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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當今國際體系裡約有為數 200個左右的國家，有些國家至今經濟、軍

事，甚至國際地位仍不得翻身；有些國家則維持數百年繁榮光景，進而與

所謂「強權」、「霸權」國家逐鹿全球。以中國、美國兩國為例，他們的崛

起、發展皆以維持國家基本生存為前提，並配合天時、地利、人和造就 21

世紀後中美爭鋒之現象。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關於中美戰略互動關係之建構，美國方面大致歷經老布希、柯林頓、

小布希三任總統，而中國對美策略主要以江澤民思維為主幹，胡溫體系發

揚光大。回顧柯林頓總統任期曾讓中美兩國締結「戰略夥伴關係」，其中

「戰略夥伴」意謂中美雙方充分體認對方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與角色，尤

其後冷戰時代結束後的中國崛起，其地位更不可被各列強國輕忽。加上 911

事件、反恐與駐伊拉克軍隊經費攀升下，美國試圖以合作代替對抗，藉此

發展和鞏固雙方的國家利益以達雙贏境界，讓中國成為可信服的合作夥

伴。 

2002年 3月初，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曾於全國人大新聞中心在人民大

會堂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和美國存有不同主張、不同利益，但是建

立「建設性合作關係」並非僅指短暫片刻的合作，而是雙方真誠相待地謀

求長期合作。然即使中美兩國合作態勢趨於穩固，說到底也只是「同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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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1因此中國欲與美國成為真正的合作關

係，必須要有相當國力並在國際中有一定之影響地位，甚至在政治意識型

態傾向自由化與多元化，方能達成世界公認「強權國家」之目標。 

但在全球戰略佈局裡「強權」的意義為何？「強權」是指「同時具備

現代防衛、工業、科技能力與足夠人口基礎」之國家，在所屬區域與世界

有一定影響力，軍事投射力足以涵蓋其所屬地區。2
1990年代多數觀察家

多半認為以蘇聯為首之共產勢力垮臺以後只有日本與德國堪稱崛起中的

強權，3殊不知經歷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力大幅崛起，這才讓世界各國與

政治觀察家刮目相看，甚至讓美國與其締定戰略互動關係。 

中美戰略互動關係的確立，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實為最大推手。例如於

柯林頓任內，1997年 5月 26日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陸士達

(Stanley O. Roth)明白表示「為避免中國走向負面發展，美國會因此調整區

域整合以協助中國經濟發展，但中國應將自身的外交與內政等政策務實透

明化，以消除鄰國疑慮」，4便是美國試圖對中國放下身段、加強合作之示

意。但在 1997年 6月柯江正式會談時，由於美國瞭解中國向來堅持不為

他國干預之獨立自主外交路線，所以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主

要朝向外交上的合作，因而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將中美關係推

上歷史高峰，但兩造在會談議程中仍刻意避免涉及敏感的意識型態與人權

議題。 

1998年 1月，美國國防部長柯恩（William S. Cohen）在新加坡國防暨

戰略研究學院，以美國亞太戰略為題發表的演說中，再次強調中國地位極

                                                 
1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UC Press, 

2001), pp.15~63. 
2
 林濁水，〈什麼是霸權〉，《蘋果日報》，2007 年 9 月 13 日，〈http://1-apple.com.tw/apple/index.cfm?Fuseaction=Article&NewsType=twapple&showdate=200709

13&Sec_ID=5&Art_ID=3812890〉 
3
 Colin L. Powell, “U.S. Forces: Challenges Ahead,”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Winter 1992-3), pp. 

95. 
4
 牛軍，〈美國對台灣政策與美台關係的演變：一個歷史的考察〉，冷戰中國網冷戰中國網冷戰中國網冷戰中國網，2005 年 6 月 29日，〈http://www.coldwarchin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D=239&classID=7&sClassI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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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崛起之重要性，即點明瞭亞太區域形勢的「變」與「不變」—由於區域

性利益交織，亞洲各國包括航道暢通、經濟繁榮等層面的安全必須確保。

5美國的軍事力量與中國的強韌的雙邊關係，皆於過去、甚至在未來將繼續

扮演重要的安定角色。但亞太區域勢力的確存在一些變動脈絡，這些變動

中顯見中國世局影響力的崛起，而美國將正視此一變數，試圖使中國遵守

國際規則，成為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6
 

有人認為中國最終國家利益及目標是取代美國成為下一個世界霸

主。但要成為一個新興崛起的大國，疆域、經濟、軍事科技必須隨之加強，

而該三方面的加強與「軟權力」（soft power）脫離不了關係。7中國清華

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指出，1950年代迄今中國已進入現代經

濟增長期，可順利發動工業化、現代化，並可追趕已開發國家，並進一步

提高世界經濟貿易的比重，故認為 1950～1980年中國經濟處於「準備成

長期」、1980～2020年中國經濟邁入「迅速發展期」。8
 

另外美國前國防部助理部長奈伊（Joseph Nye）的想法，象徵經濟的

「軟權力」與以軍事科技發展為主的「硬權力」（hard power），對國家

發展而言看似同樣重要，但前者具有象徵性的威懾功效，能使其他國家減

少意識型態與軍事抵抗的意志，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目的，甚至能

影響國際體系權力消長。9美國的國力之所以受人注目，並非全因過人的軟

權力或一超多強之優勢，而是美國政治的穩定性。但 1990年代後由於中
                                                 
5
 “Working Together Is Best Avenue for U. S. and China, ” speech 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William S. Cohen at the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Beijing China, January 19, 1998, No. 12, Vol. 

13, DefenseLINK, in〈http://www.defenselink.mil/speeches/1998/s19980119-secdef.html〉, accessed 

2002/5/28. 
6
 顏萬進，〈柯江會談下的兩岸互動原則〉，〈http://www.inpr.org.tw:9998/inprc/pub/jounals/m1/m3_7.htm〉 

7
 「軟權力」（soft power，在中國多被稱為「軟實力」）是指非直接性的權力，亦即具有間接影響對方去作我們希望他去做某事的能力。在國際政治層面，通常是指文化、意識形態、國際組織等，此外如國家威望等，也有可能使國家在某些議題具有軟權力。請見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Basic Book, 1990), pp.188, 284. 
8
 〈中國究竟該如何崛起〉，《中國青年報》，2007 年 2 月 10 日，〈http://www.takungpao.com:82/news/07/02/10/ZM-690834.htm〉 

9
 林憬屏，〈新興國家展露頭角—全球經濟成長對美依賴降低〉，《CNA NEWSWORLD》(臺北)，

12 期，2006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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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濟不斷改善，配合既有軍事與政權的鞏固，加上共產勢力的龍頭—蘇

聯政權瓦解，美國頓時失去國力大致相當、意識型態呈對峙之國家，「中

國威脅論」應運而生，令各國暗自疑慮中美是否於未來有對峙態勢產生。 

當今國際情勢仍以美國一超多強體系為基礎，然中國深信若自身無忌

諱地強調經濟、軍事與政治上的崛起，勢必造成國際權力結構重組，並帶

給各國前所未知的威脅感。若世界各國多半與中國為敵，甚至採取經濟抵

制、軍事圍堵的策略，中國最終無法佔到多大好處。為避免各國對中國崛

起產生的疑慮，中國格外強調「和平」以試圖對外釋疑，希冀確保崛起過

程中符合國際與中國境內和平穩定，更極力保持中國和平且負責任的大國

形象以爭取國際認同。 

2003年 10月中旬，中共中央黨校前任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在海南博鰲

論壇發表《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演講中，提出「和平崛起」

的概念。10與一年多來中共黨綱及其政策上的外交佈局對照，可觀察出該

演講反映胡溫體制在外交政策上的運籌思維—胡溫體制一改江澤民時代

的消極旁觀態度，而是扮演積極介入的角色周旋各國之間的衝突及利益。

例如美伊戰爭期間，法、俄、中等國先後表態反對美國以聯合國名義出兵

伊拉克；11
2007年 3月，中國在六方會談解決朝鮮半島非核化問題；12同

年 10月中國拒絕對屠殺人民與僧侶的緬甸軍政府進行制裁行動。13姑且不

論以上舉措是否違背美國等民主國家所認定的人權規範，皆不能否定中國

其言行在國際上舉足輕重之地位。 

                                                 
10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中國網中國網中國網中國網，2003 年 11 月 24 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OP-c/448115.htm〉 
11

 張海祥，〈美伊戰爭的全球深層意義〉，《香港文匯報》，2002 年 4 月 3 日，文匯論壇版。 
12

 〈北韓拂袖 六方會談破局〉，《蘋果日報》，2007 年 3 月 23 日，〈http://1-apple.com.tw/apple/index.cfm?Fuseaction=Article&NewsType=twapple&showdate=200703

23&Sec_ID=7&Art_ID=3339116〉 
13〈緬軍內訌 獨裁強人親鎮壓〉，《蘋果日報》，2007 年 9 月 29 日，〈http://1-apple.com.tw/apple/index.cfm?Fuseaction=Article&NewsType=twapple&showdate=200709

29&Sec_ID=7&Art_ID=385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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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共歷年改革，對政策實施極為保守的江澤民，卻在外交上極盡

親美之態，大致保持中美關係的穩定，藉由國力的提高和對外開放的拓

展，先是扮演區域大國的角色，其後中國進軍世界強權的目標讓胡溫體制

完成。誠然在意識型態、軍備擴張、經貿、人權等議題常與美國唱反調，

欲成為區域或世界強權，沒有美國的承認與從旁協助是無法完成的，因此

在理智上中國仍與美國留下一片合作及折衝空間。 

近年中共官方幾乎在各公開場合皆強調：中國永遠不會稱霸、願與各

國「共同繁榮」，顯見中國在建立和平形象上的努力。回顧 1980年代，中

共對於國際情勢之定位從「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對中國

外在安全環境的重點，亦由全力準備戰爭轉變成積極改革開放。14故此作

者與本論文第 3頁胡鞍鋼教授的說法對照，整理中共政策實施時期之演變： 

 

〈〈〈〈圖圖圖圖 1-1〉〉〉〉中共政策實施時期之演變中共政策實施時期之演變中共政策實施時期之演變中共政策實施時期之演變 (來源：作者自繪) 

註：（1）「和平崛起」之國際情勢定位，表面上是中共的過渡期，即使胡錦濤於

2005年 9月聯合國大會與美國總統布希會談時把中國的「和平崛起」改

                                                 
14

 何方，《論和平與發展時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頁 3～52。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202010

年代 

？

（經濟）準備成長期準備成長期準備成長期準備成長期 迅速發展期迅速發展期迅速發展期迅速發展期 

？

（國際情勢定位） 

   戰爭與革命戰爭與革命戰爭與革命戰爭與革命 

 和平與發和平與發和平與發和平與發展展展展 和平崛起 

？

（外在安全環境） 

全力準備戰爭全力準備戰爭全力準備戰爭全力準備戰爭 積極改革開放積極改革開放積極改革開放積極改革開放 

和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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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和平發展」，至今「和平崛起」仍被外界認為是中共改革之軸心目

標。 

（2）箭頭後的問號，表示中共 2020年後政策之未知變動。 

 

然而將「和平崛起」與過去自鄧小平時代以來所倡行的「和平發展」

作比較，前者在外交上呈現的重點不僅展現對中國崛起的自信，亦暗示中

共希望中國未來成為區域或是國際間霸權潛力的意圖。另外胡溫體制提出

實行「全面外交」政策，其定位分為三個層次：周邊國家是支柱、大國外

交是關鍵、發展中國家是基礎。15北京領導人透過高層的交往與頻仍外訪，

推動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政治、外交、能源等方面的合作，試圖打破與東

亞周邊國家長期敵意，並締定開發石油等多項資源與區域經濟合作之決

心。對應於「中國威脅論」，這些作法不僅可消除與各國既有芥蒂，對於

中美關係更能減少兩國之間的複雜與不確定性。為迴避中國崛起的風險，

美國在軍事及政治等層面以拉攏日本、抬升印度等既定盟友之國際地位，

策略上實施對中國的戰略預防和核威懾，然經濟上仍與中國進行合作，試

圖在「和戰兩手」、「軟硬兼施」策略中靈活運用。 

 對美國而言，冷戰結束以來對中國立場由「戰略夥伴」、「戰略競爭

者」、「建設性合作關係」與「潛在敵人」之間擺盪，但近年美國大致將

中國界定為「具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國家」與「利益相關者」 (stakeholder)，

最大的轉折點在於 911事件後美國致力於反恐議題，中國威脅論瞬時打入

冷宮，不得不讓美國重新思考與中國長期合作之可能性。而中國願意成為

「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係奠基於交流日益密

切的中美關係，尤其是布胡會、資深官員對話與戰略經濟對話更能凸顯出

來，當中國崛起、美國因國際影響力及美元呈現衰弱等眾多因素作用下，

                                                 
15

 〈新階段的中國外交〉，新浪網新浪網新浪網新浪網，2007 年 10 月 14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7-10-14/1111140832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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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互動關係是否因權力變動而有所改變？故此，本文將從「均勢理論」

著手，試圖分析當前中美雙方對其國家利益之衡量、兩國政策所產生的利

害衝突，以及近年雙方對彼此於東亞區域經濟與世界戰略佈局之看法。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途徑與途徑與途徑與途徑與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本論文以均勢理論為主並搭配霸權週期論，加以時事為輔，探討近年

中美戰略互動之變動性與意見分歧性。首先採用「歷史研究途徑」探討中

美兩國合作利益來源及因素，亦分析兩國戰略思想之變動。「國家利益研

究途徑」更是探討中美戰略互動的必備要素。一國之所以能長治久安，對

國際情勢之互動與政策制訂必以自身利益為優先，在兩國折衝時若需犧牲

自己一部份利益作為與對方的交換條件，便牽涉到該國的國家基本利益與

戰略思量。「文獻分析法」不僅採用書籍、期刊專文等資料，更運用報章

雜誌即時報導加以驗證；故此，本文運用下列三項途徑與方法： 

 

一一一一、、、、    歷史研究途徑歷史研究途徑歷史研究途徑歷史研究途徑 

 

本論文以歷史研究法作為研究途徑，配合均勢理論來進行說明。均勢

（balance of power)與權力的分配息息相關，側重於秩序既有的穩定狀態，

因此是維持國際局勢穩定的均衡過程。在世界資源與既有權力分配是固定

的情況下，各國必須強化自身國力以順利掌握對自己有利的條件，為了維

持既有均勢局面，各國之間除了保留本身生存優勢，亦必須警覺他國權力

的消長，特別是權力崛起以及因此稱霸的可能性。 

冷戰結束後的中美關係若即若離—在地緣均勢上，中國必須維護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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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各週邊國家的友好關係，或是設法與舊有敵對國家改善態度，而美國仍

希望維持本身一超多強地位的鞏固，在西太平洋與東亞軍事佈局保持固有

局面。然而肯定的是後冷戰時代初期，中美兩國在戰略均勢與合作關係不

足以相提並論，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崛起，中國明顯放棄共產主義式經

濟，改採務實經貿政策試圖與美國保持均勢，因此日後中美相互競爭甚至

抗衡的局面日漸頻仍。以下槓桿圖除了反映中美關係裡美國具有較多優

勢，並於國際局勢演變下，雙方槓桿籌碼亦隨之改變： 

以歷史研究法作為基本研究途徑，乃其理論強調制度的運作和國際權

力分配不均之既有時局，以時間為輔、因果為主進行資料演繹、分析的重

建工作，並注重研究過程中將制度分析與既存的政治觀念加以整合。在國

際機制瞬息萬變下，中美各自如何預料世局轉變前的關鍵，並進一步訂定

制衡機制，乃是均勢理論裡應關切的話題。中美雙方如何各自維持均勢，

甚至試圖突破侷限而讓自身國際影響力更上一層，便是本論文理應探討的

重點。 

 

二二二二、、、、    國家利益研究途徑國家利益研究途徑國家利益研究途徑國家利益研究途徑 

 

David Easton曾於「政治系統論」提到：一個政策的「匯入」功能涵

括單一民眾、利益團體、媒體與民意代表針對某政策或政府於某方面實際

運作的缺點進行意見補充，再由國家領導人與諸位民意代表對該向政策進

行審議，進行政策「匯出」的工作。16然歸根究柢，領導人正是決定國家

利益孰先孰後的關鍵，他的言行隨時以媒體即時傳播，並影響民眾觀感、

想法及民意走向，若該領導人的民意支持度高，其本人心中之政策理念更

容易付諸實行。以美國而言，90年代柯林頓至小布希政府國家戰略利益之

演變，該國外交政策雖希望維持固有單極霸權，卻因現實利益考量與 911

                                                 
16

 David Easton, “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3, No. 4 (Dec., 1969), pp. 1051~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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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國際局勢之演變，美國國力無法像二次大戰結束後之時期進行對反民

主、反恐勢力的全方位圍堵。 

另外 2003年美伊戰爭與其後一連串反恐相關行動，可謂美國軍力耗

費之泥沼，其經濟與政治影響利益因此拖累。然而在長期「世界員警」思

維與保持單極強權的構想仍存在下，面子、裡子兩方面美國皆想盡力維

持。除了中東事務以外，在區域（尤其是亞洲）權力及利益維護必須維持

現狀，甚至對亞洲大國—中國提出多邊合作機制，此番舉措顯示美國一來

希望以中國影響力化解北韓核武的芒刺在背，二來中國可減少對美國既有

之敵意，能因此適度減少美國於國際政策佈局之阻力和自身國力不必要之

耗費。 

 

三三三三、、、、    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注重蒐集國內外報章雜誌與學術論文對中美關係的報

導，試圖以系統化的方式評估與確認既已發生的事實，再用歸納法

（inductive method）蒐集若干事例，再來探求相關事件之共同特徵，並以

比較法（comparative method）比對相關事件的異同與推論，研究 1998年

至 2007年中美雙方於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等互動層面。此外以「霸權穩

定」(hegemonic stability) 與「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等，解釋現階

段中美兩國在東亞區域相關議題的互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論文將要探討的均勢理論，所表達的思想內容和現實特徵是:在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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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國際體系中，最理想的安全狀況是成為對手無法挑戰的霸權國。至

於戰略應用，正是能否將國勢更上一層的關鍵。 

在張亞中、孫國祥兩人合著《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

伴》談到，「戰略」一詞早先用於軍事領域，主要係指國家的一系列目標

和全球政策（相當於廣義的國家對外政策）。每個國家對自身內政外交，「總

體戰略」（Grand Strategy，亦稱「大戰略」）必為優先考量。「總體戰略」

意謂各國單一決策者或團體在既有意識型態考量下，針對當前國際情勢，

以及國內政治、經濟、軍事進行整體評估，於對外政策所做之基本定位。 

另外依現實主義學者 Christopher Layne的看法，「總體戰略」包括以

下三個要點： 

一、 對國家重大安全利益做出判斷 

（determining a state’s vital security interests）。 

二、 認定對國家安全利益的威脅來源 

（identifying the threats to those interests）。 

三、 決定如何運用政治、經濟、外交資源保障自身利益所在。17
 

 

以上述要點觀之，各國必須長袖善舞地依其利益，尤其以自身國際地

位考量，決定兩國、甚至多國外交之間的方針。分屬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

為依歸的中美兩國 1990年代前在意識型態上可謂針鋒相對，雖然曾歷經

1972年乒乓外交與 1979年中美建交等官方交流蜜月期，但美國國會與民

間意見反對聲浪不斷。至今美國民意仍以民主為固有信念，對於中國既有

人權上的封閉與經濟崛起仍有思想上的磨擦，但中美兩國官方大致能以反

恐為連結，摒除意識型態糾葛而締結戰略夥伴、戰略合作、政府官員與戰

略經濟對話等關係。由於中美兩國均認識到雙方「戰略合作」的重要性和

關鍵性，除了反恐與經貿交流順逆差問題，台海局勢與朝鮮核武等皆是中

                                                 
17

 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1(Summer 1997), p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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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雙方在必要時刻談判交涉的籌碼。 

與均勢有關的除了戰略應用，一國的綜合國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正是推動戰略實現的重要靠山。18在張登及的大作《建構

中國 : 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中指出，在中國改革開放路

線不變、綜合國力保持成長趨勢、與美經貿依存持續加大的情況下，中美

雖有意見與政策上的摩擦，但仍不至於顛覆以美國為首之一超多強國際現

狀。19另外關於國家安全的著作，學者紐克特南（Danald E. Nuechterlein）

在其 1970年代即出版的著作《在轉變世界中的美國國家利益》（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s in a Changing World）的著作中，定義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尤其是國家自身生存權）是國家首要且不變的利益，

其次政治、戰略利益與經濟利益，則通常成為國家在安全考量之外最重視

的利益成分。紐克特南又將國家利益二分為「變」與「不變」兩類，不變

部分形成國家的持續利益，其中包括國防（安全）、貿易、世界秩序等維

護，而國防則是各國最為關切之要點，因為安全深繫生存；「變動」部分

則是國家依照內外情勢變遷所做的反應與調整。20 

   至於與中國威脅論之相關著作，著名研究學者如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1993年夏季號所提出的「文

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描述全球化並不等於西化，由於世

界各國文化交流接觸頻仍，摩擦與衝突將不斷發生，這些現象將左右世界

各國之間的政治。21而中國近年的崛起是否突破中美關係既有穩定情勢，

                                                 
18

 賈海濤，〈綜合國力系統論爭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4 期，〈http://scholar.ilib.cn/A-jnxb200204003.html〉 
19

 張登及，《建構中國： 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臺北：揚智，2003 年，頁 78～82。 
20

 Danald E. Nuechterlein, “America Recommitted: United States Natonal Interests in a Restructured 

World,” in Richmond M. Loyd et al, editors, Strategy and Force Planning.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97, chap.7, pp.97. 
21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19930601faessay5188/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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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蘊嶺主編的《未來 10～15年中國在亞太地區面臨的國際環境》指出中

國是一個經濟實力與全球影響力上升的發展中大國，其主要戰略是爭取一

個較長時期的穩定、和平環境而繼續發展經濟。22中國若欲實現此一戰略，

不僅要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爭取自己的利益，二來需加強中國國內內政與

經濟的改革開放，通過發展以實踐漸進式的轉變。 

中國對美戰略之運用若希望保存實力，不將「中國崛起」被各國視為

莫測且具危機的世局轉變，不僅要認可美國的超強作用（即使心中欲推翻

美國一超多強地位或希望製造中國可以掌握的多邊主義），更要在政治經

濟等眾多領域、或是在政府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中進行合作，方能提高自己

的實力地位。美國不只主導世界現行秩序，而且主導著經濟秩序，為中國

提供巨大的市場機會。只要美國承認中國在現有體系理的利益和中國發展

與穩定的需要，對其他國家而言中國就不會是美國大戰略的挑戰者，更不

會對世界既有均勢產生劇烈影響。 

從上述諸多學者對於戰略應用與中美互動關係等論述中，雖然看法與

分析面向略有不同，卻也顯示在中美當前局勢交往，應善用歸納法與比較

法針對各方論點加以解析。另外中美兩國各自政治發展背景大不相同，不

僅雙方對各自在亞洲所扮演的角色與權力佈局不明確，就連美國如何看待

中美長期關係的本質亦存在分歧。 

美國在冷戰結束後，推行的是一種霸權均勢(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戰略，這種戰略既不同於以往西班牙與大英帝國殖民向外擴張的霸

權戰略，亦有別於維也納會議為主的傳統均勢戰略，其目的在於遏制區域

性強國對既有霸權之挑戰，因此「遏制+接觸」構成美國近 20年來對華政

策的基調，其中「接觸」係使用非強制性手段來改善一個崛起的主要大國

行為中不滿足現狀的因素，基本目標是使這個成長中的大國所使用的方式

                                                 
22張蘊嶺主編，《未來 10-15 年中國在亞太地區面臨的國際環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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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和平改變地區及全球秩序相一致；「遏制」是運用實力政策或威懾崛起

國家改變現狀的企圖。這種政策又被稱之為「兩面下注」（hedge）。23
 

推崇均勢理論的古典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認為，

若干國家為了尋求權勢所進行的鬥爭最後必然導致「均勢」格局。均勢係

維持和平手段與主權國家之間必不可少的穩定因素，自古以來各國為了維

護自身安全，同時也防止一國控制並危害別國的安全。在處理國際慣例

時，或多或少採用維持國際現狀不變的均勢戰略，以達到「通過變換聯盟

以及其他手段在國際範圍內實現力量均衡」、在動態國際環境「維持各國

勢力大體上的均衡」之目的。24然而摩根索曾謂世界均勢概況具有三大缺

點—無把握性、無現實性和無充足性，畢竟各國皆以增強掌握或進一步增

強對世界局勢之地位為最主要核心。不僅在大範圍的國際關係，中美兩國

亦把權力競逐焦點放諸於東亞權力平衡（包括北韓局勢、台灣關係）為焦

點。故此，本論文試圖探討中美雙方的國家利益、意見分歧或合作取向，

並從中比較各時期中美各自或兩造政策之異同，期盼賦予現有均勢理論與

中美關係不一樣的思考方向。 

另外本論文「小題大作」，範圍侷限中美兩國交流對話與戰略互動，係 

深怕若多方探討中美於東亞或台灣海峽戰略佈局，將模糊論文焦點。然國 

內大多數論文亦把台灣議題及政治意識形態納入討論，美中台戰略三角議

題探討甚為頻仍，故此作者希望以較鮮少被人探究的「均勢理論」為論文

主軸，並斟酌情形將中美戰略互動案例研究及運用。 

 

 

 

 

                                                 
23

 Bill Gertz, “Pentagon ‘hedge’ strategy targets China”, The Washington Times, March 17, 2006 
24

 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2004 年 1 月，頁 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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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鑑於作者本人非公職人員且於台灣長期工讀關係，加上中美雙方 

各自具有嚴密的情資保密系統，故較難取得兩國官方機密資料。另外本論

文分析時間是 1998年至 2007年 12月，因此對未來（尤其 2008年之後的

局勢變化）觀察與預測仍有力有未逮之處。尤其於中美互動面向，所謂「優

先戰略」與「國家利益」的考量僅能從國內外報章雜誌及專書資料洞悉一

二，並參考眾學者政策分析完成本文，在政策與外交互動分析上便以圖表

補強。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本論文在資料的搜集部分，係以均勢理論為主，兼採取報章雜誌之評

論及當前國際局勢與新聞事件之輔助。在本篇論文中，除了衡量國際理論

與時事之關連以外，如何將「戰略夥伴」一詞的含意適用於理論，甚至對

均勢理論原有模型提出具體看法或異議，都是我將努力研究並歸納的目

標。因此: 

一、以中美 1996～2007年的關係互動事件為論文分析的時間主軸。 

二、美國方面，比較柯林頓與小布希時期對中政策異同及其影響，並探討

此二時期美國政治界對「中國崛起論」與人民幣升值所牽動的中美經

貿競爭之看法。 

三、江澤民任期結束後胡溫體制浮現，因此在中共方面注重對美方政策之

回應、胡溫體制下領導人對外政策之基本看法，甚至以中美雙方對東

亞區域權力佈局與互動關係進行探討。 



中美戰略互動之研究（1996~2007） 

 15 

 

 

 

〈〈〈〈圖圖圖圖 1-2〉〉〉〉 論文架構論文架構論文架構論文架構（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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