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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  論 
 

壹、 研究動機： 

 

我國對美外交工作包含了許多層面，其中一環，是針對美國智

庫。1由於智庫具有理性、可溝通、可影響政府決策且係非政府組織

等特性，因此在我國外交工作中，成為相當重要的一環。本研究試以

我國為例，評估國家影響美國智庫的方法及能力，並對該工作於實現

特定國家目標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即政策之績效，進行評估。 

 

自 1979 年中美斷交以來，我國即在國際關係學內幾乎無人聞問

的領域裡，拼命試圖走出一條前所未有的路。自十七世紀現代國際關

係之互動開始成形2以來，台灣所處的環境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就本

論文之觀點而言，具意義之特殊性至少有下列兩點： 

 

一、 史上幾乎不再有另一個國家，必須花費其大部分的外交資源及

力量，用在爭取成為外交程序（protocol）之正式的一方，或實

質的一方。就一般現代國家言，彼此互為外交程序之一方係所

有官方交往之基礎，符合國家要素之法人組織原則上均自然擁

有該地位，無所謂「爭取」之問題；惟就中華民國而言，諸如

                                                 
1 關於「智庫（think tank）」乙詞之定義，依據美國韋氏字典線上版（Webster's Online Dictionary）
之定義為「進行理論性研究的中心或組織，特別是對於社會與文化的各種問題及對於科學與科

技的研究（A center or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studies, esp. of the problems of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researc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因此也被稱為「思想工廠（think factory）」，著名之智
庫，則包括美國企業研究院（AEI）、傳統基金會（Heritage Foundation）、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等。（可詳見該字典網頁，網址：

http://www.websters-online-dictionary.org/definition/think+tank）。 
2 對於現代國際關係互動成形之開始，一般爭議較小之定義，應係由西元 1648 年由歐洲外交代

表與君主們締結，結束三十年戰爭之「西發利亞條約（Westphalia Treaty）」開始。該條約宣布
在各王國與主權者領土中，神聖羅馬帝國皇帝不得再行使其統治權，各國也不再接受皇帝的命

令。自此，歐洲民族國家制度便取代封建體系，現代國際關係各項特色亦漸漸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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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領事團、參加國際會議、代表政府行使領事權、代表權、

甚或出席會議之名稱、代表團之名稱、出版品之名稱等，無一

不需耗盡心血努力爭取，方可使其結果儘可能等於或「接近」

外交程序中正式之性質。此一情形，在目前之國際關係學領域

多將國家直接以行為者（player）為前提討論種種現象3以觀，

相關研究相較之下便顯不足。對於各國政府及學者而言，關心

台海或東亞等與我相關議題者雖不在少數，惟基本上渠等所關

切者，主要核心乃係台海是否維持和平穩定，及台灣與東亞經

濟是否繼續繁榮等，至於台灣在地位上所遭遇之外交困境，渠

等或有道義上之同情，惟由於該困境對國際情勢及各國自身利

益並無立即嚴重之影響，於是亦缺少進行研究協助改善之動

機，甚而認為台灣朝野每年於聯合國與世界衛生大會等場合之

努力爭取，僅係對東亞局勢穩定無益之「麻煩」。吾人身為中華

民國國民，筆者身為中華民國外交人員，台海維持和平與穩定

固係我國家利益之核心，惟國家之尊嚴威望及以正式之一造

（party）參與國際事務之平等機會，對我國人而言應無法不視

為國家之重要利益，相關議題，亦應具有研究之價值與必要性。 

 

二、 不論就安全、經貿、文化等各層面而言，我國與美國之關係至

為重要；且由於前述要求被認同為國際社會之一份子之困難，

更加深了對美國之實質依賴。但即使在此情況下，我與美國之

                                                 
3 以美國學者皮爾森（Frederic Pearson）及羅徹斯特（Martin Rochester）所著《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為例，該書第一部份在討論國際關係之研究、歷史及體系，第二部

分討論國家成員與國際互動，第三及第四部分則討論國際制度及國際問題之處理等，均直接討

論各 player間之互動情形；其餘如學者華爾滋（Kenneth Waltz）、摩根索（Hans J. Morgenthou）
之著作亦然，均未針對國際社會中無法成為 player的成員進行深入探討。固然，各學者之著作

中均有提及國際社會中之「非國家成員」，惟其內涵多為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機構，與我國

之情形顯然不同，對我所面臨困境之解決，參考價值亦甚有限。其實，「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詞，便已表明係針對國家（nations）之關係進行探討，至於對於耗費泰半精力

在爭取國家地位之成員之研究，本非國際關係學領域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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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卻仍然無法透過正式外交關係之模式進行，美行政部門對

於兩岸問題，仍一貫遵守「三個公報」4及其「一個中國」政策，

並依據「台灣關係法」及「六項保證」5賦予台灣一個特殊地位，

既不承認其是個主權獨立的國家，亦未明說台灣「不是」個主

權獨立之國家，6而是一個可能史無前例的「不知道是什麼東西

的東西」。 

 

上述兩項特殊之外交處境，致使台灣的外交人員必須幾乎在所有

                                                 
4 「三公報」分別為「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及「八一七公報」。大略內容及背景如下： 
1. 上海公報(Shanghai Communique) 

(1) 時間：1972. 2. 28 
(2) 要點： 

a. 雙方聲明：中美兩國關係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國家利益。 
b. 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知(acknowledges)，台海兩岸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

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此一立場不提出異議。重申美國對由中國人自己

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之關切，並確認從台灣撤出所有美國軍力與設施之最終目標。 
(3) 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陸時與中共總理周恩來簽署。 

2. 建交公報(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1) 時間：1978. 12.15 
(2) 要點： 

a. 美國承認(recognizes)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
人民將與台灣人民維持文化、商務及其他非官方關係。 

b. 重申上海公報中雙方所同意之原則。 
c. 美國認知(acknowledges)中國的立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3. 八一七公報(Joint Communique of 1982 or  August 17 Communique) 
(1) 時間：1982. 8. 17 
(2) 要點： 

a. 美國重申無意侵犯中國之主權與領土完整或干涉中國內政或採行「兩個中國」或「一

中一台」政策。 
b. 美國不尋求一項長期的對台軍售政策，對台軍售在性能及數量上將不超過中美建交

後近幾年供應之水準，並準備逐漸減少對台軍售，經過一段時間後導致最後之解決。 
c. 美國充分瞭解(understands and appreciates)中國於 1979 年告台灣同胞書及 1981 年之

九點建議中所示將致力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之政策。 
(3) 雷根政府簽署八一七公報，同時並向我方提出六項保證。 

5 係美國於八一七公報公佈同時告知我方，內容包括：「美方並未同意設定停止對台軍售之期
限」、「並未同意就對台軍售問題與中共事先磋商」、「不會同意在北京與台北之間扮演調人角

色」、「並未同意修改台灣關係法」、「並未變更其對台灣主權之一貫立場」及「不會對台施壓與

中共進行談判」等。 
6 由於對外交權之尊重，美國法院之相關判例均直接表示其判決依據來自對於行政部門外交權行

使之解釋；相關之判例甚多，較著名者如 1982 年美國聯邦上訴法院「紐約中文電視公司對美

國東岸事業公司訴訟案（New York Chinese TV Programs v. U.E. Enterprises, INC., Cites as 954 
F.2d 847 (2nd Cir. 1992)）」判決中引述美國總統卡特於中美斷交時簽署之「總統備忘錄」

(President’s Memorandum)稱，該備忘錄明確指出美國將繼續承認與台灣之間所有的條約，且美

國政府實務上亦未否定台灣之主權國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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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相關學術領域已有的研究之外，自行重新檢視自身的特殊狀

況，並尋找國際政治、國際法及外交慣例相關理論與實踐外之模糊地

帶，試圖為自己量身打造出一條新的活路。也因無法依照一般外交慣

例與美國政府進行交往，於是透過美國國會、地方政府、公關、意見

領袖，以及各主要智庫學術研究機構進行迂迴戰之外交策略，反成為

中華民國對美工作頗能施力的項目。畢竟與美國之交往攸關國家生存

大事，在無法與美國建立正式邦交並獲得法律上的保證時，我國的外

交部門沒有餘地去放棄任何一丁點降低風險的機會。 

 

本研究的動機，主要可分為下列幾點： 

 

一、 研究與學習的延續。自大學時期開始，筆者便對對美外交及

決策理論有著濃厚的興趣，在教授的指導下進行持續的學

習，因此，在修習國際關係課程的七、八年間，對於有關美

國外交政策、外交決策以及危機決策理論均是課程中極為重

要的部分，蒐集與閱讀的機會較多。 

 

二、 與工作內容高度相關。筆者自民國八十九年底通過特考進入

外交部服務，包含受訓至今已進部四年，所服務之單位為外

交部北美司，負責之業務即包括我對美之智庫學術外交工

作。相較於一般研究生，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傳統基金會（Heritage Foundation）、戰略與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等智庫不僅是書上或研究文獻中的名詞，而是實際上每天進

行聯繫及規劃之工作對象，此一背景使筆者對就我整體對美

智庫工作進行一統整之分析具高度興趣，亦對研究內容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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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來源較能掌握。 

 

三、 中華民國對美外交工作之獨特性。前已述及，由於我國國際

地位的特殊及各項相關因素之交互影響，導致目前我高度依

賴美國，卻又與美國不具正式關係的特殊情況；也因此，台

灣可能是舉世「迂迴式」外交實踐最為徹底，經驗最為豐富

的國家，長久以來我國外交人員之遊說（lobbying）工作常

與以色列被譽為各國所難及，亦為此故。7基此，吾人實有理

由相信，我國的案例將極可能在國際外交史上屬於空前絕後

的案例，允值有興趣之學生詳加分析研究。 

 

貳、 研究途徑與架構： 

 

本論文所採取的研究途徑，將以政策評估（policy evaluation）

研究途徑為骨幹，並以決策研究途徑及統計研究途徑兩者為進行

政策評估研究之主要核心，分述如下： 

 

一、 政策評估： 

 

欲對國家影響美國智庫的方法及能力，與此一方法及能力對

實現特定國家目標的有效性進行評估，應屬於政策評估之範疇。

對政策進行評估旨在制訂合宜化之政策，並就政策之制訂及執行

進行研究，以瞭解政策是否如預期的發生作用。根據學者納許邁

斯（David Nachmias）提出之概念，政策評估是指「以客觀的、

                                                 
7 國家安全會議張副秘書長旭成任職立法院時，於擔任全民外交事務研習班講座時便曾指出，「台

灣遊說美國國會的活動力甚旺，僅次於以色列」。全文可參見網址：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11677&ctNode=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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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的、經驗性的驗證現行政策和公共計畫，以及對標的對象

之影響是否達成預期目標」；8學者羅西（P.H. Rossi）與費曼（H. E. 

Freeman）則指出，政策評估是「應用一系列嚴謹的社會科學方

法，藉以評定各項問題解決方案的規劃、執行與成效的活動過

程」。9 

 

至於政策評估的標準，根據我國學者林水波與張世賢之看

法，一般性的政策評估標準應包括投入量、績效、效率、生產力、

充分性、公平性、妥當性、回應程度、過程及社會指標等各項；

10上述指標係一般性政策評估之參考標準，惟在探討各項特殊議

題時，每項指標之適用性便各有不同。例如，在討論與智庫外交

有關之政策時，諸如生產力、公平性等指標，其代表性及指標意

義便較為薄弱。依據上述各項指標之精神，本研究歸納出適宜評

估智庫外交政策之指標，可能包括下列四項： 

 

（一） 投入量（efforts）：為執行該政策，所投入之資源。 

 

（二） 績效（effectiveness）：此項標準的基本前提，在於一項

政策具有清楚的目標。當政策目標明確時，研究者便

可比較政策的實際成就與原先希望的成果，並評估兩

者間之差距是否可合理的接受。 

 

（三） 效率（efficiency）：效率之標準旨在衡量一項政策，其

績效與投入量間之比例關係，是否屬於可以接受之範
                                                 
8 David Nachmias, Public Policy Evaluation: Approaches and Methods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1979), pp. 1-6. 
9 P. H. Rossi and H. E. Freeman, Evaluation: A Systematic Approa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2), p. 20. 
10 林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 年），頁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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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四） 妥當性（adequacy）：此項指標，乃在於衡量一項政策

的目標及執行，其所呈現或代表的價值判斷，是否確

實反映社會之一般法則。 

 

在上述政策評估四項指標中，其中第二項「績效」指標，即

為本論文針對「有效性」進行評估，所需討論的重點。 

 

探討我國影響美國智庫的方法及能力，及該工作對實現特定

國家目標的有效性，所需討論之架構如圖所示： 

<圖 1.1 對智庫工作影響過程示意圖> 

整個政策過程包括我國 美國智庫 美國政府等三個主體，

其中箭頭代表「影響」，整個三主體兩階段過程全部完成，便「可

實現特定國家目標」。本論文將透過下列決策研究及統計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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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試圖逐步探究上述過程之內涵，並對此一政策進行有效性

評估。 

 

二、 決策研究： 

 

在國際政治的研究中，欲以國際政治主體及其內部現象為分

析標的，往往有許多種不同的架構來探討。以學者辛格(David 

Singer)為例，採用的便是國家與國際體系兩層的分析層次，以國

家行為者所面臨的國際體系與環境和該行為者本身的各種因

素，來作為分析的兩個不同面向。11學者華爾滋(Kenneth Waltz)

則將分析層次分為三層，分別就國際體系、國家與個人等三個層

面，來對國際問題進行研究。12另外，政治學大師伊斯頓(David 

Easton)等人則傾向運用政治系統的功能運作來討論政治問題。13

不過，不論研究者分析架構採種方式，其探討的脈絡大致上都可

以分為環境因素、一國的政治系統、對政治系統的輸入、政治系

統的輸出以及反饋(feedback)。14就如同陶意志(Karl Deutsch)曾製

作了一個分析決策溝通的圖表，15將其中的政治系統部分結合，

便可簡略成為以下的圖形： 

 

 

 

                                                 
11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72-92. 

12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13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1), p. 143. 

14 連正世，《危機管理之研究-一九八六年華航空難事件》（碩士論文，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

民 78 年），頁 7。 
15 洪秀菊，《決策研究法在危機外交研究上的運用》（台北：五南圖書公司，民國 77 年），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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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政治系統> 

 

 

 

 

 

 

  

影響決策的因素，可以大略先分成內環境與外環境來看。首

先，決策中心在危機處理上的決策，受到輸入、環境、反饋等外

環境的影響；另外，在內環境的影響上，根據艾里遜(Graham T. 

Allison)的整理，決策可分為界定情勢與目標 (Goals and 

Objectives) 制訂選項 (Alternatives) 評估各選項的結果

(Consequences) 決策(Choice)。16 

 

 在上述政策決定之過程中，智庫如何對美國政府發揮影響

力？我國如何透過美國智庫影響美國對華政策？此二問題，乃本

研究途徑討論之重點。 

 

三、 統計研究： 

 

在國際關係研究方法中，「傳統的研究方法」 和「行為主義

研究方法（Behaviorism）」過去雖曾有過對立爭論，但時至今日，

大部分學者多已接受這兩種方法是可以相輔而並行的。17「行為

                                                 
16 Graham T. Allison and Philip Ze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 Missile Crisis (2nd 

ed.,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1999), p. 18. 
17 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論》（台北：揚智出版社，民 92 年），頁 15-16。 

反 饋 

輸入 
決策中心

(政治系統) 
執行 

(輸出)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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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研究方法」將政治文化界定為「各個政治體制所具有的多種

政治行為傾向的特定形式」，18將「調查技術」與「量化方法」運

用於國際政治領域之實證性研究。雖然「行為主義研究方法」內

部存在著各學者之間的差異，19但是以愛蒙德（Gabriel Almond) 

和維巴（S. Verba）對五個國家政治文化的進行實證性探究20為開

端，「行為主義研究方法」仍對政治學及國際關係理論的研究提

供了貢獻。 

 

為判斷我對美智庫工作是否已產生影響力，本研究將以統計

方法計算美國主要智庫在一定時間內，所舉行與我有關之學術活

動，共佔該智庫同一段時間內所有研究之比例，以及其中言論採

取友我立場之比例等，以試圖評估我對美智庫之工作，是否已對

該等智庫之研究方向及立場產生影響？由該等智庫之言論以

觀，是否可明確感覺其對台灣立場之接受及友善，甚至偶爾出現

「維護台灣利益重於維護美國利益」之情況？  

 

 本論文將分各階段，逐步討論下列問題： 

 

一、 斷交後之台美關係，21呈現出如何之脈絡？ 

 

二、 目前對美國外交政策具影響力之智庫有那些？倘以保守、自

                                                 
18 Gabriel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 no. 3 (August, 1956), 

p. 396. 
19主要表現在各學者對政治文化的界定上。參見 James A. Bill and Robert L. Hardgrave, Jr. , 

Comparative Politics : The Quest for Theory（Merr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pp. 76-88 ; 
Lowell Dittmer,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mbolism :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 24 (July, 1977), pp. 566-583. 

20 Gabriel Almond und S.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21 我國與美國之關係，過去學者及媒體多稱「中美關係」，今日則多稱「台美關係」；本研究中
將以「台美關係」稱之，以避免混淆，與筆者自身之政治立場均無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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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義之二分法區分，分佈情況如何？紅隊、藍隊的分怖情

況又如何？紅隊、藍法之分類是否妥適？ 

 

三、 以美國而言，智庫影響政府政策之管道為何？是否具有理論

基礎？ 

 

四、 以我國對美智庫工作而言，一國政府影響智庫之管道為何？

目前我國是否已成功經對部分美國智庫取向造成影響？  

 

五、 以我國之作法及經驗，國家透過智庫達成政策目的是否為一

有效的政策？是否可建構出一良好的外交工作模型？ 

 

參、 研究限制及克服途徑： 

 

本論文所需克服的研究限制，主要出現於以下各點： 

 

一、 相關研究資料不足之克服： 

 

自 1832 年「富蘭克林研究所」成立以來，美國智庫之發展

雖已約百年，22惟針對智庫所作之研究則尚屬萌芽階段，尤其針

對智庫對兩岸政策影響力之研究更如鳳毛麟角。近年以來，對於

智庫之研究終於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如郭壽旺先生淡江大學

博士論文「華府智庫對美國兩岸政策制訂之影響—對李登輝總統

九五年訪美案例之研究」，即針對智庫於美國外交政策之影響，

進行頗為深入之研究。惟相較於國際關係學中其他領域，相關學

                                                 
22 Paul Dickson, Think Tanks (Tennessee: Kingsport Press, Inc., 1971), pp.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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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著作及期刊相關之論文仍屬少數。英文資料部分，雖已有一定

數量之文獻針對智庫進行研究，惟針對智庫與兩岸問題進行研究

分析之論文則截至目前為止似仍付之闕如。 

 

基此，本論文將一方面盡可能掌握最多之文獻，另一方面在

文獻缺乏之部分，則以包括筆者在內之外交部實際參與對美智庫

工作同仁之經驗與訪談，以及與相關智庫學者之談話紀錄作為補

強。 

 

二、 統計方法使用限制之克服： 

 

行為主義之研究為國際關係學引進了科學方法與量化分析

之研究方法，惟許多議題之研究在科學方法的使用上仍然受到莫

大之限制。舉例而言，為探究我對智庫工作是否達到迂迴影響美

國外交政策之目的，最具說服力之統計應包含下列兩個部分：第

一部分，以主要智庫在一定時間內舉辦之公開學術活動及言論取

向統計，由其中與我相關議題比例甚高，或大多數研究均採取友

我立場之現象，證明我對該等智庫之工作確已影響該等智庫之言

論；第二部分，以統計資料證明智庫之友我作為與言論，與同時

期美國政府之友我政策存在「正向因果關係」，亦即透過對智庫

立場之影響，已確實達成迂迴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之目的。上述兩

個部分，其中第一部份資料之蒐集與統計便已不易齊全，且純以

學術活動之數量來作為計算之對象，亦顯然忽略各活動之規模大

小、出席人物、代表性、完整性及影響力其實場場都不相同，純

以數目判斷有失精確；不過至少，以統計方法求得一大致之數字

係可能之工作，且即使該數字並非完全精確，倘確實出現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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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友我比例，則應仍具部分參考價值。但有關第二部分之統計，

欲針對智庫言論及美國外交政策間因果關係做出可量化之統計

證明，則幾係不可能的任務，蓋此影響力無法針對某一特定時間

來排除其他所有變因進行準確估算，故即使短期內美國政策並未

直接因某部分智庫之活動而採取與智庫立場相同之走向，吾人固

不宜直接認定此係「未達成目標」，反過來說，若美國政策於短

期內果採取與與智庫活動立場相同之走向，吾人亦難直接認定此

與智庫之活動確具直接之因果關係。 

 

欲針對此點之限制加以克服，研究者應先瞭解，智庫對於政

策之影響力，來自決策者有之，來自影響決策過程亦有之；其影

響力或難針對某特定時間並排除其他所有變因來準確估算，但倘

因此便認定影響力不存在或不重要，恐係距事實更遠之誤判。本

研究將引述多名學者之研究成果，推論智庫對於政策之影響力確

實已有學理之根據，故吾人依據學者之研究，接受智庫學者對美

國政策確實具有影響力之假設，再以實證探究該智庫是否已受我

國影響，採取對我有利之走向，並據以探討影響力之存在與否，

應係合理之作法。 

 

三、 機密資料引用障礙之克服： 

 

筆者有幸實際參與我對美智庫工作之規劃及執行，得以閱覽

之資料其中部分可能較一般研究者所能拿到之所謂「第一手」資

料更為原始；不僅如此，近年內構成我國對美智庫工作之各種政

府文件，如外交部發往各駐美館處之電文、計畫、研析、簽呈及

公函等官方文件，其中部分係直接由筆者負責草擬，部分則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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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參與協辦，因此，在實際研究資料之取得及判斷上應較一般研

究者方便許多；然由於我對美工作之性質敏感，甚多案件為維護

國家利益並顧及外交工作之需要，均有嚴格之保密規定，未解密

前任何引用均屬違法。 

 

關於此點限制之克服，筆者將所擬使用之資料，每筆均先確

認其是否係密件，並先清查其各項資料或數據是否已曾於國內外

任何報章雜誌、期刊論文或政府出版品中公開。倘該資料已於其

他來源公布，則筆者予以引用並註明出處應屬可行；惟若資料或

數據尚未於任何其他媒介中公布，或資料本身具有密件性質，則

筆者只能割捨不用，以避免違反國家機密保護相關法規之規定。 

 

肆、 章節概要： 

 

本論文將分三部分，共五個章節進行，以檢視前述三主體兩

階段過程能否順利建立，即美國智庫影響美國政府之能力，及我

國影響美國智庫的能力等兩者，以求瞭解對智庫進行工作，是否

最後能產生實現特定之國家目標的結果。首先第一部份，除本章

就研究背景與途徑介紹外，另將就中美斷交後美我關係之脈絡進

行介紹，並針對美國智庫目前情形進行一概略性之研究，包括就

兩岸政策研究而言，哪些美國智庫較為重要？哪些是紅隊、哪些

是藍隊？紅藍之分野是否仍符合今日美國智庫之景況？ 

 

第二部分中，首先將針對智庫影響決策過程之理論進行分

析，就目前學理中之決策理論進行探討研究，以檢視智庫究竟如

何影響決策，進而探索美國智庫如何影響美國政府政策以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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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部門對兩岸之政策。 

 

另外，亦將針對我國對美智庫外交成果進行分析評估，即挑

選若干與我關係密切及不甚密切之智庫，將其一定時間內舉辦與

我相關公開學術活動數目佔該智庫同一段時間內所有活動之比

例、其中言論採取友我立場之比例等，進行交叉比對，以試圖評

估我對美智庫之工作，是否已對智庫之研究方向及立場產生影

響。 

 

最後結論部分，則將依據前揭章節之研究進行政策有效性評

估，檢視相關結果是否能夠歸納出一模型（model）或理論，亦

即，對未來可能不再面臨地位問題之我國，或對其他根本沒有與

我相同困擾的國家，是否在正式外交管道之外，對智庫之聯繫仍

為有價值之外交工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