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建構主義的理論與運用 

建構主義由於主要採取的是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研究並非依賴於個體

意志，反而更注重從社會化和制度化的宏觀總體出發，因此常常被稱為社

會建構主義。學術史上的建構主義源自瑞士教育心理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的實證研究。皮氏發現學習者與知識之間不是獨立而客觀存在的

，「知識是認知個體主動的活動產物，不是被動的接受或吸收」。但是，皮

亞傑對知識的起源或知識是什麼的解釋的看法由於相當具有革命性，即或

到今天仍留下許多爭議。連帶的其他哲學基本問題，例如「認知的功能在

適應，認知是用來組織經驗的世界」、「知識是個人與別人經由磋商與和解

的社會建構」的說法，仍有很多教育心理學者認為是無法接受的，所以建

構主義原本就已經不是一個單純的議題，若再經過語言學、社會學以及國

際關係的相互流轉與借箸後，更成為一種相當複雜且具有多種意義的理論

，本研究則針對國際關係領域進行理論詮釋與研究工具之調節。 

第一節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理論要點  

一、建構主義的定義 

一般建構主義之所以包含了非物質因素為解釋變數，原因之一是建構

主義的的緣起基本上是在解釋「『知識』是什麼？」和「『學習』是什麼？

」的一種何謂「being」的哲學思維模式；其次是建構主義的根源來自涂爾

幹對「理念」的看法，涂爾幹認為理念的力量不容被矮化，理念足以產生

影響力。1冷戰甫結束時期，也就是一九八○年代末期才興起的建構主義理

論，核心主張就是要用「理念」、「認同」等非物質的社會學概念來理解國

家對外行為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這也是本研究探討的主題。 

一般建構主義者基於「世界不是特定不變的，而是建構而成」之前提

，認為「規範、法律、習俗、技術發展、學習等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

行為和利益」。此處所謂的「改變」，是一種衍生自「建構」而成的觀念。

                                           
1  John Gerard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Issue 4 (Autumn 
1998), p.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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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建構」係指一種社會構成關係，而不是實證主義的因果關係。2根據

郭樹勇的解釋，「我們說『X構成Y』，意指『X的屬性由於Y的存在而成為可

能』，X與Y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概念上的必然關係，而不是相互獨立自主的兩

個實體之間的因果關係」。3這項建構的邏輯觀是建構主義本體論的基礎，

成為貫穿爾後所有建構主義支派或分流的思想主軸。4

二、國際關係理論建構主義之源起 

一九八九年Nicholas Onuf在其出版的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書當中，5對社會學有關

能動者與結構（agency and structure）何者具有驅動作用的問題，引述

Anthony Giddens的「社會構成論」（social constructivism）的主要思維

關鍵，提出以建構主義的思維模式導入國際關係研究之呼籲。 

根據 Giddens 的「社會構成論」，能動者與結構的關係是互不從屬的，

因為人具有能動性，但也受到客觀存在環境的制約，使得結構成為內在於

人的活動，而不盡然只是外在的物質。更進一步說，能動者所營造的意義

成為社會的構成規則，而客觀存在環境的制約則是管制規則。更重要的是

，構成規則與管制規則是社會規範的一體兩面，不能截然劃分。 

Onuf肯定Giddens的「社會構成論」對人類社會行為之描述，指出建構

主義也是一種研究社會關係的方法，其基礎假設認定人類本是社會的動物

，是由社會關係的互動造就而成。而人與社會之間，是由社會規則所建構

而成，人對社會規則的反應與處理，就是社會規則的實踐。而當規則實踐

能穩定地引導人的意圖與行為時，規則實踐就會成為一種機制，而且成為

人類理性抉擇以及外部行動的大環境。6Onuf基於這項哲學推理基礎，也認

為國際關係與社會關係一樣，有能動者與結構之間的互動與建構，主客體

                                           
2  周寶根，＜中國與國際核不擴散機制的一種建構主義分析＞，《中國外交》，2003
年 6 月，頁 15。  
3  郭樹勇，《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北京：長征，2001 年 11 月，頁 95。  
4  同上註，頁 190-91。  
5  Nicholas G.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 Press, 1989). 
6  Nicholas Onuf,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E Sharpe, 1998), pp.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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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是相互依賴、相互建構的。Onuf以建構主義為分析架構來詮釋國家

對外的抉擇行為模式，簡單地說就是一種相互建構的關係：規範造就出行

為主體，行為主體造就出規範；假以時日後，規範就衍生為機制，機制就

衍生出社會。7

三、建構主義對理性主義之批判 

自從 Onuf 提出以建構主義分析國際關係架構的途徑後，隨著冷戰末期

兩極體系的突然瓦解，在學者紛紛發現傳統理性主義的工具對此國際局勢

之突變捉襟見肘，解釋力不足下，有關建構主義的理論即如雨後春筍般出

現於國際關係的論壇，以直攻國際關係主流理論的本體論為特色，獨樹一

幟之處如下： 

第一、在先驗理性的假定前提下，建構主義者提出國際關係學者的研

究範疇限制在國家行為本身，卻忽略人類的認知過程，它只注意了實證因

果作用，而忽視了社會建構作用。建構主義認為，認同建構利益，認同是

利益的基礎，國家利益的形成受國際體系中規範和認同的影響和規定。只

有在國際體系中確定了自我身份和自我定位後，國家才有可能相對地確定

追求自身利益的範圍、程度和數量等問題，換言之，國家利益與國際社會

體系之間存在互動關係，不斷處於變化過程中，而不是一成不變的東西。

建構主義據此本體論之前提，批評現實主義的理性原則，認為「主流國際

關係理論的物質實在本體論看不到行動者的反思和實踐力量，因而把國際

體系的結構看成脫離於行動者的外在之物，完全操控行動者的行為，所以

主流理論只注意國際關係的因果規律，而忽視行動者之間在互動過程中的

意義建設」。8

相對地，建構主義者主張應用社會學視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國際關

係中存在的社會規範結構，而非經濟物質結構，強調機制、規範及認同在

國家行為及利益形成過程中具有的重要作用，指出行為體與體系結構間的

互動依賴關係。 

                                           
7  Ibid. pp. 64-77. 
8  袁正清，＜國際關係研究方法論的探討需要本體論的關照＞，《世界經濟與政治》，

2004 年 1 月，＜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view.asp?id=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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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構主義對主流理性主義的國際體系有所意見，認為國際體系

不僅是權力結構，亦是社會結構，同時文化內容比物質能力更重要。建構

主義未將國際體系論的無政府狀態視為理所當然，主張不同的文化結構形

成不同的國際體系。特別是對於國際關係理性主義的無政府狀態，一般建

構主義者接受其假設卻有不同的解讀，認為「無政府狀態並不是獨立於行

爲體的一個常數，而是行動者在互動中建構而成的，不同的規則塑造了不

同的無政府狀態；結構不只是物質結構，更是意義結構，是一種主體間性

的關係，因而，結構的變化不僅僅是力量或極的變化，而且更重要的是規

則或文化的變化」。9

另外，由於時間點上建構主義的崛起適逢國際關係史上「反思主義」

、「後現代主義」對傳統理性主義的大反撲階段，所以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

也像教育學領域的建構主義一樣，在方法論方面出現了百家爭鳴的盛況。

一批反思學派的建構主義不僅認為國際關係具有發展和變化的性質，而且

認為社會活動有複製效應，常會產生「自我實現預言」的傾向，所以改變

並不容易。在渠等眼中，國際關係既是一個主體或現實，更是一個文本，

行動體與其之間是置於一個交互主體的理解詮釋的關係情境中。做為一個

文本，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絕不是由所謂具體有形的政治經濟性的權力和利

益所構成的，而是通過以語言、符號為中介的意義建構、詮釋和溝通所促

成的。這也就是說，國際體系既是物質有形的結構，又是意義的結構﹔因

此，它既是一個意義的主體，更是一個文本和行動體實踐的場域。行動體

在其中絕不只是做所謂具體有形的理性選擇，以追求有形現實的利益而已

，還必須具備有文本詮釋、理解以及由此所延伸出來的行動體之間的溝通

的能力。物質有形利益的追求，必須通過對文本的詮釋以及由此所相關的

認同和身份的界定，才會有其意義，也才能進行利益之追求；而通過認同

、身份界定，以及由此延伸出來的理性選擇和利益追求，所改變建構出來

的客觀現實，又會去制約影響行動體的認同和身份界定。 

反思學派的建構主義者其實涵攝大量的批判色彩，認為國際關係是國

家行為體互動與實踐的產物，是「自我實現的預言」，而且不能用自然科學

的因果律來解釋文化結構。因為當一種國際規範或集體記憶被假定、預言

將走向何種狀態時，將使得有關國家依箸「預言的邏輯」進行相似的話語

                                           
9  袁正清，＜從單元－結構到行動者－結構＞，《世界經濟於政治》，2004 年 7 月，＜
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view.asp?id=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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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及外交互動，被預言的事物就成為現實。職是之故，建構主義的反思

學派論者會不時地提醒世人，國際社會的歷史是由無數的自我實現的預言

所組成的文化結構。如：冷戰的形成不僅是經濟原因，亦由於意識形態的

對立，加上美、蘇兩國領導人話語誤導及惡性互動所致，從建構主義來看

，就是話語誤導及理念對立所形成的惡性互動結果，所以人類應具有省思

與意識能力，尋求改變。10

由於建構主義的大家庭內仍舊擺脫不去主流與反思的路線之爭，對於

建構主義的未來走向「要不要採行實證方法？要不要承認社會學科知識的

客觀存在性？要不要研究人行為的因果關係？要不要解構與重新建構國際

關係知識體系」等認識論與方法論方面，建構主義學派產生了「主流」與

「激進」的分歧，互不相讓。 

所幸的是，建構主義至少還有一基本共同點－－人類眼中的世界觀是

由社會互動而生成，建構主義強調國際政治的社會化特點及社會化本體性

。易言之，建構主義的本體論－－理念主義以及行為主體者和結構間的相

互建構過程，是研究建構主義者掌握的基本論點與共識。建構主義各家各

派間之分別若按照西方學者的分類，只是方法論的不同。目前在國際關係

領域內的建構主義可以分為「常規建構主義」、「批判性建構主義」與「

後現代建構主義」。若將批判學派也視為後現代潮流的一環，則建構主義

又可以在簡單劃分為「常規建構主義」與「激進建構主義」兩大支派。由

於「常規建構主義」具有一般社會學的理論取向，能與理性主義互補，而

且吾人終須承認理性主義在國際關係領域中的主導份量至今不減，以溫特

為主導的常規建構主義不但成為建構主義的主流思想，而且是本研究所依

賴的詮釋工具。 

第二節 溫特的建構主義思維 

主流建構主義理論主要包括五個研究領域，大致可分為世界觀、國家

利益理論、國際體系理論、國際體系轉換理論以及國際和平理論。 

建構主義的世界觀必須從本體論、認識論和方法論談起，因為三者分

別代表指導國際政治分析的立場、原則和方法。 

                                           
10郭樹勇，頁 103-6, 190-1。  

 46



首先就本體論而言，主流建構主義者認為國際關係體系不全是新現實

主義或新自由制度主義所主張的物質本體，而是具有觀念本體或社會本體

的意義。溫特的建構主義基本上還是循著所有建構主義的本體論而發，抵

制理性主義獨尊物質為唯一解釋變數的傳統，為理念主義開出論述的空間

。所謂的理念主義（Idealism）根據溫特說法，是指（一）決定人類互動

架構的主要因素是共同思想，而非物質的因素。（二）能動者的認同與利益

是根據共同思想而建構，而非自然存在。11 建構主義對國際關係的本體論

，持「理念重於物質」主張，亦即不論國際權力分配，或國家強弱大小，

重要的是權力行使，而權力行使的驅力還是決定在於理念思維。 

其次，在認識論中，主流建構主義強調社會事項的主體間性（

inter-subjective）和非因果性，但是也承認社會事項有客觀實在性和規

律性。溫特與激進建構主義或後現代建構主義者的不同處之一，在於跳脫

出文本與語言決定的單項思維，在「人（行為主體）」、「規則」、「制度」、「

社會」連線之間，加上「互動」、「理念」與「利益」的因素。溫特認為人

類結構（規則、制度、社會）成形之前，「互動」形成「共有之理念」，理

念形成「客體的意義」與「利益」。12易言之，理念具有規範與建構的效果

，使行為者在互動過程中，界定「客體之意義」與「利益」。13Guzzini遵

循溫特的思維而將「客體之意義」作出近一步的擴充闡釋，認為建構主義

在認識論方面假定出一個相互建構主體的分析單元，亦即「客體之意義」

，這個「客體之意義」是植基於「相互主體的權力分析」，14於是研究「客

體之意義」必須觸及「主體的自我認同」，於是認同成為重要變數。15溫特

承認社會事項有客觀實在性和規律性，其實是為科學研究與實證分析留下

空間，也是向主流理論的一大妥協。 

最後，在方法論上，溫特並未脫離理性主義的假設前提，仍然是將國

                                           
11  Ronen Palan, “A World of Their Making: An Evaluation of the Constructivist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6, Issue 4 (October 2000), p. 
576. 
12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46, No.2 (Spring 1992), p. 396, p. 403. 
13  Dale C.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Issue 2 (Fall 2000), pp. 189-190. 
14  Stefano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6, Issue 2 (June 2000), pp. 87-88. 
15  Christian Reus-Smit, “Imaging society: Constructiv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4, Issue 3 (October 2002), p.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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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假定為一個單一的整體，國家是國際關係現象的主要觀察單位。但是主

流建構主義極力調和方法論個體主義和方法論整體主義、人文主義與科學

主義，以求得主流理論的承認。 

建構主義的國家利益論仍是循著認識論的基礎發展，認為國家利益並

非現實主義所言由權力界定的，而是由理念因素，例如認同或身份界定而

衍生，國家的身份和利益在很大程度上是由國際社會的政治文化建構的，

受到社會化和國際規範的巨大影響。16易言之，國家利益不僅包含著安全

利益、政治利益、經濟利益，還包含著精神利益，國家自尊應該成為國家

利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建構主義者承認自利是國家利益的一種，但是

自利只是在缺乏集體認同等社會事實的情況下的呈現，在集體認同互享的

情況下，利他主義會更大程度地決定國家利益的特徵與內容，因為在社會

互動頻數激增和相互依存日益發展的時代，集體認同和集體利益生成的可

能性增大，國家利益中的價值理性愈發凸顯。 

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理論則認為，國際體系結構是主體相互的社會結

構，既然國際利益是社會結構建構而成的， 17所以國際體系既是物質結構

，又是文化結構，但是後者更具決定性，不同的文化結構構成不同的國際

體系。文化結構作為一種國際結構，較物質結構更能影響國家行為及構成

國家認同。 

換句話說，國際結構是一種社會存在，決定了國際政治的主要內容，

所以國際結構與文化結構具有建構關係。溫特認為個別國家所持有的理念

是依賴於國家體系文化，所以主張在分析國家意圖時，須由上而下從國際

體系文化切入， 18將文化視為是一種國際結構。由於溫特也接受國際關係

是話語實踐及文化結構，認為文化是貫穿其思想體系的主軸，國家身份形

成中最重要的邏輯是文化選擇，國家透過社會學習及模仿等機制來建構新

的集體身份。國家行為體及國際體系結構會透過國際政治過程而產生互動

關係，所謂的相互依存性、命運共同感、同質化、自我約束就是推動集體

                                           
16  方長平，＜國家利益建構的國內層次研究＞，《歐洲》，2002 年第 1 期，＜

http://www.irchina. org/news/view.asp?id=288＞。  
17  董磊，＜國際關係三大理論範式與國際安全觀的建構＞，《南京政治學院學報》，

2003 年 110 期，19 卷，頁 67。  
18  郭樹勇，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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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形成的四種機制。19

根據溫特的說法，具體而言，國家與國家之間經過交往及持續互動，

形成一種系統化、具結構特徵的認同符號與共同知識，就是文化。國際體

系存在著三種主要文化模式，即霍布斯式國際體系、洛克式國際體系以及

康德式國際體系。 

所謂霍布斯式的國際體系，是人人為戰，弱肉強食的體系，國家將最

大可能地追求並使用一切權力，在此情況下，戰爭成為顯示或增加權力的

常態，不斷推翻權力現狀與權力平衡，造成無政府狀態非常的脆弱及不穩

定。 

洛克式的國際體系以相互尊重主權制度及有限武力手段為原則，是一

種相對穩定的世界，主權制度成為各國相互承認並尊重的契約，各國在很

大程度上採取保持現狀的政策傾向，國家間的權力顯示手段與霍布斯式的

無序不同，係以軍備競賽及威懾政策為主。 

在康德式的國際體系當中，各國將國際制度、國際法等內化成自身的

國家利益，各國形成不分彼此的集體認同，奉行集體安全，不以武力作為

解決爭端的手段，國家權力的表現為因國際責任的分擔而產生的爭論，以

及各國對於共同福祉的奉獻程度，如在美與加拿大的康德式的關係中，兩

國形成集體認同，互相信任彼此不以武力解決爭端，兩國就沒有利益去獲

得對彼此的軍事優勢，它們的利益就在於開展國際合作。20要言之，主流

建構主義者所感興趣的是探討三種體系轉換的可能性及可行性，尤其是數

個國家在安全領域如何形成集體認同的問題。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建構主

義並不是理想主義。溫特並不堅持國際時間必然由霍布斯文化經由洛克文

化向康德文化進化的觀點。在某一個階段，國際體系文化還會倒退，例如

西發里亞（Westphalian）體系本身是洛克文化，在拿破崙戰爭時期它實際

上退化到霍布斯文化狀態，兩次世界大戰同樣使洛克文化體系蛻變為霍布

斯文化體系。21

                                           
19  同上註，頁 84。  
20  同上註，頁 103—106，190-191。  
21  張建新，＜關於建構主義與其他國際關係理論的關係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

，2004 年 7 月，＜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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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建構主義的國際和平理論主張最好的和平不是來自強權或霸權

下的強制約束，也不是源於根據收益/成本計算而來的社會契約規範，而是

來自各國家主體間的互信和集體認同。22在國際關係中，國家間互動最終

能夠形成多元的安全共同體，從而必然對現實主義者所面臨的「安全困境

」產生巨大的影響。因為在共同體內，各成員國可以培育出不以戰爭手段

解決彼此間爭端的強烈互信，不但造就了一種國際秩序，而且能夠造就一

種和平的變遷。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不是所有談建構主義的人士都認為溫特足以為建

構主義之代表。溫特的建構主義在「世界政治的認同」、「國內政治」、「文

化」議題上仍有未解決處。23另外，許多建構主義學者的主張除了有是異

於溫特，彼等甚至反對實證主義的研究立場，24這使得本研究在進入建構

主義的操作定義前，必須為選擇溫特所主張的建構主義路線作出「研究合

理化」的說明。 

本研究決定在研究途徑上採行溫特的主流建構主義，原因如下： 

第一、溫特的建構主義「無政府狀態」的假設前提與理性主義雷同：「

承認國際政治是無政府狀態」，這一點是主流建構主義與理性主義的最大妥

協之處。溫特的建構主義承認無政府狀態是國際關係的本質，但建構主義

指出不應給予無政府狀態既定（或單一）的含義，它屬於中空的東西，可

能是霍布斯的敵對文化、或洛克的競爭文化、或者康德的友好文化，無政

府狀態具體呈現的內容是由國家所建構的。建構主義者的國際安全觀同時

也認為有其多樣化的內容與抉擇，新型安全觀亦認為不應賦予安全固定的

涵義，而應考量多元化內容與需求，所以國際合作與利他是可能的，25這

項前提使建構主義與理性主義站在相同的比較起點，值得本研究列為選項

工具。 

第二、溫特的建構主義主張採取弱認知的立場，開闢出與理性主義相

                                           
22  同上註，頁 17、頁 100。  
23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 172. 
24  Reus-Smit, p. 492. 
25  袁正清，＜無政府狀態的建構主義審視＞，《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 年 7 月，＜
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view.asp?id=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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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溝通的立論空間：溫特提出「物質力量唯有在與理念相互作用的情況下

才能發揮作用」。26其實正是承認物質力量中的技術特質具有制約及促成行

為體行為的作用，間接說明物質力量對於權力與利益的建構具有影響力。

基本上，溫特的建構主義本體論尊重整體主義，認為社會結構不僅制約個

體的行為，且能建構個體的屬性，改變國家行為體的認同與利益。但是，

國家認同的利益可能會是與理性主義的客觀存在的利益指涉上是相通。換

句話說，建構主義找不出理由可以否認權力與利益在國際關係中的核心地

位，只是認為權力與利益的內涵需要重新界定，主張利益不是單純只有物

質性質的，而是由理念構成的，且利益建構權力，不同利益取向的無政府

狀態就會有不同的權力均衡狀態。27因此，溫特建構主義間接地向理性主

義妥協之做法,其實是為本研究開闢出一個理論間相互溝通的場域。 

第三、是針對本研究關注之焦點而選擇：本研究觀察重點在於柯林頓

與小布希政府之對外定位，必須承認國家中心主義，如果不以國家政府為

基準，立論與批判就會與主權民族國家體系占主導地位的國際政治現實相

脫節。同時本研究也瞭解，若不承認國際現實面與結構主義，就無法深刻

把握國際關係的相互依存性、有機整體性和密切聯動性，也就無法與主流

理性理論－－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奠定比較的平台，28故本

研究乃決定遵循主流（常規）建構主義的思維架構。 

第四、溫特的主流建構主義仍與理性主義存在區隔：雖然溫特的觀察

點仍環繞在國家中心的能動者角色上，以國家為基本分析單位、以理性、

生存為首項目標，29但是溫特的主流建構主義不同於國際關係主流理論之

處在於國際政治的根本結構不僅是有物質性，而且有社會性（這一點與新

現實主義不同）。國際結構影響了行為體的認同與利益，而不僅僅是決策傾

向或行為（這一點與新自由制度主義不同）。30

第五、是理論發展的需要使然：本研究認為對於國際關係進行有限度

的實證研究是有必要的，31因此本研究接受最低限度的實證主義。32因為沒

                                           
26  郭樹勇，頁 91。  
27  同上註，頁 93-94。  
28  同上註，頁 77。  
29  同上註，頁 77。  
30  同上註，頁 81。  
31  同上註，頁 65。  
32  同上註，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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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證主義與科學研究的趨向，激進的建構主義理論就只能停留在哲學發

問的層面，不能進入社會科學領域產生有意義的研究。Jervis對激進建構

主義者的批判就在於此。Jervis認為建構主義者沿用了社會心理學的解釋

，認為利益就是意願（desire），是想要的東西，但是若說意願與信念相加

就會構成有效的、能被觀察得到行動，論證上可能失之於簡單。33事實上

，主流建構理論來自批判理論而且又超越批判理論，轉而專注於「建設性

」的建構，希望發展出一個補充或替代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制度主義的新

理論。亦即主流建構主義是以科學的方法研究國際關係，肯定國際關係理

論的社會科學性，34因此受到國際關係學界的討論最多，35所以值得本研究

效法。 

第六、本文所以不打算以激進建構主義為研究方法原因，在於「激進

建構主義主要是後現代主義影響下形成的批判理論流派，它疏於肯定性的

理論建設，而只將主要精力用於批判主流理論和解構國際關係學科」，36

造成思考方式的不可知論，37這與本研究第一章所指出的欲追尋出一套有

系統理論解釋目標相去甚遠。在另一方面，溫特的建構主義也強調解構與

建構「是不可分割的依存整體和話語實踐」，38說明常規建構主義是一石

二鳥的完整工具，促使本研究選擇主流建構主義切入。 

第三節 文獻探討及研究工具之調整 

袁易是國內少數探討柯林頓總統任內美「中」關係定位的學者之一。

在＜權力、利益與認知：美國與中共軍事交流之弔詭＞一文，及《中國遵

循國際導彈建制的解析：一個社會建構論的觀點》專書中，袁易針對國際

建制的理論議題，在「不牴觸理性論核心的情況」下，採用漢斯(Peter M. 

Hass)「弱認知主義」的基本觀念，以及溫特的建構主義論述，企圖「釐清

美『中』政府雙方軍事交往認知學習的條件」以及「解釋雙方如何調整自

我觀念‥‥」。39袁易的貢獻足以強化吾人對建構主義與實證研究間進一步

                                           
33  Robert Jervis, “Realism in the Studies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Issue4 (Autumn 1998), pp. 971-991. 
34  郭樹勇，頁 83。  
35  同上註，頁 84。  
36  同上註，頁 80。  
37  同上註，頁 73。  
38  同上註，頁 83。  
39  袁易，＜權力、利益與認知：美國與中共軍事交流之弔詭＞，裘兆琳主編，《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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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連與認識，對本研究的啟發如下： 

第一、袁文意識到弱認知論模式「除了必須採用觀念（ideas）的相

關論點作為補充外，它還必須指明在何種條件下這些觀念才會對決策者的

選擇產生影響」，40可惜的是，袁文在後續的歷史回顧中，並沒有指證出「

何種條件下」的情境因素曾發揮影響力。 

第二、袁文是以弱認知論模式來突顯出「在國際政治的真實運作中，

權力、利益、和認知相互糾纏、相互作用」，41亦反映出建構主義若不經過

一番從概念到操作層次的調節，仍不是一個有效的解釋工具。 

第三、整合因素：由於「相互糾纏、相互作用」，導致袁文於結論指出

：美「中」關係定位既是「新現實主義」也是「新自由主義」，更是「建構

主義」之產物，42提供本研究將三項理論予以整合的啟發，嘗試如袁文建

立一個「整合型的安全建制分析架構」，43對於美對中共關係定位變化提出

系統解釋。袁文探討的題目主軸─中美交流之弔詭─為本論文的合理化基

礎寫下最有力的註腳之一，而也正因為袁文之研究在前，開闢研究美「中

」關係的視野，提昇了本論文後續研究之基本價值。 

綜觀上述，企圖以建構主義途徑瞭解國際局勢現象者，必須把握的觀

察點如下： 

第一、國際權力結構：本研究將以國際權力結構為參考點之一，認為

自助並非「無政府狀態」下的唯一選擇因應方式。因為主體間的理念（包

括「客體之意義」、「主體的認我認同」）受國際體系結構影響，此處所謂的

國際「無政府狀態」將與文化等同視之。而溫特所界定的國際體系文化的

實現方式，將視各國將體系文化內化的程度及各國與體系社會化的程度而

定。44

                                                                                                                         
關係專題研究：1998-2000》。台北，民 91 年，頁 151－189。  
40  同上註，頁 158。   
41  袁易，頁 184。  
42  同上註，頁 183。  
43  同上註，頁 153。  
44  郭樹勇，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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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建構主義為工具觀察美、「中」國際權力結構，將會發生以

下命題： 

（一）如果是霍布斯文化，則國家間角色定位是敵人；美國將會有以

下幾種行為出現： 

（1）力圖摧毀、消滅，或改變對方；(2)時刻把對方意圖向

最壞處考慮，任何事件都會與敵意聯繫在一起；(3)軍事實

力被視為至關重要的因素，既根據敵人的軍事實力預測敵人

的行動，又認為自我軍事實力是相互關係的決定性因素，軍

事方式被認為是唯一可以具有最終決定權的手段，發展軍事

力量被視為安全的保證；(4)如果爆發戰爭，就會無限制使

用暴力，直至消滅對方或被對方所消滅。45

（二）如果是洛克文化，則國家間關係定位是對手；美國將會有以下

幾種行為出現： 

(1)承認相互主權。雖然國家之間的競爭和爭執會涉及邊界甚

至出現領土變動，但是主權作為一種制度是得到普遍承認和

遵守的。(2)重視絕對收益。因為生存問題不是最緊迫問題，

所以行為體趨於重視絕對收益，重視未來效應。(3)軍事實力

比重減弱。雖然競爭導致的衝突可能使得國家訴諸武力，但

是軍事力量的意義已經不像對敵人那樣至關重要。(4)暴力受

到限制。一旦戰爭爆發，競爭對手會限制暴力的使用程度，

不以消滅對方為最終目的。46

（三）如果是康德文化，則國家間關係定位是朋友，47美國將會期望

相互遵守兩項基本規則：一是不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方式解決爭端，一是

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脅，雙方將共同作戰。48

                                           
45  鄭廣瑞，＜建構主義視角下的國際體系＞，＜http://sis.ruc.edu.cn/news/shownews.asp? 
newsid=155＞  
46  同上註。  
47  袁正清，＜從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體：建構主義的解析＞，《國際政治》，2004 年

1 月，頁 28。  
48  鄭廣瑞，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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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理念：本研究將以理念為參考點之一。所謂「理念」必須是辯

論而來，因為建構主義的認識論源自康德的「合成知識」理論，認為知識

不是被動接受，也不是對某象徵標的物的自然反映，根據皮亞傑的學習認

知研究，知識是主動的活動結果。49 但是此處辯論所依賴的行動理性（

rationality of individual action）是與理性主義的「理性」不同。建

構主義採用「是否適切」的邏輯，理性主義則採用「何種結果」的邏輯。

所謂「是否適切」的行動邏輯，是指行動者必須決定要遵循何種「規範」

才算適切。50

第四節 小節 

本章研究內容涵蓋建構主義的世界觀到溫特的主流建構主義理論的介

紹，進而為建構主義工具選項找出合理化的研究基礎，輔之以文獻探討及

操作工具之調整。 

簡言之，建構主義從社會化和制度化的宏觀總體出發，基於「世界不

是特定不變，而是建構而成」之前提，主張國家利益與國際社會體系之間

存在互動關係，不斷處於變化過程中，而不是一成不變的東西，所以要用

「理念」、「認同」等非物質的社會學概念來理解國家對外行為及國與國

之間的關係。套句哲學用語，建構主義的本體論視國際關係體系不全然是

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制度主義所主張的物質本體，而是具有觀念本體或社

會本體的意義。在認識論當中，主流建構主義強調社會事項的主體間性（

inter-subjective）和非因果性。而在方法論上，本章所採用的溫特之建

構主義，則並未脫離理性主義的假設前提，仍然是將國家假定為一個單一

的整體，認為國家是國際關係現象的主要觀察單位，吾人可以看出主流建

構主義已經調和了方法論個體主義和方法論整體主義、人文主義與科學主

義，以求得學術界主流理論的接受。 

溫特的主流建構主義主張並非可以視為建構主義之當然代表，且作為

一種研究途徑，溫特的建構主義問題仍多，但是基於「溫特的建構主義『

無政府狀態』的假設前提與理性主義雷同」、「採取弱認知的立場，開闢

出與理性主義相互溝通的立論空間」、「國家中心主義之觀察重點是國家

                                           
49  Palan, p. 579. 
50  Sending, p.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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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激進的建構主義理論只能停留在哲學發問的層面，不能進入社

會科學產生有意義的研究」等因素，本研究決定調整溫特主張之建構主義

，作為研究工展開之觀察工具。調整過後的建構主義觀察點有二：一是全

球權力架構，循此邏輯推推演，如果是霍布斯文化，則國家間角色定位是

敵人；如果是洛克文化，則國家間關係定位是對手；如果是康德文化，則

國家間關係定位是朋友等三項命題；二則是理念因素。藉由此二項觀察點

，本研究下一章將試圖詮釋「何以美國從老布希、柯林頓到小布希政府的

十六年間，對中共關係定位出現起伏擺盪」之行為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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