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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亞太區域合作機制研究:亞太經合會研究取向與理論基礎

全文重點摘要

關鍵字:區域主義 亞太經合會 新自由主義 新現實主義 新制度主義

壹、研究主題與基本假設
   
一、早在六○年代，歐洲共同體成立後，澳洲與日本學者即積極開始研究有關亞
太區域合作的可能性，並陸續提出類似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構想。一九八九年
APEC 成立時，澳洲與日本學者在當時已累積了數十年的亞太區域合作研究成
果，在推動區域合作上的經驗與激發區域合作的研究上，已有了相當的基礎。美
國與東南亞各國起步較晚，不過累積的成果有限。

二、本研究企望藉由審視過去十年來 APEC 的研究文獻。主要以澳洲、日本、美
國、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的 APEC 研究文獻為主，比較各國對 APEC 研究的取向、
研究途逕、與理論基礎的差異。在探討的主題上分為三部分：(一)學界對倡導促
進區域內部合作與整合的動機，並釐清阻礙此一發展的因素的解釋；(二)各國研
究成果對於經濟整合現象與影響的認知；(三)探討各國學界對區域機制形成，可
能對社區造成的政治與安全影響的預測。

三、本研究的基本的假設是學者的研究取向與途逕會影響學者對議題的研究結
果。一般而言，澳洲、美國與加拿大，特別是美國對亞太區域主義合作機制的研
究，是建立在西方國際政治學研究的途徑與理論基礎上，是提供驗証國際關係與
合作理論的例子。國際關係學中所強調的新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新制度主義的
論點，在一定的程度上，的確發揮了解釋 APEC 發展現象的功能。然而，基於 APEC
合作機制本質上發展的不完全，因此在理論的驗証上尚不能與歐洲的區域組織相
提並論。而傾向以強國為中心而出發的研究，亦忽略了亞太地區內其它重要的政
經互動因素，例如「自發性的亞太意識」或是「東亞區域主義」等。至於東南亞
與日本的學者，其探討研究的的重點並不在強調理論的建立，而是傾向以傳統綜
合性(comprehensive approach)分析，亦即綜合歷史與事實描述及規範性等分析
途逕，描述與解釋區域內互動及國內層次的因素。與西方的研究在取向與途逕上
大為不同，在研究的結論上也就不一。   
     
貳、研究議題背景、目的與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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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年代末期，學術界上掀起了一陣以區域主義(regionalism)為基礎的
亞太區域多邊合作機制(institution)研究浪潮。長期以來，區域主義與區域組
織的學術研究上，一直是以歐洲為重心，無論是在研究的質與量上，歐洲地區的
區域合作理論與研究成果，顯然皆較其它任何地區的研究充實。事實上，學術界
如此強烈地以歐洲社區為世界中心的發展取向並不足為奇。基本上，區域合作理
論分析起源於研究與解釋歐洲區域組織中合作的形成、發展與特性。理論基礎主
要受到自由主義派的學者的影響，其焦點大致放在區域內部整合的促進與釐清阻
礙的因素。八○年代，亞太地區經濟發展快速成功地成長以後，亞太區域經濟與
安全合作的議題引起了各國政府與學術界的重視。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在澳洲總理
霍爾(Bob Hawke)倡議下成立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發展更是吸引學術界前所未有的關注。九○代初期，亞太
各國察覺到區域經濟合作的政經利益，區域內各成員國的智庫皆陸續主動發表亞
太多邊主義政策性的研究文章。同時，在著名的大學內紛紛設立 APEC 研究中心，
分別從事政治、經濟、教育、科技等相關的研究，相較其它區域合作機制在學術
層面的企圖心而言，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本研究之目的有二: (1)學術上，將學界對亞太區域合作機制的研究作一整
理，並釐清各國學者在研究取向與途徑的差異，累積學術界對此一議題上研究成
果。(2)政策應用上，由於學者對問題的認知會反應在各國的亞太合作機制的政
策上，本研究企圖了解各國學者規範性政策的重點所在，此一研究成果除了有助
了解亞太互動關係的主要因素外，也可提供政府在規畫參與亞太事務的參考。
亞太區域經濟快速成長後，亞太區域合作的議題引起了各國政府與學界的重視，
也激發了學者對此一議題的興趣。學界對此一議題的認知，實際上也反應在各國
政府的政策上。政府政策與學者的見解常是相互效力，彼此影響的。因此本議題
的研究除了對近十年來學界研究亞太合作機制的成果作一整體性的評估和累積
研究心得外，並希望以此研究計畫分析學術與政策的關係，提供各界參考。一、
本論文以澳洲、日本、美國、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的 APEC 研究文獻為主，分析
比較各國在亞太區域合作機制的研究取向與理論基礎的相異之處。

三、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將採社會科學統計、比較歸納研究、以及內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有系統的整理(1)美國與澳洲為主的西方學者在描述與解
釋整個變動亞太機制合作時，所運用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與新制度主義(neo-instutitonalism)沿伸出來的理論基礎。
(2)以東南亞為主的亞洲國家在此一議題上的關注重點與研究取向，包括以國家
利益為出發點及區域互動的傳統綜合性等。研究層次方面，則以系統理論、區域
互賴與國內政治因素為分類。(由於東南亞國家在 APEC 中的立場頗為相近，為研
究方便起見，將東協國家的學者視為同一類別，與美國、澳洲、日本與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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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為研究主體)

參、研究重要成果

一、美國研究取向與成果

1、美國主流派學者在研究此一議題的認定是：在多變與複雜的國際環境
中，需要有系統的建立理論來描述與解釋整個變動的國際關係，否則此
一研究將沒有方向與意義。因此在對此一問題的探討時，學者就已很自
然的藉用國際政治中多邊合作機制的理論或研究方法，特別是引用對歐
洲區域研究中的研究成果來分析亞太合作的機制。美國在亞太研究的領
域上，明顯的沿續了其研究歐洲區域機制中合作的形成、發展與特性等
多方面的路線。在探討的主題上可歸納為三：(一)倡導促進區域內部合
作與整合，並釐清阻礙此一發展的因素；(二)關注經濟整合的現象與影
響；(三)探討區域機制形成，可能對社區造成的政治與安全的影響。由
於區域合作為國際合作的一部分，在研究歐洲的區域合作行為時，學者
就已很自然的藉用國際政治中多邊合作機制的理論或研究方法。國際多
邊合作機制過去二十多年以來，西方學者在研究國際多邊合作時主要的
重點圍繞在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與新制度主義(neo-instutitonalism)等。亞太區域合作機制的研究角度
也不出此範圍。

2、一般而言，九○年代初期，美國亞太區域合作議題偏重採取傳統綜合性
(comprehensive approach)的分析，亦即綜合歷史與事實描述、制度性
及規範性等分析途逕，一方面比較其它歐洲區域合作的例子;一方面勾畫
其以美國為中心的亞太區域主義合作機制藍圖。在九○年代中期後，美
國學術界逐漸開始依循其傳統國際關係與國際合作的研究架構與理論基
礎，來分析與解釋 APEC 的合作機制，而採取的研究途徑也較多元化。換
言之，在後期除傳統綜合式與規範式(normative approach)的分析外，
有一些學者也希望能以數據來驗證或說明 APEC 會員體合作的貿易影
響，及引用國際政治及其它多邊區域合作組織的理論來幫助描述、解釋
與預測的區域合作的機制。然而，至目前為止，美國對此一議題研究的
方法與理論基礎沒有超過國際政治中多邊合作理論的範圍。

3、 美國在九十年代以後，在亞太區域經濟組織的議題上，較之以往，可說
已積極了許多，然而其成績卻仍不能與澳洲相提並論。此外，雖然各個
理論在 APEC 的研究上發揮了一定程度的解釋功能，不過卻忽略了一些有
關 APEC 合作機制發展的重要的關鍵。且與其在歐洲的區域合作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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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仍有一段相當大的落差。主要的原因有二:首先，美國學者認為
APEC 乃是以對話為本質的論壇，距離有功能及有制度的國際建制相距仍
遠。其次，目前正值亞太地區進行整合行動的時刻，需要更長時間的觀
察，方能有具體的驗證結果。在 WTO 的活動積極展開後，學界注意力的
焦點更是隨之轉移。雖然美國在各大學設立了一系列的 APEC 研究中心，
但是雷大雨小，相關的出版品並不多，至目前為止，以國際政治中多邊
合作機制的理論或研究方法，特別是引用對歐洲區域研究中的研究成果
來分析亞太合作的機制，尚未有明顯成效。

二、日本研究取向與成果

1、日本是最早推動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與整合的國家，而日本的學者是推

動亞太經濟合作的構想的最早創始人。日本小島清教授(Kiyoshi Kojima) 

早在1960首先提出亞太經濟合作的構想，同年大來佐武郎(Saburo Okita) 

與粟本弘 (Hiroshi Kurimoto)亦開始有關本區合作之各項研究。1965

年後，小島清正式提出有關太平洋經濟共同體之構想，建議成立以美、

日、加、澳、紐等成員之太平洋自由貿區組織(Pacific Free Trade Area, 

PAFTA)，以對抗歐市對區域之貿易限制。日本官方是在學者的構想下

(1967 年正式由其外長三木武夫 Tekeo Miki)勾畫出其所謂的「亞太政

策」，由日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紐西蘭五國在日本工商界人

士出面組成「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這是亞太經濟合作由構想走向實施的起步。

2、日本學界與政府的交流甚密，互為影響，1968 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

學術界人士組成的「太平洋貿易與發展會議」(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PAFTAD)，這兩個組織均屬日本發起成立的民間機構。雖

然 PBEC 和 PAFTADP 範圍和影響有限，日本的亞太策略僅僅停留在輿論宣

傳和起步實施的階段，沒有取得進展，但是日本的亞太區域合作的構想

透過學術界的積極宣傳和倡導，已為日後此區域奠定了合作研究的基

礎。小島清和大來佐五郎於 1960 年代及 1970 年代提出創設太平洋自由

貿易區(PAFTA)，以及太平洋貿易及發展組織(PAFTAD)的構想就為突破區

域保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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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學界對亞太經濟合作的構想，基本上受三大因素的影響:(1) 與歐洲

聯盟相抗衡；(2)防制美國保護主義；( 3)集體領導以維護全球自由經濟

秩序。在學者的鼓動下，八○年代開始產、官、學界人士等加入合作研

究的行列，非常務實上以規範性的研究來討論有關貿易與投資的資訊，

後來擴大為農、礦、能源、漁、人力、科技、交通、電信及觀光等。此

後，隨著國際經濟集團化趨勢的加強和地區經濟相互依存的不斷加深，

學者的呼籲聲音加大，日本官方推動亞太經濟合作的態度轉為積極。

4、基本上，日本的學界在推動官方對此議題上的重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就研究取向，以描述性的研究為主，以國內市場產業發展為出發點為多，

作品相當多，以政治為出發點的研究並不多。日本學者在幕後策畫時，

常與聯合澳洲學者等合作，應是以國家經濟利益為主要考量的重點，並

不強求學術理論上的建立。

三、中國大陸研究取向與成果

1、中國大陸學者在亞太區域研究上的發展起步相當晚，且受政府當局政策
影響。一般而言，學者配合當局的政策，作規範性的論文。九○年代以
前，中共學者仍在反對參與工業國家主導的「富國俱樂部」，為了將參與
APEC 的活動合理化，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及人民日報
的社論等都曾發表過類似「為中國進一步深入改革開放與中國加速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需要，認為此一參與 APEC 是建立在鄧小平對社會主
義的過去和未來深刻反思的理論基礎上的，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是緊密相關的…」等的政策立場。北京參與 APEC 的主要的目的為創造國
內經濟發展的外在穩定環境，由於 APEC 提供了中共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橋
樑，增進了其與美國與鄰國溝通關係的管道，並為其邁向其它國際組織
如 WTO 等奠定基礎，北京必配合全面外交的手段來達成其國內現代化的
經濟目標。學者即是政府宣導政策的重要管道。

2、基本上，中國大陸學者所研究的 APEC 方向與政策分析與政府的口徑一
致，在政治的動機與宣導上，學者在北京參與 APEC 會議之際，表示 APEC
為亞太區域唯一「官方」的貿易機制，北京可以利用參與 APEC 活動改善
其與亞太各國的政治關係，除了緩和與東南亞之間因領土主權糾紛而產
生的緊張關係外，也有助破除「中國威脅論」的說法。學者在研究上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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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推動政策的能力。

3、由於中國大陸長期以來缺乏多元的社會結構，輿論與利益團體對外交的
事務沒有強而有力的參與權，因此，多元化的研究尚在發展中。一直到
九○年代後期，一些經濟方面的學者才開始，以經濟發展的角度分析，
中國在區域組織中的發展與因應的策略。就分析層次而言，中共學者是
以國家為單位;就成果而言，雖然量上，頗為豐碩，在質上，仍有提高的
空間。

四、東協國家研究取向與成果

1、雖然東協國家的學者在作 APEC 區域研究時，因國家的立場相異，而支持
特定議題時會有些差異，但是，在基本上，學者們在表達區域合作時，
都以區域主義為出發點，對美國所倡導的自由化等相當排拒。在立場上
與各國政府的態度相當一致，受國家與區域主義影響頗大。

2、在研究取向方面，也是採傳統的描述性、重視歷史的背景，強調研究歷
史合作經驗對未來合作發的影響。不同於美國與澳洲等國家之學者，不
重視採用太多的理論架構，對於區域內互動、國內政策因素與合作現象
的描述，投入較多心力。

3、東協各國中以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學者對 APEC 與區域經濟合作
的論文較多，其中以 APEC 的提案分析較多，屬實用性質。其它國家在起
步階段，文章少，且具參考價值的不多。

五、澳洲研究取向與成果

1、澳洲的學者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上研究起步的也很早，日本雖然同步早從事
亞太區域合作的研究，但是，以公開的文獻、投入的人力與資源而言，澳洲
為多。在六十與七十年代的澳洲學者研究的作品中，不少學者以歐洲合作的
藍圖為基礎，設計亞太合作的模式。在澳洲政府尚未推動亞太區域合作之前，
澳洲學者即鼓催此一議題的研究，就此一議題而言，學界是帶動政府的政策。

2、在研究途逕方面，澳洲學者受到西方區域合作研究的影響，雖然是作規範性
的研究，但是多數沿襲美歐對理論應用的研究法，以功能主義、區域合作等
等作為構思未來亞太合作的可能。由學界帶頭，政府也在經費方面多加鼓勵，
在東亞的文化與語言上研究，也多支助。澳洲目前是研究亞太區域經濟合作
領域中，包函面最廣，成果最豐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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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結

一、 由各國研究成果的來分析，各國學界對倡導促進區域內部合作與整
合的動機與認知並不相同，研究的途徑與取向也不一，例如、對美國而
言，自由化、全球化是其推動合作與整合的主要動機之一，學界論文多
以歐洲流行的國際政治理論來研究亞太合作的模式;澳洲一直希望成為
亞太的一員，很早即重視理論與文化雙重的研究;日本希望及早成立亞
洲社區，學者就金融、投資與人力等議題相常專業務實的計畫;東協與
中國大陸的學者是在大局勢已成形後，才開始配合政策研究，其論文多
以宣導性為主。

二、 受到各國學術社會背景的影響，學界在各國政策上，扮演了不同的
角色。澳、日、學者起步早，對此一議題累積較多的基礎，影響政府政
策的力量較大。美國學界對此一議題一直沒有投入應有的心力，政府的
政策受時勢的影響較深，學界與政府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東協與中國
大陸的學界受政府的直接支配，尚沒有推動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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