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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現實主義者從權力角度解釋國際關係，認為國家間相互行使權力的現象稱

為現實政治或權力政治，為國家社會理性運用權力，追求自身利益。政治權力

的重要性超過道德、意識形態及其他經濟與社會生活層面，意識形態對於決策

者的影響微乎其微。
1
 學者莫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其著作《國家間的政

治－為權力與和平的鬥爭》一書中，主張國際政治受限於客觀及普遍適用的法

則，無論決策者的心理狀態為何，他們都必將追求國家利益，也就是追求權力

： 

（一）政治是根植於人性的客觀法則所支配的，現實主義相信政治法則的客觀

性，為了使社會不斷完善，首先需要瞭解和掌握社會賴以生存的法則。 

（二）以權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是政治現實主義研究國際政治的主要標誌性特

徵，它是政治現實主義的核心，它使國際政治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

，而區別於經濟學（以財富界定權力）、倫理學、美學和宗教學。 

（三）以權力界定利益的核心概念具有普遍性、客觀性、變化性和多樣性。權

力是政治的目的，政治是權力的實質，任何政治都受以權力界定利益的

支配，這是普遍適用和客觀存在的；另外決定歷史特定時期行動的那種

利益，又取決於對外政策制定時所處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因而其有變化

性和多樣性。 

（四）普遍的道德原則不適用於政治領域。政治現實主義深知政治性動的道德

意義，個人和國家都必須依據普遍的道德原則來判斷任何政治行動。但

是普遍道德原則不能以其抽象的形式應用於國家行為，而必須滲透到具

體的時間地點的情況中。 

（五）不應把具體國家的道德擴展為普遍的標準。所有國家都有一種把自己國

家的模式推廣到更大範圍的衝動，但政治現實主義認為，某個國家的道

德可能適用於特定的國家，但並不一定適合更大的範圍。 

（六）政治現實主義強調權力政治範疇的獨立性，堅持以權力界定利益。因此

政治現實主義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區別是真是的、是深刻的。 

    個人在本論文中，嘗試以此觀點去探究中共近廿年在重新尋求其國際定位

所推動之「睦鄰外交」政策，執行上對於週邊區域與現行國際情勢將形成何種

                                                
1 高德斯坦、佩夫豪斯（Joshua S. Goldstein、Jon C. Pevehouse），《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7E）），歐信宏、胡祖慶譯，第二版（台北：雙葉書廊，2007 年），

頁 57。 



- 134 - 

衝擊，藉由中國歷史經驗與紀錄，將此政策與過去倚「朝貢體系」所建構睥睨

東亞之中華帝國做比較，似乎「睦鄰外交」已使得中國獲得部分外交上利益，

有利於國家目標達成，試圖藉由文獻蒐整、判讀、尋求對下列三個問題提出一

個合宜解釋： 

（一）睦鄰外交政策背景與意涵？  

（二）建構睦鄰外交之具體實踐與驗證？ 

（三）從朝貢體系歷史意涵與發展，看睦鄰政策實踐中所面臨問題與困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時至今日，隨著中共政經實力的日益強大，積極營造「和平崛起」的國家

形象，尤其近年來刻意由中華傳統文化或儒家觀點切入，建構國家發展藍圖，

並運用「務實王道」的概念，發展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社會主義，顯示中共積

極爭取中華傳統文化的詮釋權，例如：致力於海外華語推廣工作，派遣華文教

師從事華語教學，並廣設孔子學院、普及簡體字、舉辦世界佛教高峰會等，大

力鼓吹「中國熱」以擴大其「軟權力」
2
的影響層面，可見中共積極透過政治與

外交政策的支撐，而欲重塑以其為新「朝貢體系」核心之用心。    

壹壹壹壹、、、、中共睦鄰外交下新中共睦鄰外交下新中共睦鄰外交下新中共睦鄰外交下新朝貢體系之構建朝貢體系之構建朝貢體系之構建朝貢體系之構建    

    綜合前述，自先秦以來迄清代為止，中國歷代君主在治理國家時，逐漸由

理想王道轉變為務實王道思想，其展現在睦鄰外交層面上，即主張在本身有足

夠的實力時，以追求國家利益為前提，實現對外稱王為目的。
3
事實上，中國的

朝貢制度，即是以「睦鄰外交」為其指導，在兼顧道義的原則下，運用和平方

式來解決對外紛爭。而中國以武力來征服鄰國的情形，大都只是為了滿足天朝

的虛榮心，其動機多是純政治性的，較多時候反而是以「睦鄰」方式與外國交

往，實與西方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採取強取豪奪的方式並不相同。
4
 

    由於中國歷代皇帝常自詡為「天下共主」，而在傳統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

中，通常主張大一統帝國（分久必合）之觀念，再加上華夏文明比周邊國家來

                                                
2 「軟權力」是美國學者奈伊提出的概念，即全球化時代國家的權力不再以傳統的硬權力為主

，軟權力的散佈與傳遞，可能更具影響效果。如冷戰的勝利和美國文化價值觀念的全球化，

即是透過新聞、娛樂、廣告、消費等軟權力來實現。朱新民，〈面對中共和平崛起－發展台

灣軟性國力〉，《國政評論》，內政（評）093-050 號（2004 年 9 月 7 日），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3/IA-C-093-050.htm. 
3 石之瑜，《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台北：五南出版社，1995 年）

，頁 102。 
4 劉宏煊主編，《中國睦鄰史》，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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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豐富璀璨等因素，使得中國產生以「天朝」為主的「中國中心說」思想。根

據學者梁伯華在整理費正清《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以清

朝為例，將中國為東亞體系中心所構建的朝貢關係所形成的「核心階層」（a 

concentric hierarchy）理論，依朝貢國距離中國之遠近，劃分為數「區」： 

一、體系核心：中國－天朝（Middle Kingdom）。 

二、邊陲區（Frontier Zone）：，有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 

三、漢化區（Sinic Zone）：包括朝鮮、安南（越南）、琉球及日本。 

四、內亞區（Inner Asia Zone）：亞洲其它國家，如：暹羅、呂宋、緬甸等地。 

五、外亞區（Outer Asia Zone）：包括不臣服或不朝貢的亞洲國家，並泛指不

定期朝貢的西方國家，如：荷蘭及葡萄牙等國。
5
 

    在廿世紀以前，亞洲很多國家都是中國「朝貢國制度」的組成國，特別是

在漢化區及內亞區內的朝貢國；而中國統治者基於「厚往薄來」（面子外交）

、「以和為貴」之傳統，亦會透過各種方式修好與鄰國的關係，如：和親政策

、
6
納歲方式等，但此朝貢制度延續至清末的「鴉片戰爭」時，成為中國對外關

係的重要轉捩點。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對外關係只有朝貢制度，但在鴉片

戰爭以後，中國的對外關係，則以二種制度並存：一是朝貢制度（與原朝貢國

維持傳統禮儀關係，並以天朝自居）、二是條約制度（與西方國家訂立條約（

Treaty System）關係）。但在西方帝國主義日益鯨吞蠶食之下，中國的藩屬國

及其朝貢制度，最終還是逐一瓦解了。 

                現今中國在睦鄰外交政策推動下，對於東盟之作為似有欲將其構建成「漢

化區」與「內亞區」跡象，使其成為中共國家發展的安全屏障和資源運用、共

享一環；且觀察這20多年來政策調整，試將其與明、清兩代做比較，可發覺其

中有趣之關連性： 

    明太祖建業於元末大亂之際，朝廷貪婪暴徵，群雄相互爭伐，人民生計甚

窘，即位後幾次政案（胡惟庸、藍玉等）牽連殺戮甚廣，在皇權穩固下，諭後

世「永不征伐15國」是在免兵權旁落威脅與安定國業考量下，復興其小農經濟

體系；清軍入關之際八旗部眾有限，攝政王多爾袞藉「三藩」之力擊滅南明諸

帝，而能在不損己力下鞏固政權；康熙幼年即帝，顧命大臣結黨攏政，在隱忍

布局下以計謀誅殺權臣鰲拜，建立絕對威勢親政掌權，始有康熙盛世之肇始；

相對於鄧小平執政於承接文革近乎鎖國型態之劇烈變局後，不論在政治、經濟

                                                
5 梁伯華，《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1 年），頁 12-23。 
6 漢、唐以來有 10 多位公主或皇親遠嫁匈奴、吐蕃、契丹、回紇、南詔等周邊國家和民族，漢

朝「昭君出塞」，唐朝「文成公主進藏」都成為「和親」外交的實例。崔明德，《中國古代

和親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4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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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與心理上中國都遭受嚴重創痛，亟需修整，而在漸與西方接觸更感到彼

此間差距，似乎又回到清末之際。為調整建設步伐，採取「和平發展、不結盟

、反霸、韜光養晦、改革開放、經濟合作」等外交作為，即在提供一個可安然

從事其黨國內部自我發展、調整經建與理論基礎的時空環境。 

    明朝成祖奪帝位後遷都北京，第一件事即北征出兵大漠，擊敗內蒙地區蒙

古部族，此措施並非在拓展疆土，而是解除殘元舊部對於北方威脅；清康熙削

三藩、滅明鄭收復台灣、征準喀爾部亦非以開疆為主要思量，而是三藩已成清

廷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負荷、威脅，明鄭存在可能襲擾東南沿海也關係到江

南中多漢民族之臣服度，出兵喀爾部是基於保護清朝最重要盟友、外藩－蒙古

免於受其侵考量；這與江澤民時期所強調的：睦鄰友好，堅持與鄰為善、以鄰

為伴，加強區域合作，參與多邊外交活動，意圖建構一個利於中國發展的安全

環境相類似。 

    而明成祖、宣宗派遣鄭和七次遠航，除宣慰國威，安定週遭海域長久治安

困擾「海盜」外，並藉由優惠經貿作為，促進與東南亞諸國交流；清雍正對於

西南雲貴地區少數民族治理，以「改土歸流」政策，將其納入中國政體格局，

並與泰、緬等國界定出界線；清乾隆平定回疆，穩定西北回民可能動亂，並以

、「金瓶摯簽」措施，將「政教合一」藏部納入中國控制；中共近年在胡錦濤

時期所推行之：和平發展、以鄰為善、以鄰為伴、積極推動「睦鄰、安鄰、富

鄰」區域合作為本質之睦鄰外交，都在於推動區域體系統整（區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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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中共睦鄰外交階段政策與明、清時內外關係對照表 

 

階段 政策作為 效用 明、清 

鄧小平時期 

和平與發展、不結盟、

反霸、韜光養晦、改革

開放、經濟合作 

從事內部自我

發展、調整 

明太祖稱「永不征伐

15國」 

清順治入關，藉「三

藩」滅明 

康熙親政掌權 

江澤民時期 

新安全觀、睦鄰友好，

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

伴，加強區域合作，參

與多邊外交活動，在聯

合國和其他國際及區域

性組織中發揮作用，支

援發展中國家維護自身

的正當權益 

建構安全環境 

明成祖北征大漠，驅

逐蒙古 

清康熙削三藩、滅明

鄭收復台灣、征準喀

爾部 

胡錦濤時期 

和平發展、以鄰為善、

以鄰為伴、積極推動「

睦鄰、安鄰、富鄰」區

域合作為本質之睦鄰外

交 

區域體系統整

（區域整合） 

明成祖、宣宗派遣鄭

和七次遠航 

清雍正「改土歸流」

安定西南各部 

清乾隆平定回疆、藏

部，成就「十大武功

」 

                                                      作者自行製表 

    

貳貳貳貳、、、、國家國家國家國家意識之轉變意識之轉變意識之轉變意識之轉變    

                共產主義者本身即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追求一種超理想性質的公平大同世

界思維；而廿世紀初標榜共產馬列信徒，更是在強調唯物思維下，鼓動暴力革

命的一群。從191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1924年在蘇聯指導協調下「聯俄容共」

發展，1927年北伐之際中國國民黨實施「清黨」，國際路線宣告失利，當年8月

1日南昌暴動後，即走向「武裝鬥爭」暴力路線。1949年建政，對外發動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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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3年）、中印邊境戰爭（1962年）、越戰（1959－1975年）、珍寶島戰

役（1969年），並積極推動其「革命輸出」「赤化世界」作為，扶持各毛派共

黨實施暴力革命。但自鄧小平執政後除脩關其國家安全所引發懲越戰爭（1979

年）外，並未在對外開啟戰端，並減少對其他國家內政與主權干預（如尼泊爾

毛派主義者即未獲中共支助），尊重於透過聯合國體制的國際建制（如多邊會

談、維和行動等）來建立國際秩序；以睦鄰友好、與鄰為善之睦鄰外交為主軸

，致力於推動區域合作（東亞經貿體規劃與推動）。就內部言：強調經濟建設

發展而大幅減少政治運動干預，走向計畫性市場經濟路線，大幅裁減國（公）

企業，鼓勵私人資本發展與外資進入，並同意讓部分人民先富起來，而非再強

調於「均」的概念。這一些作為均顯示中共本質意識型態已有所轉變，不在尋

求國際共產化建立，而追求其自身國家發展，將國家利益置於共產意識形態之

上。    

參參參參、、、、未來可能遭逢之困境未來可能遭逢之困境未來可能遭逢之困境未來可能遭逢之困境    

                在研究過程中發掘一種現象，即是「朝貢體系」可視為中國成為霸權的一

個工具，然若考量成為與維持霸權時所需承擔之責任與負擔，尤其是經濟上負

荷，時代越趨近於現代、霸權範圍愈大則困難度愈高。且總觀中國歷代，當朝

代初創時，原有既得利益者被打破，制度得以重新建立，則國家無需負擔過多

之經濟與政治責任，國力漸走向強盛，而能承擔所欲擔負之責任與義務；然自

身組織日益完備甚致出現冗員時，政治穩定度與經濟能力往往就無法承受朝貢

體系下的霸權責任與功能。對應於西方霸權興衰也有類似趨勢，英國「海上馬

車夫」稱霸近200年，龐大殖民地曾經是富強資產，但當面臨德、日挑戰時，兩

次大戰耗盡多年累積根基，重新退回英倫三島。美國在二戰後成為新霸權「世

界警察」，但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劃」雖遏阻共產主義西進，亦扶持西歐成

為新的競爭者，冷戰對峙與「美式秩序」維繫拖累了「世界工廠」腳步，再廿

一世紀現今，美國已面臨國家發展的危機，而必需面對多極並起的國際情勢。
7
 

    中共在推動「和平崛起」過程勢必牽動日本、俄羅斯、印度、澳大利亞與

美國等周邊大國在區域內權力平衡與佈局，尤其是美國對中共防制；「做一個

負責任大國」、「永不稱霸，永不進行軍備競賽，永不對任何國家造成軍事威

脅」、「亞洲各國應該在政治上和睦相處、經濟上互利合作、安全上互信協作

、文化上相互促進。中共將堅定地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和

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策略，主動將善意與優惠釋出，尤其在近

                                                
7 保羅甘迺迪（Paul Kennedy），《霸權興衰史―1500 至 2000 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張春柏、陸乃聖主譯（台北：五南，2007 年），頁 96-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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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中國經濟體快速發展，在幾次經濟危機中，確已展現其具一定穩定區域之

實力，成為週遭各國所欲爭取合作對象。但未來中共本身經濟發展能否持續、

城鄉差距能否修正、產業轉型升級能否成功、勞動人口（老化）能否舒緩，這

些因素與問題都對於中共未來國家實力，尤其是睦鄰外交發展，推動東亞區域

一體化具有極大影響，甚至關係中共未來得否長治久安。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在最後個人欲提出幾點對論文主題研究後的看法和省思，從中共發展「睦

鄰外交」戰略動機、作為與現所獲得之成果，作為論文的總結與反省，以及對

未來研究的思考。 

壹壹壹壹、、、、經濟經濟經濟經濟發展發展發展發展與與與與援外互助援外互助援外互助援外互助 

    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 2005 年 12 月 22 日發佈了「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

」白皮書，這份白皮書，宣示了中共建構和諧世界的概念，內容包括以下五個

重點： 

（一）和平發展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以自身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三）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 

（四）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 

（五）建設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和諧世界。 

    中共官方宣布將以「和諧世界」新理念引領新世紀的中國外交，也宣示了

中共以和諧概念深入國際事務的決心，可看出中共一再地避免霸權形象的建立

，試圖以較為軟化的柔性形象經營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承諾將在國際經濟、政

治和安全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並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提供經濟、政治和軍事

方面的幫助，亦代表中共未來必須在國際上承擔更多責任。2006 年的中非領袖

高峰會議上，中共承諾了 8 項援助措施，預計 3 年將提供金額超過 100 億美元

的對非洲援助。 

    但中共在承諾做一個負責任大國同時，其內部經濟發展和改革對於「睦鄰

政策」支持度即更形重要；對於此議題有關方面的探討，可提供對經濟尤其是

國際經濟方面有意者，從另一個面向來觀察中共未來和東盟間，甚至國際間之

外交戰略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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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區域組織與國際建制運行區域組織與國際建制運行區域組織與國際建制運行區域組織與國際建制運行 

    在全球化浪潮與衝擊下，為增大競爭優勢，相對應是各地區間區域組織成

立；中共與東盟間已達成自由貿易區建構協議，將成為以中國大陸為主體結合

東盟諸國而與歐盟、北美對等的經濟體，周邊國家在避免邊緣化下，亦展現加

入興趣，如日本、韓國；這些國家不管在資金、技術、科技研發、經營管理層

面上都居領先，可能挑戰中共主導地位。中共與東盟間友好關係，亦造成和亞

太之澳洲和南亞印度間緊張。若東亞經濟一體化後，會不會衝擊拉美地區所構

建的南錐共同體，而影響中共所推行的「南南合作」議題。若從區域組織與國

際建制運行角度來看中共推動區域組織構建中，將如何遵行於現有國際建制，

準確調整對外戰略走向與自身角色，這部份亦可提供爾後研究者一個可能的方

向。 

參參參參、、、、能源能源能源能源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中共在經濟開展帶動國家軟實力提升同時，亦從能源出口國轉變為進口國

，且依賴度逐年提升、以致能源成為中共國家戰略層級議題。在全球能源儲量

有限、分配不均下，中共與周邊國家的和諧睦鄰外交可視為保障能源獲得的一

個必然選項。中共在此穩定確保了北方由俄羅斯、西方自中亞各國的陸上來源

，與東盟友好，又可取得自暹邏灣、麻六甲、南中國海等海上通路安全保障。

但在舊有能源市場僅能有限供給壓力下，藉由積極與非洲和拉美地區推動睦鄰

外交，以獲得新源頭。可是這些地區或因種族、政治因素多為國際間負面評價

地區，中共的示好，對於其竭力扭轉之國際形象，將成為一種傷害，如蘇丹達

佛，或許現階段因南北衝突議題熱烈與中共在兩次經濟金融危機中負責態度，

不致引發太大爭議，但未來中共勢必成為區域性強國，這些現象若具體化與擴

大化後，和其所推動「睦鄰外交」政策的「仁」「禮」觀念相矛盾時，如何合

理化，這又衍生成國際現實利益和所欲遵循傳統朝貢思維相悖。這其間所可能

產生的衝擊與震盪，亦是一個可供觀察的議題。 

 

    中國是一個大國，未來更可能是一個強國，在國際上有其一定地位，不管

政治立場為何，我們都必須正視中國所帶來的影響和問題，絕非不去看它就不

存在。我們與中共有著相同的過去，爾後勢將一同走向未來，從歷史中去了解

可以更清楚知道過去、現在、未來。本論文中個人試圖就中國歷代中所遵行的

「朝貢體系」理論與架構中一窺中共「睦鄰外交」的建構與發展，企圖就睦鄰

外交政策背景與意涵、建構睦鄰外交之具體實踐與驗證、從朝貢體系歷史意涵

與發展看睦鄰政策實踐中所面臨問題與困境等問題提出解釋。個人學習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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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研究過程中並未能找出真正的正確解答，但亦期望藉由本論文對是項問題

的探討、蒐整資料的歸納、分析和判讀，提供一個可能研究方向與途徑，供作

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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