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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傳統安全觀與新安全觀 

一、前言 

隨著蘇聯的瓦解，兩極國際體系的終結，國際安全的討論取向亦隨之改變，兩次

世界大戰結束後冷戰的來臨，對國際關係帶來很大的衝擊，在冷戰時期，國際關

係限於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討論，在 60 年代以後，隨著國際事務的日趨複雜，

西歐、日本等國在二次大戰經濟復甦後，國際安全觀也跟著改變，例如經濟安全

等議題開始受到國際重視。過去軍事安全在國際安全中的議題高度降低，軍事議

題與其他領域產生關連性，各國的外交手段變的更多元，利用經濟手段解決政治

事務，或是利用軍事手段解決經濟困境，而在冷戰結束之後，這樣的趨勢依然存

在，在 90 年代後，國際議題的範疇更加擴大，加入了環境議題等過去非軍事的

國際安全討論。過去純以客觀主義來看「安全」問題，討論政治軍事對國家生存

的威脅，但是在新安全觀的思維下，國際重新思考何謂「安全」；例如像 Barry 

Buzan等人提出安全化（securitization），認為「安全」是由主體之間主觀界定的。 

 

本章係由討論「安全觀」開始，認識新時代的「安全」，從中瞭解過去安全議題

為何，以何方式進行安全研究，然在後冷戰時代，重新檢視新安全觀的建立，認

識其內涵為何，並對新舊安全觀作出比較，由新的安全研究取向，進行對能源安

全進行研究，期更深入闡釋能源安全在新安全觀的議程下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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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的定義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時常用到「安全」一詞，而「安全」一詞使用亦由來已久，根

據《漢語大辭典》的解釋，「安」有安全、平安之意，和「危」一詞意義相對。《易．

係辭下》曰：「君子安而不忘危，存而不忘亡，治而不忘亂，是以身安而國可保

也。」另外，「全」有保全、完整之意，例如在《史記．伍子胥列傳》中提到「我

知往終不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不往。」，另外，在《當代漢語辭典》

對「安全」的解釋是「沒有事故或危險」，而在《現代漢語辭海》中的解釋是「沒

有危險，不受威脅，不出事故」。1 

 

而在英文中「安全」的詞彙包括 security與 safety，其含意與中文大致相同為「面

於恐懼擔心和危險等的狀態與感覺」，及免於懷疑與不確定。2 

 

所以，「安全」簡單地就內涵來說是指「事物生存免於威脅或危險的狀態」，然此

種「威脅或是危險狀態」應該是現實、客觀的，不因個人的主觀意志而不同，但

是「事物生存免於威脅或危險」個人的主觀感覺當然不同，但另一方面來說，主

觀的安全感覺總是在某些程度上反映著客觀現實安全，但是現實、客觀的存在狀

態不會隨著人們的感覺而發生變化。3 

 

「安全」問題的指涉對象隨著議題範疇的擴大，可以分為個人安全、社會安全、

國家安全、國際安全等，在封建時代，國際關係尚未發展之前，「安全」指涉對

像是指王朝的維繫，有時會以「安全」來形容個人安危，但是這與今日所提及「個

人安全」含意不同。以西方觀點來看，在 1648 年維斯特發利亞會議後，以歐洲

為主的國際關係開始展開，在當時「國家安全」內涵中包含較多政治安全思維，

                                                 
1陸忠偉，「非傳統安全論」，北京：時事出版社，2003 年 11月，頁 11-12。 
2陸忠偉，前引書，頁 12。 
3陸忠偉，前引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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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安全」指涉對像是指「國家安全」，然「國家安全」的內涵當然也包括當時

歐洲王朝的生存，甚至帝王的聲望，例如普法戰爭後造成拿破崙三世的垮臺，同

時也使法國政治轉型，開始了法國第三共和。 

 

以歐洲為主的國際關係體系，在兩次世界大戰後開始轉變，國際體系的範疇擴大

為全球性國際社會關係，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冷戰，兩極體系緊張對峙

下，「安全」的指涉對象仍然不脫「國家安全」，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關係，但是

隨著國際議題漸趨複雜，尤其各國在二戰後記取戰爭的教訓，如在人權方面，為

了解決過去在戰爭期諸如納粹德國虐殺猶太人等事件國際開始重視個人人權的

保障，強調「個人安全」；另外在蘇聯瓦解後，原本以對抗蘇聯為主的北大西洋

公約組織（NATO），在減少蘇聯威脅存在後轉型成為歐洲秩序的維護者，形塑

歐洲安全的新思維，藉由體認歐洲乃一共同體的社會共同意識，建立起新的安全

型態—「社會安全」。 

 

所以上述這些指涉對象，包括個人、國家、社會、國際社會，在面臨生存及威脅

狀態時，即有了「安全」問題，然安全概念的形成，係安全問題之發生，必然是

安全主體本身（可能包括個人、社會、國家、國際社會等）主觀產生被威脅感，

即主觀價值受到威脅，為解除安全困境，應由主觀認定威脅對象思考，進一步分

析解除威脅的手段為何，並且考慮解除威脅可能付出的代價及面臨的困境。 

 

三、傳統安全觀 

上節對「安全」定義之描述，指在不同時代對安全主觀認知有不同的指涉對象，

在過去冷戰時代所代表的「傳統安全觀」，其安全主體為「國家」，極少涉及個人

安全或是社會安全。在闡釋「傳統安全觀」時，先為「國家安全」作出定義；學

者 Arnold Wolfers 1962 年”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一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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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及「國家利益」是指同一件事，但是可能隨著不同人喜好使用不同

形容措辭；4即國家安全相當程度代表著就是國家利益的展現。 

 

Arnold Wolfers指出在客觀層面上，國家安全是指免於對既有價值觀的威脅；在

主觀層面上，國家安全是免於既有價值遭受攻擊，由該定義來看，主觀與客觀之

別僅在感受威脅程度之不同。Walter Lippmann在 1943 年提出國家安全的概念是

指，當一個國家需要犧牲其正當利益來避免戰爭，是為維續其國家生存；美國國

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在 50 年代認為維護美國自由民主機制

完整即是保障障美國國家安全；1968 年的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指稱國家安全就是保障內部價值觀，防止外在

威脅；1981 年 Amos Jordan 與 William Taylor認為國家安全比起保護實質傷害

有更深的含意，國家安全意味著透過許多手段進行保護可能危及國家根本價值的

國家利益，這些利益包括政治及經濟上的利益；1990 年 Charles Maier對國家安

全定義是，只有能力去控制國內外的情勢，使國家能享受自決，自治及繁榮。5 

 

由上述對國家利益定義來看，過去安全思維中，安全的主體是「國家」，國家安

全的定義是「利益」取向，雖然在 60 年代以後「國家安全」指涉的範疇也日益

擴大，但多是強調以國家為主體的保障對象，與個人安全、國際安全等指涉對象

仍有不同。 

 

傳統安全觀念中，政治安全及軍事安全一直是國家安全重心的所在，承繼過去以

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關係體系來思考，保障國家安全的核心就是維護國家主權與國

家利益，及維護政治安全與軍事安全。以國家中心論的國既關係體系，國際社會

是「無政府」狀態，國家之間為確保彼此的國家利益，認為國家之間利益衝突難

                                                 
4Joseph J. Romm, Defining National—The Nonmilitary Aspects, N.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3, p.3.    
5Joseph J. Romm, op. cit., 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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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軍事實力與訴諸戰爭是維護國家安全，即確保國家主權與國家利益「最

有效」亦是「最後」的手段。所以傳統安全觀就是強調軍事與政治安全，然而國

際事務並非只有軍事對抗，但是在傳統安全體系下，軍事安全站在最高的指導原

則，各國以追求最高的軍事優勢作為確保國家安全必備的手段；其他非軍事手段

經常成為為軍事目的服務的工具。6 

 

傳統安全以追求軍事安全為最高指導原則，軍事對峙是冷戰時代最重要的特徵，

冷戰兩極體系中，美蘇兩國極力發展軍事優勢，尤其在 1952 年蘇聯成功發射

Spunik號上太空後，美蘇就開始激烈的武器競賽，美國核武策略由 50 年代的「大

舉報復」策略轉為「彈性反應」，80 年代後美國總統提出「星戰」，但因花費太

大，及在 90 年代後蘇聯瓦解後，美國核武策略即開始放慢腳步，7隨著冷戰的終

結，軍事安全不在是唯一且最重要的安全問題。 

 

除了歷史環境的改變因素外，因為國際議題日趨複雜，新的國際議題加入後，也

使得軍事安全重要性下降，儘管軍事安全至目前仍是國家安全最重要的一環，但

其比重相較於冷戰時期確實降低很多，新的國際議題諸如經濟安全、生態安全、

能源安全等，其安全主體已經不限於國家，其威脅來源更不侷限在敵對的國家之

間，任何跨國性質的事務都可能一國之國家安全造成影響，「安全」已經不僅限

於國家為主體的討論，「國際安全」是自 80 年代以後，國際關係的新課題，由於

其影響層面甚廣，因此面對新安全議題，必須重新以新的分析思維來審視，將在

下節對「新安全觀」作更深入介紹。 

四、新安全觀 

新安全觀相較於傳統安全，又稱為「非傳統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非傳

                                                 
6陸忠偉，前引書，頁 15-17。 
7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 London:Macmillan, 1987, pp.14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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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安全的安全主體強調不只限於「國家」，其內容不只是政治或軍事安全，且國

家安全與國際安全、全球安全是相關互動的。「非傳統安全」一詞首見於冷戰後

西方國際關係界，中國學者陸忠偉認為「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不同之處在於，

強調除了地理與政治上的國家實體外更廣泛的安全，如地區安全、全球安全和人

類安全，與由非政治和軍事威脅因素引發各國安全的跨國性問題，即一國內部問

題外溢或是蔓延引發別國和所在地區的不安全等。8 

 

非傳統安全將直接或間接威脅到本國和其他國家，乃至於地區與全球發展、穩定

和安全的跨國性問題，非傳統安全呈現新安全觀，及新的安全研究型態。非傳統

安全的出現與冷戰時代傳統安全特徵的更替有很大關係，以下就數點說明，非傳

統安全問題出現的背景：9 

 

1. 冷戰結束國際體系的改變：隨著東歐政體改變、華沙公約組織解散、蘇聯解

體一連串終結冷戰事件發生，使國際體系發生自兩次世界大戰以來最大的巨

變，上述重大事件劇變，幾乎都是以和平方式發生的，相對於以強大軍事對

峙近 50 年的冷戰期，使各國思考單憑強大的軍事力量是否就能確保國家的安

全？如果不能，那要怎樣才能使國家獲得真正的安全，因此冷戰的終結更是

象徵國家以軍事安全為重心發展國家戰略的終結，10國際間強調和平解決爭

端，降低軍事在國際事務上的使用。尤其在 90 年代以後，戰爭通常發生在第

三世界所謂的「失敗國家（failure states）」，這些國家的內戰成為目前戰爭發

生最頻繁典型，而這些零星的內戰（爭），與過去兩次大戰，或是在冷戰時代

發生的數次以阿戰爭發生的原因大不相同，過去的戰爭通常是因為戰略地位

的爭奪，但是這些第三世界國家零星的戰爭通常是因為種族不同而引發的衝

                                                 
8陸忠偉，前引書，頁 18-20。 
9陸忠偉，前引書，頁 38-53與叢鵬，「大國安全觀比較」，北京：時事出版社，2004 年 7月，15-17。 
10 David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48 (Oct. 1995), 
pp.128-129. 



 7

突，或是因為掠奪資源而引發的戰爭，其戰爭原因與以往大相逕庭，解決這

些問題的根本之道即是非傳統安全所關心的，利用非軍事力量解決上述衝突

的現狀。 

2. 經濟全球化使國際議題發展加速及擴散：全球化的發展縮短了各地之間的距

離，加速了資訊的傳遞，經濟全球化更使得經濟資源要素快速流動及有效地

配置，經濟全球化下，大量降低了生產成本，跨國公司的出現，對地主國帶

來前所未見的影響，積極面則為地主國帶來了工作機會，新的生產技術，相

程度帶動了地主國經濟水平；但是就負面影響上，跨國公司一方面對地主國

技術轉移，但是被地主國所詬病的是，跨國公司經常在當地形成雙元經濟，

在當地塑造成兩種不同的經濟階級，造成地主國貧富差距拉大，另外文化輸

入，對地主國自身的本土發展也產生無法短彌補的遺憾。11因此在經濟全球

化下，儘管為全球帶來經濟利益，但是在其他方面卻產生了跨國性問題，例

如公害輸出等令國際社會不齒的負面行為，而這都是非傳統安全問題所要解

決的範疇。 

3. 冷戰後各國日益重視本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12冷戰結束後帶來的另一項重

大改變是，各國由重視軍事安全等政治意識形態領域轉為，重視國際關係中

的經濟、科技、環境與文化等因素，由於冷戰結束後，各國相對於過去面對

外來的威脅感降低，在兩極國際體系瓦解後，各國外交政策取向有了很大的

轉變，從前選邊站的國際意識形態，轉為以議題取向的國際合作，強調經濟

發展；重新調整本國自身的外交策略與重新制定本國的綜合國力，許多原本

屬於國內事務的議題成為國家安全的新威脅，13因此除過去所重視的軍事安

全外，必須提高本國的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環境安全等非傳統安全的國力

發展方向。 

4. 國際安全理念與典範的變化：冷戰後，面對新的時代的國際環境變化，永續

                                                 
11 王逸舟，「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年 12月，頁 11-14。 
12 David Baldwin, op. cit., pp.131-132. 
13王逸舟，前引書，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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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理念、人類安全 (human security) 二思潮對非傳

統安全形塑，與安全典範(security paradigm)有密切關聯。永續發展的理念在

於關心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注意環境問題，因為資源是有限的，如果資源利

用與破壞超過其再生能力，生態環境即面臨崩潰；因此諸如環境、資源、食

物、疾病、貧窮等問題都關係到人類生命與未來全球的發展，而這是非傳統

安全中強調的新的威脅。其次，類似像資源缺乏、人口增長、失去控制的城

市化、大批移民、環境退化、個人與團體的恐怖主義以及經濟剝削等，這些

危及一國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因素，都使得「人類安全」變得比以往重要許

多，這些問題已經不是一國可以解決，其跨國性質使得人類安全層次提升為

全球性事務。因為受到永續發展及人類安全兩種思潮的影響，使得安全典範

產生了變化，經濟、社會、人道主義及生態領域中一些非軍事性不穩定因素

構成了對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形成安全研究「新典範」的出現。 

 

非傳統安全是冷戰結束後的產物，非傳統安全的出現代表著國際關係中安全研究

的新的典範產生，呼應冷戰結束後時代的特點，安全研究期待解決新威脅所帶來

「不安全」；另外，非傳統安全是傳統安全內涵的擴大，非傳統安全問題基本上

可以歸納為下述五項特點：14 

1. 非傳統安全可以分為非暴力與暴力性質兩分面，前者是指走私販毒、恐怖活

動等；後者則是例如環境污染、生態惡化、金融危機等。 

2. 非傳統安全均具有跨國性質，及擴散蔓延的特性。 

3. 非傳統安全問題領域問題，都對各國人民生命、社會生活和整個人類安全、

國家安全、地區安全和全球安全構成直接的威脅。只是其威脅程度、方式、

時間及後果有所不同。 

4. 非傳統安全領域的各種問題具有相互影響的特點，即某一方面的安全問題可

能會引發或激發其他方面的安全問題，而使其造成的影響和危害呈現逐漸放

                                                 
14陸忠偉，前引書，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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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效應。 

5. 非傳統安全問題具有「外溢」、「滲透」性質，例如有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是潛

在累積、逐漸演變而成的，如生態環境、民族宗教問題等，有的是擴散蔓延

造成的，如流行疾病、金融危機、恐怖主義等。 

 

隨著非傳統安全所帶來新的威脅，其解決方式比過去冷戰時期可以的手段必更多

元，但首先必須要界定「新威脅」的影響層面及內涵，在更進一步運用各種資源

與方式尋求解決之道，這也是非傳統安全—「新安全觀」中強調以非軍事手段解

決衝突，新安全觀認為可以透過「合作」的方式達成和解，去除國際社會不同單

元之間的衝突，15「新安全觀」除了強調合作可以帶來共用的利益外，其對「安

全」認知，才是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中我們所要重新的認識的課題，因為在非傳統

安全問題中，受威脅主體不只限於國家，當然主觀感受威脅程度也隨著安全主體

改變，加上面對不同威脅客體，新的安全威脅應該是來自彼此安全關係的相對強

度，以及處理威脅的意願及能力與問題之間關係是否適當16；新安全觀告訴我們

重新檢視過去的安全研究，以新的安全研究途徑來解決新的非傳統安全問題。 

 

五、新安全研究取向 

國際政治中的安全研究發展大致可以分成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第一次世界

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戰爭研究為主；第二個階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到 1950 年代中期，當時研究取向呼應核子時代的來臨，重視以國家為主體的

軍事安全，但是進入到 50 年代後，安全開始重視除了軍事以外其他安全因素，

在外交政策上利用軍事及非軍事手段交互使用達成目的。17 

 
                                                 
15叢鵬，前引書，頁 33。 
16黃秋龍，「非傳統安全的理論與實踐」，臺北：法務部調查局，2004 年 6月，頁 2。 
17 David Baldwin, op. cit., pp.19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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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階段（1955-1965）被稱為安全研究的「黃金時期」，當時安全研究因受核

武戰略影響，研究主軸仍強調軍事力量的使用，其研究主題為限制戰爭、武器管

制等議題；因為 1965 年越戰爆發，加上之後美國在身陷越戰泥沼，當時仍以戰

爭研究主軸的安全研究，受到很大的攻擊，18隨著冷戰當時低盪（de’tente）的氣

氛，加上在 70 年代後發生能源危機，非軍事威脅議題增加，因此在該階段

（1965-1980 年代）安全研究相較於之前幾個階段是較暗淡的。在 80 年代後安全

研究轉型為「國際安全研究」邁向最後一個階段，冷戰時期可以說是將安全研究

軍事化，而在冷戰結束後，安全研究開始聚焦在非軍事威脅，例如國內貧窮問題、

教育危機、工業競爭、走私販毒等非軍事議題。19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到 70 年代末期，安全研究是以傳統現實主義研究方向

為主，從冷戰結束到現在，則是以社會建構論為主的安全研究。20從 70 年代開

始安全研究認為當然人們開始將追求安全當成是「目的」，而不是以追求權力作

為出發點時，強調安全的相互依賴而不是僅僅關注自身的安全，不否認國際社會

「無政府狀態」的現實，認為無政府狀態是客觀存在國際社會之中，該階段的安

全研究提到「合作性政策」雖然是有限的，但至少可以降低「安全困境」。而在

冷戰結束後的安全研究中，代表學派是哥本哈根學派，代表學者有 Barry Buzan, 

Ole Waever等，Barry Buzan早期提出「複合安全理論」(security complex theory)，

以國家作為主要的單元，將政治、軍事領域作為安全研究焦點；但是在冷戰結束

                                                 
18 當時安全研究圍繞美蘇關係，對解除越戰困境助益不大；另外當時主要研究學者擠身於政策

制訂工作，因此減緩安全研究進程；除此之外，在 60到 90 年代和平研究興起有取代安全研究之

勢。David Baldwin, op. cit., p.124. 
19 David Baldwin, op. cit., pp.124.-127.與 Richard K. Betts, “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World Politics 50(Oct. 1997), pp.13-17. 
20朱寧譯(Barry Buzan eds,)，「新安全論」(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of Analysis)，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2003 年 2月，頁 1-2。針對安全研究在冷戰後的發展，David Baldwin在“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一文中提到，例如學者Mearsheimer認為國際政治是零合競爭，所以

安全研究在冷戰結束沒有必要作任何改變；另 Stephen M. Walt認為重新定義安全研究的範圍沒
有太大的必要。學者 Charles Kegley, Oran Young, Edward Kolodziej認為安全研究僅適合作有限度

溫和地改革，強調只有環境、生態及區域安全是與傳統安全不同的安全研究導向。最後學者 Barry 
Buzan認為應全面擴大安全研究的範圍，整合安全研究與外交政策及國際政治，屬於極端改革
派。本論文將採 Barry Bucan對安全研究之看法對國際能源安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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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提出修正，21指出比需要以一種整合的觀點來看待安全議題，對於一國來說

國家安全或許還是集中在軍事及政治安全上，但是必須重新加入經濟、社會環境

等因素思考，22另外 Barry Buzan在”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認為

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及環境這五個領域並非是相互孤立的，所有的領域都是

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這點與之前提及非傳統安全領域的各種問題具有相互影響的

特點不謀而合。 

  

在 Barry Buzan過去提出的「複合安全理論」中，行為主體（指國家）的是因相

互的安全顧慮所連結，但是要重新理解「安全」問題，Barry Buzan採用「社會

建構主義」方法認為「安全」不僅僅是武力的使用，而是一種特殊類型「主體間

性」(intersubjective)政治。23 

 

傳統的軍事、政治安全中「安全」通常是指「生存」問題，往往將軍事事務當成

安全範例，但是在新的安全分析概念下，何謂「安全」事務的定義是開放的，

Barry Buzan認為「問題」是經由「安全化」(securitization)」而成為安全議題，「安

全化」可以被視為一種激進的政治化描述，安全化的建立不只是以打破既有規

則，以出現「存在性的威脅」將事物「安全化」而已；是以「存在性的威脅」出

現為理由，來宣佈打破規則提供將事物「安全化」的正當性。24所以經常造成某

些議題被提升為安全威脅，然而實際上的作用主要是在滿足國內政治需要，甚至

在壓制國內反對勢力，顯然許多「安全化」的非常規權宜措施，實際上是國家與

內外因素相互參照的自我實踐過程。25 

 

                                                 
21朱寧譯(Barry Buzan eds,)，前引書，3-11。 
22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 Colorado: Lynne Rienner, 2nd edition, 1991, p.363.  
23Barry Buzan eds,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of Analysis,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97, 
pp.18-19. 
24Barry Buzan eds,, op. cit., pp.21-27. 
25 黃秋龍，前引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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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Buzan以「言語-行為(speech-act)」安全的研究方法進行安全分析，其中提

到任何一種安全的客觀性措施都不可能取代安全化研究，因為「安全」性質是由

政治性決定的，但是這並表示與自身「威脅」特徵的研究毫不相關，相反地，上

述特徵被歸類在「言語-行為」的催化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之中，26當安全

指涉目標對某事務感到安全威脅的話，這些目標不會必然導致「安全化」，但是

這明顯地是一些「催化條件」，因此「催化條件」相當程度可以解釋為「或許成

為安全事務」條件。而催化條件可概述下列特徵：27 

 

1. 內部要求遵守「言語-行為」運作邏輯的要求。 

2. 社會狀態依循安全化行為主體權威立場而定，也就是說像是講者與聽眾之間

的關係上，聽眾會將接受講者的主張的可能性，轉化為一種安全化的嘗試。 

3. 被認為是「威脅」的特徵是催化或是阻止「安全化」的條件。 

 

在符合催化條件下，利用「言語-行為(speech-act)」運作進一步進行「安全分析」，

在安全分析中包含三種類型單元：28 

1. 指涉對象(Referent Objectives)：指一對生存具有合理、存在性的威脅。 

2. 安全化行為者(Securitizing actors)：該行為者進行安全化議題，透過宣稱方

式，指出某指涉對象具有存在性威脅。 

3. 功能性行為者(Functional actors)： 該行為者是一影響動態領域的行為者；意

指在沒有指涉對象、或是行為主體以指涉對象名義作安全稱呼的話，這是一

個在安全領域中有決定性影響的意義重大行為主體。 

 

因此我們可以說「安全行為主體」就是一個安全「言語-行動」運作，透過催化

                                                 
26 催化條件是成功「言語-行為」運作的前提，成功的「言語-行為」運作對內會符合語意文法
規範，形成遵守規則的行為；對外則符合上下語意及社會狀態，形成行為可能被塑成的一種態度。

簡言之，成功的「言語-行為」運作就是語言與社會的結合。Barry Buzan eds,, op. cit., p32. 
27 Barry Buzan eds,, op. cit., pp32-33. 
28 Barry Buzan eds,, op. cit.,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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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進一步將事務「安全化」，而在新的安全分析中，透過上述三個單元的互動

我們可以更清楚我們所處的場域，面臨的威脅；筆者整理下圖更進一步說明新安

全觀中對「安全」的定義及分析要件： 

 

圖 2-1：安全化流程分析圖 

 

 

除了由上「安全化」的過程說明，了解到安全定義上重大的轉變外，與安全領域

擴；不同領域間的相互影響亦是非傳統安全的一大特徵，軍事安全的在國家對外

事務上的位階不如以往，相對地像是經濟安全、能源安全、環境安全等議題支配

國家安全事務，同時，又因為「安全事務」的範疇擴大，已經不是單一國家可以

面臨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跨國性」特徵讓安全問題指涉擴大，許多問題必須是

要藉由跨國性手段才能完成；為更清楚瞭解不同議題領域中安全分析的單元特

色，下表進一步整理 Barry Buzan在”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一書

中針對不同領域的安全分析的單元說明之。29 

                                                 
29 參考 Barry Buzan eds,, op. cit., pp52-57,75-79,100-103,145-150,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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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不同安全領域比較分析表 

 

上表中我們可以發現在非傳統安全討論中，可以發現不同議題相互連結，另外決

定「安全議題」的安全化行為者，儘管國家是主要的角色，但是在不同安全領域

的發展下，都加入其他角色的影響，而非安全化過程中的主要行為者—功能性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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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社群 

安

全

分

析

的

類

型

單

元 

功能性行為

者

(Functional 
actors) 

官僚體系 
軍事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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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者，滲透到決定安全化的過程中，在環境安全的議題裡更是明顯。對此我們在

分析不同領域議題連結的時，Barry Buzan提出以下步驟：30 

1. 該問題是否成功地所有行為主體成功地實施安全化？ 

2. 如果是的話，從該案例中探索他們之間的聯繫與互動，在這種情況下，安全

行為是如何影響其他行為主體的安全與行為，以及在什麼地方產生意義重大

的回響。 

 

這些不同領域的鏈結可能被作為一連串互相連接的安全關係，過去對安全研究多

集中在戰爭議題上，新的安全研究中首先要先釐清「安全」指涉為何，找出新的

威脅，在進一步研擬解決辦法，以下總結數點說明新安全分析所要解決的問題： 

1. 那些議題可能產生安全的威脅？ 

2. 這些議題的性質為何？ 

3. 針對可能引起安全威脅的議題，未來可能牽涉到的領域有哪些？ 

4. 是否在不同領域中，可以尋求可以解套的辦法？ 

5. 該議題可能牽涉到衝突與合作為何？ 

6. 綜合上述問題，研擬綜合性安全的途徑。31 

 

六、小結 

本論文目的以非傳統安全分析研究國際能源安全問題，在首章先對非傳統安全分

析作初步釐清，在冷戰結束後，開始有非傳統安全研究出現，針對新的國際安全

威脅研擬解決之道，能源安全自能源危機發生後即是國際社會矚目的問題，能源

安全問題不同於傳統安全強調軍事及政治，其涉及層面更廣，包括經濟安全、環

                                                 
30 Barry Buzan eds,, op. cit., pp42-43. 
31在一個全球互賴日深的與政經連動增強的國際社會中，國家的安全威脅不僅更多面且複雜，改

以綜合性的政策思考建構國家安全環境，成為後冷戰時代國家安全的新關懷，有關「綜合性安

全」、「合作性安全」等議題可進一步參考李文志，「全球化對亞太安全理念的衝擊與重建：理論

的初探」，『政治科學論叢』，第 22期（民國 93 年 12月），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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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問題考量，其牽涉的領域之間相互影響性更高，本論文採以新安全分析架構研

究國際能源安全，探討不同安全領域相互影響對石油能源安全所造成的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