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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詞：墨西哥，外交政策行為，外交政策，民主化

第三世界國家自一九八○年代經歷了所謂第三波的民主化浪
潮。墨西哥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自然也不能例外，不但在政治上
逐漸追求民主化，而且在經濟上推動自由化，相輔相成的作用帶
來了重大的變化。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外交決策分析學者開始注
意到政權的變遷是否對外交政策取向產生影響。

本文的分析發現，墨西哥的民主化可以追溯到一九七○年代，
但是真正快速發展還是在一九八六年薩林納斯總統就任之後。他
透過大規模修憲的方式，豎立選舉的公正性、強化對人權的保障、
解除對政府對經濟過渡的干預等等。簡言之，薩林納斯總統為民
主政治的發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民主化的發展使得墨西哥更易受到國內外變遷的衝擊，進而影
響到外交決策的進行。當前，外交決策的輸入除了傳統的菁英份
子（如，總統、外交部長）外，各類利益團體、運動、及個人均
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展現在墨西哥的外
交作為上，墨西哥在外交方面與美國有更密切的配合，並且以經
濟互動為核心，推動與其他國家間的外交互動，特別是建立自由
貿易協定。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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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1980s, the so-called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brought effects of Third Worl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Mexico 
was not an exception. In Mexico, a parallel movement happened in 
economic arena.  In the meantime, foreign policy analysts started to 
focus their interest in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regime change on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In this analysis, we observe that Mexico’s democratization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1970s. However, the real advent of 
democratization started in the tenure of President Salinas who initiated 
profoun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to a very large extent and 
inserted new stipulations on impartial elections,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deregulation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In short, 
President Salinas di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political 
development.

   
   Democratization has illuminate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factors and its influences o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imputs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include traditional elites (i.e. 
President, foreign minister and so on), interest groups, political parties, 
social movement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even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outputs, Mexico started to reduce its inconsistence 
and quarrel with the U.S. on several important issue areas. In addition, 
the core of Mexico’s foreign policy lies on economy, to promote and 
establish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particular. 



壹、 緒論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中等權力的國家，扮演強大的北美國家（美
國和加拿大）和依附的拉丁美洲國家（特別是中美洲國家）間的
橋樑地位。在二次大戰後初期，墨國一度被政治學者規類為民主
國家，不過終究回歸到「一黨獨大」威權國家之列。

由於美國與墨西哥隔著大河，有兩千英里的邊界相鄰，故對於
墨國政治經濟狀況有高度的關切。就美國而言，一個政治民主和
經濟自由的墨西哥是最符合其國家利益，故不時力促其實現前述
目標。由於墨國在美墨邊界的加工區 Maquiladoras 對其經濟發展
至為重要，而美國也是墨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因此美國對墨國
有相當大的影響。

就外交政策而言，墨西哥始終採取相當獨立自主的原則，一方
面是加強與拉丁美洲國家間的互動，但另一方面不願配合與美國
的政策。

然而，隨著墨西哥的民主化之後，民間社會擴張，參與政治活
動利益團體的重要性也隨之增加，政府相對的影響力下降。在這
樣的情況下，外交政策的決策也必然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至於
政治體制變動會影響到外交政策取向嗎？如何影響到外交政策取
向？影響的方向為何？這些都是本研究探討的問題。

貳、文獻探討

根據 Goldmann 的看法，三個造成政策變遷的主要因素為：1. 
決策者對外在環境之敏感；2. 當前政策替代性方案的出現；3. 變
遷的代價。更重要的是，學者主張政治體制或政權的變遷是另外
一個造成政策變動的因素。所謂「政治體制變遷」這個概念不只
是涉及極度的暴力及政治結構深遠的改變，而且還包括根據正
常、既定的政治程序，主流政治團體或派系間非革命性的權力互
換。

學者的分析發現有四類的政治體制改變。第一類是最高領導
人的改變，但並未改變改變基本的政治結構，特別是組成的政黨



與派系。這項改變僅限於替換在任的領袖，由同一政黨或派系的
個人取代之。例如，美國詹森總統繼任甘迺迪總統，台灣的蔣經
國繼承蔣中正，英國的梅傑繼任柴契爾夫人。第二類是主要派系
或聯盟的轉變，這或者是構成派系的轉變，或者是聯盟中政黨的
轉變。例如，以色列、日本、義大利、印度等內閣制國家的轉變，
或是中共、伊朗等威權國家的轉變。第三類是相競爭主流政黨或
集團間權力定期的交換，此乃根據正常的政治規範。通常來說，
這種情形發生在政黨或政黨聯盟在選舉中失利。第四類是政治革
命使反體制的團體或聯盟奪得權力。這是一種革命性的改變。這
種變化源自於三個機制：既有的政治體制被下列三者推翻；群眾
運動（如，中國、古巴和伊朗的革命）；高階的軍事將領（如，
智利）；政治體制中反體制份子（如，智利、烏拉圭）。

前述四類政權的變動應會導致外交政策取向的變遷，或是因為
外交決策者本身世界觀的變動，或是因為決策者所屬團體的政治
經濟利益。

根據對於外在威脅嚴重性，學者又可劃分四個不同取向的政
權。第一類是溫和的政權，在這種政權內，領袖並不認為國際環
境必然對國家安全、福祉或國際地位是站在敵對的立場或是具有
高度的威脅性。溫和的領袖趨向於在外交政策作為上自我抑制或
具有彈性，側重協調各種國際的關切，共同合作來解決問題。例
如，美國總統卡特試圖推動國際主義，遠離冷戰時期的圍堵。拉
丁美洲溫和政權的出現取代了過去的反美政權，而新領袖並不強
調外來威脅，主要考量是重建美國的經濟利益網路。

第二類是務實的政權，在這種政權內，領袖認為在國際體系是
一個威脅性的環境。儘管如此，領袖相對的自我抑制，對於該國
所面臨的威脅有相當複雜的見解。敵手只有有限的目標及有限的
能力，不會對該國的生存帶來立即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外
交有相當的運作空間。由於並未預期全面的對抗，這種政權顯現
出對於外來威脅的彈性和自我設限。這樣的信念使得兩大超級強
權的緊張關係趨於溫和。例如，一九七○年代初的尼克森政權、
布里茲列夫政權，及西德布朗德政權的東進政策。

第三類是好戰的政權，在這種政權內，領袖是國際體系呈現
出必然的敵對性，他們與敵手的互動是零合的關係。敵手的政治、
經濟和社會體系會導致外交政策必然的攻擊性，且敵手有無限的



目標，直接威脅到國家的安全、福祉和國際地位，對各類實質和
區域的議題形成威脅。這些威脅的嚴重性大幅阻礙了正常的外交
協調，且必然引發利用政治、經濟及最終的軍事壓力，以圍堵威
脅及維持嚇阻的可信度。但這並非意味這種政權會帶來無限制的
對抗。兩個限制的來源。第一，敵手是理性的，因此可能被嚇阻。
第二，衝突受到既有國際規範的限制。好戰的政權是冷戰高潮時
期歐洲的典型。

第四類是激進的政權，在這類政權中，領袖對國際政治本質採
取最極端的信念。與好戰派的立場相比，激進派對世界事務的觀
點主張，外在的敵人對既有的國際及區域秩序產生強硬的、立即
的威脅。激進派的領袖視敵人為邪惡的行為者，具有非理性的侵
略性，植基於擴張主義意識型態、無限制的民族主義及嚴重的國
內危機。因此，談判及限制毫無異議，只有明確優勢的軍事權力
才是有效嚇阻侵略的工具。

政權改變導致行為者關係重大的變遷，這樣的外交政策變遷取
向可概略分為三類：協調與對抗之外交政策取向；獨立與行動相
互依賴之外交政策取向；承諾層次之外交政策取向。

第一，協調與對抗之外交政策取向。對抗的策略包括制裁、
國有化或關稅、或外交壓力以孤立或譴責敵手。對抗的外交政策
取向與好戰及革命政權的強硬心態相關。與敵手進行外交協調，
意味彈性、自我設限外交政策，則是與溫和和務實政權相關。

第二，獨立與行動相互依賴之外交政策取向。這意味一個政
府想要維持其外交政策作為的自主程度。高度獨立的特徵是自無
展開及單邊的作為，通常反應成在國際事務方面更強硬的形象。
好戰及革命的政權採取高度獨立性的外交政策。務實的政權可能
觀察到更多接觸的機會和可能性，與其他國家進行多邊的關係。
溫和政權的主要接受模式為反應式的作為。

第三，承諾層次之外交政策取向。承諾指的是透過資源的分
配和期盼的產生，當前的行度會限制了未來的選擇。主要承諾的
指標包括協議的簽署或破裂、資源在海外的部署（軍事武力或對
外援助）對外國及軍事官僚的預算分配。較次要的承諾是口頭的
表示，從單純對國際情勢的批評，到特定承諾或威脅採取行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依賴的情境下，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
決策可以劃分為下列四類：(1)順從(compliance)；(2)共識
(consensus)；(3)反依賴(counterdependence)；(4)補償
(compensation)。

就順從的取向而言，霸權使用經濟權力迫使採取合作式的外交
政策，弱國為了避免受到軍事和經濟的強勢制裁而接受之；因此
外交政策反映出的強國利益甚於自身政府利益，屬於不對稱的相
互依賴。常利用三種方式：1.強國公然的威脅與壓力；2.壓力可以
是暗喻、非口頭、被預期的；3.國際政治經濟結構有利於核心國家，
例如拉丁美洲外債問題。

就共識的取向而言，依據依賴理論，邊陲國家和核心國家在許
多意識型態上是較相似的，故採合作方式，並非經過如上者的高
壓手段；例如邊陲國家願意採取有利於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因為
他們可以從美國經濟，例如跨國公司中得到好處。這種外交政策
反應的是階級利益；依賴理論解釋為資本主義上層在政治、經濟、
文化各方面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中上層勾結，強國自認是種和平演
變的手段，馬克思主義則認為是種「共同剝削的共犯結構」。

就反依賴的取向而言，行為動機來自於決策者本身的意識。依
據依賴理論的解釋，是弱國不滿經濟上的地位，而反應在外交政
策上；而這種外交政策也代表將弱化雙方經濟上的連結。例如，
第三世界國家從事反核心國家的外交政策，就是為了減低經濟獨
立的影響；1972 年的牙買加信奉依賴理論，關鍵在於領導者對國
家自身的經濟情況不滿意。而這種外交政策也有可能轉變，只有
國內多數菁英有共識即可。

就補償的取向而言，行為動機是決策者為了符合民眾的要求；
並不反對和核心國家經濟上的連結，然一旦國內因經濟依賴而動
盪，就會採取反核心的政策。例如墨西哥的 PRI 黨為透過非革命
的方式以鞏固自身的正當性，故順應國內群眾和團體，採取反帝
國主義的政策。

參、墨西哥政治自由化

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後，墨西哥長期由革命建制黨執政，且其



控制有中央到地方，構成一個綿密的關係網絡，這也使得墨國民
主政治的發展受到先天上的範限。

一九三八年卡德納斯總統（Lázaro Cárdenas）的改組更為執政
黨奠定深厚的群眾基礎，當時所設計的黨組織是將其政策方案的
受益者組織成有力的利益團體，再按工人、農民、群眾和軍人四
個功能性團體劃分的原則，組織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執政黨。各部
門的利益保持微妙的平衡；在選舉時，每一個部門都可依各自的
實力分配到一定數額候選人的提名權。這些設計使得革命建制黨
長期掌握政權一直到二○○○年。

波帝略（José López Portillo）總統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頒布
《政治組織和選舉程序法》，這可說是墨國政治自由化真正的開
端。該法主要的規定如下：（一）繼續簡化政黨正式登記的條件，
並首次建立政黨的臨時登記；（二）允許政黨和政治組織組成聯盟
參加競選；（三）增加眾議院席位，改黨派眾議員制為比制代表制；
（四）選舉程序的改革；（五）擴大政黨接近使用大眾媒介。值得
注意的是，波帝略總統准許反對黨使用電視和電台等大眾傳播工
具對反對黨擴大影響和爭取選票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之後，到了薩林納斯總統才由展開另外一波政治自由化的運
動。薩林納斯於一九八八年競選時，強調為執政的革命建制黨樹
立新的信用，堅持要打一場乾淨的選戰，不再沿用傳統大規模舞
弊的方式獲勝，僅以百分之五十點七四的得票率。在瞭解民意之
所在後，薩林納斯加速民主化的推動，重拾民眾對執政黨的信任
及支持。他的主要成就包括：修改選舉法，確立了新的選民登記
制度；建立具有法人資格的聯邦選舉機構；成立了選舉法庭；加
強對人權的保障等。

齊迪約總統就任後，賡續民主化的進程，與在野黨簽署「全
國政治協議承諾」，應允對當前至選舉的不平等將展開進一步的談
判。未來主要探討的議題包括：（一）阻礙了墨國民主的發展且不
平等的選舉法規；（二）競選經費的漏洞；（三）建立獨立的法庭
來解決選舉的爭端。

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一黨獨大的革命建制黨產生了重大的變
動，一方面是黨內「官僚派」異軍突起，連續推出了三位總統（德
拉馬德里、薩林納斯、齊迪約），他們改變了原來「黨工派」的面



貌，逐漸向右傾；另一方面是，在一九八六年幾位知名的革命建
制黨左翼黨員組成了「民主潮流」，並分裂出去，成立了民主革命
黨。這是前述執政黨內派系的變化，自然對其外交政策取向帶來
變動。

在二○○○年墨國的政治版圖上發生的劇烈的變動，原來在
野的國家行動黨除了贏得總統的寶座，還一舉成為眾議院第一大
黨，參議院第二大黨外，以及十個州的州長。國家行動黨是中間
偏右，自由派的政黨，在外交政策取向上自然有其特色。

肆、自由民主下的外交取向及作為

基本上，革命建制黨是中間偏左的政黨，因此在外交政策取向
是一向與美國有相當的差距。墨西哥不但曾經帶頭反對美國介入
瓜地馬拉、多明尼加、格瑞那達和巴拿馬等國內政，更曾是智利
阿燕德政府和古巴卡斯楚共產政權的支持者。

墨西哥於一九七二年四月在第三屆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中，倡議制訂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在其推動下，聯合國在
第六屆特別會議中通過了「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行
動綱領」，在第二十九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國際經濟權利與義務
公約」。

在古巴政策方面，墨西哥是採取較為緩和的立場，不贊成過於
嚴苛的制裁行動。多年來墨西哥在聯合國的投票記錄和古巴相似
的程度，超越與美國的一致性。

在解決中美洲問題上，墨西哥自組「康塔多拉集團」來研商如
何自行解決，將美國排除在解決過程之外。在反核問題上，墨西
哥積極推動拉丁美洲非核化。

在對外關係方面，薩林納斯總統就任後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尤
其是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朝向自由主義經濟體制發展的
目標下，墨西哥以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建立一個最有利於本身
發展之經貿網路。從一九九一年開始，他積極與其它國家簽署自
由貿易協定，包括：一九九一年墨西哥－智利自由貿易協定；一



九九二年墨西哥－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一九九三年墨西哥－哥
倫比亞－委內瑞拉自由貿易協定；一九九三年北美自由貿易協
定；一九九四年墨西哥－哥斯大黎加自由貿易協定；一九九五年
墨西哥—歐洲聯盟安全與貿易協定。自由貿易區網路的建立是雙
重的策略，一方面希望借助大量外資的流入及貿易的增進來維持
經濟成長；另一方面經濟的成長也有助於操控有限的民主化。其
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與美國及加拿大締結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墨西哥國家行動黨執政之後，墨西哥日益親美，引發了在野黨
及古巴的反擊。二○○二年四月十日，墨西哥參議院以「理由不
充分」為由，決議禁止福克斯總統前往美國、加拿大進行工作訪
問。

日前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古巴人權的討論及決議，再度使墨
古關係進一步惡化。該委員會在四月十九日以二十三票贊成，二
十一票反對，九票棄權，通過了烏拉圭要求古巴尊重人權的提案。
如果墨西哥投票反對，則該提案就不會通過。福克斯總統的贊成
票在國內引發討論，一方面是墨西哥與古巴長期以來保持良好關
係，另一方面此舉有違墨西哥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外交原則。卡斯
楚於四月二十一日公布他與福克斯總統私人會談的錄音，證實在
三月間在墨西哥參與「聯合國發展融資會議」時，確實遭到福克
此外，斯總統親自限期離境。而福克斯總統曾經公開否認有「施
壓」之嫌，故在錄音帶公布後被迫向全國民眾道歉。

儘管如此，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也並非全無衝突。在有關
國際刑事法庭方面，墨西哥聯合其他歐美國家反對利用聯合國安
全理事會以給予個人免於國際刑事法庭的管轄。

墨西哥九十一年九月六日正式宣布將退出一九四七年的泛美
互相援助條約。這是冷戰時代的一項共同防禦條約。墨西哥外交
部在一項聲明中指出，墨西哥總統福克斯已在去年通知美洲國家
組織必須建立「一個能符合美洲地區實際需要的現代及多面向的
安全架構」。

伍、結論

一九八○年代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衝擊整個拉丁美



洲，墨西哥自然也不例外。這一股浪潮對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帶來
了影響。

墨西哥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後，長期以來是由革命建制黨執
政，該黨極具民族主義及中間偏左的政黨，因此在外交政策取向
偏重第三世界，不願與美國採取一致的立場，尤其在反核、古巴、
中美洲等議題上墨西哥更是與美國南轅北轍。

民主化造成革命建制黨內部的分裂，官僚派的興起，並在政
策上逐漸右傾，連帶的在外交政策上採取微調的措施，尤其是在
經貿政策方面。一直到右派的國家行動黨執政後，墨西哥的政策
有了明顯的調整，特別是反映在與古巴的關係方面。值得注意的
是墨西哥國家行動黨政府對於人道、人權方面的議題也相當的注
意，同時也傾向於和平的議題，反對戰爭，在這些方面的堅持，
甚至不惜與美國的立場相左。從上述的資料觀之，墨西哥民主化
確實導致對外交政策的變遷，然二在外交政策方面墨國仍是堅持
既定的原則，不會屈就於美國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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