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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權競爭下的中型國家安全策略：
以波蘭與土耳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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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研究非強權國家的安全策略多以中小型國家為標的，
本研究進一步將焦點集中在中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分析這一
類國家如何在國際強權政策引導下進行回應。本文觀察波蘭與
土耳其兩國策略選擇發現：首先，中型國家因具有較強的綜合國
力優勢，造就此類國家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展現高度自主性。其
次，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離威脅中心越近，中型國家採取扈從
一強去抗衡另外一強的策略就越明顯；相反的，離威脅中心越
遠，中型國家採取在兩強間擺盪策略就越明顯。最後，強權有求
於中型國家，因此對中型國家多採正向回報或高容忍度的反饋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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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相當多的國際關係文獻著重在國際體系權力分配，分析體
系下諸般不同行為者權力大小差異，在這些文獻中有相當大一部分
是針對強權 (Great Power) 進行研究，這一類研究主要針對強權的
國家利益、意識形態、領導人或地緣政治觀點進行理解，兼或討論
強權與其他非強權國家的互動關係。分析強權與非強權國家互動
時，外界多半以中小型國家為理解的起點，以一個統稱性的概念來
指涉這一群組的國家。另外，過去文獻在處理強權與這些國家的互
動時，聯盟觀點是一個經常被援引的分析途徑，採用聯盟觀點來了
解強權與其他非強權國家互動格局，好處是該理論重視強權與這些
國家的合作形式，因為強權政策工具多樣化，強權可採取各式政策
工具以吸引其他跟隨者，讓這些中小型國家得以調整原先外交路線
軌道、以符合強權期待 (陳麒安，2014: 87-115; 鄭端耀，2003: 121; Snyder, 1990: 103-106; Walt, 1987, 2009: 86-120)。
這些先前重要研究進程說明強權與各區域中小型行為者互動
關係，本文希望能夠在這些基礎上強化先前研究路徑。本文以非強
權的國際行為者為主要關懷，特別探討那些受強權政策引導的國家
如何進行策略選擇。本文研究目的有二：第一，就研究對象的主體
性來說，中小型國家過去很常一段時間被視為同一種類型，所以也
就自然認為他們這一群組的國家安全策略選擇應當被歸類為在同
一框架。不過我們可以發現，中型國家與小型國家為兩種截然不同
的行為者，他們可以被更細緻的區分而不應該被混為一談，也不應
該被視為一體，後文我們將會提及兩者類型上的差異，本文將會在
學理上與實務上進行區辨，說明中型國家的特異之處。
第二，就行為者行動取向來說，過去文獻對中小型國家策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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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分類可概括為抗衡 (balancing)、扈從 (bandwagoning)、避險
(hedging) 或其他多樣方式，文獻指出這一群國家或者採取抵抗強
權、跟隨強權，或期望在兩大強權間採左右逢源、伺機獲利的態度。
他們其中一些國家對生存的重視程度遠超乎強權想像，對安全的顧
慮也遠超過強權對外在威脅的認知，因此在多數的情況下，這一群
組國家對威脅有著極為敏感的意識。本文不以現有分析框架為滿
足，抗衡、扈從或避險等概念能說明中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但在
抗衡或扈從之外，中型國家互動模式又不僅於此，他們與強權間互
動將因為國力與小型國家有所不同，無論從策略選擇自主性、或是
強權對中型國家策略選擇進行反饋，我們都有必要更詳盡的定位出
中型國家策略選擇之特色所在。

貳、中型國家安全研究
一、國家大小
從國際關係傳統角度來看，國家無論大小、所有國家在概念上
都屬於同一類型的行為者，不過從實務角度來看，國家大小不同，
行為模式與影響力也有所不同，所以區分國家大小有其必要。第一
個分類國家大小的方式是概念上的區辨，也就是將國家簡單的區分
為大中小各種不同類型，16 世紀義大利的政治思想家 Giovanni Botero 將國家分類為全球性強權、中型國家、小型國家，他以 grandissime (大型帝國)、mezano (中型國家)、piccioli (小型國家) 等大小相
對概念描述不同類型的行為者 (Dal, 2018: 4)。雖然 Botero 沒有明
確定義出大中小國家分類標準，不過概念很容易理解，便於大眾理
解國際格局。不過也因為概念上缺乏客觀的理解標準，所以論說時
常會落入各說各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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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分類方式是為了糾正前述概念上的模糊而採用數字的
分類方式，以量化作為國家大小區分標準。根據聯合國統計，當前
全球有 193 個國家，如果以人口 1,000 萬為基準，那麼有 105 國、
也就是約 54.4% 的國家屬於小國範疇；如果把人口數提高至 2,000
萬，那麼高於此數的國家有 58 國，約為全球國家總數的 30%；如
果把 1 億人口以上國家視為大國，那麼大型國家共 12 國，占全球
國家總數約 6%。數字大小是評量國家大小的指標，但為何挑選這
些指標 (如人口、GDP 或核子武器擁有與否等)、指標如何訂定 (以
1,000 萬或 2,000 萬人口為大小標準)，可能存在一些不同討論。綜
合來看，量化可讓讀者對於世界各國的相對力量有一個更清晰的理解
圖像，但量化上卻有其極限，因為當我們把量化指標作為區辨國家
大小的唯一標準後，其後的問題是為什麼要以特定標準作為區分
線。數字可以帶給我們理解上的便利，但其所引起的討論與爭議也
是很明顯的，故本文不以簡單數字作為區分國家大小的唯一標準。
第三個將國家大小進行分類的方式是以影響力作為指標，這也
是本文認為評量國家大小的重要依據所在。我們雖能以人口多寡作
為國家大小分類，不過我們通常不會僅以單純的人口作為國家大小
的區辨，蓋人口大小雖與國家強弱有關，但人口數卻非唯一指標。
有些國家如非洲的中非共和國，地處交通不便的內陸區且由於甚少
參與國際事務，故知名度不高，但人口數與中非共和國相仿的新加
坡，卻積極參與各項國際事務。同樣情況也出現在東帝汶與盧森堡，
東帝汶因其紛亂的內政情勢，2008 年前仍需聯合國積極介入才能獲
致和平狀態；盧森堡雖是歐洲蕞爾小國，然其對歐洲金融發展卻有
極大影響力。因此判斷一國大小，需要從多個面向綜合判斷該國影
響力，需要理解這些國家在體系結構中的相對位置、展現的功能、
該國所處的時空脈絡，又或者在強權間競合關係下如何展現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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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拓展活動空間等，以此評估國家影響力。與影響力相關的分類方
式是國際行動力的分類，若干國際關係學者將具有跨越洲際的行動
能力、享有主宰權力體系的國家視為全球性強權，以此標記這一些
國家在當前的國際體系高度自主的行為能力。相較於全球性強權，
小型或微型國家受到的牽制較多，這些國家除了相對重視生存與安
全議題，多半時候他們的精力需耗費在回應外界政策需求 (Cooper,
2011: 317-319; Ravenhill, 2011: 1-3; Yalcin, 2012: 198-202)。
相較於全球性強權與小型國家，要給中型國家進行精確定義不
太容易，這是因為處在光譜兩端的極限值較容易被辨認，而中型國
家不在光譜兩端。學術界過去交互使用各種名詞，如 middle powers、
secondary regional powers、intermediate states 等，皆指涉中型國家
(Behringer, 2005: 305-307; Gilley & O’Neil, 2014: 4; Jordaan, 2003:
165-181; Robertson, 2017: 355-370; Tow & Rigby, 2011: 157)。在
這些名詞中，相當多人使用 middle power 來指稱這一群組的國家，
說明中型國家是一個存在於不同個體間的關聯性概念 (relational
concept)；中型國家不能單獨存在，必須與其他概念相聯繫後才能理
解。這種階層制 (hierarchical order) 的思考是引導我們對國際權力
體系的認識，國際間存在著大中小各種不同階層行為者，每個階層
都有其各自的行動特色所在，而中型國家就處在大小之間，自成一
個特殊群組 (Glazebrook, 1947: 307-315)。

二、國家安全策略選擇
談完國家大小分類之後，接下來討論這一群組國家的安全策略
選擇。由於本文研究重點為中型國家，所以我們將會較多討論這一
群組國家的選擇特色，大型國家將在其他專文中討論。過去相當多
文獻研究中小型國家面臨強權時的回應選擇，一個主軸就是這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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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國家如何回應強權的研究，國內外文獻多以抗衡或扈從的詮釋框
架進行分析。吳玉山 (1997: 2-3) 院士在早期相關著作中指出，中
小型國家因為缺乏與強權的對等地位而被迫採取抗衡或扈從的選
擇以為因應，而影響中小型國家採取的因應策略中，又以經濟水準
差距與西方接納程度有關，這個分析框架大抵上成為後進研究中重
要的參考指標。
與吳院士相近、且同樣將歐亞國家納入分析框架以掌握這一群
組國家的抗衡或扈從政策選擇，楊三億 (2017: 31-66) 在其文章中指
出，把歐亞次區域不同行為者進行國際參與分類，透過全盤分析比較
後得出不同群組、不同國家的策略選擇圖像，這個圖像有助於掌握
中小型國家的抗衡或扈從等選擇。同樣分析對象但採行量化統計模
型，薛健吾 (2016: 121-178) 在其文章中指出中小型國家因地緣分
布而有不同策略回應之道，群組概念在分析框架中再次獲得重視。
除國內學者外，國際間相當多學者對此研究也投入大量心力，
這些研究切入角度相當多元，例如以威脅來源作為分析中小型國家
研究的起點，認為這一群組國家策略選擇根本性關鍵在於外在直接
威脅的有無、性質以及強度，假使威脅屬於核心利益 (如領土紛爭)、
且強度甚高 (常有軍事武裝衝突)，那麼這些國家選擇與強權為抵抗
威脅來源幾乎成為常態，夾在歐俄兩強間的東歐地區或高加索地區
皆屬此類 (Kuik, 2016: 500-514; Yang, 2017: 53-90)。
不過如果外在威脅不屬於領土安全性質、又或者威脅的強度不
是那麼高，那麼這一群組國家的可能走向會是如何？先前研究指出
安全威脅與經濟依賴兩個面向是這一群國家最關心的議題，當這一
群組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上升且經濟依賴程度隨之增高，此時國家
採取扈從的可能性也就隨之上升；反之，如果外在威脅程度低且與
威脅來源的經濟依賴度低，國家採取抗衡的可能性也就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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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在兩種情境中間的境遇 (安全威脅高但經濟依賴程度低，以及安
全威脅程度低但經濟依賴程度高) 則會推動國家採取安全避險或經
濟避險的行為，這意味著這一群組的國家比較偏好不立即採取選邊
站的策略，改以擴大經濟交流或政軍交流的方式與威脅國逐步和解
(楊三億，2018: 105-136; Larson, 1991: 85-87; Schweller, 1994: 74;
Sweeney & Fritz, 2004: 446-447)。
另外有一些國家對於抗衡、扈從或積極避險的策略不是那麼熱
衷，這些國家認為衝突與戰爭是影響國家安全最主要來源，因此以
避免戰爭為最高原則，保持中立通常是這一群國家的原生選項，位
處歐洲北部、中部與西部的芬蘭、瑞典、奧地利、瑞士與愛爾蘭就
是這一群國家的代表，這些國家中立的歷史不盡相同，芬蘭中立始
於二次大戰後於 1948 年與俄國簽署友誼、合作與相互協助條約
(The Agreement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開始；奧地利中立始於 1955 年國會決議與納入憲法、為求獨立的
國際妥協；愛爾蘭中立始於 1939 年，因愛爾蘭獨立與英國態度息
息相關，愛爾蘭可藉中立避免捲入歐洲大戰與避免戰火波及；瑞典
與瑞士為中立悠久國，1815 年維也納會議開啟兩國中立政策，瑞典
因退出歐洲戰事不再插手歐洲戰爭，瑞士則在當時奧地利外交大臣
梅特涅 (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後為奧地利首相) 主導的
維也納會議上決定中立以削弱法國影響力 (Abbenhuis, 2013: 1-22;
Karsh, 2011: 11-13; Ross, 1989: 21-44)。
無論上述國家採取哪些策略，我們都可以發現這些國家策略選
擇具有多樣化表現，他們都在強權的夾縫中試圖找尋對自己最有利
的選項，希望能在夾縫中求生存或進而壯大。但這個分類還有更細
緻化的必要，因為我們多半把中小型國家視為一個群體，不過實際
上可以了解到，中小型國家特色各異，模型上可發現這一群國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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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策略諸多變型。全球權力結構下的中型國家實際上有別於強權或
小型國家類型。相較於小型國家，中型國家具有較多資源與能力，
所以中型國家參與國際活動較小型國家積極；另外，中型國家與強
權的互動關係與小型國家差異性大，小型國家多依附在強權羽翼下
找尋生機，中型國家的策略變型較為繁複。中型國家雖不如強權般
具有影響國際體系的能力，不過他們策略選擇有其特色，我們應該
可以找出若干屬於中型國家的特點所在。

三、中型國家特色：全球權力結構浮動性、區域自主
性、與強權互動性
將中型國家從全球國家分類中挑選出來後，下一步就針對國家
面臨強權權力競爭時的策略選擇進行理解。在過往研究中學界多半
以抗衡、扈從或避險等策略解釋這一群組國家的行為，抗衡顯示中
小型國家採取抵抗對抗強權的策略選擇，扈從代表中小型國家順從
對抗強權選擇，避險則是代表中小型國家一方面維持與聯盟強權緊
密互動，但另一方面與對抗強權發展經濟交流 (Schweller, 1994:
74)，請參閱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1

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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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本文認為如要更細致釐清中型國家與其他小型國家，就需
要將策略選擇類型進行強化，才能更貼切展現出中型國家策略選擇
全貌。從權力大小的觀點來看，中型國家具有以下幾個特色使得他
們得以自成一格：第一，全球權力結構的浮動性。由於國力超越小
型國家，中型國家一方面可能展現出體系內修正型國家的角色，他
們透過國力增強的方式 (如開疆闢土、人口增長等) 產生出修正體
系的可能力量，進而引起體系變動，這就是中型國家向上竄升成為
強權的過程。帝俄時代彼得大帝進行改革，俄羅斯積極向外擴張領
土，到了葉卡捷琳娜 (Yekaterina Alekseyevna, Catherine II) 時代，
俄羅斯領土已經擴張至黑海與亞速海周邊、西至波蘭與立陶宛疆
界，並向東延伸至美洲阿拉斯加等地。
中型國家雖然可能晉級成為強權國家，當然也可能因為國力衰
弱或戰敗而淪為小型或被宰制的國家，奧匈帝國與鄂圖曼土耳其帝
國即為明證，19 世紀民族主義運動昂揚與 20 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
爆發前，鄂圖曼土耳其與奧匈帝國皆為當時歐陸最重要的國家之
一，但隨著內亂頻仍與世界大戰影響，兩大帝國皆因戰敗或殖民地
獨立效應而損失大半領土，最終淪為歐陸中小型國家 (Davis, 1997:
812-835)。這顯示中型國家在全球的權力結構下具有兩重性，一是
全球強權的潛在競爭者，另一是淪為小型國家的不幸者，這些發展
和中型國家的策略選擇有極大關係。
第二，區域自主性。中型國家在各次區域的表現是另個討論焦
點，中型國家對區域議題的掌控能力、能否展現自身國家利益、凸
顯區域角色，經常是觀察中型國家另一指標。中型國家綜合實力雖
難企及全球，這些國家無法像全球性強權關注全球性議題，不過由
於中型國家綜合實力大、具備能在各次區域較高程度的行動能力，
也不需時常將國家資源投注在與生存風險抵抗的惡劣環境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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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國家多半能整合資源推動國家發展目標。中型國家對於區域性
事務介入程度較高，對區域穩定要求也較其他域外國家明顯，故多
半能扮演區域性整合進程的重要角色 (Nolte, 2010: 881-901)。
第三，與強權互動。還有一個切入點也是研究中型國家所需關
注處，那就是中型國家的軍事能力與安全政策發展。由於需要一個
穩定的區域安全環境，所以中型國家對軍事自主的要求高於其他小
型國家，如果僅靠全球性強權軍事協助，那麼中型國家將存在失去
強權奧援的高度風險，因此經常可以發現中型國家投注相當多的資
源於國防自主，或避免仰賴單方強權的奧援。與此相關的是中型國
家與強權互動，因中型國家回應外部威脅能力較強、也擁有較多資
源進行軍事動員能力，所以中型國家與強權互動呈現多樣化面貌。
由於中型國家具有全球權力結構的浮動性、區域自主性和與強
權安全互動的多樣性，因此中型國家與外部安全環境的策略互動也
就相對多元，使得中型國家較不依賴強權，連帶影響強權對中型國
家的策略回應，朝比較願意容忍、以非強迫方式達成強權的政策目
標 (Wallace, 2013: 479-517)。強權對中型國家的政策態度雖然可能
採取容忍作法，但中型國家策略風險則是強權對區域穩定的評估，
假使強權視中型國家為強權區域治理的挑戰者，讓中型國家落入挑
戰者的詮釋框架中，中型國家就可能成為強權在這個區域的主要競
爭者，此時中型國家的安全環境風險係數將會上升、遭遇強權政策
施壓的力道也可能隨之上升。從這個角度來看，相較於小型國家，
中型國家比較像是區域安全策略的能動者而非被動回應者，中型國
家或能展現較高程度的自主性 (Fels, 2017: 365-368)。
自主性對策略選擇影響極大，因為中型國家擁有更高的行動能
力，使得中型國家展現出高於小型國家的自主，這就使得中型國家
的策略選擇較能逃逸出簡單的抗衡或扈從強權二分法。因此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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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區別中型國家與小型國家策略選擇的重要差異，這個差異讓中型
國家的策略選擇不再是抗衡∕扈從線上的端點，自主性的表現讓中
型國家逐漸從單純的抗衡策略轉向戰略三角方向移動，使得中型國
家在區域議題上得以呈現出與全球強權的三角互動模式 (包宗和、
吳玉山，2009: 335-354; Dittmer, 1981: 485-515; Wu, 2005: 113159)。本文將以抗衡∕扈從策略選擇與揉和國家自主性概念，以此
勾勒中型國家策略選擇的模式，請參閱下圖。為豐富此一解釋模式，
後文將先針對中型國家策略選擇的個案進行分析觀察，文末再提出
模型建構與個案觀察的整合性討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2

中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

參、中型國家安全策略的個案研究：波蘭與土耳
其
從國際關係史發展面向來說，世界各國過去互動歷史經驗彌足
珍貴，因為這些歷史經驗提供給研究者諸多素材，讓研究者能以宏
觀角度發掘出隱藏在龐大的歷史素材中，國家間的互動模式。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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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研究也具有此種意涵，二次大戰前列強相互競爭，英國、法國、
德國、俄國等國影響世界局勢甚鉅，二次戰後國際權力結構重組，
除美俄外，其餘國家再也難以主宰全球政治格局，後冷戰時期中國
崛起則是影響權力結構的重要特徵。雖然許多國家退出全球強權之
列，不過他們仍是影響區域安全的重要行為者，可以說，理解與分
析區域安全議題，中型國家仍是非常重要的行為者，以下本文將以
波蘭與土耳其兩國作為研究中型國家的個案觀察。

一、波蘭與土耳其：歐亞大陸的中型國家
從概念上看，歐亞大陸有許多中型國家的研究案例可供探索，
例如從國家人口多寡的角度來看，德國 (8,250 萬人)、土耳其 (7,800
萬人)、法國 (5,960 萬人)、英國 (5,930 萬人)、義大利 (5,730 萬
人)、西班牙 (4,655 萬人)、烏克蘭 (4,200 萬人)、波蘭 (3,822 萬
人)、羅馬尼亞 (2,177 萬人)、荷蘭 (1,700 萬人) 等國，不過本文挑
選波蘭與土耳其作為中型國家的個案研究，有三個原因是主要切入
點：第一，這兩國在概念上或量化指標上都屬於中型國家，從人口
數角度來說，波蘭人口次於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西班牙、
烏克蘭；土耳其約 7,800 萬，在中東地區次於埃及和伊朗。如果我
們把土耳其擺在歐洲國家行列中，土耳其為僅次於德國的第二大
國。除人口數外，人均 GDP 也是另一個考量國家大小的指標，盧森
堡為歐洲最富有的國家，人均 GDP 超過 11 萬美元，不過由於人口
數未達 50 萬人，因此不容易在區域議題上扮演關鍵角色。土耳其
8,957 美元的人均 GDP 有時限制土國國際事務的行動能力，例如
2015 年難民危機爆發時土國就很仰賴外界對該國難民事務的援助，
這一點還成為歐盟與土耳其雙方難民協議的關鍵點；波蘭自歐債危
機起扮演起中東歐國家重要的經濟發動者角色，不過相較於其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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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國家，波蘭整體經濟規模較小，對波蘭行動能力產生若干拘束。
第二，另外一個判斷中型國家的方式則是視其政治權重 (political weight)，這一點在歐洲國家比較容易找到一個相對客觀的標準，
歐盟 2003 年生效的尼斯條約 (Treaty of Nice) 以此規範歐盟會員
國投票權重，波蘭在尼斯條約的投票權重為 27 票，排行在德法英
義西之後，享有歐盟第六大的投票權重。 1 土耳其雖申請加入歐盟
甚久，但至今仍不是歐盟會員國，不過如果把土耳其的人口與土地
面積放在里斯本條約 (Treaty of Lisbon) 國家數 (55%) 與人口數
(65%) 的投票模式來看，土耳其若成為歐盟會員國，其投票權重將
很可觀；另外，土耳其也可能在歐洲議會的席次上擁有與德國近似
的歐洲議會議員數 (96 席)，不過上述假設都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
情況下推論，是否與未來真實情況相符不得而知。
就 2001 年尼斯條約簽署背景來看，假使土耳其與烏克蘭兩國
順利成為歐盟會員國，兩國票數應相當接近德國與波蘭所得票數，
不過土耳其與烏克蘭至今未能加入歐盟的因素非常多，歐盟會員國
反對與當事國內部未能形成共識、歐洲與伊斯蘭文明差異、政經條
件未能滿足入盟標準等都是主因。
第三，除了人口、土地面積或投票權重外，本文排除德法英西
義與烏羅荷等國而挑選波蘭與土耳其作為中型國家策略選擇個案
觀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乃是希望觀察的中型國家個案是那些處於

1 2003 年 2 月 1 日生效的尼斯條約的全文為：修改歐洲聯盟條約、建立歐洲各共同體

諸條約和某些附件的尼斯條約 (Treaty of Nice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he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certain related acts)，該
條約為歐盟因應東擴後新形勢，重新計算理事會投票權重的重要條約，惟當前歐盟已
揚棄尼斯條約投票權重，改以里斯本條約國家數 (55%) 與人口數 (65%) 模式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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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歐盟會員國人口與尼斯條約投票權重 (包含英國但未計入克羅埃西亞)

歐盟會員國

人口數 (萬)

土地面積
人均 GDP (美元) 尼斯條約票數與權重
(萬平方公里)

德國

8,250

35.7

46,563

29

8.4%

土耳其

7,800

78.3

8,957

N/A

N/A

法國

5,960

55.1

41,760

29

8.4%

英國

5,930

24.2

41,030

29

8.4%

義大利

5,730

30.1

32,946

29

8.4%

西班牙

4,655

49.8

29,961

27

7.8%

烏克蘭

4,200

60.3

3,592

N/A

N/A

波蘭

3,822

31.2

14,901

27

7.8%

羅馬尼亞

2,177

23.8

12,484

14

4.1%

荷蘭

1,700

4.1

52,367

13

3.8%

希臘

1,100

13.1

19,974

12

3.5%

葡萄牙

1,040

9.1

23,030

12

3.5%

比利時

1,036

3.0

45,175

12

3.5%

捷克

1,020

7.8

23,213

12

3.5%

匈牙利

1,014

9.3

17,463

12

3.5%

瑞典

8.94

45.0

51,241

10

2.9%

奧地利

8.08

8.3

50,022

10

2.9%

保加利亞

7.85

11.0

9,518

10

2.9%

丹麥

5.38

4.4

59,795

7

2.0%

斯洛伐克

5.38

4.9

19,547

7

2.0%

芬蘭

5.21

33.8

48,868

7

2.0%

愛爾蘭

3.96

7.0

77,771

7

2.0%

立陶宛

3.46

6.5

19,266

7

2.0%

拉脫維亞

2.33

6.4

18,171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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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維尼亞

2.00

2.0

26,170

4

1.2%

愛沙尼亞

1.36

4.5

23,523

4

1.2%

塞普勒斯

0.72

0.9

27,719

4

1.2%

盧森堡

0.45

0.2

113,196

4

1.2%

馬爾他

0.40

0.03

30,650

3

0.9%

35,773

345

100%

歐洲聯盟

49,600

447

資料 來源：綜合 摘整自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20), Eurostate Commission
(2019), European Parliament (n.d.)。

強權競爭激烈帶下的中型國家。此處的研究設計假定為地緣因素對
主文國家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地位，過去諸多文獻指出強權競爭下
的中間地帶國家經常被迫做出政策回應，採取各種策略以為因應強
權需索。
這裡所言歐亞大陸權力競爭的地緣政治斷層帶，指的是中型國
家需要在地緣上面對強權間競爭，無論從過去歷史經驗或當前政治
局勢來看，這些中型國家外交事務的主要目標都以地緣鄰近國家為
主要關懷。傳統上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西班牙、荷蘭等國
雖是中型國家代表，不過由於這些國家長期以來扮演了與俄國地緣
政治的競爭者而非夾在地緣競爭的中間地帶國家，所以偏離本文中
間地帶的研究旨趣，因此這些國家不在本次的研究設計當中。另外，
烏克蘭自 1991 年獨立以來受國內親俄親歐路線之爭所苦，烏克蘭
政治發展過程幾乎就是親歐親俄路線之爭的翻版，2014 年克里米亞
半島衝突事件就是強權競爭目標國的典型案例。強權不願容忍過往
烏克蘭兩邊討好的策略作為，這就使得烏克蘭不被列為中型國家觀
察對象。羅馬尼亞無前述烏克蘭被宰制的地緣環境，非常接近本文
中型國家的典範，不過由於其相對遠離地緣競爭斷層帶上，羅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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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既不如波蘭直接面對西歐國家與俄國，也不如土耳其位於歐、亞、
非三方的權力平衡地帶，所以本文也排除羅馬尼亞作為觀察對象。
從上述標準來看，合乎本文研究旨趣的國家就以波蘭與土耳其
最為切合，這兩個國家分別位於大陸的鄰接區：波蘭位處歐亞兩大
洲的鄰接區 (歐洲中東部次區域)、土耳其位處歐亞非三大洲鄰接區
(中東次區域)，從地緣觀點來看，這兩個國家恰巧被夾在歐美俄等
國間，也分別是當前次區域關鍵的行為者。波、土兩國咸為該區域
事務的重要代表國家，如果我們能釐清這兩國在次區域的策略選擇
模式，那麼就能夠理解中型國家扮演的重要意涵。
就波蘭而言，波蘭在冷戰時期屬蘇聯集團，不過冷戰結束後決
定大幅更動外交政策，改以脫離俄國勢力範圍、回歸歐洲為主軸，
加入歐洲聯盟成為該組織東擴的新會員國。波蘭不僅在政治與經濟
層面與歐洲整合，波蘭在軍事層面上也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整合，1999 年與捷克、匈牙利同為後
冷戰時期北約首波擴張的國家，從此讓波蘭在軍事議題上改弦更
張，擺脫俄國軍事控制。
從地緣政治角度觀察，波蘭至今仍是歐盟與北約兩大組織的最
前沿國家，不過雖然波蘭全面倒向西方，但歐洲地緣風暴中心仍環
繞在以烏克蘭為中心的歐陸東部區域，俄國與歐盟在此處的權力競
爭態勢未 曾稍緩。此外，波蘭所 屬的維斯格拉瓦集團 (Visegrad
Group) 則是中東歐地區重要的區域協調組織，這個組織涵蓋了波
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幾國，後文將會提及波蘭在這幾個
地方扮演的重要角色。
土耳其在中型國家研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個案，對所有想掌握
歐俄與中東地緣政治全貌的研究者來說，土耳其是一個不可忽略的
個案。土耳其有如此高的重要性，地緣政治觀點也說明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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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位處歐洲、俄國、中東三大區塊的交界處，歷史與地緣因素
使其與上述三個地區有著密切聯繫，土耳其大多數領土在中東地
區，僅有一小塊領土位於歐洲大陸，但這一小塊領土卻是土耳其伊
斯坦堡所在地，1923 年土耳其首都遷移到安卡拉前，伊斯坦堡舊名
為拜占庭或君士坦丁堡，歷史上曾為羅馬帝國和鄂圖曼帝國首都，
至今伊斯坦堡仍為土耳其重要政經中心。歷史經驗使得土耳其的政
經互動不可免得與歐洲發生連繫，土耳其與歐洲強權經年且多次的
領土與宗教戰爭等導致政治版圖更迭，愛恨情仇大抵從此而來。
另外，土耳其與俄羅斯、高加索地區國家的互動關係也相當複
雜，為爭奪聶伯河、高加索、克里米亞、德涅斯特河與地中海等地
領土，過去土耳其與俄羅斯至少進行十次以上的戰爭，無數人員死
傷慘重。1915 年至 1917 年鄂圖曼土耳其時期因懷疑亞美尼亞人叛
變之心，逼迫亞美尼亞人進行大遷徙而導致大規模的死傷過程也在
這個殘酷的歷史框架下展開，亞美尼亞指責土耳其應該為屠殺負
責，兩國保持對立情勢至今。最後，土耳其影響中東地區發展甚鉅，
該國絕大多數人口居住在中東地區，多數民眾信仰伊斯蘭遜尼派
(Sunni)，這就與當前以伊朗為主的什葉派 (Shia) 形成對峙之勢，土
耳其參與鄰近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等中東衝突熱點，
與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同為中東地區重要的行為者，這些都顯示土
耳其屬中型國家的最佳研究對象 (Altunışık, 2009: 171-194)。接下
來本文將就波蘭與土耳其兩國發展進行理解，以分析這兩國安全策
略選擇路徑。

二、波蘭安全政策發展
回顧歷史，波蘭處在強權競爭夾縫中的被宰制國家，自西元
996 年獨立以來，波蘭與週邊國家的關係經常保持爭戰或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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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歷史上版圖最大的時期是在 1569 年時與立陶宛成立聯合王國，
為國力最盛期，不過後來因為東方的俄羅斯與西方的普魯士興起，
再加上南方奧匈帝國進逼，波蘭於是在 1772、1793 分遭俄羅斯、
普魯士與奧匈帝國等國瓜分，領土損失大半，1795 年再次被瓜分後
終至亡國，直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才得以獲得獨立，在
政治地圖上消失長達 123 年。不過雖然 1918 年獲得獨立，但獨立
時間並不久，兩次世界大戰的戰間期是波蘭過去該段歷史僅有的獨
立時間，1939 年波蘭旋遭希特勒入侵而再度亡國，德國入侵波蘭由
此開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二次大戰對波蘭傷害甚鉅，除無數
人員死傷與財產和土地遭到毀損外，大戰結束後波蘭更遭蘇聯軍隊
入侵，在共黨的統治下淪為鐵幕成員國 (East & Pontin, 1997; Elster,
1996: 21-68)。
1989 年是波蘭開啟國家重獲獨立的新時刻，當年 6 月 4 日波蘭
舉行了東歐共黨地區第一個舉行民主選舉的國家，長期執政的統一
工人黨失去開放競選的大部分席次，改由反對陣營的團結工聯獲得
組閣權力，從此開啟波蘭民主化改革道路。不過民主化改革初期，
波蘭安全策略選擇有極大轉型 (Kuzniar, 2001: 403; Markowski &
Edmund, 2001: 124-130)。這個安全策略選擇的挑戰來自於｢假想敵
｣的重新認定，冷戰時期的波蘭隸屬東歐共黨集團，且視北約組織與
多數西歐國家為美國的附庸國，所以波蘭長期以來安全威脅的戰略
想定來自西方，多數國防武力也佈署在波蘭的西邊國界。然 1989 年
圓桌談判與國會大選結果使得反對陣營團結工聯獲得執政權，波蘭
成為東歐首個非共政黨執政的國家，這使得波蘭民主派人士得以透
過執政、重新調整波蘭安全假想敵，由冷戰時期的北約組織，很快
的調整為東方的俄國 (Kuzniar, 2001: 405)。這個策略上的調整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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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的新政府旋即在 1992 年提出「波蘭安全政策基本原則」(The Principles of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以及「波蘭共和國安全政策與國防
戰略」(The Security Policy and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徹底重新塑造波蘭東方的安全威脅圖像，將東部威脅視為
影響波蘭安全的主要變因。
雖然重新定義與明確化威脅來源，但對於｢誰是波蘭的盟友｣這
個問題，波蘭在冷戰結束初期也有極大辯論。由於歐洲大陸的整合
主流力量為德法主導的歐洲聯盟，波蘭主要經貿往來也以歐盟會員
國為主，因此 1990 年代回歸歐洲的訴求讓許多波蘭民眾視同為回
歸歐盟，然 2003 年爆發的伊拉克危機則讓波蘭重新浮現了波蘭安
全策略選擇該往何處去的討論。2003 年美國因為懷疑伊拉克藏有大
規模核生化武器而出兵攻打，但以法國和德國為主的若干歐洲國家
反對美國出兵，波蘭即將於 2004 年正式加入歐盟，這就讓波蘭進
入到一個左右為難的困境：波蘭主要的政經政策合作對象是歐盟會
員國，但提供安全保障的國家卻是美國，華沙政府如何回應此種變
局讓國內激烈辯論，華沙政府決定倒向一方，選擇與美國站在同一
陣線，與英國一起提供地面戰鬥部隊直接介入美軍進攻伊拉克的軍
事行動，由此成為美國當時最忠實的歐洲盟友 (Ackermann, 2003:
121-136)。波蘭在安全議題上採取鮮明的親美立場不僅出現在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2014 年爆發的烏克蘭危機更是把波蘭向美國推進
的一大助力，由於烏克蘭國內爆發大規模示威，隨後的反政府派將
當時的烏克蘭總統亞努柯維奇 (Viktor Yanukovych) 驅逐下台，不
過隨後克里米亞半島、盧甘斯克 (Lugansk) 與頓內茲克 (Donetsk)
同時併發大規模革命行為，三地最後同受俄軍或親俄軍的交戰團體
占領。烏克蘭三地遭割讓與遲遲未能獲得和平解決的東部戰爭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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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使得烏克蘭周遭各國不安全感快速上升，鮮明的安全威脅不斷
向附近蔓延，這就提供給波蘭不斷向美靠攏、尋求更多的安全保證。
面臨外部安全威脅制約，波蘭不斷強化與美國緊密的合作關係，
軍購與駐軍兩大議題是波蘭抬升雙邊安全關係的支點。波蘭一方面
向美國採購各項軍事設備，陸續淘汰俄製的米格與蘇愷式 (Sukhoi)
戰機，轉向美國採購各式新型戰機。2018 年波蘭更向美國採購愛國
者飛彈防禦系統以為強化防空優勢、2019 年美國國防安全委員會宣
布出售 32 架的 F-35 型戰機及相關設備，這些軍購交流顯示波蘭正
徹底的進行軍事裝備的去俄化過程。除軍購議題外，波蘭更力邀美
國能於波蘭的領土上永久駐軍，期望突破美俄於冷戰結束初期雙方
締結美國不向前蘇聯勢力範圍駐軍的共識。最後，由於長期以來投
資大量經費於國防事務上，波蘭也是北約組織會員國中少數國防經
費高於 2%GDP 的會員國，這讓美國肯定波蘭的防衛承諾之餘，美
國也不斷在各式場合宣揚波蘭的舉措，希望其他國家在安全議題向
波蘭看齊 (Rieber, 2015: 951-959)。

三、土耳其安全政策發展
土耳其所處的安納托利亞 (Antolia) 半島是人類古文明發源
地之一，伊斯坦堡則是東色雷斯地區 (Thrace, 巴爾幹半島東南部
鄰接安納托利亞之地) 最大城、也是拜占庭帝國首都拜占庭所在地，
鄂圖曼土耳其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征服拜占庭後更名為伊斯坦堡，從
此開啟了伊斯蘭文明在這個區域的興盛時期。不過，十九世紀開始
鄂圖曼帝國逐漸衰弱，1923 年的洛桑條約 (Treaty of Lausanne) 讓
土耳其與英法義等國協商，由此獨立為現代化國家。
二次大戰期間土耳其採取相對中立的態度，其目的是為避免捲
入歐洲列強戰爭，此種中立態度於大戰結束後遭遇挑戰，由於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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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共產黨叛亂運動，且蘇聯嘗試打通土耳其管理的博斯普魯斯
(Bosporus) 與達達尼爾 (Dardanelles) 兩海峽，並在土耳其海域建立
軍事基地，一時間土耳其的安全威脅感大增。向美國尋求軍事援助
的選項成為土耳其重要安全抉擇，幾經考量後安卡拉認為美國軍事
援助乃是首選，因此決定於 1952 年加入北約，成為北約首度擴張
的會員國。蘇聯威脅成為土耳其冷戰時期最重要的安全標記，對西
方國家來說，協助土耳其守住蘇聯威脅是重要關鍵，如果博斯普魯
斯與達達尼爾海峽就此淪入莫斯科之手，蘇聯所有海軍艦隊都將自
由進出黑海與地中海海域，這將對西方陣營安全產生極大挑戰。
冷戰時期中東地區權力競爭也有值得觀察之處，美國在中東地
區與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國簽有雙邊軍事協定，戰後初期美國
原擬仿效北約組織，在中東地區成立一個集體防衛的多邊軍事協
定，這個雛形在 1955 年初步展露開來。在美國協助下，伊朗、伊拉
克、土耳其、巴基斯坦與英國成立中部條約組織 (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又稱巴格達公約 [Baghdad Pact])，原意遏止蘇聯在中東
地區的擴張，將伊朗、伊拉克與土耳其等國集結成美國於當地的軍
事同盟國，不過這個想法後來遭遇極大挑戰，1974 年土耳其入侵塞
普勒斯與 1979 年伊朗爆發革命使親美的巴勒維下台，這就導致西
方國家制裁土耳其、伊朗反美的何梅尼獲得掌權，這兩項因素讓中
部條約組織就此瓦解 (紀舜傑，2016: 1-18)。不僅中部條約組織解
散，冷戰時期的土耳其與周邊國家關係迭有衝突，歷史上希臘與土
耳其經歷過幾次重要戰爭，雙方也因領土與愛琴海海域主權歸屬迭
有爭議，土耳其於 1974 年以保護土耳其人為名入侵塞普勒斯，至
此塞普勒斯分裂為南北兩大勢力，北部由土耳其人為主組成北塞普
勒斯土耳其共和國，南部則由希臘人組成賽普勒斯共和國，希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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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政治恩怨由此轉移到塞普勒斯的國家分裂議題上 (Anastasakis, 2004: 45-60)。
土耳其與美國的盟友關係在冷戰中後期發生變化，1974 年土
國入侵塞普勒斯後，聯合國與美國提出制裁方案，決議對土耳其實
施武器禁運，這就惡化美土安全關係。不過影響美土關係最大的還
是 2003 年美軍攻打伊拉克事件，美國戰略目標乃是摧毀海珊政權，
但土耳其則關心伊拉克北方邊界的庫德族占領區，土耳其希望美軍
能協助打擊庫德族以遏制土耳其境內庫德斯坦工人黨 (Kurdistan
Workers’ Party，外界多以庫德語稱之 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ê;
PKK) 的分離力量，然美國卻因庫德族反抗海珊政權的重要性而反
對土耳其的作法 (顏建發，2016: 117-134)。
美國藉助庫德族以穩定中東局勢的作法不僅出現在伊拉克戰
爭，攻打伊斯蘭國 (Islamic State /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也
是另一個重要參考點。庫德族熟悉山地地形、也長於游擊戰爭，因
此是美軍攻打伊斯蘭國時重要的盟軍夥伴，不過庫德族期盼獨立建
國的願望卻使土耳其感受到威脅，當伊斯蘭國威脅降低之際，土耳
其與庫德族的邊境衝突也就隨之上升，雖然雙方都是美國在對抗伊
斯蘭國的盟友，但美國政府卻難以回應雙方反分離與分離運動的基
本訴求 (朱景鵬，2008: 75-103; 范盛保，2016: 97-115; 盧倩儀，
2010: 39-64; Arnett, 2008: 13-23; Balcι, 2008: 387-406)。
標誌土耳其與美國關係發生巨變的還有 2018 年 5 月開始的土
耳其軍購案，由於遲未能獲得美國最新的防空飛彈系統，土耳其為
能強化本國防空優勢，決定向俄國採購 S-400 長程防空飛彈，藉以
防衛來自境外的軍事攻擊。不過土耳其的舉動卻激怒美國，作為北
約會員國，土耳其長期以來多數軍事設備從美國而來，土耳其防空
需求初期以美國的愛國者飛彈為主，不過美國認為土耳其防空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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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因此僅願提供低空攔截的愛國者飛彈防禦體系，並且飛彈發
射的主導權也需要由土耳其和美國所共享，這當然無法滿足土耳其
的防空需求，2013 年土耳其於是試圖轉向中國採購相關的飛彈系
統，不過此舉遭到美國大力反對，這就埋下土耳其安全策略轉變的
導火線。2017 年 9 月土耳其與俄國正式簽署購買 S-400 防空飛彈系
統，首批飛彈也已於 2019 年 7 月交付，俄國出售給土耳其防空飛
彈的影響非常深遠，美國不僅猛力抨擊此舉對北約組織共同防禦戰
略設計的影響，美國也推遲了 F-35 戰鬥機運送土耳其的時程安排。
美俄於中東地區的權力競逐是理解土耳其策略選擇的基本框
架，不過土耳其的策略選擇又不僅於此，土耳其也希望在中東地區
扮演關鍵性角色。前文提及土耳其的歷史與民族經驗與周邊阿拉伯
國家不太一致，土耳其雖信奉伊斯蘭教，然民族屬於突厥文化圈，
因此土耳其還放眼與中東和中亞地區的突厥國家整合。2009 年由
土耳其主導、總部設在伊斯坦堡的「突厥議會」(Turkic Council) 成
立，成員國多以突厥民族為主，當前亞塞拜然、哈薩克及吉爾吉斯、
烏茲別克等國已陸續加入。突厥議會的目標是在增進土耳其與泛突
厥文化圈的國家保持密切的各項政經交流 (Zhussupova, 2019)。

肆、波蘭與土耳其的安全策略選擇特色
波蘭與土耳其兩國同為夾在歐陸權力競爭斷層線的中型
國家，這兩個國家自二次大戰結束後全球權力格局出現改變，全球
格局由冷戰時期鮮明的兩極對立轉向後冷戰時期的多重競合模式，
歐洲東部和中東地區呈現出不同的次區域權力競爭格局，地緣競
爭、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與宗教原教旨主義 (fundamentalism)
各式衝突是這些次區域主要特色所在，本文觀察波蘭與土耳其的安
全策略選擇，以下幾個特色是主要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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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國安全策略主軸
(一) 波蘭：抗衡一方、扈從另一方策略
波蘭後冷戰時期的策略選擇核心主軸為抗衡一方、扈從另一方
策略，這一類型特色就是這些國家抗衡或扈從對象極為明顯，在若
干特殊領域上，如國防或領土安全等，這一類型的國家毫不猶豫的
支持境外沒有領土野心的強權以對抗威脅來源，所以是一種截然分
明的對抗威脅立場。就波蘭個案而言，波蘭因為歷史上的亡國與二
次大戰遭占領、冷戰時期遭挾持的政治經驗，所以華沙政府非常強
調主權獨立與領土安全維護的重要性，冷戰結束後 1991 年至今發
展出的扈從美國以對抗俄國策略選擇非常明顯。
此種策略選擇和波蘭過去的歷史發展有關，1991 年後波蘭才
獲得實質上的真正獨立，即便為歐陸中型國家，波蘭所有的安全策
略選擇幾乎無一不與領土安全相關，從加入北約與歐盟、波灣戰爭、
敘利亞內戰、烏克蘭危機等影響區域安全的重要事件，華沙政府採
取的立場異常堅定、也就是以緊跟美國政策的發展方向進行。1999
年波蘭與匈牙利、捷克同為首波加入北約的前蘇聯共黨國家，其餘
中東歐國家 (如波海三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等國) 遲於 2004 年
才加入，加入北約是這些國家安全策略轉型的重要支撐，有了北約
會籍，波蘭的安全認同轉變至此大抵固定。
2004 年波蘭也是歐盟接受新會員國的首批中東歐國家，入盟談
判尾聲還因 2003 年波蘭積極參與美國攻打伊拉克事件而有極大爭議，
前述所言華沙政府雖顧慮大力支持美國可能遭遇歐盟會員國的排斥而
致入盟事宜生變 (實際上歐盟傳統會員國的確曾因此慎重討論波蘭入
盟事宜，部分國家擔憂波蘭入盟後將是美國在歐盟內部的特洛伊木馬)，
德法兩國反對最力，不過當歐盟其他會員國也提供各式軍事與民事支
援後，波蘭入盟最終順利完成。2014 年烏克蘭危機再度提醒波蘭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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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歐洲區域安全高度不穩定，連帶提醒波蘭戰事可能再度發生，與烏克
蘭領土直接相鄰的波蘭人感受到俄國以軍事手段解決政治爭端，由此
再度強化波蘭反俄立場。2015 年因敘利亞內戰帶來的龐大難民潮再一
次激化波蘭的國家安全立場，由於大量中東與北非難民湧入歐洲，使得
歐洲邊境管理與內部安全遭逢巨大挑戰，當部分歐陸國家決定採取人
道傾向與協調方式有條件接納難民時，以波蘭和匈牙利為首的中東歐
與北歐國家採取堅定反對立場，華沙政府認為接納難民不僅有害國內
治安穩定，還有害於波蘭民族保存的完整性。
回顧後冷戰時期波蘭的策略選擇，伊拉克戰爭、烏克蘭危機、難
民危機等事件都屬於不斷強化波蘭親美策略的助力，歷史記憶則作為
波蘭政治人物與民眾詮釋突發事件的參考點，這就使得波蘭後冷戰時
期親美抗俄的策略選擇根基相當穩固。
觀察波蘭後冷戰時期策略選擇路徑，內部政治發展是另一個強化
此種路徑發展的因素。波蘭自 1990 年代開始進行民主化改革，憲政制
度由冷戰時期的共產主義體制轉為民主體制的雙首長制，總統一職對
國家安全策略選擇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回顧波蘭 1990 年代非共化至
今，波蘭歷任總統為華勒沙 (Lech Wałęsa)、克瓦斯涅夫斯基 (Aleksander Kwaśniewski)、卡欽斯基 (Lech Kaczyński)、科莫羅夫斯基
(Bronisław Komorowski)、杜達 (Andrzej Duda) 等五位，這五位總統
當中，僅克瓦斯涅夫斯基屬左翼政黨民主左派聯盟 (Sojusz Lewicy
Demokratycznej; SLD)，其餘皆為右翼政黨，反俄∕強調國家主權至上
路 線明 顯 ，2019 年 波蘭 議 會選 舉 執 政黨 法 律 與正 義 黨 (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PiS) 仍以 43.59%的得票率獲得 235 席次，超越總數
460 席的半數。詮釋波蘭右翼政治力量的原因很多，例如波蘭是天主教
信仰的國家，境內 90%以上的民眾宣稱自己信奉天主教、波蘭龐大的
農業經濟體系也讓當地社會願意堅守相對保守的社會價值、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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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興起的團結工聯以鮮明的反共旗幟，控訴波蘭入盟過程中小型企
業和農耕主受害的訴求。
從各方觀點來看，波蘭抗-扈型策略選擇的同質性高，此種同質表
現在內部政治發展一致性，從意識形態來看右翼政黨親美反俄之舉似
理所當然，但唯一左翼政黨總統克瓦斯涅夫斯基則是決定出兵支持美
國攻打伊拉克的重要政治人物。此種左右同源的安全政策立場使得波
蘭自後冷戰時期以來的策略選擇無甚變動，也就連帶使得波蘭的抗俄
強度決定在華盛頓的大戰略框架中，美國是否批准售出相關軍事設備、
是否同意駐軍波蘭、是否更加大力道圍堵俄國，這些選擇均以美國戰略
步調為主，波蘭的策略選擇自主性較低。

(二) 土耳其：兩強間擺盪策略
土耳其安全策略選擇也帶有濃厚的維護主權獨立特色，不過這
個特色與波蘭不同，首先是兩國所面臨的區域安全環境不相同，土
耳其周邊環境由三大領域所構成，也就是西北方的歐美、東北方的
俄國、與南方的中東。歐美是經貿投資、市場的主要來源，俄土歷
史上雖有多次征伐，不過近期土耳其是俄國最重要的能源輸出轉運
國，中東地區則是土耳其涉入最深的區域。土耳其的三邊環境讓該
國策略選擇偏向兩強間擺盪策略。此種特色表現在：
1. 若即若離的歐土關係。土耳其入盟過程與歐盟互動過往可
謂起伏不斷，該國早於 1960 年代就表達希望加入當時的歐洲共同
體，不過一直要等到 1999 年歐盟才將土耳其納入候選國，遲於 2005
年雙方才開啟入盟談判，然歐土雙方因死刑、人權保障、塞普勒斯
等爭議，入盟談判旋即遭到擱置，2016 年 4 月雖曾一度因難民危機
而促進雙方合作，同意以交換難民換取經濟援助的方式讓歐盟緩解
難民壓力，然 2016 年土耳其發生政變，歐盟認為土耳其政府利用
此一機會大肆逮捕異議人士，雙方關係又降至新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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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即若離的土美、土俄關係。土耳其、美國、俄國三方都有
各自的中東利益，其結果就是造成美俄土三方關係相當不穩定。從
伊拉克戰爭、敘利亞戰爭、反恐戰爭或以色列與巴基斯坦議題等來
看，美國的中東戰略目標以打擊反美力量為主，但這與土耳其的區
域穩定、打擊庫德族分離主義、壓抑什葉派力量有所不同。在土耳
其所有關注的中東議題中，庫德族勢力增長是主要憂慮所在，2003
年土耳其不支持美國攻打伊拉克的重要因素就是擔憂庫德族藉此
擴大伊拉克北部自治範圍，避免庫德族因占領盛產石油的北部大城
吉爾庫克 (Kirkuk) 而產生對庫德族鼓舞分離主義作用。另外，2008
年俄國與喬治亞爆發南奧塞悌亞 (South Ossetia) 與阿布哈茲 (Abkhaz) 邊界戰爭，當時土耳其再度拒絕美國以人道為由提供醫療艦
艇赴喬治亞，顯見土耳其與美國在高加索地區的立場也不一致。
俄國與土耳其關係與美土關係發展呈現相互悖離的連動，當俄
國發現土耳其在 2003 年拒絕提供領土供美軍進攻伊拉克之際，俄
土關係則順勢往升溫方向發展，2010 年俄土雙方成立部長級合作委
員會、著手推動四十餘項的跨國合作，其中最重要者屬俄土能源項
目。從近十餘年發展來看，俄土間雖有歷史恩怨情仇與諸多挑戰 (如
克里米亞韃靼人地位歸屬)，但俄土關係呈正向發展卻是不爭。
內政政治發展也可以作為解釋當前土耳其策略選擇的因素，後
冷戰時期土耳其最重要的政治發展標記是正義與發展黨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土耳其文 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外界
多以 AKP 作為縮寫)，2002 年正發黨上台後，土耳其中東政策始終
環繞在新鄂圖曼主義 (Neo-Ottomanism)，希望以此召回人民支持一
個以鄂圖曼文化為核心的保守型國度。2003 年正發黨艾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 上台後執政至今 (2021) 年，他以反對庫德
族獨立運動與支持敘利亞反政府軍的策略贏得國內民眾支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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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2016 年 7 月土耳其爆發軍事政變時，西方國家咸認這是一起艾
爾多安藉機整肅國內政敵的機遇，而艾爾多安則認為美國背後嘗試
支持地下武裝力量以推翻艾爾多安，此時美土因內部因素而產生的
國際衝突，再次轉變為俄土關係升溫的助力。

二、區域主導性
由於中型國家擁有比小型國家更多的資源與國力，因此這些國
家在外交政策上擁有更多的選擇空間。從波蘭與土耳其兩國個案的
外交政策實踐經驗來看，由於這兩國俱為歐洲中東部與中東地區重
要的中型國家，所以他們能夠採取若干小型國家難以推動的區域整
合議程，這一個特色使得中型國家的外交議程具有相對主動性，各
自以領導者角色扮演活躍的區域行為者。

(一) 波蘭區域策略：東西向與南北向的區域擴張
前述提及波蘭作為中東歐地區扮演堅定的美國扈從者以抗衡
俄國，這個策略選擇還以區域合作領導的樣貌強化此種策略。觀察
由波蘭參與或主導的區域組織，以 1991 年由波蘭、匈牙利、捷克
與斯洛伐克四國所組成的維斯格拉瓦集團 (Visegrad Group) 為首
要，維斯格拉瓦集團原先是為了因應冷戰兩極體系瓦解後的變局，
這些國家為求能盡快擺脫俄國勢力以及準備加入歐盟所設立，目前
仍活躍於歐盟的內部運作之中。另外，2016 年成立的三海倡議
(Three Seas Initiatives) 是以北邊波海三國往南延伸至羅馬尼亞、保
加利亞等國，這個由波蘭為主導的區域組織已發展成為 12 個會員
國，討論核心為經濟與能源等各項議題，並著手討論如何強化這個
區域降低對俄能源依賴、改以美國天然氣供應為主的能源戰略。歐
盟東部夥伴 (EU Eastern Partnership) 政策是另一個波蘭維護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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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重要面向，這個政策核心涵蓋東歐的烏克蘭、白俄羅斯、摩
爾多瓦 (Moldova)，以及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喬治
亞等國，波蘭大力推動歐盟政策向東意涵旨在積極將東鄰國家納入
歐盟的潛在會員國之列。對波蘭來說，此舉將可使波蘭的戰略前沿
向東延伸上千公里，從而爭取更多親美歐國家、更可使波蘭免為歐
俄競爭的第一線前沿國家。
美國對於波蘭的各種策略作為相當支持，對於美國來說，支持
英國與維斯格拉瓦集團的交往，可略抵銷歐盟法德合作 (FrancoGerman coalition) 下的獨大現象，讓歐盟境內保持競爭狀態；另外，
美國尤其支持三海倡議，2017 年美國總統川普訪歐之際，公開宣示
美國將協助波蘭建立天然氣接收站以及出售更多的天然氣給中東
歐國家，這對長期仰賴俄國天然氣進口的中東歐國家來說，無疑是
扭轉能源依賴的外部支撐。此外，美國支持烏克蘭與其他東歐國家
的政治、經濟與外交政策轉型殆無疑義，美歐在歷次烏克蘭危機過
程扮演與歐洲國家合作的態勢也非常明顯。
綜合來看，波蘭在中東歐地區試圖打造出一個以波蘭為核心，
建構起一個南北向的三海倡議與東西向的歐盟睦鄰夥伴架構，以此
打造一個穩固的中東歐堡壘，作為波蘭安全策略選擇中抗衡東方威
脅的區域整合觀。
表2

波蘭區域策略

地緣
歐洲中東部

組織∕政策名稱
維斯格拉瓦集團

歐洲南北縱向

三海倡議

歐洲東部

歐盟東部夥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內涵
團結中東歐地區的政治立場
構建北從波羅的海、南至黑海
海域的跨國經濟合作
在歐盟架構下推動與東鄰國家
的政經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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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耳其區域策略：地緣、語言、宗教的區域擴張
土耳其的區域策略具多樣性面貌，以 1992 年黑海經濟合作組
織 (Organization of the Black Sea Economic Cooperation) 為代表，
該組織總部設在伊斯坦堡，會員國以黑海海域周邊國家為主，除土
耳其，會員國包含巴爾幹半島地區的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
羅馬尼亞；東歐地區的俄國、摩爾多瓦、烏克蘭；高加索地區的亞
美尼亞、亞塞拜然、喬治亞。黑海海域長期以來是這些環海國家的
重要交通場所，冷戰結束後衝突稍歇，讓這些國家得以思考如何促
進這個區域的繁榮發展，在這個思維下，黑海經濟合作組織就提供
給相關會員國一個高層級的對話平台。到目前為止，各國對話尚稱
順利，就連一向與土耳其不甚和睦的希臘也肯定該組織的運作。
突厥語國家合作理事會 (The 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
Speaking States / simply Turkic Council) 是另一個土耳其中東政策核
心，該理事會成立於 2009 年，同樣也是以伊斯坦堡為秘書處所在
地，目前會員國為以突厥語為主的國家，土耳其、亞塞拜然、哈薩
克與吉爾吉斯等皆為會員國，另烏茲別克也已簽署加入，從地緣位
置來看，中亞至土耳其僅剩土庫曼未申請加入。突厥文化雖是歷史
上的文化概念，不過由於這個組織跨越中東、高加索與中亞等地，
與新疆地區的關聯性也強，所以是具政治敏感性的整合組織。
伊斯蘭合作組織 (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是另一
個土耳其的外交主軸，該組織成立於 1969 年，目前已有 57 個會員
國、人口總數也達 18 億，雖然這些國家的主流宗教為伊斯蘭教，不
過由於橫跨亞洲、歐洲與非洲等地，伊斯蘭教派也不盡相同，遼闊
的地緣因素更使得各國對該組織向心力不強，但儘管如此，土耳其
仍把伊斯蘭合作組織視為凝聚伊斯蘭國家中東政策的重要平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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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還有對抗以色列的重要象徵意義 (Holbraad, 1984; McCurdy,
2008: 87-106)。
綜合來看，土耳其在中東地區試圖打造一個以土耳其為核心、
且包含地緣、語言、宗教等各面向的區域整合模式，以此作為中東
地區最靈活的區域國家，並將土耳其塑造成全方位的中東領導者。
表3
地緣

土耳其區域策略

組織∕政策名稱

內涵

土耳其北部

黑海經濟合作組織

土耳其東部

突厥語國家合作理事會 語言：突厥語國家政經合作

土耳其東∕南部 伊斯蘭合作組織

地緣：整合環黑海海域周圍國家

宗教：北非、 中東伊斯蘭國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與強權互動模式
從前述討論可知，後冷戰時期波蘭安全策略始終環繞在以美國
為核心的選項上，無論是非共化後首任總統華勒沙、中左派的克瓦
斯涅夫斯基、中右派的科莫羅夫斯基、或者是更右派的杜達，這些
不同政黨的政治人物對歐盟整合政策或有極大差異，但對波蘭的安
全策略選擇圖像卻非常一致，也就是緊跟以美國為首、抗衡俄國選
項。把波蘭的抗衡俄國策略選擇擺到先前中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圖
像之中，橫軸右端代表抗衡俄國、左端代表扈從俄國，縱軸代表國
家自主性高低，我們可以發現波蘭處在明顯抗衡俄國、但策略選擇
相對低度自主的右上方區塊，這是因為波蘭自 1989 年非共化後，
過去近 30 年的時間策略選擇雖有擺盪，不過都是在相當有限的空
間中穿梭，波蘭抗衡俄國的安全政策主軸未曾改變，波蘭的歷史因
素與地緣鄰近扮演了極相關角色，請參閱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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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3 波蘭安全策略選擇

後冷戰時期土耳其安全策略呈現出與波蘭迥異的走向，1990
年代初土耳其採行與冷戰時期相近的選擇，也就是以偏向抗衡俄國
的策略，不過後來土耳其決定採取彈性策略，開始與俄國開展各式
交往關係，民主黨總理德米雷爾 (Süleyman Demirel) 主政時期開啟
土俄雙邊交往，1992 年 5 月簽署的土耳其與俄羅斯關係友誼與合
作原則條約 (Treaty on the Principles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urkey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為其代
表，隨後展開的高層互訪標誌著土耳其與俄國關係逐漸擺脫冷戰對
立、開始進入關係正常化階段。
隨後，土俄雙邊關係隨打擊恐怖主義的趨力再度升溫，民主左
翼黨總理埃傑維特 (Bülent Ecevit, 1999-2002) 時期將俄國亟欲逮
捕的車臣恐怖主義分子引渡回俄國受審，而普丁也關閉了土耳其認
定的庫德斯坦工人黨位於莫斯科的總部基地，雙方關係進一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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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使得土俄關係越趨友好 (Hale, 2009: 3-5; Özdal et al., 2013: 2021)。 2 2003 年艾爾多安上台後則和俄羅斯展開軍購和軍事合作，
開啟土耳其的多方平衡策略，徹底甩開冷戰時期的親美策略標記，
請參閱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4

土耳其安全策略選擇

2 2003 年前土耳其總理主要由祖國黨 (Motherland Party, 1982-1991、1996-1997)、民

主黨 (Democratic Party, 1991-1993、1993-1996，前身為正確道路黨)、民主左翼黨
(Democratic Left Party, 1999-2002) 輪流執政。祖國黨和民主黨與 2003 年起執政的
正發黨有相似意識形態，皆為世俗化的中間偏右政黨，然祖國黨與民主黨於 2009 年
合併以對抗正發黨企圖贏得選舉，惟最終仍遭到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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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中型國家研究是當前國際權力結構中一個重要的行為者組成
部分，本文從觀察中型國家策略選擇出發，嘗試理解此一類型國家
可能的行為傾向，並輔以夾在強權競爭中間地帶的波蘭與土耳其作
為個案觀察，以下幾點是本文觀察結論。

一、區域事務主導性與中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
關於中型國家策略選擇的討論，我們首先觀察到的是中型國家
在「區域」這個層次展現了很大的主動性，這意思是對不同的中型
國家而言，雖然都想扮演區域的領導者角色，但區域差異卻使得中
型國家的策略有所不同。在那些區域行為者同質性較高的地方，中
型國家可以採取較一致的整合作法，將域內多數國家納入一個相對
廣泛的整合架構內；相對的，在那些區域行為者同質性較低的地方，
中型國家採取的策略就需要朝多樣化方向前進，以平衡區域內不同
行為者的需求。
以波蘭而言，與波蘭相近的波海三國享有相近似的文化、地緣
與宗教背景，這些國家與波蘭的策略選擇極為相似，皆採明確的抗
衡俄國策略，但兩者自主程度卻大不相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
立陶宛三國於採用歐元、接納 2015 年難民危機配額等關鍵時刻，
都選擇純然扈從西方國家的立場，觀察這些國家的策略選擇，抗衡
俄國就等同於全然的扈從西方國家；相對的，波蘭雖具有極為明顯
的抗俄態度，但對於是否採用歐元或接受來自布魯塞爾的難民配
額，卻有著與波海三國截然不同的抵抗態度。波蘭至今仍堅拒使用
歐元、華沙政府悍然反對難民配額政策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從這個
角度來看，華沙政府不認為抗俄就等同親近歐盟，歐盟與美國都同
樣屬波蘭的盟友，不過若非要選擇，美國才是波蘭唯一扈從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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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波蘭，土耳其的主導性更高，土耳其遊走在美俄幾大強
權間擺盪，但土耳其鄰近國家的區域同質性卻較低。高加索地區的
亞美尼亞雖在土耳其附近，但亞美尼亞卻展現全然不同的選擇模
式 。 由 於 亞 美 尼 亞 與 亞 塞 拜 然 存 有 納 - 卡 領 土 爭 議 (NagornoKarabakh)，亞美尼亞於是拋棄擺盪策略，決定純然倒向俄國一方尋
求援助。觀察土耳其的區域策略，土耳其難以在異質性較高的區域
進行廣泛性的整合，地緣、宗教、語言的多樣化途徑成為土耳其區
域政策的首選。與俄國、美國、歐盟三方若即若離的互動關係更同
時展現土耳其另一層策略選擇，土耳其即便和庫德族有分離主義爭
議，和敘利亞有邊界占領區衝突，土耳其仍然採取擺盪策略、不倒
向任一方以為回應。

二、強權對中型國家策略選擇反饋：正向回報或高容
忍度
本文除分析中型國家的自主性與地緣威脅外，強權對中型國家
策略選擇的反饋也是重要觀察，從波蘭抗-扈型的策略選擇來看，由
於波蘭選擇緊跟美國、作為對抗俄國的中東歐地區灘頭堡角色，美
國對波蘭採取了正向回報的態度：波蘭是中東歐國家首批獲得加入
北約組織的前蘇聯衛星國，以此展現美國對波蘭的堅定支持。而且
為了深化兩國軍事合作，美國宣布於波蘭境內布署飛彈防禦系統並
考慮永久駐軍。另美國除了宣布出售 32 架的 F-35 型戰機及相關設
備外，還批准出售天然氣與石油給波蘭，以此試圖扭轉波蘭對俄國
能源供應的依賴現象 (Williams & Powell, 2019)。可以這麼說，波
蘭是除英國外美國在歐洲最重要的軍事盟邦角色，而波蘭鄰近俄國
的地緣位置又讓波蘭的戰略地位更顯突出。
美國對採取均衡型策略的土耳其展現出另一種不同的回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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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土耳其在美俄間進行擺盪，轉向俄國的策略可能弱化美國在此
地區的戰略布署，美國雖採取制裁措施以回應此種變局，但美國對
土耳其策略調整容忍度高，無論是先前美國出兵伊拉克或協助喬治
亞對抗俄國，或晚近軍事裝備採購問題，土耳其甚少因為抗拒美國
要求而遭受強烈的報復對待。近期土耳其因購買 S-400 防空飛彈，
導致美國決定禁止交付 F-35 戰機給安卡拉，但美國有意表現妥協
態度，美土雙方對重新購買美國的愛國者飛彈表達高度興趣；敘利
亞內戰雖使得美土關係惡化，但旋即達成的停火協議也使得美國很
快取消對土耳其經濟制裁，這些互動關係顯示土耳其和美國在中東
地區有眾多議題連結相互糾纏。美國雖不樂見土耳其策略轉變，但
華盛頓對安卡拉的策略轉變容忍度卻甚高 (DeYoung et al., 2019)。
無論是哪種互動模式，這些反饋都說明強權需要中型國家在區
域安全議題上的合作，正向回報或高容忍度都是中型國家策略選擇
後強權的回應之道，不過這不代表強權與中型國家互動模式就此固
定，中型國家仍須考量地緣因素與強權合作，採取抗-扈型模式的中
型國家可能需要擔憂強權的安全承諾能否持續，採取平衡策略的中
型國家可能需要擔憂強權最終是否要求中型國家選邊壓力。未來本
文將就強權、中型國家、小型國家三方互動進行另一個層次的探討。
表4

地緣與威脅
策略選擇
強權反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中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綜合整理

中型國家
波蘭
土耳其
離地緣威脅中心遠
離地緣威脅中心近
感受威脅程度大
威脅來源分散
抗衡一方、扈從另一方型
強權間擺盪型
正向回報
高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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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緣鄰近性與威脅程度
文末對波、土兩國策略選擇類型進行綜合觀察，從這兩國策略
選擇基本形態來看，波蘭採取扈從美國、抗衡俄國的選項，土耳其
採取在美俄間平衡策略。決定此種形式的策略選擇主要來自於地緣
鄰近性與威脅感受的程度有關，從地緣政治與威脅程度角度來看，
離地緣威脅中心越近、威脅程度越大，中型國家採取抗衡的策略就
越明顯，波蘭領土與俄國的卡列寧格勒 (Kaliningrad) 緊鄰，又是
2014 年俄國入侵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時的直接鄰國，歷史上俄羅斯
也是瓜分波蘭領土的重要國家之一，所以波蘭對此種威脅感受的強
度甚高，因此採取明顯的抗衡俄國策略。相反的，離地緣威脅中心
越遠、威脅感受度較低的中型國家，遠離抗衡策略、轉而採取擺盪
的策略就越明顯。儘管土耳其冷戰期間被劃歸為西方陣營，不過影
響土耳其國家安全的威脅來源多重，除了先前的分離主義運動外，
狂熱的伊斯蘭宗教激進主義、跨邊界的難民與偷渡議題等，都是影
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四、未來展望
從全球權力體系結構來看，中型國家地位相當特殊，因為中型
國家具有相對豐富資源以及較強的區域主導意願，所以假使策略運
作得宜，若干中型國家很有可能成為各區域越趨重要的行為者，全
球性強權很可能在這些區域被迫採取合作模式。本文雖舉波土兩國
作為中型國家策略選擇個案研究，但實際上全球各地仍有諸多個案
可供觀察、挑選，我們如果跨出歐洲找尋其他區域中型國家的研究
對象，東亞的南韓與澳洲、中東的伊朗與阿拉伯都是合適案例，觀
察這些群組國家與其周邊地區互動可以發現，中型國家的確扮演很
重要角色，南韓與日本對東北亞與朝鮮半島的安全看法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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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更是大洋洲地區關鍵的行為者，伊朗與阿拉伯都是中東地區的
領頭羊，但相對立的兩個國家競爭地區領導者的角色使得中東地區
穩定狀態難以企及。回首東亞，台灣位處東亞海權與陸權國家競爭
的地緣斷層帶，台灣領土面積雖小，但人口與影響力屬中型國家無
誤。由於位處中美強權高度競爭的斷層帶上，台灣對外策略選擇的
自主程度被侷限在一個極為有限的框架中，從近期兩岸局勢發展面
向來說，台灣較類似波蘭 (正向回報模型) 而非土耳其 (強權對中
型國家採高容忍態度)，這就使得未來台灣將繼續朝台美關係的正向
螺旋深化。台灣如果屬於波蘭模式，也就代表台灣可能獲得較高的
安全保證，但失去較彈性的自主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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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ecurity strategies of middle powers and
aims at their responses to external environmen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 Unlike small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iddle powers
have mor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s and a more autonomous
status. Autonomy for states is a major reason related to middle powers’
strategies. (b) Geopolitical proximity and sense of threat will co-define
middle powers’ security strategies: the closer to the center of threat, the
stronger of the sense of threat. (c) Global powers will act to help middle
powers’ foreign policy in return if middle powers do something to help
global powers.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reflecting this virtuous
circle, in some cases. By contrast, a sense of high tolerance of global
power for middle powers turnabout were the cases in other regions. We
take Poland and Turkey as two examples of middle powers and try to
explain their security strategies in accordance with ge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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