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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跟「柔II強機j 身份吉思闊的怒情與批判

臘驢「業體強權」身份輯、聞自甘

藍藍構與攏賄

甘逸

豆花研究字?郎研究設)

攝要

T 軍事化 」

的主要目的，

是否仍為一個得以彰顯歇毀在函際社會特殊性的身份認同?本文首先將討論

學界對於歇洲「公民強權 J的爭辯，藉以自眾解此一概念的演進與不同的意

泊，其次，當「軍事 J

是否受到威脅。之後

究南方面發展的批判，

歐盟身份認同的可能其他還1頁。

在結論部分，本文提出對!公民 J與 f軍事 J面向對立面的梭詩，試1"1

將 r公民 J擴大為兵世界主義精神的廣義概念;同時，本文主張界定 f梭

力」的意涵，必須更為重祝非軍事的因素。綜合而言，由於昌先盤片持著重在社

會經濟層面的應對方式，以及在全球推廣具普世價值的就範，再配合其所發

展軍事化的政策以達成非傳統軍事的目的，因此，一偽更為廣義的「公民強

權」概念，應可彰顯歇單具特殊身份認同的全球角色特賀。

歐洲統合於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為政策實踐與學術研究提供建構歐洲

特殊身份認同的機會。

中，

並呈現出

反
稱在聯盟的層次上，

臨時實踐形成行為盤問互動慣例模式後，所建構出具特殊性約歇過關際身份認

同。

'k ifn

關鍵詢:公民強權、歇洲聯盟、共同外交婪安全政策、歐洲統合、世界

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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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區域主義、經合發起主

'為了凝望表歐洲內

部對於不衡?合作所給fr~動力，的此論豆豆戶室主建憐本身身份認同的元素;II])對於研究歐

洲統合的是學界，則試綴Ii持歐洲統合興兵f的創建興起的經驗且是整合的模式?以ll.l;分，諦

，使得歐洲統合的模式得以成為一具有學術綴值的研究室t象。由

，使得具有Ii更重巨性的歐巨盟「平反

(civilian) J 面 向 閃 而 被強化 ， .iill Wl~ 地 然他 !ill r 文 明 it (civilizing) J 、 rt封絨的

( normative )J 、 「道德的 ( ethical )J 誨，概念 ， 也被終常使用來形容歡盟的中守殊權力形

式。

際角色正當役，

勝:星星tt\liI:cI'字第一大終榜首章與貿易實體，同時也是全球級

。慨:星星將綴

楚。 1歌星星星?於偶發中樹造之倡導民主政治的推動 ， 對於充滿詩譯名正街笑的地綴 ， 歐按~IJ強

游防;或命w空!維護安定的重要書 ， 對於其他 域終合 ， w設盟主張阪坡時主義 ， 使得悶:星星

，在全球!說次上做旦控倡議多邊主義，的此屋里拉j€l1I!1M成為敵盟拓展

，立主f王將歐i按1月

概念缸里裝術研究上的討論，與歐洲對外政策合作的發錢，問者

，函，此一規給你的概念Ell學術界在 1 970年代初授也II寺， jEfl直歐洲試

EPC)J 以做為各隘外交與安全

，所以

此時「梁1"4:強權J (f~，當揭去要搭車哥在共!可憾的層次上，以集骨理性的非主事事措施解決陸軍

際誰?爽的方式o然而，學界對於歐監控「豆表性強機J與Jl])j-f投討論熱誠如必須等到本

世紀Ii再去台前後 ， 此時做E品計划始探索嚷lt~政策合作與i裝力提升 的可能性 ， 亦即歐盟經 I'll

ιιCivilian Power or Soft Imperialism?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Foreign A.β(II川Revi阱 ， Vo!. 10, No.4 (Winter 2削5 ) , pp

(例如「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的東

歐盟的全球!給她們問題與研究，說站在第 5 期 ( 2006 勾9/10 丹 ) ， 111-136)'

對鈴 e lV l“an power WJ中 文翻譯 ， 誨的使借 「 公民強:權」 詞 。 叫1 至E閻麗與研究季刊端個重討會迷且是

F' 才、結論 文改為 「 染性強!館 J



歇經「柔115.拉總J份認F穹的是~1I，1~1HJt*，J

綠草日與街笑預防等非傳統軍事任務以獲致集經軍事]til.'力提升的目的，如此將使得歐盟

在傳統上強調的非軍事解決方式，辛苦可能役軍事關甸的發起主予以平衡。開此，學界將

注意力轉移至以下!灣是重強制性的對外政策是否仍可其有「柔位J的意激?超三百非軍

事方式才送規範性強權最皇室耍的特質?說xii盟與現存其他強權或控告史仁臂的王見過的強權

之詞權力遂作模式的差異是否II三逐漸模糊賞中 7綜合約謗，是溢的同 Jan Zielo l1ka pli
言，歐盟朝「軍事化 J (fJ發展已經弱化了文 「柔性j 特質的露自終身份認悶 。

學界對於歐盟「柔性強權J概念的t月1討，至少有兩頃重要的荒淫涵，一是相磁7J間

的研究，已從早期較空軍焦於送豆豆存有紋里堂外交政策約辯論，您將 ftt落接受有此一政

策，並進 -0日三探討歇盟外交政策的本質，二是相關研究已超越純粹以政策為主導 iii]的探

討，進入到理論的系統性討論，包括對於機制l望去j:1I'(1'J優劣比較與政策有效役的探究。

討論歇盟國際角色本質已超越政策導向約這…頃忌:溺尤其第一變，因為主張廠;旦旦已成為

「柔性強權J (n學者 ， 容易被批評一為其價傾斜j紋 ， 缺乏對此 一概念加以此判的能力

因此是否j;)、書['ft童的方式檢驗歐盟政策，便成為桐樹討論送豆豆具有學術研究儂f[藍約基

礎。

本論文的主要白的，在於探討歐洲絡 ill統合所衍生的「秉性J草草i甸的身份認同，

這至于兵為足以與其他錢權的對外行為復汰加以直闊的特殊性。換言之， r柔性強機J 是

「柔性強撥J且]爭辯，草書j;)、E官辦此一概念的演進與不闊的;當惱只次，筒i r軍事J 街

向加入關:洲統合的進艘，歐盟的「柔性強權j身份是否，豆豆吉j威務?之後，本文探討對

於歇盤「柔↑生j面向往政策皇軍務與理論研究兩方面發展的批判，以實在消「策性發權j

緻念在理論層次的適用役，以及歐扭身份認同的日能其他還;頃，本文教結論部分提

出，討論歐經「染性強權J是否具特殊役的問題，必須至重新檢微不同時代對權力還作

模火是否亦具有其特殊性，由於後冷戰時期閻健手、安全約多元化

傳統的對應措施，從此角皮視之，做授功 r梁'l't J r如肉的發展 ， 的!讓具有與j芳:他強

權行為模式;不闊的特妹性。

貳、「柔性強權」概念的演進

早在 1 970年代初， Franyois Duchene 郎首度提出

洲做為(因路際角色的特殊候，是在於其政策的特質。n;~*告經濟與政治的力盞，沛非

Jan Zielonka. }:、plain ing Euro-Paralysis.- Why Europe Is Unable (OAel· il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Basingslokc: Macmillan , 1998) 、p.229

例如 Bcd !叮 Bu l l ， “C i v i li an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 Jom'nal of Common AfaJ'ket Studies

Vo l. 21 , No.2 (September 1982) , pp. 149-164

Helene Sjursen, "What Kind of Power?" Journal ofEuropean Public Policy,Vo!. J3, No. 2( March 2006) ,
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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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力，歡經/歇息是在i鎧際社會上得以延伸其發展的模型，草書此i車 it 屋~ R擎的安定與安

全，這趙敏洲的毅力與創新徑。心Duchene約概念具有約毯，龍度的撥給紋，有別於傳統

，他認為以往較不玉立集體影鱗力的行為模式，例如文化草草

BiIJ 、 社會道動 、 藍藍力巨頭縫 、 經濟能壞等 ， 已逐漸內 it li立歐洲集體認闊的元素 ， 並將社

會平等、正義、草草草草與關放等蓋寬念iit專化成為劉際社會普遍錢受的價值。這綴強調歐洲

「丟在f生 J il百 [旬的紛紛 ， 普還反映了傲骨ff恩怨家們對於歐洲傳統權力政治的反思 如

i句JUrgel1Habermas fifr主張的 ， 歡洲!您透過手拉手話i l對三主義式的過程 ， 毒'H主本身的新角色El月

新認同。玉歐洲Ik器還受~U於兩次大戰後， I絞後還恕的過程中飲哥哥內部頁頁需籍的公民行

activism) 與室主德行動 ， J;)、毒手單單公共領域價值與政治和解的重要候，其具

傲的表現貝Uk.喜歡 iHI普遍的民主化與歐洲統合。

Ell Franl'ois Duchene 所線的的 「菜做強機j 概念 ， 吸引 ZFE術界與政策錢?錢是幸廣泛

的討論~1引用。此一概念的建織過程適時配合了歇憐!所逐漸興起的[，jI(J擇草地位，以及對

於美國獨銷合法性的質疑。同時，r主拉伯了強lJ'iU 概念震質內滅的模糊姓也提供了不何解

釋的空間，賦予從不問角皮切入的學者顯不同紋的的政治人物，做學主m探討呂立政策

'這對於不斷是!tIl誨的歌已的統合進程來說， ~t具有非常深遠的;恣綴 。 叫作

如 Duchene的「柔11強Il'JiJ觀念是份意味著排除任何其軍事意義的政策合作，抑成立主

未否定軍事盤合手段得以達成反正其實力的「柔性強權j之昌的。

然而柔f!主強權j的概念必須等到 1 990年代，才i逐漸形成 J種主流的討論，閃

ITiH主椅上的有關歐巨星成為全球角色的論述 。 …般認言 ， 對於歐星星 「染性強機j 線總性的

探討，只有三頗不同的解釋。第一種解縛著還在街:星星的本質，依照lan Manners的論

點，形塑歐巨星路線角色粉徵的最主要是盟主若不去是「欽洲{仗打麼J ' ifiJ~主「歐波是什痠 J '
亦即縣:洲與以從法規乎乎強模糊比的特殊役。此歐洲傳統鍍權特別著豆葉子安理性的層面上，

追求狹義的權力與利袋，以及講求盟條體系的權力平衡 t相對地，歡:盟提{昆主兒童妙的資

Fran~ois Duchcn執 ‘Europe's Role in World Peace ," in R, Mayne (cd.) , Ewope Tomorrow: Sixteen

Europeans Look Ahead (London: Fanta間 ， 1972) , pp, 3弘的

Fraw;ois Duchene， ‘τ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Uncertainties of Interdependence ， '可in M. Kohnstamm

und W. Hager (eds.) , A Natiοn Writ Large? ForeiglJ~Policy Problems Before fhe Community (London

[~21

( London: Penguin , 1990)

Michael J. Heffernun , The Afea川fig (~l Europe: Geograp妙 。叫Geopolitics (London; Arno峙 ， 1998)

p.242

Jan Orbie ，'ιCivilian Power Europe: Re、'iew of the Original and Current Debates," Cooperation (i nd Conjlict,

VoL41 ,No.l (March2006) , pp, 123~128

He盯ik Larsen , ';Thc EU: A Global Mi !itaτy Actor ," Coο'pcTfltion and Conflict, Vo l. 37 , No.3 (September

2002) , pp. 283~302

Ian 地Illn ers ，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lournal of Common i'v1arket Studi肘，

Vol 峙， No.2 (June 20位 ) , p. 252; and Richard Young , "Nonnative Dynamics lind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EU's External ldentitv ，' 、 10 111' /的l ofζοIII1J/on AIm尖叫Sl1ldi剖 ， Vo I. 42 ， No . 2 (June2004) , p, 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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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利益主並非其對外行動的唯一目的 o Bjorn Hettne 與Fredrik SOderbaum 提出紋里里的

「柔11: J [m 向必須與 f梁位帶 翎主義 ( soft imperialism)J 劉分法楚 ， 後者指的是以

「能性j的方式椎動「柔性j的訴求，亦BPi采取一樣不對稿的交往方法，將r竟能以總

迫的手段施於;對、他角色，以j藍欽岳私的目的。、飲盟會主主擴張政策為例，無法完全以

純粹利役的角度加以解釋，因為歇息接向周遷的重宮室主擴張，送J;!、做澀的萃本控告1f丘ij等準會

員區里予以社會 it做為其主要的昂的。咒此種解釋與傳統的哎哎主義畫的努 f理性

( rational)J 決策的主張大相逕庭 ， 根據#Rl生主義的論述 ， 關這已依照本身利益是形成偏好

並依照偏好而行動，但是理性主義忽略了國家也有正義與公平的「合經

( reasonable)J 判斷能力 。 挂布在此撥給上我們才能i僚解為何蹋際角色得以沒守校給

準則，以及依照約互合作原則]Tij行為。

第三殼的1軍事強調飲旦控對外政策的主j[Ji\章，歐直是所追求的是紡車吉普耳價傲的激J番， 1:吏治

的手段是非軍事的力量，主張以說服與協商而非壞泊，綠豆嘗一區域合作、民主與人幣的

原則，以獲至立所欲達成的 1'1襟。 lit解釋衍生出另一個爭論，亦即歐洲傳統上在室主II盟軍

事的弱勢(與美關絡上七)援i!i'BfJ為形成其「染性強權」的必要主條件?如果歐星星逐漸然

偽一完星星的現這事政策與力綴，歐盟1\\1 1J中「柔'1'1泣的紛向這份即被削弱?或者，歐巨豈

能否同符其偽「染性強懷 J ~終「讓事強權J的形象?從 Fran<;:b i s Ducher凹的角度來

看，歐洲軍學力攘的相對弱勢是形成其「豆豆位j面向的基餒。歐洲在法球事務刊的資

任，是結合多邊主義、外炙手段優先、代主義民主、法治、 i±會正是昌、人樣等觀念，以

做為文對外政策的價值。明 Karen . Smith 也強調歇且在明顯地偏豆豆以非第1j;;方式解決街

笑，是其劍際角色的特賀。歐盟強寄竟有:具有「梁位」性質工具的使用，消楚地悠閑U~

歐盟與其他機制(例如北約) J!ij驗室拉 ( 如 !美陽 ) 的不同 ， 尤其是在巨龍頭:街癸預紛與戰

後還是主的任務。

第三樣辦事華則從歐盟內部的機制來看，歐盟被視為具特 1 1查詢發利豆豆 (post

Westphalia) J 特質的室主體會 ， 歐俊的組織同符具搭起劉家三主義 ( suphl'l1alio l1alisffi )與政

府間( intergovernmenta!ism )的特色。例導統主機級以、關界5萬銷協主在界泛關內與做際領

域，但在歐洲統合的實踐上，如此的界線已逐漸模糊'J;!、役的「劉路口安全也被「全

球J In概念所取代 ， 情u ll!]' I安全J 概念本身與劉家 、 潑界與領土的局長1速從不管以從繁

1992 6 月1旦斯本的條 上 ，

、道守法治?再神與人做立的等條件。

Jolm Raw]s, Political Li beralism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 49
Manners， ‘N肝mative Power Europe," pp.235-258
K，問n E.Smith, Europ叫II Unioll Foreign Pοlicy in a Challging World μ ambr idge : PolityPress, 2(03) , p
III

超翎家主義與紋的I lll主義的討論方誦，兒錢倚{菇， r審議式起路家 ! 這剖 ， 防Jliil時研究 ， 諾 的

6 期(2叩4 年11112 月 ) ，主1 日-71及獵倚1峙， r從敗現移民的策決策過程談凹 的派政府間主義 .J '
閉路與研究站在第 3 期 ( 1999 作3 月 ) ，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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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非劉家角色成為新時代安合成為自己J主要來源。 lEI封為全球安全本質的變遷，遠伶

使得人懷(如按取代鷗家主之，殼，成為安主主政策的關切核心。橘成敵洲傳統主權觀的「萌

發利5] J ff學系受到挑戰 ， 尤主 是對外主權與台電土的原則 、 相對地 ， 在會員劉}智次之

上，以人民權利與民主為中心的共同法律架織成為核心第1頁 IJ 0

上述三種不間的解釋試i翅探討歐洲「柔性強權j特質形成的弓之間關肉，但歐盟統

合的發展是否fln形成與其他強權本質不同的獨終劉際身份認同，則為要更進步的論

殼。依照 Ch盯lottc · Bre吐lerton與 Jolm Vogler 的看法 ， 在劉際社會的不同領域範嗨 ， 做

星空軍吾f封展王免疫力以顯示其「存在 ( presence 划，放以對外j£!x 't寬 it'll主德力竅，特別彰顯 ill

險經「角色特質( actorncss ) J 的~t掉過程與能力 。 祖 角色必須主薩克的認知到 白 己夜關

際社會的「存夜 J .放隨1時准備以本身的腐際「角色特't\t J 採取行動以達成 百練 . 13J

此，是盛紡盟員的「存在J表示此一角色必須真做越大約能力 G

與 Bretherton 及 Vogler看法不同， Jennifer Mitzen認為決定身份認同的旅非能刀 ，

。狗一絲行為緣與其他角色闊的互動慣例綴式，賦予這個行為餓

極還要的安全形式，使得行為經習於採收定約行為讀綴，閃而逐漸形成;終身份認

同。相對地，為決策者級法權f言行為的11J能給果成策略與結泉之翔的關途，則這種行

為中的不確iEl3J素if守答:蓋亞地降低行為者理性行為的能力。依照M i tzen的看法，為了做

為一做角色或能動綴，行為經三霞說選擇與這尋求有利結果的能力，立直以此強化工毛身份認

悶。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這個行為徽章苦的穩定的償仰模式，j主漸認知吉普其與他者的

且具有特殊傲的行為綴式。有自111β傳統殿檢閱係理論研王咳，劉家追

求屁!然、法則你的物質安全(領土與治織結精).Mitzen 認為國際行為體同時尋求 「本總

論訟法 ( 6nto16giCal · securi ty划，司u1J'fln終往i與其主要2:戰略夥{宇間償例關係的建立，行為

目望?括要給保做為一只有角色特質的身份認筒。

將上述「本體論安全j的概念j悠閑主IJ ~壁， Mitzen 認為歐洲對於f三是假J 與 「文

PJHU 的認同建偽具有榮髓的共澈 ， 您為歐洲內部多元化的安全合作已經形成慣例模

o 歇盟對於更大軍事能力的追求或是在全球議

題 t選F單位的使用武力 ， 並不必然減損歇盤做為 「文研化j 的認 悶 ， 關為此一築綾

認間建立在歐洲內部對外政策的修~ wa 0 歇盟成員閑之詞已習慣以合作的方式進行互

動，使得倘別的利益與歐嫂吾吾有體的利主主具有高度的豆豆峻性。歐盟成且這之間的合作不也

發生在行為漆的的路次，也發生t.tE政策討論與成7位的過程毯，中。

欽星星在對外以2丘之的合作 I t頁 wa J經過紹，話，長時i濁的建構過嘿，在「歐洲政治合

之前. 1950 年代f欲洲紡織共肉體 ( European Defence Communi吟. EDC)J ill'1倡議

Charlotte Brethertonand John Vogler, Europe as (I GI，ρbal Actor (London: Routledge, 1999) , p. 5

會兒 Jenni fer Mitzen, "Anchoring Europe 、s Civilizing Identity: Habits, Capabilities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可 Journal ofEurυ'pean Public Policy, Vol 口， No.2 (March 2似'6) 、pp.270-285

有串串「本體論安全 j ， 學考 Anthony Giddens, Alode n/it)' and Se 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做且是「柔性強權j 身份認闊的9£1稿與批判

缺乏發展的條件 1 962年法磁提出 Fouchet Proposals' 以條低歐洲對於大的11'聯盟所

提供安全保證的過度依賴，

在 1 970作之前，歐洲劉家已逐漸產生共識，

這畫。「隊洲政治合作j

:能立在進而建立共同對外政策的主信萃礎。「歐洲政治合作J

但在鼓踐的過碌中，各成員l僚解釗相互的玉立場與~m血，

1質 。

從「姆: 1)11政治合作j問始，

t達 國在外玉之政策的各領域進行對話

之前，那會眾童自我約束避免先行形成各自

只逕狹險地代表各自約翱家利益事，

區的政策得以與共同的立場加以配合。

然而，如來純粹只從主觀的角皮檢視

用工具的本質，則美國Ii您亦 oJ被視為另一翎

與信念的傳筒，

義與武力相互緊密綜合。

動機本身是相當主觀與武斷的，

價值，而讓失其「柔姓J的特質

( hypocrisy) 的可能 。 為

( context) 威特殊情沒做為檢驗的背殼 ，

所有相關的角色對於其他角色作為的戳穿品都會被納入考竄。

在歐巨星的對外行為是否符合「柔性j

包干哎 If譯 自 治與 f1趕走立的環境中 ，

義的潔如放非本發自明的

普遍性。紙、台前言，去查否符合「柔佼」

境，荷英!對與歇盤兩者的不詞，

案之悶的差異?生納入考;最

;本脈絡。依照特殊情境與文本脈絡以衡童對外政策的主的造性，

行使綠草ITt生對外行為峙的標翠，

歐巨且對外政策在「三位t1: J [iii 甸的合法性 。

何關歐洲獨家在對外政策的i9合的 ， 譽考 M i ch ael E.· Srnith ,.Europe'sForeign.i:md Sei:urityPolic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皂e University Pres s,2004)
Ben Tama , "Constructing the Common Foreign andSccurity Policy

Journal οIjCommolJ J\1a l'k叫 SrI/die趴 Vo L 41 , No.4 (Septemher2003 );p.740

Helene Sjufsen, ‘The EU as a 心Normative' Power: How CanThis Be?"'/ournaJ of EllropednPiiblic Policy,

Vo l. 13, No.2 (March 200的 ) , pp. 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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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F來必須解決的悶悶縫，哪些基本;圾箱是「5拉伯 j前向必備的耍弄二。有些學者

認為自;對外奴主龍的斂錢士，…-~頁檢驗除留對外政策「柔位J 茁i甸的標豆粒，是歐旦旦所

{品級的「永績和平( sus怕的able peace)J 概念 。 斷:奴強司是對於是頭條街笑的紡fljlJl岱深入i僚

J碎?至1笑的IJ頁始成闕 ， iTiJ非表象的 「弄人j 因J 0 Connie Peck 將永綴和主 一界注:為宗吾f£1人類安

全關注的整合tu~良鋒活?您(good governance) 的提倡 ， 提供對於能突預防的主主持J r結

惚惚j 解決方言語 。 在此E盤特別強?給解決方式的 「給織做J '因為自佳街[經過不斷發踐的iii!

給所lliJ諧的的行為背佼佼叉能產生解決緊張情勢約內it能是，形成長期性和平的

強化作用，以避免米來草草哥!至1裝力 ff"l'.l!J爽。不時於人道救援與干預的方式， jk~賞和平

的內it能提獵溺話:突各方!司發性的力殼，而非外部(包括歇息是)f慈諮(J'"J協助。

做盟「菜做J r如 向特別彩嘉豆子設與傳統權力還作模式的注:獎 。 在重要i(" I，到際條約與

笛，霄，以及雙際的對外政策上，歐盟清遠表達反堂;傳統權力政治的立場，其「共同外

交星星安全政策(Commo l1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句， CFSP)J tlP揭吾吾捍衛共情，Jj即被送歐

盟的主變踩在車;緻盟的對外援助的主主球上t{!jlJj迢迢 5 5% ;歐盟同時也去是全球;是昇其他

地隘民主，itt設豆豆耍的角色:姆:盟在向;若Ii'、哥倫比、萊爾歇、非洲與波士尼亞的徑:

突問題上，授的永緣和平的種Jj吧?對紡織施做法共同立場( Common Positions) ，在逗駭

立場中，獨:旦控執委會特別車路婦女參與對於和平製造過餘的iF;耍。除了在內部形成共

識外，歇直接也將永綴和平的理念;是至i拼命i割的是單次，例如遂吊在為其頓與波…j記 5IT l:r~

徑:突管J!J!防遼仁。 EIJ於歐盟的提倡fl建設錢，永緻和平的概念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重

視，聯合!對安全總司在會在200 1 6 月 的 「武裝衝突的預防 ( P閃閃ntion of Armed

Conflict )J 報告中 ， 懇請聯合鷗將反應的文化 ( a culture of reaction) ，轉化為預防的文

化( a culture ofprcvention) ，立宜將永繳利來的內涵，包括扯會與經濟的發且還、良苦治

JOm 、 民主化 、 法治精神 、 對人干擎的吧?還等 ， 納入傳統安全的概念之中 。

歐按自主J r梁U J i說l~lJ亦顯JOJltE經勁國際合作子嗨 ， 特別強:Vlj民主與人權自立法話 。 歐

盟皇島支持將少數2主辦機徒的保持與1提升，做為對:在他劉家進行短的或簽訂貿易協定的前

t吏 ， 從 1 995 年 持自始 ， 歐 巨星將人權條款融入所有對外合作的協約之中 ， 更 rr 1998 年

起，在這條3關際問沒死JlIJ ~'il反商品刑的偽議。的於歐:經以雙i盔、多遠與聯合區建等機制不斷

積樣提倡廢除死刑，使得!劉際投會主在本t己普遍if守綴除死刑授為其進步精神的議題，

受到臣，股影響宿將死刑視為途犯人權技進一步緩除死刑的關家里H'I不斷紛加。西歐盟空白

Connie Peck, Sustainable The RοIe of the UN and Regional Organ

( L叫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叫叫 ， 押 的~ 16

David Chandler, "Rhetoric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Attraction or ‘Ethic前 ， Foreign Policy," British

JOIl r/wi of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肘 ， Vo!. 5, No, 3 (August 20(3) , p. 307

對於握主洲在對外成策略命的討論，會兒飯悠玲悔共同外交社政策J之迎作論與發

展J ' 問題與研究 ， 到 39 往第 I I )明 ( 20{)。 你 " 月)， 49~70

Ian Manners ‘Nonnative Power Europe Reconsider吋Beyond the Crossroads," Journal 可Europ叫n

Public Policy,Vo!. 13, No, 2 (March 2(06) , p. 186

Manners “Normative Po叭er Europe 、 阿J.249-250



區，盟待之札強權J身份認闊的11111持與此與j

認為某些因家嚴重違反人權mH采取制裁的行動，例如i減少或切斷對學已!波、象5j海

岸、海地與賴比瑞亞的援助，以及暫緩與俄早在斯、豆豆綴埃茁:Gli、巴主拉斯坦與阿爾及利

盟等錫里拉雙邊關係約旦造it 0

歐星星也特別在區絨主義且還現其[柔位j的特色，包括2拉總雙邊j滋滋的合作樂惰，

~主旦與其他還嬰關家發且還定rifl (jf，j雙邊為j峰會主義以及強化戰略夥伴串串係。如戶u Jean B

Grugel R丹 諦 ， 歐盟的新區區域 主義政策進 個在認向與激範上 ，

相對安全空闕，鴻章喜歡盟得以樹立其所認為草草符合入這給怖的認同標認與治玉皇模式，

以做為閃發中國家的典範，詢問的也不會的此與美國發生利袋上的1!Jjj突。

多邊主義(multilateral時m) 是另 個形成歇且還 f柔位j 函 !甸的規鈍 ， 歐豆豆強調有

效洛地參與劉際多邊機制與遵守關際法，其目標為建憐可做更和平的劉際紅:會、迷你

良好的關際建制與以法治為主主l渡的關際秩序，

機制，這些多邊機制必須被斌予更大的安if以便更有紋的執行3主任務。美關于生後冷戰

時期的對外作為，尤其在英路受到恐怖攻嘻建立採紋全球反恐行動後，歐澀的多邊去蓋章

色彩，在:兩相比較的情況下，笑容易為其他角色所認知鈞。然漪，是否致力於多j舉主

義就足以界定歐星星為叫不!得於{也者的「染性強權J ?多邊去違章與「染性j面向具有很i

笑的河能， t芯5萬多 i盡主義是建立在主權原則j之上 ， 各參與成員險具有平等的基嗨 ， 尊

重其他認家的立三十徑，但是規範從價值郤超越國界<It核心{切自主是人權，對於人f悍的追

求經常與不侵犯他區君主攘的原則，有所管這rru，~宜。

為了彌補多遂主義做為界定攝入監「柔從j特質的不足， r i史 界 主 義

(cosmopolitan)J (J'，j提出|詩時策農民了區建家權力與{屆人權力。世界主義提供一個~立在

普役徵傾談總之t的人類社區之可能性，惟有2毯，各角色受支自己於更高層紋的法律銳

範，例如人權與正義，才符合做為一il£i r 章程從J

以&公民?上會在磁際事務所扮演的角色逐漸重空久J. ， 使得傳統敏j 室主與個人之間的道德詩詞

係特質隨之改變，決策過程逆反透明皮，獲得發言凡的管道更加暢通。但是，在劉家將

紹，以此制訂具何約束力的集體決策，

Erik Oddvar Erikse口 ， “fhe ED: A Cosmopolitan Polity勻 ， Journal ofE的optOIl Puhlic Poli凹 ， Vol. 13, No.2

(March 2006) , p. 261

Jean B. Grugel , “New RegionalislTI and Modes

Governance in the Latin America ," Em ο'peanJournal of Inle J'llotionol Re!atioils ,Vol. IO,No. 4{Decc lTJbcr

2004) , p. 621

Eriksen】"ιTheEL位A Cosmopol it包m.> Polity

芋有j 關 拉肘?界主義i約f叮]論述 ， 參見 Axe l HOllnclh, “Is Universalism a Moral Trap。γhe Presuppositions and Limits

of a Politics of Human Rights." in James Bohman and Ma叫lias Lutz-Bachmann (cds.) , Perp叫μ。I Peace

b叩1'.1' Oil Kaflf '.I' Cosmυ抖)!ita lJ Ide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97) , pp, 155- 178; Joseph Masciulli

and Richard B. Day , “Governing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Risks;" Perspectives 011 Global D訓人elopmenr

ωul Technology, VoL 4, No. 3-4 (2005) , pp 已81-706、and David Held , Demοcr.αc1'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Ai!叫川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附馴的 ( Stanford; Stunfl叫UniversityPress , ··J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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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常發易忽略範國之外仿i人的利益與權力，從這個觀點來看，民主有 iiJ能是非你

Ell主義的。為了突破這種的撓，耳;以草書的入機等規鈍，以及串串it國際法成為屬於全球

公民約法律， ;終日前存於關家之闊的關係本質予以「歸 It (domesticate) J 0 [!J此，

雖然不同的文化仍存何不同的優髓，但這更高秩序的主兒綴卻可能是具有普役中令性的，

泛些規範包括平等、自由、人類尊嚴等概念。歐巨星的「柔位j特質絡建立在如何將權

力政治的特徽轉化為磁險法律鰻系，有百非子立;攻存儲際體系中講求多遠三主義。做皇星發展

廿J… 主要撩撥 、 機制與政策工具 ， 以符合菜價值設憬 ， 這些規能不但 oj做為其他角色的

共同法律原則，龍主要建立社身更為商量格遵守。

i役界才三義與多 j舉主義的i茲別 河以說明精成 「柔?生 J [j前 j甸的最核心煩飽 。 藉由解格

傳統權力政治援建惰世界主義，彰駭俗人的機力，再擴展規範否其他角色時，歇盟{也

必須同時沒見于這畫室主兒給 o '}1毀 ， i空界主義的菜生長間向 已經在全球路次 k獲得一定終

，所守主{給人的機干IJ在法律熔白宮止一直~受

到保險，人終不得只是!那事宣言言的內容， TI巧成為咚!權力行使背景系內的發際行為 ， 以及

政策的主實踐。陸軍際社會的質條作為包指關條、刑事法庭 ( Internati ona l Criminal Court,

ICC) 的成立 ， 倡議通過與執行處理主義絞壁畫i盤問題的京都議定說(Kyoto Protocol) ，以

，盡11是極:C2i發揮「豆豆佼J i討向的~}Ji談 。 志從j;)、上的討論可以、看

出，歇且要的「主tE l注j規章吉他角色不聽rr經過在約關學術研究領坡的論述，以及在對外ify

策街向的發錢，業己強化了此…特辣的關條身份認同，r染性強JflU 請您襟示出歇盟做

為一個劉際角色的特質，以做為與他者(尤其縫其他強權)以及時語史(帝聞主義強

咚n 的龍去則 ， 放試紛提供溺際社會中共他角色的範例選頃 。 然而 ， 做絨的 「梁11 J 特

質是否已成為紡織傲的身份認俏，是偽動態性的閑置室，除了本身與他者的認知外，

仍有1切的祭政策發踐的主義綁加以檢驗，其中最靈蠻的郎為歐盟「軍事J研肉的強化。

參、軍事力量與「柔性J 面 向

1980 年代初紡翎始 ， ~1WI~即在爭辯傲骨璧初果變成為一個具有關鍵彩智力的關際

角色，是否必須兵inf1集糙的軍事力籃。詣的於歇洲缺乏軍事政策的終命，導致必須依賴

美盼望去拉能力的提供與美闋的支草草地役，~11來歐盟得以獲致集憾的軍事力擾 ， 貝司歐盟

，長期而

言可以億it歐盟處理協際通J突的可信度。有鑑於1 990年代歇洲內部不安定時，歐旦星紋

Z豆 子有 效的強ili lJ 力漿 ， 因而顯現對危機處理的J!\UJ戀 ， 同時跡;洲 i獨家也疑慮美側重?飲洲

事務投入豆豆、似的降低，因此有些會主王軍自直接袖們開始主張歐經[憋在安去~Jfil防衛給插話的政

Sjurse眩， “The EU as 11 'Normati、'c' Power," pp. 247~248

討:真) ...Sibyl1e Scheipers and Daniela Sicllrc1鈍，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redible Utopia 戶 Journal of CommO I/

J'vlt叫et Sfudi叫 Vol. 45, No.2 (June 2{川7) , pp. 435向457

例如 Hedley Bull' 兒Bull ， "C的ilian Power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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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1: )JO以空空合， i±; U1!I表現尤為讀綴 ， 強調歇洲必須負越防衛本身Y'3至利益的交任 ， 並

且形成獨立於美飽之外的歡計~自主軍事能力，

政策合作的共誠。在歇躍在 1 997年阿姆斯特丹條約設立對外事務的機制

聯授( Western European Union , WEU)J 的彼得君主任務 ( Petersburg

潔、衝突預防與人道紋緩等納入殿里皇之中。在EJ't後的i道峰會中，

衛機制的~lL tli!議專政策的整合，並實際在車去fI~jI區域銜突中執行彼得堡任務。歇盟會

主這倒在壞事政策所衍生的的機制與政策合作，以及從泌的

(near abroad)J 與非洲的絡和任務，

政策 (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句，ESDP)J 約機制j之中

具有以從事和平任務為間的的第事力霆，最史星星的壞事館向因而受到治化。哩T

1*7 旦旦在軍事能力方泊的整合將 f柔性強權j

車也是雄事力;還是說成為影響歐設身份認同的變數，如果簽~~ I寺逅的

集綠化是否削弱了姆:盟機力的「柔的: J 注目 [oJ ?在主張廠星星

者筒，中，有些從歐盟此機制本質的轉變來在華吉、J

安主主與防衛政策的合作，

了「柔f位f

力憑滾f不撞斷封;綴是升之i際祭 ，

目標的手段，甚至至成為一個壞事的強權;(純除此之外，有關歐直接「豆豆位J

部 r i要 iJa J 的論點 ， 忽略了歐巨星i草委慣例未必能夠 f紛出 j

「柔t1J的特質， {旦與他者的時H系可能反而形成霸線，例如妥協即是一個很好的例

-j- 0

式，則做盟的「主~t'EJ街向 II守受到街擊。 Ian

狼，例如尋求在緩期問題解決與長期結榜性解決方式闊的平衡

銜，歐盟己傾向於草鞋事任務約俊俏來解決銜爽，

帶來股濃的問題。

力以達成立即的目標，的而缺乏耐心進行其傳統絞具優勢的長期給稱做方式，例如銜

Adrian Trcach巳 C， ‘Europe as a P恥、 叮Multiplier for Frclich Sccurity Pi:iJicy: StrategiCCol1sistericy;Taetietil

Adaptation ," European Security

笑間在工激於 1 99 7 年土台役 ，

線和任務

Civilian Power 10 扎Iilitary Actor: The EU's Resistab!c Transfonnation ," Ewopean Foreign Alfail甘Review

Vo l. 9 , No.1 (Spring 20C恥4) 、pp. 61~62

有關卡在捏在立歧策駐台、彼得堡任的主智能與做惚綠草機制的主主立，學者Anton i o · Missiroli ,"The

European Union: Just a Regional Peacekeeper?" European Foreign材祉I'S Revi叭叭 Vol. 8，r如4(Decembcr

2003) , pr. 493~503

Karen E. Smith , "StillιCivilian Power ED'?" E盯叩can Foreign Policy Unil Working Paper , 2C 甘II (2005) 。

<http://www.lse.ac.ukiDeptsiint呵I!pdfsfEfPU%20、，vorking%20Papcr%202005一 l.pd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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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預防與和平總迎。另外，由於執行和平「維護 ( keeping )J 的耳認真人員在執行領事行

動將發揚將任務性質串串 1t Ii克和平「製造( making 划 ， 茲 王三 是和 平的 「 強 ffjlj 執行

( enforcing 划 ， 尤其是對象使府的子話 註游嘴里絨或恐怖行動縛 ， 豆豆容易使得類此的任

務形式直至于t轉變，坊、!!Il !設嫂靈;於策蔡手段;得更綴{奇般 o

除此之外，歇星星以f士對i!J!'J條街癸解決的參與，多J土豆量也非軍事人員所去草草的人道

任務， (ElJ兒在的戰後陸軍家室主建工作 ， 則綜合了敏琪 、 政治與入道的任務 ， 因此歐盟傾

向3更為快速與為主立約敏等1手段，如此書等i降侵蝕歐盟的「柔性 j 形象。但1此， Manners

j;)、歐授對外政策的發錢，亦即解決劉際飯突的任務，做為與l歇歇巨星 f柔t'u [fil l詞是否

受至~lj彩響約襟準 ， 如柴飲按終于寺真可為一永綴和平的煩事at生任務 ， 去11共同級武行動 、 人道

救援、縱容諮詢、街突預防與緩和任務，則歐盟尚得以維持1t r柔性強撥j 的身份 ，

反之，如果姆:豆豆積極進行J't'flI慧在意涵的任務，包好危種接管理的戰們任務、和平製j金與

戰後的平定動亂工作，貝日歐盟將失去文規草巨性的特裳。綜合言，重xM隔世白著歲以軍

事力靈做為對外政策將使娟的工具選瑣之…，為了使得其武力的威嚇具有可信度，以

及皇宮際武力的使丹3只有有效性，歡按勢必、強it軍事政策的室主合flL!軍力的提升，如此也

將增加歇星星對外使用武力的機會，恆的提高I"x盟強加自身利益與主主志於其他角色的可

能性。

I!H置 ， 持不向 芳草: 見者認為 ， 歇且是在 政策的愁苦?並不惑:昧著敵洲 「柔性強被u

的特袋子守所減餒，相對地，協同的安全與防衛政策有ffjJ於欽 'chi!司球領i或上擔任「柔

t't強機打成為對外椎動民主派別的力殼。例如Ste lios Stavridis .E!P 5.車漪 ， 歇盟的 「柔位二

強機j響最於所欲遂成的密的，的i非累， I羽 JJt i，(IH是軍事手段得j;)協助勝:星星 ， tf關際

層次上獲致所追求拉在大在人權與民主化的影響力，貝日軍事政策的繁合反間目的tT歐盟

的 f柔性J fj在|誨，而非弱化。

從另一做角沒f全校:'fUI~力量手i! r柔位 J i在1 1誨的!紹係 ， 做為…個婉約傲的角色 ， 歐

盟如來!波紋乏草委拉力還以致無法獲致其「柔↑生j性質的白的，如此並末增添1=1反而為

損其「柔性J的形象。峙堅持純的強弱「柔t'tJ手段與工具為稱成「染性強機J的必要條

件，忽略了這些手段與工兵並不必然為主主義與非強制的。Helene Sjursen 取了經濟制裁

的例子，說哇!可j採草草草手段也可能造成駁議後架，區為類此的其所造成的彩響是普遍

的，經濟制裁對於平反，尤其是反章，所產生的傷害最大。此，將此種非軍事手段

視為具規軍巨性質的說法，很難被合法化。

ESS

的「歐洲安全戰略 (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柔t'1: J 凶i甸的檢驗對象。主張從這份紋路總告可以看

Manners , ，ιN ormat ive Power Europe I之econs idered ，" pp. 194~195

SteliO$ Stavridis 、 “ιM iJi t<trising' the EU: The Concept ofCivilian Power Europe Revisited ," The Jnrernaμonal

持?“ tator ， Vo l. 36、NO.4 (December 200 I ) ，押的一 50

Adrian Hyde-Price,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Realist Critique:、 Journal of Europeαn Public

Policκ Vol. 13, No.2 (March 2叫)6) , pp. 217~234

Sjursen , "The EU as a ‘Normative' Power ," p.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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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歐盟立;未改變其「柔仿:J本質的學者認為，歐按照界定的新室主金威脅，

兵去在事血肉，因此軍事手段自然不去是解決這些街笑的主要對路方式。其

自甘 JJ孟J，>

立吉J與發展政策是提倡改革5呵!讓保安定的較強大工其

說作「先發制人約交往 ( preemptive engagemeJ1t)J 之方式 ，

享正義與機會的tfi:界。 i羽此，敏捷或采放主程j;)、

綜觀對於「策事J血!而且~ r柔性J Hii 向其銜突l't!JxJ司互綸性的爭該

集艘軍事力殼的強化將侵蝕「染性j

非軍事的意溺，的此任何軍事間向滲透王三此一身份認筒，均將破壞

訂立且導主事力盔的使用必定將廳，星星的對外政策行為，

威脅歐且是犯過去半倒[世紀!有建橋的身份認悶:絕對士也

不會受到IJ r草 草草 J [fjj向影響者強調

習慣，將因為集體主教事能力的提升，

義特質的「柔1守主J身份，不會因為獲得強制性J:反叩開始改變成為

對外政策，歐盟反而因為向持具乎于非利益主主母愛的道德呂

加強化了隊盟做為全球良善強權的形象。然而， r軍主持J j在1 向與 「柔性j

的主要問題，在於兩者皆從發生夜紹說短時間草ill溺內的行為加以檢驗

搜身份認同建榕的研究，

尋主政策的星星合與集體來力的提升， j英發生在過去數年當中的少數主義例

高度的不確定位，但是歐級的 f柔l't J

做為主J歐星星「柔J1J規章巨性角色可守所關法的學界，

來發餒，以做為檢驗阪盟身份認闊的f的例。

肆、對歐盟「柔性強權」的批對

性的意詣，成為被拉判的主要焦點。首先，

是主( reductionism) ,

其次，白

「柔性強權j是…倘矛盾的概念， r柔佼J 角色依賴 但由其他強權

力室主籍以維持安定的戰略環境，歐洲才得以發揮其影響力，閃lit類似的 r*J生j角色

不!您被稱為強權;前再者，函主寄自

Sjursenιrhe EDasa ‘ Normat i ve 句 Power， " p. 238
Hedley Bull , "Civilian Power Europe," p. 1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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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正在益的做髓，撥給了辯論與批判的主主詞。

「柔位j函翔的論車站認為歇洲統合的發展跳脫現實主義的玉泉論梨繕，這

(新 p覓食三主義在一的反擊 。 玉昆主建 主義豆豆視給機?生約權力分配 ， 而人類本性 、

王覓食.=1:義者認為最主盟在對外政策與安全政

。依ft君主覓食主義的理論，蓋自際經系中

，限制劉家對外行為的豆豆惰，亦即 Kenneth

，關條架構對單單家所路以的!終力， (且琨實主義並不處理劉家如何自應單單力

，但在此空間之中'

，例如決策能力、意識裂態、特別偏好、熟練的外炙手婉

'fr 倒後冷眼且時期

，會員皇宮具有三個

第是機j]平衡，琨實主義毛兒平衡還l"l1際體系鼓穩定的關素，歐盟

，可能以集鰻力是強化與中閱或俄羅斯的協係，以傲

，第二是「推卸責任( buck-passing 划，區~i1誼會主這關在美閻錫

只等1土於本身儉持警興社會的發展 ， ffjj將容易引 發火規模衝突的安全成

( bandwagoning) ，歐盟籍的與美皇軍此堆起強的結合

、利益主與價值 o

，對於歐洲統合tI冷戰時期興後冷戰時期

發展的成功， J覓食主義分別從重鄒家的雙怪n是系與軍機體系加以解釋 。 在冷戰敗鉤的美

蘇釘的雙極體系中，~曰:欽在笑盟與北約的安全保護傘下，歐洲內部主要強權闊的權力

量竟爭獲得終解，美綴鼓勵歐洲!劉家之間進行合作，歐洲各關逐漸尋求也對於r }ifiJ 邊滋

按百愣、 ( mi lieu goals)J 的共識 ， 海做洲已從原本liP~.域內部多遜總系的權力競爭與劉家

主義的盛行，將堂堂立刻全球雙f蔽體系中的相互Z合作。芷cnneth · · Waltz 指出， I對於區域艘系

性質的改變，歐洲政治的i紹貌也閃而不同，雖然歐洲劉家之問仍存有利益街笑' iW秤

Power Europe ," p

Waltz ,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 InternaliollαI Securit)心 Vol. 25, No. I (Summer

2000); p , 27

的概念，結娟的足歐洲給自阪誠合作、對外

。與此做了色相對態的足 r f~i菸目標

( po時間sion goals) J '意指以強制的情取手段脅迫和投剝鄰闊，以 l~致本身的安全"4 手 'J 諒 。 參 見

Arnold Wolfers. Discord 的"I Colfahor，αlion: Ess t1ys 011 Internationaf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62)

Kenneth Waltz , ThC()/:v oflnternotionul Politics (New York: !'vIcGraw-Hill, 1979) , p. 71



歡:由「梁性強軒RHJ身份認闊的~t-rlj與批判的

合形成丹丹j的權力模式，充其;靈敏洲統合只史是歐洲3己要大劉I旬在次紋秩序議星星 t，

所進行有限度的合作，冷戰時期的歐洲~主米形成個新國際權力形式的「柔校強權

歐洲在法球政治 t的影響力也相當有限。

冷戰的結束提供另倘檢驗歐洲「主良性j身份的機會。 1投機/緻盟在冷戰絢結束

時設;大的挑戰是如何問對前共黨~集閣中東歐國家的安全安排，歐洲逐漸形成的共誠是

將「硬性安奈j與「柔↑生安全j分辨j處理，自歐星星提供中來欽驗室籃子句話語絲濟、社會與

政治層面的合作，訪美國與北約約負擔綴箏的安全保證 o從主兒貨主義的角度，歡盟主

要火鉤的考處仍是主義於其本身的戰略利益，白的在塑造一個有利於原有會員闋的周邊

滾滾，這些大關主主~ umH持歇盟形?要為行使華清樣的工紋，以豆豆姆j或懲罰的方式將本身的f)!ll

f最強加於後共產是將代的中 Eft歐i獨家 ， 因此歇盤並亦如同理懇、主義/包 也主義者所宣稱

是個規範性的角色，做授的生了外行為~在未跳稅1兒]if主義的繼力逐件。

有關歐設在獨際my;蕊體系中所強調的合作行為 dJ星空f三k義苦苦泣\n詞;待國際f設次Yin及

域j曾次分楠，亦即被餓:洲的權力i灣系為寸陸平衡狀態的多機體系，這個!反域苦學系 E8美

國、俄羅斯、"k:閥、法團與德關所主導。依綴 John Mearsheimer. (J'J ~立法 ， 從i於1無任何

~強YW~具有足以侵犯:v\他強權資金的;寄自銜，做此就強權之闊的恐懼z或相互猜疑謀反

而言，歇洲的 f平衡j多級體系為於一般的變樣體系，但低於「弓之平衡的j

系。處在多極區主主體系與缺乏外在威脅的狀況下，各強撥較為室主:1'昆主否決而非機力的廠

大化，對於相對利丟在( re l at ive gains) 的追求較不迫切 ， ;任軍事政策仁採紋廢除義務兵

役與裁武等拾施，姆:洲的軍事結椅也而產生重大變化，

的全防戰爭，轉為主11i士敏事危機f苦澀、最佳軒i任務與人道干?寰的很強度持/;傲。

依照支持歐且是「柔位j面向的看法，縣:洲統合的進程提供歐盟規範1主角色形成的

基礎，區史觀以使在不向政策領域經合的成槳，是主繪成會員鷗幸自Ii妥協glQ尋求共誠的行

為謗績，並逐漸延伸室主衷事政策的合作。然而，從現實主義者的角皮，敏:巨星在後冷戰

的期所發亞支出的主丘吉主與軍事故2寢室主合只是對於現質的反絡，包括巴爾車字字為危機之後

歇洲決定強化本身的車運算能力，以及美殿沒打伊技51:之後歐腿發展的「飲iii!安全戰

略上睡去綴著限於美幽堂J後冷戰時IlJl歐洲安全投入程沒降低的高度三FuIU£'因素， I況 lit齡:

盟希車室發展上u能夠支持本身外交政策的強;ljU t生力盔，然oti文針對的目標歧不在於…倘

能夠集體地防衛歐洲領土的「飲直是部隊j之iiJi:i生。的此，鐵:1捏在軍事民主面的合作主要

是至對特殊滋境與事件的反應，此一發展過程的產生主'1Ji.受到外在府采約刺激，歐盟置在E

壞事設立向{吻合作具有特殊惚，所以歐盟主E其他領域的整合並不能充分解釋壞事政策的

有關敗盟對於中東慨地逅的擴大j:J泣其「牌縣政策(Neighbourho叫Policy) J 兒挺荒野 ， [i.主冷戰

時WI歐盟對巾望地臨之戰略 強權政策的 謝 J ' 陌題與研究 ， 諧 的 毯第 4 站 ( 2006 年 自

) ，訝 1 ~3 0 約三眩， [冷戰結束後按1制外交政策走:“1分析 J ' 間題與研究 ﹒ 第 45 卷第 4 期

( 2叫6 7/8 月 ) ， 91~122 皮 卓 注 ， [敗盟地中海改策J ' 周題與研究 43 卷 4 WI

( 2004 勾7/8 月 ) ，主f 95-113

Jolm Mearsheimer, The Tragc({ l'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W. \V . Norton&Co. , 2001) , pp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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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時同時，歇盟於後冷戰18'1劉夜叢書善政策的合作，就如何在內款洲政治合作J I待lVJ

…一樣，仍建立在i避免「共同偽it (eommunitarization)J 的政府間主義之基礎 仁 ， 是証尤

其是三大強健 ( Big Three) 之間的合作;會阪 歡喜聖經玉立了一個有限的安全合作機制

與手里序架悔， j;)、集體的力:lit意瞬形草草有利於敏銳發展的內市〉與外部是主境。

綜合!前謗，王兒空空三主義者對於歐盟在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務合，認為主導歇息l安全政

策的強撥仍將E堅守各自的主線，立主持級發產主各自在相關領域的俊先政策，歡洲在對外

要建軍事政策的合作也這建立在各自對於自身利益的慕礎之i呵，並旦}符合作限制改次級

。王覓食主義雖然7¥認閉在Ij歐洲閃主寄:街區域層次形成平衡的多僅育體系，前it哥

拉j、條低安全絞爭 ， 很長期nIT霄 ， 可能由於權力詩詞係形式的改變 ， 使得彼此的競爭甚至三

是館突渴而升銜。同時，鼠，歐盟主E:'i':J:1'層次的安全角色逐站lit是升，在面對具守主軍事意:

涵的對外政策存有爭議時，品史盟必須的i賴絞5j盔的領導力，豆豆則將liSI歐洲強權問態度的

分歧而造成政策的分裂' 2003 :tf歇按內部對美關JJ，(打 i尹校主主政策研呈現的錢痕 ， HfJ是

設好約例謎。類此鯨;星星三強相互闊的競爭，符合1兒設立三義對於多樣體系'1'權力均衡的

'歐盟會員勝對於目前舉級獨際體系的態皮不一，在如此具有鼠疫

戰略~樹的主義是自土一無法獲致共識，勢必將影響71毛主任歌星星軍車政策與能力的合作走向。

除了域發立三義者約批判，在歐盟主才外政策的JfI'~'主1::.'批評者認為歐盟的對外政策

( cheap talk) ，做殿堂;其他角色的對外政策缺乏致性，做早在

，例如!妥t1我是僅娥的民主問題與對來臣分離主義的

, iEt都未付諸行動 ， 顯:盟亦宣稱對以色列的巴

勒斯坡政策進行制裁，也立主米雙方區，得如為主直到克充斥酷刑民政治段經不力，街;驗

，近年來歐盟討論楚你除對中

「柔t:t J函肉的限制性。冷戰聽到結束時，歐授內外角

借此歐巨星的「豆豆佼」力量適合總iT:

區建際社會領導苦苦的角色，永恆透過於強殺「柔位J ifiil句並未為隘域的在Ilj突帶來更為特絡(

(tj解決方式 。 巴爾幹半島的種I突是…倘若室研早晨的 f9;J 證 ， 'J墨爾斯技夫引發顯起H吏的f至1

爽，攝史級領袖們認為自於南斯拉夫對外貿易倚殺敵段的經沒超過五成， I寫此屆tt !a控 iiJ J;、

f史 FIJ非軍事手段予以解決 ， 鬧鬧始i持歐盟的位成功地說服陶斯拉; 三是簽訂停火協定 ， 之

後也以停止就南斯枚火與歐盟的特殊協定談判j做為威嚇， fg後來的發展說愣 了顯純倚

瀨':II' W.事手段的剎車£並未過j上巴爾幹危機 ， 爾斯;去火軍事銜突的解決仍有賴美國所領

詮當 Treacher， "From Ci叫linn Power to lvIil itary Actor," pp. 49~50

i主 多MichaelεSmith; “Diplomacy by Decree: The Legalization of 乞U Foreign Policy," J，υurl/a l of Common

九Iarket Studi凹， Vol. 39 , No. I (March 2001 )令 p . 86

Eriksen , "The EU: A Coslllopolitan Polity?" Pl' . 261-262

Christopher Hill , "Closing the Capabilities~ExpectatlOl的Gap， " John Peterson and Helene Sjurscn (cds.) , A

Common Foreign Policyfor Europe? (London: Reutled是C令!998 )可 p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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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的主事事干預措施。

在土述對話史盟「采位j身份認同的巨丘吉晶tJi[發踐批判論述中， (幸Ii)

按「豆豆位 J j提範的:角色進行了有力的批評 ，

強調歐洲國家錄音量的對外行為與政策，

對外政策的忠、綠仍維持在傳統權力逐作的模式當中。

之，在歐洲的r.~;域層次上，各立三要大闋的對外行為

不向程度的j的乍空間， i促成反之闊的ffM力支;動模式 ，

大化的考翁。王三於tJ:政策皇室務的投判上，似乎也符合您論的批評，認為歐經在後冷戰

時期的對外行為， jtii未擺脫私利的追求 ' 11於兵汪古首咬呂 約但卻給高 lix本的行為 ， 歡

迎茲本 ht在未E豆，錢其「豆豆位J面向的政策。另外

主lH生質的行為，由於缺乏食踐的能力與意麟， r羽此也 ;灰白~ ff訂了其

務。對於這些從判，了在張歐盟

貫主義具有關際政治理論的「紛權( hegemonic) J 地位 ，

強權J晶晶者無迪遜的~r筍，另一方面

話， ;立;紛以歐洲統合的發踐f兢業加以檢驗，路;盟

與地JJ~界線的迎論基礎。

f五 、 結 言侖

區，盟

義。

多的注意。

@反友劉家商效執行法律並不傷寄反民主的程度， I司樣地 ， 在 [濁險性會為 了促使法

律的遂守，武力使用的成務仍縫制主~遂背法律峙的合法性工具，並§.必須適用於所有

的fIl位。只草草法律的制訂兵將民主的合法性'J3武力的行使或威脅同樣依照合法的車是

Brian \Vhitc , UndcrstrmdiJ榕 的/ropean} υreign Policy ( Basingstoke: Palgra、叫2001 ), p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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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芋 ， 則武力立在未遂背 「 每三位幻 的精神 c 做為…值超越主機劉家的是主制 ， I\f，x盟i逐漸被內

，其使用武力的方式自然也需受到民主機制的

面洶的障礙，主喜喜悅武力的使純正主污受到約

，也被結惰性地

，因此以人權5萬昌的約對外政策應兵為關際合法性。屆主巨星做為

，你羚歇盟茗、欲成為一級仗抹殺i

織。

「菜做j鉛!甸的全球身份認同是否受到安全與軍事政策嘉革命的挑

戰，三主婪的決定i寫詩三立主非歇息授是:a車II I勾畫~»萬緊密合作的主在學政策，亦非歇息是遂漸具特

，而去是歐巨星能否符綴傳統對於優先使用非讓事手段以解決關際

為了符台歐星星「柔性j的身份認

同，主1至31<:歐巨星的軍事政策E趕任務，必須在多邊緣側的梁橘 F運作，例如在北火{JIj洋公

「柔?生j 辰1肉，歇息盟約敢講

，包15自聯合闊的授權任務，另外，在車里拉任務的性質方面，更

具強度的資玄學力量或ilJj故5萬歐星星非軍事制裁的後屑，但歐盟星仍If!!:集中 1:1絨後的和平任

務，任何牽涉攻擊戰!可仿務的參與，其1月吉爾任務的白的是否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都在1

白宮影響隊監控做為「菜做強權J f拘形象 。

另外，在爭論歐盟「柔佼」凶 r[iJ ~是否受到E混為時，另一個值得注定幸的邏輯是對於

Il~V] J rf] 1'f )'缸 ， 傳統的權力概念試綴I i青f童話長分 1 1司主事 j 與 「平民 j 權力，並且認為

，非軍事:毒草威脅所造

。歐盟者童在會紋

，主股民緒也會主主關f旬老壞事

, I為此 ， 歐盟所發揮的 I ~良性 j

, 1柔位j 能力或Bll 更!路於眾事能力對全球

、徑:笑的預

'皮的得以強化歐盟

「梁性越強 ( civil ian superpower)J 0 抓去冷戰

本身的界定己絞改變，新的懷力

Andrew Moravcsik, "Striking a Newτransatlantic Bar忍lin ，" F，ωeign Ai/ai凹 ， Vo!. 82 , No.4 (July/August

2的3) , pp . 74-89

Simon Duke , The New European Securityρisorder ( Basingstoke: Pa!grave Macmillan, 1994) , p .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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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在「柔↑主j過向所發展的的投界主義規範，更主是睡去旦控擴大其全球角色特質，發揮至全

球影響力的主主主因素。

Hanns Maull 試國從屆主盤的作為 ， 歸結的形成 「柔位巨資繼j 的元素 : 追求獨際百標Ffr哥哥

的合作、以、非軍事手段獲致白的、發產主i也~家機1i;r]以解決爭端的意紋。棋然沛，歐洲統

以及所追求的「柔性強權j身份

認悶，主要是對I!當於傳統與當代鷗際政治機力分配下的「軍事強權J '尤其泛美割，的!

此在埋怨與政策鼠，錢t的差距，喀什巧有待學界在王兒有研究基礎與鈍，際政策倘若是r，將緻

發展有關「柔性強權j 的學11位探討。至目前為止，發界已經就對外政策的形式(合作

而非智笑)、功能(提供誘悶而非強迫)、機制(劉際磁係然!糟的轉變)等得以操作的

機準，來檢驗其他角色，例如德鐵與日本，殺類似的努力將可使得歡搜「豆豆位J A兒純的

總論得以經由其他例證的檢驗問獲得更大的學術{釘償。

卡拉1'1' , 96 勾:6

秘密蝕與軍事力提大化的安全紋，也請領透明與于1站立武力的新安全在當所耳H弋 

11'0政 r白質甘情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mJ(l Chaos in the T~jι，nty~Firs t C叫!tilT ( London:Atlantic Books

2003 )

Hanns W. Maull , 'ιGermany fhe New Civilian

1990/91) , pp~91 e.:，106

例如) Nicola吋" 與Howse 認為歡迎刻章在磁際支持鐵中凸顯自身的 「梁 色彩 ， 立E非袋示歐:括i r是ff

EUtopia.. '

767~792; 夕令 ， Stavridis

Stavridis “Failing to Act Like a 'Civilian Power': The

1974-2000 ，" 品ufia DiplυmafiCG ; Vol 日;No.3 (2師I) , p. 98

例如 Han n s W. Maull , "Germany and the Usc of Force: Stilla'CivilianPower'?"Surviv叫，·Vol 呵，No.2

( Summer 2(00) , pr , 56-80; Fabian Breu巴r， "Between

the German Armed Forces." German Politics. Vo l. I 弓 ， No

Tadokoro, "Tl旭 日ld of Japan's ‘Non-Decision'

pp. J002-1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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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asthe ED's Identity:

Construction·and Criticism

Francis K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First Divis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 half centm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as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both policy pract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pursuing the distinctiveness of

Europe's identity as a whole. In the process of Ending an appropriate role

bascd on its constructing identity , the ECfEU has shaped a distinct foreign

policy and developed decisive normative power in world alTairs. Along with

thefonnation of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ooperation among EU member

states ,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proposed the “civilian power" concept ,

of an international idcntity of the EU based upon

the routine behavior model which is derive益 企om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actors at the union level solving international eontlicts by non-military means

However , the problem has arisen as to whether the “civilian" nature of

the EU's identity has been undermined by its attempt to strengthen collective

military power , by balancing its conventional non-military solu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γmeans.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civilian· power" concept can represent Europe' s

specialinternational identity when considering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EU's security and military policy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begins by

discussing the academic 吐ebates on “civilian power"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and the varieties of the meanings of this concep t. It is followed by a

study irito EU military integr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its international

This article also brings in critiques of the EU's “civilian" natur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ivilian power" concept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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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 levcl as well as to identify alternatives, if any, to such an identity.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argues for the

contrasts between “ civilian"

concept of “civilian power" by

Also , it advocates that

look into non-military 臼ctors. As a

power" can bctter define the global

distinctive identity given thc facts that the

and norms through the social

with its increasing dependence on

conventional problems

Keywords: civilian power; European

Security Policy (CF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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