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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理論中的「文化霸權」與「溝通行動」的研究 

  

第壹章  導論 

 

第一節 問題意識的提出 

 

壹、為何要反思國際關係理論 

 

國際關係理論中屬於主流學派的現實主義（Realism）與自由主義（Liberalism），在上

個世紀 70 年代遭受來自反思主義學派
1的批判後，他們學科的基礎研究開始受到質疑，進

而產生了若干次的大辯論。其中，於 1970 年代末期在「行為主義」（Behaviorism）學派陸

續的加入國際政治理論的研究行列後，遂產生出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等代之而起的新主流學派。然而，國際關係的主流學派無論是現實主義、自

由主義、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等，始終都無法擺脫非主流學派（包括批判主義、後

現代主義、女性主義、…等）對其學科基礎哲學的挑戰與疑慮。非主流學派的批判焦點集

中在主流學派的本體論的本原中心主義（Logos－centerism）與科學實證主義相連接。非主

流學派的理論依據源自於 20 世紀 60 年代以來對邏輯實證主義的批判起，他們的主要觀點

是質疑主流學派，將國家權力、國家利益等論述，賦予自然科學中的客觀性與理性；認為

客觀性與理性是來自於自然科學的典範範疇，他們認為自然科學的研究典範並不能完全適

用於以「人」為主體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誠然，主流理論承認非主流理論提出了深刻

的問題，但主流理論基本上把非主流理論視之為「非客觀的」、「非科學的」的抽象研究。

2雖然如此，非主流學派認為基於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分屬不同典範，彼此之間是不能

進行比較的。因此，非主流學派認為主流學派已經僵化了人文科學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

係，進而泯滅了做為主體「人」的自為性與啟發性。 

 

從西方哲學的發展角度來看，實證主義所主張的「科學的哲學」（Scientific Philosophy），

                      
1 「反思主義」在88 年由基歐漢(Robert Keohane)提出，他是統稱「激進主義」典範的理論發展，大體而言基

歐漢是概指在1980 年代的「後實證主義的國際關係理論」。詳見，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4(1988), pp. 379-396. 

2 1993 年大衛．鮑德溫(David Baldwin)所著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當前的論辯(Neor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其書的序論部分，明顯地表現了主流學派對非主流學派的漠

視，也表現出主流學派論戰的狹小和實質趨同。See, David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d,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December 1988), pp. 38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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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世界上存在著絕對的真理或本質，等待著人們去發現和認識，做為主體的「人」可以

依據給定的認識能力或架構，來反映現象並呈現事實。
3他們反對非主流學派的傳統「思辯

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進而主流學派將研究的興趣專注於科學，最終都形成了「科

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tific）。而所謂的「科學哲學」依據《大英百科全書》的解釋是

指要運用科學探索過程中的各種要素：觀察程序、論證模式、表述和演進的方法、形而上

學的假定等等，然後從形式邏輯、實用方法論以及形而上學等各個角度去估算他們之所以

有效的根據，因此科學哲學是一門分析和探索的學科。
4科學哲學的興起是受當代自然科學

的發展，進而想引用自然學科的方法論以解決人文社會所可能遭遇的問題。 

 

主流學派的觀點不僅在國際政治學界大行其道，而且受到各國政治家與戰略家的青

睞，他們因而能始終保有正統國際關係學說的主流地位。但是，用實證科學分析方法來處

理所有的人際關係問題，顯然會受到許多在邏輯上的因難，因為實證主義強調要用清晰的

方法及概念來表達人際間（或國與國間）的關係。毋庸置疑，他們的錯誤與矛盾之處也會

以非常明顯的形式凸顯出來。鑑於此，本論文以反思主流的理性主義理論（Rationalistic 

theories）
5為目標，企圖找出一條能符合人類社會發展的道路，並期望能消除理性主義國際

關係理論中「先驗」、「給定」的色彩，同時又能使國際關係理論能跨越「精神」與「物質」

二元對立的框架。基於此，本論文提出以下的問題意識： 

 

第一，理性主義國際關係理論假設國家是國際社會的基本單位，同時又設定國際社會

為無政府狀態（Anarchy），這兩項後設立場是否處於矛盾狀態； 

 

第二，國際關係批判理論及建構主義運用觀念與社會實踐的概念，認為理性主義的國

際關係理論為一種「物化」式的實證主義的理論，批判主義的社會實踐概念或建構主義的

觀念結構是否是一種「唯心論」述； 

 

第三，建構主義自稱其為「觀念本體論」，同時批評理性主義為「物質本體論」，觀念

結構與物質結構兩者之間是否無法融合； 

                      
3 李英明著，國際關係理論的啟蒙與反思（台北：揚智出版社，2004 年），頁46-47。 
4 本文對科學哲學的解釋來自於，大英百科全書的內容。轉引自，舒煒光，邱仁宗編，當代西方科學哲學評

述(北京：人民出版社，1987 年)，頁97。 
5 理性主義包括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新自由制度主義，因為他們都是把國家當成是具有理性

計算的行為者，因而統稱之為理性主義理論。See,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 
in Robert keohane, (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15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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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文假設觀念本體論與物質本質論並非主客二元對立的關係，兩者應可進行辯

證式的結合，然結合下的國際關係理論，其本體論（ontological）、知識論（epistemological）、

方法論（methodological）該如何自圓其說？ 

 

貳、「反思國際關係理論（本論文）」的假設基礎 

 

國際關係學說歷經三次大辯論後，從 1990 年代起社會學的理論已悄悄滲入到主流國

際關係理論的論述之中。這種趨勢與以往國際關係理論研究最大的不同，是在探討國際政

治的本質到底是什麼？尤有甚者，社會問題研究對本質問題的探討，是從國際政治的本體

論、認識論與方法論等基礎的科學與哲學研究著手。他們認為，本體論的研究是所有解釋

性理論，不可避免與迴避的問題，而對於不可觀察的問題，尤須依賴本體論的假定與論證

是否能夠成立。
6 

 

例如，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政治環境的後設基礎是假定國際社會為一個「無政府狀態」

（Anarchy），新現實主義更視無政府狀態為國際政治的結構
7。在無政府的國際狀態中，國

家不論大小，不論什麼樣的政治制度國家，他們所考量國家的功能結構都是一樣的8。建構

主義學派則認為世界政治不是固定不變的，因此必須從既有的概念中「解放」出來。批判

理論家布思（Ken Booth）甚至認為，真正的國際關係只有通過個體和集體的互動才能夠建

立，無政府狀態也是經由國與國之間互動下所建構出來的產物。9批判學派以強烈的觀點質

疑主流學派的國際關係理論；過分強調國家本體意識的先驗性，才會導致國際社會「無政

府狀態」是先天給定的。反之，他們認為是通過歷史並帶有社會主義所建構出來的結果。

國際社會不是一個客觀現象，是人類實踐的場域。上述四個學派對於國際體系的無政府狀

態認識不同，主因他們的本體論所設定與論證的立場不同所致，因而不同的本體論即會決

定各個理論的研究典範。 

 

固然主流國際關係學派對於非主流學派的批評並不積極的理睬，然而從學科的基礎及

哲學的立場進行辯論，各個學派若欲改正其理論的破綻或不足之處，都必須從理論的源頭

                      
6 秦亞青譯，溫特（Alexander Wendt）著，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上海：世紀出版社，2000 年），頁466。 
7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80.  
8 Kenneth Waltz, (1979), p.79. 
9 Ken Booth, “Security in Anarchy: Utopian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7, No. 3, 

p.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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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起，這個源頭即是他們的哲學基礎。若從人類社會與文化的觀點來看主流的國際關係理

論：每個國家都是置身在歷史和人類社會的長河中，因而都有社會建構的身分，都會受到

歷史與社會的制約，而歷史與社會也是所有行動體相互建構而成。因為，理解與掌握不斷

變化的客觀環境，是行動體行動與實踐的表現。是故，國家應該一方面追求理論（具有客

觀性）的建立，另一方面又會企圖消解理論（不是先驗的）與實踐二元對立的張力。基於

此，本論文的研究假設基礎為： 

 

第一、主流國際政治所論述的國家利益、權力與安全之說，屬於客觀主義且過於重

視物質的形式，同時又特別強調工具理性的計算能力。
10他們對利益與權力因何而來未作

深入的說明，也疏忽了觀念在上述理論中能發揮的影響力。是故，主流學派的國際關係理

論會從個體主義及物質中心的觀點來看問題。反之，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主流國際政治的核心一直圍繞在「結構－行動者」的概念上。結構的研究

應從整體來看問題，而非從個體的理性來思考。本論文支持建構主義的立場
11假定國際政

治問題必須從整體與觀念的分配角度來思考國際政治問題。 

 

第二、國際關係建構主義所關切的問題是結構／行動者之間互構問題，雖然，溫特

在其經典之著《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一書中，一直強調「主體間」（inter－subject）性是

建立兩者互動的核心，因而他認為結構／行動者是彼此相互建構而成。12但是，溫特對於

「主體間性」的論述並不深入，而無法讓主體間的「理解」與「共識」成為主體間的目標。

事實上，在本體論上行動者／結構（Agent－Structure）雖是兩者相互結合而成，但兩者都

不是單獨存在的抽象獨立物，結構與行動者或是行動者與行動者所建構出的。「主體間性」

要能存在，必須要探討主體間性與人的存在關係。因為，「主體間性」的問題有三個基本

前提：人的存在（奠基於人的生存）、主體的存在（奠基於人化）、主體間的存在（奠基於

人的「類」（being）存在本質和人的「社會本體」，而主體間性的具體內涵即是指在社會框

架下和歷史視野中，以「人」做為實證性的關係模式、互動模式以及發展狀態，主要是指

                      
10 李英明著，國際關係理論的啟蒙與反思，前揭書，頁75-77。 
11

 温特把國際關係理論區分為四種類型；第一、整體主義／物質主義。(包括世界體系理論，新葛蘭西主義)；

第二、整體主義／理念主義。(包括世界社會理論、後現代國關理論)；第三、個體主義／物質主義。(包括

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第四、個體主義／理念主義。(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溫特並將自己的建

構主義界定為第二種型態。詳見，溫特（Alexander Wendt）著，秦亞青譯，「譯者序」，國際政治的社會理

論，頁21。 
12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1987), pp.36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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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之間在實際生活中，展現具體生活中的歷史關係。13這三方面是內在的統一，是同一

過程中的不同面向。必然會涉及到主體－客體或是主體－主體，甚至主體－客體－主體之

間的辯證關係，本論文的第二個後設基礎，認為結構／行動者所引申出的「主體間性」（實

際上為「本體論」之意）問題，必須透過「再生」（reproduce）和「轉化」（transform）的辯

證發展關係，「主體間性」才能成立。因而，本論文將以實踐及辯證的研究方法做為研究

國際關係理論的重要手段。 

 

從國際關係的本體論、知識論與方法論來看，理性主義所使用的是「因果性解釋理

論（Causal Theory）」他們認為對社會世界的研究和自然世界的研究是一樣的。批判主義則

認為語言、概念、實踐、理論都參與了對事物的建構；當我們在使用概念，實際上是參與

了對事物的建構。但是，語言、概念、實踐、意義如何參與建構？以及在何種條件下，他

們可以參與建構；或者建構出來的國際關係理論又是如何可能成「真」，等三個問題。批

判主義或者建構主義實際上都未能詳盡說明。因而，理性主義的國際關係理論，會以「反

科學」或「形而上學」反駁之。本論文企圖藉用葛蘭西的「文化霸權」概念，以及哈伯馬

斯的「溝通行動理論」來打破本體論、知識論及方法論之間的界限，以補充上述三項問題

所遺留下來的缺憾。 

 

 

 

 

第二節 重要理論的界定與核心概念介紹 

 

壹、「文化霸權」意義的界定 

 

一、「文化霸權」意義的界定 

 

「文化霸權」在英語中，是以 Hegemony 來代表。Hegemony 一詞的本意泛指一個國

家的統治者，但在統治上這個詞主要用來表示國與國之間政治統治關係，此意同中國古代

政治思想中「霸」的概念，都含有以實力迫使別國臣服的意思。在當今世界語境中，Hegemony

一詞系指西方已開發國家憑藉強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力量強制推行其意識形態和文化價

                      
13 王曉東，西方哲學主體間性理論批判（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社社，2004 年12 月），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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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這個意義上，Hegemony 有被用來形容「文化霸權」之意。14 

 

「文化霸權」一詞廣為世人運用，主因受到義大利社會主義學家葛蘭西（Antonio 

Gramsci）所著《獄中札記》的影響。在中國大陸學界是將葛蘭西著作中的 Hegemony 譯為

「領導權」，因為在葛蘭西的觀念中，此詞已失去了傳統的「霸」或「壓榨」的意思。但

是，在台灣學界仍使用「文化霸權」來代表葛蘭西的思想。事實上無論是「文化霸權」或

「文化領導權」都表示了某種統治關係，都試圖將某種特殊的意識形態轉換成普遍有效的

價值觀。所不同者，「文化霸權（領導權）」的運作排除了暴力的和強制性的措施，它是通

過社會中大多數人意願的認同（consent）的實現。本論文仍以「文化霸權」一詞來界定葛

蘭西的思想，然此一思想所牽涉的多是「如何領導」的概念，因而若純屬領導意思的討論，

也會以「領導權」稱之。 

 

葛蘭西「文化霸權」的觀念主要表現在下列諸方面： 

 

（一）葛蘭西將社會型態區分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和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兩種。

前者由政府、軍隊、法律…等國家機構組成，後者包括教會、行會、社區、學校等不

受國家支配的相對自主社會體制。
15 

 

（二）如果政治社會代表防禦前沿，市民社會代表防禦縱深。市民社會發展的程度愈高，

國家即會呈現越穩定的狀態。葛蘭西認為資產階級在西歐的統治地位之所以會穩固，

因為資產階級不僅掌握著生產資料和國家機器，而且通過市民社會在全社會的範圍內

確立了自身在道德和哲學上的領導地位。
16 

 

（三）葛蘭西認為在已開發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革命不能採取運動戰，而應採取

陣地戰方式，逐一奪取政權。17 

 

（四）領導權概念突出地強調經濟、政治、文化諸因素的互相滲透相制約，從而對經濟決

定論的教條提出挑戰，這是葛蘭西在當代西方左派學術界受到肯定的重要原因。18 

                      
14 陳燕谷，「Hegemony (霸權/領導權)的釋義」，讀書期刊(北京)，1995 年第2 期，頁116-118。 
15 葛蘭西，獄中札記(台北：谷風出版社，1988 年)，頁253。 
16 葛蘭西，獄中札記，頁99-100。 
17 金小川，「論知識分子與精神文明建設」，黄岡師專學報，第17 卷第2 期，1997 年5 月，頁7。 
18 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218-220，2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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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點強調了「文化霸權」的本質與特性，本質上他是強調觀念與文化的操控及

領導，較傳統僅重視政治或武力的政治力量，較為能獲得被領導者的理解和認同。因而，

「文化霸權」的意涵即不會僅是一個赤裸裸的政治實體的概念，反之他是一種實體與意義

結構的雙重結合。所結合出的即是一個「歷史結構的複合體」，其所展現出的權力意涵是

從觀念作為出發點，再擴及利益的建構，最後才是以一個廣義的權力概念做為領導力量的

展現。 

 

二、「文化霸權」的意涵對國際關係理論的檢視與省思 

 

葛蘭西「文化霸權」中的領導權概念，和古典政治領導權最大的不同在於，其領

導權完全屬於上層建築（政治社會＋市民社會）的領導權，也就是政治統治權與市民社

會統治權的相結合。
19葛蘭西採用的方法，是以「馴服」與「順從」恩威並齊的方式來

達成他所謂「領導權（文化霸權）」的目標，其中觀念的征服力量（馴服）先於其他力

量（順從）。葛蘭西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經濟快速的發展，社會中的貧富差

距將逐漸縮小，加上民主大眾化的力量不斷加深市民社會的觀念，使得政治的領導權將

會讓位給以文化、道德的非強制性領導權。20他提出要掌握一個國家政權之前，必須先

能控制該市民社會的意識形態領導權。而此種意識形態的領導權是著重於如何獲得其他

階級的「同意」。而在爭取各個階級同意之前，此類領導權會逐漸形成一股權力意義結

構的氛圍，從而使社會力量形成具體的組合，進而構成了「歷史的結構複合體」，在此

一結構中，各個行動體都是以共存、互惠的方式生活，而沒有任何一方能永遠占據統治

的地位。「文化霸權」中的權力意涵即是實體的權力結構（政治權力）與權力的意義結

構（觀念權力）的相互結合。
21簡言之，「文化霸權」並非指一個領導實體（政府或國家），

而是指在不同階級和各個人群集團之間產生的領導權，他不僅是一個實體的領導權（物

質力量），更是一個由觀念、意識、道德…（精神力量）所組合而成的權威意域。 

 

至於，「文化霸權」的廣義概念如何在國際關係理論中發揮檢視與省思的效能。首先

必須先理解（新）現實主義中的「權力」概念。古典現實主義的後設基礎中有一項假設事

項：國際事務的研究是以國家為主要單位，國家在從事國際間的互動行為時，都會以國家

利益做為考量標準。國家以追求權力最大化為目標，因為國際社會的本質為無政府狀態，

                      
19 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243-245。 
20 Antonio Gramsci, “Notes on the Southern Question,” in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21-1926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443. 
21 黃炎平，「論葛蘭西的市民社會理論」，長沙電力學報學報，1999 年第2 期，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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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必須依自助方式獲取權力做為維護其利益的磐石。22古典現實主義大師漢斯．摩根索

（Hans Morgenthau）依據上述的假設，提出古典現實主義的六原則，其中有關權力敍述的

內容有：1、國際政治根基於人性的客觀法則所主導；2、國際政治的主要考量以權力界定

利益；3、以權力界定利益是普遍有效的客觀範疇。
23從摩根索的論述可以得知古典現實主

義的核心論點，是從人性的「利己」觀點出發，強調世界的競爭性及國際社會無秩序狀態，

各國利益無法調和的本質現象，所以國際關係的研究只能以「權力」和「利益」的追求為

軸心。結構現實主義的理論特徵在後設基礎方面，仍與古典現實主義一樣，所不同者是他

更強調權力的「工具性」；用以達到國家安全的目標。國際體系的基本要素實包括了系統

的基本單位與系統本身的結構，而國際間的體系結構即是國家間的權力分配。
24 

 

但是，葛蘭西的政治思維啟示了「權力」的範圍不應侷限在政治行動，它是一種政治

與社會意識相互辯證結合的複合體觀念。葛蘭西把經濟基礎（結構）和政治領域（上層基

礎）視為一個歷史複合體的觀念。
25經濟基礎也是一種社會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應

屬於社會／國家（政治）的複合體。然而，（新）現實主義僅從政治的觀點來看權力，疏

忽了國家（政治）與人類社會的整體觀點。另外，無論是古典現實主義或是結構現實主義

的權力觀念，自從 1980 年代以降，即遭受批判理論學派的批評，批判學派所溶入的社會

概念，很多是來自於葛蘭西的「文化霸權」概念。26他們批評現實主義「權力」實際上是

國家的化身，此種權力是以「物質利益」為目標，進而使利益、權力與國家成為三合一的

物質結構體，也使得國家的論述最終走上「物化」之途，泯滅了做為主體「人」的價值觀。

其次，由於把國際關係看成是客觀主義，在形式上屬於西方中心主義，或是強調以強權為

中心的國際關係，這種論述的本體論，很容易偏向大國（或稱男性主義），導致許多不公

平，缺乏正義的國際事務層出不窮的出現在國際間，因而對於國際事務的解決，未能提供

出一個澈底的辦法。 

其次，運用「文化霸權」概念省思新自由制度主義，須將焦點置於制度是如何形

                      
22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Press,1985), chapt1. 
23 Ibid. 
24 Robert Keohane,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22-45. 
25 Robert Cox,“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16. 
26 自 1980 年代以降，作為批判理論的角色之一－「新葛蘭西主義」的「新霸權」論述，主要是用來批判主

流國際關係理論的重要利器，仍受到不少國際關係學者的青睞。其中，以羅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做

為新葛蘭西主義的代表人物。考克斯有關新葛蘭西主義方面的經典著作包括《生產、權力、世界秩序》

及《社會力量、國家與世界秩序：超越國際關係理論》等書。詳見本論文第四章第一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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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及制度對行動體和整體社會的關係來看。新自由制度主義的理論主張，是強調國

家追求絕對收益的理性自我主義者，他不是只關心自己的得失，承認權力在國際機制的

作用，但認為國際機制是國際關係中獨立的變量（Independent variable ），強調國際機制

在幫助國家實現共同利益中的重大作用；而對特定問題領域的國家問題只能通過合作才

能實現共同利益（common interest）；不確定性是國際機制形成理論的核心；國際機制幫

助達成政府間意願之契合，行為體相信這種安排才有助於達成互利。
27從文化霸權的視

野來檢視自由主義及新自由制度主義，傳統的霸權是指國家機器及其領導者遂行的統治

力量，而文化霸權除了包括傳統霸權的領導力量之外，其主要是運用在社會各個階級的

關係之中的意識形態，以達成對意識的控制。 

 

對葛蘭西而言，文化霸權所涉及的一般性問題是權力的本質，而權力具有多重性

格，它是一種力量、同意與觀念的結合體。自由主義及新自由主義都是以共同利益作為

達成國際合作的主要變因，而國際機制又是促成各個行動體自願接受合作的利器。顯然

地，新自由制度主義的同意向度是以制度作為核心，而對制度如何形成，或無論各國都

須在制度形成之後都自願歸順於他的安排下，無形中自由主義及新自由制度主義對於制

度賦予了「先驗」及「超然」的地位與角色。簡言之，制度的功能與葛蘭西文化霸權中

具意識形態及實質政治領導權者並無二樣，都是要達成所有行動者都願意接受此一領導

權（文化霸權）的統治。 

 

新自由制度主義的發展，到了 1990 年代在建構主義的帶動下，使制度的研究轉向於

對觀念結構的重視。建構主義所著重的在於行動「觀念」力量的批判學派，而建構主義則

企圖調和實證主義與批判學派間的對峙。
28建構主義大師温特把國際關係理論的世界觀分

為兩類：「物質」主義和「理念」主義。物質主義特別重視物質因素可能對行為體行為的

直接作用，而理念主義則重視觀念的作用（強調物質因素是通過觀念因素而產生的）。29
所

謂的理念是指共享的觀念（shared idea），而所謂的物質觀念則是指在共享概念之下產生共

同的利益，再經由利益而建構權力的結構。 

 

從建構主義的世界觀中，不難看出建構主義的國家觀有濃厚葛蘭西的觀點。葛蘭西

                      
27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1984), p.6. 
28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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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9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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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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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國家間的權力觀念，應從物質利益向觀念利益方向轉折，這種轉折的力量是來自於

做為主體「人」的觀念。
30建構主義所強調的由觀念建構利益，再由利益建構出權力的

順序，已告知一切權力的來源都是由人的意念產生，意念的核心在於如何實施「理性選

擇」。
31雖然，建構主義對現實主義物質式的無政府狀態下展開批判，並認為現實主義所

進行的理性選擇，僅能追求有形的物質利益或權力，從而造成國家之間僅存在競爭、衝

突或合作。而無法構建構出屬於人類社會所應有的條件，也就是說現實主義並未把國家

間的關係視為一個社會關係，致使其理論無法從人類社會的「類」觀念，來解決國際間

的爭端。但是，建構主義並未能告之人類社會如何形成合作的共識與共有觀念的氛圍。

其結果，建構主義所形成的集體認同，到頭來仍是一種文化霸權的論述。因為，共有文

化及共有觀念如何形成，若未能詳細說明仍會出現某個行動體或整個社會遭受共有觀念

（文化）的壓迫，最終無法達到解放的目標。 

 

若仔細審思葛蘭西「文化霸權」的觀念，不難察覺他對建構主義學派產生很大的影

響。例如，溫特強調社會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由人的觀念建構而來。自然科學的本體論是

物質的本體論，而社會類別的觀念對類別觀念依賴，使後現代主義者認為我們不能以研

究自然的方式來研究社會方式，而應尋求對行為體主觀領悟的解釋性理解，並發現構建

這些主觀領悟的社會規則。
32從以上分析現實主義、新自由制度主義及建構主義，可以

發現他們都與葛蘭西的「文化霸權」概念有直接或間接的關聯性。但是，若將他們的優

點分別列出並進行揉合，則可為國際政治理論創造更新的願景。 

 

貳、「溝通行動理論」 

 

一、「溝通行動理論」的意義界定 

 

Communication 一詞源自拉丁文 Communicare，本意很簡單是指人與人之間相互聯繫與

溝通。此字的起源僅是流於口頭，直到馬克思和恩格思才把該詞引入到哲學和社會學領域

之中。溝通在西方語言中有「互動」（Interaction）和「交通」（Traffic）之意，馬克思在《德

意志意識形態》中最早提出溝通概念時，使用的即是 Verkehr 之詞，此意是使之涵括了個

                      
30 Antonio Gramsci, “ Oppressed And Oppressors＂,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p.3  
31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0-393.  
32 亞歷山大．温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前引文，頁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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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會團體、許多國家的物質和精神的交往。他所得出的結論是，共產主義（Communism）

與溝通二詞之間在詞源上的親和性。
33 

 

「溝通行動」在中國大陸學界將其翻譯為「交往行動」，本論文為尊重國內學界的用語，

仍使用「溝通行動」一詞。惟漢字對於「溝通」之意，實際上其意涵較「交往」的意涵狹

隘。反之「交往」的意境可涵蓋「溝通」的意思。就實際的操作面而言，「交往」與「溝

通」都有共同之意，都是藉由通過使用符號來協調各個主體之間的行為和觀念，以求得共

識，本文在使用 Communication 一詞上，有時也會以「交往」一詞代替「溝通」，例如：「經

由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往」活動，可以建構出主體間的『共識』與『理解』」。「交往」

與「溝通」在本論文中，實屬同一的意涵，本文有時會共同使用之，主因是利於對

Communication 一詞，能有透徹的描述。 

 

「溝通行動理論」是由法蘭克福學派大師哈伯馬斯（Jurgen Harermas）所提出，該理論

的目的是要設計出一套人與人之間互動的理論，以期能揭示現代西方社會有關人性遭科學

技術的扭曲，達成人與人之間的理解。哈伯馬斯的論點是從揭示晚期資本主義中，人與人

之間因溝通所造成的不合理性與不平等處著手。他認為，在晚期資主義社會中產生不合理

的原因有二：第一、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力，進而成為人類社會的意識形態，造成人與

人之間的溝通越來越陷入工具理性的行為，使人的反思與批判能力大為降低；第二、國家

干預市場，並不斷強化與維護干預的功能，嚴重地損害了人的「生活世界」，使生活於其

中的人與人的溝通行為受到經濟和政治的控制和支配。
34哈伯馬斯為了解決上述的危機，

他在溝通行動理論中提出的基本對策：一是選擇適當的語言進行對話；二是承認和重視共

同的規範和標準。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是立基於人的生活世界中，人必須面對的三種不同的世界：社

會世界－指合法化的個人關係的總體性，實際指規範、價值及其他被認識到的社會期望；

客觀世界－指人所須面對的外部世界、客體世界；主觀世界－指人們自發的經歷總匯成的

世界。35依據所面對的三種世界，人會以所具有的「理性行為」，採取三種不同的行動：第

一、目的行動（人對自然的改造行為）；第二、規範行動（社會系統對人的控制）；第三、

                      
33 曹衛東，「Communication(交往)意義的詮釋」，前引文，頁118-120。 
34 哈伯馬斯，現代國家中的合法性問題－重建歷史唯物主義（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47。 
35 范寶舟，論馬克思交往理論及其當代意義，（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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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行動（人對自然和人對自身的關係）。36然而，這三種行動哈伯馬斯都認為過於狹隘，

並無法解放「人」在這三個世界中的解放。於是，他提出了第四種行動，稱之為「溝通行

動」。
37他認為，人與人之間溝通行為的動機具有交互性，它必須在社會主體都能遵守主體

間認可的「規範的有效性」基礎上開展、運作以保持社會的一體化、有序化和行動的合理

化。哈伯馬斯認為溝通行為是一種法定的制度在道德上的執行。因而，需要借助語言、規

範、理解以做為構成因素而存在。誠然，溝通行為是一種有歷史內涵的現實關係，但它並

不能脫離語言、理解自動運行。將溝通行為僅僅視為一種認識關係或理解主體間的話語行

為，都無法全面理解溝通行動的真正意涵。易言之，溝通行為必須是在人們之間、人與真

實世界之間、人與自己的主觀世界之間，能夠建立一種純粹的理解式關係，才能達成「共

識」與「認同」的最終目標。 

 

二、「溝通行動理論」如何強化國際關係理論的場域結構 

 

上述為哈伯馬斯「溝通行動理論」的主要內容，至於此一理論為何可廣泛地運用到

國際關係的各個理論之中，因為溝通行動理論包含的層面有物質與精神，以及由兩者辯證

發展出的「主體間性」，這些論述實際上都已含蓋了理性主義理論和建構主義理論的內容，

因而可以經由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才能真正理解國際間真正的「認同」意涵。 

 

從國際社會做為一個整體的意涵來看，國際關係理論的國際觀應從「社群」的觀點

來看待國際間的紛爭、合作、認同與意義的產生，而不能僅從個體（國家）的視域來看待

整體的國際社會。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是架構在「生活世界」的場域中來討論人

類社會如何能達成共識與理解。此一生活世界是人類社會的本體，他是一個實體與意義、

物質與觀念相互結合的場域，所以運用溝通行動理論，可以解決理性主義理論及建構主義

理論中過於偏重某一向度的缺失。 

 

理性主義的理論假設，承認國際社會為「無政府」狀態，現實主義甚至認為在無政

府狀態下，國家所必須採取的行為即是「自衛」。另外，現實主義認為在國際社會屬於無

政府的狀態下，國家必須採取自助式的方式才能確保國家的利益，然國家是由人的集團所

構成，國家對國家利益、權力或權力的追求應體現著人的本性，因為從人的本性出發最能

直接地體會出國家的行為是受到人本性的支配。是故，國際政治理論是研究由人組成的社

                      
36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徐崇溫編，洪佩郁、藺青譯，交往行為理論，頁118。 
37 曾慶豹，哈伯馬斯，頁15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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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國家、國際社會和活動的學說。從人性的觀點來看現實主義，最能表達出人類重視物

質權力的成分。
38「溝通行動理論」承認工具理性的物質成分，對人類社會的交往行動具

有重要的決定性力量，因而溝通行動理論可以強化現實主義的不足之處。 

 

至於，自由主義及新自由主義的無政府國際秩序並非是以「自助」與「自衛」為出

發點。他們認為可藉由強化「合作」為基礎，國家間的安全問題就自然會形成相互依賴的

關係。
39並依此為國家間的互助提供了發展空間。他們認為國際社會可藉由建立規範、制

度與國際組織來律定國家的行為，並可通過「集體安全」的原則來解決國家間的安全問題。

40基歐漢（Robert Keohane）甚至認為，有了制度所提供的協調機制，國家就可以通過交易

與權力間的協調，使整個合作達到一種穩定結果，進而可為國際安全提供更大的領域。41 

 

從理論上來講，現實主義及新現實主義是以個體的方式來詮釋物質的權力對國家安

全影響的重要性。自由主義及新自由主義的安全觀建立在國際體系的「分工」與「互賴」

基礎上。任何一個體系無論是國際社會體系，還是國內政治、經濟、社會體系，如果他們

能夠稱之為一種體系，這個體系構成的前提：為該體系中的各個單位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依

賴的，
42各個單位之間的依賴關係必須建立在物質與觀念的共有價值都存在的狀況下，才

有可能實現。 

 

從自由或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可以得知，「制度」（Institution）、「互賴」（Interdependence）

是達成各個行動體之間「合作」的主要動力。奈伊（Joseph Nye）與基歐漢於 1977 年所著

之《權力與相互依賴》一書中，提出了複合相互依賴理論，該理論首度挑戰了古典現實主

義的三項基本假定：第一、否定了現實主義以國家為國際關係唯一行為體的命題，認為國

家之外，其他超國家和次國家行為也在國際關係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第二、否定了世界

政治中的問題有等級之分，認為軍事安全並非總是國家的首要問題；第三認為動用武力不

是或不完全是國際關係中實現國家對外政策的有效手段。43該書對於國際間的合作事項必

                      
38 田露，「傳統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的比較分析」，東亞研究，2000 年第3 期，頁40。 
39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Canad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pp. 7-8. 
40 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歷史與理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56。  
41 David A.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73-284. 
42 Harvey Starr, Anarchy, Order and Integration: How to Manage Interdependence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 
43 羅伯特．基歐漢、約瑟夫．奈伊著，林茂輝、段勝武、張星萍譯，權力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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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建立在國際機制之上，而國際機制的變遷對世界政治的影響非常大。 

 

自由主義的理論核心是國際機制能夠彌補國際間無政府狀態的不足。至於國際機制

又是如何建立？要回答此問題就不可避免地涉及觀念的建構作用。自 1988 年起，基歐漢

等人即開始研究有關觀念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至 1993 年他與她的學生朱迪斯．戈茨坦

（Judith Goldstein）共同出版的《觀念與外交政策》，該書首次提到了觀念因素同物質因素

一樣都能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並第一次系統地論證了觀念是如何發揮作用。
44然而，無

論是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雖然證明了觀念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但是對於如何達成國

家間觀念的一致性，或如何使「理解」與「共識」成為各個國家的溝通目標，並納入正常

的溝通行動過程中，始終未能提出周嚴的敍述。主因，從自由主義的本體論述來看，他仍

承認國家是國際政治組成的基本單位，並承認國際社會屬於無政府狀態，進而認為可以用

國際制度與國際合作等知識論的論述，來達成消弭衝突的無政府狀態。基本上，自由主義

仍屬於客體主義的本體論，使其忽略了「制度」的形成實屬於國家間能發揮出行動體的主

體能動性所致，也就是行動體相互建構而成的，而不是客觀在現實的無政府狀態中，被動

之下所能形成的「制度」與「合作」。 

 

自 1990 年中期以後，以温特為首的建構主義學派即開始對新自由制度主義提出批

判，他們把批判的重點體現在「反物質主義」（anti－materialism）及「反理性主義」（anti

－rationalism）方面。所謂「反物質主義」就是不承認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是由物質權力所

建構而成，而認為它是建構在觀念基礎的社會性建構之上。且認為國際間的實質特徵即是

國家間的觀念分配。
45至於，「反理性主義」是指國家的身分和利益的認定並非是先驗的。

反之，它是國與國之間互動與實踐的結果。46不可否認，建構主義以「觀念分配」和「利

益與身分並非先驗」對自由主義提出了批判。但是，建構主義對於一個國家所持有的觀念

是如何與他國進行公正、公平的交往，並沒有提出完整的的哲學理則。從建構主義的觀念

僅能看到，國家（主體）與國家（主體）之間觀念的分配。此種行動完全忽略了國家（行

動體）與客體（包括其他國家、國際社會、國際環境）的交往。如此一來，建構主義的溝

通行動即無法對於社會規則、制度、正義、公平等是如何形成，提出哲學上的思辯。建構

                                                            
（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27-33。 

44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45 溫特稱自己是一個「弱式物質主義者」，因為他批判了新現實主義過分強物質力量可以解釋國際政治，實

際上現實主義已經包含物質的先決條件且也遠遠地超越了物質範圍。因而，他是一個有條件的反物質主

義者。詳見，亞歷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頁138-143。 
46 亞歷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頁15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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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溝通行動充其量仍排徊在「符號互動論」的範圍內，並未再向文化的向度進行深入

的探討，因而在形成真正溝通行動的程度上，仍待強化。 

 

是故，要使現實主義的權力觀、自由主義的制度、規範及建構主義的觀念結構都能

獲得合法性與合理性的正名，必須向哈伯馬斯《溝通行動理性》方向轉折。因為，溝通行

動的行動主體即是建立出國家間的主體間性。此種主體間性即是相互承認彼此都是國際社

會中的主體，藉由主體間的溝通行動可達到下列目標：第一、溝通行動可達成傳播和更新

文化知識的效能；第二、溝通行動能創造社會整體化和團結的功能；第三、溝通行為能造

就個人獨有的特徵和本質。
47在溝通行動的導引下，國際關係理論無論是對於物質力量，

或者是以觀念和制度所形成的共識，及如何規範各個國家的行為，較能達成各照（行動體）

之間的「共識」與「理解」。 

 

參、「反思國際關係理論」的意義 

 

本文最終目的是要從「反思」觀點研究國際關係理論，此一「反思」之意涵並非要

推翻主流國際關係的理論，而是要在現有主流國際關係理論上，繼續的發展與轉折。所謂

的「發展」與「轉折」實際上是指主流國際關係理論中的「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自

由主義」、「新自由制度主義」，甚至「建構主義」都含有文化霸權的意識形態在其理論內

容中。因而，上述理論應從「文化霸權」的向度中解放出來，同時可藉由「溝通行動理論」

的向度，發展出來的新的國際關係理論的觀點，進而相互的辯證結合。 

 

辯證結合下的「國際關係理論」是一個主觀與客觀、主觀與主觀甚至是主觀－客觀－

主觀交互辯證下建構出來的新理論。此一理論的展現不可能以單一國家作為分析單位，必

須架構在全球的環境下，才能進行論述。此種理論與「全球化」論述雖有些雷同，但不能

完全視之為「全球化」的國際關係理論。此一理論是要把各個不同的「行動體」（個人、

團體、組織、國家、國家組織、…）、「結構」、「制度」與整個行動體的主體性進行複合式

的辯證結合。 

結合後的國際關係理論，在本體論上將會是一個以各個單位及各個階層（level）及各

個節點互相建構出來的國際社會（網路社會）；是一種觀念與物質相結合的複合式結構體

（複合式的辯證結構）。在認識論方面，結合下的國際社會將包含了文化、意識形態、國

                      
47 王曉東，西方哲學主體間性理論批判，頁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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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體系、…國家…個人等各個層面；有物質的社會層面，也包含觀念的社會層面。當然，

此一複合式的結構體不僅會在上層結構層次出現「葛蘭西主義」及「哈伯馬斯主義」。而

且，「溝通行動理論」會變成啣接各個階層的黏合劑。溝通不僅是一個行動者與另一個行

動者的連接，溝通行動更會促成國際政治的存在；是一個混合式、變動式的、立體式的、

意義式的超連接結構，此結構會呈現出一個更大的空間（包括物質與觀念相互辯證的結合

關係結構），即是整個國際社會的意涵。 

 

職是之故，「反思國際關係理論」並不會排斥主流國際關係理論過分強調一些給定的

後設基礎，例如以國家做為分析國際現象的分析單位，或是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的

環境等等。反而，它會在以「物質」與「意義」的雙重架構下做為實踐場域，將每個行動

體與全球客體環境進行多重式的辯證結合，那麼國家以及各個不同的行動體（包括官方、

非官方、個人、團體、組織…等）都是「反思國際關係理論」中的分析單位。另外，無政

府的國際體系僅是各個行動體的觀念所建構出來的一種國際政治的現象。運用此一理論」

去理解以全球做為人類社會的實踐場域，各種不同的理論都可以在這個廣大的權威空間內

與其相互適應，以達成融合人類社會的目標。 

 

 

 

 

第三節  研究典範 

 

本文使用「研究典範」（Paradigm）而非「研究途徑」（Approach），主因「研究途徑」

是指一種系統化的知識建構，目的是要形成研究的焦點，以提供選擇問題與蒐集資料的

標準。48
至於，「典範」是指組成該項事物或現象的基本元素以何種方式相互的結合或互

動的設定或論述。49本文所論述的主題「國際關係理論的反思」，在理則上也著重於知識

的建構，但應是從一種舊的典範向新典範的方向轉折，才能為既有的典範找到一條新出

路。上述典範的概念是由科學哲學家湯馬斯．孔恩（Thomas Kuhn）提出的，它是指導科

學共同體進行研究的綱領和準則，是理論體系、研究規則和方法的結構。藉由典範的規

則使研究者可以在共同的規範和價值取向下，觀察世界的角度，以決定著問題的提出、

                      
48 Edward C. Cuff, Wes W. Sharrock, and D.W. Francis,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8), 
p.116. 
49 李英明著，國際關係理論的啟蒙與反思(台北:揚智出版社，2004 年)，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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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的選擇和研究的方向。因此，當一個典範產生轉變之時，就是科學發展的主要標誌。

50 

 

孔恩認為，不同典範之間存在著不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然而，筆者認為不

同典範之間仍存在著彼此之間的相互滲透性；藉由相互的交流與互動仍可造成典範的轉

移。一種普遍化的理論雖是可做為解決人類問題的工具，但重要的是要用來探明問題背後

的真實世界。若將不同典範之間當成不可通約性，即是將某種思想或規範當成固定不變的

先驗存在物。是故，不同的典範仍可進行交流與互動，有助於思想與理論的再生及演變。 

 

本文主要研究方向；首先，是研究有關實證主義的典範，在當今國際政治中的功能、

角色與不足之處；其次，探討以批判理論為主的後實證主義的典範，研析後實證主義為何

可以從本體論與方法論的視野對實證主義進行批判；再次，以建構主義的視角探索能否將

實證與反實證的典範進行結合，其結合的關鍵點又為何；最後，是用「文化霸權」與「溝

通行動理性」（物質＋觀念的本體論述）的「研究途徑」析論「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在實

體結構和意義結構上，能否包含實證與反實證主義兩種典範的內容，但又不致於陷入到一

個固定的框架中。本文將以另一種研究途徑做為反思國際關係理論的重要依據。 

 

 

 

 

 

 

 

 

 

 

 

 

 

 

                      
50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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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資料分析 

 

本論文的資料蒐集必須涉獵實證主義與反實證主義的相關經典之著，加上葛蘭西與哈

伯馬斯兩位的主要作品（《獄中札記》、《溝通行動理論》），因而在取材上非常龐雜。為了使

本文的資料能清晰明確，除了上述兩本主要的文獻資料外，將以華爾茲（Kenneth Waltz）

的《國際政治體系理論》及奈伊的《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兩本書做為實證主義的主要

文獻資料；以基歐漢的《觀念與外交政策》、《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兩書做為反實證主

義（基歐漢本人雖未列入反實證學派的代表．但書中收錄了許多反實證主義學派的作家）

的主要文獻資料；以溫特的《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做為建構主義學派的重要文獻資料。

另外，也參考了國內與大陸學者的相關經典之著。上列的文獻資料一一臚列如後，俾供本

論文寫作時的重要參考依據。 

 

壹、安東尼奧，葛蘭西著，《獄中札記》 

 

葛蘭西是當代意大利著名的理論家與思想家。他在二次大戰爆發前夕，投身於意大利

的社會主義陣營，從事革命工作與革命理論的創作，1926 年遭法西斯政黨逮捕，在獄中他

動心忍性撰寫數十本筆記，爾後彙編成書－《獄中札記》。此書涉及哲學、知識分子、歷

史及教育與政治等各方面，對當代哲學、政治及社會學思想產生巨大的影響。本書對國

際政治最大的影響莫過於葛蘭西的「歷史複合體」、「實踐哲學」及「文化霸權」

等觀念，其中「文化霸權」的概念可以堪稱之為葛蘭西理論的代表作。「文化霸

權」是結合歷史、哲學、政治、社會等領域，對現代政治領導者如何爭取在政治

社會與市民社會的領導權。在方法論上它同時也是結合理論與實踐，以引導出一

個超越一般政治理論的重要概念。然而，葛蘭西的哲學觀點畢竟是從批判哲學的

理念出發，文化霸權的意涵是要結合意識形態的領導權及政治領導權，使領導者

成為一個在精神與物質方面都能兼顧的超時空的結構體，但是文化霸權對於被領

導者是否願意接文化霸權的領導並未作深入分析，致使該理論無法全面交待領導

與被領導之間如何一定會成為可能的分析。 

 

貳、尤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著，《交往行動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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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行動理論》（中國大陸學界的翻譯詞，在台灣稱之為《溝通行動理論》）是哈

伯馬斯於 1981 年完成的鉅著。在本書中，哈伯馬斯一方面將馬克思的歷史觀與現代西方

哲學的語言學、符號互動論、現象學、心理學和社會學等相關的理論進行了整合；另外一

方面，他繼承康德先驗哲學的基礎，又吸收了釋義學、發生認識論、精神分析學等觀點和

方法，構建出一個具有理論與實踐特色的行動理論。哈伯馬斯以此理論做為分析現代資本

主義社會中所呈現出的各種異化問題，實質上他是對西方哲學相關的互動行為及問題，進

行一次梳理。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是以「理解」為溝通行動須達成的目標。如果行動者不能

相互理解、共享知識、彼此信任、兩相符合的話，彼此之間的互動就可能繼續下去。理解

是溝通行動的基本目標，為了達成此一目標，哈伯馬斯特別提出了三種世界：社會世界、

客體世界、主觀世界；及四種行動：目的行動、劇場行動、規則行動及溝通行動，做為解

釋何謂有效的溝通行動。雖然，溝通行動理論的最大特色出之於將溝通的世界區分為三個

世界，但此一論述仍是以行動者的主觀意識為核心，因而使用該理論很容易陷入以個體主

義的研究方式，缺乏對整個世界（整體）來進行溝通的依據，此舉即很容易使溝通行動理

論成為唯心主義的論述。其次溝通行動理論既然是以個體主義形式出現，他又如何能與不

同層次者進行溝通。尤其是一個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錯綜複雜的不同成分的組成分子，又

如何以個體主義的溝通行動理論進行全面性的溝通行動。這些都是該理論所面臨最大的挑

戰之處。 

 

參、Robert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觀念與外交政策》 

 

本書藉由對國際關係中一些重大決策過程的實證考察，以揭示觀念因素和物質因素

在外交決策中所發揮的功用。全書論證了觀念的三種途徑對外交決策所產生的影響：觀念

幫助界定利益，充當路線圖的作用；當存在著多種利益競爭時，觀念能產生聚焦和黏合劑

的效能，以幫助形成國家間的合作聯盟；觀念能轉化為制度，直接或間接的發揮持久的影

響。從本書內容的探討，可發掘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構聯關係，因而無論是對唯

心主義者或唯物主義者的學者而言，都會產生相互連接又相互排斥的辯證效能。 

 

本書雖然完善了理性主義的理論內涵，而且也做到對微觀的個體行為的關注，然而

本書最大的特點未能完成國內政治對國家利益的論述，也忽視了信念、語意和價值是如何

產生的，以及如何通過社會進程加以選擇的，這些問題也使該書不斷強化觀念的作用，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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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又顯得力量不足。 

肆、Robert Keohan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本書為一本彙編主要國際關係學派理論的書，是由新自由主義大師基歐漢負責總編。

書中收錄的文章主要是針對國際關係理論史上“第三次論戰＂期間的重要文獻，集中探討

了當代國際政治理論中的幾個核心問題：「自然主義－反自然主義」的論爭；「理論－實踐」

議題論爭；「基礎主義－反基礎主義」的論爭；「個體主義－整體主義」的論爭，以展示出

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社會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重要理論的學

術精華。各派作家所涉及的內容是有關政治哲學與社會哲學等方面的領域，基本上它涵蓋

了當代國際關係各個學派的主要論理論與其核心思想。該書僅能視為新自由制度主義與批

判理論對新現實主義概念的批判與反思，對於如何達成全面性的反思國際關係的論述，又

顯現出不足的現象。 

 

伍、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國際政治體系理論》 

 

華爾茲於 1979 年出版的「國際政治理論」一書，該書首次提出了結構主義的理論，為

「結構現實主義」學派開創了先河。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是運用國際體系和權力的分配

為架構，將古典現實主義理論的國家、權力和利益的概念納入其中，並藉國際權力分配的

型態，做為分析國家對外行為的基礎。結構現實主義雖然與古典現實主義同樣重視權力，

但它更強調權力的工具性，用以達到國家安全的目標。 

 

該書認為，國際體系的基本要素實包括系統的基本單位與系統本身的結構。顯而易見，

華爾茲旗幟鮮明地堅持科學主義與理性主義，顯示了明確的實證主義、結構－功能主義、

國家主義的立場。此書最大的特點是把國際政治的所有因素，都抽象出最重要的因果性因

素－結構，把所有類型的行為都簡化為國際結構－功能，而結構的連續性或穩定性則可用

來解釋國際政治中重複出現的現象。 

 

結構現實主義之所以能在 1980 年代以後，占據國際政治長達二十年的主流地位，原因

是多方面的，例如他強調權力結構對國家（行為體）的制約、均勢理論、無政府的權力結

構體系，這些都是典型的科學實證主義的方法論，因而能成為研究國際政治必讀的書籍。

然而，由於太過強眼又是做為實證科學的代表論著，其中包括無政府的國際秩序是國際體

系的結構、權力分配即是國際的結構、權力與安全等問題，都成為主要的爭論議題。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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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0 年代以後，所有批判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學派的學者，都會以此書做為批判評

的重點。 

 

陸、Joseph Nye, and Robert Keohan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權力與互賴》 

 

《權力與互賴》是研究新自由制度主義必讀的書藉，該書是以美國的外交政策及國際

環境的變遷為研究重點，強調國際制度的建立及國與國之間的互賴加深，將是解決未來國

際政治衝突的重要途徑。奈伊與基歐漢在該書中提出「權力相互依賴」以及「國際制度」

等概念，對於國家間如何達成合作與共識展現出社會學的發展觀念。可是，作者無形中將

「制度」的地位提升到高於各個行動體（國家）的位階上。由於，制度是由不同行動體之

間的互動而來，制度應屬於人類互動的產物，而不應該出現制度高於人類實踐的位階。基

於此，本文在後續的發展上會針對此一論點加以論述。 

 

柒、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理論》 

 

《當代西方國際關係理論》一書是由中國大陸上海復旦大學教授倪世雄所撰寫的有關

國際關係理論的「教科書」。個人之所以將其定位為教科書，主因該書詳細地介紹了國際

關係各個時期的重要理論，而非專門論述某一理論或思想。倪教授編排此書的方式區分為

兩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國際關係三次大辯論；第一次論戰（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第

二次論戰（科學行為主義與傳統主義）；第三次論戰（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為體材，

蒐集各個學派所提出的理論，並賦予有關「科學哲學」的觀念於各家學說的理論之中，使

得該書呈現出既富有哲理，又能通視整個國際關係理論發展的全貌。 

 

第二部分探討有關各個理論的基礎及冷戰後國際關係發展的趨勢，此部分的內容是以

各個理論做為個別論述，例如：國家利益論、權力論、衝突論、均勢論…等做為理論基礎

的論述。本書的最大優點是對國際關係的各時期、各學派的理論發展都有一個清晰明確的

交待，但也是該書最大的缺點。因為，該書無法對各個理論有正面或負面的評價。因此，

僅能做為陳述各個學派理論內容的參考書。 

 

捌、亞歷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 

 

1999 年亞歷山大．温特所著的《國際政治的社會理論》一書問世以來，在國際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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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掀起一股熱烈的討論風潮。主因，國際政治在 1980－90 年代是以華爾茲為代表的新現

實與基歐漢為主的新自由制度主義的辯論（稱為此時期主流的國際關係理論），其他的非

主流理論（規範理論、批判理論、女性理論、後現代理論、…）並不受到主流的重視。而

自從溫特將社會理論與國際政治理論進行整合後，非主流理論如同獲得了新的生命，並積

極的對主流的國際政治理論提出種種質疑與批判。非主流所提出的批判觀點，大多是從社

會學的觀點展開，無疑地他們受溫特的影響很大。 

 

溫特的國際關係理論是屬於觀念論與整體主義相結合的理論。他特別強調國際體系文

化（或稱為共有知識、共有期望、共有觀念）對國家的意義，以表現這種整體主義的方法

論。但是，他又承認物性因素的存在，及強調客觀因素只有經過行為體的共有觀念才能夠

產生影響行為的意義，才能具有實質性的內容。另外，溫特並不強調「詮釋性的方法」，

反而強調建立嚴格的科學研究議程，提出能夠證偽的科學假設。最後，溫特提倡國際生活

的本體論，因為國家之間是通過觀念才能產生了相互關係。而建構的觀念幫助定義了國家

的身分和性質。建構主義的本體論與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認識論互不相容，建構主義本體

論需要的是一種特殊的、詮釋性的或後實證主義的認識論。所以，在分析國家意圖時，應

從國際體系文化著手，由上而下進行分析，而不是從單位層次的認知著手（自下而上分析）。 

 

然而，溫特建構主義有兩方面缺陷，第一個缺陷是出現因變量的模糊地帶。他認為觀

念能塑造利益和行為，它（觀念）不僅會對自己產生影響，也會對他們（整體）產生影響。

但溫特似乎沒有意識到不同的作用效果，在討論更廣泛的意義結構或者集體認同時，其效

果不一定是一樣的。如果觀念有時能夠塑造利益，權力和利益的影響也都會取決於信念，

但觀念如何發揮作用，本書卻未再深入分析。第二個缺陷是，對個人所持觀念與體現觀念

的制度結構之間的關係問題。因為，理性主義大多持個體主義而非整體主義。如果制度可

歸結為共享知識，那麼世界政治中的集體觀念又是如何來進行理解（因為集體觀念與共享

知識實際上是有差距的）。是故，如何在個人信念的微觀基礎與集體性的機構以及以集體

性知識結構展現出來的國際機制之間保持均衡
51
，實為本書最大的挑戰。 

 

玖、任平，《交往實踐的哲學－全球化語境中的哲學視域》 

 

中國大陸蘇洲大學哲學系教授任平撰寫的《交往實踐的哲學》一書，是以馬克思對資

                      
51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4, 1994, pp. 1040-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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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全球化理論和交往實踐的思想做為該書的論證核心，以討論目前全球化的重大問

題，特別是新世界觀的本質問題。 

 

本書的撰寫方式是從批判解釋學的觀點，論述何謂真正的交往實踐行動，內容涉及交

往實踐中新全球化語的哲學視域、交往實踐與公共領域、交往實踐與辯證法則、交往實踐

的意義、價值與文化等內容。做為以研究哈伯馬斯《溝通行動理論》為本論文論述的核心

而言，該書提供了一個更為寬廣的哲學的視野。該書最大的特色是以哲學的視野來看人類

的交往實踐問題，因而缺乏實際的證據可資證明，因而很容易陷入唯心之論的論述上。 

 

拾、李英明著，《國際關係理論的啟蒙與反思》 

 

李英明教授在 2004 年出版的《國際關係理論的啟蒙與反思》一書是針對國際政治理論

中一些被視為約定俗成的觀念／概念下手，反思這些觀念／概念形成的原因與盲點，像是

無政府狀態的存在，以及透過無政府狀態所延伸出來的種種結構制約或是權力追求下的國

際互動模式與規則。 

 

本書是李教授藉用社會科學方法論的視野，探討國際關係中結結構是如何形成，同時

也藉由結構博奕概念以走出傳統理性博奕的困境。另外，本書也涉及全球政治的未來發展

以及全球做為一個國際關係的新面向。然而，本書對於國際政治各學派缺乏一個有系統的

編纂與介紹，他是針對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主義的部分概念進行反思，若能有系統的介

紹國際政治的各家學說，以及增添一些案例於書中，之後再進行反思，本書的價值性將更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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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文的研究架構與章節說明 

 

本論文區分為緒論、正文與結論三大部分，章節安排上分為八章三十五節。 

 

第一章為諸論，主要針對論文的問題意識、問題假設、研究方法及運用「文化霸權」

與「溝通行動」的意義界定及理論說明。其中凸顯有關國際關係理論須與上述兩種理論相

結合，以做為論文研析的核心。 

正文為第二章至第七章。 

 

第二章論述國際關係理論的演進過程。本章是以國際關係的三次大辯論為核心，論述

國際關係理論典範的演進是受何種因素的影響，又何以在 1990 年代以後，國關理論會向

社會學理論方面的轉折。 

 

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概述葛蘭西「文化霸權」的基本思想，然後說明國際關係理性主義

理論及建構主義理論，為何都與葛蘭西文化霸權的內涵有密切關係。 

 

第五章和第六章是論述哈伯馬斯「構通行動理論」的意涵。本章是藉由資本主義社會

合法性的問題，以探討為何溝通行動理論是適合當代國家間合理與合法的一條途徑。並論

析國際關係理性主義理論和建構主義何以須藉由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進行辯證式

的結合。藉此以解釋國際制度、規則都是在有效性的溝通行動中產生出的。制度、規則的

真正意涵也代表著公正與公平的溝通行動下的產物。 

 

第七章 為本論文的核心，即是如何重新認識國際關係理論。未來國際關係理論必須

走出一條能把結構、制度與整個主體性辯證結合在一條路上。在這條路上僅有各個階層

（level）及各個節點的啣接。是一種複合式的（複合式的辯證結構）：它包含了國際體系、…

國家…個人等等層面。複合式的結合不僅是上層結構層次而已，更會出現「大葛蘭西主義」

及「大哈伯馬斯主義」。溝通會變成各個階層的啣接關鍵。溝通理性也不僅是一個行動者

與另一個行動者之間的連接，溝通更會存在一個混合式、變動式的、立體式的連接之中，

會出現在一個更大的空間內。 

 

第八章 為本論文的結論。結論部分將區分為研究心得與研究發現兩部分，以期待本

論文能對國際關係的理論的哲學基礎研究有些許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