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的獨特性及侷限性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的獨特性及侷限性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的獨特性及侷限性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的獨特性及侷限性 

 

新保守主義歷經了不同的年代，訴求的理念也因為面對不同的時代背

景而有異；對於老一輩的新保守主義者如老克利斯托而言，其新保守主義

立場主要是在回應社會環境的變動，堅守自由主義陣營的主張；而對雷根

時代以降的第二代新保守主義而言，其焦點則放在對外政策層面，此時新

保守主義者特別突顯在民主價值、道德明確性及美國力量方面的鼓吹。本

章將針對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的正面及負面評估進行探討，以及新保守

主義之困境與未來展望，希冀對新保守主義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的獨特性的獨特性的獨特性的獨特性 

 

新保守主義呈現在外交層面的道德理想主義可說是美國本身文化上

的重要特徵，新保守主義在崛起時原來關注的問題多數在於美國內部的社

會問題，而他們對於宗教式的道德觀念不但呈在對善的生活及美德的追

求，這樣的認知同樣的讓他們認為推動正義、正當行為的發展有助於全體

人類社會。因此新保守主義外交理念呈現出的道德明確性等特質也是可以

理解的。 

 

壹壹壹壹、、、、道德明確性的特色道德明確性的特色道德明確性的特色道德明確性的特色 

事實上，充滿道德理想色彩的外交風格是美國外交政策中一貫出現的

特色。美國的這一股道德意識源自於美國特殊的建國背景，同時也造就了

外交政策中不同的意識形態。美國人的祖先雖源自於歐洲大陸，美國人本



身卻自認為有別於歐洲人。美國人之所以自認有別於歐洲人在於美國不僅

是世界上第一個「新國家」，更是世界上第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政體；此

外，美國以致力改善一般民眾的福祉為其立國之精神，更賦予每一位國民

享有富裕且尊貴生活的機會，更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1
反觀歐洲則是還陷

在社會階級制度、貴族制度，與殘忍的階級鬥爭中；另外一項原因是，美

國是一個完全沒有階級之分的社會，其中絕大部分的人民，均可以分享中

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和民主政治的價值與信念。歐洲國家則完全相反，

社會上共分成三個階級，除了中產階級外，上有貴族階級，後者除了致力

於維持自己的權力外，還希望奪回往日榮耀的封建社會時代。2 因此，在這

樣地理和歷史因素的構成下，造就出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美國人

除了讚美自己在道德上具優越感外，並得出結論，即非民主國家的傳統是

好戰與邪惡；民主國家則是由於有人民的控制與定期更換領導者，因而愛

好和平並深具道德觀。3 

 

因此，自立國之日起，美國人便深信必定可以以自己為範例，將自由

與社會正義散佈給全人類，並且帶領著大家，遠離邪惡的道路，邁向地球

上的新耶路撒冷。4 而美國又是個宗教性極強的國家，從建國先賢是美國為

一個「救贖的國家」到「天佑國家」，到「明示命運」，一直到威爾遜總統

「世界秩序的福音」和小布希總統的「聖戰」，美國始終離不開作為上帝

選民的使命感，
5
而這樣的濃厚的道德觀也構成了美國外交政策中理想主義

重要因素。美國也屢屢從建國時所遵行的孤立主義往理想主義的道路靠

攏。威爾遜總統被視為一位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人道主義者，他說「我們

                                                
1 約翰．史斑尼爾原著，方海鶯譯，《當代美國外交史》（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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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翰．史斑尼爾，前引書，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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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主義和正義來拯救世界」，6 而威爾遜主義更被等同為美國理想主義

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民主」與「人道主義」成了美國外交政策裡重要

的問題。因為這樣道德明確性的原則，美國擺脫孤立主義的陰影，參加了

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世界不至於淪陷於納粹極權的統治下。 

 

而將道德明確性結合美國優越論的戰略則是新保守主義主張維持美國

全球領導的重要做法。新保守主義將重點放在維護美國的軍事獨霸與外交

力量的獨立性，在推進全球民主和自由化的同時，實現「美治下的和平」

是防止世界和平和國際秩序遭到破壞的唯一可靠力量，也使得美國有機會

按照自己的利益安排這一秩序，以捍衛美國的國家利益，尤其是軍事與能

源方面的超強與不虞匱乏，以反恐、推行民主自由為美國價值觀為支柱，

大力促成美國全球領導地位永不墜落。新保守主義者強調道德意識形態對

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作用，因為這樣做「既可以在國際競爭中搶占道

德制高點，取得輿論優勢，又能使得那些經過美國模式改造的國家與世界

最大程度地接受美國的領導」，從而實現永久化的「美治下的和平」。7 

 

道德明確性的做法可以從受新保守主義理念影響最多的兩位美國總統

來說明： 

在雷根政府任內，將與共產主義是意識型態上的對立提升到國家戰略

的層面，他不斷強調美國的作為是基於神的旨意，美國是世界上最高尚的

國家。他把蘇聯視為世界上最邪惡的國家，所以美蘇的對抗是對與錯和善

與惡的鬥爭。
8
早在競選期間，雷根就曾列舉了卡特政府對蘇聯戰略的「七

大缺失」，9 上任後雷根一直將蘇聯視為「煽動內戰、助長恐怖主義、謀求

                                                
6
 關中，前引書，頁 74。 

7 秦昱華，〈美伊戰爭緣起之研究〉，（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8 關中，前引書，頁 74。 
9 Richard A. Melan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Vietnam War, pp. 137-143. 



擴張的罪惡帝國」，雷根對蘇聯的抨擊之詞多數帶有道德色彩，例如：「美

國是自由之島，上帝指派來擔任起全世界和平和自由捍衛者的角色」、同

道德高尚、慈悲為懷的美國相對立的是蘇聯這個「現代世界最具侵略性的

帝國」、「蘇聯是一種罪惡的力量，這種邪惡的力量將會吹熄我們已經呵護

了 6000 年的光明」，10 而此時新保守主義者普遍認為美國意識形態道德的

正當性決定了美國對外干涉行為的合法性，美國與前蘇聯在第三世界爭奪

勢力範圍便被認為是抵禦邪惡侵略、傳播美國價值理想的正義舉動。當然

這樣的信念也影響到美國的對外政策；美國不但公開支持世界上的「自由

鬥士」對抗蘇聯代理政權，也在中南美洲持續進行軍事干預行動。正如雷

根時期國務卿舒茲所言「軍事手段與外交手段是一體兩面的，如果把政治

問題和軍事手段全然分開，我們在世界上將一無所獲。」11 而在雷根政府

之後美國外交上的干涉行動也多數是帶有道德色彩的訴求。 

 

而小布希政府第一任期間，正是新保守主義相當活耀的時刻，他們認

為 20 世紀的許多紛爭多為「社會與文化的衝突」，而美國的霸權不單為「美

元和軍事霸權」，而應謀求「心態的霸權」，意即文化和道德霸權。
12

在道

德上，只要站穩制高點，則有利於美國發揮影響力，使世界更易接受美國

的領導，而在反恐的戰略下，以道德原則為訴求更顯得打擊恐怖主義師出

有名。在九一一恐怖事件發生後至對伊戰爭前，小布希總統的幾次官方文

件及公開場合演說都不斷提及道德與對外政策（反恐）的關聯性，例如 2002

年在西點軍校的演說中提到「道義上的明確態度是我們贏得冷戰勝利的關

鍵…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和任何文化中，道義上的真理都是一樣的，…我

們正處於善與惡的衝突中，美國將直斥邪惡者…美國追求的不僅僅是沒有

                                                
10 呂磊，前引書，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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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opher M.Gacek, The Logic of Force﹕the Dilemma of Limited Wa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63. 
12

 Clark S.Judge, “Culture Power﹕American Hegemony,”Current, March/April 2002, pp. 7-8. 



戰爭的。通過在世界範圍內消除貧窮、壓迫和仇恨，帶著對更美好的生活

的期待，我們有了推廣正義和和平的機遇…。」
13
 

 

貳貳貳貳、、、、將推廣民主視為穩定世界秩序的根本途徑將推廣民主視為穩定世界秩序的根本途徑將推廣民主視為穩定世界秩序的根本途徑將推廣民主視為穩定世界秩序的根本途徑    

道德明確性強化了新保守主義的外交精神層面，而推廣民主則是新保

守主義理念在外交政策中直接的展現。冷戰結束後美國獲得最終的勝利，

這被許多新保守主義者視為是美國民主價值的重大勝利，是自由民主等價

值擊敗了專制極權制度。而在冷戰結束後，第二代的新保守主義者如穆拉

其克及瓦藤堡等人則持續主張將推廣民主列入外交政策裡。卡利札德

（Zalmay M. Khalizad）也提到對於那些享有共同民主理念和自由市場制度

的國家而言，戰爭的行為是幾乎不會發生在它們之間；他並建議維持、加

強及拓展民主和平的地區應該是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外交戰略的重要核

心。14 其他例如小克利斯托和卡根兩人也對推廣民主有不少的著作，他們

表示「美國的外交政策需帶有清晰的道德目的，需奠基於道德目的和國家

利益兩者需和諧並進的概念上。」15
 

 

傳統的保守主義強調現實的物質利益－安全、經濟等，意識形態的目

標往往是服務於現實利益的追求。新保守主義卻將推進民主作為追求的目

標。冷戰時期的圍堵等政策具有防禦性，而現在是具有主動進攻性。將推

進民主作為國家安全戰略主要目標，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是相同的。特

別是柯林頓時期，把推進民主和維護安全、發展經濟並列，作為安全戰略

的三大目標之一。實際上卻是將推進民主置於安全和經濟目標之下，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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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White House,“President Bush 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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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lmay M. Khalilzad, From Containment to Global Leadership？America＆ the World After the 

Cold War(Santa Monica, CA﹕Rand, 1995), pp.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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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p. 27. 



第三位；而現在新保守主義則是把推進民主作為最高的目標。16 新保守主

義者對推廣民主的信念如此堅定乃在於後冷戰的世界不因為美蘇長期的

對峙結束而變得更安全，區域間的權力真空狀態反而導致國際安全存在著

更不安的氣氛，尤其是老布希至柯林頓政府期間對外交政策的缺乏魄力，

導致海珊對野蠻的鎮壓什葉派伊斯蘭教徒和庫德族人的反抗活動，而後又

漠視塞爾維亞對克羅埃西亞等前南斯拉斯組成國的軍事行動，他們認為，

美國的外交政策不能只是侷限在疆域和領土的層面，還要進一步推展理

想，要將推廣自由民主視為重要國家利益，17
 

 

九一一事件後直到美國對伊拉克發動軍事攻擊前，新保守主義對於推

廣民主可達至世界秩序的穩定已經提升至以推廣民主來解決根絕恐怖主

義的發生。而如布特（Max Boot）這位新保守主義所言， 因為自由民的

國家間彼此間不會爭戰、不會資助恐怖主義，也不會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

器，所以這就是當民主理念廣佈在世界中的好處。此外，如果美國要避免

另一次九一一事件再發生，那就必須以民主改變中東地區，即便因此必須

要佔領伊拉克，那美國也應該義無反顧的去做。
18

他將推廣美式的民主理

念稱為「強硬的威爾遜主義」（hard Wilsonianism），因為此理念來自於威爾

遜總統對民主理念的內涵，但是新保守主義者拒絕依靠國際制度和條約體

系來達到推廣民主的目的，事實上，「強硬的威爾遜主義」另一層意思為

為了推廣民主，即使動用美國的力量來達到目的也是必要的。簡而言之，

新保守主義者把推廣民主看程式終極的目標，為了推進民主不惜動用武

力，伊拉克戰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們的理念是：要麼實現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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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建飛，〈新保守主義的能量和侷限，是誰在主導美國對外政策〉，《世界知識》，2003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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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Ledeen,“A Republican Contract with the World,”The Weekly Standard, May 13, 199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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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Boot,“What the Heck Is a Neoco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9, 2003. 



麼面對戰爭。19 

而後美國終於決定出兵伊拉克，也就印證了新保守主義以武力來推動

民主的概念。在中東地區推廣民主，連帶的可以趁機消滅恐怖主義的問

題，美國學界也有類似的聲音，支持推廣民主來對抗恐怖主義，
20

如此不

但可以傳播美國的價值觀，還能進而保護美國的國土安全，姑且不論美國

在中東地區推廣民主的成效如何，新保守主義藉由推廣民主來達致全球地

區的穩定秩序，不可謂不是一種良善美意。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的侷限性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的侷限性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的侷限性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的侷限性 

 

新保守主義歷經時代的變遷，從興起到茁壯，從社會層面到外交層

面，從雷根政府到小布希政府，新保守主義歷經許多時代的挑戰；眾所週

知的新保守主義因堅持反共的意識形態對抗，結合了彼時冷戰對峙的環

境，成功的在雷根政府任內獲得重用；而在小布希政府第一任期間又因為

特殊的機遇，而在特定時期內成為外交政策實行的規範，而在對伊戰後，

新保守主義的理念卻逐漸在美國政壇消聲匿跡，追究原因，我們須從新保

守主義在外交層面的侷限性討論。 

 

壹壹壹壹、、、、以意識形態指導外交政策以意識形態指導外交政策以意識形態指導外交政策以意識形態指導外交政策，，，，過於狹隘過於狹隘過於狹隘過於狹隘 

新保守主義的一大特點為以近乎宗教信仰觀點中善與惡的二元對立來

構成其道德價值觀，因此，新保守主義者以非黑即白的觀點來判別國際局

勢，採取絕對道德主義的立場，他們相信自己佔領道德的制高點，並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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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 L.Windsor,“Promotion Democratization Can Combat Terrorism,”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6, Summer 2003, pp. 43-58. 



為不認同他們觀點的人就等同於失敗主義者。21 也因此這種善惡分明的判

斷方式，產生了西方世界不同於阿拉伯世界的差異觀點，甚而認定美國海

外利益最大的威脅，是中東及全球各地的伊斯蘭勢力。22 新保守主義從雷

根政府時期開始，就強調道德因素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主張以意識形

態來區分敵我的分別，進一步也因意識形態的差異來界定國家利益。簡單

來說，冷戰期間與「邪惡」的共產主義的對抗使得美國得以清晰和明確地

界定了國家戰略目標，同時也鞏固了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社會和美國國內

的團結。從意識形態來區別我群與他群，自美國建國以來每當面臨國家利

益遭受威脅時，這樣的外交模式就會出現，目的則為凝聚國內的團結意

識，一致對抗外在的敵人；例如獨立戰爭時期，美國以自身的民主平等來

對比歐洲的封建專制；二次世界大戰時也如此區分美國自由陣營與集權的

納粹陣營。總而言之，新保守主義理念中以善惡來辨別敵我的意識形態可

謂源遠流長。 

 

而在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及戰略層面所面對的尷尬處境為「敵人」

不存在，「1980 年代末蘇聯政權突然的垮台，如同帶給西方冷戰外交精英

們如同那些真正信仰馬列主義的信徒般相同的創傷」21 面對後冷戰的複雜

情勢，美國習慣於長期的兩極對立局勢，此時非旦無所適從，且傾向對國

際性的問題不願承擔責任，「不情願的警長」對領導世界的角色遲疑，導

致後冷戰時期許多原本可以預防的區域衝突不斷的擴大。歷史學者小史勒

辛吉（Arthur Schlesinger, Jr.）認為如果美國不肯付出代價，包括金錢和鮮

血，就不可能建立「世界新秩序」。他坦率的指出，美國必須有一個敵人，

才能凝聚力量。22 同樣的，老克利斯托也指出「對於像美國這樣的一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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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fan A.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 p. 11. 
22

 Ibid, 
21

 Ted Galen Carpenter,“An Independent Course,”in America’ Purpose﹕New Visions of U.S.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Owen Harries(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ICS Press, 1991),  pp. 81-87. 
22

 關中，＜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遠景季刊》，第三卷第一期（2002 年），頁 7。 



界性大國，在缺少一個可以命名的敵人下，很難形成一個清晰的外交政

策。」23 而杭廷頓在 1993 年發表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

到未來世界的主軸將是「西方對非西方」（the West Versus the Rest）；他指

出在正在顯現的世界中，屬於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關係不僅不會

是緊密的，反而常常是對抗的…在宏觀層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

非西方之間，在以穆斯林和亞洲社會為一方，以西方為另一方之間，存在

著最為嚴重的衝突。24 後來在發生了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所謂文明衝

突論的說法甚囂塵上，新保守主義者借力使力，則將新的敵手轉向伊斯蘭

世界，特別是支持恐怖主義的相關國家。 

 

而新保守主義從意識形態上界定外交政策的做法可以在冷戰期間運用

來與蘇聯對抗，卻未必是用於小布希政府反恐的策略路線。雷根政府時期

新保守主義者之所以成功的將意識形態的對抗轉化成對抗蘇聯的有力外

交政策主要在於蘇聯共產主義的確對非共產陣營存在長期性的威脅，且在

雷根政府時期與蘇聯的對抗並不止於意識形態的對立，同時也透過對談、

裁軍及與他國合作等方式最終才促使蘇聯集團瓦解，可以說意識形態的對

立是配合著其他的要素，不至於成為一種全然情緒性的外交指導模式；而

在九一一恐怖事件後，小布希政府中的新保守主義者欲再度複製這種「光

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間的鬥爭」模式，將整個國際社會長期存在的恐怖

主義問題，簡化成只要打擊某些特定的「邪惡軸心」以及「流氓政權」即

可達到解除恐怖主義威脅，他們不僅相信美國是「人道和正義的榜樣」，「義

個正義的美國使其他國家既不恐懼，也無需猜忌」，並且深信「仁慈的霸

                                                
23

 Irving Kristol,“Defining Our National Interest,” in America’ Purpose﹕New Visions of U.S.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Owen Harries, pp. 53-73. 
24 塞謬爾‧亨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周琪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

華出版社，1998 年)，頁 171，199。 



權可以保障世界的和平。」25 這樣特重意識形態的對抗而忽視國際體系多

元的合作機制，使得新保守主義不僅對外政策流於偏頗，且容易走上極端。 

 

貳貳貳貳、、、、獨斷獨行獨斷獨行獨斷獨行獨斷獨行，，，，忽視國際機制忽視國際機制忽視國際機制忽視國際機制 

小布希政府第一任時期，新保守主義的勢力重新崛起，而這群年輕力

壯且自詡為「強硬威爾遜主義者」的外交精英人士在掌政後，外交上走著

單邊主義的路線，強調美國應奉行獨特不受國際管制的外交立場，而新保

守主義的理念也從根本上迎合了美國霸權擴張的需求，讓美國在短時間看

起來猶如朝著建立一個帝國的方向前進，完全不受其他機制的約束。如學

者所言，美國一直渴望保持自身「在各種情形下決定自我方針的能力」，26

新保守主義者相信美國不應該受到國際社會的限制，一方面是美國足夠強

大採取單獨行動並可以使得其他國家跟隨其後，另一方面則是認為多邊主

義對美國憲法及國內法的自主權構成威脅，因為多邊主義與國際法不受到

美國公民的控制，所以賦予它們權力來支配美國公民便不具有合法性。27
 

實際上美國長久以來在回應外交政策的挑戰，擺在首要考量的因素即

是美國國家利益；在一切思考都以促進本身的利益最大化的情況下，又能

保持自由行動的不受拘束，自然造成了美國喜歡照著自己的遊戲規則來行

動。而新保守主義中的單邊主義成分根本強化了美國「例外論」的這個部

分。例如聯合國的角色，原先這只是美國為了維持國際秩序而一手設計和

建立的組織，事實上美國並不認為聯合國擁有的權力可以凌駕在美國的國

家主權之上，相反的，美國僅將聯合國當成一個工具，如果需要聯合國，

便支持，如果聯合國的決定對美國不利時，便杯葛。28 例如柯林頓政府時

                                                
25 關中，＜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頁 21。 
26

 Joseph Lepgold and Timothy Mckeown, “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xceptional？An Empi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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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005 年 11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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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中，〈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頁 13。 



期的駐聯合國大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女士，曾公開表示任何

與美國利益不符合的聯合國行動，美國都要否決。她在美國國會曾說：「聯

合國的維和工作只能幫助美國，而不是扯美國後腿，它僅是提供美國在危

機發生時，在單獨採取行動或不予理會之間作一選擇而已。」29 而這樣的

外交思維模式在則由小布希任內的新保守主義者更加變本加厲。 

 

而新保守主義之所以主張美國可以獨斷獨行，不必顧慮國際的看法和

約束，除了認為「美國已經足夠強大，擁有足夠的實力和遠程投射能力為

依恃而可獨斷獨行」，30 且他們對國際制度和條約一直存在高度的不信任

感，認為現今國際局勢較冷戰時更為危險，坐著等待國際制度對威脅進行

制裁的風險無疑讓美國陷入更高度的風險中，與其讓風險持續擴大，不如

主動塑造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局勢，這也是為何九一一恐怖事件後美國執意

照著自己的意志不惜和多數國家翻臉也要軍事制裁伊拉克的重要考量。且

聽小布希在對伊拉克下達攻擊前的記者會所說的這句話：「在涉及美國安

全的問題上，如果我們需要採取行動，我們將採取行動，我們不需要聯合

國同意這樣做。…我們的確不需要任何人的許可。」31 而小布希上任後美

國陸續退出多項重要條約例如「反飛彈防禦系統」等乃至最終走上對伊戰

爭的路，這些都早已出現在新保守主義的相關著述和理念裡。 

 

而這樣也形成新保守主義在外交上的侷限性，美國這樣為所欲為獨斷

獨行的舉動，不僅大大的損害其世界領袖地位的聲譽，也打壞了長久以來

和西歐國家的和諧關係，新保守主義單邊主義的做法可能造成美國在國際

上被孤立的危險，全球化下的國際局勢遠比新保守主義者所認知的還要複

                                                
2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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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September-October 

2002), p54. 
31 辛本健，＜美國新保守主義與布希的新帝國大戰略＞，頁 11。 



雜，絕非僅走單邊主義路線而繞過相關國際組織的美國就可以獨立完成目

標，例如在推動反恐的戰略下，就算打下了所謂的「邪惡軸心」國家，美

國到頭來還是要重回多邊架構尋求國際合作 ，而新保主義的思維未必需

要多邊主義合作的後冷戰國際局勢。 

 

參參參參、、、、以武力推廣民主難度甚高以武力推廣民主難度甚高以武力推廣民主難度甚高以武力推廣民主難度甚高 

新保守主義自認追隨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路線，認為美國的自由與

民主價值觀值得推廣到全世界，一來是民主的推廣和擴大有利於鞏固美國

的領袖地位，實際上和美國安全戰略的總目標也就是維護單極霸權的目標

也是一致的。他們認為民主國家往往都和美國有相同的價值觀，更容易認

可美國的世界地位，進而接受美國的領導；二來在美國人看來，民主國家

對美國都沒有敵意，即使強大了，對美國的威脅也相對小。而非民主國家

則不同，如果非民主國家一旦強大了，必定要威脅美國安全，所以美國在

界定「流氓國家」的時候，最主要的標準是他們是不是民主的。此外，新

保守主義者認為民主國家不容易滋生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問題，而非民主

國家則容易產生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32 這些考量讓新保守主義者將推廣

民主視為美國外交政策中必要的做法，但其實行中最值得商榷的點則新保

守主義者認為了在推廣推廣民主的過程中，動用武力是必要的手段。推廣

民主和動用武力的關聯，彷彿是象徵美國的自由女神，代表的為自由平等

的形象，卻一手拿著聖經，另一手卻握著利刃，給人非常矛盾的感覺。 

 

而以武力來推廣民主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並非獨特的思維邏輯，過去

在冷戰期間，美國在中南美洲扶植代理政權以及資助游擊隊，用以對抗執

政的親共黨政府就是屢見不鮮的例子。而美國使用這套戰略的出發點乃在

                                                
32 秦昱華，《美伊戰爭緣起之研究》，（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認為一旦那些對美國造成威脅的政權被移除，所有伴隨的麻煩事就會煙消

雲散。而在後冷戰時期，新保守主義者如小克利斯托和卡根對這套戰略模

式給了一個新的說辭：「政權更替」。而這一套做法有支持敵對的叛軍，如

雷根主義的路線、也有公開或秘密的方式支持異議份子，再配合運用經濟

制裁與外交孤立、當然也有派兵對危害安全的政權進行干涉，如同第一次

波斯灣戰爭。33 對於以使用武力為內涵的「政權更替」來推廣民主的成效，

新保守主義信誓旦旦的舉出如菲律賓、印尼、智利、尼加拉瓜等成功的例

子，而他們也認為對於「邪惡軸心」的相關國家，一旦對民主有威脅的政

權被移除，則民主價值就可以快速的建立，而美國不但盡了傳播自由價值

的世界責任，國際情勢也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但新保守主義以武力來推廣民主所遭遇的侷限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國

內民意與輿論的限制。美國民眾對美國海外用兵的看法大致為：34 在為危

機發生初期，一般民眾以是否有危及美國重要的國家利益以及道德責任的

角度，來判斷是否應該出兵。但即使民眾感覺美國有責任採取行動，除非

總統帶頭，大多數的民眾仍傾向不動為宜，或是傾向以外交、經濟等手段

來解決問題。九一一恐怖攻擊後，美國人之所以會支持打擊海珊政權在於

政府說服人民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對世界和平及美國本身會持

續造成威脅，而非認定美國對中東負有推廣民主的道德義務，隨著伊拉克

重建工作的遙遙無期及美軍傷亡數字的不斷攀升，民意的反彈聲浪也會越

來越大，而新保守主義的以武力推廣民主的理念也會遭受質疑；此外，新

保守主義的另一個侷限處在於其鼓吹的以武力來推廣民主有其可行之

處，但卻對武力行使後的重建工作缺乏清晰的架構，他們自信於美國無以

倫比的軍事力量，卻對重建工作顯出窘困的態勢，導致美國雖然軍事上勝

                                                
33 羅伯特．凱根（Robert Kagan）、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當前威脅》（Present Dangers），

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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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了，目前卻在伊拉克問題上陷入泥沼，這也是其理論侷限不足之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新保守主義的困境及目前發展新保守主義的困境及目前發展新保守主義的困境及目前發展新保守主義的困境及目前發展 

 

壹壹壹壹、、、、困境困境困境困境 

如果將美國對伊拉克的第二次戰爭視為新保守主義理念在這個階段的

最大成就，同樣的，新保守主義的聲望也在對伊戰爭後由如日中天走到了

幾乎沒落的谷底。新保守主義主張的單極霸權體系主張以美國無以倫比的

力量來塑造有利於美國的世界秩序，而其倡導推廣美式的自由民主價值可

以穩定世界秩序以及符合美國利益的論點，這些論點本身並沒有很大爭

議，值得爭議的是他們推廣民主的方式，即強硬的以霸權傲慢的心態來進

行，這也造成了新保守主義目前陷入了困境。而其主要面臨的困境有以下

幾點： 

一一一一、、、、國際及國內層面國際及國內層面國際及國內層面國際及國內層面：：：： 

由於美國發起伊拉克戰爭未獲得相關安理會大國的支持，且未得到聯

合國對其行動的背書，而美國所依據的強烈理由乃為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

滅性武器，以及有證據顯示伊拉克和基地組織的恐怖行動有相當關聯。而

在 2003 年對伊拉克軍事行動前，全世界普遍還是相信美國總統所言的事

實，當時美國是站在一個道德的制高點，擁有十足的正當性。而後事實證

明美國不但未發現任何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也未能提出

任何海珊政權與基地組織有掛勾的證據 35，當然也不是美國所宣稱的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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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h/phoenixtv/102-101-101-110/2008-03-17/02022741175.html，2008 年 3 月 17

日。 



克和九一一恐怖攻擊有任何關聯。36 國際社會對美國的不信任，已經傷害

了美國的國際正當性，而這正是一個國家「軟性權力」的重要來源。美國

的權力過去之所以被認為是「正當的」，乃是因為美國被認為與人類基本

利益站在同一陣線。然而，權力一旦被認為是不正當的，就表示這種權力

的本質已經變得沒有說服力，而且必須投入更多的力量才能達到所欲的結

果。換言之，軟性權力的喪失，也削減了「硬性權力」。37
 

 

如今美國陷入伊拉克的重建泥沼中沒完沒了，新保守主義者自然難辭

其咎。從九一一事件後，新保守主義處心積慮的藉著反恐的策略將問題矛

頭指向伊拉克，而他們任職於小布希政府裡的高層人士結合智庫及媒體的

力量，反覆的將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等同於恐怖主義的形象方

送到美國民眾心中，且主張對伊出兵可以將民主散佈到中東地區，也可有

效打擊恐怖主義的士氣。如今看起來，由新保守主義主導的精心主導的這

場戰爭，不但賠上了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聲譽，也重創了其好不容易復興

的聲名，反倒使其陷入了欺騙及公然撒謊的困境。 

 

二二二二、、、、理論層面理論層面理論層面理論層面 

美國政府一直信奉著三個信條，而這三個信條也是從新保守主義的世

界觀中擷取出來，並構成美國將阿富汗的軍事勝利轉化為伊拉克戰爭的決

策基礎。第一信條為源自於中東地區的恐怖行動，反映出恐部分子對美國

的深刻仇恨。第二個信條為中東地區的政治文化，尤其是阿拉伯文化，對

於武力的崇尚尊敬勝過其他事物，，致使美國本身（或代理人）的力量，

成為解決該地區問題所不可或缺的一個要件。第三個信條為外部力量可以

促成選舉式民主的實踐，即使是因為武力而在文化與宗教上接受外國勢力

                                                
36 Quoted in Slavoj Zizek,“Iraq’s False Promises,”Foreif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4, p. 44.  
37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前引書，頁 168。 



的和解，但是阿拉伯國家仍可以從憎恨自由轉而喜愛自由。38 尤其是第三

點信條反映出新保守主義者自以為美式的民主價值觀放諸四海皆準背後

所代表的傲慢狹隘的思考困境。 

 

事實上，老一輩的新保守主義者如科克帕翠克就美國當時在中、南美

洲推廣民主的經驗提到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緩慢和演進的過程；她同時強調

民主體系不可能在一無所有的基礎上由外力強加建立起來或臻於完美…

民主的擴展只有透過一點一滴的努力，才能取得逐步的進展。無獨有偶

的，時任人權事務助理國務卿的艾布拉姆斯也提到「民主信徒的任務不是

要在一個強烈反對民主的世界中將民主強加於他人，而是要幫助那些承認

民主價值的人實現他們的期望」。39 當民主制度被迅速強加在一個傳統社會

之上，這個社會尚未做好公民權利擴張與法治概念的準備時，內部衝突就

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原本就互不寬容的極端主義份子也會以暴力方式互

相對抗，演變成不寬容的民粹主義。這樣的後果實際上已經驗證在現今的

伊拉克境內，而也是目前這群短視的新保守主義者理論上所面臨的困境。 

 

三三三三、、、、道德層面道德層面道德層面道德層面 

事實上來說，小布希政府時期的新保守主義之所以如此短暫（約從小布希

政府上台至第二任初期）最重要的原因乃乃在於其陷入道德危機的困境。如前面

研究所提，新保守主義的一個獨特性在於它的道德明確性，新保守主義者強調道

德意識形態對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作用，因為這樣做「既可以在國際競爭中

搶占道德制高點，取得輿論優勢，又能使得那些經過美國模式改造的國家與世界

最大程度地接受美國的領導」，從而實現永久化的「美治下的和平」。由於這一種

美好的願景使得在九一一恐怖攻擊後，美國民眾以最大的支持度來回應小布希政

                                                
38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前引書，頁 172。 
39

 呂磊，前引書，頁 248。 



府推行的包括對伊拉克軍事行動在內的各種反恐安全策略，而美國及全世界的人

民隨後卻逐漸見證以下的事件：「為了推行美國式的民主，美國可以不經聯合國

授權，使用武力攻擊一個主權國家，推翻它的政府；為了從國會得到使用武力的

授權，行政當局可以用假情報誤導國會，欺騙民眾；為了進行反恐戰爭，軍方和

中央情報局可以虐待俘虜，在各地設立“黑牢”；為了壓制反戰聲音，白宮官員可

以洩露國家機密，對異己進行打擊報復。」
40

 

特別是在反制暴力攻擊下，美國軍隊中屢傳不鮮的虐囚事件，這樣的

畫面透過報導傳遍全世界，進而重創了美國在世界上的道德定位。新保守

主義口口聲聲將民主與自由推廣出去，卻在別人的領土上展現出強烈的反

伊斯蘭文化氣息，徒然讓人聯想起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佔領地上所做的許多

非人道做法，美國除了賠上自己身為全球領導地位的聲譽，也使得伊斯蘭

的世界產生更多仇恨美國的不穩定因素，這實在是缺乏歷史觀的新保守主

義者當初所未能預料到的局面。 

貳貳貳貳、、、、目前發展目前發展目前發展目前發展（（（（至至至至 2005200520052005 年止年止年止年止））））    

在伊拉克戰爭過後，美國逐步陷入對伊重建的重大負擔中。不僅小布

希政府對自伊拉克境內撤軍的日期遙遙無期，逐漸增加的美軍傷亡人數以

及投入如無底洞般的後續龐大費用也使得美國國內對小布希的對伊政策

發出嚴厲的抨擊，這也連帶的是使得對伊拉克政策有相當影響力的新保守

主義者面臨了內外夾擊的窘境。根據新保守主義設定的路線圖，美國原本

應該在解決伊拉克問題後，隨即開始針對伊朗、敘利亞以及北韓等「流氓

國家」的問題進行開刀，而小布希在意識到新保守主義的主張無法有效解

決美國的外交困境後，逐漸開始與其保持距離且壓制其影響力。新保守主

                                                
40 王建偉，＜新保守主義的道德危機＞， 

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030/3832870.html，2005 年 11 月 7 日。 



義者原本計畫在對伊戰後接著將矛頭指向敘利亞及北韓等國家，但在敘利

亞問題上，小布希總統駁回了國防部關於敘利亞發展化學武器的報告，並

不允許制定攻打敘利亞的軍事計畫；在對北韓方面，原本在對北韓問題具

有政大發言權的新保守人士如伍弗維茲及阿米塔吉等人，則在紛紛去職及

外交政策轉向下，新保守主義頓失在此議題的主導力。 

此外，新保守陣營與原本堅定支持的其他高層人士如前國防部長倫斯

斐（Donald Rumsfeld）有了路線上的爭執。美國國防部本是新保派的“大

本營”，上到前國防部長倫斯斐，到前國防部副部長伍弗維茲，國防部政

策次長道格拉斯．費斯（Douglas Feith），國防部國防政策諮詢會的珀爾

（Richard Perle），這些人都是推動美國先發制人攻打伊拉克的幕後操縱者。  

而倫斯斐本人不是新保守主義者，卻在小布希上台後一路對新保守主義主

張的路線持相挺的態度，他也曾在「新美國世紀計畫」的創立宣言中簽屬

背書，和新保守主義者的淵源可謂深厚。而在對伊戰後，卻在對伊拉克增

兵及調度方面和新保守主義者有分歧的看法，而後更進一步質疑美國的先

發制人戰略有所缺陷，導致反恐戰爭的的前途不甚樂觀。這等於間接否定

新保守主義者的主張，以上種種都加劇了雙方的分裂。 

而在小布希第二任期開始至 2005 年止，有影響力的新保主義者如前

國防部副部長伍弗維茲、前副總統幕僚長李比、國防部國防政策諮詢會主

席的珀爾、國家安全會議的艾布拉姆斯等重量級新保守主義者皆因為事端

而紛紛去職，小布希政府在諸多國際議題上也重拾多邊主義的路線，政論

雜誌中已經逐漸不討論新保守主義的理念，實質上宣告新保守主義影響力

式微。而其是否有機會再度乘時而起，恐怕只能靜靜的蓄積能量，等待下

一個如九一一恐怖攻擊般的議題再伺機崛起。 



本章針對新保守主義在外交層面的獨特性與侷限性進行探討。新保守

主義呈現在外交層面的則為其充滿濃厚道德色彩的外交理念，這些宗教式

的道德理念使得他們認為推廣正義、正當行為有助於全體人類社會，這也

可以解釋為何他們將推廣美式民主理念視為根除恐怖主義及穩定世界秩

序的根本途徑；而在理念的侷限性方面，則為其過度注重從意識形態去尋

找敵人，而忽略了現實國際環境中與相關機制的協調合作，這造成了在外

交政策中其偏重單邊主義的做法，此外，以武力推廣民主的未必可以良好

的達成推廣民主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