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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國 2006 期中選舉的到來，反恐議題反倒成為重要的辯論焦

點；以往的勝負焦點總集中在國內因素例如經濟因素（油價、社會福利）、

墮胎等議題，2006 年則一反常態，勝負的關鍵集中在外交政策，更明白的

說是對伊拉克戰爭的政策辯論。 

 

而 2006 年由美國 16 家情報機構共同意見所編寫的「國家情報評估」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部分內容顯示「…伊拉克戰爭已成為全球

聖戰運動的焦點，不僅讓穆斯林對美國的行動產生仇視情緒，而且還為全

球聖戰運動培養了支持者。…」。1 此份報告一出，無疑的對小布希政府希

望藉由伊拉克戰爭來達到遏止恐怖主義的想法產生負面的影響。伊拉克戰

爭開打幾年下來，越來越多美國人意識到伊拉克是美國名副其實的「現代

越戰」，2006 年 8 月 22 日，「哥倫比亞廣播網」 (CBS)與《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聯合民調顯示，已經有超過一半(53%)的受訪者將伊戰視為

一個錯誤。2 由於時近美國期中選舉，對於伊拉克政策方面，小布希總統

鬆口表示願意重新評估伊拉克的政策，他說：「如果這項政策不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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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Times, “Spy Agencies Say Iraq War Worsens Terrorism Threat,”September 24, 2006,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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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改變」。3 除了顯示選情告急外，更可看出伊拉克的政策已成為小布希政

府的棘手外交問題。 

 

 無論是 2003 年伊拉克戰爭或 2002 年的阿富汗戰爭，反映出的是美

國在 2002 年九一一事件後外交政策的修正。九一一恐怖事件的發生，衝

擊了冷戰後的國際情勢，使得反恐行動一躍成為美國的重大戰略利益，對

美國國家和戰略帶來衝擊，也影響了美國和其他大國的互動。2001 年小布

希剛上任時，美國外交政策循著一貫的「現實主義」路線，並無重大修正

轉向；而 2001 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所呈現的外交戰略，則是逐漸向

「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靠攏，也就是俗稱的「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 

 

2002 年 6 月 1 日，小布希總統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首度

闡述了被稱為「布希主義」的三大要素如下：美國保有先發制人的先制攻

擊權力；美國的價值觀乃普世價值，將美式民主推廣到中東地區是必行的

政策；美國試圖保持不可挑戰的的軍事力量，從而使得昔日的軍備競賽不

再具有意義，國際間的競賽將侷限在貿易活動上。4 在演說中，他提及「大

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WMD）對美國的威脅，並

強調新的威脅已經使得冷戰時期的嚇阻及圍堵政策不足以應付危機，需要

進一步的新思維來應變；他認為「如果要等到威脅成真，那就等太久了」，

而「光是防守無法贏得反恐戰爭」。而「去對抗那些邪惡及無法無天的政

權，我們並非製造問題，而是在揭露問題，我們會帶領世界來反對它」。

特別當他提及推廣美式的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時，他直接表示「當提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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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一般權利時，沒有所謂的文明衝突。對於自由的需求，無論是非洲、

拉丁美洲以及回教世界皆適用」5。 

 

而小布希總統從上任以來的一連串外交的調整做法，與「新保守主義」

（Neo-conservatism）觀念的重新崛起有相當的關聯。「新保守主義」是股

政治潮流，特別是在美國，開始於 1960 年代，在 1970 年代已經逐漸展示

其力量；主要由一小群知識份子的自覺運動，在反對自由主義對政府對內

外政策的「綁架」，造成政府在國內政策上過多的承諾所增加的負擔；對

外則是批評自由主義者對蘇聯過於軟弱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國得因此付出

更大的代價。1980 年代雷根總統上台，新保守力量重新獲得重用。此時的

基本主張為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以實力求取和平」，提出星戰計畫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亦稱 Star Wars Program,簡稱 SDI），擴張軍備

力量，並稱蘇聯為「邪惡帝國」（evil empire），不惜以巨額財政赤字，大

幅增加軍費，以和蘇聯展開丘土面軍備競賽。6 雷根執政的八年間，「新保

守主義」觀念大行其道，最後也導致蘇聯的垮台。 

 

而歷經老布希及克林頓總統執政期間，新保守主義政營雖淡出政壇，

卻轉而以其他形式來發揮其影響力，例如成立各種研究機構 7、建立聯繫

網路，進而掌握主流媒體，深入社會基層。8 這些重要機構在小布希總統

上任後，成員一方面擔任小布希政府的重要官員，也成為推動新保守理念

的重要智庫。在九一一攻擊事件前，新保守主義者雖已逐步位居小布希政

府的外交決策高層，卻苦無對外驗證理念的重要依據；而九一一攻擊事件

後，美國攻打阿富汗以及之後的出兵伊拉克，符合若干新保守主義以軍事

                                                
5 Ibid. 
6 巨克毅、施順冰，〈美國新保守主義理念與美伊戰爭：兼論保守派媒體形塑戰爭〉，《全球政治評

論》，第 8 期，2004 年 10 月 1 日，頁 1。 
7 尤其以新美國世紀計畫（Project for the American Century）為重。 
8
 前揭文，巨克毅、施順冰，頁 2。 



力量解決問題的觀點；而在 2002 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 ）所揭示的「先制攻擊」及「單邊主義」的主張，已經充分

顯示「新保守主義」業已影響小布希政府的對外政策。 

 

本論文的研究動機是著眼於美國在 911 事件後，外交政策展現出許多

迥異以往的作為，這些外交作為不僅展現在所謂「布希主義」的內涵中，

且與美國政府發動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所強調的主張有明顯的關聯，亦即

符合新保守主義一貫的觀點，這樣的發現讓筆者對新保守主義影響美國政

府對外政策產生興趣。本文想藉由探討新保守主義的起源、內涵及理論，

藉以重新檢視新保守主義與美國外交政策間的關聯性。比較起傳統的國際

關係理論，新保守主義在美國傳統外交領域的實際影響有待討論，與其說

是紮實的理論不如說是特定時空的思潮理念，但筆者仍希望透過問題的挖

掘及歷史的回顧，達到清楚呈現新保守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影響的始末。 

 

貳貳貳貳、、、、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美國自立國以來，不同時期對外政策皆遵循著特定的意識形態，「意

識形態是構成美國國家認同重要的因素，就美國外交政策而言，意識型態

就是美國人怎樣看這個世界，以及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究竟要扮

演什麼角色的問題」。10 而美國具有意識形態的外交政策歷年來可歸納為

四類：即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或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帝國主義

（Imperialism）或擴張主義（Expansionism），理想主義（Idealism）或人道

主義（Humanism），和圍堵政策（Containment）或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11 由此可知，對外政策中的意識形態不僅是美國對內凝共識的重

                                                
10  關中，《意識型態和美國外交政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序。 
11

 關中，前引書，頁 129。 



要因素，也是對外政策的依據。新保守主義在美國最廣為討論的兩個年代

分別為雷根政府時期以及小布希政府時期。雷根政府時期新保守主義強調

意識形態的對抗，不但構成了雷根主義的內涵，也影響了美國在冷戰時期

對蘇聯的戰略規劃；在小布希政府任內歷經了 911 事件、阿富汗及伊拉克

戰爭，對外政策中單邊主義的影子迥異於柯林頓外交政策中的多邊主義和

強調相互依存，也可循找出許多新保守主義理念的蹤跡。 

本篇論文的研究目的，大致上可歸納為以下三個重點： 

 

（一） 何謂新保守主義？其發展背景及構成內涵為何？ 

本論文重點之一將首先探討新保守主義的歷史淵源，由形成新保守主

義重要架構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在美國社會的演變闡述起，進而探討時

代變動中新保守主義的發展。時間上貫穿了 1960 年到至 2005 年左右，新

保守主義也由最初的關切社會文化問題而轉向以外交事務為主的轉變。另

外我們所欲探討的事構成新保守主義內涵的不同領域學說。新保守主義並

非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而是對當代政治（尤其是一九六○年代的美

國政治）的反應。而其分別在經濟、社會以及哲學層面受到不同領域的影

響。而新保守主義的在外交方面思想淵源，根據美國學者布特（Max Boot）

12
認為是受到芝加哥大學已故哲學教授史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

的影響，而小布希政府內部的確有不少新保守主義者直接或間接受教於史

特勞斯與其門人。姑且不論史特勞斯對新保守主義影響的層面的多寡，本

論文也針對史特勞斯的政治哲學進行闡述，以達深入了解新保守主義的實

質精髓。 

 

（二） 新保守主義與美國當代的外交政策？ 

                                                
12

 Max Boot，1992 獲得耶魯大學外交史碩士學位，並曾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與《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工作多年，目前為美國外交關係協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國家安全議題研究員。 



新保守主義者在雷根時代（1981~1988）開始在外交層面嶄露頭角，

而其思想理念也成了「雷根主義」的內涵；而雷根任內的「雷根主義」特

色是堅持民主原則、反對與蘇聯集團妥協、為了堅持這些目標不惜與蘇聯

進行軍備競賽，即使因此嚴重透支國庫預算也要贏得冷戰的勝利，新保守

主義在雷根政府時期一度大行其道；而後在奉行謹慎現實主義路線的老布

希政府以及強調多邊主義的柯林頓任內，新保守主義失去昔日的光輝，轉

而往學界及建立相關研究機構發展。而從小布希政府上台後，諸多的對外

政策與新保守主義的理念不謀而合，而實際的外交作為也符合若干新保守

主義在外交戰略著作裡提倡的觀點。經由歷史回顧可以讓我們清楚了解新

保守主義與美國外交政策的關聯性及所扮演的角色重量。 

 

（三） 新保守主義在運用在外交層面的獨特性及侷限性？ 

儘管伊拉克的重建工作舉步維艱以及國內仍有不少叛亂勢力，進而使

得美軍全面撤軍行動遙遙無期，讓人質疑以新保守主義為指導原則的美國

中東政策是否陷入瓶頸？客觀來說，雖然新保守主義面臨以上的諸多困

境，其部分立議仍具有相當價值性，例如道德明確性與美國至上的論點，

在這兩個論點下，新保守主義以為凡是人皆有權利過自由民主的生活，而

這樣的和平需要美國這種全世界獨強的國家來促成，也就是所謂的「美國

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唯有將美國自身的民主和價值觀加強輸

出給國際社會，使國際社會普遍存在與美國相同的意識形態，世界才有可

能擁有長久的和平，這也形成「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

的基調；
13

但同樣的，新保守主義也具有相當的侷限性。誠然，以美國霸

                                                
13「民主和平論」的主要觀點有： 

第一、 國際關係中的一條經驗法則是，民主國家之間從不（或很少）發生衝突； 

第二、即使它們之間發生衝突，彼此也不大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因為這有悖於民主的原

則和理性； 

第三、專制國家之間或者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更容易發生衝突，而且更易於以武力解決爭

端。更有甚者認為，與民主國家相比非民主國家更加好戰 



權觀點所出發的新保守主義，從根本上迎合了美國稱霸世界的需要，這樣

的單極霸權國際社會沒有國家可以與之抗衡，如果僅是希望民主單純的推

廣在世界各地，美國應該是「良善的霸權」（benevolent hegemony），其實

卻不然，新保守主義的政治思想與政策主張過於自以為是、而其對國際局

勢的認知並不能幫助美國正確的認識當前國際情勢，一個總是以自身觀點

為出發點，排斥其他客觀論點的意識形態，往往總會走極端，這則是新保

主義理念在運用外交層面侷限性。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文獻回顧與探討的目的在於檢視與本論文議題相關的其他著作，藉此

了解其研究發現，透過探討的過程不僅可以提供本論文豐富的資料來源，

也提供多元觀點的參考，由此可以彌補本論文不足的研究部分。關於新保

守主義相關的文獻，本節分為專書、學術期刊等部份做探討。 

一、專書 

在專書方面，有幾本關於新保守主義研究的重要著作值得探討。斯蒂

芬·哈爾波（Stefan Halper）、喬納森·克拉克（Jonathan Clarke）合著,《美國

孤立：新保守主義和全球秩序》（America Alone：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14 本書作者注意到，九一一事變發生後，美國政府的對

外政策有了極大的轉變，這兩位學者在《美國孤立》一書中認為，美國的

對外政策已經由一小批極端熱衷的“帝國主義”知識份子掌控。這些人只

知紙上談兵卻無實際的軍事和商業經驗；他們勸說一個沒有經驗的總統放

棄了冷戰時期行之有效的兩黨聯合的外交政策，轉而採取了強調軍事對抗

                                                                                                                                       
相關資料可以參閱： 

Fred Chernoff,“The Study of Democrtic Peace and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Iss. 1(March 2004), pp. 49-78. 
14 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n Alone：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的「新保守主義」政策。這一政策的代價十分巨大，收效卻甚微。美國為

這一政策付出的代價包括巨大的金錢損失，國際聲望的下降，國內政治兩

極化，美國士兵的傷亡，等等。除此之外，兩位學者更認為,“新保守主義”

的好戰政策不但未能有效根除恐怖主義，反而威脅了美國的反恐戰爭，該

書也將以色列的腳色進行討論，認為美國發動反恐戰爭實際上也是為了一

色列的利益服務。由於本書的兩位作者分別曾任職於美國及英國的外交單

位，因此其探討新保守主義對小布希政府、美國社會及國際社會的影響，

對本論文在撰寫新保守主義的理念及影響小布希政府外交的層面有極大

的幫助，而與本論文不同的地方為其有多數篇幅在批判新保守主義者對美

國外交政策的誤導（特別是小布希政府），特別是以現實主義的觀點來批

判，這些都與本論文僅是客觀的討論新保守主義的理念呈現在美國外交政

策的方式有所不同。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十字路口的美國：民主、

實力與新保守主義遺產》（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15 福山為一公認的新保守主義者，當時在九

一一事件後支持小布希政府對伊拉克的政策，後來在伊拉克政策逐漸陷入

泥沼後，驟然改變原本的立場，轉而批評小布希政府的對外政策，本書的

發表也造成其和新保守主義陣營的徹底決裂。和其他新保守主義者一樣，

福山支持美國在世界各地傳播民主，特別是中東地區。但他卻反對新保守

主義提倡用武力來促進民主的方式，他認為，促進民主應該如發展經濟、

促進自由市場般循序漸進，而非以武力來移植民主那種激烈方式。此外，

福山也探討了新保守主義主張武力推行民主的起源，他指出早期的新保守

主義並不支持武力推行民主，直到冷戰結束後，有四條原則都是新保守主

                                                
15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義所奉行不悖的，分別為關注民主人權、主張美國依賴自身力量，適時的

運用干涉政策、懷疑國際法和國際機構的能力、認為宏大的社會改造工程

都是有害的，尤其是第四項更是新保守主義者所引以為戒的。而這批早期

的新保守主義者。也是我們在論文中所提到的老克利斯托（Irving Kristol）

這輩的前輩，他們早期要不是為托洛斯基的信徒，就是曾受到托派的深刻

影響，而後在了解史達林統治下的真相後開始轉向新保守主義，因為他們

相當了解社會改造工程的危險後果。而冷戰的結束不但標誌著美國最終贏

得勝利，也讓支持以民主信念對抗攻產主義的新保守主義者堅信任何的獨

裁政權都是紙老虎，只要輕推就會垮台，因此新一代的新保守主義份子則

堅信以武力來移植民主的道路是可行的，也形成他們和老一代新保守主義

者在路線上的決裂。而輕率的的制定對伊拉克的進攻計畫，卻沒有花心思

在重建工程的計畫，導致了美國目前在伊拉克的困境。以福山這樣的一個

「曾經」的新保守主義者所言自然是相當有說服力，除了詳細討論新保守

主義的起源、發展外，也花了相當的篇幅討論社會改造工程及其問題點，

用以解釋目前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的不足之處，這是本論文所未研究的部

分，此外，他也提出對新保守主義目前困境的因應對策，本論文未在這部

分加以闡述，僅呈現目前新保守主義現狀。 

約翰．厄曼（John Ehrman）的《新保守主義的興起：知識份子與外

交政策 1945-1994》（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16 本書研究的年代為自 1945 到 1994 年為止，這段期

間恰巧為冷戰開始及結束前後的歷史。厄曼非常詳細的介紹老克利斯托等

「紐約知識份子」（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崛起的年代，以及一九六

○年代美國的自由主義共識瓦解後社會動盪下的場景，另外針對一九八○

年代到一九九○年代新保守主義者在雷根政府時期對美國外交層面的影

                                                
16 John E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1945-1994(New Haven, 

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響也有詳細的探討；此書亦有部份篇幅在描寫老一代新保守主義者與第二

代新保守主義者在後冷戰之後路線分歧的爭論，此書為研究冷戰開始以及

結束階段前後新保守主義相當重要的著作。對於新保守主義崛起的年代本

書有詳盡的描述，特別是 1960 年新左派（New Left）對美國社會帶來的衝

擊以及老克利斯托等後來的新保守主義者對其的反擊，這部分對本論文關

於新保守主義的崛起有極大的幫助；不過此書僅談及冷戰結束後幾年，而

對於新保守主義另一個復興的年代，也就是小布希政府時期未能論及點

滴，這是和本論文的研究範圍有所不同的地方。 

 

小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及卡根（Robert Kagan）合著的《當前

的危幾：美國外交與國防政策中的危機與轉機》（Present Danger：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2000）。
17

在此書前所寫有

關新保守主義的著作，大多是簡短而強硬的專欄社論與文章，而且書的發

表，內容不同的章節皆由當代具代表性的新保守主義人士撰寫，算是比較

深入討論新保守主義的專書。內容提供新保守主義對國際局勢、政治、國

防及理念的看法，為深入研究當代新保守主義中不可不讀的書籍。 

布里辛思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美國的危機與轉機－從

老 布 希 、 柯 林 頓 到 小 布 希 的 外 交 成 績 單 看 超 級 強 權 的 未 來 走 向 》

（ Second Chance －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18

本書透過公正、嚴格的角度，深入評斷這三位總統

在擔任歷史上首次出現之全球領導者時的表現與功過，並分析他們

個人的領導風格如何影響他們的表現與最後的政策結果。布里辛思

基 認 為 美 國 已 經 浪 費 了 許 多 權 力 與 聲 望 ， 他 在 本 書 中 提 出 他 的 建

                                                
17 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威廉．克里斯多爾（Willian Kristol），楊紫函譯，民國 91 年，

《當前威脅：美國外交與國防政策的危機與契機》（台北：國防部使政編譯局，民國 91 年）。 
18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美國的危機與轉機－從老布希、柯林頓到小布希的外交

成績單看超級強權的未來走向》（台北：左岸文化，2008）。 



議，希望能幫助美國在這個全球政治覺醒的年代中，重新獲得全球

優勢地位。本書作者曾任職於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對美國外

交的權力運作與政策走向具有相當權威的看法。本書研究為自老布

希至小布希政府期間，與本論文所研究的美國外交政策起始點年代

大致相同，因此提供不少鞭辟入裡的觀點。與本研究不同的是，本

論文僅就新保守主義的理念對美國外交政策進行討論，而布里辛斯

基則是運用了許多國際關係中的理論觀點去解釋三位總統在外交層

面的優點與缺點，這為與本論文所運用的研究方式不同之處。 

 

李連江的《新保守主義》。
19

本書先簡略介紹保守主義、自由主義

與新保守主義的關係，在說明新保守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淵

源、新保守主義對美國政治的影響，以及新保守主義的歷史地位，

對於新保守主義歷經美國社會在 1960 至 70 年代的變動有詳盡的描

寫。其研究的重點放在新保守主義對美國政治及社會面的影響，與

本 論 文 所 強 調 的 新 保 守 主 義 理 念 對 美 國 外 交 領 域 的 影 響 有 別 ； 此

外，其所研究的年代僅至雷根政府時期，新保守主義並非如書中所

言，已經過了極盛時期，而是在小布希政府時期又另外掀起一波的

高潮，成為當時政府官員言所必談的「顯學」，這也是與本論文在

研究的年代範圍所不同的地方。 

 

 二、學術期刊 

在學術期刊方面，克魯瑟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新保守主義

的聚合〉（The Neo-conservative Convergence）20 一文中，對於小布希政府的

外交政策如何轉向新保守主義進行討論，他指出新保守主義不但取代現實

                                                
19

 李連江，《新保守主義》（台北市：揚智文化，1994 年）。 
20 Charles Krauthammer,“The Neoconservative Convergence,”Commentary( July-August 2005), p. 

21﹒ 



主義及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Internationalism）在小布希政府外交政策中的

地位，其相關理念如先制攻擊（Preemption）及單邊主義的做法也佔據了小

布希政府第一任期中的外交作為。 

 

伊肯柏理（G. John Ikenberry）在〈新保守主義時刻的結束〉（The End 

of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
21

一文中，他指出美國的外交在九一一恐怖

攻擊事件後已經受到強硬新保守主義基本主義派份子（fundamentalist）的

操控，很不幸的他們將國家帶往付出極高代價的境界，且嚴重傷害美國的

國家聲譽、可信度及與其他夥伴國家間的安全和善意關係。作者指出了新

保守主義之所以失敗有如下原因：例如戰略層面的失敗、錯估美國的權

力、正當性的問題、權力的行使反而帶來反效果，反而讓人感到恐懼、對

於多邊主義的排斥反而縮減美國外交政策運用的空間以及對於穩定秩序

並沒有提出遠大願景等。因此作者認為新保守主義不但重創了美國外交裡

固有的道德正當性，也破壞了美國長久以來所建立的國際秩序。本文對於

新保守主義失敗的原因列敘詳盡，提供了本論文重要的參考根據。 

 

小克利斯托（William Kristol）和卡根（Robert Kagan）兩人合著的〈朝

向新雷根主義的外交政策〉（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22

一文

中，兩人藉由批判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保守主義對國家利益的畫

地自限外。蘇聯垮台後的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中有一股「回歸正常」

（return to normalcy）的呼聲，亦即在外交政策面要回歸到「季辛吉式的現

實主義」（Kissingerian realism）僅注意「權力平衡」的觀點，而無須特別

關注美國國家利益外的國際事務。而這些觀點也招致小克利斯托和卡根在

                                                
21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the Neo-conservative Movement,”Survival 46, No. 1(2004), pp. 

7-22.  
22 Willian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75,  Iss. 2(Jul/Aug, 1996), p. 18. 



文章中的批判，他們除了重新論述雷根政府勇於在意識形態中與蘇聯進行

對抗外，並將道德的呼籲融入外交的政策中，不但勇於承擔美國對世界的

責任，也堅定的支持友邦對抗攻產主義的侵略，最終贏得冷戰的勝利。他

們呼籲應該運用美國的優勢力量，以道德為訴求，建立起以美國為領導地

位的世界局勢，也就是「慈善的全球霸權」（Benevolent global hegemony）。

本文對新保守主義堅持將道德訴求擺在其外交理念中有詳細的闡訴，而我

們也可以從這份完成於 1996 年的文章窺見小布希政府上台後諸多新保守

主義的外交理念雛型。 

 

老 克 利 斯 托 （ Irving Kristol ） 在 〈 新 保 守 主 義 的 信 念 〉 （ The 

Neo-conservative Persuasion）23 一文中，他首先提出新保守主義的歷史任務

和政治意圖乃是在修正共和黨和美國保守主義的部分內涵，使得他們更加

適應現代化的民主社會。因此新保守主義雖然源自於美國的保守主義，卻

在內涵下與保守主義有不同處。新保守主義在社會方面強調傳統的重要

性，但他們的觀念卻不是守舊不變的，而是對未來充滿期望；而在經濟層

面他們不像一般的保守主義者堅決反對大政府的管理，而是對羅斯福總統

的「新政」給予適度的肯定。而在外交方面，立場則為對愛國主義者的讚

揚、反對世界政府，認為可能會導致世界獨裁政權的形成、堅決反對攻產

主義等。由於老克利斯托為公認的新保守主義「教父」（godfather），其

在本文中所詮釋的新保守主義信念則代表整個冷戰期間新保守主義的基

調，但這篇文章並未預見第二代新保守主義者在小布希政府任內的作為，

自然也未能預料新保守主義在後期的轉變（特別是外交政策面），這是與

本論文在研究時間點上有不同的地方。 

 

                                                
23 Irving Kristol ,“The Neo-conservative Persuasion,”Weekly Standard , Vol. 8,  Issu. 47(August 23, 

2003), p. 32. 



巨克毅與施順冰在〈美國新保守主義理念與美伊戰爭：兼論保守派媒

體形塑戰爭〉
24

一文中，認為美國新保守主義在小布希政府第一任期間強

而有力的影響著美國政治運作。他指出在小布希總統上台後，新保守主義

組織「新美國世紀計畫」（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成

為推動保守理念的大本營，在美國保守派政治精英的與媒體的鼓吹下，終

於導致美伊戰爭的爆發而「先發制人」與單邊主義等做法，更是源自「新

美國世紀計畫」的理念主張，因此可充分證明新保守主義的觀點對小布希

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本文除了在研究新保守主義的政治

理念外，有多數篇幅則側重於探討新保守派媒體形塑小布希政府發動美伊

戰爭的主要過程，此部分則為本論文所謂深入研究的地方，本論文僅對新

保守派媒體略做介紹。 

 

辛本健在〈美國新保守派與布希政府的「新帝國大戰略」〉25 一文中，

指出以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為核心的共黨政府上台以來，美國的霸

權外交色彩陡然加重，單邊主義傾向表現的淋漓盡致。在布希政府反恐的

過程中，「邪惡軸心論」、「新帝國主義論」和「先發制人論」相繼出籠。

2002 年 11 月，共和黨又在美國期中選舉中獲勝，參眾兩院領導權都落入

共和黨之手，這更加有利於布什政府實現其建立新美國帝國的夢想。上述

這一切，都與美國的新保守派重新得勢息息相關。本文中作者亦側重於從

「新美國世紀計畫」中去佐證其論述原則與布希政府外交實踐的關聯性。

而作者將布希政府受新保守主義影響的外交政策通稱為「新帝國大戰

略」，則是過於放大新保守主義對布希外交決策的影響力，相對起本論文，

僅就新保守主義理念影響布希政府外交政策的部分進行探討，這是其與本

                                                
24 巨克毅、施順冰，〈美國新保守主義理念與美伊戰爭〉，《全球政治評論》，第 8 期（2004 年），

頁 1-24。 
25 辛本健，〈美國新保守主義與布什政府的「新帝國大戰略」〉，《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76 期（2003

年），頁 4-15。 



論文有所不同處。 

 

羅致政在〈布希主義與美伊戰爭〉26 一文中，指出美國在九一一事件

後所呈現的外交戰略，反映了布希主義的逐漸成形，而此國家安全思維的

主要內涵，是建立在所謂「新保守主義」對於後冷戰國際環境與美國獨特

角色的看法之上，例如新保守主義者強調美國應該擅用自身做為世界唯一

超強的腳色，建立一個適合美國安全與國際安全的世界秩序；無須避諱將

西方的民主自由等價值對外輸出；而在面對國家安全的挑戰時，也不惜採

取先發制人的作為，甚至在必要的時候採取單邊主義。本文以回顧歷史的

方始，從 2002 年九一一事件一年後美國政府發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這份透露新保守主義觀點的報告開始，至

小布希總統下達對伊拉克攻擊行動為止，十分清晰的描述在新保守主義影

響下，布希主義與美國對伊拉克政策的演進。與本論文研究不同處除了在

研究範圍外，本論文亦只針對小布希政府任內與新保守主義理念有關聯性

的作為進行討論。 

 

元簡在〈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國的影響〉27 一文中，指出新

保守派對美國利益和國際作用的界定以反共主義和和美國特殊論為基本

出發點，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爭鬥，這種傾向很大程度的反映冷戰自由派

的傳統。新保守派的國際主義理論以美國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優越性為

依據，強調美國的政治和道德領導作用。但其過度強調意識形態與美國戰

略優勢的思考模式，反而無助於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客觀的理解世界的局

勢，容易因為自身傲慢的立場而狹隘了外交視野。本文自冷戰期間美國新

保守主義者對反共意識形態思維的形成時代背景寫起，藉由雷根政府時期

                                                
26 羅致政，〈布希主義與美伊戰爭〉，《國防政策評論》，3 卷 3 期，（2003 期），頁 48-72。 
27

 元簡，〈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國的影響〉，《國際問題研究》，第 2 期，1998 年，頁 23-37。 



對抗蘇聯的共產政權來強調為何新保守主義特重意識形態上的鬥爭；而在

冷戰結束後美國興起一股孤立主義的氣氛下，新保守主義者不但反擊這股

根源於美國傳統中的勢力，也強調美國優勢領導的重要性。而作者提到新

守主義所堅持的意識形態和美國優勢領導的地位乃源自冷戰下的思維，面

對後冷戰多元的國際環境會對外交層面的運作造成侷限性，這些困境都在

後來小布希政府的對伊拉克戰後逐漸浮現出來。此文研究上時間點多放在

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外交互動上，而對後冷戰時期至小布希政府時的新

保守主義變化較少提及，這是研究時間的設定上與本論文不同的地方。 

 

研究新保守主義與美國外交政策相關性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以上所

列出的雖為一時之選，但尚有一些遺漏的資料，至於中國大陸相關研究，

則因公正與客觀考量，僅些許列舉。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主要採取歷史分析法與文獻分析法兩種，茲針對這兩種方

法進行說明： 

一、歷史分析法 

本論文的歷史分析法，主要從回顧新保守主義崛起時的歷史背景來談

起。新保守主義並非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其形成的目的並非要創造

一種反應時代變遷的學說理論，而最初其僅是在反映社會變遷下的一種特

定思維模式。所以本論文選擇從美國近代的社會歷史沿革來檢視新保守主

義的發展歷程。此外，本論文題目為「新保守主義與美國外交政策」，本

論文也從歷史的角度來檢視新保守主義在雷根政府到小布希政府時期在

美國外交層面的作為。因此，歷史分析部分為本論文研究的重點。 

 



二、文獻分析法 

所謂文獻分析法，即從蒐集官方文件，學術期刊以及權威機構的資

料，以茲作為分析特定主題的重要基礎論點。外交政策即是特定理念的實

際執行；新保守主義與特定美國外交政策的聯繫性，本論文研究針對美國

政府所發布官方文件、相關智庫研究以及學者的著作中進一步加以歸納、

分析與討論。 藉此可以更了解新保守主義如何轉換成相關外交政策及其

實際的影響。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壹壹壹、、、、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在研究範圍部分，可以細分為「研究標的」以及「研究時間」兩個部

分加以說明。在研究標的部分，本文主要研究的標為美國政府外交政策與

新保守主義的關聯性。雷根時期主張以「實力換取和平」，將蘇聯視為「邪

惡帝國」，堅決與其進行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而老布希及柯林頓政府時

期，新保守主義則因政策考量而暫時退出政策舞台；而九一一恐怖事件發

生後，小布希政府對外政策主要以反恐為最重要的主軸，而反恐理念中最

強調的論點莫過於「邪惡軸心論」（axis of evil）、「單邊主義」以及「先

制打擊」等行動與理念，這也符合了新保守主義若干的理念，以上所提及

美國外交政策與新保守主義的關聯性，都是我們在研究標的下所要探討

的。此外，從雷根時期到小布希時期，新保守主義內部則是由老一代過渡

到新一代的新保守主義者，而他們呈現的理念又是如何引領當代的美國外

交政策，這也是我們有興趣了解的。 

 

至於在研究時間部分，本論文將研究的時間點分為兩大部分，一為新



保守主義興起時的一九六○年代的美國社會；二為從雷根政府開始，跨越

老布希、克林頓直到小布希第二任期至 2005 年止。雖然在小布希總統任

內，新保守主義的影響力（聲望）從對伊開戰後達到最高峰，而後在伊拉

克重建陷入泥淖中聲勢逐漸沒落，但本研究不在討論對伊開戰的政策是否

錯誤，亦無意對小布希政府實施新保守主義以來所招致的正面及負面聲浪

進行討論，本論文研究僅就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假設，對照客觀文獻的資

料，將美國自冷戰後期及後冷戰時期外交政策中與新保守主義理念的關聯

性做一個客觀的回顧及討論，此為本論文所希望達到之最大目的。 

 

貳貳貳貳、、、、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一般來說，研究某國特定時空下的對外政策，學者普遍會帶入相關國

際關係理論進行分析，也就是以「理論面」的理論去評判「實務面」的國

際現勢；而僅以單一理論來論述，通常較易缺乏整體的分析，所以僅能就

研究者發現與理論相符之實際現勢的部分進行討論。對於後冷戰時期之美

國對外政策，各方學者使用數種不同的理論進行研究，一般常見的如「新

保守主義」、「攻勢現實主義」以及「新現實主義」等。本研究僅就「新

保守主義」理論如何影響（引導）美國政府之外交政策進行討論，對於「攻

勢現實主義」及「新現實主義」等理論則不進行個別討論。這是筆者研究

本專題時，因不涵蓋其他種理論所受到的限制。 

 

再來是筆者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國內學者（學界）對於新保守

主義等相關議題研究著墨較大陸方面學者數量上相對較少，對於此現象原

因不得而知，反觀大陸學者，則在這個主題上的研究有諸多著述，也因此

在中文資料中，多所參考對岸學者的觀點；但對岸學者因為對於近幾年小



布希政府所興起的霸權主義遍及全球的做法進行猛烈批判及抵制，站在

「反霸」立場，或許對批判內容不甚公正客觀，令筆者對於參考內容得經

過仔細閱讀篩選，這為引用資料時所受到之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