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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理論發展最快的，還是在西方國家，尤其戰後美國學者在這方
面的努力成果頗為可觀（註一）。本文不擬詳細介紹各派理論的論點，僅擬

以「現實主義」的內容結構，作為探討之主題。其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
後，國際間的政治家和學者，在政策的制定及學術的研究方面，大部強調理

想主義（註二），因為他們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以戰止戰的最後一次戰爭
，相繼而來的是世界和平秩序之建立，因此特別重視法律與制度，對國際闊
的一切行為，都希望本著一定的價值標準，如和平、容忍、自決、平等之原
則，奠定其永久和平之基礎﹔因之，當時國際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主要有

兩個基本的 表徵：（一）堅持 「 道德」為處理國際政治的標準﹔

（二）對於

人穎的「理性」懷抱極大的信心與信念﹔其中最能代表此時期的 人物，首推
美國總統盾 爾遜（ Woodraw

呂京麟＊東海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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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n ），其於大戰結束前提出十 四 點計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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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際社會應該是和平互助的社會，人類可以根據自由、平等的原則，以法

律的方式建立國際性組織，並以消除所謂的「權力政治」
理想主義是十七世紀啟蒙時代，哲學基礎上的產物，認為理性的發展是

一切進步的根源，而理想主義者，所謂的「理想」’往往被認為自覺巳存在，
或在某一時期將會實現，不論是既已存在，或總會實現，理想主義論者認為

理想乃是國際事務趨向中，所應該具有的特質。

綜觀理想主義者，對國際事務的主張，往往是從圍內政治上所獲得的經

驗，予以推展至國際的層面之上，至於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在本質上的差異
，卻被忽略了，他們認為政策的演變，既在國內能夠連用，並發生良好的效
果，那麼，應用到國際政治上，當可收到預期的效果﹔這在世界上所謂的「

強權國家」表現的特別顯著，因為，往往其對圍內政治的主張，亦即是對國
際政治的主張，基於此種論點的推演，所以在國際政治上的「理想主義」

往往與所謂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

（註三）等費生牽連﹔然而，

國際政治的發展，並未能因為根攝自由、平等的原則，及法律方式的建立，
而臻於理想，例如，國際聯盟成立未久，即因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納粹

主義及法西斯政治勢力的興起，國際問再度出現緊張的情勢，這對於國際政
治上的「理想主義」’構成很嚴重的打擊，且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及其所帶來的世界災難，更引起國際政治學者，對前所崇奉的理想主義論點
，重新加以柚討，認為如果對於整個世界的解析，只強調道德、正義與理想

的原則，將不足以解決問題，而必讀面對「現實」的一面，從人性的喜好「

權力」’及研究國際政治必須注重國家之「利益」方面，來從事國際政治之
研究，方能獲致瞭解國際政活現象演變的真貌，否則，僅祇是空洞的「理想
」而已。

二＼現實 主義學派的理論主張
二 0 年 代 末期著名的神學家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在 其「道德人
與不道德的 社會」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一書中認為，自由主

司令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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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國際政治理論中現實： I~ 益之研究

義與理想主義對「權力」觀念的低估、迴避，往往是國際問悲劇發生的導火
線，尤其理想主義論者往往將國際間的聲明，誤為政策的本身，更把空洞的

承諾當做實際的行動，以致其實際結果的演變，往往與想像的距離相距甚遠
（註四）

這種對理想、自由主義的批判，對「權力」觀念的強調，也正代表了國
際政治理論中現實主義的興起，當然尼氏在其「基督教和權力政治」一書中

清楚表示，權力指的並非是「絕對」的權力，在歷史過程中是沒有所謂自動
權力的制衡，必須由社會來制豹，絕對的權力會絕對腐敗，意味著權力制街
的重要性（註五），而尼氏的說法，也的確影響了二次大戰後，西方學者在
「現實主義」理論方面所作的研究。

其中較著名的有肯楠（ George

f .Kennan ），他於一九四七年於美國國務

院之政策設計委員會，對美國未來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若干原則性的建議，

綜合歸納有下列三項（註六）
（一）任何國家不論如何強大，其外交的影響力，將會受到相當的限制
，而絕非萬能，是故，外交政策之制定當以踏實為原則，而最忌好高驚遠﹔

馬歇爾（ C.B.Marshal 1 ）在其「外交政策的界限」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 i cy ）一書中即明白指出，國家對外政策可能遭遇的各種挫折﹔如捨此不

顧而一昧地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全能的，其結果將不外痛苦和失望，他說：
「我們常常忘記

的國家並非僅是空著的車廂，等著我們美國這個機車頭去

領導﹔我們忘記了法律本身的建立，並非就是成功的保證﹔我們忘記了在我
們的時代里，勝利並不意昧著和平，而不過僅是對戰敗的一種防止而己，我
們忘記了世間只有「不確定」是唯一能夠確定的事，因此，凡此皆告訴我們
在計畫政策時，當注重彈性以以相機行事。」

（三） 三 0 年代以來，美國對國際事務所謀取的「法律性 和道德性」的
看法是錯誤 的 ，他認為此乃由於美國的立國經聽所造成之錯覺， 一方面以為

和平、自由 、平等、獨立等價值可以由法律制度來保障，一方面復把適用於
個人的道德標準’用來衡量國家行為，其結果造成了強烈的愛憎 ，而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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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實力的分配與發展。並指出傳統的外交原則，如權力政治或權力均衡等

觀念，乃是國際間不可避免的法則﹔美國應慢慢適應並接受這種國際的現實
生活。

（三）對自由主義所強調的進步觀念表示懷疑，認為在進步思想籠罩之

下，人們將會一再發現「理想」與「現質」的距離，如不修正這種對進步史
觀的看法，將永遠無法暸解，國際問層出不窮的殘酷事實。

對整個國際政治之現實主義理論發展，最具貢獻者，首推一九四 0 年代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摩根索（ Hans J.Morgenthau ），他於一九 O 四年
出生於德國，早年畢業於法蘭克福大學，當納粹主義興起於德國時而移居美

國，自一九四三年起任教於芝加哥大學，他的思想可由其一些主要著作中獲

得若干便概﹔如他於一九四六年出版「科學人與權力政治的對立」

tific Man Versus Power
」

(Scientific

(Sci en-

Politics ），在該書中他全力控擊所謂的「科學人

Man ），即自由主義與理想主義者，由於該三者對於在「權

力」方面的誤解，以致造成國際控難﹔依其看法，「權力」的爭奪乃是一切
國際和國內政治活動的中心，而此現象的表現在國際政治上尤為顯著﹒權力

的爭奪並不是出於人類的無知，而是出自與生俱來的競爭本性，因此，一切
國際間所崇奉的過於樂觀遠景及改善方案，不但不切實際，而且，事實上犯
了本末倒置的嚴重錯誤，混淆了世人對真實狀況的瞭解（註七）。摩氏對於

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最具深遠的意義著作中，首推於一九四八

年出版的「國家間之政治」

(Politics Among Nations)

（註八），他於該

書第三版中提出了六項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
（一）一切政治現象源於人性的原則：依其說法，國際政治現象和一般

其他的社會現象，皆受制於客觀的定律（ Objective Laws ），這些定律的運
作，不受個 人好惡的影響，倘若人們向這些定律挑戰，那磨他們 只有面臨失

敗的危障， 是故。一切政治現象皆空「人性」所影響，暸解人性乃是暸解有
關政治各種客觀法則之唯一途徑。

（二）權 力爭奪為國際政治現象核心的原則：他認為，我們 假定政治家

當代國際政治理論中現實： I ： 益之研究

EU EU

的思想與行動，一切皆以「利益」厲基礎，而此「利益」就是「權力」’且
歷上的事實證明，此項假設為真（註九），因此，「權力爭奪」觀念之確立
為認識國際政治的主要途徑，此種認識可使我們將國際政治上的事實發生，

予以有系統的歸納，並進而使國際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認識人類之
所以喜愛權力，乃是淵源於 r 人性」’可使我們不致為動機或意識型態的問
題而浪費心思，因為這些問題不是和真實權力分配毫無關係，便是受制於客
觀的權力分配因素。
（三）國家的利益並非一事永久固定的原則：摩氏認為研究國際政治，

必讀注重國家之利益，且利益之本身是隨政治環境與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
如以一項固定的利益原則，衡量所有之國際政治發展，並進而解析全部之國

際政治，將是很危險的﹔因此，明暸國際政治的變化，對於現實主義的研究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亦即所謂國家的利益，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因時
、困地而迴異。

（四）區分道德與政治問題的原則：摩氏反對理想主義者，將道德與政
治問題，兩者混為一談，他說：「一般的道德原則，在其抽象的一股形式之

下，無法適用於國家之行為，必須透過實際的時間與空間環境，才能夠將這
些道德原則表現出來，個人也許可以說，縱使世界毀捕，正義的原則必須伸
張，然而國家卻無權如此說……’抽象的倫理原則，在判斷行為時，視其是
否符合道禧法律，而以政治倫理判斷行馬時，則要看其政治結果（ Pol

Consequence ）為何。」

it i cal

（註十）他分析國際政治主要著重在實際的國家「

利益」與「權力」﹒反對將國際政治的實際運作中，以正義、平等、自由．．．

．．．為口號，因為國家之存在乃是國家之終極目的。
（五）否定以某一國家之道德法律，能適用於其他國家的原則：摩根索
說：「上帝 是莫測高深的，是人幫精神所不能預知的，人們無描相信所有的
國家，均將 受 上帝的審判，但若認馬上帝與自己永遠站在同一 邊 ，而自己所

願望的，必 然 也就是上帝所期望的話，那就是褻潰的盲信，我們 對此必項有
所區別。」

（註十 一 ）基於此種觀點 ， 他認為強調 「 道德法律 」 固然立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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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但不能認為特定國家國家之政治激情，乃與道德法律相一致，而且，根

據以往現實的經驗，沒有國家能置「利益」與「權力」於不顱，長期地遵守
「道德法律」’例如，列寧的所謂「打倒帝國主義」、希特勒要「撕毀凡爾

賽和約」、日本軍閥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等，依其實際事實的讀變，均
是以武力解決，因此，摩氏認為現實主義者應拒絕將某一國家所崇奉的道德
信條，視為普遍妥當的信條，而將之硬行於其他國家。

（六）強調政治問題之獨立明確原則：摩根索主張「政治領娥是獨立存

在的，一如經濟學家、法律學者及道德家認為他們的各自個壩，也是獨立存
在的一樣，政治學者所關心的是政策如何影響國家權力的問題，正胡同經濟
學者關心政策如何影響財富的問題，及法律學者關心政策是否合法的問題」
（註十二）

由以上現實主義的六項基本原則中，我們可知現實主義者，主張在國際
政治中，各國將以強勢之「權力」’尋求其最高之「利益」﹔就政治層面而

言，亦即將「利益」之獲得，以「權力」來闡釋。

摩根索除以「國家間之政治理論」

(Politics Among

Nations ）一書受

到國際政治學者的重視之外，他於一九五0年與湯普森（ Kenneth
）合著「國際政治原則與問題論文集」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國家利益的防衛」

W. Thompson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of

（註十三），一九五一年正值韓戰期間，完成了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在該書中

強調，在現代民族國家末消失之前，國家之安全乃是每一個國家之首要任務

（註十四），一九六四年將文章匯集成「三十世紀的政治」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一九七0年在其晚年寫成「真理與權力」
and

(Truth

Power ）至此，摩氏之現實主義理論架構完全建立，而以上各書，對於

整個現實主 義 思潮的導引，更產生了深達的影響，同時也為研究 國際政治的
學者，開拓 及 費定不同於理想主義的研究方向。

三、現實 主義的理論發展困境

當代國際政治月 3告中境質 i ：義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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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主義的理論，主要在於對國際社會本質的看法，認為在無秩序狀態

的國際社會，國家必須追求最大權力，以保障國家利益及安全，故權力也就
等於國家利益的代名詞，由於每一個國家均在追求最大權力，自然而然會走

向同盟以維持權力平衡，因此，權力平衡也就成為維持和平主要工具，此外
現貫主義認為國家的行為是基於國家利益的評估，故理性評估也就成為現實
主義觀點的基本論點，戰爭的嗶發是由於國家理性評估，感到安全受威脅所

採取的行動（註十五），儘管一九六 c 年代末期，和解政策的推動，美薛東
西集團緊張關係緩和，但實際上，現實主蠢的觀點，在我們暸解國際政治體
系過程中，仍然是一項重要的指南。

除了摩根索外，現實主義論的學者如尼布爾（ Reinhold ~iebuhr ）、肯
楠（ George

F.

Kennan ）、湯普森（ Kenneth

W.

Thompso:i. ）、奧斯古（ Robert

£.Osgood ）、季辛吉、羅斯陶（ Walt Rostow ）、彭岱（ Mcgeorge

Bundy)

等，也都提出他們對世界秩序、國家互動行為、權力、國家利益、權力平衡
等的觀念﹔尤其在冷戰後，現實主義誦的觀點凌駕理想主義的觀點，因為從

許多事實證明現實主義的正確性，主日美蘇對抗的發展、東西兩大集團的全球
性門爭、核熱武器的發展、全球各地的動盪不安等均證明現實主義者的世界
觀（註十六），然因過於強調國際政治上「現實」的一面，進難免會有忽略

與輕視「理想」的趨向與影響，最明額的例證，如：雖然現宜主義者可以批

判美國居爾遜（ Woodraw

Wi ] son

）總統的理想主義，卻不能掉煞其在戰後，

對世界局曾維持均衡發展，及和平上所做的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的成立，仍然意味著理想主義觀點的影響力（註十七）

，綜觀現實主義本身的發展過程中，有下列缺失：

（一）現實主義的形式與發展，頗受歐洲地域觀念及思想的影響，如肯

楠（ George

F.

Kennan ）、摩根索，以至深信「權力均衝」的季辛吉，均係

由歐洲遷移至 美國的流亡學者（ Emigre Scholars ），在真揮受歐洲地理環境
及思潮的影響下，難免會有「重歐輕亞」的觀念，這對於維持全 球國際政治
的均衡發展， 具有負面的影響，尤其對於東方國家及第三世界， 更為重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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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響的因素。

（二）由於沒有絕對的現實主義，與絕對的理想主義之分，因此，過於
強調完全的現實主義，並以「絕對」的方式，來處理國際事務，將會使國際
政治學者，對於現實主義的實際效用產生存疑，因為，當現實主義論者，致

力於現實主義觀點時，似乎已將現實主義予以「理想化」

(idealization)

了，以硬性的方式將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以「絕對」來區分，在整個國際
政治的層面上，將是非常困難，亦是不可能的。

（三）由於現實主義者強調「權力」因素，權力因素固然是維持國際政

治均衡發展的一個重要因子，尤其是當所謂的「強權國家』支配「權力」增
強之時 4 但實際過程的發展，以及形成實際現象的演變，仍然有其各個不同
的影響因素，例如，一九七五年時的季辛吉，在歷經國際經濟的動盪、石油

危機及第三次世界發生糧食嚴重短缺等等的震撼之後，也不能不承認，在處
理國際事務上，並不能完全以「權力」作為國際政治的核心，而在此之前，

他是迷信「權力均衡」’更是當代現實主義學派的位佼者，他說：「國際事
務的傳統議程，權力均衡、國家安全等，已不能再解釋，我們目前的危險處
境，與可能的遭遇，現在我們正邁入一個新紀元，國際關係的舊模式正在解
體，過去的口號失去指導作用，解決問題的辦法也不行，全球在經濟、傳播

及人類共同的願望方面，已使全球成為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

（註十八）

（四）現實主義的共同法則和公認的條理方式是無法確定的﹔例如伊朗
和伊拉克都屬於回教國家，埃及和敘利亞也都是回敦國家，但其政治型態、

政治主張迴異，自由世界中的各個國家、政府、政策、權力中心，更是風雪

變幻莫測高擇，因此，強調用「權力因素」來因應國際現勢，處理國際問題
，將值得商榷。

四＼現賣 主 義與行為學派的整合
一九五 0 年代美國社會科學在方法論及研究技術上有相當迅 遠的發展，
行為科學成為 研究政治科學範疇中的主流，有人認為行為科學是 研究行為、

當代國際政治理論中現質1 ：義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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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及結構的一門科學，有人則認為其係使用經驗方法的科學，甚至有

人認為主要是以計量分析的科學：大致上來說，行為科學是透過經驗理論、
技術分析及驗誼的方法，有系統的研究政治模式，故行為科學有三項基髓，
首先是研擬有系統的理念、假設及解釋，其次是經驗性的研究方法（註十九

），而傳統學派往往基於一種無法割量的單一變項做出發點，如摩根索就以

追求權力為出發點完成其鉅著（註二十）
因此在六十年代之後，在國際政治的發展過程中，轉而重視「複合相互

依存的理論」

(Theory of tne Cor;p l ex Interdepenrience)

（註廿一），而

且外交政策的牽涉問題也日漸繁瑣，若干問題的價值重要性，並不亞於「權

力」與「利益」’且實際上，國際政治中所產生的情醫，實在不能夠完全以
一種理論架構，來分析整個國際社會中所發生的全部現象，尤其是與國家決

策有關的事務，國際知名政治學者啥羅德與斯波洛（ Harold

）在其「探討國際政治環境因素」

of Internationc. i

(E 趴－ iromrental

and M. Sprout

Factors in the Study

PoL ti cs ）一書中指出：「與訣策有關者，並不是客觀

環境的實質是什麼，而是看決策者對於實際環境的瞭解程度是什麼。」

（註

廿二）
由此我們可知，在判斷國家「利益」的價值衝量時，實有必要將現實主
義與行為派整合，唯有如此，才能對整個國際政治的發展，及理想模式之選
擇，不致發生誤知的現象。

五＼新現實主義的批判性觀念
葛漢（ Roeert O.Keohane ）在其「新現質主義及其批判」

and its Critics

(Neoreal ism

）一書中，將現實主義區分為傳統現實主義及新現實主義

（註廿三）， 並以摩根索及「國際政治理論」

(Theory of Inte rnational

Pol it i cs ）一 書之作者華爾志（ Kenneth N. Waltz ）為傳統現實 主義及新現
實主義之代表 。

原則上，新現實主義與傳統現質主義在基本假說及觀念方面，並沒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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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處，只是在理論建構上，新現實主義比較嚴謹，權力、理性假設、權力

平衡、權力資源影響力的轉換性、國家利益、國家中心論以及國際社會無秩
序論等都是兩者討論的主題，不過，新現實主義批評傳統觀念有許多太過籠

統的說法﹔就權力觀念而言，摩根索認為國際政治的特性是為權力而鬥爭，

而國家領導者必然是以國家利益為考慮來採取行動，至於國家利益其實就是
權力﹔他指出國際政治之所以是為權力而鬥爭，不僅是因國際政治本身真有

競爭的特性所使然，而且是人類本性對權力無限慾望所致﹔新現實主義的華
爾志，批評摩根索這種以人性為出發點的解釋，他認為人性不能改變，則戰

爭又何能避免，所以不能用人性來解釋，其次，新現實主義者對摩根索有關
權力的定義也有所批評，認為摩根索的權力定義不清楚，因為他沒區辨權力

是資源，及權力是能力的差異，而僅籠統的說明是影響他國意志的能力（註

廿四）
一」、

I\'

童士雪五

1lt口口口

依照行為科學的理論，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奠定在下列三個架構之上

（一）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主體是國家，而每一個國家是個別統一而完
整的個體。

（三）維護國家的利益，武力是可使用的，因為它是執行國家政策上比

較有效的工具。

（三）

「權力』及「利益」為分析國際政治的核心，因此，國家之「利

益」及「安全」當凌駕於其他問題之上。
而且，不論傳統或現實主義都屬於國家中心觀念，國家是國際體系的基
本政治單位， 國際政治的分析重點是在國家閉關係’雖然現實主 義 學派認為

在二次大戰後 ，國際關係已有改蟹，行為者並不限於國家，但是 國 家仍為現
實主義認為係 國際政治中的主要行為者，因為，國家是可用地理 因 素加以界
定的具體政治 單位，而且人頭活動大多數在國家疆界內，此外， 國 際政治學

..

可

勻，

當代國際政治理論中現貫主孟之研究

4

派認為國際政治是無秩序狀態，權力就瞳為國家必然追求的目標，維持國際
和平有賴國際體系的權力平衡（註廿五）

現實主義學派反對全球主義畢誼或多元主義論者的相互依存觀念，他們
認為國家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並未如全球主義或多元主義論者所說，是一種
增加現象，華爾志甚至認為是一個減少現象，他對於全球主義論者過度強調

相互依存關係的增加甚不以為然，他指出這種幾乎趨向於把相互依存關係變
成意識型態的作法是相當危險的，因為它會使國家能力不相等的觀念今模糊
不清，而以為每一個國家都扮讀一樣的角色，換言之，它會使人趨向於不符

現實的觀察（廿六）
當前在研究國際政治上的學說與論點，不可謂不多，現實主義學派只是

其中之一而已，但這些學說如何加以整合、運用，並加以考量，這是關心及
研究國際政治所必須思考的：在人頭經營社會生活之時，便能對社會現象加
以思考，而政治現象的演進，是社會進化的現象之一，因此，對於政治方面

所作的思考是也損的，尤其是對跨國際政治所作的思考，更覺切實重要﹔現

實主義的理論，鐘乎支配 7 近半世紀國際政治的演變及實際狀況，對於現實
主義的基本認識，亦是必要的，弄清這一點，對於以往與未來國際事務的剖
析，才不致流於偏頗與迷惑。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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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審閱：華政丈：當前國際關係理論聲展及其評估（自印，民國七十八

年三月初版），頁三九。
註二： Ref

:Encyclopedia Britanni 凹，（ Encyclopedia Britan,!nc., 1968)

Vol II P.1061
註三：所謂「無政府主義」’係指反對政府權盾，在其政治體系中運行的一

種主義。妻間： James D.Forrnan 原著，劉錯虎等譯，近代主義運視，
（台北龍田出版社出版，民國六十九年三月一日版），頁一三三～三
五二。

註四： Reinhold

Niebuhr: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A Study

Ethic and Politcs,(New York:Charles
註五： Reinhold

In

Scribner.1932)P.4 。

Niebuhr:Christianity and Power Politics(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1940)P.149 °
註六：真聰賢等揖：揖說現代社會科學，（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民國

六十七年六月再版），頁一三八～一三九。
註七：同前註’頁一四一。

註八： Hans

J.Morgentrau ;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

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 Knopf)lst edition at 1948,
2nd edition at 1955, 3rd edition at 1962,4th edition at 1967
, 5th edition at
註九： See

1973 。

Hans J.Morgenthau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3rd editin.

P.5 。

註十： Hans

J.Morgenthau, op. cit, P.10°

註十一： Ha n s
註十三： I

bi d

J.Morgenthau, op. cit,

P.11 。

0

註十四： Re f: Hans

J .Mor genthau & Kenneth W. Thompson:Prin ciples &

qt qu

當代國際政治理論中現實主誼之研究

Problems of interna:ional Politics, Se [ ected readings,(New
York,Alfred A Knopf

﹞ 9 忌日）。

註十五：同註一，頁四二～四三。

註十六：同前註，頁八三～八四。
註十七：同註一，頁四四。

註十八：季辛吉於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四日於美國洛杉磯演講，主題為：
、A

~ational

New

Partnership"

See:News Release,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office of Media Service, P. l

0

註十九：同註一，頁四六。

註廿： Ray Maghroo ：、 I ntroduction:Major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 Boulder, Co l orado:lest view Press,
註廿一：相關相互依賴理論，參閱： Rokert

Inc,1982)P.12 。

O.Keohane & G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ce.(Bosten and toronto:Little Brown
and

C0.1977)PP.2 7 5-286 。

註廿二：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ecs,in James N.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ecs, and Foreign Po'.icy:A Reader in
Research

an 吐 Theory.(Kew

註廿三：同註一，頁四九。

註廿四：同前註’頁五 C ～五一。
註廿五：同註一，頁五四。

註廿六：同前註，頁五四～五五。

York,Free

Press,1969)P.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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