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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隨著「全球化」（globalization）無遠弗屆的強勢衝擊，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增

長之下，1國際政治也逐步擺脫傳統國際關係對於國家疆域的舊思維，發展出新的格局與

制度框架。在體認到全球資本主義盛行連帶形塑世界大一統市場之形塑和擴張的過程中

（其中包含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跨國投資的增加和資訊交流日益快捷與便利），傳統

的國家疆域在國際體系中漸趨模糊。而國際社群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互動日益密切與

頻繁，使得過去採取傳統保守論點，強調孤立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逐漸在

國際政治中式微。新世紀的國際關係領域不再僅限於過去受到傳統國際政治層面的制約，

反而更加強調經濟面向對於國際關係的宰制能力。 

         

        在全球化的作用之下，國際社會受到全球單一市場的制約，呈現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

態勢。這也使得國家（行為者）在其綜合國力的發展面向上與追求經濟成就的進程中，所

承受之外部環境壓力較諸於以往更為深刻。有鑑於此，在探討國家國力發展與經濟成就的

研究中，行為者與其周邊國家的互動關係（是否友善或是敵對）、經貿交流程度（依賴關

係是否強烈）以及區域態勢穩定等構面遂成為研究觀察的一大指標。 

 

        近年來，區域安全議題逐漸成為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中相當重要的課題。當吾人聚焦

於東亞區域安全乃至於泛太平洋局勢變化之討論時，台海問題一直是牽引著此一區域議題

穩定發展的重要主軸。實際深入兩岸關係的研究領域之中，觀察中國與台灣的交往歷程

時，不難發現美國的影響力無處不在。也因此，研究者必然可以體認到兩岸關係在本質上

其實是由「華盛頓－北京」、「華盛頓－台北」以及「台北－北京」等三個雙邊關係

                                                
1 經濟全球化是指經濟資源在全球範圍內自由、全面與大量地流動，從而使世界各國經濟更加融合的過程，
在這樣強烈的國際大環境變遷之下，全球統一市場之確立與單一金融體系亦隨之建立，也因此，各國的內部

經濟發展與外部世界經濟的變動，其相互影響與制約能力較之以往更為強烈。詳情請參閱：偉正翔，《國際

政治的全球化與國際道德危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1月），頁47-50；David 
Held、Anthony McGrew等著，林祐聖譯，《治理全球化》，（台北：韋伯文化），（2005年），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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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架構出來的權力角力競逐關係。美國、中國以及台灣三方行為者在三個雙邊關係的互動

中各自導入「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運用與實踐，2藉此謀取左右東亞區域穩定的力

量，並積極追求自身利益的極大化表現。一言以蔽之，兩岸關係在現實國際政治社群的互

動中，美國的立場與態度是影響海峽兩岸執政當局決策的關鍵因素。因此，兩岸關係的演

變進程在本質上其實是美國、中國與台灣（以下簡稱美、中、台）三邊關係互動的表現。

為了能清楚掌握三方行為者的互動關係，政治學界將「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理

論帶入美、中、台三邊互動之中，意圖架構出分析此三方權力運作模式的理論準則。3 

 

    公元2000年，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年頭，對於兩岸關係而言是重要的歷史轉折

點。2000年5月20日，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籍的陳水扁就任第十任中華民國總

統並發表就職演說，其在就職演說中首度提及了台灣政黨輪替後新政府對於兩岸政策的明

確方向，即「四不一沒有」政策，4自此，開啟了兩岸關係的新格局。 

 

        自1949-2000年長期以來，台灣一向是以意識形態偏向兩岸統一（或維持現狀）的中

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政府執政，而國民黨時期的「大陸政策」（本文以1991-

2000作為分野），大致是由一個綱領、一個意涵，以及兩個原則組合而成。1994年7月行

政院公佈的「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1995年「李六條」以及1999年的「特殊國與國關

係」主張應也可以含括在內。5基於以上主軸，國民黨時期的台北與北京雖長期處於對立

而治的態勢，然雙方對於兩岸關係的未來展望與走向卻存有大方向的共識，惟雙方在實踐

                                                
2 「賽局理論」（game theory）：賽局的基本元素含參賽者、策略以及結果，強調行為者（決策主體）的選
擇會受到其他行為者選擇的影響，相對地，行為者的選擇亦會影響其他行為者的決策，進而產生改變彼此間

均衡的問題。一言以蔽之，行為者與行為者之間會發生行為上的互相影響。因此，一個行為者的決策往往必

須考慮對方的決策，來衡量是否能取得對自身最為有利的態勢，此為賽局理論的概要。詳情請參閱巫和懋、

夏珍著，《賽局高手-全方位策略與應用》，（台北：時報文化），（2002年），頁41-76。 
3「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理論，旨在將三方行為者的互動關係，化約成簡單的幾何圖形約，藉由分
析三個雙邊關係所組合成的大三角結構，探討任何一方的態度轉變對另外兩方的行為影響。詳情請見本文第

二章的論述。 
4 「四不一沒有」政策為陳水扁在520就職演說中所提：「只要中共無意對台用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
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更改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

與國統會的問題」。關於520就職演說內容全文，請參閱《總統府新聞稿》，2000年5月20日，網址為：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 
5 一個綱領指的是國統綱領，一個意涵則為一個中國的意涵，兩個原則是兩項「三不原則」：「不談判、不
接觸、不妥協」與「不通商、不通航、不通郵」。詳情請參閱邵宗海，《兩岸關係》，（台北：五南出版

社），（2006年4月），頁8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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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所採行的方法不一致。因此，當台灣在2000年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並由具有台獨

黨綱背景的陳水扁和其率領的民進黨政府執政後，兩岸關係的發展在本質上立即產生了結

構性的轉變。對於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而言，陳水扁治下的民進黨政府是一個新

交手的對手，如何調整其長期對台的戰略思維與方針，進一步達成對台統戰目標成為迫切

課題。 

         

        現階段的中國大陸正面臨著改革開放以來高度經濟力量崛起所帶來的衝擊，如何有效

解決中國內部的社會問題以穩定中共的執政能力，成為中共當局的當務之急，同時，中國

也正逐步、積極地參與各式國際活動以融入國際社會，並釋出善意加強與周邊國家友好，

為中國的「和平崛起」（peaceful ascendancy）做好戰略佈局。6因此，就國際環境層面分

析，此時的中共當局已無瑕分神處理台灣問題，於是乎中國相對應地調整其對台策略是必

要的。在兩岸關係的變遷中，中共冀望利用「大國外交」圈制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使其

接受「一國兩制」的併吞方案。7一方面，爭取國際社會對於「一個中國」政策的支持，

強調不放棄武力犯台的前提必須存在，保持對台動武的可能性，意圖嚇阻陳水扁政府過度

向台獨勢力傾斜；另一方面，則持續對陳水扁政府採取拒絕溝通的姿態，並與台灣在野黨

領袖等頻頻交流，做為施壓之手段。 

   

        至於台灣方面，陳水扁政府基於理性抉擇（rational choice）的前提以及國家利益之考

量，當然不會輕易地採取貿然基進的作法，無論在口頭或姿態上皆刻意地強調「新中間路

線」試圖安撫中共的情緒，並進一步以「台灣前途決議文」取代台獨黨綱，8藉此削減國

                                                
6 「和平崛起」（peaceful ascendancy）一詞率先由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鄧必堅（時任「中國改革開放論壇」
理事長）於2003年10月在博鰲論壇中發表「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一文中提出，並闡述和平崛
起的實質意涵。中國總理溫家寶則於2003年12月10日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稿中正式提出。詳情請參閱蔡瑋
編，《中國和平發展與亞太安全》，（台北：政大國研中心），（2005年），頁47-67。網路資源請參閱：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OPC/520713.htm 
7 董立文，〈兩岸關係與亞太安全〉，第一屆「東亞發展與亞太安全」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1999
年9月5、6日）。 
8 「台灣前途決議文」於1999年5月6日，民主進步黨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揚棄了過去台獨
黨綱的基進手段，改採較為溫和的台灣主權主張並訴諸人民、國際組織與國際力量的方法。條文如下： 
第一、 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

定。  
第二、 台灣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國兩制」根本不適用於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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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社會與中國大陸對陳水扁政府的台獨疑慮。在台灣與美國的雙邊關係中，民進黨政府延

續過去國民黨政府的既定路線，在國際事務上持續與美國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尤其在針對

兩岸關係議題上仍是依附於美國政府的對華戰略思維，企圖拉攏美方以提升台灣在美、

中、台戰略三角中的角色地位，藉以取代「台北－北京」過分傾斜的雙邊關係，這樣的戰

略考量明確地是為了抗衡（balancing）「台北－北京」雙邊關係中不對等的大小政治實

體。 

     

        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當權力不對等和大國對小國有主權要求的情形之下，大國的政策

是確定的，就是意圖屈服小國的意志；而小國對於大國卻可能採取「抗衡」（balancing）

或「扈從」（bandwagoning）兩種不同的策略。9抗衡即是指小國藉著增強本身的實力或是

透過聯盟運用外力，來抗拒大國要求小國屈服的壓力；扈從則是指小國單方面地限制本身

的行為以避免和大國的核心利益相衝突，從而保持和大國的和緩關係。10 

     

        不論是國民黨政府或民進黨政府兩方皆能清楚地認知到海峽兩岸政治實體的不對等，

為了避免大國對小國的欺壓，聯合第三方（美國）的力量向中共抗衡便成為台灣處理兩岸

關係議題上的主要戰略思維，相對地，華盛頓此時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變顯得相當重要。 

     

        依據國際關係理論對全球權力分配的極化（polarity）分析觀點，美國目前位於國際權

力分配的金字塔頂端，對應於國際體系內的其他成員，擁有最大的自由行為空間。11華盛

頓為維持其長期在亞太地區所擁有的優勢與利益，並鞏固太平洋島鏈的戰略地位，防止東

                                                                                                                                                        
第三、 台灣應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並以尋求國際承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為奮鬥努力的目標。  
第四、 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的主張，以避免國際社會的認知混淆，授予中國併吞的藉口。  
第五、 台灣應儘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工程，以落實直接民權，並於必要時藉以凝聚國民共識、表達全

民意志。  
第六、 台灣朝野各界應不分黨派，在對外政策上建立共識，整合有限資源，以面對中國的打壓及野心。  
第七、 台灣與中國應透過全方位對話，尋求深切互相了解與經貿互惠合作，建立和平架構，以期達成雙方

長期的穩定與和平。 
資料來源：民主進步黨網站http://www.dpp.org.tw/index2.asp 
9 Stephen M.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10 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書局），（1997年10月），頁18-19。 
11 陳欣之，〈美國獨霸地位與其東亞政策：國際權力分配極化（polarity）的分析〉，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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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區域中出現任何足以改變現狀的國際情事進而威脅美國獨霸的國際地位，加入兩岸之間

的賽局成為三角賽局的參賽者之一，似乎是不得不的必然選項。因應後反恐時代的來臨，

美國為鞏固其在太平洋島鏈的長期優勢，遂於2005年與日本簽署新的《聯合安全協定》。
12同年3月，中共亦公佈《反分裂國家法》（以下簡稱反分法）以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選項

之一，13此上述兩事件雙雙衝擊了美、中兩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關係。在一超多強的國際

格局下，美國將中共同時視為潛在對手與合作對象。中、美雙方能否和平共存，將取決於

北京和華盛頓如何評價對方的戰略意圖，雙方未來在亞洲安全版圖上能否求同存異，台灣

問題將是重中之重。14因此，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美、中、台三邊交錯互動所建構出

來的戰略三角已然確立。 

 

        基於兩岸關係在東亞區域安全中日益受到矚目，並成為影響亞太地區現狀的關鍵因

子，了解美、中、台三方行為者在此一賽局中如何地競逐，是關切兩岸發展的重要途徑。

另一方面，面對經貿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區域經濟整合與可持續發展戰略受到全球發

展經濟學家與國際政治學者的高度重視。由制度變遷的角度觀察，美、中、台戰略三角關

係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變化主軸有二：15 

 

第一、 國際制度在戰略三角中的權力運用 

        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為代表的經貿全球化，

其基本原則是透過實施開放市場、非歧視和公平貿易等原則，以促進世界貿易自由化目標

的實現。在經濟全球化的規範下，生產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在全球範圍內流動，以尋

求最佳資源配置，其推動力是追求利潤，取得競爭優勢和謀求經濟的發展。16 

     

        兩岸政府在美國大力鼓勵與支持之下，分別於2001年11月以及2002年1月加入WTO，

                                                
12 2005年2月19日，美國與日本官員在華府舉行的部長級「二加二」會議上，簽署新的聯合安全協定。 
13 2004年12月17日，中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6次委員長會議，首次提請審議反分裂國家法草案。2005年
3月14日，中共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正式通過反分裂國家法。 
14 施正屏、張權，＜制度變遷、權力距離與美中台戰略三角之政治經濟分析＞，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
討會，送審中。 
15 同註14。 
16 魏艾，＜經濟全球化下的兩岸經貿關係：問題與展望＞，《WTO架構下的兩岸經貿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台北：遠景交流基金會），（2002年），頁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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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舉措具體實踐了美國二十一世紀初國家安全戰略規劃所設定的目標：積極鼓勵中國遵

循國際經貿組織規範的戰略架構。透過連結中國與國際體系的制度接軌，確保美國在亞洲

之戰略利益，達成新世紀美國所設定的新國家安全戰略。17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則藉由制

度變遷與經濟制度的調適效率，企圖打破長期制約中國進步與繁榮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藉此建構加速推動市場經濟，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經濟發展戰略。中國大陸

透過穩定且持續的經濟改革，不但吸引大量外資（包含台資）進入中國市場，對外貿易發

展更是以每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長，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領導國家之一，奠定傲人的

經濟成就。 

 

        深究中國加入WTO的戰略意涵，可以發現中國政府正靈活且彈性地運用正式的國際

制度，以協助其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到自由經濟的制度調適之進程。利用WTO的架構建立與

其他國家的溝通平台，並挾著其龐大的經濟體實力逐步在國際社會中站穩霸權地位、發揮

影響力。中共自建國以來一直到1988年之間，是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時

期，其經濟發展途徑是非常明確的，即建立一個廢除私有財產的中央指令經濟。18然而，

自1979年改革開放後熱絡的市場經濟使得中共維繫執政能力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受到

極大的挑戰，促使中國大陸進行制度變遷的改革。隨著1993年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修正案，其第三條中明文指出：「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根

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中共中央正式

將改革開放後，現行於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定調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為了適應

當今中國大陸所有制的改革、市場化的推動並容許私營企業的存在，20中共藉由WTO架構

的正式制度，進一步合理化、法制化與理論化其獨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允許私營經濟

在中國市場的通行，兼容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同時在中國大陸的並存，以達成社會主義向

右走的發展戰略。     

                                                
17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於2002年9月20日在華盛頓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之譯文，由美國國務院國際信
息局翻譯。英文原文見：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8 楊世雄，《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台北：五南出版社），（2001年），頁
261。 
19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於1993年3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公告第八號公佈
施行。 
20 同註18，頁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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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地，台灣在加入WTO後可利用WTO既有的爭端處理機制以解決貿易衝突，除了

可以取得與其他會員在法律上的平等互惠地位，擺脫政治因素對台灣國際地位的制約，且

可進一步運用WTO的典章規範參與多邊貿易談判，積極與世界各國接軌藉此提升台灣在國

際經貿的競爭優勢，進而佔據發展經濟戰略的至高點。同時，靈活運用WTO之架構亦有助

於台灣參與非傳統貿易之國際政策決策，包括與貿易有關之環境保護措施、勞工問題競爭

政策等議題討論。21長遠而觀，加入WTO將對台灣經濟發展提供穩定制度規範。 

     

        在中國與台灣先後進入WTO的架構下，華盛頓、北京與台北的三方賽局有了明確的

遊戲規則，美、中、台三方在遵循WTO的規範下，三邊關係與正式制度逐漸鑲嵌，經貿關

係遂成為左右三方在國際政治場域內互動與角力的關鍵因子。至此，美、中、台戰略三角

已逐步跳脫過去的政治權力制約，進行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過程，如何有效調適

制度變遷的過程，開創利於台灣的制度框架，成為新世紀美、中、台三邊關係互動的重要

課題。 

 

第二、 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 

        兩岸關係是否能保持和平穩定，將是中國能否推動現代化進程，以及在亞太地區乃至

於國際體系「和平崛起」（peaceful ascendancy）的重大變數。探究過去美、中、台三方互

動的歷史進程，美方政府在兩岸政策上長期主張不會「介入」（intervention）兩岸之間的

紛爭，然而華盛頓在實際作為上卻是扮演著「調停者」（mediator）的角色。22美國政府的

中國政策一直有個基本立場，美國的「三個公報」與「台灣關係法」是美方政府處理兩岸

關係上的底限與限制。華盛頓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且根據三個聯合公報（1972

年上海公報、1979年建交公報以及1982年8月的聯合公報），美國承認（recognized）中華

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至於什麼是一個中國政策的實質內涵，美國自從

在1972年的上海公報載明「臺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均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之後，從未在細

節上予以說明。美國並基於上述原則持續鼓勵兩岸進行對話，且希望雙方能循和平途徑解

決兩岸紛爭，進而延續1998年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訪問上海時提出的「三不政

                                                
21 同註16，頁304。 
22 邵宗海，〈美國對海峽兩岸之政策分析〉，《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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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23明確表達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基本立場。由此可知，華盛頓在因應台灣問題的

實際作為上，一直是以戰略模糊的手段面對兩岸局勢，彈性且靈活地處理美國的中國政

策。 

    

        以「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觀之，24美國政府所採取的戰略模糊固然替

華盛頓在美、中、台三方關係中減少付出的交易成本並爭取到相對的優勢，然而，此舉也

替美、中、台戰略三角投入不穩定的因素，成為影響戰略三角結構變化的主要因素。由於

美國運用戰略模糊的手段，使華盛頓占據了三角關係中的樞紐（pivot）地位，進而在處理

兩岸議題上占據了戰略制高點，可以根據其自身利益的需求各自決定與北京、台北的友好

程度。然而，美、中、台三邊關係在2005年隨著中共公佈《反分法》以及台灣推動公投入

憲後，25三方關係的戰略模糊地帶已不復存在。    

     

        從兩岸局勢來看，中共近年積極倡導的睦鄰與合作政策，將持續對台灣產生局部壓

力。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公佈《反分法》，使得台灣的民進黨與國民黨以聯合支持公投入

憲做為反制回應；在北京堅持一個中國前提下的台海統一，而民進黨政府領導的台北則與

統一的道路漸行漸遠。26 

     

        經濟的磁吸與政治的擠壓效應，呈現出兩岸產業組織與政治組織推拉效果不相容的問

題，導致兩岸尖銳的矛盾現象日益突顯。在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的作用下，美、中、台

三方未來的互動關係勢必不若過往戰略模糊來得有彈性，如何使得政治市場接近於有效率

                                                
23 美國政府的「三不政策」為1998年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上海時所發表，其內容概要如下：美國不支持臺灣
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個臺灣、一個中國」、不相信臺灣能以國家的名義加入任何一個國際組

織。 
24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指促成市場交換行為所需負擔的額外成本。包括：1.搜尋成本
（searching cost）：衡量交換事物之價值成份的成本，即取得訊息之成本。2.協商成本（negotiating cost）：
保護權利的成本（包含財產權）。3.監督成本（monitoring cost）與4.執行合約成本（concluding cost）。有
關交易成本的概念請參閱：North C. Douglass著，劉瑞華譯，《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台北：時報文
化），（1995年），頁37-45；Eirik G. Furubotn & Rudolf Richte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p.1-68。 
25 台灣推動公投入憲於2005年6月7日台灣國民大會複決通過憲法修正案，修憲案過關後陳水扁公開表示將推
動二階段憲改，邀集在野黨領袖參加憲政改造委員會。然國民黨與親民黨已明確表示反對，認為再談憲改不

符合當今局勢的需求且不切實際。 
26 同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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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濟交換模式，有賴於零交易成本的正確資訊，使交易雙方清楚了解各種不同法案產生

的利益或損失。有鑑於此，制度才能創造穩定的交易秩序並降低不確定性。相反地，如果

美、中、台三方不能消除誤會，推動互信，那麼不僅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不容樂觀，更

有可能因此爆發軍事衝突，重創兩岸經濟並危及東亞區域的和平與穩定。27因此，在制度

變遷的過程中，美、中、台三方各自的制度調適效率將成為左右三邊關係穩定的主導作

用。 

     

        根據傳統戰略三角理論，「權力」（power）係決定美、中、台戰略三角結構類型的

關鍵因子。28以國際層次的角度分析，行為者的國家權力是建構戰略三角的唯一立基點。

然而，新世紀全球化浪潮下的國家權力，將不再侷限於過去傳統的軍事力量、外交影響力

與國家資源等硬權力。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軟權力」（soft power）的影響力日益加

重，逐漸躍升為國際政治角力的主軸。 

     

        過去政治學界對於美、中、台三邊關係的論述，皆著重於政治權力（political power）

的互動與拉鋸，且為了能清楚表示三邊關係的互動與角色地位的轉換，進一步地將三邊關

係作簡約、概念化的三角幾何框架，以辨識三方互動之變遷。此一研究架構雖有助於研究

者易於分析三角賽局所呈現出的態勢，但缺點是權力的意涵過於廣泛，所指涉的範疇及其

龐雜，致使戰略三角始終呈現出概念化的幾何模型，無法明確界定行為者間權力行使的強

度。 

     

        在新世紀全球化的浪潮席捲之下，國際政治經濟學日漸興起，經濟行為已成為國家戰

略考量與分析國際關係的主要觀察面向之一，經濟層面對應於行為者之價值取向的影響益

發顯著。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行為成為影響政治行為的重要變

數：經濟互動會以一定的方式波及（spill over）政治互動。29換而言之，經濟行為所代表的

軟權力已成為衡量國際體系運作的不可或缺之指標項。 

                                                
27 同註14。 
28 同註10，頁172-173。 
29 同註10，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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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經濟行為對於行為者的決策模式展現強大的宰制能力，如何從經貿交流的緊密度

去探討行為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其「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的差距是否能帶動國家

的經濟成就？30是筆者欲探討的研究焦點。這也是過去國際關係學界，在分析國家權力運

作時較為欠缺的觀察面向。 

     

        無論是傳統的國家權力或是經濟行為所展現的軟權力，在過去國際政治的研究方法

中，針對「權力」變數始終無法以具體、量化的概念，有效呈現制度變遷、權力以及經濟

成就對美、中、台戰略三角關係的決策路徑。為改善此一缺憾，本文以新制度學派（new 

institutionalism）為研究架構，輔以組織行為（organizational behavior）理論作為研究理論基

礎，藉由三邊經貿關係所建立之計量模型，依此分析經貿全球化下美、中、台戰略三角關

係之路徑選擇（path choice），及可能造成的影響。 

     

        本研究期盼藉由分析美、中、台三方經貿往來的權力距離，探討戰略三角結構類型的

變遷演進，為身處台灣的吾輩開拓新的大陸政策與國際格局，也替兩岸關係的發展提供一

個新視野。 

 

 

 

 

 

 

 

 

 

 

                                                
30 「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旨在衡量兩國（或兩行為者）之間權力作用之量化指標，其求出的函數
越小代表兩國的權力關係益加密切。計算方式為兩方行為者的經貿總額之倒數，PD＝1/經貿總額。詳情見
本文第四章。 



 1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承上所述，本研究將觀察重心置於美、中、台三方之權力距離。隨著三邊經貿關係

的互動其三個雙邊關係之權力距離亦有所轉換，嘗試藉由分析美、中、台三方行為者權力

距離之變遷做一概括性的論述。 

     

        國家的經濟成就以出口貿易、資本流入與區域擴張等三大面向為衡量依據，而經濟成

就則取決於制度變動的調適效率。31由制度學派的觀點分析，二十一世紀兩岸關係互動的

本質將是制度與實力的競爭。32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路徑選擇將決定於兩項重要關鍵因

素，其分別是制度因素與組織因素。33意即兩岸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如何維持亞太區

域和平與穩定互動，將直接影響全球面對二十一世紀經濟發展戰略之選擇。 

     

        制度（institutions）乃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是人類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類

的互動行為。34制度在一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人們互動的穩定結構，以降低不確定

性。35而組織是由制度架構所發展出來的，亦可說組織是內生於制度。組織的創建乃根源

於既有的限制，因此，組織的出現與如何演變，在根本上受到了制度的影響。同時，組織

形態與其變化也會反過來影響制度的演變。換而言之，組織乃是造成制度改變的主要角

色。36 

     

        由上所言，制度與組織可說是一種鑲嵌的依附關係。組織內生於制度，在其發展的過

程中不斷地與制度交互影響，當制度的調適與組織產生衝突與排斥時，而組織所積累的力

量亦足夠強大的話，組織將反過來運用其影響力以改變制度，使組織能持續發展。此時，

新的制度被創建，再度對組織發揮效用，而組織也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形塑新的制度調適過

                                                
31 North C. Douglass著，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
頁1-11。 
32 章念馳，＜兩岸關係：現在與未來的反思＞，《中國評論》，（2004年3月1日）。 
33 同註14。 
34 同註31，頁7。 
35 同註31，頁10。 
36 同註31，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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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將制度與組織的相互概念導入國際體系與國家層次視之，制度等同於國際體系的平衡

（或均勢），國家政府則是扮演組織的角色。以美、中、台戰略三角為例，當三角結構類

型產生轉換（均勢無法維持），三方政府即開始積極尋求新的依歸方向，以維繫三方賽局

的進行。 

     

        有鑑於此，制度因素與組織因素對於美、中、台戰略三角所產生的影響，將分述如

下。 

 

第一、 制度因素分析： 

        制度係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更嚴謹地說，制度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類互動

的行為。制度透過其安排之日常生活的結構而減少不確定性，制度包含正式的法律規範與

非正式的行為慣例。37對中共而言，在歷經2000年與2004年兩屆台灣總統大選以及中共新

老交替、權力移轉的時空背景轉變之下，中共在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刻意地維持低調

的態度，已於一年後作出明顯的調整。2005年3月中共召開十屆人大三次會議，胡錦濤正

式接掌為中共第四代領導班子核心，並正式通過法理化可對台動武以制止台灣獨立的《反

分法》，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切。 

     

        由於制度在一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人們互動的穩定結構，以降低不確定性，但

制度是會改變的，不過往往由於因為制度變革較為緩慢，因此不易為人們所察覺。制度變

革的根源來自於相對價格的改變，相對價格的激烈變動，將會促成更有效率的制度變遷誘

因；藉由制度學派之觀點分析，中國藉由「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政治口號，將上層意

識形態，具體落實成具法律規範的正式制度。《反分法》的制定與公布對台灣的限制即包

含兩種戰略意涵：第一、制度限制了什麼行為不准做，第二、制度規範了什麼條件下可以

                                                
37 同註31，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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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麼。38有鑑於此，兩岸制度競爭勝負的本質，將取決於兩岸對於未來談判中，雙方對

於如何建置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的規則、執行的形式與執行的成效等三項因素的掌控實力。

39因此，關於《反分法》的核心問題，在於《反分法》是否為中國對台灣之「三戰」的一

部份，40還是代表「胡溫體制」對台政策的新開端？對於這個問題的本質理解不僅會影響

台灣的對應方式，同時也會形成兩岸新的互動關係。 

 

第二、 組織因素分析： 

        自「911事件」發生後，美國調整其對外安全戰略，41將中國加入各種區域和全球性組

織及協定視為一種積極進展。42世界各國區域經貿協定（RTA）的洽簽快速推展，已成為

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中最主要且無法逆轉的趨勢，亞太區域經濟板塊的發展處於新的高速增

長階段，兩岸經貿關係出現階段性與結構性的轉變。美方認為中國在承諾遵守國際組織的

規則，將使各貿易夥伴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尤其是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

穩定對美國越來越重要；中國則充分利用此一形勢，於2002年與東南亞國家聯盟

（ASEAN）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順理成章的擴大中國在東亞的政經版圖與影

響力，而臺灣則明顯被中共刻意排除在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板塊之外。 

     

        臺灣為避免被邊陲化，應認真思考制度學派的觀點，分析未來兩岸關係的路徑選擇；

制度學派認為制度與經濟成就之間的關鍵問題：是何種制度組合最能促成交換利益，長期

經濟體制的成就取決於制度變動的調適效率。制度是行為的限制，組織則是設立來利用制

度帶來的機會，並由此造成經濟體系的發展。制度一旦確定，就決定政治與經濟活動的各

種機會與成本。組織不僅在制度提供的機會下降低成本促成交易，也會形成知識、創新技

術，甚至改變談判力量造成制度變動。43 

     

                                                
38 同註31，頁8。 
39 同註14。 
40 中國對台的三戰可分為：與論戰、心理戰、法律戰。 
41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USINFO.STATE.GOV, Sep 20,2002. 
42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前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在紐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
演講，題目是：「中國與美中關係的前途」，2002年12月5日，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 

43 同註31，頁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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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和制度相似，提供人類互動的結構，組織的成員因某種共同目標而結合，組織的

出現與演變受到制度架構影響；但是組織也是造成制度改變的主要角色，制度透過影響交

換與生產的成本來影響經濟成就，決定了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產生極端不同的經濟成

就。面對全球化時代來襲，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選擇不僅攸關兩岸區域

經濟穩定增長，也影響兩岸綜合國力在全球的競爭力。兩岸經濟要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雙

方均需快速調整其發展戰略；將過去長期堆動兩岸關係發展之對立與非均衡轉向協調發展

戰略，厚植雙方「增長極」實力，44促使相對落後地區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接續能量，及時

解決兩岸在亞太區域發展中各自遇到的矛盾與挑戰。45 

     

        在全球資本主義結構下，台灣不可避免地與其他國家進行商業往來，並藉由與國際體

系中其他行為者的經濟交流與貿易合作，追求台灣的利益極大化。經濟學開山鼻祖亞當史

密斯（Adam Smith）在其傳世名著《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中，即在關注合作行為

如何促成建立經濟體系獲致交換利益。如此可見，無論是在人類生活或是政治社群中，合

作行為都是扮演著促進利益增長的角色。基於合作行為帶來利益增長的核心概念，若將合

作行為的討論提升至國際關係層面時，個體（國家）與個體之間的合作行為，對於促進總

體（國際體系）穩定與經濟成長顯然是具有正面的價值。本研究即是依此命題所開展：由

於經濟行為勢必會影響政治行為，本文認為經濟行為的合作將有助於台灣的經濟成就以帶

動經濟發展，並緩和與中國大陸的緊張情勢，縮短「台北-北京」的權力距離，進而提升

台灣在美、中、台戰略三角中的角色地位。 

 

        相較於台北與北京在政治上的冷漠，台灣與中國的經濟行為與其他非政治性交流則是

活絡不絕、持續升溫。根據行政院大陸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發行的《兩岸經濟

統計月報》統計，海峽兩岸自開放交流以來，雙方互動層面，無論是探親、旅遊、經貿投

資、書信電話往來，以及各種文化、學術、體育等的交流，都已可用「頻繁」兩字所形

                                                
44 「增長極」理論認為經濟空間存在著若干個中心或極，這個增長極可以是部門的，也可以是區域的。理論
主要觀點是區域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條件較好的少數地區和少數產業帶動，把少數區位條件好的地區少數條

件好的產業培育成經濟增長極。通過增長極的級化和擴散效應，帶動週邊地區和其他產業發展。 
45 同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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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46因此，有學者認為兩岸的政治關係可以中斷五年，但經貿關係倘若中斷，對於兩岸

的經濟均將造成嚴重的後果。47有鑑於此，儘管台灣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政治上的兩岸

關係持續低迷，其協商大門與對話平台也始終關閉，台灣海峽甚至出現中共軍事演習，然

而，兩岸之間的交流互動卻未因此而停止，或許有部分活動受到影響，但大多數的交流活

動並不因為兩岸關係的緊繃而萎縮。48  

     

        兩岸經貿關係，以1979年中共總書記鄧小平採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為開端，兩岸多

年的經貿往來，台灣始終享有極高比例的順差，並在近年來達到高峰。以2004年為例，該

年度台灣對大陸地區貿易順差有122億7640萬美元，首度超越了該年台灣對全球的貿易順

差，其總額高達61億2460萬美元。49這說明了兩岸貿易台灣享有對大陸貿易巨額順差的數

字，以讓台灣近年來在對外貿易本應出現逆差的現象得以迴避，並繼續亮起綠燈。50 

     

        另一方面，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不僅依靠兩岸經貿交流以滋養中國經濟發展，並藉

此推動大幅提升兩岸轉口貿易數額與吸收大量台資的措施，以達其對台統戰的功效。從中

共的觀點視之，做好對台經貿工作，實行兩岸經濟合作，密切兩岸的經濟聯繫，是中共現

階段對台工作的重點。中共並認為持續擴大兩岸經貿關係，有利於遏止台灣島內的分離傾

向。51從經濟意涵而言，「一國兩制」主要是以經濟制度作為劃分標準，在一個中國的前

提之下，中共容許資本主義並存。在達成對台政策目標的過程中，經濟合作、交流與三通

議題扮演著催化作用與策略性手段之功能。明顯地，中共對台經貿政策，是中共整體對台

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能否實現「一國兩制」的關鍵因素。52 

  

  

                                                
46 同註5，頁483。 
47 鞏明鑫，＜經貿互動在兩岸關係中之作用與定位＞，「兩岸經貿互動與兩岸關係發展」座談會，（台北：
中華歐亞基金會），（2004年11月5日）。 
48 同註5，484。 
49 陸委會，《兩岸經濟月報》，第155期，（2005年9月），頁26。 
50 同註5，頁503。 
51 郭瑞華，《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論》，（台北：法務部調查局共黨問題研究中心），（1996年12
月），頁302。 
52 陳德昇，《兩岸政策互動、政策解讀與運作分析》，（台北：永業），（1994年6月），頁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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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經貿被中共視為對台統戰的手段之一，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兩岸經貿亦

可視為台灣發展國力，擺脫兩岸關係桎梏的大好契機。 

     

        現今，中共為了掌握未來二十年的發展機遇，以及應付轉型過程中內部巨大挑戰的需

要，亟需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再加上其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在投資、市場、科

技乃至於最關鍵的能源，在在都需要依賴以西方為主的全球體系，也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

世界依賴甚深。因此，基於全球化的總體戰略觀以及東亞地區地緣政治的平衡，中共短期

內不可能成為對於現今國際基本秩序的挑戰者。53另一方面，美國在歷經2001年9月11日的

恐怖攻擊後，「反恐主義」逐漸取代「中國威脅論」的疑慮。小布希（George W. Bush）

總統傾全國之力採取「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的反恐戰略，以及美軍在伊拉克的身陷泥

沼，使得美國軍力在全球佈局上益顯吃重，如果兩岸發生軍事衝突，將使華盛頓無暇顧及

遠東另一場戰事的發生。因此，倘若台海兩岸能藉由經貿合作來穩定東亞區域情勢，使華

盛頓能避免涉入北京與台北的衝突，美國必然樂意在一個中國政策的原則下，創造一個更

為寬廣的空間與對話平台以處理兩岸問題。綜觀上述所言，台灣若能善加利用在兩岸經貿

交流中的優勢，積極深化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力道，將促使中共正視台灣的經貿影響力

對其內部壓力的紓解，進而改善雙方的權力距離，提升台灣在大小政治實體中的地位。 

     

        本研究以蒐集1990-2005年之美、中、台三邊經貿數據作為觀察主軸並建立計量模型，

分析在這段時期內，美、中、台三方的經貿交流各自對其國力發展與經濟成就帶來什麼樣

的幫助？進而對新世紀全球戰略下的美、中、台戰略三角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兩岸對立分治五十餘年，歷經不同時期紛紛擾擾的轉折點，彼此之間在不斷的角力拉

鋸過程當中，輔以華盛頓加入台北－北京雙邊互動所激盪出的三角賽局，磨合出維持現狀

的均衡點。新世紀下的兩岸關係勢必將面臨著更嚴苛的挑戰，隨著區域安全逐漸在東亞區

域發酵，中國大陸作為一個國際大國的強勢崛起勢必對其周邊國家產生影響。在中共逐漸

體認到，政治層面上對台工作的重點不在台北而是在華盛頓時，北京自然而然地轉向美國

                                                
53 中華歐亞基金會編著，《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戰略》，（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2006年7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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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壓。另一方面，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後，更加需要中國在各項國際事務中的支持，因此，

現今美國的兩岸政策已呈現向北京傾斜的態勢。54當華盛頓逐漸離台北遠去，而台灣又被

東亞經濟體系排除時，台灣方面該如何因應與自處，成為當前台灣發展的最大課題。本文

認為台灣應持續維持兩岸關係中經濟發展的優勢地位，以抗衡中國大陸軟、硬權力交替運

用的對台統戰，並強化與美國友善互動（無論是政治或是經濟）之力度，應是現階段台灣

最主要的戰略主軸。 

     

        互通有無的經濟活動可以保護「市場看不見之手」。基於此概念之下，分析在市場看

不見之手的作用下，衡量經貿關係如何帶動台灣與另外兩方行為者互動模式的轉變，解釋

在此時期中美、中、台三方政府的態度轉變與決策對美、中、台戰略三角所產生的影響。

力求跳脫政治與意識形態框架下的兩岸關係，以經貿關係架構台海互動的新模式，為往後

的兩岸發展提供一個可供依循的方向，開創美、中、台三方三贏的局面。 

 

 

 

 

 

 

 

 

 

 

 

 

 

 

                                                
54 同註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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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題意識 

 

        深入美、中、台戰略三角相關研究文獻的回顧與討論中，大多是以描述性與規範性

的文獻為主。相較之下，對於戰略三角結構的理論性論述，是較為短少與不足的。大部分

談及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文章中，往往是以套用戰略三角的理論意涵，或是借用戰略三

角一詞做為輔助工具，著重在建構三角關係的框架，而無法在理論的實質運用中提出建議

與補強。本文欲彌補戰略三角在觀察面向上的缺失，厚植戰略三角的理論概念並結合其他

學科之長，替戰略三角的理論架構開展新的視野。 

         

        權力的概念是戰略三角的主要支架，藉由探討三方行為者的權力關係，描繪出三角理

論的輪廓。在資本主義無國界、無差別的作用下，經濟行為的合作與交流已和傳統政治權

力相融合，使國際關係的權力運作產生質變。有鑑於此，經濟活動遂成為新世紀國家發展

戰略的主要面向。美國、中國與台灣三個不同的經濟體系，在交易成本受到挑戰後彼此的

差異逐漸突顯，由此觀之，經濟行為足以扮演戰略三角中的關鍵變項。因此，如何妥善運

用經濟行為以擺脫政治層面的困境，是美、中、台三邊關係的新思維方向。 

 

        當前的美、中、台戰略三角礙於政治現實的考量，在結構上明顯地朝「華府－北京」

的雙邊關係傾斜，若以國家發展的方向作為依歸，則此架構明顯地對台灣多所損傷。現今

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日益加深，兩岸之間的經貿往來較之過去更為緊密（以2005年

為例，該年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總體貿易額高達580億美金），則政治上的互動必然會受到

波動。在兩岸「政治冷、經濟熱」的環境之下，如何利用經濟力量影響「台北－北京」的

雙邊關係，轉換現行戰略三角結構中對台灣的偏差，進而修正美、中、台三邊關係的架

構，成為此研究最主要的問題意識。 

     

        本文將嘗試把研究途徑與方法置於理論性的探索與建立，冀望藉著回顧戰略三角的既

有理論以及文獻分析後，將經濟行為的影響導入三角結構的討論。以三方行為者的權力距

離為衡量標準，提出本文修正後的戰略三角模型，以補強既有戰略三角理論中，較少關注

的國際政治經濟之意涵。綜觀而言，本文將依序從四個面向著手：（一）以國際關係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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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略三角做基礎，對過往的戰略三角作文獻分析與回顧；（二）論述權力之意涵與運作

準則，以新現實主義（new realism）的權力觀作為本文主軸，導入軟權力在當今國際政治

社群中的行使強度；（三）實證結果：界定權力距離的使用準則，運用計量模型檢證權力

距離下的美、中、台三邊經貿關係；（四）結論與政策建議：新三角結構下，台灣的新思

維。 

 

 

 

 

 

 

 

 

 

 

 

 

 

 

 

 

 

 

 

 

 

 

 

 

 



 20 

第四節  研究途徑 

 

        在一般學術研究中，處理某一事件的內容時，首先必須先透過理論概念的建構、形成

與延伸，再將其運用於現實的世界。55理論的運用提供了社會科學在進行研究時一個較為

全面、宏觀與综合的視野，幫助研究者觀察與了解現實世界的真實現象，在分析因果關係

之餘做出預測。 

 

        兩岸關係是鑲嵌在國際體系當中的，也因此，運用國際關係理論對於理解兩岸關係具

有很大的啟發作用。本論文以新制度主義（new-institutionalism）中的歷史制度主義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作為研究途徑，並結合羅德明（Lowell Dittmer）教授的戰略三

角理論，56嘗試架構一個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對話平台。運用吳玉山教授與包宗和教授提出

的改良式戰略三角，57作為觀察準則。探討三方的權力結構，在受到經濟行為制約時如何

演化出權力距離，以闡述經濟行為對應於不同時期的美、中、台三邊關係之變遷模式，尋

求兩岸關係的新解。 

 

        鳥瞰戰略三角的模型架構，可發現三角中任何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雙邊關係是由「內在

因素」（endogenous factors）及「外在因素」（exogenous factors）交相作用來決定的，前者

係指雙方在政治、經濟、戰略安全及意識型態上之相互作用及其影響，而後者則是專指另

外兩組雙邊關係對應於第一組雙邊關係時所發揮的效用。外在因素包括三種「延伸關係」

（derivative relation），即「敵人的敵人是朋友」（「負負得正」的三角結構）、「朋友的

敵人是敵人」（「正負得負」的三角結構）以及「敵人的朋友是朋友」或「敵人的朋友是

敵人」。 

     

 

                                                
55 洪丁福，《國際政治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啟英文化社），（1996年），頁6。 
56 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World Politics，
vol.33，no.4（July 1981），頁485-516。 
57包宗和、吳玉山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書局，1999年），頁26，頁33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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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方行為者彼此的「友好」（amity）或「敵對」（enmity）態度亦決定了戰略三角的

互動模式與結構類型，確定了三邊關係的結構類型後，自然可依此為根據推斷三方行為者

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其分別為：樞紐（pivot）、朋友（friend）、夥伴（partner）、側翼

（wing）、敵人（foe）及孤雛（outcast）。58 在確立三角結構與角色地位後，藉由新制度

主義的運用，可提供一個新面向的觀察焦點。 

     

        新制度主義以「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dological individualism）為核心概念，提出價

值偏好、集體行動與資訊交流才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關鍵。59新制度主義作為一個中層理論

（meso-theory）的建構基礎，在宏觀與微觀之間作相對的調適與變遷，其關注的焦點在於

行為者在制度調適的過程中，會產生什麼樣的行為影響。歷史制度主義作為新制度主義三

大學派（理性抉擇論、社會學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中的一派，強調初始制度選擇所

產生的制約作用。一些誕生於特定歷史時空的制度、為之後的發展帶來了「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t）的效果。60有別於理性抉擇論與社會學制度主義（見表1-1），歷史制度

主義所關注的是較為宏觀層次（macro-level）與中觀層次（meso-level）的實際事件與歷史

現象，由於現象本身的複雜性與變項之間的盤根錯節，眾多變數往往以特定的形式與機制

結合為特殊的複合體（configuration），從而形成獨特的歷史系絡（context），來催化歷史

現象出現。61換言之，歷史制度論者認為制度是提供行為者（或組織）制定策略或追求利

益的系絡。62 

     

        制度的演進會創造有利的環境，以助於用合作的方式解決複雜的交換，而促成經濟成

長。63制度因素是推動歷史沿著某依路徑發展的相對穩定和最為核心的因素之一，前一階

段的政策選擇往往會決定和影響後一階段的政策方案。64歷史制度主義的起源，是針對多

                                                
58 同註10，頁173-185。 
59 謝俊義，＜新制度主義的發展與展望＞，《中國行政》，（2000年8月），頁2。 
60 林繼文，〈創設、選擇與演化：制度形成的三個理論模式〉，中國政治學會暨「政治學與新制度主義」學
術研討會，2001年。 
61 徐斯勤，〈新制度主義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理論與應用之間對話的初步觀察〉，中國政治學會暨「政治
學與新制度主義」學術研討會，2001年。 
62 同註59，頁11。 
63 同註34，頁7-15。 
64 陳家剛，〈前言：全球化時代的新制度主義〉，載《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薛曉源、陳家剛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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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論者忽視了制度因素會因為偏差不公造成政治社會團體在競逐中的權力不對稱關係，以

及針對結構功能主義論過度偏重文化心理因素與偏重功能而非結構面，所形成的反思，換

言之，注重結構與權力是本途徑的兩大先決要項。65 

     

        綜觀而論，在美、中、台戰略三角中，單一的變項無法做一個有效的解釋；同一變項

以及同一測量值出現在不同的歷史時空背景之下，可能會因為其他因素改變或是行為者價

值取向的更新，產生不同的權力體系與認知系絡。作為一種規則，制度通常被用于支配特

定的行為模式與相互關係。是故，在國際政治環境瞬息變化與美、中、台三方利益交錯之

下，倘若視美、中、台三方為行為者，當行為者面臨現狀被改變或可能出現改變時，則是

所謂的制度變遷過程。制度變遷首先是從制度的非均衡開始的，其特別指一種效率更高的

制度替代原有的制度。66此時，行為者三方各自會採取什麼樣的舉動（制度調適的過程）

作為對策，進而獲取自身的利益極大化表現（典範轉移），並且與其他雙方保持賽局的進

行，建立穩定的美、中、台三方關係（新的均衡點），成為關注的焦點。 

 

 

 

 

 

 

 

 

 

 

 

 

                                                                                                                                                        
京：社科文獻），（2004），頁1-16。 
65 同註61。 
66 同註59，頁12。 



 23 

表1-1：三種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之比較 

 理性抉擇論的制度主義 社會學制度主義 歷史制度主義 

行為者偏好與 
目標的構成 

追求物質、權利等有形

資源，外生於制度 
尋求與社會文化的相

容性，內生於制度 
尋求與結構、權力關

係以及認知全是相對

應的利益，內生於制

度 
行為者特質與 
行為邏輯 

具有完全理性，追求效

用極大化 
由於認知上限制而具

有有限理性，追求滿

足化 

在歷史條件下經由學

習反思而發展出的理

性 
制度的定義與角色 決策規則，降低不確定

性與交易成本 
符號與價值系統等文

化要素，建購行為者

對自我與外在世界的

認知與詮釋 

規則、規範、結構、

權力關係與文化、理

念，建構對於利益目

標與手段策略認知與

界定 
制度如何解釋行為 工具理性邏輯 社會妥適性邏輯 系絡性、權變性、路

徑依賴的因果關係 
解釋因果關係時的 
不確定性 
（indeterminacy） 

最低 次低 最高 

制度的起源與變遷 行為者基於理性而有目

的、有控制性的自發選

擇 

在既有制度制約下產

生；受到個人行為之

社會後果的建構性影

響 

歷史系絡中邏輯性與

偶發性的結果；路徑

依賴下轉折點的出現 

適用的分析層次 微觀的個體行為 微觀與中觀的組織現

象 
中觀與宏觀的歷史現

象 
制度如何處理個體與

集體間的規範性議題 
管制選項與資訊範圍，

以及偏好表達 
建立認知參數與行為

規範，要求道德性順

服 

權力與結構關係下的

限制作用，與認知上

的正當化作用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繼文，〈創設、選擇與演化：制度形成的三個理論模式〉，中國政治學會暨

「政治學與新制度主義」學術研討會，2001年；徐斯勤，〈新制度主義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理論

與應用之間對話的初步觀察〉，中國政治學會暨「政治學與新制度主義」學術研討會，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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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架構與研究流程 

 

壹、  研究方法  

 

        當代科學哲學家波卜爾（Karl R. Popper）在其名著《科學發現的邏輯》中，對於科學

的性質曾如此闡述：「各種不同的經驗科學即是各種不同的理論系統。因此，科學知識的

邏輯當可視為各種不同的理論系統。」67科學的理論化是根據後設理論（meta theory）或一

套建造理論的原則而演進，以方法論的術語來說，即是理論建構（theory construction）的

過程。68至於理論的界說，魯德納（Richard S. Rudner）曾說過：「凡是一套陳述或是某些

類似定律的通則，其相互間具有系統上的關聯性及經驗上的可證性，便是一個理論。」69

而形成理論的兩個必要條件為：（1）邏輯上的系統推演，（2）經驗上的事實印證。由此

可知，理論的建造與修正，永遠脫離不了經驗印證與邏輯推演兩個方面的交互考驗。70由

於問題是開放的，單靠歸納並無法確認本文之命題是有效的，因此，在邏輯上的系統推

演，本文將同時採取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比較法（comparative method）、歷史方

法（historic method）作為本文科際整合的方向，針對美、中、台戰略三角問題做分析。經

驗的事實印證則採用統計學上的各項工具，對三邊之經貿關係作計量模型，進行量化分

析。 

     

        傳統對於統計一詞的概念，常把統計當作資料的收集與資料的陳示。其實現代的統計

學已被更積極地推廣到如何收集資料、如何研判資料、如何進行模式分析、如何做統計決

策，以及動態資料項、時間數列、趨勢分析與預測等（見表1-2）。71著名統計學家費雪

（R. A. Fisher）曾說：「統計方法的目的是基於經驗觀察，去改進對該系統的了解。」有

鑑於此，統計的主要工作在於尋求問題真相的過程中，架構一系列有組織、有系統且可分

                                                
67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2003年），頁1-2。 
68 同註67，頁2。 
69 同註67，頁3。 
70 同註67，頁3。 
71 吳柏林，《現代統計學》，（台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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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研究過程，以獲得客觀可靠的結論。72本文所採行的統計方法其第一步驟是資料蒐

集，完善的資料收集將有助於模型的建立與分析的可信度。統計的第二步驟是估計與檢

定，意即根據資料收集的結果推論假設是否成立，以為決策之依據的方法，此稱為檢定假

設。73由於本文以全球化下經濟行為所產生的經貿關係為觀察焦點，故在研究過程中將利

用統計學上的方法，蒐集相關經貿數據以釐清經貿行為者之間的互動準則，進一步檢證本

文所提出的假設命題，最後根據所求出的實證結果做出結論。 

     

        本文的研究焦點在於美、中、台三邊經貿關係對於三方行為者政治互動的影響，故將

搜集近年（1990－2005）的三方經貿來往的相關數據，如經貿額（含進口額、出口額、經

貿總額與淨經貿額）、失業率以及通貨膨脹指數等數據資料，以此建立計量模型以進行多

元迴歸，並運用敘述統計的概念，針對迴歸圖所顯示的參數值與回歸結果做分析，以檢證

三邊經貿關係與政治的互動。最後，將實證結果與戰略三角做連結，檢測本研究的假設命

題以做出結論，並提供政策建議。 

 

表1-2：統計問題與統計分析過程 

統計問題陳述 討論的主題在語意或定義上須明確。 

研究動機、目的與範圍不能含混不清。陳述問題時要簡潔易懂，

並確定研究母體與元素對象。 

統計問題分析 以邏輯推理為基礎，應用機率與統計理論。 

引用的方法須符合統計假設條件與限制。 

分析工具須可行，且過程一步一步透明化。 

統計問題結論 據實報導真相，讓數據說話。 

根據結果做出實證結論，不要過度推論與誇張事實。 

 
資料來源：吳柏林，《現代統計學》，（台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5。 
 

 

 
                                                
72 同註71，頁5。 
73 同註71，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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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 

     

        本文之研究架構首先運用制度主義以概論過去美、中、台戰略三角的歷史進程，藉由

文獻分析、案例研究與歷史經驗回顧的資料整理，論述過往政治學界對於戰略三角之概念

界定，進一步觀察美、中、台戰略三角在歷史經驗中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由

於權力是國際關係領域中不可或缺的主導因素，本文將針對政治學界對於權力在戰略三角

理論中的關鍵效用，以及軟權力在當今國際體系的行使方式進行討論。本文以新現實主義

的觀點探討權力在戰略三角中所表現的作用強度，現實主義從權力角度解釋國際關係，可

說是對於理想主義（idealism）的反動。而新現實主義則是立基於現實主義的觀點，進而補

足現實主義在論述全球化國際體系中的缺憾，除了傳統的硬權力（軍事、外交、國家資

源）更加著重其他國際因素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 

     

        基於實證是檢驗理論的唯一選擇，為了檢證本文的假設命題（經濟行為的熱絡有助於

政治層面的良性互動），本文將蒐集相關經貿數據以建立計量模型，針對多元迴歸的結果

進行檢證，以辨識美、中、台三邊經貿互動下權力的強度，藉此了解美、中、台戰略三角

在國際環境中制度變遷的過程，以及權力距離對於三方政策制定與國際互動之影響。因

此，凡是科學方法，如分析法、歸納法、比較法皆可作為探討戰略三角的方法，視觀察面

向（痛苦指數、失業率、通貨膨脹指數）與資料的多寡，採取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或以多

種理論的科際整合從不同的角度與觀點做詳密周詳的研究，方能接近事實的判斷。74最

後，根據實證結果提出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研究架構以圖示理論上概念化的美、中、台三角結構（見圖1-1），在三邊賽局中

參賽的三方各自承受不同的內部需求壓力，使得兩兩相應的雙邊關係不得不考量第三方因

素。另一方面，外部大環境的國際影響也直接、間接施加壓力於美、中、台戰略三角，令

三角關係在國際體系中只能以抽象的幾何圖形作為表示。 

                                                
74
 郭華倫，《中共問題集》，（台北，政大國關中心），（1982年），頁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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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概念化的美、中、台戰略三角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1-2的表示則是筆者根據不同的論點所做出的描繪，筆者認為在戰略三角中，雙邊

關係的演進是隨著行為者所承在的內、外部壓力而有所轉化。在此架構下，經貿關係所構

成的權力距離成為變遷主軸，進而與另兩方的雙邊關係連結，交織成一個新的戰略三角體

系。有鑑於此，權力的拉鋸成為改變三角關係的絕對因素，也因此，美、中、台戰略三角

並非是等邊的三角模式，而是隨著權力距離的互動有所轉換。 

     

        依據以上的論點，筆者將以量化的方式對權力距離做完整性的敘述，衡量量化後的

美、中、台三方的權力距離，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視野。假定經濟行為會影響政治互動的關

係，則全球資本主義下日益趨緊的經貿關係成將為兩行為者之間權力距離改變的因素，進

而在政治層面上取得新的協調，開拓新的國際體系與美、中、台三邊關係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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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經貿關係的差

異，改變了兩者

間的權力距離。 
 

美國 

台灣 
 

中國 

 

 

 

 

 

 

 

 

 

 

 

 

 

 

圖1-2：權力距離下的美、中、台戰略三角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本文之研究流程如下（見圖1-3），在提出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後，進一步確認其研

究範圍。藉由方法論上的整合（歸納法、分析法、比較法、多元迴歸）以制度學派做為研

究途徑，根據本文所提出的假設命題進行檢證。並將實證結果帶回戰略三角的理論基礎

上，檢視美、中、台三邊關係在經貿全球化的變遷，提出結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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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本文之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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