引出當年 7 月國務卿

鮑爾修復美中關係之行(healing vis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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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中國時報，論壇，「攻擊性現實主義」，92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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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與江澤民就兩國充實「建設性合作關係」達成共識。2002 年 9 月 20 日

，小布希政府發佈其國家安全戰略報告，報告指出，「九·一一事件」根本

改變美與其他各大全球力量中心的關係背景，稱美尋求與中國建立一種建

設性的關係。指出在美與中共的利益匯合處，兩國已有良好合作，包括反

恐戰爭及朝鮮半島核問題，但報告亦提及，中國採取過時的方針，追求可

能威脅到亞太鄰國的先進軍事能力，並指美與中共在人權、台灣問題等領

域仍存有分歧。382001 年 10 月，江澤民訪問小布希總統在德州克勞德福私

人農莊，強調雙方將加強發展兩國的建設性合作關係及高層的戰略對話與

交往。 

2003 年底，中共國務院總理溫家寶訪問美國，溫家寶在紐約、華盛頓

、波士頓的三篇演說（《共同開創中美經貿合作的新局面》、《共同譜寫

中美關係新篇章》、《把目光投向中國》），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領

域闡明中共的新戰略，其核心就是「中國和平的崛起」，「以鄰為伴，與

人為善，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溫家寶反覆強調「中國人多，不發

達，不管多小的問題，只要乘以十三億，那就成為很大很大的問題；不管

多麼可觀的財力、物力、只要除以十三億，那就成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對比江澤民時期的自我膨脹，誇耀中共的「強大綜合國力」與所謂「

外向型」擴張性軍事戰略，溫家寶的言辭給人以一種「冷靜與理智」的現

實感，緩解了美國人心中的「中國威脅論」。39因此，美媒體指出，小布

希剛上台時稱中共是美國的戰略競爭對手，但溫家寶對美國的成功訪問，

促使小布希改稱中共是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夥伴。小布希對美中關係定位

的改變，並非僅僅出於尋求解決朝鮮核武等個別問題的權宜之計，而是肯

定中共新領導人採取不同於江澤民時期的新國際戰略。錢其琛說，即使是

最樂觀的人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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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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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合作進

一步加強中美關係的戰略基礎。40 

從「戰略競爭者」到「戰略合作者」，小布希團隊對中共關係定位之

變化，固然與互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事件－軍機擦撞與「九．一一事件」－

                                             
38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p.27. 
39  中國時報，論壇，「溫家寶訪美的得與失」，921219。 
40  中國時報，政治新聞，「錢其琛：『中』美關係處最佳狀態」，9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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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點本研究第四章已經從結構的角度切入分析，但是若從新保守主

義與攻勢現實主義等理念因素來詮釋，亦在若干程度上支持建構主義的理

論。從建構主義的權力結構觀來詮釋後冷戰時期美國對中共的關係定位與

變化，可由表二檢整如下： 

表二：後冷戰時期美國歷任政府的理念觀 

行政團隊 理念（自變項） 對中共的定位（因變項）

老布希政府 現實主義： 

亞太－扇型戰略、建設性接觸 

摸索 

柯林頓政府 新自由制度主義： 

「拓展市場民主體制」 

「新太平洋共同體」 

「多層次統一戰線」 

全面交往 

從「戰略對手」轉至「戰

略夥伴」 

小布希初任 新保守主義 戰略對手 

小布希政府軍

機擦撞事件後

新保守主義 

 

再次摸索與辯論 

小布希政府「

九一一事件」

後 

攻勢現實主義 戰略合作者 

第三節 小結 

本章從世界政治改變趨勢、無政府狀態與權力平衡的意義、美國從老

布希、柯林頓、小布希政府的戰略理念等推論至此，可以獲致以下三項結

論： 

第一、建構主義所提出的權力結構觀以及國際關係文化分野有助於國

家間對關係定位之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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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發現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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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係文化型態，顯然提供了較為完備的詮釋，有助於第三章的解釋不

足處。 

第二、本研究透過描述動態趨勢，以較適切說明美國政府眼中的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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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觀與國際關係文化，例如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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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論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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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但

是也使得「敵手」、「對手」、「朋友」間的依變項出現浮動的可能，間

接反映出建構主義所採取的軟理性立場，其因果論述不若實證主義的論述

來得肯定。這項發現又使得本研究必須同意Palan早先的警告，Palan曾經

指出「建構主義者堅稱國際社會是變動不居的，但是另一方面，「堅稱國

際社會變動不居」則對於國際事務的常態現象就無法解釋」。42Palan此處

所指的「常態」，與本研究的依變相－－美國對中共的關係定位－－是相

類似的。 

第三、從權力結構的角度切入看問題，前提是認為社會結構是本體，

是分析事物的起源，承認世界權力與文化可以建構出國家決策者的認同，

會影響渠等所定義角色與利益的方式，這種看法仍不免被批評為過度偏向

結構主義。43易言之，從權力架構看問題不僅不充分，而且深度不足。這

說明建構主義的理念因素在美國對中共的關係定位上仍具有舉足輕重的角

色，本章所研析的理念因素解釋力與所探討的全球權力觀分庭抗禮，是在

建構主義的大旗下，解釋國際關係的重要支柱。從建構主義看問題，擺脫

不了「理念」在背後的力量，何況權力結構只是建構主義的一個面向。本

章同時也說明溫特「權力所代表的物質力量與理念不應該二元式劃分」的

說法正確，只是在分析時，「二元式劃分」成為觀察與鋪述的便宜之計。

易言之，唯心論必須以唯物論為基礎，但是為求「有利於觀察效果」，所

以必須分立對待。44

                                             
41  Palan, p. 582. 
42  Ibid., p. 593. 
43  Christian Reus-Smit, “Imaging Society: Constructiv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4, No.3 (October 2002), p. 493. 
44  Alexander Wendt, “On the via Media: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1 (Jan 2000), 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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