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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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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s and Sand Castles: 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黃建勲 /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壹、前言
理論的建立，除了需要搜集經驗資料（data）外，
還需要驗證（test）
。本書作者－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政治學系教授 Barbara Geddes，利用「沙堡」
(sand castle)作為一種隱喻，認為在比較政治領域裡，
號稱典範的經典理論往往已遭遇後續經驗資料的挑
戰，如同堆砌在海邊的「沙堡」，雖看似唯妙唯俏，
卻經不起一次次實證浪潮的來回驗證。作者舉「現
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作為說明，當西方學者
崇信經濟發展有助於民主之際，拉丁美洲國家的民
主化歷程卻未如預期，致使一群拉美學者提出「依
賴理論」作為解釋。隨後八零年代東亞新興民主國
家的發跡，又展現不同於拉美國家的另一種發展模
式。典範雖可指引研究，卻也可能讓人產生盲點，
因此作者鼓勵後進學者必須不斷地進行驗證。本書
分別從研究問題（第二章）
、研究個案與設計（第三、
四章）及理論途徑的選擇（第五章），說明如何建立
更為嚴謹、更趨於真相的理論。

書 名 ： Paradigms and
Sand

Castles:

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作者：Barbara Geddes
出 版 者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出版地：Ann Arbor, MI,
U.S.A.
日期：2003
頁數：314 pages
ISBN：9780472068357

貳、本書各章概要
首先，研究者，特別是年輕研究生，都會針對
其研究興趣提出宏偉的研究問題，但常因為問題過
於廣泛、抽象而失焦。於書中第二章，作者指出複
雜的經驗世界往往讓研究問題包含各種複雜的因果
關係。作者建議解決方法可透過「分解問題」
（unpack）
策略，將所關注的研究問題分成數項可作驗證的論
點（argument）或更具體的意涵（implication）
。同時，
在進行「分解」策略中，研究者可從微觀角度，找
尋政治過程中的因果機制（casual mechanisms），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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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現象發生的各種可能解釋。以民主

接著在第四章，作者從量化觀點，提

化為例，作者觀察到有些國家的民主
化進程，比其他國家緩慢。因此，如
果就民主化前的政權類型進行分類後，
發現比起軍事政府或單一領袖集權政
府，一黨威權政體國家的政權較為穩
定，也較晚進入民主化階段。如從政
權菁英的利益維繫觀點，作者解釋在
一黨威權政體裡，執政菁英間往往選
擇合作策略，共同抵抗反對勢力，以
維持其最大的利益。

出如何補強非量化個案研究的弱點。
作者認為，雖然個案研究為人所批評
處，在於變數多於個案的問題，以及
通則化能力，但個案研究仍是比較政
治的重要經驗依據。因此，有三項策
略上的建議，可以增加個案研究的理
論基礎。第一項是增加個案數。典型
增加個案數的方式包括一個國家案例
中不同時間點的事件（如數次總統選
舉）
，或將一個國家分成不同地區。第

在第三章，作者提出個案選擇所
造成的偏差問題。她認為一些理論的

二項是測量（measurement）的明確化。
亦即，研究假設的因果關係需要有明
確的測量，包括符合理論預設的概念

論點會無法通則化到更多其他案例，
其原因是在於原先的研究僅針對於特
定的個案與成因。亦即，以專業術語
來說，就是以依變數來選擇個案。譬
如，有關於經濟成長與抑制勞工間關
係，部分研究文獻指出，新興民主國
家（例如東亞的南韓、新加坡及拉美

有明確、少爭論的定義；變數的名目
（nominal）類別明確、互斥、且有個
案可相對應；及可以重複應用的編碼
（coding）規則等。第三項是擴大檢驗
個案的範疇，特別是支持假設的原始
個案以外的觀察對象。舉例來說，作
者利用更多拉丁美洲與一些歐洲的新

的巴西等）能夠有亮眼的經濟成長表
現，成因在於國家刻意壓抑勞工勢力，
讓資本家可以減少成本支出、增加投
資動能。然而，當作者將更多的個案
納入資料庫，並重新驗證原研究的論
點，卻發現經濟成長與抑制勞工間沒
有明顯關聯。而會發生這樣的窘境，
作者認為係研究者往往傾向由相同變
異性個案（如選擇到同樣發生經濟成
長與抑制勞工的國家等）
來尋求解答，

興民主國家個案，來重新檢驗 Lipset
與 Rokkan 的歐洲政黨體系研究時，發
現傳統社會分歧對政黨體系的影響不
大。雖然，有論者質疑歐洲與拉丁美
洲的國情不同，不過，作者認為地域
性差異不應是理論建立的唯一解釋因
子，而解釋變數亦不因個案選擇的不
同而有所改變。因此，作者認為檢驗
假設所需之個案證據，除了具有數量
與代表性（能夠反映變異性）之條件

或不經意地因特定個案而修改論點或
假設。依作者的建議，研究者須從理
論論點或假設來確立應納入檢驗的個
案，並盡可能地利用所有個案作為觀
察值（observations）
，來驗證理論的論
點或假設。

外，還需要納入其他尚未經過原假設
所檢驗過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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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問題的答案，而其中理性選擇則是

參、綜合討論

較具有理論建立能力的一項途徑。然
而，作者認為理性選擇遭受其他學派
的許多誤解，所以於第五章前半段作
澄清。例如，理性選擇的目標是以經
濟學的自利假定為基礎，但往往被認
為是只限縮於物質性利益。然而，實
際上個人的目標不僅限於物質性利益，
尤其在政治世界裡，勝選對於政治人
物來說，是一項重要的個人目標。雖
然並非所有政治人物都以勝選為指引

整體而言，在讀完後不難發現，
這本書儼然是另一本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作者不只企圖以量化研究的
原則與方法去適用於非量化研究，也
趁機宣揚應用理性選擇在比較政治的
研究利基。儘管於書中作者聲稱理性
選擇只是眾多研究途徑之一，且也認
同非量化之個案研究在比較政治的貢
獻。但作者仍相信理性選擇與適當的

方針，而有其他殊異性（idiosyncratic）
目標，不過只要以「平均」來看，多
數政治人物都以勝選為重任，則勝選

研究設計，是較嚴謹的知識累積準則
與策略。然而，作者所提供在研究上
的各項建議，仍然有許多地方需要進

就可以解釋所有政治人物的決策行為。 一步討論。
接著，在第五章後半段，作者就目前
採取理性選擇途徑的研究文獻，作簡
首先，在研究問題上，作者所建
略的區分與介紹。
議的「分解策略」不失為一項發展理
論論點或假設的好方法，但是在分解
在最後第六章，作者總結理論的
的過程中，似應須注意論點或假設與
建立，主要是落實於兩個階段：理論
因果解釋機制之間出現可能的落差。
推測（theoretical speculation）與事實
驗證（reality checks）間互動。當研究
者發展理論或假設時，其非僅收集所
有可能的解釋因素，並仰賴回歸分析
作為解釋，而是須思考因素之間的因
果機制。接著，研究者亦須盡可能地
利用可得之個案證據來檢證其假設與
理論論點。尤其，作者提醒一些測量
與操作化上的問題，包括注意一些不
夠精準的指標或不合研究主題的現成

以作者書中的假設為例：一黨威權政
體的政權比起軍事政體或單一領袖集
權政體較為穩定，這個假設所描述的
對象其實是政府，然而作者所給予的
因果解釋卻是菁英的個體選擇。這樣
的情形，導致後續的資料收集與驗證
上皆著重於個體層次，使得該論點或
假設可能涉及之其他結構性因素遭到
忽略，例如國際壓力、反對勢力的組
織程度等。如果將論點或假設改成以

資料庫（off-the-shelf data）等。最後，
作者表示，尚未驗證的理論本身並非
問題，而真正須注意的是，在尚未驗
證之下就接受理論的一切，將無助於
事實真相的理解。

政黨、派系或菁英角度來論述，則可
能較為貼近作者的因果解釋。所以，
當因果解釋是從個體觀點切入時，層
次高或較抽象的論點或假設，則應該
被持續「分解」到接近、符合個體的
因果解釋，始為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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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除選舉制度之外，新興民主國家

化研究方法應用在非量化研究之企圖，
可能會招來許多異議。例如，有論者
可能會辯駁，一些個案研究之目的僅
在詳細說明特定個案的來龍去脈，其
本身並無通則化的意圖或需要。另即
使想要藉由增加個案數量來提升論點
或假設的通則化能力，但實際上需要
增加多少數量的個案才較為合宜，作
者卻沒有給予明確的答案。一般來說，
非量化之個案研究大多是三或四個案

所面對的各項制度調整，攸關其民主
治理的品質與效能，理應受學界與實
務界的高度關注。因此，理性選擇的
另一項挑戰則在於如何處理制度的形
成與演化。

例，也有增加到六個之多，但是較多
的案例將使得個案研究無法作詳細的
鋪陳，而失去個案研究的原始意義。

必讀或參考書目。即使，本書諸多論
點可能仍有不盡完美之處，但不失作
為碩博士生檢視其研 究設計的入門

個案研究的長處是對於複雜現象或異
例（anomalies）提供另類解釋論點，
進而可創造或修正理論。

書。

最後，理性選擇的應用有其限制
性，並非所有研究問題皆可以透過理
性選擇的解釋而獲得滿意的答案。作
者也在書中坦言，理性選擇所強調的
「演繹」邏輯，僅在有制度可循之環
境（包括系統性規則與誘因）下，較
能提供系統性解釋，而較難在制度浮
動（fluidity）的情形下作預測。因此，
至今理性選擇研究文獻多應用在美國
與西歐國家，而較少擴及發展中國家。
不過，作者樂觀地認為當拉丁美洲或
東歐國家日趨民主化，理性選擇途徑
將有更多的研究空間。然而，目前應
用理性選擇於發展中國家的文獻，以
集中於討論憲政制度或選舉為主，至
於其他主題則付之闕如。一方面，當
新選舉制度在新興民主國家系絡起步
時，民眾與菁英的學習、適應階段所
產生的浮動性，是否會影響理性選擇
的預測，仍需要進一步討論。另一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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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瑪憲政變奏曲-半總統制憲法的生命史
藍夢荷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壹、前言
威瑪共和是世界上第一個半總統制的國家，它
融合總統制及內閣制，號稱是最合乎民主原則的完
美憲政體制。然而，威瑪共和僅存續十四年，如流
星般的燦爛墜地，結束於希特勒之手。這其中雖然
短暫，卻相當值得我們研究及關注。特別是我國憲
政體制也是半總統制， 威瑪共和的啟示可引以為借
鏡。
沈有忠以威瑪共和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其三個
研究動機及其問題意識，一是威瑪共和是第一個半
總統制體制代表，它如何在完全沒有前例的情況下，
憑空設計出半總統制的制度；第二，威瑪共和在政
治運作上相當的不穩定，為何號稱最合乎民主原則

書名：威瑪憲政變奏曲半總統制憲法的生命史
作者：沈有忠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地：台北
日期：2009
頁數：404 pages
ISBN：9789571156248

的憲法，在運作上卻無法如同設想的一樣美好；最
後，威瑪共和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由半總統制轉向民
主崩潰的體制。故本書主要針對三個研究問題，對
威瑪共和進行上、中、下游的探討，這三個環節彼
此連貫、影響，因而值得以生命史的方式做完整的
研究。
本書分為七章，第一章緒論簡介了半總統制及
威瑪共和的文獻，並提出本文的研究論點及方法；
第二、三章探討了威瑪共和的建立及其憲法設計理
論；第四、五章解釋了威瑪共和的憲政運作；第六
章作者試圖對威瑪共和的崩潰提出不同的看法；最
後第七章是簡單的結論。本文主要介紹第三章的憲
法設計、第五章的憲政運作及第六章威瑪共和的崩
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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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形式運作，總統是一個中立的
仲裁者，但遇到緊急狀況時，權力的
中心會換軌至總統身上，使總統有較
大的權力能應付緊急動亂的狀況。這
種見解為半總統制的研究增添了另一
種新的角度，也提供了一個新的制度
性解釋的方式來理解威瑪共和。

威瑪共和如何形成、運作及為何
走向崩潰，一直是學界關注的對象。
其中，特別是針對其崩潰的原因，有
許多學者提出看法，諸如經濟問題、
反民主的軍隊勢力，或是共和派菁英
缺乏創新、總統個性等等理由（羅志
淵，1969：403-405；蔡宗珍，1999:78-79； 二、運作
李鳳玉，2001：84-85）
。不過，令人感
到疑惑的是，為何威瑪共和早已面臨
威瑪共和從 1919 年至 1930 年之
上述諸多現象，卻遲至 1933 年才崩潰？ 間，維持在議會民主的運作形式，1930
著眼於此，沈有忠試圖利用制度性因
年以後，其運作換軌至總統內閣，最
素去解釋威瑪整個的形成、運作與轉
終在 1933 年走向民主崩潰。
出，用新制度論的觀點檢視威瑪憲政
的生命史。
一、形成
威瑪共和形成於一次戰後，在國
際壓力及階級革命的歷史背景之下，

威瑪共和的政治運作始終不太穩定。
沈有忠認為，
「權力集散」或許是其中
的關鍵因素。這可從政黨體系和制度
設計兩個面向來看。首先，政黨體系
可再細分為兩個指標：一是政黨體系
的分化程度，另一則是總統、總理、
國會的三角關係。其次，就制度設計

德國第二帝國崩潰，在共和派、激進
派及軍方相互妥協的情形下，建立了
威瑪的民主共和。然而在各政黨及菁
英的妥協之下，決定以半總統制做為
基礎。不過沈有忠在這裡提出威瑪的
半總統制不同於以往一般理解的半總
統制。以往所理解的半總統制是「水
平分權式」的半總統制，學界聚焦的
是總統和國會的相對權力，在府會不
一 致 時，兩者對於內 閣行政權的掌

而言，同樣也可以分為兩個指標：一
是憲法中關於行政與立法的設計，另
一項則是選舉制度的設計。

控。

他能夠單獨解散國會以及發佈緊急命
令，並擁有一定的人事權，故無明確
多數的國會在政府架構中相當疲弱，
無法發揮有效制衡；最後是選舉制度，
威瑪共和國會選制採用不設門檻的純
粹比例代表制，對政黨無任何限制使
國會政黨體系多元分化，再加上總統

但威瑪共和的半總統制則是「垂
直分時式」的半總統制，此時，研究
的焦點轉移到「平時」和「緊急」的
差別，而非關心府會政黨關係。
「垂直
分時式」的半總統制指在平時以議會
22

套入威瑪共和的個案來看，威瑪
共和一直處於分歧、破碎與零和的政
黨體系。而在三角關係上，威瑪共和
也長期處於分立少數政府且國會無多
數的情況。另外行政立法設計上來看，
威瑪共和的總統握有相當大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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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制採用開放式兩輪相對多數決制，

體制政黨，故在總統行政獨裁及國會

也就是在第一輪選出前兩名進入第二
輪選舉，但第二輪還是可以開放給新
的候選人參選，然後以相對多數決選
決定當選者，更刺激政黨的分化而非
合作。

反體制政黨的掌權下，威瑪共和最終
走向民主崩潰。
參、評論

針對威瑪共和的憲政崩潰，沈有
忠整理出制度及非制度的原因，在非

沈有忠針對威瑪共和進行相當細
膩的研究，其以生命史的方式，帶讀
者了解威瑪共和的形成、運作以及轉
出，並且在其中提出了「垂直分時式」
的半總統制。這本書從另一個角度來

制度的部份，戰後經濟重建的壓力及
沉重賠款、外交危機等原因都剝蝕著
威瑪共和，而在政黨之間，因為處於

切入威瑪共和，對威瑪共和及半總統
制的研究來說，都給予了相當不同的
觀點，更對華文世界中稀少的威瑪共

被迫的妥協，而沒有辦法有效的落實
政策。另外在軍人干政上，軍隊彷彿
「國中之國」
，故軍隊為影響威瑪共和
的存亡的重要角色，且中央與地方關
係緊張，在在都顯現著威瑪共和充滿
著妥協性，而這樣的妥協性正對威瑪
共和進行著慢性的傷害。

和研究給予更豐富的資源。就威瑪共
和的形成背景，基於國內菁英及國際
要求，搭配過去傳統及他國經驗，妥
協出一個半總統制的雛形。然而在此
可以提出的問題是，在威瑪共和之前
或一次世界大戰同時，其他的國家是
否也有相同的菁英妥協？然而他們為

三、轉出

另外就制度性原因來看，威瑪共
和因為屬於垂直分時式的半總統制，
在特殊的時間及情況下，總統可以有
相對平時較大的權力，但在危機渡過
後，應回歸議會制的運作，然而，在
1930 至 1933 年，總統動用解散國會
權及緊急命令權的狀況頻繁，卻沒有
如同理論上的換軌回正常的議會制的
情形。故憲政運作的軌道轉變成以總
統為核心的行政獨裁之上，國會屢屢
被解散，因而無法有效的監督行政的
運作，內閣淪為總統內閣。最終在 1933
年，看似從行政獨裁轉為議會原則，
但實際上行政獨裁的狀況已經建立，
無法在實質上轉回議會民主的常軌，
再加上國會中第一大黨的國社黨為反

何沒有設計出半總統制，或為何他們
沒有設計出「垂直分時式」的半總統
制？
其次，就威瑪共和的運作來看，
基於政黨體系分化及內閣更迭快速，
行政權易趨於獨裁，故威瑪共和處於
高度的不穩定。再加上因為有反體制
政黨的存在，議會民主易被推翻，這
裡沈有忠的分析相當精闢且完整。
最後，就威瑪共和的轉出來看，基於
威瑪共和形成時的妥協、運作的不穩
定，最後在「垂直分時式」的半總統
制的設計上，緊急時期過後無法順利
轉軌回議會內閣制，因而導致行政獨
裁及民主崩潰。然而，對於「垂直分
時式」的半總統制的設計上，本文提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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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兩點問題：

參考書目

一是「垂直分時式」的半總統制
到底對現今世界上的國家，有沒有實
質的解釋力？世界上約有 60 個半總
統制國家（Elgie, 2009:251）
，然而大多
的國家仍舊使用「水平分權式」的半
總統制。而真正在使用「垂直分時式」
的半總統制國家，寥寥可數，能研究
的如奧地利、冰島、愛爾蘭等，而這
些少數的國家真正發生所謂「緊急特

El gi e, Robert . 2009. “Duverger,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the
Supposed French Archety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2(2): 248-267

殊」的狀況又有多少？首先「緊急特
殊」的狀況本身難以定義，再者，真
正發生的次數或許難以出現或難以有

沈有忠，2009，
《威瑪憲政變奏曲：半
總統制憲法的生命史》
，台北：五
南。

指標被觀察。故如要繼續研究「垂直
分時式」的半總統制，還需要有更多
的個案及實證研究才能更有說服力。
另外，從威瑪共和的經驗上來看，威
瑪共和在緊急時期換軌制總統身上，
由總統來領導國家，然而，最終卻導
致了一種行政獨裁，而沒有如理論預
期的回歸到以議會內閣制為常軌的狀
況，而這樣將權力換軌給總統卻換不
回常軌的情況，究竟是威瑪共和的特
例，抑或是無法避免的常態？如果這
是一種無可避免的常態，那就等於是
一種無可避免的民主崩潰，那這樣的
半總統制究竟是否能繼續被採用或被
接受，也仍待考量及研究。
台灣在憲政設計上屬於「水平分
權」的半總統制，但仍有可能往「垂
直分時」的半總統制修改，這本書提
供了威瑪共和的案例，或許對我國未
來的憲政方向，給予不同的思考。
威瑪共和歷經生死的歷程，仍舊提供
給這個世界更深的體悟，也給半總統
制的學界，提供更不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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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NATO Endures
楊小龍 / 中國南開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大學生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下簡稱北約）為
何延續？這一直是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研究領域的
焦點。2009 年 6 月，研究北約的美國著名學者華萊
士•J•蒂斯的《北約何以延續》1一書新鮮出爐，而
此時恰逢北約成立六十周年。作為一名長期從事北
約研究的資深學者，這本書延續了作者既往的研究
思路和一貫立場，相對深入淺出地緊扣現實和理論
發展的脈絡。

書 名 ： Why

壹、本書的主要內容和結構安排

出 版 者 ： Cambridge

北約確實不同於拿破崙時期的反法聯盟、二戰
時的反法西斯同盟等這樣目標崇高卻短命的經典聯
盟，以至於它很難被貼上已有任何類型聯盟的標籤。
蒂斯認為，造成北約最不同於已有同盟的特殊之處
是民主。從這個角度出發，作者認為發現有關聯盟

NATO

Endures
作者：Wallace J. Thies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New York
日期：2009
頁數：335 pages
ISBN：9780521749794

的共同理論和研究北約之特殊性的並存是可能的。
本書前半部分的篇幅充分說明北約無論在功能層面
還是在目標層面都有著優越性，其中民主性質的塑
造和維持在作者看來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他給出
了同盟理論中政治環境的三個自變項：實力的分配、
衝突的範圍和頻率、存在還是缺乏分裂的思潮。透
過這一區分，作者試圖解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
們為什麼發揮的作用是如此不同。三個自變項還影
響了兩個因變項：領導國家的同盟政策和同盟克服
週期性危機的能力。作者據此來探索同盟理論行為
的中心問題：什麼促使國家結盟、什麼決定了領導
人結盟的緊迫性、什麼決定了同盟內合作的程度範
圍。
作者強調了三個自變項對解釋不同時期同盟的
1

Wallace J. Thies. 2009. Why NATO End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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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以及當下的「危機」意義重大。

盟的適應力。因此危機本身就會觸動

為了更詳盡的說明這一點，作者比較
了之前三個不同歷史階段的同盟，
「危
機」這個概念作為研究策略的引入，
找出了區分這三個時期2同盟的特徵要
素。第一個時期同盟是短命並且不存
在危機這個概念的，因為分裂和重組
本身就是同盟的最重要特性與功能所
在，對同盟的長遠打算沒有必要；第
二個時期的同盟由於對軍事的考慮增
多，因此長遠的打算開始被重視，還

聯盟的運行和生存，從某種意義上講，
蒂斯視危機為北約的常態，而危機本
身可能意味著轉機。在危機之中，協
商與合作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民主發
揮作用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透過學
習、適應、改變來完成這個過程的4。
由此蒂斯把它看成了民主那神秘而又
真實存在的力量源泉。第二部分也是
全書的權重，作者就在探討這種「隱
藏的力量」
，涉及北約與軍事平衡、北

有一點就是那種陣壘森嚴的同盟逐步
被替代了，同盟還是十分開放的。這
個時期同樣不存在危機這種常態，倒

約與防區外事務、非軍事安全三個領
域。其中伊拉克戰爭給北約帶來的危
機是最為不同的，因為之前的危機是

戈被認為是十分正常的行為；第三個
時期美國和歐洲的盟友認為長遠的打
算十分必要，出於成本和收益的權衡，
背叛加入新的同盟代價十分高昂而收
益甚少。北約在戰後從成立到完善的
歷史經驗足以說明這一點。這也印證
了聯盟內部的制度化水準越高，就越

在蘇聯這個威脅存在的大背景之下，
成員為求自保必須精誠團結，而伊拉
克戰爭卻恰恰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
背景平臺。無論是歷史考察還是剖析
戰後案例，民主都是作者傾向的解釋
要素。

有可能在外部威脅變化後仍然能夠持
續的觀點3。

貳、對本書的評價及北約研究的新議
程

二戰結束後的跨大西洋同盟之所
以被蒂斯賦予特殊地位，是民主「隱
藏的力量」（hidden strengths）潛滋暗
長的善果，是作者最為看重的因素。
這一力量首先在於民主國家之間的認
同和相互吸引，其次在於民主在國內
的運作過程增強了它作為一個長期同

相比作者之前的研究成果5，蒂斯
的論證在本書中是透過案例研究和對
民主力量的解讀呈現出來的6。這種研
究思路有別于傳統現實主義聯盟理論
流派的路徑，著作中歷史案例和政策
分析銜接相對自然。作者旨在開拓北
約研究的新議程，反映在原書中就是

2

4

這三個時期是作者區分不同聯盟特徵的重
要節點，具體是 1870 年之前、1871-1945 年
之間、1945 年之後。
3
聯盟產生的制度化官僚體系與國內精英階
層是支持存在的力量，參見 Celeste Wallander
and Robert Keohane.
“Why Does NATO
Persist? An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pp.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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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es. 2003. Why NATO Endures. pp.300-308.
參 見 Wallace J. Thies ， Friendly Rivals:
Bargaining and Burden-Shifting in NATO ，
Armonk. NY: M.E. Sharpe.
6
安德魯•莫勞夫奇克曾對本書做出過評價，
參見 Andrew Moravcsik. 2010. “Why NATO
Endures”. Foreign Affairs. Capsule Review.
pp.33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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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情結以及民主和平論調。

有關北約資訊的管道上，無意識地設

蒂斯的中心論點清晰有力：北約作為
跨大西洋合作的產物具有不同於以往
任何同盟的性質，加之民主在制度和
觀念上的聚合力量，共同決定了它在
冷戰結束前後不同歷史時期，儘管遭
遇「危機」重重，卻能延續至今並不
斷拓展自身空間。以上兩個主題的落
足點都是民主力量對聯盟的維持。這
也成為了本書所獨具的理論研究特色。
簡而言之，作者于此作中採用民主的

置了藩籬。北約的危機在他們眼中通
常被認為是其成員間出現了嚴重而尖
銳的分歧。這帶來了研究思路上的問
題，即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認為是
一組具有共性的事件，來加以個別或
是整體上的深入發掘。另一方面，在
大多數的「警鐘」都被證明是敲錯了
的情況下，危機論者會轉而將最近的
危機當作救命稻草，以標榜其危險性
異於以往。後果便是更加難以深入北

視角，去解構一個「危機重重」的大
西洋同盟是怎樣跌跌撞撞、險象環生
而終是屹立不倒，且有下文。由民主

約內部運行機制中去。因此本書的邏
輯鏈條也就是要衝破這種常規智慧的
束縛，圍繞著北約為什麼不同和北約

的基石發展出「隱藏的力量」
，民主國
家間消弭了恐懼帶來安全兩難。同時
彼此間認同的需求成為構建自身外交
政策的支點。這種嵌入式的民主和自
我隱藏的趨勢，便是作者給出北約存
續的答案。他用歷史記錄說明北約同
樣會出現傳統聯盟的問題，不過民主

為什麼延續這兩個相互銜接的主題，
用民主這根線牽著我們走出迷宮，看
到我們不曾瞭解的北約。 蒂斯所謂的
「危機即轉機」
，也就是同盟的成員透
過民主產生的國內外政治過程，冷卻
衝突分歧回歸理性的過程。

作為一種穩定機制能更好的彌補這種
痼疾。
「隱藏的力量」透過共和憲政體
制、人權價值信仰、跨大西洋政治文
化 傳 統被具象化，能 夠被認識和使
用。

愛德華•勒特韋克曾給聯盟下過
一條鐵律：
「成立一個聯盟來抵抗敵人，
那麼它是無法長久的」7。同盟的力量
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民主是一種可以自
我學習成長彌合的良方。一種同盟意
識的養成需要盟友之間拋棄政策分歧，
而尋求可以有共同話語的政治場合，
聯盟的存續是第一位的。這是蒂斯最
重要的理論立足點，卻恰是它的缺陷
所在。民主和平論長期以來就面對質

作者研究策略的亮點便是引入
「危機」的概念來顯示民主的威力。
與「危機論」針鋒相對的同時，全書
線索恰是以危機為載體游走於各個章
節，著重介紹了那些早就為人熟知的
平靜歷史背後北約經歷了怎樣的劫後
重生。蒂斯沒有囿於種種先入為主的
對危機的誤讀，冷靜地指出大部分強
調「北約真正面臨危機」的學者，並
沒有明確「狼來了」的具體時間節點；
更為致命的是，危機論者可能在獲取

疑甚至詬病，集中對準了「民主共同
體」的預設。兼有歐盟和北約雙重成
員身份的歐洲國家，會將北約作為鞏
固民主機制和經濟聯繫的機制首選嗎？

7

Edward Luttwak. 2001.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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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安全帶來了民主還是民主帶來
了安全，恐怕作者要對因果機制的箭
頭斟酌一番了。另一方面，蒂斯的案
例也沒涉及到成員國的地位與一國民
主程度有什麼關係。北約和民主之間
看來不存在什麼天然的聯繫，作者眼
中的北約還是作為大西洋聯盟存在下
來，而對不斷膨脹而複雜的北約大家
庭難以統觀。因此，作者的論證在民
主化解危機機制的闡述上尚需完善。
權衡利弊公允而論，華萊士•J•蒂斯
還是給予了看到了問題答案的一線曙
光。民主對聯盟的傳統弊病確有醫治
的神奇力量，不過揭示民主和北約制
度功能之間的因果機制可能更為關鍵。
北約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兩場局部戰
爭中的迥異表現，足夠引起我們對這
其中的變化進行思考。如果同盟失去
了敵人，它的繼續存在就是慣性與推
力共同作用的合體。今天的北約決策
者會同他們的前輩一樣經歷作者所歷
數的那些危機，能不能讓「隱藏力量」
摘取神秘的面紗，仍待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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