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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主要想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有些國際壓力的工具能夠有效地造成威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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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崩潰或是民主化，而另一些國際壓力的工具比較沒有效、或甚而帶來威權
化的反效果？兩位作者認為，其關鍵在於，由於威權政體的不同，使得在這些
不同的威權政體中「政治領袖—政黨—軍隊—反對勢力」這四者彼此之間的競
爭關係和生存邏輯也不同，因此不同的國際壓力工具對威權政體施壓的有效性
也會隨著威權政體的不同而異。本書分析五種不同的國際壓力工具（附帶條件
性的援助、經濟制裁、點名羞辱、人權起訴、軍事干預）① 施加在三種不同的
威權政體（政黨獨裁、軍權獨裁、個人獨裁）中是否能夠有效達成兩種預期的
效果（獨裁政權是否崩潰、獨裁政權崩潰後是否民主化）。在1946~2010這段期
間的觀察值中，作者總結的發現有幾點：第一，在面對國際壓力的時候，從政
治領袖所處的「政治制度」來解釋結果，遠比從政治領袖的「人格特質」來解
釋更為有效。第二，國際壓力只有在相對罕見的前提條件下才有可能造成威權
政體的不穩定，而且，即使這些國際壓力能夠成功地造成威權政體出現不穩定
而轉型的情況，也很少使這個轉型朝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更多的情形是使一
個新的威權政體取代了舊的威權政體。第三，轉型的過程牽涉到武力使用（如
國外入侵、政變、起義，和內戰等等）的威權政體，其結果通常是由一個新的
威權政體取代舊的威權政體；而轉型的過程是經由和平協商（如透過選舉或憲
改）的威權政體，則比較有可能朝著民主化的方向發展。第四，如果西方世界
想要透過這五種國際壓力工具來促使威權國家民主化，不僅效果極其有限、甚
至是帶來反效果，而且對於雙方在經濟上或是對於威權國家的人民在人道上都
是一種傷害。
本書的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對本書的概括介紹。第一章為緒

①

作者亦指出，在這五種國際壓力工具中，只有軍事干預是能直接造成政體轉變的工具
（如直接俘虜政治領袖或是迫使政治領袖逃離國家），其他四種工具都是透過先對國內的
政治行為者帶來影響才間接地導致了政體的轉變。同時，在1946~2010的這一段研究期間
中，因為軍事干預所造成的政體轉變的次數也是最少的，在所有因為國際干預所造成政
體改變的案例之中，只有不到5%的案例（只有13個案例）是因為軍事干預而改變，而在
其他超過95%的案例中，是國內的政治行為者造成政體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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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介紹本書的理論與內容。第二章為一個描述性的研究，分析從二次戰後至
今這三種不同的威權政體的一些格式化事實（stylized facts），包括其相對數目
的變化、領袖下台與政體崩解的機率、政體和平崩解或是暴力崩解的機率，
以及政體崩解後朝向威權或是民主轉型的機率。第三章應用形式模型（formal
model）分析為何在不同的威權政體中政治領袖購買支持（buying support）和
鎮壓反對（repressing foes）的策略有所不同，因此也使得政治領袖下台之後的
命運有所不同，以作為後續各章分析各種不同的國際壓力工具如何對威權政體
造成影響的理論基礎。本書的第二個部分開始一一分析五種不同的國際壓力工
具對於三種不同威權政體所造成的影響。第四章到第八章分別檢視附帶條件性
的援助、經濟制裁、點名羞辱、人權起訴以及軍事干預這五種不同的國際施壓
工具對威權政體在施壓和轉型兩個方面上的效果。最後的第三個部分是結論。
第九章總結了本書的理論與經驗證據發現，並據此提出應該如何對各種不同的
威權政體施壓的政策建議。
本書主要論點的建立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先說明為何不同威權政體中
的政治領袖有著不同的政治生存邏輯，第二個階段再說明因為在不同政體中政
治領袖的生存邏輯不同所以使得國際壓力施加後所產生的效果不同。
首先是第一個階段。在威權國家中，由於缺乏正式的正當性來源，因此
政治領袖必須透過兩種政策工具的使用來維持政治生存：第一，以金錢酬庸
（patronage）或招納入夥（co-optation）的方式來取得反對勢力的支持，第

第一，政黨獨裁（party）的威權政體定期更換政治領袖，甚至有些國家還會
定期舉行不需要靠作票或是鎮壓就可以獲勝的選舉，這類威權國家的政治領袖
擁有更大的獲勝聯盟和更深的正式制度基礎，因此，其偏好的生存策略依序為
「制度＞酬庸＞鎮壓」。第二，軍權獨裁（military）的威權政體因為擁有壟斷
的武力而掌握最大的鎮壓能力，這類威權國家的政治領袖的勝利聯盟和遴選集
團也最小，因此，其偏好的生存策略依序為「鎮壓＞制度＞酬庸」。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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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鎮壓（repression）的方式來消滅反對勢力。威權政體又可以分成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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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獨裁（personal）的威權政體其政治領袖靠著恩庇侍從的方式來鞏固他們的
權力，創造出自己的個人政黨，剝奪潛在政治對手的軍權，而且在正式的制度
上並沒有對他們的權力使用有明文的限制，因此，其偏好的生存策略依序為
「酬庸＞鎮壓＞制度」。② 對反對勢力來說，革命成功的機率決定了他們是否
選擇起義，對政治領袖來說，下台以後被清算的機率決定了他們是否選擇鎮壓
到底，各種不同的國際壓力工具由於其在改變「反對勢力」和「政治領袖」之
間的相對實力上的效果不同，而影響到了推翻威權政體的成功機率。
接著是第二個階段。這些不同的威權政體的遊戲規則，直接決定了在遇到
國際壓力迫使政體轉型時其政治領袖是否有辦法「在國內取得安全下莊的保
證」（credible domestic exit guarantees），也因此影響到了這些領袖面對政治改
革的成本。個人獨裁政體的政治領袖由於缺乏制度性的工具來保障他們下台後
的性命與財產安全（下台後被清算的可能性太大），政治改革所帶來的個人成
本太高，因此面對國際壓力的時候選擇抗衡到底、拒絕轉型的可能性也就更
大，因此在轉型的過程中出現暴力手段的機率也較高，也使得轉型的結果比較
容易被另一個新的獨裁政體所取代；反之，在軍權獨裁或是政黨獨裁的威權政
體中的政治領袖，由於擁有較多制度上的保護，如軍權獨裁的政治領袖因為在
民主化之後仍然可以掌握軍隊、威脅發動政變，政黨獨裁的領導者因為在民主
化之後仍然可以透過政黨組織繼續在民主的選舉中取得執政的機會，因此使得
這類政治領袖在政體轉型時仍然可以擁有一定的權力基礎，其個人性命與財產
安全的保障較高（下台後被清算的機率較低），政體轉型對個人帶來的負面成
本比較少，因此在轉型過程中願意以和平協商的方式交出權力的機率也較高，
使得轉型的結果比較容易朝著民主化的方向發展。

②

「制度」（institutions）的意思為透過具有相對清楚的規則的管道來將反對勢力招納進入
正式的政治決策過程中；「酬庸」（patronage）的意思為使用金錢上的利益來購買重要政
治行為者的支持；「鎮壓」（repression）的意思為使用武力來平定反對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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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篇幅的限制，這邊僅簡述這五種不同的國際壓力工具如何影響威權政
體的政治領袖「得到國內支持的能力」和「維持鎮壓的能力」的最重要邏輯。
「附帶條件性的援助」直接影響了政治領袖可用來在正式制度下進行分配的
外援多寡，因此對於依賴制度手段來鞏固統治的政治領袖較有作用。「經濟制
裁」減少了政治領袖利用外匯收入進行政治酬庸的能力，因此對於依賴酬庸手
段來鞏固統治的政治領袖較有作用，也因此對「出口貿易」進行制裁在產油的
國家鮮少發生作用，因為這類國家可以輕易地找到其他非西方國家的買主。
「點名羞辱」提高了國內反對勢力的氣勢、增加了國際組織與各國進行援助或
經濟制裁的機率，也提高了政治領袖一旦下台之後因為惡名昭彰將容易淪為鬥
爭犧牲品的風險，因此對於依賴鎮壓手段來鞏固統治的政治領袖較有嚇阻的作
用。「人權起訴」直接影響到了威權領袖在下台以後是否有辦法找到其他國家
願意收容或提供政治庇護，所以對於下台後缺乏制度工具來保障人身安全的個
人獨裁的政治領袖較有直接的利害影響。「軍事干預」因為個案數太少所以難
以做出理論上的推論，但單純看經驗資料所呈現的結果是：由民主國家所進行
的軍事干預，在個人獨裁的政體裡提高了向威權轉型的機率，而在非個人獨裁
（軍權獨裁或政黨獨裁）的政體裡提高了向民主轉型的機率；由威權國家所進
行的軍事干預，在非個人獨裁（軍權獨裁或政黨獨裁）的政體裡增加了向民主
轉型的機率。關於本書各章的論點，更詳細的整理可見表一。
本書的兩位作者認為，本書在理論上有幾個重要的貢獻。③ 第一，本書解

數）的研究中的兩個重大缺點。第一個缺點在於「自變數」的問題。過去的研
究通常只單獨探討某一種國際壓力的工具—如經濟威壓或是軍事干預等等—對
於威權國家的影響效果，甚少將所有可能的國際壓力的工具的有效性作一個比

③

兩位作者對於本書這幾點貢獻的討論其實是散見於書中的各章，本文重新整理出一個統
整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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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了過去有關國際壓力（做為自變數）對威權政體崩潰或是民主化（作為依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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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制度＞酬庸＞鎮壓） 次之
低 （鎮壓＞制度＞酬庸） 最高
高 （酬庸＞鎮壓＞制度） 最低
低 （制度＞酬庸＞鎮壓） 較低
低 （鎮壓＞制度＞酬庸） 較低
高 （酬庸＞鎮壓＞制度） 最高

政黨獨裁
軍權獨裁

個人獨裁

政黨獨裁
人權起訴
軍權獨裁
（human right prosecution） 個人獨裁

較低
較低
最高

較低
較低
最高

最低

次之

增加朝向民主轉型的機率
增加朝向民主轉型的機率
減低政體崩潰的機率、減
低朝向民主轉型的機率

增加政體崩潰的機率、增
加朝向民主轉型的機率
減低朝向民主轉型的機率

在產油國減低政體崩潰的
機率
在產油國減低政體崩潰的
機率
在產油國減低政體崩潰的
機率，增加被新的威權政
體取代的機率

增加政體崩潰的機率、增
加朝向民主轉型的機率

對政體轉型的效果
（依變數二）

說
明：各項排序皆為對其他兩種威權政體的比較。軍事干預對政體轉型的效果因為案例數目太少所以不列出統計的結果。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整理自散見於本書各章的論點後自行製表。

軍事干預
（military intervention）

點名羞辱
（naming and shaming）

較低
較低
最高

次之

高 （酬庸＞鎮壓＞制度） 最高

個人獨裁

低（制度＞酬庸＞鎮壓）
低（鎮壓＞制度＞酬庸）
高（酬庸＞鎮壓＞制度）

最高
最低

低 （鎮壓＞制度＞酬庸） 最低

軍權獨裁

經濟制裁
（economic sanction）

政黨獨裁
軍權獨裁
個人獨裁

最高

低 （制度＞酬庸＞鎮壓） 次之

政黨獨裁

最低
次之
最高

低 （制度＞酬庸＞鎮壓） 最高
低 （鎮壓＞制度＞酬庸） 次之
高 （酬庸＞鎮壓＞制度） 最低

政黨獨裁
軍權獨裁
個人獨裁

附帶條件性的援助
（aid conditionality）

威權政治領袖
威權政治領袖
所感受到的壓力 抗爭到底的可能性
（因果機制二）
（依變數一）

政體的政治邏輯：失勢後
的風險與偏好的生存策略
（因果機制一）

國際壓力的工具、威權政治的類型與國際施壓的結果

威權政體的
類型
（自變數二）

國際壓力的工具
（自變數一）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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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性的分析，特別是，各種不同的國際壓力工具的有效性其實是要跟其他不同
的國際壓力選項相比才能突顯。第二個缺點在於「依變數」的問題。過去的研
究通常只探討某一種國際壓力的工具「是否造成威權政體的崩潰」（變化範圍
為有崩潰或是沒有崩潰）或者「是否造成威權政體的民主化」（變化範圍為有
民主化或是沒有民主化），但甚少有文獻認為這兩個不同的結果其實應該是同
一個變數的連續體，而不是兩個不同的變數，因為真正的依變數應該是一個至
少包含有三種可能性的現象：「威權政體未崩潰」、「威權政體崩潰後被一個新
的威權政體取代」、「威權政體崩潰並走向民主化」。兩位作者認為，哪一種國
際壓力的工具（相對於其他工具來說）有效、為何有效、有效的結果是什麼，
其實應該是要作為同一件事情來理解，而不應該將其拆開成為不同的自變數和
依變數。
兩位作者認為本書在理論上的第二個貢獻在於，過去的文獻很少理論化地
將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同時結合起來，而本書彌補了這個不足。過去關於民
主化與政體轉型的文獻一般來說可以分為兩種主要的途徑：「宏觀內外結構」
的途徑關注促進民主化的結構因素，例如國際政治、經濟發展、治理表現或
是自然資源稟賦等等，宏觀途徑著名的研究有Moore（1967）以及Levitsky和
Way（2010）等人的論點； ④「微觀策略互動」的途徑則關注政治菁英之間的
協商、談判與互動，微觀途徑著名的研究有Przeworski（1991）以及Acemoglu

④

⑤

Moore, Barrington (1967).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A. Way (2010).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dam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5).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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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Robinson（2005）等人的論點。⑤ 兩種途徑所面臨的一個明顯的重大問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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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忽略了彼此的重要性，而本書成功地創造出了一個能夠同時橋接「宏觀」與
「微觀」這兩種不同途徑的理論，可說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突破。
兩位作者認為本書在理論上的第三個貢獻在於，過去的文獻不論是從宏觀
或是微觀的角度出發，都很少注意到威權政體的政治領袖在政體轉型的過程中
是否可以安全下莊（是否可以免於被殺、被關或是被放逐海外）其實是影響到
政體過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因為一旦在交出權力之後自己的安全是否仍
然可以獲得保障絕對是每一個理性的獨裁領袖在算計上的重要考量，能夠獲得
安全承諾的獨裁領袖當然比那些一旦失勢後將會受到生命或財產威脅的領袖有
著更多交出政權的誘因。如果忽略這一點，幾乎就是忽略了威權政體有別於民
主政體的最重要不同，也因此使得理論的發展無法取得重大的突破。本書重新
把領袖是否能夠安全下莊的考量以更加理論化的方式整合進政體過渡的因果關
係論證之中，是另一個突破性的貢獻。
本文認為，該書雖然確實在理論上作到了幾個重要的突破，但也出現了幾
個明顯的缺點，茲舉其兩個犖犖大者。第一，該書的兩位作者雖然區分出了三
種不同的威權政體，並且認為在理論上這三種不同的威權政體應該對於依變數
帶來顯著的不同影響，但在實際的驗證上，其實只有個人獨裁的威權政體明顯
與其他兩種非個人獨裁的政體（軍權獨裁和政黨獨裁）有著不同的影響，軍權
獨裁和政黨獨裁之間對於依變數的作用有什麼不同，在大部分的國際壓力工具
裡其實無法清楚地區別（參見表一）。如此來看，我們只需要區分是否是「個
人獨裁」或是「非個人獨裁」即可，如果將「非個人獨裁」再多加區分成「軍
權獨裁」和「政黨獨裁」，在作者的理論建構中看起來是多餘的。更別說兩位
作者堅持以三分法來區分威權政體，反而使得他們的理論太過複雜而難以應用
（從表一的複雜程度可見一般）。一個複雜到難以應用的理論，在未來後續相
關研究發展的潛力上將會備受限制是可以預期的。
從Geddes（1999）的研究出版之後，威權政體類型的三分法確實是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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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方法，⑥ 然而，許多的文獻已經證明，個人獨裁、軍
權獨裁和政黨獨裁的三分法，其實無法捕捉到許多威權政體權力運作的重要特
質，更何況，幾乎所有的威權政體都可以說是這三種類型的某種程度的混合。
例如Svolik（2012）的研究已經清楚地展現，這個三分法在理論上存在著非常
嚴重的問題，因為這三分法完全沒有滿足一個完整的變數所應該要具有的「彼
此互斥、集體窮盡」（mutually exclusive, totally exhaustive）的性質，單一政黨
專政、軍人掌權和強人政治這三者完全可以任兩者或任三者同時發生，⑦ 如此
一來，如何進行分類其實常常是研究者主觀的選擇而非客觀的判準，這個分類
法上的問題，很可能也解釋了為什麼在本書中兩位作者常常只能得到「個人獨
裁的威權政體和其他兩種威權政體不一樣、而軍權獨裁和政黨獨裁的效果難以
清楚區分」的結果，因為一旦這三者都有出現，在編碼上要區分「是否是個人
獨裁」是相對客觀的，但是要區分「是否是軍權獨裁或是政黨獨裁」則必須由
編碼者進行較多主觀的判斷。對於非個人獨裁的政體的難以分類，也說明了在
非個人獨裁的政體中，其政治領袖在政體轉型的過程中是否能夠安全下莊其實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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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ddes, Barbara (1999).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No. 1:115-44.
如Svolik（2012）就認為，威權國家就軍人干政的程度而言，至少就可以區分為「軍人無
干政、軍人非直接干政、軍人直接透過享有正式制度決策地位的方式干政、軍事強人直
接干政」這四種不同程度的區別；而就對政黨限制的程度而言，至少還可以區分為「政
黨皆不合法、只有單一政黨合法、允許多黨合法」這三種不同程度的區別；就立法權集
中的程度而言，至少可以區分為「無立法機關、有一個非經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有
一個每一席位只有一黨或只有一人參選的立法機關、最大黨控制75%以上席次的立法機
關、最大黨控制75%以下席次的立法機關、非特別偏袒於某一個政黨的立法機關」這六種
不同程度的區別；就行政權集中的程度而言，至少可以區分為「領袖不經由選舉產生、
領袖只能由某一黨或某一個人選出、領袖是由一個非經由選舉產生的小群體選出、領袖
是得到超過75%的選票所選出、領袖是得到少於75%的選票所選出」這五種不同程度的
區別（Svolik 2012, p. 26-39）。Svolik（2012）證明了，在以上的四個面向中的各種可
能的組合，都能夠在真實世界的威權政體中找到例子，可見以「個人獨裁、軍權獨裁和
政黨獨裁」的三分法來分類威權政體並非能滿足「彼此互斥、集體窮盡」的恰當作法。
詳細請見Svolik, Milan W. (2012).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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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決於其他更細緻的制度安排，如何將非個人獨裁的政體進行一個同時具有
「簡潔性」和「理論區別性」的分類將是未來研究可以繼續突破的重點。
本文認為該書的第二個缺點，也是個人認為該書最大的缺點，就是該書的
賽局模型是有問題的，而且該書各章的驗證其實並沒有實際檢證到由賽局模型
所推導出來的各種均衡結果，純粹只有驗證這五個國際壓力工具的施壓結果和
威權政體是否改變、往哪個方向改變的統計關聯性而已。在兩位作者的形式模
型中，他們建構了一個包含了兩個行為者的賽局（p. 67），發動第一步的行為
者是威權政體的政治領袖，其總共有「抵抗」和「不抵抗」國際壓力這兩種不
同的策略，若選擇「不抵抗」則有 q 的機率在下台後被清算（其結果為未出現
暴力、且產生前任威權領袖未被清算的民主政體）、1-q 的機率在下台後不被清
算（其結果為未出現暴力、且產生前任威權領袖被清算的民主政體），若選擇
「抵抗」則輪到反對勢力作出反應；反對勢力總共有「反抗」和「不反抗」政
治領袖這兩種不同的策略，若選擇「不反抗」則其結果為維持現狀，若選擇反
抗則有 p 的機率會失敗（其結果為出現暴力、且原威權政體鎮壓成功）、有1-p
的機率會成功（其結果為出現暴力、且新的威權政體取代舊的威權政體）。這
個賽局模型的問題就出在這最後一個階段：兩位作者已經在事先假定了在轉型
的過程中一旦使用到暴力的手段就一定會出現「新的威權政體取代舊的威權政
體」的結果，但這個結果應該是兩位作者所要解釋的現象，不能在模型中直接
設定為是已經給定好的結果。兩位作者所提出的理由是說，會這樣假定是因為
他們在資料中看到，威權政體若是經由暴力的過程而被推翻的話，大多數的案
例都是出現新威權政體的結果（p. 44, 66），但那只是大多數的案例，事實上在
他們的資料中，威權政體若是經由暴力的過程而被推翻的話，仍有高達40%的
案例是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的（p. 44），直接假定一旦出現暴力就會變成一個
新的威權政體其實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對本書的理論建構來說無疑是一個嚴
重的傷害。
最後，本文作者認為本書不論是在理論上或者是在實際的政策上都可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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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世界帶來重大的啟示。首先，在理論上，過去的研究大多直接檢證每一種
國際施壓工具的有效性，並且只把威權政體的類型當作是許多控制變數中的其
中一個，然後得到一個各種國際施壓工具都不太有用的結論，甚少注意到威權
政體的類型不僅僅只是控制變數，而應該是一個擁有巨大影響力的自變數。未
來的相關研究當須更加注意到威權政治（authoritarian politics）本身對各種自變
數的調節力和對各種依變數的影響力，不能僅僅只是將其當作一個理所當然的
控制變數而已。其次，在實際的政策上，本書的研究更是點明了一個攸關於我
們台灣命運的重大問題，那就是，要透過各種外力將中國帶往民主化的方向發
展恐怕是緣木求魚。本書指明，對於政黨獨裁的國家，除了附帶條件性的援助
之外，其他所有的國際施壓工具基本上都不太有用，再加上中國本身就是一個
不需要援助、而且還有能力對其他開發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擁有巨大經濟實力的
國家，⑧ 其背後隱含的意義就是「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國際壓力工具可以對中國
帶來民主化的壓力」，這個事實對於我們研究中國的民主化應可帶來諸多的省
思。

例如由中國所主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已於2016年1月正式成立並開始營運。在亞投行的規劃中，在
2016年的第二季會正式開始放款，並且計畫在五年之內將以每年放貸100到150億美元的
規模來投資亞洲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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