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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解放國際關係理論的霸權觀點－「溝通行動理論」的觀點 

 

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的整套國際政治論述大致而言都不脫離關於無政府

的國際政治體系、理性主義、國家中心主義等三項假設論述。三項基本假設無形之中建

構了整個國際社會運作的意識形態，此一意識形態又以支撐國家間互動與交往的規則。

此種運作邏輯幾乎與葛蘭西的文化霸權觀念如出一轍（政治領導權+意識形態領導權）。

然而，文化霸權的形構過程強調如何讓社會中各階層的人都「心甘情願」地接受統治者

的領導，惟三大學派卻都疏忽了如何形成集體認同的過程。 

 

本章的論述核心以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作為主流國際理論再深化的利器，

其手段置於如何從國家中心的政治論述朝向以「人本」為中心的國際政治論述。基於此，

本章內容：第一節論述國際政治批判理論的核心與盲點以期重新詮釋國際政治的批判理

論；第二節研析溝通行動與國家對外行為的關係；第三節探討主體間性與國際社會集體

認同的關聯性；第四節為本章小結。 

 

 

 

 

第一節  重新詮釋國際政治的批判理論 

  

壹、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理論概述 

 

眾所周知，國際關係的批判理論來自於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繼承早期

馬克思的異化思想，堅守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針對資本主義發展的異化現象，進行

文化批判。然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觀點不僅深邃且廣大，批判內容包含了對意識

形態、技術理性、大眾文化、現代國家、現代性等方面。本節並不想全面探討西方馬克

思的各個層面的哲學觀點，僅以西方馬克思重要學者對「理性」及「現代性」的概念，

做為評析國際政治批判理論的觀點。就某種意義層次來說，現代性或理性的批判其本質

思想己包括了意識形態、技術理性、大眾文化、理代化國家的批判之中，因而本文針對

的理性與現代性批判的重點又將其聚在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的物化概念，以做出對上述

理論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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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批判理論家包括了盧卡奇（Lukacs） 阿多諾（Theodor 

Adorno）、馬庫色（Hebert Marcuse）、哈伯馬斯等人。他們的批判觀點有一個共同特色即

針對啟蒙以來的理性及其帶給資本主義社會進步的負面影響，進行文化意識形態的批

判，而現代化的理性批判又是延續韋伯（Max Weber）的理性概念。啟蒙理性實際上是

就是社會合理化的理想，由於合理化的知識與文化具有塑造社會進步的力量，此一進步

力量間接地帶動了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正面作用）。相對的也帶來負面影響。 

 

一、盧卡奇的批判觀點 

 

盧卡奇在《歷史與階級意識》第四篇中針針對資本主義現代化所造成人的「物化」

提出批判。盧卡奇指出「商品拜物教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即現代資本主義一個特有問

題。」
1盧卡奇在此著作中是以批判資本主義的物化觀點為主。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商品

的交換，使社會之間的關係發生了嚴重扭曲，也導致了人的關係與事物關係的同化，抽

象的普遍交換形成了普遍物化的趨勢和資本主義的徹底統治，屬於人自己的活動、勞動

關係成為了做為某種客觀東西，且與人相對立並且控制人，同時它也深入人內在靈魂世

界製造了物化意識結構，2西方社會自從 18 世紀以來的發展，產品的生產是按照交換價

值原則來組合生產者、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社會關係無形中形成了商品交換關係，這種

關係使得傳統社會中人與人的互動關係消失，社會關係也抽象地變成了物與物的關係，

這種社會關係盧卡奇稱之為物化關係。
3 

 

盧卡奇從物化觀點出發，他企圖翻轉長久以來西方哲學中的主客二元論，他認為

主體與客體的分離因而根植於人類與其世界的社會性也造成分離。此點乃是造成人類思

維與實際生活的分離，也是粗俗馬克思主義之所以不具吸引力的主要原因。針對二元論

對人所造成的異化現象，他說： 

 

主體既不是存在和概念的觀察辯證法的不變觀察者，它也不是純粹思想可能性的實際操作

者。主體是一個辯證過程，在主體和客體之間本質那種僵硬形式對立的完結。…只有真正的東

                      
1 盧卡奇(George Lukacs)著，歷史與階級意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研究(台北：結構群文化出版社，1989)，頁

144。 
2 同前註，頁148。 
3 同前註，頁17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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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它不僅做為實體，而且也做為主體來理解，只有主體（意識、思維）同時是辯證過程的製

造者和產品，只有做為結果的主體在它的意識的形式是在自我的世界中運動，只有當這個世界

用全部客觀把自己加在主體上，只有到那時辯證法的問題以及主體和客體、思維和存在，自由

和必然的矛盾的揚棄問題才能獲得解決。4 

 

盧卡奇在《歷史與階級意識》中不斷地引用了康德及多位西方哲學家的理論企圖

打破主客二元對立的迷思，甚至想瓦解黑格爾式的馬克思主義。盧卡奇真正的企圖是想

批判黑格爾，他說：「由於黑格爾哲學在歷史領域中不可能發現主體－客體的統一，它

被迫超越了歷史，並建立了自我發現的現代性王國。」
5他認為要認識資本主義世界的本

質，必須抛棄庸俗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論的觀點，反之應從商品拜物教的特徵來看問

題，並從歷史的演進來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他認為在前資本主義時期，商品並未能獲得

發展，但到了資本主義社會階段，商品不僅取得支配地位而且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

面，從而出現了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物化」現象。所謂「物化」是指在發達的商品經

濟條件下，人的勞動結果或由於人的「造物」之下，使得物質變成了某種統治人、支配

人的力量。物化做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有現象，它是發達工業社會所有人的普遍命運。

也就是說，「人」所處的世界，不僅是陌生的、不可控制的，就連主體本身、人本身也

變成陌生的、不屬於自己的商品。他又說：「從商品關係的結構中，可以找出一切對象

性形式以及與此相關的一切市民社會主體性形式的原型。資本主義社會不論是相對於傳

統的過去還是解放的未來都是巨大的倒退。」
6由此得知，盧卡奇認為歷史本身是歷史辯

證法的邏輯起點。在他看來，辯證法的決定因素就是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理論和實

踐的統一，這些都存在於我們對自然的認識之中。但是古典哲學家（尤其是黑格爾的唯

心辯證法，對於當代資產社會的認識，並無太大的幫助。他說「從認識到辯證法被限定

在社會歷史範圍內，這是特別重要的。…，因為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歷史批判理論，

是一種人的解放學說。如果以實證主義態度去闡釋它，那麼它和人的解放有什麼關係

呢？如果否定歷史辯證法，歷史就變得無法了解。實際上，歷史就是客體與主體、客觀

性與辯證性的統一。」
7
盧卡奇認為資本主義的物化和異化是有一定的限度，物化到達一

定程度就會引起「精神的復仇」而無產階級最終會體會到自己是主體也是客體。從盧卡

奇的物化和無產階級的觀念可以看出，他的理論實際上帶有黑格爾的思辯哲學，因而齊

                      
4 同前註，頁187。 
5 同前註，頁193。 
6 尤爾根，哈貝馬斯著，交往行動理論，前揭書，頁337-341。 
7 同前註，頁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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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爾批判他的理論是企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行重建，但他的觀點似乎又回到了客觀唯

物主義方面。 

 

二、霍克海默的批判觀點 

 

霍克海默和阿多諾在 1947 年發表的《啟蒙辯證法》是針對 17－18 世紀啟蒙運動以

來歐洲資產階級思想解放運動，提出反思與批判。他們認為啟蒙理性消除了神話，並用

現代科學代替了想像。
8啟蒙精神的主要內涵包括了：第一，堅信理性萬能、理性至上，

主張用知識取代神話，把人類從迷信之中解放出來9；第二，以崇尚理性和技術為核心，

其目標就是要確立人對自然的優越地位和無限的統治地位10；第三，人類以理性征服自

然，統治世界其目的是要增強人的本質力量，促進人的自由，實現人的自身解放。
11依

照啟蒙理性來看，他們堅持人類將從根本上改變迄今為受自然和社會奴役的歷史，建立

起一個真正人類可以掌控的合理世界，使人成為自然和歷史的主人，以實現人的真正解

放和自由。 

 

但是對霍克海默而言，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啟蒙理性似乎並沒有真正的實

現自己的承諾，因為在理性精神的控制之下，人類確實改變了自己的生存條件，並創造

了一個較啟蒙以前進步數百倍的物質世界，為人類創造了極大的財富。但與此同時啟蒙

精神卻無形中走向了人類理性價值的反面，啟蒙理性不僅不能散發人類理性價值的光

彩，而是轉化了悲劇，走向了自我的毀滅。 

 

霍克海默認為啟蒙理性使得整個社會的發展理論成為一種「固定式」、「真理性」、「科

學化」的大敍述。但這種論述在普遍統治的世界中，人類不進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狀況，

而是變成另一種新的野蠻狀態。
12
霍克海默說 

 

「傳統的理論觀念係立基於社會分工中所進行的科學活動之上，而此分工乃是社會分工發

展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傳統理論所對應的學術活動乃是社會所有其他活動配合進行的，但又和

                      
8 霍克海默、阿多諾，啟蒙辯證法(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年5 月)，頁1。 
9 同前註，頁2。 
10 同前註，頁235。 
11 同前註，頁4-7。 
12 同前註，導言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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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活動沒有直接清楚的關聯。」13 

「如果將思想過程從其社會整體活動的母體中抽離出來考慮，必然會造成片面性的看法。

我們需要建立一種概念來克服這種片面性。……。事實與概念架構之間的關係，提供了矯正此

種偏頗觀念的出發點。」14 

 

霍克海默認為由啟蒙精神所導致人的異化，進而會導致自我異化及人與人之間相

互的異化。從霍克海默對啟蒙理性造成人異化現象的批判觀點，可以看出他對傳統理論

中，主體、客體、理論之間本質上是不變的事實，感到不滿。他認為主體並不能改變客

體，啟蒙理性的諸多理論都是要進行逐漸「逼近」該客體的狀態，以獲取關於該客體的

有效的、可靠的知識。霍克海默認為：主體、客體、理論三者都不是固定不變的，在歷

史的過程中都將會改變。主體以理論來刺激客體的變革，而在此客體變革中，主體與理

論必須自行調整，才能適應新的情勢，以保證實踐的成功。 

 

另外，霍克海默提出「傳統理論」是啟蒙理性發展與制約下的產物，它根植於分

工之上但又超越這些分工。因而本質上是一種肯定現存的社會秩序。而與傳統理論者則

是「批判理論」，它是要超越舊分工為前提，其要旨即是要對現存社會的批判與超越，

從而實現對人的自由與解放。霍克海默認為： 

 

傳統理論的思想中，個別客觀事實的起源、思想藉以把握事實的概念系統的實際應用以及這類

系統在活動中的地位，都被看成是外在於理論思想本身的東西。這種異化用哲學術語表達就是

價值與研究、知識與行動以及其他極端之間的分離，它使學者免於陷入我們指出的那些緊張，

並給他們的活動提供一種確定的框架。15 

 

霍克海默不把現存秩序當成天然合理和不可超越的，而是對之採取否定的態度，

從而尋找社會變革與更新的契機。然傳統理論卻表現出一種超然物外的知識理論，一種

獨立於社會進程的純粹理論，而批判理論則內在於社會互動，它是由社會發展的進程所

建構出的理論。由此可知，霍克海默認為批判理論所揭櫫的目標（建立一個理性的社會

組織），其實和德國觀念論或西洋哲學傳統的理念是一致的。即是要建立一個「公道」、

「善良」、「自由」與「幸福」的社會。他認為批判理論的目標－建立理性社會－從現存

                      
13 同前註，頁175。 
14 同前註，頁187-188。 
15 同前註，頁199。 



第陸章 解放國際關係理論的霸權觀點-「溝通行動理論」的觀點 

 180

的秩序看起來只是存在於幻想理解，但霍克海默認為此理想或目標真正是存在於每個

人，而並不是任意設定的，也不是完全超越現實的。從霍克海默的論述可以看出他的思

維是依循韋伯和盧卡奇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異化現象，他指出「通過資本主義分

工的維持自我生存的過程愈發達，這種過程就越是強烈地迫使按照技術結構來創造自己

的內體和靈魂的個人，進行自我的外化。」
16霍克海默認為人類運用科學的理性方式進

行發展的同時，只考慮科學的效益和功能，固然科學供養了人們的物質生活，但它把人

類的精神卻弄得殘破不堪。 

 

三、阿多諾的批判觀點 

 

阿多諾的社會批判理論繼承盧卡奇物化批判理論綱領，同時又把物化世界的批評推

向另一個極端。阿多諾把工具理性的合理化概念用於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物化，而且用

於解釋整個人類啟蒙和文明化的整個過程。在他看來，物化和異化有著更深層的根源。

而在人性中，在人類追求自我主宰的啟蒙中，已經埋藏了人類所追求的目標。阿多諾說：

「對啟蒙來說，任何不符合計算和功利原則的東西都必須加以懷疑。」
17阿多諾是依照

韋伯的目的和工具理性來理解資本主義社會，他反對啟蒙是以抽象的形式來把握世界，

在這個世界中數字成了啟蒙的原則，數量關係也成了支配著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法和商品

交換原則。18阿多諾說： 

 

當人從他自身中去掉自然意識時，人在生活中維持一切目的，社會進步，一切物質和精神

的提高，以及意識本身都無意義了，手段被神化為目的，在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已經有了顯著

的荒誕特徵，而這在主體的史前史中已經露出端倪。19 

 

在阿多諾看來，人類自我生存的要求產生了對自然的支配意識，而對自然的支配最

終必然會導致社會系統和自我的內在壓仰。20阿多諾說：「正如今天的生活日益屈從於合

理化和計畫一樣，個人的生命包括他最隱密的衝動；以前是他的私人領域的一切，現在

都必須考慮合理化和計畫了。」21阿多諾反對啟蒙理性中的社會合法化，因為社會合理

                      
16 同前註，頁26。 
17 Adorno, and Horkeimer, Dialectics of Enlightement (London: Verso Publisher, 1979),p.6. 
18 Ibid., p.41-45. 
19 Ibid., p.54. 
20 汪行福，「新啟蒙辯證法－哈貝馬斯的現代化理論」，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 年第4 期，頁54。 
21 Adorno, and Horkeimer, Dialectics of Enlightement,pp.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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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合法化不僅剝奪了人類通過更高的理性把握價值和意義的能力，也取消了人類固有

的自由思考與反思的能力。此種能力的喪失，在阿多諾看來像似人與自然的脫離，因為

人在生活世界之中僅為了一個利益的目的理性，而失掉了自然意識。由於現代性的加強

使社會進步，也使人的意識變成毫無意義可言。阿多諾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基點，完成

了對康德和黑格爾的批判性繼承。他揉合康德、黑格爾的藝術真理觀和馬克思對藝術與

現實關係的論述，認為藝術中的真理和形而上學因素就是藝術對現實徹底的否定，從而

把藝術與現實的關係問題提升到真理這一本體論的高度。
22 

 

四、馬庫色的批判觀點 

 

《單向度的人》是馬庫色的代表著作，此書是描繪現代科技進步，造成了一個無法

反抗的控制系統，人只能學習、順應，而無力批判、反擊。為了追求物質享受，人們放

棄了應有的批判本能，而向「假需求」投降，並誤信自己有某種社會需求，進而單面向

的追求科技與物質，生活於是被單一的科技物質所統制，於是人成為一個不完整的人。

馬庫色說：「工業社會最發達的地區始終如一地表現出兩個特點：一是使技術合理性完

善化的趨勢，一是在已確立的制度加緊遏制這一趨勢的種種努力。發達工業文明的內在

矛盾正在於此；其不合理成存在於合理性中。……工業化的技術是政治的技術；由此，

它們預先就判斷著理性和自由的種種可能性。」
23馬庫色同時觀察到馬庫色觀察到意識

形態是統治者的統治工具，是一種為統治者的利益而制定的虛假意識，但卻被大眾認

同；意識形態已經成了資本主義壓抑人性的主要機器，使人必須為了追求「利潤」、「成

功」而自願地失去自我意識，自願地順從一套扭曲人性的價值體系，透過「文化工業」，

如「電影」與「廣告」，將屬於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輸入人的心中，使人視為理所當然，

於是在人的心中形成牢不可破的意識形態，所以資本主義以為好的就是好的，以為美的

就是美的。
24
 

 

由此一向度出發可以看出馬庫色的批判理論表現在對現代化的理論，他是以全面反

對理性的存在。他認為資本主義進步的法則就是對人奴役的擴大，所以他提出了「單向

度的人」的現代人的概念，他同時提出了一個公式：技術進步＝社會財富的增長（國民

生產總值的增長）＝擴大奴役。從廣義上來看，工具合理性控制了社會的生產程序，國

                      
22 Dodd, Nigel,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ity (U.K.: Polity Press, 1999), pp.68-74. 
23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著，單向度的人(台北:桂冠出版社，2004 年)，頁26-27。 
24 同前註，頁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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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機構個人的勞動時間、休閒時間並且剝削對象已不侷限在工人身分，反而已擴及到人

類各個階層。
25他認為理性＝真理＝現實的公式把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結合成一個對立

面的統一體。而在這個公式中，理性成為一個顚覆性、否定性的力量，此種力量試圖證

明真理不是主觀的而是客觀的條件。
26是故，在發達工業社會中，生產力在更大規模上

的發展，擴大對自然的征服，進一步滿足日益增多的人們的需要，且創造新的需要和才

能。但是，這些可能性通過消除其解放潛能的種種手段和制度，正在逐漸得到實現，而

且這一進程不僅影響其手段也影響其結果。
27因而，他認為：「社會的壓抑性愈是合理的、

生產的、技術的和全面的，被管理的個人借以打碎他們的奴役枷鎖，並獲得自由的手段

和方式也就愈不可想像。」
28 

 

單向度社會的極權主義傾向使抗議的傳統方式與方法失去了作用－甚至變得危

險，因為它們維持著對公眾主權的幻想。這一幻想包含著某種真象：人民先前的社會變

革酵素，已經上升成為社會團結的酵素。成為發達工業社會特徵的新的分居，但卻不是

在財富的再分配，也沒有讓和各階級的平等化更落實。
29 

 

五、小結：西方馬克思主義「理性」與「現代化」的觀點 

 

由本節對盧卡奇的物化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諾的啟蒙理性批判，以及否定辯證批

判的理性概念，再到馬庫色的單向度人的現代性批判等論述，明顯的可以看出西方馬克

思主義者對於現代性的反動，以及有關現代理性的基本特徵對現代性中缺乏對人性重視

的成分。早期西方馬克思學者在「現代性」方面所擁有的基本特徵和價值主要表現在下

列兩個方面：第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反思現代性時，依舊肯定現代性的價值，這是西

方馬克思學者並不完全反對現代性的重要理論依據，也是他們與後現代主義學者反對現

代性，其間最大的不同點。另一方面，阿多諾等人對「同一性」的哲學理性的激進批判

和對審美自由維度的強調，在一定意義上又開啟了批判主義對現代性批判的力度。到了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後期發展階段，關於對「理性」及「現代性」的討論又再次成為熱門

話題，特別是體現在哈伯馬斯對生活世界與系統對觀念的提出，他們都企圖對現代性及

理性進行重新詮釋和重建現代化的理性。 

                      
25 同前註，頁125。 
26 同前註，頁125。 
27 同前註，頁248。 
28 同前註，頁7-8。 
29 同前註，頁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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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析論哈伯馬斯修訂批判理論的概念 

 

身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第三代掌門人哈伯馬斯，其對批判主義的觀點，與其同

門學者的觀點卻有顯著不同。哈伯馬斯認為，阿多諾與馬庫色的批判理論過於悲觀，而

這種悲觀的色彩造成理論出現不足的現象，包括：第一，批判理論沒有認真對待社會科

學分析哲學發展起來的理論和思想；第二，批判理論以一個工具性的方式蝟縮成為一個

抽象的名詞，無法成為一個有效的理論或對社會做出適當的貢獻；第三，批判理論沒有

清晰和明確的考慮其規範的基礎。
30他認為阿多諾、德里達馬庫色等人對現代性問題看

成是理性自我指涉的矛盾的結果，因而對理性採取了不顧後果的態度，把理性置於自相

矛盾之上，放棄了提供基礎研究的責任。31哈伯馬斯指出，阿多諾將現代社會中的極權

主義看成是理性自大狂造成的，理性在承諾自由、反對神話的過程中自己重新又成為神

話和反自由的東西。阿多諾要求理性承認自身的矛盾性，放棄總體，以自相矛盾的方式

存在。哈伯馬斯指出，這些話語的深層缺陷就是「對有高度矛盾內容的文化和社會現代

性都是遲鈍的。
32哈伯馬斯對現代性做了診斷，他認為現代性最大的問題來自於人類對

「意義」的失落。他說：「社會合理化的深遠矛盾還有被專門化和日常文化之間的複雜

關係觸動。」33因而對現代性批判的傳統必須與科學的批判傳統結合起來才能闡明現代

性的矛盾。 

 

在哈伯馬斯看來，霍克海默、阿多諾錯誤地把理性的形式化因素看成是理性的類型

（即看成是工具理性），進一步地推進了盧卡奇的物化理論，因為物化之存在主因工具

理性深入到人的主體內部。若欲擺脫物化現象，哈伯馬斯認為必須放棄自我維持「同一

化」的理性，以尋求思想活動的新方式。
34同樣的，哈伯馬斯說：「馬克思、韋伯、阿多

諾都認為社會合理化就是行為關係當中工具理性和策略理性的增長，另一方面他們又都

在思考，一種總體性的合理性究竟意味著一種合理的道德生活，或者與自然和諧相處，

而合理化經驗過程的相對價值可以用總體的合理性來加以檢驗。」35如何維持工具理性

和價值理性的平衡即變成處理現代性的重要問題。因為工具理性可以保證生產力知識的

使用和發展，使科學與物質世界更加進步，而價值理性本身具有有文化資料庫的功能，

                      
30 江恰主編，走向新世紀的西方哲學（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487。 
31 衣俊卿等著，20 世紀的文化批判(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頁280。 
32 尹樹廣，後結構．生活世界．國家(吉林，黑龍江人民出版社，2001)，頁94。 
33 轉引自尹樹廣，後結構．生活世界．國家，頁95。 
34 衣俊卿等著，20 世紀的文化批判，頁281。 
35 哈伯馬斯著，交往行為理論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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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不僅可使知識不斷精進，並導使人的自由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不致出現被貶低的現

象。價值理性有其自主的文化延續性，而體系制度化本身不過是與文化知識成為一種相

互互補的作用。溝通行動的知識和生活世界的確定，成為個體和群體行動的主要方向，

而體系必須在已經確定的方向影響下，並受其制約下才得以有其發展空間。現代性要能

順利發展不能再以馬庫色的觀點；把問題都集中在工具理性，和單純地改造技術本質方

面，也不能像霍克海默那樣，忽視了知識發展在提高世界觀的作用方面，另一方面又僅

只考慮理性的工具化，把理性的工具性方面看成理性的類型和體系的本質，轉而要求放

棄理性，而不考慮破壞東西的完整面。 

 

哈伯馬斯認為在人類的溝通行動中，對知識的考慮不是從知識具體內容出發，而是

要從集中在知識的類型和運用問題上著手，即須考慮知識與行動的互動關係、行動的合

理性與合法性等。行為的評價和標準是社會整合的核心問題，理性是具有言語和行為能

力的主體，是生產、生活、交往和思維活動中的根本原則和態度，因此認識活動根源於

一種意義關聯之中，而這一意義關只有在生活實踐、在語言和在行為之中才能具體成

立。
36職是之故，要解決人類工具理性所出現物化現象，必須要以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溝

通）行動的理性來克服，而溝通行動理性產生於經驗的交往行動之中，溝通與互動又是

理性的經驗理性，它與以控制為目的的因果理性和工具理性是截然不同的。理性的類型

區分是可以行動類型作為切入點，從功能和使用上出發來分析，其關鍵在於不是對知識

的擁有，而是具有言語和行為能力的主體如何去運用知識。37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是將

人類的目的活動與言說活動兩者結合起來，因為兩者都與特定的理性相關聯，目的理性

活動所依賴的是因果理性，但目的卻干涉了日常生活，反之溝通行動依賴的理性是交往

經驗中達成非強制共識的理性，它是藉由通過語言理解的力量達成有效共識，進而把行

為協調起來。 

 

探討有關人類經交往所達成的共識問題，哈伯馬斯不贊成霍克海默、阿多諾及馬庫

色的觀點，他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理論家，衹是把批判反思的領域擺置在個人內心的

意識層面中，並沒有在個人主觀性的領域中與社會進行溝通與交往。38哈伯馬斯主張應

在多元主體的對話與交往之中進行辯證式的相互理解，也就是說要在社會的層面裏考察

交往的合理性，同質性、異質性和社會性，及造成人與人交往異化的交往結構等因素。

                      
36 哈伯馬斯，合法化危機)，頁149-151。 
37 哈伯馬斯著，後形而上學(上海：譯林出版社，2001)，頁56-58。 
38 轉引自，任平，交往實踐的哲學：全球化語境中的哲學視域，頁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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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馬斯認為，溝通行動理性主要借助於實踐，而實踐主要是對自己共同的生活聯繫以

及滲入主體內部的生活世界，樹立了確定的信念。
39主體與主體之間，或主體與多元主

體之間，即是把共同的理解當成基本知識庫，而以其做為交往的背景進行合理的行動與

交往，以獲得經驗的理性知識，進而以合理性的活動做為語言和行為能力的基本要素。

在這個交往辯證法的空間內，交往的合理性是一種歷史規範的結構，多元主體的交往是

經由主體際的對話，以展示真理、客觀與主觀的辯證關係。 

 

哈伯馬斯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的本源問題即是人的交往體系脫離了生活世界，甚至

系統體系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40生活世界與人的交往體系的分離更是造成個人與社會

的疏離，社會與個人之間發生了二律背反的現象，其中的主因個人（生活世界）過於重

視自由，而社會重視合理化（工具理性）的發展，工具理性進而要求個人須不斷地進行

反思，間接地限制了個人的自由。合理性與現代性存在著某種矛盾關係。哈伯馬斯主張

把解釋學的理解方法與功能主義系統方法結合起來，以區分生活世界和系統，把握從傳

統社會到一般進程。生活世界分為文化、社會和個人三個相對獨立的領域，文化被理解

為知識的儲存庫、人們日常社交往的背景共識和知識來源；社會是規範調節社會秩序和

人際關係；個人是人的情感和性格結構構成的自我認同。現代世界是由一個由文化、社

會和個人相互聯繫的複合體，每一部分都有其合理化的要求。
41在這個意義上，即不能

把個人、社會、文化區分關來，三者之間的互動即包括了工具和價值理性的結合，而三

者之間又可把社會構思視為一種社會集團的成員的生活世界，通過這一途徑社會秩序的

概念可以按照行動理論，或不按照體系概念而引入，以便把體系複雜化發展與生活世界

合理化發展區分開來，以防止把體系的複雜性發展等同與生活世界的合理化。 

 

參、國際政治批判理論的哲學思考 

 

上個世紀 80 年代，各個不同的非主流批判理論如雨後春筍般的湧向國際政治理論

的舞台上，他們大多以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的後設基礎做為批判題材，而這些國際政

治的批判理論家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很大，例如霍克海默的傳統理論啟迪了羅伯

特．考克斯的「問題解決理論」、哈伯馬斯的認識旨趣被理查．阿什利用來批判新現實

主義；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也使得林克萊特的「道德實踐理性」的形成。但是，在

                      
39 哈伯馬斯，交往行動理論(第一卷)，頁28。 
40 哈伯馬斯，交往行動理論(第一卷)，頁164。 
41 汪行福，新啟蒙辯證法－哈貝馬斯的現代化理論，前引文，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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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主義內部實際上並沒有形成統一的學派特徵，在更多的層面上，它是做為與傳統現

實主義理論的對立面而存在。然而，上述學者及其批判理論的最大相同點也是最大的貢

獻為：將國際政治的物化結構現象，帶入到以「人」為主體的互動情境之中。相對的，

這幾位學者也有他們在批判上所呈現出的盲點與爭議之處。 

 

一、羅伯特．考克斯的「問題解決理論」 

 

批判理論否認現實主義可以從人性出發，對國際關係的基本運行法則做出客觀的描

述，他們認為「法則」與權力之間的關係並無直接的關聯性，反之所謂客觀的法則僅是

為現存在的政治權力而服務。後現代主義者認為，國際關係中的普遍規律實際上是不存

在的，建構主義甚至將實踐做為國際關係中基本法則的基礎，實踐才是形成與創造社會

關係的依賴。
42 

 

針對上述現象，考克斯運用霍克海默的傳統理論與批判理論的區別概念，對主流國

際政治理論進行批判，他認為現實主義及新現實主義都可視為一種問題解決理論。他認

為問題解決理論類似於啟蒙以來的傳統理論：人類為解決問題而將科學視為一切進步的

象徵，做為一切進步與解決人類問題的理論。正因為傳統理論的研究認為理論的研究必

須遠離社會與政治，同時也須迴避人文社會的關懷以及社會正義的追求等。與此相反，

批判理論認為任何的理論都無法脫離具體的歷史情境，而且理論不一定是為某種政治及

社會現象而服務的，理論必須具有社會功能，用以揭露社會中各種不公平與非正義的現

象，通過上述的批判功能才能改善人類的生存環境，進而解放人類受壓仰的層面。
43考

克斯把霍克海默的傳統理論與批判理論的概念，運用到國際政治批判理論，進而取名之

為問題解決理論－批判理論。在考克斯看來，問題解決理論就是將世界的現狀包括占優

勢的權力和社會地位等關係以及將他們組織起來，做為既定的行為框架。44
這種模式基

本上它是為客觀現象尋找一個合理的解釋，所以考克斯認為問題解決理論都是為特定政

治而服務。
45
這種理論也不會去反思世界現狀的不合理與非正義的一面，遑論關注社會

變革和社會及世界秩序不合理的因素。 

 

                      
42 鄭端耀，「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評析」，美歐季刊，第15卷第2期，頁117-220。 
43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in Robert Keohane (eds.)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1986), pp. 

204-210. 
44 Ibid., p. 108. 
45 Ibid.,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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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批判理論是以探討全球權力結構、起源和未來的發展遠景，以尋求一個合理

的、公平的、正義的世界秩序。考克斯運用批判理論及問題解決理論的哲學性對新現主

義的物化現象提出批判與反思。他認為，新現實主義是服務於某種現有世界秩序。具體

地說新現實主義是服務於冷戰期間美蘇爭奪霸權、共同管理世界的國際權力結構之合理

性。華爾茲不止一次地提及「兩極世界」是國際體系中最穩定的國際體系。
46其次，考

克斯也批評新現實主義對科學的張揚、對理性的推崇以及對現有的世界秩序大力維持，

這些都可證明新實主義為一種問題解決理論。然而，新現實主義所代表的是理性對自由

的壓抑，科學對人文主義的統治，國際霸權對社會秩序的壓迫。因此，若要將自由、人

文主義及社會秩序從其中解放出來即必須重視批判理論的功能。 

 

考克斯批判理論的哲學基礎即是引用馬克斯的歷史唯物論與葛蘭西複合歷史結構

（超結構）論述得來。他認為社會力量是國際社會發展的一種基礎，而社會力量的具體

展現則會構成世界歷史的結構，而歷史結構的發展絕不是以機械式的或物質的方式對國

際社會進行決定式的發展，相反的它卻是一種制約行動。而個體、組織與各個行為體之

間的互動則會在結構之中開展，個體與組織在結構的圍繞下，不斷進行複合式的互動。

因而結構、個體、組織…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占據統治者的地位。結構之中一旦出現某種

壓迫意圖主宰結構時，個體與組織就會形成另一個與統治型結構相互對立的結構。考克

斯以物質力量、觀念力量和制度三者做為國際體系的結構力量，而國際社會的結構就是

歷史結構，是由社會力量來決定的。
47 

 

二、阿什利的政治現實主義與人類旨趣 

 

理查．阿什利（Richard Ashley）引用哈伯馬斯的認識旨趣對新現實主義進行了批

判。哈伯馬斯的認識旨趣是從其著作《知識與人類旨趣》一書中得來。所謂知識（指人

的認識言）就是一種知識論，此種知識論對哈伯馬斯而言即是一種社會理論；也就是知

識的認識過程須經過與社會融合的過程後，才能使此知識完善，否則對哈伯馬斯而言都

是一種知識論的缺憾。48因而，他不贊成霍克海默的批判性知識，認為現代性並不只是

只有批判性的知識，而現代性是人類尚未發展完成的階段，而現代性更需要在科學、技

                      
46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1979), p.1,10,104,124. 
47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in Robert Keohan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1986), pp. 

217-239. 
48 曾慶豹，哈伯馬斯，前揭書，頁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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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道德和個體的反思中維持一個平衡狀態，才能使現代性繼續走下去。對哈伯馬斯而

言現代性已經被裂解為科學、道德和藝術三大部分，因而在知識的領域上出現了工具理

性和技術統治的霸權，因而要解放這種工具理性的壓抑現象，必須找回人類自省的能

力。哈伯馬斯因此提出了三種理論旨趣的學說：工具旨趣、實踐旨趣、解放旨趣。工具

旨趣是指如何以最少的勞動量以獲致最大的收穫。所以如何控制和預測世界即變成人類

共同的要求，它是一種實證主義的知識論述。實踐旨趣是以「歷史－詮釋性」的學科為

基礎，其目的在於對典章、制度進行解釋或說明，因此它重視命題的效度與各個相互主

體性的理解。解放性的旨趣是一種批判性的自我反省，它可以克服錯誤的意識形態和僵

化的權力支配，以朝向反省和批判，目的也在於自我或社會的解放。
49 

 

阿什利把哈伯馬斯的認識旨趣運用到對新現實主義的批判方面，他認為現實主義是

一種實證主義，也是一種技術統治旨趣壓迫實踐旨趣的過程，從而使得現實主義成為一

種工具理性。阿什利在《新現主義貧困》一文中指出「新現實主義和各種歷史決定論的

流派一樣，否認實踐的歷史意義，否認人們有意識地在不同程度下創造世界的活動。」

50在阿什利看來以卡爾及漢斯．摩根索為代表的現實主義都是一種具有強烈的歷史－人

文科學理論，但是他們的分析卻都是為了解決「無政府概念」的問題，使得政治的現實

主義變成了一個權力政治研究的框架。而以華爾茲為首的新現實主義卻以自然主義代替

了原有的歷史、價值或取代反思和實踐其關懷的層面。阿什利以為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

義都墮落成為一種技術統治的工具，一種問題解決理論。為了正本清源，國際關係理論

有必要抵制現實及新現實主義的技術統治，將批判社會理論納入到國際政治理論來。
51 

 

三、林克萊特的溝通行動國際政治理論 

 

林克萊特承繼阿什利及哈伯馬斯的知識認識旨趣的觀點，他把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

理性細分為工具理性、道德實踐理性和戰略理性，並同時賦予三個理性的動態涵義。他

認為國際社會中存在著三種理性化，即技術－工具理性化、道德實踐理性化和戰略實踐

理性化。技術工具理性化是指可藉由學習來控制自然和社會；道德實踐理性化是指如何

建構秩序和社會公義，戰略理性化則是指在實際的或潛在的衝突情勢下如何把握和控制

                      
49 陸煒，「批判解學何以是批判的-析論哈貝馬斯的批判解釋學思想」，復旦學報，1994 年第 2 期，頁41-45。 
50 Richard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 Robert, Keohan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1986), pp. 290-291. 
51 Richard Ashley, “Political Realism and Human Interes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8, (1981), in Fuat Keyman , 

ed., Globalization, State, Identity/ Difference: 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97), p.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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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在國際政治理論界，技術－工具理性化與強調生產力作用的、強調世界經濟決定

世界政治的馬克思主義政治理論有聯繫；道德實踐理性化與林克萊特等批判理論社會理

論為代表的革命主義國際政治理論之間有內在一致性；戰略理性化則與現實主義密不可

分。
52 

 

林克萊特的溝通理性很顯然與哈伯馬斯的工具理性、實踐理性和解放式的批判行動

理性有異曲同工之妙。他認為無論代表批判性的革命主義，還是代表技術－工具理性的

馬克思主義或是代表新現實主義的戰略性理性，都必須互相學習，和平共處，才能使理

性獲得全面的舒展。順此而推，林克萊特認為新現實主義必須從其他理論特別是革命主

義國際政治理論汲取應有的知識。新現實主義僅知道研究如何控制對手，或盡力鼓吹兩

極體系是最穩定的國際體系等論述，而對國際社會的其他危機漠不關心，實際上都是一

種限制個體對普遍人性的認同。
53他同時認為，與人類解放聯繫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要動搖新現實主義對國家的界定，要從理論上重視國家理論的超越和對更高一級政治共

同體的合理性論證。新現實主義將國家概念絕對化、靜止化的作法實不足取。因為它沒

有認識到國家的本質是一個道德和政治的共同體，是社會歷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國家主權及制度也是一種社會的建構，所以他提倡「國家結構的社會學」，以解釋國家

是如何被人類歷史建構，解釋國家如何建構其他法律或道德權利、責任以及這些制度創

新如何推陳出新。國家結構社會學的提出意味著新現實主義所謂有界國界、絕對國家、

靜止國家等概念都是必須被質疑的論述。54 

 

肆、國際政治批判理論的新詮釋   

 

從上述三位作者的批判觀點，不難看出國際政治批判理論承襲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反

思精神，並從西方馬克思主義理論中淬取精華，藉以批判國際政治的主流理論。若再仔

細分析前述三家理論，又會發現他們的批判論點具有若干共同特點：首先他們都不承認

主流國際關係的理性主義論述；其次他們強調對社會現象的詮釋功能而非僅視之為一種

問題解決的功能；最後他們很重視行為結構的互構性和主體之間的互動性。 

 

                      
52 A.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ian Press, 1990), 

pp. 171-172. 
53 鈕菊生、郭樹勇，「試論法蘭克福學派對國際政治理論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 年第 9 期，頁51。 
54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ritize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ian Press, 1982), p. 138,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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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的意涵在本論文第四章已做過深入探討，而批判主義者認為主流國際政治學的

理性為一種因果性的解釋理論，他們論述的目的是要揭示人類行為和客觀世界的規律，

亦即解釋客觀世界的各個變量，也可以自然的因果規律關係來解釋。但是，批判主義者

不同意因果性的理性可以用來解決人文社會的問題，因為社會是由不同主體建構而成。

它不同於自然科學，所以無論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或者國際批判主義會以「物化」的概念

來批判實證主義學派（主流國際政治理論）。經由批判主義對主流國際政治理論揭櫫其

盲點後，他們已動揺了現實主義及新現實主義的本體論；他們企圖以主觀意識活動、觀

念及權力關係以及主體之間的互動來瓦解新現實主義的客觀論述。尤有甚者，阿什利運

用馬克思主義的歷史唯物論及葛蘭西的複合歷史論，以解決國際政治的本體應包括物

質、精神與彼此之間所建構出的本體。批判學者對於上述的本體論述在學理上很容易落

入形而上學的境地，因而主流國際政治理論雖然接受批判主義的論點，但卻認為此一論

述屬於非科學的領域。 

 

理性主義的發展無論是以工具理性的實證主義論述，或者是從主體之間的價值理性

論述，其中的理性都會面臨世界到底由何構成的問題？或者世界的本質又是什麼的問

題？物質的還是觀念的本體論無論是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還是建構主義上都形成了對

某一項本體的執著。例如，有關國際制度到底是一種物質的本體還是觀念的本體，抑或

是經由主體與主體之間互動所建構出來的本體，三家學派都有其不同的論述觀點。新自

由制度主義承認物質對制度的決定作用，承認財富和權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把

信息視為促進國際合作的重要條件，顯然自由制度主義認同新現實主義的物質本體論的

觀念。但在建構主義看來，制度包含了與物質相反但一樣重要的觀念本體於其中，尤其

必須強化觀念之間的互動才可能建構出權力與利益的概念。建構主義主張國際政治是一

種物質與觀念相互作用下的本體概念。基歐漢指出：「任何制度的規則都將大致反映了

制度所覆蓋絕大多數成員的相對實力地位。」
55
三大學派及批判理論學派事實上都碰觸

了國際政治哲學本體論的底蘊，但如何在彼此之間找出一項人類的交往與發展的道路，

才能真正的解決此一問題。 

 

在分析現代化理性時，必須同時兼顧工具理性與價值理性，因為目的／工具理性代

表著現代國家追求發展和科技進步的重要理性思考，雖然工具理性的發展過程中帶有若

干負面的現象；例如人類的價值失落或自由的失落等。但這些現象並非是大惡不赦。反

                      
55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December (1988), p.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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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過於強調觀念似乎又容易落入到唯心論的論述之中。哈伯馬斯認為批判理論的不足

現象主要來自於他們無法擺脫意識哲學的束縛，其理論也始終在主觀理性與客觀理性之

間徘徊。因此，若要想克服上述困難，必須重新思考理性，也須重新檢視批判理論的本

體論述。 

 

其次，有關對社會現象詮釋性功能問題。批判學派針對實主證主義解釋現象的觀念

提出批評，他們認為實證主義將現象視為一種主體／客體之間的對立關係，是造成社會

現象物化的主要原因。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係不應僅為主體對客體的認識能力，主體／

客體的二元區分實際上是造成上述現象的主要禍因，也是因果關係的思維邏輯。因而，

批判理論認為必須加強詮釋性的能力，才能袪除社會現象的物化情況。 

 

批判學派不同意僅將現象視為主體對客體的一種認識過程，對國際政治的認識論產

生了重大震憾效果。由於實證主義的認識過程都無法脫離以人（國家）中心的主體意識，

主客的分離即很容易使主體對客體形成宰制，進而演變成主體不斷地想征服克體，控制

自然，此乃自啟蒙以來社會文明所抱持的自然科學理則。但是國際政治的批判理論並未

能對詮釋作進一步的深化。詮釋的源泉來自知識和共享的觀念。主體之間所存在的語

言、知識與觀念都不再是於主體對現象的理解，而理解的成功在於設法袪除主體與客體

之間的對立關係，進而使理解從認識的關係轉變為一種存在的關係，理解不單僅是認識

論的問題，而是一個有關各個行動體（國家）能否產生互動與互利的重要因素。對理論

的掌握若從認識的關係轉變為存在的關係，即必須以文化做為此種存在關係的前提，而

文化所牽涉到的是共享的語言、共享的一種先驗的自我概念，反而若要實現主體與主體

之間共有的知識、語言和觀念，必須使每個主體都能進入到一種存在的關係和實踐關

係，否則都無法避免主體／客體之間的對立與宰制現象。 

 

最後，有關主體與主體間的互動（主體間性）問題，此議題的思考又是以主體間的

「社會化」問題為主。國際政治批判理論非常強調國際政治的社會性，他們以此做為批

評國際政治主流理論的重要利器。批判主義更感興趣的是由於語言學的限制（linguistic 

constraints）所產生的共同行為規則，而不是由於人類處理能力不足所致（deficiencies in 

human processing）而造成的錯誤。
56批判主義更將重點放置於語言、文化、歷史對個體界

                      
56 Friedrich Kratochwi, “The Force of Prescrip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Autumn (1984), pp. 69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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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客觀利益，並按照其能力所構成的制約作用。57他們同意利益是通過心理與觀念的轉

變，而加以解釋的。然而，批判理論對於如何產生主體間的互動以及他們之間又如何形

成主體間性卻顯少涉及，對於主體間性與共同利益之間的關係，涉及也過少。因而，必

須強化主體間的互動特徵，才能使批判理論的主體間性更臻完善。所謂行動體的「社會

性」意味著多重主體間的係，它包括了個人與主體之間的關係、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

以及個人與群體或與人類之間的關係。簡言之，就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

係。 

 

對於任何一個個體而言，「他人」、「社會」、「自然」都是「客體」，然如何與此客體

進行互動、交往，而使這些客體都能與主體合而為一，不會出現主客之間的衝突關係，

實為主體間性研究最為重要的部分。哈伯馬斯認為社會化是一個充滿矛盾和風險的過

程，矛盾雙方是日常交往的合理化和目的行為亞系統不斷增長的複雜性，衝突不是發生

在交往行為和目的行為之間，反而是發生在社會融合原則的生活世界，與系統融合的行

為系統之間。
58是故，從社會融合出發來處理社會，社會是一個通過交往過程再生產的

生活世界；從系統融合出發來理解社會，社會是一個自我調節的系統。社會理論的基本

問題是如何以令人滿意的方式把生活世界和系統所指的兩種理論策略結合起來。59此一

批判觀點是哈伯馬斯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系統對生活世界殖民的寫照。此一論點背後所涉

及的是不同主體的互動，以及主體間與社會及自然互動下的關係情境。 

 

 

 

 

 

 

 

 

 

 

                      
57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7.  
58 汪行福，新啟蒙辯證法－哈貝馬斯的現代化理論，頁55。 
59 Ju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U.K.: Polity Press, 1987),  p.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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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主體間性與國際社會集體認同的關聯性 

 

國際關係理論經由第二次大辯論後，行為主義的方法論逐漸在國際政治的研究領域

中占據主導地位，行為主義強調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同時把認同和觀念的問題刻意避

開，並認為是無關緊要的問題。
60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對於國家間的利益和制度的計算，

認為是國際政治運作規則的主要依據。簡單地說，他們是從經濟學的個體行為主義去看

利益和制度的形成，但對於制度如何形成則較不重視。他們甚至認為制度的形成是必然

的、固定的，因而對於既有制度的認同也是天經地義的，勿需多作懷疑。直到建構主義

的觀點在國際政治中逐漸抬頭後，才把那些原本納入在制度與規則中的「觀念」，與「認

同」因素漸漸的解放開來。 

 

建構主義認為利益與制度為國際政治的重要因素，利益和制度是來自於彼此之間的

觀念，因而觀念才是決定一切制度和利益的泉源。建構主義的觀念力量固然對現實與自

由主義的利益典範有所突破，惟建構主義未能將如「何形成觀念與利益」的過程說明清

楚。換言之，建構主義並沒有告之如何形成認同，以及認同如何才有可能實現。基於此，

「主體間性」的形成與主體間對客體社會的互動關係，成為了國家認同或國家間對規則

認同的重要因素。 

 

壹、析論國家追求權力和競逐利益的目的與價值 

 

一、權力和利益中的效率與道德因素 

 

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追求權力與維護國家利益實乃天經地義之事。上述權力和利益的

哲學邏輯是從古典社會學家韋伯的理性概念而來。
61現實主義學者邁克爾．史密斯

（Michael Smith）認為：「要了解當代現實主義，最好從韋伯開始，在國際關係學者中，

韋伯被意外地發現了我們提及的學者中，韋伯對社會科學的貢獻是最大的。」62韋伯的

權力觀念之所以對現實主義造成重大影響，實乃出之於他對國家理性的認知。韋伯說：

「每一種政治結構自然地都願意選擇較弱而不是較強的強鄰，而且當每一個政治團體是

                      
60 Friedrich Kratochwi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n an art of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6), pp.766-774. 
61 Michael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Louisian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5. 
62 Michael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1986),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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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潛在威望的追求者時，它同時也是所有鄰居的潛在威脅者。於是，大的政治團體便

因它的強大，也會不斷地存在著危險。最後，由於不可避免的權力動力驅使下，不論追

求威望的要求在那裏出現－這種要求，通常源於對和平的嚴重政治威脅—都是對所有其

他的威望保有者的挑戰和競爭。」
63 

 

就韋伯的國家觀點而論，國家無論大小都互相擁有安全利益，小的國家擔心國家受

到欺負，大的國家怕他的領導權地位受到另外大國的挑戰，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一種不可

避免的衝突關係。
64韋伯的政治理論是把政治中的道德與權力兩者做成區隔。道德又可

分為絕對的道德和責任性的道德。而在現實的政治世界之中，不可能存在絕對的道德，

因為政治生活世界本身就是存在一個在道德方面缺乏理智的世界。65韋伯強調，國家的

領導者應具備足夠的理性能力，並須將責任與政治目的區分清楚，才能使政治和責任不

致混淆。政治和權力是緊緊相連的關係，政治最根本的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暴力。
66 

 

韋伯所謂政治領導者的理性，指的是從手段和目的過程中去理解政治的真實意義，

而且試圖從其中發展出一套系統化的理解概念，甚至可以計算而得之其結果為何。
67韋

伯對於理性的類型的分別是從實際的理解出發，而其最有效的是以工具和價值的觀點來

作區別；追求道德的部分稱之為「價值理性」；追求權力和利益的部分稱之為「工具理

性」。但是這兩種理性就其實質意義而言，實屬於一種關係理性。韋伯雖然區分了「工

具理性」與「價值理性」。然他的工具理性是指以能夠計算和預測後果為條件來實現目

的之行為。而價值理性則無標準可言，它不能依內容看價值觀或信仰力量是否合理。反

之，凡是出之於道德、義務、善惡、美醜的指引即合乎價值理性。
68韋伯的工具理性實

際上是過度地擴張了自我的意識行為，而價值理性則回歸了人類善良的本性行為。由工

具理性即可推導出工具性的行為，反之由道德善惡理性可推導出其具有人類本質的價值

理性。工具行為（目的行為）理性是指要求在行為目的、行為手段的選擇和行為結果之

間，保持內在一致性的行為，工具行為的行為目標是指向自我成功的方式，行為動機具

有主要依靠認知真實性的運行。價值行為理性是人本精神的張揚，兩種理性行為都可稱

之為合理性的行為。 

                      
63 Ibid, p.26. 
64 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理論，前揭書，頁49。 
65 Michael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1986), p. 46. 
66 Ibid., pp. 46-47. 
67 Edward C. Cuff, Wes W. Sharrock, D.W. Francis,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1998), p.57. 
68 艾四林，「哈貝馬斯對韋伯合理性理論的改造」，求是學刊，1994 年第1 期，頁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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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再仔細分析韋伯工具理性與目的行為，工具理性實具有兩種特性：第一，它是一

個行動或行為模式，這種模式大致而言是依目的或與因果有關為其追求標準的依據；第

二，個人的行為是依他所追求的目標是否合符與其信仰一致為主。若從上述兩項標準來

分析現實主義的國家利益與國家道德。摩根索的政治六項原則，其中即有很多觀點來自

於韋伯的工具與價值理性的概念。摩根索在區分政治行動和道德意義上時，他認為個人

和國家都應依據普遍的道德原則來判斷任何的政治行動，如不考慮上述行為，就不可能

有政治道德，而政治行為的本身即是依據國家的權力與國家的利益而來。現實主義強調

權力政治範疇的獨立性，必須堅持以權力界定利益，才是政治的現實意義。
69換言之，

現實主義的權力與利益追求具有獨立的性格，它與道德及價值理性也視為不太相連的關

係，因此在權力追求與國家利益的前提下，國家將無條件服從上述工具理性的指導。而

從價值理性來分析自由制度主義，自由主義崇尚人性本善，講求運用制度以達成人類的

和平並設法防止戰爭的爆發，它是一種道德與人性價值的追求，它與純粹追求權力與利

益的工具理性截然不同。 

 

二、權力、利益、制度與國家的認同關係 

 

西方國際關係理論對制度的重視不亞於國家對權力與利益的追求，而國際機制的形

成與運用方式，即形成了對權力、利益與制度之間的不同解釋。其中最為典型也最常被

引用的有以下三種：（一）斯蒂芬．克萊斯勒（Stephen Krasner）認為，國際機制是指在

某一問題領域裏，組織和協調國際關係的原則、規則和決策程序；（二）唐納德．柏契

拉和雷蒙．霍普金斯認為，國際機制是一種國際行為的特定模式，他都伴隨著相應的原

則、準則和規則，國際機制就是國際行為的機制化；（三）奧倫．揚等人提出國際機制

是國家間的多邊協議，旨在協調某一問題領域的國際行為。70從上述三種定義可以發現

國際制度的形成須具備三個要素：國家的共同行為模式、能促進國家間合作的原則與規

範模式、限定某項議題的範圍。 

 

國際制度理論的形成與與國家權力與國家安全的相互性具有一定的鈕帶關係。權力

獲得與安全保障是現實主義的哲學邏輯，而制度合作及國際和平則是自由主義的價值主

張。兩者之間最大的相同點即是追求目的理性的利益價值。兩者之間的不同，僅是方法

論的運用方式不同而已。大陸國際政治學者秦亞青認為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過第

                      
69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p.3-15. 
70 Stephen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1983),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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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的大辯論之後，兩者已開始進行趨同與合流。其間最主要的關鍵因素是兩者具有相

同的認識論，而且其理論框架都是在認同國家的框架之下，遂行理論的推展。
71職是之

故，就認識論與理論框架來看權力、利益、制度與國家的理性關係，四者之間形成了不

可分隔的相連關係。國際機制與國際制度被運用最廣的，是在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面。

原則、機制和制度能形成相一致的決策程序，決策的行使則是為了獲取利益與國家權

力，因而決策程序的變化僅會在與此相一致的內部進行變化。除非機制發生變化，否則

所有國家家都會在機制的規範下，行使其決策的行為。 

 

然而，機制和制度運用受到最大爭議之處，國家是否可以稱之為理性的經濟人，另

外要問國家的權力行為中，政治經濟是否為唯一思考的因素。上述兩項問題隨之在 1970

年代起受到許多批評，例如在 1975 年學者約翰．魯吉（John Rugie）率先將國際機制概

念用於分析國際組織，他提出了認知共同體的概念，所謂機制指的是各國須共同承認的

一些規則和約束性的制度，在上述的條件形成下，才能形塑出國際組織。
72魯吉的認知

共同體提出之後，國際關係研究的注意力開始由權力與安全的利益轉向國際體系中的跨

國組織和政府的行為層面。而以權力為中心（國家中心）的研究方法在國際關係上也開

始動搖，國際機制的研究從國家利益、軍事衝突、國家安全等層次，轉為建立國際合作

管道、經濟環境惡化的原因、經濟新秩序等方面的研究。制度與合作的研究轉變，實際

上也是一種權力及安全利益的獲取，四者之間所追求的都是以國家為中心進行效率追求

的最優化，也是藉由四者的效率化而達成國家認同的目標。 

 

近二十年來，國際機制理論已受到新自由制度主義的影響下，已漸漸地融合到新自

由制度主義的範疇中，其研究範圍也從地區性擴大到全球性，包括了政治、經濟、國際

組織、人權問題、環境保護和軍事安全等領域，甚至有學者認為國際制度應用於安全問

題方面更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73
新現實主義也開始重視觀念與權力及利益之間的因果作

用，同時開始重視觀念對國家認同的影響，但他們仍認為權力和利益具有不可取代的地

位，而觀念的作用僅是做為一種替代性或補助性的作用而已。
74
無庸置疑，機制與制度

等規範主義對調和國際之間的爭執與促進國際間合作方面產生相當大功用。然而，新現

                      
71 秦亞青譯，亞歷山大．温特著，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頁17。 
72 John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2,January(1983), pp.268-273. 
73 Volker Rittberger,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93), p.398. 
74 劉東國，「譯者序－從新自由制度主義走向建構主義的橋樑」，載於朱迪斯．戈爾斯坦、羅伯特．基歐漢

著，劉東國、于軍譯，觀念與外交政策：信念、制度與政治變遷，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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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對規範的重視，是將其納入在規則和原則的制定範圍內，等同將認同

和觀念等社會因素納入為國際關係理論中的附加產品而已。 

 

規範和認同是一種社會進化的過程，是來自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行為，即人、組織、

國家和其他政治行為的互動過程中逐漸產生出來的規範和制度。而要真正達到認同的目

標，必須讓主體願意接受他者、社會和客體世界的文化現象，尤其更須說服自的主體意

識接受上述的存在現象。可知，國家認同是一種主體間（國家間）性的關係，而主體間

性並不能完全等同於對制度、利益、權力的認同，或認為如此即可達到國家認同的目標。

個體（國家）社會化（國際化）的過程更是建構和再建構權力、制度與規範的重要因素，

它須要依靠說服、詮釋與溝通的行動才能使制度與權力再生產。費爾蕳莫（Matha 

Finnemore）說「說服是一種過程，通過這個過程，行動者的行為成為社會的結構，觀念

成為規範，主體才能形成主體間。」
75制度和規範所涉及的是觀念和認同的形成，兩者

的關係又是個體社會化的過程，而非僅止於個體的政治與經濟行為層面，此點則是自由

制度主義在論述制度的形構過程中所疏忽的概念。 

 

貳、國家涉外行為在整體國際社會中的主體性及客觀性 

 

建構主義針對新現實及新自由主義的不足之處，提出以社會學的概念來分析國際政

治，其中即是以觀念、認同的概念為出發點。溫特認為：「新現實主義的社會化其所涉

及的幾乎都是行為層面，這樣做可以使華爾茲一方面承認規範和規則的存在，另一方面

又將規範和規則當作行為方式，而不是共有觀念。」
76溫特批評華爾茲的行為規範為物

質結構規範，華氏對社會因素不加重視因而他的社會化對行為規範的論述是空洞不實際

的。建構主義借用社會化概念來分析國家的偏好形成與變化，國家的認同過程以及國際

規範的產生及各種擴溢效果，都是由建構主義的本體論來決定。建構主義認為，行動者

的認同和利益是社會建構的，是社會結構和社會互動的產物。認同和利益並非外生的體

系，而是內生於其中，社會化不僅與建構主義的研究綱領相符，而且對於解釋主體之間

的結構如何轉變成行動者認同和利益相當重要。溫特把社會化定義為：「互助的普遍特

徵是通過互動、認同和利益產生的。」77其次有關認同問題，在國際社會之中，國家做

                      
75 Ma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84),  p.914. 
76 秦亞青譯， 亞歷山大．温特著，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頁129。 
77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the state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1992), not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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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中的一員，它的統治合法性不僅受到國內民眾的信仰體系的支持，而且還受到國際

社會的認同影響。國內民眾不僅考慮本國的政治體系是否好於其他的選擇，而且還關心

其他國家對自己的看法。因而，國家接受國際規範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政治統治的合法

性。合法性所指涉的概念是指個體願意接受認同的依據所在。規範與制度實屬於某一時

期個體內化與整個社會的進化結果，兩者的進化過程就是制度與規範的內化過程，而內

化則是將已客觀化的社會再度注入到人的意識之中。
78同理可推，當一個國家願意接受

國際規範，而將其視為理所當然，它不會對規範本身提出質疑，國家接受規範不是外力

強制的結果，而是心悅誠服的自我接受他者而達成的認同概念。 

 

溫特以觀念做為國際政治的出發點，並認為一切的利益和權力都來自於觀念。至

於，有關規範的形成是觀念的分配也是一種文化，文化是一種自我的實現和自我加強的

性質，一旦一種文化形成，這種文化中的個體就會被這種文化所建構，文化話語中的內

容和意義就會不斷通過行為體間的實踐活動而得到加強。
79國際社會中，國家生活在形

形色色科層組織之中，國家科層組織和國際組織越來越專業化，組織的規範越來越受到

專家的掌控，因而規範的形成大多來自於制定規範的少數領導精英手中。精英之間的認

知和互動也就代表了國家之間的互動，因此精英之間要聽從規範或服從規範真正的徵結

在於，規則或制度的社會化過程，能否形成集體認同。由此得知，國家遵守某些規範在

某種意義上是要表明他已經接受了該規範的社會化結果，由於規範被內化到行為體的心

靈之中，因而規範才能成為主體間的內化知識，而非僅是與主體相互獨立的客觀之物。

從規範的蘊釀、產生、發展到內化的週期來看，國家做為一個行為體之所以願意接受國

際間的規範，實出之於集體（主體間）的認同已經形成，才有可能使該規範或制度真正

的內化成為主體間的一部分。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溫特的觀念決定利益，再由利益

建構權力的國際政治社會學觀念，是對國際政治物化的不合理現象，進行了若干成分的

反思，然究其內化與社會化的觀點而論，溫特對於集體認同與規範之間如何對應的方式

和理則卻未能完整地交待。 

 

參、從溫特建構主義的認同概念到集體認同的實踐 

集體認同的形成不能出之於強迫。強迫的意義除了具體的實體壓迫之外，也包括了

意識形態及文化氛圍的壓迫。若要袪除強迫必須從溝通行動著手，任何的溝通行動必須

                      
78 鄒理民譯，彼得.柏格(Peter. Berg)及湯姆斯.樂格曼(Tomas. Lergema) 著，知識社會學-社會實體的建構 (台

北：巨流出版社，1993)，頁77。 
79 秦亞青，「譯者序」，載於溫特．亞歷山大著，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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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互動關係，主體是指溝通行動的主動者，而客體則是交往的對

象。而溝通過程則為主體藉由接觸、影響及受影響的活動過程。溝通行為是指參與交往

者與遵循有效性的規範，它是以語言符號為中介而發生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
80溝

通行為的動機具有交互性，它是在社會主體遵守主體間認可的規範的有效性基礎上，進

行開展、運作以保持社會的一體化、有序化和行動的合法化。唯有各個主體及主體與主

體之間的交往行為都能袪除壓迫，才能真正實踐集體認同。 

 

針對傳統國際關係的理論研究，認同問題幾乎沒有被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的國際政

治學者重視過。他們視個人對國家的認同或整個民族對國家的認同都視之為理所當然之

理，再加上主流國際關係理論又以國家為中心的「文化霸權」主導下，認同被形容為不

科學的研究。這種將個人、民族與社會都架構在國家之下的論述，確立了認同建構中國

家的中心領導地位，也確立了在認同建構中劃清了「自我（國家）」與「他者（個人、

民族、社會）」的分離。而在以國家價值為主導的前提下，個人的自我價值及社會價值

都必須自我貶損，以達成國家的目標。實際上此種以國家為中心的文化意識形態，不僅

具有實體霸權更具有文化霸權的氛圍；它不僅對個體認同是一種壓迫現象，集體認同更

不可能實現。 

 

至於建構主義的集體認同，不可否認溫特非常強調整體性的立場，他認為如果國家

的對外行為不能被化約為無政府國際體系所致，其主要原因即來自於整體主義的觀點。

81華爾茲認為構成國際體系的秩序原則永遠不變，無政府是國際關係不可避免的特點，

溫特不同意華爾茲的論述，他認為認同和利益是可以變的，國際關係的特點性質也是多

變化的。82溫特說：「根據組成國際體系的民族國家行為來解釋國際體系的行為，還是根

據國家體系的行為來解釋民族國家行為。」83顯然地，他的觀點與馬丁懷特有若干之處

相似。馬丁懷特在對不同的國際體系進行分析時，他把國際性國家體系（international states 

system）同宗主國－國家體系（suzerain－state system ）加以區別。84不同的國家會出現不

同的國家利益，也會出現不同的國家認同，這些觀念上的差別才是構成國際體系主要差

別的來源。溫特認為國際政治的無政府狀態是由國家之間觀念所造成的，其中的關聯因

                      
80 任平，交往實践的哲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年1 月)，頁158。 
81 秦亞青，「譯者前言」，載於亞歷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頁20-23。 
82 Alexander Wendt,“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1992), pp. 398- 401. 
83 Alexander Wendt, “Bridging the Theory/ Meta- Theory Ga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1991), p. 388 
84 See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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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於人可與其他國家保有何種觀念，觀念的形成是經由社會互動而形成，因而認知是

通過社會互動形成的最低程度的社會性和結構性，主要即是在每個單位－國家上能發揮

作用，才能從整個體系上產生效果。 

 

肆、建構國際社會的主體間性 

 

一、建構主體間性的共同體與國際社會集體認同的關係 

 

集體認同的建立必須涉及到主體間性建構的必要性，主體間性的效果會使國家願意

接受國際間的規則，接受國際規則即是一種認同的行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行為代表

了某種程度的認同行為。建構主義藉由吉登斯的結構化理論，並以強調規則效能的發

揮。溫特借用了整體性的理念，認為國家的行動不能化約為決定於無政府的體系，其中

的主要釋義點在於承認認同和利益是在無政府狀態下的互動過程。顯而易見，溫特論點

中最大的特色在於認同及建構的過程並非一成不變，而是會不斷的發展和建構出另外一

種形式的認同關係。 

 

建構主義是把認同概念推進到國際關係領域中的最大推手。溫特的認同理論是從

「無政府是國家所創造出來」的論點為出發點。從這一論點可以向下推展開來－認同理

論進一步構建了文化、規範、利益、認同與國家行為之間的模式：第一，國家環境的文

化和制度因素，既是我們所說的規範因素，塑造出國家安全的利益，或者直接產生國家

安全政策；第二，國家在全球或國內環境中的文化和制度因素塑造國家的認同感；第三，

國家認同感的各種變化，影響著國家安全的利益或安全政策；第四，國家認同感的表現

形式影響著利益的規範化的構造，如機制或安全共同體。
85溫特的論點是從了解結構與

施動的互動情況來推導。另外，他還強調效益和觀念的關係，他認為效益和觀念的處理

和應用，在一定程度上是由觀念建構出來的，因而需要存在對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e）

的承認。
86
在國際關係學中，理念是指國家決策者擁有的關於他們所處國際社會性質的

特殊信念。這種信念既包括了一般道德原則，也包括了對具體運用科學的知識的一致觀

念，對他們的國際行為是有其特殊的涵義，對決策者理念的分析更是有助益。所以，由

理念表現出的因果信念是有關於原因／結果的關係信念，而這種信念的外顯形式即在於

                      
85 Peter Katzente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ocie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2-53. 
86 Stegano Guzzini, “Structure Power: the Limits of Neorealist powe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3. (1993), p.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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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行為體的偏好。87 

 

行為體的偏好其所依賴的即是對信念的建立，信念的具體表現即是一種規範的建

構。自由制度主義認為規範與制度是促進國家間合作的主要依據。建構主義對規範的認

定，是以主體間的活動為主要建構規範的基準。規範活動家（政治家）通過國際組織的

平台不斷地說服國家去接受新的規範，使國家與社會都能逐漸社會化，說服即是建構和

再建構社會事實的主要機制。「說服是一種過程，通過這個過程，行動者的行動成為社

會結構，觀念成為規範，主體的成為主體間性。」
88主體間性自然成為國際社會現實問

題研究的主軸。主體間性的建構與溝通行動為一對相互聯結的連體嬰，因為溝通行動理

論即是以各個主體之間能建立出彼此的交往管道，交往能夠成為其關鍵是立基在具體的

社會問題，所以主體間性的社會問題和社會框架都對主體間性的建立有正面的意義。 

 

二、國際社會主體間性的內涵 

 

通過以上主體間性對國際認同重要性論述後，主體間性的理論可以看做是對國際體

系建構與認識的資料庫與社會關係的基礎。主體間性問題也經常會以一些重要議題的焦

點展現在國家和各個領域互動的多重維度之中。研究國際社會主體間性的建立，必須要

從觀念－主體、物質－客體、意義－社會等三個領域進行深入的探討，才能對國際社會

的集體認同有另一番新的認識。 

 

（一）國際社會的主體性（觀念性）範疇 

 

國際社會的主體性（觀念性）範疇屬於本體論與知識論的論述，在本體論方面它是

一種關係的建立。而主體間性不僅包含了各種現實的、實際的關係，也包括了人的可能

世界以及各個行動體的可能世界如精神層面、知識層面、生存層面及價值層面等等多維

度的關係。而在知識論方面各個國家的生存、安全、利益的訴求都屬於主體間性的客觀

知識。主體性的國際社會必須結合現實世界以人類生活世界為載體，而其具體化的作為

是以人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實踐關係為根基。這種關係的建立即是一種認識的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雖然在實體上各個分離，但在理念上、意義上及溝通上都很容易形成一致的

                      
87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8.  
88 Ma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98), p.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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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所以他是人類的意識的共同體。 

 

認識共同體的概念主要來自於建構主義。建構主義認為主體間性的互動不但具有戰

略性也具有交流性，認識共同體主要是指： 

 

一個由某一特定領域公認的專長和能力，且具有該領域在政策上應具備的知識權威的專家組成

的網絡。…他們有共同因果關係之認識，這是他們通過對他們領域中核心問題的實踐和進行分

析所得出來的，而這些能夠幫助他們說明可能的政策行為和所望的結果之間存在著多種關

係，…他們有著共同的政策計畫和他們專業能力指導下的一系列問題所相關的一套共同實踐綱

領，他們深信這樣的實踐會增進人類的福祉。89 

 

在這個框架中必須依靠國際制度作為基礎，認識共同體才能發揮真正的效能。而制

度框架是一個共同意識的意涵，其主要根據在於認識是由主體間作為生活共同體、交往

共同體、文化共同體所倚賴並成為可能，認識共同體又是以主體之間性作為一個理論而

存在的。因為，主觀的主體間性是以主體在認識實踐中的誤解、障礙、差異、衝突為契

機和條件的意義。90在國際制度形構的過程中，認識共同體能夠提供專業的建議，它也

能較好地釐清國際中複雜的問題，幫助各個國家處理複雜的因果關係，以增進國家的收

益效果。此一概念在新自由制制度主義中，將其視為一種「良好的溝通訊息」，並認為

充分與良好的溝通信息是建立國際制度與合作的必要條件。新自由制度主義並未能告之

如何可以做到形構出一個良好溝通訊息的過程中，主體與主體之間為何願意接納彼此之

間的信任感及認同觀。當然，建構主義將此一問題提入到國際關係辯論的議程中，然而

它只有用互動與結構的概念來解釋認識共同體，而未進一步從主體－客體、主體－主體

及主體－社會多維度相連結的綱絡關係來看待本體論的概念。 

 

（二）國際社會（主體間性）的客觀性範疇 

 

客觀性的概念屬於認識論的範疇，是一個相對於主觀性的關係範疇。它是指主體對

於客體的認識或知識具有與對象、事物本身相符合的性質。客觀性不是指主體超於主

觀，或與主觀性完全無關。反之，它與主觀性直接相關，並以主觀性的存在為前提，沒

                      
89 Peter Has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 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1, (1992), p.3. 
90 王曉東，西方哲學主體間性理論批判(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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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觀性，便沒有可能談論客觀性，因為客觀是由主觀所演變而來。91西方哲學受近代

意識哲學的影響，使得主體與客體成為二元對立的性格，此種謬誤也造成觀念與物質的

分離。一句話，主體／客體進行二元對立實乃自我意識上的錯誤。對唯心論者而言主體

變為意義的主體，而唯物論者又成為意義上的客體。
92然而，當主體對客體進行認識的

過程中，客體內化到主體時，客體已成為主體的一部分，知識也就成為了本體論。知識

論與本體論實為一體兩面，主體間性實包括了本體論與認識論兩大範疇，在主體間性的

範圍內，客觀的世界屬於一個認識範疇，它是一個相對於主觀性的關係範疇，它與主觀

相連接，並且以主觀做為前提，沒有主觀性，便不可能談論客觀性，因為主觀性的存在，

才能使客觀性產生出來。所以，客觀性實際上已包含了主觀與客觀兩種成分於其中，主

觀與客觀能在主體之間達成一致，主體間性即會形成一致。 

 

實證主義的國際政治理論的科學知識，是來自於科學共同體的約定和共識。他們主

張科學的客觀性在於知識能在主體間能達成一致。如此一來，主體間性成為客觀知識的

標準。主體間性與客觀的知識並不能混為一談，兩者之間仍具有顯著的差異。因為，客

觀知識僅限在認識論的範疇，而主體間性除了客觀的認識論外，還有客觀的本體論於其

中，它是一種廣濶及豐富的人類生存論述。國際社會的客觀性範疇，即是社會存在；人

口、地理、環境、交往的物質條件、活動規範的形成等等，都是主體間性的客觀範疇。

在國際政治事物中客體是主體實踐的對象化，也就是涂爾幹所稱的「社會存在」，它不

能將它純粹地還原為「物」的實體觀念，而是人們「周圍感性的一部分」。具體的說，

它也是社會實踐的過程。因此，人類的歷史做為主體間性的社會存在，實際上它就是一

部「生產史」、「實踐史」，而這一切都可以化解為主體－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 

 

主體－客體之間建立的關係包括了一切國際社會的典範、規章、制度和交往下的氛

圍都可視之為主體間性的對象化活動。在這個活動過程之中，人的勞動和交往活動會成

為一切對象化的存在方式。它是一種人與自然及人與社會的建構活動，它是以人的自身

活動、調整和控制的關係，以達成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過程。現實主義及自由

主義將人與人交往所形構成的主體間性，視為是人作為自然力與自然界相對抗的過程，

而且還要以滿足人的需要生產使用的價值轉換過程，此種視域必然無法滿足真正主體間

性的需求。反之，主體間性的客體化活動範疇，不僅不是實證主義強調的概念，反而類

似於馬克思所謂的「是人類生活的永恆條件，它不會以人類生活的任何形式做為移轉，

                      
91 王曉東，西方哲學主體間性理論批判，頁27。 
92 王曉東，西方哲學主體間性理論批判，頁27-28。 



第陸章 解放國際關係理論的霸權觀點-「溝通行動理論」的觀點 

 204

它也是人類一切的生活形式。」93 

 

（三）國際社會意義性範疇 

 

社會的意義範疇是指經由主體與主體的交往活動後所產生的意義，它是一種「互指

性」或稱之為「交往指向性」的活動。哈伯馬斯說，溝通行動的社會性意義須經常藉由

溝通行為，達成一種具有歷史內涵的現實關係，但它並不脫離語言、符號、理解而自動

運行。
94國際社會的交往行為若僅僅歸結為認識關係、思想道德關係、理解行為關係，

都是一種片面性的解釋，反之它應是人們之間建立一種純粹的理解方式。95哈伯馬斯所

強調的社會合理化主要的功能是要讓交往的主體都能在一個合理化的社會中進行溝通

與交往，因而社會意義為一種合理的文化，它取決於主體間互動所產生的外在情境。社

會的意義不能停留在事實性的問題方面，它必須提供一種哲學的視野，更須提出一種超

越事實的脚步，才能使文化的合理性促成交往的合理性。哈伯馬斯會以生活世界的合理

化來描述人與人的相處的合理化標準，哈伯馬斯將生活世界區分為文化、社會與個體三

個層次，
96文化代表著人與人之間交往的資料庫，唯有在共有知識與共有文化氛圍的形

成，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才能出現。相對的，社會是指交往後出現的人際關係，而個人則

指個人在人際關係中的內化行為。 

 

從社會學的社會意義去理解國際社會的意義，即必須要將主體－社會－主體的關係

來看國際社會，國際社會事實上須看成是一個網絡化的社會，一個綱絡化的過程，國際

性的交往活動存在於各個共同體內部和共同體之間，從個體間到群體間，從地區性到全

球性，會逐步逐步地形成交往的結構，進而構成經濟的、技術的、文化的、政治的、軍

事的交往關係。97從人文社會的角度來看，國際社會實際上是一種成員對規範價值的認

同，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會因而產生出巨大的文化和意義追求的整合力。從哈伯馬斯

社會進化與社會意義的角度來看，社會進化不僅是生產力的進化，也是生產關係的進

化，因為生產力與生產關係兩者都同時進行演變，人與人交往的社會關係即會形同生產

的互動關係一樣。哈伯馬斯說：「人類物種所學的不僅是對生產力發展具有意義，也對

技術性的知識帶來效益，而且包括了對相互作用結構具有決定之意義，交往行為規則確

                      
93 馬克思，資本論第一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0)，頁208-209。 
94 尤爾根．哈伯馬斯，我與法蘭克福學派，哲學譯叢，1984 年第1 期，頁17。 
95 尤爾根．哈伯馬斯，我與法蘭克福學派，哲學譯叢，頁17。 
96 汪行福，“新啟蒙辯證法＂－哈貝馬斯的現代性理論，頁55。 
97 任平，交往實踐的哲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年1 月)，頁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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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具有對工具行為和戰略行為領域內的變化做出了反應，並且不斷向前推進。」98國際

社會的意義是一種主體間關係的結構意義也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綱絡意義，它對人類歷史

發展具有深遠且正面的意義。 

 

三、國際社會的主體間性建立的影響 

 

國際社會是由數以億計不同個體、組織、團體、社會、國家、國家組織…建構而成，

在這種結構之中包括了物質結構、觀念結構與意義結構在內。結構中每個行動體都具有

主體性與客體性的雙重性質，而且兩者不斷的進行轉換。所謂主體性是指意識本身所具

有的主動性、能動性、創造性和自由性。這種主體性的根基來自於意識本身的主體性，

主體的根基就是自我意識。所謂客體性是相對於主體的對象，通常其被設定為被動性、

受動性、機械性和固定性。無論行動體在互動中扮演何種角色，物質結構、觀念結構和

意義結構都會存在於每個行為體的腦中，這種社會結構是存在於行為體的認知和實踐之

中，是借助於所有相關行為體都承認其存在而建構出來的。主體間性是一種客觀性的體

現，它不是指存在於分析者之間的一種狀態，而是指存在於構成任何既定制度行為者之

間的一種事態。
99這種事態是真實而客觀的，但只有那些製造它並生活在其中的人和那

些理解他的人才有意義。 

 

正因為主體間性決定了社會事實，而社會事實又與個體的主觀事實實和意義事實相

互互動；還有社會事實也與個體主義事實有所區別，主觀事實如同個體行為者對世界的

知覺和偏好都是不同的，因而個體的偏好的存在又取決於單個主體的經歷。社會事實是

在主體間性的互動過程中建構的。
100主體間性的建立它對國際社會產生下列的影響：首

先，從主體間性對人（行動體）的存在方式作本體論上本質性的認定；其次，對行動體

的本體論存在作發展論維度上的總體性或多元性的認定；再次，對行動體的本體論做為

事實論維度上的總體性或多元性的認定；最後，可以對行動體的本體論存在作價值論維

度上的進步主義、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認定與設定。101
主體間性是人的本質性、本真

性的存在方式，是在現實的歷史中，在人的存在的總體性中生成的，因而行動體的主體

間性又會呈現出多元的面貌，這些多元性才是人類社會進步的主要動力。 

                      
98 哈伯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前揭書，頁152。 
99 John Ruggie, Construction the World Polic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1998), p.12. 
100 范菊華，「對建構主義的解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 年第7 期，頁28-29。 
101 王小東，西方哲學主體間性理論批判－一種形態學視野，頁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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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溝通行動與國家行為 

 

從主體間性的建構到國際認同的形成，明顯得知認同理論已是國際關係研究中不可

或缺的必要條件。認同理論在國際關係上的研究仍侷限在批判理論及建構主義之中，尤

其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更顯現出不足的知識。批判理論及建構主義的認同觀是從反對現

實主義及自由主義「無政府狀態」的國際體系結構發展出來的理論。他們雖強調文化、

規範、宗教、民族對國家認同與分裂的影響。但過於強調文化、觀念的規範優於物質結

構，換言之他們認為社會主要是由文化而非物質所建構而成。
102此舉，勢必將認同的地

位拉升到國際政治發展的最高位階，也會使認同理論成為一切演變的基礎，從而表現出

唯心論的面向。鑑於此，本節強調國家的溝通行為面向，以杜防溝通行動的實踐過程會

掉落到心理的層次。 

 

壹、認同對國家行為的影響 

 

一、現實主義認同觀的國家行為 

 

新現實主義主導下的國家行為強調國家與外在環境之間的因果關係及其在國際關

係體系中的地位，特別是它的相對權力。而文化通常被描述為信仰、觀念、態度、感覺、

意識、理念模式、規範傾向性、思維習慣、價值觀、世界觀以及這些概念的混合物。現

實主義把文化看成與人類行為相區別的兩個不相干的視域，一種是以國家利益為考量的

行為，另一種是獨立於人類行為的規範與制度。由於因果關係的假設是把文化／認同／

觀念和行為結果都聯繫起來，因而對於文化的象徵意義無法提供描繪認同群體所需的符

號與素材。
103

尤有進者，他們認為國家的認同及利益都是給定的，而且把國家認同及其

結構變化視為物質的變化。他們建立國際體系的方法多為經濟學的方法而非社會學的方

法。 

 

現實主義的國家認同表現最為明顯的是在國家安全與國家利益的外在行為。對於國

                      
102 Alexander Wendt, “Ident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 Theory(ed.), Yosef Lapid， Friedrich Kratochwil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p.50. 

103 金燁譯，約瑟夫．拉彼得(Yosef Lapid)著，文化和認同：國際關係回歸理論(杭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年2 月)，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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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利益的認知方面，現實主義認為任何國家無論大小、強弱都需要考慮國家的利益，而

國家利益會根據國家性質的不同，呈現出不同形式的國家利益。
104對於國家的安全方面，

現實主義會以霍布斯的安全觀作為國家安全的訴求；國家是通過內在過程建構的獨立實

體，依靠它們物質力量威懾別的國家，這就是說國家並不是基於社會承認，而基於國家

是一個主權的概念。在主權具有神聖不可侵犯的概念下，主權即形成了一種制度，亦即

是把國家與社會、認同全部綁在一起，並將其置在一個抽象的安全範疇中，因而一個國

家的主權即離不開對主權認同的存在，所以人人都必須對國家認同，視為給定的自然現

象。 

 

其次，現實主義的認同既然是與國家利益、主權與安全結合為一體，自然現實主義

所認定的認同感，必須是一個以實體為主要利益的考慮因素。實體利益的考慮會以目的

理性為導向，那麼此種理性當然以追求利益的最大化為目標。簡言之，它所追求的是一

種物質功能；即是權力的最大化，「利益」自然就成為現實主義對國家主權及國家利益

認同的標準。 

 

二、自由主義認同觀的國家行為 

 

目前，國際關係的自由主義或自由制度主義的認同觀是建立在「國際合作」的可能

上，國際合作的發生是以制度與規範作為依歸，然他們仍是以利益作為考量的理性主義

者。
105制度與規範的基礎又是依據微觀經濟學關於集體行為的博奕理論，企圖使他們的

論述能與現實契合。另外，自由主義強調國際合作、福利事業的改良和進步，也可經由

制度與規範的實踐，成為確實可行的方法。尤其自冷戰結束以來，規範的研究又致力於

破解國際政治領域中，其他理論流派没有作出令人滿意的解釋的問題。因為，國際制度

本身就是一種契約，是國際政治的基本組成因素，制度是國家行為的信息來源，是國際

合作的根本力量。世界秩序的營造者以及國際社會的新成員，認為這些因素為戰後提供

各個國際組織之所以能夠成功的重要原因。新自由制度主義對上述的觀點特別讚揚，他

們並將制度提升到國際關係中可以與物質相提並論的實體或關係領域。106 

                      
104 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理論，前揭書，頁38。 
105 自由主義及自由制度主義之所以會被闡釋為「理性主義」，因為他們在解釋制度時，國家是被假定為理性

行為體，即國家在尋求所有可用的方式中，以選擇可能是代價最低，而利益最大的方式，並以此增加自

身最大的物質權力和利益。See Lisa Martin, “An Institutional Vie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rategies,” in 
T. V. Paul and John A. Hall (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78. 

106 郭樹勇， 「譯序《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與國際政治學本體論的『革命』」，頁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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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制度主義承認物質對制度的決定作用，承認財富和權力的重要性，而且把信

息作為一種促進國際合作的重要條件。新自由制度主義雖然強調制度的非物質性、觀念

性，但是其作用取決於制度可以提供的物質回報，物質性的權力和利益仍然是國家行為

的主要動因。規範只是行為體為謀求利於自己利益的協調行為，促進協作和幫助獲取帕

累托最優結果的工具。
107結果，他們忽視了規範具有主體間性，即能促使行為體重新定

義或界定收益、改變或重設目標的作用。同時，新自由制度主義又將觀念和利益進行二

元分離，此點已含蓄地承認權力和利益實際上都包含了物質的特性。 

 

由於，新自由制度主義具有物質特徵，使得自由主義的認同觀與物質利益觀念的轉

變，形成息息相關的關聯性。約瑟夫．奈伊（Joseph Nye）認為改變國家的利益觀念有三

種途徑：第一，最明顯的原因是國內政權的改變，一次選舉、軍事政變，甚至政黨輪替

都可能導致國家利益觀的巨大轉變；第二，因為規範的變化，使得某一時期適宜的行為

和利益，在另一個時期卻變為落後和不合法；第三，認同變化或學習也可以改變國際利

益觀，學習是通過研究和試驗來發展認知，世界新知的獲得必須是在先驗的信仰之後，

新的信息將對先前的信仰產生影響。而當新知識用於解釋國家利益的內容時，學習則被

國際化了。
108奈伊對利益的認同觀念之論證，特別舉用美蘇兩大強國在二次大戰後的演

變為例，由於政治和軍事文化的差異，導致美蘇雙方廣泛地進行軍備競賽，建造大量的

核武器。但由於核子武器驚人的殺傷力，美蘇雙方經過幾十年的學習過程，因而廣泛地

接受了核武不應擴散的共識，尤其核武器不應擴散到許多國家，才能使核武器不致遭到

濫用，而且可以使之用於和平的目的。
109美蘇從軍備競賽到經由不斷學習而調整其核武

戰略，並共同簽訂《核不擴散條約》及《全面禁止試爆條約》；並聯合起建立國際規範，

從而改變國際政治對抗的局勢，這是一個源於認同不斷學習和互相作用的過程。 

 

基於對制度與物質的重視，新自由制度主義的功能大多表現在國際經濟制度的建立

方面，例如 IMF、GATT、WTO 等機構的建立都是從制度的功能面所建立出的國際經濟

組織。但是，新自由制度主義對物質重視的成分又與新現實主義的物質性質有所差別，

因為他們雖然承認物質對制度具有決定的作用，承認財富和權力的重要功用，也把信息

的流通當成是制度建立的重要背景。信息流通已經涉及行動體之間必須經由意見的交換

                      
107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129. 
108 Joseph Nye, “Nuclear Learning and U.S.– 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3, 

Summer (1987), pp.380-382. 
109 Joseph Nye, “Nuclear Learning and U.S.– Soviet Security Regimes,”  (1987), pp. 37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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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達成共識的議題。對此，新自由制度主義並沒有說明清楚，新自由制度主義的代表

人物基歐漢即曾指出：「任何制度的規則都將大致反映了制度所覆蓋絕大多數成員的相

對實力與地位。」
110新自由制度主義雖然已強調制度的重要意涵，制度中也包含著另一

著有別於物質的實體概念（制度），但新自由制度主義因囿於其理性主義的哲學立場，

只強調制度可以外在地約束其國家行為，而不深入到國家的認同上。
111所以，內含有物

質意涵的規則與制度仍是自由制度主義認同的基準。 

 

三、國際關係批判主義認同觀的國家行為  

 

西方國際關係批判理論為一整個家族系列，包括了後現代主義、女性主義及建構主

義的分支學派。基本上他們的觀念與西方馬克思的批判觀點有許多雷同之處，由於本文

在上一節中已對批判學說有所介紹，在此僅針對批判主義的國家認同觀進行分析。 

 

國際關係批判理論的認同觀集中在對新現實主義觀點進行其理論的批判與延展。他

們攻擊現實主義的本體論立場過於強調實質力量的對比，而忽視認同和利益之間的關

係，所以批判理論的認同論點：國家認同不是從物力量的對比，而是從社會力量以及歷

史實踐的角度來把握世界存在的本質，反對只從國際政治體系的第三個組成部分－各主

要國家的實力對比來認識國際結構。因為，現實主義把軍力、經濟實力、政治力量視為

一切力量的對比，忽視了國際關係中動態的維度，因而他們把國際體系看成是描述性模

型，而非生成性模型，從而無法精準地把握國際體系的轉換。
112在認識論的方面，批判

理論對於現存的模式在國際關係學說領域中已形成標準框架，所有研究社群只有在這個

框架中不斷進行複制，而失去了人真正的反思與批判能力。113批判主義不認為理論永遠

僅是一個特定時空的產物，而且這些知識都會受到社會、文化以及意識形態的影響和限

制。也就是說國際關係理論不可以再被理解為客觀世界不偏不倚的描述，而應該理解為

特定社群用來說明某些難題，並滿足某些需要的論述。114 

 

在方法論上，批判理論認為人類社會不同於自然社會，以人做為行為的本體不同於

                      
110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1988),  p. 386. 
111 郭樹勇，「譯序《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與國際政治學的本體論『革命』」，載於羅伯特．基歐漢著，郭樹

勇譯，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 年8 月）頁21-22。 
112 郭樹勇，「譯序《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與國際政治學的本體論『革命』」，載於羅伯特．基歐漢著，郭樹

勇譯，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頁19。 
113 Cornel, West, 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Wisconsin：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01. 
114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理論，前揭書，頁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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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元素，人類社會是有其自我的思想、觀念、價值、倫理道德等所組成，因此研究自

然學科的方法，不等同於研究人類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批判理論認為現實主義操縱一

切研究符號，無法形成學術研究上的價值中立。人類知識要獲得解放必須對世界政治進

行解放和重建。批判理論的認同觀是把世界政治看作是一個不斷受到各種特殊的和非同

一般的實踐活動及機構影響的領域，他們把世界政治看作不是固定不變的，或理所當然

的框架，因此要謀求改變世界政治秩序，為了要重新理解世界政治生活，必須從中解放

出來。 

 

國際關係的批判理論是對傳統的國家、政體或社會作出反應，他們拒絕把主權國家

看作是社會的理想社會，也反對把國家的角色看作是認同的唯一標準，他們提出對全球

環境及政治社會進行重新思考。批判理論家羅伯特．考克斯曾對批判理論的認同概念提

出說明，他說：「批判理論視社會和政治因素為一個整體，而且努力在整體和部分兩個

層面去理解變化的過程。變化的過程又須重視歷史理論，同時又須對社會和政治機構的

合法性及來源提出質疑；包括了政治秩序理想化程序都須提出質疑。」
115由此得知，批

判主義不會信任任何固定的形式，而且也不會對國家既有的一切規章採取信任措施，反

而是以重視過程及實踐過程的變化性作為其認同意識的開展。批判理論強調觀念的變化

才是國際關係的本質。此舉，卻反而忽視了物質力量（工具理性）所具有的影響力。 

 

四、建構主義認同觀的國家行為  

 

國際政治理論在建構主義的帶領下，國家認同的概念才真正地深入到國際關係理論

之中，也使原本納入在制度與規則中的觀念與認同因素漸漸的解放開來。
116認同理論主

要代表人物溫特認為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爭論仍然是國際關係理論的一個軸

心。在人類本性問題上，現今的爭論也是另外一個軸心。爭論大多集中在國家處在無政

府狀態下權力分配的結構，以及受制度的影響。政治權威會在什麼條件下迫使國家進行

政治轉變？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都未說明？而且在什麼條件下無政府狀態會改變或不

會改變，兩者也都未能說明清楚。117之所以如此，實因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分別強調權

力的威脅作用和利益／代價的計算能力。但是，如果遵守規範果真能完全依賴脅迫或選

                      
115 Mark Hoffman,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Inter-paradigm Dabate”, in Hugh Dyer and Leon Mangesatio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St. Martion’s Press ,1989),pp. 69-70. 
116 Friedrich Kratochwi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 State of the art on an art of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6), pp.766-774. 
117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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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性刺激，那麼社會在任何程度上的存在都將是一個奇蹟。118可見，現實與自由主義都

疏忽了觀念影響力。建構主義從信念誘導的立場出發，認為共享期望或規範是主體間的

信念，根植基於社會實踐，並在實踐中得到重鑄，所以他們限制行為體及其所處的環境

和行為體的可能。
119 

 

其次，建構主義對規範概念又有別於理性主義者，因為在國際情勢的發展中，規範

之所以會被重視，理性主義認為有利於行為體的國家利益，他們認為可以藉由「具體的

互惠」而達成對規則的信任。互惠的信念是建立在互惠的利益上，也就是說信任是來自

於權力和利益，而不是行動體本身具有的能動力。建構主義接受理性主義物質成分的重

要性，但不認為理性主義的信任必須完全來自於權力和利益，反之他們認為信任是來自

於行為者的認知圖廓。溫特舉例而論，甲國對乙國的信任來自於甲國先對乙國未來的行

為進行推測，推測的基礎是從乙國過去到現在的行為歷程進行研析，而非逕行判斷乙國

未來一定會如何，反而是藉由對乙國希望甲國會對其產生何種期望下，甲國先行選擇自

己的行為。甲國願意接受乙國是來自於自身的行動自由，因此甲國的行動自由來自於對

乙國的信任，所以信任的本質是一種「認知的圖廓」，而合作意願也是來自於各方相互

的感性認知。
120建構主義學者芬妮莫爾（Martha Finnemore）將規範定義為「一群集體行

為者擁有關於適當行為的共享期望」121這種期望的表現是被一個特殊社會接受的能有效

管理社會內部的關係，或被多個社會接受能有效管理相互關係的隱含的或明確的規定

（prescriptions），包括規則、法律、習慣和習俗等。122共同期望的建構過程也是認知的建

立，而認知即是觀念的建構過程，經由觀念的建構，進而才會出現利益與權力的概念。 

 

再次，溫特認為規範沒有所謂好壞之分，規範也不一定會導致戰爭或和平。
123規範

是依據行為體之間的交流性而來，交流性可以促使各方對現實的行為及形成過程有新的

認知，也是彼此獲取信任和相互理解的重要取向。按照認知的變化取向去解釋國家的對

                      
118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 2, June (1994), p.386.  
119 Theo Farrel, “Constructive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Issue 1, Spring (2002), p.49. 
120 Christer Jonsson, “Cognitive Factors in Explaining Regime Dynanrics,” in  Volker Rittberger (ed.) ,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06-208. 
121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2. 
122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7-18 
123 秦亞青譯，亞歷山大．温特著，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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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行為，這種行為即是對情勢以及情勢中的適當行為的文化建構的定義。124毋庸置疑，

溫特對於國家行為的研究已從物質層面向心理的認知層面，進行深入分析。但是，溫特

的規範仍是將其重心放在國際規範上，也就是對國家行為影響的分析層次上，因為建構

主義的國際制度理論是把規範、規則和制度的創設和維持作為國際關係理論的研究核

心。
125很明顯的，建構主義的規範與國家行為是著重於國際層面，但疏忽掉國內的規範

認知與國際規範相互接軌。
126 

 

最後，有關國際社會是否為一個先驗存在的問題。古典國際關係的研究觀點中，認

為國家間的合作是有可能的，而某種形式的國際社會是一定存在的。布爾（Hedley Bull）

甚至認為在一組國家意識到一定的共同利益和共同價值之後，這些國家沒想到他們自己

在處理相互間的關係時，會受制於一組共同規則，並分享共同制度的作用，這時他們就

會形成一個社會。
127基本上，建構主義對規範的認同，也是借用上述的概念而來，僅不

過建構主義將規範的認同加入到觀念和心理的分析層面。因為，國際社會存在是受制於

共同規則和共享共同制度即可得知，國際社會已經是一個獨立且不受他者意志所左右的

存在體，他的存在具備了三個條件：第一，各個成員已意識到共同利益或共同價值的重

要；第二，成員國已設想到自身受制於規範；第三，成員國必須在制度下的合作才有可

能。布爾把國際社會定義為：「形成了一個體系的一組國家，因為每個個體的行為是其

他個體計算的必要因素，他們的建立即會形成一個體系，而且通過對話才能建立起來的

共同規則和制度，並且認識到他們是具有共同的利益。」128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和國際社

會（行動體／結構）是相互建構而成，由於國家依賴國際社會而存在，而國際社會又依

規則而形成，無形中制度和共享知識都成為國家與國際社會彼此相互建構中的重要產

物，也是重要的相互制約力量。建構主義的認同觀是從共享知識的觀念認同出發，由此

才能創造國家的利益和國家的權力，所以權力與利益都是從觀念建構而來。 

 

 

 

                      
124 Ernst Hass, “Why Collaborate? Issue Linkage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 World Politics, Vol. 32, April(1980), pp. 

360-361. 
125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failed as an Intellectual Projec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1 ,2001, p.36. 
126袁正清譯，費麗莫爾(Matha Finnemore)著，國際社會中的國家利益，頁29-31。 
127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3. 
128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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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論溝通行動理性 

 

國際關係的理性主義者主要是指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兩者，他們主在闡釋國家為理

性的行為體；國家會因為利益考量，而選擇其中一種代價可能最低的方式。
129傳統上，

與理性主義理論相對應的是制度研究的社會學方法，社會學的方法強調非個人的社會力

量，也強調不能進行利益計算的文化習俗、規範和價值觀的影響。
130理性主義者辯稱他

們對制度相當的重視，例如克萊斯勒（Steven Krasner）認為國際制度是一系列隱含的或

明示的，滙聚了行為體對某個既定國際關係領域期望的原則、規範、規則及決策程序。

131然而，理性主義所描述的制度僅不過是另一種權力或利益的表徵形式而已，因為權力

政治主導下的制度，是行為體按照權利和義務確定的行為標準來確定，規範經常被視為

合作的一般性規則。理性主義是把規範視為「原因」
132；是行為體同意的一種做事方式；

是協調理性行為體行為的一種手段，此種理性實際上是韋伯所稱的工具理性，而非完整

的理性之意。 

 

大陸學者文兵認為，「理性一詞在歷史上的發展中，就其基本意涵，除了在認識上

使用之外，還在價值觀上使用。理性雖然是主體的一種把握事物本質和規律的認識能

力，但它所指涉的是既有『自然之理』又具有『當然之理』。」133自然的規律所指的是外

在事物的規律，而當然之理所指的則為主體活動所應遵循的規律。這種一般普遍的規

律、規則的認識正是理性作用。自然與當然之理反映到人的身上即會出現以人的外在行

為與內在價值的理性雙重性格的表現。外在行為的理性通常會以工具理性的形式來表

現，而內在的價值方面則會出現韋伯的價值理性。工具理性所表達的是以客觀的外在世

界為對象，而價值理性則是以主體內在的主觀思維為研究對象。
134韋伯認為社會和經濟

的變化依據是每個社會所特有的因果變量。對於跨越多個社會的歷史發展的一般化研

究，注定要忽視那些經常是特定場合下最有意義的因果變量。 

 

韋伯所提出此種解釋並不是為了解釋社會的發展，它卻是一種借助於抽象形式的理

                      
129 Stefano Guzzini, “Structural Power： the Limits of Neorealist Powe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No.3, Summer(1993), p.42. 
130 羅伯特．基歐漢編，國際關係理論批判，頁304。 
131 Stephen,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1983), p.2 
132 Friedrich Kratochwe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5. 
133 文兵，理性：傳統與重建（北京：當中國出版社，2004 年4 月），頁19。 
134 同前註，頁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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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類型來對工具理性進行解釋。他指出，若把社會理論結構看成是理論體系，它就不能

對事實作出不帶偏見的觀察和於信仰和價值的規範性評論之間做出區別。韋伯的理性解

釋可以看出他對理性的闡釋產生了兩個問題，而對理性化的說明則通常被韋伯解釋為那

種見解非常不同。因為，理性思想在現代社會之中不是來自於它內在的知識優勢，而是

來自於強大的經濟上的文化所致，也就是一種西方文化的結合。理性變成了一種現代社

會中較為狹窄的經濟學解釋。
135與此不同，對於馬克思主義而言，「它要在事實和價值之

間做出區別是不可能的。」136而且在現代資本主義的背景下，它無形中就在客觀性的煙

幕下維繫了社會的不平等和不公正。依據此一觀點，若想構建一個現代性的理論，它的

方法必定須要是一種帶有批判性的理論於其中。 

 

主流國際關係的經濟人的理性標準則取材了「自然之理」的理性作為衡量客觀事物

的標準，缺乏人具有主觀價值理性的一面。價值理性能否實現，既要取決於這種價值是

否是建立在對客觀事物及其規律的正確認識之上，還要取決於是否體現了歷史發展的方

向。價值理性雖僅是人類內心世界的所表達的理性，但它包括了人對客觀的認識與掌握

能力，同時也包括了人與人相處時的主觀之間的能力。掌握與認識自然客觀事物的道理

為一種真理性的能力，反之價值理性則是一種求得規則性的能力。然而，工具理性與價

值理性往往是一種水火不相容的兩種理性。兩者之間不應是二元對立的關係，而應是相

輔相成的關係。 

 

基於此，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性確是對啟蒙理性的繼承與發揚。依據哈伯馬斯的

看法，真正的批判理論應有兩個重要核心：第一，它試圖對直到今天為止的現代社會發

展做出解釋；第二，它從事於一項規範工程，其目的在於認識普遍性的倫理原則。
137法

蘭克福學派的批判理論基本上反對將社會發展看成是一種現代性的表現，遑論認同可將

社會概念化為社會系統的做法。哈伯馬斯的溝通工程即是在修補批判理論對社會化及現

代性兩種觀念。哈伯馬斯認為理性的基礎是人類的實踐，但法蘭克福學派的理論家卻僅

能揭示理性的矛盾，因而未能把批判反思與工具及實踐的理性相互結合為一體，哈伯馬

斯認為理性應有兩種維度：工具性和溝通性，這一點也是社會化及現代性必須具有的特

性。138 

                      
135 Nigel, Dodd.,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ity (U.K.: Polity Press, 1999), pp.49-51. 
136 Ibid., pp.18-21. 
137 Ibid., p.106.。 
138 Ibid., p.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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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馬斯溝通理性結合了有關他另外哲學的概念：認識旨趣、公共領域、生活世界

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合理性問題等社會學思想。哈伯馬斯之所以不完全認同批判理論的觀

點，其中最主要因素在於批判理論並未對工具理性與價值理性進行整合，因而無法有效

解釋現代性的社會化行為。他認為現代化的社會應區分為系統與生活世界兩大區塊，系

統包括了經濟組織、生產力、管理組織等，它具有經濟性質的特點，而這些系統化的組

織藉由工具理性的不斷突破，使系統的現代性步伐快速發展。然而，生活世界是由教育

體系、媒體和家庭生活所組成，它的特點是廣泛性的文化特點。 

 

哈伯馬斯認為，現代社會的發展是由理性化的根本邏輯來決定。
139理性化的闡述是

自韋伯以來，即被政治學或社會學學者固定為一個專業性的學術研究，此一研究分別由

工具理性與價值理性來擔任大樑，而且兩種理性之間屬於不相容的理性論述。但是，在

哈伯馬斯的觀念中，工具理性是系統進步的主要泉源，因為它會增長現代社會的技術和

社會中經濟的進步。另外，來自於價值理性的生活世界即是一個社會化（或稱社會現代

化）的主要力量。因為，價值理性本來就應該與生活世界相互謀合，使這個社會能成為

一個開放、公正和公平的社會。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中，價值理性似乎被工具理性

所浸蝕，而顯得欲振乏力。哈伯馬斯認為兩種理性之間的分隔，使得系統與生活世界呈

現分離的現象。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性包括了由工具理性導引下的客體行動、由實踐理性主導下

的社會行動，以及由反思（批判）理性制約下的主體行動，三種行動是不斷的彼此互動、

共生與再生關係，因而構成了溝通行動。因此，溝通行動強調有效性的溝通，而有效性

問題又可分解為四個主要成分：第一，我們能夠被對話的另一方面所理解；第二，我們

正在說話的內容是真實的；第三，我們是真誠的；第四，當我們喚起某些價值時，相信

這些價值是有依據的。真正的溝通行動應該是真實性、真誠性與有效性的溝通行動。140溝

通理性的概念，使得哈伯馬斯堅信政治共同體是一種包容性的政治運作。在哈伯馬斯的

觀點中，生活世界合理化的關係是受到溝通理性支持的，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是不可缺少

的一個組成成分。哈伯馬斯認為，他的理性不僅能使我們理解，而且能使我們解決這些

困難。但同時，他又潛在地承認在系統和生活世界之間所做的區分過於僵化，他認為有

效性主要來自於與民主政治（生活世界）和政府（系統）之間的聯繫，而不是來自於道

                      
139 Ibid., pp.110. 
140 尤爾根．哈貝馬斯，徐崇溫譯，交往行動理論(第一卷)，頁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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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因為道德不能歸納為某一方所專有的領域。他指出一個非凡的社會共同體已經存

在，它即是系統與民主政治相互包容的運作方式。
141 

 

哈伯馬斯認為現代性工程起源於啟蒙哲學家，他們為了豐富日常生活而尋求對於那

些積極的專門文化加以利用之。他認為理性工程與正義理想是相互聯結的，聯結後的理

性會呈現多元主義，甚至價值相對論的世界觀。溝通理性呈現的即是要求所有人在對話

時，都須放棄某些特殊利益。我們應將所有成員問題帶入政治共同體內，但這些問題至

少必須是普遍性的問題，之後才能從這些問題中發現那些是具有特殊或普遍的利益。因

為哈伯馬斯強調，如果沒有特定社群的生活世界來提供討論的背景，溝通是沒有意義

的。
142換言之，溝通理性必須是具有以文化作為背景，溝通行動才能順利進行。 

 

至於溝通行動理性的另一個問題，有關溝通理性是否能提供一個框架對政治共同體

中的文化差異進行調節？或者對不同文化間的衝突能否達到避色相互傾軋的功能？哈

伯馬斯認為我們應主張，在假定對話中的其他參與者與我們有相同的立足點；就是假定

我們正與某種一般化的「他人」進行打交道一樣。這裏所指的「他人」，哈伯馬斯認為

已經使他者脫離了我們共同的歷史及文化共同體，而它所指出的是一種陌生的意味，也

就是我們與陌生人間共同的和共享的東西被剝削了。哈伯馬斯在這一個論點上，並未能

明確的表達清楚，但他認為可藉由學習的過程，使我們與他者之間的文化能夠建立，而

該過程在現代社會的生活世界已經在發揮作用。
143學習過程本身即是一種溝通行為，它

對整個社會的生存和進步具有至關重要的步驟。在溝通理性的理則下，所有形式的語言

溝通都可被普遍地應用，而不管特定文化下的歷史與生活問題差異如何，溝通行動仍有

其容忍性來解決這些問題。正因為溝通理性要求人們提出信仰的理由並要求他們提供他

們的信仰理由，哈伯馬斯堅信真正的社會既不能存在特權式文化，又不能存在偏見性的

文化，而應存在於普遍性的生活世界之中。 

 

參、論建構主義朝向溝通行動理性發展的可能性 

 

溫特的國際政治社會理論在不同的程度上為國際政治理性主義提供了一個更為廣

泛的空間來討論國際間的不同議題。因為，國際社會理論更加關注主權國家、文化背景

                      
141 Ibid., p123. 
142 Jurgen He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103. 
143 Nigel Dodd,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ity, pp.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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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同體間認同概念等，尤其在研究方法論上國際社會建構主義打破了以往僅從國家行

為層面去研究問題的方式，反之會從國家的行為與國際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來看問題。

144此一方法論的深入研析，直接影響了新自由制度主義大師基歐漢的看法，在 1993 年基

歐漢與其學生戈德斯坦（Judith Goldstein）共同著作的《觀念與外交政策：信念、制度與

政治變遷》一書中，即可看出，在方法論上觀念在國際政治的影響力上的重大作用。在

上個世紀 80 年代後期，基歐漢不得不承認，在目前前國際政治理論的制度研究中主要

有兩個大思潮：一是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理性主義思潮；另一個則是以批判理論為代

表的反思主義的思潮。
145基歐漢認為採用基本的理性假定並未使分析家得出戰爭是不可

避免的悲觀定論。相反我們可以運用理性主義理論去研究合作發生的條件，並且試圖解

釋國際制度由國家建構的原因。146反思主義在某種意義上為一種方法論上的人文主義，

這種人文主義在建構主義的帶領下，已經在國際政治領域中走出一條與理性主義截然不

同的道路。 

 

然而，建構主義雖然對國際政治理性主義的影響很大。但是，建構主義的論述中會

出現兩個重要難解的議題：第一是有關行為體之間的互動產生了共有的觀念與利益之

說，實際上建構主義並未告之主體間的認同是如何形成共有利益與觀念；第二，有關觀

念的優位性問題。 

 

一、主體間認同形成的難題 

 

從上文分析得知，現實主義強調利益是認同的標準、自由主義強調規則與制度是認

同的基準、批判理論強調觀念的變化與認同的關係、建構主義認為認同是由觀念建構而

成的認同觀。若從建構主義強調的觀念建構了利益，利益又建構了權力來看建構主義的

認同觀，實際上利益和權力都是觀念的產物，而觀念之所以能形成又是基於人類的主體

間性能夠形成所致，主體間性又是一種文化氛圍的展現。文化研究實際上又是一種認知

的研究，它是將實際的表述、行動體的意願、動機或利益都被視為一種認知結構，而認

知結構在某種意義上他是人類所共享的知識，在這種共享知識的氛圍中人類的主體對客

                      
144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Summer(1987), pp.364-367. 
145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 in James Der Derian ,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84. 
146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pp. 

37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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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對象或事件才有可能實現。147意願與動機實際上與經驗世界的客觀對象成為一種分離

但又相聯合的關係，它必須要同時注重人與人的交往世界、人與物的交往關係以及人如

何與社會現有的規則與制度相處，此點也許是溫特所未能將其深化到其國際政治社會理

論之中的重要因素。 

 

建構主義強調認同（identity）對國家行為和利益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贊成把

國家作為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要分析單位，也認為有必要從體系層面對世界政治進行理論

探討，還同意可以建立解釋國際關係中正在發生的一切的經驗理論。如溫特強調建構主

義者只是在努力地解釋世界。
148事實上，他並未告之認同是如何形成的，也未深入分析，

行動體如何願意接受對方的動機與意願。 

 

二、觀念具有優位性的難題 

 

觀念建構了利益，而利益又建構出了權力。按照溫特的看法，觀念實際上具有優位

性的地位。溫特運用了結構－行動者為互相建構的概念來解釋有關行動者觀念的形成也

是一種建構的行為，然此一問題已經牽涉到本體論的問題，也就是行動體和結構所指涉

的客觀世界是否為同一個真實世界的問題。溫特強調藉由兩者之間的互動（結構化），

就可建構出共有的觀念，此種解釋實際上未能解決結構和行動體到底孰具有優位性。因

此，國際關係學者霍利斯和史利斯即批評溫特的社會建構理論僅僅做到讓我們認識或描

述國際政治的社會性，而未能解決結構－行動者如何形成主體間性的問題。
149 

 

其次，觀念既然可以建構利益與權力，此種論述又很容易被認為建構主義是一個「唯

心」論述。唯心論的主張又很容易陷入主觀的意識形態，反而使觀念的影響力變成政治

目的的工具。考克斯才會批評「理論總是為了某個人和為了某種目的而存在。所有理論

的視角來都源於某一時空，特別是社會和政治時空中的立場。」150可見，建構主義並無

法解決行動體與結構之間更為深層的關係。 

 

三、結構具有優位性的問題 

                      
147 Roy Andrade, Humane Motives and Cultural Model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8. 
148 Alexander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1, (1995), p.74. 
149 Martin Hollis and Smith., “Beware of Curs： Structure and A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1991), p.408. 
150 Robert Cox,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p.58. 



第陸章 解放國際關係理論的霸權觀點-「溝通行動理論」的觀點 

 219

 

建構主義的核心是行動者和結構的相互構成，而且動因帶入結構之中來分析行動者

和結構之間的變化。然溫特的重點是著重於體系的結構，他是將理性主義的物質權力分

配力量轉化為觀念力量的分配，即是國際體系文化力量的分配已經取代了理性主義的物

質力量。此種轉變，使得無政府狀態下國際政治的變化，即由實力強弱的邏輯概念轉化

為身分邏輯的概念。雖然，物質與觀念之間結構產生了變化，但可以看出溫特仍無法跳

脫結構優於行為體的概念。同樣的芬尼莫爾的《國際社會中的國家利益》主要是從國際

結構的視野來看國家利益，也忽視了國內政治的運作過程。從整體角度的觀點來看，建

構主義是從社會學的觀點來看問題，他把焦點放在主體間性的理解（規範）上，因而若

以理性主義的角度來解釋行為，建構主義會使行為者走向另一個主觀的極端，相對的，

建構主義認識到行動者是相互建構而成，但在研究中他又對行動者的反思功能及能動性

的作用力分析得不夠充分，因此如何在行動者和結構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關係有其必要

性。
151建構主義的第三個問題是太重視觀念結構的影響力，而疏忽了作為行動體所具有

的主體能動性。 

 

具體而言，任何的規範或國家行為不僅要知道規範（結構）是如何影響行為體，同

時也要清楚規範產生的方式、規範發生的條件，以及行動者的作用如何導致規範的變化

等。否則，為什麼同樣的規範下對每個國家的影響及反映都會不一樣？以及為什麼大國

與小國的戰略文化思維有何不同？另外，國家作為一個組織，一個自為的行動體，當他

與其他國家相遇時，他們的自為意識並不一定會照國際體系或國際規範來對待另一個行

為體，這些都不完全是由國家體系所能建構與解決的問題。 

 

四、向以「人」為的本的溝通行動理性轉向 

 

建構主義從行為體與結構之間的社會互動作為解釋國際政治社會形構的藍圖。若再

深入分析行為體與結構之間的關係，溝通行動的議題即會浮現在國際政治的交往上，而

從交往的問題來看，結構是一個公共場域，而所謂的公共性即是超越私人性的個體存在

於一種相互的溝通行動的關係之中，而其基本前提在於多元行動的主體（主體、客體、

社會、制度、主體間性）都能共同存在。共同存在的意涵是自我與他人同時在場之意。

多極主體間的共在性必然存在著同質性與差異性，兩者也都是溝通行動實踐下雙重整合

                      
151 袁正清，國際政治理論的社會轉向－建構主義的解讀國際政治，前揭書，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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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物。而溝通行動與人本學的關係在於個個主體能經由不斷地溝通而改變原本先驗的

意圖，進而達成和諧的目標。 

 

目前，國際關係學存在許多不同的觀點，大多討論人性和／或國家利益各種強式的

理論。
152經典理性主義把恐懼、權力、榮譽、財富的各種不同組合作為國家利益。尤其，

新現實主義的內部發生爭論現象；關於國家是要維持現狀，還是改變現狀的辯論部分是

由於國家行為動機，更多是出於恐懼還是出於追求權力所引起的。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

主義關於國家對權力追求相對收益還是絕對收益的辯論部分由於國家對權力還是財富

更感興趣而引起的。財富、權力、名聲等屬於「偏好」與「意念」的問題。這些經典之

著似乎都是以大寫的「人」（國家）為基本核心。即是以抽象的大寫的人為中心的論述，

此種論述很容易掉入到主體對客體世界的宰制現象。 

 

然而，以「人」作為交往實踐的主體，不能沒有主體的目的與企圖和目的，但「這

些」主體的意圖和目的連同「個別」主體的本性只有在溝通行動的過程中才能被重新鑄

造，也只有在溝通實踐的行動中，才能使多極主體成為其活動的人格化。其中，即是以

認知作為主體的中心的辯證法來探討主體間的問題。認知作為主體的中心意味著，集體

認同的意義才是國家間尋求共同體的目標。認知與理解是形成集體認同的方法，也是一

套知識的論述，更應將理解提高到本體論的層次，才能解決集體認同的矛盾。 

 

其次，傳統上學者已漸漸的將國際關係視為一門學科，然大多數學者都將此學科的

目的是要為認識與掌握國關的知識，反而不將國際關係視為一種歷史發展的進程，或者

視之為國家間主體互動的發展過程，這些都使國家間的關係變成一種狹窄的物質交往關

係，而失去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而產生的力量，因而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

只會使歷史的趨同更加物化。
153

以「人」為主的的主張已經包含了整個國家（個人、組

織、社會、團體、…、國家），它具有分析各種不同層次的概念，它也包含了分析層次

的區分和理性行為的效用作為解釋國際社會之用。以人為主體的現實問題，不應將其視

為哲學層次，而必須回歸到以「人」及「社會」作為分析的對象。因為，在分析人文社

會與社會規則之間，必須涵蓋著人類的經驗和規範兩大部分，人們不能單純地以簡單的

主觀／客觀，或區分客觀形式與意識形態作區隔，才能使學科和專業得以發展。所有的

                      
152 秦亞青譯，亞歷山大．温特，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頁146-150。 
153 詹姆斯．德．戴元，國際關係理論批判，前揭書，頁363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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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行動都具有多種指向期待和指向的差異，這也是導致主體之間差異的主要原因，但

經由合理與有效性的溝通行動，則會產生出與原先各個主體不同的企圖和目的，可能才

是國際社會中所最需要的共識。 

 

 

 

 

 

第四節  本章小結 

 

從本章各節次的分析得知，理性主義的國際關係理論之所以會遭受反思主義的批

判，主因理性主義將國家視為一個具有至高無上的主體地位，同時設定國際社會不存在

的立場（無政府的假設即為一種整體國際社會不在場的意涵），使得國家權力的爭取、

國家利益的維護等等理論都成為以國家為中心的論述，在國家中心主義論述主導下，所

有客觀的事物都成為獨立於國家之外的存在物，並且須服從至高無上的「國家中心論」。

批判理論的立場即是從上述觀點出發，他們不同意以國家為中心的論述能夠真正解放國

際間不公平與受壓迫的國際現象。尤其，他們不同意將國際現象視為主體（國家中心主

義）對客體（其他行動體或客體世界）的一種認識過程。然而，從國家中心主義出發是

一種主／客二元論述，他們的元理論基本上與實證主義並無二致。實證主義的認識過程

無法脫離以人的主觀意識的強制意志，這種以純粹人的意志作為主體的象徵，容易形成

一個大一統的體系工具，也很容易形成個別主體對客體的宰制現象，同時也會使主客體

之間造成分離現象。進而演變成主體（國家）不斷地想用征服的手段去掌握客體，控制

自然，此乃自啟蒙以來社會現代化所抱持的自然科學理則。 

 

（新）現實主義的主張從科學的基質而言，是一種主觀／客觀的二元論述，其中又

是以實證主義的國家中心主義的個體主義論述，此種論述是對客體世界的一種壓制現

象。必須讓各個客體，從國家中心的壓制中解放出來。此一解放的關鍵在於從個體國家

中心走向以社會為中心的論述，因為從整體的觀點出發來處理社會問題，社會即是一個

通過交往過程再生產的生活世界，此一社會（國際社會）會是一個自我調節的系統，而

其背後所涉及的會是不同主體間的互動，以及主體間與社會及自然互動下的關係情境。 

 

（新）自由主義雖強調國際社會的行動主體不單單僅由國家一個主體構成，他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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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的行動體包括了不同層次，此種主張等於是承認了多元主體共存的國際社會，

但（新）自由主義卻仍以國家為主要的行動體，因而他無法脫離國家中心主義的論調。

其次，新自由制度主義特別強調制度的重要性，他甚至認為制度是國際社會整合的必要

條件，此一理論實際上已將制度定位在一個本體的地位。因為，他們主張國際機制是在

幫助國家實現共同利益（common interest），國際機制實際上是國際關係中的獨立變量，

而且只有在國際機制的領域中，才能達成互利與合作。
154從社會學科的基質主義來看，

新自由制度主義是將制度視為國際關係至高的地位，甚至認為制度會對行動體產生決定

性的作用。制度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客體，他的形成若無法經過各個行動體的充分溝

通，其所建構出來的制度，可能會出現若干不合理性，或者制度的背後其實有大國運作

的權力痕跡。新自由制度主義究其實情會出現客體優於主體的現象。在新自由制度主義

的運作下，每個個體的主體性都必須服從在以客體為中心的制度之下，此舉反而使主體

的能動性受到制約或宰制。 

 

至於建構主義的論述內容，溫特提出國際政治社會認同理論，在很大成分上溫特是

對理性主義的反思與批判。溫特認為國際政治的競爭自助性質並非是無政政府狀態的必

然結果，因為，在與別的國家互動之前，我們既沒有利益，也沒有利益也沒有認同的問

題。
155無政府狀態並非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國家間因考慮自己的利益所建構出來的。建

構主義所強調的利益與（新）現實主義最大的不同在於利益並非是給定的，而是在社會

建構中創造出的，因而建構主義的利益是一種內生的利益，而不像（新）現實主義是一

種外在的、給定的利益等著國家去爭取。另外，溫特也認為自助和權力政治僅是一種制

度，而不是無政府狀態的本質特徵，
156制度本身也是國家所創造出來的。顯而易見，溫

特的社會論述已經對理性主義國際政治理論的實證主義提出反思，同樣的建構主義運用

了認同、文化、規範、利益等意義與國家行為進行討論。其目標要使國際政治理論從物

質結構，轉向文化或精神的結構。溫特提出國際政治社會認同理論，在很大成分上是對

理性主義的反思與批判。 

 

然而，建構主義的論述中過分強調觀念的建構功能，很容易讓人覺得他已偏入到唯

心主義的論述之中。雖然，建構主義的論述已有社會建構概念的出現，也承認觀念、認

                      
154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108. 
155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Spring (1992), p. 392. 
156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p.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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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規範、利益等社會因素。但是，建構主義對集體認同的形成並無法有深入描述，致

使國際社會是如何形成，以及形成之後如何願意讓各個國家（行動體）都願意接受此一

認同的氛圍。若從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來看，一種主體間性若無法建構完成，無論

是主體／主體間、主體／客體間、主體／社會間的關係都無法建構出來。 

 

不可否認，國際政治的三大學派都各自呈現出在主體（國家為中心）、客體（以制

度為核心）及觀念（以社會為基礎）的論述，但因為三大學派都無法全面顧及全面性的

問題，致使每一個學派都出現突出該理論的強勢一面，也容易造成對其他層面的壓制現

象。三大學派的角色與立場，若以葛蘭西的文化霸權觀點來看，即是一種文化霸權的論

述。主因各個學派所表現的論述，實際上都存在著強迫性的主張於其中，更凸顯了要求

不同行動體或客觀世界對這些國際關係理論的服從。國際關係理論的演變應從各種結構

中解放出來，其中的關鍵因素在於作為各種行動者的「主體」或「客體」的動因是否遭

受到扭曲。因而，必須使行動者所構成的因素及其屬性則必須將國關理論從以國家為中

心向多元化中心進行轉折，再由多元中心向以人為主的價值觀進行轉折，才可能真正解

放文化霸權的束縛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