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捌章 結論 

 285

 

第捌章  結 論  

 

 第一節 研 究 心 得  

 

壹、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學科的基質研究 

 

國際關係學發展至今尚未跨越一百年的歷史，以學科年齡言他算是一門相當年輕，

且仍有許多辯論與發展的空間。事實上，國際關係學科歷經兩次世界大戰的洗禮及三次

理論大辯論之後，此一理論已發展到學科基質的研究層面，而不僅僅是從國際現象與狀

況中去發現與推測未來的發展。因為，學科基質的研究所牽涉的即是做為國際社會整體

的本體論、知識論與方法論的社會科學研究。圍繞著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又是以本體論

的建構為核心，因而在第三次大辯論時的核心論述包括了自然科學／反自然科學、客觀

存在／實踐存在、基礎主義／反基礎主義、個體主義／整體主義之間的論爭，
1而這些爭

論至今仍處在爭辯之中。從這些論爭中我們可以發現，做為國際關係主流學說的理性主

義（包括：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新自由制度主義）以及建構主義等學派

無一倖免於難，通通都必須再度地捲入到學科基質的爭論中。基於此，本文針對各個學

派的基質研究，提出若干的反思觀點，並認為國際關係理論應朝向多元及多維度的溝通

向度發展，才能使國際關係的理論朝更深度的方向發展。 

 

一、理性主義的反思 

 

（一）（新）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理論的發展憑持著的利器有兩項，一是以國家為國際社會中的基本

單位；二是國際社會為無政府狀態。然而，這兩項利器的發展與論述過程，本身即會出

現自相矛盾的狀況。因為預設了國際社會為無政府狀態，即代表國際之間並不存在一個

整體（國際社會），然國家又是國際社會的基本單位，又說國際體系的體系結構是大國的

權力分配（華爾茲語），此舉即間接地告之國家代表了這個整體的存在，而這個整體實際 

                      
1 Mark Neufeld, Who＇s Afraid of Meta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2 (1994),  pp. 38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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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即是大國的權力政治。另外，就本體論的立場言，國家既然做為代表整個國際關係的

本體，但現實及新現實主義的國際理論又不斷以層次分析法、體系理論、結構理論等認

識論或方法論的層次，來探討國際社會的存在，最後的目標都是在證明國家在整個國際

社會中的功能與地位是無可取代性的。理性主義者本應將國際體系的功能、結構、體系

層次的認識歸在知識論與方法論的層次，一旦它又被提升到本體論的層次時，即會顯現

出其中的矛盾。 

 

其次，（新）現實主義學者將權力視為社會科學中最為根本的概念。
2權力在現實主

義看來，是將其視為一種客觀的存在物，此一存在物是與國家如影隨形，相形而生。權

力的概念對現實主義學者而言，是從人性「惡」的方面去看問題，追逐權力遂成為每個

行動體所應具有的先驗本能。現實主義是把行動體與客觀世界當做完全分離的個體，並

以實證及可經驗性的角度來看世界，同時他的世界觀也會以主體（國家）為中心的觀點

出發，而將其他的客觀世界存在物視為主體可以掌握與控制的外在世界。因此，無論他

的權力論、國家利益論、衝突論、功能論等，其實都是順著這個邏輯來發展。 

 

最後，現實主義設定國際社會為無政府狀態，其實就其理論的本體論立場言，他是

從個體主義的觀點出發，並將假定整體的國際社會不存在的關係，因而所有一切的國際

事務運作規律都會變成以國家為中心。由此得知，現實主義是秉持著物質主義的觀念，

在國際社會中的分析中，以物質本身作為基礎的研究，他們基本上是延續了機械唯物主

義的傳統，反而忽視了國際關係中的觀念力量，而沒有將物質和觀念的加以整合。 

 

（二）（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的本體論仍是以國家中心的觀點為原則，其與現實主義的不同，主

要體現在認識論層面。在認識論上，他認為世界最高的表現是精神層面，也就是道德至

上的問題。因而對國際關係的重要意涵在於強調「人」－觀念的重要性，而且他們相信

人本性為善的內涵是不會變的，但國際之間會出現衝突的根本的問題，在於人所處的環 

 

                      
2 詹姆斯．多爾蒂、小羅伯特．普法爾茲格拉夫著， 閻學通、陳寒溪譯，爭論中的國際關係理論(北京：世

界知識出版社，2003年7月)，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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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問題，而人性的問題可以透過教育方式而獲得改善。
3基於人性本善，國家之間的關係

是和諧和合作的關係，而要達到此一目標，必須強調規範的重要性。是故，（新）自由主

義是採取樂觀主義的態度，其所面對的未來世界是一個世界大同的世界。 

 

另外，對於國際社會的認知方面，他們仍承認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的狀態，但與

現實主義最大的不同是，自由主義相信可藉由制度，改變無政府狀態，使其成為一個有

秩序、有方法、有理性的狀態。當然，自由主義的目標即是要能夠維持國際秩序與世界

的和平，因而要借助國際組織、機制、制度與規範。自由主義者相信國際關係是處在進

步的狀態，這種進步是國際關係的基本規律，而其標準在於真實的世界離理想到有底有

多少距離。
4制度不僅是國家的外交工具，也是一種契約環境，是國際政治的基本組成部

分。尤其，制度可以視為是一個國際社會的化身，因為制度的形成本身即是一種社會的

整合功能。是故，新自由主義對制度的功能性大加讚揚。 

 

然而，無論是自由主義或者是新自由制度主義他們都對制度非常重視，但都不能將

制度說明清楚，到底制度是實體還是觀念互動出的產物？也沒有說明觀念與物質在制度

中到底孰輕孰重？這一個問題會涉及到制度是屬於物質的本體論還是觀念的本體論問

題，對此一問題的延伸就會思考應從整個國際社會探討問題，還是要從個體主義的國家

立場來探討制度，這一連串問題也都是自由主義或是新自由制度主義未能交待清楚的問

題。 

 

由此得知，理性主義的發展無論是以何種形式的工具理性發展的論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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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因素構成的問題；或者世

界的本質又是什麼；以及是物質的還是觀念的本體論？以上問題無論是現實主義、自由

主義，都形成了對該學科本體論的質疑。 

 

 

                      
3 Michael Joseph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Louisiana: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58. 

4 Trevor Taylor, Approach and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Longman Publisher, 1987),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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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主義的反思 

 

建構主義是延續著新自由主義對制度的研究，進一步提出運用觀念的概念來證明國

家行為。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狀態是由國家間所造成的，他的論點與現實主

義最大的不同在於「建構」和「實踐」的概念是形構各種國際社會的主要因素，而現實

主義則是將無政府狀態視為「給定」的事物。建構主義運用了結構／體系的互動觀及其

相互建構，的原則來談國際政治實際上屬於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溫特他宣稱以「總體

和個體間的相互構成」做為本體，這種本體論是一種動態的本體，而不是實體化的本體，

它既跳出把個體或總體實體化的實體本體論的侷限，也跳出不是以某種個體就是以某種

總體做為世界本體的二元論循環。
5溫特的社會概念確實對國際政治的主流思想造成極大

的震憾。因為他把國際社會無政府狀態的假設事項做了本體性質的改變，他用的利器是

以「建構」式的方法論 ，批判與反思了現實主義將其視為「既定」式的存在物。溫特提

出霍布斯式、洛克式及康德式的國際社會型態，三種型態的國際社會都是由國家的觀念

所造成。不可否認，溫特的建構主義已經呈現出社會的概念在其整個理論的鋪陳之中，

因為他所使用的概念，例如觀念、互動、共識、認同、…等都是社會學的概念。 

 

溫特的社會概念，不管是做為一個範疇，或做為一個實體，在溫特的論述中，都只

具有最低層次的社會意涵，亦即「社會」在溫特的論述中仍然不成其為一般意義的社會。

也就是說，「社會」在溫特的論述中首先只具有本體論的意涵，它的實質的內涵，是通過

以國家的實踐為中介的「總體與個體的相互構成」來加以填充和展現的。6社會到底如何

與行動體可以建構出彼此都能互相信任又能不斷向前發展的社會本體，其實溫特的理論

並未深入分析。因為，溫特的社會建構是以體系／行動體作為相互建構、相互制約的發

展過程，與其說他的本體是一個社會的本體不如說是一個整體（結構）／個體（行動體）

相互實踐的本體。這也是建構主義理論未能對此做進一步詮釋之處。事實上，實踐的本

體來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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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理解不單僅是認識論的問題，而是一個 

                      
5
 李英明， 國際關係本體論的重建，頁5-7。 

6
 溫特在其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中，在一定程度上，表現出和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調和

或妥協的意涵，這充分表現在他的本體論的論述上。關於溫特和新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關係，並請參閱

郭樹勇，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頁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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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各個行動體（國家）能否產生互動與互利的重要因素。因此，對理論的掌握若從認

識的關係轉變為存在的關係，即必須以文化作為此種存在關係的前題，而文化所牽涉到

的是共享的語言、共享的知識和共享的觀念。 

 

建構主義疏忽了，體系／行動體的相互建構過程中，並無法脫離主體（主觀）／客

體（客觀）二元對立的概念。如何破除主客二元對立的概念又成為一個古老哲學的問題，

因此有必要探討社會的形成條件，及藉由溝通行動理論所能創造出的國際政治的社會條

件。 

 

三、批判主義的反思 

 

如同第六章內容所言，國際關係批判主義各個學派並未匯聚成一股綜合性的學說，

而是包括了不同派別的批判學說，例如後現代的批判理論、女性主義、反思（批判）理

論等。但他們主要的研究對象大致是相同的：他們提出必須重視權力的合法性的國際政

治，不但要從制度，更要從文化制度的合法性或國際服從的角度來研究；他們提出要從

社會變化和制度變遷的領域加強國際政治的動態研究和結構研究；他們指出要把國際政

治視為一種實踐力量的產物，樹立一種實踐本體論的概念，要把話語、知識和文化作為

國際政治的基本存在
7等。上述的研究對象在本體論上幾乎動搖了實證主義的本體論，然

而，批判理論在批評的同時，事實上沒有提出相對的具體措施，以為因應國際關係的改

善辦法，同時在知識論的範疇中偏向唯心論述，因而被實證主義反譏為「非科學」性的

論述，因而未能成為國際關係的主流學說。 

 

貳、葛蘭西文化霸權對國際關係理論的影響 

 

「文化霸權」的概念之所以能成為批判理論家重視的經典之作，主因葛蘭西的文化

霸權其實包含了意識形態的控制權與政治實體控制權的結合體，意識形態的領導權基本

上又包含了政治領導權的內涵。按照葛蘭西的最初目的，是要建立起一套能切實有效的

指導革命實踐的哲學理論。此套理論不僅要求須符合科學精神，而且要適合無產階級的 

                      
7 郭樹勇，「《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與國際政治的本質論革命」，載於羅伯特．基歐漢著，郭樹勇譯，新現實

主義及其批判，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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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實踐，並能有助於無產階級推翻反動統治，建立革命政權。他認為要使文化領導權

順利遂行，必須從教育著手，通過教育向人民灌輸科學的常識，而群眾思想提高之後，

也就是說當他們成為無產階級知識分子時，他們就會從資產階級意識形態的欺騙性、虛

偽性中解放出來，在獲得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意識形態的論述權之後，就會獲得意識形態

的領導權。是故，對葛蘭西或新葛蘭西主義者而言，文化霸權就是意識形態領導權。 

 

論述「文化霸權」理論時不能將此霸權視為一個純粹的實體概念，因為它是實體結

構與意義結構相互輝映的一套文化、意識形態、價值觀及世界觀所構成的「權力意域」

（The Power of Field）。它包含了強迫性的政治力量與設法讓人去接受認同的同意權力

量；是權力、觀念和制度之間的結合，三者間的互動與運用所能產生出來的結合力量，

才是文化霸權真正意涵。簡言之，文化霸權是一種權力、觀念和制度三者相結合的三維

一體。本質上，它屬於一個觀念的本體，實踐上則必須以整個國家及社會作為實踐的場

域（Field），藉由通過人的主觀能動性，呈現在政治、經濟、社會、語言、文化及社會意

識等各個階層，以形構出的「歷史複合體」（「超結構」＋「結構」），做為其領導整個社

會的知識與方法。此一方法不是僅從實體的政治或經濟結構來看上、下層建築結構，而

會從多重複合的觀念來思考文化與權力、精神與物質之間的複雜關係。 

 

基於文化霸權所涉及的是與實體及意識形態的領導權，因而無論是對理性主義的國

際關係理論、建構主義或批判主義的國際關係理論而言，都可涉及其內容的討論。就方

法論的層面而言，實體與觀念的控制牽涉的是行動體之間是否存在平等、正義與合理的

關係。國際關係的理性主義學說理論，強調的是一種實證（實體、物質）式的權力論述，

而建構主義及批判主義則重視觀念式的權力論述，若用文化霸權的觀點來看，實際上他

們都包含在文化霸權的論述之中。然而，無論是國際關係學派的各個理論或者是葛蘭西

的文化霸權，基本上他們都是一套控制論的論述，在未能進行全面解放之前，各個理論

都會出現某種枷鎖的負擔於其中，因而需要用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全面進行溝通

與解放。 

 

參、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與國際關係理論 

 

哈伯馬斯溝通行動理論的目標是要重建人與「外在世界」、人與自己的「主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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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人與「社會的生活世界」之間的現實聯繫關係，以重建合乎理性的溝通行動，以為

社會的合法性提供生活世界的基礎。
8哈伯馬斯借用胡塞爾「生活世界」的概念，他認為

生活世界構成了理解和結構、背景和前提。溝通行動的參與者是在生活世界的界域內活

動，而他們必須在這個界域內活動。哈伯馬斯認為溝通行動的生活世界是一種主體間性

（是一種關係），主體間性即是參與者之間相互的理解。它是一種實體概念也是一種觀念

（空間的場域觀念）的傳達過程。此即為溝通行動理性的核心內容。哈伯馬斯的「溝通

行動理性」具有以下的特徵：（一）語言性（語言理性）：在他看來語言或人的溝通資源

內在地包括了一個真正的主體間的一致性的可能條件；（二）行為性：溝通行為是指不同

主體之間以語言為媒介，以相互理解、諒解、一致為目標，協調他們之間的行為。而溝

通行為的三個世界與三種宣稱有關；（三）互為主體性：關乎於主體之間如何選擇一個最

有效的手段來達成對客體的認識和控制；（四）程序性：由經驗所建立起來的一種程序性

（商談、論證的程序）。究實質言，溝通行動理性是要把理性放在人際間的廣泛的和相互

溝通的互動關係網絡中去考察，才能建立真正的人際關係。 

 

 

 

 

 

 

 

 

 

 

 

 

 

 

 

                      
8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徐崇溫譯，「譯者序」，交往與社會進化(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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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發現 

 

本文是以反思國際關係理論為題，所謂的反思是要反思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的

實證主義（物質本體論的重要缺失之外，也要提升觀念、文化、溝通、共識的社會性，

以使國際政治的中國家身分，能從計算利益的「經濟人」內涵走向具有實踐觀的「社會

人」。基於上述目標，本文的研究貢獻包括：文化霸權下的國際關係理論、溝通行動理論

導引下的國際關係，以及溝通行動實踐中的國際社會（網絡社會）的本質等三項發現，

同時在研究中也出現兩項需要再深入研究的議題，一併在此列出，俾供後續學者的研究

參考。 

 

壹、「文化霸權」與國際關係理論 

 

「文化霸權」著重於以觀念為主導的的意識形態領導，在方法論上它使用了「超結

構」（超歷史組合結構）的研究方法，將經濟基礎－經濟關係－上層結構－思想－意識形

態等進行辯證式的結合。這個歷史複合結合體會是一個在實體－觀念方面都能顧慮到的

領導權。然而，文化霸權最缺乏的是未能與下層結構的主體性，進行反饋現象的意見交

流，致使整個領導氛圍仍會出現一種由上至下的趨勢。最後仍會使文化霸權成為主觀／

客觀的二元對立局面。 

 

從國際關係的理論來看，（新）現實主義的目標是要證明國家的地位與功能所具有

的權威性與不可挑戰性，順此而推國家的目標即應追求至高無上的權力，才能遂行保護

國家各種利益的完整。維護國家利益的「權力論」、「功能論」、「整合論」、「安全論」、…

其實都是一系列維繫國家政策的意識形態。這套意識形態鋪天蓋地的推廣下，大多數國

家都必須接受現實主義的權力論述，再順著權力論述的主張下無論是強調大國外交、大

國的權力分配、建立大國之間的夥伴關係，這些都是在現實主義文化霸權氛圍形成之下

的理論擴散。 

 

就（新）自由制度主義而言，他們強調國際間制度制定是國際社會合作形成的必要

條件，制度更是解決各國之間的紛爭、衝突與戰爭最好的工具，也即是機制。機制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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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成為一個操作性的工具性質，甚至成為主宰每個國家的手段。制度一旦形成，每個國

家也就必須亦步亦趨的根隨在制度之下，才能獲取合作，無形中制度主義賦了「制度」

至高無上的本尊地位。換言之，任何的行動體在自由主義的主張下，都必須接受制度的

制約，「制度」在這種氛圍中成為一種制度文化霸權的形式，進而主宰與制約了每個行動

體的能動性。 

 

就建構主義而言，他們主張觀念是建構行動體／體系結構之間的必要條件，因而由

觀念可以製造利益，利益可以形成權力，國際間各種無政府狀態也都是各個行動體的觀

念所造成的。但是建構主義卻對共有的觀念如何形成，尤其集體認同的共有觀念是如何

形成的，而其必要條件又為何，都無法交代清楚，建構主義者只證明觀念都是在主體間

的互動中產生出來的。建構主義由於無法告之集體共有知識如何形塑，以及無法描述每

個行動為何願意加入共有的集體認同的共識中，無形中「觀念」的地位也無法逃脫「唯

心論」的論述，易言之，建構主義的觀念結構論也成為一種觀念式或唯心式的文化霸權

論述。 

 

貳、溝通行動理論導引下的國際關係 

 

溝通行動理性是從哈伯馬斯的「認識旨趣」、「社會的合理性」、「生活世界」及「主

體間性」等論著做為其理論的知識背景，強調任何一個行動主體在一個社會域之中，必

然會形成與自己的主觀世界、客觀世界及社會世界相互交往，藉由互動、對話、理解、

共識形成，最後達成全面性的、真誠性的、真實性的及有效性的溝通與交往。溝通行動

理論與國際關係理論相結合的國際關係理論的架構為：首先，會出現以國際社會的整體

做為行動體溝通行動的場域，這個場域是一個「實體（物質）結構」、是一個「關係（權

力、制度）結構」、也是一個「觀念（意義）結構」，更是經由實踐所建構出的「網絡結

構」，這個場域不是固定的，它會隨著各個行動體之間的互動與實踐，而不斷發展與創新

的場域的空間與概念，而空間與概念的形成則是由各個行動體之間的互動、溝通、實踐

而形成的；其次，在這個經由溝通實踐所形成的網絡社會，每個行動體（個人、團體、

組織、國家、國際組織、…）都會是一個具有同樣功能與角色的結點身分，而在這些結

點中，國家仍是這個結構中的最大結點，其所擔任的角色及功能仍是最為重要的，只是

在網絡社會的氛圍中，每個行動體之間都具有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證成的關係； 



第捌章 結論 

 294

 

最後，由於溝通行動實踐的推廣，網絡社會是一個雙向建構、雙向整合，是一個不斷的

經由解放－發展－再解放的國際社會。 

 

參、溝通行動實踐中的國際社會（網絡社會）的本質：辯證式的本體論、知識論與方法

論 

 

一、本體論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牽涉三個本體的世界，客體（物質）本體世界、觀念本體

世界以及社會的本體世界。若將這三個本體世界運用到國際關係領域之中，整個國際社

會也會同時出現三個本體世界：國際關係的客體世界、國際關係的觀念世界、國際關係

的社會世界。國際關係的客體世界是以實際的權力、利益與物質相互交融的世界，在這

個世界中強調的是以事物的「真實性」為主要交往目標；觀念的本體世界是以行動體間

的觀念做為互動的對象，每個行動體經由互動觀，呈現出一個觀念共同體的氛圍，在此

一氛圍之中，不同的行動體會在共同的氛圍中形成共有的集體認同，因而觀念本體強調

溝通的「真誠性」；國際關係的社會本體世界會強調由實體及觀念建構出來的制度或共

識，是可以做為每個行動體的內化行為準則，所以他強調溝通的「有效性」。國際關係溝

通行動的三個世界其所組成的圖案是一個人際社會的交織網絡狀態；亦可稱之為國際關

係綱絡社會的本體論，它是由不同行動體在共用的網絡社會中進行實體、觀念與不同制

度、規章的溝通行動，經由這些交往活動國際社會的本體論會是以實體及觀念互相作用

下的整體社會。 

 

二、知識論 

 

哈伯馬斯對意識哲學或稱之為「工具理性」的認識理論，他認為這是造成資本主義

社會二元對立的主要來源，因而須從主觀理性的認識論（意識哲學）朝向主體與客體之

間的關係發展。哈伯馬斯是要從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來把握主體的認識能力。客觀理性

強調的本體論是處在現實世界中的最終原則，因為他所關心的是人的存在與最終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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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人的存在與目標的獲得，是要從知識的內化到主體的途徑來研究。
9本體論與知識

論實為一體兩面的意識哲學，實證主義（工具理性）者會將二者看成兩個孤立的論述，

然哈伯馬斯認為兩者應視為一體的論述。因為，認識的客體（現象）若內化（經由主體

對客體的認識過程）為主體時，認識論即會轉變為主體，而非獨立於主體之外的客觀物。

哈伯馬斯認為若僅是使用行為主觀的意識作為聯繫客觀現象，即等同於是把行為同其他

行為主體割裂開來。結果終將使行為主體的行為變成為孤立的狀態。有必要是使工具理

性向溝通行動理性方向移轉，溝通行動理性對哈伯馬斯而言即是主體間性（是一種關係）

的呈現。它是一種實體概念也是一種觀念（空間的場域觀念），這就溝通行動理性知識論

的的核心所在。 

 

運用溝通行動理性的知識論來探討國家間的主體間性，即是探討國家間的溝通關

係，因而國家間的關係需要從溝通行動的主體間性來看。然而，主體間性的問題不可能

單純的架構在認識論的框架之中，而須將本體論與認識論視為一個辯證發展過程，才能

真正理解知識論與本體論之間的邏輯性。另外，主體間性的問題也應該存在於既有的生

存和價值及意義之中，才能看出主體間性的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及社會世界所交織而成

的網絡社會結構。 

 

三、方法論 

 

溝通行動的方法論主要是以言語和行為的雙重互動為用，兩者之間的關係實際上為

不可分離的連體嬰，因為所有的言語都包含著「以言表意成分」和「以言行事」的雙重

結構，並且以言行事力量的運用似乎構成了所有語言應用形式的基礎。
10語言的應用形式

即是通過依內容行事，而使角色的扮演能面對各個不同客體、行動體及社會時，都能獲

得有效性。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實際上具有歷史內涵的現實關係，但他不能脫離語言、

理解的自動運行。不能將溝通行為僅視為認識關係、道德關係或一種理解行為。國家間

的溝通行動其方法論實應包括：理解、規範、發展等三項重要法則，而三項法則又是處

於辯證的發展關係。溝通行動的辯證法則是對傳統現實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進行批判，

進而使溝通行動能成為國際關係重要的研究方法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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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 
10 尤爾根．哈伯馬斯，交往行動與社會進化，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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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續研究 

 

一、觀念與符號的優先性問題 

 

哈伯馬斯一再斷言，作為語言行為可能理解的先決條件，是依靠先驗的「規則意

識」，並以此做出直覺性的預先假設。質言之，哈伯馬斯溝通行動是預設行動體已經處在

一個具有先驗的符號與觀念的社會場域之中，此一場域因為存在具有先驗性的社會規則

及觀念意識，各種溝通行動才能展開。設若，行動體間不存在任何觀念與符號，是否意

味著溝通行動即無法展開。 

 

針對觀念與符號的優先性問題，是否可以藉由實踐而達到相互理解的有效性；或者

可以將觀念與符號視為先於言說的「主觀認可」之前。其實，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

其本質是一種「精神的交往活動」；是借助於談話或符號性的活動作為理解彼此相互情境

相應的行動計畫的媒介。以協調主觀世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並取得一致性的整合。

哈伯馬斯實際上已把觀念性和語言符號視為第一，
11此一後設立場會回到意義源如何形成

的問題，哈伯馬斯對於此點並未深入分析，而本文是以哈伯馬斯的「人／主觀世界」的

交往實踐作為分析藍本，證明意義源與人的關係為一種互相建構的辯證關係，關於此點

仍有深入發展的空間，待爾後學者能深入探討之。 

 

二、個體／整體性的溝通行動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是以個體主義的方式研究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此一理

論是否可適用於整體的國際社會。其間的關鍵性問題有二：首先，國家是否可化為簡單

的「人」；其次，哈伯馬斯的生活世界可否比喻為國際社會，這兩個問題的克服則有利於

溝通行動國際關係理論的深化發展。 

 

首先，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強調「人」與主觀世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進行溝通

與互動，從而可建立真誠、真實及有效的溝通場域（也就是人的生活世界），哈伯馬斯的

溝通行動很明顯具有個體主義的色彩。然而，國家具有不同身分的角色構成的行動體， 

                      
11 任平，「哈伯馬斯交往行動理論及其哲學基礎」，馬克思主義研究，1999年第4期，頁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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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身分之間要達成共識即須先建立國內的共識，另外國與國之間所有的人際關係的複

雜性，這些問題都有待一步的深化溝通行動的論點。 

 

其次，有關國際社會與生活世界的比較問題，哈伯馬斯的生活世界之所以能做為人

溝通行動的場域，主因此一場域可以具有文化場域、社會場域及個體場域辯證發展的過

程加以實踐，然國際社會要形成一個具有文化、社會及國家化的生活場域，供各個行動

體進行溝通實踐，則須進一步的深化其中實踐的層面。 

 

總之，國際關係理論應從實體的霸權論走向實體與意義相互結構的本體論，而這一

個本體論又與他本身的知識論、方法論實為一體兩面的論述，他們之間應該沒有界限；

應該是彼此之間可以相互進行轉換。而以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雖可以破除此間的界

限，進而達成解放國際關係理論中文化霸權受壓迫的面向，然而溝通行動理論中呈現出

的符號優位性問題，以及整體／客體之間的問題等，也需進一步的再作深入研究，才能

使國際關係理論更臻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