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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對於職業軍人來說「地形」為陸、海、空軍之外的「第四軍種」，顯見地形

在戰場上佔有極其重要地地位。筆者從軍校畢業之後，就開始循序接受一連串的

戰鬥、戰術及戰略教育，這些教育旨在使筆者瞭解戰場用兵原則與要領，進而達

到提昇戰場軍事指揮作戰素養之目的。其中在戰鬥方面所學的「地形要素」分析，

戰術方面「地形要點」的判定與選擇，以及在戰略方面的「地略形勢」研究與運

用，此循序漸進由點而面至全般地形對作戰的運用與影響，都屬軍事進修教育所

應熟悉與深入瞭解的專業知識。惟前述有關的地形瞭解與運用知識僅能適用於軍

事層面領域，它無法涵蓋一個國家所處之地理位置、地理環境及整體地略形勢等

先天條件對國家行為產生的制約與影響，而致始終無法滿足筆者在「地理」方面

的求知慾望。因此，冀望透過地緣政治的研究，拓展這方面領域的知識與視野。 

此外，當我們回顧以往中外的戰史所導致國際體系的變遷，可以很明顯的看

出來，有許多戰爭發生的原因都和地緣政治相關聯，如蒙古在西元 1218 至 1252

年建立元朝以前，共發動三次大規模的西征行動；日本在西元 1937 至 1945年對

中國的侵略；德國在西元 1941 至 1945年對波蘭、法國及前蘇聯的侵略等原因，

都脫離不了地緣政治的範疇。這些戰爭非但牽動著國家間的利益糾葛，對整個國

際體系與勢局的變化，均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可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

美、蘇為首的自由民主、共產主義意識型態涇渭分明的兩極對峙的「冷戰」看出

端倪。1一個國家基於地緣政治或國家利益的考量而發動戰爭。既然地緣政治涵

蓋地理上的實質要素及國家對外關係的相關作為，若能從這個角度來探討一個國

家地緣政治的考量因素及可能發展，將更有助於世人瞭解自然地理環境對國家的

政治行為（包括重大政治事件、國家對外政策）和國際關係的影響和制約。 

冷戰結束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美蘇兩極格局不復存在，世界進入一

個新的調整轉變時期，醞釀著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誕生。在這個時期裡，世界

各主要力量中心逐漸形成，相互間逐步形成既依存又制約的局面，世界多極化形

成日益明顯的潮流。同時，冷戰後美國作為僅存的世界超級大國，其國內有一股

強大的勢力力圖主導世界事務，建立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除美國外世界主要國

家都在或明或暗地不同程度積極推動多極化趨勢的發展。使得單極與多極化圖謀

進行錯綜複雜，甚而有相當尖銳的鬥爭。在世界格局多極化的發展過程中，中共

的崛起並逐步發展成為世界力量中心之一，其成長、茁壯及未來可能發展等相關

                                                 
1布里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林添貴譯（台北：立緒

文化，民國 87 年），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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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已成為當代國際關係學者研究重點之一。2 

誠如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里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中共

之崛起將不只成為遠東主導國家，也將成為第一流的世界大國」。3自從中華民國

政府於 1949 年轉進來台以來，兩岸雙方始終處於敵對的狀態，雖然彼此均有化

解敵意之企圖，惟囿於意識型態、理念想法、和解原則落差過大及內外主客觀環

境難以克服等因素影響，使得雙方關係處於經濟緩和、政治緊張的情勢。尤其是

在冷戰結束後，因中華民國前總統李登輝先生在 1999年貿然提出「兩國論」，使

得中共於臺灣周邊海域實施飛彈試射，險些釀成軍事衝突而引發戰爭－臺海危

機。雖然當前中共內部目前仍面臨許多金融、失業、貪污、貧富差距等難以克服

的問題。但中共自改革開放以來，由於經濟快速成長，而牽動綜合國力不斷提昇，

即使在 1989 年因天安門事件遭受西方國家的孤立後，依然能克服難關持續發

展，中共於 1997、1999年先後收回香港、澳門後，今後仍會運用其「統一祖國」

的政治思維，挾政治、軍事之優勢繼續打壓臺灣，甚或訴諸武力以達統一之目的。

所以筆者認為以中共為研究對象，將對中共的未來行為趨勢會有更深一歩的瞭

解。 

二、研究目的 

    自十八世紀中葉帝國主義入侵之後，中國即陷入了地緣政治與國際角色的混

亂，使得中國以往主導東亞地位受到嚴重的挑戰，尤其在 1894 年的中日戰爭和

1900 年的八國聯軍之役後，中國的國際地位更是一落千丈，面臨了被列強發動

戰爭瓜分的危機。直到 1949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後，中共內部的政治秩序才

慢慢重建起來，但在中共建政的前三十年內，中共因本身還處於相當虛弱的狀

態，其國家的戰略考量主要是以防衛為主。之後，隨著改革開放與綜合國力的提

昇，中共除了繼續保留著「中華世界觀」與邊疆理論的典範思維，也開始重新思

考和界定中共在世界體系和地緣政治的角色。4 

    另外自從冷戰節結束後，俄羅斯在全球與東亞的角色漸次衰退的狀況下，中

共也開始善用地緣政治有利條件與因素，積極透過「睦鄰政策」爭取周邊鄰邦的

支持，並開展大國間的「夥伴關係」，充分與美、歐強權發展有利雙邊關係互動

發展，以取得其在廿一世紀國際體系中應有的相稱地位與影響力。相對地，中共

上述的作為似乎也間接的可以達到孤立台灣的效益。尤其是近年來，中外多數學

者對兩岸情勢演變評估的觀點，都大膽的研判預測，由於中共將在世界舞台扮演

更積極的角色，對兩岸問題的處理亦隨著其對世局影響力的增加而更居於優勢地

位。基於兩岸在統獨立場的分歧所衍生的相互敵對與信認危機，始終未擺脫台海

                                                 
2陳啟懋編，《中國對外關係》（吉虹資訊，民國 89 年 3月），頁 8。 
3布里辛斯基，前揭書，頁 212。  
4吳志中，〈地緣政治理論與兩岸關係〉，國際關係之理論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外交

學系主辦，民國 92 年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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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發生戰爭的陰影，復加台灣在西太平洋的戰略地位的重要性，觸發了筆者以

「地緣政治」理論的視角來探討中共未來發展趨勢，期望藉此研究達到「知己知

彼」之目的。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考量冷戰結束後，不僅給予中共最佳崛起的「時間」機遇，其崛起後對全球

與周邊區域的地緣政治格局變化同樣也產生相當程度的影響與衝擊。因此，本文

研究的時間與空間範圍設定如下： 

（一）時間範圍 

「冷戰終結」對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或研究國際關係、外交事務的學者而言，

或多或少都能算是一個高度的震驚與訝異，因為它來的不僅出乎世人預料且對整

個國際體系產生的衝擊與變化更造成前所未有的震盪。由於冷戰的結束使得國際

政治權力結構必須重新洗牌，而國際間的大國也必須適時調整對外關係相關作

為，同時刺激了區域的強權逐漸萌生挑戰美國、或與美爭雄的想法（如歐盟與中

共），其中中共就是在此權力動盪與調整的環境下，借助其經濟的發展與綜合國

力的提昇，奠定其在新世紀對國際政治不可忽視的影響力量。在布里辛斯基《大

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論述預測中，有一段最為貼切的形容：「中國的

崛起將不只成為遠東主導國家，也將是第一流的世界大國」。5基此，筆者研究本

文的時間範圍，起點在冷戰結束後迄 2004 年中共的地緣政治研究，期能完整敘

述中共地緣政治發展趨勢。 

（二）空間範圍 

  地緣政治研究的目的，在於正確判斷國家面臨的安全形勢及爭取國家在國際

競爭中的有利態勢。6因此，本文探討中共的地緣政治乃以「立足亞洲、放眼世

界」的宏觀視野來加以探討，才能跳脫坐井窺天的侷限。本文探討範圍將以中共

周邊地區（東北亞、東南亞、南亞、中亞）為核心，以深入瞭解中共在區域內（亞

洲地區）所處自然地緣政治環境裡的相應互動作為；同時一併將當今世界唯一超

強美國及逐漸崛起之歐盟納入研究範疇，以掌握中共冷戰後如何利用有利的地緣

政治環境及條件，在複雜的國際體系權力競逐中，與美、歐強權一較長短。因此，

本文探討各地區包含之國家包括： 

      1.東北亞：包括俄羅斯、南韓、北韓、日本。 

2.東南亞（東南亞國家協會）：包括臺灣及中南半島馬來半島與南洋群島

等 11 個國家。 

                                                 
5布里辛斯基，前揭書，頁 212。 
6樓耀亮，《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年 6月第一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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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亞：以印度及巴基斯坦兩國為主。 

4.中亞：包括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喬治亞及土庫曼五個國家。 

5.美國 

6.歐盟：包括成員國廿五個國家。 

二、研究限制 

論文寫作的良窳，除了取決於作者本身的學術涵養外，相關資料的蒐整與運

用當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尤其在資訊網絡普及與發達的時代，對學術研究者來

說，將有更寬廣、便捷的管道及資訊獲取論文寫作所需資料。惟因本研究有關「地

緣政治」的主題在國內仍未普遍興起，所以在資料蒐集上確為本次研究較難克服

之限制因素。概述如後： 

（一）國內地緣政治理論未臻成熟，影響資料蒐集 

地緣政治（Geopolitics）亦稱地理政治。「地緣政治」在當今雖然不是一個

陌生的名詞，卻是一個現代新興的科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研究的人很少，

也沒有人注意到這一科學，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為世人所注意，那是因

為德國首先在慕尼黑成立了一個文明的地緣政治研究院（Institute of 

Geoplitics），並由地緣政治權威郝斯霍佛（Major General Professor Dr.Karl 

Haushofer）來主持。當時希特勒（Adolf Hitler）就是利用納粹地緣政治學說

來做向外擴張的依據，這才引起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的注意急起直追爭相研究，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起，美國有些著名大學與軍事學校都已在課程表添上了地緣

政治這門功課。
7因此在廿世紀下半葉，地緣政治才變成了一種熱門的科學。雖

然地緣政治對世界各國來說已是新興且熱門的科學，但是在台灣學術研究領域中

仍屬鳳毛麟角，且有關地緣政治的相關著作資料實在貧乏有限，更遑論蒐整與中

共有關的地緣政治資料，致可能影響本文各章節表達觀點之周延性。 

（二）探討地緣政治理論因素無法全面涵蓋 

    大多數國際關係理論研究都有它形成的變數，也就是理論形成產生的相關因

素，本文探討中共之地緣政治亦不例外。經筆者查閱中外學者對地緣政治的探討

面向或因素包羅萬象，各有其論述的理由與詮釋的方法，莫衷一是。因此，本文

試圖從中國古代歷史的行為事實及其主客觀內外環境的變化，精確指出中國歷代

以來在地緣政治所產生之制約與影響因素，以利舖成全文各章節所應探討之主

題。惟中國歷史悠久致形成的地緣政治因素不勝枚舉，限於研究時間及論文篇

幅，無法全然加以探討，因此難以充分涵蓋或完整解釋中共地緣政治所有議題。

另本篇探討中共內外環境之相關課題，僅從地緣政治之角度切入分析，其餘涉及

有關國際關係理論之同質性課題則不再探討之列，此為本文限制之二。 

                                                 
7沈默，《現代地緣政治理論與實施》（台北：三民書局，民國 68 年 10月再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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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途徑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是一種常常運用於不同學科的「方向」標

準，這樣的方向標準因研究對象不同而有不同的途徑。簡單地說，就是研究者希

望從哪一個層次作為出發點、入手處、或者是著眼點，去進行觀察、分類、歸納

與分析的研究。換言之，研究途徑就是研究者進入某項研究領域（著眼點）的確

立，也是指導與選擇研究方法的必要準具。8 

綜觀國內、外者對有關中共的研究所採取的研究途徑真是包羅萬象，諸如國

際體系、歷史文化、意識型態、權力結構、軍事戰略、經濟發展及外交關係等等。

本文試圖藉「地緣政治」的研究途徑來剖析中共在冷戰結束後的內外政策取向，

以達到合理解釋中共國家行為發展趨勢。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是幫助研究者選擇科學的、至當的研究工具

來進行研究。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計有「歷史分析法」及「文獻分析法」「等兩

種，分別說明如後： 

（一）歷史分析法 

    地緣政治是與歷史有密切關係的。歷史的要素是人、地及時；地緣政治的要

素是土地與國家。有些地緣政治學家解釋歷史是地理學的行動。歷史是在地緣政

治條件下被人寫出來的。地緣政治對現在事情的解釋是基於過去的歷史；未來的

地緣政治事件是從現在事情發生的。9綜觀地緣政治理論的發展歷史，大致區分

早期地緣政治理論、傳統地緣政治理論和現代地緣政治理論三個部分。
10
因此必

須透過對歷史事件的回顧，才能確切詮釋地緣政治的發展歷程，進而精確、合理

的解釋地緣政治對現在事情的影響。尤其是從歷史的分析可以產生「歷史殷鑑」

和「鑑往知來」的效益，藉由它來瞭解一個國家地緣政治之地理與地理條件，對

一國的國力，特別是對其外交政策、國際政治及戰爭之影響，將會產生更大的研

究價值。 

（二）文獻分析法 

    地緣政治相關文獻內涵，各有其立論精神及闡述重點，尤其對地緣政治歷史

淵源、形成主要因素、發展過程及影響，均有詳盡的表述。因此利用傳統的文獻

分析法，較易讓筆者透過分析、綜整、歸納，以掌握各家文獻的精髓與實質內涵，

俾利本文各章節之連貫與發展。本文蒐集的文獻來源，大多取自於政治大學、國

                                                 
8陳偉華，《軍事研究方法論》（龍潭：國防大學，民國 92 年 7月），頁 105。 
9沈默，前揭書，頁 10 
10樓耀亮，前揭書，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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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大學圖書館的專書、期刊及官方文件等資料，並透過報章雜誌及網路資訊相關

資訊的擷取，期本文的研究分析更臻周延。 

第四節：文獻探討與名詞界定 

一、文獻探討 

有關地緣研究的文獻，歷史上遠自中國戰國時代就有「合縱連橫」的策略運

用及三國時代「隆中對」孔明對世局分析與聯孫抗曹。在西方古希臘時期的蘇格

拉底所著「大氣、水和環境的影響」就已指出：氣候對人種和民族的差異產生了

決定性的影響；11以及當時的地理學家斯特累波（Strabo）曾說文化與國家政治

取決於自然環境等等，12都屬於古代地緣政治的思維。近代的地緣政治理論則以

西方學者所提的論述較能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重視與運用（納入本文第二章再

予探討）。現代的地緣政治文獻，在西方較為膾炙人口的書籍是布里辛斯基所著

的「大棋盤」；在中華民國的學術出版品則以沈默的「現代地緣政治理論與實施」

及田立仁在期刊發表的「地緣政治學的新發展」等較有深入完整的研究；在中共

學界方面，則有王生榮的「金黃與蔚藍的支點－中國地緣戰略論」、程廣中的「地

緣戰略論」、劉雪蓮的「地緣政治學」及方永剛與唐復全合著的「大國逐鹿－新

地緣政治」等幾本文獻，對地緣政治的理論有較深入、廣泛的探討。筆者就以上

述著作分別選擇台灣、西方、中共出版品作為文獻探討的對象，避免產生以偏概

全的主觀認定。 

王生榮的著作係從中國的地緣內涵、地緣要素、地緣結構及地緣關係開始闡

述，再導引到中國地緣政治之地緣觀與思想，並以中國古代較能突顯地緣政治謀

略運用之史實來說明中國地緣政治的特色，這是引領讀者研究一個國家地緣政治

的最佳方式。該書後半段也能從國際與區域的地緣政治思維來探討中國地緣政治

面臨的挑戰及中國地緣戰略之角色與選擇，更能令讀者瞭解中國未來地緣政治發

展趨勢。惟作者在該書第十八章探討中國戰略環境面臨之挑戰思考，似乎過於強

調外在環境對中國之影響，因為一個國家的地緣政治整體環境是包含內、外雙層

的結構，外部環境因素影響固然重要，本身內部環境的條件與穩定更是決定整體

環境優劣的關鍵。13另外在探討一個國家的地緣政治環境時，較為客觀的外部環

境不僅僅有挑戰，同樣的也有機遇，若只單方面國家強調的挑戰或困境的哀兵姿

態，在現實的國際環境裡難以獲得同情，也可能會影響學術研究的價值判斷。所

以本文探討的議題一倂將中共地緣政治之的機遇、挑戰納入研究範疇。 

劉雪蓮的《地緣政治學》一書，內容涵蓋地緣政治學的概念、溯源及地緣政

                                                 
11劉雪蓮，《地緣政治學》（長春：吉林大學出版社，2002 年 7月），頁 16。 
12沈默，前揭書，頁 15。 
13冷戰結束後，由於蘇聯的垮台及國際各國對和平與經濟發展的渴望，的確給予中共得以全面發

展的最佳機會，可是中共本身的工業、科技發展落後、經濟發展失衡等地緣政治內部條件欠佳，

自然會影響到它的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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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學說的主要代表人物與思想，該書亦將世界地緣政治的構造及美、俄、日等國

的地緣戰略演變過程巨細靡遺的加以說明，對地緣政治入門研究者而言，本書確

實有其參考的價值。可是筆者認為地緣政治既然透過地理來解釋、分析及預測一

個國家的行為發展，而在地理結構不變的條件下，縱然影響地緣政治的因素隨時

代環境的發展與人類文明的進步及國與國互動關係的加強而有所改變。惟這些因

素的產生應該是從歷史的事實加以考證分析出來的，而不是如同該書憑藉其主觀

認定而將可能產生的地理環境、人口人力、自然資源、工業發展等因素加以套用

研究，如此不僅會降低真實的可信度，也會影響對地緣政治完整的詮釋。有鑑於

此，本文將採不同模式，從中國歷史上發生的行為事實，分析歸納出中共地緣政

治相關因素，作為本文研究切入的分析角度，以提升研究的價值。 

有關沈默的著作內容將地緣政治理論之定義、淵源、發展及因素，陳述的非

常詳盡，也對國際強國地緣政治的強點與特點作了深入淺出的介紹。因此，國內

學者從事有關地緣政治的研究時，總是將本書列入參考圭臬，顯見本書在此研究

學術領域中確有其重要的貢獻。就筆者的觀點，該書除了能精確的解釋地緣政治

的意涵外，而且能夠將國際間主要國家與其周邊戰略要域的地緣發展關係，以平

述、圖解的方式適切表達，對地緣政治入門學者產生極大的啟發作用。但其著作

對中國地勢的分析，認為西北高聳，東南低平，影響中國整體性的開發，其所言

固然屬實，惟這地理形勢的缺失相對地就也形成了中國西部邊疆自然屏障的優

勢，對國家安全的維護可以產生極大的作用。另提及中國萬里長城的人為建築，

回對中國地理上產生南地區北分割的影響，對中國的統一與發展都會產生很大的

阻力。惟筆者的認為，若從中國歷史的觀點加以考察，可以發現萬里長城對古代

王朝疆域的維護，在地理形勢上都會產生阻止外患入侵的作用。這是自然地理對

國家制約而產生的行為表現，其對中國的邊疆穩固長久以來都具有高度的安全戰

略功能，所以本文將以此作為分析因素，以達到另類思考的研究模式。  

布里辛斯基所著的《大棋盤》是以冷戰結束後的世界新秩序為背景，歐亞大

陸為核心（該書比喻為棋盤），透過地緣政治的思維來探討歐亞大陸在權力分配

的運作過程中，國際間各個足以操作、影響這個棋盤的國家，如何運用地緣政治

之優勢，爭取歐亞大棋盤的權力分配，因為誰掌握了歐亞大陸這個世界島，誰就

佔有全球盟主的地位等等在地緣政治全面、局部分析角度的詮釋，對讀者未來的

研究面向思考將產生多元化的作用。惟該書在第六章「遠東之錨」提及美國在亞

太駐軍戰略意涵，主要是出自於維持東北亞地區的穩定發展。筆者認為布氏這段

論述固然符合現實的需要，但冷戰結束後，蘇聯的垮台及中共正朝向正常、穩定

的方向發展，美國持續在亞太駐軍，其真實的地緣政治意涵當然就是要防止新的

競爭對手或敵意同盟集團的出現，使其無法挑戰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優勢地位，

隱含的就是對中共產生圍堵與抑制的作用。有關美國在冷戰結束後的全球戰略部

局所衍生對中共產生的地緣政治作用，本文將納入探討範圍，冀達「拾遺補闕」

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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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詞界定 

（一）冷戰結束後時間之界定： 

學術上對「冷戰後」時間的界定，多依據下列發生事件為基準：14 

1.1989年 11 月 9 日，隔絕東、西德的柏林圍牆拆除，12 月 7 日美前總統

布希與前蘇聯的領導人戈巴契夫在馬爾他會談後，宣布結束雙方冷戰狀 

態；10 月至 12 月匈牙利、東德、捷克、羅馬尼亞等國，放棄共產主義，

重建民主共和國。 

2.1990年 1 月，歐安會議在巴黎召開，發表冷戰結束宣言；同年 11 月，

歐洲國家宣告冷戰在歐洲結束。 

3.1991年 12 月 31 日，獨立國協正式成立，蘇聯宣告瓦解。  

    本文主在探討，中共自一九八九年天安門事件爆發及一九九一年前蘇聯崩

潰，形勢對中國大陸極為不利時，中共為求順應國際變局，在國家行為上採取較

彈性務實的地緣政治睦鄰作法，對其營造有利於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內外環境

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本文界定的的「冷戰結束後中共地緣政治之研究」時期，

當自 1989年起開始分析較為周延。 

（二）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是從德文（Geopolitik）字來的，並由瑞典人克哲倫（Rudolf 

Kjellen）在 1916年首次創造的。由於地緣政治原由政治地理產生的，它與政治

地理究竟是同義詞還是兩者之間不同，仍使人含糊不清。尤其是從十九世紀末開

始及二戰後，有關地緣政治理論紛紛出現，由於研究者的觀察、思維角度不同，

以及各國的自然地理環境、歷史文化、綜合國力和國家利益等背景的差異，因此

對「地緣政治」所下的定義也就有所不同。不過從各家學派集中西方學者所下的

定義，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最大的共同點是：「國家政治行為會受到地理的制約與

影響，而地緣政治的目的就是在追全國家的安全與權力的分配。」為了確實界定

它的定義，本文在第二章將更詳細、深入的分析。 

（三）文內所提的「中共」一詞： 

係指當前有效統治中國大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另文中部分篇幅的詞句，

因考量結合「地理」上的論述說明，而使用之「中國大陸」一詞之意，均與「中

共」等同。「中國」一詞則主要是指 1949年以前歷史的中國而言。 

第五節：研究架構 

考量地緣政治涉及之範圍非常廣泛，如何在經緯萬端且複雜理論中，找出研

究主題的核心與關鍵，進而能簡明、精要、清晰、完整的表述，使其成為稍具學

                                                 
14吳建德，《中國威脅論：後冷戰時期中共軍備之擴張》（台北：五南出版社，1996 年），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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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價值與可供參考的文獻。因此本文研究架構，係循「地緣政治理論之詮釋－冷

戰結束後中共地緣政治環境分析－冷戰結束後中共地緣政治形勢之機遇與挑戰

－冷戰結束後中共地緣政治之發展趨勢」的思維，以著眼全局、深入淺出的方式，

全然呈現中共過去、現在及未來地緣政治的思考模式。全篇由緒論至結論共劃分

五個章節來論述，研究架構內容摘要如後： 

（一）各章節鋪陳說明 

第一章  緒論 

說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限制與範圍及研究途徑與方法，再以

三篇地緣政治相關論文作為文獻的探討與名詞界定，最後是研究架構敘述。 

第二章：地緣政治理論之詮釋 

首先剖析地緣政治的產生淵源與發展過程，以建立地緣政治全貌概念，再從

中國的歷史事實去探討形成中國大陸地緣政治的有關因素後，藉由中、西方學者

對地緣政治之定義比較分析，以確立本文採用之學派或觀點以作為後續章節探討

之基礎。 

第三章：冷戰結束後中共地緣政治環境分析 

本章首先勾勒出冷戰後所形成的全球及區域地緣政治格局，進而針對中共所

處之內、外地緣政治環境特色實施整體係的介紹與分析，以掌握中國大陸全般地

理形勢對其產生的制約作用。接續進一歩分析冷戰結束後中共地緣政治發展狀

況，藉此由外而內層次性的探討，除有利引領後續章節所要探討、說明的相關問

題外，亦使得本文各章節脈絡一貫、環節相扣。 

第四章：冷戰後中共地緣政治形勢之機會與挑戰 

說明冷戰結束後，在美蘇兩極體系崩解、美國單極獨大、舊體系消失新體系

尚未形成的轉換過程中、各國權力分配重新調整、權力結構亦處於重組狀態，以

及國際間存在的重大不確定因素尚未排除，世界格局仍處於摸索期的狀態下，15使

得國際整體環境不但詭譎多變，更促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及亞太周邊國家，

將以往對抗前蘇聯的焦點轉向中共。另一方面，美蘇對抗的終結而激起全球或區

域對「和平發展」的期待，所呈現以經濟合作為國際關係發展為主軸的等現象，

中共在發展的過程中，不僅有崛起的機遇，同樣地也面臨了多重挑戰。 

第五章：冷戰結束後中共地緣政治之發展趨勢 

本章是本篇論文主題所要表達的重點，由於在前面章節已完整敘述有關中共

所面對全球、區域及本身的地緣政治形勢形勢，本章將透過引據實證，具體表述

                                                 
15《人民日報》，1998 年 7月 28日，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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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為爭取有助其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的國際大環境、解決地緣政治形勢面臨之

挑戰、持續提昇綜合國力及完成國際大國（強權）的機遇等等已採取的國家作為，

以為分析中共在廿一世紀地緣政治思維發展。 

第六章：結論 

    包含本文研究內容的因果關係、研究精神的陳述暨研究心得與研究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