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霸權─從新現實主義理論析論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
胡聲平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sphu@nhu.edu.tw, shengpin@hotmail.com
摘要
自 2014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後，各方提出各種政
策解讀，但缺少理論性的探討。本研究以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現實主義為基礎，發
展「崛起大國利益論」
，提出解釋崛起大國對外行為與政策的命題：
「霸權國家或
進程對崛起大國利益是否構成威脅，決定了崛起大國會對其採取支持或反對的態
度。」依據此命題，作者依霸權國與崛起大國的實力關係與制度關係兩個變項，
提出四種解釋崛起大國對外政策與行為的假設。作者以中國自 1989 年以降歷任
領導人的對外政策與「一帶一路」戰略做為檢驗案例，結果發現中國的對外行為
大致符合作者提出的四項假設。根據研究結果，中國正藉由「一帶一路」戰略，
突破美國的戰略圍堵，建立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結構地位及制度地位，以維護其結
構利益與制度利益；換言之，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正在向霸權之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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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崛起已是無庸爭辯的事實（（Hoge, 2004;
Lampton, 2001;Zhao, 2001; Swaine and Tellis, 2000; Brow,2000; Pillsbury, 2000; Deng
and Wang, 1999; Economy and Oksenberg, 1999, Johnston and Ross, 1999）
，
「一帶一
路」戰略則是代表中國崛起後，在對外戰略邁出重要的一步。2014 年的亞太經
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領袖峰會中，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媒體稱此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各方
對該戰略解讀不一，大致而言，其戰略的目標是統籌中國內外兩個大局，對內而
言，其目的是為對外輸出中國國內過剩產能，尋找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對外
而言，其目標則向亞洲西部大陸發展，緩解美國在亞洲東部太平洋地區對中國的
戰略壓力。
亦有分析指出「一帶一路」戰略還有兩項更深層的意涵，一是為提供「一帶
一路」建設之資金需求，因此中國主導設立「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這是中國首次主導籌建國際金融
組織，意味著中國已從國際規則的接受者轉而成為國際規則的制訂者；二是中國
展現了整合歐亞經濟的企圖與雄心；代表中國有意成為歐亞經濟整合的領頭羊。
雖然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已有各種不同之解讀，雖有學者從國關理論角
度評析（王俊評、張登及, 2015）
，但多數評論主要還是分析其政策意涵（金巍, 2016;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2016; 錢尹鑫, 2016; 厲以寧、林毅夫、鄭永年,
2015; 林彤, 2015; 鄒磊, 2015; Kennedy and Parker, 2015），較缺乏從理論觀點進
行探討。因此本文欲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進行探討，析論「一帶一路」戰略的
理論意涵，特別是從外交政策理論的觀點，嚐試解釋中國對外政策與行為。
本研究將探討中國如何界定其國家利益，此界定又如何反映在其制訂「一帶
一路」戰略。本研究之目的是以中國的的對外政策與行為為例，以新現實主義一
般性國際關係理論為基礎，建構崛起大國如何確定其對外戰略的外交政策理論假
設，並檢證中國在此議題上所採取的政策與行為是否符合假設預期。中國學者宋
偉曾提出「霸權利益理論」
（2014）
，該理論是用以解釋霸權國的對外政策與行為，
他並以此一理論解釋何以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對西歐、北美及東亞區域經濟整
合採取不同政策。本文則是將其理論及假設加以修正，提出「崛起大國利益論」，
運用於解釋崛起大國的對外政策與行為上，並以中國對外政策與行為來檢證。透
過本研究，吾人一方面可以充實外交政策理論的內容，另一方面可了解中國「一
帶一路」戰略的理論與政策意涵。
本文內容安排如下，除第壹節前言外，第貳節進行與本文有關之國際關係理
論與概念的探討，並介紹宋偉提出的霸權利益論，第參節提出作者修正宋偉理論
之後，所建構之「崛起大國利益論」，並提出依該理論所形成的假設；本節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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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研究衡量霸權國與崛起大國之間實力關係與制度關係採取之方法；第肆節
討論中國如何界定其國家利益及其與「一帶一路」之關聯性；第伍節則是對中國
「一帶一路」戰略的內容加以分析，並說明其意涵；第陸節檢證本研究提出的「崛
起大國利益論」四項假設，以了解這四項假設能否解釋中國的對外政策及「一帶
一路」戰略；第柒節則是結論。

貳、理論與概念的探討
本節討論重點如下：一是簡單介紹國際關係理論與外交政策理論的關係，以
及本文採取的途徑；二是探討霸權體系的本質；三則是介紹北京大學教授宋偉建
構的「霸權利益理論」。
一、國際關係理論與外交政策理論
二十世紀下半葉，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出現兩項新發展，一是國際關係學者以
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為基礎，發展出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霸
權週期理論（Hegemonic Cycle Theory）與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
這些理論與結構現實主義被統稱為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第二項發展是國
際關係的理論研究，從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朝外交政
策理論（Theory of Foreign Policy）轉向。國際政治理論的主要研究問題是在何
種條件下國際體系較容易出現國家間的和平；外交政策理論的研究問題則是何種
因素決定國家的對外行為與政策。
霸權穩定論指出國際體系中之霸權國家可以提供商品、市場、資金與安全等
公共財，並懲罰破壞規則者，故而維繫了國際體系穩定（Kirshner, et.al., 1997:
333-345; Franke, 1996）。部分學者對此一新現實主義的理論提出批判，認為此種
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理論無法充分解釋國家如何界定國家利益，以及國家的對外
政策與行為（Wendt, 1999; Kazenstein, 1996; Finnemore, 1996）
。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亦對霸權穩定論提出批評，他認霸權國並不會自動承擔穩定國際經濟
秩序的責任，因此需要強調霸權國家在維護國際秩序的問題上，是否得到國內政
治支持（1984）。大致而言，上述批評有其道理，因為解釋國家透過對外政策與
行為來確保其國家利益時，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結構概念沒有充分的解釋能力，
需要結合國內政治、觀念與文化等變項一併說明。
新現實主義者對上述從國家利益及外交政策角度進行的批判做出三類回應。
第一類學者是試圖修正結構現實主義，嚐試圖將地理因素、國內政治、社會輿論
及軍事力量納入分析架構中。此種修正衍生出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
、
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及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
三種不同的理論發展（宋偉, 2009: 25-47）
，並用修正後的理論架構來解釋一國的
國家利益與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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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的學者則不同意國際政治理論朝外交政策理論發展轉向。基歐漢與
瓦茲（Kenneth Waltz）都反對此種發展，基歐漢並提出兩點反對的理由，一是國
內政治存在太多偶然性因素，難以理論化；二是若將焦點置於單元層次（unit
level），會導致學者忽略系統層次（system level）因素；惟應當指出，瓦茲雖然
反對將過多因素納入理論中，因為如此將會使理論化的目標難以實現，但是他並
不反對結合國際體系因素與國內政治因素來分析外交政策（Waltz, 1967）。基歐
漢也採取類似的態度，他和一些國際關係學者強調國際化進程對國內政治的影響，
並對此議題建構了理論分析架構（Keohane, 1996）。
第三類的新現實主義者則是試圖運用新現實主義的一般性國際關係理論，來
建構新的外交政策理論或分析架構。此種努力是嚐試提出關鍵的分析概念、明確
的因果關係，建立理論與政策的假設，並經由實證研究加以檢證。例如大陸學者
秦亞青（1999）及宋偉（2014）便在進行此種努力，本文亦試圖採取此一種途徑
來解釋中國「一帶一路」戰略。
二、霸權的本質─結構與制度
霸權與霸權國本質上是一種結構與制度的概念，此概念說明國際體中的某個
國家擁有遠超過其他強國的實力（宋偉, 2014）
。
從結構因素而言，霸權國應是國際體系中最強的國家，同時，該國與其他大
國應有相當大的實力差距，這種一國獨大的國際結構就是霸權結構，惟霸權結構
可能是不均衡的多極體系，例如十九世紀的英國是殖民體系及海上的霸權國，但
是未能控制歐洲大陸；亦可能是不平衡的兩極體系，例如在冷戰時期，雖然美蘇
的軍事力量大致相等，但是若就綜合國力而言，美國仍比蘇聯強大。
就制度因素而言，對霸權國來說，即便擁有優於他國的實力，亦不可能凡事
均訴諸武力，如此成本太高，故而創建有利於霸權國自身的國際制度對霸權國十
分重要。新現實主義者討論國際制度時採取的辭語並不完全相同，吉爾平（Robert
Gilpin）喜用「秩序」
（order），其內涵包括了國際體系不同國家的威望等級、國
際規則與慣例等，是一較為寬廣的概念；而克瑞斯納（Stephen Krasner）則喜用
「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其內涵包括原則、規範、規則與程序四部
分（Ruggie, 1982: 380）
。這些新現實現主義學者亦混用「國際制度」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但此一概念權威定義是由自由制度主義的代表性學者基歐漢所提出，
他將制度定義為：「規定行為角色、限制行為範圍與形塑期望的一套持久且內在
關聯的正式或非正式規則」
（Keohane, 1989: 3）
。本文以下所指的制度是「國際制
度」，主要原因是「國際建制」的概念排除了國際組織。
在制度層面，霸權的特性可從規範與權力兩方面顯示。規則是指國際制度在
處理其領域內相關事務時所秉持的原則；至於權力則指國際制度內部投票權的分
配問題（宋偉, 2014: 87）。對新興大國而言，不一定要抵制既有霸權所主導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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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組織，而可以透過決策權的重分配來影響國際組織；惟有新興大國無法經由制
度內部和平改革來改變國際制度的原有規範時，才會另外籌建新的國際組織。
三、霸權利益理論
中國學者宋偉（2014）結合國家利益、國際結構與國際制度三個概念，提出
霸權利益理論。宋偉指出，每個大國都面臨各種問題，故而大國必須與自身實力、
意識形態或政經制度相似或不同的國家發展關係，大國追求的利益不限於特定範
疇，而是一種綜合利益；這種利益分為兩類，一是結構利益，若一個國家在國際
體系中取得有利位置，則其安全利益、國際威望與經濟收益就能相對容易取得，
由於國際結構變化相對緩慢，故而在較長期間內，多數國家會具有一個相對穩定
之位置性利益；二是制度利益；在大國之中，霸權國家位居獨特且最有利的位置，
帶給其安全（其他國家不會輕易挑戰它）、政治（建立國際政治制度獲得其權力
合法性）及經濟（建立國際經濟制度獲得資源）的利益（2014: 88-97）。
宋偉從新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推導出霸權國家的兩種位置性利益：結構性
利益（即霸權實力地位）與制度性利益（即霸權制度地位）；這兩種利都依賴霸
權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因此宋偉稱其位「位置性利益」
（2014: 96-97）
；他
並提出一項解釋霸權國家對外政策的命題：「其他大國或進程對霸權國霸權利益
是否構成威脅，決定了霸權國將會對其採取支持或反對的態度。」（2014: 102）
宋偉並提根據命題提出四項解釋霸權國行為的假設如下（2014: 102-105）：
假設 A：當實力差距顯著縮小、實力關係緊張，霸權實力地位受到大國或者
國際進程的嚴重挑戰，而且後者對現存國際制度持否定或反對態度、制度關係緊
張，霸權國將會在國際關係中積極反對、圍堵與削弱後者，並盡可能阻止該進程。
假設 B：當實力差距顯著縮小、實力關係緊張，霸權實力地位受到大國或者
國際進程的嚴重挑戰，但後者對現在的國際制度體系總體上持肯定和支持態度時，
制度關係緩和，霸權國會將其定位為潛在的挑戰者而不是明確的對手，將採取一
定的反對與壓制措施。
假設 C：當實力差距仍然很大，實力關係緩和，霸權實力地位在短時期內不
會受到某個大國或者國際進程的嚴重挑戰，但後者對現存的國際制度體系總體上
持否定和反對態度，制度關係緊張，霸權國會將其定位潛在挑戰者而不是明確的
對手，將採取一定的反對和壓制措施。
假設 D：當實力差距仍然很大，實力關係緩和，霸權實力地位在短時期內不
會受到某個大國或國際進程的嚴重挑戰，而且後者對現在的國際制度體系總體上
持肯定和支持態度，制度關係緩和，霸權國會將其作為可以利用的盟友而予以支
持，幫助和加強。
宋偉選擇了美國對西歐、北美及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政策的三個案例，透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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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三個地區的實力關係與制度關係兩個概念，對美國對三個地區的戰略與政策
進行詳細的回顧與考察後發現，其提出的霸權利益論的假設與美國對各區域整合
的戰略與政策實際狀況是相符合的（2014：321-325）。

參、崛起大國利益論
本節討論的重點有二：一是提出作者以宋偉「霸權利益理論」為張本，所發
展出的「崛起大國利益論」；二是討論本文如何衡量霸權國與崛起大國的實力關
係與制度關係。
一、崛起大國利益論的內容
宋偉認為其所提出的「霸權利益理論」是有可能運用於解釋崛起大國的對外
政策行與為（2014：328-330）
，因為對於其他大國而言，它們可能不會滿意現有
的實力地位與制度地位，亦即它們可能是修正主義國家，因此吾人亦可從結構面
與制度面分析大國與其他國家的戰略利益關係。
除了霸權國外，大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全球挑戰者，它們經由國內發展與
對外結盟而擁有取代霸權國實力地位與制度地位的潛力，這些國家的位置性利益
也許可以被界定獲得霸權實力地位與制度地位，如冷戰時期的前蘇聯；另一類大
國是短期內沒有挑戰霸權國的地區大國，這些國家戰略目標或其國家利益不在尋
求霸權地位，而是鞏固自已目前的全球地位，並謀求地區主導地位，如印度。
本文認為中國在經濟及軍事實力不斷上升後，不但謀求地區主導地位，並有挑戰
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意圖。
本研究以下討論霸權國家的對外行為與政策時，根據宋偉提出的命題，提出
「崛起大國利益論」，並用以解釋崛起大國的對外政策與行為，本研究採取宋偉
的觀點，認為大國亦有結構性利益（大國實力地位）與制度性利益（大國制度地
位）
；在修正宋偉的命題後，提出解釋崛起大國對外行為與政策的命題如下：
「霸
權國家或進程對崛起大國利益（位置性利益）是否構成威脅，決定了崛起大國會
對其採取支持或反對的態度。」同時，根據此一命題，提出以下四項解釋崛起大
國對外行為與政策的假設：
假設 A1：當實力差距顯著縮小、實力關係緊張，崛起大國嚴重挑戰霸權實
力地位或其主導的國際進程嚴重挑戰霸權實力地位，而且前者對現存國際制度體
系持否定或反對態度、制度關係緊張，崛起大國會在國際體系中積極挑戰霸權國，
反圍堵、並盡可能阻止霸權國所支持的進程。
假設 B-1：當實差距顯著縮小，實力關係緊張，崛起大國嚴重挑戰霸權實力
地位或其主導的國際進程嚴重挑戰霸權實力地位，但是前者對現在的國際制度體
系總體上持肯定和支持態度時，制度關係緩和，崛起大國會將霸權國視為明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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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將對霸權國家採取一定的反制和對抗措施。
假設 C-1：當實力差距仍大，實力關係緩和，崛起大國實力短時期內不會嚴
重挑戰霸權國或主導國際進程挑霸權國，但是前者對現存的國際制度體系總體上
持否定和反對態度，制度關係緊張，崛起大國會將霸權國視為潛在敵人，將對霸
權國家採取一定的反對和對抗措施。
假設 D-1：當實力差距仍大，實力關係緩和，崛起大國實力短時期內無法嚴
重挑戰霸權國或主導某國際進程挑戰霸權國，而且前者對現在的國際制度體系總
體上持肯定和支持態度，制度關係緩和，崛起大國會尋求霸權國家的支持、幫助
和加強。
「一帶一路」戰略雖是 2014 年才具體提出，然而中國的對外政策與行為有
其連續性與一貫性（趙春山, 2003: 45），故以下的討論中，作者將從中國 1990
年代以後的對外政策入手，檢驗視本文提出的論證與假設。
二、衡量實力關係及制度關係的方法
（一）衡量實力關係的方法
對於如何衡量國家實力（權力、或綜合國力），學者看法各異。大陸學者宋
偉在其建構的「霸權利益理論」中，是以經濟力來衡量國家實力，他提出的公式
是 PI=70%G+30%P，其中 PI 指的是國家綜合國力指數，滿分是 100 分，G 是指
國內生產毛額（GDP）得分，P 是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得分（2014: 110）。本文
不採取宋偉的界定方式。奈伊（Joseph S. Nye）則認為經濟力、軍事力及巧實力
是權力的主要類型（2011）。作者認為衡量實力關係，軍事力相當重要，故而本
文採取奈伊的界定來衡量實力，但由於其中巧實力較難找到單一指標進行衡量，
故本文選擇以經濟力及軍事力做為衡量實力關係的指標，其中經濟力以 GDP 做
為指標，軍事力則是以軍費支出做為指標。
本文將崛起大國與霸權國家 GDP 之對比進行六個階段之畫分，第一階段是
崛起大國 GDP 僅為霸權國之 1-19%；第二階段是崛起大國 GDP 達霸權國家
20-39%；第三階段是崛起大國 GDP 達霸權國之 40-59%；第四階段是是崛起大國
GDP 達霸權國之 60-79%；第五階段是崛起大國 GDP 達霸權國 80-99%；第六階
段是崛起大國 GDP 達霸權國 100%甚至超越之。其中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時，雙
方實力差距仍大，實力關係緩和；但是第三階段後段之後至第四階段，雙方實力
差距便顯著縮小，實力關係緊張；而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的估計，當新興強權
實力達到霸權國家的 80%時，二者便進入「勢均力敵」
（parity）的狀況，新興強
權可能挑戰現有霸權，本文接受「權力轉移理論」的看法，即當崛起大國實力達
霸權國的 80%-99%時，雙方進入「勢均力敵」(parity)的狀態，崛起可能挑戰現
有霸權，亦即第五階段以後，雙方實力關係會高度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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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費支出對比方面，本文亦將崛起大國與霸權國家之軍費對比分為六個階
段，第一階段是崛起大國之軍費為霸權國之 1-19%；第二階段是崛起大國之軍費
為霸權國之 20-39%；第三階段是崛起大國之軍費為霸權國之 40-59%；第四階段
是崛起大國之軍費為霸權國之 60-79%；第五階段是崛起大國之軍費為霸權國之
80-99%；第六階段是崛起大國之軍費為霸權國之 100%甚或超越。在軍費方面亦
採取權力理論觀點，本文認為當崛起軍費達霸權國家 80-99%，雙方進入「勢均
力敵」狀態。其中第一階段至第二階段雙方實力差距仍大，但是與 GDP 稍有不
同，作者認為在第二階段後半段時，崛起大國在領土周邊已有抗衡霸權國之力量；
第三階段後段至第四階段時，雙方實力差距顯著縮小，實力關係緊張；第五至第
六階段，雙方實力關係會高度緊張。
在確定以 GDP 及軍費支出來衡量崛起大國與霸權之實力關係，接下來之工
作則是比較目前國際體系內之崛起大國─中國，以及霸權國家─美國在這兩項指
標上的實力對比。雖然中國自 1979 年起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但 1989 年天安門事
件後，改革開放政策曾暫停，直至 1992 年 4 月鄧小平南巡之後才重新啟動，其
後中國的國力便開始快速增長，故本文選擇 1992 年為比較中美兩國實力之起點。
有關中美 GDP 增加之對比情況請參見表 1，中美兩國軍費支出情況對比請參見
表 2。
在 GDP 之實力對比方面，分析表 1 各項數字發展趨勢可發現，中國在 2006
年以前，其 GDP 均未達美國的 20%，至 2009 年達美國的 35.09%，但此後中國
GDP 數字快速追近美國，2012 年中國 GDP 達美國的 52.37%，至 2015 年中國的
GDP 已達美國的 60%，因此，根據本文的之定義，從 GDP 的角度來看，雙方實
力關係在 2011 年後進入緊張狀態。
表 1 中國與美國國內生產毛額比較表，1992-2015
美國
中國
中美支
出比%

1992
7.285
0.554
7.63%

1993
7.494
0.632
8.43%

1994
7.803
0.714
9.15%

1995
8.001
0.792
9.89%

1996
8.304
0.872
10.50%

1997
8.679
0.953
10.98%

單位：兆美元
1998
1999
9.061
9.502
1.027
1.105
11.33%
11.62%

（續）表 1 中國與美國國內生產毛額比較表，1992-201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單位：兆美元
2007

美國

10.284

10.621

10.997

11.510

12.274

13.093

13.855

14.447

中國

1.205
11.71%

1.332
12.54%

1.461
13.28%

1.649
14.32%

1.941
15.81%

2.268
17.32%

2.729
19.69%

3.523
24.39%

中美支
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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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中國與美國國內生產毛額比較表，1992-2015
美國
中國
中美支
出比%

2008
14.718
4.558
30.96%

2009
14.418
5.059
35.09%

2010
14.964
6.039
40.35%

2011
15.517
7.492
48.28%

2012
16.155
8.461
52.37%

2013
16.663
9.490
56.95%

2014
17.348
10.351
59.66%

單位：兆美元
2015
17.964
10.886
60.60%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The World Data Bank, 2016)綜整，其中 1992-1999 年數值以 2012 年美元價
值計算，2000-2015 年以 2016 美元價值計算。

在軍費支出的實力比方面，觀察表 2 各項數字可知，中國在 2011 年其軍費支
出才達美國的 20.82%，但是從表 2 中可發現，在 2011 年以前，中國軍費佔美國
軍費比例約以每年增加 1 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但此後中國軍費佔美國軍費支比
例大幅上升，在 2012 至 2015 年期間，每年約增加 3-4%。根據本文之定義，以
軍費支出衡量的實力，中國已可在其領土周邊抗衡美國的實力，故從全球來看，
雙方實力關係緩和，但在中國領土周邊地區，可因雙方的政策，而造成區域性的
實力緊張。
表 2 美國與中國之軍事支出比較表，1992-2015
單位：百萬美元，以 2014 美元價值計算
美國
中國
中美支
出比%

1992
514822
28426
5.52%

1993
487764
26222
5.37%

1994
460072
25256
5.48%

1995
433220
26213
6.05%

1996
409656
27837
6.79%

1997
407537
29858
7.32%

1998
398332
32715
8.21%

1999
399314
39800
9.96%

（續）表 2 美國與中國之軍事支出比較表，1992-2015
單位：百萬美元，以 2014 美元價值計算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美國

414768

418135

469486

534351

582400

610176

619653

635921

中國

43230
10.42%

52179
12.47%

60642
12.91%

65496
12.25%

72415
12.43%

79809
13.08%

92586
14.94%

103716
16.31%

中美支
出比%

（續）表 2 美國與中國之軍事支出比較表，1992-2015
單位：百萬美元，以 2014 美元價值計算
美國
中國
中美支
出比%

2008
682967
113527
16.62%

2009
737747
137401
18.62%

2010
757992
144383
19.05%

2011
748646
155898
20.82%

2012
706082
169321
23.98%

2013
650081
182930
28.14%

2014
609914
199651
32.73%

資料來源：(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2016)，中國軍費支出為估計值。

9

2015
595472
214485
36.02%

（二）衡量制度關係的方法
在制度關係方面，較難找到量化的指標做為衡量的依據。宋偉在其「霸權利
益理論」中認為，對於各國在國際制度體系中的權分分配，可以透過該國際制度
組織章程獲得結果；如果某國際制度有不利於新興大國的規範，則新興大國可以
先增加自身的發言權，進而修改章程來建立新規範以服務自身的國家利益（2014：
111）
。本研究採取宋偉的界定方式，但提出新興國家亦可在實力與霸權國接近時，
挑戰霸權國家所建立的制度，並嚐試主導建立新的國際制度。根據宋偉的看法，，
在制度層面主要觀察國際制度內規範與權力的運作情況，但本文限於時間與篇幅，
先用較為簡單的判斷標準，本文判斷崛起大國與霸權國制度關係是否緊張或緩和，
依以下標準：若崛起大國接受霸權國立的制度，並願意在制度內運作，則雙方制
度關係緩和；反之，若崛起大國挑戰現有國際制度，並嚐試建立新的國際制度，
則雙方制度關係緊張，換言之，以崛起大國支持或反對現行國際制度為判斷雙方
制度關係緊張或緩和的標準。

肆、中國的國家利益
中國自攺革開放以後，即始終尋求維持一個和平發展的內外環境，更將二十
一世紀的前二十年視為「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因而更需要和平的發展
環境，此一觀點，當然是理性的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分析所獲致的結論；但中國隨
著攺革開放的推展，整體國家綜合實力也不斷提升，故而此種實力提升也反映在
中共要求建立合理的國際秩序，以及分享更多的國際影響力上。以下將從國家利
益的概念出發，討論中國對國家利益的主觀認知，以及中國如何界定其國家利
益。
一、界定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討論的核心概念之一。古典現實主義大師摩
根索（Hans Morgenthau）認為國家利益是國際政治的本質，是決定國家行為的
根本原因；國家利益包括「領土完整、國家主權與文化完整」
（倪世雄，2011: 252）。
圍繞這三項國家利益的本質是國家生存的安全問題，故而 Morgenthau 強調「以
權力來界定國家利益」（倪世雄，2011: 67），即以力量的強弱衡量國家利益。結
構現實主義宗師瓦茲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制約了國家行為，而體系中國家力量的
大小決定了國家爭取國家利益的方式，而生存是國家的唯一利益（Waltz, 1979）。
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國家為了避免在互賴的生存中發生利益衝突而形成國際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s）
，國際建制為國家追求並實現國家利益提供了合作的架構
（陳欣之，2007: 73-92）；至於建構主義者則超越了上述所有關於國家利益的觀
點，認為安全、權力與財富這些國家利益的基本內容均源自觀念，認為國際體系
的規範幫助國家行為者決定自己的身份與利益，若國際體系中許多國家行為者皆
認同的觀念，則可成為國際體系的共同規範（陳欣之，2007: 92-108；莫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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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253-284）。
傳統安全典範下，國家安全為主要考量，而國家安全又與國家利益密不可分，
因為國家判斷其安全與否，是根據其國家利益是否受到外來或內生威脅的侵害，
一國若能確保其國家利益，則不論在主觀或客觀上，該國是安全的，反之該國是
不安全的。雖然國家利益與安全相同，難有各方公認的定義，但是從國際關係的
角度來看，國家利益是一個國家制定和實施對外政策的出發點。美國將其國家利
益分為四類（Nuechterlein, 1991:28; Ellsworth, et al, 2000:2; The White House, 2000:
2-3）：（一）生存利益或核心利益：為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核心價值，國家必須
傾其全力維護之；（二）主要利益或關鍵利益：是影響國家政治、經濟、軍事與
心理等重大事項，但尚未危及國家的核心利益，其中大部分衝突可以透過外交談
判解決；（三）重要利益：凡是與國家有關聯的國際問題，都可能涉及國家的重
要利益，與主要利益比較，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四）邊緣利益：凡對國家
不構成直接威脅，可以慢慢處理的事務，均可視為邊緣利益。此種分類將是本文
以下討論的主要依據。
二、中國對國家利益的認知
（一）學術界的討論
中國自推動改革開放以來，過去 30 餘年中國對本身國家利益的認知、塑造
與維護處於不斷發展與變動的過程。根據中國學者秦治來的看法，中國的國家利
益發生的四種明顯的變化：1、內外互動明顯增加；2、外部環境因素突顯；3、
責任意識逐漸加強；4、優先次序發生變化（秦治來，2008:124-6）。在優先次序
上，大陸學者認為中國國家利益優先次序的關鍵，是正確處理經濟利益與安全利
益的關係，在保證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經濟利益的地位相對上升（秦
治來，2008:126）。這種表述顯示傳統安全觀仍是中國學界的主流看法。
中國學者又是如何界定國家利益呢？閻學通認為，國家利益是一切滿足民族
國家全體人物質與精神需要的東西。在物質上，國家需要安全與發展；在精神上，
國家需要國際社會尊重與承認（閻學通，1997:1-2）。洪兵認為中國國家利益主
要有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國防安全、祖國統一和國際地位提高（洪兵，1999:1-7）。
楚樹龍則提出了中國國家利益包安全利益和發展利益（沈本秋，2008:132）。綜
合來看，中國的主要國際關係學者在界定國家利益時，都偏向傳統安全，但亦開
始重視非傳統安全。
中國此種偏向傳統安全的國家利益界定，也反映在中國軍方單位的出版品中。
例如在中共〈國防大學〉出版的《21 世紀初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一書中，就仿
照本文前述美國提出的國家利益分類，將中國的國家利益分為核心安全利益、關
鍵安全利益與重要安全利益（劉靜波主編，2006: 48-52）。其各種利益的內容，
參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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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國軍方對中國國家利益分類及內容
利益種類
核心安全利
益

關鍵安全利
益

重要安全利
益

內容
共有 3 項，包括：
（一）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保證國家政治穩定；
（二）營造有利國際環境，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落實戰略機遇期；
（三）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反對「台獨」
，推進國家統一進程。
共有 8 項，包括：
（一）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健康發展；
（二）加強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推進中國民主政治建設；
（三）加速中國特色的
軍事變革，提高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能力和維護國家利益發展需求的能力；
（四）反對「三股惡勢力」
，與國際社會一道反對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
恐怖主義，維護民族團結和周邊地區國際社會的穩定；
（五）推進地區安全合作，反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保持亞太地區的總體和平
與穩定，擴大中國對周邊安全形勢的影響力；
（六）通過鬥爭求合作，保持中美關係及中國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關係的穩定，
推動世界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
（七）在國際政治經濟友問題上維護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合法權益；深化和保持與
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合作，幫助發展中國家與中國共同發展；
（八）擴大戰略性資源、市場，保證國際海洋航線對中國開放與通暢。
共有 24 項。包括：
（一）牽制美國在國際際事務中的霸權主義傾向，保持中美戰略關係的總體穩定
和健康發展；（二）反對美國發展與台灣實質性軍事聯盟關係；
（三）鞏固和強化
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四）發展與歐洲合作夥伴關係；
（五）通過鬥爭保持和發展
中日正常關係；（六）更積極地參與和支持聯合國的活動；
（七）保持和加強與發
展中國家互利合作關係；
（八）推動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建設，限制冷戰型
安全機制的作用；（九）推進六方會談，和平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
（十）鞏固和
發展上海合作組織；（十一）持和發展與東協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
（十二）保持
和發展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合作關係；
（十三）繼續參與國際反恐鬥爭；
（十
四）開發國際能源合作，開拓新的能源供應渠道；
（十五）擴大參與國際維和行動
和搶險救災行動；（十六）繼續參與推動國際軍備控制和裁軍活動；
（十七）適度
發展和更新中國的戰略核武庫，保證其可靠性；
（十八）發展有效維護中國海洋權
益的能力；
（十九）發展航天技術，避免太空軍事化；
（二十）完善國防動員體制，
加強預備役建設；
（廿一）加速科技發展，保持和擴大中國在科學術術領域的創新
和應用能力；（廿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打擊各種腐敗現象；
（廿三）
繼續推動西部大發展，振興東北；
（廿四）強化社會主義精神文化建設，重建與中
國和平發展相適應的文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劉靜波主編，2006:48-52）。

（二）中國官方對國家「核心利益」的定義
中國的「核心利益」為何？2011 年 9 月 6 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首次對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做出中國的官方界
定，根據這份白皮書，中共的核心利益有六項，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
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
續發展的基本保障等（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中國在表述國家核心利益的
順序上，大致符合前述大陸學者的看法，即中國國家利益優先次序的關鍵，是正
確處理經濟利益與安全利益的關係，在保證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經濟
利益的地位相對上升。同時，中國官方對國家核力利益的界定，也與前述中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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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研究部門大致相似，但是更加明確。

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
本節分三個部分，一是釐清「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內容；二是探討美中關
係與「一帶一路」之關聯性，三是分析「一帶一路」戰略的意涵。
一、「一帶一路」戰略的內容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
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得到國
際社會高度關注。2014 年 11 月中國做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東道主，正式向以
「一帶一路」為名，倡議歐亞經濟合作（「一帶一路」路線圖，參見圖 1）。
「一帶一路」最初是一個合作發展的概念，而非某個實體或機制。有其中關
陸上絲綢之路之講法，並非最近才出現，早在 1999 年「上海五國」元首在比什
凱克開會就提出復興絲綢之路之主張，當時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會中表示「中
亞是溝通東西方的橋樑，復興絲綢之路是時代的要求，有利於促進本地區的和平、
穩定與經濟繁榮。」（張德廣, 2007: 11）
「一帶一路」的目標是要藉由和這兩條路徑經過的國家相互合作，打造成為
政治相互信賴、經濟相互融合、文化相互包容的共同體，因此，它會是以經濟發
展為主軸，創造出政治、經濟、文化相互融合的「生命共同體」
。習近平在 2013
年 9 月就曾提出，2014 年再新增「基礎建設投資銀行」構想（經濟日報, 2015）。
2015 年 3 月 28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布《絲調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國務院, 2015）這是習近平主政下所提出統籌外交政策與
國內經濟發展政策的大戰略。最初目標為域基礎建設項目，其後計畫範圍不斷擴
大，重點置於加強政策協調、金融一體化、貿易自由化及人民與人民間的感情連
通（Kennedy and Parker, 2015）。
「一帶一路」沿線經過了亞、非、歐 26 國，合計 44 億人口、21 兆美元的
經濟規模，十年內將陸續投資 1.6 兆美元經費在公路、鐵路、港口、油管、橋樑、
輸電網路、光纜傳輸等大型基礎設施，將衍生龐大商機，因而受到周邊國家高度
重視。為資助這些投資，北京籌設了 1,000 億美元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400
億美元的絲路基金、1,000 億美元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人民幣 50 億元的海上絲
綢之路銀行。其中基礎建設銀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都將由北京出資半數 500
億美元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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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一帶一路」路線圖

資料來源：（陳柏廷, 2015）
。

由於幾乎由北京主導，類似二次戰後美國為復興歐洲所創的「馬歇爾計畫」，
因此「一帶一路」也被媒體稱為「中國的馬歇爾計畫」（經濟日報, 2015）。整體
來看，「一帶一路」的架構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端是東亞經濟圈，另一端是歐
洲經濟圈，中間經過許多腹地廣大的開發中國家。「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點是
暢通三條路：(1) 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之路；(2) 中國經中
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之路；(3) 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之路。亦即
陸上依託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台，
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
濟合作走廊。「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點則有二：(1) 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
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2) 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亦即海上
以重點港口為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並特別強調中巴經濟
走廊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連結。

二、美中關係與「一帶一路」
自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政策，便是拉近並聚集其盟國的
力量，此後美國從未在亞太地區的權力爭霸中缺席。小布希（George W. B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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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任內，因全力投入反恐戰爭而疏於對亞洲的經營，使得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
響力不斷擴大。雖然美國的勢力從未離開亞洲，但是歐巴馬（Barack H. Obama）
上台後，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Hilary R. Clinton）在 2009 年 7 月 22 日出席東協
論壇前高調宣佈美國「重返亞洲」（陳成良, 2009），之後美國在東亞及太平洋地
區的軍事與外交活動就顯著升級，使中國周邊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安全環境日趨
惡化。
2010 年 5 月 27 日美國歐巴馬政府公佈其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主
張國際合作，並強調國防與外交並重，正式拋棄小布希總統的單邊主義與先發制
人策略；同時，報告中並指出，美國的合作對象將從傳統盟友擴展到中國、印度
等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也強調與中國大陸交往，美中應維持「務實而有效的關
係」，並鼓勵中國對和平、安全做出貢獻（人民網, 2010）。要特別注意的是，這
份報告強調國防與外交並重，意味美國並未放棄其長久以來的兩手策略，且旨在
落實希拉蕊所提出的「巧實力」
，即運用美國所有政策工具來達成目標（新華 網,
2010）
。基本上，美國重返亞太後採取三種方式提升與中國的抗衡（朱雲漢, 2011）
，
一是利用中國大陸與東亞國家的主權爭議，挑撥中國大陸與鄰國的關係；其次是
提出簽署 TPP 之構想；第三項則是提出對亞太「戰略再平衡」
。美國的第一項作
為的意圖為拉攏東協國家對中國進行戰略抗衡；而第二項作為則是美國意欲重新
掌控亞太經貿事務的主導權；至於最後一項則是強化對中國的戰略圍堵能力。
簡言之，不論是 TPP、重返亞洲、強化與中國周邊國家的政軍關係（包括越
南），歐巴馬政府的目的都是試圖在東亞地區建立起對中國的圍堵網，防範這個
崛起中的強權。歐巴馬政府對中國採取的政策符合「霸權利益理論」的假設 B：
當實力差距顯著縮小、實力關係緊張，霸權實力地位受到大國或者國際進程的嚴
重挑戰，但後者對現在的國際制度體系總體上持肯定和支持態度時，制度關係緩
和，霸權國會將其定位為潛在的挑戰者而不是明確的對手，將採取一定的反對與
壓制措施。
面對歐巴馬政府在戰略上的進逼，習近平在 2012 年 6 月訪美時提出了「新
型大國關係」的說法，欲重新界定中美關係。用中國外長王毅的話就是「十四字
方針」：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蔡德貴, 2013）。中國也表示從
來沒想要挑戰、甚至取代美國地位的戰略意圖；中國從未想過要把美國從亞太排
擠出去。然而由於美中戰略互疑，美方並不相信中國的表述，在亞太的戰略佈局
毫不鬆手，終迫使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以突圍。

三、「一帶一路」戰略的意涵
許多的分析均指出，「一帶一路」戰略同時是經濟、政治與軍事戰略。從經
濟戰略的角度分析，
「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內容包括：
（一）產業轉型，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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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境內過剩產和勞工，藉由向外擴張的基礎建設輸出；（二）建制基礎建設，
連結中國與中亞及俄羅斯的能源網絡；（三）打造中國大陸主歐亞經濟圈，建立
新的霸權規則（林彤, 2015）
。同時，中國將「一帶一路」設定為國家發展戰略，
最重的是取得發展空間，此舉乃是因應中國國力上升，逐漸增加其全球戰略角色
定位，因此需要周邊得以輸出產品與獲得資源之腹地（邵軒磊, 2015: 43）。
從政治與軍事戰略的角度觀察，表面上一帶一路是經濟策略，但是中國可以
藉由經濟影響軍事，其關聯性是藉由經濟來達成軍事目的，並試圖突破美國在中
亞及南海的戰略佈局（錢尹鑫, 2016: 77, 85）
。就中國自已的經濟發展與國內政治
與軍事需要來看，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帶經濟上試圖確立區域經濟領導權（附
帶轉移國內過剩產能以及確保發展所需資源）、在軍事上試加強戰略縱深防制分
離主義；就中國的對外政策而言，「一帶一路」中，「一帶」之重點為中亞、「一
路」之重點為南海，「一帶一路」是互為依靠的戰略軸線，因此，東亞戰略格局
將成為「亞太／亞洲」，或可說是「海洋亞洲／陸地亞洲」的爭奪；隨著「一帶
一路」之觸角延伸至中東，未來與美國「新絲路計畫」（New Silk Road）衝突在
所難免（邵軒磊, 2015: 50，55-56）
。換言之，中國明顯地以其快速上升的經濟力
量，支持其軍事力量的擴張，在南海及中亞與美國進行實力上的較量，爭取其結
構性利益，同時，中國此種結構利益的爭取，已不限於亞洲地區，而是隨著「一
帶一路」擴及到非洲及歐洲地區。
但中國的企圖不僅止於此，中國進一步要爭取其制度性利益。2014 年 11 月
中國倡議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旨在為實現「一帶一路」大戰略地區的基
礎建設提供資金，特別著重在交通、能源與電信資訊等產業；2015 年 6 月 29 日，
參與亞投行的國家在北京簽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訂》，就出資狀況、投
票權、治理結構、決策機制等進行協議，協定中亞投行總部設於北京，中國成為
亞投行最大出資國，占 30.34%、投票權占總投票權 26.06%，未來將在包括歐洲
地區設立機構或辦公室；此外，中國在亞投行選舉行長、增加資本金額及修改協
定時擁有否決權；基礎設施投資為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部分，除雙邊協定外，西
方國家多利用世界銀行（World Bank）或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等建制平台，與受援國談財政援助方案與實施程序，但這套由美國
主導創建的發展與投資機構，卻受到中國推動亞投行的挑戰（蔡裕民, 2015:5，
10）。
簡言之，亞投行是第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國際經貿組織，北京建構亞投行，其
背後反映出中國不滿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經貿結構，其更深層的意義，即是中國
藉由建立並鞏固其制度地位，獲得制度性利益。從第肆節所討論的中國國家六項
核心利益來看，「一帶一路」戰略處理的問題，同時關係到中國國家安全，國家
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
本保障等三項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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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檢驗「崛起大國利益論」
本文欲以中國自 1990 年代以來來歷任領導人的對外政策與行為檢驗「崛起
大國利益論」，基於此，本節首先簡單回顧改革開放年代以來中國的對外政策及
對美政策，其次檢證「崛起大國利益論」。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外交政策主要原則及特徵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外交政策，基本上總結了中共建政六十年的外交經驗，
包涵了中共在改革開放前的外交政策原則，也包括了最近三十年隨著中國面臨的
國際環境改變，所提出的新的外交政策原則。中共建政前三十年外交政策的遺產
包括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蔡東杰，2008:17-20），周恩來於 1955 年於萬隆會議
所宣布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以及反霸權主義。
中共改革開放至今，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可從中共自十二大至十八大
的政治報告中，有關外交政策的陳述中一覽無遺（參見表 4）。從表 4 中，吾人
可以發現，中共自 1979 年以後的外交政策，除延續了前述的獨力自主、和平共
處五原則及反霸權主義等三項政策原則外，為了維持和平的發展環境，中共自
1990 年代起針對周邊家推動睦鄰政策，對中國的鄰邦宣傳「睦鄰、安鄰、富鄰」
的政策目標，並希望建立國際新秩序，同時，針對 1990 年代起國際間興起的「中
國威脅論」，則在外交政策的陳述中強調中國永遠不會稱霸，以降低周邊國家及
其他主要國家對中國的戒心與疑慮。此外，在 2007 年十七大胡錦濤的政治報告
中，有關外交政策的報告部分，特別再針對全球對中國崛起後可能成為不滿現狀
況霸權的種種看法，強調中國將走「和平發展的道路」
，並堅持「和諧世界」觀，
且採取的是防禦性的國防政策。然而至十八大時，值得注意中共在對外政策上有
了兩點改變，一是對國際新秩序的建立，表述中表達較過去明確與積極的態度；
其次在國防政策方面，雖然強調中國採取是防禦性國防政策，但是未提不搞軍備
競賽，不對任何國家構成軍事威脅等字眼，強調加強國防建設的目的是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保障國家和平發展。
此外，2002 年 11 月 8 日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的政治報告，忠實地反映了中共對
二十一世紀世局的認知與看法，江澤民在報告中說：「國際局勢正在發生深刻變
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曲折中發展，……。我們黨必須堅定地站
在時代潮流的前頭，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
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歷史任務。……綜觀全局，二十一世
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重要戰略機遇
期。……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
水平的小康社會。」（江澤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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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共十二大自十八大政治報告有關外交政策陳述

對
世
局
發
展
之
判
斷
獨
立
自
主
的
外
交
政
策
和
平
共
處
五
原
則

對
霸
權
主
義
與
強
權
政
治

1982
十二大 1
胡耀邦

1987
十三大 2
趙紫陽
和平和發
展

1992
十四大 3
江澤民
和平與發
展仍是當
今世界兩
大主題

1997
十五大 4
江澤民
和平與發
展是當今
時代的主
題

2002
十六大 5
江澤民
和平與發展
仍是當今時
代的主題。

2007
十七大 6
胡錦濤
和平與發
展仍然是
時代主題

2012
十八大 7
胡錦濤
和平與發
展仍然是
時代主題

獨立自主
的和平外
交戰略

中國將繼
續堅定不
移地奉行
獨立自主
的和平外
交政策，

中共將堅
持獨立自
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

始終不渝
地奉行獨
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
政策

我們始終不
渝地奉行獨
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

堅定奉行
獨立自主
的和平外
交政策

在和平共
處五項原
則的基礎
上同世界
各國發展
友好合作
關係

中國願意
在和平共
處五項原
則的基礎
上，同所
有國家發
展友好合
作關係

要在和平
共處五項
原則的基
礎上，繼
續改善和
發展同發
達國家的
關係。

我們將繼續
改善和發展
同發達國家
的關
係……，在
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的基
礎上，擴大
共同利益的
匯合點，妥
善解決分
歧。

反對霸權
主義、

1. 霸 權 主
義、強權
政治的存
在始終是
解決和平
與發展的
主要障礙
2. 中國永
遠 不 稱
霸，永遠

1. 霸 權 主
義和強權
政治仍然
是威脅世
界和平與
穩定的主
要根源
2. 反對霸
權主義，
維護世界

1. 霸權主義
和強權政治
有新的表現
2. 反 對 各
種形式的霸
權主義和強
權政治。中
國永遠不稱
霸，永遠不
搞擴張。

中國政府
和人民都
將高舉和
平 、 發
展、合作
旗幟，奉
行獨立自
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
中國堅持
在和平共
處五項原
則的基礎
上同所有
國家發展
友 好 合
作。我們
將繼續同
發達國家
加強戰略
對話，增
進互信，
深 化 合
作，妥善
處 理 分
歧，推動
相互關係
長期穩定
健 康 發
展。
1. 霸 權 主
義和強權
政治依然
存在
2. 中 國 反
對各種形
式的霸權
主義和強
權政治，
永遠不稱

反對帝國
主義、霸
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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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堅持
在和平共
處五項原
則基礎上
全面發展
同各國的
友 好 合
作。

中國反對
各種形式
的霸權主
義和強權
政治，不
干涉別國
內政，永
遠 不 稱
霸，永遠
不 搞 擴

看
法

對
周
邊
國
家
的
政
策

對
建
立
國
際
新
秩
序
的
看
法

不 搞 擴
張，同時
反對任何
形式的霸
權主義、
強權政治
和侵略擴
張行為。
我們同周
邊國家的
睦領友好
關係處於
建國以來
的最好時
期

主張以和
平共處五
原則為基
礎建立國
際新秩序

和平
3. 今後中
國發達起
來了，也
永遠不稱
霸。

1. 要 堅 持
睦鄰友好
2. 對我國
同鄰國之
間存在的
爭 議 問
題，應該
著眼於維
護和平與
穩定的大
局，通過
友好協商
和談判解
決。一時
解決不了
的，可以
暫 時 擱
置，求同
存異。
要致力於
推動建立
公正合理
的國際政
治經濟新
秩序。這
種國際新
秩序是以
和平共處
五項原則
為基礎的

中
國
的
發
展
道
路
國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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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永遠
不 搞 擴
張。

張。

將繼續加強
睦鄰友好，
堅持與鄰為
善、以鄰為
伴，加強區
域合作，把
同周邊國家
的交流和合
作推向新水
準。

將繼續貫
徹與鄰為
善、以鄰
為伴的周
邊外交方
針，加強
同周邊國
家的睦鄰
友好和務
實合作，

我們將堅
持與鄰為
善、以鄰
為伴，鞏
固睦鄰友
好，深化
互 利 合
作，努力
使自身發
展更好惠
及周邊國
家

主張建立公
正合理的國
際政治經濟
新秩序

推動國際
秩序朝著
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
向發展

中國將始
終不渝走
和平發展
道路

我們將積
極參與多
邊事務，
支援聯合
國、二十
國集團、
上海合作
組織、金
磚國家等
發揮積極
作用，推
動國際秩
序和國際
體系朝著
公正合理
的方向發
展。
中國將始
終不渝走
和平發展
道路

中國奉行
防禦性的

中國奉行
防禦性的

政
策

國 防 政
策，不搞
軍 備 競
賽，不對
任何國家
構成軍事
威脅。

國 防 政
策，加強
國防建設
的目的是
維護國家
主權、安
全、領土
完整，保
障國家和
平發展。
資料來源：作者綜整自《人民網》
，1.（胡耀邦，1982）
；2.（趙紫陽，1987）
；3.（江澤民，1992）；
4.（江澤民，1997）
；5.（江澤民，2002）；6.（胡錦濤，2007）；7.（胡錦濤，2012）
。

因此，對中共而言，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主要戰略目標有三：一是在二十一
世紀的前二十年內，抓住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營造一個長期穩定、和平
發展（或和平崛起）、有利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有利環境，使中國能集中精力和
資源解決中國內部臨的重大改革與發展問題，以建立小康社會；二是維護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實現統一；三是擴大國際影響力，維護和發展中國國家利益的範
圍和空間。
二、理論假設的檢證
如第參節所述，作者採取宋偉的觀點，認為大國亦有結構性利益（大國實力
地位）與制度性利益（大國制度地位）；並提出解釋崛起大國對外行為與政策的
命題如下：「霸權國家或進程對崛起大國利益（位置性利益）是否構成威脅，決
定了崛起大國會對其採取支持或反對的態度。」作者並根據此一命題提出四項假
設，這四項假設實則涵蓋了霸權國與崛起強權實力關係與制度關係的四種不同可
能性。以下作者將藉由 1990 年以來中國的對外政策與行為，檢驗「崛起大國利
益論」。
觀察中國的對外政策與行為，在 1990 年代前，一方面中國與美國的實力差
距很大，中國對於參與國際政經活動採取將保守的態度，另一方面中國亦未完全
接受或融入美國主導的各種國際建制，因中國擔心在國際組織中受制於其他強權，
有損主權，並不利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建立地位（Vogel, 2004: 46-57）。同時，此
時期中共雖不以意識形態之異同來決定交往對象，但是堅持反霸，而在中共反霸
即是反美的同意詞；故此一時期中共的對外政策與行為較符合假設 C-1：即當實
力差距仍大，實力關係緩和，崛起大國實力短時期內不會嚴重挑戰霸權國或主導
國際進程挑霸權國，但是前者對現存的國際制度體系總體上持否定和反對態度，
制度關係緊張，崛起大國會將霸權國視為潛在敵人，將對霸權國家採取一定的反
對和對抗措施。
在江澤民主政時期（1989-2002）
，由於中國的實力與美國仍有相當差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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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雖然反霸，但基本上支持並逐步參與美國所建構與領導的國際制度，故雙方實
力及制度關係均緩和，此時中國之外交策略為適時與其他大國（great power）合
作，此階段中國的對外行為較符合 D1 之假設。胡錦濤主政時期（2002-2012），
特別是 2010 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由於經濟與軍事實力上升，自
信度提升，中國已然視自身為大國（Lam, 2009: 20-24）
。因此在胡錦濤執政時期，
中國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各種國際建制，並接受其遊戲規則。但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此一時期依然堅持反霸，並在一些重要國際議題上，與美國持相反意見。是
以在胡錦濤執政期間，中國大陸的對外政策與行為大致符合假設 B-1：即當實差
距顯著縮小，實力關係緊張，崛起大國嚴重挑戰霸權實力地位或其主導的國際進
程嚴重挑戰霸權實力地位，但是前者對現在的國際制度體系總體上持肯定和支持
態度時，制度關係緩和，崛起大國會將霸權國視為明確對手，將對霸權國家採取
一定的反制和對抗措施。
簡言之，在 1990 年代以前，中國與美國的實力差距巨大，因此即便在東亞，
中國不可能與美國爭奪結構利益與制度利益，僅能口頭上反霸；至江澤民及胡錦
濤主政時期，美中實力差距快速縮小，但中國基本上仍接受霸權國─美國，所制
訂的遊戲規則，亦指出此套規則之制度不公正性，並堅持其一貫的反霸立場，胡
錦濤主政後期，中國已然顯現欲爭取其結構利益與制度利益的意圖。
習近平主政下（2012 至今）
，中國已毫不掩飾其爭取區域霸權的野心。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4 年 11 月 28 日至 29 日所舉行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提
出了中國大陸未來對外工作的重要指導思想、基本原則、戰略目標、主要任務。
其中重點包括了：「為和平發展營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維護和延長中國發展
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決不能放棄中國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堅
持合作共贏，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堅決維護領土主權和
海洋權益，維護國家統一，妥善處理好領土島嶼爭端問題、推進多邊外交，推動
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話語權。要切
實加強務實合作，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努力尋求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
通過務實合作促進合作共贏。要切實落實好正確義利觀，做好對外援助工作，真
正做到弘義融利。要切實維護中國海外利益，不斷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強保
護力度。」（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
上述這段談話指出中國對外工作的幾個重點：一是延長中國戰略機遇期，二
是不能犧牲核心利益；三是建構新型國際關係；四是推動國際體系改革，提升話
語權；五是維護中國大陸海外利益。以上重點顯示出崛起強權要重塑國際政經秩
序，建構一個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的政經新秩序。
因此，「一帶一路」戰略實則即是中國同時欲取得其結構性利益及制度性利
益的戰略設計，大致而言，習近平主政後，中國的對外政策與行為符合假設 A1：
即當實力差距顯著縮小、實力關係緊張，崛起大國嚴重挑戰霸權實力地位或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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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國際進程嚴重挑戰霸權實力地位，而且前者對現存國際制度體系持否定或反
對態度、制度關係緊張，崛起大國會在國際體系中積極挑戰霸權國，反圍堵、並
盡可能阻止霸權國所支持的進程。

柒、結語
自 1648 年西伐利亞體系建立後，近代國際體系霸權權力轉移大致分為兩類，
一是戰爭轉移，例如 1688 英國海軍擊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英國取代西班牙成
為海上霸權；二是和平轉移，例如美國在 1945 年後取代英國成為國際體系霸權。
不過前述兩類權力轉移的過程，都發生在基督教文明之間，而美國取代英國的和
平轉移，更是發生在母國與前殖民地之間，兩國之間有大致近似的血統、信仰、
文化與語言。但是中國崛起所可能引發的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卻是前所未見，
一是美國與中國屬於不同文明，二是美國與中國沒有任何血統、信仰、文化與語
言的相同處。是以美中之間的未來可能產生的權力轉移，在近代國際關係史上，
可謂史無前例，其可能之影響實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作者修正大陸學者宋偉的「霸權利益理論」
，提出「崛起大國利益論」，
並提出解釋崛起大國對外行為與政策的命題，即：「霸權國家或進程對崛起大國
利益（位置性利益）是否構成威脅，決定了崛起大國會對其採取支持或反對的態
度。」根據此一命題，作者以霸權國與崛起大國的實力關係與制度關係兩項變項
為基礎，提出四項解釋崛起大國對外行為與政策的假設。
作者以 1990 年以來中國歷任領導人的對外政策與行為檢驗案例，來檢驗本
文提出的四項假設，結果發現中國的對外政策與行為符合本文所提出的四項假設。
大致而言，在 1990 年代以前，中國與美國實力差距甚大，雙方實力關係緩和，
但中國對美國所主導國際制度持消極態度，制度關係緊張，中國視美國為潛在敵
人，符合假設 C1 預期。
在江澤民主政時期，由於中美實力差距仍大，中國雖反霸，但支持並逐步參
與美國所建構與領導的國際制度，故雙方實力及制度關係均緩和，此時期中國的
對外行為較符合 D1 之假設。
胡錦濤主政時期，中國經濟與軍事實力上升，中美實力差距顯著縮小，雙方
實力關係緊張，但是中國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各種國際建制，雙方制度關係和，
過中國此一時期依然堅持反霸，並在重要國際議題上，與美國意見相左，此一時
期，中國視美國為明確對手，對其採取一定的反制與對抗措施，符合假設 B1 預
期。
習近平主政後，中國已毫不掩飾其爭取區域霸權的野心，由於美中實力進一
步拉近，雙方實力關係緊張，中國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制度，創建自身主導的國
際制度，雙方制度關係緊張，中國並以「一帶一路」戰略來突破美國對中國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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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中國的對外政策與行為，符合假設 A1 的預期。
總體來說，以結構地位而言，中國自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
體後，已成為亞洲最大經濟體，有主導區域內政經事務的實力，而中國軍費支出
的快速增加，更成為鞏固其區域內鞏固其結構利益之重要支持力量；從制度地位
來說，「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則意味中國從過去美國所制訂的國際經貿規則
及所提供公共財的接受者，轉而爭取成為規則制訂者及公共財的提供者，其目的
即在建立其制度地位，爭取制度利益，而中國巨大的經貿實力，成為中國鞏固其
制度地位與利益的支柱。
最後，本研究尚在進行之中，未來將對以下三方面予以改進，包括：一、針
對霸權國與崛起大國之互動假設，考察能否增加假設項目，以涵蓋雙方互動關係
的更多可能狀況；二、將針對自 1990 年以降，美國與中國在實力關係與制度關
係的實際情況，進行更為廣泛與深入的研究與分析，特別是美中兩國在重要國際
組織中對規則的角力及投票權分配的爭議過程細節；三、針對衡量美中實力關係
與制度關係的量化與質性指標，考量能否制訂出更多項目，以求更訂出更能完整
說明雙方互動狀況之量化與質性指標。

23

參考文獻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李靜宜譯，2011，《權力大未來》，台北：天
下遠見。
人民網，2010，〈國際觀察：奧巴馬正式拋棄『小布什主義』？〉，《人民網》，
5 月 31 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1741649.html，查閱時間：
2016/09/15。
王俊評、張登及，2015，
〈「一帶一路」之內涵及其對美中關係之影響〉
，
《戰略安
全研析》，118: 21-30。
中國人民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主編，2016，《「一帶一路」與國際貿易新格局》，北
京：中信出版集團。
中國論新聞網，2014，〈習近平：加強中國海外利益保護力度〉，《中國評論新聞
網》，12 月 1 日，
http://hk.crntt.com/doc/1035/0/6/1/103506165.html?coluid=151&kindid=11510
&docid=103506165&mdate=1201085956，查閱時間：2016/09/10。
朱雲漢，2011，
〈政府企業攜手，新興市場爭一席〉
，
《中國時報》
，年 12 月 2 日，
版 A26。
江澤民，1992，〈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
業的更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
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08.html，查
閱時間：2016/09/2。
江澤民，1997，〈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
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
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85.html。查閱時
間：2016/09/12。
江澤民。2002。〈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
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25.html。查閱時
間：2016/09/12。
宋偉，2014，
《捍衛霸權利益：美國地區一體化戰略的演變（1945-2005）》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宋偉，2009，〈從國際政治理論到外交政策理論─比較防禦性現實主義與新古典
現實主義〉，《外交評論》，3：25-47。
沈本秋，2008，〈中國和平發展中的國家利益建構〉，收於王緝思總主編，《中國
學者看世界：世界與中國，2007-2008》：130-139，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京華時報，2013，
〈王毅：台灣問題應成中美關係正資產〉
，
《京華時報》
，9 月 23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3/0922/c64102-22985005.html，查閱
時
間：2016/09/16。
林彤，2015，〈習近平一帶一路對歐域政經的影響，以及臺灣因應對策建議〉，1
月 28 日，http://npf.org.tw/34699。查閱時間：2016/08/31。
金巍主編，2016，
《「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國文化戰略》
，北京：中信出版集團。
洪兵，1999，《國家利益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24

胡錦濤，2007，〈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
勝利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106155/106156/6430009.html。查閱
時間：2016/09/12。
胡錦濤，2012，〈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html，查閱時間：
2016/09/12
胡耀邦，1982，〈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5/65448/4526430.html，查閱時
間：2016/09/12。
倪世雄，2011，《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秦 亞 青 ， 1999 ，《霸 體 系與 國 際衝 突 ─ 美國在 國 際 武裝 衝 突中 的 支持 行 為
（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秦治來，2008，〈開放條件下的中國國家利益〉，收於王緝思總主編，〈中國學者
看世界：世界與中國，2007-2008〉：124-126，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國務院，2015，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3
月
28
日
） ， 《
新
華
網
》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 ， 查 閱 時 間 ：
2016/08/31。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中國的和平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網站》，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查閱時間：
2016/09/15。
張德廣，2007，〈新絲綢之路與上海合作組織〉，《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27（6）：2。
莫大華，2003，《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台北：時英。
陳成良，2009，〈參與東協論壇，希拉蕊宣示美『重返亞洲』〉，《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l/23/today-int2.htm，查閱時間
2016/08/26。
陳欣之，2007，
〈新自由制度主義、社會建構及英國學派〉
，收於張亞中主編，
《國
際關係總論》73-92，台北：揚智。
陳柏廷，2015，〈一帶一路揭藍圖 3 條黃金路線〉，《中國時報》，4 月 15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15000463-260108，查閱時間：
2016/09/20。
新華網，2010，〈解讀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多變的語言，不變的戰略〉，《新華
網》
，6 月 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6/04/c_12180870.htm，
查閱時間：2016/0920。
經濟日報，2015，
〈社論：掌握「一帶一路」戰略衍生的商機〉
，
《經濟日報》
， 3
月 13 日，版 2。
鄒磊，2015，
《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政治經濟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趙春山，2003，〈中共對台政策〉，收於張五嶽主編，《兩岸關係研究》：45-68，
台北：新文京。
趙紫陽，1987，〈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
25

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6/65447/4526370.html，查閱時
間：2012/09/12。
劉靜波主編，2006，《21 世紀初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
厲以寧、林毅夫、鄭永年等著，2015，《讀懂一帶一路：國家智庫級學者前瞻中
國新絲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
蔡裕民，2015，〈美國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認知與因應策略〉，《戰略安全
研析》，121:5-11。
蔡德貴，2013，〈望海樓：王毅「十四字方針」分析〉，《人民日報海外版》，9 月
23 日，
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BIG5/n/2013/0923/c78779-22997148.html，查
閱時間：2016/08/25。
錢尹鑫，2016，〈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對兩岸關係影響之研析〉，《展望與
探索》，14(7)：77-94。
閻學通，1997，《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Bailin, Alison. 2000. “From Traditional to Institutionalized Hegemony,”
http:// www.g8.utoronto.ca/scholar/bailin/bailin2000.pdf (August 11, 2016).
Brow, Michael, et al, eds. 2000.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eng, Yong and Fei-Ling Wang, eds. 1999. 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 China Views the
World. Boulder, Colo.: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Economy, Elizabeth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1999.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Ellsworth, et al, eds. 2000. Americans National Interests. Washington, D.C.: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Finnemore, Martha. 1996.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rankel, B. 1996.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Portland: OR, Frank Cass,
1996.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ge, James F. 2004 “A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Making,”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40701facomment83401/james-f-hoge-jr/a-glob
al-power-shift-in-the-making.html(July 21, 2016).
Johnston, Alastair I. and Robert Ross, eds. 1999.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Katzenstein, Peter J. ed. 1996.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Kennedy, Scott and David A. Parker. 2015. “Build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April 3),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August 21, 2016).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obert O. 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Keohane, Robert O. 1996.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New York:
2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rshner, Jonathan, Peter A. Gourevitch, and Barry Eichengree. 1997. “Crossing
Disciplines and Charting New Paths: The Influence of Charles Kindleberger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1(2): 333-345.
Lam, Willy. 2009. “Beijing Learns to Be a Superpow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72(4): 20-24.
Lampton, David M. ed. 2001.The Making of Chinese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uechterlein, Donald E. 1991. America Recommitted: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s in a Restructured World.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Pillsbury, Michael. 2000.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Ruggie, John G.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370-399.
SIPRI. 2016. Data from all Countries, 1988-2015,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September 20, 2016).
Swaine, Michael D. and Ashley J. Tellis. 2000.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 Rand.
The White House. 2000.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Global Ag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 Dept. of State. 2015. “U.S. Support for the New Silk Road,” (May 25,), U.S.
Dep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p/sca/ci/af/newsilkroad/ (August 25, 2016).
Vogel, Ezra F. 2004. “The Rise of China and Changing Face of East Asia,”
Asia-Pacific Review, 11(1): 46-57.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N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ao, Q. 2001. “China and Major Power Relations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29): 663-681.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