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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權力、現實主義與軟權力 

 

二十一世紀的全球體系已經成為一個「地球村」（global village），全球化的概念意涵

改變了人們對於政治及政治互動的理解。「國際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是由主權

國家為主體的多種國際行為體，為實現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各種活動與相互作用，以

及形成的各種聯繫。1傳統上，國際關係對國際政治的看法是以國家為中心的（state-

centric），亦即國家被視為主要的政治行為者，並僅限於對於政府活動的國家層次。2然

而，由於全球化的作用與全球資本主義的導向，使得國家內部事務與國際外部活動的界限

越來越不明顯。目前，全球發展趨勢呈現兩大主軸：一方面是政治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則

是經濟聯盟整合。3當世界經濟的變革走向新面貌時（生產力發展方面的信息化、網路化

與知識化以及經濟關係方面的世界經濟邁向全球化和自由化），將會形塑出新的統合趨

勢，而新的經濟統合則會帶動國際合作的深化，造成各國不斷加深彼此的相互依賴。因

此，經濟互賴的增加，將使得國際政治產生本質上的變化。4一言以蔽之，在全球資本主

義的體系中，一國的經濟行為將會左右國際政治情勢的變化。而經濟行為不僅能提供行為

者互動的基礎，也重新賦予了行為者行使權力的能力基礎。 

 

「權力」（power），一詞為界定人類活動乃至於區別行為者之行動模式最好的判斷

準則。「權力論」則一直是國際關係學中的一個核心理論。5國際關係學界長期以來對權

力和國家利益的討論情有獨鍾，主要是因為對於權力與國家利益的追求，是維繫國家現階

段生存與未來發展的主要依據。6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現實主義學派」（realism）所強調

的權力政治，一直是主導國際政治變遷的關鍵因素。儘管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neo-

realism）對權力的定義、手段、目的與工具性等的詮釋有所不同，但是權力政治始終是現

                                                
1 周敏凱，《國際政治學新論》，（上海：復旦大學），（2004年8月），頁3。 
2 Andrew Heywood著，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劉兆隆譯，《政治學新論》，（台北：偉柏文化事業出版
社），（2001年），頁241。 
3 John Naisbitt著，顧淑馨譯，《全球弔詭－小而美的年代》，（台北：天下出版社），（1994年），頁6。 
4 李軍勇主編，《全球化浪潮－中國經濟安全面臨的挑戰與抉擇》，（四川：西南財經大學），（1999
年），頁6。 
5 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2005年10月），頁392。 
6 翁明賢，《國際關係》，（台北：五南出版社），（2006年8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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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主義學派的主軸，換言之，現實主義（含新現實主義）是環繞著權力概念而開展萌芽。

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學者奈伊（J. Nye）則提出「軟權力」（soft power）的概念用以區別

過去對傳統權力（相對應於軟權力，可稱之為硬權力）的行使關係，提供觀察權力運作的

新面向。 

 

本章主要是以國際關係領域的權力概念作為論述基礎，概略地介紹權力在李哲學上的

定義及其構成要素，並進一步地延伸至國際關係層面，論述權力作為國家發展的競爭工

具，其在國際政治中所代表的表徵意涵。並將大致介紹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

理論中之差異，最後以新現實主義的權力觀作為核心主軸，藉由整理權力與軟權力的理論

概念，闡述在國際政治中權力與軟權力如何發揮效用。以承接由組織行為理論所發展出來

的「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分析在權力的作用影響下，行為者之間的權力距離會

產生什麼樣的化學變化？及其對於行為者互動關係的影響？以此來檢視美、中、台三邊關

係的互動基礎。 

 

第一節  權力的假說與其運用 

    
目前，在社會科學文獻中，有著許多關於權力概念的定義。總結來說，可以歸納成十

大類，其分類之依據是在定義中出現不同的關鍵詞：因果關係、意圖、衝突、制裁、影

響、防止、效用、懲罰、依附、決定性或關鍵性。7由這些關鍵詞的出現，可以推知經由

權力所產生的效用極其廣大，牽涉的意涵幾乎涵蓋了所有的人類行為、社會社群與生活準

則。 

 

長久以來，權力被視為是政治學的核心主流，權力的實質運作與概念界定一直以來是

政治學界長期爭論的焦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Simon即聲稱：「解決不了權力的界定與

運作，便不能說政治學是存在的。」8在對於權力的分析即是政治研究的命題之下，政治

                                                
7 彭懷恩，《21世紀政治學辭典》，（台北：風雲論壇），（2004年1月），頁344。 
8 Herbert Simon,“Models of  Mans, Social and Rational：Mathematical Essay on Rational Human Behavior in a 
Social Setting”，New York：1957。 



 66 

學界將權力的觀點導入國際關係的研究層面之中，試圖探討行為者（國家或國際組織）在

權力的價值取向之下，與其他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將會呈現何種不同的變化模式。本節

對於權力的討論，先是探討社群互動之下權力的定義與使用方式，再以國際關係領域為主

軸，著重於國家層面的分析層次，以承接下一節對於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之權力觀的討

論，藉此開展新現實主義下的美、中、台三邊之權力互動關係。 

 

壹、  權力的定義 

 

        以有系統的權力觀念來分析或研究一切政治行為，雖然是一個比較晚近的趨勢，然

而，政治權力存在於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事實，確有其悠遠的歷史。9 權力的概念根植於人

類社群之中，上溯至遠古時期乃至於當代生活，處處可見權力在日常生活中發揮效用。無

論是販夫走卒、平民百姓、意見領袖、企業主管、利益團體亦或是行政體系與國家領導

人，無一不是在權力的作用下與其他個體在政治社群中互動，開展人類生活。 

 

        眾所皆知，政治學主要的研究對象是權力，然而，權力卻不能簡單視之為政治學的起

點，因為權力的概念並不存在於真空之中。國內學者石之瑜認為，研究權力至少必須先接

受三個假設：第一，權力具有理性的特質，蓋權力可以用來獲取其他的價值，不過，久而

久之權力本身也會成為一個值得追求的價值。把權力當成政治學的核心關切，就是對人行

為的本質做出規定，即人是依據目標價值在規劃自己的行為，這種特性可以視之為一種懬

義的理性。第二，政治權力是國家制度內的權力，國家制度是權力的主要來源，也規範權

力的行使。沒有國家的存在，就沒有當今政治學家所研究權力的存在。對權力的研究必然

強化了國家存在的正當性，也使得權力的研究無論如何不能宣稱客觀中立。第三，政治權

力的對象往往被認為是國家範圍以外的社會行動，但也有可能國家行動是受到社會權力制

約的結果。國家權力和社會權力的互動研究，則強化了國家與社會互不隸屬的現象。10由

上述所知，權力具有理性之特質，且是基於制度的規範所誕生、形塑的，並在國家層面上

                                                
9 同註67，頁229。 
10 石之瑜，＜對政治權力的心理分析途徑＞，載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台
北：中國政治學會），（2000年），頁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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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了國家的正當性與作用能力。 

     

        在政治學上，權力被視為是一種關係、一種具有工具性的手段以及一種影響他者以非

其所選擇的方式行事的能力。自20世紀以降，權力分析便一直是政治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領域，不少著名的政治學者甚至斷言，權力分析實際上等同於整個政治研究。11西方政治

學者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在其名著《政治：誰得到什麼？何時？如何？》

（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 and How？）一書中指出：「政治是一種過程，一種行

動，也就是人類為了社會生活而表現的一種行為模式。進一步來說，政治的過程即是決定

了某些人可取得某些事務的過程。由於人皆有慾望、需要與期望，然而滿足人類需要之價

值卻相對稀少，不是每個人都享有財富、權勢及地位等。為了獲取我們所需要的（利

益），必須付出代價，如資源、時間、努力等。在這裡就可以假設，每一個社會必須發現

決定如何分配利益及成本的方法，這分配的過程就是政治。」從上述可知，拉斯威爾對於

權力的論述著重在過程。因為人、個體或行為者為了維繫自身的存在，必定會產生需要

（求），而對於某些事物的追求更激發了所謂的慾望。為了能有效滿足需要與追求慾望，

並降低衝突發生的可能性，政治社群逐步演進發展出分配的行為。由此觀之，政治生活中

處處充滿了分配的行為，行為者之間即是依賴著分配的過程以界定彼此的關係，而這分配

的過程便是拉斯威爾對於權力的認知。基於分配的過程即是權力運作的命題，拉斯威爾進

一步聲稱權力分析即是政治研究，將政治學界定為研究權力運用與形塑的一門學科。12值

得一提的是，拉斯威爾將權力和「影響力」（influence）區分為不同的向度，將此種社會

文化關係（socio-culture relations）視為互不干涉的別向度，並假設每一個向度都有它門相

應的實體（reality），因而可以彼此獨立的加以分析。13 

     

        若將權力的概念投射到國際政治時，權力更成為形塑國際體系的重要主軸以及左右國

際關係的實踐方向。當代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主張，權力（國際權

力）是國際政治的基本要素，如果沒有足夠的權力，國家在動盪的現實世界中無法存活，

                                                
11 郭秋永，＜對持的權力觀＞，《政治科學論叢》，（台北：台大政治學系），（2004年6月），頁29。 
12 Harold Lasswell and Kaplan Abraham,“Power and Society：A Fram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0. 
13 龐建國，《國家發展理論－兼論台灣發展經驗》，（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年），頁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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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討論國家的優勢問題。14由此可見，權力分析是研究國際關係的重要指標。 

     

        傳統上對於權力的論證根植於深厚的歷史基礎，其初始面貌是以社會學大師韋伯

（Max Weber）的權力觀點和相關概念為準則。韋伯將權力界定為：「在相互的行動裡，

即使受到參與者的抵抗，一個人或一群人仍可以實現他（們）自身的意志。」15換而言

之，韋伯的權力觀點著重在意志的體現（或是說意志力的堅持）。韋伯從社會學的角度出

發，認為處於社群之中的個體其意志若要能有效體現，必然會受到其他個體的挑戰與抵

抗。因此，當行為者能堅持出自於其意願的意志，進而排除抵抗並改變對方的行為（態

度）時，即是權力的展現。例如，眾所皆知在籃球賽進行時，裁判的作用在於維持比賽的

公平性（制度調適的過程），倘若在比賽當中出現爭議或是違規時，裁判將依據制度所賦

予的權力作出判決。即便球員及其所屬的球隊對於判決結果有所不服，卻無法影響或改變

裁判的判決。由此可知，依韋伯之論點，在球賽進行的過程中，無論是否受到參賽球員或

支持群眾帶來的抗議壓力，唯有裁判可以介入比賽並做出判決。而裁判之所以能堅持其本

身的意志並貫徹執行做出判決，在於制度本身賦予的能力，此一堅持意志的過程即是權力

的彰顯。 

     

        在這定義之下，權力可以是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與社會系絡（social context）往來，

不單單僅限於政治學的理論範疇，但卻對政治學帶來決定性的影響，深化了政治學界對於

權力的討論。韋伯將其研究焦點置於國家的政治制度上，討論國家在既定疆界裡如何成功

地擁有合法壟斷權。16在韋伯的權力定義之下，政治學界出現「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現象，從國家中心、階級基礎的政治參與模式，逐漸轉向潛藏在社會經驗各角落

的政治意義。17 

     

 

                                                
14 Michael Roskin、Robert L. Cord著，劉后安、洪聖婓譯，《政治學的世界》，（台北：時英），（2002
年），頁406。 
15 Kate Nash著，林庭瑤譯，《政治社會學》，（台北：韋伯文化），（2001年），頁2。 
16 同註159，頁3-4。 
17 同註159，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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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學界對於權力的討論起始於國家層次上的政治自主性，再逐步深化至個體互動關

係的闡述。當前政治學界對於權力理論假說，大抵以道爾（Robert Dahl）的「直覺式權力

概念」為主軸，即「A能使B去做B不願意做的事，則A對B有權力」。18道爾稍後又以些微

不同的方式，對權力的描述做出修正：「A成功地嘗試令B去做原本B不願意做的事」。道

爾的修正代表了權力的運用不僅僅只限於能力，而是一個成功地嘗試，概括地描繪出權力

改變環境認知的表徵。例如，老師A成功地令學生B去閱讀學生B原先不願意閱讀的書籍，

無論老師A是藉由威權、考試或懲罰等各種手段，最終皆能成功地令學生B有所改變，則

老師Ａ對學生Ｂ行使了權力。由道爾修正後的觀點視之，在上述的例子當中，道爾著重的

並非是老師A的能力，而是老師A成功地改變學生B原本的態度。質言之，能力之於權力只

是其中的必要環節，權力的運用在於如何成功地改變行為者的認知態度與行為模式。 

     

        道爾的權力概念最主要是根植於其在1961年出版的經典名著《誰統治？》（Who 

Governs？）一書，道爾於書中研究了1950年代紐海芬（New Heaven）的權力與決策過程，

並啟發了此後關於社區權力研究的典籍。道爾關於權力的著作之所以受到後世學界的推崇

與討論，在於重視理論建構與經驗印證之間的交互作用。19其方法論是以決策為焦點的

「行為主義」（behaviorism），意味著以權力的行使作為辨識權力存在的依據。20進一步申

論，受到道爾的權力概念影響，權力被認為是有意且主動的，並藉由權力的行使加以「測

量」（measure）。政治學界依此脈絡開展，權力如何界定與測量成為各家學派對於定義權

力的主要論戰，無論是功能主義、多元主義、現實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對於權力的解讀，

皆呈現不同的面向與觀點。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曾感嘆：「不幸的是，權力的概念並

非是社會科學中的確定概念，無論在政治學或社會學中皆如此。」21 

     

        由於權力是無法免於價值判斷的概念之一，22帕森斯嘗試將權力視為一個特定的機

制，在這套機制之下，行為者可以改變其他個體或集體組織在社會互動過程中的行為。因

                                                
18 Steven Lukes著，林葦芸譯，《權力－基進觀點》，（台北：商周出版社），（2006年），頁43。 
19 同註155，頁31-32。 
20 同註162，頁26-27。 
21 Talcott Parsons，‘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American Society’，World Politics，10：43-123。 
22 同註162，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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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帕森斯將權力定義為：「權力是一種普遍性能力。當具約束力的義務因為與集體目標

有關而取得正當性時，集體組織體系中的單位便使用權力來確保該義務之履行。而當面對

反抗時，就推定有負面制裁的執行行動出現－不論制裁的執行者為何。」23有鑑於此，帕

森斯的權力觀是「在正當性的形式之下，A加諸於B的權力，就是A所做的決定優先於B所

做的決定的權利。」帕森斯對於權力的概念化，是把權力跟權威、共識以及對集體目標的

追求聯繫在一起，而把權力跟利益衝突、強迫與武力分開。24因此，帕森斯認為權力依賴

於「權威的制度化」，而且「被視為有效集體行動動員許諾或義務的普遍性媒介」。 

     

        多元主義者則強調要透過可觀察到的行為來辨識權力，認為權力必須當其運作以及出

現影響效果時才能被分析，並無法以系統性的相關概念描述作進一步應用。因此，多元主

義者以研究決策過程作為主要工作，即必須先審慎檢視一連串實際作為之後，才能分析權

力。由此可知，多元主義者認為研究權力的重點在於研究具體、可觀察的行為，以茲作為

辨識準則。25 

     

        馬克思主義的權力態度來自於馬克斯本人對於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認知。馬克思認

為社會生活本身存在著階級的分化，在經濟活動存在著人對人的壓迫，這概念式存在的國

家反以公共的善為名，實質上卻是既得利益階層的工具。26因此，馬克思主義對於權力的

論述取決於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賦予經濟關係具有關鍵性的位置，其認為經濟關係最終決

定所有的社會和政治生活。27因此，權力是立基於經濟關係所形塑的，藉由經濟關係的分

配與作用決定權力的存在價值。然而，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層次的權力分析卻不顯著，馬

克思主義討論政治權力的理論根源，是將政治權力視為現代國家的經濟權力之轉化。馬克

思主義認為，政治權力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以經濟權力為基礎。28

在《資本論》（Capital）第三卷中即提到，國家是「上層結構」，完完全全地受到社會的

經濟「基礎」所決定。國家機器、政府、法律形式的運作，是為了將資本積壘的條件發展

                                                
23 同註162，頁61。 
24 同註162，頁62。 
25 同註162，頁43。 
26 同註18，頁131。 
27 同註162，頁5。 
28 王滬寧主編，《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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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極致，不管資產階級如何管理國家制度，也不管社會內的勢力是否均衡。29新馬克斯

主義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觀，同樣是根源於經濟關係的討論，新馬克斯主義將政治權

力視為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在此，權力被新馬克思學派視為獲取經濟利益的工具，是必

要之惡也是唯一能將階級權力導向國家領域的轉化。 

    

        綜觀上述所論，權力在各家學派中皆呈現出不同的面貌與界定準則，然而權力在此間

仍存有共同之處，即權力是一種理性行為的表徵，且與制度的關係是相輔相成與鑲嵌，它

決定了所謂分配的過程擁有改變環境認知的能力。另一方面，權力在本文所指涉的意涵是

從國際關係的層面出發，著重在行為者（國家）的行動如何影響其他行為者的過程。在權

力作用的過程中，此種關係能否貫徹其意志並有效排除他方行為者的抵抗，進而成功地轉

換國際體系的環境認知（見圖3-1）。質言之，本文的權力觀在於「A為達成其本身的目標

與利益，藉由各種方式改變B的作為或使B不作為，以滿足A的需求。」運用上述本文所界

定出的權力準則，在本文探討權力的運作過程中，所考量的不僅僅是傳統國家權力的範疇

（軍事、政治、外交等），同時，也將意識形態、文化經濟行為與經貿關係（即軟權力的

面向）納入測量權力的指標項中，做一多面向的權力衡量準則。 

 

圖3-1：本文的權力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29 同註159，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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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權力的三種面貌與構成要素 

 

        國際制度內由於霸權的存在，呈現出國際間權力不對稱的現象，而且霸權經由創設國

際制度，滿足與實現其利益，並鞏固其優勢的霸權的為。30 

 

        權力是國際關係研究中最常被使用的一個名詞，更是解釋國家行為的一個核心變數。

且國際關係承接了政治學的核心概念，以權力的角度去觀察國際互動的現象。31因此，無

論是政治理論或是國際關係領域，深究權力的相關概念與其代表的作用方式，從觀察權力

互動的過程中，進一步可以將權力分為三種不同的面貌。承上所述，道爾對於權力的解

釋：「A成功地嘗試令B去做原本B不願意做的事」，即可被視為權力的第一種面貌。由於

權力具有數項特徵，其一為可以將權力視為一種社會關係，必須具備了兩個以上的行為者

才能發生權力關係；其二，權力是一種改變對方行為的作用能力，使對方遵照施行者的期

望做出符合期盼的行為。換而言之，權力的第一種面貌著重在權力如何實踐的問題，強調

藉由權力的行使作用令所得的結果符合行為者之期望。其判斷準則在於，經由權力的作用

行為者所獲得的結果能否完全滿足行為者的期待，或是與行為者期望相合的程度，藉此估

量出A與B所擁有的權力高低。 

 

        權力的第二種面貌表現在控制政治議程（control over agenda）的力量，32當行為者身處

在政治社群中，為滿足其利益必然會採取某些手段與方法，在追求利益的進程中，若使得

另一方行為者的利益被剝奪或無法採行抵抗時，只能消極（被動）的以不回應作為唯一選

項，這樣的行為模式即可說是權力的第二種面貌。換言之，權力的第二種面貌代表了權力

與意圖之間的關係。羅素（Berttrand Russell）將其定義為「意欲後果的生產」33由於權力在

此面貌中積極的表現想要控制政治議程的意圖，因此，藉由控制政治議程的能力之發揮，

權力的第二種面貌亦雖之展現。例如：當某項決策對A與B雙方均存有潛在利害衝突時，A

                                                
30 陳欣之，＜國際制度在國際霸權競逐的權力作用＞，2005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研討會，（台北：中研
院）。 
31 同註174。 
32 同註174。 
33 同註162，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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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B必然會關切此項決策的制訂過程與內容。在此過程之中，若A採取了某些方法致使B無

法損害A的利益，則A的行為造成了B的不作為（不能行動），也就代表A對B具有權力。

深究其表徵意涵，B的不作為可稱之為「非決策」（non-decision making），而B的非決策

成為了A擁有權力的主要表徵。依上所述，權力的第二種面貌主要表現著墨於擁有權力的

面向。所謂的非決策，是一種透過壓制或阻饒後的決定，它是一種有形或無形地，挑戰決

策者價值或利益之結果的產物。34因此，在政治生活中，行為者若能掌握控制政治議程的

能力，即代表了其已取得權力的行使能力，並藉由設定政治議程的方法影響、改變其與其

他行為者的互動關係，藉此追求利益目標。  

 

        權力的第三種面貌，是經由社會力量或是制度實踐的運作，使得許多潛在議題不可能

透過利益衝突的形式呈現出來。35由於利益衝突被隱藏，使得衝突不會成為政治議題也就

更不可能會被提出來公開討論。因此，行為者運用制度化、社會化以及法理化的控制方

式，使權力承載者接受社群生活中各種既定的秩序（法制、典章規範），並將其視之為自

然的、習慣的甚至是既有的固定秩序，從而減少權力運作時所產生的抵抗與衝突。 

 

        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傳統上強權的指標常在於是否擁有「戰爭能力」。因為在國際政

治的運作之下，各方角力競逐以奪取國家利益的極大化表現，而最直接的手段即是戰爭行

為。國際關係學界一般多利用三種不同之途徑判定國家所擁有的權力，其分別是對資源的

控制、對行為者的控制以及對於事件與結果的控制。依據所使用的途徑不同，對於權力衡

量的相對評估也出現不同方式的檢驗，隨著技術的創新，權力的內涵亦隨之演進。 

  

        一般來說，衡量國際體系中強國的標準，是計算國家的能力（capabilities），其包含

人口多寡、領土大小、自然資源、經濟力量與政治穩定等項目的測量。 

 

 

 

                                                
34 同註174。 
35 同註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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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權力觀  

 

在國際關係的實際作用中，權力的本質為何？羅森（Rosen）和瓊斯（Jones）指出：

權力係指「在國際舞台上運用有形與無形的資源與資產，影響國際事件，使其結果合於己

意的能力。」此一定義之中，明確指出角色間影響與被影響關係的四個重點：36 

1. 權力是國際舞台上各個角色間來往的工具。權力是「所有物」（possession），所有

物的集合可以創造「能力」（ability）。 

2. 權力不是自然的政治屬性（attribute），而是物質（有形的）的資源與行為（無形

的）資源的產品，每一資源在角色的權力整體（totality）中均享有其特殊地位。 

3. 權力是行動者用以影響其他為達成有利目標而與其相爭的行動者的工具。 

4. 理性地使用權力是企圖造成國際事件的結果，以維持或增進其對國際政治與國際環

境滿意的程度。此種滿意程度通常是一國內有影響力之政策制定的菁英，對國際

一般行為規範標準能否滿足其需要即達成其目的而定。 

 

隨著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The Treaty of Westphalia）的簽訂以降，以民族主義為導向

的主權國家慢慢在國際社會中萌芽，「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的變遷與發展已

可窺見其雛型。37現代國際體系有兩項重要特徵：一、由於缺乏中央權威的合法壟斷基

礎，因此呈現出無政府狀態；二、在國際體系中，權力的分佈與作用會隨著時間及國際環

境的變遷而改變，因此會造成特定行為模式的出現。國際政治即立基於這樣的概念意涵上

所開展，進而架構國際政治理論的環境認知模型。若說國際政治是指涉某一特定時、空下

所發生的國際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則國際體系尤其是意指一種結構概念，此一結構概

念描述當某種互動模式以某一規則性持續發生，進而產生某種互動類型，並進一步影響各

自不同時空下的事件與行動。38 

 

                                                
36 彭懷恩，《國際關係與現勢Q＆A》，（台北：風雲論壇），（2005年），頁91。 
37 西伐利亞條約確立了各國主權獨立的原則，也因此西伐利亞條約的簽訂，被視為是以國家為單位的現代國
際體系之起始點。 
38 同註55，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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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現代國家結構在歐洲的逐漸成形以及幾個主要國家的擴張，以歐洲行為典

範為主的國際體系，在近兩世紀之間已建構出一種全球化現象。「全球觀」（global 

community）（亦即將全世界人類與不同的社群生活都涵納在互動範圍之中），是現代國

際關係理論開展的基礎，39現實主義則是國際關係領域中相當重要的學術理論。在現實主

義的理論主軸之下，權力被作為行為者所使用的工具，或被視為欲達成目的之手段，具有

目的性且其影響結果直接左右國際體系的變遷。 

 

本節將簡約概論與理想主義相對立的現實主義，進一步比較現實主義與從現實主義延

伸、演變出來的新現實主義其兩者之間之同異，及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實踐，並以新現實主

義的權力觀，作為貫徹本文對於權力的論述依據。 

 

壹、  現實主義 

 

國際互動層面極為廣泛，包含各種衝突與合作行為，沒有任何理論能夠完全且合理解

釋所有的現象。在國際政治的領域中，吾人所關注的實際取向為行為模式的選擇以及行為

者採取行為的可能性之分析。因此，透過理論概念的建構、形成與延伸，有助於研究者將

之運用到現實界中，觀察國際現實的變遷與互動。40    

 

二十世紀初期至30年代，國際政治學漸趨發展成獨立的理論學科，由於第一次世界大

戰的摧殘，使得人們對於戰爭之恐懼感方興未艾，此時期的國際關係理論便以「理想主

義」（idealism）引領風騷。此一學派崇尚十八世紀的啟蒙主義以及十九世紀的理性主義。

強調透過道義和精神教育來喚醒人類的良知；主張恢復國際規範、健全對各國具有約束力

的國際法準則、建立國際性機構與組織以加強國際合作。41理想主義的代表人物首推美國

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威爾遜並於1918年1月8日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中

提出了著名的「十四點計畫」，此計畫代表了集理想主義之精義的具體展現（及建立一個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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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3。 
40 同註55，頁6-7。 
41 同註149，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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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且安全的國際社會），並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政治演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

主要內容包括：42 

1. 國家不分大小應普遍尊重「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為保障各國主權獨立，防止殖

民地占有行為，應在自願基礎上，建立超國家的「國際聯盟」。 

2. 傳統的世界和平以列強間的均勢來維持，這種均勢是不能長久的，也不是可靠的；

由眾多國家組成「權力共同體」－國際聯盟能夠取代列強均勢，實現有組織的普

遍和平。 

3. 傳統的世界貿易以殖民主義的勢力範圍與各國間的關稅壁壘來維持。以門戶開放、

機會均等為特徵的自由平等貿易，應取代傳統的殖民貿易，以促進世界經濟發

展。 

 

然而，隨著3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爆發經濟危機、民族國家的強勢興起以及國際體系的

動盪不安，終致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理想主義亦隨之沒落。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二十世紀80年代初期，現實主義理論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一

直佔據統治地位。43「現實主義」（Realism），有時又稱「政治現實主義」（political 

realism），可以說是最古老的國際關係理論，可以追溯至修昔提底斯（Thucydides）在西元

前431年對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m War）的解釋，以及約略在同一時期，中國孫子

所寫的經典戰略著作：《孫子兵法》。44而中世紀時期，義大利佛羅倫斯人馬基維利

（Niccol Machiavelli）的《君王論》（The Prince），則是現代現實主義學派對權力現實分

析的先驅。45馬基維利於《君王論》一書中談論的不僅僅是權術而已，更把政治、宗教教

義和道德良知分開，創現實主義之先驅。而書中重視權力、對於利益衝突下政治觀之理解

和對人性悲觀的假設，則成為了後世國際政治思想及理論架構的基本意涵。46誠如馬基維

利於書中之名言：「The end justify the means」，一語巧妙地點出了現實主義的核心概

                                                
42 同註145，頁21。 
43 閻學通、陳寒溪譯，《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12月），頁68。 
44 同註149，頁246。 
45 吳東林，《巨變中的強權政治－體系變遷與美中台》，（台北：時英），（2002年），頁52。 
46 王逸舟，《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台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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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為了權力的鬥爭，在必要的時候，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 

 

有別於理想主義認為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應受到道德規範與良知的指引，現實主義則

相當重視「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運作以及國家利益的擴張。47相較理想主義而

言，現實主義是保守的、經驗主義的和謹慎的，對理想主義的原則持懷疑態度並重視歷史

經驗法則，其看待國際政治的觀點主要是從悲觀的態度視之而非樂觀。48現實主義的基本

命題在於：國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安全。在此概念之下，國家的基本安全政策便是追

求權力、維持現狀或力求擴張，以維護本身利益。由於現實主義探討的是，國家在無政府

狀態的國際體系之中如何追求權力（利益極大化的表徵），有鑑於此，現實主義在國際關

係研究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若干學者認為現實主義具有強大的解釋力。49其關鍵在於

現實主義學派強調在國際體系與國際政治的運作中，國家具有完全的自主性，並認為權力

的重要性超過了經濟、道德、意識形態乃至於其他政治社群生活層面。西方學者肯楠（G. 

Kennan）即認為：「國際道德是否良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取得所需要的利益以維護

國家生存。」50以此觀點為立基，現實主義從權力的角度解釋國際關係，擺脫人性對於政

治生活的桎梏，純粹探討行為者彼此間行使權力的態度與動機。 

 

現實主義學派堅持，國際政治受到人性的客觀法則所支配，由於人性是利己與自私

的，而國家的本質亦類同於人性，為維護國家的安全而追求權力，在各國追求權力的過程

中，自然產生懷疑、不信任與衝突。國際政治有別於經濟學等其他學科，乃是以權力界定

的國家利益概念。51換而言之，現實主義是以權力作為基礎來架構其理論意涵，並藉由界

定權力而開展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政治的假設與論述。  

 

 

                                                
47 同註146，頁246-247。 
48 同註187，頁72。 
49 Joshua S. Goldstein著，胡祖慶、歐信宏譯，《國際關係》，（台北：雙葉書廊），（2003年7月），頁
50。 
50 Robert L. Pfalez Graff and James E. Dougherty著，胡祖慶譯，《國際關係理論導讀》，（台北：五南出版
社），（1993年），頁53。 
51 同註193，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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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區別與新現實主義的差別，傳統的現實主義又可稱古典現實主義。而古典現實主

義理論的幾個核心命題是：52 

1. 國際體系以國家為基礎，國家是國際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 

2. 國際政治的本質是衝突，及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爭奪權力的鬥爭。 

3. 各國擁有合法主權，但因實力的大小不同而有強國和弱國之分。 

4. 國家是統一的行為體，對外政策獨立於國內政治。 

5. 國家是根據國家利益進行決策的理性行為體。 

6. 權力是解釋和預測國家行為的最重要概念。 

    

        由上述核心命題所開展，古典現實主義傳統上認為，國際體系中的衝突、對抗、戰爭

甚至是霸權或強權宰制，都是行為者在無政府狀態客觀制約下，進行理性選擇所促成的客

觀事實，這個客觀事實為無政府狀態充實內容，並且體現無政府狀態表現的形式。53 

 

        也由於國際關係中沒有絕對的朋友或敵人，因此國家利益所在才是理性行為的唯一指

標，現實主義則恰恰可以解釋國際政治爾虞我詐的現象，以及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當

代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即主張國際政治受限於客觀和普遍適用的法

則，無論決策者的心理狀態為何，其行為皆出自於對國家利益的追求，也就是追求權力。

另一方面，摩根索在其1948年出版的《國際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一書中，對現實主義提出明確的六項基本原則：54 

1. 一切政治現象如同社會現象，是受制於人性客觀法則所支配，這些定律根源於人

性，因此分析人性才是瞭解有關政治各種法則的唯一途徑。 

2. 政治家（決策主體）的主要責任是維持國家生存，因此任何決策皆應出自於維護

（或提升）國家利益為最終目標，而國家利益則是從追求權力而來，尤其是軍事

權力。故外交的目的在於追求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增加就意味增加國家實力、國

家權力。 

                                                
52 同註187，頁69。 
53 李英明，《國際關係理論的啟蒙與反思》，（台北：揚智文化），（2004年），頁80。 
54 周世雄，《國際關係：權力與制度》，（台北：五南出版社），（2000年6月），頁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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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益的內涵和權力的運用決定於時間和環境的變化，不同時期與不同環境壓力下的

國家利益，皆有所轉換。因此，國家利益會隨著主、客觀的變化而變動。 

4. 普遍的道德原則在其抽象的普遍形式下，無法直接適用於國家行為，而必須透過時

間和空間環境，才能將這些道德原則表現出來。 

5. 國家會藉著普遍的道德法律來合理化其特殊的願望和行動。現實主義主張從利益和

權力的觀點來檢視國與國的關係，將所有國家視之為追求其各自利益的政治單

位，如此既可以促進和保護本國利益，又可尊重他國的利益，外交政策的決定正

符合於道德法律的判斷。 

6. 現實主義雖會遭受誤解和批評，但是卻有助於了解政策如何影響國家權力的問題。 

     

        質言之，依據現實主義的論點，權力在國際政治中所發揮的效用在於強化追求國家利

益的正當性，體現國家實力的展現。55現實主義學派認為國家是國際體系中的主要行為

者，由於國際政治無法出現類比於國內政治的階級性，因此缺乏類似中央政府的執法單

位，也因此，國際體系呈現出「無政府狀態」（international anarchy）。有鑑於此，國家必

須依賴自身的力量追求利益與防範損害，而權力則是行為者最好的行使工具。 

 

目前，現實主義學者對於國際關係的運作有下述相同的看法。首先，他們認為國家是

自主的行為者。在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當中，國家根據理性，採取行動追求國家利

益。其次，若干學者將現實主義理論架構歸納成下列幾項通則： 

1. 國家中心論：國家是國際體系中最重要成員。 

2. 理性假設：國家是理性的行為者，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將盡其所能地採取對自

身最為有利的行為舉止。 

3. 國際體系層次：國際體系屬於無政府狀態，國家依此前提並分析比較其在國際體

系中的相對地位，進行符合國家利益的行動。 

 

 

                                                
55 同註193，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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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現實主義學派有助於解釋國際衝突的原因，也有助於分析國家對於利益的追

求，同時，也使研究者能從客觀的角度觀察國際現象。不過，現實主義者往往忽略了國際

合作的可能性，這使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現缺陷，56因而促使政治學界在理論上的突破與修

正，致使新現實主義興起。 

     

貳、  新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是對現實主義的修補、深化和發展，有的學者甚至認

為新現實主義對現實主義進行了有決定意義的「搶救工作」。57新現實主義盛行於冷戰期

間，在東西兩大集團（美、蘇）的激烈對峙與核武危脅之下，國家安全與軍事衝突等議題

成為國際關係的研究主軸，此時，新現實主義則恰恰提供了分析軍事威脅以及因應國際鬥

爭（武力嚇阻）的解釋面向。由於現實主義過度強調權力與安全，忽視經濟因素對國際秩

序的影響，而且對於國際組織、區域安全與合作以及核武威脅等國際政治議題，無法有效

解釋。因此，在冷戰與核武恐懼盛行期間，政治學界逐漸對現實主義提出修正與補充，此

即新現實主義的起源。有別於傳統現實主義強調國際環境處於無政府狀態，僅注意國家政

治，而忽視或排斥了除主權國家之外的其他國際行為體，如各類重要的國際組織。58新現

實主義則著重在體系，認為國際關係包含著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相互依賴關係。新現實

主義認為國際是一個無政府狀態的系統結構，由於此一結構並不保障國家之生存，國家作

為此一體系中最主要的行為者，為了維護國家生存，唯有以自助作為保障自我利益的唯一

憑藉。因此，國家會無可避免地增進自身的權力，例如增強國防與促進經濟發展，或是對

外結盟，以因應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體系。59也由於國家長期處於在一個不確定與不信任

的國際環境之下，行為者的戰略思維往往是將其他國家的所有作為做最壞的考量與打算，

且為了維繫自身的生存需求，一定要對其他國家行為進行反制措施。然而，某國對他國的

反應，又會成為他國決策的輸入項，如此不斷的循環將導致各國互相競逐追求自身安全的

情事發生，反而提高國家的不安全感與國際體係的不信任，甚至形成具毀滅世界的「安全

                                                
56 周繼祥，《政治學－21世紀的觀點》，（台北：威仕曼文化），（2005年），頁424。 
57 同註149，頁123。 
58 同註145，頁2-3。 
59 邱垂正，＜建構和平安全的「兩岸經濟整合」模式＞，《師大政治論叢》，第五期，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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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security dilemma）。60 

    

        新現實主義，質言之，其研究主軸著重於全球國家與國際組織間（國際體系與國際均

勢）的權力分配，主張結構分析。新現實主義並認為國際經濟層面與國際組織的互動，將

帶來國際合作的可能性。 

     

        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在其所編著的《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一書中，曾將現實主義區分為傳統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前者以摩根索為代

表，而以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的《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為後者的代表。61值得一提的是，基歐漢曾批評現實主義論「國家中心」的權力政治過於

狹隘，因為除了國家間關係之外，超國關係或國際民間關係（transnational relations）與非

國家行為者都相當重要，如國際組織、跨國企業及個人。62這樣的論點不僅點出現實主義

對於論證國際體系的缺憾，也間接地帶動新現實主義對現實主義的反思及其興起。 

     

        隨著時序與歷史脈絡的演進，國際政治在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即冷戰後時期），權

力雖仍是國際關係的主要變數，但國際社會已逐漸重視經濟合作、多邊交流與國際組織的

效用。因著全球化的影響逐步加溫，單一市場體系慢慢成形，關於國際分工與國際經濟的

論述日趨主流，使得政治學界也開始對現實主義反思，新現實主義始見雛形。新現實主義

雖仍深受現實主義的影響，認為權力依舊是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概念，但是卻將現實主義的

觀點做更精闢的解析與運用。63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對權力的追求是根植於人性，權力成為

國家追求的目的，然而，新現實主義則強調權力本身並不是目的之存在，而是實現國家目

標的有用手段（或稱工具）。64換而言之，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的概念地圖是以新現實主

義所開展。由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混亂失序，為了保障國家自身的生存與安全，權力被充

                                                
60 陳欣之，＜國際安全研究之理論變遷與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四卷第三期，頁4。 
61 同註180，頁35。 
62 同註180，頁32。 
63 同註149，頁12-15。 
64 同註149，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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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利用與行使。另一方面，權力被認為是了解一個國家政策制定與執行效率的起點。65 

     

        綜合上述所言，新現實主義學者華爾茲即認為在本質上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

中，如何確保國家安全才是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最重要的政策。66華爾茲進一步使用類比式

的方法，將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經典著作《利維坦》（Leviathan）中，關於「自然

狀態」的概念意涵導入其對於國際體系的認知，闡述國際環境與國家之間的行動準則。67

首先，霍布斯認為在現代國家出現之前，由於缺乏一個較高層次且具權威性的價值分配機

制（個人或集團，即統治階級），因此人類為求自保必然會呈現「彼此交相爭戰」（war 

of everyman against everyman）的戰場，此一狀態即是霍布斯所稱的「自然狀態」。霍布斯

認為人生而平等，為了自我保存的本能，人在自然狀態中，可以做一切人能力所及、有利

生存之事，此乃人的自然權力。68而為了解決自然狀態中人互為戰的窘境，霍布斯提出透

過簽訂「社會契約」的方式建立一個較高位階（具強制力）的權威（國家），此權威則被

賦予「利維坦」之名。依此，人類同意將自身的自由以簽訂契約的方式託付給國家，藉此

獲得人身安全上的保障。立基於上述概念，華爾茲將自然狀態內化到其對國際體系層面之

認識中，華爾茲將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解讀為自然狀態中的個人，且由於在自然狀態中的個

人會彼此競爭以追求各自的利益，因此，各國也會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政治場所中彼此競

爭。69對華爾茲而言，秩序只可能出現在一個具有更高強制力的權威存在時。因為，國際

體系始終呈現無政府的自然狀態，而各國之間的自然狀態就是戰爭狀態，且由於無法出現

一個世界性的權威當局（即利維坦），衝突也就無可避免地會再次發生。70 

 

值得一提的是，新現實主義雖然修正了古典現實主義對於以軍事武力為本質的權力論

述，然而，在其理論意涵上仍然延續了古典現實主義的傳統框架，即認為無論是國際政治

的運作或是國際組織的合作，其本質上仍舊不脫權力運作與利益追求的價值制約。 

                                                
65 Samuel P. Huntington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1997年），頁
20-21。 
66 Keeneth N. Waltz，’’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tics’’，（Mass：Addison Wesley.），（1979）。 
67 John M. Hobson著，周劭彥譯，《國家與國際關係》，（台北：弘智文化），（2003年），頁29-34。 
68 逯扶東，《西洋政治思想史》，（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頁236-239。 
69 同註211，頁29-31。 
70 同註211，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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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權力平衡 

 

認同現實主義（含新現實主義）的政治學者主張追求權力是主權國家的本能，而國際

社會之間的和平與否則取決於國際上主要強權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有鑑於此，「權力平

衡」（balance of power）的概念被提出且運用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之中，權力平衡不僅是主

要強權間彼此競逐的結果，也是國際社會保持長期穩定的關鍵因素。71 

     

        摩根索在其名著《國際政治學》（Political Among Nations）一書中，提出充滿了權力

和利益想法的政治現實主義六項原則，72權力平衡的觀念即由此而衍生。摩根索認為國際

政治就有如一切政治生活的運行，權力的爭奪是主宰政治社群的唯一準則，因此，無論國

際政治意欲達到的最後目的為何，權力永遠是立即且顯而易見的目的。73在國際政治的實

際運作中，權力並以三種模式來呈現，即保持權力、增加權力與表現權力。74當幾個國家

均尋求權力，而之中任一個行為者試圖維持或推翻現況，這種情況必然將導致幾個權力對

峙的形勢，這種形勢便是權力平衡，各國皆會採取政策來維持平衡的持續。75 

     

        摩根索亦主張權力平衡具有兩項主要的模式：一、直接對抗模式；二、競爭模式。在

直接對抗的模式中，權力平衡直接產生自兩個國家均願見到各自的政策壓倒對方（如圖3-

2）。 

                                                
71 陳牧民，＜當和平崛起遇上台灣問題：菁英認知下的中國安全戰略＞，《中國大陸研究》，第49卷第4
期，頁2-3。 
72 Hans J. Morgenthau著，張自學譯，《國際政治學》(Political Among Nations)，(臺北巿:幼獅文化），
（1976年)，頁 4-16。 
73 同註216，頁 37。 
74 同註216，頁 55。 
75 同註216，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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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直接對抗模式 

資料來源：Hans J. Morgenthau著，張自學譯，《國際政治學》(Polit ical Among Nations)，(臺北

巿:幼獅文化），（1976年)，頁 248。 

 

在圖3-2中，甲、乙兩國互相抵抗，產生均衡，並且這種對抗力量的均衡將持續地進

行，當一國的權力增加，即會引起對方國家權力的同比例增加，以獲得穩定。 

然而，在競爭模式之中，甲、乙兩國競爭的目標為丙國的控制權，甲國欲擴展權力，實

行政策控制丙國，但另一方面乙國反對甲國之政策，因為它也想控制丙國或保持對於丙國

的現狀，在這種情況之下，甲、乙、丙三國的權力鬥爭，是透過競爭的目標物而進行（如

圖3-3）。 

 

 
圖3-3：競爭模式 

資料來源：Hans J. Morgenthau著，張自學譯，《國際政治學》(Polit ical Among Nations)，(臺北

巿:幼獅文化)，（1976年)，頁 249。 

 

 

 

甲國 乙國 

丙國 

甲國 乙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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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之下，甲國控制丙國所需要的權力，雖然未被乙國權力所超越，但至少也被

平衡了，乙國的情況也同樣如此，因此，此時構成了權力平衡的脆弱穩定，也因如此的穩

定造成丙國的獨立，不致受到甲乙兩國的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季辛吉在觀察權力平衡於國際政治之運用後，認為雖然理論上權力可

以精密估算，但真要找出確切的平衡點則極為困難。另一方面，由於各國對於權力會有不

同的估算結果，而不同結果的衝突和協調才能締造權力平衡。然而，正因為一國之實力

（或稱權力作用）難以切實估計，僅依賴這些估計不足以成為國際秩序的基礎。因此，季

辛吉進一步以十九世紀「神聖同盟」（the Holy Alliance）為例，闡述理念在權力互動中的

重要性。認為發自理念所形塑的互動過程，可以減少冒險測試實力的動機。76 

 

第三節  軟權力 

 

    權力論一直是西方國際關係學的一個核心理論。冷戰結束前後國際關係發生的深刻變

化，給權力論注入了新的內容。二十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軟權力」（又可稱柔性競爭

力，soft power）概念正是這一變化的反映。77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者奈伊（Joseph Nye）從

二十世紀90年代開始倡導的軟權力，不僅受到國際體系與國際政治的重視，也由於軟權力

之實質意涵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古代的「王道」思想相近，在中國「和平崛起」的論述背

景下，成為北京當局近年積極想要獲取或增加的力量。有鑑於軟權力逐漸在國際政治場域

所受到的重視，甚至成為國際關係之主流。因此，在未來美、中、台戰略三角互動變遷

中，軟權力亦成為不可忽視之力量與關鍵因子。 

     

 

 

 

 

                                                
76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揚智文化），（2003年），頁
56。 
77 同註149，頁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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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軟權力的起源、演進與定義 

     

        關於軟權力的概念及其相關性文獻最早出現於奈伊於1990年所發表的《世界權力的變

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軟權力》（Soft Power）等著作。奈伊認為國

際體系在冷戰後有別於過去的東、西對峙，呈現出更為複雜的體系結構。此類變化主要是

表現在「世界權力的變革」以及「權力性質的變化」，有別於現實主義過度強調硬權力

（軍事力量、政治外交，特別是過去霸權國使用軍事力量以平衡國際體系之對抗）的作

用，軟權力將討論的核心置於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在國際體系中日益重要的面向。由

於力量（權力）所指涉之範圍與內容極其廣大與龐雜，為避免眾人直接對於軟權力作字面

解釋，誤解軟權力為一種弱勢、次級、次體系的力量。奈伊本人以政策制定與評估之面向

的觀點出發，其對於軟權力的解讀在於：「力量的面貌不限於一端，軟權力也絕非是軟弱

的表現，它是力量的一種形式，如果未將它納入國家政策，是個很嚴重的錯誤。」78奈伊

並進一步地對軟權力做出描述性的實質定義：「柔性國力（軟權力）是一種懷柔招安、近

悅遠服的能力，而不是脅迫對方臣服或用錢（利益）收買以達到自身所欲求之目的。」79

一言以蔽之，有別於「硬權力」（hard power）是指一國以軍事上的強勢壓制對方，完成

其國家政策；軟權力所指涉的是，一國以其制度上、文化上、政策上、經濟上或意識型態

上的優越性或道德性，展現其吸引力。80換而言之，軟權力即是吸引力，運用良好的形象

與信用予人好感，用柔軟的身段或柔性力量來達成目標。81 

     

        綜觀古今中外之歷史，對於軟權力概念的使用其來有自。以中國歷史為例，中國古代

即相當重視軟權力的概念，並將其推展至意識形態與戰略論述等著作之中。例如：亞聖孟

子的「以德服人」思想、老子《道德經》所提的「柔弱勝剛強」以及兵學名著《孫子兵

法》中各項謀略的靈活運用，處處皆可以看見軟權力的輪廓。82舉《孫子兵法》為例，

《謀攻篇》直接點出用兵之法的精義，即軟權力與戰略使用之間的關係：「凡用兵之法，

                                                
78 Joseph S. Nye著，吳家恆、方祖芳譯，《柔性力量》，（台北：遠流文化），（2006年），頁20。 
79 同註222，頁20-22。 
80 高希均，＜做一位出色的知識人＞，《聯合報》，2007年6月23日，E3版。 
81 天下雜誌編輯，《面對中國》，（台北：天下雜誌），（2006年），頁234-235。 
82 廖登山，＜後冷戰時期中國軟權力之研究＞，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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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

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知勝者有

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

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其意思是說，在戰爭獲勝的準則中，能不費一兵

一卒而降伏敵國者，才是真正懂得善兵之道也。這正代表了軟權力以力（影響力）服人的

觀念，而避免正面衝突耗損國力的運用準則。 

     

        相較於中國歷史，西方歷史運行之軌跡中，軟權力之意涵亦時有所聞展現其中。例

如，自十七、十八世紀以降，乃至於當代，由於法國文化的強烈吸引力使得法語不僅普及

於歐洲也推展至世界各個角落，成為全球使用最廣泛的十種語言之一。即至今日，大約五

十個法語國家每兩年招開一次高峰會，討論政策，標舉彼此所共有的法蘭西文化；法國政

府每年花近十億美元在世界各國宣揚法國文化。舉例來說，位處東亞一嶼的新加坡雖與法

國相隔遙遠，但連當地的觀察員也發現：「過去五十年來，巴黎也許不在是全球最重要的

學術、文化與哲學之都，但法國仍擁有軟權力，甚至與日俱增。」83 

     

        根據上述對於歷史與國際現實的描述，可以知道軟權力的作用與概念早已融入政治社

群之中。由此觀之，可以推論奈伊的軟權力非一原創性的理論假說，而是將其對於權力在

歷史脈絡中運行之觀察結果，作一深刻描述與系統性之整理，進而提出軟權力的說法與名

詞定義，並豐富其行使意涵以完善理論架構。奈伊根據歷史與國際政治變遷的互動中發

現，國際政治性質的變化已經使國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國際制度等無形的力量變得越

來越重要。一言以蔽之，一國的國際地位已不再僅僅是像過往單靠有形的軍事武力來維持

與展現，一國的軟權力同樣可以彰顯其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與作用。84 

     

 

 

 

                                                
83 同註222，頁130-131。 
84 胡鍵，＜中國軟力量：要素、資源、能力＞，載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院編，《國際體系與
中國的軟力量》，（北京：時事出版社），（2006年），頁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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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軟權力的行使意涵 

     

        基歐漢與奈伊曾強調，不對稱的相互依賴具有控制資源的力量泉源，或是影響結果的

潛能，它是一種潛在權力。他們並認為：「在一組互相關係中，依賴較少的行動力通常具

有重要的政治資源，因此較少的依賴成為發起者提供前在權力或權力來源影響國。」85奈

伊進一步認為權力在國際政治中的運用不僅限於過去傳統的使用方式，並提出新的權力途

徑。亦即某個國家若得以在國際政治中獲致其所欲結果的話，也可能是由於其他國家願意

追隨他，欽慕價值觀，學習其發展歷程，或渴望達到與其相同繁榮之開放程度。86在國際

體系的架構下，所有國家通過新的權力源泉來實現其目標，包含操作全球相互依存、管理

國際體系結構以及人類文化價值。而這種新的權力運作即是軟權力，且是無法用傳統的地

緣政治來解釋與評估的。87 

     

        軟權力一般被界定為三方面的要素：價值標準，尤其是指西方的自由、民主與人權；

市場經濟，以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及其運行為主要依歸；西方文明，指涉的是文化、宗教與

意識形態。奈伊更進一步強調：「國際政治性質的變化使那些無形的權力更顯重要，國家

的凝聚力、世界性文化和國際機構的重要性進一步增強了。」88因此，軟權力的核心在於

社會的相互溝通與文化思想的交互作用。 

     

        所謂的軟權力有賴於政治議程設定的能力，以塑造他人的偏好。以個人層次為例，一

對聰明的父母若透過正確的價值觀與信念來扶養子女，比起懲罰將更具有影響力且更為持

久。同樣地，在國際政治中，若國家採行正確、平等的意識形態並表現在其國際作為之

上，則可避免衝突的發生並穩定國際體系的均衡。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也認為，權

力乃取決於設定議程或決定辯論內容的過程。建立偏好的能力向來與具有吸引力的文化、

意識形態或制度等無形權力資源是相關聯的。89 

                                                
85 同註203，頁52-53。 
86 Joseph S. Nye著，蔡東杰譯，《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台北：左岸文化），（2002年），頁53。 
87 同註149，頁392-393。 
88 Joseph Nye，“Soft Power”，Foreign Policy，Fall 1990。 
89 同註193，頁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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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伊特別強調，從理論學派的角度來看，現實主義主張硬權力，相較之下，自由主義

則傾向軟權力。但是，軟權力是硬權力的延伸與補充，不應該過分強調兩者的紛歧，兩者

之間是可以互補的。互補性是軟權力與硬權力最顯著的特徵，她們是一個問體的相輔相成

的兩方面，軟、硬結合的權力觀更有助於反映和考察冷戰後國際關係變化的現實。90 

     

        軟權力概念的產生是國際關係深刻變動的結果，也是權力性質與範圍隨著形勢變化而

不斷拓展深化的結果。軟權力越來越受到政治學界所重視，在資訊時代軟權力的作用和影

響會明顯增強。這也說明了，軟權力與傳統映權力是交相為用的（見表3-1），互補性是

兩者之間的明顯特徵，亦是一個問題相輔相成的兩方面。 

 

表3-1：軟、硬權力資源的參照光譜 

 硬權力 軟權力 

行為光譜 命令、脅迫、誘導 議題設定、吸引、同化 

最可能使用資源 武力、制裁、報償、賄賂 機制、價值觀、文化、政策 

 
資料來源：Joseph S . Nye著，吳家恆、方祖芳譯，《柔性權力》，（台北：遠流文化），（2006

年），頁37。 

 

         直言之軟，軟權力為「權力的第二種面貌」，其本質仍然是一種權力的運用。如前

所述，權力是「能夠讓其他行為者做其不願意做的事，或不去執行其欲達成的目標之能

力」，而軟權力的目的也在於此，惟透過的手段、方法不同。因此，奈伊認為軟權力是透

過溫和的方式，增加本身的吸引力，以達到影響別人的能力與效果。由此可知，軟權力是

建立在硬權力基礎上。如近代以來，中國失去了國力上的強大優勢，使其制度、文化、意

識型態失去了強大的吸引力與感召力。軟權力概念的產生是國際關係深刻變動的結果，也

是權力性質與範圍隨著形勢變化而不斷拓展的影響。91 

     

 

 

                                                
90 同註149，頁394。 
91 同註145，頁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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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權力改變了舊有的權力理論，進一步地適用於全球化影響下的國際體系，藉由分析

國家軟權力的強度，重新界定了國際社群的互動模式。軟權力的另一個關鍵因子是知識經

濟，知識經濟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產物，擺脫過去受到地緣政治限縮的流動成本，創

造一個可供資源通行的全球社群。軟權力亦雖之發揮影響力，增強霸權國的權力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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