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宏的…

易關係’不管是自願還是被動的交易 行為，不得

蒙面臨生存與發的近日堅迫，卻又因 交通運輸留

二十世紀之大千世界，由於海空運的開展，

不迎客納寶，以但進彼此經濟生活與 社會發展，

一一一百﹒軍

空間還漸縮小，形成所「世界村」、一地球村」

依賴的關係

（HZ吋閉目巴但可由
Z 口自Z凸出），國家 之間因為突

（2og 一／之一一品。）之景觀，生存的範圈益顯
形得
成了二十世紀令日世界所謂相主
侷企，整個宇宙卻呈現在我們的眼前，等待著我

，政府與政府的權力爭奪，一日千里 ，這種穿透

破藩籬國界，交通頻繁，人與人之間 的利害衝突

，還見山高月更闊」，但是現實之環境，真貫的

性（可由Z由、
H出
d〉→－
OZ ）的力量，在國際間，無

「若人有眼大如天

情景，卻又使得各個國家生存空間相對的狹窄，

與倫比，合則禍福與共，分則互相傷害，二十世

們去探索，誠如王陽明所說

而國家間壁壘森嚴，人與人之間疏離淡陌’不容

紀人類所經歷互古未有的兩次世界大戰即是明証

當限制，這質國際關係之一大弔詭’各個種族國

許國家拓展疆域，人頓開天闢地的特權受到了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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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引論
共同學科期刊（創刊號）／民國 78年 6 月

一位有一且知且具撞見的人，不禁要間未束的

空言”，蓋因世界已經縮小，地球己可鳥轍，形成

際關係學界中，控荊斬輛，為我們樹立里程碑，

答，也因為如此的期許，更因為過去的學者在國

關保的學生不得不面對，更責無旁貸的要試圖解

這一連串的問題爭議性很大，但是卻是今目國際

如何掌握世界的動向，人額的新希望到底在那裡？

組織互動關係下，形鹿一個新世界

界進化過程，在現有國際成員個人、 國家、國際

際社會增色，假如人有未束，我們可 企待未來世

其壯闊 1．新的事物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更替國

去的歷史，何其短暫！未來的國際社會發展，何

、圖室，世界息息相關，槌國際關係角度看，過

世界如何？世界曹展的連度，嘆為觀止，我們要 地球村的新境，今日世界大事，無遠弗屆，個人

值得我們對錯綜撞雜的國際關係’撥雲見日，設

日喝喝。己心），嶄新、勇敢、美麗，富革命精神

古 σE 〈白

立了指標，藉過去的人士社會學科中，闆闢了國

之理想世界。問

二、探義

「國際（ HZ寸閏月2 〉iDZ 〉「）這個英文單

混亂、亦撞雜的國際社會，寄望走向一個多元化

之間」’就有暗示「闢係」的意思，

）其中的前者（ HZ4
出自）本身即表示了「相互

入其間，所

H

HZ4
〉Z
「）
由自由→〉→目。門 HZ→田間－Z 〉、
Hd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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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關係之個壩，這種嘗試在過去也許不可能，在

會日因為「時」與「窒」觀念的要破，科技、貿
昂之功能，值得國際關係發展迅速，學者為學術
闢新墳乃水到渠肢。

、組織化國際社會。值得國際社會的成員（包括

Z4因何）看成（因Z4出自）則更有進

字，我們如果揖閩東看，（盟吋冒出 Z 〉寸HCZ〉HL

人、國家、國際組織）等而有序，國際關係繁忙

以槌英文字母看其明示意眛圖與國之間、進入他

一個猶

而不混亂，並企圖達到一個理想，有如中國古訓

圓圓境之定義，其理不言可喻。至於今日吾人多

H

所示「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個理想融和宗教的

把（

如果把（

熱恤，讀梧的情懼，這種敢情的理想，設非徒托

這個「新壩界」就是期望我們在今

..

釋為國與國之間互動關係或國際間。一倒
4
〈RE 旬CEFB

在國際關係被廣泛的義時，哉們常見的相關
的字眼有世界政治、國際政治，（
〉且門口付。門gtog －吧。－Eom
），基本上這些詞

，其為美國國會通過之國內權宜法，卻能用來維

繫與台灣的非正式外交關係﹒行國際法之賞，內

7 ，至若霸權干涉小圍內政

政與外交在國際間就是如此撲朔迷離，一焦不離
孟一二孟不離焦－

語與國際關係是同義字，只不過在語氣上和範圍
外交﹒在過去到現在芝閏際社會，仍屢見不鮮﹒
層次上有些一許的差異而己，在以下的揮討中，讀 阿富汗的內戰即至為明顯 c

項成員的互動關係’其次所謂的關係是涵蓋內政

家間是包含了國際社會個人、國家、國際組織三

楚的指義，而所謂的關保為何？首先載們說明國

乎簡略而立嘍昧，因為一國家間 1
一就並不是很清

指國家間一種車數種的相互的關保，這項定義似

自主的國家，藉外交代表互訪或會談 ，達成國際

過程，無非希望促進政府之間互動關 係．，以獨立

活動，大都是政府組織間之規範行為 ，而活動的

時期的外交、戰爭時期的軍事行動， 是大種政治

界政治、國際政治應該是指一種活動 ，包含承平

所自從定義去了解，在們可扭捏清蓋了解世

與外交的政策層面，特別是指關係影響到其他國

之尊嚴。

協定，這也說是十九世紀研謂的國家主權與獨立

者可略加區分，而了解什麼是國際關保呢？其泛

家的外交政策，且及受到其他國家關心的內政闢

，卻受到美國國務院的「關心」’甚至國際特赦

角度，則模糊不清，例如古巴與北韓的人權間題

易關係’內敢與外交的界線，就過去國際關保的

於國家與政府的上層機構，落實於下層的社會民

機構與代表，甚至地方政府等多重關係’而不止

落實於社會組織團體如﹒﹒政黨、企業組融、議會

滿足於國家、敢府間的一種國際活動 ，還要發歷

但是二十世紀晚近以來，國際關 保已不再僅

組織的質難。又例如中共屢次抗議美國對台軍售

間組織成員，這種包含政府與民間的多種國際關

係。在今目國家盡除政治界碑壁壘自增進一商業貿

闢係’而台灣關係法（ 4巳芝旦出已丘吉凹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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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例如聯合國，可從其分佈世界各地之組織

’這種國際文化闢餌，使得國際社會更加多影多

oz －），替國際社會添妝形色，更豐富國際

（如 教科文組織），讀其表現之風貌，其植某

係，最近二十年被稱為跨國或軍國關係（斗
關係的意義。看今日台灣一商人多彩多姿，穿棲世

於過去人類傳統文化，國家之結構，創造了更嶄

EB

界各地，使得中華民國乏實質外交具體而微，（

新的國際文化關係’充實而健全國際社會之生活

呂立

罰單。口門的白的H
巳ZC
值
E的可），雖然中華民國與世

與體系

因此國際社會的形形色芭’影響 到每一個國

。

界上大部分國家無正式外交關係’卻並未阻碟台
礙台灣成為世界第十三大買易圈，「台灣青蹟」

又影響到它的國民的生活，事實上

使中華文化

，在西方的

家的生存與發腫，而每一個國家的生 存與華展，

能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明白過去所謂的國

「艦炮外交」之下，中國曾經算力不

即說明了這種跨國關係的風貌。
際故治、世界政治﹒’與今日之國際關係之章含了。

受到西化和影響，不幸的是中國依然 要面對此一

政黨，但在國家之外，在國際層次上，國際組織

國家主內，有許多組織行為包含了政府、團體、

後春筍，其功能在聯繫人與國家，揖補空白，在

國際社會的新成員（阿三日〉

國際組織，如雨

也由於這種跨國關係’東西文化交流，使得

生活，要滿足其經濟的需求與基本人權，同時無

，對外固要講求國家安全﹒，對內則要 能繁衍種族

家政策與生存，所以一個種族要避兔 其幢大屠殺

．，對內而言是靠人民福利與社會的正
義來支持國

安全為重要因素，一般來說，這是對 外抵禦侵略

我們常以為國家是人民生活之保 障，其國家

事實，西化與加入國際關係之體系。

適時發展出現，創造了一種新的國際文化關係，

論對外的國家安全，對內之社會福利與正義，其

三、文化與生活，也

各個國家文化、教育，可經由國際組織運作關係

目的都是在維繫一個稽定的社會秩序，國際社會

︱

’角色的張力，比個人與國家更能充分發揮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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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的

’答案非常

q

法←精神一現代化之重要因素。日

所以國嘩關保不宜影響在們的生

在們了解國嘩關保，真連車國際社會

c

在適應國際社會的動棋、態度、過程 ，更會影響

活，而我們

化生活之障礙困境，亦是吾人關際文化交流，無

這且二矗小朋一的文化生活，固定菩入了解國際文

亦種如此，期待建立相五依存之社會，川叫維持其 －訐跌打損傷之國惜當真缺乏衛生瑋墳之餐館林立。
繁榮和諧。
因吐為什麼在們要研究國際關保
清楚明晰，誰扭扭上所言國嘩闢攝影響在
生活至鉅。
研且比較生活興土化而言，中聞單（己本對西

化或國際化的目望之道，起前提心實相缸，過程研
國文化與國際丈化關保之衝雯，而中國在今日海

解決國華問題，因為我們苦讀期國際 問題之所滋

要適應國際社會生活典文化，應該更 積極事予去

在今日控謂哥哥詭立國際世界，一
個國家不僅

峽兩岸，還在揮討了解中國文仕典國際文化闢係

生，缸其所眩，在們才可且安排我們 的出路，而

極不相同，日本在垣暫說拒之撞，隨即擺脫了本

之衝亮，這種苦悶的車擻，河萬之種廣泛討論與

沒有適應的困難，我們個人的日常生 活也許不需

如止積極態度，但是一個國家之外交 故章，則不

重視，即是一開。証明 7 中國近代史一再重權的﹒
c

民接立場﹒，而中國人普遍喪失了文化認同與尊嚴

之挂視，日本人也許喪央個人尊嚴，但並未喪失

外輿揖外的偏見，自本早期雖遭受西方國際社會

外交政策回應，事閩、必然。至於國際石油危機與

九七大限之陰影．，而中華民國之揖親政策、彈性

海外，資金轉移，股票狂跌之大風暴 ，造成一九

制」尚且影響到香港全體居民之生活 ，香港移民

爭論

，殆為不爭之事實，西化僅是了解國際文化闢係

台灣股市「熱攝」之攝入但都說明了自上的論點

得不作如此之考慮。職是之故，中共 之「一國兩

之手睦，並非向西洋俯首稱臣．，中華丈化何其壯

，國際關係影響我們的生活。

草動樓上東講，日本西化的心態，無所謂仇

闊偉大，但絕不是表現在滿街廟宇神棍，更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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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大會，為人頓歷史上最早有紀鐘之「限武談判」

史上已粗具胚胎。例如宋國與鄭國大夫提倡之明

前五 世 紀 希 鹽 城 邦 ， 斯 時 其 戰 爭 與 和 平 ， － 概 念 歷

講國際關係殆始於中國春秋戰國時是西元

，並非空中樓閣之理想

，則建立一「大同世界 」之國際社會 ，勢為可 行

庸大道，整合貿易障礙、政治紛爭、軍事之對抗

西方文化有能走向中國自古以來，文化融和之中

族利害與強調國家利益，商業貿易衝突亦不斷，

研究國際關係方法甚多，有傳統 歷史研究法

四、如何研究國際關係

。

與「武器管制」會談。至於蘇嘉興張儀 A口縱與連
檳之說，乃為說客季辛吉的穿攘外交（早已己的

〕V乙
ttcEm
O之濫觴。略目中國的寮漢以來，
英雄之職志為統一中華，邊有文化之中國，而無

事史、現代

國界之中國，意即僅以文化疆界畫分華夏夷狄，

史等，地據戰略學另外如科學學涯， 現實學派之

包括國際關係之歷史戰爭史、軍

而不從國界壁壘來畫分疆撮，欲間文化融合異接

權力說，和平研究理論，科際整合理

川規範之分析

為「規範」與「科學」二個範疇，茲 申論如下

研究國際關係方法雖多，大致可 化絢或歸納

論等。

於大中華寰宇內，因此國際關係之理論概念自然
就不 為 中 國 人 所 重 視 了 ， 蓋 天 下 及 一 家 ， 華 夏 夷

狄乃一族。
西洋則皮之，非常重民接甚至種展之區分，

之一般，至若大不列巔王國尚且畫分英格蘭、蘇

千年，猶不忘復國，建立民族國家可見種族主義

的真象，先前母及到價值的問題，我們一舉可以

（會包括的。口已
F ng）。我們期待了解一件事

之過程概分為

任何學樹都有其社會現範與習慣 ，而其認知

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之國境，則可見國家壁

界定事件的真偽，但是說們卻很難制準「好

國家之界線，固定為武力之征服，從猶太人亡國二

..

「壤 」之分野．，而所謂「期待了解」就是對一件

」與

「期待了解」與「 事 實了解」

壘之森嚴。
今日世界紛亂異常，戰爭頻繁，過份強調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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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範’為了維持此價值規範’而盡漸形攻其體

面說了「好」輿「壇」之義理，矗立其社會生活

明」’任何一個社會約定俗肢的生活方式，誼是

際關悔之政治行為，是在展現人額

這種揖輛車直蟬，可稱之為科學的經 驗分析，國

歷過程，則非車撞之組融整理，則不知其頭緒，

之一預期了解一草一先見之明」，但是事情之經

在們對事情的價值判斷，常常藉重以上所述

系，（亦稱典範或架構），國醋闢係現藍研吏即

（可EF訂），這種經雖是謂人頭傳統生活翼文化

事情作「好」與「撞」價值判斷，持有一先見之

在了解國際社會諸般倫理，形觀，自然就無法擺

A可日世界分別由各民
，主（共同生活在軍宇海內，

之經驗事宜

脫國家社會價值與規範體系之規梢。例如’，東西

問題（因但由于宅
模國家表現不同的凰惰，研究國際關 保之輕屬事
S 己即在於國家行為之不間，道
聶輿倫理價值蝶異，而其人權工－ FEz －F且至二） 實，即是拉出國家故治行為的意義和理性的模式
價值觀念的爭議最大。所臥規範分析注固定幫助在 ，如果說國際關保是一種國際社會生活之經驗，
在們即是要了解這種生活經驗的理性社會﹒，一一一﹞祖個

、選擇、聲靖國際社會「好」與「撞」的價值，

理性的社會旨在原則性說明一個較完 美的政治秩

們了解國際關保中之國家行為倫理規範’去指認

使故們有「先見之明」 o若比較美蘇外交政策，

序為何，不可諱言過去人頭傳統政治與社會理念
，都捏位令白國際關保理論者研覽材料 e，而經驗

現範分析可幫助在們了解其社會倫理反映，與國
風俗習慣等約定俗成之事物，義們甚難作經騙的

架構。所以體驗分析對國際社會的特性基於一一種

分析研吏，以笛卡爾式的理性解析能力，對古往
令來政治理念與國軍行為特性，著阻於芷（體系、

家行為之風誼。換言之，倫理道龍、法律規靶，
解析，從而認清上述事實真象，則必讀佐賴「先

假設，第一

為個人在固體社會之生活方式，政

見之明」規範分析去作價值判斷，釐清是非曲宜
問科學甜析法（經驗研究分析）

，明辨善惡真假之事曲。問

國際社會之生活特性行為，而環境保護即是人額

治行為與義務的關保．，國際驢謹、國際貿昌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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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關家如何運作國際政治主動關係’安身立命

共同之責任。第一一 國家適應國際社會的特性，

斷了解，並作一預測，然後界定，形成理論或形

代科學分析過程中，充分運用之方式，解釋、診

是界定概念

一言以蔽之，科學理論分析，是 有系統的了

口 。。

通理論假設
立的），組織其系統闢係’打

解經驗事實真象和其關係。其步驟
（3

（F 立即）的依

式，而理論又可為下次機驗事實

國

懷。仙

於國際體系之中。 mw

因此經驗分析是要建立國家行為與國際關係

？

『 EECD m）為一言之成

之科學理論，並對其體系作需試性了解，並視此
一體系成員（ EE －呵
－。

理組織結構，而推論 「國際社會」存在條件

與事實真象的噩噩，建立相互關係

0

人造

際社會成員是否充分享有其社會權利與義務？國

衛星的軌道運行，即是依照經驗事 宜 物理世界和

但是我們也要提醒一下，國際關 保或社會科

海光等極力鼓吹。

其關係而設定。以上經驗實証科學 會 為胡適與殷

之 橋樑

際社會與國內社會之分際可此一社會是否趨於成
熟？
因此國際關係科學理論即是以科學方法探討
國家如何生存於

學的科學分析，並不若物理自然科學 理論堅實，

國際社會之真象，這個真象是

國際社會，國家行為與國際體系關係’並棍據人

有人戲稱國際關係的理論架構為半 理 論（皆旦，

能力．，但其觀念定義曖昧不清，與經 驗事實出入

類傳統經驗與規範’尋求更完美的國際體系架構。
事實經驗，經由公平公正方式，間接或直接的觀

很大，焦點距離無法充分掌握，所以 國際關係的

Fg 門可）分析，僅有租糙架構，雖
有遠近透視

察，証實理性的假設故分析，是事實經驗，而非

概念與經驗事實世界，形式規則是否一致？比較

事實，概為排斥之對象，讀者不得不引且為鑑，

楚明白，例如戰爭與革命是國際關係正常現象，

他們彼此關係’實在無法如同物理世界的關係清

﹒’

至於傅統科學上的歸納、組織、演繹，無不為現

向壁虛構

哲學的玄恩與文學的想像，若非經驗

經驗的實証科學，其知識是客觀而可驗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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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過去並無此種實例出現。

科學的盤磁分析，雖然企圖客觀、理性、科

還是例外，如何經由統計來作科學分析？至於國
內新聞界提出所謂的一彈性一外交政策輿論，可

學﹔然而在國際關係領攝其幾乎無法避免的使用

7

。

之價值，並逐漸建立其型式 ﹒以作為科學

二、科學方法以觀念之定義， 分析駐金彼此

價值關保

一、科學方法界定基本的農念 ，叫了解不罔

關係方法之一﹒其要點如下

即使如止，科學分析仍不失為 最佳研究國際

一主語意不清、沾染價值取向的辭語。

這也是無法用科學界定，

是何謂「彈性」外交

彈性外交與「漢賊不兩立一之關係’是誠如新聞

界朋友所說的絕對互相排斥，而其中無其它變數
（〈
REE8 ）？借用中華民國外交部長連戰在

答立法委員質詢為例，連都長稱其從未使用一彈
性」字眼作外交之說詞，但亦不反對別人如此使

用「彈性外交」稱謂，足以說明了此概念曖昧不
明。革援引中華民國外交部與立法院對「雙重承

。

三、科學方法且其相關型式， 建構肢一「理

方法方法之基礎與本質之繫

外交部是否打算在不違反「一個中國」的原

型」或架構，以觀察世界之 諸般現象，進

認」模式之爭辨，可知其價概

則下，嘗試以「雙重承認」作法來突破外交困境？

而了解真象。

戰表示，外交並無固定理想型態，假設性的問題

重承認」的機會，外交部固定否願意嘗試去做，連

各個民族國家之倫理、道德、風問容易比較，直

得吾人對歷史、文化、意識型態可 以學習

同的取向、方法、與價值標單．，扭範的方法，使

綜上所述，規範性與科學之方 法，各有其不

難叫回答。而在答復中一再重撞他以前所提「雙

接而明白，此之謂傳統規範的方法，歷史彌新、，

體內容。不能成為政策。至於將來如有賞現「雙

重承認」在理論和實際上都有困難的論點。他說

廣泛為人所喜愛接受。

，

以及

，各方此觀念的認知岐異，理論上便有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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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長連戰昨天指出，雙重承認的誼作並無具

..

政策之影響、範圍，以及其外交國肪故聶立困境

－’和訣策者面臨其外交國肪困境所作的故擇、所

科學的方法則探討物與物，事與事之間接連
作關保，對了解國家政策，經濟潛能、製造業之

訂的政策方針﹒’和對其過程之研究分析。

與架構之建立，利用現代科技與查 詢 之廣被，作

公共政策研究，其目的乃為決策 之分析過程

能力較易掌握，藉科學方法了解國家利益、戰略
目標不失為一捷徑，亦為國家發展科技之「工具」
’興建立國防武力之「利器」。

問題之解答與填充材料，就好比雷達
目標「鎖定」

前，需要充分的質詢，正確的通訊連 聲，最佳甘

冒風隘，作出「致命的一擊」 0
所斟公共故策研究實乃對政策或訣策之目的

五、公共政策研究方法
所作的研究，對於個案，失之於籠統，而無注變

，方法以及兩者之關係’都儘可能 尋 找最佳之解

以上兩種研究方法僅就國際關保之一艦適則

通處理，傳統規範研究與經驗科學二者孰重？何

決之道與完備之理由。

國家行為與國際關係之不二法門， 並 對不同規範

總之，公共政策研究為外交決策 者研究現代

者為先？各持己見，邊造成有識者之爭辨，最後
『O門戶巴巴巴

雖為牛津學者蒲恆力（出色﹞是由已﹜）一篇壁拉伯
之作傳統古典之質難（→ zcmgo

’際
藉科學方法執其兩端，企圖了解 政 府政策「中
opt
－右開）門。但已），使得雙方之爭論平息，國

MM

庸之道」’訣策者「理智的決定」

o

關保一般原則性理論探討得以是非論斷，唯對個

附註

『

案研究之離祖（ EFD
o 〉理論，仍有待後
門Omo穹

－n口已。”」門d
﹒
門Z
門 EOEO
q的
O

巧的FROw

一
旦。但川的2
－3orhvhs口
九六一
w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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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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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門
回叫Od司已UHd＠y
囚】肋骨。門河、
〈 0戶口。
l

金錢、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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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資源等，藉這些地理物質因素，對一國

上，來反映國際關係之真實，例如

理論）研究方法之探討，把焦點集中在個別事物

斷者建立理論架構，遂有公共政策（或外交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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