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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每週進度表

週次 內容主題 進⾏⽅式 備註

第⼀週 計畫執⾏相關事項討論 ⼩組會議 確定分⼯、時程等細節

第⼆週
《地緣政治⼊⾨：從
50個關鍵議題了解國
際局勢》
《⼤國政治的悲劇》

閱讀書⽬：
1.

2.

CH�~�
CH�~� 讀書會 同步進⾏Instagram 

發⽂

第三週 CH�~�
CH�~� 讀書會 同步進⾏Instagram 

發⽂、⼩論⽂主題討論

第四週 影⽚賞析 讀書會 同步進⾏Instagram 
發⽂、⼩論⽂主題討論

第五週
《地緣政治⼊⾨：從
50個關鍵議題了解國
際局勢》
《⼤國政治的悲劇》

閱讀書⽬：
1.

2.

CH�
CH�~� 讀書會 同步進⾏Instagram 

發⽂、⼩論⽂主題討論

第六週 參訪準備 讀書會 同步進⾏Instagram 
發⽂、⼩論⽂主題討論

第七週 ⼩論⽂撰寫討論 ⼩組討論 同步進⾏Instagram 
發⽂、⼩論⽂主題討論

第⼋週 《⼤國政治的悲劇》
《歐洲之⾨：烏克蘭
2000年史》

閱讀書⽬：
1.
2.

CH�~�
CH�~� 讀書會

同步進⾏專欄寫作投
稿、Instagram發⽂及

⼩論⽂⼤綱討論

壹、基本資料



第九週 參訪準備 讀書會
同步進⾏專欄寫作投

稿、Instagram發⽂及
⼩論⽂⼤綱討論

第⼗週 《歐洲之⾨：烏克蘭
2000年史》

閱讀書⽬：
1. CH� 讀書會

同步進⾏專欄寫作投
稿、Instagram發⽂及

⼩論⽂⼤綱討論

第⼗⼀週 參訪準備 讀書會
同步進⾏專欄寫作投

稿、Instagram發⽂及
⼩論⽂⼤綱修正

第⼗⼆週 參訪準備 讀書會
同步進⾏專欄寫作投

稿、Instagram發⽂及
⼩論⽂寫作

第⼗三週 影⽚賞析、參訪準備 讀書會
同步進⾏專欄寫作投

稿、Instagram發⽂及
⼩論⽂寫作

第⼗四週 《⼤國政治的悲劇》
閱讀書⽬：

1. CH�-�� 讀書會
同步進⾏專欄寫作投

稿、Instagram發⽂及
完成⼩論⽂初稿

第⼗五週 《歐洲之⾨：烏克蘭
2000年史》

閱讀書⽬：
1. CH�-� 讀書會 同步進⾏Instagram發

⽂及⼩論⽂修改

第⼗六週 修改成果報告書與作品集 ⼩組會議 完成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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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
七、每週進度表



俄烏戰爭⼀砲不只驚動了東歐乃⾄於整個歐洲的地緣政治，更打醒了世⼈對當今世界的想

像：原來國家對國家的侵略依舊存在，戰爭沒有離我們遠去，⼆⼗⼀世紀的世界不如想像

中安全。

⼆⼗⼀世紀的世界歷史沒有「終結」，⾃由⺠主與其他體制的⽭盾加劇，在「以規則為基

礎的國際秩序」外，中國⼤陸想要建⽴⾃⼰的遊戲規則；俄烏戰爭成為⾃由世界對抗專制

獨裁，世界都在選邊站。

⼆⼗⼀世紀的世界各國仍然互動緊密，不似冷戰的鐵幕籠罩、脫鉤對抗，國與國的連結複

雜多元，俄烏戰爭的震盪衝擊世界，能源安全、全球航運、原物料供應…各層⾯影響我們

的⽣活。這的確是有別於冷戰的國際新情勢。

基於以上問題，我們決定以「俄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為主題，並以讀書會、相關單位

參觀與訪談、個⼈投稿、IG發⽂、⼩論⽂發表等⽅式探討此議題。我們期望兼顧學術⽅⾯

的學習與實務經驗的累積，全⾯分析相關國際議題，並培養、產出⾃⾝觀點。

俄烏戰爭的影響凸顯全球連接、牽動的緊密性，因此本屆⾃主學習計畫的特⾊在於我們不

聚焦特定地區、國家與主題，宏觀研析俄烏戰爭下的全球新情勢。

申請⼈皆修習過⽅天賜⽼師任教之諸多課程，由此得以⼀窺世界之貌，並懷抱著想要更加

了解國際、剖析世界之熱忱，期望透過讀書會、投書、參訪等⾃主學習⽅式學習國際關

係，培養多元國際觀，讓⾝處俄烏戰爭震盪的我們，更全⾯了解、⾯對複雜多元的國際新

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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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與背景



⼀、讀書會

讀書會是我們⾃主學習⼩組的核⼼，也是最主要的學習⽅式。每週的讀書會都會有⼀⾄兩位

負責⼈為我們進⾏專書的導讀，除了簡單提點該章節的重點以及作者所要傳達的思想外，也

根據內容分享同學⾃⾝想法及結論，並對當下發⽣的國際時事或是與烏俄戰爭相關的議題進

⾏延伸。藉由讀書會的⽅式我們能更有效率的吸收每本書中所要傳遞的想法及論點，⽽⼀本

書由多種觀點切⼊，讓我們在探討議題時能擁有更多元的⾓度，進⾏更全⾯性的思考⽅式。

在導讀結束後，我們都會交換想法及意⾒，在成員間彼此交流中進⾏更深度的分析及探討，

甚⾄產⽣啟發，組員間也在此之中培養出濃厚的感情。

指定書⽬:

   1. 《地緣政治⼊⾨：從50個關鍵議題了解國際局勢》

         作者：帕斯卡 · 博尼法斯，出版社：如果出版，出版⽇期：2021/04/26

   2.《⼤國政治的悲劇》

        作者：約翰 · ⽶爾斯海默，出版社：⿆⽥出版社，出版⽇期：2021/10/02

   3.《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史》

        作者：沙希利 · 浦洛基，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期：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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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習內容與成果



 「地緣政治」並⾮⼀開始就存在政治學的理論當中，不過在這個名詞出現之前，其實就有

許多學者從地理⽅⾯來探究國際政治問題，他們認為地理環境可以影響⼈⺠及政策。以氣候

來說，有些學者認為氣候可以對⼈⺠的性格以及政府的決策造成影響，⽐如說：孟德斯鳩就

認為熱帶氣候容易形成專制政治及奴隸制度；⽽寒帶氣候⽐較容易形成⺠主、⾃由。在這本

書裡⾯，提到了許多學者提出有關「地緣政治」的論述，並且舉出了隨時間演進的問題，例

如：國家數量的增加、⺠主化的過渡期（阿拉伯之春）；以及⾯臨的挑戰，包含恐怖主義的

興起（伊斯蘭國）、失敗國家以及網路戰爭、國家邊界的衝突問題。

⾸先，作者先定義「地緣政治」⸺最早由瑞典⼈魯道夫·契倫⾸創，他敘述：「作為地理

有機體的國家，在空間中⾃我展現的學科。」他把國家敘述成⼀個⽣物體，因為其跟⽣物體

⼀樣，是分別的個體，有獨特的性格、興致、⾏動⽅式以及情感組成。由國家的⽣命形態有

五⸺可提供其經濟的場域、形塑其性格的⼈⺠、集合各種社會階級與職業的社會共同體、

表現憲法與⾏政的政府，以及「地緣政治」中所強調的⾃然地理，⽽地緣政治便是透過定敏

感部位來⽀持戰略，但無法概括⼈⽂因素及其演進、群眾移動，以及指引這些群眾的意志。

 第⼆章提到⽬前⼗個地緣政治挑戰，普遍認為冷戰結束後全球將會進⼊集體安全的狀態，

但現實則不然，許多國家間的衝突仍存在，因此能不能構成全球治理成為⼀⼤問題。以氣候

暖化來說，即使各國有意識到環境問題，也本於1998年簽訂的京都議定書開過數次會議，

仍然有國家因為經濟問題退出會議。也因為氣候暖化，⾃然環境的改變使⾮洲地區乾旱問題

增加，因此⾃然資源爭奪也成為各國衝突因素之⼀。如今，西⽅仍屬強權，不過不代表國際

社會已經全⾯接受⺠主價值。不得不說，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尚未結束，其中包含語⾔、歷史

以及宗教，都有可能使國家間潛藏敵對關係。就如本章第⼆節提到的伊斯蘭國就是與西⽅在

意識形態上存在衝突，雖然不是典型的戰爭模式，卻經常無預警地威脅著他者的國家安全。

讀書會指定書⽬1：

《地緣政治⼊⾨：從50個關鍵議題了解國際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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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章講述⽬前國際間主要的衝突與危機以及其前景，其中也包含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

的歷史與衝突點，也包含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台海問題、中美間的「修習底德陷阱」。俄烏之

間的衝突點主要因為烏克蘭在蘇聯解體後獨⽴，但是其缺乏賢能的領導⼈，導致莫斯科對烏

克蘭虎視眈眈。後來克⾥⽶亞遭俄羅斯併吞，雙⽅關係越⾛越遠。⾄於台海問題，中共⾄今

仍將1949年就⾃治的台灣視為⾃⼰領⼟不可分割的⼀部分；雖然同樣遭到周邊⼤國垂涎，

台灣和烏克蘭不同點是⸺台灣在經濟表現上較活躍，台灣的意識形態更加遭到國際獲中共

關注。在蘇聯解體後，有⼈懷疑中國會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的頭號對⼿。雙⽅⾸先先是貿易

的互賴關係，除了中國每年對美國的貿易順差3000億美元外，其軍事上的擴張也漸漸對美

國的世界霸權造成威脅。川普就在他的任內提⾼對中國商品的關稅到百分之四⼗五，進⽽在

2018年正式啟動中美貿易戰。兩國有沒有辦法因為貿易上的關係⽽避開「修習底德陷阱」

此問題仍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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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學習⼩組讀書會，由左⾄右為組員李品萱、周永秦、郭映儀、劉靜雲、張芳薰、管芳儀、吳富宇、林叡揚。

讀書會指定書⽬1：

《地緣政治⼊⾨：從50個關鍵議題了解國際局勢》



第五章講述⼗⼀個議題，分別為邊界的終結、⼀致的全球化、軍事權⼒的弱化、資訊及通訊

新技術、⼲涉、國家的揚棄、戰爭私有化、原物料、全球化下的體育競賽、歐洲正在衰退？

以及多邊主義的危機。即使全球化重新改變了時間與空間的概念，縮短⼈與⼈的距離，卻仍

舊無法擺脫控制⽽施⾏的領⼟、邊界及競爭概念。邊界仍然是地緣政治、國際⽣活與國家定

義的核⼼。全球化也不⼀定為所有⼈接受，全球化在各地的效果不同，各地仍呈現多樣化的

⾯貌。再者，軍事的適切性也並未因冷戰結束⽽消失，軍事⼒量仍是決定⼀國權⼒⼤⼩的要

點之⼀，並且各國也積極精進。資訊及通訊的⾰新可以是操控⼈⺠的⼯具，也可以是資訊與

通訊⾃由流通的絕佳⽅式。這些技術將在未來扮演重要⾓⾊，且改變⼈⺠與當權者之間的關

係。朝向更加透明化與⼈⺠擴權的結構性變動，似乎已不可避免。⾄於歐洲問題，雖然⽬前

有⼀派歐洲悲觀主義認為歐洲經濟停滯不前，政治上也有⼈質疑其意圖已經違反其⼀開始的

宗旨，不過就我們看到的，⽬前仍很多周邊國家都汲汲營營想加⼊歐盟，表⽰其組織結構及

其成員國之國際地位對於其他國家來說仍保持極⾼的吸引⼒。

從這本書可以看到，全球化⼀詞似乎將世界上的國家帶向同⼀個標準，但無論如何各個國家

仍是⼀個個體，並不會因此⽽促成政治上的統⼀。當意圖不同時，對⽴情形就很容易造成。

以地緣相近的國家來說，資源搶奪情形就特別容易發⽣；或者國家特意加強軍事能⼒、經濟

能⼒也很有可能潛在威脅到周邊國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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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指定書⽬2：

《⼤國政治的悲劇》

隨著冷戰結束，國際間都樂觀的覺得戰爭終將結束，世界歸於和平，但此書卻打破⼤家的⼀

廂情願，提出權⼒⾄上，⼤國終將為了爭奪權⼒⽽再度引發衝突，國際政治的悲劇性本質不

變。作者站在攻勢現實主義的⽴場上分析⼤國在國際間的考量，攻勢現實主義強調，⼤國會

不斷擴充權⼒，追求權⼒最⼤化，取得地緣政治上的優勢，並成為區域霸權。

書中作者認為美國表⾯上推崇「⾃由主義」，⾔論上充滿「樂觀主義」與「道德主義」，但

在國際體系中卻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事，並直⾔美中兩國其實都在按照現實主義的預測⾏

事，其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競爭與衝突，釀成⼤國政治的悲劇。無論是⺠主還是專制都別無

選擇，⼤國會為了⾃⾝⽣存竭盡⼼⼒擴充⾃⾝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權⼒，已獲得最⼤的安全。

此書作者約翰⽶爾斯海默是美國芝加哥⼤學政治系教授，專研國際關係，他在《⼤國政治的

悲劇》中的「攻勢現實主義」思想影響深遠。烏俄戰爭開打後，約翰⽶爾斯海默曾經的⼀場

演講再度被翻出來。那場演講是2015年6⽉，約翰⽶爾斯海默預⾔俄羅斯⼀定會對烏克蘭下

⼿。⽽這本《⼤國政治的悲劇》則是他在更早期的預期，當時已斷⾔⼤國必然擴張，美國將

深耕歐洲，俄羅斯將試圖恢復蘇聯時代對周邊⼩國的控制，甚⾄在後來的增訂內容〈向台灣

說再⾒〉，認為台海和平終將過去。

此書前幾章在⽐較現實主義與⾃由主義的差別，之後再更進⼀步闡述攻勢現實主義的思想並

舉例。隨後作者認為世界處於無政府狀態，並由國家為什麼追逐權⼒進⾏深⼊分析，解釋權

⼒構成的要素以及財富和權⼒的關係。中間幾章作者介紹了國家的⽣存策略，也以現實主義

的⾓度解釋為什麼國家會讓選擇出權⼒，並再來帶⼊歷史事件進⾏實證。最後幾章我們也認

識了國際體系的結構⼤致分為平衡兩極、平衡多極以及不平衡多極，這也說明了⼤國間戰爭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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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史》⼀書講述的是烏克蘭誕⽣⾄今的歷史，總共分為五卷，分

別是「⿊海邊境」、「東⽅與西⽅的相遇」、「帝國之間」、「世界⼤戰」以及「獨⽴之

路」。

第⼀卷「⿊海邊境」講述的是烏克蘭的早期經歷不同⽂明的歷史，其中提到的⺠族包含斯拉

夫⼈、拜占庭⼈、維京⼈及蒙古⼈，亦提到烏克蘭境內「第聶伯河」。在《歷史》中，希羅

多德也曾提及：「第聶伯河兩岸有著最豐富的草地和最⽢甜的河⽔，美麗⽽富饒 。」，由

此可⾒「第聶伯河」的富庶。

在第⼆卷「東⽅與西⽅的相遇」中，作者講述了烏克蘭的誕⽣以及烏克蘭所經歷的內亂、外

患。於九世紀中期，因其戰略重要性，基輔基本上由維京⼈控制。維京⼈征服斯拉夫部落，

並與斯拉夫⼈通婚，使得新⼀代的「羅斯⼈」誕⽣。為維持統治的合法性及權威，基輔羅斯

⼈與拜占庭帝國聯姻，並改信基督政教（東正教），隨後基輔被稱為是督主教區，正式成為

重要城市。到1054年，內⾾頻繁、地⽅勢⼒崛起，形成地⽅割據的局⾯；⽽到1240年蒙古

⼈在第⼆次西征的過程中攻⼊基輔，烏克蘭的末⽇也隨之到來。

第三卷「帝國之間」所談到的則是烏克蘭在17到19世紀間，夾在俄羅斯帝國與奧匈帝國之

間的歷史。在這段期間內，控制烏克蘭的波蘭遭到沙俄、普魯⼠、奧匈帝國的⽠分，烏克蘭

也隨之被分為「第聶伯烏克蘭地區」及「奧屬加利西亞烏克蘭地區」。「第聶伯烏克蘭地

區」主要由沙俄所控制，沙俄的統治較專制，以將區域內各⺠族整合為俄羅斯⺠族為⽬標；

「奧屬加利西亞烏克蘭地區」則是由奧地利以抗衡波蘭的⺠族運動為⽬標進⾏統治，其統治

相對較為開明。在19世紀，烏克蘭仍維持被領⼟被⽠分的狀態，⼤部分屬於俄羅斯帝國，

其餘則屬於奧匈帝國和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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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世界⼤戰」則是提到烏克蘭在第⼀次世界⼤戰與第⼆次世界⼤戰結束這段期間的發

展。在第⼀次世界⼤戰爆發後，俄羅斯帝國被推翻，烏克蘭⼈⺠共和國受到德國⽀持⽽被建

⽴，但此政府體系並不完備且缺乏武裝⼒量。在1922年，蘇聯成⽴，東烏克蘭成為蘇聯的

⼀部份，⽽西烏克蘭則成為波蘭的⼀部份。隨後，蘇聯在烏克蘭境內推⾏農業集體化，⽽為

保障其政權穩定性，當局逮捕及處決多名烏克蘭知識分⼦。⽽在第⼆次世界⼤戰爆發後，烏

克蘭成為德國與蘇聯相互對抗的戰場之⼀，受到戰⽕的嚴重摧殘。在第⼀次世界⼤戰與第⼆

次世界⼤戰結束這段時間裡，烏克蘭境內亦出現⺠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間的對⽴，以及本⼟化

浪潮，開始有更多烏克蘭⼈希望藉由烏克蘭本⾝的語⾔與⽂化來推廣新的⽂化及信仰，⽽西

烏克蘭也在這個時期成為烏克蘭⺠族⽂化及政治運動的中⼼。

第五卷「獨⽴之路」講述的即為烏克蘭在第⼆次世界⼤戰結束後的歷史，包含⼆戰後在蘇聯

統治下的烏克蘭、蘇聯解體後的獨⽴建國以及究竟烏克蘭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才得到如今的⾃

由，最後以俄烏關係作結。在⼆戰結束後，烏克蘭仍然受蘇聯掌控，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

後，烏克蘭才真正獨⽴建國。然⽽，嚴重的貪腐問題使得許多烏克蘭⼈對其社會有所不滿，

東、西烏克蘭的差異亦仍然深深影響烏克蘭社會。

透過本書，除了能夠認識烏克蘭在這2000年來的歷史發展外，更可以清楚知道東、西烏克

蘭之間的差異性，以及這些差異形成的脈絡，有助於了解當今俄烏戰爭背後的成因和為何如

今的戰爭遲遲無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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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得

周永秦

這次讀的書為《⼤國政治的悲劇》、《地緣政治⼊⾨》，以及《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

史》。涵蓋國際關係經典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要看懂國際政治⼀定要明⽩的地緣政治，以

及詳盡講述烏克蘭歷史的重要書⽬，這些是我們理解俄烏衝突的基礎建築，有了這些先備知

識，才好向上構築更宏⼤的觀點與想法。

讀書會也是促使⾃主學習⼩組每週團聚學習的重要關鍵，⼀學期下來，每周三晚上⼀個半⼩

時的讀書會，各夥伴分派所要讀的章節，擷取重點與⼤家導讀、分享，提⾼學習效率、減輕

各夥伴負擔。三本書都有⼀定分量，平常⼤家忙於課業，不⼀定有時間⾃學，也可能沒有動

⼒敦促⾃⼰讀。⽽透過讀書會的⽅式，能有效克服如此困境，創造更好的學習⽅式。

感謝這⼀學期，七位⾃主學習夥伴的敦促與指教。於我⽽⾔，讀書會不僅能學習知識，更是

觀察每個⼈看同⼀本書的不同觀點，或是夥伴注意到，⽽被我所忽略的細節，進⽽反思⾃⼰

不⾜之處，這是讀書會的外溢效應。帶著兩屆⾃主學習讀書會的經驗，我也會繼續組類似的

讀書會，在學校課程之外，能有更多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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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品萱

透過本學期讀書會的指定書籍，我更理解歷史上許多國際事件的脈絡，更了解當代地緣政治

的主要議題，同時，更認識烏克蘭近2000年來的歷史。這些知識有助於我對2022年爆發的

俄烏戰爭成因與可能發展有更全⾯的看法，也讓我在觀察近期所發⽣的國際⼤事時，有更豐

富的⾒解。

在指定的三本書之中，我個⼈覺得最有趣的是《⼤國政治的悲劇》這本書。此書具有濃厚的

攻勢現實主義⾊彩，作者藉由歷史上不同強權的作為，突顯追求權⼒最⼤化對於各國的重要

性，並強調國際政治仍然主要受權⼒及利益影響。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了解到作者的思考

脈絡，以及其⾒解是如何產⽣的，藉此，讓我重新對於歷史上發⽣的國際⼤事有更多認識之

餘，也讓我能夠使⽤更理性的⾓度來看待各國⾏為的背後動機。

在讀書會的過程中，除了書本本⾝，組員們每⼀週的導讀也讓我學習到了很多。每⼀週的導

讀有助於我審視⾃⼰對於該章節是否有不清楚的地⽅，同時，導讀後的討論也讓我了解到與

該章節相關的不同看法，進⽽讓我能夠運⽤更宏觀、更多元的⾓度來形成⾃⼰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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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映儀

這學期的⾃主學習總共看了三本書。⽽我⾃⼰是主要負責《⼤國政治的悲劇》的第三、四章

以及《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史》的第三章。

以《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史》來說，我認為這本書⽐較難以讀懂⼀點。或許是因為這

本書是以簡體⽂字書寫，並且⽂中的地名以及⼈名⾮常冗⻑並且我們也不熟悉，花了⽐⼀般

書籍多很多的時間讀懂。也因為烏克蘭與周邊地區種族、戰略關係複雜，所以時間線⽐較難

理解。讀完這本書之後，我認為無論如何烏克蘭⼈是由⼀群⾝經百戰的⼈所組成，或許對於

現在新⼀代的烏克蘭⼈來說，他們因為出⽣在烏克蘭這⽚⼟地上，就認為⾃⼰都是烏克蘭⺠

族，不過這些歷史⾜跡不應該被抹滅。我很佩服這本書的作者對於⾃⼰國家了解、研究得如

此透徹，對於⾃⼰國家的喜愛⾮常值得敬佩。

除了⾃⼰閱讀書籍以外，透過同學導讀的⽅式可以知道其他同學對於⽂本的分析，同時也可

以思考⾃⼰的想法與別⼈有何不同。也因為⾃⼰需要帶其他同學導讀，除了輸⼊書本的資訊

外，我也要想該如何將這些書本上的資訊彙整成簡報、以最簡潔的⽅式向同學介紹。我發現

透過「輸⼊」、「輸出」的⽅式，不僅可以訓練⾃⼰的表達能⼒，同時也可以更進⼀步確認

⾃⼰對於這⼀個章節是否真的⾜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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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芳儀

在參加本學習⾃主學習的課程中，我們就三本書的內容進⾏了讀書會分享，這三本書分別為

《地緣政治⼊⾨》、《⼤國政治的悲劇》以及《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史》。在讀書會

過程中，每位同學都會被指派章節內容，在閱讀書籍內容過後，精簡其內容並於讀書會上與

其他同學分享。

在本學期的讀書會中，我個⼈印象最深的書是《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史》，雖然這本

書的內容相對其他兩本書顯得較為枯燥乏味，但它詳細的介紹了烏克蘭的歷史。烏克蘭的歷

史背景及⺠族與俄羅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若想了解此次俄烏衝突背後可能的成因，我

認為閱讀本書可以提供很多協助。⼜，烏克蘭的地理位置特殊，戰略位置複雜，因此在歷史

上時常處於多國佔據的狀態，受到各國⽂化之影響，烏克蘭⽂化的發展與俄羅斯也有了些許

差異。本書就烏克蘭歷史進⾏的透徹的解說，雖然內容由簡體字所敘寫，且歷史⼈物的名稱

翻譯與台灣⼀名有所差異，導致閱讀時 需花費時間理解，但總體⽽⾔仍值得閱讀。

透過讀書會的形式，使得我能夠快速地理解書籍的內容，也能透過同學的整理找到各章節的

重點。相較於⾃⼰閱讀書籍，透過同學所組織的圖書會使我能透過同學的分享⽽對書籍內容

產⽣更多的思考及理解，了解⾃⼰與同學思考⽅向的差異，並可就同⼀主題事件知道不同⾯

向的思考⽅式。因此，我認為在此之後，在閱讀⽂本時我能試著主動收集更多資料，透過資

料的⽐對分析，更全⾯的了解事件原貌，並培養出更為全⾯的思考⽅式，對事物秉持著批判

性思考之思維，以做出更全⾯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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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靜雲

前幾周我們閱讀《地緣政治⼊⾨》這本書，內容主要分成很多⼤⼤⼩⼩的議題，粗略地勾畫

何謂地緣政治，並且透過很多歷史事件及國際事件配合主題進⾏舉例，也讓我們更好的去理

解作者想要傳達的內容。本書⾸先便先定義何謂地緣政治，講述地緣政治⼀詞的起源以及後

續發展。隨後便是共50個關鍵議題，我們可以從地緣政治的挑戰了解影響全球治理的各種

因素。最後書中也帶到國際上需要處理的問題，像是多邊主義的危機等等。我認為這本書很

像是政治⼊⾨，對於我這種初學者來說是能建⽴國際架構並能⼤致理解國際間互動的經典書

籍。

中間我們閱讀了《⼤國政治的悲劇》，⼀本⾮常經典且很難借到的書。透過這本書我也了解

到攻勢現實主義的思想，就如同書名所寫，對於國家間的互動關係是表⽰悲觀的。相⽐⾃由

主義的樂觀、理想，現實主義則認為國家就是⼀場權⼒的競爭，主要考慮的是外部的結構因

素。他把國際社會⽐喻為無政府狀態，就連現今強權美國也不是世界政府，並不是所有地⽅

美國都管的到，因此在無政府狀態下各國都在尋找機會獲得⼒量，也就是擴⼤⾃⾝權⼒，以

超越其他國家。最後甚⾄在修訂版中加⼊附錄〈向台灣說再⾒?〉，也許事實不像書中所述

那麼悲觀，但仍然值得我們參考，甚⾄引以為戒。

最後我們也導讀了《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史》，這本書由哈佛⼤學烏克蘭研究院院⻑

浦洛基所寫，作者出⽣於俄羅斯，因此作者也同時在研究俄羅斯的思想⽂化，這也使本書是

作者以同情的理解，寫下烏克蘭在東西⽅複雜的⼒量衝突下，所經歷、所⾒證的這兩千年。

這本書也讓我們對於研究主題有更深的體悟，也讓我們對於烏克蘭的過去有更多的掌握。

讀書會是⾃主學習的核⼼所在，我們藉由書中理論及作者提出的思想，去理解、分析並建構

出⾃⼰的國際觀，最後應⽤於我們的投書、⼩論⽂等。透過成員間相互合作、共同成⻑的⽅

式，我們能更有效率的對3本書進⾏深度探討，彼此交換想法及意⾒，這是難得可貴也是有

意義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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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叡揚

我從這次讀書會對國際政治理論以及當下的國際政治情勢⼜有了更深⼊的了解，在參加這次

⾃主學習之前，我就會⼤量的閱讀攝取不同來源的國際新聞但是⽐較缺乏對國際關係理論的

系統性認知，這個學期的閱讀書⽬中，⽶爾斯海默的⼤國政治的悲劇就很好的補⾜了這⽅⾯

的空缺，書中詳細介紹了⼀種國際政治理論(攻勢現實主義)，並詳細介紹其內涵，同時以這

個理論架構對過去的歷史做出分析，同時也對未來做出預測，另外還有和其他國際政治理論

(守勢現實主義、⾃由主義)的介紹與⽐較。

我認為我在這次讀書會最⼤的收穫在於對國際政治理論有了更加系統性的了解，在分析咀嚼

當下的國際事務以及預測未來⾛向時，可以有更系統性的⽅法，⽽不是像過去⼀樣依賴⾃⼰

的直覺與常識(兩者經常受到經驗與資訊來源影響)，同時另外兩本書也很適合作為了解當下

國際事務的補充書籍，《歐洲之⾨》詳細描述了烏克蘭的歷史，以及其在東歐歷史中的重要

地位。《地緣政治⼊⾨》⼀書則簡略的介紹了50個當代重要的地緣政治議題，我覺得這是

⾮常新⼿友善的。

最後我還有⼀點是藉由讀書會的形式，可以知道組員讀到了什麼，很多事⾃⼰讀時的盲點，

可也了解到其他⼈獨特的觀點，這對於深讀、細讀是⾮常有幫助的，也感謝組員的認真準

備，提供良好的討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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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芳薰

經過這次的讀書會，我對於此次所選擇的三本書，分別為⼤國政治的悲劇、地緣政治⼊⾨及

歐洲之⾨擁有更深的了解。對我來說，讀書會最有別於平常⾃⾏閱讀的點是，透過每週不同

⼈的導讀，我可以發掘其他⼈的對於同⼀議題的看法，他所認為的重點可能與我不同、我解

讀⼀段⽂章的⽅式也可能與他不同，並再透過讀書會後討論，我可以再更進⼀步了解同組同

學個個想法及疑問，⽐起⾃⼰閱讀還可以再多⽅⾯的思考、甚⾄能夠看到⾃⼰當初也許漏掉

的細節。

在閱讀之中我對⼤國政治的悲劇印象最為深刻，作者—約翰·⽶爾斯海默所著作的這本書可

算為理解國際情勢上經典的書之⼀，但若不是這次的讀書會，我也許永遠都無法完全了解這

⼀本書。此書對於如我這種的國際情勢初學者尚有些困難，在閱讀的過程中時常卡住，得重

新往前翻閱，再次查詢某個定義或某個事件，有時甚⾄被過多的專有名詞搞得頭昏腦脹，頓

時忘記⾃⼰到底在讀什麼。在這個狀況下，每週組員導讀變成為我最佳的解惑⽅式。⽽當輪

到我做導讀時，我也盡了全⼒將我負責的章節仔細閱讀，嘗試抓出章節中的重點，並以最簡

潔有⼒的⽅式呈現在簡報中。當⼀切都準備好的時候我才發現我⾃⼰對於這些章節的認知實

在⽐我原本想像的還要多許多，許多原本讓我困惑的定義及事蹟已單純成為我導讀中的⼀

點。讓我在接觸許多國際議題時能以更多層⾯理解。

23

讀書會⼼得



吳富宇

我們這次⾃主學習⼩組在學期初安排了三本書籍閱讀，分別為《⼤國政治的悲劇》、《地緣

政治⼊⾨：從50個關鍵議題了解國際局勢》以及《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史》。每章都

會有負責的同學進⾏導，隨後發想議題及問題與成員討論，進⽽提升思辨⼒。

⾸先，我們閱讀《地緣政治⼊⾨：從50個關鍵議題了解國際局勢》，我認為是⼀本⾮常適

合對於國際議題剛開始起步的新⼿，書中常⽤國際事件當例⼦和地緣政治做連結，在認識國

際⼤事過程中提升知識。⽽我負責的第五章-11個議題，個別說明：邊界的終結、⼀致的全

球化、軍事權⼒的弱化、資訊及通訊新技術、⼲涉、國家的揚棄、戰爭私有化、原物料、全

球化下的體育競賽、歐洲正在衰退？

再來，我們閱讀《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史》，我認為這是⼀本對於烏克蘭的歷史及地

緣政治分析透徹的書籍，但相對較需要花時間閱讀，除了使⽤簡體字外，章節與內容連結關

係弱、地名和⼈名冗⻑，需要⼀邊閱讀⼀邊做筆記。我負責的部分是第⼀章：⿊海邊境、第

⼆章：東⽅與西⽅的相遇。   

透過閱讀書籍並吸收重點，再將觀念整理導讀給同學，這⼀系列的過程不斷再培養我們內化

和產出知識的能⼒，增加閱讀及⼝說能⼒。透過聆聽同學的導讀也能了解彼此間看待事物的

⾓度不同，進⽽深⼊討論，不斷更新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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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賞析
本次選擇兩部影⽚協助了解俄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第⼀部影⽚由印度，⼀個第三世界的

⺠主國家對烏俄衝突的⽴場進⾏分析，以此為切⼊點我們可以探討亞⾮國家對這次衝突的態

度及⾏動。第⼆部是對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獨⽴後的發展，在不同國家內部三⼗年後對蘇聯

解體的看法，了解蘇聯解體對各國國⺠⼼態的不同影響，以及蘇聯解體此單⼀事件對俄羅斯

外交政策及統治階級歷史觀的影響進⾏記錄與報導，我們藉此可以更加瞭解俄羅斯統治階級

發動此次戰爭的動機與⼼態及俄國⺠眾對此的看法，預測未來衝突的可能發展與收尾。

影⽚賞析指定影⽚：
1. 《India's geopolitical dilemma》

2. 《The end of a superpower -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組員李品萱攝影，由左⾄右為
組員周永秦、吳富宇、
林叡揚、張芳薰、劉靜雲、
管芳儀、郭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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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為三個部分，為德國之聲在烏俄戰爭爆發後所做的⼀篇深⼊報導，希望可以幫助西⽅

觀眾了解印度在烏俄戰爭中不同於西⽅的⽴場。

第⼀部分為「How India and Russia got so close」。這個部分處理的是印度與俄羅斯的關

係，⼀開始是報導背景的介紹，接著以印度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為拒絕譴責俄羅斯為切⼊

點，回顧了印度與俄羅斯⾃前蘇聯時期的友好關係開始，再拉到近期的事件，凸顯西⽅以及

印度在有關俄羅斯問題上的分歧，像是歐盟執委會主席在應對的安全會議上呼籲印度停⽌進

⼝俄羅斯⽯油，沒有得到印度的回應還被印度的外交部⻑反駁，之後切⼊到在當下俄羅斯受

到戰爭的弱化，是否還會是印度可靠的軍事設備來源與合作夥伴，⼜提到受到戰爭弱化的俄

羅斯更容易受到中國的影響，為下⼀段中印之間的衝突進⾏鋪墊。

影⽚賞析指定影⽚1：
《India's geopolitic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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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來源：youtube截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_JdQSrzBg&t=���s

第 ⼆ 部 份 「 Why China wants to

take India's territory」，則從中印

邊境衝突切⼊，提到中印衝突中印度

的不利地位，⼀⽅⾯中國的經濟體及

軍事預算都遠⼤於印度，同時中國在

南亞地區透過⼀帶⼀路進⾏基礎建設

投資，與印度以外的國家保持良好關

係，接著把鏡頭拉遠，把印度納⼊印

太戰略的架構中進⾏討論，最後提到

印度對中國的反應，包括禁⽌中國的

應⽤程式，但同時，中印之間的貿易

依舊在增⻑，印度對於如何處理雙⽅

的經濟關係依舊沒有統⼀的做法。



第三部分「Why India & the West are wary of each other」，提到了印度的⼈權問題，本

部分⼀開始以quad為切⼊點，提到印度在美國印太戰略扮演的重要⾓⾊，西⽅與印度的軍

事合作近年來有所增加，但是印度⻑久以來⼀直是不結盟國家，不願意投⼊任何軍事同盟之

中犧牲⾃⼰的⾃主性，儘管美國對於與印度的同盟持開放態度，但印度對於此事⼀直持保留

態度。接著話題轉到印度與西⽅的經濟合作，印度⾃獨⽴後傳統上經濟就偏向保護主義，也

沒有加⼊世界上最⼤的⾃貿區RCEP，在多邊貿易協議擱淺的現狀下，雙邊⾃貿協定則有取

得⼀些進展。

接著轉到印度的⼈權問題，主持⼈質疑所謂印度與西⽅因為⺠主的共同價值⽽是⾃然盟友的

說法。德國之聲以印度的的穆斯林處境，莫迪在早年地⽅執政時就被指控縱容邦內針對穆斯

林的暴⼒，在他成為總理後⼜推⾏了⼀系列對穆斯林友善的策略，例如廢除克什⽶爾線法賦

予的特殊⾃治地位，還由後來通過的國名⾝分法在處理穆斯林移⺠上被認為具有歧視性規

定，同時在印度國內親政府的財團，有除了媒體之外的龐⼤商業利益，與政府緊密結合，再

來就是西⽅國家對這些事情的態度，莫迪政府的某些作為的確引起西⽅國家的警覺，但是在

當前的國際政治情勢下，西⽅領袖也不好公開批評莫迪政府的作為，最後報導下了⼀個結

論，在當前愈發侷促的地緣環境下，印度⾯臨著重要的選擇，西⽅則須認真的思考。

影⽚賞析指定影⽚1：
《India's geopolitic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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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來源：youtube截圖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v=Iz_JdQSrzBg&t=���s



該紀錄⽚在2021年釋出，講述了蘇聯解體後各加盟共和國的情形，及其如何影響俄羅斯的

外交政策。

影⽚⼀開始概述了他們的⽬標，希望能了解蘇聯解體後各國的情形，哪些⼈得益，哪些⼈受

損，俄羅斯⼜扮演什麼⾓⾊。

在莫斯科許多蘇聯時期的符號象徵依舊存在，究竟有哪些事情在過去較好，那些⼜有所改

善。

在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衝突再次點燃，納卡地區的歸屬問題⼀直存在，兩國在2020年的

戰爭後，亞美尼亞被迫放棄⼤⽚領⼟，最後在俄羅斯的調停下停戰，俄羅斯維和部隊進駐，

亞美尼亞⼈信奉基督教，亞塞拜然是什葉派穆斯林，經年的衝突給許多⼈都留下⾝⼼的創

傷。

雖然各個國家的獨⽴，但是蘇聯時期留下的基礎設施是為同⼀個國家設計的，道路、鐵路及

管道穿越國境，各個國家依然有密切的經濟聯繫，但在莫斯克看來很多國家的⾏為原則就是

從俄羅斯獲取最⼤的經濟利益，同時承擔最少的政治義務。2500萬俄羅斯⼈⼀覺起來就發

現⾃⼰⾝處國外，受到獨⽴國家歧視是為⼆等公⺠，

接著提到獨⽴國家國協(CIS)，如今的CIS幾乎已經沒有任何實質的政治影響⼒，但是也沒有

⼈願意徹底解散這個組織。回到各個獨⽴的國家，在波羅地海三⼩國，其與俄羅斯關係⼀直

很冰冷，雙⽅都不理解對⽅的⽴場。

影⽚賞析指定影⽚2：
《The end of a superpower -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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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在第⼆次世界戰勝納粹德國，偉⼤的衛國戰爭⾄今依舊在俄羅斯佔有重要的地位，這極

⼤的彌補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臨的羞辱與挫折，但對於軍事實⼒的重視，也對俄羅斯

的經濟建設造成了巨⼤的影響，政治領導⼈過度迷信軍事⼒量，⽽忽略經濟，科技發展。俄

羅斯的基礎建設處於⻑期缺乏更新與維護。近期與中國的合作⼀定程度上緩解了這⽅⾯的問

題。俄羅斯同時轉向中亞，鞏固其傳統的勢⼒範圍。

在烏克蘭可以清楚的看到東西⽅的衝突，國家認同的衝突演變成內戰，俄羅斯藉此向其他獨

⽴國家展⽰，當他們背叛俄羅斯會發⽣什麼。

俄羅斯⼈對蘇聯的懷念，很⼤部分來⾃1990年，但震撼療法及其伴隨的經濟崩潰在普丁上

台後，執政黨成功得宰制政治場域，就像以往的共產黨⼀樣。

接著是哈薩克及⽩俄羅斯兩個專制傾向明顯的國家各⾃⾛向了獨特的發展道路，在吉爾吉

斯，該國和俄羅斯保持友好的關係，國內許多⼈在獨⽴後⼜轉向伊斯蘭教，⼥性權⼒相較蘇

聯時代反⽽倒退了，國內政治依舊在世俗與宗教勢⼒之間拉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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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來源：youtube截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PHKDuP-Hk

類似的情形也能在俄羅斯觀察到，東

正教取代了過往共產主義的位置，成

為俄羅斯主導的意識形態，伴隨的還

有保守價值的增強，蘇聯解體後三⼗

年俄羅斯依舊在尋找⾃⾝的定位，在

亞洲與歐洲間掙扎，轉向共同的歷史

與⽂化，俄羅斯究竟會⾛向何⽅只有

時間才能給出答案。

影⽚賞析指定影⽚2：
《The end of a superpower -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影⽚賞析⼼得

周永秦

影⽚賞析是第⼀次⾃主學習所沒有的部分。當初想法是，讀書會僅有不斷讀書、導讀、討

論；平常⾃主學習⼩組也⽐較沒有在讀書會以外聚在⼀起的機會，⽽聚在⼀起就是在討論正

經事，鮮少有放鬆機會。因此才希望能在讀書學習之餘，也能加⼊⼀些較輕鬆的影視欣賞環

節，同時該影視作品也能貼合國際時事或國際關係相關內容，以做到在放鬆之餘也還是能學

習。

本次⾃主學的兩部選⽚：《India's geopolitical dilemma》、《The end of a superpower -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都是紀錄⽚性質，並且是全英⽂內容，相對較

「硬」，知識上的學習⾮常充⾜，但可能⽐較沒有放鬆功能。這是較為可惜之處。不過兩部

⽚也都⼤⼤增進我對相關議題的⾒解。

影⽚賞析是近幾屆⾃主學習的新嘗試，希望能使之延續下去。未來選⽚建議可找如《驚爆⼗

三天》、《亞果出任務》這類涵蓋國際關係的電影，也可以針對特定議題進⾏選⽚，例如講

解庫德族的《烏⿔也會⾶》、美墨的《無主之地》等，並在觀影完後針對該議題撰寫⼼得反

思，如此應會有更好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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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品萱

這學期的指定影⽚包含《India's geopolitical dilemma》以及《The end of a superpower -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前者主要談的是印度外交所⾯臨的兩難，⽽後者主要

談的是蘇聯的解體。

我個⼈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India's geopolitical dilemma》這部影⽚。透過這部影⽚，我

對於印度與俄羅斯關係的發展脈絡、印度與西⽅強權的互動以及中印邊界問題有更多的了

解，也更能理解印度在外交上做出選擇時的背後考量。

透過影⽚賞析，我除了對於相關知識有更多認識外，影⽚賞析後，與組員之間的討論也有助

於刺激我對於影⽚內容的思考，型塑更豐富的觀點。但在觀賞影⽚的過程中，我覺得可能是

因為兩⽚都是由德國之聲所製作，所以整體上偏向從西⽅國家的⾓度所得出的看法，稍微⽐

較單⼀⼀些。因此，藉由這學期的影⽚賞析，我也更清楚意識到在獲得相關知識、了解相關

事件時，參考多元的媒體以及從更多不同⾓度來進⾏切⼊，才能夠擁有更全⾯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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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映儀

⾃主學習過程中，我們總共欣賞了兩次影⽚。第⼀部影⽚是關於蘇聯解體；⽽第⼆部影⽚是

關於中國與印度邊界的衝突，印度學者、政府單位以及各政黨如何因應這樣的問題。

在第⼀部影⽚中，其描述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原先涵蓋了全球六分之⼀的領

⼟，並且擁有兩億⼋千萬⼈⺠。1991年解體後，有⼗五個新的國家成⽴。⼗五新國家的成

⽴似乎意味著這些國家不會再受到莫斯科當局的掌控，並且逐漸靠向西⽅世界，因為其中很

多國家嚮往西⽅的⺠主⾃由。雖然物理上，國家與國家間的領⼟劃分明顯，不過在意識形態

上卻是很難改變的，包含⼈⺠的認同感以及⾎緣不如領⼟劃界⼀般容易。甚⾄因為這些國家

剛成⽴，國⼒其實相當弱；⼜這些國家相互在地理上連接，很容易就會爆發領⼟、資源搶奪

衝突，⽐如說：亞美尼亞就與亞塞拜然發⽣領⼟衝突，然⽽此事件在當時西⽅並沒有介⼊，

倒是因為俄國的介⼊⽽得到緩解的⽅法。同時也有講到有些年紀稍⻑的⼈，甚⾄懷念起蘇聯

尚未解體時較為繁榮的時期。我認為這也是為什麼從古⾄今，當⼀個國家的政權在改變時，

會先從意識形態、⼈⺠思想的限縮著⼿管控。

在第⼆部影⽚中，我們有看到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其積極在亞洲框張勢⼒範圍，積極挹注

資⾦給那些在戰略上有意義的⼩型國家，包含印度旁邊的斯⾥蘭卡還有索羅⾨群島，以便讓

其在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地區佈局。不過其⾏為著實影響到印度，印度認為中國積極擴張對於

印度在戰略上會造成威脅，導致中印關係有些緊張。

⽽我個⼈認為其他國家的⽀持與否⽬前皆很難說，若中國要對抗美國，其最要先做的事情就

是稱霸亞洲或與亞洲國家建⽴友好關係，就要看中⽅如何做選擇，不過⽬前對中國來說，亞

洲地區還有許多國家與中國有領⼟資源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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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芳儀

在本學期的⾃主學習課程裡，除了讀書會、參訪，亦有影⽚賞析的課程規劃。⽽在本學期，

我 們 看 了 兩 部 紀 錄 ⽚ ， 分 別 為 《 India's geopolitical dilemma 》 及 《 The end of a

superpower -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第⼀部影⽚則是講述印度⾯對印度如

何應對中國的積極擴張，並探討俄羅斯的關係如何變得緊密。第⼆部影⽚則是在講述蘇維埃

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解體後，各個新興國家開始獨⽴⽴國，然因地理位置與其他國家相接，

未有充⾜軍事⼒量下產⽣了⼤量衝突。

⽬前世界上中、美、俄皆屬政治與經濟⼤國，三個國家間的政治⾓⼒時常引起全球的政治、

經濟產⽣變化。兩岸議題在國際上素來敏感，因⼀⽅為政治強國，其他國家在表現⽴場時會

有所保留，不希望因表態⽽損及⾃⼰國家的利益。因此，我國如何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中

與各國保持良好關係實為⼀⼤課題。

在影⽚中，印度因對中國的擴張感到不安，因此逐漸疏離中國，然其對於俄羅斯與美國仍保

有友好關係。因此，由印度的例⼦可以得知，若政策施⾏得宜，即使未能與世界各國交好，

但仍可同時與⺠主國家和共產國家皆保持良好關係。然因我國與中國的⺠族及歷史⾼度關

聯，因此無法以印度為例作出相應之政治措施，僅能在政策施⾏上步步為營，以求不造成更

⼤傷害。

透過觀看影⽚，我們可以迅速地知道⼀些專家、學者對現今局勢或特定議題的看法，相較於

閱讀書籍也較無負擔。因此，我認為也是⼀種不錯的學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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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靜雲

這學期我們也欣賞了兩部影⽚，分別是《The end of a superpower -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以及《India's geopolitical dilemma》。透過影⽚賞析的學習⽅式，我們可

以親⾃聽到俄羅斯周圍國家的⼈⺠是對於蘇聯的態度，以及他們講述⾃⾝感受的神情。我們

跟隨著拍攝者，潛⼊印度與外國交談會晤的正式場合，了解印度當時的外交政策及⽴場，以

及印度與西⽅國家的互動中是否存在著隱憂。

第⼀部影⽚是在描述蘇聯解體對於原蘇聯加盟國家的影響。1991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正式解體，包含俄羅斯在內的15個成員國各⾃重回主權狀態。原先以為這些國家逃離

蘇聯的掌握，靠向⾃由⺠主應該會帶來改⾰與進步，然⽽現實卻與之相反。地緣上，儘管他

們不再屬於蘇聯領⼟的⼀部分，卻因為⽂化認同⽽⾄今難分難捨，部份⼈⺠仍然習慣共產主

義的相關制度，對他們來說這才是⽇常。印象深刻的是，紀錄⽚中主持⼈問原蘇聯國家的⼈

⺠說，你們脫離蘇聯後有沒有感到⽐較幸福，他們的回答出乎意料是否定的，他們認為因為

從⼩到⼤都是在蘇聯體制中成⻑，因此突如其來的改變反⽽讓他們很不適應，甚⾄也有⼈說

他們其實不懂⾃由是什麼感覺。蘇聯解體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秩序，藉由紀錄⽚可以了解新秩

序的建⽴不僅需要時間去消化各個⽂化衝突，也需要⼀段艱難的適應期。

第⼆部⽚主要在講印度與俄羅斯、中國及西⽅的關係以及其⽴場。中國和印度都與俄羅斯很

親近，很⼤程度上算是盟友。在2020年6⽉中旬中印邊境發⽣嚴重的衝突事件，透過俄羅斯

中間協調，隨後幾天中俄印透過視頻會議舉⾏三⽅會晤，可以看出俄羅斯在中國及印度發揮

了⼀定影響⼒去維持關係。印度對俄羅斯的依賴有⾼⽐例的軍售及能源貿易，尤其在中印邊

境衝突，印度更加加強對俄羅斯軍備武器的進⼝，也進⼀步套牢俄印兩國關係。然⽽印度⼀

⽅⾯⼜與美國交好，美國甚⾄在軍事上很⽀持印度。印度能在國際政治的夾縫中，可以如此

靈活，⾜以讓其他國家效法，也讓我們對⽬前的國際結構更多⼀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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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叡揚

第⼀部影⽚《India's geopolitical dilemma》是德國之聲(DW)，在烏俄戰爭爆發後，針對

印度的⽴場所做的深度採訪系列，我認為它的內容很適合對印度外交⽴場研究的新⼿作為⼊

⾨資料，這個系列分為三個部分第⼀部分是俄羅斯與印度的關係，第⼆部分則是中印關係對

印俄關係的影響，第三部分則是西⽅與印度之間的分歧，我認為印度號稱世界上最⼤的⺠主

國家，但是其⽴場與西⽅⺠主國家仍有顯著不同，這很適合作為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範本。

第⼆部影⽚《The end of a superpower -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我認為這是

對蘇聯解體後，其前加盟共和國情形相當好的⼀份概述，對於我⼤概了解各加盟共和國獨⽴

後的情形，可以幫助我分別了解，中亞、東歐、⾼加索以及歐俄地區不同族群對蘇聯解體，

這⼀⼆⼗世紀重⼤的地緣政治事件的反應及看法，也能了解許多⼈為何會選擇當下的⾏為與

政策，對於了解當下烏俄衝突有⾮常⼤的幫助。

總的來說，影⽚賞析對我相當有幫助，從兩個⾯向(前蘇聯加盟國、第三世界國家)切⼊，透

過對歷史⽂化了解幫助我更好的分析當下的烏俄衝突的起因，乃⾄於第三世界(或者說

global south)對當前烏俄衝突的態度為何不同於西⽅國家，讓我對於對烏俄衝突有更全⾯的

了解獲益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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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芳薰

這次我們欣賞了兩個影⽚，分別是探討蘇聯⽡解後原為蘇聯成員國的國家在新的體制下的改

變以及印度在國際政治上所處之兩難。對於第⼀個影⽚，我學到了許多關於⼀些平常很少接

觸的東歐國家所在近年來所⾯對的危機及困境。由於我平時較多看到的都是強權⼤國的事

物，我都毫無感覺到⾃⼰完全忽略掉了許多重要的時事。我也透過此影⽚加深了許多關於整

個蘇聯存在時的結構以及崩塌後對各區造成的影響皆不⼀樣。有些許東歐之前過度倚賴莫斯

科政府的強權，當蘇聯解散後國內也⽣出許多問題。⽽當然也有國家因為蘇聯解體⽽獲更多

⾃由獨⽴之能⼒。

在第⼆篇影⽚中，我學到了很多關於印度⾝為⼀個相較上算是年輕的國家，在世界強權中之

地帶以及其⾯臨的困境。影⽚分為三部分，第⼀在敘述印度與俄國在戰爭下即戰爭中與俄國

之關係，第⼆在講關於中國與印度的領⼟糾紛，最後在分析印度如何⾯對西⽅國家所提出的

聯合對付中國勢⼒之邀請。我向來認為印度是⼀個⼗分有趣的國家，不但擁有⼤量⼈⼝，也

在地理上位於也正位於強國與強國之間，⽽印度也不⼀定會在每件政策上跟隨西⽅國家，從

這次戰爭下我們可以透過印度持續買俄國能源能更輕楚觀察到。

透過這兩⽀影⽚，我對於世界上某些情勢發展的背後原因⼜在更加清楚了⼀些，也多對許多

我較少接觸國家的歷史及現況去做更多的思考及關注。透過紀錄⽚的學習，我也可以了解許

多專家學者對於這些事件及議題的看法及分析，就此增加了我對於⼀件事物了解的多層⾯性

及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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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富宇

這學期由組員安排的指定影⽚有《India's geopolitical dilemma》以及《The end of a

superpower -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前者主要談的是印度外交所⾯臨的兩

難，⽽後者主要談的是蘇聯的解體。 

 

我個⼈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第⼀部《India's geopolitical dilemma》紀錄⽚。透過此紀錄

⽚，能讓我們了解印度、與俄羅斯兩⽅關係的發展脈絡、印度與西⽅強權的互動、印度國內

的⼈權問題以及中印邊界問題等，可以與上學期的⾃主學習⼩組計畫-印太戰略與新南向發

展政策做呼應，⼜能和此次計畫「俄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做連結。但我個⼈認為內容有

點偏向西⽅國家的思考⾓度去製作影⽚  ，這也值得參考！

 

透過兩部影⽚賞析，我們除了能在過程中學習課外知識，更能在影⽚結束後與組員進⾏討

論，複習影⽚重點的同時了解他⼈對於同⼀件事物不同的觀點，收穫良多，擴展國際觀並發

展⾃⼰⼀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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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指定書籍旨在了解近年來國際情勢的⼤⽅向，然⽽全球⼤事是每天都在發⽣變動的。個

⼈投稿的素材可以包含指定書籍的內容⼼得、國際新聞的評論。針對指定書籍的內容，成員

會定期開讀書會以主題式互相分享內容與⼼得，成員可以針對其內容做延伸，統整⾃⼰對於

討論主題的看法或者表達其內容與⾃主學習⼩組主題「俄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的關聯

性。

在⾃主學習期間，成員除了需閱讀指定的書籍外，也須⾃發性地了解國際時事，並且進⼀步

評論、分析。透過網路媒體及報章上的新聞，成員能夠跟上國際情勢的變動，以主題的⽅式

評論國際時事不僅培養成員的思辨能⼒、⽂字表達、媒體識讀，也讓成員養成發表⾃⼰觀點

的好習慣。在讀書會的過程中，成員間也可以互相分享本週的國際⼤事、和主題「俄烏戰爭

下的國際新情勢」有何關聯、分享⾃⼰的投稿內容，並且其他⼈也可以針對其觀點互相討

論。

三、個⼈投稿

38

參、學習內容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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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兵驍勇善戰、各國援烏不⼿軟、澤連斯基⽀持度再創新⾼、烏軍多處擊退俄軍、
世界⼒挺烏克蘭…這些是對俄烏戰爭的歌頌，是台灣津津樂道的榜樣。

俄烏經驗讓台灣⾯對北京威脅不再寂寞，甚或信⼼滿滿。這場被包裝成價值衝突的侵略戰
爭，很容易讓⼈投射到兩岸可能的未來。

烏軍多處擊退俄軍的確顯⽰烏軍的頑強抵抗與俄羅斯的不堪考驗，但戰事總歸在烏克蘭發
⽣，⼟地與⼈⺠永遠不會是贏家。

世界⼒挺、援烏不⼿軟，基輔卻仍然在要求加速北約申請進程時吃了閉⾨羹。幫助還是要
有限度，⼤國政治的悲劇⾓⼒中，總要有⼈犧牲。

澤連斯基的領導魅⼒跟坐鎮基輔的勇氣著實可畏，但卻忽略戰前烏克蘭政治的腐敗，以及
澤連斯基對局勢的誤判。如果時光能回頭，戰爭是否曾可避免？

ㄧ些武器的⼤放異彩讓台灣⼜掀起不對稱作戰論調，烏克蘭能做到，台灣當然也能。但不
對稱作戰將付出的代價與犧牲，台灣⼜了解幾何？

也直到兵役延⻑回⼀年的消息傳開，⼤家才驚覺原來抗中保台不是耍嘴⽪⼦、對抗北京不
能只是去動物學院上課了事，該拿的槍還是要拿。

俄烏經驗，台灣⼤夢何時醒？戰場在烏、犧牲在烏、破壞在烏、吃虧在烏，這些⾯向是否
出現在夢中？在可想像的兩岸衝突中，夢境與現實，可能很不⼀樣。

裝睡的⼈叫不醒，只怕再睡個三年、五年，為時晚矣！

投書連結：https://www.storm.mg/article/�������
圖⽚來源：https://reurl.cc/AyrezY（Flickr by Astaken）

                                                                                                  
 

QRcode:      

俄烏前⾞之鑑－－臺灣⼤夢何時醒？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staken/


40

⽂∕周永秦

所指的基輔奇蹟，包括澤連斯基沒有出逃、各國領導⼈能接⼆連三拜會基輔、澤連斯基能透過媒體
⼒量放送振奮⼈⼼的評論與喊話等。

這終歸還是要回到地理上的考慮。臺灣的地理考慮就是島嶼－海洋國家、狹窄海峽分隔，這與烏克
蘭⼤陸型、陸地銜接截然不同，會衍伸出不同戰略思考。

⼤陸上的基輔，⾯對遠距打擊能⼒有限、沒有切斷烏西部交通網的莫斯科，加上烏軍奮勇抵抗，⾃
然有領導⼈不出逃的選擇空間。然臺北四⾯環海，整座城市、島嶼都在反介⼊範圍內，有封鎖作為
圍欄⼜處海空打擊的壓迫，臺北可能連選擇逃或不逃的時間都很緊迫。

地理阻隔雖然會讓衝突發⽣機會橫向減少，但也有可能讓衝突強度縱向提升。地⾯部隊不易跨過⽔
體移動，取⽽代之是對地打擊武器的⼤量應⽤，這就必須考慮未來的台海衝突，恐將是多管⽕箭、
對地打擊⾶彈、彈道⾶彈為攻擊主⾓。臺灣會發⽣的戰⽕圖樣，與烏克蘭會很不⼀樣。

島嶼－海洋國家型態終歸要考慮的還是封鎖⼀事，尤其在於臺灣島就這麼⼤，第四次台海危機已經
看到共軍海空⼒量的包圍能⼒，台海衝突的可能型態或許是制海、制空權總是處於爭奪狀態，⾼⾵
險使外籍船隻與航空器等外援、外⼒不易進⼊周圍區域。這些都是基輔奇蹟難在臺北重現所在。

要像澤連斯基振奮有振奮⼈⼼的宣傳與呼籲，或將只能透過新媒體等網路宣傳，⽽網際網路、衛星
⼒量就是當中關鍵。俄烏尚且能透過西⽅官⽅與⺠間⼒量勉強維持運作，然則⾯對科技⼒量數倍於
俄的中國⼤陸，那⼜將是新的討論。以後要討論的封鎖，可能不再限於傳統海空，包括太空、網路
當⼲擾與反制，都是新的戰場。

有別於俄烏，台海衝突可能會是以科技、迅速、⾼傷亡為代名詞的衝突。像俄烏到今⽇仍以地⾯部
隊為棋、⼟地佔領對弈，且到⽬前為⽌沒看到過多科技⼒量投⼊，不會是未來幾年可能發⽣的台海
衝突的模式，⾃然也就不能期待基輔奇蹟，同樣在台北複製。

認清時局、積極備戰、確⽴全島防衛意志、發展屬於台灣⼈⾃⼰的戰略觀，能及於此，屆時⾃會有
我們⾃⼰的臺北奇蹟。

投書連結：https://www.storm.mg/article/�������
圖⽚連結：https://reurl.cc/kqeb��（Flickr by Anatoly Gray）     

基輔奇蹟 難在台北複製

QRcode:

https://www.flickr.com/photos/uav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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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三⾓理論評估美中臺三⾓已經有諸多研究可循。傳統戰略三⾓認知三邊關係最終會
⾛向共好的「三邊家族」，但現在的美中臺看似維持結婚型三⾓，暫且看不出變動跡象；
北京維持孤雛，也不⾒其試圖攀升⾓⾊地位，好似各⾃安於（或困於）現狀。這就有必要
重新檢視戰略三⾓理論的不⾜與限制。

戰略三⾓建⽴在新現實主義框架下，並以三⾏為者理性⾃利、⾃主、政策選擇互相獨⽴等
三條件為前提，⽤來檢視三國互動的理論（此外三國需關係密切，⾮隨意三國都能成為戰
略三⾓）。引⼊賽局概念後會出現四種可能互動模式：三邊家族(ménage à trois)、羅曼蒂
克(Romantic)、結婚(Marriage)與單位否決(Unit-veto)。再結合量化分析後，可得出⾓⾊
效益排名：樞紐>朋友、夥伴>側翼、敵⼈>孤雛。

理性⾃利下，三⾏為者都追求⾓⾊效益極⼤化，但在不斷的三⾓關係變動後，基於關係較
穩固，最終戰略三⾓預期會⾛向三邊家族的最終型態。這是上世紀90年代的結論。

然⽽這些互動模式都是化約後的產物，想觀三國互動的全貌就必須考量更多理論外的元
素，這也是理論的限制所在。對此我們就有必要把三⽅權⼒的不對稱、⾮物質因素、國內
政治、地緣狀況等這些難以量化的元素列⼊考慮。

理論上假定國家的單⼀理性並不代表實然上國家必會依照理性路線⾏駛，國內政治尤其在
⺠主國家當中，有時受意識形態或國際環境變化作⽤，導致對外政策和擇上有所受限或僅
遵循特定路徑。諸如抗中保臺、臺美關係堅若磐⽯、⺠主⾃由價值觀同盟，這些關鍵詞⼤
家肯定不陌⽣。如果再加上⾮物質因素的深化與加固，會使理性選擇被蒙蔽，限制、左右
物質⼒量的有效應⽤。對於北京政權的反感、各種意義上對中國的厭惡，讓年輕⼀代臺灣
⼈不可避免⾛上與對岸敵對的⽅向。

美中臺結婚三⾓已成「結構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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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不對等的⿇煩在於我們受限於其壓⼒被迫要分散⼤量注意在強權上，但在強權排序中
往往有更重要政治議程要處理，⼩國更多時候必須被排序、忽略。我們過度關注美國的⼀
舉⼀動，但美國還有伊朗、朝鮮、烏克蘭等問題要顧。最後從地緣出發，美國與中國⼤陸
的優勢因地理距離出現福奏，臺灣「近中遠美」的地理位置呈現的是三⾓關係中中國⼤陸
權⼒放⼤、美國受限的狀況，這讓即使中國⼤陸各種綜合實⼒不如美國，但對於臺海的衝
擊與影響有相抗衡，甚或超越之態，增加不可預測性。

以上諸多元素致使美中臺三⾓並未像戰略三⾓所預⾔那樣⾛向三邊家族的共好結局，其形
態雖為結婚三⾓，但不⾒任何⼀⽅基於⾓⾊效益最⼤化，⽽盡可能改變⾃⾝地位或與另兩
⽅的關係。在結婚三⾓形態下，需要更多形容詞⽤在美中臺三⾓。對此筆者提出，美中臺
內部三組雙邊關係已經陷⼊三個僵局，接連僵化了當前的結婚三⾓關係，我稱之為結婚三
⾓的「結構僵局」。

三組雙邊關係的三個僵局，分別是美中的「明確底線中競合」、兩岸的「模糊中對抗脫
鉤」、臺美的「類結盟中穩定曖昧」。這個不對等三⾓呈現的是在權⼒不對等框架上「物
質的不對稱」、意識形態、國內狀況等「⾮物質的⽭盾衝突」兩者結合的冷和僵局，成為
三⾓關係的結構限制，這使臺灣的戰略⾃主性與能動空間本就不夠多。

當中美中已經⾛向明確底線，表達在臺灣問題上沒有太多共識，但在此前提上還是要競爭
與合作；兩岸的「模糊」意味臺北正在打「中華⺠國臺灣」這類「類臺獨」牌，維持⺠進
黨重塑後的現狀，除⾮直接宣布臺獨，則現狀仍處於⼀模糊之態。類結盟更好解釋臺美互
動模式，極⼤限度挺臺但沒有跨越明確防衛承諾的⾨檻。在⽬前看來，臺美沒有交惡的可
能，對中國⼤陸也不太有釋出善意的空間，三⾓關係的能動只能建⽴在美中關係改善、或
不宣布臺獨的模糊現狀。

美國不⽀持臺獨的基本態度要求臺北維持現狀、勿隨意滋事，並不要放棄與中國⼤陸溝通
的機會。不臺獨⼤抵是臺灣對於和平穩定能做出的最⼤貢獻，也是三⾓關係中少數的彈性
空間。此結構僵局的結婚三⾓應是2024到2025年之前美中臺三⾓關係的基本型態，不會有
太⼤變動。2024年後則會再因臺美各⽅國內政治狀況不同⽽提供新變數。

在結構僵局的結婚三⾓中，臺灣已鑲嵌在衝突的滑軌中，戰爭似已不可回頭，稍有不慎就
會加速滑向戰爭，在此之下，盡可能維持現狀、保有最低互信、最⼤努⼒拖延戰爭，已經
成為最佳、也是唯⼀解。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臺北的⼀⾏⼀動都必須格外謹慎，莫讓⼀
時意氣⽤事⽽將臺灣快速步⼊戰爭邊緣。

投書連結：https://www.lepenseur.com.tw/article/����
圖⽚來源：https://reurl.cc/Wqmqqx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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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其外交部⻑表⽰瑞典與芬蘭兩國並沒有確實履⾏6⽉所簽署的三⽅備忘錄中的全部條
件，使得⼟⽿其無法批准兩國加⼊的申請案。匈⽛利的外交部⻑則是表⽰⽬前匈⽛利政府已經向其
國會提出相關的法案，⽽其國會將會在秋季會議中，針對此案進⾏討論。

在今年，受俄烏衝突爆發影響，許多歐洲國家對其國家安全的考量，原先屬於北歐中⽴國—瑞典、
芬蘭也改變其以往在軍事上採取中⽴的態度，在5⽉時，向北⼤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遞交申
請書，正式表達兩國加⼊北約的意願。

北約，以共同保障北⼤西洋區域國家的安全、維護區域內穩定與合作為其重要核⼼，⾃第⼆次世界
⼤戰成⽴⾄今，擁有30個成員國，包含⽐利時、英國、美國、⼟⽿其、德國、匈⽛利等等。北約⽬
前仍開放具有能⼒承擔共同維護北⼤西洋區域安全之義務和責任的歐洲國家加⼊，⽽欲加⼊北約的
國家在遞交申請書後，需完成⼊盟談判，確保其有意願及能⼒承擔⾝為北約成員國所應承擔的政
治、法律、軍事上的責任與義務，同時，還需取得所有北約成員國的同意，批准其申請案才能夠正
式加⼊北約。

在瑞典與芬蘭兩國遞交加⼊申請案，完成⼊盟談判後，多數北約成員國已批准兩國的加⼊，僅剩⼟
⽿其與匈⽛利尚未批准。⽽⼟⽿其與匈⽛利在批准瑞典及芬蘭兩國加⼊北約的申請案上⼀拖再拖的
原因除了雙⽅政府所提出的理由以及⼟⽿其與匈⽛利在衝突爆發前，本⾝就與俄羅斯關係較良好
外，最根本的原因其實還是與兩國對於俄羅斯能源的⾼度依賴有關。

俄烏衝突導致全球能源供應出現問題，世界多國國內能源價格飆漲，對各國⼈⺠及產業造成極⼤的
衝擊。冬天的到來，更使得能源問題成為歐洲各國政府必須盡速解決的困難。對相較其他歐洲國
家，與俄羅斯關係較好的⼟⽿其與匈⽛利兩國⽽⾔，欲在短期內解決能源問題的最直接⽅式就是避
免激怒俄羅斯政府，其中可採⽤的⼿段之⼀就是延後批准瑞典和芬蘭申請加⼊北約的時間。畢竟，
能源問題會最直接動搖國內經濟與⺠⽣，損及國家利益，因此確保能源供應趨於穩定、不再需要提
⾼國內的能源價格、讓國內⼈⺠及產業受到的衝擊降低對兩國政府來說是⾮常重要的⽬標。

就⽬前來看，雖然與5⽉瑞典與芬蘭剛向北約提出加⼊申請案時相⽐，⼟⽿其與匈⽛利⽬前的態度
有所軟化，亦曾表⽰願意⽀持北約兩國加⼊北約，但就⽬前兩國都並沒有針對批准申請案提出⼀個
⾮常明確的時間點的狀況及兩國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來看，瑞典與芬蘭加⼊北約或許仍遙遙無期。

投書連結：https://www.storm.mg/article/�������
圖⽚來源：https://reurl.cc/Z�k�Yg
（Flickr by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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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與芬蘭加⼊北約或許仍遙遙無期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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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從今年俄羅斯總統普丁宣布要為去納粹化、去軍事化⽽在烏克蘭頓巴斯地區進⾏特別軍事
⾏動後開始。戰爭爆發⾄今，俄羅斯及烏克蘭政府雙⽅已經過多輪的談判，但雙⽅政府並沒有展現
出要為了區域和平，⽽願意妥協的態度。

 
俄羅斯政府發動這樣的軍事⾏動導致世界多國紛紛對其進⾏制裁，讓國內經濟陷⼊極⼤的危機，也
令部分國內⼈⺠對政府更加反感。然⽽，即使如此，就筆者觀點來看，在短期，俄羅斯政府仍然不
會停⽌這樣的軍事⾏動，甚⾄，此次戰爭可能演變成⻑期戰爭，⽽其原因在於其欲維持俄羅斯在國
際體系中的勢⼒並擴⼤俄羅斯的領⼟。

 
在這次戰爭當中，北約東擴佔據了很重要的因素，因為對俄羅斯政府⽽⾔，北約勢⼒向東擴張將威
脅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北約是⼀個具有軍事上聯盟的國際組織，根據北約其中⼀項條款，當有任
何北約成員國受到武裝攻擊，北約成員國就需要履⾏其⾝為北約成員國在軍事上的義務，⽽這樣的
條款使得俄羅斯政府認為北約接納更多中東歐國家之後，北約與俄羅斯之間將逐漸不再有中黎國作
為屏障，使得俄羅斯未來擴張的機會降低，也可能讓當前與俄羅斯交好的周邊國家不再如過去般⽀
持俄羅斯。因此，透過發動戰爭，讓夾在北約盟國及俄羅斯之間的烏克蘭不再穩定，能夠試圖使得
部分北約成員國對於東擴產⽣疑慮，進⽽避免可能存在的俄羅斯的國安危機，降低未來俄羅斯欲向
外擴張所需付出的代價。

當然，只要俄羅斯不向外擴張，那這樣的潛在國家安全危機就不存在，但就筆者的觀點⽽⾔，在當
前世界各國以⾃⾝利益為優先考量以及受全球暖化的影響下，俄羅斯的向外擴張是無可避免的。對
於俄羅斯⽽⾔，雖然其享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向外擴張能夠使得俄羅斯擁有更多其受限於⾃⾝地
理位置及氣候條件所無法享有的資源。另外，由於全球暖化，全球氣溫逐漸升⾼，俄羅斯境內的永
凍⼟層開始融化，導致俄羅斯所占⼟地⾯積逐漸減少，因此，俄羅斯勢必會⾯臨極⼤的挑戰，例
如：⼈⺠居住安全性降低、國內能源儲存設施受損等，⽽⽬前，這些問題已經對於俄羅斯居⺠及俄
羅斯⽯油經濟產⽣危害。

在全球暖化⽇益嚴重下，這些在未來極有可成為更⼤挑戰的問題持續影響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以及⼈
⺠安全，使得俄羅斯當局必須要想⽅設法來解決，⽽其中之⼀的做法就是讓俄羅斯的領⼟不斷擴
張，⽽這也成為俄羅斯當局對於擴⼤俄羅斯領⼟的野⼼⼀直都存在，甚⾄不顧及⼈權、戰爭正當
性、各國制裁，⾄今仍然不斷對於烏克蘭發動軍事⾏動的原因。

投書連結：https://tw.nextapple.com/international/��������
                       /�����AAF��AB�A�EE��F������B�DFE�
圖⽚來源：https://reurl.cc/X��Y��（Flickr by scrub）                                                                               

俄國向外擴張無可避免嗎？ 全球暖化竟也成重⼤原因

QRcode: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36554928@N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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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6⽇開始在埃及舉⾏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遷⼤會。由於近年來⼯業化程度⽇益
提升，溫室氣體的排放也跟著⽔漲船⾼。氣候變遷加劇衍⽣⽽來的就是作物歉收、環境破
壞，甚⾄影響⼈類的安危。

對於許多開發中國家⽽⾔，他們都是以開發⾃然資源（漁業、農業）為主，⽐起以⼯業為
主的已開發國家損失肯定更加明顯。就⽣產辣椒的巴基斯坦來說，因為今年的⽔災及旱
災，導致辣椒的產量只有去年的⼀半。針對無法避免的⾃然災害，⽬前他們怪不得誰。不
過氣候變遷帶來的損失真的無法咎責嗎？氣候變遷的主因來⾃於溫室氣體的排放，根據
COP��的統計，地球上的⼆氧化碳多排放⾃中國、美國、印度、俄羅斯及歐盟地區。反觀
這些開發中國家僅排放少量⼆氧化碳，卻要承受相等的後果；甚⾄，因為國內經濟的匱
乏，導致遭到破壞的建設及環境無法修復。對已開發中國家⽽⾔，因為他們擁有⾜夠的資
⾦及技術，對於氣候變遷帶來的災害還可以修復。

因此，在今年COP��，許多開發中國家針對「損害與損失（Loss and Damage）」賠償進
⾏提案，主要的內容不外乎包含「誰該賠償」及「誰獲得賠償」及「如何賠償」，此提案
也獲通過，將進⾏討論。不過因為⼤會尚未結束，針對提案內容的評論本⽂不便提及。本
⽂將針對氣候賠償本⾝及國家對此的態度進⾏評論、分析。

賠償以外的意義？

氣候賠償對於開發中國家或是以開發⾃然資源為主的國家確實能夠帶來效益。但是對富裕
國家⽽⾔，他們憑什麼要出錢融資開發中國家呢？國際體系下有公益性質可⾔嗎？筆者認
為並不然。其實此議題不是第⼀次被提及，不過當時美國及歐洲地區國家認為此提案將會
帶來額外⽀出，因此討論未被延續。

假關⼼之名，⾏外交策略之實—氣候賠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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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為何美國在COP��中持開放態度呢？筆者認為跟中國近年積極建⽴外交關係有關。⼜
針對氣候議題，中國將⾃⼰歸類為「索取賠償的國家」，與其他南⽅國家站在同⼀陣線，
引發北⽅國家質疑（前述有提及中國為碳排第⼀⼤國）。⼜本⼈猜測近年來中國針對⼀帶
⼀路進⾏⼤國外交，許多開發中國家也參與其中、接受中國的投資。此舉勢必帶給華府外
交關係上的不安。因此，若歐美國家在此次提案中表態⽀持氣候賠償，與開發中國家之間
的外交發展勢必能夠更近⼀步。

筆者認為氣候賠償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更嚴厲地來說，只是合理化富裕國家掌握國際
體系下的資源分配。⾦錢的援助並不會使氣候問題停⽌，若要真正解決氣候問題，應該是
由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家實施減碳政策，⽅能減緩氣候變遷問題；不過就⽬前的發展情況
⽽⾔，減少碳排實屬不易。因此還是期待在COP��⼤會結束後，「損害與損失（Loss and
Damage）」賠償議案能夠得到妥善的解決，雖然前述提到賠償也許跟富國的外交策略相
關，但若開發中國家能夠得到援助，暫時改善環境破壞及作物⽋收的經濟問題，也是美事
⼀樁。

投書連結：https://www.storm.mg/article/�������
圖⽚來源：https://reurl.cc/de�krz（Flickr by Hailey Sani）

QRcode: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45254183@N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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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2021年6⽉歐盟通過《歐洲氣候法》，其內容包含在2030年前減少1990年碳排放量
的55個百分⽐；並且增加碳匯（Carbon sink），從英⽂字⾯上也許更好理解，就是可以儲碳的倉
庫，⽐如說：海洋、森林等等，海洋著實較為困難，主要還是以森林碳匯為主，希望可以透過這種
⽅式彌補⼯業及⺠⽣排放的⼆氧化碳。

 
在承平時代，⾝為北⽅國家的歐盟會員國們當然有意願、也有能⼒致⼒於環境治理；不過，就在
2021年下半年度，德國北溪⼆號遲遲未經批准，⼜因為烏東地區地緣政治因素開始升溫，俄羅斯出
⼝的天然氣價格直直飆升（歐洲有1/3天然氣⾃俄國出⼝）。在2022年，俄烏衝突正式爆發，北約
國家經濟制裁莫斯科的軍事⾏動；莫斯科也降低天然氣的運輸量以⽰威脅。此舉導致歐洲地區需要
另尋天然氣的購買管道，⽐如說：向美國購買海運的液化天然氣（LNG）；或者尋找其他管線（挪
威等國）。不過就是因為成本過⾼的問題，否則以政治因素來看，歐洲⽼早就會向美國購買液化天
然氣，不⽤像現在受到莫斯科的影響。因應這⼀年來的政治因素，歐洲地區需要⽀出更多經費在能
源上。如此⼀來，增加碳匯還會是施政⽅針的⾸選嗎？根據聯合國報告，每年花費1.6億美元可以
恢復約10億公頃的退化⼟地。因應能源價格的提升，價差要不是加諸在⺠眾⾝上，就是政府進⾏補
貼，把經費花在碳匯上絕對不會是當前政府及⺠眾的會在乎的重點，因此歐盟的《歐洲氣候法》肯
定延宕。

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有些國家考量到⽬前天然氣價格的問題，同時預期冬季使⽤天然氣發電恐供
不應求，因⽽恢復燃燒煤炭，就如法國重啟三⽉關閉的Saint-Avold燃煤發電廠，不只有法國，義
⼤利、奧地利等國也都是重啟燃煤的⼀員。所以根據今年在埃及舉辦的COP�� 統計，雖然歐洲地
區天然氣排放下降了，但碳排放量卻是硬⽣⽣增加了6.7個百分⽐。

很明顯地，歐盟⼤多數會員國同意《歐洲氣候法》，不過⾯臨政治上的變化，各國⾯臨財政問題，
近⼀步影響⺠⽣，因此不得不向國家內政低頭。就像先前說的，等⾄世界局勢較為穩定時，歐洲各
國甚⾄是北⽅國家們針對全球環境治理的問題才更能朝同⼀個⽅向邁進，或許這就是所謂的「窮則
獨善其⾝，達則兼善天下」。承平時代的來臨，肯定是要等到基輔當局與莫斯科當局中⽌衝突的時
候，衝突從今年⼆⽉迄今歷經九個⽉，在這個戰場上不會有⼈獲勝，但是肯定有⼈輸，無論是基
輔、莫斯科也好，北約也好，都應該要及時⽌損，重建國際間交流的穩定。

投稿連結：https://tw.nextapple.com/forum/��������/
F��E�����AC�DE���F�FAE�F��������
圖⽚來源：https://reurl.cc/Z�k�np（Flickr by Alex Mihis） 

俄烏衝突下，《歐洲氣候法》短期內恐怕很難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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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全球供應鏈斷裂重組為區域供應鏈，台灣需在新的供應鏈中找到⾃⾝定位，然⽽，受
到疫情之衝擊尚未恢復，烏俄戰爭的發⽣迫使台灣⾯對新⼀輪的危機。作為海島型國家，台灣本⾝
缺乏⾦屬及能源原料，且國內近七成糧⾷由國外進⼝，極度仰賴國外輸⼊，然⽽因應疫情及戰爭，
海運嚴重延誤，導致各項原料進⼝不⾜，進⽽影響⺠⽣經濟。因此當俄烏戰爭情勢升溫，未來糧⾷
危機可能更加嚴峻之時，糧⾷安全成為了台灣當前應思考的⼀⼤課題。

俄烏戰爭於今年2⽉初開始，發展⾄今已逾約8個⽉，對全球經濟貿易體系造成之衝擊不可估量。俄
羅斯及烏克蘭作為全球前五⼤之⼩⿆出⼝市場，且烏克蘭的⽟⽶出⼝佔全球出⼝量的17%、葵花油
佔世界出⼝量逾60%，因此俄烏戰爭的發展勢必會對全球的糧⾷供給產⽣影響，當俄羅斯及烏克蘭
不再提供農作物出⼝，全球的農業市場就出現了供給缺⼝。聯合國警告，⾃從俄羅斯⼊侵烏克蘭之
後，導致出⼝⾷⽤油、⽟⽶及⼩⿆的港⼝無法運作，切斷了全球糧⾷與替代能源供應，⽬前全球⾷
品價格已⽐去年同期上漲近30％，若未針對糧⾷問題提出應對措施，可能會使台灣陷⼊糧⾷危機。

⼜，根據資料顯⽰，包括阿根廷、中國、埃及、印度、伊朗、⼟⽿其、俄羅斯、烏克蘭在內等20多
個國家正在限制糧⾷產品或肥料出⼝。⾃今年五⽉起，印度先後宣布了禁⽌⼩⿆及糖出⼝。雖然印
度出此政策是為了維持國內糧⾷供需能保持平衡且價格能維持穩定，但作為全球最⼤糖⽣產國、第
⼆⼤的⼩⿆⽣產國，此類限制出⼝政策⼀旦頒布將會對全球市場產⽣巨⼤衝擊，使糧⾷短缺之情形
越發嚴峻。除了印度之外，其他政府也採取類似的出⼝管制，例如⾺來西亞宣布暫停雞隻出⼝、印
尼實施棕櫚油出⼝禁令，甚⾄有國家採取穀物出⼝配額制以求能在烏俄戰爭持續期間維持國內⺠⽣
物資供需之平衡。

⾯對⽬前世界興起糧⾷保護主義之趨勢，台灣勢必也要準備好⼀套因應之策略，⽽⾮⼀直等待他國
伸出援⼿。相較於多⽅進⼝，更應該培養⼀套機制使台灣本⾝的糧⾷⾃給率提升，讓破碎的耕地也
能產出糧⾷，以供應國內所需，並透過透過農場到餐桌的直接傳遞，減少運輸成本，發展環保且永
續精準農業、有機農業，以期台灣⺠⽣物資價格能免於受國際情勢影響⽽⼤幅波動，並免於進⼊糧
⾷短缺⽽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

投書連結：https://www.storm.mg/article/�������
圖⽚連結：https://reurl.cc/��q�xl（Flickr by Karin Clark）

當糧⾷危機來襲，台灣是否已經做好準備？

QRcode: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29170453@N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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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爆發後，俄羅斯為制裁歐洲各國對烏克蘭提出協助⽽停⽌天然氣輸出，使歐洲各國陷⼊能
源短缺之危機。雖然歐洲各國皆有液化天然氣的庫存，但⾯對持續發展的俄烏戰況，各國開始積極
尋找替代能源以填補天然氣進⼝不⾜所導致的能源缺⼝，在此情況下，有些國家選擇將⽬光投向⾮
洲，希望透過在⾮洲提供能源建設以換取天然氣進⼝，緩解當前能源不⾜之窘境。

 
⾯對能源缺⼝，⽐利時、希臘、義⼤利及波蘭等國則希望透過建⽴天然氣價格建⽴⼀個價格區間，
使其價格浮動不超過⼀定數值，藉由此舉以降低電價、減少天然氣的需求量及消費量。相⽐之下，
西班⽛有較為完整之天然氣儲備設施，所以存有較多液化天然氣庫存，因此在歐陸國家⾯對能源缺
⼝時，西班⽛相對其他國家較無須擔憂庫存不⾜的問題。

 
在歐盟各國中，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度依賴，不同於西班⽛擁有完善的天然氣基礎設施，德國的
天然氣進⼝更多仰賴管線直接輸⼊。⽇前俄羅斯與德國間直接輸出天然氣之北溪天然氣管道遭到破
壞，使原本已經上漲的天然氣價格再⼀次暴漲。在天然氣價格⾼昂且供應不⾜的狀況下，德國政府
除了⿎勵⼈⺠節約能源，亦制定了天然氣的價格上限，更提出暖氣溫度不得超過攝⽒19度等過去未
曾提出之節能政策，多項節能政策的提出也讓德國⺠間擁核聲浪再次興起，⽽原訂關閉剩餘三座核
電廠之計畫也因此暫時擱置，轉為兩座核電廠延後關閉，希望透過此舉減輕能源壓⼒。

在俄羅斯切斷對歐洲供應天然氣管線之舉下，法國所受影響也⽐其他歐陸國家⼩。法國為歐洲能源
⽣產⼤國，主要發電⽅式為核能及再⽣能源，且其天然氣進⼝國較為多元，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進
⼝國包含挪威、西班⽛甚⾄美國，因此較不受俄羅斯斷供之影響。⽇前，法國更⾸次向德國輸出天
然氣，希望能減緩鄰國的能源缺⼝，雖其輸出量極少，甚⾄布達德國⽇常⽇⽤量的2%，但展現了
歐洲⽬前團結的氛圍。

俄烏戰爭不斷持續，所導致的能源缺⼝不容⼩覷，因此歐洲各國有提前增加天然氣庫存量，希望能
應對歐陸寒冷的冬天。在能源供應⽅⾯，歐陸⽬前積極尋找替代能源，也開始向其他國家進⼝能源
以填補俄羅斯切斷天然氣供應之缺⼝。在節省能源及避免通貨膨脹⽅⾯，歐陸各國⽬前⿎勵⺠眾甚
⾄⼯業區減少⽤電，提早為各⼤景點設施熄燈，亦提出⼀連串補助政策及控制價格之⼿段希望能減
緩物價上漲之趨勢。透過開源節流之法，以期歐洲能夠度過這個寒冬。

 
投書連結：https://www.storm.mg/article/�������
圖⽚來源：https://reurl.cc/Z�k�n�

凜冬將⾄：⾯對天然氣進⼝不⾜，歐洲各國的應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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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定義，難⺠是指迫害、戰爭或暴⼒⽽被迫離開⾃⼰國家尋求第三⽅庇護的⼈。今年年
初，俄烏衝突爆發，無情的戰⽕摧毀了烏克蘭的各項建設及建築，流離失所的⼈們多數選擇先⾄鄰
近國家避難，待戰爭平息再重回家園。然⽽，原先歐洲各國預計暫時收留這些⾃烏克蘭移出的⼈
⼝，但隨著戰事的拖延，越來越多的難⺠⼈數卻造成周邊國家的困擾，使得周遭國家為穩定財政負
擔⽽逐漸減少安置難⺠之⽀出。 

以德國為例，德國是全球⽣育率較低的國家之⼀，為因應⼈⼝齡化及勞動⼈⼝不⾜之窘境，在俄烏
衝突發⽣以前，德國開放的移⺠政策已吸引許多烏克蘭⼈移居德國。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德國儼然
成為了躲避戰事的烏克蘭⼈的選擇之⼀。德國為使烏克蘭難⺠快速⼊境獲得安置⽽提出臨時保護
令，讓這些因戰爭⽽流離失所的烏克蘭⼈可以在免簽證甚⾄未正式申請臨時庇護的情況下先⾏⼊
境。此外，德國政府亦將烏克蘭難⺠納⼊社會福利體系，使他們可享有公共醫療保險、失業福利甚
⾄交通優惠。隨著戰爭的持續發展，移⼊德國的難⺠⼈數不斷增加，德國境內各州花費在難⺠所需
之教育⽂化及醫療⽅⾯費⽤甚鉅，導致有些州開始出現拒絕接納更多難⺠的聲浪。此外，俄烏戰爭
所導致的能源議題升溫，天然氣價格的飆升使多數家庭無法負擔，許多家庭不願再繼續收留難⺠，
期望以此減少⽀出。

當國際上出現⼤量難⺠⼈⼝，提供幫助或是不提供援助為⼀兩難之道德議題。當⼀國政府決定提供
難⺠收容援助，這些⼈後續的居住、醫療、教育⽂化權利也勢必需要相關法規加以保護規範，因為
並⾮各國皆有能⼒接納如此⼤量的難⺠，因此在難⺠收容上，有許多國家選擇制定難⺠法案以提供
⼀個標準衡量如何處理國際間的難⺠議題及後續的安置處理。

⾯對今年年初以來的俄烏衝突及其衍⽣的難⺠議題，台灣⽬前亦有研議是否制訂⼀難⺠法以因應瞬
息萬變之國際情勢，但因台灣國⼟⾯積較⼩且⼈⼝密度較⾼，因此若是毫無節制地接受世界各地戰
事所產⽣的難⺠⼈⼝可能會導致台灣⼯作機會供給不⾜、語⾔⽂化隔閡所導致之誤解，甚⾄造成國
內為提供這些難⺠社會福利⽽財政出現困難，導致台灣社會秩序混亂。因此，在國際難⺠救助議題
上，台灣⽬前仍多以捐款及捐贈物資為主。難⺠法案之本質應為在國家有⾜夠的能⼒及多餘的資
源，因此透過創設難⺠法以實現對正義的追求，以台灣⽽⾔，雖然道德層⾯上會⿎勵接納更多難⺠
並對其提供⼈道援助，但因難⺠法規尚未實施且其配套措施尚須討論，因此⽬前來說⼤開國⾨以援
助國際難⺠似⾮周全之舉

投書連結：https://tw.nextapple.com/forum/��������/�������������D
F��E�E���D�A����A�
圖⽚來源：https://reurl.cc/bGr�Xv
（Flickr by Freedom house）

俄烏戰再掀「難⺠法」議論 台灣收容戰爭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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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個⽉15⽇結束於華盛頓舉辦為期三⽇的美⾮峰會，由美國總統拜登與⾮洲49國進⾏領袖會談。
距離上次舉辦美⾮峰會已經是2014年，當時的總統是歐巴⾺、副總統為拜登。這次的美⾮峰會⽬的
無⾮是想要拉攏⾮洲，期望能淡化中國和俄羅斯在⾮洲的影響⼒，並試圖讓⾮洲覺得美國是更好的
選擇。

⾃冷戰結束後，⾮洲漸漸累積實⼒並⾛向⼀體化，近年來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伴隨國際秩序的改
變，⾮洲的國際地位明顯提升，也讓各國紛紛加強重視。事實上，⾮洲論經濟體與⼈⼝規模，都應
該得以擁有常任理事國的席位，過往⾮洲國家曾極⼒爭取擁有否決權的席位，然⽽最終該「新增常
任理事國⽅案」不獲通過。因此在鋒會開始前，美國便公開表態⽀持⾮洲聯盟加⼊⼆⼗國集團，並
將協助推動⾮洲國家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另⼀⽅⾯，在第⼋屆東京⾮洲發展國際會議
中，⽇本⾸相岸⽥⽂雄也表⽰，⽇本決⼼糾正「⾮洲在安理會沒有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歷史不公正現
象」，也將推動安理會增設⾮洲常任理事國席位。⽽原本⾮洲國家就與中國關係密切，再加上美國
⽀持、⽇本推動，⾮洲國家有望順利進⼊常任理事國，爭取更多的權⼒也進⼀步提升⾮洲國家的國
際地位。

再者，美國也希望藉由⾦援外交提升其在⾮洲國家的影響⼒。⽩宮國安全顧問蘇利⽂說：「美國將
在未來3年向⾮洲提供550億美元的經濟、衛⽣和安全援助」然⽽美國對於烏克蘭在軍事上的援助，
⾄今已超過650億美元，與提供⾮洲55個國家共550億相⽐，讓⼈疑惑是否真的有誠意想要協助⾮
洲國家發展。⽽美國在近⼗年對⾮洲的貿易量也呈現下滑趨勢，從2010年的1130億美元下跌⾄
2021年的643億美元，相⽐之下中國於今年上半年與⾮洲國家的貿易量就來到1374億美元，可以明
顯看出中國是⾮洲重要的獲利來源。近年中國實施⼀帶⼀路，對於西⽅國家的外債指控，根據世界
銀⾏的數據顯⽰，⾮洲國家共計6960億美元的外國債務中，來⾃中國的債務只佔不到四分之⼀，對
於⾮洲的主要貿易商來說⽐例是很⼩的。因此美國若想透過⽬前的經濟援助削弱中國在⾮洲的影響
⼒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最後，中國能在⾮洲快速提升影響⼒的⼀⼤因素在於疫情期間的提早佈局。在2021年，富有國家的
疫苗覆蓋率已經超過50%，但⼤部分的⾮洲國家卻低於2%。在⾮洲最需要⼈道救援時，中國在當
時不斷捐贈⼤量疫苗給⾮洲，儘管這些疫苗從研發到⽣產，並未完全通過正規程序和標準，可信度
令⼈懷疑，然⽽對於⾝處嚴峻環境的⾮洲⼈⺠來說仍是⼀⼤幫助。對於⾮洲⼈⺠來說，不論是中
國、美國還是法國，只要是捐助都好，也因此從那時候開始，⾮洲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也持續上升。

美國這次睽違8年舉辦美⾮峰會，不論是開會動機及意義都過於明顯，也能看出中國近年不論在貿
易、投資、放貸等發展皆引起美國憂慮，導致美國開始採取相應⾏動，在烏俄衝突後期中美之間的
較量將越來越明顯，有待我們持續關注。

（投稿中，尚未刊出）
圖⽚連結：https://reurl.cc/jRE�N�（Flickr by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du Sénégal）

美⾮峰會：美國佈局⾮洲是否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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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權⼒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獨⼤下，外界仍然對其經濟與⺠⽣概況感到困惑，在中國改⾰開
放近45年以來，貿易持續成⻑茁壯，但經濟成⻑率卻在這兩年逐漸衰退，這會是短暫的，⼜或者是體制
上中國遇到強⼤的阻礙？在後疫情時代下，中國⼜⾛回⽼舊的清零路線，不斷地壓抑⼈⺠的⾃由，使得
各⽅⺠怨四起，現在，中國的經濟狀況變得多麼艱難，還有這樣的處境會持續多久，值得我們⼀探究
竟。

隨著中國共產黨第⼆⼗次全國代表⼤會（⼆⼗⼤）的結束，習近平已然繼續成為中國的領導者，⽽在如
此的資訊不透明與封閉體制下，中國從2012年⾄2019年為⽌依然能維持5%以上的GDP增⻑率，但根據
多⽅的經濟分析機構指出，中國今年的經濟成⻑率卻將會只有3%左右的增⻑幅度，美國榮⿍諮詢
（Rhodium Group）中國市場研究總監萊特也表⽰「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結構性放緩，我們認為過往每
年6、7%⾼增⻑率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同時更⼤的壓⼒將會在年底釋放，出⼝貿易可能嚴重衰
退。

當歐美國家恢復常態之後，⽣活必需品的需求可能隨之降低，疫情期間的⼤量囤貨也需要時間來消化，
因此中國將會⾯臨出⼝減少的困境，⽽野村證卷研究部就曾對中國的報告指出：「出⼝衰退可能會真正
改變遊戲規則，⽽它將迫使北京⾯對這樣的選擇：不是改變清零的⽴場，就是強硬地抑制房地產的迅速
發展，不然就只能讓中國經濟陷⼊更快速的放緩，甚⾄是⾯臨衰退。」

當中國只能重拾加⼤政府投資、刺激基礎建設的⽬標後，也只會促使原本的房地產業邁向⽡解的邊緣，
⽽根據阿⾥巴巴的數據顯⽰，封城導致⺠眾的消費恐慌，不只反映在實體數字上，缺乏穩定的收⼊來
源，更是嚴重影響⼈⺠的消費信⼼⽔準，更表⽰「⾃上海封城之後，天貓銷售數據就開始下跌，今年8
⽉數據與往年同期相⽐下跌19%，⽽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數據，實體超商的數據更是⼀塌糊塗。」

⽽中國的危機也不只出現在經濟⽅⾯上，更在社會安全、⼈權議題上逐漸爆發。在11⽉26⽇晚上，原本
為了烏魯⽊⿑⽕災意外的悼念活動，演變成對政府政策的抗議運動，⼈⺠將不滿的情緒發洩在這場訴求
中，⾼喊著「不要核酸要⾃由」、「習近平，下台！」等⼝號，⽽其中多包含了許多⼤學⽣與年輕⼈，
他們不滿的不僅是中國對於這個⽕災的諸多藉⼝，⽽是中共政府⻑期以來，充斥著許多蠻橫不講道理的
政策，其中還包括了，實⾏時完全不和⼈⺠溝通，更把⼈⺠當作⾃⼰的奴隸和⽣財⼯具，這次的全國性
暴動，想要喚醒中國⼈⺠內⼼深處對疫情解封的渴望，雖然不能確定這次⾏動能帶來多少實質的改變，
但可以確定的是，愈來愈多⼈從思想的束縛中漸漸甦醒。

⽩紙⾰命不只是中國⼈⺠對於中共政府⻑期弊端陋習的憤怒，更是對於追求⾃由的吶喊，我們可以透過
⽩紙⾰命，來反省我們是否能在困難中堅定我們的⽴場，在⾯對政府提出不合理的政策時，能夠⿎起勇
氣挑戰它，才能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來⾝援中國的⼈⺠。

（投稿中，尚未刊出）
圖⽚連結：筆者⾃製

⽩紙⾰命喚起對「⾃由」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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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普丁發布動員令，導致⼤規模的逃兵及難⺠，相較於烏克蘭⼈⺠爭先恐後地上戰場為
國捐軀，俄羅斯⼈⺠的反應與之形成鮮明對⽐。此篇旨在分析俄羅斯⼈⺠在戰爭前中後的
態度轉變。

俄羅斯於2⽉24⽇公開向烏克蘭全⾯宣戰，俄羅斯⺠眾對此起初是極度不贊同。開戰之後，
許多俄羅斯知名⼈⼠和普通⺠眾分別於在各⼤城市發起⽰威⾏動。像是莫斯科市中⼼聚集
著⼤批反戰⺠眾，紛紛透過各種⽅式表達抗議；知名報社於報紙頭版特別註明反對⼊侵烏
克蘭⼀事；著名學者、教授發起反戰簽名請願運動，抗議對烏克蘭的侵略；演藝圈名⼈也
在臉書發⽂表⽰反對。也因此當時街頭隨處可⾒⼤量警⼒且⾼度戒備，各地氣氛緊張，社
會反戰情緒⽇益⾼漲。為什麼⼈⺠會如此反對?主要出於兩個原因，第⼀點是國家主權問
題。烏克蘭作為⼀個擁有⺠主主權的國家，儘管制度不完善但也珍貴，就算烏克蘭向歐洲
親近也不對俄羅斯的安全構成任何威脅，俄羅斯應該尊重烏克蘭的國家主權和領⼟完整。
第⼆點是親友家⼈⾝處在烏克蘭。因為兩國複雜的歷史⼈⽂關係，許多俄羅斯⼈⺠擁有⾝
處在烏克蘭的朋友、家⼈，或是同時擁有烏俄兩國⾎統，眼⾒兩國開戰，他們當然無法贊
同，甚⾄因為國籍⾝分連電話都不敢打過去關⼼。

到了戰爭中期，西⽅各國紛紛對俄羅斯實施⼀系列制裁，俄羅斯的許多富豪、寡頭⾸當其
衝受到影響。有分析指出，那些⻑期反對戰爭並親歐美派的中產階級，因為制裁的影響開
始漸漸靠向普丁，認為普丁是在從北約⼿中保護他們。制裁無差別性地對俄羅斯⼈⺠進⾏
懲罰，外商移出俄羅斯、國內某幾間信⽤卡開始無法使⽤，他們明明也不贊同戰爭的開
打，卻要⼀同承擔侵烏責任。國際制裁的⽬的起初是為了削弱俄羅斯政府的實⼒，卻反向
提⾼俄羅斯國內對政府的⽀持度，喚起俄羅斯⼈⺠的愛國⼼。從2014年⾄今，俄烏之間的
⽭盾衝突沒有⼀刻停歇，戰爭在俄羅斯⼈⺠⼼中已成為⼀種無能為⼒的常態，因為他們不
論做什麼都無法將訊息傳達給政府，使越來越多⼈不再⾛上街頭。⽽近年來俄羅斯政府擴
⼤鎮壓規模，更加嚴格管控國內⾔論⾃由，假新聞法更讓國內幾乎看不到任何反抗政府的
字樣，因此俄羅斯⼈⺠漸漸轉⽽⼒求⾃保。

分析俄羅斯⼈⺠在俄烏衝突爆發前中後的態度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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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後期俄軍前線潰堤，普丁下令動員令是引發第⼆波抗議潮的主因。由於烏克蘭⼈⺠頑
強抵抗以及西⽅源源不絕的援助，烏俄戰爭演變成拖延戰，俄軍不斷的被消耗，因此普丁
於9⽉宣布動員以增兵，希望能填補前線空缺。然⽽此舉所帶來的結果，是⼤規模的國⺠出
逃以及⼤⼤⼩⼩的反動員抗議⾏動。會造成⼈⺠如此反彈原因有三，第⼀點是動員令的徵
招亂象，像是官員將徵招⽂件發給不符合資格的對象，甚⾄會⽤各種⽅法強⾏抓⼈⼊伍。
最後⼀點是⼈⺠不願成為普丁野⼼下的砲灰，從最初宣稱的閃電戰到如今無⽌盡的消耗
戰，俄軍在烏克蘭戰場上連連失利，普丁也無意⽌戰，使國⺠對戰事不再抱有信⼼。也因
此當動員令⼀出，引起5天內26萬⼈為了躲避徵召⽽出國避難。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俄羅斯⼈⺠由前期的⽀持到後期轉為逃避國家的追兵，其中影響的
因素包括當下戰況、制裁政策，以及領導⼈動作等，未來⺠⼼掌握也是俄羅斯該注重的⽅
向。

（投稿中，尚未刊出）
圖⽚連結：https://reurl.cc/��kNVY（Flickr by Dmitriy Prots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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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叡揚

隨著卡達舉辦世界賽，世界的⽬光轉向了中東地區，凸顯中東地區在國際事務中擁有越來
越⼤的話語權，以下作者試著從數個⾯向分析，當下的中東新局。

美國對中東控制減弱

⾃冷戰以來玻斯灣地區許多阿拉伯國家，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直是美國在該地區的重要
盟友與代理⼈，尤其是在伊朗的伊斯蘭⾰命後，更是美國在該地區的重要活動據點，但是
隨著美國戰略重⼼從反恐轉⾄印太地區，以及美國⾴岩油的開發成功，以往連結美國與中
東國家的重要紐帶，能源供應與安全保障的互相綁定逐漸鬆動。

中東國家外交轉向

呈上段所說，隨著美國⾴岩油氣的開發，美國成為能源⾃主的國家，成為⽯油淨出⼝國
後，中東產油國家與美國⼀⼣間由上下游的供應者與消費者的互相依存關係變為競爭關
係，亞洲尤其是東亞隨著競技的發展成為中東化⽯燃料的重要客⼾與市場，外加美國戰略
重⼼的轉移，中東國家被迫重新思考的外交布局，例如向不同的對象進⾏軍事設備的採
購，例如法國飆⾵戰機及勒克萊爾坦克，以及俄羅斯與中國都積極參與中東與軍購市場。

俄烏衝突的影響

俄烏衝突帶來的影響是西⽅⼀系列對俄羅斯⽯油及天然氣為核⼼的經濟打擊，例如各種⾦
融制裁，對俄羅斯煤炭的禁運、以及對俄羅斯⽯油設置價格上限，希望可以限縮俄羅斯的
外匯收⼊，減損其繼續資助戰爭的能⼒。

在這個⼤前提下，西⽅國家同時⾯臨著嚴重的通膨問題，希望中東產油國可以促使
OPEC(⽯油輸出國組織)達成增產協議，壓低⽯油價格⼀⽅⾯緩解西⽅國家國內的通貨膨
脹，另⼀⽅⾯壓縮俄羅斯由⽯油銷售獲得的外匯收⼊，同樣是壓縮其續進⾏戰爭的能⼒，
但是儘管美國⼀再施壓軟磨硬泡，甚⾄拜登總統在受到國內對於沙烏地阿拉伯王儲
MBS(Mohammed bin Salman)下令殺害沙烏地異⾒記者賈邁勒·卡舒吉⼀事以及沙烏地
阿拉國內諸多⼈權侵犯的譴責中，依舊於七⽉訪問沙烏地阿拉伯之後，OPEC+依舊決議減
產，引起美國輿論巨⼤的不滿認為MBS帶領沙烏地阿拉伯倒向俄羅斯。

後世⾜的中東外交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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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上述⺠主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論述之外筆者認為還由其背後的經濟及地緣政治邏輯，
⾸先如之前所說因為美國⾴岩油氣的開發美國和其他產油國變成競爭關係，因為不再需要
中東的⽯油，美國逐步撤出中東，以往聯繫兩者的經濟及安全紐帶都沒了，只剩下之前的
軍事設備銷售及外交的慣性維持雙⽅的關係，但僅剩的外交關係⼜因為美國和沙烏地的關
係因⼈權問題惡化⽽被破壞，因此在烏俄衝突期間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主的產油國家，更傾
向保護⾃⾝的經濟利益，維持油價在⼀定⽔位，確保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穩定

中東國家的前景

⽬前中東國家的主要⽬標有兩個，⼀是確保國內的政治經濟穩定發展，⼆是尋找新的經濟
發展動⼒，由仰賴⽯油及天然氣出⼝向多樣化的經濟轉型。反映在中東國家尋找新的安全
保障者以及尋求各⽅的基礎建設投資。近期不論是中國、歐盟都積極在中東進⾏外交活
動，不論是歐盟試圖確保能源供應還是中國積極進⾏基礎建設的合作。

在烏俄衝突的⼤背景下，在可預⾒的將來中東將是各⽅爭相拉攏的對象，不論是急於尋求
替代能源的歐盟，積極尋求擴展其基礎建設合作及確保能源供應的中國，希望維持油價的
俄羅斯，抑或是擔⼼他⼈趁虛⽽⼊的美國，中東將再次處於⼀個擁有相當迴旋餘地的有事
地位，可以預⾒的是在世⾜賽結束後中東將依舊熱鬧⾮凡。

（投稿中，尚未刊出）
圖⽚連結：https://reurl.cc/qZRbL�（Unsplash by Fauzan Saari）

https://unsplash.com/@fznsr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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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叡揚

⾃⼆俄烏戰爭於⼆⽉爆發以來，伴隨著戰場上逐漸升級的局勢還有俄羅斯與西⽅逐漸升級
的能源戰爭。戰前俄羅斯是歐洲最⼤的單⼀天然氣供應者，同時也向歐洲出⼝煤炭及原
油，並且也提供核反應爐所需技術及原料。⾃⼆⽉以來出於切斷俄羅斯戰爭資⾦來源的考
慮，最先切斷了俄羅斯煤炭的進⼝，之後⼜制定了切斷海路進⼝的俄羅斯⽯油，現如今歐
盟正在研議對俄羅斯天然氣制定價格上限。

歐洲遭遇的困難

在這次的歐俄能源戰中，可以看到歐洲對俄羅斯化⽯能源依賴之深，煤炭的禁運是最簡地
的因為歐洲本來的進⼝量就不⼤，但在後續對⽯油以及天然氣的限制，遭遇的阻⼒就要⼤
得多。匈⽛利及捷克等內陸國反對對俄羅斯⽯油的全⾯禁運，因此最後達成的妥協是對海
陸進⼝俄羅斯⽯油禁運，⽽沒有禁運路路管道運送的⽯油。⽽在推動天然氣價格上限的過
程造到了德國的反對，可以看到對俄的能源禁運已經進⼊深⽔區，開始受到相當的阻⼒，
對歐洲經濟的影響也⽇漸明顯，為了節省能源使⽤許多⼯廠被迫停⼯，⼀些以天然氣為原
料的產業受影響尤其嚴重例如肥料、化⼯產業，在⼊冬之後歐洲社會產⽣何種反應是值得
關注的。

對全球能源市場的影響

全球能源市場最明顯的反應是⾼漲的液態天然氣(LNG)價格，許多開發中國家例如孟加拉、
巴基斯坦被迫縮減液態天然氣進⼝，被迫使⽤⽊材與蠟燭，天然氣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不可
負擔了，化⽯燃料的成本上升對於所有經濟體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進⼀步加劇了通
貨膨脹堆⾼了⽣活成本。許多國家尋求不同的解決⽅案，德國延役了原先要退役的核電
廠，法國、瑞典都在推進新的核電廠新建計畫，在歐洲也有許多家⼾被迫轉向燃燒⽊材，
以適應⾼漲的化⽯燃料價格。

從歐洲能源危機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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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危機對台灣的影響

國際能源危機對台灣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進⼝燃料成本⼤增，中油台電虧損⽇多，台電累積
⾄今年⼋⽉以虧⽋⼀千五百多億，中油預計⾄年底也將累積虧損⾄兩千億，咎其主因除了
國際化⽯燃料價格暴漲，⽯化業的壓⼒⾃不⽤說，台電主⼒的⽕⼒發電，天然氣和燃煤的
成本⼤⼤增加，在收⼊⾯執政黨為了選舉，⼀直壓抑調整電價，使的台電的電價平穩基
⾦，⾃2018年來就⼀直承受壓⼒處在虧空的狀態，等到烏俄戰爭開始時基⾦的⽔位已經處
在很不健康的狀態，在巨⼤的壓⼒下才⾃七⽉進⾏⼀次⼩幅電價調漲，但其⼈為斧鑿痕跡
之深例如漲幅遠低於按電價公式應漲幅度，只漲⼀千度以上⽤⼾，不漲所謂「內需產
業」，都很明顯可以看出政治考量壓倒專業的經營考量。

台灣能源政策的危機

上段所述只是當前執政黨錯誤的能源政策在當前烏俄衝突能源危機下的所曝露的表層問
題，其根源是是不合理的能源政策，⾃然無法應對當前與未來的需求，⾸先原本預期2025
的能源佔⽐是百分之五⼗天然氣，百分之三⼗燃煤，百分之⼆⼗再⽣能源，這是⼀個為了
達成⾮核家園神主牌所急就章提出的能源佔⽐，百分之⼋⼗的⽕⼒發電注定了發電成本會
受到國際油價及天然氣價格影響，⽽百分之⼆⼗再⽣能源實際上也無法達成，執政黨已經
準備把責任推給新冠疫情了，某種程度上來說⺠進黨的能源政策及各家之短，既有歐洲過
度依賴天然氣的弊病，也向澳洲⼀樣沒有切實可⾏達到淨零碳排的路徑，既沒有穩定的電
價，也沒有替發電系統除碳的可⾏⽅法，這⼀切都是為了滿⾜⾮核家園這⼀不切實際不符
合台灣情況的錯誤⽬標所導致的。

想要解決⽬前的困境只有徹底打掉重練，重新規劃合適的能源政策才能解決，短期來說應
該延役現有的核電廠，同時檢視各個再⽣能源計畫，裁撤地效益的計畫，集中資源完成可
⾏性⾼的計畫，中期要逐步讓⽕⼒發電退場，開發核能制氫(藍氫)及綠能制氫(綠氫)，結合
台灣本⼟供應鏈發展除能及再⽣能源，搭配第四代反應爐完成對電網的除碳，⻑期要以除
碳的電網為基礎，為⼯業、運輸等部⾨除碳，完成整體經濟系統的碳中和，達到氣候中和
的⽬的，才能避免國際上的碳邊境稅，確保經濟可持續的⻑期繁榮。希望國⼈認真思考台
灣能源的未來，吸取歐洲能源轉型的教訓，選擇正確的道路，為國家的⻑遠發展做出正確
的決定。

（投稿中，尚未刊出）
圖⽚連結：https://reurl.cc/MXQmvk（Unsplash by Andrey Mete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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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芳薰

⾃今年的⼆⽉⼆⼗⽇，俄烏戰爭已進⾏了接近九個⽉了。早在今年三⽉初，美國就已宣布
將不再進⼝俄羅斯的任何⽯油以及天然氣等能源；在今年七⽉，英國也跟上了。歐盟則於
⼋⽉時禁⽌俄國煤礦進⼝，也打算在⼗⼆⽉之後停⽌進⼝俄國的⽯油。然⽽歐盟因為有將
近40%的天然氣進⼝來⾃俄羅斯，⽬前無法向俄國輸出的天然氣實施制裁。

歐盟過去⼀直是俄羅斯能源輸出的主要地區，⾄今依舊是俄國天然氣的最⼤買家，但俄國
受到制裁後，打折扣的俄國⽯油的新買家們出現了。根據BBC NEWS，中國以及印度現在
占俄國海運⽯油輸出的⼀半，⽽許多亞洲的國家⾒到相較上低廉許多的俄羅斯能源也紛紛
向或是準備向俄羅斯購買。其中台灣也持續的向俄國購⼊液化天然氣。新進的⽣意配上近
⽉嚴重的通貨膨脹及能源價格上漲，在⽯油以及天然氣的出⼝⽅⾯並沒有像是西⽅國家預
期有多麼⼤的變動，甚⾄也許還造成反效果。根據REUTERS在⼋⽉時的發布，俄羅斯在
2022年能源出⼝的收⼊將可以⽐2021年的2442億美元還要增⻑38%，達3375億美元，明
年會趨緩到2558億美元，依然⾼於2021年的收⼊。如此不但代表西⽅國家對於俄羅斯能源
出⼝的制裁沒有那麼理想，這筆⾦額還能幫助俄國政府籌繼續這場戰爭的經費以及減少其
他有成效的制裁之傷害。

除了⽬前的制裁，G�以及歐盟國家打算從⼗⼆⽉初時開始實施對於俄羅斯⽯油實施價格上
限規制，這代表參與的國家內的公司只能服務擁有制定的價格以下俄國⽯油的俄國油輪，
也使⽯油價格無法上升。然⽽制定價格以及實施過程是緩慢的，G�的領導者須找到⼀平衡
點使這個制裁能夠實際影響到俄國，⽽⼜不會刺激俄國使他有極⼤的報復性⾏為。俄國總
統普丁則是放話威脅：「若真的實施價格上限，俄國將全⾯停⽌任何能源輸出。」當然印
度、中國以及許多國家都沒有打算要加⼊此項新制裁，這項新制裁甚⾄給予印度等國與俄
國購⼊能源時擁有更好的折扣條件，那麼此次⼜會不會與之前⼀樣，沒有造成預期中的成
效？

歐美制裁俄國 停⽌能源進出⼝有效嗎？



印度是眾所皆知的這次戰爭中俄國能源的⼤買家，⽽印度向來與俄國有著緊密的外交，⾃
從冷戰期間印度就與當時的蘇聯擁有特殊的關係，⽽這個關係也⼀直持續到現在的俄國。
印 度 前 總 統 Pranab Mukherjee 還 甚 ⾄ 說 過 ： “�India-Russia relationship is one of
deep friendship and mutual confidence that would not be affected by transient
political trends. Russia has been a pillar of strength at difficult moments in India's
history. India will always reciprocate this support.” 表⽰印度與俄國的關係並不會因為
現代國際政治潮流⽽有所改變，⽽透過這次的經濟制裁我們更可以看出兩國關係要好的真
實性。

這不禁讓我們聯想，若有⼀⽇台灣與中國起了衝突，使某些國家對中國發起經濟制裁，會
不會跟這次對俄國的⽯油與天然氣經濟制裁⼀樣，沒有理想中的作⽤？特別是跟中國關係
匪淺的國家⼜不是少數，不參與制裁若⼜與此次⼀樣沒有任何實際的後果及反彈，那麼經
濟制裁對中國也沒有太⼤的效果的機率是相當⾼的。那麼若我們有⽇真的遇上此種狀況，
⼜有哪些⽅⾯的制裁是能真的成效的呢？

投書連結：
https://tw.nextapple.com/forum/��������/�C������ADF��������������A��ECD�
圖⽚連結：https://reurl.cc/bGr��o（Flickr by Sergey Tchernya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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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芳薰

札波羅結核電廠（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Plant）為全球⼗⼤核電廠之⼀，同時也
是歐洲最⼤的核電廠。根據BBC NEWS，11⽉19⽇星期六傍晚⾄11⽉20⽇星期⽇早晨有⼗
幾次的強烈聲響在札波羅結核電廠附近被記錄下。隨後，聯合國核監督機構，國際原⼦能
機構（IAEA）的總幹事—拉斐爾．格羅西（Rafael Grossi）急迫的呼籲，無論是何⽅所發
射的砲彈都應當⾺上停⽌；他也強調此舉根本就是玩⽕的⾏為。

該電廠位於烏克蘭的東南部、在第聶伯河河畔上，也就是⽬前俄烏戰爭的前線。札波羅結
早在今年的三⽉初被俄軍佔領下，札波羅結合電廠也順帶的落⼊俄軍掌控中，甚⾄因為俄
軍深信烏軍不敢直接攻擊核電廠⽽使此處⼀度成為俄軍發射基地。

⾃從俄烏戰爭的開始，許多⼈⺠、專家學者及政客等，都對於核災難爆發的可能性有所擔
憂，⾄於起源則可能是俄國發下的核彈或是核電廠出了個意外。這次的爆炸也不是第⼀次
使眾⼈擔⼼核災的發⽣，在今年⼋⽉時，俄國及烏克蘭都對外警告另⼀⽅將可能在核電廠
發動假旗運動，甚⾄還有使核電廠短暫斷電的事蹟。

根據Foreign Policy當時的報導，些許居住於尼科波爾的居⺠還保有當時親屬為了逃離⾞諾
⽐核災⽽前往此處的印象，有選擇留下的⼈⺠則在家中準備好碘⽚以免距離家不遠的核電
廠出意外。⽽距離札波羅結核電廠約520公⾥遠的⾞諾⽐就是許多⼈⼼中最害怕的範例。烏
克蘭⽔⽂氣象研究所製作的模擬影⽚中可以顯⽰，若札波羅結核電廠發⽣了如⾞諾⽐般的
災害，其所產⽣的具放射性的雲霧將可以在短短三⽇擴散、污染於將近13個東歐國家。

然⽽根據科學⼯作者關懷聯盟（UCS）的核安主任黎曼（Edwin Lyman），若札波羅結核
電廠真的出事，那麼情況將⽐較可能與2011年福島核災事故相似。

黎曼認為情況發展的速度與事故如何產⽣有極⼤的關係，若是因為⻑期缺電⽽使冷卻劑故
障或停⽌運作帶動核熔燬，那麼將會⽐因受砲彈攻擊造成核能外洩的擴散作⽤來的慢。但
就算是後者發⽣，黎曼依然相信其作⽤將不會同於1986年的⾞諾⽐事件。根據BBC NEWS
報導，也有其他專家相信在1980年代建造的札波羅結核電廠建構⽐起先前的⾞諾⽐穩固，
對於攻擊是有⼀定的防禦⼒的。福島則是因柴油發電機受⽔流沖毀，但札波羅結的發電機
位於安全廠房內，不⾄於產⽣類似情況。

俄烏戰爭導致潛在核災危機 專家揭⾞諾⽐或福島模式可能性



此次事件與最近許多次相同，俄烏雙⽅都各⾃指控是對⽅發射的砲彈，沒有⼀⽅承認是⾃
⼰的所為。烏⽅原先有暗⽰這⼀切是俄⽅所為，但是對於為何俄⽅會攻擊⾃⼰所掌控的核
電廠，烏⽅並無表態。當然，我們也不禁聯想今年⼋⽉所爆發的互相發動的假旗運動之情
形，會不會當初沒有發⽣，但現在卻要啟動了呢？但無論事情如何發展，眾⼈⼼裡都知
道，若札波羅結核電廠真的出災難，後果將不堪設想。

投書連結：
https://tw.nextapple.com/forum/��������/��AF���B�AB�A��AE�����E��E�CB�D�
圖⽚來源：https://reurl.cc/lZWrgY（Flickr by Porco Rosso）

62

QRcode: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orco_roso/


63

⽂∕張芳薰

在這星期五，俄羅斯總統普丁及中國主席習近平透過視訊進⾏會議，根據英國新聞媒體Reuters，
俄國官⽅代表對外宣布俄國及中國將在星期五的舉⾏會議將會是關於俄中關係，離俄國較近的地區
性問題及離中國較近的地區性問題。

今年⼆⽉，在俄國攻打烏克蘭前，俄國與中國簽下了無⽌境的夥伴關係。其中，表⽰彼此對於當對
⽅地區內的問題時（俄國對烏克蘭；中國對台灣）會互相⽀持，雙⽅也表⽰會⼀同對抗西⽅國家的
勢⼒。雖然幾個星期後俄國攻打烏克蘭並開始受到⼤量國家制裁時，中國對於此合作關係產⽣了些
動搖，並持續讓俄國越來越依賴中國。然⽽，⾃從俄烏戰爭的開始，北京政府從未直接公開譴責莫
斯科的所作所為，也沒有參與⼤多西⽅國家設下的經濟制裁⽽持續購買俄國出⼝的能源。在九⽉時
的會議，普丁也公開承認習近平對於此場戰爭保有些問題及顧慮。

根據美國報商紐約時報，此會議也為普丁重新穩固俄國與中國關係的⽅法。在會議中，普丁也邀請
了習近平在明年春季到莫斯科拜訪，並以此向全世界證明俄中合作關係⼒量之強⼤，然⽽習近平並
未對此回應，⽽俄國官⽅代表⼈也表⽰這場拜會尚未設下⽇期。根據Reuters，習近平也表⽰中國
願意與俄國及任何反對霸權主義國家之國家合作並守護兩國各⾃的⾃主權、安全、發展機會及國際
正義。他也表⽰在⽇漸複雜的現況下，中國願意增加與俄國的策略性合作。在對話中，普丁也指出
俄中對於在美國挑撥及施壓下的全球改變之趨勢的觀點是相同的。相對的，中國選擇避開了對於其
主要出⼝國的西⽅國家之批評，也強調了和平之重要性，並表⽰北京將持續對俄國侵略烏克蘭之事
保持客觀及公平的態度。

九⽉時的會議為俄烏戰爭開始後普丁和習近平第⼀次⾯對⾯會議，當時普丁就向習近平強調了⼀中
國原則，表⽰其⽀持中國在此議題上的⽴場，也曾指控西⽅勢⼒在嘗試引起台灣地位之紛爭。

中國持續與⼀個正受戰爭動搖及許多西⽅國家制裁的俄國保持良好合作關係的很⼤部分的原因是因
俄國對中國為地緣政治上重要的盟友。⽽若某⽇台海危機真的爆發，中國將會需要俄國⼀同⾯對西
⽅國家的勢⼒，並在受到西⽅國家制裁下將需要俄國資源來維持國內需求。雖在俄烏戰爭中，中國
不願意違反制裁提供俄國其軍⽕之需，但在兩國在許多貿易⽅⾯上的量卻⼤幅上漲。從禮拜五的會
談中更可看出俄國對俄中關係之重視。因此可以推測，若俄中關係持續或甚⾄是更加強、鞏固，那
當台海危機⼀旦發⽣，台灣得⾯對的可能就不只是中國，⽽是俄中共同勢⼒。

（投稿中，尚未刊出）
圖⽚連結：https://reurl.cc/oZMoy�（Flickr by van huy nguyen）

俄中對談 俄中關係轉變及對台灣的影響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81610326@N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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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富宇

 ⼀名烏克蘭中學教師她最⼤的恐懼，是回答孩⼦們的問題：「⾃⼰的家⼈會安全無恙嗎？
基輔的未來會怎麼樣？戰爭會結束嗎？」他們⽐⼤⼈更害怕、更迷惘。

 教育是俄烏戰爭下最⼤受害者之⼀。在烏克蘭全國境內，幼稚園被轟炸、⼩學被改為避難
所，甚⾄有些學校成為臨時墳場。烏克蘭⽗⺟、⽼師和政府，無不竭⼒為教育中斷的兒童
提供課程，如：遠距教學、線上線下混和授課等，但⼈⺠因戰爭流離失所，學習之路變得
⾮常曲折。

 據《法新社》報導指出，9⽉1⽇是烏克蘭全國中⼩學的開學⽇，開學當⽇，⼀名9歲⼥童
安東尼娜由爸媽協助調整設定⼿機，以視訊會議程式Zoom進⾏課程。安東尼娜坐在客廳
裡，在開學⽇當天穿上⾃⼰最喜歡的⾐服坐在⼿機前上課，看似平凡的⽇常，背景卻充滿
隆隆槍砲聲，9歲的她表⽰「我已經習慣了」。

 聯合國推動的「教育不能等待」基⾦會（Education Cannot Wait）主席謝⾥夫解釋：
「通常遇到⼈道主義危機時，會先聚焦⽔和庇護，教育的優先性卻被低估；但從許多處於
危機中的國家可以看到，現實是教育中斷會⼀直延續下去，可能10年、20年、甚⾄30
年。」

 為了協助學⽣⾯對在創傷後的⼼理挑戰，⾮營利組織「為所有⼈⽽教」（Teach For All）
旗下獨⽴機構「為烏克蘭⽽教」（Teach For Ukraine）提供該國教師訓練，例如每⽇情緒
檢查、進⾏呼吸練習，在空襲警報響起時能讓⼤家冷靜下來。

 遠在臺灣的我們可以提供⺠⽣物資和資⾦援助，筆者認為也可以藉由此議題和孩⼦談論俄
烏戰爭，並根據他們的年齡和思想成熟度來調整討論⽅式及內容，讓他們⻑⼤之後能成為
⾒識豐富、富有國際觀、深思熟慮的世界公⺠。⽽⾝為學⽣的我們，可以培養批判性思考
能⼒，省思當前俄烏兩⽅的局勢，不同國家的⽴場去瞭解不同的⼈，思考俄羅斯⼊侵烏克
蘭的衝擊，感受烏克蘭⼈⺠逃離家園的痛苦，⽤各種形式的創作，以表逹內⼼的真實想
法，擴展國際觀並發展⾃⼰⼀套⾒解。

（投稿中，尚未刊出）
圖⽚連結：https://reurl.cc/lZWryj（Flickr by pingnews.com）

 
 

戰⽕再無情，教育不能停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ingnews/


個⼈投稿⼼得
周永秦

第⼆屆⾃主學習，因為已經有了先前的投稿經驗，這次在投書的部分，我給⾃⼰的期許不是

再多投更多⽂章，⽽是能幫助⾃主學習夥伴撰寫⽂章、助其改進、給其建議。

這學期我除了⾃⼰撰寫⽂章之外，也整理了投稿相關的訣竅與建議，以及各媒體偏好的稿件

與刊登機率，製作成書⾯資料給各位夥伴參考。也有協助夥伴改進⽂章，並促其最後成功刊

登。這些都是過去投稿經驗的累積。

我不能直接幫他們寫，僅能從旁建議或協助其修改，只要能看到稿件成功刊登出去，便是我

的最⼤收穫。⽅⽼師說，第⼆次⾃主學習，要看到⾃⼰的進步，嘗試新的東西。如果與前次

相⽐，我⼀樣僅有繼續投稿⽂章，或許在寫作能⼒上會有提升，但不會有更多其他⽅⾯的進

步。

因此這次以協助同儕為出發，我的確看到寫⽂章外的不同視野，藉由修改夥伴的⽂章，我⾃

⼰也能藉此觀摩與學習他們的論點，反思⾃⼰觀點的不⾜之處。這與第⼀次⾃主學習相⽐，

也是⼀個新嘗試與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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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投稿⼼得
李品萱

在這學期撰寫投稿的過程中，我覺得對我⽽⾔，最困難的仍然是選題。在選題時，除了考量

是否扣合時事之外，還需要考量到主題是否會吸引讀者，相對來說，是在整個寫作過程中，

最需要時間跟⼼⼒的。因此，在每次開始撰寫之前，經常會遇到儘管看了⾮常⼤量的資料，

卻還是無從下筆的情況。

相較於過去⽽⾔，在這學期中，我對於⾃⼰的⽂字有更多的信⼼，更了解如何架構整篇投稿

⽂章，在⽂章中加⼊了更多分析的部分，不再恐懼於撰寫本⾝，亦不再因為沒有得到回覆⽽

覺得焦慮。此外，我也嘗試了更不⼀樣的寫作主題，藉此，從更多不同的⾓度去看這學期的

過程中所發⽣的國際⼤事。

我個⼈覺得撰寫投稿的過程對我最⼤的幫助在於要求⾃⼰針對每天發⽣的事件去進⾏了解以

及記錄⾃⼰對於這些事件的看法，透過這樣的⽅式，能夠吸收到⼤量的相關知識以及多元的

看法，進⽽培養出⾃⼰的觀點，進⽽在看到別⼈的觀點時，能夠有獨⽴思考、判斷的能⼒，

避免完全隨著他⼈的看法來了解國際上發⽣的各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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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投稿⼼得
郭映儀

就我個⼈來說，我認為觀點投書中最困難的事情就是議題設定。因為⼀個議題中可能牽涉到

許多層⾯；⽐如說：俄烏衝突可能會牽涉到國家合作、能源、軍事及經濟。再者，因為⼀篇

投書的篇幅有限，在主題越限縮越好的情況下，內容勢必要更加精確，否則讀起來會相當空

泛、不可靠。

以越南那篇⽂章主要是因為我⾃⼰對東南亞地區很有興趣，⼜因為在中共20⼤後，越南總

書記就⽴刻拜訪中國，積極建⽴關係。⼜當時我閱讀俄國在2014年衝突後將外交⽅針轉向

東南亞地區，並且建⽴「歐亞經濟聯盟」。⽂中有提到越南⻑期與俄羅斯在軍事上進⾏合

作。以上的事實讓我聯想到俄羅斯在戰後或者是戰爭期間有沒有辦法確保先前與其合作的國

家可以繼續合作下去，⼜或者說，這些先前與俄羅斯合作的國家要如何在俄羅斯即將垮台的

狀況下，改變⾃⾝的處境，以越南來說，就是找到下⼀個可以合作，也有能⼒與其合作的國

家。⽽台灣在外交上也經常遇到困難，看到這樣的案例發⽣，我也提出⼀些台灣⼈⺠或政府

可以思考的論點。

投稿雖然篇幅不⻑，但是畢竟是⼀個需要公諸於世的⽂章，寫完這幾篇⽂章之後，我認知到

網路上的資料很多都不太可靠，如果希望⾃⼰的訊息來源可靠，必須要多多找資料並且交叉

⽐對，如果可以的話，也可以找⼀些論⽂來作為資料來源，如此⼀來，才能確保⾃⼰⽂章中

的消息趨近於百分百正確。投稿⽂章，同時也培養了我批判思考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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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投稿⼼得
管芳儀

在參加⾃主學習課程中，我除了課堂上要求外並未進⾏過投稿，因此我覺得這次參加⾃主學

習課程給了我⼀個寫作並發表的機會。

在每次投稿之前，我總是會花費很多時間尋找寫作的主題及收及寫作資料，因此多了許多閱

覽新聞報導的時間，也因為如此讓我多了許多接觸新聞媒體的機會。⽽在⼀段時間的積累

下，我所撰寫的⽂章內容也不再侷限於資訊的整理及輸出，即以敘事的⽅式撰寫⽂章，內容

較無個⼈想法的展現。如今，相較於當初東拼西湊所完成的⽂章內容，在我的⽂章第⼀次投

稿成功後，我開始有了⾃信，並在之後⽂章寫作內開始加⼊個⼈的想法。雖然⼤多想法只是

個⼈淺⾒，不夠犀利且不具有批判性，但我認為透過投稿讓我有了⼀個展現⾃我想法的平

台。

除此之外，我覺得投稿前與⽼師的討論也讓我獲益良多。相較於⾃⼰收集資料、彙整並進⾏

⽂章撰寫，與⽼師的討論可以讓我反思是否對事件了解的不夠全⾯，⽽⽼師給予的建議也能

使我就議題有了新的思路，讓我能在評析國際議題能了解可能的解決⽅法，及其潛在的威

脅。透過和⽼師探討國際議題除了增廣我的⾒聞，也使我的寫作過程更加流暢。

在學習的過程中，除了⼀味地汲取知識，如何將所學的內容轉化並輸出也是⼀⼤課題，透過

⾃主學習課程中觀點投書的過程，除了幫助我建⽴了⾃信⼼，也訓練我將資訊內化再轉以⽂

字形式表達出來。除此之外，也讓我改變了閱覽新聞媒體的習慣，從最初的單純看新聞轉為

能就新聞內容進⾏思考及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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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投稿⼼得
劉靜雲

這學期我共投了3篇投書，分別是「俄羅斯⼈⺠的態度轉變」、「美⾮峰會：亡⽺補牢，是

否為時未晚？」以及「⽩紙⾰命喚起對「⾃由」的渴望」。會想研究俄羅斯⼈⺠是因為當時

我看到普丁發布動員令，但得到的結果卻是符合動員資格的百姓開始東逃西竄，極度排斥上

戰場，這與烏克蘭百姓與⼠兵站在同⼀陣線的情形相差甚遠，也讓我很好奇中間是什麼原因

造成俄羅斯⼈⺠如此強烈的反戰情愫。⽽美⾮峰會在12⽉13⽇舉⾏，睽違8年的峰會代表的

意義及⽬的都讓我想深度研究及分析，美中貿易戰也將影響到台灣⾦融市場，因此⾮常值得

關注。最後是中國的⽩紙⾰命，宣洩的是對⾃由的渴望以及改⾰的需求，也是中國⼈⺠對於

中共政府⻑期施壓的不滿，也讓我想進⼀步了解這場⾰命的始末以及對未來國際社會將造成

什麼影響。

這是我第⼀次撰寫觀點並進⾏投書，對我來說最困難的部份是分析出⾃⼰的觀點。在以往我

對於國際事件及議題總是單純瀏覽，沒有進⾏深度思考並得出⾃⼰的結論，這也讓我在寫投

書時難以分析出⾃⼰的觀點。再加上我原本對於地緣政治了解的不⾜，也讓我剛開始花了⼤

量時間在找資料及閱讀⽂獻，但由於沒有完整的國際政治架構，也因此寫出來的東西有點像

東拼西湊，毫無論點。因此我與指導⽼師⽅天賜⽼師進⾏約談和諮詢，請教如何讓⾃⼰能想

的更深，對事件的分析能更透徹，對架構的掌握能更有⽅向。很感謝⽼師在投書上的指導，

儘管我寫的內容還有很⼤的進步空間，但我認為這次機會也讓我能更清楚表達⾃⼰的觀點，

也提升整理資料的技巧，查找⽂獻的能⼒。在研究⼀件國際事件時，除了表⾯上我們看到的

過程和結果，也需要去分析國家間過去的互動及歷史，並且都要試著得出⾃⼰的想法，內化

為⾃⼰的東西，我想這才是⾃主學習最⼤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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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投稿⼼得
林叡揚

這學期我投書了有關烏俄戰爭下新情勢的⽂章兩篇，第⼀篇是《從歐洲能源危機看台灣》第

⼆篇是《後世⾜的中東外交新局》，兩篇投書本質上都和我的專業領域，能源有所相關。

第⼀篇投書我從烏俄衝突造成的能源危機⼊⼿，分析了歐洲能源危機的成因，烏俄戰爭下的

歐洲能源情勢，歐洲解決能源危機的同時對國際能源市場造成的影響，以及這個影響對台灣

的衝擊，檢討台灣的能源政策並提出確切可⾏的改善⽅法。

第⼆篇是分析烏俄戰爭下的中東新局，我以美國及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為主線，延伸⾄周圍

國家，分析為何在烏俄戰爭下中東國家對配合美國及西⽅陣營圍堵俄羅斯不說反對也是⾮常

被動，我從能源市場的供需關係，分析中東⾃冷戰結束後和美國的關係為何產⽣了本質的變

化。最後結合近期在中東的外交事件分析未來的中東外交⾛向。

我認為投書對我的能⼒培養中，最重要的是梳理⾃⼰的想法，把⾃⼰的想法轉換成⽂字，否

則平時很多奇思妙想沒有記錄下來，過⼀陣⼦模糊掉就很難再有條理地寫出來了，藉由投書

我覺得梳理想法的能⼒得到了相當提升是我在投書的過程中最⼤的收穫，同時還能結合⾃⼰

的能源專業⽤在國際事務的分析上讓我⾮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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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投稿⼼得
張芳薰

投書對我來說，最困難、最令我恐懼的，絕對不是在寫作投書的過程，反⽽是投出去後等待

回復的那⼀段時間。我很明瞭⾃⼰對於國際情勢不是最了解的，也沒有什麼特殊⾝分讓眾⼈

特別想讀越我寫下的⽂字，就是因此我很容易對⾃⼰所寫的⽂章⾮常沒有信⼼，也很怕⽂章

受到拒絕。然⽽初期意料之外的是，當我發覺我投的第⼀篇⽂章被拒絕了時，我並沒有陷⼊

挫折許久，反⽽只是想下⼀篇要如何寫才能改進。

在寫出⼀篇投書前做好所有準備⼯作是⾮常重要的，我習慣在各國新聞媒體收集各式樣的議

題，好再從中挑選⼀個做為題⽬，但因這過程⼗分耗時，我必須要求⾃⼰平⽇就需常常關注

各個時事，如此不但讓我可以再看到我覺得特別有興趣或特別想要更深⼊探討的議題時利⾺

順利地開始整個過程，也同時培養了閱讀國際新聞的習慣，擴展了我的視野。做⼀篇投書時

所查的每⼀份資料，每⼀份報導或⽂章，不但得看得仔細，還得看出⾃⼰的⼀套想法。⽐起

平時純粹的閱讀還需要花費許多⼼⼒，但也讓我收穫的多了許多。在實際寫作過程中，我也

學到了對於評論及敘述⼀件時事的寫作技巧，如何⼤量分析資訊及在哪種時機下應該如何適

當表達⾃⼰的看法及觀點，也在⽼師的指導之下了解我哪些部分需要再多更改。我也期許我

⾃⼰，不要讓這部分的進度隨著⾃主學習計畫的結束停頓住，我希望我能繼續透過這種模式

在多多了解國際情勢並培養我⾃⼰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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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投稿⼼得
吳富宇

這是我是第⼀次接觸撰寫⽂章並投書⾄網路媒體，撰寫前需要⼤量查閱相關資料，再加以彙

整，最後產出⾃⼰的觀點並時常修改措辭。其中我覺得⽐較困難且稍微懼怕的是完整詳細表

達我的觀點，過去我在接收國際資訊時都是抱持學習的⼼態，⽽如今需要產出⾃我觀點，讓

⼤家接收我的國際觀，我很清楚⾃⼰對於國際事務不夠了解，國際敏銳度也不⾜，⽂筆能⼒

也不夠精湛，也沒有什麼特殊⾝分讓⼤家能留意我的⽂字，亦或是遭受社會的狠毒批評，因

此起初我很容易對⾃⼰所寫的⽂章沒有信⼼。

我認為觀點投書提供了我許多學習機會，除了提升提升整理資料的技巧、查找⽂獻的能⼒以

及⽂筆能⼒，在撰寫⽂章過程中亦能培養批判性思考能⼒以及彙整能⼒。在研究國際事務

時，我們不單只是了解事情的結論，也應去分析國家間的關係，並發展出⾃⼰的觀點，以內

化為個⼈經驗與知識，我想這個過程才是⾃主學習⼩組的精髓。

未來也會持續關注國際事務，擴展國際觀，發展⾃⼰⼀套⾒解，並持續發表觀點投書，達到

永續⾃主學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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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觀與訪談

除了閱讀指定書籍和觀賞影⽚，透過實際⾛訪相關單位可使成員對於當下發⽣

的國際事件產⽣更深⼊之認識，輔以對相關單位之採訪，也能使成員對相關事

件有更多資訊來源，進⽽產⽣較深刻之感悟。在本學期修課過程中，預計參觀

與訪問之地點如下：

1.   中華⺠國外交部歐洲司

2.   駐台北⼟⽿其貿易辦事處

3.   莫北協駐台代表處

4.   社團法⼈對外關係協會

5.   台灣烏克蘭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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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學習⼩組進⾏參訪準備，由左⾄右分別為組員郭映儀、管芳儀、劉靜雲、張芳薰、林叡揚、吳富宇、
周永秦、李品萱。

參、學習內容與成果



在這次參訪中，我們拜訪了歐洲司的陳豐裕參事、官⼤鉎專⾨委員以及亞⾮司的劉南鈞秘

書。因此本次⾃主學習課程的內容圍繞著俄烏衝突的議題展開，因此在這次中所提出之問題

多與台灣對於俄烏戰事的援助、台俄之間的關係有關，⽽三位皆就我們所提出的訪問內容給

予了詳盡的回答。

在我們的訪問開始前，陳參事受先詢問了我們對俄烏關係的了解，並告訴我們對於此次俄烏

戰爭我們應先有基礎之背景知識，在分析問題時才能有更全⾯的了解。針對台灣對烏克蘭援

助之議題，陳參事就各國援助⾦額提出及台灣的援助⾦額做出⽐對，表⽰我國援助相對他國

⾦額較少，且多⽤於⾮軍事⽤途，因此更多的是為引起拋磚引⽟的效果，期許未來當我國因

天災⼈禍⽽需要協助時，他國亦能給予協助。⼜，此次援助雖不求回報，但卻因籌備援助之

事項⽽獲得與其他國家交流、互動之機會，亦在國際上表現出台灣對於⼈權及和平的追求。

在訪談的過程中，參事曾多次強調各國做出外交政策時，多會本於⾃主獨⽴原則及國家利益

做出考量。每項政策施⾏的背後，可能涉及層⾯極廣，因此並無他國介⼊施壓之可能。以中

東地區及⾮洲國家內戰為例，其背後因素可能包含宗教、⺠族的議題，戰爭發⽣成因較為複

雜，因此當其他國家欲對其伸出援⼿時，亦須考量是否能及時收⼿。此外，若⼀地區發⽣戰

事⽽該地區的國家政府並未向外求援，區域外的國家亦無須對該戰事進⾏⼲涉。

從左⾄右分別為組員張芳薰、劉靜雲、

李品萱、外交部-陳豐裕參事、

外交部-官⼤鉎專⾨委員、組員郭映儀、

林叡揚、管芳儀、外交部-劉南均秘書。

中華⺠國外交部歐洲司參訪（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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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俄羅斯將我國列⼊不友善國家及地區名單的問題時，陳參事則解釋俄羅斯實際上並未

就台灣進⾏制裁，相較於對於他國之態度，我國與俄羅斯仍保持互動。儘管俄羅斯將我國列

⼊不友善國家及地區名單，但並未禁⽌將我國列⼊禁⽌簽證的國家，且在各國對俄羅斯發起

經濟制裁時，俄羅斯與我國亦就在俄羅斯台商問題進⾏討論，避免台商權益因此受損。由此

可⾒，即使區域間或國際間局勢有所變動，我國與俄羅斯之間仍有維持溝通及互動，並未如

媒體所⾔之兩國關係交惡。

陳參事認為透過本次俄烏間的戰事，我們可以從中收穫到⼀些啟⽰。第⼀是即使為⼀威權國

家，其仍有對它國開戰之可能。第⼆是透過對烏克蘭地區的援助，可以展現我國⽀持⺠主陣

營的態度，並期許能在之後為我國在國際上爭取更多⽀持聲浪。第三則是希望在兩岸關係敏

感之際，可以透過這次俄烏戰爭促成台灣與其他國家間的更多對話機會。

在此次參訪的最後，陳豐裕參事、官⼤鉎專⾨委員及劉南鈞秘書皆給我們了⼀些建議，希望

我們能因此增進對國際事務的敏銳度。第⼀是希望我們能增進外⽂能⼒，在接觸國內新聞報

導的同時亦要關注國外媒體對於事件的看法。第⼆則是希望我們秉持著開放的⼼以接收多元

管道的資源，創造積極且負責的視野。第三為培養⾃⼰獨⽴的思考⽅式並建⽴屬於⾃⼰的國

際觀，透過分析國與國間的互動及國際架構、格局，進⽽回顧兩岸關係。

中華⺠國外交部歐洲司參訪（2022.12.16）

從左⾄右分別為組員林叡揚、李品萱、

郭映儀、管芳儀、劉靜雲、張芳薰、

吳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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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台北⼟⽿其貿易辦事處參訪（2022.12.19）

在問到關於如何培養更全⾯的國際

觀時，⾙定可代表建議我們可以從

更多元的管道來蒐集資料，多看看

不同媒體的觀點，進⾏相互⽐較，

進⽽形成⾃⼰的看法。

此外，在參訪的尾聲，透過代表的

介紹，我們也認識到了⼟⽿其的傳

統⾳樂⸺「阿拉⾙斯克」

(Arabesk)的獨特與它的迷⼈之處。

從左⾄右分別為組員吳富宇、劉靜雲、郭映儀、駐台北⼟⽿其

貿易辦事處-⾙定可代表、組員周永秦、管芳儀、李品萱。

從左⾄右分別為組員李品萱、劉靜雲、郭映儀、⾙定可代表、

組員管芳儀、周永秦、吳富宇。

在參訪的過程中，⼟⽿其駐台北

貿易辦事處的⾙定可代表解答了

許多我們對於⼟⽿其的疑問，讓

我們了解到⼟⽿其是如何看待發

⽣俄羅斯與烏克蘭，⼜是如何看

待在其周遭的事件，也讓我們更

清楚⼟⽿其在當前國際政治體系

中的⾓⾊。

有別於以往，在這次拜訪的過程

中，⾙定可代表多次詢問組員的

想法，藉由這樣的互動，引導我

們去進⾏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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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北協駐台代表處參訪（2022.12.22）
莫斯科台北經濟⽂化協調委員會（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MTC in Taipei)，簡稱莫北

協，是根據1992年簽訂的《俄台關係條例》⽽於1996年互設代表處，其主要任務包括促進

俄台經濟⽂化科技合作、提供領事服務和保護俄羅斯在台公⺠的權益。

由於這次我們的主題為「俄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對於想要更深⼊了解俄羅斯⼈⺠及莫

斯科當局想法的我們來說，拜訪莫斯科在台灣的代表處正所謂勢在必⾏。我們訪問的問題包

含莫斯科當局在戰後如何修復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或是否會針對某⼀地區拓展外交關係、

針對台灣對俄羅斯發起的制裁⾏為，俄台關係將如何受到影響、有什麼其他管道可以進⾏讓

雙邊進⾏溝通、俄烏之間的談判空間為何、什麼時候有機會停戰以及代表對於⾝為⼤學⽣的

我們吸取資訊有什麼建議。經過與代表特別助理Armen PAPOIAN 先⽣⼀來⼀往的接洽過

後，當天我們很幸運能夠親⾃訪問莫斯科駐台代表Yury METELEV先⽣。

代表先⽣⼀開始先向我們講述關於俄烏之間⾎統上的淵源，撇開政治問題不談，對於他以及

他周遭的家⼈、朋友以及同事來說，其實俄烏之間有許多透過通婚的⾎緣關係或很多⼈因為

⼯作⽽遷徙。因此，對他們來說種族上並沒有分別。會有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多發⽣在蘇聯

解體前，⽽蘇聯解體後反⽽是資源上的衝突⽐較多。很多與莫斯科當局對⽴的國家很好奇為

何⼤部分俄國⼈選擇⽀持他們國家的⾏為⸺因為他們知道這場衝突不只是與烏克蘭之間的

衝突，⽽是跟整個西⽅世界的衝突；是為了解救那些⾝在烏克蘭的俄羅斯⼈。原本他們跟烏

克蘭就如⼀家親，不過在⾯對俄羅斯⼈時，彷彿被迫加⼊西⽅，他們應該要捍衛他們的⾝

份。其實⼀開始俄羅斯並⾮就跟西⽅關係不佳，蘇聯解體後，歐洲國家有促使俄羅斯⼈認為

⾃⼰也是屬於歐洲的⼀份⼦，但是後來俄羅斯發現歐洲只是覬覦俄羅斯的資源。所以這也回

答到俄羅斯與他國的外交關係⸺不管有衝突與否，俄國出⼝天然資源⻑期來看其實不太受

到影響，包含惰性氣體、煤炭及天然氣，正所謂資源外交；不過在衝突期間確實很多停滯，

包含與台灣的貿易也受到影響，因為台灣⽐較靠近美國陣營的關係。⾄於外交上的夥伴，代

表先⽣認為，莫斯科當局清楚意識到其真正在國際上的貿易夥伴⼤多在東⽅，他提及印度、

巴西、中國以及不免俗地提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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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與台灣的交流問題，因為雙邊本就沒有邦交關係，⼤多屬於⾮官⽅的交流，不過資源上

並沒有受到影響，除了互設代表處以外，很多⽂化上、學術上的交流，⽐如說設⽴獎學⾦、

⾳樂上的交流、⼯程技術上的交流，⼈⺠間通婚也很多；⽽為了多促進交流的重要解⽅不外

乎就是積極互相了解。

當我們提到俄烏衝突停戰的問題，代表表⽰他們也沒有辦法預測，就如先前提及的，這不單

單是俄烏之間的衝突，⽽是俄羅斯與北約之間的衝突，各國仍然積極挹注資源到烏克蘭，所

以何時會達成停戰協議，仍然無解。不過在這邊就有提到⸺雖然最後演變成北約和俄羅斯

之間的衝突，實際上戰場的卻是烏克蘭的⼈⺠，對抗俄羅斯不是⼀件簡單的事。美國握有⽬

前俄羅斯有的資源，在北約制裁期間，天然氣由美國供應不少，不免懷疑美國在衝突中有所

受益。不過對其他國家來說，⾯對各項資源價格上漲，卻是元氣⼤傷。

最後，代表先⽣給我們對於吸取資訊的建議。他認為不只在台灣，每個國家都⼀樣，媒體很

容易擷取⽚段或因為政治因素刻意偏向某⼀個陣營。在沒辦法確保資訊正確性的狀況下，就

是盡可能讓⾃⼰得到多⽅資訊，多看國外的資訊，⽽不是單⽅⾯吸取某⼀個國家的資訊，否

則很有可能會錯過整個事件的全⾯性。

從左⾄右分別為

莫北協-潘明揚組⻑、

組員林叡揚、郭映儀、

莫北協-梅傑列夫代表、

組員周永秦、李品萱、

莫北協-謝維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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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對外關係協會參訪（2022.12.22）
在這次參訪中，我們拜訪了林永樂會⻑、呂慶⿓⼤使及章⽂樑⼤使。三位都⼗分慷慨地為我

們解答許多原有的問題。⾸先是關於台灣本⾝在國際地位上之地位，⼤使們提到台灣在國際

上依然是有重要性的，並以過去台灣與國際組織之互動為例。⼤使們也提到在外交上的悲情

主義無⽤論，表⽰台灣在外交上是不能⼀廂情願的。

再來是對於台灣晶⽚產業以及台灣在中美之間應如何動作，⼤使們提到若台灣能繼續做到左

右逢源則會是最好的⾏為，完全依靠美國不⼀定為台灣最⼤的利益。對於近期台積電在美國

設廠，⼤使們表⽰雖然⾝為⼩國很難作主，但若是能找到辦法繼續保持並增加實⼒並持續培

養出⼈才，就能維持住優勢。

⼤使們也提到對於俄烏戰爭美國及歐洲國家的看法有些出⼊，以法國為例，認為烏克蘭總統

應為俄烏戰爭負責。實⼒上，烏克蘭很難贏過俄國，⽽此場戰爭是可以透過⼩⼼處理北約東

擴⼀事來避免的，打此場仗只是已許多烏克蘭⼈⺠傷亡並對烏克蘭造成須將近40年才能修

補的傷害來削弱俄羅斯⽽已。許多東西歐的國家則是希望戰爭能越快結束越好。對於俄國供

應的能源，⼤使們提到雖然許多歐盟成員在做出能源供給上的改變，但戰爭結束後還是可能

會繼續依賴俄國能源。最後，⼤使們對於在此場戰爭對於歐盟及北約之國家對於這兩個組織

的看法轉變提說此場戰爭反⽽使更多國家希望加⼊歐盟並也強化了這兩個組織。

透過這次參訪，我們了解了更多

關於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台灣

晶⽚產業在台中美裡所扮演的⾓

⾊、歐洲國家及美國對於國際事

務之不同的看法以及歐盟及北約

在國際上的效應。我們也透過章

⼤使在最後向我們提的關於台灣

延⻑兵役以及若台海危機發⽣，

美國是否會派兵⽀援之問題引起

我們對於更多層⾯議題的思考。

從左⾄右分別為組員郭映儀、張芳薰、對外關係協會-呂慶⿓⼤使、

對外關係協會-林永樂會⻑、對外關係協會-章⽂樑⼤使、

組員周永秦、李品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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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烏克蘭陣線（未成⾏）
臺灣烏克蘭陣線與以往⾃主學習參訪單位的組織相較起來，應是最特別也最新穎的。該組織

為俄烏戰爭爆發後，由何曼柯（Alex Khomenko）與臺灣⼈共同組成的志願性組織，⽬的

在於組織集會活動、凝聚臺灣⺠間⼒量，吸引⼤眾對戰爭的關注，並集結各界⼀起⽀持烏克

蘭。組成⾄今仍維持每週兩天在俄羅斯駐台的「莫斯科台北經濟⽂化協調委員會」前集會抗

議俄羅斯的侵略⾏為。

相較⾃主學習通常拜會的外國駐台單位、我國外交單位、經濟⽂化相關協會、單位等，這次

我們希望拜會「臺灣烏克蘭陣線」這個「⾮正式組織」，就是希望能有創新元素，並且在莊

嚴、正謹的機關與單位外，能有更活躍、輕鬆、直接的交流與對話。

然⽽，⾃主學習⼩組先後向「臺灣烏克蘭陣線」寄出中⽂拜訪信、英⽂拜訪信各⼀封，未獲

回應；也試圖透過其他聯絡管道，乃⾄於私⼈⼈脈請託，仍無下⽂，不得已只好忍痛更換參

訪單位。無從拜會「臺灣烏克蘭陣線」，我們都覺得相當可惜，希望未來⾃主學習⼩組還能

有其他機會，拜會類似的⾮正式單位或組織，以求創新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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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與訪談⼼得
周永秦

參訪算是⾃主學習整學期活動當中，最有趣也最有挑戰的任務之⼀。從接洽、擬訪綱、確認

時間、實際參訪，到最後的寄感謝信與檢討。整個過程由⾃主學習夥伴⾃⼰來，真可以說是

⼀個「⾃主學習」的過程。

前次⾃主學習參訪了印度台北協會、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中華⺠國臺灣印度經貿協會，以

及對外關係協會。這次同樣有拜會對外關係協會，外交部則拜會歐洲司，以及另外兩個駐台

使館：莫斯科駐台代表處，以及駐台北⼟⽿其貿易辦事處。

多參訪⼀個外國駐台單位，⼜是多⼀次英⽂挑戰，但也是多⼀次珍貴的互動與學習經驗。畢

竟平常誰有機會，隨便⾛進⼟⽿其或俄羅斯駐台⼤使館，直接跟⼤使本⼈互動呢？這種寶貴

機會，真的只有⾃主學習⼩組才有，我想這也是⾃主學習⼩組珍貴、寶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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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與訪談⼼得
李品萱

這學期我們參訪了四個不同的單位，從寄信詢問這些單位是否接受參訪、確認參訪時間開

始，到訪綱擬定、修正以及實際參訪都有著不⼀樣的挑戰。我覺得對我來說挑戰最⼤的其實

還是實際參訪本⾝，因為雖然擁有過去的經驗，但在⾯對提問時，還是不免覺得有些緊張；

然⽽，我覺得透過事先做功課，了解我們拜會的對象以及豐富⾃⾝的知識，都明顯有助於緩

解緊張感。

⽽在這學期的四次參訪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駐台北⼟⽿其貿易辦事處的參訪。在過

程當中，代表並不只是講述他的想法，他也透過提問的⽅式，讓我們針對相關問題有更多的

思考，並且讓我們對於台灣與⼟⽿其之間的差異有更深刻的感受。

透過到外交部歐洲司、對外關係協會、莫斯科駐台北代表處以及駐台北⼟⽿其貿易辦事處進

⾏拜會，我除了對於俄烏戰爭的脈絡與相關議題有更多了解之外，也更清楚各⽅⽴場的差異

以及台灣在國際社會當中的定位與重要性。此外，藉由聆聽不同⾓度的觀點，也有助於我檢

視⾃⼰在判斷及理解訪綱內的相關議題時，是否有盲點或是漏掉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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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與訪談⼼得
郭映儀

在參訪之前，我們必須要先聯絡該辦公室，詢問是否能夠進⾏參訪以及確切時間，再來擬訪

問⼤綱，接著才會正式參訪。在這幾個步驟裡⾯，我認為最難的⼀件事情就是擬訪問⼤綱，

因為我們難得造訪這些辦公室，希望可以問⼀些平常我們在媒體上無法得到的知識，對於問

題的深度、適切性、整份⼤綱的全⾯性都要做得相當完整。以問題的深度來說，就如我剛剛

所提到的，如果是媒體、網路上就能得到的資訊，其實不需要這些專業⼈員來回答我們。設

定好問題之後，就要看問題的適切性，包含⽂字上的以及問題對於這個訪問對象合不合適。

有時因為訪問對象⾝份的問題，導致問這個問題可能不太適當，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猜測他對

於這個問題在回答上會有所保留等等。避免⽤過度激進的字眼，像是俄烏「衝突」或者俄烏

「戰爭」。在⽂句上，我們也要適時做修飾，並且把前因後果都交代好，好讓看我們訪問⼤

綱的⼈知道我們的思考脈絡為何。⾄於訪問的整體性，我們希望可以讓整個訪談不會過度刻

意聚焦在某⼀個⼦議題上，不過也不要過度發散，順序編排也應該要考慮到題⽬的連貫性。

我認為與單位接洽也是⼀個⾮常特別的經驗，不得不說這是我第⼀次與如此正式的單位接洽

參訪事宜，並且，因為我是負責接洽莫北協，讓我格外緊張，所以第⼀次顯得特別拘謹。不

過我相信這種事多做幾次就會⽐較有經驗，並且能夠掌握如何清楚表達我們的⽬的為何。最

後也很開⼼讓⼤家順利參訪莫北協。

很開⼼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志同道合的⼈參訪這些單位，得到我們想要的資訊，這些都是從媒

體上得不到的訊息，他們的每⼀則回覆都讓我受益良多，除了專業的資訊外，他們也都會提

供我們在吸取資訊上的建議，我認為確實要多⽅查找資訊，交叉⽐對後才可以獲得全⾯的消

息，並且對於⾃⼰想法的產出也能夠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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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與訪談⼼得
管芳儀

在本學期的⾃主學習課程中，我們總共規畫了四次的參訪⾏程，分別為外交部歐洲司、⼟⽿

其在台貿易協會、莫斯科駐台代表處以及對外關係協會。在本學期的課程中，有幸能參與從

選定參訪單位、擬定訪談⼤綱、參訪單位聯繫及實際參訪的完整過程，然因個⼈的課程安

排，因此很遺憾只能參加兩次參訪⾏程。

本次的課程主題為「俄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因此在選定參訪單位時以此為考量⽽選定

了外交部的歐洲司作為參訪地點，並由我負責聯繫確定參訪時間。在每次寄信與外交部的官

⼤鉎專⾨委員聯繫時，我總是會重複檢查信件內容，擔⼼⽤字遣詞不當⽽冒犯了官⼤鉎專⾨

委員。然⽽，官⼤鉎專⾨委員總是親切的回覆信件內容，促成了這次的參訪能順利進⾏。

在外交部歐洲司、⼟⽿其在台貿易協會的參訪過程中，除了受到他們熱情的招待，也了解到

各位官員和⼤使⾯對現今國際議題的看法，從他們⾝上收穫詳盡的答覆使得我們對議題有了

更深刻的了解及認識。在兩次的參訪過後，我也認識到了⾃⼰對於資訊了解的不夠全⾯、資

料收集上有所缺失，期許⾃⼰未來能就此做出改進。感謝各單位願意撥冗給予指教，也感謝

⾃主學習⼩組裡各位同學的協助，使我能獲得參訪的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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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與訪談⼼得
劉靜雲

我們這次共參訪四個單位:外交部歐洲司、⼟⽿其在台貿易辦事處、對外關係協會以及莫北

協。這些單位都與我們⾃主學習的主題—俄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息息相關，進⾏參觀及訪

談讓我們能對研究題⽬有更深厚的了解並解決我們在研究中所遇到的疑問。從決定參訪到實

際前往，過程中的準備及邀約都是我第⼀次實際參與，對很多事物都不熟悉也很難掌握，很

謝謝有經驗的夥伴分享經驗並提出很多意⾒，讓我們能順利完成任務。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參訪單位他們在接待我們的時候，雖然我們還只是學⽣，但他們仍

然很熱情的接受我們的邀約，並提供很正式的接待。像是去外交部參訪時，他們是開了⼀間

⼤會議室並在座位前擺上我們各⾃的名字，桌上印好了我們的訪綱並提供了⽩紙、鉛筆，甚

⾄還有茶⽔點⼼，這些⽤⼼的細節都感受到他們的重視。除了⽤⼼的接待體驗，在參訪過程

中，參訪單位都提供了⾮常詳細的回答，並補充了很多內部資訊，很強烈感受到他們盡⼒想

提供我們在研究上的幫助，也為我們建⽴廣闊的國際觀，甚⾄提供我們更進⼀步了解國際政

治的適當管道及建議，讓我⾮常感動也很感謝。透過⾃主學習的參訪經驗解決的我們對於地

緣政治的疑惑，除了學術上的收穫，過程中從準備到親⾃到訪的這些經驗都是⾮常有價值且

有意義的學習機會，也讓我更有動⼒去理解國際事務，未來我也會持續關注國際事件，建⽴

屬於⾃⼰的國際觀，找到⾃⼰對地緣政治的理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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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與訪談⼼得
林叡揚

這次我主要參訪了外交部和莫北協，第⼀個參訪的是外交部，我們的問題主要都是圍繞著俄

烏衝突展開，內容包含援助烏克蘭的問題(包含動機與好處)，對於其他戰亂地區的援助，以

及國內有關難⺠的相關法律制度問題，但我覺得我們得到的答案都很官⽅，⽐如援助不求回

報，但是⼜說外交政策都是以國家利益為先絕對沒有受到外部壓⼒，強調⺠主國家之間要互

助，後⾯在提到難⺠法的法制問題時，則有提到他們的難處以及⽬前的權宜辦法，雖然整體

來說對外交部的參訪和我預期有⼀點落差，但依舊不失為寶貴的學習經驗。

對莫北協的參訪，代表花了相當⻑的時間講述歷史，以及俄羅斯⼈⺠的⽇常經驗，把烏俄關

係的惡化歸咎於西⽅及少部分烏克蘭⺠族主義者，強調烏俄兩國的⼈⺠關係。在今年的衝突

上，強調衝突由來已久，烏克蘭⼀直拖延明斯克協議的實施，俄羅斯已經嘗試過外交⼿段，

北約也拒絕回應，當前俄羅斯是在和北約作戰。我在參訪過程中了解到俄羅斯的⽴場、他們

選擇軍事⼿段的原因，以及他們對西⽅本質的看法以及外交⽅向轉向東⽅。

參訪對我來說是⼀個了解各⽅⽴場的機會，因為平常的資訊來源可能是有偏差的(可能是有

意或無意的)，透過和訪問當事各⽅在第⼀線⼯作的外交⼈員，可以知道各⽅的⽴場、思考

模式等重要資訊，很多是平常新聞不會知道的資訊，我覺得這些額外的資訊是參訪對我最⼤

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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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與訪談⼼得
張芳薰

這次⾃主學習所需要做的⼀切之中，最讓我⼜期待⼜緊張就是進⾏參訪活動。我向來較為內

向，不太擅⻑也不夠有⾃信⽤話語去表達⾃⼰的想法與意⾒，因此當要開始參訪的⽇⼦悄悄

接近時，我也理所當然地開始不安，我⼗分擔⼼⾃⼰會說錯話或不⼩⼼做出沒有禮貌的舉

動。但在⼀切的顧忌之下，我也了解此次參訪將是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我相信我不只⼤學

四年、甚⾄是這輩⼦都可能不會再有⼀樣的機會。

我能參與到的拜訪分別為外交部及對外關係協會，兩邊的官員及⼤使們都⼗分熱情的招待我

們，也很詳細的回答了我們所提出的問題，然⽽事情不可能完全依我們所想像的進⾏。雖如

此，但我仍然認為兩次參訪皆為成功的。

透過此次參訪，我發現⾃⼰及⾃⼰的⽣活圈中所接觸的⼈對於國際情勢的看法及判斷與專業

的外交⽅⾯⼈員差距實在甚⼤，我也得以透過他們回答問題之中或多或少了解⼀些他們的構

思⽅式以及特殊考量之處，以利於未來當我⾯對國際情勢時能夠思慮周全。我也在這兩次參

訪中觀察了外交專家們發⾔時的談吐及⽤語句表達⾃⼰想法時的⽅式，作為我未來在這⽅⾯

學習的⽅向及⽬標，也在參訪的過程中增進了我⾃⼰部份的隨機應變能⼒。⽽在參訪中也當

然使我在對於某些台灣對外政策抉擇⽅式及考慮之處，台灣對外相處的關係及模式，歐洲國

家對於俄烏戰爭的想法等知識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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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與訪談⼼得
吳富宇

我們這次⾃主學習⼩組安排四個參訪機構，分別為中華⺠國外交部歐洲司、駐台北⼟⽿其貿

易辦事處、對外關係協會以及莫北協駐台代表處。我們從接洽、擬訪綱、確認時間、實際參

訪，彙整及最後的感謝信與檢討，都是由我們⾃⼰⼀⼿包辦，同時也是我第⼀次參與此活

動，⾮常符合「⾃主學習」的宗旨。 

特別有印象的是在2022年12⽉19⽇下午參訪的駐台北⼟⽿其貿易辦事處，在詢問與討論過

程中，⾙代表不斷向我們說可以⽤輕鬆⼀點的態度去討論，也和我們分享⼟⽿其的點⼼。起

初覺得⾃⼰會覺得有些彆扭，再者英⽂⼝說並不是我的強項，但在聽完代表對於議題的想法

後，⾃⼰也對於議題更加了解，⽽能與代表進⾏順暢討論。

透過參觀與訪談，我們除了能在過程中學習如何與外賓交談，更能在過程中直接與外交⼈員

進⾏對談，收穫良多，是無法從資訊和媒體得知的真實觀點。另外，組員間如同完成任務般

多了些⾰命情感，也更認識⾝旁的⼤家，最後，也激起我對於國際事務的熱情，未來也會持

續關注國際事務，擴展國際觀並發展⾃⼰⼀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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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群平台經營

隨著社群媒體在近幾年影響⼒逐漸提⾼，我們選

擇使⽤Instagram來經營帳號，透過貼⽂發布、

限時互動等⽅式向⼤眾傳播，以簡單明瞭的敘

述、清晰易懂的圖⽂整理，向⼤家分享近期國際

時事、記錄讀書會的進度並分享⼼得，和同樣對

國際議題有興趣的⼤眾互動與交流。

經營成效
本⼩組於2022年10⽉3⽇創辦Instagram帳號-俄

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inthe_newsituation)，

以每週更新兩篇議題分享及⼀篇讀書會的⽅式向

⼤家分享有關俄烏戰爭的資訊，截⾄2022年12

⽉29⽇為⽌，已有39則貼⽂、4篇參訪限時動

態、2篇讀書會分享限時動態，粉絲數量從起初

約20位上升⾄12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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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加速⼊會被拒 烏克蘭進⼊北約遙遙無期
周永秦

 

 

 

 

 

俄羅斯總統普丁⽇前宣布將烏東佔領的四州領⼟合併成俄羅斯領⼟的⼀部分，烏克蘭總統澤

倫斯基則以「提交加速⼊會北約申請」反擊。然⽽這個申請隨後就被北約婉拒，⽩宮也表⽰

不會⽀持，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稱：「烏克蘭的要求應該在往後不同時間進⾏，因為我

們認為給予最實際的⽀持才是辦法」。

烏克蘭數年前就申請加⼊北約，延宕⾄今俄烏戰爭打響近8個⽉仍未有⾵聲，甚⾄加速申請

期程都被打臉。可⾒歐美乃⾄於西⽅國家雖以援助、聲援等⽅式⼤⼒⽀持烏克蘭，但仍對提

供烏克蘭實質、法律意義上的防衛存有疑慮。

烏克蘭加⼊北約意謂《北⼤西洋公約》第五條「攻擊⼀國視為攻擊全體」的集體防衛模式啟

動，所有北約成員都將與俄羅斯進⼊戰爭狀態，包含美國、英國、法國等核武國家，這並⾮

世⼈樂⾒。

國際政治終究要回到⼤國政治，在⼤國⾓⼒的應對進退間，總要有⼈犧牲。

圖⽚來源：The Atlantic， https://reurl.cc/gQjz�V

組員IG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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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治的悲劇》Ch� & Ch�
周永秦

 

 

 

 

 

 

⼤國政治的悲劇⼀、⼆章主要講述攻勢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解釋為何每個國家總是相互衝

突，國際政治何以成為⼀個悲劇。

攻勢現實主義基本概念如下：無政府體系+各國無法知道對⽅的意圖+各國有攻擊對⽅的軍

事能⼒。三個條件的存在，導致各國致⼒追求權⼒，避免受侵略、獲得安全；但追求權⼒的

同時也陷⼊安全困境，沒有⼀國能獲得⾜夠的安全，除⾮成為霸權。因此各國會⼀直獲得權

⼒，直到成為霸權，過程中就是不斷衝突與對抗。這是攻勢現實主義的基本邏輯。

圖⽚來源：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

組員IG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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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峇厘島峰會登場 印尼忘美中對話助世界復甦
周永秦

 

G��峰會14⽇於印尼峇厘島召開，拜登與習近平將在峰會上「巧遇」並促成拜習會，兩⼈會

有什麼樣的談話與⽕花，各界都相當關注。G��除了超級⼤國之間的⾓⼒外，其他國家的想

法也值得關注。這次作為G��峰會東道主的印尼，就希望能扮演世界分裂、⼤國衝突之間斡

旋的⾓⾊。

 

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接受BBC採訪就表⽰，希望兩國能就「幫助世界復甦達成協

議」。他也表⽰，樂⾒領導⼈會⾯並交談，因為「沒有對話就沒有和平」。印尼作為東協⽼

⼤的地位，其在美中之間的⾓⾊⼀直相當尷尬。⼀⽅⾯安全環境仰賴美國⼈塑造，另⼀⽅⾯

經濟⽇漸受北京強的的影響⼒左右。印尼可以說是東南亞，乃⾄於整個亞洲裡眾多國家的縮

影，美中衝突，是他們最不願⾒的惡夢。

 

佐科威明⽩美中惡⾾對印尼沒有益處，⽽希望斡旋雙⽅、協調爭議，為世界和平帶來貢獻，

這值得省思，當前臺灣在美中衝突中樂於站隊，無懼雙⽅衝突，也拒絕與中國⼤陸溝通、對

話。這不只將兩岸加速推向戰爭邊緣，更容易促成美中衝突，對於區域安全、世界和平，恐

怕只是拖油瓶！

圖⽚來源：https://reurl.cc/MXxz�v

組員IG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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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韓設⽴太空軍指揮部 緊盯朝鮮威脅
周永秦

美國太空軍（United States Space Force）12⽉著⼿在南韓成⽴了區域指揮部，同時南韓

也將空軍與太空相關單位整合為太空作戰中隊。美韓預計利⽤衛星加強偵查，密切監控北韓

的核⼦及⾶彈活動。

在⽇益嚴峻的中國⼤陸威脅之下，朝鮮半島的軍事活動相對沉寂。然⽽近期隨著平壤多次試

射洲際彈道⾶彈，半島的軍事活動再⼀次受矚⽬，也使美韓必須集合太空層⾯的資源以應

對。

朝鮮與中國⼤陸接壤，過去美軍曾在美韓邊境部署薩德（THAAD）反導彈系統，引起朝鮮

半島⾼度緊張；這次⼜在韓國成⽴太空軍相關設施，⾜⾒朝鮮半島的重要地位與嚴峻情勢。

地緣政治牽⼀髮動全⾝，朝鮮半島的軍事部署恐引發在西太平洋⼀連串的牽動效應，即國際

關係所說「安全困境」之展現。例如朝鮮再度發射彈道⾶彈、實⾏⼤規模軍演回應；中國⼤

陸派遣轟炸機、戰艦挑釁第⼀島鏈甚⾄第⼆島鏈美軍等，這些未來可能的軍事棟台值得關

注。

圖⽚來源：https://www.newsweek.com/space-force-uniforms-complete-rip-off-sci-fi-
shows-social-media-users-say-�������

組員IG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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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秘書⻑悲觀看俄烏衝突 戰爭或將⻑期化？
周永秦

聯合國 (UN) 秘書⻑古特瑞斯 (Antonio Guterres) 12/20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向媒體表⽰，俄羅斯與烏

克蘭「近期內能否有效和平談判，我並不樂觀」、「我確實相信軍事對峙會持續下去」聯合國秘書

⻑對雙⽅和平談判抱持悲觀，俄烏衝突⼆⽉持續⾄今已近⼗個⽉過去，雙⽅互有攻防，但前線位置

⼤致沒有太多變動。烏⽅表⽰，除⾮莫斯科撤軍，否則不考慮談判。

⾃主學習⼩組⾃九⽉開始即關注俄烏衝突與狀況發展。遺憾的是，在國際未有太多實際作為與介⼊

的狀況下，戰事沒有停歇，每天都還是有無數無辜平⺠死於烽⽕。

21世紀的今天，⼈類成功回收了太空梭、想像了元宇宙、抵抗了全球性的疾病，也依然在發揮殺戮

本性。俄烏衝突賞了⾃由主義國際秩序⼀記⽿光，現實主義邏輯仍然運作在名為相互依存、互利共

⽣、⾃由和平的國際秩序中。

俄烏衝突短期看不⾒和平曙光，這張驚動世界的戰爭仍然會持續下去，或許⼜再隨著時流轉，被世

⼈遺忘。終究沒有⼈學到教訓。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俄烏衝突給了世⼈⼀個警惕，國家

⼊侵國家的戰爭依然存在，臺灣⾯對類似狀況，更應有所警覺。

圖⽚來源：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dia/india-weighs-options-ahead-of-
unsc-general-assembly-meetings/articleshow/��������.cms?from=mdr

組員IG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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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史》Ch� 獨⽴之路
周永秦

歐洲之⾨：烏克蘭兩千年史第五章主要講述烏克蘭⼀戰後的概念形成、建國、⺠族建構與歷

史回溯等發展脈絡，最後以俄烏關係作結。

作者以三點統整俄烏戰爭中，哪些⼒量在烏克蘭作⽤：⼀、俄羅斯試圖努⼒重建過去帝國內

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控制；⼆、現代⺠族認同建構；三、歷史和⽂化斷層的爭奪。

俄羅斯傳統政治菁英⼀直對烏克蘭的存在感冒，恢復過去俄羅斯帝國、蘇聯的強⼤版圖是他

們潛意識的潛在野⼼；俄羅斯⼈所建構的新俄羅斯設想，是單⼀⽽⾮分散的俄羅斯，以俄語

與⽂化為基礎，並沒有給烏克蘭⺠族存在的空間；最後，烏克蘭過度親西⽅、俄羅斯⼲涉烏

克蘭東⽅部分地區的運作（如頓巴斯、克⾥⽶亞），加上烏克蘭內部混亂的認同。這些種種

因素同時作⽤，終於提供俄烏戰爭爆發⼀個歷史與⽂化⽅⾯的理由。

同樣的，也留給讀者思考，臺灣跟中國⼤陸，是不是有類似的背景環境與歷史因素再作⽤

呢？

圖⽚來源：https://consent.yahoo.com/v�/collectConsent?sessionId=�_cc-session_�c��d�ae-
���b-�c�a-����-d�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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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空間-繼陸、海、空、太空後的第五戰場
李品萱

 

近年來，除了⼈們的⽇常⽣活外，國家的運作也⾼度依賴網際網路。網路攻擊逐漸成為國家

間競爭的⼿段，網路空間亦成為各國可能作戰的場域之⼀，換⽽⾔之，網路、資訊安全問題

已然上升成為國家安全問題的⼀部分，⽽這在⽬前持續進⾏的俄烏戰爭中是顯⽽易⾒的。

在俄烏戰爭過程中，數據中⼼及伺服器攻擊、網路滲透、間諜活動、影響全球輿論等等網路

攻擊⽅式被多次使⽤，這些網路攻擊的效果顯現出網路戰在實際戰爭中所扮演的重要性，進

⽽使得世界各國對於資訊安全的重視⼤幅提升，開始調整⾃⾝戰略並尋找更多、更靈活的網

路攻擊因應策略，以取得在全球網路空間⾓⼒中的最⼤優勢。

圖⽚來源：Canva 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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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問題已然成為國家競爭的籌碼
李品萱

 

 

 

 

 

 

俄羅斯及烏克蘭皆為全球糧⾷作物輸出的⼤國，因此在當前俄烏衝突持續進⾏的時空背景

下，全球糧⾷供應受到劇烈的衝擊。雙⽅衝突導致糧⾷出⼝受限，使得糧⾷價格飆漲，進⽽

讓許多國家的⼈⺠⾯臨更嚴峻的⽣存考驗。今年七⽉時，俄烏雙⽅、聯合國及⼟⽿其達成⿊

海穀物倡議，使得全球糧⾷價格確實有所降低，但⿊海穀物倡議即將於今年11⽉到期，屆

時此倡議是否有機會延續⾄今仍然未知。

對多數⾝為⼈⺠的我們⽽⾔，糧⾷問題涉及的是我們的⽇常⽣活所需，但對俄烏雙⽅及許多

國家⽽⾔卻是相互箝制的籌碼。因此，即使多數⼈⺠期盼衝突落幕，糧⾷出⼝受限及價格飆

漲的問題不再上演，但在⽬前國際體系中⼤部分國家仍然追求著⾃⼰國家利益最⼤化的框架

之下，似乎並沒有國家採取積極的作為來促成雙⽅衝突的結束，讓全球糧⾷的供應及價格趨

於穩定。

圖⽚來源：Canva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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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治的悲劇》Ch� & Ch�
李品萱

 

 

 

 

 

 

 

在第七章當中，作者從美國及英國在歷史上的作為，帶領⾝為讀者的我們了解到英國和美國

在歐洲或東北亞遇到潛在霸主出現時，它們更傾向於將與其抗衡的責任交給其他⼤國，⽽⾮

親⾃與潛在霸主抗衡。這樣的作為顯現出多數⼤國在遇到新的威脅者時，會傾向推卸責任，

⽽⾮採取抗衡策略。

 

接續第七章，第⼋章主要講的是⼤國傾向選擇推卸責任的時機。作者在本章中藉由歐洲⼤國

⾯對歐洲這兩世紀當中不同時期的安全競爭問題時所作出的反應來點出⼤國在潛在威脅者出

現，考量應選擇採取推卸責任的策略或是選擇組成抗衡聯盟時的關鍵因素即為地緣及權⼒分

配。

附圖參考《⼤國政治的悲劇》第七章繪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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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尼亞-赫塞哥維納被同意成為歐盟候選國
李品萱

位於巴爾幹半島的波⼠尼亞-赫塞哥維納於2016年申請加⼊歐盟，但由於其國內因素，遲遲

未被列為歐盟候選國。⽽在12⽉13⽇，歐盟成員國的歐洲事務部⻑在布魯塞爾集會後，波

⼠尼亞-赫塞哥維納已被同意成為⼊盟候選國，但其仍必須兌現歐洲聯盟執⾏委員會所提出

之14項改⾰優先事項，才能正式展開⼊盟談判。

對於許多歐盟國家來說，巴爾幹半島國家具有⾮常⼤的地緣及戰略重要性，因此，截⾄⽬

前，歐盟持續推動與巴爾幹半島國家的互動與合作。⽽今年(2022年)俄烏戰爭的爆發使得許

多歐盟國家被迫重新思考對俄關係之餘，也讓他們更擔憂俄羅斯及其盟友‒中國在巴爾幹半

島的影響⼒，進⽽導致許多歐盟成員國更期望加速歐盟勢⼒在巴爾幹半島的擴張。

圖⽚來源：
https://media.zenfs.com/ko/rti.org.tw/��c����������abd�a���c��cc�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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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認知差異⼤ 停⽕仍無望
李品萱

近⽇，普丁受訪時表⽰，俄羅斯發動特殊軍事⾏動的根本在於其地緣政治對⼿試圖撕裂歷史

上的俄羅斯，明顯展現出俄羅斯仍然期待烏克蘭能夠如同其在蘇聯時期⼀般，繼續成為俄羅

斯的好兄弟，同時，俄羅斯當局認為在此次戰爭中，烏克蘭政府僅是採取⾏動者，在背後發

號施令的則是美國。

然⽽，烏克蘭政府顯然並不這麼認為。就近幾年烏克蘭政府的作為來看，其更傾向與歐洲靠

攏，甚⾄加⼊歐盟、北約。針對此次戰爭，烏克蘭政府認為俄羅斯所提出的主張根本是幌

⼦，俄羅斯的⾏為其實是為了奪取烏克蘭領⼟的帝國主義式侵略。

綜上所述，俄烏雙⽅認知⾃蘇聯解體以來就逐漸變得不同，⽽這也使得雙⽅⽴場差異⾮常

⼤，難以達成和平協議，造成戰爭⾄今無法停⽌。

圖⽚來源：https://www.dreamstime.com/usa-russia-ukraine-usa-russia-ukraine-
painted-flags-wall-crack-united-states-america-ukraine-russia-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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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RCEP 和 IPEF 看現實主義》
郭映儀

     

以現實主義的⾓度來說，國家之間只有競爭關係，⻑期合作並未在其討論範圍內。如RCEP

及IPEF這類的經貿協定實際上並不是合作，⽽是經貿上的互賴關係；以政治上來說，即是霸

權間為維持權⼒平衡的⼿段之⼀。RCEP 起初由東協成員國組成，並且由中國積極主導；眼

看具有潛⼒的霸權即將崛起，美國勢必有所作為以抗衡中國，這也就是現實主義中強調的

「權⼒平衡（Balance of Power）」。

在參加IPEF的國家當中，除了印度、美國以外，其他成員國幾乎與RCEP成員重疊，由此顯

⽰出美中在外交、經濟上的零和賽局。現實主義中主張權⼒平衡可以有效抑制戰爭，因此兩

極體系較為和平，權⼒各半，無從⽐較；⽽多極及單極體系容易招致其他國家聯合攻打，國

際社會較為不穩定。

圖⽚來源：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us-host-virtual-meeting-tuesday-indo-
pacific-trade-economic-mini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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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治的悲劇》CH� & Ch�
郭映儀

 

     

 

此兩章節主要討論權⼒的構成，並且深⼊探析軍事權⼒的運⽤。權⼒的構成⼤致可分為「潛在權

⼒」與「軍事權⼒」，⼜潛在權⼒包含⼈⼝、財富，是⽀持軍事權⼒的要素，⽐如說龐⼤的⼈⼝數

可以組成龐⼤的軍隊；⽽充⾜的財富就有⾜夠的預算購買武器。然⽽，既然潛在權⼒可以造就軍事

權⼒，為何還要將他們分開討論呢？因為⼈⼝、財富與軍事權⼒不成正⽐；以⼈⼝來說，較多的⼈

⼝不⼀定代表擁有較多的權利。以1830年代的俄國，⼈⼝明顯⽐英國多很多，但是在⼯業技術上不

如英國，因此，在國家權⼒上仍有落差。且國家即使擁有財富也不完全會將資⾦運⽤在軍事上，必

須得視國家內部如何⽀配財富在軍事運⽤上。再者，當國家⾏為者衡量軍事回報縮⼩後會將軍事成

本調降，⽐如說有些國家在國際上並沒有軍備競爭的對象，或⽬前的軍事實⼒已經⾜以對抗競爭

者，故沒有必要⼀味地投資資⾦在軍備上。因此，財富和軍事只能說是正相關，並⾮完全成正⽐。

⽽作者⼜在第四章提到軍事⼒量包含陸海空⼒量加上新興武器「核⼦武器」，其中就歷史經驗來

看，陸上⼒量是決定勝負的核⼼關鍵，⽽海、空⼒量僅為⽀持陸上⼒量進攻的元素。談到核⼦武

器，因⽬前的技術促成「互相確保摧毀（MAD)」，所以暫時達到權⼒平衡的效果，不過即使如此，

仍有些許衝突在知道對⽅國家擁有核武的狀況下動武，但⽬前確實鮮少有國家輕⾔要對他國動⽤核

武攻擊。

圖⽚來源：http://www.brainmarket.com.br/����/��/��/mubadala-vive-turbulencia-nos-
primeiros-meses-de-operacao-da-refinaria-matar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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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下的貧窮問題
郭映儀

 

 

 

 

 

 

 

 

 

 由於俄羅斯軍隊對烏克蘭⺠⽤設施進⾏⼤規模攻擊，導致烏克蘭經濟低落，貧窮⼈⼝暴漲

⼗倍之多。在烏俄開打前，烏克蘭貧窮⼈⼝約佔2%，專家預估⾄今年底恐⾼達25%之多，

也呼籲各國在財政上⽀持烏克蘭。

誠如在《⼤國政治的悲劇》第四章所提到的，空襲並不會造成整個國家軍隊的崩潰，卻能夠

延緩前線⽀援、擊潰對⼿的經濟。俄羅斯不斷對烏克蘭⽣產要素進⾏轟炸，例如：⼯廠、發

電廠，使電⼒電⼒無法供應、經濟⾏為停擺、產品無法出⼝。不僅如此，產品無法出⼝將導

致供給不⾜，周邊仰賴烏克蘭出⼝的地區勢必要以更⾼的價格取得產品，對其他地區的⺠眾

來說，經濟上也造成壓⼒。根據聯合國兒童基⾦會表⽰，烏俄戰爭導致的通貨膨脹將使東歐

及中亞地區400萬兒童陷⼊貧窮問題。

 

圖⽚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from=udn-catelistnews_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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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史》Ch� 帝國之間
郭映儀

 

此章節⼀路從17世紀⼀路談到19世紀的烏克蘭發展。「帝國之間」指的就是俄羅斯帝國與

奧匈帝國之間。

哥薩克國-哥薩克國在17世紀建國後，因為國⼒不強，與周邊國家進⾏⼀連串的周旋過後，

找到了莫斯科當靠⼭，簽訂《佩列亞斯拉夫協議》，成為莫斯科的保護國。不過，當時的他

們卻沒料到這將會開始俄羅斯爾後對烏克蘭的介⼊⾏為。哥薩克國變成了莫斯科的國中之

國，統領制度多次遭到沙皇撤銷，最後被統⼀，並且劃分成三個省份。

普奧俄⽠分波蘭後-波蘭遭到⽠分後，現烏克蘭地區被分為「第聶伯烏克蘭地區」及「奧屬

加利西亞烏克蘭地區」。兩者都⾝為烏克蘭⺠族，統治者的⽅式卻截然不同。奧地利所統治

的地區較為開明，政府⽀持成⽴最⾼議會、廢除農奴制度，雖然政府的⽀持主要是想抗衡波

蘭的⺠族運動。反觀俄羅斯所統治的第聶伯烏克蘭地區就較為專制，也在信仰上統⼀東正

教，主要是為了將國內的各⺠族整合為俄羅斯⺠族。但⺠族主義不會輕易被抹滅，因此以塔

拉斯·舍輔琴科最為著名，推動了烏克蘭語⾔的⽂學作品。

圖⽚來源：https://travel-guia.com/zh/ukrania/kiev/monumento-de-taras-shevchenko-em-
kie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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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氣候法》恐延宕
郭映儀

 

因應氣候變遷，2021年6⽉歐盟通過《歐洲氣候法》，其內容包含在2030年前減少1990年

碳排放量的55%；並且增加碳匯（Carbon sink），希望可以透過這種⽅式彌補⼯業及⺠⽣

排放的⼆氧化碳。

今年（2022）俄烏衝突正式爆發，北約國家經濟制裁莫斯科的軍事⾏動；莫斯科也降低天

然氣的運輸量以⽰威脅，此舉導致歐洲地區需要另尋天然氣的購買管道。美國、挪威這些購

買管道的天然氣價格較⾼，有些國家考量到價格問題，同時預期冬季使⽤天然氣發電恐供不

應求，⽽恢復燃燒煤炭。就如法國重啟3⽉關閉的Saint-Avold燃煤發電廠，不只有法國，義

⼤利、奧地利等國也都是重啟燃煤的⼀員。所以根據今年在埃及舉辦的COP��統計，雖然

歐洲地區天然氣排放下降了，但碳排放量卻是硬⽣⽣增加了6.7個百分⽐。

先前歐盟⼤多數會員國同意《歐洲氣候法》，不過當⾯臨俄烏戰爭所帶來的能源問題，不得

不迫使歐洲國家暫時放下「環境」，並且⾸要解決「⺠⽣」。

圖⽚來源：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climate-environment/news/eus-
timmermans-responds-to-gretas-criticisms-over-european-climate-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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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下的教育議題
 管芳儀

 

⾃俄烏戰爭以來，戰⽕摧毀了烏克蘭多處院校，烏克蘭的⼈⺠迫不得已離開家園，前往鄰國

避難。在此情形下，如何使孩童受教權不因戰⽕⽽受侵害成了⼀⼤課題。

即使烏克蘭深陷戰⽕，政府及⺠間組織仍積極關⼼孩童的教育問題，希望能在戰爭之下找到

不中斷孩童學習的⽅式，以維持孩童繼續學習。⽬前為了使孩童能繼續接受教育，教育組織

Osvitoria 推出了⼀個基於國家課程的數位學習平台，即烏克蘭在線學校。透過提供影⽚課

程、在線試題測驗及複習資源，希望能確保在戰爭中也能讓⾝處其他國家的烏克蘭孩童接受

完整的教育，讓烏克蘭的語⾔和⽂化不因戰⽕⽽衰弱，也讓遠在他國的孩⼦能透過教育建⽴

國家認同，不因戰爭⽽弱化對國家的歸屬感。

圖⽚來源：路透社
https://thepienews.com/analysis/k��-ukrainian-children-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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凜冬將⾄：⾯對天然氣進⼝不⾜，德國採取之⼿段
管芳儀

 

 

 

 

 

 

 

 

俄烏戰爭爆發後，俄羅斯為制裁歐洲各國對烏克蘭提出協助⽽停⽌天然氣輸出，使歐洲各國

陷⼊能源短缺之危機。各國開始積極尋找替代能源以填補天然氣不⾜所導致的能源缺⼝，在

此情況下，有些國家選擇將⽬光投向⾮洲，希望透過在⾮洲提供能源建設以換取天然氣進

⼝，緩解當前能源不⾜之窘境。

在歐盟各國中，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度依賴，然⽇前俄羅斯對德國直接輸出天然氣之北溪

天然氣管道遭到破壞，造成了天然氣價格再⼀次暴漲。在天然氣價格⾼昂且供應不⾜的狀況

下，德國政府除了⿎勵⼈⺠節約能源，更提出暖氣溫度不得超過攝⽒19度等過去未曾提出

之節能政策，多項節能政策的提出也讓德國⺠間擁核聲浪再次興起，⽽原訂關閉剩餘三座核

電廠之計畫也因此暫時擱置，轉為兩座核電廠延後關閉，希望透過此舉減輕能源壓⼒。

圖⽚來源：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europe/germany-needs-billions-solve-its-energy-
crisis-buyers-are-shunning-its-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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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帶來的難⺠議題
管芳儀

根據聯合國定義，難⺠是指迫害、戰爭或暴⼒⽽被迫離開⾃⼰國家尋求第三⽅庇護的⼈。今

年年初，俄烏戰爭爆發，無情的戰⽕摧毀了烏克蘭的各項建設及建築，流離失所的⼈們多數

選擇先⾄鄰近國家避難，待戰爭平息再重回家園。然⽽，原先歐洲各國預計暫時收留這些⾃

烏克蘭移出的⼈⼝，但隨著戰事的拖延，越來越多的難⺠⼈數卻造成周邊國家的困擾，使得

周遭國家為穩定財政負擔⽽逐漸減少安置難⺠之⽀出。

以德國為例，隨著俄烏戰爭所導致的能源議題升溫，天然氣價格的飆升以使多數家庭無法負

擔，因此許多家庭不願再繼續收留難⺠，期望以此減少⽀出。除此之外，教育⽂化及醫療⽅

⾯所需費⽤甚鉅，亦導致有些州開始出現拒絕接納更多難⺠的聲浪。

圖⽚來源：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number-refugees-fleeing-ukraine-
war-exceeds-�-million-un-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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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史》Ch� 世界⼤戰
管芳儀

  

本章主要介紹⾃第⼀次世界⼤戰開始⾄第⼆次世界戰結束期間烏克蘭的發展，並於當中提及

史達林和希特勒所提出之政策對烏克蘭之影響。
 

第⼀次世界⼤戰爆發後，烏克蘭於1917年成⽴中央拉達，即烏克蘭中央議會，並於之後設

⽴烏克蘭及蘇維埃代表⼤會、建⽴烏克蘭⼈⺠共和國，然因政府體系不完整且無武裝⼒量⽽

失去⼈⺠⽀持。在世界⼤戰期間，因烏克蘭受多⽅勢⼒佔據，且傳染病盛⾏，烏克蘭境內產

⽣了⺠族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對⽴，使⺠間開始出現本⼟化之浪潮，意圖藉由烏克蘭的語⾔⽂

化推廣新⽂化及信仰。1929年史達林推⾏第⼀個五年計畫，積極推⾏農業集體化，農⺠被

迫放棄私有⼟地⽽加⼊集體化農業⽣產。⽽為了維持蘇維埃政權的穩定，⼤量烏克蘭知識份

⼦遭逮捕、處決。因此，當德國⼊侵烏克蘭並佔領烏克蘭領⼟時，烏克蘭⼈不僅不反對，還

期待德國⼈的到來以終結蘇維埃政府的⾼壓政策。然在第⼆次世界⼤戰爆發後，德國對烏克

蘭的資源掠奪及勞⼒掠奪使烏克蘭再將⽬光投向紅軍，並視紅軍為解放者。

在兩次世界⼤戰乃⾄整個蘇維埃時期中，西烏克蘭都是烏克蘭⺠族⽂化及政治運動的中⼼，

但皆有蘇維埃勢⼒之介⼊，因此遲遲未能統⼀建國。

圖⽚來源：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the-��th-century-history-behind-
russias-invasion-of-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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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丁態度軟化？
劉靜雲

俄羅斯總統普丁於14⽇出席於哈薩克舉辦的「獨⽴國協」領袖⾼峰會，在記者會上直⾔不

後悔發動空襲，並表⽰俄軍⽬標並⾮摧毀烏克蘭，沒必要再對烏克蘭發動⼤規模攻擊。⽽預

備役⼈員的徵召也將在兩周內結束，沒有進⼀步擴⼤動員的計畫。

普丁還重申俄羅斯願意會談，相較於先前恐嚇態度，這次語氣較為軟化，可能與⾄今俄軍在

烏克蘭接連承受重⼤挫敗有關。這次普丁的態度也讓華爾街認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緩和，股

市開盤⾛⾼。

但最後普丁仍然強調，如果北約軍隊與俄羅斯發⽣直接衝突，將會發⽣「全球性災難」，也

使各國⾄今仍無法鬆懈警備。

圖⽚來源：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world/putin-says-he-sees-no-need-talks-with-biden-����-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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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俄戰爭下的核武⾵險-美俄溝通管道
劉靜雲

 

 

 

 

 

 

 

隨著戰事陷⼊膠著，世界就⼀直在擔⼼普丁是否會啟動核武，⽽普丁也暗⽰不放棄核武的可

能，像是在9⽉的全國演說中，普丁再度強調俄羅斯會採取⼀切⼿段⽤核武器保衛國家領

⼟。

為了避免核戰爭，美國所採取的策略是與俄羅斯開通溝通管道。美國總統拜登在上任的第⼀

年便試圖與普丁建⽴溝通渠道，⽽普丁於去年在⽇內⽡舉辦的領袖峰會中也表⽰，希望能與

美國有對話機制。近⽇美國國務院發⾔⼈表⽰，美俄很快會根據新 START 削減核武器條約

舉⾏會議，該會議最後⼀次舉辦是在 2021 年 10 ⽉，期望能透過持續交流降低核⼦衝突的

⾵險。

核戰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嚇阻施壓早已過時，儘管核武戰爭尚未開打，但各國間的⼼理戰早

已如⽕如荼展開，如今歐洲壁壘分明，北約⽀持烏克蘭，⽽俄羅斯獲得⽩俄聲援。核戰的考

驗有待持續關注普丁的⾏動。

圖⽚來源：https://www.euronews.com/����/��/��/ukrainian-advance-in-the-east-
took-russia-by-surprise-say-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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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從50個關鍵議題了解國際局勢》Ch� & Ch�
劉靜雲

第⼀章主要在定義地緣政治⼀詞，最早可以追溯到約翰·魯道夫·契倫：「作為地理有機體

的國家，在空間中⾃我展現的學科。」他所⽀持的國家有機體認為，國家帶有輕症或重病，

還包括重要部位，地緣政治便是透過定敏感部位來⽀持戰略。⽽地緣政治無法概括⼈⽂因素

及其演進、群眾移動，以及指引這些群眾的意志。

第⼆章開始談到⽬前⼗個主要地緣政治挑戰，其中像是全球治理問題，即使如今⾃由⺠主漸

漸推展⾄全世界，但國際社會並沒有完全實現。⽽美國強權仍然難以挑戰，但世界也並⾮遭

到美國主宰，全球化的⼒量讓任何強國都無法強制別的國家施加本⾝的計畫及規則，這也凸

顯其重要性。多邊主義是全球挑戰的⼀個解⽅，但先前美國退出抗暖化協議讓多邊主義遭遇

危機，此書認為世界仍然缺乏全球治理。

圖⽚來源：https://www.aljazeera.com/news/����/��/��/cop��-whats-in-the-glasgow-
climate-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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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俄戰爭對各國漁業的影響
劉靜雲

烏俄戰爭導致燃料價格上升，⽽對於需要⼤型、燃料密集型船隻的漁業來說損失嚴重。根據

執委會估計，船⽤柴油每上漲0.10歐元（近3.24新台幣），歐盟漁業部⾨的盈利能⼒就會減

少約1.88億歐元（近新台幣60.9億元），相當於船舶運營成本的⼀半。儘管⽬前歐盟國家可

以從各個國家、歐洲海洋事務、漁業和⽔產養殖基⾦（EMFAF）等管道拿到補助彌補損

失，但最佳解仍然是要減少對⽯化燃料的依賴。

⽽⽇本由於許多⿂群在俄羅斯河川⽣⻑，例如鮭⿂、鱒⿂等，為了確保漁⺠權益，因此每年

都需與俄國政府進⾏漁業談判。往年都在4⽉份舉⾏，今年因為戰爭關係⽽遲遲未展開，也

讓北海道漁⺠及流通業者擔憂。根據太平洋⼩型鮭⿂及鱒⿂漁業協會統計，往年捕撈作業的

船隻量逐年減少，主要因為近年捕撈的歉收傾向，⽽今年⽇俄遲遲不開啟談判，可能造成作

業規模進⼀步減少。

圖⽚來源：https://www.chinatimes.com/hottopic/��������������-������?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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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從50個關鍵議題了解國際局勢》Ch� & Ch�
劉靜雲

 

 

三四章在探討⽬前國際間主要的衝突與危機，以及未來發展趨勢，其中也談到烏俄兩國之間

的愛恨情仇！「烏克蘭」⼀詞源⾃於斯拉夫語，其意是指邊界地區或偏遠地⽅。⼀般聽到的

烏克蘭完全獨⽴是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然⽽在更早以前烏克蘭其實也曾獨⽴過⼀段時

間。

起因源⾃於⼆⽉⾰命，在1917年的2⽉，當時冬天超級冷，⼜冷⼜餓的⼯⼈忍無可忍決定罷

⼯，連那些來鎮壓的軍隊很多⼈也倒⼽並跟著⼀起⽰威，甚⾄把當時從⼀戰中趕回來的蘇聯

皇帝尼古拉⼀世逼到退位，最後俄羅斯帝國滅亡並建⽴了蘇維埃俄國。當時⾰命的結果刺激

了烏克蘭的⺠族主義情緒並成⽴了中央議會，在軍隊也紛紛轉投中央後，最後烏克蘭愛國者

在1918年1⽉22⽇宣布獨⽴於俄羅斯成⽴了烏克蘭⼈⺠共和國。

然⽽蘇聯當時不僅不承認，還建⽴了⼀個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與之抗衡。最後⼩⼩⼈⺠共和

國當然敵不過蘇聯⽀持的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最後於1921年再度併⼊了蘇聯，結束了這

短暫獨⽴。

圖⽚來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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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治的悲劇》Ch� & Ch��
林叡揚

⼤國政治的悲劇第九章作者探討⼤國戰爭的原因，為何常⾒的安全競爭會發展到戰爭，作者

分析不同的國際結構得到了不平衡的多極最容易發⽣戰爭，平衡多極次之，平衡兩極最穩

定。作者認為在多極體系中有更多的⼤國－⼤國以及⼤國－⼩國組合因此以及權⼒的不平衡

（這在潛在霸主存在的多極體系中尤其明顯）導致戰爭⾵險的增加，接著作者回顧了近代的

歐洲歷史從拿破崙戰爭到冷戰，對各時期的國際結構做出分類，統計了戰爭時間以及次數以

驗證其理論的正確性。

第⼗章是有關中國能和平崛起嗎，作者從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分析，提出隨著中國國⼒增

⻑，定然會尋求如同美國在西半球的區域霸主地位，在亞洲建⽴區域霸權，驅逐美國勢⼒。

同時因為亞洲是⼀個不平衡多極體系，因此戰爭發⽣機率是⼤於美蘇冷戰的，最後作者⼜對

兩種樂觀論點儒家和平主義以及經濟相互依存理論進⾏批判，並總結隨著中國崛起亞洲安全

競爭將進⼊⽩熱化的階段。

圖⽚來源：https://images.app.goo.gl/aQh�yVdeah��a�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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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中的氣候賠償
林叡揚

在今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締約⽅會議（COP��）有⼀個重要的議題那就是氣候賠償，

氣候變遷造成的「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隨著旱災、洪⽔的愈加頻繁，越來

越受到世界各國尤其是開發中亞⾮國家的重視。

氣候賠償的精神是由汙染者(已開發的⼯業化國家)，提供資⾦賠償受到氣候災害影響的地

區，不只是賠償災害損失，同時還要積極地協助受影響的國家適應，減少未來災害造成的⽣

命財產損失。

過去富裕的已開發國家對氣候賠償的概念⼗分保留，擔⼼這會是開發中國家向他們尋求各種

補償的開始，因此對這⼀概念採抗拒的態度。隨著中國與西⽅的競逐，以及氣候變遷的影響

越發明顯，在埃及（也是開發中國家）舉辦的COP��有望可以推進有關氣候賠償的討論。

圖⽚來源：https://twitter.com/COP��P/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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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俄衝突下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
林叡揚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為期三天的中東訪問，受到世界各國媒體的關注，此次三天訪問除

了是對沙烏地阿拉伯的訪問，也包含與中東各國的峰會，範圍包括外交、經貿、基礎建設、

乃⾄武器裝備的合作，是近期重要的外交活動。

這次中阿峰會如此受矚⽬的原因，在於在烏俄戰爭的背景下沙烏地阿拉伯為⾸的中東國家為

主的OPEC國家並不願意增產⽯油配合西⽅對俄羅斯的經濟戰，外加各種⼈權問題，沙烏地

阿拉伯與美國關係惡化。此峰會是否會顯⽰在美國戰略重⼼轉向印太地區的當下，中東國家

新的外交⽅向，值得我們仔細觀察，尤其是中阿之間是否會有更進⼀步的經濟乃⾄軍事上的

合作。

圖⽚來源：https://s.yimg.com/ny/api/res/�.�/ghyoKNZOE�O�iD�HkbzADQ-
-/YXBwaWQ�aGlnaGxhbmRlcjt�PTk�MDtoPTYzOTtjZj��ZWJw/https://s.yimg.com/os/c
reatr-uploaded-images/����-��/��f�����-��b�-��ed-af�f-�a��a�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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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與烏俄戰爭
林叡揚

今年教宗(12/25)在聖誕⽂告中呼籲和平，終結"無謂”(senseless)戰爭，教宗⾃烏俄戰爭爆

發後⼀直受到某些⼈的指責，教宗雖然表達希望戰爭結束，停⽌殺戮但是在⾔語上極其斟

酌，避免直接譴責俄羅斯’，同時對於戰爭的起因也⼗分保留多次暗⽰西⽅在烏俄戰爭中的

責任，筆者認為這極有可能因為當今主要的天主教徒聚居區，中南美洲以及亞⾮地區廣⼤的

信眾的看法，與西⽅並不⼀致，對於俄羅斯的同情程度也⾼於西⽅，教宗做為宗教領袖理應

政治中⽴、外交要顧及，如今佔教徒⼤部分的亞⾮及拉丁美洲地區信眾的想法，故⽽採取被

動呼籲和平的⽴場。

圖⽚來源：⾵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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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亞⼤橋爆炸帶來的百姓傷亡增⻑
張芳薰

在10⽉8⽇，克⾥⽶亞⼤橋爆炸以及發⽣⼤⽕造成3⼈死亡。由於克⾥⽶亞⼤橋是俄羅斯運

輸軍事⽤品和補給品的重要管道，許多⼈認為這可以造成俄羅斯在南烏克蘭佔據地上的管理

困難。

雖然烏克蘭⼈⺠以及官⽅⼈員對於此事表⽰極⼤的喜悅，但官⽅並沒有對外宣布此舉動為烏

克蘭政府所為。相對的，普丁當夜指控此舉動為烏⽅的恐怖主義⾏為。

然⽽，時隔2⽇，俄國在早晨上班⼈潮擁擠時向烏克蘭⾸都基輔以及許多烏國城市發射了眾

多顆導彈，造成⾄少11⼈死亡，64⼈受傷，以及相當⼤範圍的停電。此舉也是烏克蘭⾃2⽉

以來遇上最嚴重的導彈與⽕箭彈攻擊。普丁對外宣告，如果再繼續有恐怖主義⾏為攻擊俄國

領⼟，俄國則採取同等威脅性的反擊。

圖⽚來源：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news/picture/in-pictures-russia-launches-biggest-air-
idUSRTSC�U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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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治的悲劇》Ch� & Ch�
張芳薰

  

⼤國政治的悲劇第五章是講國家的⽣存策略，分別有獵取權⼒、制⽌侵略和逃避衝突的戰

略。⼤國可能會採取以上的策略追求地區霸權、財富、陸上軍⼒以及核武⼒量。獵取權⼒的

策略有戰爭、訛詐、誘捕和坐觀⾎腥廝殺；制⽌的策略有抗衡與推卸責任；逃避的策略有扈

從和綏靖。其中以逃避的策略為作者最不欣賞的策略，因為他不但不會使權⼒平衡，反⽽會

使權⼒更加集中於⼀⽅。

接下來的第六章是⾏動中的⼤國⸺攻勢現實主義的歷史案件。作者在這章使⽤歷史案件來

證明他在第⼆章提出的理論—「為什麼⼤國常懷有野⼼，為什麼他的⽬標是最⼤化地佔有世

界權⼒？」的解釋。他連續舉了四個例⼦：1868-1945的⽇本、1862-1945的德國、1917-

1991的蘇聯和1861-1943的義⼤利來證明。接下來作者探討了守勢現實主義認為戰爭是不合

理的⾏為，最終認為決定⼀個侵略者是否理性應該是要看發動戰爭的政策策略制定過程⽽⾮

衝突結果。

圖⽚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imcomkorea/����������

圖⽚內容：韓戰中美國⼠兵因夥伴死亡⽽悲痛欲絕，受另⼀位⼠兵的安慰。背景中的醫護兵

有條理地填寫傷亡兵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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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link: Elon Musk對烏克蘭的衝突與幫助
張芳薰

俄烏戰爭進⾏的這幾個⽉，烏克蘭其中⼀個重要的聯繫⼯具為SpaceX的Starlink。Starlink

在2019年發射了⼀系列的衛星，為了替地球上⽋缺服務的地區提供寬頻服務。⾃從俄烏戰

爭的開始，烏克蘭就依賴著這些衛星做戰場上的聯繫⼯具，⽽Space X也無償地提供這些服

務。直到10⽉初，Space X的創辦⼈Elon Musk在推特上發⽂分享⾃⼰對於俄烏戰爭的解決

⽅法，導致網⺠⼤⼤的反擊以及許多專家、政治⼈物，包括烏國總統的反應。

隨後，在10⽉15⽇，Musk表⽰他的公司無法繼續為烏克蘭提供免費的服務，並要求美國政

府 負 擔 此 費 ⽤ ， 此 發 ⽂ 獲 得 ⼈ ⺠ ⼗ 分 ⼤ 的 反 擊 。 他 也 表 ⽰ 他 們 的 主 要 對 ⼿ ，

Lockheed&Boeing，有獲得美國國防部⾼達600億美的補助。然⽽Musk隔天⼜⾺上在推特

上發⾔宣布就算美國政府不給予補助，Space X還是會持續提供免費的服務。

圖⽚來源：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lon_Musk_at_a_Press_Conf
erenc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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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波羅結核電廠轟炸:核災危機的可能性
張芳薰

⾃11⽉20⽇左右，許多炸擊聲響可以從烏克蘭東南⽅的札波羅結核電廠，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Plant，附近聽到。札波羅結核電廠為歐洲最⼤的核電廠，雖屬烏克蘭但卻

從今年的三⽉初開始被俄軍掌控。聞此消息， 國際原⼦能機構（IAEA）的總幹事—拉斐

爾．格羅西，匆忙的呼籲札波羅結核電廠及其周圍的戰⽕必須停⽌。

根據烏克蘭屬機構在今年製作的模擬中，若是有⾞諾⽐等級的災難發⽣在札波羅結核電廠，

將在短短幾⽇之時就可以散布、影響⾼達13個國家，其中當然也包含俄羅斯及烏克蘭。

然⽽造成眾多恐慌的罪魁禍⾸依舊不清，俄軍指控烏軍攻擊⽬前為俄軍控制的札波羅結核電

廠，然⽽烏軍也相對指控是俄軍攻擊該核電廠。⽽雖然⽬前的轟炸沒有對核電廠造成實際上

的傷害，但若持續下去，將可能造成無法想像的傷害。

圖⽚來源：
https://www.flickr.com/photo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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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勢⼒，招兵買⾺：華格納集團
張芳薰

近期⼀個俄羅斯私⼈軍事服務集團，華格納集團內的⼠兵突然⼤幅⽣⻑。華格納集團⼀向與

俄國政府⾛的親近，其領導者甚⾄被稱為普丁的廚師。此集團是在2014年頓巴斯戰爭時得

到了國際關注，並以殘暴殘忍的⼿段出名。

根據CNN的報導，華格納集團內⼈數從今年五⽉的1000⼈⾄今已⽣⻑到20000⼈以上，甚⾄

是⽬前所有派出的俄軍約10分之⼀的⼈數。

隨著戰爭的進⾏，俄國政府似乎越加倚賴華格納集團，因此為了湊出⼤量⼠兵，他們轉向監

獄裡的囚犯，並以薪資及六個⽉在前線上打仗作為消除或減弱刑期的交換，⽽這些新加⼊的

軍隊⼤多都沒有受到完整訓練，也被英國官⽅認為其性質為可消耗性的⼠兵。美國官⽅也認

為近期此集團向北韓購⼊導彈及⽕箭，但也受到北韓及集團的否認。

圖⽚來源：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ukraine-regional-official-says-strike-hits-
wagner-group-head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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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再無情，教育不能停
吳富宇

教育是俄烏戰爭最⼤受害者之⼀。在烏克蘭全國境內，幼稚園被轟炸、⼩學被改為避難所，

甚⾄有些學校成為臨時墳場。烏克蘭⽗⺟、⽼師和政府，無不竭⼒為教育中斷的兒童提供課

程，如：遠距教學、線上線下混和授課等，但⼈⺠因戰爭流離失所，學習之路變得⾮常曲

折。

聯合國推動的「教育不能等待」基⾦會（Education Cannot Wait）主席謝⾥夫解釋：「通

常遇到⼈道主義危機時，會先聚焦⽔和庇護，教育的優先性卻被低估；但從許多處於危機中

的國家可以看到，現實是教育中斷會⼀直延續下去，可能10年、20年、甚⾄30年。」

為了協助學⽣⾯對⼼理挑戰，⾮營利組織「為所有⼈⽽教」（Teach For All）旗下獨⽴機構

「為烏克蘭⽽教」（Teach For Ukraine）提供該國教師訓練，例如每⽇情緒檢查、進⾏呼

吸練習，在空襲警報響起時能讓⼤家冷靜下來。

圖⽚來源：https://reurl.cc/qZ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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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從50個關鍵議題了解國際局勢》Ch�
吳富宇

地緣政治⼊⾨第五章是在講11個議題，分別為：邊界的終結、⼀致的全球化、軍事權⼒的

弱化、資訊及通訊新技術、⼲涉、國家的揚棄、戰爭私有化、原物料、全球化下的體育競

賽、歐洲正在衰退？多邊主義的危機。

即使全球化重新改變了時間與空間的概念，縮短⼈與⼈的距離，卻仍舊無法擺脫控制⽽施⾏

的領⼟、邊界及競爭概念。邊界仍然是地緣政治、國際⽣活與國家定義的核⼼。

資訊及通訊新技術既可以是操控的可能⼯具，也可以是資訊與通訊⾃由流通的絕佳⽅式。這

些技術將在未來扮演重要⾓⾊，且改變⼈⺠與當權者之間的關係。朝向更加透明化與⼈⺠擴

權的結構性變動，似乎已不可避免。

⺠間軍事公司在軍事⾏動的地位愈形重要，但這些公司會造成掌控、訓練與責任的問題。⺠

間軍事公司會產⽣複雜的利益衝突，藉助其服務的國家亦包括在內。

圖⽚來源：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international/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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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衝突下⾳樂的⼒量
吳富宇

在今年3⽉8⽇，國際知名⼤提琴演奏家⾺友友在華盛頓的⽢迺迪中⼼演出，他獨⾃前往俄

羅斯駐華盛頓⼤使館前演奏，傳達和平之意。⽇本中部愛樂樂團禁⽌演奏俄羅斯作曲家柴可

夫斯基《1812序曲》，改成演奏芬蘭作曲家西⾙流⼠的《芬蘭頌》，相信⼤家都為這充滿

⺠族主義精神的作品感動。

⾳樂雖然無法抵擋殘酷的炮⽕攻擊，卻能呈現戰⽕下⼈⺠⼼中最真實的⼼情與渴望，是宣洩

情緒、表達想法的形式，處理⼈類的歡樂、憤怒、悲傷等各種集體的情感。任何⾳樂類型都

有關⼼社會的意義在內，甚⾄形成改變的⼒量，⾳樂的本質及特質，對於群眾的影響及時代

背景，其感染與凝聚⼒是⼗分緊密的。

圖⽚截圖⾃影⽚，影⽚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uWhe_j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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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之⾨：烏克蘭2000年史》Ch� & Ch�
吳富宇

背景－烏克蘭位處東歐，周圍有許多國家，附近也有豐富資源及海域（⿊海、亞塑海），其

地形有平原、森林和⼭地，以上種種背景因素也使烏克蘭成為東西兩國重要樞紐，能將東⽅

的俄羅斯和中東地區從西歐勾連，也是作者所謂的「歐洲之⾨」。

早期歷史－歐亞⼤陸北部的遊牧⺠族斯基泰⼈⾄烏克蘭地區定居和遊牧並與古希臘⼈進⾏貿

易，將⾷物、知識、⾒聞傳回希臘，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也提及：「第聶伯河兩岸有著最

豐富的草地和最⽢甜的河⽔，美麗⽽富饒 。」

烏克蘭的誕⽣－九世紀中期，維京⼈在進攻拜占庭帝國之際發現基輔的戰略重要性，到九世

紀末基本上控制基輔，征服斯拉夫部落，且與斯拉夫⼈通婚融合，產⽣新⼀代的羅斯⼈。為

了維持統治合法性並穩定權威，基輔羅斯⼈與拜占庭帝國聯姻，放棄原始宗教另改信基督政

教（東正教）。隨後東正教⼤牧⾸稱基輔為督主教區，基輔掌管烏克蘭宗教事務並正式成為

重要城市，隨後興建聖索菲亞⼤教堂。到了1054年內⾾頻繁，地⽅勢⼒崛起並形成地⽅割

據。1235年蒙古⼈第⼆次西征，並在1240年攻⼊基輔，也帶來烏克蘭的末⽇。

圖⽚來源：http://ua.chinaembassy.gov.cn/chn/dshd/������/t��������_�������.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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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法禁⽌LGBT意識
吳富宇

 

俄羅斯國會於11⽉24⽇修法通過，將原先禁⽌向兒童宣傳LGBT的法案，修改為禁⽌所有年

齡層的⺠眾宣傳，在公共場合、網路、電影、出版刊物或廣告上出現任何被視為試圖宣傳

LGBT意識都將招致重罰。針對個⼈罰款最⾼可達40萬盧布（約20萬元新台幣），公司法⼈

罰款最⾼可達500萬盧布（約250萬元新台幣）。外國⼈則可能⾯臨15天的拘禁，隨後被驅

逐出境。

禁⽌宣傳同性戀法案⽴法者⾟斯坦（Alexander Khinstein）表⽰，⾯對西⽅提倡的「⾮俄

羅斯」頹廢價值觀，俄羅斯政府正在捍衛道德。

批評⼈⼠認為此舉是為了進⼀步恐嚇和壓迫俄羅斯的同性戀群體，⽬前俄羅斯政府已經利⽤

現⾏法律阻⽌舉辦同性戀遊⾏，並逮捕同性戀⽀持者，新法的意圖是要把LGBT⽣活模式⼀

次從公眾視野中掃除。

圖⽚來源：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morning-brief/

組員IG發⽂作品

128



六、⼩論⽂寫作

⾃主學習⼩組在學期間所討論的內容廣泛，包含指定閱讀書籍、對國際新聞的評析投稿、影

⽚的欣賞、額外的⽂獻閱讀。成員可以透過撰寫⼩論⽂培養表達能⼒、分析能⼒、思辨能

⼒。⼩論⽂的產出可以統整以上的素材並且以主題「俄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進⾏發想，

撰寫較為學術性的⽂章，並且以此為整個學期所討論過的內容、研究的議題做總結。

本學期由於組員較多，⼤家對於研究問題都有相當多的⾒解與好奇，因此別於以往，本次⾃

主學習我們⼜再細分兩組撰寫⼩論⽂，分別以「從俄烏衝突看攻勢現實主義的缺陷」、「⼟

⽿其周邊區域衝突對其外交關係的影響⸺以2012－2022⼟俄關係變化為例」為題，產出兩

篇⼩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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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寫作-

從俄烏戰爭看攻勢現實主義的缺陷

摘要：

俄烏戰爭的發⽣激起全世界對於戰爭的再⼀次關注與恐懼，尤其⼆⼗⼀世紀的今天⼜再度出

現了國家⼊侵國家的武裝衝突，也引發學界對於衝突發⽣原因的熱烈討論。在眾多典範與理

論的爭論中，攻勢現實主義⼜特別受到⼤家關注。這起因於攻勢現實主義的提倡者，芝加哥

⼤學政治系教授⽶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七年前⼀場名為「為什麼烏克蘭是西⽅

的錯？」（Why is Ukraine the West's Fault?）講述2014年後俄烏衝突的解釋與內涵，並指

出兩點必須處理的問題：⼀、烏克蘭必須成為中⽴國家；⼆、烏克蘭必須成為北約與俄羅斯

的緩衝國。此⼆問題不解決，俄烏衝突無法避免。

 

果不其然，2022年初俄烏戰爭爆發，莫斯科以「去軍事化、去納粹化」為理由對烏克蘭發

動軍事⾏動，⽶爾斯海默的解釋與預測靈驗，也讓攻勢現實主義⼀時成為俄烏戰爭的顯學。

然⽽，攻勢現實主義畢竟為現實主義的⼀⽀派，其強調國家間的權⼒與理性⾃利，對於其他

無法量化或有時⾮理性的意識形態、歷史⽂化、價值觀等元素沒有太多考慮；此外，現實主

義考量國家為單⼀理性⾏為體，因此也不將國內政治狀況列⼊考量，關於國際組織、國際合

作⽅⾯也不是關注重點。然⽽，對於戰爭合法性與正當性，普丁曾不只⼀次訴諸歷史問題，

強調烏克蘭⾃古是俄羅斯的⼀部份；也有學者認為，普丁與眾多傳統俄羅斯菁英⼼中，皆有

恢復過去俄羅斯帝國、蘇聯等壯盛版圖的潛在意圖；另⼀⽅⾯，基輔的澤倫斯基上台，過度

向西⽅靠攏，似乎也都構成戰爭起因的⼀⾓。

 

因此我們好奇，在攻勢現實主義強調的物質性因素外，諸如意識形態、歷史⽂化、價值觀、

國內政治等這些⾮物質因素的考慮，如何促成戰爭的發⽣？其他理論解釋戰爭發⽣的起因⼜

為何？這些理論與元素交替⽐對，是否能證實戰爭另有其他發⽣原因，且也能藉此證明攻勢

現實主義存在的缺陷與解釋不⾜之處？據此，我們以「從俄烏戰爭看攻勢現實主義的缺陷」

為題，希望能找出該理論之不⾜，並提供更全⾯、宏觀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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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寫作-

從俄烏戰爭看攻勢現實主義的缺陷

⼤綱：

壹、前⾔

          ⼀、研究動機

          ⼆、研究架構

貳、攻勢現實主義理論 

          ⼀、攻勢現實主義基本架構

          ⼆、理論基本邏輯

          三、理論基本內涵

參、俄烏衝突背景

          ⼀、俄烏關係的歷史淵源

          ⼆、烏克蘭內部政治狀況

           三、俄烏衝突發展狀況（2014~2022）

肆、攻勢現實主義對俄烏衝突的解釋

   ⼀、解釋邏輯

  ⼆、⽶爾斯海默的說法

伍、其他理論檢視野

  ⼀、⾃由主義的解釋

  ⼆、其他現實主義的解釋

  三、建構主義的解釋

陸、理論⽐較與對照

柒、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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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寫作-

⼟⽿其周邊區域衝突對其外交關係的影響⸺以2012-

2022⼟俄關係變化為例

摘要：

⼟⽿其地理位置特殊，控制⿊海，與許多歐、亞、⾮洲國家有緊密的地緣政治關係。在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的脈絡下，⼟⽿其的重要性尤其明顯，因此其與不同國家的關係受到

國際⾼度矚⽬。從戰爭爆發⾄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為被⼤多數國家譴責，⽽相較於

有明確⽴場的美國、中國等國家，⼟⽿其的⽴場搖擺不定。舉例⽽⾔，⼟⽿其雖然表態反對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為，但⼟⽿其並沒有跟隨其他北約盟國，實際對俄羅斯進⾏制裁，

由此可⾒，⼟⽿其仍然希望與俄羅斯維持良好關係。⼟⽿其與俄羅斯的良好關係與其⻑年仰

賴俄羅斯能源有關；然⽽，除了能源之外，我們希望探究是否有其他因素存在，導致⼟⽿其

希望與俄羅斯維持良好外交關係，同時，了解近⼗年來的⼟俄關係變化。

在探討是否有其他因素影響⼟俄關係時，根據層次分析，我們需要綜合評估國家領導⼈、國

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但由於國家領導⼈的意志容易受主觀判斷影響，且2012年到2022年

間，⼟⽿其與俄羅斯皆由相同政黨執政，故本研究擷取層次分析中的國際體系作為研究重

點，藉由分析這⼗年來發⽣在⼟⽿其周邊的主要衝突事件⸺敘利亞內戰、伊斯蘭國發展及

2022年爆發的俄烏戰爭，了解⼟⽿其周邊區域衝突如何影響及型塑⼟⽿其外交政策，並檢

視⼟⽿其與俄羅斯關係在2012年到2022年間的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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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寫作-

⼟⽿其周邊區域衝突對其外交關係的影響⸺以2012-

2022⼟俄關係變化為例

⼤綱：

壹、前⾔

         ⼀、研究動機

         ⼆、研究⽅法

貳、⼟⽿其對俄羅斯介⼊敘利亞內戰的態度及作為

         ⼀、敘利亞內戰之背景

         ⼆、⼟⽿其與俄羅斯的對⽴關係

         三、⼟俄衝突- 2015年⼟⽿其擊落俄羅斯戰⾾機事件

         四、⼟俄協議

         五、⼩結

參、伊斯蘭國的發展

         ⼀、伊斯蘭國之簡介

         ⼆、伊斯蘭國與⼟⽿其之衝突

         三、俄羅斯與伊斯蘭國之關係

         四、伊斯蘭國對⼟俄關係之影響

         五、⼩結

肆、⼟⽿其在俄烏衝突中的⾓⾊轉變

         ⼀、俄烏衝突背景簡介

         ⼆、⼟⽿其對俄烏衝突之⽴場表態

         三、⼟⽿其對俄羅斯之實際作為

         四、⼩結

伍、影響⼟俄關係的因素分析

陸、結論

柒、參考⽂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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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以「俄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為名，在於以俄烏戰爭為出發，產⽣出來的跨國、

全球的新情勢。因此我們不僅只關注俄烏戰爭本⾝發展，也不只侷限東歐、歐洲政經概

況，⽽是從全球的維度觀察，判斷、構思出戰爭造成的新情勢。

關於俄烏戰爭的爆發，攻勢現實主義似乎變成主導顯學，⽶爾斯海默三年前的演講點閱突

破千萬，俄羅斯⼊侵烏克蘭，被解釋為安全問題，烏克蘭過分向西⽅靠攏、加⼊歐盟與北

約的請求成為最後⼀根稻草。歐盟東擴到莫斯科前庭，當然惹得這頭⼤北極熊要奮起反

抗。無關乎是否具有侵略，任何國家都會有⼀樣反映。

然⽽從歷史脈絡出發，俄羅斯從帝國⾛向世界兩極之⼀，再滑落到今⽇的「多強」，對於

帝國稱雄的野⼼，以及俄羅斯內部貴族社會上流對當前國勢的不滿，都為強⼈普丁要恢復

俄羅斯光榮注⼊催化劑。加上曾為⼀體的烏克蘭加速「去俄化」，倒向西⽅陣營，灌⼊貪

腐的西⽅政治⽂化思想，更讓莫斯科群情激憤。烏克蘭在兼顧物質因素的安全困境、⾮物

質因素的歷史⽂化雙重結構作⽤下，也難怪促成戰爭爆發。

戰爭⾃⼆⽉持續⾄今，仍無停⽕跡象。雙⽅在戰爭前線互有進退，但看似都沒有絕對的上

⾵或優勢。短期看來也沒有和平談判的可能，歐洲之⾨的烽⽕，看起來還沒有延燒盡頭。

跳脫俄烏，來到歐洲層次。俄烏戰爭代表歐洲⼒量與俄羅斯⼒量的代理－直接衝突，在沒

有直接介⼊的情況下，歐洲提供軍援、⾦援，成為烏克蘭打仗的供應商，但也顯現歐洲背

後的⽭盾：部分歐洲國家仰賴俄羅斯提供的天然氣，⾏動上顯得有些桎梏，國際上的相互

依賴，仍然限制國家的⾏動。

爬到最⾼層的世界格局，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更是代表西⽅與⾮西⽅在意識形態、政

治制度、價值觀上的⽭盾與對⽴，更為衝突蒙上不可避免、難以諒解的陰影。俄烏衝突顯

現的是全球化的裂解，意識形態的衝突，世界秩序的再融合，不只是烏克蘭⼈與俄羅斯⼈

們的事，全球都涉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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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國際新情勢，裂解與融合，⼀定程度也醞釀了俄烏戰爭的發⽣。⽽既然這個趨勢是

全球性的，那下⼀個烏克蘭在哪裡？

當第⼀枚⾶彈命中基輔時，⼤家都在慌張，今⽇烏克蘭，是不是明⽇臺灣？這與今⽇香

港，明⽇臺灣；今⽇阿富汗，明⽇臺灣等過於簡化、去脈絡化的類⽐⼀樣，沒有直接⽐擬

的可⾏性，畢竟每個國家的環境與狀況本就不⼀。然⽽當俄烏遇上兩岸，有些元素與作⽤

⼒實在雷同，也難免引起⼩國遇上強權進犯的恐懼。

國際關係在歷史中尋求並解釋國家與國家互動的過程，整理出國家⾏為的基本邏輯，並藉

此預測、影響國家的⾏動。俄烏必然不能簡單類⽐兩岸，但其互動模式與衝突成因依然可

以成為兩岸競合的⼀個對照。

我們該思考的問題是，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武裝衝突，臺灣學到了什麼？這不僅是當局者需

要去釐清，也是全⺠都可以反思的疑問。各⼈⼼中⾃有不同解釋，我們也不好統⼀訂下正

確解答。

俄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本⾃主學習⼩組透過投書、⼩論⽂、IG貼⽂撰寫等⽅式，將我

們所觀察到的國際情勢評論、解析，在這新情勢下，我們觀察到了戰爭爆發背後的歷史與

⽂化影響、安全及地緣政治、權⼒之考慮，也看到戰爭發⽣後，全球挺烏背後的⼤國⽭

盾、國際組織的分化與掣肘、全球互賴的牽連與脈絡…這些都是觀察與解釋，再延伸⼀

層，接下來就要能做到類⽐並預測，這在⾃主學習之外，需要往後更多的磨練與學習。

俄烏戰爭仍在進⾏中，也因此我們的主題定名：俄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我們依舊

是當下的參與者⽽不是歷史的旁觀者，本⾃主學習能做出的脈絡與解釋邏輯必然有限。然

⽽⾃主學習結束了，但個⼈學習仍未結束，未來⼩組夥伴同聚讀書會的機會雖然變少，但

在這次⾃主學習的經驗依舊會在往後的學習中作⽤，能有更精銳、敏感、成熟的眼光去評

論時事、判斷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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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秦

很榮幸有機會參與到兩次⾃主學習，相對其他夥伴的⼼得，或許我的觀察與學習，會有些

不同。

第⼀次⾃主學習的學習⼼得，算是對這些計畫與⽅案的第⼀次接觸，相對陌⽣但也充滿期

待。讀書會、參訪、⼩論⽂、投書，⼜都是跟國際關係相關，這在政治（尤其國際關係）

資源相對較少的清⼤，是⼀個特別的機會。

如果說第⼀次⾃主學習是為了精進⾃⼰的知識，加速⾃⼰的跑步速度，那第⼆次的⾃主學

習就是期望⼤家共好，推著⼤家⼀起跑。作為組⻑，帶⾃主學習⼩組除了凝聚、組織⼤

家，也是將過往的⾃主學習經驗分享、傳承給⼤家，讓⼤家能更快步上軌道，免去迷茫摸

索的時間。

猶記去年第⼀次拜會，對象是對外關係協會，我是聯繫負責⼈，當時也是臨時想到要整理

對⽅單位及與會貴賓的資料，並連同訪剛彙整印出成紙本給其他夥伴，讓⼤家能在參訪時

更快進⼊狀況。有了去年的經驗，今年參訪時我們提前做好參訪時⼯作分配、叮囑準備資

料，模擬參訪過程，也因此在參訪時，並沒有特別突發狀況，愈到後⾯的參訪⼤家也更加

熟悉。

讀書會有了去年讀不完、草草結束的借鑑，今年我們妥善做好分配，並視狀況做進度微

調，直到學期結束，指定書⽬的兩本書都閱讀完畢，讀書會也有好的結果。⼩論⽂部分，

由於⼈數較多，因此這次分為兩篇⼩論⽂撰寫，相對過去⾃主學習，也有更多產出。然⽽

⼀學期內要完整產出也有挑戰，⽬前我們規劃下學期繼續修改、精實⼩論⽂內容，並以投

稿相關學術學會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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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前次⾃主學習，這次⾃主學習更加有組織與規劃，最有效的體現即是在IG經營上。多

虧夥伴的監督，我們的粉絲專⾴持續發⽂、與粉絲互動。我們的發⽂數與粉絲數是上屆的

數倍之多。此外，也藉由每次發⽂所撰寫的簡單評論，我們能養成時常注意國際時事的習

慣，更能培養評論與觀察的能⼒。

時光匆匆，⾃主學習也來到尾聲。感謝所有⾃主學習夥伴這⼀學期的參與與陪伴，平常⼤

家課業都相當繁重，也可能有很多私⼈事務，要在每週都擠出⼀個半⼩時的時間出來參加

讀書會，實在⾟苦。另外我也要特別感謝副組⻑李品萱，在我有外務無法出席讀書會的時

候幫忙帶討論，協助⾏政庶務、統籌規劃，⾮常細⼼仔細，讓我由衷佩服、尊敬。⾮常感

謝。

最後，也要感謝⽅⽼師給予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再回來幫忙⾃主學習。這次以不同⾝分帶

領，有了不同層次的學習與體驗。就像⽼師時常叮囑的，要⽐以往不同，才能看⾒成⻑與

進步。這個期許我會好好收藏在⼼頭，未來⾯對更多學習與挑戰，繼續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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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品萱

這學期是我第⼆次參與⾃主學習計畫。上次的⾃主學習經驗讓我有很多特殊的體驗，讓我

對於⾃主學習的學習模式有所熟悉， 也讓我對國際議題與知識有更多的了解，因此，我選

擇再⼀次參與⾃主學習⼩組，希望能夠學習到更多，並且跟過去的⾃⼰相⽐，有所提升。

在整學期的⾃主學習歷程中，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準備訪綱以及撰寫⼩論⽂的整個過

程。在準備訪綱的時候，我覺得相對有挑戰的是如何⽤精簡的⽂字描述我們想要詢問的問

題並且呈現問題的脈絡，⽽在這個時候，除了精選相關資訊、反覆確認問題的脈絡是否完

整之外，透過重複的讀問題以及與組員互相討論，也都能發現可以再調整的地⽅。藉由準

備訪綱的過程，我學習到如何更熟悉準備提問的流程，也學習到如何更精準的表達⾃⼰的

疑惑之處。

對我來說，⼩論⽂撰寫令我印象深刻的原因在於我跟組員們在定主題時花了⾮常多的時間

跟⼼⼒在蒐集資料以及討論上。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會發現因為這次的主題⸺烏俄戰爭

還正在進⾏中，所以，相對⽽⾔，不容易找到相關的數據資料，也需要花更多努⼒，才能

確認資料的正確性與真實性。⽽在⼩論⽂主題及⼤綱確定之前，我與組員們也討論了好幾

週，在每⼀次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不斷的查詢資料、補上相關訊息、進⾏修正，這讓我們

吸收到了許多的相關知識，也讓我們對於欲撰寫的內容有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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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體⽽⾔，這學期的學習主題更加貼合時事，對我⽽⾔，也更陌⽣。因此，需要花更⼤

量的時間與⼼⼒追蹤時事的脈動、了解各國的發展脈絡以及查閱更多的⽂獻資料。不過，

與上次的⾃主學習過程相⽐，我覺得⾃⼰在各⽅⾯都更得⼼應⼿，也更知道如何完成學習

過程中的每⼀個環節，並在每⼀個環節中進⾏更深⼊的學習，讓⾃⼰在整個學期當中有豐

富的收穫。

最後，⾮常謝謝⽅⽼師邀請我再次參與⾃主學習⼩組，也⾮常感謝⽅⽼師在這學期的指

導，此外，也⾮常感謝在這學期的⾃主學習中接受我們拜會的單位與協助我們學習的每⼀

個⼈。透過這學期的⾃主學習，我對於此次主題的相關議題有更多的了解，也吸收到了更

多元的看法以及觀點。同時，我也⾮常感謝這⼀次⼀起參與⾃主學習的每⼀位組員，很榮

幸有機會可以跟⼤家⼀起交流不同的觀點，⼀起克服被已讀不回的焦慮，⼀起⾯對學習上

與產出上的各種困難，期待未來還有機會跟⼤家共同學習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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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映儀

⼀開始想加⼊⾃主學習⼩組是想說可以跟⼀群對國際議題有興趣的夥伴共同深⼊探討某⼀

個國際議題感覺是⼀件很有趣的事情，雖然⼀開始對於⾃⼰能不能夠堅持這份熱忱到學期

末滿沒有⾃信的。不過，結果卻是意猶未盡。在⾃主學習期間，我們共觀賞了兩部相關議

題影⽚、閱讀了三本書、參訪了四個單位，並且分組將各產出⼀篇⼩論⽂，同時也要寫投

稿以及社群媒體的⼩⽂案，期間也要定期向⽼師回報進度，並且預約時間與⽼師討論近

況。

我⾃⼰不是⼀個很喜歡閱讀⽂本的學⽣，不過因為有同學們的陪伴、參與，讓我覺得⾃⼰

有責任應該要傳達書中的正確資訊讓同學了解，促使我對於在書籍中我負責的部分著墨不

少，⽽我⾃⼰也從中學習到很多以前沒有涉略到的知識。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我認為最有

挑戰，但同時也最好玩的部分是單位參訪，準備期間每⼀個細節都不能疏忽，包含寄參訪

詢問信、訪問⼤綱，⼀直到最後⾯的感謝信。這每⼀個細節除了我⾃⼰在待⼈處世上有所

成⻑以外，我認為這也是團隊合作的⼀部分，是因為⼤家⼀起任勞任怨地集思廣益把訪問

⼤綱完成、積極跟單位接洽，我們才能夠如此順利地參與完每⼀個單位。對我⾃⼰來說，

我也認為這對我來說是⼀⼤突破，因為我總是不太敢在⼤家⾯前發表意⾒，因為這些參

訪，不管是在⼩組內部意⾒的發表，或者是在參訪當下，都有突破我⾃⼰的舒適圈。

⾄於⼩論⽂寫作，我認為主題的設定是最困難的，因為⼩組內每⼀位成員的知識背景都不

太⼀樣，有興趣的主題也不太⼀樣，所以我們針對主題討論了許久，最後我們決定針對近

年來俄羅斯與⼟⽿其的關係轉變進⾏探究，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後來決定參訪駐台北⼟⽿其

貿易辦事處的原因之⼀。雖然我們針對⼩論⽂主題以及其內容分段為何開會討論不下⼗

次，不過我相信不論質量為何，我以及每⼀位同學都能夠從寫作中獲得很多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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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主學習⼩組內每⼀位成員對於這⾨課的貢獻肯定不⽌這兩學分，就如我上⾯提及

的，除了每週約定的聚會時間外，⼤家肯定額外花了許多時間在撰寫投稿、社群的⽂案、

指定書籍的閱讀以及⼩論⽂內容的資料查找。我覺得這樣的精神是相當值得欣賞的。我們

每⼀位成員的科系、興趣以及背景皆不相同，但也因為這樣我們的分⼯相當有效率；⽐如

說：有同學特別擅⻑經營社群媒體；有的同學主要負責訪問⼤綱的翻譯⼯作；有的同學因

為平常對國際⼤事特別有研究，因此很多資訊來源都來⾃於他；也有的同學對於投稿相當

有經驗，⼤家有問題都可以請教他。因為學習⼩組，我督促我⾃⼰對於俄烏戰爭的議題有

更深的認識，並且多看國際新聞；但我學習到的絕對不⽌針對俄烏戰爭本⾝，還有在團隊

合作、思考模式⽅⾯都讓我受益良多。謝謝同學以及⽼師讓我在⼤學畢業以前可以有這個

有別於傳統課堂的課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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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芳儀

在修習了⽅天賜⽼師所開設的當代國際議題之課程後，得知了⾃主學習課程的存在，本於

對該課程的好奇及欲對國際議題更了解的渴望，我參加了這項課程。⾯對需要⾃⾏規畫課

程內容及參考書⽬，我本認為我無法堅持完⼀學期的課程，然⽽當在其他同學的帶領下，

課程的架構及雛型逐漸被完善，我開始對這堂課有所期待，並期許⾃⼰能在⾃主學習的過

程中汲取更多知識。

⾃主學習課程中分為很多個部分，有⼩論⽂寫作、讀書會、觀點投書、影⽚賞析、社群媒

體經營以及參觀訪談，透過不同⽅式的學習，不僅增進了我的寫作能⼒，亦提升了我的⼝

語表達能⼒。在參加讀書會的過程中，能感覺到各位同學都很⽤⼼的整理書本中的資訊，

在內化後以精簡的⽅式呈現，因此除了書本的內容，也能夠了解同學對事件的理解及看

法，對我⽽⾔是⾮常寶貴的經驗。

如果說讀書會是整理資訊能⼒的培養，那麼觀點投書及社群媒體的⽂章撰寫則是對寫作能

⼒的磨練。上⼤學之後，除了課堂上的要求，我幾乎不會主動關注國際議題，⾯對瞬息萬

變的國際局勢我⼤多時候也只是簡單閱讀新聞後就不會再次關注。因為本次的⾃主學習課

程，我第⼀次持續關注同⼀件國際⼤事將近⼀學期的時間，除了了解其背後的原因，還就

其造成的各⾯向影響進⾏了分析與討論，並將其以⽂字的形式公開表達。我覺得透過在社

群網站或網路媒體上發布⽂章，使我更注意⾃⼰的遣詞⽤字，在⽂章的撰寫上也更在乎資

料的準確性，也更在乎資料的來源及出處，⼒求事件闡述內容真實。

⼩論⽂寫作也是本次⾃主學習中重要的產出之⼀，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使我有機會關注

⼀些我從未注意到的國際事件，也使我有機會了解⾃2012以來⼟⽿其外交政策上的決定。

我很感謝與我⼀同《撰寫⼟⽿其周邊區域衝突對其外交關係的影響—以2012-2022⼟俄關係

變化為例》的另外三位同學，在他們的協助下，這篇⼩論⽂才能從無到有，並在最後完整

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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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主學習課程的安排中，我最喜歡的是參訪的部分。第⼀次從聯繫參訪單位到擬定

訪問⼤綱，中間有很多細節事項需要注意。除了第⼀次擬定訪問⼤綱，我也是第⼀次聯繫

參訪單位以排定參訪時間，因此每⼀次的聯繫過程都讓我感到很緊張，深怕⾃⼰冒犯了負

責聯繫的官員。直到參訪當天，我仍是對未知的參訪過程感到害怕，幸好各位官員及⼤使

都很親切，才緩解了我的緊張。總⽽⾔之，在到各單位的參訪過程中使我更注重了書信往

來的禮節，也使我鍛鍊的⼝語表達及應對的能⼒，因此也是我珍貴的學習體驗。

因為有來⾃各個系所的同學共同參與了本學期的⾃主學習課程，使我能接觸到更多的⼈，

我很感謝這學期能和他們⼀起完成⾃主學習的課程，也從他們⾝上學了很多。很幸運也很

感謝⾃⼰本學期有機會參與這個特別的課程，從中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也獲得了和⽅⽼

師就國際議題進⾏討論的機會，⽅⽼師的建議使我在撰寫⽂章時能更流暢，也能依⽂章主

題進⾏更深⼊的反思。最後，期許⾃⼰在參加本學期的⾃主學習計畫後，能在未來更關注

國際時事，除了吸收資訊也能就各項議題進⾏思考、評判，持續培養屬於⾃⼰的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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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靜雲

當初在修習完⽅⽼師開的全球政治經濟學後，深感⾃⼰對於國際政治不夠了解，缺乏⼀個

完整的國際觀。在烏俄戰爭爆發後，經濟市場牽連無數，⾝為商科相關背景的學⽣，分析

國際⾦融很⼤⼀部分會需要了解當今國際事件對市場造成的影響，才能使結果呈現的更全

⾯，也讓我想增進對國際消息的敏銳度。也因此，在課堂中獲取⾃主學習的資訊後，毅然

決然想要以不同於正規課堂的⽅式，與來⾃不同科系的夥伴⼀同研究，不僅能督促⾃⼰前

進，也能運⽤資源像是參訪、聽演講，試著從不同⼈⾝上聽取⼤家對於地緣政治的看法。

最後在暑假初讀書會順利組成，⾮常開⼼也⾮常興奮。

讀書會中我們需要閱讀三本書籍，並在每周讀書會時分享給夥伴聽。三本都是經典且值得

⼀看的好書，每本都深具意義及帶到地緣政治所需的理論觀念。其中提到很多衝突事件，

都需要先去了解其歷史⽂化背景，才能了解事件始末，這也讓我有機會深⼊研究歷史及過

去事件。幾乎每次讀書會都會有專書導讀，聽著同學花時間整理某書籍特定章節的精華，

介紹該章節所要傳遞的思想，摻雜⾃⼰的看法得出結論，我認為這段時間是⾮常有價值且

珍貴的。

我們在這學期也有寫⼩⽂章並進⾏投書，寫投書讓我很好地學習分析各種歷史事件或新

聞、練習表達，也讓我慢慢學會架構⾃⼰的國際觀。儘管⼤多都沒有順利登上讀者投書專

區，但我認為我應該要繼續多寫多嘗試多練習，提升⾃⼰的能⼒並從每次失敗中學習。

參訪部份我們從寄信找單位、邀請安排時間到寫訪鋼，⼤家都⼗分⾟苦也很努⼒。這也是

我第⼀次前往國際相關辦事處進⾏參訪，過程都是緊張且新奇的，但每次參訪完都是收穫

滿滿。我很感謝我們邀請的那些參訪單位願意接⾒⾝為學⽣的我們，也滿⾜我們對於學術

領域上對於政治的渴望。以回答代替⿎勵，受訪者都⾮常熱情且很樂意想回答我們問題，

並以傳授知識的⾓度為我們分析他們所觀察到的國際情勢，為我們建構出⼀個粗略的世界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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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透過撰寫⼩論⽂，我們將主題限縮⾄⼟⽿其與俄羅斯的關係轉變，深⼊研究過去事件

對於⼟⽿其和俄羅斯的關係是否造成影響。我也趁著這次機會了解⼟⽿其這個國家的地

理、歷史及內政，靠著這學期所聽取的經驗及⾃我領悟，與夥伴⼀同研究、完成作品。

這學期⾃主學習⼩組是我⼤學中數⼀數⼆有意義的課，有別於坐在課堂中被動吸取台上的

知識，讀書會讓我⾃⼰主動去找尋我要的答案，去探索有興趣的部份。我⼗分感謝⽅⽼師

提供機會能讓我進去讀書會，也讓我能諮詢、修改觀點⽅向，指導我們順利前進。也謝謝

這學期⼀同奮⾾、每週⾒⾯的讀書會夥伴們，謝謝⼤家的努⼒，也讓我們⼀起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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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叡揚

經過⼀個學習的⾃主學習，我體驗到了⾃主學習的各個⾯向，像是讀書會、對外參訪、和

⽼師座談、參加額外活動等等，當中有許多活動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先是讀書會，在讀書會裡閱讀了三本書，分別是《⼤國政治的悲劇》《歐洲之⾨》《地

緣政治⼊⾨》⼤家分⼯合作，輪流帶⼤家導讀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當中我印象最深的

是《⼤國政治的悲劇》⼀書，因為這並不是本純介紹歷史，或議題的⼊⾨書，這是⼀本系

統性介紹、分析、⽐較及驗證公視現實主義的專書，不僅有理論的介紹、和其他國際關係

理論的⽐較，也有套⽤其理論分析歷史，解釋過去⼈的⾏為邏輯，當然也有理論不能涵蓋

的部分。我認為這本書很⼤的補⾜了我對國關係理論的空⽩，因為我不是相關科系出⽣，

⼀直很依賴閱讀各種國際新聞，產⽣⾃⼰的想法，但是缺法系統性的⽅法，我經常覺得⾃

⼰對事務的了解不夠透徹，雖然知道國際關係理論的存在，但卻對這些理論處於⼀知半解

的狀態，在閱讀完這本書後起碼我對⼀種國際關係理論有的較深⼊透徹的了解，不⽤在像

以往盲⼈摸象的探索國際事務的海洋，可以更系統的在其中探索。

除了讀書之外還有⼀個重要活動，那就是影⽚賞析，這次兩部影⽚賞析的⽚⼦都是我選

的，第⼀部是有關蘇聯解體的紀錄⽚，內容講述有關蘇聯解體後，前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

國的情形，第⼆部是有關印度在在烏俄戰爭中採取的⽴場，德國之聲所做的系列報導，內

容⼤致分成三個部分第⼀部分是俄羅斯與印度的關係第⼆部分中印的緊張局勢對印俄關係

的影響，最後是印度與西⽅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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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最有趣的不是觀賞影⽚本⾝，因為我事前都看過了，⽽是挑選影⽚的過程，影⽚要

在有限的時間內，向組員傳達與我們的題⽬(烏俄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有關的補充訊息，我

最後選定這兩部影⽚就是因為其特有的價值，第⼀部影⽚提供的前蘇聯解體後在前蘇聯空

間內的各個獨⽴國家的⼼理以及對蘇聯這個曾經的國家的態度在蘇聯解體已有三⼗年的今

⽇如何與其他諸如地理、⽂化、族群等因素共同塑造當今東歐的地緣政治格局，影響的每

個國家的抉擇。第⼆部影⽚則是作為研究第三世界國家對這場衝突的態度，以印度這個世

界上最⼤的⺠主國家為切⼊點，探討為何在global south 的國家會在烏俄衝突上，呈現迥

異於西⽅國家的⽴場，及其潛在對這場衝突⾛向的影響。

最後還有與⽼師的座談以及校外參訪，我覺得這都是以前很少有機會接觸到的資源，畢竟

教授都很忙，校外的外交機構組織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能訪問的，這兩項資源算是⾃主學習

⼩組提供的⾮常重要的機會，我從中學到了很多，接觸了不同觀點，也思考了很多之前沒

想過的問題。

這次參加⾃主學習⼩組對我來說是⾮常特別的經驗，雖然有時候會覺得很⾟苦，但是可以

學到新的東西，接觸不同的⼈與觀點還是⾮常值得的，希望之後也能有類似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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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芳薰

我⼀開始對於⾃主學習有點疑慮，我⼀開始並不認為在沒有教授授課的情況下，⼀群學⽣

可以⾃⼰規劃⼀套完善的學習⽅針或成功地做出如此詳細的作品，當然，我們依然擁有指

導⽼師的協助，但在許多⽅⾯或是抉擇上依舊是我們⾃⼰先去做⼀個嘗試，之後再去與⽼

師討論在過程中哪些部分或許可以做的更好；哪⼀些部分則是完全做錯了，以便於我們在

下⼀次可以更加進步。

我當初加⼊此⾃主學習⼩組是因為我受到了議題的吸引，我的本科系雖然不是與國際議題

及政治有直間關聯性的，但還是有部分的間接關聯，再說，我認為只要⾝為全球的⼀份

⼦，就不應該對於任何國際事務置⾝事外。因此，我向來試著要求⾃⼰多了解國際政治、

情勢，並試著培養⾃⼰的⾒解。但在課業繁忙之下，我時常忘記或者甚⾄是沒有多餘的閒

暇時間去真正了解、接觸國際事務及政治。我當時希望能藉由⾃主學習去勉勵我、甚⾄是

逼著我⼀定要時常閱讀國際新聞、明瞭世界上所發⽣的⼤事。

⽽我在這次的⾃主學習⼩組成員內為年級較⼩之⼀，因此也深受組內學⻑姐的幫助及教

導，讓我在此⾃主學習中不但增加⾃⼰對於國際議題的了解，我還能透過實際觀察學⻑姐

辦事的效率以及⾯臨難題時的應變⽅式，也從中學習到了許多我在其他⼀般的課程中是無

法學到的知識及技能，更讓我知道我⾃⼰有哪些部分依然需要改進加強。我也⼗分感謝這

次的所有組員在這學期對我的種種包容，給予我如此寶貴的學習機會，我也勉勵⾃⼰持續

的進步以後才能與他們擁有同等或接近的能⼒！

此次⾃主學習對我⽽⾔，最特別的兩點是參訪及投書。我從未想過我會有機會實際參與構

出訪鋼、聯絡單位及真正的到該單位參訪，能夠親⾃向此領域的專家學者們請教國際議題

實在不是我當初上⼤學時設想⾃⼰能做的⼀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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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做觀點投書，我雖然當初在修⽅教授所開的通識課時有寫過⼀篇投書，但每次撰寫

及投稿⼀篇⽂時感受都不太⼀樣。每⼀次的投書都使我得重新消化⼀個嶄新的議題，並明

確的表達⾃⼰的想法，也因此學習到的都有些不同。

整體⽽⾔，我認為這次的⾃主學習經驗絕對會是我此⽣難忘的體驗之⼀，我不但增加了⾃

⼰對於國際議題，特別是俄烏衝突下的國際議題的了解度；當觀察⼀件國際議題要以哪些

⽅⾯去考量，要以何種⾯向去做批判。除此之外我還透過參訪中獲得⼀些⼝頭表態的技巧

及經驗；從投書中學到如何抓住⼀事蹟的重點，如何⽤⽂字表達⾃⼰的想法等。我也更發

現⾃⼰對於國際情勢⽅⾯的知識還有待加強，我也打算在這學期結束後持續增加我對於這

⽅⾯的了解。

最後，我想要感謝這次⾃主學習的⽼師、組員們及所有⼀路上幫助我們的⼈賦予我⼤學⽣

涯中最可貴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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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富宇

我之前有修過⽅⽼師所開設的全球政治經濟學，在講課中了解⽼師真的對於國際事務瞭若

指掌，也讓我在課程潛移默化中吸收國際事務，並激發我對國際事務的熱情，是在⼤⼀以

來覺得最有收穫的通識課程。認知⾃⼰對於國際事務的敏銳度不⾜，缺乏完整的國際觀，

在得知有⾃主學習⼩組的資訊後，決定在⼤⼆上學期以不同於其他通識課程，與來⾃不同

年級及科系的夥伴⼀同研究俄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不僅能督促⾃⼰接觸國際事務，也

能運⽤各式資源，如參訪、會談、讀書會、投書、影⽚賞析等，試著在他⼈⾝上聽取同個

事件的不同看法。

⾸先是最⼀開始進⾏的讀書會，我們這次⾃主學習⼩組在學期初安排了三本書籍閱讀，分

別為《⼤國政治的悲劇》、《地緣政治⼊⾨：從50個關鍵議題了解國際局勢》以及《歐洲

之⾨：烏克蘭2000年史》。每章都會有負責的同學進⾏導，隨後發想議題及問題與成員討

論，進⽽提升思辯⼒。我對《地緣政治⼊⾨：從50個關鍵議題了解國際局勢》最有印象，

我認為是⼀本⾮常適合對於國際議題剛開始起步的新⼿，書中常⽤國際事件當例⼦和地緣

政治做連結，在認識國際⼤事過程中提升知識。透過閱讀書籍並吸收重點，再將觀念整理

導讀給同學，這⼀系列的過程不斷再培養我們內化和產出知識的能⼒，增加閱讀及⼝說能

⼒。透過聆聽同學的導讀也能了解彼此間看待事物的⾓度不同，進⽽深⼊討論，不斷更新

國際視野。

這學期由組員安排的指定影⽚有《India's geopolitical dilemma》以及《The end of a

superpower -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透過影⽚賞析，我們除了能在過程中

學習課外知識，更能在影⽚結束後與組員進⾏討論，複習影⽚重點的同時了解他⼈對於同

⼀件事物不同的觀點，收穫良多，擴展國際觀並發展⾃⼰⼀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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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刻的活動莫過於參訪各機構，我們這次⾃主學習⼩組安排四個參訪機構，分別為

中華⺠國外交部歐洲司、駐台北⼟⽿其貿易辦事處、對外關係協會以及莫北協駐台代表

處。我們從接洽、擬訪綱、確認時間、實際參訪，彙整及最後的感謝信與檢討，都是由我

們⾃⼰⼀⼿包辦，同時也是我第⼀次參與此活動，⾮常具有⾃主學習的宗旨。透過參觀與

訪談，我們除了能在過程中學習如何與外賓交談，更能在過程中直接與外交⼈員進⾏對

談，收穫良多，是無法從資訊和媒體得知的真實觀點，另外，組員間如同完成任務般多了

些⾰命情感，也更認識⾝旁的⼤家，最後，也激起我對於國際事務的熱情，未來也會持續

關注國際事務，擴展國際觀並發展⾃⼰⼀套⾒解。

⾃主學習⼩組通識課程，使我能接觸到更多不同年級和科系但有同樣興趣的⼈，我很感謝

這學期能和這群有趣的夥伴⼀同完成⾃主學習-俄烏戰爭下的國際新情勢，從他們⾝上學習

到很多不⼀樣的特質及看法。很感謝學校提供我們能⾃主開設課程的機會，我們從中獲得

許多寶貴的指導，也獲得了和其他同學無法參與的經驗。最後，期許⾃⼰在參加本學期的

⾃主學習計畫後，能在未來更關注國際時事，擴展國際觀並發展⾃⼰⼀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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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n't enough to talk about peace.
One must believe in it.

And it isn't enough to believe in it.
One must work at it.

-Eleanor Rooseve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