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將根據第五章的檢證結果，建構出一個整合性的全球治理運作模式，

以歸納出對全球治理所產生的意義，並對未來全球治理的理論與實證層面提供建

議。 

 

第一節  整合性全球治理運作模式的建構 
 

由前章締約關係途徑與《京都議定書》個案的交互檢證可知，在談判要素

方面，全球治理首先涉及一個談判的階段。事實上，談判在全球治理中具有不可

取代性，因為談判可以為行動者區隔彼此間的成本與利益，所達成的談判內容則

交付最終締結的條約來執行（Lake, 1999:33）。 

在行動者的多樣性要素方面，參與全球治理的行動者除了傳統國際締約行

為中的官方行動者（第一部門）之外，還包括了許多非官方行動者（第二部門與

第三部門）。非官方行動者藉由與官方行動者的互動和授能，參與了整個締約過

程。 

在剩餘控制權利要素方面，參與全球治理的行動者爭取的不外是自身的剩

餘控制權利。全球治理的整個締約活動，無非是各行動者為爭取剩餘控制權利而

相互競逐的過程。在所有的條約中，都會暗示或明示出締約各方所維持的剩餘控

制權利（Lake, 1999:34）。 

在治理與締約要素方面，全球治理其實可以等同於一種涉及官方與非官方

行動者共同參與的締約行為。全球治理的關鍵在於締約（Lake, 1999:25），為確

保未來不會被其共同締約的夥伴所利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堅持細節性的條約規

定，以確保其監測與執行條約的能力（Lake, 1999:35）。 

在無政府階層-政府階層關係的連續體要素方面，可在一條無政府階層-政府

階層關係的連續體上建構全球治理結構。沿著連續體當中的關係，隨著行動者所

維持的剩餘控制權多寡而有所不同：當治理結構從無政府階層關係端往政府階層

關係端移動時，行動者讓與較多議題領域的剩餘控制權利給最具主導性的締約夥

伴（Lake, 1999:36）；當治理結構從政府階層關係端往無政府階層關係端移動時，

剩餘控制權利由行動者各自擁有。 

在全球治理結構調適的交易成本觀點要素方面，行動者對自身全球治理結

構的調適受到機會主義預期成本與治理成本等交易成本權衡取捨的影響。成本愈



高，對行動者而言愈不利，故行動者必須採取一切可能措施去降低成本。當機會

主義的預期成本愈高時，行動者為降低此成本，愈會選擇相對而言較為政府階層

的治理結構，即往連續體的右端移動，因其機會主義的預期成本較低。當治理成

本愈高時，行動者為降低此成本，愈會選擇相對而言較為無政府階層的治理結

構，即往連續體的左端移動，因為其治理成本較低。 

 

壹、整合性的理論基礎 

 

雷克的締約關係途徑是探究全球治理運作模式的一個很好的觀察面。基於

反對瓦茲「國內-政府階層、國際-無政府階層」的二分法，他提出整套全球治理

運作模式的架構，再加上他循序將此架構應用在國防安全、政治與經濟等實際個

案的分析上，更證明了締約關係途徑的應用價值。然而，雷克卻認為僅憑交易成

本的權衡取捨一項便可解釋所有的全球治理現象，事實上，此一論定過於理想

性，不易合理化。尤其締約關係途徑未處理到社會系絡的制度與資訊問題，而這

正是全球治理的關鍵之一。按照締約關係途徑，交易成本-機會主義預期成本與

治理成本-是全球治理模式運作的關鍵變項。在全球治理活動的談判、草簽與調

適階段都會受到交易成本的影響，特別是在調適階段中，當機會主義預期成本較

高時，行動者會選擇與其夥伴建構較為政府階層的全球治理結構；當治理成本較

高時，行動者會選擇與其夥伴建構較為無政府階層的全球治理結構。因此，整套

論述實過於具效率傾向的「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色彩（Lake, 1999:48~49）。 

在制度因素方面，哥梅特一方面同意締約關係途徑「全球治理會發生談判

活動」的論點，另一方面強調國際制度對談判活動的重要性。然而，對全球治理

中的制度因素最為完整的論述首推桑赫茲。相對於締約關係途徑「方法論的個體

主義」，桑赫茲提倡一個「建構主義者」（constructivist）的觀點：行動者只有在

產生共享意義與價值的社會關係系絡中才會產生利益與目標（Lake, 1999:27）。

桑赫茲的第一個命題是全球化導致了跨國規則的擴展；第二個命題是反映全球化

的規則，是對現存規則的精緻化與模式化；第三個命題是如果全球化持續下去，

某些跨國規則體系將變得愈來愈正式化，並將發展特定的組織去管理規則與解決

紛爭（Sandholtz, 1999:89~90）。桑赫茲以歐盟為例（Sandholtz, 1999:82），證明國

家與其他國際行動者必須在社會系絡中根據規則並建立國際組織來談判、追求自

我利益、運用權力，並達成協議（Sandholtz, 1999:80），而國際制度能增強談判

的效率（Sandholtz, 1999:78）。他不僅對規則、制度等名詞做了清楚的界定，充

分闡釋了國際制度在全球治理中與行動者的互動關係，而且對國際制度的意涵、

類型，以及制度變遷的路徑，都有非常豐富的理解。 



其次，在資訊因素方面，延續海耶克與史迪格里茲對資訊的討論，法拉魯

與伊凡揭示非政府組織在全球治理中的資訊功能。伊凡還進一步提出非政府組織

對國際政策制定影響的模式，說明專業性的科學與技術資訊如何影響國家政府機

構、國際政府組織與聯合國的相互談判，進而導致雙邊或多邊協議以及國際決議

與條約的產生。但如要充分解釋全球治理的資訊因素，實應將柏特與艾胡扎的結

構間隙理論一併考慮，尋找全球治理資訊的結構間隙與各行動者間的互動關係。  

 

貳、整合性的運作階段 

 

將締約關係途徑的全球治理運作模式加入制度與資訊兩個變項後，即可建

構出一個整合性的全球治理運作階段，如圖 6-1 所示。為解決某項全球政策問題，

來自不同國家的官方與非官方的代表集會，與會代表在對「機會主義預期成本與

治理成本」（交易成本）的權衡，以及國際制度與資訊體系的影響下進行談判，

並先行草簽條約。根據草簽條約內容對各國剩餘控制權利多寡的規定，會沿著無

政府階層-政府階層連續體建構一個全球治理結構，然後每一個國家都會設法將

該全球治理結構調適為對自身而言成本最低、利益最高的全球治理結構，不斷調

適的結果會愈來愈接近「無政府階層-政府階層」連續體的中間位置-區段三處，

國家內部的立法機關會根據調適結果所產生的利弊得失決定是否批准該條約，繼

而履行條約所規範的義務。 

在整合性全球治理運作模式中的變項包括機會主義預期成本、治理成本、

制度與資訊。其中機會主義預期成本與治理成本是談判、草簽、調適階段的變項，

而制度與資訊是談判階段的變項。制度變項主要是正式而普遍的國際憲章、協約

與協定；資訊變項主要是由相關的學術論文、研究摘要、影響評估、諮詢報告、

備忘錄以及網際網路內容等共同建構的資訊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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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整合性的全球治理運作階段 

 

實線箭頭，其兩端代表時間序列上的關係 

虛線箭頭，其兩端代表因果間的關係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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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檢證結果對全球治理的意義 
 

從前章締約關係途徑與《京都議定書》個案的交互檢證可知，在談判要素

方面，其中達成《京都議定書》草簽與生效的數次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

方大會的舉行，便印證了談判對於締結條約的重要性。然而，在談判階段裏影響

行動者行動的變項，除了締約關係途徑所指出的機會主義預期成本與治理成本等

交易成本之外，還包括了制度與資訊兩項。 

在行動者的多樣性要素方面，負責草簽《京都議定書》的第三屆聯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其參與代表包括了全體成員暨觀察國、聯合國秘書

處與單位與相關團體、專業機構與相關組織、府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全體觀察

組織以及媒體，其中既有官方的行動者，也有非官方的行動者。因此，參與全球

治理的行動者不僅限於傳統國際締約行為所強調的官方行動者，還包括多國企業

與非政府組織等非官方行動者。甚至於隨著全球治理議題愈趨專精複雜，比如像

《京都議定書》個案中的溫室效應議題，較具備專業知識與能力的第二部門與第

三部門等非官方行動者在全球治理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趨重要。 

在剩餘控制權利要素方面，在《京都議定書》中明定了六種危及大氣層的

溫室氣體，並規定了每一締約方被分配到的、必須遵守的、量化的溫室氣體最大

排放量標準。《京都議定書》第三條並規定，《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

件一所列締約方應個別地或共同地確保其在附件 A 所列溫室氣體的人為二氧化

碳當量排放總量不超過按照附件 B 中所載的量化限制和減少排放的承諾和根據

本條的規定所計算的分配數量，以使其在二 OO 八年至二 O 一二年承諾期內這

些氣體的全部排放量從一九九 O 年的水平至少減少 5%（京都議定書，2002:http:// 

big5.xinhuanet.com/gate/ 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9/03/content_ 

548525.htm）。《京都議定書》第五條與第六條對於分配數量與減排方式的計算

基準，亦有相關規定，故表 4-5 所示《京都議定書》所分配給各締約方的溫室氣

體排放標準，事實上就是各行動者所得到的剩餘控制權利，而像美國、加拿大、

澳洲、俄羅斯、日本等國在調適階段裏從第四屆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

大會起在京都三機制與遵約制度等方面的討價還價，也不過就是希望為自身在排

放標準上爭取到較寬裕的迴旋空間，亦即較多的剩餘控制權利。 

在治理與締約要素方面，《京都議定書》的締結可印證出全球治理與締約的

緊密關係：官方與非官方行動者為解決全球溫室效應此一環保政策問題，採取了

締結《京都議定書》此一國際條約的政策行動，而《京都議定書》此一條約不僅

對既有的國際制度與資訊體系進行了調整，而且還導致新國際制度與資訊體系的



產生。 

在無政府階層-政府階層關係的連續體要素方面，在一九九 O 年代之前，各

國（行動者）擁有任意排放溫室氣體的完全的剩餘控制權利，彼此各行其是，故

共同建構了一個極端無政府階層關係的全球環境治理結構，即位於連續體的區段

一處。在此結構中，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約束其他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行為，機

會主義的預期成本極高，溫室效應也愈來愈嚴重。在一九九七年《京都議定書》

草簽之後，有的國家被分配到的溫室氣體可排放量較高，有的國家被分配到的溫

室氣體可排放量較低，可視為行動者所擁有的剩餘控制權利各有高低，因此根據

《京都議定書》所建構的全球環境治理結構比起《京都議定書》草簽之前已較往

「無政府階層-政府階層」連續體的政府階層關係端移動，即位於連續體的區段

二中偏向區段一方向處。 

在全球治理結構調適的交易成本觀點要素方面，《京都議定書》草簽之後，

各國對其實質運作內容、方式、程序與彈性機制存有相當大的歧見，故批准情況

不一。由於《京都議定書》並未賦予開發中國家溫室氣體的減排義務，開發中國

家的剩餘控制權利並無損失之虞，故開發中國家批准《京都議定書》的行動極為

迅速俐落。而美國與澳洲等國仍未批准《京都議定書》的原因，無非就是出於自

身成本與利益的考量，繼而希望日後能在《京都議定書》條約的施行細則中為自

身在排放標準上爭取到較寬裕的迴旋空間，亦即多爭取到一些剩餘控制權利。 

綜上所述，全球治理意指全球官方與非官方部門依據某種「約定」而共同

合作。引申言之，其概念牽涉到透過不同國家間所締結的國際條約來創造一系列

可指引全球多元行動者協同行動的規則的過程。在締結條約的過程中，既有官方

的行動者參與，也有非官方的行動者參與。而協同行動的目的，在於解決全球政

策問題。因此全球治理的概念意味著全球多元行動者彼此參與國際條約的締結，

以根據條約內容的規範解決全球政策問題。 

本論文乃認為，所謂的全球治理，其實就是指全球官方與非官方行動者為

解決全球政策問題，所採取的包括談判、草簽、調適、批准與履行等締結國際條

約的政策行動。 

為解決某項全球政策問題，來自全球不同國家的官方與非官方的代表集

會，並進行談判。過程中，與會代表的談判行為不僅會受到既有國際憲章、協約

與協定的規範，也會在對自身所需付出的機會主義預期成本與治理成本權衡取捨

之下彼此對話、協商與討價還價。 

除此之外，許多全球政策問題牽涉到專精而複雜的專業知識與技術，其相

關的學術論文、研究摘要、影響評估、諮詢報告、備忘錄與網際網路內容共同建

構了一個資訊體系。行動者們則憑藉相互間的聯繫網絡，在此資訊體系中進行彼



此資訊的流通與互動，達成資訊的共享。資訊體系的結構間隙數目愈多，聯繫網

絡較綿密而發達的強勢行動者愈能獲致較豐富的資訊，提高其談判與在草簽條約

中取得較多剩餘控制權利的能力；資訊體系的結構間隙數目愈少，聯繫網絡較稀

疏而不發達的弱勢行動者相對於聯繫網絡較綿密而發達的強勢行動者的資訊不

對稱程度愈低，愈有利於其獲取資訊與談判能力的提高，以便在草簽條約中儘量

多贏得一些剩餘控制權利。 

當談判達成共識，官方與非官方代表會通過並簽署條約，根據條約內容對

各國剩餘控制權利多寡的規定，會沿著無政府階層-政府階層連續體建構一個全

球治理結構。如各國在條約中所被分配到的剩餘控制權利彼此相差不多，則會形

成一個傾向無政府階層關係的全球治理結構；如各國在條約中所被分配到的剩餘

控制權利彼此相差愈多，將形成一個愈傾向政府階層關係的全球治理結構。 

機會主義預期成本隨「無政府階層-政府階層」連續體的無政府階層程度遞

增、政府階層程度遞減；治理成本則隨「無政府階層-政府階層」連續體的政府

階層程度遞增、無政府階層程度遞減。每一個國家都會設法將該全球治理結構調

適為對自身而言成本最低、利益最高的全球治理結構。 

愈是屬於聯繫網絡較綿密而發達的強勢行動者，如美國，愈希望將全球治

理結構調適為以自身為主導行動者的、極為政府階層關係的治理結構，即位於連

續體的區段四中偏區段五方向處。因為在此治理結構中，美國可以從條約中被分

配到最多的剩餘控制權利，雖然必須付出高治理成本，卻可將機會主義預期成本

降至最低，而且從此治理結構中所獲得的利益足以超越所必須付出的治理成本。

為取得區段四中的有利位置，美國應會藉由增修對自身有利的制度規範，並尋求

維持甚至增加結構間隙的數目，以繼續強化其獲取資訊與談判的能力，進而從條

約中獲得愈多的剩餘控制權利。 

對聯繫網絡不如美國綿密而發達、國力也弱於美國的行動者而言，由於不

大可能取代美國成為政府階層關係的主導行動者，因此它們會希望將美國所偏好

的政府階層關係位置往無政府階層關係端移動，最好位於連續體的區段二偏區段

三方向處，如此一方面可避免無政府階層關係所導致的高機會主義預期成本，另

一方面可避免政府階層關係所導致的高治理成本。為取得區段二中的有利位置，

這些行動者應會藉由增修對自身有利的制度規範，並設法填補結構間隙，減少結

構間隙的數目，提高其獲取資訊的能力與談判能力，以便在條約中儘量能多贏得

一些剩餘控制權利。 

因此，就總體而言，愈是聯繫網絡綿密而發達的強勢行動者，愈希望在連

續體的區段四中取得有利位置；愈是聯繫網絡稀疏而不發達的弱勢行動者，愈希

望在連續體的區段二中取得有利位置，這兩類行動者彼此在所偏好的區段二與區



段四間競逐的結果，最終將愈來愈趨近於區段二與區段四的中間-區段三處。就

個別國家而言，美國從草簽《京都議定書》轉變為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其

全球環境治理結構從連續體上大約區段三處為中心的政府階層關係端（接受《京

都議定書》所規範的減排標準）向無政府階層關係（不接受《京都議定書》所規

範的減排標準）調適；加拿大、俄羅斯從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轉變為批准《京

都議定書》，其全球環境治理結構從連續體上大約區段三處為中心的無政府階層

關係端（不接受《京都議定書》所規範的減排標準）向政府階層關係（接受《京

都議定書》所規範的減排標準）調適。 

儘管每一個國家都會設法將全球治理結構調適為對自身而言成本最低、利

益最高的全球治理結構，但結果未必盡如人意。如果調適後所獲得的利益低於所

付出的機會主義預期成本或治理成本，該國內部的立法機關可能會傾向拒絕批准

該條約；如果調適後所獲得的利益高於所付出的機會主義預期成本或治理成本，

該國內部的立法機關可能會傾向批准該條約，並履行該條約所規範的義務。 

從締約關係途徑與《京都議定書》個案的檢證結果可知，雷克締約關係途

徑的全球治理運作模式包含談判、草簽、調適、批准與履行等構成要件，惜忽略

了社會系絡的制度與資訊因素，以致締約關係途徑在驗證如《京都議定書》個案

的實務現象時有所不足。此外，雷克並未處理交易成本究竟如何計算的問題，導

致締約關係途徑的實用性大打折扣。因此，本論文依循上述面向對締約關係途徑

進行修正，建構了一個整合性的全球治理運作模式，如圖 6-1 所示，為解決某項

全球政策問題，來自全球不同國家的官方與非官方的代表集會，與會代表在對「機

會主義預期成本與治理成本」（交易成本）的權衡，以及國際制度（以國際憲章、

協約與協定為主）與資訊體系（由學術論文、研究摘要、影響評估、諮詢報告、

備忘錄以及網際網路內容等共同建構）的影響下進行談判，並先行草簽條約。根

據草簽條約內容對各國剩餘控制權利多寡的規定，會沿著無政府階層-政府階層

連續體建構一個全球治理結構，然後每一個國家都會設法將該全球治理結構調適

為對自身而言成本最低、利益最高的全球治理結構，不斷調適的結果會愈來愈接

近「無政府階層-政府階層」連續體的中間位置-區段三處，國家內部的立法機關

會根據調適結果所產生的利弊得失決定是否批准該條約，繼而履行該條約所規範

的義務。 

 

 

 

 

 



 

第三節  後續建議 
 

本論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彰顯出循理論與實證層面建構一套全球治理運

作模式的企圖心，同時更期望藉不同學術領域的理論闡釋或聯結，使公共行政學

科的研究系絡更為豐富，進一步促進社會科學的科際整合。因此，本論文嘗試聯

結雷克的締約關係途徑、桑赫茲的制度理論、柏特與艾胡扎的結構間隙理論，以

及布坎南、圖拉克與穆勒的公共決策最適多數理論，以建構一個整合性的全球治

理運作模式，其研究貢獻可以分為模式建構、公共行政研究系絡與科際整合等三

方面加以說明之： 

1、在模式的建構方面 

本論文根據國際締約的構成要件，建立全球治理運作模式的理論基礎，確

立全球治理的運作階段，並選擇《京都議定書》個案作為檢證對象，檢驗並修正

該理論基礎與運作階段，以建構一套具備實務現象解釋能力、能夠解決實務問題

的全球治理運作模式。經由理論與實證層面的論述與分析，可對全球治理活動的

整體運作內涵有充分的理解，此為本論文的貢獻之一。 

2、在公共行政的研究系絡方面 

本論文透過對全球治理運作模式的研究，將公共行政的研究焦點進行橫向

（從以單一國家為範圍到以全球為範圍）與縱向（從公部門到公、私、第三部門）

的延伸與擴充，使公共行政的研究系絡更為豐富，此為本論文的貢獻之二。 

3、在科際的整合方面 

由於全球政治版圖重整、經濟型態改變、政府功能再造、資訊科技進步、

社會結構更迭、管理思維調適等原因，愈來愈難以僅憑單一學科之力解釋世界的

實務現象，因此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已蔚為趨勢。本論文對全球治理運作模式

的研究涉及國際關係、全球化、治理等相關理論，有助於政治學與公共行政學的

對話與交流，促進社會科學的科際整合，此為本論文的貢獻之三。 

 

由上可知，本論文能夠透過全球治理運作模式的建構過程，在全球治理議

題的理論面、實然面、適用面、解釋面上做出貢獻。除此之外，一方面能夠引領

全球治理議題未來在理論層面上的發展，讓更多的人投入相關的學術研究工作，

有助於面對並解決層出不窮的全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治理問題，增

進人類全體的生活與幸福，同時使公共行政學科的研究系絡更為豐富，並進一步

促進社會科學的科際整合，以開拓未來全球治理議題的研究面向與視野。另一方

面，能夠掌握全球治理議題未來在實務層面上的可能發展，亦即未來人類處理全



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治理問題的方式與內涵，以提早因應之。因此，

本論文的貢獻是對於全球治理議題的理論、實然、適用、解釋、開拓以及未來可

能發展各層面的檢討，都能經由本論文中的研究加以求證。 

至於在本論文的限制方面，首先，變項是一種特殊類型的概念，其被研究

人員視為會影響（或被影響）某事物在其他地方的狀態（張家麟譯，Kenneth 

Hoover and Todd Donovan 著，民 89:21~22），為解決、影響一個主題、論題、問

題或目標因果關係的可衡量指標（吳定，民 92:390）。因此欲研究全球治理運作

模式，必須確認有哪些變項影響了全球治理行動者的行為，並影響全球治理活動

的進行。然而，全球治理運作模式或許仍存在本論文因篇幅所限而力有未逮的其

他變項，留待後續研究與探索，此為本論文的限制之一。 

其次，個案研究法係對真實生活中之當前現象進行研究分析的一種方法，

特別適用於現象與系絡之關係不甚清楚，需要就多種資料來源加以追索探討的情

況。然而，個案在選擇與資料蒐集處理上往往會受到研究人員個人的主觀認知與

偏見影響，著重於一個或少數的研究對象，故其研究結論會受到質疑，而有是否

能夠「類推化」（generalization）的問題（吳定，民 92:17），此為本論文的限制

之二。 

 

綜合上述貢獻與限制，本節將後續相關建議分為理論與實證兩個層面，析

述如後。 

 

壹、全球治理運作模式的理論層面 

 

一、在制度與資訊變項方面 

在全球治理活動的談判、草簽、調適、批准與履行等五個階段中，雷克建立

了一個以交易成本為變項的論述，清楚詮釋了全球治理結構因應成本權衡結果而

調適的過程，本論文則在談判階段中，再補強制度與資訊兩個變項。然而在實際

的操作層面上，這兩個變項與全球治理行動者間在談判階段裏究竟如何互動？也

就是說，彼此遵循何種模式運作？運作的結果與條約內容又呈現出什麼樣的關聯

性？凡此皆為極待後續研究釐清的課題。 

欲釐清上述課題，似乎初步可嘗試運用「政策網絡」理論予以分析，特別是

凱森斯坦（P. Katzenstein）（1978）對於政策網絡的四項分類指標（Katzenstein, 

1978:323~332）、艾特金森（M. Atkinson）與柯曼（W. Coleman）（1985）的政策

網絡學（Atkinson and Coleman, 1985:42），以及羅德斯從封閉到開放的政策網絡

類型連續體等（Rhodes, 1988:77~78），都是值得著手的面向。因此，後續的相關



研究若能將政策網絡理論與全球治理運作模式進行聯結，可能對於談判階段裏行

動者與制度、資訊變項間互動模式的建構有所助益。 

 

二、在其他變項方面 

本論文除交易成本外，藉由締約關係途徑與《京都議定書》個案的檢證，

驗證出在全球治理運作模式之中尚有制度與資訊兩項變項。然而，全球治理運作

模式或許還存在本論文因篇幅所限而力有未逮的其他變項。因此，本論文建議後

續研究應藉由選擇其他個案，如溫室效應以外的全球環境治理個案，甚或是全球

經濟、衛生、軍事等不同類型的全球政策問題中的個案加以分析，繼續修正理論

基礎與運作階段，以精緻化此一全球治理運作模式。後續研究若能針對多個或多

類個案進行分析，一方面可以解決個案研究法在類推化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則可

能藉此尋找出其他更多的可能變項。 

 

貳、全球治理運作模式的實證層面 

 

一、對強勢行動者的實證建議 

由本論文的研究結論可知，愈是傾向無政府階層關係的全球治理結構，愈

會為所有的行動者帶來較高的機會主義預期成本；愈是傾向政府階層關係的全球

治理結構，愈會為所有的行動者帶來較高的治理成本。然而，對像美國這種聯繫

網絡較綿密而發達的強勢行動者而言，尋求建構一個較傾向政府階層關係的全球

治理結構是比較有利的，因為雖然必須付出較高的治理成本，但是可以將須付出

的機會主義預期成本降至最低。同時，強勢行動者從傾向政府階層的全球治理結

構中所獲得的利益，足以超過其必須付出的治理成本。當然，由於過高治理成本

的考量，所以聯繫網絡較綿密而發達的強勢行動者倒也不可能尋求在連續體的區

段五處建立全球治理結構，而比較偏好在區段四中的關係。 

 

二、對弱勢行動者的實證建議 

反之，對聯繫網絡較稀疏而不發達的弱勢行動者而言，一個較傾向政府階

層的全球治理結構是相當不利的，因為它們必然是這種治理結構中的從屬行動

者，而絕少可能成為主導行動者，既要付出較高的治理成本，從這種治理結構中

所獲得的利益亦微乎其微，根本不足以彌補其付出的治理成本損失。因此，對聯

繫網絡較稀疏而不發達的弱勢行動者而言，尋求建構一個較傾向於無政府階層關

係的全球治理結構反而是比較有利的，因為雖然必須付出較高的機會主義預期成

本，但是可以將須付出的治理成本降至最低。當然，由於過高機會主義預期成本



的考量，所以聯繫網絡較稀疏而不發達的弱勢行動者倒也不可能尋求在連續體的

區段一處建立全球治理結構，而比較偏好區段二中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