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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1日:與美齡的權力關係 f豆豆1'1 平衡J I的適用1司令

區設盟與美國露骨權力露露露:

r藥品j空軍備

;高

柔性平衡策略;本文在結論部分，除了

於權力平街理論的適用與補

別或耳9P~星可能藉由柔性平衡方式，產生對於新符其耳聞

響。

關鍵認:

壹、前言

權( second-tier· great powers) 進行合作或對于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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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丹、日本 51f!歇盟，以及其他可能與組成為[區域強攘的角色，毛主個別的政策或議題上，

{系?

在未來能得以絞脅美關優勢的潛在越強盆中，飲洲聯盟扮演個非常特殊的角

色。一方茁歇息盟軍喜出其多面向力壞的發餒，己逐漸建立起1至全球的戰略地佑，並連用劉

, [3J此星星與美傲的場相違背，但在兒-1J

，雙方在重要皇島際議題上仍有認皮童般的

，似乎被雙方的絞死所主導，從反彈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BM) 、 守主 詩詞環保議題的京都議定 ( Kyoto

Convention) 協議 、 閻餘的駐法結

，甚至對

。在冷

，但對於法球戰略議題貝IJ幾

'說l影累買 了做菜在戰略議題的歧覓 。

，傳統關際協{系且我論當中約2見:有

of power)J (1']狀態，以織將軍司除

，但對於後冷戰E寺期美磁與其他次級強權

。長白此，為有耳目於傳統1里論的「硬t:1平衡

的相對概念，強哥哥次級弦、機試i盟以

固的。然而，染性平衡概念的

註豆豆存在系統性

的柔經平衡，立主藉此採討柔↑生平衡的概念是否得以解釋後冷戰時期新的翅際權力關

係，亦即除了現為文獻所為早再次級強樣以主監事以外方式獲致傳統權力平衡所欲遂成的

自

過ill悠 ， 提出攻了智主義對於權力平衡的支主要論述 ， 以做為之後檢驗豆豆性平衡的參考 ，

按著討論後冷戰時期學者們所提出的梁往來街頭論，方f昆籍以理解為{盯在冷戰結束

後，次級強權問妨來如傳統理論所預測級產生的夜校平衡協係，另方函也;hI防]比較

;本文特別議還在歐洲聯堅設

立在因此檢驗歐盟泛在于形成對美國的柔

，本文在結論部分，除了言it辰1夜理論的跨次，提ill染性平衡對於撥力平衡



歐f盟與美涵的權力關係 「染性 、 龍的 的逃用ttl

理論的通用與補充之外，也招待在政策15筒，討論如果次級強懷藉的級別力;級或聯且是

方式形成柔位平衡，可能對於新時期j還際機系產生如何的街擊

貳、權力平衡

以分析，

因，

發接與利益，

例，

優勢潛力的強權發展出足以、主導國際體系的力盔 D

然改變，

了三玄，
口

有次級強權集!盟的抗衡，為了避免這種抗衡，越強、約鼠，力必須超越所有次級強磁主智力

的總和為i間直可以達到此一程度時，這f跨越強就成為一個霸權 ( hegemml)。在@

ElI極翎際體系當中 ， 對於超強特定的對外政策 ，

權傾向於組成一if胡正式成非正式的聯提以做為抗衡，

有個早期預警約奴主展。

結f爵王兒貸支義者認為一級缺乏權力平衡狀態的 F{1極感際體系 ， 是一{盟主豈不穩定的

體系。一方筒，超鎖傾向在一不向領戚與地i益過度延伸其力盞，就長期而言言必定減弱其

實力，另方誦，但i管超強月能刻意採取自 it目的對外行為，

有關縛統樽衡的諦，參見 Kenne th N. Waltz, Them}'. of lntenw(ionaIPolitics(Ncw· York

McGraw-Hili , 1979) 有 !吉普樵刀平的理論的爭辯 ， 嬰兒101m A. Vasquezund Colin Elmi lD (cds.) 、

Realism and the Bahmcing οIfPower: A New Debate (Saddle River, NJ:Prcntice Ha泣，2003 )

T. V. Paul , ‘Soft Balancin惡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l l1fcmational SeC/lri仰， Vo l. 30 ,No.l (Summer

2005 )、 pp . 5 卜 52

有關組閣路絡系的形成變遷，嬰兒隙欣之「取措體系的形成、綠幣暇時總問題與研究

布告第 2 期 ( 2圳6 年 4 月 ) ，只 1 1 1 - 1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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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是言重超強的優勢遠勝於其他強憐，未被平衡的力?是對次

級強撥偷言，史証持緻潛在的威脅 G從歷史的觀點來蓉，攻錢!三主義等相當日倍的預測，

總力平衡送協E翠綠系fJ']常態，尤毯，畢誼際間主要積j爭結束縛，舊的凶險秩序瓦解，被

新的劉際絡系取代，也無論新的險系被如何的是蹺，平衡的行為始終存在。納對地﹒

耳1褪畢誼際官學系只趁人類控手史上的非7位，現象 。

，如果

'假，在惱與

，並認為不論悶悶的長

，認為翅際秩序的改變部發

，以及的權力

。冷戰的結束貝IJ提供學者另一憾

柔性平衡:後冷戰時期的權力平衡?

，因此也對傳統的權力

, fjjJ且其力亟幾乎在 各戀戀

。依照傳統屋里際關係理論的推斷，美總司做為一{隅

，可能受到其他強怨:對其優勢的挑戰，因此瑕慢體系不可能繼*.11

1990 年一代初時 ， 相當盛行 。 活 然筒 ， 美齒的登了力 在1990 年末期 ，

，已給遠超過文{也次級強縛，學者們所主要朔的多僅關際體系仍

Kenneth N. Wal位"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 II/tema/ion叫Securiry， Vo l. 25, No. I (Summer

2000) , pp. 5~41

話、5) · · ·· · · · Pau l A ，·Papayoanou ，;'lnterd叩叩dence; Instit叫ion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ma/ional SeclIrit)九 Vo l

20，No~ 4 (Spring 1996) , pp. 42~76

例如 I John L Mcarshcimc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Var ," International

Se('lIri恥 Vol. 15, No. I (Summcr 1990) , pp. 5~56;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 Inlernational Securi句 ， Vo l. 17, No.4 (Spring 1993) , pp. 5-·51; Aaron L

Friedberg, "Ripe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3 卸lultipolar Asia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 l. 18, No

3 (Winter 1993月4) ，阿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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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1衫 ， 位司此又有學者探討泛的次級3封建米形成抗衡笑臉的聯綴 ， 立 在美主封信學者宣稱機

力平衡的理論已失去其時代的認i史性。

在後冷戰i符其目，次級2溢 i¥ll監控然普遍成多極 lii~~際絡系的主E泣， {~ltit 多住在止古2 日殼

的宣示。俄說'0折不顧危堂;一封i其與美j溺建立起的新路J係， 'P 側 興趣的JE!I '!'景 ，為中仍須相

當程度的依賴 "P三是詩詞係的穩定，臼本祝詞!tJ;ft絡的威脅與中共的挑戰，使得日本更加依

賴與美闋的雙邊關f系。歇姆是最做?等關注的例子，一方茁隊堂堂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一個

在多政策面向整合的夜綴，它不似也次級強權只在某些方面得以與美閥混衍，除了

軍力約質量尚難與美協12];敞外， j，故 主喜… {思 27 總會員 屋里的聯綴 ， 話 ， 旦控 tE l;立泊的主是主發

展、經濟的賞力、科技的發展等方面，都有與美軍車競爭的力量，然俏，在兒一方ilil

歐巨型也有成為足以抗衡美國的障礙， Jet '! ] 之一支是歐 巨哥哥哥竟是立一繼 I~Ja紋的集合綴 ， 夜空J

外政策上，仍存有極大的歧兇，同時，歇¥ll與美麗盟共萃的深厚巷里{肢體系，使得雙方共

同利益的暴礎穩固，歐美不必然造成對立約磁係。

美國在後冷戰fJJ翔的破梅毒的III未被其他強權挑戰的三主要以惱，在於笑臉雖然p哇啦

超強，很是它與傳統的紹終不i旬，美磁被認為主是…餾良善約( benign) 按這纜 ， 對於次

級強權並無侵略性自1企鼠，綴管炎涵在冷戰結束後發動敏起戰爭，但從美麗惡的角反而

，其主主妻間的不必L於做壞rJi\H犬，亦在於維持J5l狀，而渡來對次級3血樣的利益產主主誼

接的威脅。在 1 990年代，綴管炎濁的優勢誰有一怯怯權反感，並號召 zp傷1美麗君的力盤，

但是普車i浪於口頭上的抱怨，立Izi!l\ '!'H芳:足以影響美麗君軍事政策的抗衡行為。被這個階段

徑，次級強綴並未函為美織的相對軍力不變nt;是升，闖進行反制的政策，相反地，次級

強權的國防文J任主是主兒火紛削減的趨勢。到了 1 990年代末期，美麗盟的交關j坊支出，已

超過其後 8側重重家劉|治支出的粉、利。總之，在這倒冷戰結成後的第叫做 10年，次級強

?建立去采產生主持全美國的平衡策略且是聯盟。

從::x級強權的角沒來看，後冷戰i哼!刻的災區建雖然擁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這些強權

itt未感受到美軍軍對其主權與安全約威脅 ， 四此!!注意對美關J采If)!平衡的策略 。 這與以往

例如 G . John Ikenberry , "Institutions , Strategic Restrain t,and the PersisteriCe ortbe American >P6st~\var

Orde r." lnrernatio叫I Secur衍， Vo l. 23, NO.3 (Winter 1998/99 ), pp. 43~呵;'Ch:iiJesA'K叩di，in ，"A位"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Sourcesof aStabJc J\1ultipo]arity;
International SeC/lri仰 ， Vo!. 23句NO.2 (Fall 1998) , pp

1、 oh 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20~33

例如 Ronn i e D. Lipschu惚， After Authority: W前， Peace and Global Politi的in thJi21stC叩tu門(Albany;

NY: SUNY , 2000)

日語是反俊冷戰時間的安全能混轉變唾 Robert S. Ross 呼 嚕ipolarity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 in

i划I，Wi巾， and Fortmann (cds.) , Balance o/Power, pp. 267--304 以 注Zhiyuan Cui “The Bush Doctrine

t\ Chinese Perspective," in Dllvid 沼eld lind Mllthias Koenig-Archibugi (eds.) , American Pοwei' in the

T"ωlIy-fi月tCellIUl}' (Cambrid皂e: Polity , 2004) , pp. 241~251

?叫anette Neuwa l汁 "Th e Atlantic Alliance: For Better or for 丸，\Tars ， " European Foreign A/fairs Rel'i阱 ， Vol 鼠 ，

No.4 (Winter2削3) , pp. 427-434

Robert A. Pap巴"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lltes ," International Securi仇 ， Vo l. 30,No.1 (Summer

200S) , pr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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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霸權不呵，控告史上仿有獨說草地仗的強權可能威脅到次級強樣的基本生存，因此這些

翎家很容易形成壞事的聯盟，以抗Mj逗他獨餒。在後冷戰時期，次級強纏繞美協為…

[8於受到政協內民支機制的制約 ， 使得美軍買不至於威脅2月j次級強權

'與傳統武哥哥

，擁有核子武器的次級強撥絞無須擔心它們與越強之間4日對權力的豈是

跤. 31%惑不論擁有多少數量的核子武苦苦 ， 這種非傳統戰略武器提供了次級強權相當的

保綴，亦即是宣5忿不會宣綴威撈到它們的生存。另倒與傳統紋樣政治不同之處，在於

，雖然勢力範!到i'E\1ht波之外省所延伸，

{段進去婆的利益友勤部發生在馬:城之內，關 llt樣容易引發平衡的作府紹對地，現今

地緣的mm係使得相互利益的重3盔

，利益磁係也擴散至三全球，至全球化的因素進一步使得強權之間對於攸勝利

，因此超強與次級強權之詞可以在不同政策之間，擴大

，分散強權惚之利豆豆銜突月7可能帶來對現狀的威脅。

，美童車並未試國挑

。例如'

，笑間雖然曾經表示關切，或要求分離

位美磁波未採取直婊子i步的方式，這也使得次級強權認知到美

o 對於其他較小的劉家 ， 是盡強可能因戰略的考量加以侵略並

f占領 . f底是由於在這甚至所謂 「非鄧榕?對突 ( asymmetric cont1icts)J 巾 ， 被侵略劉家內

以及與它是1戰略利益的次級強權的哥哥切，通常侵略的超強會在短期內

搬出，或以多j鐘韓是側的方式進行機後還建以結束軍事(占領狀態. Mi.以維和任務的方式

納入次級強樣的勢力進入被{占領[g盟，藉此iff以防止次級強權閃為哥哥切!lx利益銜突仿產

生聯合的抗衡。

然的，美關在後冷單lI:~j翔的對外行為的逐漸具有那!一邊主義的色彩而!苟且自受到懷

疑，在九一之後美國月1)1'采取以武力手段入侵去權國家，以及以政總轉移的方式，干

使得次級i拉機關始l務 1;IJ美翅E里邊三主義的發展。豆豆餾上是善超強的形象一紅新

[史紀彷Ell受到本自 霞的街巷裳 ， 例如在歡itH 多次的民主吉、 哥哥殼中 . :Iii於京三圈具有正在直觀感的

認為美濁的對外政策對該劉具有與函影響的民意超過去成，主張歐盟

，次級?虫慘的?說袖們也針對美函

，包括法函、梅、獨與做綴斯都提及美關其侵略性"Ii遂三主義

的危險性，並主主強調多樣總系!£'J於全球安定與可預測性的重婆悅。 1已過兵於冷戰結束之

初創際投會接受或默認美綴超強地位的觀際環境，三是隘的對外行為逐漸被認知為具有

Paul , "So位Bal山泌的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勻 ， p. 47

Patrick M. Morgan, D叫errence Now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間， 2003) , p. 23

Ivan Arreguln~Tofi、ιHow the 丸Ncak 丸，yin\N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 l. 26 , NO.1 (Summer 2001) , pp. 93-128

Stephen M.Walt, "Beyond bin Laden: Reshaping U.S. Foreign Policy," 1mωnational Securi紗， Vo l. 26, No

3 (Winler 訂lOl/02) , p. 60



紋巨星與美麗的權力閉目係 f柔往來龍jJ的逸的位

坎旦發性的'i'i道:主義'iTIi且這種認知具有擴散性，在不同的次級強懷與其他廠家之 FYij ,

以及在不同的政策議題1:.'

學j壘主義的抗衡似乎形成聯合的態勢。

力平衡的概念能否予以運用，如果以新的

平衡J )的概念，是否可為這樣新的抗衡提出旦在有效的解釋。

依照現有文敵對主~11.平衡的般定義，所謂梁佼平衡

是益強丹丹其翁的威脅性，逐漸發沒出對於傳統安全形勢的共向認知

聯盟，立立以咬住平衡以外的手段，

方式。次級強權採取平衡的作為，

t采取軍事行動 ， 亦得以條{瓜菜獲勝的機會 。 傳統的權力平衡15災包括皇室力約擴張 、 就

辜勝星星的建立、提供武絡技術給約權的潛在敵人等

軍等于Er力量以形成對獨霸的抗衡態勢

向於強化本身的自主?生與質力，

力錢，最終的茵的在於使得霸權難以、達成一文目的

綜合成有限的外交聯嗯，

( frustrate) 、 以沒弱化 (

此，雖然染性平衡強調非主監事手段，

是針對綴權的軍事擴張行為，期待藉EI3柔位司法權首1M約越強的軍事行為。

如柴次級強權得以有效的皇室份相互之間對越強的政策

本，則越強的主導優勢將受到侵蝕，

柔f主平衡的概念經立從傳統模力平衡迎論之上， Kenneth

理論 ( structural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of threat theory) ,
為，更EE次級強樣決定是吉普加以平衡的依據

機，而非針對特定的事件。

對而言，如果越強的行為並不會造成險系內撥力的主義中，

綜合上街的敘述，

在±t¥~!虫的獨誠的力量與更具侵略性的壞事行為，

樣，第二雖然超強間始具干這一侵略性， j旦完全這偷越強的東當濟與安全地位對麗君際社會悶

了言，具有花園的公共財作用，其J曲(在弓之易被取代，第三'的於次級強檬{淘並不存在明

顯的彗星事平衡機制，

Stephen M 、Nalt ， "Keeping the World 'Off~Balance' ，"in O.John Ikenher可(cd.);All lCricaUnrivaled: The

Future ofrlle Balallce ofPower (Ithaca， 肘':Cornell UniversityPress，2的2 ), p. 136

Pape , “SoftBalancinε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 pr. 9-10

學見 Wa l tz ， “Struc tura 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
Stephen M. \Valt 、 T/;佑 。， 也2附 可"A liiαnces (Ithaca , NY: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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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的劉條主主f{jIJ以約束超強。

依照 Robert Pape 的界定 ， 梁reI'平衡 r可以i益分成也撥一形式 。 2茗 ， 把絕 土的偽

約可越強灣自i前第三閱(音道進行隆地攻擊或借用海空該基地以進行補給或轉淫的作

法，以減少戰爭的成本。如果第三路-![§絕走的血利月3本身領土、鎮海或領空去，貝IJ盯能條

低超強制的的機主亞第二- , r糾誰讓j 外交 次級強權可能利用復雜的外交總絡 ， I浪縮越

'的為再強錢的說這權{均為要其他i裂家主主質的幫助。例如次

級且說撥單書由軍盟際EEf許IJ ):J延後越強;采取行動的終綴，使得越強區盟內反i殼的左空浪得以被強

化，總強越強採耳'H拉司主行動的~J3.JJ :第三，終濟力次級強權可以結合成為區域貿易

遨錢，以對抗超且當獨大的經濟力，間接影響到越強在J采取軍事政策的能力與念顯;第

惚，發的決心予以抗衡的佮 fJtH.次級強權丘克許不{的妾挑戰越強現行的單多政策，但經

I±l狡遠的不澈的態燈，次級強線之筒逐漸建立3。何對抗越強ERi設主義的且這正是，影星豈有

以做為將來超強採取類似這種懷邊主義千'fffi慧的tH怠措施。另外，次級

毯，然也EE形成染 [1平衡的可能手段之…。

存在於假I 'i.W立足主是經次級強線的染性平衡策略可能成為i質性平衡的基礎 ， 't首次級強

模得以發合;其;採取主革背景行動的崩樂時，對於超強的抗衡作的郎 [1自始1的車。黨紛權的對

外行為經具有侵略性時，次級體系採取平衡的集體行動越具有自J能性。如架次級強權

持綴!將給機自]行為認知為經常性的侵略f!主政策， f1IJ柔f生平衡乎者 可能轉化為對抗鎖線的

!咬住平衡聯盟。

對於次級強權是B已在世形成柔↑生平衡的策略， ):J抗衡炎倒劉紛地位的爭議 ， Robert

Pape 認為主三少萊歧強權已綴針對美盟關始採i技柔位平衡 。 T. V. Paul 也強吉思具否決權的

次級強德拉互聯合陸軍泣，理會反對美協採紋君主事手段的態1吏以視作它們已將美闊的皂、

自泊拒絕對美傲的約1斜政策予以合法化。藉白菜，但t平衡，玖:級

強機能夠挑戰美劉異于在主干預色彩的對外政策。後冷賊!待;泌的次級強模特別強吾爾蓋亞際

平7頁必須具省合法性，例如經由聯合驗與其他腦際多i盤機制的合法從過程。如所以為美

國無法或無念章是自聯合磁授權而採敢對外干預的政策縛，其他國家提供物資綴軍力 JJO

hi、緩助的意顧自I J大為條餒 。 例如 ， 1999 年美惱處理科索夫的街突 ， 尤其是2003 年對

伊拉克的絨爭，部突顯出美廠干預行星的缺乏我法性的授權。美國的侵略性可喜滋主義在

伊校5J!.，間毯上特別彰顯出來。泣的於j缺乏聯合闋的合法授權，許多三是隘的傳統友邦自卡拉

紛提供叢書軒援助，它們認5萬儘管在聯合劉投終于預的情況都只是臨時性的，言語，問題解

T.V.Paul ,"Introduction: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levance ," in T.V , Paul令James J. Wir位 ， andMichel Fortmann (cds.) , Ba/ollce of Power: Thea!":r and

p，αefl叫in lhe Twenty-first Centl吋 ( St叩ford， CA: Stanford Unl間的ity Press , 2004) , pp. 1~25

Pap丸"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l' . 36~37

Pape ,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l' . 17~ 18

Martha Finnemore , The Purpose of Intervention: Changing Beliefs About the Use of Force (It扎扎扎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抽3 )

聶哥3苛捐之為 「新型態的吹過 1 義 J '兇 Charles Kr甜thammer “The Unipolar MOille叫Revisited;

No/iona/lnterest , No. 70 (Winter 2仙212以l3 ) 、 押 5~ 1 8



歇息ii~1笑吾有的權力關係 「染性來禱jJ 的適用 1J

iF:後必須立刻恢復該闋的主撥 ， 吏的況三是倒在伊f丘克問題上 ， 守主未獲得聯合國的&

tf& "
主拉伯平衡的做念己受到4日當說度的討論

學者，存有…{閩中自同點，就是他們都承認次級強權的給合，

短期目標與長期利錢達成的約#il]能力。

泌的能力，平衡的產生技非針對美蹋的某些個別政策，

勢的繁體認知，

的飯控告，次級強綴逐漸認知到權力的集中對它們而言史是吋偷越紋的威脅，

(¥有惡意約1挂鉤，因此，次級強權主治化它們對於三是劉絨脅的認知後，進而終于!相對

力鼓﹒絃逐步探耳fx柔f生平衡的策略，以限制超強的疫力，

險 o因此，從理論的路liJ:ijlTJ謗，所謂的柔性平衡不只是限制美國約某些個別政策，論

是限制美圓足以威脅次級強權安史的盤機能力，如果次級強權互交針對政策，則不應稱

為主良性平衡。

Lieber ~ffl Gerard Alexander則進 叫步舵手可柔'f1平衡的概念 ，

法提出有效的險是最工具籍以區分柔性平衡與

friction)J ' !恕此檢驗主拉伯:平衡的標准:本身傻充滿了錯誤

的J答:燭，其發只是};\'f!t質的口豆豆豆豆，示，或主是受到國內政治的破草鞋

廠惡， i且都不足以擠成任何對於獨紛的平衡 ，

Alexander 特別就上述Robert Pape

交立足協常主機制中的月1總j、經濟手段的紙i/il]、

霸權的做對勢力等

偏向學邊沒義的小司的希執政時期)，均無洽談蠻有柔從來衡的產生。

已經逐漸持自始建緒，兒個則認為平衡聯綴尚未形成，

FlP對於主良性平衡概念的反駁 。 Kenneth Waltz i笠冷戰結束 1 0 年後宣稱 ，

的抗衡聯盟已經緩慢的丹; J淺，

William Wohlfarth

(壞事、經濟、科技、地緣政治等1 ,

強機所形成的級辛辛認知

Stephen G , Brooks and 、.YilliamC 、Wohlfarth. "Hard

30 , No.1

World TsNot

、Na l t2 ， “ S truc tura 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 p. 30

William C. Wohlfarth , "The Stability ofa Unipolar Worl止 ， bJlernαtionaI Securi紗 . VoL24 ， No> I CSl.iinmer

1999)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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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5血犧並未建繪出此被

;我 John 恥fea rsheimer 雖然也反對柔?生平衡的概念 ， ii[l提出 Jill縛

，他認為哇!於

'兩個大洋將其與世界主要強權偏離，因此得以防止美路發

'事質上，美關組M'街游於機f歪 倒

強調美圈是一{自「琨狀 ( status quo)J 強權 ， 對於其他

位此，其他強權不可能意[認形成對抗美國

'慕4，上是針對後冷戰時期 f i逆性j

論營之三主張!寫出E亮的一種反應，其動機不在於反駁

「平衡j方式的豆雇主持界定，以擴張權力平衡的適用

徑。 0f(宮，無論支持改批評柔?生平衡撞見點的學苦苦，基本土司生檢驗後冷戰u寺 It月 2蓋好存在

，都是以傳統的權力平衡各爾提出論證， ~B、 區 的可 戶方面在於試重富有效解釋

，亦即雙方都以相

，柔性平衡與硬性平衡

，但無論選手段對賤的闊的(防止獨綴軍事擴張)、被取j衡的

)，在主主對於飯際體系的界定(尤其是草鞋里售貨力的絕對性，如爽

。如果雙方的豈是別以從於手

)，的於「柔性j手段的多元性，以致於其所欲遂成結

、柔↑生平衡的效皮、豆豆t1平衡的結盟方式

，無法千古紋的加以開答:超解釋。為彌緒

，加以檢驗此類「傳統的J柔位平衡的社革

試協主義新界定柔從平衡籍以強化此一概念

歇盟的對美政策

'是冷戰期間國

，百j視為?去

。美關學苦苦 Robert Kagan J得歡洲與美國視作兩他恆端 ，

他將美國在對外政策上rYJ表現，類J:tl話來自於火是 ( Mars ' JJIJ希臘神話線的中且何J) ， 姆:

星星則為令星 ( Venu s '神話線的維納斯女神)，傾向武，另一個追求和平 o在冷戰時

，冷戰之後歇美郤形成兩級世界，美國為了

、權力政、泊、懲罰傲的制裁、

Walt , ThcOrigins of Alliances
JohnJ.M叫rs hc i mer. The 刃age咚， of Greal PowωPolitics (NewYork: W.W , r、lorton ， 2001 )



歐E星與美闋的權力協係 「豆豆但一平衡J 的i單純廿一 11

以及類似…!字軍東在E等手段，擴大又給釘的權力，反草草i款盟員1j.L;1、耐心的外交、規則釵

戶交章網絡的楚:蒜、以及給自說~~與利F泛的危機處理縛了亨氏，

學的!會閃而言，美國約對外政策深受鑫布斯(詞。bb目)的影響，

態之下，劉家必須t船長勢力 j;J求得生存歐巨星貝Ij)道康德 ( Kant

rn i:克給所尋求的安全 ， 才 能獲致立j 維持長久的和平 。

依照、對於菜園里iH蠱主義圈際行為的批評，

的對外行為，逐漸屁股於意欲成為霸撥的「誘惑J '
地使用武力，因為強化了般人對於美團成為一個單哥德約形象，

關係的誘因。美國良善的名蓋章受到i改革蓮，

的「先發制人j策略]I'!將美關從一個「現狀」

家，因而刺激其他強權形成抗衡美國的聯盟

一個具侵略性質的獨霸形象，美國將郊

區 j命退 。 位 John Ikenberry 也的和如此的設法

為具有某本教義精神，妥協為閃E重新約2完全威脅月1形成的大戰略

{屆世紀來所獲立的m!lR祭結構。明

的看法， HanspeterNeuhold

法，主要原姆是兩者權力的水平均分配，導致美i鑽在敵對安3':議題時

事的念;毯，全球f是乖Ij的，I迢強有較為Illtt泛的安全關切

偽以學j蠱主義的方式，進行軍事的行動，包括以

段，而這顯然與聯合國怒放主持5 1

為美餓i益括前忽視瀏際jf ，M、多邊外交與國際法的合法性，

下，美磁才防i豆豆:也:龍頭際組織內進行i單作。綜合荷言，

權力的過於集中。相對地

室主:~喜事務著眼於多元化議題的思考，包括經濟

更重都非解決傳統2'(3':問題的軍事手段可以應付，

全球角色的扮演上，做段無意取代美[趨成為另起強

多機體系中的三重要一員。

Robert Kagan , “Powertiri.d 、Weakness ; " Poli叫!Rel-'ie;('句 No : 113 、 "' " '' 川叭 叭 、 “ ! ,
Kagan，OfPωad/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lhe New i-Vorld Ord，σr (New York: Alfred A:Kiiopf,
Z削3)

有認絡已京!謂係位學層次的探討﹒參見人lcxander Wend!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IlIternolional 如CUrl旬 ， Vo l. 20, No.1 (Summer 1995) , pp. 71--81: and Alexander Wendt ,Sodal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Christopher Layne , "America as European Hcgem闕 ，" Na/ional Interes人 No. 72 (Stiiriiller2(}03) , p.2S

G. Jolm Ikenberry, "The End of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 ," S lI l' l'ivol,Vo!.46 ,No.l· (Spring 2004) , P

恥的peter Neuhold, “Transatlantic Turbulences:' Rift or 'RipPles?" Eijfopeail· Foreigil· Ajfail'，i'Re附叭 Vo l. 8,
No.4 (Winter 2003) , pp , 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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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i0 l;tx締約三是關與觀:早早志協際事務對各自戰略影響的認知也有所不俏。災區建做主事

…偷越強，過丘吉「去時錢」於!益域jj)j突笛，中，使得美震耳傾向於使用錢大的毒犯其影響力，

做為解決積J突的工具，美劉志{九一…所受到的iH:火紛傷，且在使美關感到使丹:以力對抗

恐怖主義的必變候，斷:提i則長期以來字受到自外於於1求主要 p]j突自 J r箏的P J '歐洲入民

已不顯涉入遙遠又非閱本身利袋的街爽，且無意參與美闊的壞事行動。

然而，就後冷戰將期緻波在空空際的作為來看，歐洲仍沒i新發且還出可能具有平衡笑

龍頭壞透主義的潛力。從欽總會員陸車間機街的蹄，事資源、總早日來看，歇盟的起盟內產主毛額

超過美燭，是i世界第一大經濟自;瑕從兵力{故土u哇，歐盟有 ' CI八十六闊的常偽綴，

遠高於美齒的一豆子四十三萬;綴:盟章!於本身的衛政策的命作與軍事力益的直是合，與美

劉J采取侵略'1'1'建立邊主義的將機約還n把命。 rr uu己轉換之際，歐盤問始建立「歡ii li 'ti' :'i':

綴防衛政策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SDP 划 ， 包括六萬人快速反應部

隊、新的協:1混雙決戰略、防衛政策約關機制， j;)、及足以進行軍事行動以一千五百人為

-~車門戀的設立等。泣從做自身在軍事能力的草草命，以及戰略的提出，可以看出歐洲強化

本身全球從角色的企漪，這也閑錢Mti示歡旦控~Ji!笑藍藍燈勢紹抗衡的能力之f足;斤。

除了吾友就可i政策方函，做闖紅後冷戰時期與美路也從豆豆豆安凶險議屋里， -，官兒賴

在。在劉際1別守主毛主盟主約2史立方的話，聯合協大會於 1 998 年 1 2月£&~寄絡將條約 ( Treaty of

Rome) , Vlii ，l 此 ω址、反革的成立將獨立於各餘的管裕之外 ， 當;在i對戰爭 J8或遂反人道等等

絢爛案件的具有司法管給權的主際關室主無法立足無意處煌的，協險?你真正主庭的Jill] ，'l檢祭

宮則有權將嫌犯予以起訴。重盟際刑事法庭的概念就是一一{路從長自 pj}~ riAj ]£t免權力政治的毛主

布斯尼、愁，移將到綠役:式還普 ttt干IJ Zp與規純的恩怨。然而美圈[唯恐其他吾皇家思為政治

動機，利用該法縫起訴美倒很制或室主文敝人鼠持此要求斌聯合劉安:Em會主I於關際

刑事法庭案件的決策懼，使得美綴得j;)、擁有否決權， ["11待 三是i蛇頭持該法盟主獄 ? 美l獨特

殊的豁免銷售 o盟主旦控貝Ijfii;此一法庭的擁護者，技抱民主三是區的到入。

另一個經常被引用，做為投訴美國學邊主義例子的是歐美在王震保議題的爭議。對

於規章iiB造成溫室主立ff!Jj主恆的二二氣化碳N[放管制的另一部議定誨，美區重始終排斥該議定

還所去見範先進工業協家排放攘的i偎在頁，立iz :'t"1於萊些閃發 re[]獨家得以豁免於排放登限制

的特機表示懷疑。此外，對於禁止使用地螢的渡太華會議協議，美國認為地具有不

同的手里頰，不f!!Jj -1't\祭止來歐洲區盟講話所製造的傳統地霄，絞?活造成平民誤區錯，釀

成重大的人道向趣， {段是美國所生產的「智7@~~.月( smart)J j也霄 ， 能夠自我毀滅 ， 不會

造成類似的r1jl趣。也7旅美綴仍在戰略lill也使用地為，例如絲餒，[益此美巨富反對海太華

協定。

上述政策只是齡全球苟且給與美翎態沒遇與眾多案例的-部份‘主後冷戰時

叫Ilium Drozd祉""TheNorth Atlantic Drift," Foreign AJj I:Jirs , Vol 帆 No. I (J un.lFeb. 20(5) , pp. 88~98

千古綴耿直:1的織政策的較合 ， 雪兒 N icole Gllcsotto (cd.) , EU Securily and Dejence Policy: The Fi月 I Five

Years , 1999-2叫4 ( Paris: Europe:m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悶，2帥5 )

?歐洲重重際評論，寄'1 3 ltfJ {2007 何 ?

有串串美風在後冷戰時期關條眼線總系的半球戰略，學兒志，

析 J '這舉基金會季刊。 7 1直 3 ( 2006 年 ) ，說 3 7~ 73 。

「論歐洲



眩耀與美闊的有主力罵自係

粥，美敗之間存有在其他議毯上的歧獎。諮要強哥哥的遷，正是美閥混:這些議是fUJi益將

與其他強權不同的態度，以及次級強ff~j采取茱種形式的合作j;)、的黨員與32闋的直至兵，至在

加3虫i !::美 區望做為 個獨輩穹的f好象 ，

法庭為例，正!泊為美函f慰藉強大的譚力﹒

的j克車日 ，

美區里未來!有兵所滋生的深遠皂、祕。戶jJ玖玖吾吾吾蠶豆E"~吉為例

的特殊經濟型態與消't!x綴式，以及高度

與其他協家研究不同的結論，

的壘。這段例 Fj;J、沒其他還要做23月議題﹒

花立四寫文致力於捍衛此一地{吐不受威1'1

策略規iUtl與行;這樣式均與他看不同。

國際角色而寫

的看法，不論是京都議定謗、 i笠太哥拉協議或送其他的議題，

合其他角色，刻意拒絕美國的條件

反對大部分 Ig思主艾滋兒時

美軍車與其他認家的經I突，尤其是美歐之闊的歧見，

以解釋

i學主義干子所遮路 ﹒

的考景時，較為制度性的染性平衡之遂笑，成為1可能

柔性平衡模式，

的解灣

看i於對於超強壞事政策的剎車守 。 然\f前 ，

非針對美麗盟軍力的終于!

為。從此一角度出發

新的意涵。

紹對地，三t:3N歐盟在後冷戰時期就飼際j返大議趟車的哇美關採lfx分歧態度的狀態，

但波未形成對美菜單菜悅之手衡的學名也認為，美悶在E!衷;隨巨富際經系中所扮演的夠使1

其他立法ffll對此角色的認知，

冷戰的刻，尤其是}L也之後，

家過星星的單遂玄義作法，

是在九之前成之後的後冷戰的i豹，美鼠就讓大軍事主義建ifiJj採敗的作為，包j?i第一

次波斯灣戰爭、的f?iJl研 jj{夫lwj爽、民~~穿皮恐行動、

反豆豆豆暫的利益，

Bernard E. Bro\\η “AreAmcricans from Mars , EUfopeansfrom Vcnus?"AmeriCGn F.οreign Policy JII!ω凹的

Vo l. 24, No. (J (December 2002) 、pp.48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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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反對染性平衡者而言，

。一般而言言，歐洲國家無密、粥

，美車站在研發上的投資是歐蹺

，激美的差距益形明顯。司主張歐豆豆並未形成對美關柔佼平衡的

且與歡巨星真正足以平衡美闊的

，歐洲國家領袖常提出以獵際多遷

，甚至提上封建立多極協際體系的三主張。歐洲灰意對於鐘

，也表示支持。混但是為了達成此項臼標所瀉的w，事支

的，

詮 Lieber and Alexander,"Waiting forBalancing ," p. 133

EuropeαII Defence: A Proposal for a White Paper (Paris

EuropeanUnioill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弓 ，2004) ; Ethan B. Kapstcin , '"Allies and Armaments," Surviν0人

Vo l. 44 ,No. 2 (Summer 2以)2) 、pp.141-160

Shadow of Locarno? Why European Defense Is Fuili月 ?" International Affoi月，

Foreign Minister Dominique de Vi !lepin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tor

Strategic Studi阻， Londou , United Kingdom, March 27, 2003 , <http://www.iiss.org!conferencepagc.php。

conflD=56片also， Erik Voetcn ,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Logic of Security Council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 l. 95、NO.4 (November 2001 ) , pp. 845-858

依闊的任 2003 年 4丹 J1r傲的民意識顯示，約有七成民主主支持歐問獨立的安全與防衛做策0 多見

<europa.eu.int/constitutiOI1! futtl叩m/documents/other!othO 10503 2 凹pdf>



軍在巨星與笑蜜的權力協係「柔↑生平衡J B'"i齒間從 15

歇盟的持續擴張，也對於歐盟去是否形成對於笑皇宮染性平衡的問題

自 J影勢 。 從發力而言 ，

給t努力而言 ， 歐盟己成為全球第 川大經濟發 川旦是

淡的決策過程而言，豆豆多單單家的血日入也使得共誠的形成Ji!':lJrJ複雜化

區目中，其中有八個原為共產政權，它們夜成為民主巨富家之後

保棒，因此這段中來齡:1錫里拉在安全事務方i漪，

~H~伊拉克的街突中 ， 中草鞋歇殿里主加入英國 、 西班牙 、 義大利

洲內部支持美龍頭侵略伊拉克的聯殼。

此外，臣，盟與美區司在質際的全球利益上， '這

易對i i主三兆美元 ，

半，

言，歐授與笑劉志t維護協域安全， i宛如中東地區 、 i渴豆 、

戶丹差別的僅遙遠成利鋒的方式;另外，

武恕的擴散方面，歐洲與美圈也都具有同樣的百標

另外個隊洲與美關i逆不必然走向對立的錄鼠，

方存有深厚的宗教與文化的共享築嗨，包括基爾文明、文藝復興、

的自由主義，以及崇尚民友、個人主義的人權、

推動外交與安全政策最基本的道德價值與利錢考量。

展出相似的社會。

的，

復i概念上

中東周家與區:掛曲力i車作的關係 '

問題與研究第的毯第 2 期 ( 2002 年3 月 )

妙、1時 ，

有獨紹:諾貝美闊高度的終濟互動，兒 Drozdi站，“Th e NorthAtlanticDr氓 ，

Philip H. Gordon “Bridging theAtl約1IicDivide;"Foreign Affair芯 ，

70-83



16 I勾起吾與你究 第 47 卷 第 2 詩 路 97 年 6 月

'囚』七﹒終mmd言，歐亞皇並熟悉:也無力

，以及斷克逐漸加強綴

，已經使得緻捏成為一級i=I益q;;婆的全球除角色， r} jJO J: 1%2盟所強

(柔?主力量 soft power)' 以及終殊的協際身份認同 ( 公民強終成稱

，幾乎已

(辛苦非唯一)的檢驗對象。然而，如果我們持品質

，雖然仍能學的歐1i星足以發揮抗衡美

鷗錢三主義約{夕的壁，很仍只有以下問題。車子，依照傳統憶力平衡與染性不衡的觀

點，做PII至今譜、欲抗衡炎屋里般沒壞事行動的行為，案例過少，立並未形成為敘的抗

側的學界在美國玫H伊技史事件[二

，使得不同意見者之問主義生學術以外

;第三'的於歐洲統合進程的障礙

似乎使得做lVri主J lfgl美麗君的能力相對弱化，道 IT百降低了主張敵

為有效討論il!j )j IJ質體(如歐盟)是否形成

，勢必、重新檢視與界XE芳~t't平衡概念的內惱，以擴大此一新

, I已重堂w柔VJ一平

，以及政策的惑:泌兩方

，或是t采取軍力提fl- tu~l:I主

白的

臼的認定。如果克的主能夠

撥兒採Ii)(辰1街其他毆家去?煌的?苔，盟主!tt，高式的作為波紋全球的平衡[Ii咬不容易發丹:

, H日這偷越強Bll變成做法

，發展五至今的采役中

俏。首先， 1?，r'J.極麗君 自草綠系中絨

線路j大的!伏在章 吾吾必定發!沒 tB ZIS ¥f!]的作舟 ， 因問i主持rr衍生 Hit登在于滋生變極或多極關

條II空系的辯論 。 發 際的Hi\!咒 ， . . ~不必然的]問傳統權力平衡經論的預測而發展:災次，菜

做平衡提供主I於 Pi斗梭i J 概念豆豆 可 界定的機會 ， 傳統理論對於平衡的界定 ， 幾乎完全



歐WJ. t!ik三是闋的機力給係「染性平衡(I'Jl島海的 1 7

著亟於望Z豆豆力翠的仟I I謝因奈，但對於主持i時代所存在完全不同的溺際問利;這互動綴式，

幾乎無解釋的能力。然間，

平衡無法也說的愛戀

述的論證，仍1')'哥哥解釋上的的緣。無論是傳統權力平衡.£'ll論

在t平衡紋的界定 ，

:fJJ 約的成本 ，

為右，也於現代l鐵路~ff體系的利 _ft:主己 m{E多元化，

次絞螢懷有可能以3竭力或聯合的方式，

最後，

主動與被動的色的區分，

的策略，但對於其他次級強權，

因此容易成寫「主動J次級強jj'JHjL樣的對象，

上同時受到威脅的次K~B的密的

因此，為有效解釋後冷戰將翔的餓時言行為，

][(;)\Ji險投jlt 界定此 概念的內涵 ， 賦予新的定義 。 第 一

樣j采取對自語務榷的手段，而 ff!!J撥火檢視手段對!您的問

候變遜、台g~)求政策等。

係，如果次級強權的軍事疫力與超強的是£Eij鼓火，

法有效形成抗衡wm係，臼

以與美關相提並論的認生n 0 緻:星星 {E ~ I' 守J: :Elt~政策宜~U或監考 合2月主力的提升 ，

被敵 _m!.在全球主義是車上的關鍵影響力

深遠/iE]，澈 。

和、危機管王迫與人道救授等三星星空，任務，歐盟均被視為j希望喜的角色。

行動。假皮士也'

的同的，亦Ill]超越效率的級路，貝司得J;)、解釋險惡:在 jjEj]:部

係。另外

強與次終目的澀的讓事「ifj稱j晶晶係，

r~f對稱J 的綴係志向入 ，

第二，

外 ， i&]須參的經濟 、 文化 、 科技等發力 )

全球化的趨勢，

是最守主重m<r家5至1單身的!唯一僚機，也非畫室友婪的思主持，

劉家豆豆室主體的質力。以歇豆豆豆豆例，

向上，包括經濟的力殼、劉際EEf甜的主導力

麼，歐盟主i少j主織與美m<rIR近 r 甘 手們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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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國持綴採紋

，這將使得美劉意闖進行軍

「探險j的目是邦減少，技進而銜巨變英國在給!濟

如果次級強樣使用豆豆f是平衡的策略成為一個長期的模

，則磁燦甘體系的事古構將有可能從 'If!極轉變為

，不論是支持或反對美伊戰爭約閩

、北祿等國約態度，斌予高度的關切，並試爾以聯

例如，顯:盤EI3三倫大國代表主

，進行軍

，使得以色列在依

，因此歌盟在此一議題上得以平衡美

(三軍事)的標準(例如多元主實力) ?後

, !2盟此我們很容易

，很是如果我們將鐵條鰻

償傲的教播等因素納入考盞，則必須

，學極關際

，對於討論有關

可以獲得進一步的除解。如果將主k'f'E'p

則主良性平衡的軍區區得以從次級強權讓純

的，由於羚皇軍事面向在權力本質內;預約旦重要假日增，也也

使得歐星星在處理重大國際事務時，

且衍生的真高度自主

，包指美闕，視為甚至處理重大翅儉學務

或是「對手J '亦即歇盟與其他強權問的相互關係 iiJ能是

閃而做~盡可能採取與美劉「相似J jjJG I招兵j 的態度與政

歐巨星已將美協視 f乍一假強而有力的

，主要建立在歐巨星逐漸

，以及1z;j\1龍邊吏

，更加強化了美磁做為個獨立育約形

，加強歐鐘以及其他次級強權夜之

，產:'f.針對美國非單單面向

從大幅增加的關防預算與支軍事

中共致力於授與相較於美闋的給對權力， ilt可能在未來形成對美

的長期平衡策略。中共已經發展的教頭予以抗衡美國!!I!.j舉主義的瀉千笠能力，包 f吉利問



歐盟與美國的權力 litJ係「柔性平衡j自]海為性"

翹際多i壘機制 ，

存底以支持歐元、

函性戰略夥伴閱(系。

全問性的合作，包括圓防與太空科狡，

中鷗武器祭令，以及可能因此衍生的買主事合作。 ill是更為重重要的是，

以外，已終闊始進行多元函間的說€!J£合作，包括太空與衛笠、替代能源、等戰略性科技

的共向研發言「瓷、公民社會主的話的主丟給建設等，如果中、歐兩個主要次級強撥未來遂

漱建椅也軍事或非軍事的柔性平衡聯盟，就叮能衍生出抗衡美屋里的力量。

然而，美國處迎重要圓際事務的態度，尤其是對於可能挑戰災區盟的次級強權之潛

在競爭者，美國的認知與對應，將是決定采tl:ZP銜接至硬性平衡克是否形成的友誼司。立11

軍事議題 t都採取強健拾級，則相磁的次級強權 if守可能產生相對賤的強硬態I笠， ililE.
次級強權祠的非正式聯殼的成形更可能發生。另外，如果三是鷗執意將冷戰對峙的型

態，移槓主IJ t主冷戰時期，例如將中國視為潛在競爭卷，員目中區自勢必也將美國線為對

芋，詰呂給弔設立三

、處

理i亟城事務的 防的 、

才是形成平衡的主要原闖

{收抖 9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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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可S.-dominated P()st-Cold War unipolar international system , the

shifts between the second-tier great powers and the

as a systemic balanee , will have great impacts on the

endurance of the curnont international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power" is a stabilizing factor that contribute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regional stability as the great powers endeavor to

prevent concentration of capabilities in one or a few nation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istribution of power ‘However‘it seems questionat、Ie when the

conventional “balance of power" thesis , focusing exclusively on military

balancing as a means to maintain military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among the

great powel 忘 的applied to the inte叮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its

juniorcounterpart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mong the post-Cold War

second-tier great powe間， the European Union plays a velY special rol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Europeans share key cultural and religious values

with the Americans, the EU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ts own global strategic

status by expanding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power, inclu益mg ItS

adherence to multilateralism that places the EU in opposition to the U.S

when dealing with crucial global alTai凹 . While the Europeans might place in

hannony with the Americans on some global issues in the Cold War era , their

吐ifferences over major disputes appear much more unbridgeable than ever

before. The fact that the EU and the U.S. have been divergent on key

international issues indicates that some form of balance may be emerging

Yet , the conventional “hard balancing" theory cannot explain the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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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balancing exercised by. the EU

attempts to propose the “so立balancing"

the second-tier great Dowers that

Key.words: European Uniol1;· balance· of power;· soft

American relations; 1l1uJtilateralis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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