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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棋盤、玩家與領導權 

 

「地理」(Geography)始終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綜觀人們出生、成長、學習、謀生、交易或死亡等，

無不深受地理環境影響。地理環境不但決定個人的

國籍、文化、語言、生活習慣；同時也形塑出國家

的外交政策與戰略擘畫。因此在國際關係研究中，

地理環境成為需考慮之要素。是故，「地緣政治學」

(Geopolitics)的影響百年來歷久不衰。 

 

無論是由「大陸中心」、「海權」或是「空權」

來探討國家間戰略互動與政策規劃，在地緣政治學

的核心概念當中存在著以下幾個要素；它們既是學

說的基礎，亦是研究者分析的起點。第一，「棋盤」

(Chessboard)：地緣政治學者經常採用棋盤作為比擬

或隱喻之對象，使讀者易於理解。全球或區域即是

一張超大棋盤，在此棋盤當中各處具有著不同的天

然資源、地形、地貌與氣候；它是玩家們縱橫捭闔

的場域，玩家在棋盤上的位置決定了自身的力量、

利益與發展。第二，「玩家」(Players)：「國家」是傳

統地緣政治學分析的基本單元，國家或國家間組成

的集團憑藉其在「棋盤」上的位置和資源，決定其

間的互動關係與未來走向。 

 

上述兩者屬「有形」之要素，然而筆者認為倘

若缺乏以下「無形」要素，則無法解釋玩家間行動

的動機甚而進行分析與預測。第三個要素為「領導

權」，可區分為「誰來領導」與「如何領導」兩個層

面來討論。前者意指在全球或區域（棋盤）當中，

哪些玩家可以在其中居於領導的角色（或有能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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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獲得領導權）？後者則指這些玩

家如何進行領導，其手段、資源與方

式為何？這兩者是地緣政治研究之目

標，其評量與預估的結果，將牽動著

國家決策者對於未來整體戰略或外交

政策的擘畫。 

 

    本文目的主要針對 Zbigniew 

Brzezinski與 George Friedman兩位學

者的著作進行評述，除整理書中重要

觀點之外，筆者亦嘗試比較兩位學者

的分析途徑與思維，進而理解其間差

異，並為地緣政治學之未來研究方向

提出建議。以下先就 Brzezinski與

Friedman的著作進行引介（第二節與

第三節）；接著則針對兩者的分析途徑

與思維進行比較（第四節）；最後，結

語的部分則就書目進行評述，並且提

出閱讀後之啟發與建議。 

 

貳、Zbigniew Brzezinski 

 

    曾擔任美國總統卡特 (Jimmy 

Carter)國家安全顧問的Brzezinski是著

名的地緣戰略學者，現任教於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其著作頗豐，筆者則以其中兩本著作

做為本文評述之對象，分別介紹如

下。 

 

一、《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 

 

    美國在歐亞大陸的盟主地位能夠

持續嗎？美國如何制定其歐亞戰略政

策與目標？這兩個問題是本書處理的

主題。在 Brzezinski眼中，過去中國大

漢帝國、蒙古帝國、英國、西班牙、

荷蘭或法國等皆非全球大國，它們並

未控制歐洲，只是牽制住歐洲。美國

因自身於軍事、經濟、技術與文化上

的優勢，使其成為唯一的全球超級大

國。透過麥金德(Harold Mackinder)的

「樞紐地區」(Pivot Area)與「心臟地帶」

(Heartland)理論，1Brzezinski作出以下

推論：在歐亞大陸上的優勢地位是美

國維持其全球霸業的基礎。2歐亞大陸

之穩定與否攸關美國霸業能否存續，

可謂是爭奪全球霸業的大棋盤。 

 

接著，要如何評鑑、分析與制定

美國的地緣戰略？吾人可由以下兩個

步驟著手：第一、確認誰是地緣戰略

上活絡的歐亞大陸國家（地緣戰略玩

家），以及誰是關鍵性的歐亞大陸國家

（地緣政治樞紐國家）。3第二、制定明

確的美國政策去彌補、調和並掌控上

述國家，以便維持美國的重大利益。

同時，提出一個更完整的地緣戰略概

                                                      
1
 麥金德在 1904 年的《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與 1942 年的《民

主 的 理 想 與 現 實 》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文章中，提出樞紐地區與心臟地帶理論。

他認為歐亞非大陸是擁有廣大土地的「世界島」

(World Island)，該島的心臟地帶西起伏加爾河

(Volga)，東迄大興安嶺以西，南至喜瑪拉雅山，

北迄北極海。誰能統治東歐就能控制心臟地帶；

統治心臟地帶就控制世界島；統治世界島就能

駕馭全世界。麥金德認為俄國所在的歐亞草原

區（包括西伯利亞以及中亞地區）受惠於豐富

資源以及鐵路運輸系統，是人類歷史的樞紐之

所在；未來世界將是陸權稱霸的時代，因此將

該地區命名為「樞紐地區」。 
2
 倘若美國失去在歐亞大陸上的優勢地位，或

有另一強國出現威脅到其地位，Brzezinski 認

為勢必造成國際政治的不穩定。 
3
 所謂「地緣戰略玩家」是指：「具有能力及

國家意志在其國境之外運用自身實力或影響

力，去改變現有地緣政治事務的國家」。「地緣

政治樞紐國家」是指：「他們的重要性是因其

地理位置而定，他們在界定對重要地區的進出

通路或不使重要玩家取得資源方面，扮演著特

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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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便建立全球規模的政策聯繫關

係。 

 

Brzezinski認為符合「地緣戰略玩

家」要件的歐亞大陸國家有以下五個：

法國、德國、俄羅斯、中國、印度（英

國、日本、印尼等國則未能符合地緣

戰略玩家的條件）。而「地緣政治樞紐

國家」則例如：烏克蘭、亞塞拜然、

南韓、土耳其、伊朗等國家。美國的

歐亞大陸戰略必須妥善處理這些地緣

戰略玩家與樞紐國家，使其吻合美國

的兩大利益：「短期」而言，維持美國

獨特的全球實力；「長期」而言，建立

制度性的全球合作機制。 

 

    書中就歐亞大陸四個地區進行討

論，以下個別簡介。首先，歐洲是美

國地緣政治的橋頭堡，其中法國與德

國更是歐洲統合的主要領導國。4因此，

美國的中心目標在於建構以法、德兩

國為核心的歐洲。因為兩國之力量皆

不足以獨立建構歐洲或處理敏感議題，

例如波羅的海各國及烏克蘭的地位、

或歐洲與俄羅斯地理範圍界定等議題。

是故美國的參與和介入將可彌補其不

足，並且強化與歐洲國家間的合作關

係。倚靠「歐洲橋頭堡」此一跳板，

美國將能藉此把國際民主及合作體制

灌輸至歐亞大陸當中。 

 

    此外，蘇聯瓦解後遺留之地緣政

治真空與動亂，迫使俄羅斯開始尋思

新的地緣戰略方向。然而，這些主張

                                                      
4
 英國僅能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其對於歐洲統

合仍舉棋不定且置身於歐洲大局之外。是故，

Brzezinski 認為英國不算是地緣戰略玩家，而

法國與德國才是歐洲前途的主角。 

如非錯失良機則為不可行。例如與美

國建立「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與「近

鄰」(near abroad)合作，強化和前蘇聯

加盟共和國國家間的關係；或成立反

美同盟降低美國在歐亞大陸之優勢地

位。Brzezinski認為俄羅斯唯一的出路

在於與歐洲和美國保持密切關係，拋

棄帝國野心並展開現代化、歐洲化與

民主化。 

 

    在中亞、部分南亞、波斯灣地區、

中東與部分東南歐等地組成之「歐亞

巴爾幹」區域中，因居於戰略、經濟

與輸油管通路要地，因此存在著錯綜

複雜的利益競爭關係。這個區域包含 9

個國家（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烏茲別克、土庫曼、亞塞拜然、亞美

尼亞、喬治亞與阿富汗），主要競爭國

則為俄羅斯、土耳其、伊朗和中國。

另外，美國、巴基斯坦、烏克蘭與印

度則將扮演間接競爭者的角色。美國

須確保此區域不為單一國家所壟斷，

保持財務金融與貿易往來之暢通。如

何固化此一區域之權力均衡，則是美

國地緣戰略需解決的主要問題。 

 

    最後，就遠東而言，中國與日本

將是美國未來需合作之對象。近年來

中國崛起是否意味其即將重新成為世

界大國？Brzezinski認為即使至 2020

年中國將仍無法居於世界大國之位，5

但是中國未來的潛力與威脅依舊不容

忽視；為穩定局勢，美國應維持遠東

                                                      
5
 理由如下：第一，該預測過度倚賴統計數字，

並未考慮中國的經濟脆弱與政治不穩定等問

題。第二，中國政府維持自我孤立且封閉之姿

態，意味著其未來勢必然遭遇民主化與人權議

題之衝突。第三，即使中國持續維持經濟成長，

其貧窮人口依然十分龐大，故仍將十分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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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駐軍。此外，為因應日本能力與角

色轉變，使其放棄追求區域霸主之位。

美國應提供誘因使日本成為處理世界

事務之全球夥伴，而不再僅是對抗中

國之軍事盟友。為降低中國破壞區域

安定的風險，美國必須加強與中國間

的戰略對話，使其融入世界體系。 

 

    綜上而論，在 Brzezinski構畫之地

緣戰略藍圖中，美國將持續居於單一

超級大國之位，歐亞大陸則是決定其

地位是否能延續之場域。倘若地緣政

治結構開始動搖，則諸如種族、宗教

衝突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等問題

將難以解決或遏阻。因此美國的政策

勢必以歐亞大陸整體作為重心，並分

階段進行以達成政治責任分享之目標。
6軍事資源不再是美國用來介入歐亞大

陸事務的後盾，決策者必須思索：「美

國將傳予世界哪些東西，作為其霸業

長春之遺緒」？美國的戰略應是全面

的，並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 

 

在制定冷戰結束後新世界秩序的

政策目標時，美國必須處理下述兩個

問題：如何延續（延伸）美國霸權？

如何維持地緣政治穩定（避免國際無

政府狀態出現）？除須吸收因地緣政

治架構變革所帶來的衝擊與壓力外，

同時亦要擔負起全球和平管理的責任。

因此，Brzezinski認為未來將出現以地

緣政治為基礎的全球合作結構，逐步

                                                      
6
 短期（5 年內）：強化歐亞大陸上地緣政治之

多元主義，阻止對美國具有敵意之同盟出現。

中期（20 年）：在美國領導之下，建立跨歐亞

安全體系(Trans-Eurasian Security System, TESS)。

與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或印度等國進行

合作與對話。長期（20 年以上）：持續演進至

全球至制責任分享之目標。 

擔負起世界政治之責任。7 

 

    九一一事件之後，Brzezinski的地

緣戰略觀點開始具有較為強烈之反思、

批評與合作的色彩。從另一本著作當

中吾人可以發現此種轉變，以下將進

行介紹。 

 

二、《美國的抉擇》(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 

 

    九一一事件激發出一個矛盾的事

實，即「美國身為全球霸權，其經濟、

軍事、科技與文化獨步全球；但卻同

時成為被忌妒、怨恨或痛恨的對象」。

在二十一世紀初始，美國外交政策必

須正視這些因角色矛盾而引發的問題。

美國的強大國力使其成為未來世界為

治或為亂的關鍵，8Brzezinski認為吾人

必須思索以下核心主題：未來美國是

要推動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全球體系

（行王道）；抑或是追求獨霸地位以確

保自身安全（行霸道）？ 

 

    在全球化時代當中，「不安全」將

成為持續的現實。肇因於緊密互動與

互賴、戰爭型態改變、組織性的私人

武力與核武擴散之威脅等，使得國家

主權與國家安全之間的聯繫已然弱化。

政府不應僅以國家作為威脅之來源，

其界定威脅的思維應加以變革。要處

理恐怖主義問題，勢必需要同時正視

其背後的政治問題。唯有根除孕育恐

                                                      
7
 在這個結構中，除國家之外，尚包含跨國公

司、非政府組織和科學社群。 
8
 倘若美國力量式微或遭排擠，則將加劇各國

之利益衝突與區域動亂。因此美國仍是穩定全

球不可或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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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義的環境，才能夠解決問題。單

邊地界定「邪惡軸心」或獨斷而為，

僅會引發其他國家的不滿情緒並改變

它們對美國的觀感。 

 

    伊斯蘭世界內部的動盪是「區域」

問題而非全球問題，是「地緣政治」

問題而非宗教問題。美國政府不應將

「反恐作戰」作為其在歐亞的主要安

全或外交政策，因為此種觀點太過狹

隘且模糊，難以取得他國認同。吾人

必須與歐洲和遠東盟國合作，把此區

域的穩定視為共同責任，如此始能降

低威脅並有效處理恐怖主義問題。 

 

    九一一事件迫使美國面對許多新

的地緣政治問題，例如 2003年美國與

法、德兩國在對伊拉克用兵議題上立

場相互衝突之後，歐洲是否仍可繼續

擔任美國的重要盟邦？或者是美國與

遠東各國（中國、日本、朝鮮半島與

印度）要如何維持平衡？Brzezinski認

為雖然歐美在伊拉克議題上意見分歧，

但歐洲卻是美國必須持續維持之盟友；

美國與歐盟間的合作是促進全球穩定

的核心。同樣的，遠東因具有重要的

戰略地位，因此美國必須使其逐漸加

入歐亞安全體系之中，始能處理東亞

安全威脅。倘若未能謹慎處理，使得

反美之泛歐主義或反美之泛亞主義興

起，則美國將被迫退出歐亞，進而失

去戰略上的優勢地位。 

 

    總而言之，美國在當今世界面臨

許多兩難的局面。9霸權可以助其推行

                                                      
9
 首先，美國推行全球化並宣稱其有利無害，

但自身卻常在對己有利時才願意遵守規範，突

顯出不道德與不公義的一面。另外，美國積極

民主，亦可傷害民主；有助於推動全

球化，卻亦顯露出不公義之面向。美

國霸權與全球社群兩者間的利益要如

何平衡，這是迫切需要面對的問題；

要避免全球衝突，吾人必需先轉變思

維。Brzezinski之地緣戰略思維於 2001

年後逐漸加入文化與價值等軟權力元

素，強調尊重、合作與多元性是支撐

美國未來不墜的基石。10美國國力雖是

全球安全不可或缺之力量，但要解決

全球動亂亦須仰賴道德與正義才能有

長遠作為。在全球化時代中，安全不

能僅靠軍力來確保，還得注意他國之

社會情緒與極端之仇恨。唯有將美國

的獨霸轉變成合作式的霸權，倚靠與

盟國共享的利益與理想來進行領導

（而非強力的支配）；才能夠在兩難局

面之中尋得美國自身的定位並獲取盟

邦支持，進而確保美國的安全與全球

的穩定。 

 

參、George Friedman 

 

    美 國 地 緣 政 治 學 者 George 

Friedman擅於以政治、經濟、軍事等

要素來衡量未來的國際局勢，並於

1996年成立 STRATFOR智庫，是一針

對科技、地緣政治、戰爭與國家安全

議題進行分析之私人機構。該機構於

2001年被 Barrons金融雜誌喻為「影子

中情局」(The Shadow CIA)，讚賞其精

闢分析。112009年，Friedman出版《未

                                                                         
提倡民主價值，但其遍及全球之國力與霸權姿

態卻亦成為推行民主之阻礙。 
10

 另可參考以下著作：Zbigniew Brzezinski. 

2007.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11

 Jonathan R. Laing. 2001. “The Soadow CIA: A 

Private Intelligence Service Predicts more T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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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百年大預測》(The Next 100 Years: 

A Forecast for the 21st Century)一書，透

過地緣政治理論、科技、人口、軍事

與資源發展等要素來預估未來 100年

國際關係之趨勢，使讀者對二十一世

紀的未來樣貌有所認知。 

 

一般而言，國際關係中的「常理」

(common sense)並不可靠，人們眼中恆

常的國際事務通常轉瞬即變。但

Friedman認為只要用對方法，將科技

發展與地緣政治一併考慮，「未來」的

輪廓依然有脈絡可循。12地緣政治是一

種思考世界的方式，用來預測事件會

產生何種結局。在棋盤上理性玩家的

行動將受制於外在情勢，僅能由有限

的政策選項中進行選擇，而其政策則

必須反應現實。因此，玩家們的行為

將有跡可循，是故可以由此來預測未

來國際體系之輪廓。 

 

Friedman認為二十一世紀將是美

國的世紀；歐洲時代已經結束，北美

洲將成為新的世界核心。要控制航海

路線需花費龐大成本，能夠負擔控制

千哩之外海域費用的國家更是屈指可

數；美國因地緣位置緊鄰大西洋與太

平洋，因此掌握海權並決定全球海洋

貿易的方式與規則，使其居於統領新

                                                                         
Attacks and Victory for the U.S.” Barron’s. 

Retrieved 2009.08.21, from: 

http://online.barrons.com/article/SB100292755

7434087960.html. 
12

 當然，作者也承認要詳細說明未來的每個細

節或年份是不可能的。但本書的主旨是提供國

際局勢發展的整體圖像，使其成為決策者或學

者研究之參考。因此書中所述之年代、戰爭過

程與結局皆僅是約略或虛擬之預估，而非準確

之預言。 

時代的位置上。13 

 

許多人預測美國與伊斯蘭聖戰士

間的戰爭將會持續一世紀之久，但

Friedman不認同此種看法。他認為就

跟其他戰事一樣，這場戰爭最後亦會

以某種方式結束；但美國的成功不全

然在於贏得戰爭。從廣義的地緣政治

角度觀之，九一一事件終結了「冷戰

結束」與「新時代開始」間的空窗期。

如果聖戰士把這場戰爭的勝利定義為

「重建伊斯蘭帝國」，則永遠不可能獲

勝，因為伊斯蘭世界內部分歧太大且

缺乏共識。而且即使美國在這區域打

了一次敗仗也無法動搖美國霸權的基

礎；與越戰相同，這場戰爭僅是過渡

期發生的事件而已。 

 

美國的戰略目標不是維持區域穩

定；相反的，維持區域內部權力平衡

並遏止區域強權出現才是美國之戰略

目的。所以美國進軍阿富汗與伊拉克

雖然未必能夠贏得全面勝利，但只要

使伊斯蘭世界無法團結一致或出現區

域強權，則美國就是贏家，而美國與

聖戰士間的戰爭亦將由此畫下句點。 

 

二十一世紀是美國霸權與反美同

盟相互抗衡的世紀，具有以下特徵。

第一，人口蕭條：影響國家的勞動力、

軍力、生活方式與國家行為。第二，

文化、道德價值與知識衝突：英文、

電腦、科技或美國文化是未來生活所

                                                      
13

 因此，地理環境所塑造出的外在結構將決定

決策者的政策或國家力量。例如 Friedman 提

及，即使冰島的領袖再聰明也無法主導或塑造

整個國際體系；美國總統再愚蠢，依其地理環

境仍舊可使美國在國際體系中具有重要之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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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不斷改變人們的思維與生活模

式，但同時亦引發道德價值、文化與

知識間的衝突。 

 

那麼在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間的衝

突逐漸消解之後，國際局勢將如何發

展？Friedman透過五個地緣斷層帶

（太平洋盆地、蘇聯解體後的歐亞大

陸區域、歐洲大陸、伊斯蘭世界與北

美洲）來進行檢視。首先，在太平洋

盆地當中，「中國」是最多人公認將成

為美國下一個挑戰者的候選人。但

Friedman認為中國因特殊地理位置使

然（北臨西伯利亞、南有喜馬拉雅山

和叢林），其軍力要發展至跨越地理隔

閡尚需 10年以上的時間。14再者，中

國內部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情況不穩

定未來勢必造成嚴重問題，使其無暇

向外擴張；是故未來 20年內中國不會

成為危險的地震帶。Friedman認為太

平洋盆地最主要的不安因素來自於日

本，因人口老化且高度倚賴原料進口，

將迫使日本向外找尋資源並改變政策，

進而與鄰國發生衝突。 

 

第二，在蘇聯解體後的歐亞大陸

區域中，為獲得足夠的國防緩衝地帶，

俄羅斯勢必開始重建其勢力範圍。在

這個過程當中必定會與歐洲產生衝突，

因此高加索地區、中亞與歐洲（和波

羅的海三小國）區域之邊界將成為新

的衝突爆發點。 

 

接下來半世紀間，Friedman預估

下述國家將逐漸強大，進而改變地緣

政治的樣貌。第三，在歐洲大陸上，

                                                      
14

 另外，中國要建構強大的海軍實力並成為海

權國家至少須耗費好幾代的時間。 

雖然因歐洲統合暫時保持平靜；但隨

著俄國勢力的興起，這塊昔日的地震

帶將再度蠢蠢欲動。波蘭將成為下一

個地緣戰略的要角，獲得美國大量資

助並成為對抗俄國的主力。而德國因

人口老化之故，軍事與經濟能力將大

幅衰退，所以無心與俄國發生衝突。

第四，在伊斯蘭世界當中，土耳其的

實力將再度崛起，並且領導伊斯蘭國

家超越意識形態的限制，共同建立伊

斯蘭聯盟。 

 

第五，在二十一世紀的最後 50年

當中，「北美洲」將成為全球心臟地帶；

這使得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關係發生

巨大變化。因人口分布、經濟成長、

族群認同等因素，美、墨兩國之間無

可避免的將發生衝突，而這場戰爭將

決定誰是二十二世紀的霸主。 

 

綜上而論，在 Friedman地緣政治

擘畫的藍圖當中，美國力量的來源不

是民主憲政或文化，而是「軍力」。他

主要思考的議題在於：誰會與美國發

生衝突？美國會如何處置這些國家？

地緣戰略中的全球心臟地帶會如何轉

移？藉由上述三個問題作為起點，

Friedman勾勒出一波波與美國對抗的

浪潮。從二十一世紀初始的伊斯蘭世

界、接著是俄羅斯、再來是新興強權

之同盟（日本、波蘭與土耳其）、最後

則是墨西哥。透過「地緣政治」這個

鑑往知來的方法，Friedman試圖在紊

亂的歷史中找出秩序，並預測這樣的

秩序會引出何種事件或趨勢，使讀者

一窺未來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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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比較 

 

    本 節 將 針 對 Brzezinski 與

Friedman兩人之分析途徑與思維進行

比較，以理解其中的差異。首先，兩

人在分析上有許多相同之處，例如皆

採用地緣政治學作為分析途徑、同意

美國的霸權地位將持續、和美國必須

持續掌握主導歐亞大陸事務之權力。

然而兩人之思維內涵仍有所差異，說

明如下（見表 1）。 

 

第一，關注範疇：Brzezinski側重

歐亞大陸中心陸權之維持，重視地緣

戰略玩家與樞紐國。而 Friedman除了

重視歐亞大陸之外，美洲大陸亦是其

討論的焦點。此外，他更把關注的觸

角延伸至海權與太空，認為「控制大

西洋與太平洋即控制全球貿易；控制

太空即控制全球海洋」。 

 

    第二，主要玩家：在 Brzezinski

分析的框架中，主要玩家包括：法國、

德國、中國、俄羅斯、印度、烏克蘭、

亞塞拜然、南韓、土耳其、伊朗等國。

然而，Friedman雖論及上述國家的角

色，但卻聚焦於：俄羅斯、日本、土

耳其、波蘭與墨西哥等國。 

 

第三，美國與伊斯蘭世界之衝突：

雖然兩人在分析之時，皆有將九一一

事件列入考量。但是 Friedman認為美

國與伊斯蘭世界間的衝突並非二十一

世紀的主軸，這僅是過渡期發生的事

件，並不會動搖美國霸權的基礎。而

Brzezinski卻將此衝突視作起點，並認

為其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主軸。 

 

第四，全球心臟地帶：Brzezinski

眼中歐亞大陸是全球的地緣心臟地帶；

而 Friedman則認為北美洲將取代歐亞

大陸成為新的全球心臟地帶。 

 

第五，美國之戰略思維：在戰略

擘畫上，Brzezinski較具有「反省」與

「合作」的色彩，認為必須塑造一套

尊重、符合全球利益與多元性之新美

國外交政策，並且加強與盟國間的合

作。藉由合作代替對抗，有助於穩定

且遏阻全球政治局勢與問題。相對的，

Friedman認為結構（地理因素、歷史

背景、經濟發展等）會制約決策者的

政策選項，因此國家間的「衝突」是

不可避免的結局。美國力量的來源不

是源自民主憲政或文化，而是「軍

力」。 

 

伍、結語 

 

首先，針對這三本著作筆者提出

幾點評論與建議。地緣政治學的主要

貢獻在於可以為人們提供過去歷史發

展之解釋、現今政策之建議與未來趨

勢之方向，兩位作者的著作清楚地反

映出此三個特色，並為讀者帶來諸多

領會與啟發。加以寫作文筆生動詳實

且翻譯筆調流暢，這三本著作是學者

們在研究美國二十一世紀大戰略時頗

值得一讀的好書。 

 

然而稍嫌美中不足之處在於，第

一，在 Friedman的分析架構當中帶入

許多「歷史週期」（循環）的論點，並

沿用這些論述作為分析的基礎。15但是

                                                      
15

 例如：世界歷史的 20 年循環週期、美國歷

史發展的 50 年循環週期、中國內政之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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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循環或週期是否確實存在，則值

得進一步討論與商榷。第二，Friedman

全書主要論點為以下兩者：「二十一世

紀之國際關係風貌是以美國霸權和反

美同盟兩者間的衝突為主軸」與「未

來美國將依舊居於霸權地位」。前者係

以人口老化、經濟衰退等作為核心來

預測國際關係之未來發展，因此衝突

實屬必然趨勢。但後者則僅以美國的

地理位置、經濟與軍事實力和科技之

卓越程度為由，推論美國的不敗地位。

在後續章節當中，對於衝突過程與結

果之論斷，亦是以此為基礎來進行推

演。此種分析方式稍嫌粗略，無法提

供完整之論據基礎。16 

 

    最後，筆者的讀後啟發如下。地

緣政治學的思想內涵具有以下三個特

色。第一，現實主義觀：從地緣政治

學出發，吾人可以發現玩家間無可避

免的存在著競爭與衝突。即使數個玩

家間出現合作的情況，「合作」亦僅是

權力對抗與競衡的工具。是故，倘若

與現實主義相互對照，可以發現兩者

間具有頗多吻合之處。第二，悲觀與

不信任：「沒有永遠的敵人與朋友」是

地緣政治學為國際關係所下的註腳，

主要源自於對結局的悲觀（不可避免

的衝突與威脅）與玩家間相互不信

任。 

 

第三，「地緣」（地理位置）造就

許多「必然之結局」：地緣政治學者深

信「地理因素」對國際關係有著深刻

                                                                         
年逆轉週期。 
16

 與之相比，Brzezinski 之看法則較為保守。

他承認美國霸權未來可以持續，然必須將世界

其他國家的價值、文化或看法一併加以考量。 

的影響，甚而決定了國家的歷史發展、

外交情況、文化、經濟、社會等；因

此亦決定了國際間必然（無可避免）

之局勢（衝突或合作）。簡言之，地理

位置所決定的整體國際「結構」將註

定國家的行為、發展或地位。17所以在

地緣政治學的框架當中，個人或非國

家層次之行為者並非其主要討論的對

象。 

 

    然而，吾人可以發現若僅由「地

緣位置」與「國家間悲觀結局」這兩

個視角出發，來探討國際關係局勢之

發展，地緣政治學勢必將遭遇瓶頸。

首先，科技發展將重新塑造地緣政治

學之視野與版圖，過度強調地緣位置

的重要性將會忽視科技所帶來的轉變。

例如十八世紀國家間爭取煤礦資源，

至二十世紀爭奪石油資源；科技進步

將會對重要地緣位置的分布造成深遠

的影響。在二十世紀初麥金德之世界

島與大陸心臟論點當中，即清楚地指

出科技進步所促成的效果（因科技所

產生的新機動性可使陸權國家大蒙其

利）。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近年來

地緣政治學家必須擴大自身視野；除

海洋與陸地之外，甚至必須包括太空、

衛星航道、波段或網路等。因此，「科

技發展」此一要素必須結合至理論探

討的框架當中，並且依時更新。 

 

另外，著眼於國家行為者間必然

的結局，將會削弱地緣政治學之適用

性。自 1990年代以來，國際當中諸多

「非國家行為者」（如國際組織、企業、

非政府組織等）的影響力大幅增加；

                                                      
17

 在此「結構」當中包括：國家之地理位置、

領土大小、資源、氣候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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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活動的範疇不再局限於國家疆界，

並且同樣能夠發揮「政治」功能與效

用。因此，地緣政治學必須超越「國

家」層次，將其核心思維運用至非國

家行為者。例如企業間之投資區位、

非政府組織或國際組織之全球合作、

政黨選區或選舉策略之規劃、或全球

治理途徑之框架建構與擘畫等。 

 

最後，傳統地緣政治研究皆以「硬

權力」作為主軸來討論國家間關係之

發展趨勢與外交政策。然而，如何將

「軟權力」（文化、價值）之概念結合

至地緣政治的理論當中，這亦是值得

發展的另一個研究主題。 18雖然在

Brzezinski的地緣戰略思維當中已可窺

見對於軟權力的重視，但 Brzezinski

的目的僅是向領導人進行政策呼籲而

已，並未延伸至理論層面的探討；這

個部分將可以進一步深入研究。 

 

諸如：地理環境對於一國之軟權

力的建構造成何種影響？軟權力的發

揚是否與硬權力相同，受到地緣因素

的影響，其中的有利或不利因素為何？

擁有強大軟權力的國家如何透過地緣

政治的擘畫，來增強自身的力量並且

推行本國的價值、文化或政策？國家

在接受外來的價值或文化時，是否會

受地緣因素影響而產生不同的政治結

果？上述主題筆者認為可以作為未來

研究的起點，以加深吾人對於「軟權

力地緣政治學」的認識，並且對理論

的建構有所助益。 

 

                                                      
18

 軟權力的部分可參考 Joseph S. Nye, Jr.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NY: Public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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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思維內涵之比較 

 

作者 Zbigniew Brzezinski George Friedman 

書名 大棋盤 美國的抉擇 未來一百年大預測 

出版年 1997 2004 2009 

分析時段 20年 100年 

關注範疇 歐亞大陸中心之地緣戰略玩家與樞紐國 歐亞大陸、美洲大陸、海權與太空 

主要玩家 
法國、德國、中國、俄羅斯、印度、烏克蘭、

亞塞拜然、南韓、土耳其、伊朗 

俄羅斯、日本、土耳其、波蘭與墨西

哥 

美國與伊

斯蘭世界

之衝突 

是二十一世紀的主軸 不是二十一世紀的主軸 

全球心臟

地帶 
歐亞大陸 北美洲 

美國之戰

略思維 
「反省」與「合作」 「衝突」與「軍力」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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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band Economies－－－－ 

Creating the Community of the 21st 
Century 
左宜恩 / 美國北德州大學公共行政系博士生 

 

 

隨著科技的發展，全球主要產業以及勞動市場

由傳統的農業、製造業逐漸發展至現今的資訊科技

產業，經濟市場也逐漸步入所謂的「寬頻經濟

(Broadband Economy)」。依據作者的見解，當前的寬

頻經濟市場是由政府公部門、私經濟部門、民間組

織以及個人等參與者，經由決策制訂者以及自由市

場機制所互動、運作而成。本書主旨在於說明政府

如何運用政策手段以及與各參與者相互合作，建立

智慧城市(Intelligent Community)。在便利生活的同時，

也同時為下一代建立美好的未來。因此作者於序言

即疾呼，建立智慧城市是為了我們的兒孫著想(It’s all 

about the children)。 

 

    本 書 出 版 者 ： 智 慧 城 市 論 壇 (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為國際性智庫，主要任務

為推動建立資訊化城市並促進其經濟發展。同時舉

辦年度定期評比，選拔並表揚全球推動資訊建設卓

有成效之城市及其政府。也收集近年來具代表性之

獲獎城市，將其成功經驗進行整理分析，提供決策

者制訂相關政策之重要參考。藉由實務與理論之結

合，將各國成功經驗向外推廣的同時，也提供有關

科技政策與行政資訊化等理論豐富的實務佐證。 

 

本書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智慧城市

之釋義，包括有關寬頻經濟之相關論述、智慧城市

所具有的特性，以及評估是否成為智慧城市之各項

具體指標等。第二部分則說明建立智慧城市之各項

具體步驟，包括：建立寬頻網路、充實智慧勞力、

運用數位技術、獎勵創新、對外行銷與對內爭取支

持等。最後本書綜合各城市之發展經驗，預測未來

發展的方向，同時也針對網路科技是否有助於增進 

 

 

書 名 ： Broadband 

Economies－ Creating 

the Community of the 

21st Century 

作者：Robert Bell,  

John Jung  and  

Louis Zacharilla 

出 版 者 ： 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出版地：New York, USA 

出版日期：2008 

頁數：176 pages 

ISBN：978061527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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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及社會資本此一問題，分就

正反雙方立場進行論辯，提供讀者全

新的思索方向，同時也對當前智慧城

市的發展現況進行反思。 

 

    作者首先指出所謂的「寬頻經濟」

是相對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理論，藉

由資訊與通訊科技的輔助，使全球各

地之人才得以暢行無阻地進行交流與

合作而產生之新經濟體制，使得企業

得以評估並進行最佳資源配置。地方

政府如何留住優秀人才以發展地方經

濟以維持城市競爭力？如今成為更嚴

峻的考驗。因此地方政府必須致力於

建立智慧城市，以提供更具競爭力以

及更適宜人居的環境，以昂然度過寬

頻經濟所帶來全球競爭的考驗。 

 

作者於第二章提出智慧城市的五

項特徵，包括：領導人需說服人民，

以爭取支持推動各項政策、具有一個

開放性心胸以面對變局的社會、培養

出具前瞻性的視野，同時設定積極而

有野心的目標，以及避免過於依賴技

術本身，而忽略培育人才、獎勵創新

以及鼓勵人民運用資訊科技等發展重

點。例如加拿大的滑鐵盧(Waterloo)市，

於 1970年代允許位於該市的滑鐵盧大

學教授與學生擁有發明專利權後，成

功刺激資訊科技產業發展，並與企業

結合，產學合作不但帶動當地經濟及

網路建設發展，並創造出許多傑出人

才。從實用性角度出發，第三章提出

評鑑智慧城市發展程度的五項指標以

及三項成功的關鍵要素1，並分別於後

                                                      
1
五大指標分別為：1.寬頻網路連結。2.充足的

知識勞動力。3.數位技術的運用。4.創新力。

5.對外行銷以及對內爭取支持。三項關鍵要素

則為：1.政府、企業、學界以及民間組織等通

續章節中與各國案例進行結合，以強

化其論述力並提供執政者作為推動相

關政策之借鏡。 

 

    第四章則論述政府從事資訊網路

建設的主要原因：避免市場失靈並以

公權力將網路建設普及於社會每一角

落。依作者之見，政府發展智慧城市

的策略可分為：制訂統一標準、建構

政府內部與外部網路，做為民間發展

的標竿、公私協力伙伴關係，以及政

府投資與民間進行競爭等。在公私協

力方面，美國喬治亞州 LaGrange市政

府與當地有線電視業者合作，協助業

者建立寬頻上網骨幹線路。政府除保

留部分頻寬作為公用外，並租借部分

線路供民用，使政府成為網路供應商

的一員。而紐約州的Westchester郡，

政府成立公司提供寬頻上網服務，以

直接與民間競爭之方式，解決私人企

業不願投資之問題。作者認為，此舉

雖可能導致市場上的不公平競爭，不

過亦可刺激民間企業應負起更高的道

德責任。 

 

    擁有廣大而堅實的知識勞動力，

是推動資訊化建設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作者於第五章指出，台北市政府於市

內各級公立學校教室內裝設電腦、提

供免費的市民上網訓練、建立網路大

學，使人民可經由上網接受職業訓練

等政策，為台北市提供了充足的智慧

勞力，同時藉由市民資訊運用能力的

提升，也使得市府推動各項資訊政策

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推動資訊建設

並非一蹴可幾，政府往往必須面對諸

如人民資訊知識程度、人民對運用網

                                                                         

力合作。2.強有力的領導。3.政策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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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科技的態度，以及如何將弱勢族群

（知識、收入水準低落者）帶進資訊

社會等難題。作者於第六章提出以下

主張：必須要針對標的對象給予大量

投入，使其得以接受改變。例如英國

曼徹斯特市以建立志工團體，教導居

民如何運用電腦設備、於貧困區建立

無線寬頻網路設備，以及藉由非營利

組織協助訓練人民等方式，以建立運

用數位科技之環境，讓資訊教育深入

社會每一角落。 

 

    不斷進行創新是發展智慧城市的

成功要素之一，「創新」一詞在本書具

有兩種意涵：其一為政府與民間共同

合作培育具創新想法及技術之人才；

其二則為地方政府透過網路資訊科技

之助，提供創新施政服務，例如運用

電子化政府之形式，降低施政成本之

餘，亦可帶動該市整體經濟、資訊建

設之發展。在另一方面，有效的政策

行銷將有助於降低施政阻力並增加助

力，提高政策成功的機會。 

 

最後，作者針對智慧城市發展的

未來進行預測。在資訊建設一日千里

的今日，有學者發出警語，認為網路

資訊的快速流通，取代了人與人間的

面對面接觸，有損於人際關係的維持；

花在網路上的時間也逐漸取代了社交

活動，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亦將隨之趨

於冷淡，進而侵蝕著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然而樂觀論者以為，資訊的

快速流通，反而可降低因距離造成的

隔閡，更能促進社會資本的累積與流

動。新科技的產生所招致強大的反彈

聲浪，其因不在於被指稱可能造成的

危害，而在於人類尚未調適自己以面

對新科技帶來的衝擊。如同電視甫問

世時，也被抨擊將妨害人際交流互動、

淡化群己關係，然而事實上電視是否

危害了人際溝通與情感交流？則仍見

仁見智。 

 

綜合而言，作者主張政府應扮演

發展的火車頭角色，利用公權力獎勵

民間參與以及改善現有投資環境之外，

同時也強調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重要

性，企圖藉由發展資訊建設的同時，

建立整體性的公私合夥治理網絡。在

提升民間參與程度、為公共服務注入

新血與活力之餘，也同時降低政府施

政成本，提高為民服務效率與回應性。

作者寫作之目的在於蒐集各國案例進

行分析，瞭解其發展重點及成功關鍵，

進而整理出若干可行具體作為以提供

各國政府施政參考。論述重點在於整

理並提出政策建議，而非以建構完整

之理論架構為目的，實用性價值略高

於學術性，但也同時提供政策研究者

不同的思考角度，於分析、評估資訊

政策時更能深入問題核心。 

 

本書所列舉的各項發展策略大多

取得一定成效，但並非所有策略皆為

「放諸四海而皆準」，如何選擇出最適

合自身環境與條件之方法，將成為決

策者在制訂相關政策時所需考量之重

點。本書對於決策者而言，乃提供許

多具體而寶貴的決策建議。成功的關

鍵在於如何靈活運用書中闡述之各項

理論，藉由對己身條件之瞭解而找出

最佳發展策略。若僅為囫圇吞棗、依

樣畫葫蘆，將本書當成速成之食譜，

而忽略了不同時空環境與社會、經濟

條件之差異，則很有可能淪為邯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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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盲目模仿的結果反而招致失敗。

本書若干論點，也可作為從事公共政

策相關研究時之分析評估參考。例如

本書作者認為：應將補助、擁有以及

經營此三項職能予以分立，政府不可

將此三種角色混於一身。公共建設不

但可以同時從公、私部門取得資金，

設施擁有者也無須一肩挑起經營管理

之責。此一警語對照我國當前面對若

干重大公共建設（例如：高鐵）所帶

來之後續問題，例如：高鐵董事會的

運作過程中，是否有提供股東參與經

營管理之權？各出資股東是否能就其

專業領域協助高鐵公司有效營運及管

理？當民間股東不堪虧損紛告退出之

時，政府是否必須出面全盤接收？政

府介入市場運作之目的不外乎運用公

權力以解決市場失靈，然而政府能力

亦有其限度，當政府過度介入干涉市

場運作，使得投資者與大眾過於仰賴

政府而不願共同參與市場之經營，則

反而加重政府負擔，並提高政府失靈

之可能性。在全球經濟危機、政府赤

字壓力沈重，政策負擔能力日漸下降

的今日，提升社會參與已經成為降低

政府財政負擔強化，有效活化建設成

果之良方。政府是否應放手一搏，將

高鐵經營回歸市場機制，利用民間的

創新與活力為當前困境打開新局？似

乎頗值得主事者再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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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king Away the Ladder  
 

邵立宜 /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本書開頭即拋出這樣一個問句：「富國是如何

『真地』致富的？」在現今經濟制度與政策的討論

上，我們往往習以為常，認為英美是自由貿易與放

任不干涉（laissez-faire）的典範，德法則是國家干預

主義和幼稚產業保護的代表。但當這些已開發國家

（now-developed countries；以下簡稱 NDCs）1處於

與新興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相同的歷史階段

時，他們的經濟發展經驗真如我們以為的嗎？ 

 

此書研究方法受到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的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2

啟發，李斯特在書中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使

西方各經濟強國成功的貿易與工業政策，他在其中

尋找某種持續性的歷史模式，嘗試建構理論來解釋

它們，再把歸納所得參酌各國在技術、制度與政治

上的條件，用以應用、剖析當時的問題（Ha-Joon 

Chang, 2002: 6）。如此取徑的好處是：十分具體並收

歸納之效，迥異於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著重從個人

主義出發的假設和演繹之法，努力使經濟學對不同

的社會文化和歷史時期保持敏感度，亦即注重奠基

於「真實社會─經濟系統」的研究。這樣的方法並不

否認一般化理論在概念上的重要性，但更著重對特

定歷史、制度和文化背景事實的收集分析、加以補

充，強調議題中的「歷史特性」（霍奇遜，2008：1-5、

67）。3 

 

                                                      
1
 指西歐的大不列顛、美、德、法、瑞典與比利時、荷蘭和瑞

士等歐洲較小但經濟發展程度高的經濟體。 
2
 該書是李斯特身為一愛國主義者，為解除德國內部關稅同盟、

推動國家統一，同時使德國的經濟發展從英國對世界生產和貿

易的統治中，掙脫出來的作品（霍奇遜，2008：68）。 
3
 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開啟了德國歷史學派在

歐洲的燦爛時期，代表學者有馬克思、韋伯和熊彼得等。該學

派的全盛時期是 1841-1941 年，很少有經濟學派可持續不墜如

許之久，也很少有學派在興盛過後被如此嚴重地遺忘。 

 

書名：Kicking Away the 

Ladder 

作者：Ha-Joon Chang 

出版者：Anthem Press 

出版地：London 

出版日期：2002 

頁數：187pages 

ISBN：978184331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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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李斯特的研究，充實許多我

們已知──或自以為瞭解的──西方強

國的經濟史。他曾評論：這是顯而易

見的策略，當任何人已達至偉大的峰

頂，他會踢開曾賴以攀爬向上的梯子

（“kicking away the ladder”），才能讓

別人失去相隨而上的方法（Ha-Joon 

Chang, 2002: 4）。事實上，總是提倡自

由貿易的英國，正是第一個使保護幼

稚產業手段愈趨完善化的國家；而據

本書研究，依襲英國地位的美國，在

二次戰後雖一貫呼吁自由貿易，實際

上也經由重重保護主義措施才獲致經

濟霸權。是以李斯特總結：「只有當一

個國家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它才能在

其他方面不受任何損害的前提下經受

住與外國製造業進行的競爭，它才能

安全放棄對本國製造業的保護，並開

始實行全面自由貿易政策。」（2009：

7） 

 

基於上述觀點，本書聚焦於

1815-1914年，當 NDCs正經歷工業革

命而逐步攀至高峰、成熟，有著怎樣

的歷史經驗？本書共有四章：第一章

介紹研究方法；第二章探討歷史視野

中NDCs的經濟發展，採用何種工業、

貿易與技術政策，以達富強？第三章

則探究制度與經濟發展──歷史視野

中的「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

──在各 NDCs中，耗費多少時間建立

並被有效執行？現今新興國家在世界

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世貿）或多邊協定中，被要

求達到的標準是否過苛？最後，

Ha-Joon Chang試圖回答 NDCs是否把

「通往成功的梯子給踢掉」？  

 

在第二章中，作者首先指出 1980

年代新自由主義學派的興起，他們強

調小政府、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與對

國際市場的開放性，加上使世界經濟

越來越緊密的協定、組織的相繼出現，

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世貿等等，一個以 NDCs為領導主體

的全球經濟整合出現，它們對新興國

家的經濟制度與政策的要求、介入與

影響，愈趨廣深，並往往以經濟制裁

作為手段。 

 

但回到歷史的縱向解剖，卻可發

現當 NDCs處於與新興國家相同的發

展階段，為使經濟有突破性發展並趕

上更先進的經濟體，幾乎所有的 NDCs

都採用國家干預力強的 ITT 政策

（interventionist industrial, trade and 

technology policy），其中「關稅保護」

是最重要的一項，並斟酌採用出口補

貼、進口品關稅回扣、授予壟斷權……

等等，來保護幼稚產業；然而當 NDCs

一旦達到技術前沿、占有經濟上的優

勢地位，遂開始尋求可能的政策來保

持、拉大與潛在競爭者的距離，譬如

1850年代大不列顛積極推行自由貿易，

正基於自身的經濟優勢，輔以帝國主

義政策，當時隸屬其下的殖民地只得

被迫接受。許多殖民地雖有優於殖民

母國的競爭能力，卻因後者的壓制，

被迫偏向原始生產，致使技術無法提

升，只能處於世界經濟結構下生產位

階的低位。 

 

相較下，新興國家雖在 1960-80

年代有過較強的保護主義色彩，但近

二十年來的趨勢使它們更自由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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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NDCs與新興國家的生產力差距，

遠大於 NDCs在相同的歷史進程中，

高度與低度國家的差別，換言之，現

今新興國家對自身的保護色彩已減輕

許多，也更靠近自由貿易的要求。 

 

在第三章制訂國際發展政策的討

論中，人們肯認好的制度結構遠比制

訂價格系統更為重要；但制度雖帶來

長久的穩定效用，卻也耗費更多資源，

往往撤除績效不彰的制度遠比廢棄不

佳的政策，更加困難，制度的建立不

可不慎。而有助經濟發展的良善治理，

包括：公平普及的投票權所代表的民

主、有效穩定的科層、公正透明的司

法、各項健全的財政措施與財產權保

護、有助社會穩定的福利與勞工政

策……等等。上述各項制度的成功運

行，伴隨國內社會、政治、經濟諸多

條件的配合，時常遭遇很多困難。 

 

從 NDCs的發展經驗來看，好制

度從引進、建立，達到一般施行的品

質、標準，多歷經漫長曲折的道路，

並時常出現反覆、倒退的狀況。如今

要求新興國家在短時間內完成這些制

度建立的要求，似乎過苛；況且相比

於 NDCs，新興國家在相同的發展階段

實已具備更完善的制度，也較少反覆、

倒退的現象。 

 

因此本書主張多給它們機會填補

可能的漏洞，逐步貫徹；此刻國際社

會強加於新興國家過於嚴苛的經濟政

策要求，應被修正。否則不需要的或

無法負擔的制度，只會造成經濟發展

的負擔與傷害；即便某些制度強勉建

立，也可能帶有扭曲的品質，譬如民

主若沒有充足的教育與法治資源的配

合，易淪為軍隊干政的局面，拉丁美

洲是為顯例。另一方面，制度與政策

相輔相成，而「好的政策」卻可能是

我們過去認為干預性強的、不好的保

護政策。事實上，能獲得經濟成功的

國家一直是能適應環境改變、採用最

適當政策者；任何新興國家也應有權

決定，如何才能最佳提昇國內經濟環

境，包括使用關稅保護的手段，如此

作為後來者的新興國家，才享有避免

前人已犯過錯的優勢。 

 

此書以簡要的篇幅、具說服性的

對照比較，鳥瞰世界具代表性的 NDCs

與新興國家，回到歷史脈絡當下的發

展情境，提醒吾人保持警戒省思的態

度，更務實合理地討論、檢視自身與

對外經濟政策上的取捨。重拾塵封已

久的德國歷史學派的研究取徑，經由

更多學術和實踐上的探索努力，確實

瞭解適合各個國家的制度政策，也使

NDCs的歷史經驗更廣為週知，如此新

興國家能知其選擇政策、制度的利弊，

也避免更多來自 NDCs的政策制訂者

被蒙蔽；此外，NDCs曾使用過的「壞

政策」（如關稅和補助）就算不被積極

倡導，也應容許新興國家使用有助於

幼稚產業提升的保護工具；由 IMF 和

世界銀行主導的貸款條件，更需進行

徹底改革。長遠來看，幫助新興國家

迅速確實地成長，將有助 NDCs在貿

易與投資機會的增長（Ha-Joon Chang, 

2002: 140-141）。 

 

此書僅是一介開端，許多國家的

經濟發展實例與歷史經驗尚待更多佐

證數據，加以填補、辨正，如霍奇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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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從忽略歷史特性的地方，繼續

推進對歷史特性問題的分析，更多地

指出行動者和結構之間的關係（2008：

5、73）。在不抹煞市場更趨自由開放

的共識下，吾人能更持平地傾聽與關

懷新興國家的社會、文化與制度背景，

期望在世界市場的發展中，各國的自

利、利他與共生共榮，可兼具、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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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Wrong With the EU and how to Fix 
it?  
戴士展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壹、歐盟現狀之回顧與反思 

 

自最初始之歐洲媒鋼共同體，歐洲之整合進程，

自純然經濟面的共同市場逐漸擴溢至內政、共同外

交政策乃至憲政整合方面之合作，1但在這看似欣欣

向榮的景況下，法國與荷蘭國民分別在 2005年前後，

以公投方式否決《歐盟憲法條約》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儘管各國官員

後續欲透過《里斯本條約》力挽狂瀾，但愛爾蘭民

眾第一次之全民公投結果仍否決《里斯本條約》。

Simon Hix於本書中認為此一系列歐盟制憲運動之

失敗，肇因於各國公民參與歐盟政治事務之程度過

於不足。 

 

Hix 分析當前世界中較為「成功」國家之經濟與

政治體制，2並且重新反思歐盟作為一項政治實體，

在此兩項層面之現況。在經濟面，歐盟將不同領域

之經貿自由化政策權限歸屬加以區別，而各會員國

在對外經濟事務上透過施行共同商業政策以向外獲

得一致之立場，並且向內調和(harmonization)各國不

一之法律規範，但同時在主權敏感或高度爭議的經

貿議題上，也保留各國自行在國內立法的彈性空間。

因此，此一制度安排得以有效調適各會員國在從事

經貿自由化同時，所面臨到的主權讓渡兩難，而 Hix

也肯定內部市場的建立，對於各國經濟發展所帶來 

 

                                                      
1
 在 1995 年，歐盟此一正式國際建制在奠基於馬斯垂克條約之

共識下成立，且會員國也開始著手於討論在同一憲政框架下

共組政治聯盟的可能性。 
2
 以美國為例，Hix 強調美國之所以成為國際強權，其原因在於

美國經濟體及國內市場規模龐大，因此能在國際經貿談判中

以此作為籌碼，並制訂有利於己的國際經貿法框架，而在國

內政治部分，美國各文化或族群團體間存在交錯歧異

(cross-cutting cleavage)的關係，因而能在不同議題領域中相

互競爭以達動態平衡。 

 

書 名 ： What’s Wrong 

With the EU and how to 

Fix it? 

作者：Simon Hix 

出版者：Polity Press  

出版地：Cambridge, UK 

出版日期：2008 

頁數：202pages 

ISBN：978074564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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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面效應；3然而在政治面，歐盟之

主要運作原則為訴諸會員國之間的共

識，所以容易導致小國在代表性上過

度膨脹，以及各國流於立場之爭而癱

瘓決策過程等情況，且上述之情形，

在各會員國缺乏一項共享之政策偏好

時，將更為明顯。因此，Hix 在後續三

章中逐一點出，其所觀察到在歐盟政

治體制上之問題癥結。 

 

貳、問題診斷 

 

Hix 指出當前歐盟在運作上面臨

的三項挑戰，分別為政策僵局(policy 

gridlock)、缺乏民意支持之合法性(lack 

of popular legitimacy)以及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 

 

    Hix認為，歐盟若欲維持在全球市

場的競爭力，則其需有效地改革重要

之經濟政策，例如：服務業貿易自由

化以及農業補貼等，但由於政策僵局

導致上述改革遲遲無法有所進展，Hix

強調，導致政策僵局之主要原因為政

策議題之轉移。4早期的整合成果，讓

共同對外關稅以及生產要素自由流通

等政策議題，能在超國家之框架下加

以立法處理，但稅收以及公共支出政

策仍屬各國國內政策範疇，而此一政

                                                      
3
 Hix 認為英國、法國以及德國近 30 年以降，

各國國內生活水平提高之所以無須劇烈的

政策調整加以配合，其中一項關鍵原因在於

各國皆自歐洲共同體所形成的廣大內部市

場中，享受到規模經濟的效果。 
4
 相較於 Hix，其他學者認為政策僵局的主因

為制度設計的缺失，因為共識決難以在利益

與立場分歧之 27 國中有效取得實質決策成

果，但 Hix 反駁此一說法，並且說明在近二

十年條約裡的體制改革中，歐盟過去制度運

作上的嚴格共識決導向(consensus-oriented)

之色彩已相形淡薄。 

策結構漸趨穩定，並形成各會員國皆

不願有重大改變的政策僵局。現今歐

洲整合之議題，已自過去之市場建構

(marketing building)轉向為經濟改革

(economic reform)，而後者對於各國內

部法規修改之衝擊較為劇烈，因此難

以於各會員國間獲得一致的政策立場，

甚至是形成決策聯盟(coalition)。 

 

    雖然 2005年的《歐盟憲法條約》

看似一項突破現有政策僵局之契機，

但如前所述，法國與荷蘭公民於 2005

年先後否決該條約，此一情況也突顯

出歐盟的運作與政策產出明顯缺乏各

會員國的民意支持，5若將「民眾」依

照其教育水準以及年收入水平等指標

加以區分，Hix 發現，民眾對於歐盟之

支持度在不同的團體當中存在明顯的

差異。其中，社會菁英以及高所得的

民眾對於歐盟的支持度平均而言較高，

因此整體而言歐盟並未獲得普遍大眾

之民意支持。6  

 

民主赤字為歐盟長期備受批評之

制度缺陷。7雖然 Hix 認為，在制度上，

                                                      
5
 依據 Eurobarometer 的統計資料，Hix 觀察到

歐盟在 1996-2006 年間其民意支持度約為

50%，此外，於 90 年代以前，會員國民眾

對於歐盟之支持度明顯與逐年經濟成長率

呈現正相關，但在 90 年代以降，此一相關

關係並不顯著，因此意謂民眾已認識到歐盟

已非一項純然處理經濟事務的國際建制。 
6
 依照 Hix 的分析，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在於

菁英或高收入族群較能從市場開放以及整

合的政策獲得利益，但社會福利以及勞工保

障等政策則因為先前所提之政策僵局而並

無具體成果。 
7
 盧倩儀教授於文中之觀點與 Hix 相互呼應，

其認為目前造成民主赤字之主要原因為菁

英與底層人民間缺乏對話途徑，因此造成統

治者與被治者間之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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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可稱為民主體制，8但實質而言並

非如此。由於各國選民對於參與歐盟

事務官員之要求與期待，仍多屬國內

政策層面之訴求，且歐洲議會的選舉

也主要為國內政治選舉生態的縮影，

因此 Hix 主張，倘若歐盟欲克服此一

民主赤字，則其需在歐盟層級上營造

各方競爭政治權力的形勢，以及以歐

盟為導向之政策議程。 

 

參、解決之道 

 

Hix 強調，上述問題的解決之道，

需要透過在現有歐盟體制中發展出一

套「有限度之民主政治機制」，例如可

藉由增加歐盟部長理事會內部立法決

策透明度、調整目前歐洲議會各委員

會之職責分工及內部席次、改革歐洲

議會選舉方式以及促使執行委員會主

席候選人間的公開競爭等途徑，加速

此一機制之形成。Hix 相信，倘若上述

制度改革能有效落實，各國政黨將成

為制度改革後首當其衝者，因為各國

政黨欲爭取於歐盟體制中的政治參與，

並以歐盟法律規範影響國內政策與法

律框架的考量下，各國政黨將擔任中

介角色，且以歐盟層級之政治事務作

為對選民宣傳及號召的手段，進而提

升各國民眾參與歐盟政治運作之程

度。 

 

肆、個人評論 

 

    關於 Hix 針對歐盟迄今實務上之

缺弊所提出的診斷以及解決方式，筆

                                                      
8
 參與歐盟高峰會之政府官員皆為依循各國

國內選舉程序產生，而歐洲議會之成員為各

國民眾直接投票選出。 

者認為其論述與觀點能有效點出目前

歐盟以「菁英政治」為主之特色，並

且試圖透過制度面之改革，增加各國

民眾參與歐盟層級決策過程之可能性

與代表性。但倘若我們進一步反思，

則筆者質疑相關制度改革，是否確實

能有效提高歐盟運作上之民眾政治參

與以及決策透明度。由於制度面的設

計，不必然會直接轉譯為各國民眾之

參與動機，因為 Hix 提出之改革方向

強調歐盟內部的選舉與行政體制改革，

但其改革目標實際上卻是欲提升各國

民眾之參與程度，因此倘若此一制度

改革欲順利達成其目標，則需滿足以

下兩項前提：「各國政黨有動機在歐盟

機構與制度中，討論與人民更息息相

關之經濟改革事務」，且「民眾體認到

歐盟決策確實對自身權益影響深遠」，

然而在 Hix 的書中，此兩點正是其認

為目前歐盟運作上之問題所在。9上述

關於制度與行為者間關係的觀點，與

經濟學者Christos Pitelis在《Market and 

Non-market Hierarchies: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Failure》一書中的分析相互

呼應，Pitelis以資本主義制度失靈

(institutional failure)為例，說明在強調

競爭以達成「人人自利，全體得利」

之市場機制制度中，為何最終產出之

結果並非原先制度安排上的柏瑞圖最

適目標，10因此從此一面向觀察時，我

們可以發現制度面的改革唯有將行為

者的能動性納入考量，方能使其改革

                                                      
9
 請參照本文中，對於 Hix 在「政策僵局」以

及「缺乏民意支持之合法性」此兩部分的說

明。 
10

 在經濟學中，柏瑞圖最適(Pareto Optimum)
指一種市場機制運作後的平衡狀態，於該狀態

中，沒有任何行為者能在不減少他人效用之情

況下，增加自身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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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不致偏離事實。 

 

筆者認為，倘若欲有效突破目前

民眾參與不足之侷限，則除 Hix 所提

之制度面變革外，如何從制度中提高

民眾直接參與歐盟政治事務以形塑其

認同，亦是相當重要的課題。誠如建

構主義(constructivism)所主張，結構與

行為者間之互動關係應為相互建構

(mutual constituted)，而行為者之主體

性，體現在其如何透過主觀身份與認

同的詮釋過程，解讀外在制度所隱含

之意義。因此在有限理性之限制下，

行為者衡量任一行動選項之利益框架，

主要受其與外在行為者間交互主觀性

(intersubjectivity)互動下之建構所得。

從此一觀點出發，筆者認為制度面之

改革，應著重於各國民眾直接參與歐

盟政治事務之要素，例如：建立審議

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機制，

或於歐洲議會的成員中，為低收入或

勞工等特定族群設立保障名額等方式，

並藉此建立其對於「歐盟」此一制度

之認同以及合法性(Wendt,1999: 

250-259)，進而提升其參與動機與意願，

而此為 Hix 所主張之代議式民主制度

改革所無法涵蓋之面向。 

 

    最後，有《歐洲憲法條約》簡化

版之稱的《里斯本條約》正式於 2009

年 12月 1日生效，雖然由於目前其正

式運作時間過短，因此我們仍相當難

以評估該條約之成效，但依據歐盟之

分析，由於里斯本條約增強歐洲議會

之角色，並給予各國民眾在一定條件

滿足下直接向執委會提出政策提案的

管道，故整體而言其加強歐盟運作上

之民主與效率，11因此日後實踐是否能

如分析般，里斯本條約所帶來之相關

改革能降低民主赤字問題，乃相當值

得我們加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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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Terror  
 

陳子瑜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碩士 

 

 

本書作者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是英國

當代最傑出的左翼文學理論學者之一，出生於愛爾

蘭勞工階級的他，小時便對共和有著強烈的認同情

感，在劍橋大學就讀學士與碩士階段時，師從英國

新左健將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aims），日後

也成為英國新左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 

 

一般提到恐怖主義（Terrorism），人們多半會指

向法國大革命時雅各賓黨人實行的恐怖統治，並引

以為恐怖主義的濫觴，但伊格頓並不作此想。在本

書裡，伊格頓試圖將恐怖（Terror）的概念回歸到古

希臘以來的傳統，分別探究恐怖在希臘悲劇、中世

紀基督教神學、啟蒙運動時期與當代社會中所呈現

的意義，並以二元對立的角度將人性中秩序╱放縱

的衝突作為貫穿時序的主軸。換言之，以人性為基

準，串連起當代恐怖主義與古代恐怖，與其說比較

二者，不如說是呈現同一概念在不同時代的面貌更

為恰當。 

 

伊格頓指出恐怖的原始意義是和「神聖」、「受

崇敬」（sacred）的概念結合在一起（P.2），因而與後

者一樣具備兩種矛盾的概念：既受祝福，又被譴責。

希臘神話中，酒神與阿波羅所代表的放縱與理性已

廣為所知，而酒神正是在這意義下最早的恐怖份子。

酒神的祭典中，參與者的放蕩意味著將自我從理性、

階級、秩序的桎梏中解放，在酒神的領導下成為絕

對平等的一份子。此一現象的極端表示則展現為對

自我身體的毀壞，所有可以區分你、我的有形物體

都被消滅，以縱慾為最終目的的死亡驅力（death 

drive），使得這些人們一方面得以享受對毀滅的喜好，

另一方面也超越了有終結的此岸之生，進入永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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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伊格頓強調這樣的衝突是人性

中最根本的存在，倘若試圖加以壓制，

只會招致更大的反饋，他引用的劇本

《巴啟》（The Bacchae）便是例證。 

 

恐怖與中古神學的關聯性為何呢？

無論是新、舊約聖經都提及，神的慈

愛與恩澤是無止境的，然而正因為這

一點，隱含著恐怖的因子。 

 

首先，神全知全能，卻不是道德的

存在，對於不能或不願接受祂的慈愛

之人，便準備遭受地獄之火的毀滅。 

 

再者，神之為了讓人恐懼，在於要

使人遵從律法，雖然律法與慈愛彼此

對立，這樣的矛盾因神之慈愛也具備

律法之力而得以消除，由於「符合神

之規範者方能接受慈愛」的前提，使

得慈愛與律法儘管都是神的一部分，

還是後者所佔比例較大。 

 

最後，最廣為人知的故事是，神

愛世人的證明，祂派唯一的獨生子耶

穌到人世間被處死，這裡有兩層含意。

第一，耶穌是坦然赴死，祂的坦然是

神之法與人之法衝突的結果，1耶穌用

己身的死亡承擔人的罪，並以復活彰

顯進入永生的狀態；第二，耶和華為

了展現祂對世人的愛，不惜讓獨生子

去死，即便是當今的恐怖份子可能都

還做不到，這也就是奧古斯丁在《懺

悔錄》中寫道：「神以恐怖和炙熱之愛

                                                      
1
 人之法在此指的是耶穌被指控違反了羅馬

帝國法律，參見馬太、路加、馬可、約翰等福

音書的相關記載，至於這些指控是否屬實則不

在本文討論範圍中；神之法則是耶和華派耶穌

降生至世上的目的：宣揚神的福音，並使世人

瞭解他們的罪。 

充滿了我」的原因，也難怪伊格頓會

直接挑明「神就是恐怖份子」（P.41）。
2 

在伊格頓看來，耶和華和酒神是

極為類似的（P.32）。耶穌在傳道時對

既有家庭價值的破壞，甚至還勝過酒

神祭典；二者都是自我具足的形象，

對他者沒有任何需求，僅要求愛他╱

祂；對於信者，最終都是希望能獲得

超越生命與侷限的終極永恆。 

 

當歐洲文明進展至以中產階級為

主體的時代，神的地位被對自由的渴

望取代了，也因如此，原本以神作為

最終解決方案的難題迫使人們再次去

面對：自由從何而來？若自由不是由

神而來（或自由與神本為一體），那自

由的源頭就只能是自身。在邏輯上，

被侷限住的自由並非真正的自由，伊

格頓順此推論，指出追求絕對自由的

可怕後果：當自由不再受限，自由將

為了追求絕對而無法忍受任何他者的

存在，包括自由本身，只能成為虛無；

應用於現實社會時，無政府狀態就出

現了，因此絕對自由的邏輯在伊格頓

眼中，是以否定他者為主的積極自由

（P. 72-75）。 

 

資本主義的到來，吸納了這樣的

積極自由，並予以限制在可接受的範

圍內。資本主義以消費╱生產為導向

的運作方式，消解了律法與欲望二者

的衝突，將之結合起來，也馴化了以

理性主義為主體的現代性，隨著資本

                                                      
2
 伊格頓之所以會這麼形容，是因當代恐怖份

子多半是接受培訓進行恐怖攻擊，指導者與被

指導者間未必有血緣關係。但耶和華卻是執意

要他唯一的獨生子去為了世人而死，在這點意

義上尤有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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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以美國為代表－掌握住世界霸

權，整個世界的運作彷彿再也沒有問

題、沒有足以挑戰的力量，直到 911

事件的發生，才又驚醒資本主義，意

識到以中東為首的他者之存在

（P.89-105）。 

 

以上是本書的大致內容引介，以

下為我對於本書的個人意見以及批評。

我認為伊格頓對於恐怖與恐怖主義的

分析，主要在於反駁時下流行的言語，

這些散見於報章雜誌的保守派言論多

半秉持著善惡二元論，將自殺攻擊的

恐怖行動視為邪惡的、喪失理性的，

成為去脈絡化，只見表面的膚淺譴責，

不但忽略了因果關係，更自欺欺人地

作賊喊捉賊。伊格頓把恐怖、欲望、

秩序等放回歷史與文化的脈絡中，指

出這不是憑空出現的現象，更不是毫

無理性的喪心病狂的行為。在本書最

後兩章中，主要談到恐怖行動的兩個

參與者：活死人與替罪羊，前者就是

發動攻擊的人，他們帶有某種崇高目

的，並將死亡視為新生的開始或最終

目的；後者則是被獻祭的對象，借伊

格頓之言，他們是「無辜的有罪者」，

無辜是因為沒犯過錯，有罪是因為他

們承載所屬群體的罪惡。在古代儀式

中，替罪羊多半有其特徵而被指定，

現代社會的替罪羊則是先進西方國家

的人民。從這種角度出發，才能夠理

解恐怖攻擊背後的行動根據，也才能

提出解決之道。3 

                                                      
3
 伊格頓用「人性」串聯起古代與現代的恐怖。

而「替罪羊」、「活死人」等則是同一概念內含

的不同時代之外延呈現，舉例而言希羅時代之

替罪羊是身有殘疾者，作為群體共業共罪的表

徵，將之獻祭代表著此一群體之罪業的洗淨，

重獲新生；而當代之替罪羊：歐美先進國家之

資本主義與恐怖攻擊仍舊處於伊

格頓設定的主體與他者衝突之脈絡，

他並不認為資本主義真的完全消解律

法與欲望的衝突，特別是在歐美地區

裡。儘管乍看之下後現代的世界彷彿

只剩下消費，但除了伊斯蘭世界之外，

包括東亞與非洲等以資本主義為主的

區域都仍存在的衝突的潛因。因此他

認為社會主義是一條可行的解決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社會主義絕對不

是列寧或毛澤東那一類的社會主義，

而是以議會路線、走和平漸進改革的

社會主義，但是即便這樣的社會主義

成真了，下述兩個問題是否因此迎刃

而解仍有待商榷：一、伊格頓認為人

性中欲望與秩序的衝突是永恆的，社

會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能應對這

一類的文化問題嗎？二、伊斯蘭世界

是否也必須進入社會主義，以消解兩

種生產方式之間的衝突？ 

 

除了上述兩個問題之外，有一點

我認為伊格頓沒有多所著墨是比較可

惜的。在討論資本主義的壓迫所引起

的反擊時，反擊的一方應是非同質性

的群體，是否因群體的不同，而影響

他們反擊的手段？如果反擊方是同質

性的，那我們要如何解釋不同反擊方

式與其執行者之間的關聯？ 

 

 

 

                                                                         

人民則承載著該國（群體）的罪與業，他們喪

生於恐怖攻擊，便象徵著該國的贖罪。若要指

出此古今的差異，則在於參與者的我者與他者

意識之差異。 



 

【政治科學季評第 26 期徵稿啟示】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

術之反省對話，推動全國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

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

「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 徵稿對象： 全國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 稿件內容： 

(一) 短篇書評：針對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

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二)  長篇書評：針對三至六本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之綜合評論，

約 5000 至 8000 字。 

(三) 書目：針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 1000 至 1500 字。 

(四) 讀者回應：對前期刊登書評之回應，約 1000 至 1500 字。 

((((五五五五)))) 另徵另徵另徵另徵「「「「日本政治思想日本政治思想日本政治思想日本政治思想」」」」主題的相關稿件主題的相關稿件主題的相關稿件主題的相關稿件，，，，格式同上格式同上格式同上格式同上。。。。    

� 截稿日期： 2010 年 5 月 1 日以前。 

� 稿件筆潤： 

(一) 短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貳佰圓整。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圓整。 

(三)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柒佰圓整。 

(四) 讀者回應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圓整。 

■ 注意事項 

(一) 註釋及參考書目，請參考《政治科學論叢》體例。 

(二) 請勿以考試用書、教科書、會議論文作為投稿內容。 

(三) 稿件內容必須至少三分之一篇幅為評論。 

(四)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違者除稿件一率不予

錄用外，並將以本編輯委員會名義寄發通知信函給投稿人所屬單位。 

(五) 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

利。 

■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

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投稿暨聯絡方式： 

(一) 電子郵件：PoliSciReview@ntu.edu.tw 

(二) 一般郵寄：100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1 號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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