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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國家」(state)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一向居重要地位，國家政策是最常受

到討論的分析議題。國家之於國際關係演變具有關鍵性影響，國家決定發

動戰爭與否、開放市場規模之大小、是否參與國際經濟遊戲規則、決定遵

守國際環境保護規範之程度等等。當前重要國際關係學派，亦以國家為重

要分析單元，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及新自由制度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視國家為主要行為者(key actor)，並著重國家間行為研究﹔

另強調非國家行為者（non-state actor）或批判國家中心論之（state-centric 

approach）學派，1 亦未忽略國家角色與意涵探討等。2 國際關係理論中批

判色彩濃厚之學派，如批判理論（Critical Theory）、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女性主義（Feminism）、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等，

亦以「國家」為探討主體。簡言之，不論是支持或反對國家之於國際關係

重要性之學派，多以國家及國家間行為為研究重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

際關係理論發展，大抵呈現國家中心論的理論內涵。一九七 O 年代起，另

一波理論發展（可歸結為多元主義或全球主義）挑戰國家中心論理論假設

及觀點，3一九八 O 年代反思主義（Reflextivism）盛行，更廣泛審視國家

                                                 
1 關於國家中心論意涵，有兩個層次意涵，其一，強調國家為國際政治主要角色，隱含優於其他

行為者之地位，其二、國家係研究分析國際政治核心單位。相關討論見：David Lake,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http: // dss.ucsd.edu/~dlake/documents/ LakeOxfordState-essay 

2 Ibid. 
3 關於一九七 O 年代多元主義或全球主義對現實主義的相關論戰，主要強調國家之外行為者對  
  國際政治影響力，如: 多國籍企業、國際銀行、工會、非政府組織、革命團體、天主教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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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論諸多問題。國際情勢演演變亦對國家中心論造成衝擊。 

自第二次大戰結束迄今，國際情勢經歷多次重大轉變，包括：冷戰、越

戰、石油危機、冷戰終結、南北問題、全球化、金融風暴及第三世界內戰

衝突等，民族國家(Nation-state)作為國際體系核心關鍵、主權不可侵犯神

聖原則、領土主權與軍事安全優越性等長久以來被視為理所當然的（taken 

for granted）事實，在變動的國際政治中受到質疑，亦促使研究者及決策人

士重新思考國家與國際政治及兩者間理論構成的關係。 

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面對各家理論競相闡述的年代，我們仍發覺理

論本身的貧乏（poverty）。造成理論貧乏癥結在於對國家理論性討論之不

足。Fred Halliday指出，當代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已走入僵局，原因在於理

論本身鮮少觸及國家概念解析及理論性探究（theoretical inquiry），僅因循

一些傳統命題，單純地賦予其固定不變的特徵，對國家施以簡易、單一的

假定：國家係由領土、政府、人民及主權所組成，被視為完整單一實體，

國家已被化約為國家領土整體（national territory totality）。4 Stephen Walt

亦指出，過去理論研究充其量在補強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馬克斯主義相

關論點，並無創新之處。5 上述僵局形成原因在於，國家做為國際關係重

要研究單位及分析層次，在過去、現在，乃至未來，仍是不易變動之事實，

惟關於國家本質及構成探討，卻是邊緣化議題。綜言之，當代國際關係理

論探究已現停滯狀態，這是因為國家理論性的問題尚未廣泛受到關注及研

究，換言之，國家概念未經理論化即被定格，係國際關係理論無法有所突

                                                                                                                                            
  及學術研究社群等等，相關學術著作鑑於學術期刊《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當時的論戰仍對照國家中心論述，認為國家仍為關鍵行為者，惟非國家行為者與國家共享國  

  際事務之管哩及決策權力，甚至汲取國內社會力量，弱化國家角色。該時所指涉全球主義與跨 
  國主義有相通之處，呈現國家與非國家行為者兩者間在國際事務中權力競逐態勢。九 O 年代 
  之後亦談論全球主義，惟已跳跨國主義框架，而從國際權力變動、國際結構與行為者辯證關係   
  及論述倫理等加以探討全球性之意涵，可稱係對國家中心論國際政治進行整體檢視、反思過 
  程，這與國際情勢變動及社會科學發展有關。 
4 Fred Halliday,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 16, No. 2 (1987), p. 

217. 
5 Stephen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Vol. 35, No. 

110 (1998), pp. 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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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之故。基此，國家理論化問題，創造國際關係理論一個問題領域，6 國

家是可被探討的理論主體。7 建構主義學者 Alexander Wendt即稱，國際關

係只有國家中心觀點，卻沒有國家理論，8此隱含對國家探索甚少。另歷史

社會學者亦稱，當代國際關係理論僅有體系理論，卻缺乏對單元層次之相

關理論這亦對國家中心論架構也所反動。9 

關於國家研究，傳統理論一向推崇國家角色之優越性，至於反對過度

誇大甚至貶抑國家角色者，亦以國家最為主要分析單元，總體觀之，當代

重要國際關係理論，不論如何評量國家，都已若干呈現出國家中心觀點。

然國家中心論在解釋國際關係發展上確有其限制，許多後實證主義理論則

企圖跳開國家中心論框架，重新論述並建構國家概念內涵與實體，並開始

對國家產生問題意識（problematizing the state），後現代主義、批判理論、

建構主義等具有反思色彩的理論，從不同面向對國家進行全面的檢視，國

際關係第三次大辯論呈現後實證主義對實證主義理論的批判。該次辯論也

呈現國際關係理論出現世代轉變，直接或間接對國家進行解構及再建構。 

主流國家論述強化其優越性，另一方面，反思理論（Reflextivism 

Theory）則是解構傳統理論所建構的主流論述，企圖重新建構國家的意涵。

值得深究的是，在重新建構的過程，不必然導向非國家中心或後國家中心

（post state-centrist）替代方案，亦有可能重返國家中心論命題與途徑，

惟歷經解構及重構過程，國家已被洗鍊成有別於傳統民族國家之意涵與作

用。簡言之，經過思辯之國家中心論，將呈現國家更豐富意涵，其中將突

顯國家在國際事務中之機會及限制，如何在全球化與後實證主義思潮中，

                                                 
6 Halliday, “States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16. 
7 Emin Fuat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lantic Highland: Humanities Press, 1997), p. 54. 
8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1987), pp. 335-370. 
9 建構主義學者若干程度都呈現歷史社會學觀點，強調單元與體系間相互建構關係，並認為任何 
制度都端賴歷史發展。歷史社會學與體系理論間有強烈辯證關係，見：Hendrik Spruyt,”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System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2 (1998), pp. 34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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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研究國家中心論的新觀點與分析架構，亦為作者研究旨趣所在。 

 

貳、研究目的 

 

本論文研究非旨在爭論國家中心或非國家中心論點何者為真？何者為

優？國家對於理解及解釋國際政治變動仍具效益，且爭論國家中心與非國

家中心論何者為真，並無法因此獲致建設性研究成果，這是鑒於理論邏輯

與實存世界時有差異。本文研究目的實在於檢視國際關係理論中主流國家

中心論受到後實證主義之反思過程，其中涉及概念、假說等解構過程。於

此，「反思」意涵係根植於對理論本身檢視與批判，亦即理論反思（theoretical 

reflexivity）概念。10 

理論反思係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受後實證主義思潮影響所致。11 反思意

涵體現於研究者跨越現有理論命題，根本性思考國際政治構成之正當性與

隱含規範價值，如 Robert Cox稱，理論總是為某人服務，並隱含一些目的，

所以沒有抽離時空脈絡的理論，理論與典範都是某一種社會與政治觀點的

投射。12上揭思辨過程即是理論反思，以詮釋、解構途徑探索理論之外之

可能。反思主義呈現對既有理論架構之檢視、批判精神，涵蓋不同體系學

說理論，亦包含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相關學說。 

                                                 
10 一九八 O 年代中期，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出現超理論(Meta-Theory)的討論， 也可稱之對理論本

身之反思。理論反思為國際關係理論第三次大辯論精神內涵。所謂的「反思」就是審視理論

前提假設，並瞭解到每個典範都隱含政治規範，見： Mark Neufeld,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1-69; Mark 
Neufeld,. “Reflexivity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No. 1 (1993), p. 28 

11 後實證主義相關理論學說，引領國關理論研究者超越實證主義思考，跳開既有理論框架，轉

由認識論及方法論層次，思考理論之「理論化」的過程，人類意識在其中作用的情形，從中

探索知識與權力連帶關係，如何切割出我者與他者、國內與國外、重要與不重要、高階及低

階事務等政治空間，此外也強調並沒有萬古不變原則，一體適用普遍知識（如實證主義所稱

自然法則或跨越時空律法），這些探索使得研究者得以重新理解理論本體論的構成，並有機會

重新建築更好的理論。國家成為後實證主義亟欲探索的主體，對其展開「理論化」及「問題

化」之解構歷程。國家不再是毫無問題客觀存在之客體，亦非先存於人類歷史社會活動之實

體，而是時空歷史脈絡及人類觀念與行動等共同形塑而成之不明確，持續演化之主體。 
12 轉引自:：Neufeld, “Reflexiv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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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實證主義理論，理論反思性與建構性（constitutive）相通，13 理

性主義理論如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制度主義體現實證主義內涵，反思主義

體現於建構主義、批判理論、後現代主義等。 

本文反思主體為國家中心論之相關觀點與命題，概括而言，即對國家

在國際關係理論構成體系中呈現必然性及優越性進行理論檢視及意義探

索，國家中心論內涵包括：國家係國際政治關鍵行為者？國家係國際事務

核心決策者？等強勢論述。許多檢視國家中心論文獻雖可清楚指出其在解

釋國際政治之不足與限制，或從批判觀點根本性否定國家中心論真實性與

正當性，惟專就國家這個概念主體進行討論，其研究成果往往流於空泛言

談，並無法明確地指出國家中心論核心論述受到檢驗的面向，因而流於道

德勸說式的規範論述，亦無法建立明確分析架構。鑒此，本論文盼建立具

解釋效益之分析架構，首先將檢視關於國家中心論涉及基本命題，續將透

過檢視主權、安全及國際體系等論述之變遷，探討國家中心論如何受到檢

驗過程，亦可呈現社會科學後實證主義對理論基本命題所致論述轉移

（discourse shift）。下文分點說明研究目的要旨。 

 

一、檢視國際關係理論指涉「國家」意涵 

 

國際關係理論中國家概念生成於一六四八年結束三十年戰爭後簽訂西

發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並深受政治學國家理論之影響，Thomas 

Hobbes的論點建立國際關係理論中所指涉國家原型，並為後期現實主義學

                                                 
13  事實上，並沒有所謂單一後實證研究途徑，卻可言有諸多後實證主義研究途徑。在後實證主 
   義研究途徑中，亦存在相當多差異與辯論。Steve Smith指出，關於後實證主義理論，出現兩 
   大型態辯論，一為解釋性對建構性理論；二為基本主義對非基本主義理論。所謂「建構性」 
  （constitutive）與 Robert Keohane所用反思性(reflective)一詞相通。傳統國際關係理論呈現實 
   證主義性質，而後實證主義理論係具建構性理論特性，其中批判理論、歷史社會學及一些女 
   性主義學理論係為基本主義派，而後現代主義及其他一些女性主義理論則是反基本主義。見： 
   Steve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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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所強化。14 上揭國家原型隱含對特定政治空間所投射之排他性之權力，

相關概念包括：國家作為最高統治階級，其行政中樞對合法暴力具有獨占

權，合法性基礎來自國家係公民社會之保護者及推動社會與經濟轉變之能

動者。15 另國家透過對公共與私人空間之劃分，界定排他政治邊界，也與

公民社會政治活動做出區隔，隱含對政治空間集中化及制度化。16 上揭定

義投射國際關係理論中所指涉國家內部及涉外功能與特性，顯著者包含現

代國家（Modern State）（強調分工管理、提供公共財的功能）、安全國家

(Security State)（抵抗外敵）及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國際體系中單

一同質的行為者）等概念。基此，國家中心論作為主流國際關係理論之核

心基礎，係混合不同關於國家功能角色意涵，共同建築、凝聚於理性、單

一、自我整合之行為者國家之中，國家作為單一分析單位，並非單一獨立

意義形構或實踐制度，國家安全、主權及國際體系之推定論述，共同賦予

國家中心論觀點之真實性及可靠性。綜上，僅檢視國家本身的概念並無法

獲致明確成果，唯只有陷入更混亂之辯論，鑑此，倘從與國家有相互對對

應概念加以檢視，將可建立較明確分析層次，探究主流安全、主權及國際

體系論述等將助於理解國家中心論之知識體系如何被建構、強化過程，此

乃鑒於上揭三者均與國家有對應關係，且三者間亦存在相互架構、強化關

係。據此，該三項論述將可成為反思國家中心論之有力分析途徑（見圖

一）。 

綜上，作者將申論，國家並非單一、獨立概念結構，而是與上揭三者

公共治理（現代國家）、具有相同代表性的同質政治單元（主權國家）及

保衛人民安全免於外敵殺害（安全國家）等相互建構、強化，共構國家中

                                                 
14 Raia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60-84. 
15 James Mayall, “The Variety of States,” in Cornelia Navari ed., The Condition of States: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4. 
16 Bertrand Badie and Marie-Claude Smouts, “The Turnaround of the World,” in Jacques Lévy ed., 

From Geopolitics to Global Politics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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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論真實性及正當性。 

 

圖一：國家安全、主權與國際體系三者連帶關係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 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理論辯論 

 

實證主義對國際關係理論影響深遠，涵蓋認識論、方法論及本體論等

層次。關於國家中心論諸多論述，係上揭三者間相互建構、強化所致。國

際關係理論中現實主義係奠定國家中心論基本論述者。一九八 O 年代後實

證主義開始對國際關係理論研究發揮顯著作用，形成與實證主義對抗之大

辯論，17 亦對國家中心論觀點提出廣泛批判。 

一九七O年代典範間辯論逐漸發展成新現實主義對新自由制度主義之

爭辯，18 兩者歧見限縮於對國家互動模式之推論，兩者對抗關係漸轉為合

                                                 
17 一九八 O 年代末期的大辯論（本文統稱國際關係理論第三次大辯論，簡稱第三次大辯論），呈  
   現批判性理論對傳統理論國家命題之檢視、抗拒、解構及重新建構的努力。 
18 Ole Wæver 稱一九七 O、八 O 年代辯論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Radicalism）間典 
範辯論關係，馬克斯主義被視為激進主義之代表，典範間辯論可視為三大理論傳統自我澄清、 
表述之呈現，Wæver稱此為「第三次辯論」（the Third Debate），見：Ole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主權 
（西發里亞 
概念） 

國際體系 

（無政府狀態）

國家安全 

（國防軍事） 

s 
國家中心論正當

性與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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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關係，呈現理論合流（synergize）現象。兩者合作推展國際關係理性主

義研究計畫。在「新-新」合流的趨勢下，國關的爭辯逐漸轉向了理性主義

對抗反思主義19、後現代主義或後結構主義等後實證主義理論。20 這個對

抗關係成為一九九 O 年代最重要的爭辯（參見表一）。 

 

表一 兩種爭辯的內涵：典範間辯論/理性主對反思主義 

 

 典範間辯論 理性主義對反思主義 

爭辯的形式 典範的不可共量性 對抗、不相容 

主題思想的分歧 世界觀 哲學問題 

對抗的各造 三大典範 

（現實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

義） 

新新綜合對抗後現代主義 

資料來源：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p.167. 

 

Steve Smith稱，當代主要國際關係理論係解釋性理論，屬於實證主義

範疇，然而後實證主義已對理論探究發生根本性影響，重新檢視國家與國

際體系基本假設。後實證主義呈現建構性（constitutive）或反思性（reflective）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50-156. 

19 該詞為 Keohane所採用，渠提出國際制度的兩種途徑，一種是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匯合 
的「理性主義」（rationalism）；而另一種是涵蓋法國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反思主義」。見：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ow Approaches,” in Rebert Keohane 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pp. 158-179. 

20 Keohane認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這兩個學派都是站在「理性主義」這邊的，而另外一邊

則是「反思主義」；後者涵蓋了法國後現代主義的概念，另具有批判、建構性質理論，都可歸

之為反思理論。轉引自：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p. 162. Chris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Working Paper No. 1996/4,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Dep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6/4. p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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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取向，採取不同於實證主義認識論。21 Raia Prokhovnik指出，概念、

理論等構成，係認識論及本體論所共同建構，亦即知識理論與實存相互建

構，惟現實主義呈現認識論凌駕本體論之傾向，即預先認定並框架國家主

權內涵，復以該認知推定、描繪國際政治空間與特質。22 後實證主義理論

透過詮釋、解構途徑，廣泛檢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等主流理論關於安全、

主權、國際體系等推定論述，此等即呈現理論反思精神。 

理論反思涉及兩種途徑，一為垂直拉升，即採取激進途徑，根本性解

構國家這個概念組成，並試圖提出非國家中心觀點與方案，其可稱為垂直

升，旨在擴充國際政治指涉範疇。而另一種理論反思採取較溫和途徑，可

稱為水平推動，即在國家中心論觀點下，擴充關於國家對應之概念與議題

範疇。另反思亦對應兩種途徑，一為內在反思（from the inside in），二為

外在反思(from the outside in)，這均可運用於對主權、安全及國際體系等

檢視，前者意味對國家對應概念、假設等之解構，目的在於提出反/非國家

中心論方案，後者意味發掘國家之外行為者及政治活動空間，目的在於提

出後國家中心方案。23以安全反思，前者將解構傳統安全論述，後者將著

重於關照軍事安全以外安全課題。24 

上揭兩種途徑說明本文指涉關於「反思」意涵，並提供良好的檢驗及

解釋效益。在溫和途徑下，受到水平推動之作用，在國家中心論觀點下，

擴充安全、主權及國際體系等型態可能性;垂直拉升則是涉及意義結構之變

動，即超越傳統理論框架，從後實證主義認識論的層次，解構知識、意義、

典則、實踐等構成，直接探索關於國家中心論是如何被知識國際實踐所建

構而成，隱含道德規範及權力意涵為何，並從主權、安全、國際體系論述

                                                 
21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p. 35. 
22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7-32. 
23 Ibid., pp. 105-117. 
24 Pauline Kerr, The Evolving Dialectic between State-centric and Human-centric Securit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3), p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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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反思，整體而言即為「超理論」途徑。25 國際關係理論中如後現代主

義、批判理論、建構主義及女性主義等具有後實證主義色彩理論都可歸之

為超理論的研究途徑，只是檢視面向有所差異。其中批判理論即具有強烈

超理論特性，企圖與理性主義的理論社群形成對抗關係。 

自由主義、全球主義後來理論發展都隱含國家中心論觀點，惟已對上

揭概念進行水平推動，即擴充對國家為主體之安全、主權及國際體系之內

涵，並突顯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較多行為選擇。後現代主義、批判理論、建

構主義等則是企圖提出後國家中心論或非國家中心論之研究方案。 

 

圖二：探索國家中心論途徑：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三、 檢視傳統安全論述 

 

                                                 
25 一九八 O 年代，國際關係理論出現後實證主義理論對傳統理論之批判與反思，出現超理論

（meta-theory）研究途徑，國關理論出現實證主義對後實證主義理論之辯論，也可稱之解釋性 理
論對建構性（或反思性）理論之辯論，係對理論構成過程進行理論性的探索，並對傳統理論（如

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對國家的一些假設，以詮釋途徑重新理解。見：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p. 35. Neufeld, “Reflexivity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pp. 53-76.  

實證主義 後實證主義 

國家中心論形成、強化、反思、解構、再建構

安
全
論
述 

主
權
論
述 

國
際
體
系 

論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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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論述強化國家中心論觀點，將安全界定在狹義國家安全面向，視

抵抗外侮為國家首要生存威脅，26另因界定國家為啟動戰爭為一合法行為

者，據此，將視國家為安全最可靠提供者，在此論述下，將安全與國家兩

者建立緊密相連關係，也強化國家在國際政治核心地位。27 傳統安全論述

概括而言，就是國家國防武力運用問題，美蘇冷戰情勢強化傳統安全論述

之真實性。 

傳統國際關係理論，賦予「國家」毫無疑問的正當性，並透過安全論

述賦予國家超越時空及現實之優越地位，不論從軍事安全或非傳統安全概

念層次，都著眼於保衛國家如何免於威脅，其中隱含將人民與社會福祉完

全寄託於國家作為，這呈現「理性主義」觀點，認為國家必然是理性行為

者，將追求國家利益極大化，以確保人民安全與發展。惟倘若重新檢視安

全意涵及國家扮演安全角色之能力，將獲得不同結論。Stephen Del Rosso

指出，安全呈現軍事主義面向，和近代國防武器發展息息相關，軍事能力

提升加上官僚體制擴大強化國家角色，到了後來國家不但成為安全提供

者，還成為安全詮釋者，即安全為統治者所定義內涵。28  

一九七 O 年代國際政治經濟情勢演變，擴充國家安全議題範疇，安全

議題擴大了，出現非傳統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的面向，除軍事

武力外，經濟、金融、貿易、環境生態、人口遷移等問題都可能成為國家

安全隱憂。另冷戰終結的對安全研究的影響顯著，安全議程上除了有傳統

的軍事安全外，還賦予其他議題更多的重視，如：人權、經濟發展、環境

                                                 
26 傳統安全論述，亦可稱之為危險論述（discourse of danger），透過個人、特定團體、族群、國 
族及區域實體等所共同建構之安全思維，即保障民族國家邊界安全之安全觀，安全反面即為戰 
爭、侵略等他者侵害作為，相關論點可見：Naomi J. Mobed, “Culturalizing Secuirty: Narratives of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Exclsuion in the Arabin Gulf,” in Sara Owen Vandersluis eds., The Stat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2000), pp.155- 
186. 

27 Keith Krause, “Theorizing Security, State,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 Third World”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1 (1998), pp.125-136.  

28 Stephen J. Del Rosso, Jr.,“The Insecure State,” Daedalus, Vol. 124, No. 2 (1995), available at: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ross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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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毒品交易、傳染病、犯罪或社會的不公義等等問題。29 安全議程之

延展是一九九 O 年代以下安全研究之重要特色，突顯國際政治規範與價值

之變遷，開始關注到個人與團體可能遭受到的安全威脅，再論，這也是對

西發利亞體系下「主權國家」的重新檢視，國家被視為主要的安全行為者

之命題受到質疑。30 

後實證主義根本性地質疑安全論述確實性與正當性，透過批判、詮釋

的觀點與途徑，解構安全論述對應命題與假設，針對國家為安全提供者及

以國家為指涉對象之安全概念等進行反思，並指出安全應以人（human）

為指涉對象，即強調人類安全（Human Security）的概念，認為安全內涵

並擴及個人及全球分析層次。31 

實證主義理論強調國家中心安全觀，自由主義、全球主義學派仍為國

家中心論，惟在國家為安全指涉對象前提下，已提出非軍事觀點。而後期

後實證主義理論如是根本地從認識論層次，解構、重構安全對應主體及威

脅型態。在解構、重構安全論述過程，已反思國家與安全兩者間是否存在

對應性、必然性等問題。 

後實證主義的國際關係理論為解構國家的正當性，因而加以檢視國家

與安全連體之合適性（appropriate）問題。後實證主義對於國家觀點為：

國家作為國際社會的能動者，並非永恆不變，其僅為歷史脈絡中的一種政

治制度。然而，觀察國際情勢，特別在冷戰後的一九九 O 年代，種族屠殺、

                                                 
29 James Busumtwi-Sam,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LVII, No.2 

(2002), p. 259; Bryan Mabee,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Provision in 
Historical Contex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2 (2003), p. 135. 

30 Mabee,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Provision in Historical Context,” p. 135. 
31 關於一九七 O 年代以來安全研究變遷討論可見： Kerr, The Evolving Dialectic between 

State-centric and Human-centric Security, pp. 1-34. Roland Paris,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2001), pp. 87-102.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6, No. 3 (1992), pp. 53-64.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1991), 
pp. 211-239. Barry Buzan, “Human Security: What it means and What it Entai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Asia-Pacific Roundtable, Kuala Lumpur, 3-7 June 2000, pp.1-15. 蔡育岱，《人類安全：安

全研究之新議程》(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系博士論文，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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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社會衝突頻仍，國內暴力對人民的殘害遠大於戰爭。國家作為安全

提供者唯一角色的命題受到質疑，國家也可能成為威脅人民與社會安全之

來源，造成國際穩定與和平的重大威脅。國內衝突如內戰、種族殺害等直

接或間接導致國際不安全情勢的升高。後實證主義提倡非國家中心的安全

論述，大抵可從「人類安全」內涵綜尋求對應概念。32在不同的安全概念

層次下，國家之於人民安全的角色有兩種推論，一為國家係人民安全保護

者，二為國家係人民安全威脅（參看圖三）。從上揭所提兩種反思途徑（垂

直拉升及水平推動），亦可觀察國家與安全論述變遷兩者相對關係之改變

（見圖四）。 

 

圖三：關於國家安全與人民安全及國際安全之兩種推論 

 

（1）第一種推論：國家安全是人民安全與國際安全的穩定因素 

 

 

 

 

 

 

 

 

                                                 
32 在此作者認為有必要補充說明後實證主義不必然對應人類安全理念，一些後實證主義理論僅 
專於如何破解傳統安全論述，強調國家安全所隱含對我者與他者之分界，及透過某一種安全

認同之凝聚，作為國家政策指導方針，從而界定出敵友之分。此類後實證主義安全研究可稱

之為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人
民
安
全 

國
家
安
全 

國
際
安
全 

維持現況， 
沒有發生戰爭 

國家必定保障人

民的各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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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種推論：國家安全成為人民安全與國際安全的不安因素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綜上，本文盼從對安全概念探討國家與安全兩者間相互建構關係，並

從安全論述轉變過程，反思國家中心論對應安全概念的關連，及安全概念

轉變、重構對國家解釋國際政治之效益，所致衝擊為何。 

 

圖四：對傳統安全概念之反思途徑：國家中心與人本中心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擴充傳統國家安全意涵（非傳統安全）

（國家中心觀點，水平推動） 

深化安全概念 （人類安全） 
（超越國家中心觀點，垂直推動） 

安全行為者互動方式 （安全合作） 
（國家中心觀點） 

人
民
安
全 

國
家
安
全 

國
際
安
全 

國家傷害人民的

安全，成為威脅的

來源 

國際安全的不安因素來

自國家內部的武裝衝突

與社會的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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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視國家主權單一論述 

 

主權論述與國家概念形成有平行發展時程，兩者在概念發展過程，相

互結合成統合概念，主權絕對性與單一性，形塑國家之於國際政治的權威

地位，也強化國家中心論觀點之真實性。33 就主權本身已涵蓋不同群組價

值規範包括：權威、正當性、權力及法律、經濟、政府治理等，惟在實證

主義認識論及現代性政治發展雙重影響下，不同認同體系被整合成單一認

同主體，體現於國家主權之型態，而被塑造出整體（whole）總和，34 隱

含某些差異與認同遭受排除或邊緣化，另西方近代政治學傳統（現實主義

及自由主義）共同形塑主權特徵，將個人主權及國際主權共同整合在國家

主權之中，呈現出某種單一性，並拼湊出主權國家特性。35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國家主權係不可分割且權力集中之單一權威。不

論國家主權來自世襲王權或人民，皆具最高權威。國家體制有集權、菁英

或民主政治，然不論體制為何，國民終究為其政府所約束。36 國家係成為

國家條件，為其公民或/及其他國家所認同為一單一主權，即在依特定領土

之最高權威。37  據此，主權概念賦予國家整編社會力量之合法性基礎，

對外可顯現排拒外力干預的排他性權利宣示。 

綜上，主權投射國內及國外意涵，惟皆被視為一最高政治權威，且整

合於國家這個主體之中。關於上揭主權定義，為傳統國際關係論述視為定

律，主權係跨越歷史時空、強權盛衰及意識型態差異之概念，係國家體系

                                                 
33 Joseph Camillieri and J. Falk, 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2), p. 11. 
34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50-180. 
35 Ibid., pp. 86-149. 
36 Lake,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http: // dss.ucsd.edu/~dlake/documents/ 

LakeOxfordState-essay 
36 Ibid. 
37 Martin Shaw,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Globality 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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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本法則，亦為國家行為對應國際法之基礎等，這為反思主義學者所質

疑，建構主義學者便指出，涉及國家主權構成要素如領土、人口、權威及

國際認同及現代國家體系，均為社會建構，係某一組理念、規範、實踐模

式不斷強化所致。 

主權論述成為檢視國家中心論重要途徑，對國家主權重新理解涉及兩

種途徑，一為重新概念化，二為解構途徑。38 前者呈現自由主義及全球主

義觀點，從國際交流網絡及全球事務範疇檢視主權內涵之延續與轉變。自

由主義、全球主義認同國家主權優越性，惟已重新審視主權內涵並檢視與

其他國際行為者權力互動關係。一些理論特別強調「非國家行為者」之角

色，如：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強調多國籍企業對國家政府之影響，

建制理論（Regime Theory）強調國際規範及準則對國家具有約束及轉變之

作 用 ， 全 球 治 理 （ Global Governance ） 特 別 強 調 非 政 府 組 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全球性及地方性連結團體等對

國際關係之重要形塑作用。 

解構途徑呼應上文所論激進反思途徑，即質疑國家與主權間對應關

係，並檢視主權本身意義構成之政治及規範意圖。39 Prokhovnik指出，國

家與主權兩者形成對應關係，係受到現實主義強勢論述所致，更深層來自

後實證主義之影響，形成認識論架構本體論，即知識理論建構其所認為之

事實（reality），在此等認知過程，已忽略實存世界變遷，其所確立絕對論

述，係歷經收納及排他之政治過程，隱含一些重要意義或事實已被邊緣化

之結果。40 主權亦並非全然為虛構之抽象概念，其具有歷史社會意涵，與

國家有相互重疊之意義領域，惟亦有其自身對應歷史脈絡與特殊性。對主

權之反思，不必然導致對主權否定認知，批判理論學者Walker指出，可將

                                                 
38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33-180. 
39 R. B. J. Walker, “Conclusion. Sovereignties, Exceptions, Worlds,” in J. Edkins, V. Pin-Fat and M. 

Shapro eds., Sovereign Lives: Politics in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p. 245. 
40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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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理解為一項原則、一種制度及實踐。41 後實證主義對主權論述之審

視，企圖在於呈現實證主義所致之同質化、簡約化及抽象化之問題。42 

本文透檢視國家主權概念，將可呈現兩者間不對應關係，亦可說明實證主

義及後實證主義途徑分別如何透過主權論述/再論述建構/解構國家中心論

之內涵。 

  

五、 檢視國際體系（無政府狀態）之推定 

 

現實主義對國際體系之推定，強化國家與主權及安全間關連論述，其

稱國際體系呈無政府狀態，國家生存置於「自助」（self-help）的環境當中，

因有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問題，這無關乎一國的政治與文化的型

態。國家的能力取決於所處結構的「位置」（placement）與所擁有的「相

對權力」（relative power）。43 自由主義基本上認同現實主義所主張關於國

際體系之認定，惟強調在無政府狀態下，國家間關係不必然導向衝突與戰

爭，這是鑑於國際議題多元化，國家對應各項議題的偏好與利害得失不盡

相同，另國際制度安排將提供國際合作機會與效益。 

全球主義觀點呈現國際關係一如社會互動，國際政治必須從全球社會

範疇加以觀察與理解。全球化的國際網絡中，政府間及跨國組織增加，涵

蓋各種層次連結型態，國際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如聯合國及其周邊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數量持續增長，跨國公民社會運

動（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movement）、國際及國內壓力團體連結等等，

將國際社會交織成一個具有多元化的行動網絡，表現在議題、互動管道及

                                                 
41 R. B. J. Walker, “Conclusion. Sovereignties, Exceptions, Worlds,” p. 245. 
42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149. 
43 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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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者的多元。全球主義或多元主義學者認為，國家並非不重要了，而是

其他非國家行為者已更加活絡而顯重要。領土主權出現可滲透性，國內事

務與國際事務具有相互流通的管道，另國家決策權力也受到國內及國際權

力的制約或規範。44 全球化國際關係由國家及社會多層次交疊網絡組成，

可分出五種網絡結構：地方網絡45、國家網絡46、國家間網絡47、跨國網絡

48及全球網絡49等，因此，國家與社會相互隸屬關係，將呈現多種可能性。

50 國家已無法全然排除國內及國際社會的介入與作用。 

溫和派建構主義學者 Alexander Wendt稱國際無政府狀態是國家所創

造出來，51另指出即使在無政府狀態下，國家間互動模式充滿許多可能性，

衝突並非必然結果，安全合作、安全社群等和平關係亦是國家的選項。52 

批判理論、後現代主義及激進派建構主義等則從兩個層次來反思國際

體系，一係突顯存在於國際體系不公、不均關係; 二係從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空間來審度國際關係，強調從後國家中心或非國家中心觀點來思考

其他更良善行為者及政治社群。 

國際無政府狀態成為推定國家與安全兩者連帶關係之自變數，依據現

實主義觀點，無政府狀態導致國家間訴諸武力以求自保之衝突結果，自由

主義認為無政府狀態係創造國際合作之成因，而社會建構則稱係國家認同

                                                 
44 Held and McGrew,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p. 11. 
45 由次級國家互動活動組成之網絡。 
46 民族國家結構。 
47 國家間建立關係網絡，包括：戰爭、和平關係或結盟關係、國際條約等。 
48 超越國界，涵蓋兩各國家以上國際連結網絡。 
49 涵蓋世界大部分區域之集體關係網絡，如：天主教機構。 
50 Michael Mann, “Has 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p. 137-138. 

51 Wendt建構主義被視為建立在實證主義及後實證主義兩者「中間地帶」（middle ground），亦被
視為國家中心論建構主義（State-centric Constructivism）。 

52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endt Alexander.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1 (1995), pp. 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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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理念決定無政府狀態國家互動之特性，敵意將導致衝突，而善意與信任

將導致合作、共同發展之關係。而激進反思理論對於國際體系根本地採取

不信任、敵意態度。綜上，國際體系成為檢視國家必然性之重要面向。 

綜合上述各點，本文研究目的在於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思想脈

絡，透過對主權、安全及國際體系論述之檢視，理解國家中心論傳統、解

構及翻新（再翻新）觀點與分析架構（見圖五）。 

 

圖五：分析架構示意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六、失敗國家啟示 

 

本文將以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說明國家中心論觀點遭致批評及解

釋效益之限制。失敗國家型態指出，國家這個概念與主權及安全間均有不

對應關係，且亦非維持國際體系穩定之關鍵行為者。失敗國家問題隱含國

家中心論所指涉國家意涵並非客觀、無須檢驗之命題，即對應現代國家、

主權國家及安全國家之必然。失敗國家主權並未整合於國家之中，國家非

但不是人民安全提供者，卻成為施害者，另亦不符國家係理性行為者之假

檢視國家安全論述轉變 

檢視國家主權構成意義 

檢視國際體系特性 

檢
視
國
中
心
論
觀
點
與
途
徑 

國際關係理論中關於國家

之反思，探索解構、重構

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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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此外，國際衝突已非全然來自國家之間，非國家行為者間暴力如種族

屠殺、軍閥鬥爭、叛亂團體熾盛等成為衝擊國際穩定與和平之來源。失敗

國家成為挑戰傳統國家中心論實例，惟呈現國家指涉之多元主權、安全意

涵，另國際社會回應失敗國家問題，隱含重建以主權國家為主體國際秩

序，就若干程度旨在重建失敗國家對應現代國家、主權國家及安全國家之

角色與功能 失敗國家問題也延伸出關於國際規範即時見之建構性思考。

治理、人權、民主等價值可能為國家要件的一部份，在此，建構性及社會

性觀點將成為重新定義國家中心論途徑。 

 

七、重新建立國家中心論之分析途徑 

 

傳統理論致力於鞏固國家中心論觀點之確實性，而反思理論則企圖解

構國家與國際政治間必然性，即破解國家中心論之正當性，主權、安全及

國際體系等三個範圍成為兩造攻防場域。如第三次大辯論理性主義對反思

主義之爭辯，兩種典範呈現不同認識論與本體論，理論反思對國家並未真

正提出更好的分析架構。本文研究預期成果在於反思國家中心論之對應論

述之外，透過解構性觀點之啟發，重新返回國家中心論觀點，並提供別於

實證主義或後實證主義分析途徑，以建立分析國家中心論之創新途徑，作

者認為，當可思索建構性途徑及全球性途徑之可能，前者已非認識論爭

論，後者亦非全球化與國家角色消長之論辯，而是擴大對國家在主權、安

全及國際體系層次之理解，並發掘國家中心論中所稱之國家大於西發里亞

主權、軍事安全及自助行為之意涵。 

 

第二節 文獻探討 

  

關於與本論文直接相關學術文獻並不易蒐集完整，原因有二，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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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文獻直接討論國際關係理論中關於「國家」概念，許多文獻仍規避國

家概念探討而著重於理論典範相互比較，此外理論探討主要因循在現實主

義、自由主義及馬克斯主義等三大理論體系，並不對國家進行問題化、理

論化的檢視；其二、許多探討國家理論相關著作過於強調國家角色轉變型

態或爭辯其重要性與否，而較少從理論反思角度，檢視國際情勢變動、社

會科學思潮及典範創新等觀點，建立兼具宏觀（歷史脈絡）及微觀（單一

理論論述）之探索。此外，於一九九 O 年代中期之後始見相關文獻之出版

及獲致學界討論，這隱含國家中心論遭致理論與實務領域質疑之趨勢。 

傳統國際關係理論並不對國家進行理論性探究，這反映長久以來西發

里亞主權典則之形塑作用，即建構國家中心論途徑，對於國際關係中國家

之討論，並不質疑其對國際關係構成性及優越性問題，而是跨越根本性探

索，直接探究國家角色強弱或者國家形式的問題。Richard H. Cox所編著

一書《國際關係中的國家》（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53，係屬專

於討論國家概念之文獻，惟僅從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馬克斯主義理論傳

統來探索國家本質及主權意涵﹔該書反映早期國際關係國家理論傳統思

維。 

 對國家中心論之反思相關文獻探討，主要呈現兩種途徑，一為激進途

徑，主要為認識論層次的申論，根本地否定國家中心論論點，如批判理論、

後現代主義及後實證主義建構主義學者的相關著作，相關文獻大抵呈現若

干程度反國家/ 非國家中心分析觀點；二為溫和途徑，亦可稱為修正途徑，

對國家中心論進行反思，惟並未全然否定此一論點的真實性或理論性，強

調國家中心論之多元解釋的面向，歷史社會學途徑（Historical Sociology 

Approach）、實證主義建構主義 (Positivism Constructivism)、全球主義

（Globalism）等呈現不同程度修正觀點，其均隱含國家與國際體系間相互

涵化、形塑之辯證關係，旨在突顯後國家時代的分析觀點並提出非國家中

                                                 
53 Richard H. Cox ed., 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an Francisco: Chandler,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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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方案。以下分就上揭兩大取向，進行相關文獻探討與分析。 

   

  壹、激進途徑 

 

      主要對國家中心論之根本懷疑並加以解構，反映後現代主義、後實 

證主義精神，強調文本性、論述倫理、知識權力意涵等，如 Emin Fuat 

Keyman提出批判社會學觀點，強調「呈現論述效益」（discursive effect 

of the representation）一直存在於人類能動者（agent）之互動領域，並

對「被呈現者」（the represented）賦予意義，這於是牽涉到認識論 

epistemology）問題，論述本身在知識形成過程扮演一種類似守門人的 

角色，決定哪些符號被呈現出，哪些符號被隱匿，54 其所著《全球化、 

國家與認同差異》（Globalization, State, Identity/Difference）一書55從批 

判社會學觀點來解構傳統國家意涵，並突顯國家概念在全球化政治關

係中所面臨理論性困境。Richard Ashley亦從批判社會理論來探討國際

關係中國界塑造與國家排他性權力等課題，現代國家如何建立對於疆

域及特定地緣界線的論述，應當採取一些詮釋途徑加檢視此等特定論

述。56 另 Rob Walker 從我者（self）與他者 (other) 的概念，說明主權

國家、安全及國際秩序等概念都是被某一種強勢論述所建構，透過對

主權投射政治空間之界定（如邊界），區別出裡邊人及外邊人的身份表

徵，從中形塑出敵我關係，然這些概念都是浮動而不確定，我他與內

外之別係受一組觀念或實踐模式之操作，這些觀念或模式有其他替代

方案，Walker以此來探討國際政治變動的可能，57 相關著作包括：《裡

                                                 
54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pp. 5-6.  
55 E. Fuat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97). 
56 Richard Ashley, “The Geopolitics of Geopolitical Space: 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ternatives, Vol. XII (1987), pp. 403-434. 
57 Walker, “Security, Sovereignty, and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litics,” pp. 3-7. Walker, I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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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人/外邊人：國際關係的政治理論》（Insider/ Outsi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58、〈安全、主權及國際政治挑戰〉（Security, 

Sovereignty, and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litics）59、〈國際與不均〉 

（International/ Inequality）60等。前揭相關論點受到後現代主義  影響，

對國家概念研究提出解構途徑方法論，另一方面也呈現對實證主義認

識論之批判。 

激進途徑係對傳統理論之反動與審思，意在突顯賦予國家之於國際

關係理論的必然性及優越性，係受到實證主義所形塑，須終止這種強

勢論述。後現代主義、女性主義、批判理論、建構主義等理論等對主

流理論進行解構，後現代主義及女性主義強調認同及差異的問題，認

為「文化」係解構及再建構國關理論重要透過文化論述解析，得以探

究他者如何被運用於理論建構。61 兩者揭露國關理論隱含歐洲中心及

父權思想之內涵。62 國際關係理論第三次辯論係對國家概念進行一次

全面檢視。國際關係理論再造過程，同時也連帶啟動國家概念之解構。

國家不再得以免除理論檢視的命運，也不再是毫無問題之常存角色。

後實證主義對國家形成問題意識，並展開理論意涵之探索，國際關係

理論出現超理論研究途徑，即跳躍理論框架，從本體論及認識論重新

理解國家理論。63 Mark J. Smith所著一書《重思國家理論》（Rethinking 

                                                                                                                                            
Outsi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58 R. B. J. Walker, Insider/ Outsi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59 R.B.J. Walker, “Security, Sovereignty, and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litics,” Alternatives, Vol. XV, 
No. 1(1990), pp. 3-27. 

60 R.B.J. Walker, ”International/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Issue. 2 (2002), pp. 
7-24. 

61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pp. 194-195. 
62 Ibid., p. 195. 
63 關於「超理論」一詞，詳盡定義及運用可參考：Mark Smith, Rethinking Stat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1-12. 根據 Smith的定義，超理論指涉相當廣泛之探索及質疑的範圍，將

超理論運用在國家理論研究上，即意在跨越現有理論框架，重新檢視單一理論核心假設，並

指出本體論及認識論之問題。Smith另指出，超理論有三個層次研究途徑，第一層次超理論

(first-order metatheory)：檢視研究途徑及資料合成之理論；第二層次：對現有思想體系進行重

新解釋；第三層次：運用現有以跨越知識社群之兩元論。本論文第二章節及第四章節將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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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Theory）64即從超理論研究途徑，在歷史社會脈絡下重新尋求國家

所在之方位（situating the state），目的在於重新檢視既有國家理論核心

假設以及缺陷。Martin Albrow著《全球世代：超越現代性之國家與社

會》(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65從剖析現代性

（modernity）討論傳統民族國家形成及擴張過程，從中檢視國家中心

論之謬誤，並指出現代性所形塑國家單一論已經衰退，如呈現於美國

霸權消逝，認為透過對全球化理論研究及對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

之體認，將可重新建構國家與國際關係新面貌，文化、族群、宗教、

發展、環境問題等將重繪國際事務版圖。 

前揭相關批判論點，對於國家研究提出問題包括：現有國關理論是

否足以解釋國家？ 在治理（governance）的概念下，國家是否已不適

用於當代世界？是否可摒除政治社會脈絡而加以理解國家？國家是否

必為國際關係之主要單元？是否有其他可替代國家之政治或文化實

體？等等。 

 

  貳、溫和途徑 

 

一、能動者與社會結構分析: 歷史社會學觀點 

 

將國家置於能動者與社會結構分析，隱含歷史社會學觀點，強調國

家本身變動可能性，即指涉與社會結構（如國際體系）相互辯證關係，

呈現別於傳統理論之對應關係，歷史社會學相關途徑、實證主義建構

主義等都採強調國家作為能動者之可塑性。事實上，歷史社會學涵蓋

                                                                                                                                            
討論超理論的概念。 

64 Smith, Rethinking State Theory. 
65 Martin Albrow,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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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學說亦相當繁雜，與批判理論、建構主義等 亦有相互重疊之處，

如建構主亦強調社會建構概念，即被視為歷史社會學的一種觀點。 

一九八 O 年代，政治科學重新檢視國家概念，社會學研究途徑已非

囿於馬克斯唯物論，歷史社會學成為更有力研究途徑，重要學者如：

Theda Skocpol, Anthony Giddens, Michael Mann等提出較為宏觀國家理

論研究觀點；66另 John Hobson亦採取歷史社會學作為國際關係研究途

徑，著重於「能動性」為分析層次，認為國家具備「國際能動力」

（international agential power），可不受國際結構約束，更可進一步形塑

國際結構。Hobson逐一檢視傳統主流理論對國家解釋之缺陷與不足，

同時也援引其他學科分析架構，如社會學便可提供重要研究途徑，其

中以結構行動研究架構為例，強調國際結構與國家行為者間相互影

響、形塑關係，強調國際關係一如社會關係，規範係結構與行為者相

互建構而成，規範與慣例固然對行為者具有約束、限制，行為者亦具

有改變規範與慣例之能量。Hobson於二 OOO 年所著《國家與國際關

係》（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書，67 被視為討論國際關

係中國家理論較具系統性之專書。渠從結構與行為者雙重能動性歸納

國家行為與類型，並對現有國際關係理論進行分類，並提出關於國家

理論兩次大辯論，分析比較國家中心論及非國家中心論之重要理論。

該著作已為學界視為近期研究國家與國際關係之重要文獻，惟該書仍

如多數國際關係理論書籍，流於個別理論陳述，而較少探討國家中心

論形成與轉變過程，理論討論呈現水平陳列型態，而無法提供較具思

辨觀點。 
                                                 
66 重要著作為：Theda Skocpol, “Brining the State Back in :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B.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85). Michael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67 John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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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Hendrik Sprut所著〈歷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中的體系理論〉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System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文，

亦從歷史社會學觀點反思國家中心論諸多謬誤，其重要觀點在於指出國

家中心論係根植於現代主義的命題、深受西發里亞國際體系所形塑，並

指出國家中心所指涉國家，趨同現代國家、主權政府等統治形式，如同

上揭反思文獻，Sprut亦強調對國家疆域、權力等集中及界定必須重新

思考之，而社會多元力量係重要觀照面向，作者歷史社會學觀點呈現建

構主義意涵；該文對於理解國際關係理論中國家對應統治形式及權力形

態深具效益，惟僅著重新現實主義國家中心觀點之批判，其中又專以

Waltz觀點作為檢視面向，因而無法全觀其他國家中心論觀點之反思。68 

    

二、後國家時代之研究分析: 全球化與國家辯證關係 

 

    所謂後國家（post-state）時代，意指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情

勢歷經冷戰、石油危機、區域整合、冷戰結束及全球化發展及前二 OO一

年發生在美國紐約九一一事件等，已呈現別於西發里亞型態國家社會，

James Rosenau所提「後國際」（postinternational）一詞亦有相互呼應之處。
69後冷戰、全球化的國際關係中，國家角色不必然遭到否定，惟隨著國際

體系擴大至全球社會（Global Society）之政治空間，70 安全及主權與國家

對應關係受到檢視，另非國家行為者角色受到關切。 

                                                 
68 Hendrik Spruyt,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System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2 (1998), pp. 340-353. 
69 James N.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70 檢視關於討論「全球社會」相關文獻，呈現頗為繁雜概念陳述，究竟全球社會所指涉範圍及

內涵為何，仍為發展中概念（evolving concept），然作為一個分析概念，仍須較為詳實定義。

作者認為研究全球化議題學者Martin Shaw所持定義頗為具體，並同時呈現新舊行為者形貌。

依據渠定義，全球社會可被理解為一個分歧社會範疇，現代生產、市場、傳播及文化與政治

現代化所統合力量，與其他全球性、區域性、國家級及地方性單位等互動關係; 全球社會不

應被視為單一體系，而是被視為許多特定系統社會關係所涵蓋領域。相關討論見： Martin 
Shaw, Globa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ological Concepts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Chap.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探討：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27

石油危機發生，說明經濟利益與能源安全亦為國家應該追求權力內  

涵，另區域整合如歐洲聯盟（European Union, EU）、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以下簡稱東協）等政治

經濟整合進程，說明國際制度對國家權力的影響，另全球化與冷戰終結，

則提供建構主義發聲契機，前蘇聯戈巴契夫推動開放改革，採取和解、合

作的對外政策等﹔諸多創新作為說明國家認同與利益改變的事實；另在全

球化聚合（convergence）的過程中，傳統理論所認為單一、整合主權國家

形式，出現多元面貌，任何國家都受到全球權力結構若干限制與規範。國

家概念之探討場域，已從軍事中心國際體系，擴大至以全球為概念投射出

的政治空間，全球社會提供一個分析架構。David Held 與 Anthony      

Mcgrew所編著《全球變動讀本》(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一書，

有系統地呈現一些全球主義重要論點，認為全球化確實對國家角色與權力

造成衝擊，71 惟相關著作呈現關於國家角色之負面評斷，過度強調一些新

興非國家行為者角色，如非政府組織（NGOs），而無法對國家內涵變化有

所探討。 

Joseph A.Camilleri、Anthony P. Jarvis 及 Albert J. Paolini 等學者所     

編一書《轉變中的國家》（The State in Transition），呈現如何從全球政治角

度審視國家概念，即在全球化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脈絡下，重新思考國

家。72 James Mayall 也認為國家並沒有單一形式，而是呈現多樣性，另與

其研究想像中國家，爭辯理論中的概念與定義，並無助於瞭解國家，而是

應在全球多元社會與文交織脈絡下，對真實世界國家的型態進行多樣性的

研究。73  

另在主權面向，一些學者稱國家主權與職能已不相稱，國家適應              
                                                 
71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72 Joseph A. Camilleri, Anthony P. Jarvis, and Albert J. Paolini eds., The State in Transition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73 Mayall, “The Variety of States,” pp. 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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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權力結構能力有優劣之分，司法主權已非構成國家地位唯一要     

件，並非所有國家行為者都符合現代國家內涵，失敗國家（ failed      

state）問題已呈現「主權鴻溝」（sovereignty gap）的困境，這說明理論中

國家與現實中國家存在實際與想像的差距。74 Stephen Krasner 提出四種主

權意涵，用以檢視國家對應主權的關係，分別是國內主權（domestic 

sovereignty）、75互賴主權（interdependence）、76國際法律主權（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77及西發里亞主權（Westphalian sovereignty），78 提     

供分析國家所遭遇主權困境，並清楚區分出不同主權內涵。Krasner 指出，

大多數國家都可享有國際法律主權，然卻已失去國內主權如失敗國家，若

一國受到國際干預（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便失去西發里亞主權，而

無法管制國內外交流包括勞務與商品，則是被視為缺乏互賴主權。79 當前

國際秩序仍強調以國家為主體系，惟僅有法律主權仍較少受到侵害，其他

三者，對許多國家而言，都已經歷重大挑戰。80  

Raia Prokhovnik 所 著 一 書 《 主 權 ： 當 代 理 論 與 實 務 》     

（Sovereignties :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81 亦從主權概念      

探討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形成，稱傳統國際關係理論對主權狹      

隘理解，導致對國家理解有限，而主權與國家間形成似是而非之模糊關

係，亦使國家概念更加曖昧不明。渠稱主權並非係一淺薄概念，相反地，

主權本身即富多元意涵，可做理論性之探索；另認為對主權概念解構及重

新理解，可探索後國家時代之政治可能性，即發掘非國家行為者的角色及

                                                 
74 Willie Henderson, “Reality and Illusion in the Acquisition of Statehood,” in Cornelia Navari ed., 

The Condition of States: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7-43. 

75 涉及國家權威與控制力量，政體中合法權威的認定與權威有效執行的程度。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4, pp. 11-12. 

76 涉及國家控制力量，國家管跨國交流能力。Ibid., p. 4, pp. 12-14. 
77 對具有正式獨立管轄權的領土實體所給予認同。Ibid., p. 4, pp.14-16. 
78 將外來者排除於一國領土之外。Ibid., p. 4, pp. 20-24. 
79 Ibid., pp. 3-25. 
80 Ibid. 
81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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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國家之政治管理社群。 

另 Andrew Linklater 所著《政治社群之轉變》（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一書82視國家為政治社群，並認為道德基礎係重構國

家邊界與內涵之關鍵，全球化、族群政治、國內外社會力量等，不斷形塑

國家疆域實質內涵，並確定新的規範價值，渠指出國際關係已進入後西發

里亞世代（Post-Westphalian era），新的道德倫理（ethics）及繁密對話關係

（dialogue）促成國家此一政治社群不斷轉變，國家仍為重要角色，惟已出

現別於概念生成初期之規範基礎。 

   相較於前揭文獻，呈現對於國家中心論較為負面論點，一些文獻則是

採取較為正面看法，在既有的學說論點進行正向修正，如Martin Shaw著

《全球國家理論》(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一書83 提出「全球國家」

（Global state）概念以重新論述國家理論，出有三大論述對國家概念之解

構及重構具有影響力，分別是：後現代性（post modernity）、後冷戰國際

情勢及全球化之概念等。84 Shaw 並不認為國家將為其他行為者所取代，

後國家途徑亦非解決國家理論困境之方案，渠以全球性（globality）為分

析觀點，重新解釋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權力網絡下權力構成，並認為當代民

族國家已非西發里亞時期所定義者，而是衍生出新的意涵與權力型態，全

球性下民族國家可同時保留傳統及新生意涵，並仍為國際政治不可或缺行

為者。Shaw 觀點呈現國家中心論之全球性分析途徑，提供全球化與國家

兩者新的辯證關係，惟關於辯證關係內容出現混亂之感，無法準確說明傳

統國家與全球國家間究屬何種關聯。 

另 Gene M. Lyons 及Michael Mastanduno 兩位學者編著《超越西發里

亞？國家主權與國際干預》（Beyond Westphalia? : State Sovereignty and 

                                                 
82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 (Columbia, S.C. :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83 Shaw,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Globality 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8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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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一書85 討論西發里亞典則是否已消失於當代國際

關係之中？國家角色重要性是否持續？書中相關著作指出，國家主權受到

挑戰並非始見於近代，早於民族國家萌生之初，主權便不斷受到限制，而

國際干預並未意謂國家主權將整合於國際最高權威，國際合作制度確實限

制國家主權行使，惟國際秩序仍以主權國家為基礎，西發里亞典則並未消

失，傳統主權國家仍為國際政治基本構成。前揭文獻隱含對國家中心論觀

點之維護，惟亦指出當代國際關係實存國家已非囿於傳統民族國家概念架

構。上揭文獻雖強調國家主權已受到限制，國家從未具有排他性領土管轄

權，惟仍無法跳脫自由主義基本論述。 

上揭文獻呈現對反思國家中心論不同分析途徑及觀點，惟都無法建立

起較周延分析架構，或忽略國家中心論觀點並為單純由國家此一實體與概

念所建構，而是憑藉其他概念結構，即安全、主權及國際體系等三者，三

者與國家呈現相互強化、連結之強勢論述，相關文獻均僅能呈現部分關

連，而無法建立起其等與國家相互涵化關係。另諸多文獻致力於解構國家

中心論之認識論基礎，惟過於強調超理論批判，而無法顧及國家之於實存

的意涵，即國家雖非超歷史、超時空實體，惟其對國際政治影響力，亦可

視為歷史社會實存。作者盼在呈現批判、反思觀點同時，避免落入相對主

義虛無感，另呼應上文研究目的，本論文亦在探索兩種認識論間（實證主

義與後實證主義）、國家中心論肯定論及否定論間兩者的合成觀點。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研究途徑 

 

壹、研究方法 

 

                                                 
85 Gene M. Lyons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Beyond Westphalia? State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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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係質化研究類型，透過蒐集、閱讀相關

文獻，一方面歸納國際關係理論中何謂國家中心論之假定、分析架構及論

點等，另一方面則是演繹相關學派如後現代主義、批判理論及建構主義等

反思觀點(見圖六)，文獻來源包括（一）中英文專書、期刊（二）相關中

英文網站；另文獻蒐集取向集中於（一）國際關係理論專論，包括傳統理

論、新興理論及理論辯論之探討等（二）探討檢視安全論述相關文獻資料

（三）探討檢視主權論述相關文獻資料（三）探討檢視國際體系研究相關

文獻資料。 

 

貳、研究途徑 

    

一、認識論、本體論及方法論途徑 

 

   實證主義指涉認識論、本體論及方法論之運用，共同促成理論、學說、

分析架構及觀點等之建立，後實證主義亦同，建立非實證或反實證理論

架構與觀點亦涉及概念建構，提出觀點之觀點，亦呈現另一種認識論、

本體論及方法論觀點及途徑；爰此，透過文獻分析，對國際關係理論國

家中心論之檢視，本文係從理論構成的認識論(如何認識國際關係)、本

體論(國際關係本質)及方法論(如何研究國際關係)等，加以解析國家中心

論觀點構成及解構歷程。 

 

二、安全、主權及國際體系之反思途徑 

 

   將分從安全、主權及國際體系等三個面向，加以檢視國際關係理論中

所指涉關於國家之論述，進而說明國家中心論觀點形成及受到強化過程。

另將依循上揭三個面向，復以後實證主義研究途徑進而解析傳統論述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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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 

 

三、合成途徑 

 

    實證主義建構並強化國家中心論之真實性，後實證主義則在於推翻該

真實性，惟從實存脈絡觀之，國家之於國際政治仍具影響力，從實證主義

到後實證主義，本文將探索折衷實證主義及後實證主義兩者之合成途徑，

來重新規劃國家中心論之解釋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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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研究途徑解析示意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第四節 研究範圍及限制 

 

本文核心在於透過檢視國際關係理論關於國家之討論與批判，惟國際

關係中關於國家之討論相關學說理論繁多，作者研究範圍係限定在一九五

O 年代前後迄今理論，並涉及探究國家之相關理論。另為便於分析清晰度，

以下將對本文所指涉國家一詞之基本命題及特徵加以陳述。 

 

壹、一九五 O 年代迄今國際關係理論 

 

本文研究範圍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約一九五 O 年代前後為起點）

國際關係理論及世局發展脈絡下，檢視不同理論體系，理解國家概念如何

被建構，並加以強化，以及後來受到解構的力量來自何處，整體而言亦可

指涉對於國家中心論觀點的回顧與檢視，以及遭遇之批判為何。其中特別

是對國家重新檢視的反思理論，向為國際關係理論研究所忽略，作者盼清

楚呈現後實證主義如何國家概念進行探索。本文以國際關係三次大辯論為

演繹 
解釋前者構成隱含推

量、權衡及裁量(排除
或納入)意涵及手段 

歸納 
國家中心論觀點之

構成之論述體系 
(安全、主權、國際體
系) 

合成 
重新規劃國家中心

論觀點的解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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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透過各理論對話（或對抗）關係，有系統地建立國際關係國家概念研

究之圖譜並細究國家角色之變化。 

國家中心論長久以來，為研究國際關係國家理論主流觀點與途徑，隨

著國際關係發展趨於多元、複雜，以及反思學派揭示檢視與解構論述，均

使得研究者或決策人士重新思考國家中心論內部邏輯適合性以及解釋力

問題，這突顯國家中心論不足與限制。二十世紀末，混亂、動盪、不安等

名詞成為形容國際情勢常用措辭，國際關係中慣用秩序或穩定等概念，係

根值於以國家為中心並可控管之秩序，當國際活動超越國家所能負擔或因

應者，便出現決策者所言混亂或失序。不可否認地，國際關係中，國家確

實有著重要的能量，然而國際關係一直也深受非國家行為者之作用，多國

籍企業、教會系統、跨國壓力團體、傳播科技、亦即不同形式個人行為者，

如非法移民或是購買進口品國內消費者，86 要發展出有效規範來制訂秩

序，變得更加困難，如解決地區或國內衝突，國際策略效益時受質疑。87  諸

多現象說明，國際關係很難全然受制於國家中心秩序，這隱含國際社會朝

向分群的發展，而非走向管制的社群。88 國家中心論受到來自多元主義、

全球主義及後實證主義等挑戰，企圖要發展出非國家中心或後國家中心理

論或途徑。本文將逐一討論國家中心論指涉「國家」意涵與對應國家型態、

為何會國家中心論成為國際關係研究之主流觀點與途徑？國家中心論理

論包含哪些理論學派？國家中心論研究限制以及反思主義之反動、批判為

何及有無研究國家中心論整合性觀點等問題。 

 

貳、關於國家概念一些基本假定與問題討論 

 

  中文字義的「國家」對應多種政治、文化、意識型態等概念內涵，探

                                                 
86 Badie and Smouts, “The Turnaround of the World,”pp. 85-86. 
87 Ibid., p. 86. 
88 Ibid.,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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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本文主體（國家）前，作者認為有必要釐清主體範疇，即何謂國際關係

中的國家，以及其相對應概念如主權、安全、政治空間及與社會相對關係

為何，這些概念體系與國家這個主體相互建構成強勢論述，並成為主流觀

點，成為傳統國際關係理論分析命題，後來也成為反思主義所挑戰。 

中文「國家」一詞，包括 country, nation及 state等。三者之間相互構

成某成意義之關聯，深究其個別定義， “Country”意指一個地理場域(a 

geographical area)；“Nation” 意指有共同習俗、源頭或歷史之一個民

族；”State”則指涉對特定領域行使主權之一組公共治理機構。本論文所申

論之「國家」一詞，專指”State”而言。 

即便僅就”State”一詞，仍難以歸納出單一標準的定義，該詞係長期演

化的概念內涵，具有抽象、混亂感，社會學家Micheal Mann指出，國家（state）

無疑是個混亂的概念，即便無法充分界定或釐清其內涵，在國際關係研究

中仍無法規避研究其特徵與作用為何。89  

綜上，基於法律關係建立、分析便利性或是尋求展現主權具體表徵，

國家被化約成一個經過整合且具單一代表性的公共權威，這成為國際關係

傳統理論對國家的基本命題。早期國際關係學者寧將其視為單一之個體，

而不願深究、分析其內涵及概念為何？亦迴避理論性及歷史社會學脈絡之

探究，他們對國家的討論，著重於國家在國際政治中之重要性，其自主性

之多寡，對於國際和平與衝突影響為何等問題。後期理論學說如批判理

論、建構主義等，因受到社會科學後實證主義之影響，開始從「解構」的

觀點與途徑，審視國際政治之本質，進而探究國家作為一個模糊整體之優

越角色，所涉及知本體論、認識論及方法論之問題，他們大抵企圖突顯國

家係為一虛構概念，具有流動、不一致、宰制等之特性，國家之於國際關

                                                 
89 John Schwarzmantel, The Sat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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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必然及優越性，是在現代主義強勢論述下所建構之意主觀意識，並非

如實證主義理論所言，係反映客觀律法。 

針對國家概念，在學術研究中，可總結出幾個重要的問題意識，包括：

何謂國家？國家應為何？起源與基礎為何？國家與社會關係為何，又兩者

最適關係模式為何？國家應有的作為為何？國家利益為何？以及國家間

關係特色為何等等問題。90 基本上，這些問題形塑國家中心主義的研究取

向，認同國家之於國際體系必然性，這成為一九八 O 年代反思理論批判的

重點。 

 

參、研究限制 

 

本文目的在於呈現國際關係理論關於國家中心論觀點、途徑等之構成

及反思，分別從傳統理論及反思理論兩大體系加以檢視。本文研究旨趣雖

在於理論性探索，惟涉及國家討論之相關理論實為龐雜，爰無法蒐羅詳盡

並逐一陳述，以現實主義而言，在明確國家中心論觀點下仍有不同分派，

自由主義亦屬龐大理論體系，另馬克斯主義發展出分歧理論學說，而反思

主義的相關理論因承繼不同學科傳統及學術脈絡，批判觀點呈現各說各話

之情形，「批判」、「解構」呈現一個不確定之概念，無法對傳統理論做出

一個「審判」。另鑒於反思主義理論發展尚未出現終局，許多論述仍在進

行當中，作者除無法一一詳述之外，易無法評斷對國家理論之最終影響將

是如何。上揭各點說明本文研究限制，也指出作者研究目的非在於「重述」

理論的內涵，而是從理論發展過程，呈現、歸納國家中心論觀點之變遷。 

 

 

                                                 
90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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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安排 

 

重新檢視國家命題，呈現幾個重要問題意識：第一、國家中心論指涉

國家意涵及對應功能角色; 第二、國家中心論對應主權、安全及國際體系

之論述及相互構成關係; 第三、反思主義對國家中心論之批判、解構途徑，

以及第四、有無合成、整合觀點研究途徑等。論文章節安排說明如下： 

第一章 緒論：本章說明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研

究範圍與限制等。 

第二章 國家中心論之意涵與生成：國家中心論為國際關係主流觀點與途

徑，隱含國家絕對優越性及必然性，即國家作為國際政治核心角

色及國家政策決策主導者。國家中心雖係主流概念，惟關於國家

中心論所指涉國家，卻有其探索空間並具豐富意涵。國家並非獨

立概念，國家中心論點受到學術及決策界信任或推崇，係其他概

念、論述支撐、強化所致，主要係關於主權、安全及國際體系之

推定論述，國家在其中被賦予現代國家角色、主權國家地位及安

全國家之功能等。上揭命題與假設被視為客觀典則，這係社會科

學實證主義影響所致，另歐洲現代性思潮所形塑政治發展也深刻

影響國際關係理論發展。本章將探討國家中心論中所指涉「國家」

概念內涵、實證主義影響及主權、安全等傳統論述如何強化國家

中心觀點，另亦將討論關於國家理論辯論形式等。 

第三章  國家中心論三種觀點：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馬克斯主義：本章

說明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馬克斯主義分別呈現三種國家中心論

觀點，分別為國家中心（state-centric）、多元中心（multi-centric）

以及全球中心（global-centric）。該三者所指涉國家概念相近，呈

現現代性意涵，惟馬克斯主義對國家功能角色係採取負面批判。

一九七 O 年代國際關係出現典範間辯論（paradigm debate），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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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關於國家中心論之三種分析觀點。 

第四章 反思國家中心論：批判、解構途徑：本章將探冷戰終結前後，國

際情勢轉變。另受到歐陸批判思潮影響，反思主義理論開始對傳

統理論有所反動，逐漸形成國際關係第三次大辯論的形貌，後實

證主義之批判與解構精神，遂展開對國家中心論之廣泛檢視，具

體呈現對主權優越、國家思維安全及無政府等之剖析。本文將申

論國際第三次辯論下，後實證主義對國家中心論產生之衝擊為

何？相關對應理論如何解構上揭論述，及呈現反思主義之主權、

安全及國際體系之概念。 

第五章：再建構國家中心論：建構性與全球性兩種途徑：本章旨在探討

歷經理論反思，國家理論如何形成兼具傳統及創新論述之國家

中心論觀點。本章將探討種關於國家中心論研究途經，一為建

構性國家中心論觀點，二為全球性國家中心論觀點。前者強調

國家中心觀點真實性，惟以建構性觀點作為分析架構，強調能

動者與社會結相互形塑關係。後者提出全球化已非為分析變

數，即辯論全球化與國家角色消長關係，而是以全球性為分析

概念，探討國家具全球性意涵主權、安全新論述等。 

第六章：失敗國家之啟示：本章透過對失敗國家之討論，期檢視傳統國

家理論適用問題，探索實存國家與前揭現代國家、主權國家及

安全國家等無法對應困境，以說明國家與傳統主權、安全等觀

念不對等連結之內在矛盾，另也藉此陳述理論邏輯合適性與道

德理念和實存世界實有差距，國際實踐已出現後國家中心論方

案，如全面國際干預，惟目的仍在於保全傳統以主權國家為基

礎所建立國際秩序。 

第七章：結論，本章包括研究成果與貢獻、研究問題與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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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家中心論之意涵與生成 

 

國家中心論為國際關係主流觀點與途徑，隱含國家絕對優越性及必然

性，即國家作為國際政治核心角色及國家政策決策主導者。國家中心論雖

係主流概念，惟關於國家中心論所指涉「國家」，卻有其探索空間並具豐

富意涵。國家並非獨立概念，國家中心論點受到學術及決策界信任或推

崇，係藉由其他概念、論述支撐、強化所致，主要混合關於主權、安全及

國際體系之推定論述，並與西方政治發展相互涵化下，國家被賦予現代國

家角色、主權國家地位及安全國家之功能等。上揭命題與假設被視為客觀

典則，這係社會科學實證主義影響所致，另歐洲現代性思潮所形塑政治發

展亦深刻影響國際關係理論發展。本章將探討國家中心論中所指涉「國家」

概念內涵，另探討實證主義影響所及為何，及主權、安全、國際無政府等

傳統論述如何強化國家中心觀點，另亦將初探關於國家理論辯論內容等。 

 

第一節 關於國家中心論中的「國家」概念 

 

國際關係中對國家概念根本認識，涉及四個要素，分別是異化、集中

化、對於領土範圍之權力行使以及對特定領域具行使權威之獨占權力。91 

基此，國家便與「社會」或「公民社會」的概念有所區隔。92 國家作為最

高統治階級，其行政中樞對合法暴力具有獨占權，合法性基礎來自國家係

公民社會之保護者及推動社會與經濟轉變之能動者。93 其暴力使用基礎對

應國家主權不可分割性及優越地位，國家汲取特定明確領土之主權權威正

                                                 
91 Shaw,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p. 9. Held and McGrew,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p. 9. 
92 Held and McGrew,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p. 9. 
93 Mayall, “The Variety of States,”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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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來自其自認可提供人民不同公共財，包含：抵抗外來威脅、維持國內

法治及秩序，並提供經濟福只及社會正義等。94 據此，國家透過對公共與

私人空間之劃分，界定排他政治邊界，也與公民社會政治活動做出區隔，

隱含對政治空間集中化及制度化。95 上揭切割與排他，隱含國家凌駕社會

之上認定，亦呈現國家中心論的國家與社會關係。96另從國家地位

（statehood）面向加以檢視，亦可清楚觀察到國家對外及對內所展現之整

合權力形式。國家地位構成，可從兩個部分加以界定：第一為不同權力中

心間之無政府、競爭、暴力主權等綜合概念組合，第二係社會內部權威、

獨占關係、控制及壓制等概念組合，97 此隱含僅存在單一國際體系，即國

家間關係，而國家係整合單一之正式制度實體，係社會強化鞏固中心，已

與社會、經濟、文化等做出區隔，另國家並不涉入個人間互動關係，而是

扮演整合複雜關係之權力架構。98 其對外展現領土主權概念，主權國家係

國家及國際之合法權力，國際關係的主權概念為無政府關係所制約，這形

塑國家地位被視為理所當然之論述。前揭論點指涉：每個國家成員所具備

國家地位形成要素與條件無異，且有一套全體適用的標準，一旦取得國家

地位後，亦將永久保留。 

國家概念之建構，源自於其所生領域之界定，即國際關係本體之範疇

設定。傳統對國家的一些基本假設，係源於現實主義的世界觀，或言對國

際政治的本體認知。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主流理論，更加強化國

家與國際體系間的命題，即國家中心論觀點。對現實主義而言，國際政治

投射出國家間敵對、不信任，衝突亦發之場域，其所對應為現實主義觀點

                                                 
94 Stephen J. Del Rosso, Jr, “The Insecure State: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and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 Daedalus, Vol. 124, No. 2 (1995), pp. 175-207. 
95 Badie and Smouts, “The Turnaround of the World,” p. 86. 
96 林德昌，《廣東省與四川省的國有企業改革：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詮釋》(台北：成文，2001

年)，頁 21-26。 
97 Shaw,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p. 180. 
9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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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系。歐洲民族國家權力強化，塑造出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國家社會

（society of states），並形塑出主權對等原則，即所有主權獨立國家原則上

都應成為國際秩序之完全及對等成員。此典則亦可追溯自一六四八年結束

三十年戰爭後簽訂西發里亞條約。當時，西發里亞條約確立同質主權單元

政治形式，直至十八及十九世紀初，獲得國際法基礎，確立國際體系典則，

包含：領土主權、國家法律平等地位、不干涉他國內政、國家同意係國際

條約基礎等原則，共同形塑國際現代秩序內涵。99 國家與國際體系建立緊

密相連關係，國家係世界秩序基礎，具有相對自主性，隱含具有一套單一

目的之單一現象，可與社會、經濟與文化整體作出明確區隔。100 另國際

社會一向指涉國家間關係，理論學說或國際實踐均認為僅有透過國家主動

干預才得以維持國際秩序，另亦僅有國家得以維持國際穩定。基此，外交

關係被視為管制國際關係優良方式，戰爭係衝突唯一呈現形式，同時也為

各個國家行為者政策實行之延伸。101 

現實主義一些命題與推論，建構國家中心論基本論述，102 包括： 

1. 國際政治係由主權國家所組成; 

2. 沒有世界政府，因此便沒有所謂國際秩序管理者; 

3. 缺乏世界政府或秩序管理者，因此國際政治係無政府狀態。 

上揭論點成為實證主義國際關係理論對於國家之基本論點，惟並不對國家

所對應型態、功能為何，因認定國家具有無法懷疑之重要地位，賦予國家

正面意涵；傳統國際關係理論並不特別討論國家構成或正當性來源等問

題，而是在所有討論之前已存在對國家功能、角色、特性等之推定與信任，

主要採取Max Weber的國家意涵，即國家對暴力工具之掌握；103 新現實

                                                 
99 Ibid., p. 9. 
100 Ibid,, p. 11. 
101 Badie and Smouts, “The Turnaround of the World,” pp. 85. 
102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p. 13-15. 
103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1991) p. 71 另Weber重要論點為所有國家組織初始皆為官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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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對國家命題亦頗為清晰，即國家係主權政府，具有守護國內社會之守

門人(gatekeeper)角色。104 另觀自由主義強調個人主義，並延伸出國家係

保全個人財產及社會秩序之權威組織，建立國家權力與個人權益間契約關

係，此等契約關係賦予國家至高無上優越地位，亦以之劃分國家對其他政

治社群、社會團體及個人之兩元關係，個人主權與國家主權形成兌換關

係，從中建構個人主義與世俗主義間關連，國家成為個人主權微型結構，

並且為理性律法所支配，強調人的不可侵犯主權領域、脫離宗教勢力均被

視為理性作為，而具有非人格化、公共性及官僚組織之國家型態成為理性

作為之實踐。105 綜合關於上揭國家繁雜的功能、特徵之描述，歸納而言

即是對應現代國家、主權國家及安全國家之內涵，其中對於主權及安全相

關論述係鑲嵌在國際無政府之推定（國家間自利、衝突關係）。 

 

壹、國際關係理論中之國家意涵 

 

國際關係理論對於國家之定義，源自於西方現代政治之基本單元，即

對應現代國家概念，構成國家中心論指涉國家原型。現實主義傳統強化國

家自利、求生存、不斷競爭等特徵，另自由主義（或理性主義）則強調國

家追求極大利益、精於估算利害得失、整合社會差異等特性，106其衍生出

主權國家、安全國家等角色功能。下文即將說明國家指涉關於現代國家、

主權國家及安全國家之概念說明。 

 

一、對應現代國家概念 

                                                                                                                                            
織, 見: Sandra Halperin, “Shadowboxing: Weberian Historical Sociology vs State-Centr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2 (1998), p. 
337. 

104 J. 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Vol. 20, pp. 559-592. 
105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s, pp. 86-90. 
106 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呈現西方現代性思維，對應西方政治發展經驗，其中理性概念即為現代

性所推崇者。下文將說明「現代性」對上揭二理論傳統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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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方政治思想脈絡，國家概念被化約為「係非人格化及享有特殊合

法及憲政秩序，具有對特定領域行使行政及控制之職權」（an impersonal and 

privileged legal or constitutional order wit the capacity of administrating and 

controlling a given territory）。107 事實上，早在古代便有上揭概念，然而

十六世紀以降，隨著歐洲國家體系發展，國家概念才有清楚面貌及特徵。

Nicoolo Machiavellu、Jean Bodin、Thomas Hobbes及Marx Weber等人的重

要著作或言論，建構現代國家的形貌，同時也逐漸使得該國家型態成為國

際關係中所指涉之「國家」的基本特徵。108 Weber主張國家維持廣泛的權

力與龐大的官僚，其正當性來自於它能提供人民「公共財」（public goods），

認為國家就是壟斷正當暴力的機構；國家係透過高度精細的社會分工所建

構起來的，假使沒有分工，國家就不可能存在，另國家乃是為了維持秩序

而實行專業化與中央集權的機構，像警政或法庭，一旦獨立於其他社會生

活而存在，即表示國家已經建立。109 Hobbes 認為國家係由人類刻意創造

的主權體，作為維持秩序之工具，倘無國家，將導致毀滅性衝突以及兵戎

相見之混亂世局。110 國家概念從脫離宗教宰制的脈絡中衍生，長久以來，

被視為去宗教化的政治中心，權力集中於斯。換言之，國家可謂世俗化並

權力集中的政治組織。111 

Richard Cox指出，國際關係中所指稱國家，係為「具有疆域性、相對

整合及自我治理之政治社會」（ any territorial, relatively integrated, 

self-governing political society），112 不同於古希臘「城邦國家」（city state）
                                                 
107 David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p.11. 
108 Ibid., p.12. 
109 李金梅、黃俊龍譯，Ernest Gellner著，《國族與國族主義》（台北：聯經，2001 年），頁 5。 
110 Schwarzmantel, The Sat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 8. 
111 Ibid. 
112 Richard H. Cox, “Introduction” in Richard H. Cox ed., 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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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早期「朝代國家」（dynastic state），亦不同於當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

而是指涉具有現代概念之政治實體。113 就某種意涵，前揭所指國家意涵

可從現代國家概念加以詮釋。現代國家係一相當特殊的統治型態，其特徵

有：114 

1. 國家是一個或一組明顯單獨的組織，界定出公共與私人部門 

2. 在其領域內，國家擁有主權，或最高的權力 

3. 國家主權及於既有領土中的所有個人 

4. 官僚組織的結構與編制 

5. 國家有能力徵稅來從事活動  

 

綜合相關文獻，現代國家基本功能可概括如次：（1）合法獨占武力工

具；（2）行政控制；（3）財政管理；（4）人力資本投資；（5）公民權利與

義務之劃分；（6）提供基礎建設措施；（7）市場形成；（8）國家資產管理

（包括環境、資然資源及文化資產）；（9）維持國際關係；及（10）建立

法治秩序等。115 國際關係理論所指涉國家，基本上都隱含現代國家的特

徵。古代或現代，國家主要特徵表現在其所具備之強制與宰制的力量，惟

本文分析的國家隱含現代國家內涵，116 和古代國家不同的是，現代國家

係唯一專業分工的龐大組織。 

上揭諸多論點深受一六四八年西發里亞條約所形塑，認為建築現代國

                                                                                                                                            
Francisco: Chandler, 1965), pp. 10-14. 

113 Ibid. 
114 羅慎平譯，Patrick Dunleavy, Brendan O'Leary著，《國家論：自由民主政治學》（台北：五南，

1994 年），頁 2。 
115 Ashraf Ghani, Clare Lockhart and Michael Carnahan, Closing the Sovereignty Gap: An Approach 

to State-Building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5), p. 6.  
116 現代國家出現於十八及十九世紀西歐及其殖民地，其源自十六世紀末。現代國家和早期政治 
統治不同，其主張主權、領土與合法性間對稱與對應關係。見：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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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形貌，係進步歷史發展，認為揚棄過去人類生活老舊、雜亂、沒有效益

之行事風格，改以世俗、整齊、理性之進步方式。117 現代國家之成形、

興盛，對應理性概念之擴展。118十八世紀理性主義盛行，亦是現代國家概

念發展頂峰。對於現代國家之推崇，係現代性具體表徵，認為現代國家係

特殊型態之社會組織，係呈現社會本之真諦及永恆表徵。119 這是鑒於現

代性與理性概念相通，現代國家型態被視為理性概念之具體實踐。120 另

現代性表徵也實現於國家與資本主義擴張，這一方面形塑現代國家應具備

角色與功能，另一方面也將權力更集中於國家這個政治組織之中，主權國

家概念強化國家權力之汲取與集中化。121 現代國家與國際關係結合，賦

予國家這個行為者或分析單元無限上綱地位，對抗神權、 宗教勢力等獲

獲取勝利成就國家獲取獨占政治地位，即從獲取管制跨地區性的宗教團體

的權力，進而延伸至行使暴力之合法獨占，並透過主權表徵成為內部社會

空間範疇之對外守門人。122 新現實主義所指涉國家實為現代國家意涵，

隱含行為同質、單一角色、功能之假設。現代國家說明國家功能特性，而

透過與主權概念相結合所產生國家表徵，呈現出政治單元間分立、無法重

疊的絕對主義，此種絕對主義，使得國家透過主權憑藉成為不同權力範疇

整合者。 

 

二、對應主權國家概念 

                                                 
117 Micheal Keating, “Sovereignty and Plurinational Democracy: Problems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Neil Walker ed., Sovereignty in Transition (Oxford: Hart, 2003), p. 194. 
118 Martin, The Global Chan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pp. 28-51. 現代國家成形與現
代     
  性概念蓬勃並行，亦被視為實踐理性之具體形式，理性被視為現代性核心內涵；所謂「理性」    
  即指涉丟棄舊有思想、體制等錯誤，具體而言就是揚棄宗教勢力，嶄新形式即表現在整齊劃 
  一的制度安排，官僚制度成為現代國家重要表徵發展。關於現代性討論見下文相關章節。  
119 Martin, The Global Chan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p. 43. 
120 Ibid., p. 53. 
121 Ibid. 
122 Spruyt,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System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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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家隱含權力不受到任何限制的意涵，不同於封建國家（feudal 

state）權力分散，其企圖控制或影響其他組織或附屬團體，展現出「主權」

的概念。123 主權成為賦予國家優越權力地位重要概念基礎，展現在權威、

權力、暴力及控制幾個面向上，124 其概念基礎衍生自私有權（private 

ownership）的觀念，衍生出對領土絕對權利主張及禁止他者僭越之排他

性，從中劃分出國內與國外政治空間。125 現代國家發展成民族國家之政

體，區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對疆域行使最管轄權，並成為為一合法使用

強制力量之獨占者，其正當性來自人民忠誠或是同意。現代國家別於過去

政治實體在之處，表現在領土行使權對應確定疆域範圍、對暴力獨占使

用、非個人化化政治權力結構及基於代表性（representation）及責信

（accountability）之合法性基礎。126 一六四八年西發里亞條約於上揭論述

亦具有深遠影響，為擺脫宗教干預，將政治單元整合於具有相同目的與功

能之主權單元，並建立起對等代表性之國家體系，並對主權對內（國內社

會）及對外（國家體系）賦予排他性權力，對內，國家具有凌駕社會力量

權威，對外，確立主權不可侵犯典則。127 從主權外部意涵，系基於領土

疆域之排他性權力宣示，實體疆界隱含排除外人之涉入，內外之分亦構成

我者對他者區分，於是分出敵我關係，安全意識亦被論述為抵禦外敵入

侵，主權明確切割亦強化安全外部面向及國家與安全兩者之疊合。128 

Hobbes 主權觀即闡明主權內外絕對意涵，隨著其論點之盛行，主權遂成

國家權力基礎及展現形式，國家於是被視為既存自主領土政治組織，主權

                                                 
123 David and McGrew,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p. 9. 
124 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5 Thomas G. Weiss and Jarat Chopra, “Sovereignty under Siege,” in Gene M. Lyons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Beyond Westphalia?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88. 
126 Held and McGrew,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p. 9. 
127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s, pp. 60-66. 
128 Del Rosso, Jr., “The Insecure State,” pp. 17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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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國家權力，以及國家係國家地位構成要素，這些論點強化國家長久以

來的優越性。129 

 

三、對應安全國家概念 

 

國際關係關於安全概念之界定，與國家緊密相連。「安全」二字，源自

拉丁文“securitas”，意謂 「無慮」(without care)，初始意涵有二，一為免

於危險，二為免於擔憂恐懼；130 據此，安全原有以人為本(people-centered)

之意涵，惟數百年以降，安全已與國家存有緊密關聯，而逐漸形成以國家

為本之安全概念，簡言之，國家中心安全可化約為抵擋外人所施以有組織

暴力，據此區分出國內/國外、我者/他者等有形及無形疆域。131 歐洲政治

發展強化國家與安全兩者關聯性。 

歐洲社會學及政治學傳統賦予國家扮演安全國家之角色。自由主義學

者 John Locke強調國家行使權力基礎係基於人民利益及授權，國家存在目

的旨在保護人民生命及財產安全；德國歷史傳統論點以Max Weber為代

表，認為國家是於特定領土具有合法暴力之獨占性機關；新現實主義學者

Waltz則主張不論國家體制為何，在國家安全前提下，國家對內及對外即

擁有絕對優越地位。秩序維持、社會整合、抵抗外來入侵、戰爭啟動等共

同建構國家與安全間對應關係。簡言之，國家中心之正當性，建立在有能

力提供人民及國家安全保障，這體現前揭現代國家提供人民公共財之功

能，另專就安全層次而言，國家隱含「安全國家」的概念，人民安全寄託

於國家的絕對權力中，國家成為發動戰爭之關鍵行為者，另對內為唯一使

用暴力的合法者。安全國家指涉兩種安全意涵，其一、對外係強大軍備以

                                                 
129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s, pp. 236-237. 
130 Del Rosso, Jr., “The Insecure State: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and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75-178. 
13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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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侵略者; 其二、對內係防止破壞國內和平穩定之蓄謀者。在兩種安全

意涵下，國家不論對外或對內，都可享有絕對權力，對外可發動戰爭，對

內可合理使用暴力維持秩序。132 另前文曾述，國家對特定領土範疇汲取

主權所附帶權威關係，其正當性來自宣稱有能力提供人民公共財，其中最

要者即為對抗外來威脅之安全承諾，另尚包括兌現現代國家對應公共角

色，如：建立國內法治與秩序、提供經濟福祉及社會正義等。133 關於國

家之安全角色，若干程度呈現不理性想像。Martin Albrow指出，一般認為

理性理念塑造國家中心觀點，這確實是事實一部份，惟尚有其他不理性因

素加以強化，在此不理性意味若干程度變動與創新。134 從現代性概念，

國家係非人格化，惟從不理性概念，國家被賦予人格化，國家與人性、父

權意識等相結合，這些都已非理性理解，而是施予想像與詮釋，現實主義

從性惡論解釋國家本質與作為即說明非理性觀點。 

將人民、社會安全齊一整合在國家安全之中，這反映 Hobbes的國際

觀，認為國際關係充滿競爭，十分危險，個人與家庭不論多強大，仍不足

確保自身安全，因此必須寄望於巨靈（Leviathan）。在 Hobbes的論述下，

國家被化身為人民安全守護者，人民權利整合在國家安全之下。國家被賦

予父權角色及男子氣概（masculinist）特質，暴力、權力及戰爭等三者共

構成國家的安全角色。現實主義國家意涵即安全國家的概念。135 

新現實主義賦予國家對外至高無上之自主性，認為不論國家形式與政

府體制為何，國家對外便不受國內社會力量牽制，可於無政府狀態之險峻

國際政治中充分行使權力，此等優越權力基礎在於一個假定：國家保障人

                                                 
132 Iris Marion Young,Global Challenge: War, Self-Determin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for  

Jus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77-140. 
133 Del Rosso, Jr, “The Insecure State: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and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75-207. 
134 Martin, The Global Chan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pp. 53. Martin指出，所謂的「不

理性」(irrationality)並非情緒用詞，而是學術概念，意指製造現代性之專業工作者，如科學家。 
135 Young, Global Challenge: War, Self-Determin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for Justice, pp. 7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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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及領土疆域免於他國攻擊與破壞。 

 

第二節 實證主義形塑、強化國家中心論 

 

實證主義對國際關係理論影響甚為顯著，強調客觀、價值中立、科學

方法準則建築理論認識論，從而架構實證主義本體論，並推崇具科學特性

之研究方法。國際關係理論第二次大辯論結果，行為主義勝於傳統主義，

說明實證主義之重大影響，另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蔚為主流地

位，亦說明實證主義取向理論之優越。科學原則深刻影響理論呈現國家中

心論特質之發展，科學概念隱含理性思維，理性概念根植於啟蒙運動，另

亦受到西方現代性思潮所刻畫。下文將說明實證主義及現代性概念對國際

關係理論之影響。 

 

壹、實證主義對國際關係理論發展之影響 

 

實證主義有三大主要發展，Auguste Comte 於十九世紀首次提出實證

主義這個名詞，以自然科學方法，發展出「社會科學」（science of society）

學科。136 第二項發展係以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為代表之邏輯實證

主義（logic positivism），主張科學為知識唯一真實形式，任何事物都無法

脫離科學而被理解，另道德及美學言論等因無法由經驗所認證或評斷，因

此就認知層次上並無意義。137 第三項發展可稱為折衷實證主義，源自邏

輯實證主義，惟已對前二者學派進行修正，其論點包括：(1)建立通則；（2）

                                                 
136  Martin Hollis, “The Last Post,”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4. 
137 Ibid., pp.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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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立先決條件；（3）對被觀察事件解釋歸納自前二者。138 折衷實證主義

對國際關係研究影響最鉅，國際關係理論第二次大辯論，即將實證主義該

學派相關論點運用於國際關係研究方法，也建構國際理論認識論及方法論

特性，接受實證主義諸多假設，包括：主體與客體區隔、自然主義以及科

學知識價值中立之特性﹔139 採取經驗主義, 認為透過觀察可獲得對事實

之理解，140 這是鑒於社會科學如同自然科學建立分析模型，觀察與經驗

係評斷科學理論之依據，141 至於無法透過觀察加以求證問題並無意義，

形上學或是倫理問題也無須特別研究。142 

概括而言，實證主義包含四個層面，分別是客觀主義（objectivism）、

自然主義（naturalism）、經驗主義（empiricism）及行為主義(behaviourism)

等，簡述如下： 

一、客觀主義：可獲取世界客觀知識，不論該知識是否來自主觀經驗。 

二、自然主義：人類及社會皆屬於單一自然秩序的一部份，可從單一科

學方法來探究其奧妙之處。 

三、 經驗主義：關於瞭解這個世界的知識最終僅能由經驗來判定。 

四、 行為主義：生命僅為致力於社會科學目的之四肢活動。143  

 

國際關係實證主義指涉國際關係研究所採取的認識論途徑，隱含對某

些方法論或研究方法之取決，144 如建立規律、採用檢證模式、分析技術、

                                                 
138 Ibid., p. 15. 
139 Neufeld,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38. 
140 Michael Nicholson, “The Continued Significance of Positivism,”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31. 

141 Ibid., p. 130. 
142 Ibid. 
143 Hollis, “The Last Post,” p. 304. 
144 Nicholson, “The Continued Significance of Positivism,” p. 12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探討：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51

量化及系統化等途徑。145國際關係理論一如其他早期社會科學，受到實證

主義諸多影響，社會科學實證主義要義包括認識論及方法論一些基本假

設，歸納簡述： 

一、事實之對應關係: 與形上學（metaphysical）或神學知識相比，實證

知識為可信者，這是因為其對應可觀察及經驗領域。146 

二、科學方法論之統合性：自然科學方法論證明係十分成功之途徑，因

此亦可運用於社會科學研究領域，這隱含自然主義（naturalism）內

涵，社會生活亦為自然整體一部份。自然主義認為，社會領域與自

然界同樣存在相同規律性，行為規律性可超脫時空，並符合與主體

與客體分立之原則。147 

三、科學知識具價值中立之特性：透過實證方法論所產出知識係囿於客

體領域之知識，即經驗世界。因此，科學知識並無法對非事實領域

相關問題表示意見，因為待解決中規範性問題並不是科學可以解決

者。148 另前述知識型態亦不受研究者價值判斷之影響。基於此，

實證知識可為不同價值取向之學者所接受，因而也提供建構科學互

動之共同基礎。149 價值中立隱含對事實與價值分立之假設。 

上揭要義在於說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共享的實證主義基礎，強調若社會

科學(包括政治學)要成為科學，則須採取全然價值中立的立場，此一立場

可使社會科學成為一個「自治領域」，並使社會學家專心致力於經驗研究，

另亦可免除傳統價值判斷的壓力，在「理性」引導下，有力抗拒傳統價值

判斷的批迫性，倘不採取全然價值中立立場，則不同學者將產生各具互異

                                                 
145 郭秋永，＜政治科學中的價值問題: 方法論上的分析＞，《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    
   第 5集，1981 年，頁 143-144。 
146 Neufeld,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33-34. 
147 Ibid., p.34. 
148 Ibid., p.35. 
149 Ibid., pp.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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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科學。150 

 

貳、國家中心論之推定：實證主義認識論、本體論及方法論相互形塑 

 

一、現實主義成為主流典範：國際關係第一次大辯論之影響 

 

國際關係理論第一次辯論發生自一九二 O 年到一九四 O 年代，為理想

主義與現實主義間之辯論。151 理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辯論，涉及政治理

論、哲學與國關本體論的問題。理想主義看重國際法與國際組織之重要

性，認為國際關係的本質是和平，促成國際和平的途徑是多邊合作。152 現

實主義則是強調權力政治，主張國際政治是充滿衝突的，和平的道路必須

透過國家權力的鞏固與提昇。從哲學層次來看，理想主義抱持烏扥邦的精

神，重視道德的概念，現實主義則是強調國際政治的衝突本質，並稱道德

係相對的概念，並非永世不變。153  

   首次國際關係理論辯論係對國際政治本質的爭論，如何看待國際關係

的問題。理想主義堅信人性本善，國際關係便是呈現此一特質，外在的世

                                                 
150 郭秋永，＜政治科學中的價值問題: 方法論上的分析＞，頁 135-136。 
151 Ole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p. 150. 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1989), pp. 236-237. Mark Neufeld,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7.  

152 相較於現實主義對人性及國際政治悲觀假設，理想主義的觀點則趨於樂觀，包括： 
(1) 人性為善，具有利他本質，因此能夠相互幫助及合作； 
(2) 人性中關心他人福祉的本質可以創造進步； 
(3) 人類惡劣行為並非源自人性，而起因自不良制度及結構安排，其使得人類行為自私，並

想加害於人，包括發動戰爭； 
(4) 戰爭並非不可避免，可降低其發生頻率並根除爆發戰爭因素； 
(5) 戰爭及正義係國際問題，需要集體或多邊國際努力，而無法單賴國家消除其等之力量；  
(6) 國際社會須透過制度來消除造成戰爭衝突等之無政府狀態。 
以上六大要點呈現理想主義對國家及建構國際體系理論研究的基本假設，將人性分析運用對

於國家及國際層次分析，從中建築國家性格。多數自由主義研究不同程度呈現國際合作觀點。 
153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p.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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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政治、經濟、社會）因循性善的人類而成為和平的環境。154 而現實

主義則堅信人性本惡，這是難以改變的事實，因此國際關係無法避免要充

滿衝突、爭鬥，人們必須體認此一本質，並且適應如叢林般險峻環境才得

以生存。155  

綜言之，首次辯論呈現關於國家性格兩種「人性」觀點，更深層源自

對政治哲學的不同信念。156 理想主義關注「國際關係應如何」（what ought 

to be），而現實主義則是主張必須認清「國際關係為何」（what is it）的課

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理想主義理論學說獲得勝利，具體表現在國際

聯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成立，這體現集體安全制度及國際秩序的

制度化之實現，理想主義理念獲得國際實踐。157 理想主義認為重建國際

外交制度，將使得國際社會更為和平;另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以

及國家地位應賦予所有民族團體。外交政策的基礎在於民意的共識，因此

必須揚棄秘密外交，另國際體系應捨棄權力平衡，改採集體安全的體系，

國際聯盟將扮演衝突和平解決的重要角色。158 後來國際聯盟的失敗，如

無法阻遏日本對中國東北的侵略以及義大利佔領阿比西尼亞，使得現實主

義的論點獲得發聲契機。現實主義重要代表人物 E.H. Carr批評理想主義不

切實際的理想性格。Carr認為國際政治的研究，倘若建立在人們自己想像

的世界，是很危險的。從學科的角度來看，學術研究也不應只是熱情洋溢

的理念抒發，不應耽於達成國際和平的目的，便不顧現實、缺乏批判分析、

                                                 
154 Emmanuel Navon,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1 

(2001), pp. 612-613. 
155 Ibid., p.612. 
156 Ibid., pp.612-613.. 
157 蔡政文，《當前國際關係理論發展及其評估》（台北：三民，2000 年），頁 53。 
158 Scott Burchill, ”Realism and Neo-realism,” in Scott Burchi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vmillan, 2001), 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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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研究的途徑。159 Carr 認為，我們當然可以想像一個更為和平、和諧

的世界，可是並無益於建立世界政治的科學研究基礎。160  基於上述各

點，Carr 認為必須以現實的眼光來看待國際關係，所謂的「現實」，就是

根植於 Niccolò Machiavelli與 Thomas Hobbes的政治理論。161 Carr的現實

主義有兩個重要的意涵。其一、確立現實主義傳統的基礎，即人類本質就

如 Hobbes 所描述的殘酷、骯髒、不堪，國際體系因此要設法避免成員間

相殘，這是「傳統現實主義」（Traditional Realism）的核心內涵。162 其二、

Carr提出「科學現實主義」（Scientific Realism）之認識論，認為人們除了

接受既有的事實之外，也必須體認到事實受到歷史與社會的律法所支配，

人類的純粹理性（pure reason）可以認識到這些律法。163 Carr的傳統現實

主義呈現守勢的政治觀點；而科學現實主義呈現理性主義的認識論。164 總

的而言，Carr除了呈現別於理想主義的世界觀之外，要者，亦形塑國際關

係朝向理性主義（Rationalism）發展趨勢，165 確立國家之於國際關係之必

要性與優越性。傳統現實主義建構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政治之本體認知，而

科學現實主義則建築現實主義帶有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學科特性，強調

理性思考對於理解世界之絕對性，後進新現實主義代表人物 Kenneth Waltz

亦採取此一觀點。 

現實主義盛行於冷戰期間，主要原因在於提供戰爭、聯盟、帝國主義、

國家間合作障礙等問題簡潔且有力之解釋架構，其所強調國際競爭特質與

美蘇兩強對抗世局相吻合。166 Hans Morgenthau為二次世界大戰後最有影

                                                 
159 Ibid. 
160 Ibid. 
161 Burchill, ”Realism and Neo-realism,” p. 612. 
162 或稱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 
163 Burchill, ”Realism and Neo-realism,” p. 619. Carr所提科學現實主義，係實證主義認識論，強調

理性思考及知識之無限效用。 
164 Ibid. 
165 Ibid.                                              
166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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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現實主義學者，致力建立國際政治的科學研究基礎。167 

從 Carr到Morgenthau，可觀國際關係朝向科學化的趨勢。惟以人性為

分析基礎的權力觀，便無法彰顯科學的概念。168 現實主義之科學化計畫

的未竟之功，由後起的新現實主義學者 Waltz 所完成。冷戰期間，現實主

義的發展已凝聚出一些重要假設，包括：（1）人性本惡，是自私的；（2）

「國家」係國際政治唯一的行為者；（3）國際體系呈「無政府狀態」

（anarchy），無一超越國家主權的權威可以管制國家的行為（4）國家間衝

突無法避免；（5）國家與個人一樣必然為權力而鬥爭，為了獲取權力，各

國將使用武力。169 綜上，權力、利益與相對道德構成現實主義理論的三

大基石。170 這些觀點基本上為現實主義的各宗所接受，171 成為基本分析

架構。 

第一次辯論，終局勝利者顯然為現實主義，這對於國際關係研究意

涵，並非僅顯現某一學派勝出，現實主義盛行，隱含國際關係朝向科學研

究趨勢，另形塑國家中心主義（state-centerism）之論點，從中規範國家性

格及行為模式，從而推論國際政治面貌。此一論述呈現認識論決定本體論

之取向，亦即知識架構、形塑真實，從國家中心觀點解釋主權、利益、安

全等內涵。172一九五 O 年代社會科學行為主義盛行，更強化此一趨勢。 
                                                 
167 Morgenthau仍以人性來分析國家及國際關係本質，依循 Carr人性悲觀論點，認為國家如同黑

暗人性，天生具有支配他人慾望，並促使其對抗，導致發動戰爭。參見：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 31. 

168 Joseph S.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XL, No.2 (1988), p. 241. 
169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3). 
170 洪丁福，《國際政治的理論與實際》(台北：啟英，1996 年)，頁 27。 
171 現實主義中對於國際政治的諸多假設不盡相同，因此亦分成很多支派。如Morgenthau與

Raymond Aron雖然都強調權力之於國際政治的重要性，Morgenthau認為國內與國際的政治現
象都是相同的，不過 Aron認為兩者並不相同，見：蔡政文，前揭書，頁 8。另現實主義尚可
分「進攻派」（offensive）與「守勢派」（defensive），對於「權力」「衝突」、「安全」、「武力

使用」、「合作的可能性」的論斷都各有主張。見：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 37.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理論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

究》，第 42卷第 2期，2003 年，頁 1-22。 
172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7-32. 概念、理論等構成，係 
認識論及本體論所共同建構，亦即知識理論與實存相互建構，惟現實主義呈現認識論凌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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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為主義盛行：國際關係第二次大辯論之影響 

 

國際關係理論第二次辯論發生於一九五 O 年代，為傳統主義對行為主

義之辯論，173 為「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的問題，174 呈現研究方

法之歷史觀與科學觀何者為是的爭辯。研究方法之辯論根植於對「知識」

（knowledge）的概念，傳統主義認為人們透過知識理解世界是有限的，而

行為主義則是主張知識可以理解任何事物。對於知識之論定，構成兩種不

同的研究途徑。傳統主義看重解釋國際關係的歷史脈絡，重視歸納，行為

主義則是重視演譯。Stanley Hoffmann與Morton Kaplan針對研究方法的見

解，分別說明兩種途徑的內涵。Kaplan認為必須運用理性模型於國關的研

究。Hoffmann 則是強調史學的研究，從中建立通則。175 兩者的見解突顯

出一個問題：國際關係是否為科學？Hoffmman 和其他的歷史學派不把國

際關係當作是科學。相反地，行為主義卻是積極的想把國際關係研究變成

科學的一部份，因此強調科學方法，科學方法呈現理性主義的內涵，而理

性主義代表是對知識的無限信任，認為「理性思考」(reasoning)是通向真

理的唯一途徑，也可獲得完全的知識。176  

綜上，傳統主義認為理解真理的途徑很多，「理性」只是其中一條路，

此外人們不可能獲得所有的知識。行為主義卻完全相信只要具備理性的思

維，即獲得全部的事實，進而認識真理。 

    辯論結果，行為主義居上風，這隱含國關研究走向科學與理性主義的

趨勢，隱含實證主義影響將再次提昇。一九八 O 年代主流理論如新現實主

                                                                                                                                            
體論之傾向，即預先認定並框架國家主權內涵，復以該認知推定、描繪國際政治空間與特質。 

173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p. 157. 
174 Neufeld,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47. 
175 Ibid. 
17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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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都呈現理性主義取向。 

    一九五 O 年代行為主義盛行，擴大實證主義對國際關係理論之影響，

包括：國際關係研究應由實證可檢驗之理論所組成﹔可對國際行為做出毫

無問題之觀察，基於共同理解之脈絡﹔可以達到價值中立的研究成果。在

實證主義影像之下，理論研究出現儉樸（parsimony）趨勢，建立簡明分析

模式成為學術風潮。177 另一大重大影響為對於難以觀察或歸納的事物便

排除在研究之外，如觀念、規範或認同的變異等。事實上，觀念與認同曾

經是傳統國際關係研究的重點，轉移的原因在於行為革命的出現，研究者

競相追求精確測量法所致，觀念、規範都是難以測量的現象而遭致冷落。

一九七 O 年代末期到一九八 O 年代，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盛行更促長此一趨

勢。現實主義更加著迷於效用分析，並大量使用經濟學工具。這樣的研究

途徑使得國際關係理論變得更加物質化。178 一些反思理論批判，所謂的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更精確的說，應為「經濟現實主義」

（Econorealism）以及「經濟自由主義」（Econoliberalism），它們的「新」

就只是運用個體經濟學的觀點。179 傳統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方法論皆

取自個體經濟學的理論，即視「國家」為單一理性的行為者（unitary rational 

actor），180 等同經濟學中「企業」（firm）的單元；無政府的結構則等同市

場結構；「權力」則等同「效用」（utility）的概念；181 另 Waltz 的體系理

論與資本主義體系內涵趨近，如同企業內部存在層級、外部企業環境呈現

競爭、無政府狀態，國內政治及國際體系亦如斯，182 這亦呼應國家中心

                                                 
177 Nicholson, “The Continued Significance of Positivism,” pp. 132-133. 
178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 889. 
179 Ibid., pp. 890. 
180 Buzan認為「理性」（rationality）並非意指「人的屬性」（human attribute），而是在無政府的
政府體系下，行為者行為啟動的特性。Buzan, “The Timeless Wisdom of Realism,” p. 55. 

181 Ibid., p.52, p. 54. 
182 Spruyt,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System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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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觀點對國內及國際政治結構假定。上揭假設係根植理性主義，183 國家

被同化為追求利益極大化之理性行為者。 

一九八 O 年代，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在理性主義基礎下將對

抗關係轉為對話、合作關係，這再次說明實證主義對國際關係理論之影

響，國家中心論所指涉國家特徵也定於一型。對理性主義之推崇，與西方

現代性思潮息息相關，歐洲現代政治發展擴及國家主權絕對地位之確立及

建築現代國家意象，同質、單一、自利、競爭等概念成為形塑國家特質之

要素，以下將說明現代性對國家中心論之影響。 

 

參、現代性形塑作用：理性、科學原則之行為者特性 

 

反思國家中心論，後現代主義係重要理論，其針對者即為西方盛行現

代性概念，後現代性強調多元、離散、混雜、異質、脈絡化分析概念，挑

戰現代性所提倡同質、單一、進步、去脈絡化等觀念。現代性亦對現代國

家及主權國家等具有重大形塑作用。「現代」一詞，指涉「當下 」（now）

一義，最早可追溯至十六世紀，而指涉現代性之意涵，則可追溯至十八世

紀歐洲啟蒙運動時期。十九世紀為現代性興盛期，一八九 O 年代至一九三

O 年代是歐洲社會思想黃金時代，當時一個重要理論議題就是「現代性」，

意味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之轉變，許多社會思想家都針對現代性來建立理

論。184 現代性發展對應歐洲政治及思潮變遷，可分成三個階段:185 

(1) 初期發展階段：十五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中期，對應歐洲擴張，

國家世俗權力及科學自主達到高峰； 

(2) 高度發展階段：二十世紀初期止，對應工業革命時代官僚國家成

                                                 
183 Buzan, “The Timeless Wisdom of Realism,” p. 54. 
184 黃瑞棋，〈馬克斯與現代性的三重辯證關係〉，黃瑞祺編，《歐洲社會理論》(台北：中央研究

院歐美所，2006 年)，頁 279。 
185 Albrow, The Global Chan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pp.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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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及帝國主義擴張； 

(3) 晚期發展階段：二十世紀迄今，資本主義達到高峰階段，西方國

家主宰世界政治經濟秩序。 

     Jügen Habermas 指出，歐洲啟蒙運動開始推動所謂「現代性方案」

（ Project of Modernity）, 企圖發展客觀科學、普世律法以及獨立藝術創

作。186 所謂的現代性方案係由十八世紀之啟蒙思想家所構思，又稱「啟

蒙方案」 （Enlightenment project）。187 Max Weber以理性化(rationalization)

或「智識化」（intellectualisation）來指稱現代性，基此，舉凡西方科學、

法律代議制度、大學教育、資本體制、科層制度等都是理性化表徵。188 綜

上，現代性具體呈現於擴展理性概念組織制度所聚集之觀念與權力。189前

揭制度體制都隱含現代國家概念功能。Anthony Giddens比較傳統國家與現

代國家時，指出現代性成為離根、沒有脈絡事件，形成脫離所本、失本

（disembedding），貨幣及專家體系係造成失本主要機制。190 貨幣為交易

通貨，不論何時、何地、何人只要擁有它，便可進行交易；專家體系指現

代社會完全靠專家來維持其運作。而「信任」係維繫該體系運作關鍵。信

任可被界定為對一個人、一個體系可靠性之信賴，在涉及某些既存結果或

事件，對某些抽象原則的正確之信賴。191 Giddens認為，現代性不具有時

空因素，現代世界一種獨特現象，具由突變而不連續特性。192 現代社會

關係脫離時空脈絡，現代社會係民族國家、資本主義和工業主義所共構之

產物。歐洲封建主義下的國家，逐漸發展成金字塔上下統屬之社會，君王

                                                 
186 John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1 (1993), p. 145. Albrow,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pp. 27-30. 

187 黃瑞棋，〈馬克斯與現代性的三重辯證關係〉，頁 275。 Albrow,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pp.027-30. 

188 同前註，頁 279。 
189 Albrow,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p. 26. 
190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81). 
191 Ibid. 
19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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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界內的權力穩固也利於領土擴張。領土國家間之協議，不僅可規範彼

此關係，另也促成權力平衡，在相互尊重領土主權合法性下，使國家成為

監控體系，十九世紀配合有效統治手段之產生，國界概念不斷被強化。隨

著行政權力集中、法律制度發展及財政管理形式轉變，君權神授統治基礎

逐漸為世俗化統治之現代政府所取代，另外交活動與戰爭頻繁形塑民族國

家形貌。193  

現代性與歐洲政治發展息息相關，對於理性價值推崇，也擴大至對主

權國家概念與實踐之鞏固。從理性單一面向界定個人特質，擴大到對國家

單一性格之類比，建築出現代國家政治面貌，具體而言，單一化個人形塑

出單一化國家特徵。194 這隱含將分歧、異質政治社群，化約成具有明確

劃界，且具同質性之政治單位。政治關乎統治之事，任何政治單位組成，

都涉及對空間擴展與界定過程，這個過程，從中區分出內與外，我者與他

者之分隔，這個過程即為異化過程（differentiation）。195 現代性形塑主權

國家特質之兩種力量，一為異化，界定公共與私人領域、國內與國內疆界，

從中界定我者與他者之明確區隔;二為同質性涵化，使得過去主權呈現曖昧

不明，且受到傳統力量約束國家，轉變為具明確排他性之主權國家型態。

現代性對國際政治最重要影響，就是形成這種具有歷史獨特性之領土空間

輪廓。196  

John Ruggie 以「空間延伸」（spatial extension）說明現代領土概念，

以及主權國家如何透過異化被塑造。Ruggie認為異化係理解國際政治現代

性意涵之關鍵分析概念，可從中探索領土空間與統治二者間關係。197 這

                                                 
193 Ibid. 
194 R. B. J. Walker, “Forward,” in Jenny Edkins, Nalini Persram and Veronique Pin-Fat eds, 

Sovereignty and Subjectivit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9), p. xiii. 
195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39-174. 
196 Ibid., p. 144. 
197 Ibid.,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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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鑒於任何空間延伸都隱含對人類集體活動異化過程，藉此區分出我者與

他者，內與外之區域差異。早期歐洲中古世紀體系，亦為異化所產生政治

空間及權力結構。空間延伸不必然產生排他性領土及統治形式，以歐洲中

古世紀統治型態而言，空間延伸由非排他性領土形式所組成，權威跨越領

土內外呈現私人化及區塊化之特質，另統治正當性基礎來自於律法、宗教

及包含各種自然權利互容習俗所建築之共同體系，國家並非為完全整合單

一權威中心，同時受到傳統與社會力量之作用，Ruggie稱該統治型態係充

滿異質（heteronomous）國家型態，其自主性受到限制，因此促使國家為

擺脫這些「枷鎖」之束縛，積極朝向同質性國家型態發展，領土內權力及

終於單一統治權威之中，空間延伸作用再次發揮作用，198 最終出現排他

性領土主權型態。現代主權國家所形成的國際體系，亦是異化所致。惟相

較於中古世紀政治體系，其主權統治重疊，政府權力不集中及統治基礎來

自法律、宗教及風俗等所形成之共同基礎，現代國家體系係主權獨立互不

隸屬之同質性政治組織。 

現代性對國際關係理論影響相當顯著且深遠。國際關係兩大理論傳統

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即為現代性所建築，一為現實主義所主張權力平衡

（balance-of-power）及自由主義推崇之制度主義（institutionalism）。以現

實主義而言，一七一三年「烏特勒支條約」（the Treaty of Utrecht）確立自

我管制權力均勢關係及維護此等均勢係全體成員要務，這成為當代現實主

義核心內涵，即權力平衡概念，國家如同運行在軌道之行星，透過相互引

力及排斥力，在軌道上依次運轉，呈現引力平衡。在自由主義方面，十八

世紀 Abbé de Saint-Pierre 至 Kant 所提倡透過國際制度確保永久和平

（perpetual peace）理念，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理想主義精神內涵。199 綜

上，當代兩大理論傳統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係現代性思維之產物，將具

                                                 
198 Ibid., p. 151. 
199 Ibid.,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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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領土制度之政治統治形式，即主權國家，視為國際政治之構成主體，對

內對外都形成排他性管轄法制及政治場域。Spruyt亦指出，新現實主義關

於國家行為(國際體系加諸限制)假設，隱含從現代主義理解國際關係之理

論構成，特別是將國家等同西發里亞模式之主權及領土國家表徵， 強調

個別單元管轄權的明確分立關係，涵蓋國內及國外層次。200 

領土統治現代系統主要特徵：強化所有部分及個人權威成為單一公共

領域，強化涉及兩種基本空間劃界：一為公領域及私領域劃界，二為對內

及對外之劃界。其中公共領域由獨占合法暴力使用之中央權威所組成，對

內層次，表現在執法力，對外層次，獨占意味主權國家發動戰爭權力。201 

國家劃分出公共與私人空間，也與公民社會政治活動做出區隔，隱含對政

治空間集中化及制度化。202 此等關於國家概念與制度建構過程，與中世

紀歐洲發展息息相關。現代國際秩序係依循此時空脈絡下國家建構論述，

203 主劉國際關係理論亦呈現上揭論述，新現實主義鮮少提及國家形式，

基本上，其認為不論國家形式或性質為何，無論部落、封建、帝國等所有

形式政體都被視為功能類似之國家行為者且顯現類似的行為模式。204 

在現代性概念下，現代國家統治體系特徵呈現將一個群體集體性異化

成具有明確領界、固定及相互排他性之合法領域之飛地（enclave）。205 這

隱含在既有政治社群之外又建築另一具有政治統治之權威組織。 

 

第三節 三大論述之形塑作用：主權、國際無政府、國家安全 

 

                                                 
200 Spruyt,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System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42. 
201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51. 
202 Badie and Smouts, “The Turnaround of the World,” p. 86. 
203 Ibid. 
204 Kenneth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28-330.  

205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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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討論國家概念並無法充分論述國家中心論觀點之形成，就政治學

研究，國家僅為制度安排獲社會實踐形式，然而在國際關係中該詞具有關

鍵角色，在於與之相對應其他概念，主權權威投射於國家這個政治組織

中。國際無政府所推定衝突關係，衍生出一國生存威脅，安全論述鎖定於

抵抗外敵、防衛家園之面向，主權完整成為安全保障追求目的，於此，國

家具備主權國家之政治特徵，另亦被賦予安全國家功能，現代國家權力基

礎建立在主權最高權威，而其 運作基礎來自提供安全承諾。綜上，單僅

討論國家形式或構成內涵並不足以說明國家中心論之強勢作用，主權、國

際無政府及國家安全等三者傳統觀點，強化國家中心論觀點真實性及正當

性。下文將透過討論主權不可侵犯原則、國際無政府下衝突關係及傳統安

全觀，來解析國家中心論之增強力量。 

 

壹、主權不可侵犯原則 

 

國家指涉單一整合公共權威，主導規則制訂及決策過程，對內整合社

會分歧的權威，對外則代表全體人民發聲，國家代表性，被賦予國際法的

地位，即司法主權的概念，參與國際法的制訂。206 上揭論點即隱含關於

國家論述主權優越性，涵蓋國內及涉外事務。傳統國際關係研究範疇中，

國家基本上被視為一獨立單位，似有一種單一性（singularity)存在其中，

Martin Shaw指出，在政治及社會理論研究當中，關於國家概念充斥各種辯

論，惟在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似有一固定論點，即國家為整合為一之主體，

具體而言，在國際體系中相互競爭之行為者。207 國家已被化約為國家領

                                                 
206 Cornelia Navari, “Introduction: The State as a Contested 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rnelia Navari ed., The Condition of States: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3. 

207 Shaw,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pp. 179-184. Held and McGrew,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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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集體（national territory），208 國家係「基於法律及外交目的所形成的人

民所組成領土組織，為成為國際體系合法對等成員」(A state, is a territorial 

association of people recognized for purpose of law and diplomacy as a legally 

equal member of the system of states )，另「其為參與國際體系而組織人民之

工具」(a means of organizing people for the purpose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209 簡言之，國家被視為世界秩序之基本單元、具

有相對同質性、每個國家都為單一現象、追求一系列相同的目的。210 在

此，國內事務與對外事務清楚做了分隔，也界定國內政治歧異與國家及國

際關係。國家被視為係強化社會力之核心，與社會、經濟或文化整體做出

區隔，211 這意味著國家與社會分離關係，更深層意涵是，國家作為整合

社會差異的單一權威。將國家化約為單一概念，並不僅為了法律或分析便

利性，更重要的是，可充分展現主權具體化的呈現。 212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國家主權係不可分割且權力集中之單一權威。不

論國家主權來自世襲王權或人民，皆具最高權威。國家體制有集權、菁英

或民主政治，然不論體制為何，國民終究為其政府所約束。213 國家係成

為國家條件，為其公民或/及其他國家所認同為一單一主權，即在依特定領

土之最高權威。214 據此，主權概念賦予國家整編社會力量之合法性基礎，

對外可顯現排拒外力干預的排他性權利宣示。國家權威係不可分割且結合

                                                 
208 Halliday,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17. 
209 此為 Northedge的論點，轉引自 Halliday,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17.  
210 O. Young, “Th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in J. Rosenau, V. Davis and M. East eds.,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36. 
211 Shaw,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p. 180 
212 Navari, “Introduction: The State as a Contested 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3-14. 
213  Lake,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http: // dss.ucsd.edu/~dlake/documents/ 

LakeOxfordState-essay 
213 Ibid. 
214 Shaw,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p.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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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方力量之最高權力中心，另不論國家統治型態為何，都有一最高權

威存在於國家之中。 

綜上，基於法律關係建立、分析便利性或是尋求展現主權具體表徵，

國家被化約成一個經過整合且具單一代表性的公共權威，這成為國際關係

傳統理論對國家的基本命題。 

貳、國際無政府下衝突關係 

 

「國際無政府狀態」係新現實主義強化國家在國際關係理論之核心假

說，國際政治係由主權國家組成；沒有世界政府，意味著沒有國際秩序；

及因缺乏前述二者（世界政府及國際秩序），因此國際政治是無政府的狀

態。215 Waltz稱「無政府係戰爭之悲觀成因」（international anarchy is the 

permissive cause of war）。216 新現實主義從國際結構之必然性（即無政府

狀態及自私自利國家行為），解釋國家不得不為之困境，從中賦予國家權

力性格，以及無法避免訴諸軍事武力之競爭行為。另 Waltz 視國際體系結

構為先決要件，不受任何可觀察行為之影響，該結構構成限制行為者之因

素。而該等限制因素即前文所提國際體系所呈無政府特性，其操作意義見

於該特質對於構成要素(國家)終將形成具有同質功能的行為者，進而呈現

相對權力分佈之國際關係。217 

國際無政府係現實主義申論國家與安全論述之重要據點，自由主義學

派基本上亦贊同國際無政府之說，與現實主義差異僅在於國家在國際無政

府中之行為選擇及國際互動模式。無政府成為國際政治環境無法被改變定

律，唯有國家不斷適應此一客觀環境，擴充實力以爭取在其間較好權力地

                                                 
215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14. 
216 Ibid., p. 16. 
217 Spruyt,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System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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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無政府假定也反饋到國內政治系統，外敵侵略已被標示為國家首要安

全威脅，在國家軍事國防強弱成為最高安全議題，為高階議題，其他國內

社會、人民安全可維繫於國家主權整合之中，並無法與國家軍事安全相提

並論，在國家安全優先前提下，主權完整係為關鍵，綜上，無政府假定之

下，國家行為將經過社會化過程，不論其政體為何，是否為部落、封建制

度、帝國主義或其他，都將化為追求相同目的之行為者，目的所在即為國

家生死存亡課題。218 簡言之，無政府論定，將國家、主權、安全等結合

為一體，安全困境來自無政府，國家自助、競爭行為來自安全困境，三者

環環相扣（見圖一）。 

 

參、傳統安全論述 

 

國家具備優越性建立在有能力提供人民及國家安全保障，隱含「安全

國家」的概念，將人民安全寄託於國家的絕對權力中，國家成為發動戰爭

行為者，另對內為唯一使用暴力的合法者。219 安全國家對應傳統安全論

述。傳統安全指稱國家領土之軍事防衛，此係基於現實主義觀點。現實主

義認為，無政府國際體系勢必導致國家陷入長期權力競逐的局面，是故，

國家僅能訴諸自助自救的行為，可憑藉者唯有軍事力量無他。根據Waltz

的說法，國家內部可能會發生變化，惟國際體系並不會因此有變。220 因

此，國家安全意謂一國政府對抗、嚇阻外來軍事威脅的防衛；基於國家安

全至上的思維，國內安全（internal security）任何議題皆為次要，無法超

越國家對外安全（external security）之優越性及重要性。國家對外關係之

                                                 
218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p. 328-330. 
219 關於「安全國家」概念，見： Young, Global Challenge: War, Self-Determin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for Justice, pp. 77-140; Del Rosso, Jr, “The Insecure State: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and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75-207. 

220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pp.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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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在於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物質結構，因國家行動的依據決定自權力大

小。 

現實主義安全觀緊密連結國家與安全如同律法般關係，強調國家係一

整合實體，且肩負人民整體安全，要者，國家係唯一安全守護者

（protector），在如叢林充滿競爭之國際體系，國家係唯一可信賴安全角

色，進一步推論，因國際體系特性不會改變，爰國家作為安全守護者之核

心角色，亦不會變動，這說明國家的角色與國際體系都是跨越時空的存

在，而不會有所變動。221 現實主義所主張國家或國際安全，簡言之，就

是軍事安全。 

從傳統國際關係脈絡觀之，「安全」強調的是武力使用的問題，舉如：

如何制止與對抗侵略，概括而言，即為戰爭與和平的課題及各國政府的安

全戰略。222 冷戰時期，國際安全之核心圍繞在兩強對抗的情勢，以其兩

極體系衍生的區域與國家安全。在核武嚇阻的國際秩序下，軍事戰略係首

要的安全議題，如：圍堵政策、彈性回應、低盪等等。傳統安全，簡言之，

即現實主義所主張的「軍事安全」（military security），如何保衛國家之現

狀免於外來的軍事威脅;「現狀」意謂國家政治獨立與主權的統一，若現狀

遭到破壞，那就會發生戰爭。和平的情勢為國家的邊界受到認同且一成不

變，國際體系中沒有藉由武力改變國家邊界的任何行動。223 在主流的安

全研究中，國家安全或國際安全均隱含國家中心安全思維，國家間戰爭與

軍備擴張係影響國際和平之要因。這隱含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消極主權規

範，包括：反侵略、不干涉他國內政及民族自決等，這些規範形塑國家及

安全內涵，即免於外力宰制及反殖民主義，這充分反映在聯合國憲章

                                                 
221 Mabee,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Provision in Historical Context,” pp.  

135-136. 
222 Freedman, Lawr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nging Targets,” Foreign Policy, 1998, at 

http://www.ub.edu.ar/facultades/feg/international_security.htm 
223 Busumtwi-Sam,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p.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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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Charter）內涵，Robert Jackson稱之為消極主權觀（negative 

sovereignty），224 隱含對和平消極解釋。225 綜上，現實主義安全觀，反映

第二次大戰後西方安全論述，即如何保衛西方國家核心價值以對抗法西斯

主義及後來共產主義之侵略，226 美蘇兩強對抗局勢，強化軍事中心及國

家中心的安全論述。 

冷戰時間，安全研究的學者大多熱中軍事方略。軍事武力和某一個議

題相關，則該議題就成為安全議題；反之，與軍事無關的議題就變成「低

階政治」的議題。227  一九四 O 年代末期以後的美國政府都將「國家安全」

定於「軍事安全」，對於政治人物而言，一般民眾不太關注的軍事議題，

較容易建立外交政策的共識。卡特政府雖然曾經企圖有所變革，惟終仍認

為軍事議題是擺脫內政遭受批評的良方。228  

將安全研究鎖定在國家軍事安全，隱含對「國家」賦予跨越歷史時空

的角色，是提供社會與人民安全保障的唯一正當角色，國內安全不足掛慮

的，安全問題僅出現在國界之外。傳統的安全研究論述將國家與安全緊密

相連，國家安全則是投射到外在的軍事威脅，具體呈現於安全研究取向，

如：圍堵政策、彈性反應、低盪等等。229  

 

第四節 關於國家理論之初探 

                                                 
224 Robert Jackson, Quasi States: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5 現實主義安全觀反映消極和平（negative peace），即僅強調侵略與戰爭消失，惟積極和平

（positive peace）則是強調全球社會結構下和諧關係。對衝突內戰國家內部社會和諧與發展之  
關切，即強調積極和平面向。本文第六章所探討失敗國家問題，將討論和平較為廣義與積極

意涵。 
226 Busumtwi-Sam,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p. 255. 
227 David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1 (1997), 

p. 9. 
228 Richard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1 (1983), p. 129. 
229 Freem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nging Targets,” at 

http://www.ub.edu.ar/facultades/feg/international_securi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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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際關係是否有國家理論之辯論，迄今尚無明確說法，對於國家

概念探討是否可構成理論層次討論，這向為傳統理論所迴避課題，亦無相

關文獻進行整體研究。早期國際關係理論都若干程度呈現國家中心論基

調，對國家研究，在於如何行使權力、獲取利益之面向，以及受到國際結

構或其他行為者限制程度為何等問題，基本上，並不討論國家是否需做理

論探討，國家特徵固定在幾個概念，理性、追求自我利益、具有絕對主權

之同質行為者。檢視國際關係理論傳統，可歸納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

馬克斯主義等三者，其對國家特性並不多做討論，而是專於國家回應國家

體系之模式為何。國際關係理論中歷史社會學者 John Hobson稱，國際關

係確存在國際理論辯論，首次為國家中心對社會中心，第二次為能動者對

結構之辯論。Hobson所提首次辯論對應現實助益、自由主義及馬克思主義

等三大理論傳統，而第二者辯論則已對應到國際關係第三次大辯論，突顯

建構性、反思性理論學派之影響。Hobson 以能動性(agency)為分析面向，

檢視重要理論學說，藉以突顯國家能動性有無、強弱係理論構成核心，即

對能動者（國家）與社會結構（國際體系）兩者辯證關係形成多種不同理

論模式。Hobson所提能動性分析，提供檢視國家理創新分析觀點及途徑，

同時隱含對國家建構性觀點之提倡。下文將陳述上揭三大理論傳統及

Hobson國家理論二次辯論。 

 

壹、三大理論傳統 

 

檢視國際關係國家理論，基本上，可分成兩大理論體系，一為規範性

理論，二為解釋理論。前者探討國家最適形式為何？後者探究何者控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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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國家行為。230 在重要國際關係理論中，大多數學者較偏重後者。另

分析國家與國際關係之研究，早期受到三大理論體系所影響，其一為古典

政治理論，強調國家與權力的面向；其二為多元主義，重行為研究；其三

為結構主義，強調社會經濟決定觀點。從理論學派，亦可分為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及馬克斯主義等。另Martin Wight亦指出國際關係理論有三大傳

統，分為現實主義、理性主義（Rationalism）及革命主義（Revolutionalism），

亦對應前揭三大理論。231 此三大理論傳統，對探討國家中心論重要論述

有著深遠影響，不論在理論建立或概念創新上的影響甚鉅。232 國際關係

重要研究途徑亦與上述學術傳統相互對應。 

 

貳、國家理論辯論：John Hobson能動性分析架構 

 

John Hobson 認為國際關係中確實存在國家理論的探討並歸納出五種

國家理論原型，針對國家的概念探討，國家理論研究出現兩次辯論，分述

如下： 

 

一、第一次辯論 

 

首次國家理論辯論著重於：國家是否凌駕於社會力量和非國家行為者

之上。換言之，該次辯論著重於國家是否具備獨立於該二者之自主性

（autonomy）。新現實主義主張國家對內被賦予高度自主性，可不受國內

力量所牽制執行對外政策，國家在國際政治係首要之角色。自由主義或多

元主義則認為，國家為經濟整合進程及非國家行為者如多國籍企業所牽

                                                 
230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  
231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2). 
232 Andrew Vincent, Theories of the Stat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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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自主性不斷在滑落，此外，該學派也駁斥新現實主義諸多說法，如：

國家係理性、一致性及自主性之行為者，並只關心高政治性之議題。

Keohane 、Nye及 Rosenau以「國際互賴」概念，說明國家逐漸被劃分成

諸多不具一致性之實體，低政治性議題逐漸成為政策優先順位，如經濟、

生態、社會分配等，233 重要文獻如： Keohane及 J Nye 兩人於 一九七七

年所著《權力與互賴》（Power and Independence）一書、Robert Rosenau於

一九八 O 年所撰之《全球互賴之研究》（ The Study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一書等相關著作。 

針對自由主義強調國際交流與合作的諸多陳述，新現實主義則辯稱，

國際交流之頻繁為事實，惟過於密集之互動更可能導致國際衝突，將再次

突顯國家不得不為無政府狀態國際體系要角之必要性，重要文獻包括：

Robert Gilpin 一九七五年所著《美國權力與多國企業》（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一書及一九八一年所著《世界政治中戰爭與變

動》（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Stephen Krasner 一九七六年所著

《國家權力與國際貿易結構》（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一書及一九七八年所著《捍衛國家利益》（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Kenneth Waltz 於一九七九年所著之《國際政治理論》（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等相關著作。一九八 O 年代，該次辯論仍持續

進行，更多學者從其他研究途徑加以檢視國家角色，如同社會學及比較政

治經濟學研究國家。Theda Skocpol於一九七九年所發表《國家與社會革新》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一書即社會學研究之代表作。另新韋伯主義

（Neo-weberiansim）則是針對馬克斯主義及自由主義提出批判，認為國家

有高度自主性且凌駕社會之上，後二者則重申社會力量之自主性。234 

在此同時，出現第二次的辯論，與首次辯論同時存在。第二次辯論

                                                 
233 Hobson,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 
234 Ibid.,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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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開國家是否凌駕社會力之上，轉而從社會學以及比較政治經濟學的途

徑，探究國家與國際及社會結構之關係。235 一九九 O 年代，比較政治經

濟學研究出現類似辯論，國家主義（statist）認為經濟發展之成功關鍵不僅

因國家服從市場或階級利益，而是國家本身被賦予高度自主性以及積極進

取官僚體系，此一理論常用於解釋東亞國家經濟奇蹟。236 

 

二、第二次辯論 

 

首次辯論係國家中心(state-centric)對社會中心(society-centric)國家理

論，前者以新現實主義為代表，後者則包括自由主義、馬克斯主義及建構

主義等強調社會學途徑之理論。在該次辯論中，Hobson指出，首次辯論並

非針對國家概念進行討論，兩者皆強調國際結構對國家之諸多限制，兩造

差異處在於國際結構不同以及受限程度之大小。換言之，兩派理論皆主張

國際結構凌駕在國家之上，對新現實主義而言，國家受限於國際政治權力

結構，而馬克斯主義則強調國際經濟結構。基本上，兩派理論都忽略了國

家作為一個能動者（state-as-agent），形塑國際領域之可能性。237 基本上，

從 Hobson 觀點來看，前次辯論並非辯論國家概念，真正針對國家概念之

辯論出現在第二次辯論。第二次辯論企圖跳開首次辯論之框架，將國家概

念置於「能動者―結構」（agent-structure）脈絡中討論。238 Hobson著重於

「能動性」的概念，並以之為分析層次。渠認為國家具備「國際能動力」

（international agential power），可不受國際結構約束，更可進一步形塑國

際結構。Hobson對「國際能動力」提供明確定義，所謂「國家的國際能動

力」即為：「國家不受國際結構條件或非國家角色之利益之限制而能自主

                                                 
235 Ibid. 
236 Ibid. 
237 Ibid., p. 217. 
23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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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外交政策及形塑國際場域之能力。」（ability of the state to make foreign 

policy and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realm free of international-structural 

requirements or the interests of international non-actors）239 

國際理論兩次辯論，第一次辯論圍繞在國家與社會何者為重之課題，

第二次辯論則是探討國家自主性與社會之關係，核心問題在於：國家如何

形塑社會？社會如何形塑國家？總言之，該次辯論目的在於突顯國家與社

會間「相互鑲嵌」(mutual embeddedness)以及「共構」（con-consitution）的

關係，240 其將國家視為行為者，國際體系為社會結構，Anthony Giddens

提供理解兩者間相互性之分析架構，化解結構決定論及行為者決定論兩種

觀點所致僵局。結構行動論整合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觀點，同時賦予行

為者與結構能動性，這成為國際關係建構主義一些學派重要分析架構。241 

結構主義強調結構對行為者之束縛，即強調結構決定論觀點，在結構

的約束下，行為者主體性一再萎縮，最終只見結構形貌，而不見行為者及

主體，即便行為者具有某種程度自主性，仍被視為結構產物，而非結構之

創造者。242 現實主義、世界體系理論及馬克斯主義等國際關係理論，都

隱含結構決定論觀點。後結構主義則是採取完全相反論點，認為行為者優

於結構，結構係行為者互動關係所產生。Anthony Giddens化解結構與行為

者兩元論（dualism）之衝突，而採取結構行動論觀點，這對國際關係社會

學分析，產生重要影響，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即借重結構行動論架構，說明

國家與國際結構關係。Giddens稱，結構與行為者並非一分為二對抗關係，

而是具有相互形塑關係，結構本身具有雙重性，社會結構既是人類行動所

建構，同時也是建構媒介，結構非外在於行為者之外，有時會束縛行為者，

                                                 
239 Ibid, p.3 
240 Ibid. 
241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支派龐雜，惟其相同論點在於主張能動者與結構係相互建構關係，見：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8-10. 
242 洪謙德，《社會學說與政治理論》(台北：揚智，1998 年)，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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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也可協助行為者去完成行動。243 至行為者，因行動涉及正確及錯誤

方式，可以作為，亦可不作為，因此，行動本身並非完全可以被決定，也

並非一成不變。行為者行為具有改變環境能力，另也包含遵守與改變規則

活動。概括而言，行為者具有改變、傳達及規範的活動面向。244 行動係

不斷演變之流程，其展開常是在行為者未必完全確認下開始，行動動機係

行為者欲求，行為者有時需要加以解釋，加以合理化。再者，行為者隨時

會為行為者反思、監控及檢討。245 這對傳統國際關係理論也產生若干影

響。新自由制度主義就認為透過國際制度運作，可改變國家間互動模式，

即強調國家行為可塑性，國際無政府結構不必然導致戰爭，反而成為創造

國際合作之契機。 

Hobson著重於「能動性」的概念，並以之為分析層次，歸納出五種國

家理論研究之原始類型，分別簡述如下： 

一、 不具國際能動力之被動調整型國家(The passive-adaptive state 

with no international agency):係泛指國際體系理論者，即國家完

全受制於國際結構，國家全然只能成為國際結構（政治或經濟）

之被動行為者或受害者，完全無改變結構之能力。相關理論有

新現實主義、世界體系理論（World System Theory）等。246 

二、 具中度國際能動力之國內調整型國家(The domestically-adaptive 

state with moderate international agential power)：國家被賦予中

度國際能動力，不過國內能動力方面，僅有中低度程度。在國

內場域，社會結構淩駕國家能動力之上，其模式為：國家必須

適應或服從國內社會結構或非國家行為者，以獲得某一種程度

                                                 
243 同前註，頁 128。 
244 同前註，頁 122-123。 
245 同前註，頁 124。 
246 Hobson,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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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際能動力。相關理論如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247 

三、 具高度國際能動力之國內調整型國家(The domestically-adaptive 

state with high international agential power)：國家雖僅具中低度

國內能動力，然卻具有高度國際能動力。在國內場域內，社會

結構淩駕國家之上，換言之，國家必須高度服從社會中個人之

經濟與社會需要。在服膺此等國內需求過程，具有高度之國際

能動力之國家對外當可創造和平國際體系；當國家無法服膺於

國內需求時，對外將形成衝突的國際體系。相關理論如古典自

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248 

四、 具高度國內及國際能動力之積極型國家(the pro-active state with 

high domestic and high international agential powers)：同時具備高

度國內與國際能動力之國家，國家作為一個能動者，淩駕國際

結構之上，國家中心論自由主義（State-centric liberalism）及英

國學派（English School）為此類型之國家理論。國家具備其自

己的利益，利益不必然來自國內或國際結構。249 

五、 具不同程度國內及國際能動力之建構型國家（The ‘constitute’ 

state with vary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gential powers）：國

家能動力隨著時代變化而有不同，以傳統現實主義而言，早期

（約 1648~1900）具備高度國內及國際能動力，而後國內能動

力大為消退，而國際能動力僅有中等程度。250 

Hobson 所提首次辯論，實為 Ole Waver 所提典範間辯論，即現實主

義、自由主義及馬克斯主義等三者，為國家中心、多元中心及全球中心三

種分析途徑對國家中心論之理解。另 Hobson 所提第二次辯論，提出以能

                                                 
247 Ibid., pp.220-221. 
248 Ibid., p.221. 
249 Ibid., pp.222-223. 
250 Ibid.,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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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及結構辯證關係檢視國家理論，隱含歷史社會學觀點，該次辯論亦與

國際關係理論第三次大辯論相呼應，雖非旨在突顯後實證主義對實證主義

之爭辯，惟已呈現對國家之反思性及建構性觀點。 

Hobson認為國家理論重要差異在於國家能動性對國際結構之回應，即

限制與變動之辯證，分析觀點一方面提供分類國家理論創新途徑，另一方

面也可用於檢視國家中心論關於能動者與國際結構間之推定論述。 

 

本章結語 

 

國家中心論係國際關係理論主流觀點及途徑，惟其所指涉「國家」概

念並未獲得充分討論，長期發展下來，國家成為絕對概念，呈現抽象組合。

上文透過對基本命題之檢視，解析出國家具有現代國家、主權國家及安全

國家等功能與角色，一六四八年西發里亞條約確立同質政治單元，即主權

國家概念，西方現代性思潮擴展，推崇理性、進步理念，加速現代國家擴

張，而現實主義主張衝突的國際本質，連結國家與軍事安全關係。主權、

安全、無政府等主流論述共同建築國家中心論觀點真實性，現實主義呈現

國家中心論原型，其後社會科學實證主義盛行，更強化國家中心論觀點，

理性進步概念影響下，國家遂被定位於理性抉擇、追求自我利益及習於競

爭之行為者，其權威概念具體呈現於國內暴力持有者及對外戰爭決策者，

這成為當代國際關係理論關於國家之基本認識，惟關於國家中心論觀點在

不同理論間受到評價、解釋有異。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馬克斯主義分別

代表三種國家中心論觀點，亦對應關於主權、安全及國際體系之相關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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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家中心論三種觀點：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馬克斯主義 

 

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成為當代國際關係理論主流學說，對整體理論發

展有著重大影響，其等將西方現代性思維及實證主義知識體系建築為國際

關係學科基礎。現實主義論點，建構國家中心論之核心論述，形塑國家主

體分析之理論研究，另現實主義內含實證主義認識論與方法論，使國家中

心論途徑更具科學特性，現實主義將國家視為一個核心分析單元，與主

權、國家安全及現代國家等概念交織成一個概念整體。  

現實主義盛行於冷戰初期，到了一九六 O 年代末到一九七 O 年代，學

界出現對現實主義的批判，主要是針對它的世界觀、狹隘的權力觀、國家

中心論以及忽略國內層次與非政治軍事因素等觀點提出質疑與修正，251 

惟主要爭論在於國際體系層次之討論，而非針對國家作為國際體系核心角

色之命題，自由主義從多元權力觀點補充國家中心論，並強調行為者多

元，馬克斯主義從經濟階級解釋國家中心論。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馬克

斯主義分別呈現三種國家中心論觀點，分別為國家中心（state-centric）、多

元中心（multi-centric）以及全球中心（global-centric）。該三者所指涉國家

概念相近，呈現現代性意涵，惟馬克斯主義對國家功能角色係採取負面批

判觀點。一九七 O 年代國際關係出現典範間辯論， 即呈現關於國家中心

論之三種分析觀點。 

 

第一節 典範間辯論：國家中心、多元中心與全球中心 

 

國際關係理論於一九七 O 年代出現典範間辯論，初期可歸納為國家中

                                                 
251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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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義對跨國主義辯論。252 跨國主義相關理論學說（可歸納為自由主義

學群）指出，253 在頻繁國際交流與互動下，國際與國內政治界線已打破、

國家疆界逐漸消失、國際政治決策國內化等。254 自由主義雖對現實主義

多有批判，並強調跨國行為者角色如多國籍公司、國際組織等，惟整體而

言，自由主義仍隱含國家中心論點，即視國際體系為主權國家所組成。255 

自由主義論點獲得重視，與一九七 O 年代國際局勢發展息息相關。 

一九七 O 年代，馬克斯主義成為辯論之另一造，成為挑戰現實主義及

自由主義之有力途徑。256 Ole Wæver 稱一九七 O、八 O 年代辯論為現實

主義、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Radicalism）間典範辯論關係，257 馬克斯主

義被視為激進主義之代表。典範間辯論可視為三大理論傳統自我澄清、表

述之呈現。 

    相較於第一次與第二次的大辯論，前揭三者辯論並非「勝敗」問題，

而為「各自表述」，各派觀點均為獨特，這係鑒於典範不可共量之故，爰

此，理論命題無法相互轉換，亦無可相互比較之基準。典範間辯論與前兩

次大辯論總有一造勝出的結果不同。該辯論性質主要是「本體論」的問題，

即：國際關係特徵究竟為何？或言國際體系結構組成為何？258 較少涉及

第一次辯論的政治與哲學爭辯，或第二次辯論的認識論與方法論的爭執。

各個學派對於國際體系之構成，持不同假設與推論。每個學說就是一個閉

鎖典範，兩兩之間形成「井水不犯河水」的關係。當時眾多文獻都可歸納

分屬其中一個理論體系，可視為這三大理論傳統之補充或強化觀點，主要

在於解釋國家作為究竟符合何種理論假設，基本上都沒有提供研究國際體

                                                 
252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p. 11. 
253 可分為三大支派：一為經濟互賴論（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二為民主和平論(democratic  

peace); 三為國際制度論（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見：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 32. 

254 Richard Little, “The Growing Relevance of Pluralism,”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 p. 66. 

255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 32. 
256 Ibid. 
257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p. 150. 
258 Little, “The Growing Relevance of Pluralism,”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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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其他途徑。259 

    現實主義分析層次在於「國家」﹔自由主義260探討眾多非國家（如：

企業）、次國家（如：官僚體系）、超國家（如：國際體制）及跨國家（如：

跨國官僚體系）等行為者的角色。馬克思主義261探討「體系」的分析層次

（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從「體系」的觀點，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是區

塊化的（fragmented）；自由主義是相互依賴的（interdependent）；而馬克

思主義則是主張一個整合的（integrated）世界體系（參見表二）。 

 

表二  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比較(一)：體系的觀點 

 

學派 國際體系的特徵與型態 

現實主義 特徵：區塊化 

型態：國家中心、國家能力分佈的態勢 

自由主義 特徵：相互依賴 

型態：多中心、國家與眾多非國家行為者的關係

網絡 

馬克思主義 特徵：整合的 

型態：全球中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分層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前揭辯論主軸，可歸之為國家中心、多元中心及全球中心等三者就國

際體系樣態之爭論，262 （參見表二）。 呈現三種不同國家中心論之觀點。

然而，隨著「新-新」合流（neo-neo synthesis）（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

                                                 
259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 34. 
260 英國學界慣稱「多元主義」（Pluralism）。 
261 英國學界慣稱「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262 此為 Robert Rosenau觀點，轉引：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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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合流趨勢，馬克思主義作為第三勢力的地位逐漸衰微。263 

 

表三  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比較（二）：分析架構 

 

典範 
 

單元 體系結構 過程 重要的規範 

現實主義 國家 
民族國家 
國際組織 

無政府 權力爭奪 
安全困境 

自主性 
安全 
權力平衡 
理性 
國家利益 
 

自由主義 個人 
企業 
國際組織 
國家 
民族國家 
非政府組織 

市場 
無政府 

世界社會 
互賴 

自由 
人權 
世界主義 
合作 
繁榮 

馬克思主義 階級 
國家 
社會 
運動 
多國企業 

資本體系 階級鬥爭 
語言/論述 

正義 
公平 
進步 

資料來源： Buzan, “The Times Wisdom of Realism?” p. 57. 

 

第二節 現實主義典範 

 

現實主義對國家中心論形塑作用甚為顯著，確立該觀點基本原型，並

                                                 
263 Heikki Patomaki and Colin Wight, “After Postpositivism? The Promise of Cr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2 (2000), p. 214. Walt亦持相同論點，惟認為後來國
際關係後現代理論思潮，仍受到馬克斯主義深遠的影響。見：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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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主權、安全及國際無政府等強勢推定，充實國家中心論之觀點效益。

實證主義科學研究盛行，更促使現實主義朝科學化之理論發展，從傳統現

實主義到新現實主義，稍具不科學分析要素均受到忽略或化約為常數，前

者強調從人性觀點解釋國家中心論，從新現實主義觀點，人性隱含主觀因

素，因而轉而強調國際結構對國家之限制，關於國家指涉相關意涵遂化約

成閉鎖抽象概念。分析層次差異並未影響現實主義典範統整，不論是人性

或國際結構分析層次，都旨在強化國家之關鍵地位，並強調國家政軍權力

面向及其他行為者之臣屬或次要地位。以下將說明現實主義所申論之主

權、安全及國際體系等論述。 

 

壹、傳統現實主義：強調國家之人性層次分析 

 

現實主義主張「權力政治」係人類文明永久的顯著特徵。264 現實主

義盛行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數十年，這與戰後安全情勢有關。一九五 O

年代至一九六 O 年代，美蘇兩強對峙，軍事、國防武力為國際關係首重關

切安全課題。美蘇兩強對抗下冷戰情勢，連帶主導國關研究內涵。265 現

實主義源頭可追溯到 Thucydides、Machiavelli、Thomas Hobbes 等。當代

重要現實主義學者則為 Carr 與 Morgenthau，266 被稱為古典現實主義

（Classic Realism），267或稱傳統現實主義（Traditional Realism），和後期現

實主義學者一比，早期的現實主義學者認為透過對人性的理解，便可呈現

                                                 
264 Barry Buzan, “The Times Wisdom of Realism?”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 p. 47. 
265 Stephen Krasner, “The Accomplish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 p. 108. 

266 Scott Burchill, ”Realism and Neo-realism,”in Scott Burchi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vmillan, 2001), p. 71. 
267 古典現實主義從人性的表現來探討國家間之政治結構，見：Buzan, “The Timeless Wisdom of 

Realism “, p. 50.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p. 162.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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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的各種型態與律法。268  Morgenthau認為人性有根本缺陷，人當

然不是純粹邪惡，但是確實為原罪所累，269 所謂「原罪」，可解釋為人天

生有駕馭他人慾望。270  

現實主義建立國際關係的權力研究觀點及對抗體系特質，這係對理想

主義失敗的回應。現實主義對和平與正義國際體系的實踐，持悲觀的態

度，後期現實主義流派未曾改變此一態度。不同流派的現實主義所認定的

國際關係特質一致，即國際場域是：衝突的、猜疑的、民族國家間出現不

斷的競爭，271 這已為現實主義理論本體論。 

修正現實主義最具影響力者係新現實主義，Waltz 為代表性人物。新

現實主義因循現實主義基本假設，惟已提出較有系統分析架構，一方面則

是避談人性，將國家化約為同質單元，另一方面轉而強調國際體系（無政

府狀態）對國家之制約。272 Waltz目的在於規避人性面向，使得現實主義

學說更具（科學）理論特性，並建立系統性的分析體系。從古典現實主義

到新現實主義，歷經世局演變，對於國家的論點，已從對人性悲觀觀點朝

向一個較具樂觀思考的面向。273另 Carr所採取科學現實主義，強調理性、

律法等觀念，亦為Waltz所採納。274 

 

貳、新現實主義：強調體系層次 

 

新現實主義興起於一九七 O 年代，旨在回應互賴理論的挑戰，並對傳

統的現實主義提出較明確的解釋。Waltz反對以「單位層次」（unit level）

                                                 
268 Burchill, ”Realism and Neo-realism,” p. 71. 
269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16. 
270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 31. 
271 Burchill, ”Realism and Neo-realism,” p. 70. 
272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 31. 
273 Ibid., p. 32. 
274 科學現實主義呈現實證主義的一種折衷觀點，認為在經驗之外亦可透過理性思考以建立因果

關係，加以理解世界種種，見：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pp.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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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分析國際體系中國家的行為，275 而採取「體系層次」（system level），

認為現實主義以「人性」、「意圖」，自由主義以「民主制度」和「自由貿

易」，馬克思單從「階級鬥爭」來解釋國家的行為，均忽略「國際體系」

本身的重要性。Waltz 認為國際體系與國內政治系統有所差別，且具備三

項明顯的特質，分別是：（1）體系的排序原則（the ordering principle of the 

system）；（2）體系內單元的角色（the character of the units in the system）；

及（3）體系內單元能力分佈的態勢（the distribution of the units in the 

system）。Waltz 認為，所有國家都會經歷「社會化」過程，都會追求相同

的功能，致使國家行為的差異係「能力」（capacity）的問題，並非是「功

能」（function）。國際體系是無政府狀態的，國家生存在「自助」（self-help）

的環境當中，因此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很常見的，這無關乎一

國的政治與文化的型態。國家的能力取決於所處結構的「位置」（placement）

與所擁有的「相對權力」（relative power）。276 

與早期現實主義相比，在國家利益內涵、確保生存法則及對無政府觀

點等無明顯差異，另對於國際無政府對國家制約之論點，兩者亦無歧見，

惟就人性作為分析單元之重要性有異。 Waltz強調現實主義已經排除人性

的命題，不再是倫理哲學的問題。277新現實主義別於現實主義創新之處，

除揚棄對人性的過分強調之外，另更強調無政府結構的權力政治。278 新

現實主義捍衛國家中心論並強調美國霸權的地位，此外還質疑互賴理論的

觀點。Waltz於 1979年所著《國際政治理論》（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75 不同於新現實主義，古典現實主義比較重視國家層次的討論，認為國際關係乃生自國家內部

能動力的變化，並獨立於無政府狀態以及國際權力的分佈，此為「單位層次」（unit level）的
分析。見：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5. 

276 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1990), pp. 21-37. 

277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p. 162. 
278 現實主義認為軍事威脅為國家決策首要的課題，這乃源自於所有政治生命的動機或驅動力。

然而，新現實主義則視無政府的國際結構為主要以及永久不變的驅動力，該動力形塑了國家

間的行為與結構。見：Buzan, “The Timeless Wisdom of Realism,” pp.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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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就是重新闡釋現實主義並挑戰互賴理論之代表著作。 

另新現實主義的「新」（neo）表現在科學概念（concept of science），279 

以及對傳統現實主義的補強。280 Robert Keohane指出，Waltz的貢獻，並

非建立現實主義的新理論，而是將現實主義系統化，使其更具理論特性。

281 Waltz 致力將現實主義轉為符合科學特性與方法論規格的學門，282 誠

如上述，現實主義已非道德與哲學爭辯，取而代之者，為明確、清晰的陳

述。283 對照傳統現實主義視權力鬥爭為結果，Waltz 則視之為「手段」

（means），國際體系的結構預設國家追求權力平衡的行為，284 （參見表

四）。 

 

表四  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之比較 

 

 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 
國家利益 生存利益 生存利益 
如何確保生存 增加權力 增加權力 
對於人性認定 人性是有缺陷，因此容易走

向衝突，這也說明為何國際

合作及世界政府不可能形成

之因。 

人性可能有缺陷，惟人性並

非解釋衝突之必要因素。 

關於無政府界定 主權民族國家所活動之環境 主權民族國家社會關係之

場域，解釋戰爭發生之因果

關係。 

資料來源：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15. 

 

                                                 
279 Wæver認為從現實主義到新現實主義，可視為是現實主義在第二次爭辯中的遲來勝利，即現

實主義「科學化」的成果。 見：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p. 162. 
280 國內學者蔡政文指出，雖新現實主義對傳統現實主義有所批判，惟僅限於理論建構方法方面，

而非觀念的本質，兩者在一些基本觀念或假設都是相同的。蔡政文，前揭書，頁 69-70。 
281 轉引自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p. 241. 
282 Burchill,”Realism and Neo-realism,”p. 88. 
283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 p. 162. 
284 Joseph S.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XL, No.2 (1988), p.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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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無政府狀態」係新現實主義強化國家在國際關係理論之核心假

說，國際政治係由主權民族國家組成；沒有世界政府，意味著沒有國際秩

序；及因缺乏前述二者（世界政府及國際秩序），因此國際政治是無政府

的狀態。285 Waltz稱「無政府係戰爭之悲觀成因」（international anarchy is the 

permissive cause of war）。286 新現實主義從國際結構之必然性（即無政府

狀態及自私自利國家行為），解釋國家不得不為之困境，從中賦予國家權

力性格，以及無法避免訴諸軍事武力之競爭行為。 

針對自由主義慣稱國內政治優於國際政治之論點，Waltz則是將國際政

治與國內政治區隔開來，稱各國政府型態及組織文化確實有異，惟無法影

響一國對外的政策行為，這是鑒於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為一國最

優先政策順位。國家安全意謂對抗、嚇阻外來軍事威脅的防衛；國家安全

至上思維下，國家內部的安全問題都是次要的，無法超越國家安外部安全

的重要性。 

Waltz認為國內的結構組織有異，因此勞力分工（division of labor）是

可能的，惟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功能並無不同，因此，要建立國際合作的政

治架構是不太可能的，287 兩者的特徵並不相同（參見表五）。基此，Waltz

認為囿於國際政治的特質，國家間合作出現困難，這是國際體系難以克服

的問題。 

表五  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比較（Waltz觀點） 
 
 國際政治 國內政治 
體系的單位 同質性 異質性 
政治結構 -水平的 

-無政府狀態 
-無一中央權威 

-垂直的 
-層級的制度安排 
-有一中央政府 

體系的特色 權威/行政系統/ 
法律規範 

權力/鬥爭/共容 

資料來源：作者製表。（參考自：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85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4. 
286 Ibid., p. 16. 
287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 Addison-Wesley,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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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對新現實主義而言，國際關係核心課題在於：國家在國際政治

中的物質結構，國家行動之依據在於權力大小，這隱含國家角色與國際體

系均為跨越時空存在，並不會有所變動。另冷戰時期安全論述也強化國家

優越的地位。兩次世界戰至冷戰期間，美蘇兩強對抗格局，強化現實主義

論點，安全研究與軍事武力相互結合，促使國家安全凌駕國內議題之上更

將國家角色置於高無上地位。288  

現實主義成為冷戰時期國際關係理論之主流，其因前已述，係對應世

局為美蘇兩強爭霸的情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聯合國成立，旨在實踐

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之概念，惟諸多制度之設計（如：安理會否決

權之設立），隱含權力平衡(balance of power)之考量。289 冷戰格局形成，

美國全球戰略之開展，軍事行動與聯盟增加，帶動學界安全研究的風潮。

冷戰時間，安全研究大多熱中於軍事方略。軍事武力和某一個議題相關，

則該議題就成為安全議題；反之，與軍事無關的議題就變成低階政治（low 

politics）的議題。290  

將安全研究鎖定在國家軍事安全，隱含對「國家」賦予跨越歷史時空

的角色，認定其為提供社會與人民安全保障的唯一正當角色，國內安全不

足掛慮，安全問題僅僅發生在國界之外。傳統的安全研究論述將「國家」

與「安全」兩者緊密相連，幾乎化成等號， 國家包含「安全國家」的意

                                                 
288 事實上，現實主義並不就國家概念或角色提出絕對看法，學說重點在於突顯國際關係本質是

爭奪且相互對抗，如同人性本惡。現實主義重要學者Morgenthau對於國家持保留態度，認為

當代民族國家與利益相互結合乃歷史的產物，並非永久不變，因此不認為國家這個角色會一直

存在於國際政治，未來可能會消失於人類歷史當中。基本上，對早期現實主義而言，其並不反

對由民族國家所構成之國際政治將由不同於國家之政治單位所取代。見：Hans Morgenthau, 
Political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Fifth Edition, Revis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pp. 4-15. 新現實主義則是賦予國家明確之核心地位，認為係為國際關係
中永久之中心角色。 

289 Dougherty and Pfaltzgraff, Jr ,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Longman, 2001), p. 15. 

290 David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1 (1997),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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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表現於軍事主義及競爭的特性，291 並從中形成傳統安全觀。  

綜上，傳統安全意指領土的軍事防衛，成為現實主義安全論述，無政

府國際體系勢必導致長期權力競逐的局面，因此國家僅能訴諸自助自救的

行為，憑藉的就是軍事力量。根據 Waltz 的說法，國家內部可能會產生變

化，但是國際體系並不會變動。292 國際體系在此即指涉國際無政府狀態。

Waltz 對於國際體系與戰爭關係，做出一個具有深遠影響力之假設，國際

無政府係戰爭悲觀成因，這構成現實主義學派結構觀點，國家行為係全然

為國際無政府所制約，隱含結構決定論，從前揭 John  Hobson 能動性觀

點，國家之於結構幾乎沒有可改變可能，這成為現實主義解釋國家行為之

憑藉，同時也呈現其世界觀之投射。 

 

參、建立一種似為客觀律法的典範 

 

上述關於國家中心論，為後來批判或反思學派所質疑，認為前揭論點未經

理論化以及係為去歷史的實體。現實主義將國家凝聚出一個整合圖像：毫

無問題整體、其存在、邊界、認同架構、合法性、利益、職能等被視為客

觀存在，293 另反思理論指出，實主義學派在沒有建立國家理論情況下，

建構了國關理論國家中心典範，294 簡約的斷定國際結構決定國家無法變

動行為，形成理論解釋之決定論觀點。在第三次大辯論中，一些後實證主

義觀點認為，新現實主義作為當代國際關係主要理論，同時亦為理性主義

理論之代表，其所擁有的主導地位，不但架構國際關係理論發展，同時也

                                                 
291 Young, Global Challenge: War, Self-Determin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for Justice, p. 124; Del 

Rosso, Jr, “The Insecure State: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and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 
Daedalus, pp. 175-207. 

292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2000), pp. 5- 41. 

293 Ibid., p. 238. 
294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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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理化及結構化許多國際關係慣例。295 現實主義透過實證主義所建構關

於國家與國際政治之意象，略過理論檢視過程，而是視之為律法般客觀事

實，成為後實證主義反思面向。 

 

第三節、自由主義/ 多元主義典範：從多元中心到國家中心 

 

自由主義係國際關係理論另一支重要理論體系，涵蓋不同流派理論、

學說等。296 政治學中自由主義對國家看法十分分歧，惟國際關係理論中

自由主義顯現出國家中心論取向，與現實主義差異處在於解釋國家行為之

面向。事實上自由主義政治理論亦十分推崇國家角色，297現實主義強調國

家能力決定行為模式，而自由主義強調國家偏好係為關鍵。另現實主義稱

國家行為單一面向（軍事面向），自由主義則認為國家行為多元面向，國

家偏好呈現差異性，取決於一國文化、經濟制度、政府體制等，另國家間

互動不僅限於政治互動，亦有經濟、文化交流，即國際議題除高階政治外，

亦包含低階政治如貿易、金融、海洋管理、國際環保生態事務等。自由主

義呈現國家行為、權力、決策選項之多元性。 

對現實主義的國家理論多有批評，惟主要自由主義學派仍演化成國家

                                                 
295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 5. 
296 自由主義一詞出現於十八世紀，係源自 John Locke所提倡天賦人權理念，自由主義後來發展

呈現盤雜概念學群，涵蓋個各個時期及學群所申論自由主義內涵，包括：個人自由、民主和

平、、國際理想主義、資本主義、 等等，個人主義成為核心方法論，並深受 J. S Mill 所倡
個人即為主權（the individual is sovereign）概念所強化。自由主義原倡導個人先天自由及權

益，並規範國家與個人間契約關係，然在強化此等契約關係之論述下，國家成為最高世俗權

力，因被寄予建立社會秩序及提供福祉角色，而順當地具備凌駕個人及社會之上之管制力量，

個人主權整合在普世、抽象主權集合體，即為國家（state）。自由主義雖倡導個人自由及權益，
然而將實現個人主義寄託於國家治理，也因此確立並壯大國家正當性及優越性，另自由主義

政治理論係建立在普世主義架構，而非文化相對主義，普世主義具體呈現於國家權力與個人

權利相對關係，自由主義的主權觀呈現正式、分析性及實證主義分析架構。當代自由主義政

治理論，亦已建立主權個人及合法國家主權兩者對應性。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pp. 86-90.  
297 自由主義政治理論從制度體制及授權觀點解釋國家構成，認為國家係法律建立而成的體制，

係由人民所組成，將個人所具動能交由國家進行更為廣泛活動，包括與其他國家之互動。

Nicholas Onuf, “Intervention for the Common Good, “ in G. Lyons and M. Mastanduno, Beyond 
Westphalia? State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1995),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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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論觀點與途徑，對國家概念已與現實主義無異，對後者批判呈現在國

家間行為推定不同，強調國家間互動場域，即國際社會政治空間概念。下

文將討論自由主義國家論點。 

 

壹、理論傳統內涵與發展 

 

自由主義，英國學界慣稱多元主義，強調國際互動之合作面向，並認

為民族國家之外，非國家行為者亦對國際政治有影響力。理想主義亦主張

國家與國際關係之和平本質。三者呈現一定程度相同世界觀及基本假設。

理想主義主張主權民族國家不僅為政治空間，亦為社會空間，298 成員互

動不僅只為個人利益，也有集體利益的部分。理想主義本體論成為自由主

義國際分析的基礎。自由主義涵蓋龐雜的大小理論。299 自由主義學派強

調國際合作重要性，主張透過制度合作，可克服國家間如市場互動可能產

生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的問題。相關合作理論包括功能主義

（Functionism）、新功能主義 (Neo-functionism)、跨國主義、互賴理論

(Interdependence Theory)、建制理論(Regime Theory)等。概括而言，相關國

際合作理論都可歸納為自由主義學說。300 自由主義學派演變和國際情勢

幾個重大發展有關。基本上，自由主義對國際關係有幾項基本假設： 

1. 有許多不同行為者，除了國家之外包括多國公司、國際政府間組

織、非政府組織、私人基金會及恐怖份子等；前揭行為者都係

                                                 
298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43. 
299 Hobson將自由主義被分為兩大類，一為「個人中心的自由主義」（Individual-centric 

Liberalism），二為「國家中心的自由主義」（State-centric Liberalism）。前者包含：古典自由主
義、新自由主義以及功能主義；後者包含：英國學派的理性主義以及新自由制度主義。詳細的

論述見：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64-106. Keohane將自由主義大致分成
三派，分別是：一、商業自由主義；二、民主自由主義；三、管制性自由主義；轉引: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p. 246. Walt的分類與 Keohane 類似，稱自由主義可分成經濟互

賴學派、民主和平論以及國際制度理論等。見：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 32. 

300 Krasner, “The Accomplish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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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且精算利益者，惟其追求目標不同； 

2. 國際關係提供全體同時獲利之機會，行為者追求自身絕對福

（welfare），更甚於相較於他人之相對地位。301 

對於自由主義而言，解釋國際關係主要變項在於對應某一議題領域之

利益架構以及能力問題。自由主義所強調國際關係特徵為，運輸及傳播科

技發達，促進國際更為緊密交流，大為提高國家合作而非對抗的機會。隨

著世局發展，自由主義不斷出現新的國際合作理論，以下分述之。 

 

一、二次大戰後理論發展 

 

二次大戰後，自由主義實踐從區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開始，

廣泛而言就是新功能主義的概念，代表性的學者包括：Karl Deutsch 提出

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理念；Ernst Hass研究歐洲整合的外溢

效果（spillover effect）。一九五 O 年代到一九六 O 年代功能主義及新功能

主義主要研究對象為歐洲共同體（EC）的整合過程。早期功能主義如 David 

Mitrany 強調利益面向及個別國家的忠誠關係，建立歐洲全體利益應大於

個別國家利益。後來新功能主義則是強化國家角色，議題間連結關係，以

及政治外溢效果，提倡透過制度運作擴大共同利益。302  

跨國主義興起一九七 O 年代，Robert Keohane及 Joseph Nye 對跨國交

易定義為：有形及無形物品跨越國界的流動，國際場域重要角色除了國家

之外，還包括非政府代表或國際政府組織。渠等強調政府管控已受到科技

變革之限制為能有效跨國際事務有效管理，需要更多國際合作。另有學者

將新功能主義的觀點延伸至互賴的研究，其中，重視「制度」（institution）

或「體制」（regime）的學者特別關注國際合作安排對國家行為學習與國家

                                                 
301 Ibid., p. 110. 
302 Ibid., pp.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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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重塑的影響。該等對聯合國、國際貨幣基金組織（IMF）、世界銀行（WB）

等的官方世界組織並沒有太多的興趣，而是對一些較為寬鬆的體制或國際

制度進行研究，在此，所謂的體制或國際制度意指：在特定議題下，限制

國家行為與涵蓋國家期待的規範、規則以及程序，正式與非正式的規範同

時受到重視。 

上述相關國際合作理論都具功能主義內涵，其對現實主義批判著眼於

國家間互賴關係及國際體系具備跨國交流之特性。在互賴及跨國關係國際

網絡之下，除了國家之外，非國家行為者、國際政府組織）及非政府組織

等亦為獨立行為者。303  

自由主義對現實主義的批判，並非針對國家理論本質問題，後來與現

實主義趨近，逐漸發展出具有國際制度觀點的國家中心理論，304 提供制

度觀點的主權意涵，透過複雜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分析脈絡，

擴大解釋國家權力面向及國際合作的機會。體制研究於一九八 O 年代初期

達到高峰，嗣遁入「國際制度」的研究，兩者的概念很接近，成為該時重

要自由主義理論代表。 

 

二、 一九七 O 年代經濟危機與區域整合：制度觀點主權意涵 

 

一九七 O 年代，自由主義理論再度活躍起來，這和國際情勢的變遷息

息相關，越戰、美國嚴重的雙赤字、美蘇的低盪、跨國公司的擴張、石油

危機等事件降低國際軍事力量的集中，另一方面突顯經濟力量的重要性。

國家間經貿合作的利益逐漸優於軍事競賽與領土控制的利益。國家追求

「貿易國家」的地位大於「軍事國家」的意願。國家精英開始體認到國家

財富來自於世界市場商品與勞務的占有率。一九七 O 年代末，國際情勢已

                                                 
303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p. 57. 
304 Ibid., p. 87. (footnot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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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西問題轉為南北問題。自由主義提出國際互賴的概念，並提倡國際體

制對促成國家交流、合作的重要性，認為國家行為是學習的過程，國家利

益也可重新定義；要者，許多全球的問題需要多國合作，體制提供國家間

一個慣常的架構。 

一九五 O 年代的區域整合理論重視正式組織的創立及運作，建制理論

轉向重視非正式的制度安排，這是鑑於正式、法制明確的國際組織常常會

變成「大而無當」的封閉實體，反而阻礙國際合作。「體制」這個概念更

能突顯在某個特定議題上，相關國家間的互賴、開放與彈性的關係。體制

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制度對如何影響國際關係的產出，著重觀念、原則與

規範的重要性。305 

在國際政治的權力競爭中，建制理論提供國家對抗之外的另一種選

擇，306 一些已經存在的體制讓國家組成小型集團，可監控彼此對於維持

和平的行為，以及遵守其他規範、規則與慣例的情況。體制的建立，常常

可創造、增加國家間的合作。307 國家之間遵行的規範與規則隱含共同利

益，而非競爭利益，透過合作達到共同利益是體制建立的主要動力。國家

參與體制的動機，主要是鑒於參與的利益大過於不加入的利益，參與的效

益大於成本。這是經濟學的觀點，透過國家間的交流，降低交易成本，謀

求國家利益的最大化。308 體制隱含國家間的合作將帶來報酬，這是基於

「經濟規模」（economics of scale）的結果。換言之，體制一旦建立，處理

                                                 
305 Christian Egenhofer et al.,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Target Setting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t 
http://www.ceps.be/Research/Energy/ESRICollaborationCEPstudies.ph 

306 建制理論亦隱含國際體系為無政府的狀態。 
307 Charles F. Parker, “Evaluating Security Regime Significance,” presented to ISA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New Orleans (24-27 March 2002) at 
http://www.isanet.org/noarchive/parker.html 

308 Robert C. North, War, Peace, Survival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0), pp. 260-261. Parker, 
“Evaluating Security Regime Significance, “ at: http://www.isanet.org/noarchive/park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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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議題的邊際成本勢必下降，且比沒有體制存在時的成本更小。309 體

制建立之後，為達到效益，會伴隨一些特定的協定，之後便成為體制的一

部份。以貿易體制為例，關稅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fs and 

Trade, GATT ）建立起一套貿易體制，之後，數個國家間謀求降低關稅的

協定就會受到 GATT 的影響。 因應體制產生的一些制度安排就會建立出

國家間複雜的連結關係，促使更多國家的互動。在經濟、政治與安全戰略

間有正式關係的區域，體制安排最有效用。310 規劃適當全球體制可以跨

越狹隘的個別國家利益，在不同國力的國家間，促成雙贏的協議。此外，

體制運作產生的規模報酬遞增會增強行為者對制度的支持，轉而將高階政

治的議題也納入體制當中。311  

Nye及 Keohane指出，在相互依存的國際關係中，維持一個國家有利

的地位並非拒絕與其他行為者合作、交往；相反的是，國家必須融入國際

經濟整合體制當中，在複雜的網絡中，減少互賴關係所帶來的脆弱性

（vulnerability）與敏感性（sensibility）。所謂的「脆弱性」係指一旦對外

依存關係被切斷之後所遭致損失；另「敏感性」係指在正常的經濟交往中，

某國經濟變化對它國政府與社會產生消極影響的程度。312 因此，互賴關

係並不保證國家間無傷害的關係，或言互賴定能促成國家的合作關係。互

賴呈現的是國際政治的一種狀況，而非預期國家間行動模式。 

以上兩位作者強調「互賴」的概念，並以之為分析觀點。他們觀察與

討論互賴關係下的國際政治特徵，並探討國際體制變動的方式與成因。313 

強調互賴的國際關係，並非捨棄「權力」的面向。權力與互賴之間有相當

微妙的作用，這端賴互賴的均衡程度。權力可被視為行為者控制其他行為

                                                 
309 North, War, Peace, Survival War, p. 261. 
310 Ibid. 
311 Ibid. 
312 Keohane and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p. 3-37. 
31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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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及控制互動結果的能力。因此，國家的實力多寡衡量出來的權力，以

及對國際互動之結果的影響力所呈現的權力，兩者不盡相同。314不均衡的

互賴關係成為權力的來源，關係中的一方得以控制資源與結果。換言之，

比較不依賴的一方獲得較多的政治資源，因為它比較不受到關係變動的影

響。315  

國際體制作為國際體系權力關係的「中介變數」。體系的權力結構會廣

泛的影響體制的特質，然另一方面，體制形成之後，也會逐漸影響、駕馭

體系內的政治談判與日常決策。互賴的國際關係的特徵有三，分別是：（1）

多元管道（multiple channels）；（2）議題間缺乏高低順位（Absence of 

Hierarchy among issues）：（3）軍事力量角色的弱化（Minor Role of Military 

Force）。316 基此，國際權力已不如傳統現實主義所見的那般明確、集中。

國際權力分散於各個議題當中。國力強盛的國家不一定可以控制國際互動

的結果。互賴國際關係的政治過程，可從四個方面觀之，分別是：（1）議

題連結；（2）議題設定：（3）跨國/跨政府關係：（4）國際組織的角色。317

因為互賴的國際關係中存在多元管道的關係，因此也突顯國際組織的重要

角色。在多元利益錯綜交錯的國際關係中，就會產生跨國與跨政府的聯

盟；國際制度在政治談判中的重要性也大為增加；國際制度的權力展現在

幾個方面：設定議程、作為聯盟建立的催化劑，以及提供弱小國家政治提

案與連結的場域。318  

假如強權國家無法忍受國際體制的安排，那麼體制可能變動；但是兩

者的關聯並非因果關係，僅是相關。體系的變動與否仍要考慮體系涉及之

行動的整體考量（國際與國內因素），及行為者間互賴的程度。最後，體

                                                 
314 Ibid., p. 18. 
315 Ibid., p. 11. 
316 Ibid., pp. 24-29. 
317 Ibid., pp. 29-37. 
318 Ibid.,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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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成敗，並非是體系本身的問題，而是繫於國際與（成員國）國內的因

素。不過，當體制的效益與價值受到普遍的認同時，它有可能具備一定的

自主性，有獨立的國際地位，發揮體制本身的影響力。319 渠等指出，在

國際互賴下，國際政治已非為強權國家控制之政治體系，過去強權所主導

的國際政治，已逐漸轉變為各國均可扮演特定角色及影響力的場域，即使

是弱小的國家也可以在國際政治體系中展現其特有的地位。在這些國際政

治環境變遷的現象之下，一個很重要的特徵是：國家間依存度增高與深

化，訴諸於武力解決紛爭的程度將會降低，而是藉由團體協商的方式來解

決問題。特別當冷戰式微，國際體系從超強的兩級體系過渡到單極的體系

(美國的單一霸權)。美國經濟力量已無法提供各次區域軍事力量的屏障、

區域與次區域整合的速度增快等因素。這使得在美國獨霸的情況之下，國

際政治舞台上同時也出現許多具有影響力的角色。320因此，對自由主義而

言，國際社會的活動已非全然由軍事對抗與圍堵所涵蓋。國家也不全然是

國際事務中唯一的行為者，跨國性的活動也同時扮演相當的重要性。要

者，全球議題重心的分化，也促進國家之間有更多元的交往型態。簡言之，

除了軍事議題之外，隨著國家發展不足與缺乏，經濟、社會、教育等課題

也是重點。 

綜合上述，國家在國際體系的地位，憑藉的並非只有現實主義所言的

軍事武力，國際制度安排也隱含汲取權力的機會，另經濟利益亦是各國所

看重者，國際政治型態變得多元而難以掌握，政治制度變得更加分化、易

變，經濟競爭不再受到軍事聯盟所壓制;另外，全球化進程已無法逆轉，對

於領土及邊界產生一定程度的滲透，經濟與民主高度發展，國家主權受到

某種程度之限制，國際組織不僅對主要國家經濟政策發生作用，對政治及

                                                 
319 Ibid. 
320 這些角色包括了新興的中權國家，如加拿大、澳大利亞等；區域強國如中國。除國家外，另

亦包含國家聯盟，如歐盟。國際或區域組織的熱絡也一樣衝擊著國際政治的脈動，如北大西洋

公約組織（NATO）、亞太經合會議（APEC）、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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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政策亦有影響。321 

在國際互賴脈絡下，現實主義所持主權意涵顯然已無法反映現實，以

歐洲整合為例，對歐洲國家政府而言，在歐洲共同體（EC）的制度結構下，

國家主權出現讓渡或是共拌（pool）的現象，個別國家政府已非唯一行使

領土管轄的權威。另跨國公司在許多國家的決策，亦出現凌國家決策的現

象。國家主權的意涵不再是絕對排他性，或不可侵犯，其仍具有法律權威

的特性，惟在流動多變權力脈絡之下，可能被迫必須去執行其他國家利

益，亦有可能成功影響說明其他國家服務本國的利益或與他國家交換更符

合本國利益的獲利。322 基此，主權不再只是領土概念，更涵蓋在互賴跨

國網絡之下獲取政治權力之談判資源，這並非意味國家角色的弱化或權力

限縮，其所呈現的是多元議題與互動管道所隱含的權力面向。 323  

建制理論發展發展到一九八 O 年代，逐漸又轉為另一支派—新自由制

度主義，相較於其他自由主義理論與現實主義呈現典範各自表述態勢，或

刻意規避國家的角色，新自由制度主義則是將國家帶回，更加強調國家的

角色，並採納現實主義一些基本假設，而發展出國家中心主義的自由主義

（state-centric liberalism）觀點，並與現實主義有更多對話、合作關係，在

國際合作分析方面，以國際制度取代體制的概念，採取更為寬鬆的制度觀

點。 

 

三、新自由制度主義 

 

新自由制度主義係國家研究另一個重要學派。新自由制度主義和新現

實主義的發展有著相近的時程。現實主義衍生出新現實主義，而自由主義

                                                 
321 Robert Keohane,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 117, p. 119. 
322 Keohane,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117, p. 119. 
32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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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新自由制度主義的面貌。新自由制度主義的盛行，和新現實主義的霸

權穩定論（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息息相關。霸權穩定論挑戰互賴理

論的論點，預言一九七 O 年之後的貿易體制必然消失，然預言並沒有實

現，因而增加新自由制度主義更多發言空間。324  

    為強調國家合作係樂觀看法，Keohane和 Nye從寬鬆的制度觀點來說

明國家行為的諸多可能性，而衍生出新自由制度主義。新制度自由主義仍

強調國際結構缺乏規範秩序之中心權威，然卻推演出不同國家行為模式，

認為透過合作制度，可將國家競爭行為轉為共同獲利之集體行動。新自由

制度主義批評新現實主義對於國家對外行為模式過於單一、窄化，忽略國

際合作是國家外交政策之偏好及選項。新自由制度主義企圖修正新現實主

義對制度的悲觀與誤解，Keohane與 Nye指出，透過國際制度，國家可以

廣泛擴大對於自我利益的概念，俾利擴大合作的範圍；325在互補利益基礎

下，合作是可行的，制度之於促進國際合作可能是個有利的因素。326這意

味著國際體系比新現實主義想像的更具規範及管制。327 在此，「制度」可

被視為有一定共識程度之共同行為期待的持久型態。328 新自由制度主義

所指涉「制度」，有幾項特性，包括：制度不僅是國家謀略的工具，它會

有自己的生命、制度的建立會增加國家的合作機會以及制度的運作過程會

產生獨立既定目標之外的影響。 329至於「制度」的形式則有三種類型，

分別為（1）制度作為標準工具；(2)制度作為創新工具；(3)制度作為轉變

的起因。 330 

                                                 
324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95-96. 
325 Keohane and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26 Robert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Neolib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1994), p.326. 
327 Scott Burchill, ”Liberalism,” p. 39. 
328 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1999), p. 53. 
329 Ibid., pp. 53-55. 
330 Ibid., pp. 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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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現實主義提出霸權穩定論，認為國際制度是可能發生的，但是必須

仰賴霸權，而且制度只有短期壽命。新現實主義對國家間合作並不看好，

基本假設是國家間並不是自願、自發性的合作。若非霸權的壓力與強制

力，合作是無法實現的。換言之，合作並非是自發的，而是國家被迫之行

為。Keohane 駁稱，霸權以及單極權力對於制度的形成確有重要作用，但

並非充分條件。國家會因為長期利益而採取自願性的合作，國際制度成為

確保該利益的途徑。國際制度賦予國家得以克服無政府下集體行動的困

難，因為國際制度具有別於國家的自主性（autonomy）。331 正因為國際體

系缺乏單一權威，國際制度正可提高國際關係受到規範以及可預期的程

度。制度結構會將各個成員對於有共同利益之協定的期待正式化，並限制

國家的行為。332  

    從經濟學分析途徑，Keohane 指出國際體系也會有市場失靈、交易成

本、不確定感以及資訊不對稱的問題，這必須透過制度來解決。333 此外，

他也重視制度發展的歷史因素。制度一旦建立之後，行為者（如國家）不

管有意或無意，其作為會使得制度的改變或重建的成本變得很高。因此，

即使對應原來制度的權力分佈結構已經改變，舊的體制不必然隨之變動，

除非變動獲益大於變動成本。334 這基本上和較早建制理論觀點同出一轍。 

    新自由制度主義著眼於國際制度與國家間合作間的關係，335 對於國

家間合作的看法比新現實主義所想的更為樂觀。新自由主制度義接受新現

實主義的結構觀點，不過卻是運用「理性選擇」（rational choice）以及「博

奕理論」（game theory）來解釋國家間行為，證明不論有無強制執行（國

家間）協議的霸權，國家間的合作都是可能的。 

                                                 
331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96. 
332 Burchill, ”Liberalism,” pp. 39-40.  
333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Neoliberal Debate,” p. 342. 
334 Ibid. 
335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pp. 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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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現實與新自由制度主義的爭辯中，後者著眼於國家偏好形成的過

程，認為國家利益是多元的，行為者(國家)具有某一程度的能動性（並非

完全為無政府國際體系所制約），重新解釋無政府狀態與制度的關聯。相

較於新現實主義完全忽略歷史因素，新自由制度主義開始注意到歷史脈絡

的分析價值。要者，該學派強調國際互動很多是學習而來的。新自由主義

批判新現實枉顧國家利益形成的過程是理論的缺陷之處。國際關係一個重

要課題為國家學習的過程，國家利益是如何被界定的呢？利益的定義又是

如何轉變的呢？336 等等此類的問題都是新自由制度主義有別於現實主義

的研究重點。 

 

四、國家中心論自由主義觀點：制度與權力之辯證關係 

 

在新現實與新自由制度主義的爭辯中，新自由制度主義的學者企圖走

出「非現實」的觀點，他們重視國家偏好形成的過程，認為國家利益是多

元的，突顯行為者的有限能動性，重新解釋無政府狀態與制度的關聯。相

較於新現實主義完全忽略歷史因素，新自由制度主義開始注意到歷史脈絡

的分析價值，並強調國際互動很多是學習而來的。新自由主義批判新現實

枉顧國家利益形成的過程，是理論的缺陷之處。國際關係一個很重要的問

題就是國家學習的過程，國家利益是如何被界定的呢？利益的定義又是如

何轉變的呢？337 等等此類的問題都是新自由主義有別於現實主義的研究

重點。從前揭 John Hobson國家理論分類， 新自由制度理論係具高度國際

能動力之積極型國家，其意味國家可改變國際遊戲規則，以化解衝突。338 

新自由制度主義的貢獻在於提出擴大國際議程豐富性，跨越傳統現實

                                                 
336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p. 238. 盧業中，「論國際關係理論之新自由制度主

義」，《問題與研究》，第 41卷，第 2期，2002 年，頁 43-67。 
337 Ibid. 
338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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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以軍政為主的面向，將國際關係推向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的發展，提出「複雜依賴」的概念，以解釋國家間的行為有很多可能性，

並非僅有訴諸武力一途。不過，一些對該學派的評論指出，該學派仍無法

解決根本性的問題，並未明確定義或重新定義現實主義無法解釋的國家概

念。339 自由主義理論都強調國際合作面向，並突顯非國家行為者的角色，

惟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義隱含國家為國際事務核心角色之假定，340 這

成為與現實主義對話與合作之重要基礎，一九八 O 年代，新現實主義與新

自由制度主義的「新—新合流」（neo-neo synthesis）說明兩大理論相容的

關係，而強調國家的理性主義與物質觀點，成為兩者共同核心命題。 

 

第四節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的合流：合成觀點 

 

壹、新自由制度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之比較 

 

新自由制度主義雖然接受新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但是對於「無政府

狀態」、「國家」、「制度」、「合作」與「國家利益」的概念皆有異於新現實

主義的認知與態度。 

    首先，新現實與新自由制度主義都認為國際體系是無政府狀態的。但

是兩方對於「無政府狀態」的內涵解釋不同。新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狀態

指出國際體系不可能出現單一權威或共同政府，因此否定了國際制度的成

效。新自由制度主義卻認為，所謂的無政府狀態，意指不會有單一的超級

強權，而非指涉不能有國際合作，國家依然可以做出對其他國家的承諾、

締結條約，只是無一主權國家可以強迫其他國家一定遵守，或者對不遵守

                                                 
339 Shaw,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9. 
340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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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破壞約定的國家施以懲治。341  新自由制度主義認為，所謂的無政府狀

態，並沒有預言行為者是如何互動的（可不可以合作）、如何達成所欲的

目的（用武力還是制度），因此，國際合作不僅可行，還可確保、擴大國

家的利益。 

    再者，新自由制度主義雖然認定「國家」是理性的利我主義，但是國

家並非全然受到國際體系的限制。Keohane 沒有全盤採取體系理論的觀

點，他認為國家的存在，並不是完全依據國際體系的需求，換言之，國家

是可以改善、重塑國際體系以獲得利益，而這個舉動可以免於體系的懲

處。342 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就是「爭取生存的場域」（realm of 

necessity），然新自由制度主義認為「充滿可能性的場域」（ realm of 

possibility）。343 換言之，國家是有可能可以改變國際體系原先運作的邏

輯，國家並非只能配合體系的運作，也可選擇規避體系的限制。Keohane

認定的「無政府狀態」比 Waltz 想的較為彈性而富有變化。Keohane 認為

國家是有改變國際體系的能動性，這和 Waltz 的看法大相逕庭。國家有能

力可以克服（國家間）集體行動的困難。在此，「制度」扮演重要的角色，

可使國家避免掉入短期相對利益（次佳的權力戰略）的競逐，進而追求利

益的最大化（權力極大化的最佳戰略）。對照新現實主義將「國家」排除

在分析之外，新自由制度主義卻保留了（國家）單元分析，這使得新自由

制度主義不致成為純體系分析的理論，而遭新現實主義所收編。344 

    兩者另外一個爭論就是對「制度」與「合作」的態度與觀點。 新自

由制度主義接受新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但是卻做出不同的推演，新自由

制度主義認為，即使在嚴格的限制下，「制度」還是可行的。345  新現實

                                                 
341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Neoliberal Debate,” p. 330. 
342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00-102. 
343 Ibid., p.102 
344 Ibid. 
345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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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卻是認為制度在形塑國際政治上，是一無關緊要的角色。346  

    新自由制度主義對於國家間利益的看法與新現實主義亦持不同的看

法。347 新現實主義學者如 Waltz 主張國家關心的是「相對獲益」（relative 

gains），也就是說「誰得到的比較多？」；而新自由主義者如 Keohane就言

明國家其實關切的是「絕對獲益」（absolute gains），是對自己國家福祉的

衡量，而非對手國家。因此，對後者而言，國際關係不必然是「零和賽局」，

在其他國家獲利的同時，一國依然可以極大化自身的利益，348 （參見表

六）。 

                                                 
346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Neoliberal Debate,” p. 326. 
347 Ibid., pp. 334-338. 
348 Burchill, ”Liberalism,” pp.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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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制度的比較 
 

 新現實主義 新自由制度主義 

國際體系的特徵 無政府狀態 
特性：不會變動 
 

無政府狀態 
特性：有延展性 

國際體系的行為者 主權國家 
其他的行為者如：多國 
 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皆  
 附屬於國家之下。 

主權國家 
其他的行為者如：多國企業

或非政府組織，皆附屬於國

家之下。 
 

國際關係的特質 零和賽局 
生存的場域 

不必然是零和賽局 
充滿可能性的場域 

國家的特徵 理性的單一行為者 
利己主義 
主權國家 
採取自助的行為 
關注安全議題 
不具國際的能動性 

理性的單一行為者 
利己主義 
主權國家 
會計算不同目標的利益得失

具有國際的能動性 

行動間的利益 相對利益 絕對利益 

權力策略 分佈的觀點 調和的觀點 

解釋變項 國家間權力的分佈態勢 利益的種類 
某一議題範圍的相關能力 

制度研究的取向 權力分佈的關係 
霸權穩定論 

制度的效益 
國家間自願性的合作 

合作的可能性 可能存在，但是需要霸 權維
持，不會持續太久。 
國家間的合作並非自願

的，而是受到霸權所迫。 

對於國家長期的利益極大化

是必要的。 
霸權是個有利條件，卻非充

分條件。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新自由制度主義已與傳統自由主義有所區分，後者看重國際關係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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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整體發展理念的探討，而前者則是開始探討一些較為簡明的問題，像是

「制度」如何影響國家行為的動機這一類的問題。新自由制度主義也如新

現實主義一般，刻意的揚棄傳統自由主義的理想精神。說的更明確，新自

由制度主義把「國家」重新放在國際關係的核心地位。Keohane 被公認為

新自由制度主義中最具影響力學者之一。一方面，Keohane重新闡述Waltz

的新現實主義，另一方面則是提出批判。Keohane的《新現實主義與批判》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提供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學術對話的平

台。349 並將新自由制度主義提昇到與新現實主義並駕其驅的地位。350 

Keohane企圖跳脫自由制度主義的論述，351 因而選擇與新現實主義發展較

有建設性的關係，他接受其核心的基本假設，如：國家是理性的利己主義

者、國際體系是無政府狀態、國際政治時常會發生衝突等等。352 要者，

他也採取了體系研究，化約國內的社會關係，忽略非國家行為者。Keohane

接受新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成為了「國家中心的自由主義」。353 如同

Waltz強化現實主義理論分析特性，Keohane也企圖建立多元主義理論研究

重點，而其策略在於以現實主義的理論基礎，發展出不同的權力概念。354 

該理論之所以被認為國家中心論者，在於強調國家角色並以之為分析核心

之觀點，理論創新呈現在擴大國際議題範圍（issue scope），賦予國家間行

為更多可能性，並弱化軍事面向。該學派對於國際關係研究國家的貢獻在

於為相關學派設定基本假設，即降低政治軍事影響力並強調議題及行為者

多元化及國家行為互動管道多元化以及國際規範對國家之約束及轉變作

                                                 
349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p. 240. 
350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95. 
351 自由制度主義包涵：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與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見： Hobson, 

op.cit., pp. 73-89. 傳統的自由主義強調的是跨越國界的國際互動，主張「有限的政府」（limited 
government）。Keohane雖然重視國際的合作與交流，但是卻相當看重「國家」的角色。 

352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p. 43; Burchill, “Liberalism,” p. 39. 
353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9-96. Hedley Bull被視為建立國家主義自由

理論的基本架構者。 
354 Little, “The Growing Relevance of Pluralism,” 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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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實上，較早之前的互賴理論、建制理論以及後期的全球治理等學派

等基本上都強調類似的面向，其中一個重要的共通點就是，這些學派都視

國家為理所當然的行為者，並不加以懷疑。這與傳統自由主義刻意忽略國

家角色不同，新自由制度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目的相同，即把「國家」重新

放在國際關係的核心地位。 

 

貳、兩種國家中心論觀點之合成：理性主義結盟 

 

比較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可察兩者相近處大於相異處，在

理論分析上都強調國家核心角色，從理性主義及物質觀點來定義國家利

益，以及從自我利益來界定國際安全內涵，兩者最大差異，主要在對國際

無政府狀態下國家間互動模式之解釋，前者強調結構觀點，後者則是強調

過程觀點。355  

比較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兩者，與其說新自由制度主義開創有別

於新現實主義的學派，更可言係對新現實主義的修正，新自由主義認為國

家具有改變國際體系的能力、國家追求長久的國家絕對利益、國家間採取

自願性的合作行為。要者，國際合作的體制有獨立的生命。 Nye指出，現

實主義的相關理論，關於國家如何界定利益以及利益是如何轉變的相關論

述甚為缺乏且薄弱，這正是新自由制度主義可以補強的地方。356 

Keohane與 Nye 都認為新自由制度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無須變成對抗、

不相容的兩造，相反地，兩者可以有截長補短的關係。Keohane 在批判新

現實主義時，同時也指出 Waltz 等人的觀點並不是錯的，僅是充分與否的

問題。357 新自由制度主義賦予新現實主義一定的重要性，Nye認為，現實

                                                 
355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p. 61-62. 
356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pp. 238-239. 
357 Robert 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6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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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可用來解釋國際互動的問題，而新自由制度主義則是擅長處理國家利

益的問題。358  

新自由制度主義也與新現實主義同，不喜形上學的討論，並較少談論

理論本身的問題，兩者都偏好當下的具體議題。這種傾向縮小了新自由主

義與新現實主義的隔閡，逐漸產生合流。一九八 O代國際關係理論的一項

重大發展即為「新-新合流」的研究形式。359  

    許多新自由主制度義者學者認為與新現實主義有很多相同處，只是推

論與關切面向不同。Keohane 自認，新自由制度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已經有

九成的相似性，剩下的差異僅在於經驗性的問題，360 他甚至認為兩者的

並不是典範不可共量性（incommensurability）的問題，因此兩者可以合成。 

Robert Jervis就認為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與新自由主義的論

點並無相斥，只是贊成或否定的程度有異。新自由制度主義關心的是國際

政治經濟的議題，而新現實主義比較喜歡國際安全以及戰爭的課題。兩者

都看見國際政治裡的衝突與合作，只是強調的程度不同。 Nye亦稱新現實

與新自由制度主義之間不是「一分為二」的關係，而是逐漸走向合流。Nye

認為，在體系理論運用方面，新現實主義是最合適的，而新自由制度主義

則是適用於過程研究。361  

綜言之，對新自由制度主義而言，兩者的距離與差異並沒有想像的大。

362 新自由制度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合作，企圖創造出更加明確、如同公式

般的推論。 Nye就認為，兩者的合流體現跨越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優劣的

                                                 
358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p. 239. 
359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p. 163.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Patomaki and Wight, “After Postpositivism? The Promise of Critical 
Realism,” p. 214. 

360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04. 
361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p. 251. 
362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pp. 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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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辯，任一方都可對國際關係研究有所貢獻。363 

新現實與新自由制度主義對於驅動國家行為的利益有「相對獲益」對

「絕對獲益」的爭執、對制度效益的信心不同，但是基本上對於國際體系

的能動者看法是很類似的，即：「國家」是體系的主要行為者，是自利的。

兩者皆從「自利」觀點來定義安全，364  換言之，國家對它們而言就是「理

性的行為者」，這成為兩者相容之重要基礎。365 

相較於傳統的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較能承認國與國之間有合作的可

能性，也體認到，國際環境歷經多次的變遷，「合作」是國際政治一項重

要的特徵。366 他們也希望找出國家合作的必要條件，如 Robert Jevis 與

Stephen Van Evera  研究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對合作的影響；367 

Gilpin研究霸權領導、國際經濟合作、軍事聯盟。368 經過許多研究，新現

實主義論者的認知是，在無政府狀態的條件下，合作是可能的，但很難實

現、維持；若真的希望達成合作關係，依賴的是國家的權力，而非制度。 

綜合上述，可察兩者將理論的爭辯降至最小，因此慢慢的兩者不再是

不相容的兩套理論。369 相反地，兩者的共同基礎更加牢固，包括： 

1. 理性主義途徑的研究方案 

                                                 
363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p. 251. 
364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p. 

391-394.;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61. 
365 Buzan, “The Timeless Wisdom of Realism,” p. 54;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61. 
366 Joseph M.Grieco,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Realist Theory, “ in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367 Robert Je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67-214. Stephen W. Van Evera, “Why Cooperation Failed in 1914,” World Politics, Vol.38 (1985), 
pp. 80-117. 

368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48-69;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F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John Wiley, 1987). 

369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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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學概念 

3. 承認無政府狀態的命題（Waltz的概念） 

4. 對合作與制度問題的檢視（Keohane的概念）  

 

第五節 馬克斯主義典範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被批評為經濟唯觀主義（Economism），

刺激其他學派企圖超越經濟學觀點，轉從社會學觀點來解釋國家角色，並

運用其相關研究途徑。一九八 O 年代初，隨著「新」冷戰加劇，國際關係

學界出現批判思考，學者開始對「國家」有所質疑，特別是針對現實主義

對國家的定義。在缺乏新理論情況下，馬克斯主義變成提供最有利的批判

途徑。370 馬克思主義被視為國關的另一支重要理論，與現實主義和自由

主義形成國關研究的三大理論體系。371  

事實上，古典馬克思主義（Classical Marxism）並不關心「國際關係」，

馬克斯（Karl Marx）及恩格爾（Friedrich Engels）關注者，為資本主義下

的生產關係，以「世界經濟」為分析範疇。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假設有：

372 

1. 在同質性的世界市場下，工業的資本主義將透過生產關係以及國際

貿易，無限制的擴展; 

2. 國家的政府機關僅是資產階級的代理人; 

3. 商業競爭是普世、跨國的現象，國際的疆界並沒有意義; 

4. 世界經濟呈現不可分割性的特質，世界市場也是同質性的。 

 

                                                 
370 Martin Shaw, “State Theory and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Michael Banks and Martin Shaw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 2. 
371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p. 151. 
372 F. Parkinson,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lifornia: Sage, 1977) pp. 111-1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探討：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109

上揭假設可悉，古典馬克思主義對於「國際」這個概念是不感興趣的，

他們把世界視為資本主義擴張的場域，政治關係為所有的資產階級對抗無

產階級的戰場。國家經濟體系是世界經濟的次級體系（ subsystem），國家

是否能獲得領土利益並不是馬克思主義所關心者，他們最關心的是哪一個

階級最終將掌握世界經濟的主導權。古典馬克思的內涵有三個重要的面

向，分別是：辯證法（dialectical method）、生產模式是社會與政治發展的

本質以及辯證的物質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373 

    整體而言，「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貫穿馬克思的理論，經濟生產

關係上的統治階級（非生產階級）與隸屬階級（生產階級）間的權力鬥爭

是零和關係，社會發展的歷史就是階級鬥爭的歷史。374馬克思的著眼點在

於生產關係上，透過辯論法建立起一個歷史發展的唯物史觀。375 

馬克思並不是國際關係的學者，376 古典馬克思主義亦不能算是國際關係

的理論。然而，馬克思理論仍隱含國際關係的意涵，馬克思強調生產模式

是構成國際關係的原則，這突顯一國國內的經濟力量是影響國際關係的重

要因素。377  

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開始將「國際」的概念納入分析的單元。

John Hobson的一書《帝國主義：一種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提出

分析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新馬克思架構，指出資本主義的擴張是國

際衝突、摩擦的根源。John Hobson 突破性的研究在於建立起資本主義與

帝國主義的關聯，378 這對後來馬克思主義變成國關理論有重要的影響。

Vladimir Lenin所撰之《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最終階段》（Imperialism as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的重要意義，就是將馬克思主義變成分析國際
                                                 
373 Ibid., pp. 110-112. 
374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75 黃瑞棋，〈馬克斯與現代性的三重辯證關係〉，頁 322。 
376 Parkinson,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16. 
377 Ibid., p.116-117. 
378 Ibid., pp. 114-11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探討：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110

關係的途徑之一。Lenin深受 John Hobson著作觀念啟迪，惟較看重資本主

義下發展的不均，在眾多新馬克思的言論中，擇以國際面向解釋帝國主

義，379 遂建立馬克思主義的國係關係理論。Lenin認為，國際衝突是國內

階級鬥爭外擴的結果，國家機關是不可能創造和平的世界，因為無法解決

國內階級鬥爭問題所致。380 相較於馬克思將國家化約成階級鬥爭的力

量，新馬克思主義賦予國家較大的能動性與自主性，為能擺脫經濟（或階

級）化約主義的批評，期能建立非化約主義的歷史方法論。 

馬克斯主義對國家的批判檢視，在理論解釋上有一些問題，第一、馬

克斯和恩格爾針對國家論述的著作，相當有限且破碎，事實上，並未針對

國家的國際面向討論。第二、馬克斯主義視國際體系為全球市場體系，從

經濟觀點解釋國際體系，國家體系幾乎無法獲得討論的空間。381 

早期馬克斯主義從階級及生產過程解釋國際內涵及行為。382 馬克斯

主義流派之相關理論，對國家持負面態度，大凡均從經濟結構或市場體系

解釋國際行為。383 國際關係理論中的馬克斯主義學從國際或全球面向解

釋國際政治及國家角色，然總難以跳脫經濟面向，終流於唯物論之探討。 

馬克斯主義隨著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合流，其影響力逐漸衰微，國際理

論對抗關係從三大理論爭辯，轉向理性主義對反思主義的主軸，對抗一造

呈現一種解放觀點及理論解構的思潮。關於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

主義之比較，參見表五、六。 

                                                 
379 Ibid., p.118. 
380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State, p. 120. 
381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81). 
382 Parkinson,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11-112, p. 151. 
383 事實上，馬克斯主義有眾多支派，包括：結構主義、新馬克斯主義、後馬克斯主義等，各支
派對於國家概念與角色看法並不一致，傳統馬克思主義將國家化約成階級鬥爭的力量，新馬

克思主義則賦予國家較大的能動性與自主性，期能擺脫經濟（或階級）化約主義的批評，期

能建立非化約主義的歷史方法論。詳細討論可見：Clyde W. Barrow, 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  
Marxist, Neomarxist, Postmarxist,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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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結語 

 

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馬克斯主義分陳國家中心論主張。就現實主義

而言，國家中心論對應主權優越、國家軍事安全及衝突國際結構，就能動

性觀點而言，國家對內被賦予極大能動性，可整合差異，並將所有內政問

題凝聚於國家防止外來侵略之安全防衛，惟對外卻缺乏改變國際衝突結構

之能動性，國際結構係由主權國家所組成，國家作為國際政治核心角色及

關鍵決策者，並無模糊地帶。對自由主義而言，若干程度承認國家核心角

色，惟亦企圖突顯國際多元、跨國權力中心，隱含將國際中心轉向多元中

心發展之努力。新自由制度主義出現，塑造國家中心論之自由觀點，確立

國家中心自由主義，揉合早期國際組織理論、跨國主義、建制理論等要義，

從制度與效益觀點，重新解釋國家利益及如何管理無政府下國家互動之策

略，國際制度成為重要中介角色，國家之於國際結構被賦予較多能動性，

國家具有改變安全利益及行動規範之能力。現實主義發展出新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發展出新自由制度主義，兩者從爭辯關係轉為合成關係，其共享

學理基礎包括：國家為理性行為者並為國際政治關鍵角色、推崇國際關係

科學研究、重視理性方法途徑等，基本上，兩者命題假設已無顯著差異，

兩者合成共同建立國家中心論更符合現代性思維之特性，也提升國家作為

現代國家、主權國家及安全國家等角色。上揭兩者理論假說，建立國家中

心論完整論述，呈現兩種研究途徑，分別衝突觀點及合作觀點。相較於傳

統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國內或社會層次已為上揭二者限縮在整合國家主

體之中。 

馬克斯主義被視為另一種國家中心論觀點，惟並不似前揭二者，對國

家採取正面評價（見圖七），相反地，大多數馬克斯主義學者對於國家角

色持負面態度，認為其為資本主義代理機構，後新馬克斯主義雖賦予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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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具獨立概念（相對自主性），惟仍訴諸歷史唯物論分析，國家成為連結

國內經濟鬥爭與國際資本擴張之中介角色。馬克斯主義雖對國家多有批

判，惟仍指涉國家中心世界（經濟）秩序，相對於現實主義指稱政治軍事

秩序，兩者都是現代主義產物，亦深受西方現代性所影響。384 然而馬克

斯主義對於後來批判理論有所啟發，批判理論從歷史唯物論受到啟蒙，惟

改變物質主義批判，轉向對論述倫理（discourse ethics）的檢視與批判。385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兩種國家中心論都立基在理性主義分機

基礎上，如同所有的社會理論，理性選擇把能動者的利益與認同視為「外

生」，並著重於其所產生的結果。386 在一九九 O 年代「新-新合流」的趨

勢下，國際關係理論的爭辯逐漸轉向理性主義對抗反思主義（幫含後現代

主義、批判理論、建構主義等）。這個對抗關係即為國際關係第三次大辯

論主軸。另馬克斯主義被視為挑戰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另一有力學說，雖

其影響力在「新-新合流」中逐漸消失，惟其對國家概念提供別於該兩理論

的分析架構，一些概念成為後來批判理論重要的內涵。 

                                                 
384 國內研究馬克斯主義學者黃瑞祺指出，馬克斯學說基本性格仍屬現代主義，不能被歸為後現

代主義，僅能說馬克斯主義係「批判現代」及「反現代主義」思想。黃瑞棋，〈馬克斯與現代

性的三重辯證關係〉，頁 317-322。 
385 雖無法將馬克斯主義視為後現代主義學說，惟其對現代政治及資本體系所啟動反思與批判，

與後現代主義有相呼應之處，可稱是後現代主義的一個理論先驅。黃瑞棋，〈馬克斯與現代性

的三重辯證關係〉，頁 322。 
386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 391;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p.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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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三種國家中心論觀點：評價與影響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正面評價 

新現實主義 

所有國家都會經歷

「社會化」過程，

都會追求相同的功

能。國際體系呈無 

政府狀態的，國家

生存在自助環境當

中，因此安全困境

很難避免。 

負面評價 

新自由制度主義 

國家有能力可以克服

（國家間）集體行動

的困難，制度與社會

學習扮演重要角色，

可使國家避免掉入短

期相對利益的競逐，

進而追求利益極大

化。 

1. 理性主義途徑的研究方案（科學概念） 

2. 國家為理性行動者 

3. 承認無政府狀態的命題（Waltz的概念） 

4. 對合作與制度持可能性（Keohane的概念）

啟發批判理論對國家中心論之反

思 

馬克斯主義 

國際衝突係國內

階級鬥爭外擴結

果，國家機關不

可能創造和平的

世界，因根本無

法解決國內階級

鬥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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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思國家中心論：批判、解構途徑  

 

冷戰終結與全球化發展，提供自由主義（或理想主義）有力發聲的國

際局勢。387 一九八 O 年代末期，國際情勢出現別於冷戰時期的發展：東

西對抗結束、聯合國角色提昇、歐洲國家簽署馬斯垂克條約（Masstricht 

Treaty），限制武器協定進程迅速、民主浪潮湧起、人權及人道干預日趨頻

繁等現象，現實主義似無法解釋國際間合作與交流趨勢。這些冷戰終結後

國際情勢新貌，帶給提倡國際合作相關理論重新闡述契機，另一方面也開

始有對國家角色產生質疑，388 連帶地亦對國家中心論下主權、安全、無

政府等主流論述產生新理解。 自由主義學者 James Rosenau 稱後冷戰時代

國際關係為「後國際政治」，呈現本質的混亂，各種新興行為者進入國際

政治當中，389 這促使研究者思及後國家時代之國際關係。 國際情勢變

化，雖提供自由主義或理想主義再次闡述的機會，惟非但現實主義無法解

釋前揭重大變動，自由主義也無法提供較好的論點，例如國家認同與利益

為何轉變？對外關係從對抗轉向交往、國家並不必然是國家安全的守門

人、國際結構的轉變以及非國家行為者的能動性等問題。在此同時，受到

歐陸批判思潮的反思主義理論開始對傳統理論有所反動，逐漸形成國際關

係第三次大辯論的形貌，390 後實證主義之批判與解構精神，遂展開對國

家中心論之廣泛檢視，具體呈現對主權優越、國家思維安全及無政府等之

剖析。後實證主義對國家中心論反思，就理論意涵，係突破過去對單元層

次化約主義取向，即對應新現實主義所言，國家無論型態為何，都無關乎

                                                 
387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p. 42-43. Keohane,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109-119. 
388 Keohane,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115. 
389 James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0). 
390 George SØ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Special 

Issue (1998),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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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間行為改變，亦不將改變國際體系本質（無政府狀態）之論點。391下

文將申論國際第三次辯論下，後實證主義對國家中心論產生之衝擊為何？

相關對應理論如何解構上揭論述，及呈現反思主義之主權、安全及國際體

系之概念。 

 

第一節 後實證主義影響：第三次大辯論 

 

第三次辯論出現於一九九 O 年代，對應國際世局變動，冷戰終結及全

球化加速等，改變國際議題趨勢，出現別於冷戰時期之根本性變動，如：

國家分裂與解體、內戰頻仍、民主化浪潮、少數民族、大規模移民、難民

問題及環境生態浩劫等課題，都已跨越國家中心秩序。另新現實主義對於

解釋世局變動所現不足與限制，促使學界尋求非現實主義觀點，392在探索

過程，根本地反思實證主義主導國際關係研究之問題。上揭各點促發國際

關係第三次大辯論成形，形式上係認識論上爭辯，其隱含對國家中心論觀

點與國際秩序之全面批判，根本地對現代性、理性主義及客觀律法等概念

做檢視，具體途徑即為理論反思，強調超理論研究觀點。下文將說明後實

證主義對實證主義之挑戰及理論反思意涵。 

 

壹、實證主義對後實證主義辯論：理性主義對反思主義理論爭辯 

 

國際關係理論第三次大辯論具有超理論性質，393 可定義為後實證主義

                                                 
391 Spruyt,”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System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40-353. 
392  Ibid. 
393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pp. 

235-254. Neufeld,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47-48. Patomaki and 
Wight, “After Postpositivism? The Promise of Critical realism,“ p. 214. Tony Porter, “Postmodern 
Political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s Third Debate,” in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and Wayne S. Cox ed.,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CO: Lynne Reinner, 1994), p.105. Chris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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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對抗實證主義的辯論，394 很大程度涉及認識論的問題，質疑：我們

是如何知道某事、為何我們會知道某事？等395 該次辯論學術源頭可追溯

至歐陸批判社會理論之學者如Anthnoy Giddens, Jurgen Habermas及Michel 

Foucault等人。396  

後實證主義挑戰理性主義中對於主體/客體的區分，其爭辯重點不僅為

「研究方法」的問題（如：第二次辯論），而是探討人們如何認知（perceive）

世界的物件，涵蓋語言、社會、政治、個人等等途徑，397 這些探索隱含

對論述倫理（discourse ethics）之檢視，398 強調知識、權力與實踐間關連，

任何論述都涉及對「差異」處理，處理過程隱含規範與倫理之投射，涉及

主觀意識作用，最後呈現定律或法則實表現整體中的某些部分(parts)，強

化某些認同體系。上揭說明超理論要義，概念、規範、典則等之建構性

（contructedness）之解構，399 具體呈現於對能動者與結構兩者間辯證關係。 

首次辯論涉及到政治理論、哲學與本體論的問題，主軸為權力平衡與

國際法、國際組織等，何者為要之激辯。一九七 O 年代典範辯論亦涉及政

治理論的爭辯，為低盪對權力政治、多邊合作對國家戰略之拉鋸戰。第二

次辯論為研究方法的問題，隱含實證主義認識論的觀點，即理性思考以及

知識運用之限制問題。400 事實證明，行為主義強調的科學研究戰勝傳統

                                                                                                                                            
the Cold War, Working Paper No. 1996/4,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Dep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6/4. pp. 1-16. 

394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p. 156.  
395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2-5.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pp. 235-254. Jim George 
and David Campbell, “Patterns of Dissent and Celebration of Differenc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4, No. 3 (1990), pp. 269-293. 

396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 1. 
397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p. 157. 
398 Andrew Linklater, “The Achievements of Critical Theory,”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79-281. 

399 Ju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Harmondsworth,: Penguim, 1979). 

400 Navon,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p.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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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歷史途徑。後起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更積極推動理性主

義的研究趨勢，第三次的大辯論實為對理性主義之反動。 

第一次到第二次的辯論，目的尋求一個較好理論，第三次辯論也有同

樣的目的，惟不同於前兩次的辯論，其從理論的解構開始進行，401 具體

而言，即對理論進行自我反思探索。另前二次大辯論，基本上，辯論主軸

都相當明確。至第三次辯論之界定，出現諸多歧見，如究竟有無該辯論或

辯論主題為何，學界即認定不一。再者，後實證主義理論並無一個統整社

群，涵蓋許多相容或相斥理論學說如新馬克斯主義（Neomarxism）、後結

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女性主義及世界主義等（Cosmopolitanism）

等，其共通之處僅在於傳統理論的批判，402 或言對理性主義理論傳統之

顛覆。403 

雖無法精確定位第三次辯論，作者認為仍可依 Yosef Lapid 觀點，將

之界定為「實證主義」對「後實證主義」的爭論，涉及到國際關係研究之

本體論、認識論以及方法論問題。404 該次辯論對於國家概念探討深具意

義，並提供解構途徑，前兩次大辯論並未直接探討國家概念的問題，到第

三次辯論，則是開始對國家產生問題意識，並質疑其存在的正當性與否，

另一方面則是探索其他多元政治社群與社會場域的可能性，或言「發掘」

（discover）原本存在卻受到壓抑之國際政治多元化內涵。上揭分析架構已

呈現前揭所提「垂直拉升」，或對國家概念進行內在檢視。 

    第三次辯論初期係跨越理論、典範間爭論，直接探詢「理論」是如何

                                                 
401 Neufeld, “Reflexiv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8-19. 
402 Eduardo S. Neves-Silva,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positivism: IR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y,” paper present to SGIR Sixth Pan-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urin (12-15 September 2007), p.11. 

403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 5. 
404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p. 150.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pp 236-237. Navon,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pp. 612-613. Burchill, ”Realism and Neo-realism,” p. 72. Nye, 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p. 241.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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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檢視理論的假設是否為真的探究，這即所謂超理論研究。第三次

辯論對於國際關係理論研究深具意義，一方面反映當代社會與政治理論的

趨勢，另一方也體現了國關研究後實證或反實證的思潮。405 具體而言就

是脫離自然科學思維，轉而重視到社會科學本身的脈絡性及個別性。受到

自然科學實證主義影響，國際關係等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亦被等同視為自然

客體，具有一體適用且長久不變運作原則。在後實證主義及其他批判思潮

的學說影響下，理論本身的客觀性及解釋力受到質疑。 

事實上，第三次辯論持續在發展中，對抗傳統理論一造，從激進的批

判理論，逐漸轉為較具溫和觀點之建構主義，為能更接近國際關係核心社

群，已從認識論及方法論激烈爭辯，轉向本體及實質議題之討論，另也如

傳統理論一般，更加重視國家這個角色之討論。406 這些轉變目的使得批

判性的討論更具學科價值，或言，較具理論特性，並為國際關係學群所認

同。建構主義的崛起，呈現第三次辯論調整軌跡，407 Chris Reus-Smit 稱

建構主義係第二代批判理論，理論重點在於從社會建構觀點重新解釋國際

政治。408 

誠如上述，和前二次大辯論有著相同目的，第三次大辯論亦在尋求更好

的理論，惟與前者不同之處在於，該次辯論已經跳開既有理論架構或論

點，而是從一個更廣泛的概念體系中探索理論的選擇;409 另亦跳開傳統爭

辯如國際體系結構、國家間關係及國家偏好、國內與國際政治關係及國際

多邊主義等議題。410 對後實證主義理論而言，比較關注理論背後隱含主

觀規範及權力意識，對於那些被呈現的以及不被呈現出來的物像進行論述

                                                 
405 Neufeld, “Reflexiv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21. 
406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1-16. 
407 Ibid., pp. 8-12. 
408 Ibid., p. 8. 
409 Neufeld, “Reflexiv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7. 
410 Neves-Silva,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positivism: IR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y,”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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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411 這成為反思國家中心論之研究途徑。（參見表七）。 

 
表七 大辯論的內涵（根據 Ole Wæver的分類） 

 
 政治學 哲學 認識論 本體論 

（國際關係本
質） 

方法論 

第一次辯論 
（現實主義對
理想主義） 

XXX XX  X  

第二次辯論 
（行為主義對
歷史主義） 

  XX X XXX 

第三次辯論 
（現實主義、自
由主義對馬克
斯主義） 

XX   XXX X 

第四次辯論 
（理性主義對
反思主義） 

 XXX XX X  

XXX：核心爭辯； XX：次要爭辯；X：較不重要爭辯。 
 
資料來源： Wæv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p. 157. 
 
 

貳、理論反思：超理論觀點 

 

理論反思，係對當前主流國際關係理論之諸多假設進行解構，反思呈

現理論化過程之理論意涵，並對既有理論觀點提出另類觀點。第三次大辯

論呈現後實證主義對實證主義理論的反動，這係反映歐陸批判社會學精神

內涵，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批判社會學等對當代現代主義學說的反

動。理論反思提供檢視實證主義理論的途徑，如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主義

皆被批評耽於追求所謂客觀、可驗證的國際關係法則，並採納實證主義方

法論途徑，這限制理解國際政治其他面向之可能性，412 其重大問題在於

忽略人類意識對國際政治實踐與規範之形塑作用，另現存諸多典範並非客

觀律法，而是透過篩選手段（收納及排他機制）所凝結(freeze)出的相對主

觀意義(intersubjective meaning)。呈現知識、語言、符號、象徵等與權力間

                                                 
411 Ibid. 
412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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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連係理論反思之要務，隱含對單位層次的重新評估，這與強調體系層次

的新現實主義及過程層次的新自由制度主義已做出區別，該二者幾乎不討

論個人或國家這個層次的問題，因為個人已整合在國家這個集體的概念之

下，而國家對應客觀律法，爰無須過多討論。該二理論基本上視國際關係

為科學研究，主張應避免或降低主觀因素對研究的干擾。 

Thomas Kuh社會科學引入主觀主義科學觀，提出「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概念。典範轉移意味科學革命，科學家世界觀之轉變，突顯國際關

係研究中價值觀及主觀判定之因素，這減弱實證主義對國際關係影響，國

際關係研究開始出現多元主義、對傳統哲學批判，反映相對主義思潮，呈

現人類意識對理論及社會活動實踐之作用，研究者開始意識到，科學研究

僅是語言遊戲，科學理論僅是人們閱讀之文本（text），每個人在閱讀時，

由於主觀認知，將產生具有差異之解釋，Kuhn 的論點已見後現代主義之

內涵，413 強調典範、理論、概念等都是多樣性，研究者愈來愈意識到國

際關係中主觀意志之決定性作用，414 並認識到實證主義對國家中心論命

題與分析架構所致形塑作用，轉從認識論層次重新理解知識體系與實存世

界間關連，在複製有問題制度安排中，知識理論扮演關鍵角色。對實證主

義認識論之檢視，呈現解構意涵，成為反思主義理論重要之研究途徑，後

現代主義、批判理論及建構主義等都採取相似途徑，論述倫理成為重要分

析觀點，對主權論述加以質疑並重新思考國家構成之正當性問題如主權、

安全與公民身份間關連、國家認同邊界形成等。415 

 

第二節 解構國家中心論：後現代主義、批判理論、建構主義 

 

                                                 
413 孟樊、鄭祥福主編，《後現代學科與理論》，（台北：生智，1997 年）頁 210-211。 
414 同前註，頁 211。 
415 Linklater, “The Achievements of Critical Theory,” pp. 29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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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大辯論中對抗理性主義的一造，可歸稱反思主義理論或批判性

的理論，主要可分為三大主要理論體系，一為後現代主義理論，源自於法

國後結構主義，二為批判理論，源自法蘭克福學派（Frankfurt School），三

為建構主義，同時受到前二者影響。416三者之間並非獨立關係，有許多相

似分析旨趣或思想內涵傳承，如：對國際關係實證主義提出批判，對於主

流國際關係理論忽略人類意識及社會脈絡之分析，提出深刻反省，417其等

均強調人類意識及其在國際關係之關鍵作用，418對國家諸多被視為理所當

然之典則，進行解構工程，並以解構國家作為重新理解及建構國際政治的

工作，廣泛地影響國際關係理論之發展，國家中心論相關學說亦受到不同

程度批判。419以下將分述前揭相關反思理論解構國家相關討論。 

 

壹、後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興於一九七 O、八 O 年代，一開始主要是對現代文學、藝

術等進行文化批判，後來延伸至對政治經濟批判。對於政治經濟之批判，

旨在質疑啟蒙時代所推崇理性概念、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及文藝復興時代所

形塑西方歷史論述等等。420 後現代主義政治經濟批判始於馬克斯主義學

派，Frederic Jameson扮演先驅角色，Jameson認為國際資本主義擴張已由

早期國家市場及舊時帝國體系擴張，轉變為透過操縱符號、意象及資訊之

                                                 
416 孟樊、鄭祥福主編，前揭書，頁 211-212。 
417 作者認為對主觀意識的強調，係對單位層次分析的重視﹔而強調社會脈絡，係對應歷史研究

的途徑。早在國際關係第二次大辯論，即有歷史研究對行為主義的爭辯，歷史學派便十分重

視社會脈絡分析，惟當時的討論仍停留在研究方法的問題，而非從認識論宏觀層次來討論理

論構成一些本質問題。 
418 莫大華，<論國際關係理論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8卷，第 9期， 1999 年，頁    
   3-109。 
419 林佾靜，＜國際關係理論大辯論－ 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
39  
   期，2009 年，頁 79-104。 
420 John G.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1 (Winter 1993), p. 144, 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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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產模式，衍生出異質、分裂之全球空間，這仍為後期資本主義內在邏

輯所支配。421 後現代主義對於西方歷史中所確立時空框架進行解構，企

圖解開（unpack）政治空間組構現代模式、領土國家體系之論述過程。422 而

破解途徑在於突顯政治語言、論述、理論等從未是傳遞獨立形成的觀念之

中立媒介，而係以某種方式傳送政治思想及行動之制度結構。423 

後現代主義批評有客觀律法一說，認為必須從文本性（textuality）來

理解所有規範與實踐，另生產模式已為資訊模式所替代，帝國主義臣服於

異象帝國（Empire of Signs）。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之正當性論述形成問

題意識，呈現出被壓制(the depressed)之原始差異性，指出人類意識始終在

流動，並持續對社會活動產生作用，因此所有制度形構、指示符號、實踐

規範等都是暫時而隨時可變動的。後現代主義旨在溶解出（dissolve）現代

主義基於某種特定政治認同所建構出政治意象;424 Der Derian 指出解構係

用於解析現代性危機（crisis of modernity），破解國際現代政治之諸多迷思。 
425 後現代主義對國際關係理論反思，呈現在對實證主義認識論之批判，

並提倡運用解構途徑，破解諸多關於當代強勢論述，所謂「解構」，對應

理論反思概念，惟更擴及對所有既存論述所載明符號、表徵、切割依據、

對立關係等進行根本之詰問及探索，特別針對國家中心論所投射秩序與穩

定概念，深層檢視主流安全、主權及國際體系之論述建構，其解構對應概

念主要為現代性及所衍相關理論學說。426 解構途徑呈現反思性及建構性

                                                 
421 Ibid., pp. 146-147. 
422 Ibid., p. 147. 
423 Connolly Willian, Identity/ Diffe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 
424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p. 170.  
425 J. Der Derian, “Introducing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 

17, No. 2 (1998), p. 189-193. 
426 Richard Devetak, “Postmodernism,”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6), p. 189 ; J.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MP, 1984); Steve Smith, “Reflective and 
Constrcutive approaches,” in Baylis Jame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sation of Worl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James Der Derian, “Introducing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 17, No. 2 (1988) pp. 189-193;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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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與批判理論及建構主義均有對應之處，重要學者包括：Richard 

Devetak, J. Lyotard, Steve Smith, Richard Ashley及 Rob Walker等，渠等亦常

被視為批判理論代表。 

國際關係中的後現代主義理論，旨在對現代主義理論論述進行解構的

工作，認為現代主義所建築國際秩序，係以一種特定文化態度運行，將現

代化的「我者」普及化，作為理解世界歷史之依據。後現代主義認為對現

代主義之批判效益，繫於對認同與差異之審視，察覺到理論對於差異之抗

拒(resistance)及排除，以維持現代化我者優越地位之目的。427 Devetak 指

出，當代國際關係理論呈現強勢國家中心論取向，其論述形成基礎來自劃

分何者為正常、何者為異常之規劃及執行過程，定義出國內/國際、主權、

無政府等區別，事實上所有被劃分相對單元都可加以調和並相互融合，並

無完全獨立概念或意義，每個措辭都是依據其他措辭而產生相對意義。428 

後現代主義解構觀點，整體而言呈現對政治語言之去結構化之努力，主

權、安全等論述係政治方案對之主張論述所有權。429  

後現代主義的論述隱含對歐洲中心主義國際觀的批判。後現代主義的

途徑在於運用解構研究途徑，透過「差異」這個概念，突顯出現代主義理

論切割出我者與他者，從中獲得差異，並得以建立理論論述架構。430 後

現代主義特別強調認同的重要性，認為其長期受到邊緣化，並受制於界定

他者之過程，在民族國家概念疆域下，性別、種族、族群等受到漠視。後

現代主義旨趣在於提醒研究者必須覺察到差異本身被宰制、被建構之政治

                                                                                                                                            
Ashley and Rob Walker,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Exile: Dissidenc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Issue. 34, No. 3 (1990), pp. 269-293. 

427 Ibid. 
428 Devetak, “Postmodernism,” p.189. 
429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s, p. 9. 
430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p. 170. Stefano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2 (2000),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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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431 Stefano Guzzini指出，主權的實踐成為解決文化多元性的歷史方

案，432其隱含：在主權制度之下，為呈現單一政治空間，而壓制許多無法

被收納的差異性。另 Flona B.  Adamson研究海外離散族群（Diasporas）

指出，國家與認同並非具有共享同一邊界，所謂集體認同係政治動員所

致，因此須重新思考國家與認同有所差異的界線，另亦思考國家以外之行

為者的意涵。433  

後現代主義強調差異、多元文化及非模式化，認為國際政治充滿差異，

國家並非同質且單一實體，各國政府組織程度具有一定程度差異等434。國

際關係後現代主義被稱為激進詮釋主義(Radical Interpretivism)，代表人物

如前揭 Devetak、Lyotard等學者，其等在方法論方面主張完全不需要後設

敘事之指導，強國際關係互為文本關係，認為要重新認識國際關係，必須

揚棄昔日指導方針，透過解構、對話及重構途徑，重新構築國際關係圖像。

435 另後現代主義強調「文化」係解構及再建構國際關係理論的意義化的

體現。436  

後現代主義揭露國際關係理論隱含歐洲中心論及父權主義之思想，並

突顯「他者」的論述建構，437 這成為後現代主義對國際關係理論探究之

重要貢獻，重新審視當代理論論述形成並發掘其他非國家中心理論可能

性，對同質者之解構（國家），釋放出更多文化族群種族等識別他者之差

異性。438簡言之，後現代主義解構國際關係理論方式為於理論中發掘並定

                                                 
431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pp. 170-171. 
432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54. 
433 Flona B. Adamson, “Remapping the Boundaries of ‘Stat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corporating 

Diasporas into IR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4 (2007), 
pp. 489-526.  

434 孟樊、鄭祥福主編，前揭書，頁 163。 
435 同前註，頁 214。 
436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p. 194. 
437 Ibid. 
438 這與國際關係後殖民主義一些理論相近，後殖民主義國際關係理論旨趣在於解構歐洲心中思

想國際觀，並突顯長期受忽視之邊緣國家，其等文化族群及社會發展等議題。見：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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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差異性所在時空及論述脈絡。439  

對應第三次大辯論內涵，後現代主義理論強化理論反思觀點，強調理

論總是具有目的（theory is always for someone），440 從認識論批判觀點，

稱知識總是為某種政治目的而存在，理論形構建築過程已大量排除許多真

實存在事物並壓抑其他可能性發生，其所呈現者，僅為整體的某部分

（part），在國際關係上，存在於全球秩序之正常行為非自然必要之呈現，

而僅突顯被呈現者（the represented），透過一些手段與方法，篩選出某一

組行為者與國際實踐之組成表現（expression）。被呈現部分透過規範論述

或狹隘自然科學觀，形成一種意識型態上凝結關係，將短暫出現或主流認

定典則，視為跨越時空存在客體，人類意識活動不將干擾其運作，另一方

面，未被呈現部分（the unrepresented）卻遭到凍結（freeze），被科學研究

歸之為不可探索世界或不科學領域，為實證主義排除在外，而無法與被呈

現者相互對話。實證主義盛行，強化這種透過意識型態強化的凍結關係。

441 後現代主義相當強調學術領域或人類世界中被忽略或未被呈現部分，

認為人類並無法窺探到真實之整體，惟每次探索與反思，都可發掘更多的

「部分」，這反映出後實證主義本體觀，「整體」與「部分」兩者關係，這

與實證主義認為部分即為整體之認知不同。 

現代性思維影響下，當代國際關係呈現歐洲中心主義思想，要求所有

國家及人民都要仿效西方發展、思考及政治模式，其對非西方國家殖民政

策，及表現在消除全球文化多元性，透過對他者排除及邊緣化手段，達到

一種全球化的現代性運動，賦予國際體系不均關係合法存在。後現代主義

解構這種全球現代性，期使被壓制或凍結之差異性獲得解放，並呈現全球

社會異質內涵。442 揭露國際關係研究中某些隱蔽之事項及手段，解開封

                                                 
439 Ibid., pp. 192-195. 
440 Neufeld, “Reflexiv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61. 
441 Ibid., p. 92. 
442 A. Roger, “The Boundaries of Reason: The World, the Homeland, and Edward Said,” Socie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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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概念爭辯之手段，對於傳統論述中重要概念如國家、安全、權力及無政

府等進行解構及重新理解，強調理論間對話關係（conversation），甚至可

以跳開理論框架，以沒有固定模式之談話及開放心態，重新認識國際關

係，其核心關懷在於反對單一語言，單一論述之宰制力量，鼓勵開放、包

容、反思之對話關係（dialogue）。443 綜上，後現代主義運用解構力量，強

調論述權力意涵，對國家中心論之反思呈現在三個面向，分別為（1）對

國家主權問題檢視﹔（2）對主權及無政府區分問題檢視及（3）建立主權

國家歷史建構之理論分析等。444 

如同後實證主義學派繁多，後現代主義亦無法出現單一理論體系，然

其對國際關係貢獻受到肯定，其影響層面包括：使研究者探索及解構現代

全球秩序一些重要之相對主觀意義，如主權、無政府狀態及外交政策等建

構現代全球秩序之要素;445 突顯 Machiavelli 對政治現實主義的標準解

釋，係反映當代尋求現實政治之合理化之用途，證明戰略研究軍事安全、

國家中心、主權至高地位等宏大論述，係被規劃之行為典則標竿，以便利

確認我者與他者身份，界定敵我關係，從中凝聚出狹義安全內涵，以強化

現實主義世界觀之合法基礎。.446 如此標竿化作法，排除對非國家行為者

及非傳統安全的廣泛探究。後現代主義所強調認同研究及文化因素，影響

後來建構主義，成為批判理性主義理論的著力點。 

 

貳、批判理論 

 

                                                                                                                                            
Space, Vol. 10 (1992), p. 514. 

443 孟樊、鄭祥福主編，前揭書，頁 215。 
444 Devetak, “Postmodernism,” p. 206. 
445 Neufeld,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91.  
446 R.B.J. Walker, “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Practice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eds., 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Toronto: Lexington Books, 1989). 
Bradley Klein, Strategic Studies and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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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理論成為國際關係第三次大辯論重要反思理論，其將盛行於歐陸

思潮的後現代主義影響帶入國際關係理論探究。雖批判理論終未能成為國

際關係理論的主流，惟對後來的建構主義產生深層的影響。下文將探討批

判理論基本論點及對國家中心論之檢視。 

一九八 O 年代末期，國際關係理論的典範間辯論呈現新現實主義對

新自由制度主義的拉鋸，嗣出現「新—新合流」現象，兩者對抗關係轉為

合作關係。前數次辯論，不論其爭執點為何，仍在實證主義範疇之內探索

國際關係基本特質、國家重要性及國際互動行為模式等課題。以新現實主

義對新自由制度主義辯論關係，該兩派學說皆屬「理性主義」及國家中心

論之屬性，447 幾乎排除社會分析層次。 

依照批判理論觀點，社會分析被邊緣化的原因有二，第一、國際關係

理論過於強勢的物質觀點；第二、人類行為之理性概念的盛行。448 新現

實主義或是新自由制度主義，皆從物質觀點來界定國家行為與利益。對新

現實主義而言，物質力量的分佈決定了國家的行為。新自由制度主義雖然

強調國際制度的重要性，惟仍然看重國家的物質利益，批判理論的旨趣，

即在於攻訐前揭傳統理論中的理性主義、物質主義及國家中心論等之論

點，呈現出後實證主義及後結構主義觀點，而其終極關懷在於將「社會」

能量與意義找回。 

批判理論源自法蘭克福學派，449致力將社會科學從實證主義與歷史主

義中「解放」（emancipate）出來。450 社會學的批判理論與國際關係研究

並無直接關聯，另法蘭克福學派亦從未提及「國際關係」這個層面，國際

關係的批判理論建立了兩者的關連，將源自社會學的批判理論進行「國關

                                                 
447 Reus-Smit, ”Constructivism”, p. 214. 
448 Ibid., p. 225. 
449 綜觀法蘭克福學派所呈現社會哲學企圖，旨在反對一種認為歷史係由客觀律則所控制之過程   
的觀點，而是倡導維護主體性(defense of subjectivity)的努力，更多討論見：廖仁義譯，巴托莫

爾著，《法蘭克福學派》（台北：桂冠，1991 年），頁 64 。 
450 Navon,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p.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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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過程。相較於社會學的批判理論，廣泛以人類生活領域為研究範圍，

國際關係中的批判理論則回到「國際關係」的分析範疇，視其係人類歷史

發展與社會活動的範圍。451 批判理論從 Kant與馬克思的思想切入，以獲

得學說支持，認為要達到普世的解放，國際關係是很重要的層次。該理論

的要義旨在把批判理論的「觸角」延伸到國關的領域、甚至到全球的層次，

而其反思途徑廣泛運用前揭後現代主義解構思維，逕從理論構成之認識論

問題加以檢視主權、安全及國際體系等國家中心主義之論述，如亦透過對

我者/他者、內邊人/外邊人、安全/威脅等對立關係之審視，突顯人類意識

及政治方略如何建構國際關係主流規範與實踐，呈現出論述倫理的反思。

452 

批判理論匯聚廣泛西方新興思潮，涵蓋社會、政治與哲學的思想，各

門各派形成一個大家族，亦有分：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理論學派，453 其

相同目的都涉及如何突顯「理論」本身的性質與目的。實踐面，批判理論

強調解放人類受禁錮的自由，並正視現存國關體系中不均、剝削、不義等

扭曲的結構。454 以下就本體論、認識論、方法論以及規範面等，說明批

判理論的論點。 

    本體論方面，批判理論質疑傳統國際關係理論之諸多假定，特別針對

行為者特質與行為內涵，認為傳統理論所稱：社會行為者為一自利的原子

單位，其利益的形成先於社會互動，而社會關係僅作為戰略目的之用等相

關說法，批判理論則辯稱：行為者先天就是社會性的，行為者的認同與利

益是社會建構的，是社會結構相互主觀之產出。455 在認識論與方法論上，

                                                 
451 Richard Devetak, “Critical Theory,”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vmillan, 2001), pp. 156-158. 
452 Linklater, “The Achievements of Critical Theory,” pp. 284-294. 
453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 2. 
454 Devetak, “Critical Theory,” pp. 158-174. 
455 Jim George and David Campbell, “Patterns of Dissent and Celebration of Differenc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4 No. 3(1990), 
pp. 269-294; Mark Hoffman,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Millennium,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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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理論質疑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認為面對諸多難以量化的社會現象，

社會科學必須以詮釋方法理解現象本身的主觀性。456 認識論的爭辯涉及

到「誰的知識」（whose knowledge）的問題。457 後現代主義的認識論批判，

在此發揮重要的影響力，提供解構途徑，呈現事實與知識的本質與相互建

構力量。從後現代主義的觀點，所有的「文本」所指涉的都不是事實。事

實並非如理性主義所言，係客觀概念，相反地，其為「想像的概念」

（imaginary concept），為人們心智活動對想像的事實所衍生的主觀對應。458 

後現代主義亦否認有「真理」此物，真理係為權力的總合，是強者的工具。

459 規範面向，批判理論駁斥「價值中立」的論調，稱所有知識都含有特

定團體或族群之利益考量，理論用途在於揭示與分解宰制性與壓迫性的結

構。460 

批判理論廣泛地就認識論、本體論及規範性等進行整體透視，對國際

體系、國家、安全等進行解構及問題化的探索，呈現後實證主義對國際關

係理論反思力量，強調被呈現部分並非整體，亦非事實全部。批判理論並

未在理論間檢選，而是跳脫理論架構之外，進行超理論反思探索，將後現

代主義及後結構主義一些重要研究方法混合於理論研究，彙整出較有系統

性一些批判觀點，要者如： 

1. 呈現知識與權力的關係，反對主觀/ 客觀二元分立的假說; 

2. 國際體系係歷史及時空建構之內涵，反對本體命定論及持續有機

整體之論點; 

3. 任何主體係相互主體之建構，反對歷史客觀性之觀點; 

                                                                                                                                            
20,No. 2 (1987), pp. 169-185. 

456 Ibid. 
457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p. 29. 
458 Navon,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p. 622. 
459 Ibid. 
460 George and Campbell, “Patterns of Dissent and Celebration of Differenc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69-294; Hoffman,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pp. 16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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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秩序或實踐形成，係透過無數次「收納」及「排除」之運作

機制，反映至理論學說，已是被規劃或設計部分，爰反對當代主

流國際理論係對應客觀事實之自然生成產物。461 

至批判理論對於反思國家中心論貢獻為何？批判理論反對實證主義理

論朝向問題解決之途徑，而是提倡解構、詮釋途徑，據此，批判理論並不

提供定義或解答，理論目的在於刺激研究者思考國家之外之可能方案，並

重視社會互動面向，包括經濟、文化、族群、認同、社群等等對研究國際

關係之重要性，並認識到，「國家」在某個層次上，亦屬人類社會生活的

一部份，會隨著時空人事起落有所變化，可定義為某一種不確定、暫存的

政治組織，並非永久不變存在之實體；國家也是人類活動產物，是行為者

與規範間相互影響之結果，係開放、複雜、相互矛盾的概念，所謂的國家

中心論僅是將諸多不同的概念合成為一體﹔ 上揭觀點與歷史社會學有所

呼應，強調歷史脈絡分析觀點，462 另批判理論主張國際體系並非現實主

義或世界體系理論所稱，係既存本體（ontologically-given），而是由歷史與

社會脈絡建構而成，463 這呈現理論與概念建構性觀點，這也隱含反思涉

及解構、再建構之思辨過程，批判理論將國家重新帶回廣義社會範疇之

中，強調國家並非獨立社會而存在之特殊實體，國界內外事務都將對國家

產生動態變遷作用。 

總言之，批判理論目的在於：發掘並突顯實證主義中隱含規範論述脈

絡及價值中立之謬誤，並具有重新建構國際關係理論之企圖。批判理論在

國際關係學科中創造理論探索空間，對當代主流理論進行理論化之解構檢

視，另對既有全球秩序提供自我覺察，在理論與實務之間提供其他選擇。

464  

                                                 
461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pp. 11-12. 
462 Smith, Rethinking State Theory, pp. 1-12. 
463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p. 7. 
464 Neufeld,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p.cit.,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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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理論做為反思國家中心論的另一種途徑，其重要貢獻在於突顯主

體與客體的關係，國際關係中任何體制與現況，都不是原本就存在，沒有

永恆的普世價值。從批判理論的角度來看，我們今天所認為的「事實」都

是人們在社會關係與活動中學習而來。465 另對實證主義的國家論述之解

構過程提供有力途徑。466 如批判主義指出，主權、安全及無政府三者緊

密連結，而塑造出國家中心論之真實性，奠立在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結構

凌駕能動性之設定，在此命題下，賦予「現狀」正當性，於此，威脅及武

力使用成為國際無政府必要部分。467  

批判理論對反思國家中心論具有開創性之影響，468惟與實證主義壁壘

分明的姿態，使其逐漸失去學者的青睞。這是鑒於批判理論全然關注認識

論及方法論問題，而漠視本體論及國際議題的部分，469 這也隱含第三次

大辯論之影響力終有限，提供反思理論的研究途徑，卻未形成一種風潮或

主流典範。470 後來的建構主義轉向本體論及議題研究的取向，再度新現

實主義及新自由主義等傳統理論構成一股有力挑戰，另一方面也跳出過於

哲學討論或無法形成具體論點的探討。 

                                                 
465 Linklater, “The Achievements of Critical Theory,” pp. 279-281. 
466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pp. 96-112. 
467 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0), pp.26-32. 
468 批判理論受到馬克斯主義及新馬克斯主義深遠影響，亦對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等所主張國家

中心論多有批判，惟後者過份強調國際經濟體系，壓縮國家能動性，仍視結構凌駕能動者，批

判理論重新建構歷史唯物主義，從生產體系層面轉向論述倫理，建立出更為複雜之歷史社會學

分析。Linklater, “The Achievements of Critical Theory,” pp. 279-281. 
469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2-4.  
470 Neufeld, “Reflexiv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53-76.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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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傳統國關理論與批判理論的比較 

 
 傳統國關理論 批判國關理論 
本體論 
（國際體系） 

民族國家的國際體系 
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狀態 
國 家 是 唯 一 或 重 要 的 行 動
者，它們沒有特徵的差別，  只
有能力的差別。 

社會結構為「能動者」與「結  構」
的關係 
國際體系是可轉變的 
能動者是多樣的 

認識論 有一客觀、無須證明真偽的假說
事實與價值是各自存在的 
客體與主體是各自存在的 
在價值中立的分析途徑  下，社
會實體的客觀知識是存在的。 
 

知識的形成與範疇，隱含權力與
利益關係 
知識無法獨立於價值判斷 
知識體系所運用的方法論 
客觀是相對主觀的相互性 

理論性質 問題解決的取向 
 

現存事實的觀察、檢視、重構 
解析現象存在的結構因素 

研究途徑 實證與經驗方法 
（政治學、經濟學） 

後現代主義的詮釋 

核心任務 強化民族國家體系的論述 做為一種解放理論 
探索不同於「民族國家」的政治
社群 
 

最佳的政治社群 民族國家 國家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社群 
研究面向 國家間的互動模式 

強化現存國際體系的運作 
人類社會的不均與隔離 
非國家角色 
全球治理 
天下一家的正義與規範 
檢視現存國際體系與世界秩序的
缺陷與不足 

分析單位 
（行為者） 

國家（state） 人類（human） 

理論貢獻 國關理論的系統化 
明確的分析單元 

擴大國關的研究範疇 
豐富國際關係的規範內涵 
正視知識的權力與利益意  涵隱
含之偏差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批判理論沒落原因，如後現代主義所遭遇問題，在解構文本、揭露知

識中的權力意識以及探索意義形成的過程，未能創造出國際關係研究的新

架構。批判理論確實突顯理論構成之政治與社會意圖，惟做為一個政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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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焉能沒有政治界限？政治學可以去除學閥意識嗎？從批判理論的角

度，所有的理論都是為某人所用，並帶有一定的目的，那麼反觀批判理論，

它又是誰的理論呢？ 471 批判理論的反思反過來限制了自身的解釋力，缺

乏對現實議題興趣，亦是該理論無法受到持續關注之因。 

批判理論影響力有限，惟強調人類社會規範的層次，影響至後期的建

構主義發展。批判理論所蘊含後實證主義精神，並未在建構主義中消失，

惟主流的建構主義較強調本體論（能動者與結構的相互性）與實質議題。

472 建構主義的發展也將一九八 O 年代超理論爭辯推出了國際關係理論爭

辯的舞台。建構主義的核心論述，著重社會能動者的特性、規範對物質力

量的相對重要性及世界政治延續與轉變等。 

 

參、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成為後冷戰初期崛起的理論，逐漸成為可與主流理論新現實

主義及新自由制度主義等相抗衡（或言對話）之理論學派，提供另類理論

架構及研究觀點。建構主義成為國際關係理論重要學派，和其持折衷觀點

大有關係（與批判理論相較），另亦體現冷戰的終結催動國際關係理論的

世代變化，對主流的論述產生一股衝擊的力量，國際關係研究重新對規

範、理念、學習及認同形成等概念對國家影響產生興趣。473 建構主義興

起反映國際世局變動，同時理論發展所呈現多元、分歧，也對應較早歐陸

後實證主義的多樣性觀點。以下將討論建構主義理論發展及不同學派觀

點。 

                                                 
471 Neufeld, “Reflexiv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53-76. 
472 關於建構主義將於下文相關章節有詳盡討論。 
473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Competing Paradigms or Birds of a Feather? Competing Paradigms or 

Birds of a Feather? Constructivism and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Compared,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2000),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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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理論發展與內涵 

 

建構主義源自批判理論，惟與批判理論分流後已各成一派。建構主

義繼承批判理論的未竟之功，以批判觀點突顯世界政治各種不同的面

向。474 建構主義對理性主義主流理論多有批判，如反對將「人類」視為

一原子的利己者及「社會」為戰略領域。475 建構主義被認為是源自一九

八 O 年代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辯論下形成「中間地帶」，一方面，避免

過度嚴苛的科學研究；另一方面，則是緩和政治理論或認識論上過度極

端的論點。476  

加速建構主義發展的因素，可從四個方面觀之。第一、非理性主義

觀點的學者重申批判理論具有理論價值與世界政治性質的企圖。第二，

冷戰的終結係另一有利因素，時局的轉變提供另類途徑有利之發言空

間，同時也促使批判理論的學者跳離狹隘的超理論研究。第三，一九九 O

年代初始，新一代國關學者受批判理論的影響，開始投入概念創新與建

立經驗性理論的研究工作。最後，主流學界對建構主義熱中，亦為要因，

這是鑒於主流理性學派分析能力有所限制之故。477 國際政治局勢與理論

發展兩大層次的變遷，加速建構主義的發展，也賦予它在國際關係學群

                                                 
474 Rob Price and Christ Reus-Smit, ”Dangerous Liaisons？ Cri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Constructiv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3 (1998), pp. 259-294.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2-4. Reus-Smit稱建
構主義為第二代批判理論，雖已不似早期批判理專於認識論與方法論之批判，而是轉向本體

論與議題研究，並且對傳統理論一些假設採取默認立場，即便如此，建構主義仍可被視為批

判理論傳統，可視為對批判理論修正與調整，其對傳統國際關係理論形成挑戰勢力。相較一

些學者批判建構主義介於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曖昧，因而損及批判理論所具對傳統理論

的解構力量，Reus-Smit等其他學者卻肯定建構主義的貢獻。 
475 Reus-Smi, “Constructivism,” p. 215. 
476 Patomaki and Wight, “After Postpositivism? The Promise of Critical Realism,” p.214.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47-182.  
477 Reus-Smi, “Constructivism,” p. 216.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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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愈重要地位。   

相較於批判理論跳離理論的哲學思辯，建構主義則是尋求與主流理論

的對談平台，將辯論層次帶回國關理論的範疇。換言之，建構主義已經不

同於批判理論超理論的特性，它比較強調經驗分析。478 對照批判理論強

調認識論、方法論及規範層次，建構主義轉向本體論的分析層次，並關注

國際政治實質議題。479 這並非意味建構主義已失去批判精神，理論反思

仍是建構主義重要部份，惟建構主義已不似批判理論尖銳、激進，而採以

較溫和的論述，企圖回答一些傳統理論無法解答問題，或提供現存問題另

類解釋，盼對實質議題提出更具理論性的觀點，以避免如批判理論耽於解

構理論卻一無所獲。建構主義也如同先前批判理論具有重新建構國際關係

理論之企圖，480 這和建構主義的國家中心論代表人物 Alexander Wendt有

很大的關係。Wendt 相當強調國際關係的批判研究亦須符合科學原則，481 

且須以國際關係為研究範疇。Wendt 把批判理論重新帶回國際關係的領

域，憑藉科學概念研究方法，基此，採納實證主義的認識論（科學現實主

義）；而其創新處則是廣用社會學理論（結構行動論），重新詮釋國際體系

的本體論；Wendt 從「能動者—結構」的分析層次，討論國際關係本體論

與認識論的問題。482  

建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保存批判理論精神。批判理論的研究方法特徵是

詮釋性、分散性以及歷史脈絡的分析模式 483簡言之，建構主義運用批判

精神，來進行經驗性的研究探索。所謂的「批判精神」，就是對所有的假

說、定論、分析單元都存有懷疑，他們可能是有問題的（potential 

                                                 
478 Reus-Smi, “Constructivism,” p. 215. 
479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8-16. 
480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50. 
481 Wendt反對科學經驗主義，而推崇科學現實主義，認為在此科學概念下，人類世界不可觀察

的事物，只要找出因果關係，即使人們無法經驗，依然可以進行探索、研究。 
482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335-370. 
483 Reus-Smit, “Constructivism,” 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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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atic）。至此，值得一提的是，並沒有單一建構主義理論或分析觀點，

這是鑒於建構主義吸納批判理論觀點程度不同。484 

建構主義呈現不同程度的批判觀點，可分成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的

建構主義。 485  其他分法又有：國際社會中心建構主義（ international 

society-centric constructivism ）、 國 家 中 心 建 構 主 義 （ state-centric 

constructivism）以及激進建構主義(radical constructivism)。486 John Gerard 

Ruggie另做出三種分類：第一種類型是「新古典建構主義」（Neo-classical 

constructivism），根植於社會學家 Emile Durkheim以及Max Weber的思想。

第二種類型是「後現代建構主義」（Post-modernist constructivism），思想根

源可追溯到 Friedrich Nietzsche、Michel Focault等後現代主義學家。第三種

類是介於前兩者之間的建構主義，稱作「中立的建構主義」（Neutralistic 

Constructivism），採取科學現實主義方法，Wendt是重要的代表。487  

鑒上，建構主義本身有很多不同的流派，分類本身就是一個大哉問。488

即使沒有單一建構主義理論，不同派別的建構主義的論述仍有共通性，理

論旨趣皆在於突顯、解釋人類社會生活之本體論的論述，這呈現在三個層

面。首先，建構主義強調觀念行動結構（ideational structure）和物質結構

（material structure）一樣重要。第二，非物質結構對行為者的「認同」有

所制約，因為「認同」指示了利益以及行動。第三，建構主義主張「能動

                                                 
484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1998), pp. 171-200. 
485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1-16. 現代主義途徑 
採取較溫和的批判途徑，稱之批判的詮釋主義（Critical Interpretivism），後現代主義採取激進
詮釋主義(Radical Interpretivism)。後現代主義拒絕所有的基本主義（Foundationalism），質疑所
有之知識型態與分析架構的合法性。 

486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48 
487John G.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sm.(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35-36。 
488 關於建構主義流派分類探討，可見: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原型、分類與爭論－ 
   以 Onuf、Kratochwil和Wendt的觀點為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1卷第 5期，2002 年，頁 
   11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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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結構」是相互構成的關係，489 能動者間的互動形塑結構，而結

構又對能動者間的互動產生影響，490 換言之，能動者與結構間有「共定

性」（co-determined）。491 能動者與結構的相互關係構成建構主義的重要基

礎，他們探討的主題在於：社會結構是如何被創造的呢？誰創造了社會結

構？492 這些提問展開建構主義對國家概念的探索之路。整體來說，建構

主義論述強調的層次不離能動者-結構的關係、認同-利益-行動關係以及對

理性主義國關理論的質疑與批判。建構主義之論點呈現前 John Hobson所

論國家理論第二次辯論，即能動者與社會結構相互辯證關係。該層辯證改

變現實主義或馬克斯主義單一論述，即國際結構凌駕能動者之上。國內學

者莫大華指出，建構主義重要特色，在於運用大量社會學理論，特別是強

調社會過程、行為者能動性及結構可變動性等觀點，呈現國際關係研究社

會分析途徑。493 

 

二、 論述與研究範圍 

 

     建構主義承繼批判理論精神，亦對傳統的國關論點提出質疑。建構

主義指出，理性主義的國際關係理論過於物質觀點及過分強調「能動者」

（即「國家」）的角色。對理性主義而言，國際關係似乎就是能動者的綜

合產出，而能動者的行為永遠是理性地追求權力以及極大化偏好或利益。

甚者，理性主義指涉的國家偏好與利益容不下懷疑，並稱其等均為「外生

的」（exogenous），根植於權力極大化的理性推論。494 理性主義隱含的是

                                                 
489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355-361. Reus-Smit, 

“Constructivism,” pp. 216-218. Reus-Smi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8-10. 

490 Dougherty and Pfaltzgraff, Jr ,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6. 
491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360. 
492 Dougherty and Pfaltzgraff, Jr ,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06, p. 107. 
493 莫大華，〈論國際關係理論中的建構主義〉，頁 96-100。 
494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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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邏輯」（logic of consequences），不過建構主義則強調「適切性邏輯」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495 

    建構主義的出現，並沒有減少如批判理論針對理性理論在認識論、方

法論以及規範原則的質疑。不過，建構主義和批判理論不同的是，其較關

切本體論與經驗議題面向，規避超理論的激辯。496 建構主義的重要討論

涵蓋：社會能動者的特性、規範與物質力量的相對重要性、世界政治在延

續與轉變間均衡態勢及經驗理論等問題 497  

「變動」（change）係建構主義最為關注的面向。建構主義指出，行為、

利益以及相互關係均為社會建構，因此都是可能會改變，498 另價值與觀

念對國際關係是會有影響的；再論，規範、體系與相互關係的變動可視為

「能動者導向」（agent-oriented）之過程的整體。換言之，國際體系並非命

定的，499 亦係社會建構的。建構主義的研究旨趣在於突顯「認同」如何

被建立；其次，認同複製的過程產生什麼樣的「規範」與「實踐」（practices）；

最後，不同認同體系間之相互建構關係為何等等。500 「社會建構」已成

為建構主義研究最重要之分析概念，知識係社會建構者，國際政治亦非僅

是自然環境中個人選擇的過程，亦為定義及建構認同的社會形構。501 

從分析層次，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可分成三個派別，分別是：體系

論（systemic）、單元層次論（unit-level）以及整體論（holistic），502 其中

可見對國家行為者不同分析內涵，分別簡單敘述如下。503 

                                                 
495 Ibid., pp. 147-148. 
496 Reus-Smit, ”Constructivism”, p.221. 
497 Ibid., p. 222. 
498 Edward Newman,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2, 

No. 3 (2001), p. 247. 
499 Ibid. 
500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1 (1998), p. 192. 
501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74. 
502 「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成為區分的特徵。 
503 其他的分法，又有：國際社會中心建構主義（International Society-centric Constructivism）、國
家中心建構主義（State-centric Constructivism）以及激進建構主義(Radical Constructivism)。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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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體系論（systemic） 

 

此派代表人物為 Wendt。如同 Waltz 企圖建立現實主義的體系理論，

致力現實主義的「科學化」，Wendt的企圖亦為是，欲建立建構主義之體系

分析。Wendt接受實證主義方法論，採取「科學現實主義」，將「不可觀察

的事物」變成可分析的單元，另常以「函數」（function）關係說明能動者

與結構的關係。Wendt 在檢視新現實主義及世界體系理論指出，兩者都犯

了能動者與結構認定的問題。不過Wendt並非全面否定該二者，他仍肯定

二者在建構國關體系理論的價值，惟認識論與本體論的缺陷而導致假說與

推論的問題；新現實主義把國家行為當作是既定的，而世界體系理論則是

將國際結構視為命定的。504 換言之，Wendt要論述的，就是能動者的行為

與國際結構皆非一成不變、事先就是如此；個體主義（新現實主義）或是

結構主義（世界體系論）的本體論都難以解釋兩者的關係。Wendt 認為結

構行動理論（structuration theory）可運用於探討國家行為與體系結構的關

聯，而不會落入化約主義的本體論。505  

    Wendt接受新現實主義學者Waltz「第三意象」 （the third image）的

觀點，即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假定；此外，他也認同國家中心的國際體系。

506 就分析層次而言，Wendt 僅著重於國家行為者間互動關係。換言之，

Wendt 的建構主義並不處理國內政治範疇的問題，單就探討國家在對外的

國際環境中的相互關係。507 Wendt的論述並未忽略認同與利益的討論，他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48. 事實上，建構主義有很多不同的流派，連

分類本身都有眾多的說法。 
504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335-349. 
505 Ibid., p. 349. 
506 Christian Reus-Smit, ”Imagining Society: Constructiv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 3 (2002) p. 489. 
507 Reus-Smit, “Constructivism,” p.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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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兩種不同的國家認同，分別是「社會認同」以及「整合認同」（corporate 

identity）。前者意指構成國際社會的國家地位、角色或特性；後者意指構

成國家的內在人性、物質、意識型態或是文化的因素。508 Wendt企圖建立

建構主義的體系理論，因此特別著重於結構脈絡、體系過程以及策略行為

如何產生/複製不同種類的國家認同。509 換言之，為能完成建構主義成為

一體系層次的理論，Wendt將「集體認同」，即國家認同的內部成因化約為

一，以專注於「結構—能動者」間的關係。 

    Wendt 採取「科學現實主義」便是要強調，批判理論對於社會科學的

發展是必要的，同時它也必須是一種科學。510 這說明渠為推動建構主義

朝向「科學化」發展之努力，沒有採取批判理論的激進認識論途徑，唯恐

最終導致：不可觀察的現象最後仍是不可觀察，只能靜態的呈現著；相反

地，Wendt 從科學現實的觀點，認為不可觀察的社會現象，只要建立「因

果關係」，並透過能動者與結構的相互建構的特性（以結構行動理論說明

之），即可分析之。511 前揭論點，某種層次上，與 Carr或Waltz所提的科

學現實主義無異，亦呈現理性主義的認識論觀點。Wendt 雖然自認屬於批

判理論的傳統，但是也強調符合社會科學的客觀原則。512 

    以Wendt為代表人物的體系論，成為建構主義的主流理論，惟遭受的

批判也相當的多，除了受到新現實主義之批評外，其他流派的建構主義亦

對Wendt向實證主義靠攏多有責難。 

 

(二) 單元層次論（unit-level） 

    

                                                 
508 Ibid. 
509 Ibid., pp. 219-220. 
510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370. 
511 Ibid., pp. 335-370. 
512 Reus-Smit, “Imagining Society: Constructiv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 p.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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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層次恰是體系論的反調，代表人物為：Peter Katzenstein。513 單位

層次論之建構主義與Wendt的重點不同。相較於Wendt看重國際範疇，單

元層次論者強調國內社會和法律規範與國家認同和利益的關係。514 Peter 

Katzenstein的著作《文化規範與國家安全：戰後日本軍警發展》(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指出，一國

安全政策取向，深受制度化的國家社會與法律規範所影響，這些規範同時

具有「管制」與「構成」的作用。515 Katzenstein 以日本為個案研究，提

供微觀層次的分析，指出日本歷經二次大戰前後，國家對外關係的轉變來

自國家認同與社會規範的變化；戰後的日本並沒有如新現實主義所預言，

將經濟力量轉為軍事力量，這是受到國內規範性結構所限之故。 516 

Katzenstein並不接受任何的體系理論。他認為國際社會規範的影響力遠低

於國內社會的規範，體系理論不足以檢視國家結構本身的複雜關係以及國

家與跨國家的連結。 

Katzenstein 認為「國家」當作是單一的理性行為者是說不過去的，因

為每個國家的內在構成有異，因此影響了它在國際體系的行為表現。517 簡

言之，單元層次論的建構主義看重的是影響國家政策的國內因素。 

 

（三）整體論（holistic） 

     

鑒於體系論的國際歸因（社會認同）與單元層次的國內歸因（集體認

                                                 
513 Hobson將此派稱做「國家中心的建構主義」，在此，「國家中心」並非新現實主義所指涉者，
也與Wendt的「國家主義建構主義」不同。 見：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65-172. 

514 Ibid. 
515 Peter J. Katzenstein,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516 Katzenstein的規範性結構包含三類：經濟安全規範、對外軍事安全規範以及內部安全規範。

Ibid. 
51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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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成兩個極端，整體論的建構主義試圖整合兩者，成為單一的分析觀

點。整體論將國際與國內因素當作是單一社會政治秩序一體的兩面。整體

論的代表人物為 John Ruggie與 Friedrich Kratochwil。整體論主要關注全球

變動的動態性，特別是主權國家興起與殞落的成因；他們著眼於秩序與國

家的相互關係。518 整體論在分析國際變動上亦有兩派不同的觀點，一派

強調社會知識學（或言知識架構）改變的重要性，Ruggie為代表。519另一

派則是強調國際秩序與安全觀念改變的重要性，以 Kratochwil為代表，（關

於前揭三種分析層次建構主義，參見表九）。 

 
表九 建構主義的派別（分析層次） 

 
 體系論 單元層次 整體論 
代表人物 Alexsader Wendt Peter Katzenstein John Ruggie 、

Friedrich 
Kratochwil 

主要分析範圍 國際場域 國內場域 國際與國內場域 
國家認同的來源 國際體系 

（社會認同） 
國內社會與法律規

範（集體認同） 
社會認同與集體認

同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參考自：Reus-Smit, “Constructivism,”pp. 219-220. 

    

建構主義難有定於一衷的論述，不過各流派呈現類似旨趣，即突顯傳

統國關理論的缺陷或是長期以來被忽略的分析變數。建構主義認為傳統的

國關理論流向物質性的理論架構。「變動」則是建構主義關切的面向。520 建

構主義作為國關理論的形式，可從三個面向觀之，分別是： 

1. 全球政治的構成係行為者間相對主觀之共同的觀念、規範以及

價值所導引的；相對主觀的基礎是知識，形成了觀念行動結構

                                                 
518 Reus-Smit, “Constructivism”, p. 221. 
519 相關著作為 John G.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c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31-57. 

520 Newman,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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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tional structure）。 

2. 觀念行動結構對行為者不僅有規範的作用，亦有構成的力量。 

3. 觀念行動結構與行為者（或能動者）是「相互構成」（co-constitute）

與「共同決定」（co-determine）的關係。521  

 

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將批判觀點帶回國際體系，致力於探討國家行為

的社會結構。522 建構主義的學派對於「國家」與「國際體系」的態度，

可分成兩大類型，一類採以全然否定；另一類則賦予其等新的意義。以下

呈現建構主義的論述重點。 

國際關係理論辯論，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國家本質內涵亦受到

來自多方之審視與批判，其中，強化國家優越性之安全論述（security 

discourse）亦受到檢視。傳統安全論述以軍事武力優先性為基本命題，賦

予「國家」在國內及國際場域獨斷決策力，「國家」被視為抵抗外來侵略

保障力量，國內安全整合在國家安全決策結構，國家係唯一合法使用暴力

之公共權威，在強調國防武力之軍事思維安全論述下，外敵、反侵略、國

防及領土安全等，共構（現代）國家與安全兩者必然性，這成為國家成為

國際核心行為者之有力論述基礎。國家中心論內涵涉及領土、主權及安全

等幾個概念，形塑當代國際政治形貌，國家被視為同質領土單位。戰爭成

為國家獨占所有暴力之正當性基礎。523 Charles Tilly所提「國家勒索模式」

（state-racketeering），即說明國家如何透過發動戰爭權利，來擴大汲取國

內權力。524 戰爭與國家間相互建構微妙關係，如何防止戰爭思維提昇國

家中心論強度，另也同時強化領土主權與軍事安全的強勢論述。 

                                                 
521 Dale C.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2000), pp. 189-190. 
522 Theo Farrel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 Issue. 1 (2002), p. 52. 
523 Badie and Smouts, “The Turnaround of the World,” p. 86. 
52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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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解構主權、安全及國際體系之既有論述 

 

壹、 探索主權不確定性 

 

主流國際關係論述關於主權定義甚為明確，對內係對應管制階層，對

外則是置身於無政府狀態，係建立在國家利益及權力之國際關係。525 上

揭論述係深受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等形塑，投射國家概念於主權意涵之

中，526據此，主權受理性主義所影響，指涉理性行為者、善於估算利害得

失之能動者特徵，另亦深受現實主義主權國家概念之影響。527 Hobbes 之

主權觀對西方現代國家內部及外部特徵之形塑，具有關鍵作用，主權為國

家構成之要素、等同國家權力、具體表現於領土國家的自主性及國家具有

永久優越性等命定論述，528 此外，Hobbes 將主權絕對性視為維持政治體

系穩定及安全之自變數，任何形式主權混合或分裂將導致政治秩序混亂、

不安。529主權論述亦深受現代性運動之影響，建築現代政治內涵，隱含對

不同主體之界定、排除及納入之政治過程。530  主權與國家兩者概念發展

具有相近時程，主權已經與現代國家概念相互涵化， 也從中劃分出國家

                                                 
525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10. 
526 Kimberly Hutching 歸納出當代主權概念係受 Hobbes及 Locke對權力所屬概念、Kant所提論

述正義之自主能動者及現代主義認識論所影響。Kimberly Hutchings, “The Death of the 
Sovereign Individual: Reflections on Feminist Analyses of Political and Moral Agency,” in M. 
Griffiths and M. Whitford eds. Women’s Philosophy Review (Nottingham: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1996), p. 2. 

527 Ibid. 
528 Thomas Pogge, “Cosmopolitanism and Sovereignty,” in Chris Brown ed.,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in 

Europe: Ethical Perspective(London: Routledge, 1994), p.99; Zarko Puhovski, “The Moral Basis 
of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in Chris Brown ed.,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in Europe: Ethical 
Perspective(London: Routledge, 1994), p. 202. 

529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238. 
530 Ibid.,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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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民社會及政治權威對社群之兩造關係。531 綜上，主權概念係受到現

代性強勢指示及鑄造，混合法律、社會契約、權力政治等觀念，復加以實

證主義認識論之影響，遂成為具有內外權威之概念及實踐型態，其中主權

本身具有多元、混雜特性已遭到壓制，具體表徵體現於國家對公民社會行

使權威。532 傳統主權論述賦予國家區別社會之優越地位，並在國際事務

場欲展現出前所述單一性，具體言之，國家權威係不可分割且結合國內各

方力量之最高權力中心，另不論國家統治型態為何，都有一最高權威存在

於國家之中。533 

針對上揭論點，後實證主義觀點指出，現代政治是結合國家主義之政

治社群之政治活動，534 即以國家為設想之人類活動，由國家來界定政治

空間及規則。現代國家體系運作的基礎在於區別出正當/不正當、法治/不

受管制、國人/異鄉人等之界線。535 主權成為實踐上揭劃分之政治論述，

這係反映歐洲政治發展，主權作為政治論述，以區別文明與不文明政體，

文明意涵在此意謂將個人自由與權利超越宗教、族群其他團體之意識之

上，蘊含自由主義政治理念，主權成為實踐個人權利保障之途徑，藉以擺

脫其他多元社群所致認同混雜感， 並塑造出單一認同體系，536 這係再次

呈現現代性所欲鑄造同質與單一政治發展。主權作為解決多元認同、維持

政治秩序之解決方案，現實主義主張如野獸爭鬥般國際無政府本質，賦予

主權對外絕對地位，另國家工具理性論典則提供對內權威行使。537針對上

                                                 
531 Joseph Camillieri and J. Falk, 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2), p. 11. 
532 Paul Keal, European Conquest and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The Moral Backwardnes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47. 
533  Lake,“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http: // dss.ucsd.edu/~dlake/documents/ 

LakeOxfordState-essay 
533 Ibid. 
534 Walker, ”International/ Inequality, ” p. 13. 
535 Ibid. 
536 Keal, European Conquest and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The Moral Backwardnes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198-199. 
537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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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主權所呈現絕對概念，反思主義強調是相對概念及再建構途徑，認為主

權係互動性、相對主權及相互依賴性，隨著時空脈絡演進，重新對應其他

政治社群、公民及個人等，將呈現不同意涵及形貌。538 

建構主義學者稱，涉及主權構成要素包括領土、人口、權威、國際認

同及現代國家體系等，這一系列要件組合，均為社會建構。主權係某一組

理念、認同、規範透過實踐不斷鑄造而成﹔539具體論之，主權係為一組關

於政治權威對應合法組織之規範，其定義方式係建構於特殊案例之中。540 

批判理論學者 Rob Walker亦強調，主權係某一種實踐形式。 

另對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而言，主權為一項常數

（constant），然對於建構主義而言，主權變成為變數（variable）。 從人類

整體社會活動觀之，「主權」是為一種「制度」，541  僅存在某些相對主觀

的理解與期待時空背景，若無「他者」，則無主權。這些理解與期待不僅

構成某一種國家概念體系（即：主權國家），亦建構某一特定的政治社群

型態，在主權界限之內，允許他人行使排他性政治權威之權利。相互的「許

可」構成的非功能異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 world）的世界，而是空

間異化的世界，爰此，國家被視為單一無異行為者，國家間競爭被視為無

法逃脫宿命。針對上述各點，建構主義稱，如同其他人類活動觀念、認同

等社會組合型態，主權係實踐不斷鑄造成果，並非永久不變規範形體。如

同其他的社會制度，主權所在的位置，會因詮釋的轉變而產生新的面貌。

                                                 
538 Ibid., p. 149. 
539 Thomas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in T.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Constru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0.  

540 Christian Reus-Smit, “Human Right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overeign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4 (2001), p. 526. 

541 此為Wendt的看法，「制度」指涉相對較穩定的一種組合，或為認同與利益的結構。「制度」

根本上是「認知的實體」（cognitive entities），無法脫離行為者對世界運轉的概念。制度化

（institutionalization）就是將新的認同與利益「內化」的過程，並非發生在過程之外或僅影響

到行為。見：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 pp. 39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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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認同與制度仍端賴行為者的作為；移除慣常行為就會移除行為者對於

「存在」（existence）之相對主觀的情況。 

綜上，建構主義採取對主權較為溫和批判途徑，係對主權施以重新評

估之學術態度，目的在於突顯傳統關於主權單一、整合論述，強調主權是

為動態變遷概念，具有歷史社會意涵，並非為靜態及普世典則。543  

較激進建構主義觀點（或批判理論）則是否定「主權」這個概念，認為其

非物質組成，而為社會建構。「國家」所呈現出來的任何概念，包括：國

家主權、國家認同、國家邊界、國家正當性以及國內政治社群，必須分開

來討論，並不是全然由一個「主權國家」所包含。544 主權概念化過程已

涉及多種政治理念，包括：等，隱含多種認同體系，惟與國家主體相結合

之下，呈現出同質、單一且簡約的認同，並視之整體概念（whole）。545 對

主權概念反思，即致力於解放其他受到壓制或凍結之認同與理念，突顯整

體係由不同差異型態組成，主權呈現者，僅是一種單一認同所被施加之特

定認可，並非整體，另亦隱含國家型態本身即具有多元面貌。546 上揭論

點強調者為：主權國家事實上是一種幻覺（illusion），透過建構並標示「他

者」而成就國家之排他性，這可說明國家中心主義運用國家策略的奏效。

547 Rob Walker 便透過他者對我者分析途徑，檢視主權論述之構成，渠大

量運用後現代主義途徑，解構主權隱含排除及納入手段，主權係透過確立

他者之存在，透過排除「外邊人」（outsider），來強化對特定疆域之權力投

射，此等主權具體化實踐體現於國家對外宣示主權。548 Walker 及其他後

                                                 
542 J. Samuel and Bruce Cronin,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 Changing norms and the Rules of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1994), p.109. 
543 Thomas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pp. 1-10. 
544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57. 
545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16-117. 
546 Ibid. 
547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57. 
548 R. B. J. Walker, Insider/ Outsi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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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主義學者對於主權所持解構態度頗為一致，強調現代國家主權係實證

主義認識論建構本體論，形成絕對主義（absolutism）論述，並為主流政治

行為者用於其權力利益。549 

總體而言，後實證主義對主權概念反思，呈現激進及批判（溫和）觀

點，前者全盤否定主權之規範價值，稱主權係無相對應實存之抽象概念，

無法反映歷史變動脈絡，後者則是從歷史社會學面向，檢視主權與人類政

治活動之相對關係，指出，主權不是一種真理或不變事實，而是可以討論、

辯證之概念。此外，主權概念困境來自與主權國家相連所致，要獲致更多

創新理解，則必須跳脫「國家」這個概念框架，具體而言，就是對現實主

義所確定主權概念進行反思。550 隨著解放主權意涵並重新賦予新概念，

在解構、再建構過程，亦可發掘主權與國家兩者間別於現實主義之對應關

係。 

 

貳、 從國家中心到人本中心安全概念 

 

傳統安全論述反映現實主義安全觀，指涉國家安全，首要安全威脅來

自其他國家企圖並有能力使用武力達成目的，因此國家可用於保障安全者

在於軍事武力。551傳統安全論述隱含對國家安全角色之假定，國家係整合

為一且良善行為者，必然會保障國內人民的安全，因此，人民安全在一種

絕對且無從檢驗之態度下，被整合在「國家安全」之中，免於外敵的侵略

等同人民與社會安全獲得保障。國家政治體制對於國際體系是沒有影響

                                                 
549 R. B. J. Walker, Insider/ Outsi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R. B. J. Walker, 

“Conclusion: Sovereignties, Exceptions, Worlds,” in J. Edkins, V. Pin-Fat and M. Shapiro eds., 
Sovereign Lives: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550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45-246. 
551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Vol. 16, No. 

3(1992), pp. 53-64;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1991), pp. 211-239; Patrick Morgan, “Safeguarding Security Studies,” 
Arms Control, Vol. 13, No. 3 (1992), pp. 46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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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現實主義而言，「國家」係一整合的概念，從另外一個層面來看，

也就是說，國家內部的政治與社會結構不是形塑國際體系的因素。離散的

民族以及國內的少數民族，對現實主義而言，都附屬在「國家」之下，並

被化約成「低階政治」議題。552 換言之，國家中心論的現實主義，刻意

忽略國內的族群、民族以及內部分裂的重要性。553 一九七 O 年代國際政

治經濟情勢，擴大傳統安全思維與內涵，也開始重視安全非軍事面向，惟

仍呈現國家中心論觀點，經過一九七 O 年代的石油危機、西歐的整合進

程、區域主義的興起以及新興國家的建國，國際安全的議題開始有所擴

充，「經濟安全」（economic security）以及「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

陸續進入國際與國家安全的議程(security agenda)。554 另冷戰的終結與全球

化進程的加速，對國際安全的定義以及內涵有著更深遠的影響。555 討論

者亦以國家為安全指涉對象。 

 

一、非傳統安全：另一種國家中心論安全觀 

 

一九七 O 年代中期以後，對應越戰結束之後的國際局勢，突顯國家

安全較廣泛的內涵，保障國家安全的來源不僅是軍事力量，而軍事威脅並

非國家唯一面對的危險。556 一九八 O 年代的安全研究，對強調軍事面向

安全研究提出批判與修正，認為把「國家安全」完全鎖定在軍事議題是很

危險的，是對現實的錯誤想像，原因有二：第一、國家僅關注軍事威脅而

忽略其他更具傷害的危險，這會降低國家整體的安全；第二、使得國際關

                                                 
552 Waynes S. Cox,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Global Relations,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Middle 

East,” in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and Waynes S. Cox eds,,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94), p. 62. 

553 Ibid., p. 61. 
554 這可從日本與東南亞國家主張的「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內涵觀之。 
555 Freeman,”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nging Targets,” at 

http://www.ub.edu.ar/facultades/feg/international_security.htm 
55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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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普遍「軍事化」，招致全球更多的不安全。557 基此，為因應多變的國際

情勢，國家安全必須從「綜合性」（comprehensive）的角度來界定，如此

才得以確保國家更為安全。558 許多公益團體提出不同的國家安全概念，

雖然對政府的決策影響有限，但是已經喚醒社會大眾對國家可能遭受之非

軍事危險的意識，並限制政府以軍事手段解決政治問題的程度。559 

一九七 O 年代末到一九八 O 年代，國家安全的概念納入非軍事的議

題，這隱含「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思考，國家安全增加的同時，國

家受傷害的程度就會降低。560 國家面臨的威脅來源是多樣的，因此國家

安全的種類包含軍事與非軍事的危險，不同安全威脅有不同的脆弱性。七

O 年代的石油危機，突顯非軍事的國家安全危機，能源短缺亦可能對國家

造成重大的傷害。特別對石油供需敏感的工業國家，開始將能源安全變成

國家安全戰略的一環，日本即為一例。一九七三年，石油危機發生，日本

開始強調「資源外交政策」（resource diplomacy）561，透過各種途徑（特別

在「官方援助發展」（Official Assistance and Development, ODA）的全球架

構下）確保國家資源取得的無虞。一九七九年的阿富汗以及伊朗事件之

後，日本嗣提出「綜合性國家安全」（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的概

念，體認到日本安全必須建構在經濟、戰略以及外交政策的連結。562 安

全議程開始從「國家」擴大「國際」的分析層次。563 這反映自由主義安

                                                 
557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p. 129. 
558 Ibid., pp. 129-53.該文從幾個面向重新思考國家安全，分別是：（1）安全與其他價值間的消長
關係；（2）安全威脅的重新定義；（3）防備災難的發生：如：美蘇間的核戰、美國加州的大
地震等等；（4）間接威脅：各地領土與資源爭奪的衝突；（5）全球問題：人口成長、資源供
需失調、移民、發展不均等等。作者認為該文論點仍反映國家中心主義的安全觀。 

559 Ibid., pp. 152-53. 該文作者認為不必過分強調這些公益團體的影響力，如：非政府組織 
（NGOs），因為社會意識的轉變是緩慢漸進的，通常需要經歷世代的變遷。 

560 Ibid., pp. 146-47. 
561 William Brooks and Robert Orr Jr., “Japan's Foreign Economic Assistance,” Asian Survey, Vol. 25, 

No. 3 (1985), p. 326. 
562 Eileen Marie Doherty, “Japan's Expanding Foreign Aid Program,” Asian Affairs, Vol. 14, No.3 

(1987), p. 130. 
563 Freeman,”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nging Targets,” at 

http://www.ub.edu.ar/facultades/feg/international_securi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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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理念。 

自由主義學派質疑武力作為安全保障的正當性，他們提倡多邊合作

來提高國際安全，另一方面則擴大安全議題範疇，突顯「非傳統安全」重

要性。相對於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即為非軍事的安全。可從國家間協議

具體觀之。二 OO二年十一月，東協與中國共同發表一份「東協與中國非

傳統安全議題合作聯合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f ASEAN and China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敘明「非傳統安全」便是非軍事的安全，

包括：非法運毒、販賣人口、海盜、恐怖主義、武器走私、洗錢、國際經

濟犯罪、網路犯罪等問題。合作的形式包括：資訊交換、加強人員訓練、

強化非傳統安全的研究等等，564 這反映非傳統安全的議題範疇與強調國

際合作的重要性。  

非傳統安全一方面予以低階政治議題重要地位，另可突顯安全之國際

層次以及國際合作（多邊主義）之角色。非傳統安全議題受到重視，說明

安全議程水平延伸，將非軍事議題予以「安全化」（securitization），565惟尚

未做垂直的擴展，即言從國家層次提昇至全球層次，下放至個人層次。566 

非傳統安全在東西對抗視為之後更受到重視，一九九 O 年代初，許多在冷

戰時期被視為次要或非安全議題之問題，逐漸被納入安全議程，如文化、

族群宗教、發展不均、人權、環境生態等議題。567 後冷戰時代發生在第

三世界國家諸多人道危機及因發展困境所致治理危機，使得國際社會更加

強調安全與發展關連。二 OO一年發生在美國紐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

更強化國際社會對安全與發展兩者關係更加重視。 

上揭所提綜合性安全、非傳統安全等，都突顯非軍事之安全議題，亦

                                                 
564 ASEAN Secretariat, Joint Declaration of ASEAN and China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2003. 
565 Busumtwi-Sam,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p. 255. 
566 安全議程垂直擴展，可見於「人類安全」內涵，下文將有相關討論。 
567 Busumtwi-Sam,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p.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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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國際互賴、冷戰終結、全球化等情勢對「安全」檢視、重新理解與定

義。 

 

二、對國家中心論安全觀之反思：人類安全之提出 

 

非傳統安全仍指涉以國家為主體之安全概念，惟檢視安全研究光譜，

已擴大國家中心安全議程，另其所關注面向已涉及與人類發展相關，如打

擊海上犯罪、跨國毒品及人口販賣、恐怖主義等，發展意涵即隱含人本中

心關懷，惟仍從國家中心為出發點。反思主義對安全論述之影響，已非在

於安全延展（extended security），即僅為水平推動（見圖四），而是根本性

質問一些規範性問題，如誰的安全？安全手段正當性？等規範性思考。 568 

批判理論、建構主義等均為反思安全之重要理論，呈現論述倫理之省思，

根本地對安全研究進行垂直拉升（見圖四）。下文將探討何謂批判觀點安

全概念？對應冷戰後國際衝突形式轉變，如何改變安全論述、與人類安全

對應關係為何，以及人類安全如何呈現對國家中心論安全觀之反思等。 

 

（一） 批判觀點的安全概念 

 

上文比較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值得注意的是，兩者的內涵有異，但指

涉的對象都是「國家」，換言之，安全指涉國家在國際體系可能遭遇的安

全威脅。非傳統安全擴大國際安全的內涵，延伸安全的議程。不過，兩者

鮮少提及「非國家行為者」的安全利害關係。非國家行為者包括了各種的

                                                 
568 對傳統安全論述（國家中心觀點）之反思，形成批判安全研究學派（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其對應安全概念可從「人類安全」中加以理解，並提倡安全研究典範轉移。見： Krause, 
“Theorizing Security, State,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 Third World,” pp.125-136; Sverre Lodgaard, 
“Human Security: Concept and Operationalis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xpert Seminar o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Palais Wilson, Geneva, 8-9 December 2000, pp.1-25; Jessica Tuchman 
Mathews, “Redefin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68, No. 2 (1989), pp.162-1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探討：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153

國際組織、多國企業、跨國組織、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以及個人等等。

非國家行動一方面可能遭受安全威脅，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如同國家一

般，成為安全保障的提供者，非國家行為者角色在人類安全中始受到較多

重視。 

傳統國際關係理論，賦予「國家」毫無疑問的正當性，並透過安全論

述賦予國家超越時空及現實之優越地位，不論從軍事安全或非傳統安全概

念層次，都著眼於保衛國家如何免於威脅，其中隱含將人民與社會福祉完

全寄託於國家作為，這呈現實證主義中「理性主義」觀點，認為國家必然

是理性行為者，將追求國家利益極大化，以確保人民安全與發展。惟倘若

重新檢視安全意涵及國家扮演安全角色之能力，將獲得不同結論。 

冷戰終結的對安全研究的影響顯著，安全議程上除了有傳統的軍事安

全外，還賦予其他議題更多的重視，如：人權、經濟發展、環境生態、毒

品交易、傳染病、犯罪或社會的不公義等等問題。569 安全議程之延展是

一九九 O 年代以下安全研究之重要特色，突顯國際政治規範與價值之變

遷，開始關注到個人與團體可能遭受到的安全威脅，再論，這也是對西發

利亞體系下「主權國家」的重新檢視，國家被視為主要的安全行為者之命

題受到質疑。570 

批判安全研究檢視國家與安全連體之合適性（appropriate）問題，解構

強國所主導安全論述，突顯將人民安全與國家安全及國際安全相互整合並

排序之謬誤，認為任何危及個人或設群生存威脅，都可成為安全議題，人

方為安全指涉主體，據此，提出人本中心安全觀，並探討議題安全化的策

略。571 人類安全提出，具體呈現後實證主義對安全論述之批判與反思，

                                                 
569 Busumtwi-Sam,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p. 259. Mabee,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Provision in Historical Context,” p. 135. 
570 Mabee,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Provision in Historical Context,” p. 

135. 
571 Busumtwi-Sam,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p.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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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於傳統安全或非傳統安全，人類安全係跨越國家中心觀點，對安全論

述進行垂直拉升，從人本中心點思考安全意涵。人類安全受到安全研究重

視，與後冷戰國際情勢息息相關。 

觀察國際情勢，特別在冷戰後的一九九 O 年代，種族屠殺、內戰、社

會衝突頻仍，國內暴力對人民的殘害遠大於戰爭。國家作為安全提供者唯

一角色的命題受到質疑，國家也可能成為威脅人民與社會安全之來源，造

成國際穩定與和平的重大威脅。國內衝突如內戰、種族殺害等直接或間接

導致國際不安全情勢的升高。後實證主義提倡非國家中心的安全論述，大

抵可從「人類安全」中尋求對應概念。在不同的安全概念層次下，國家之

於人民安全的角色有兩種推論，一為國家係人民安全保護者，二為國家係

人民安全威脅（參看圖三）。 

從建構主義的論點，國際政治並無一成不變的安全觀，某一種安全的

內涵都是對應當下的國際脈絡，並受到能動者與結構相互作用有意的形

塑。近來出現在安全研究的爭辯，就是針對安全的「本質」與「意義」的

辯論。在安全的分析層次上，建構主義擴大安全議程，跨越狹隘的國家軍

事安全，從個人與次國家的團體關心的安全議題，至全球安全問題都納入

其中。換言之，新的安全研究將非國家行為者對於安全的憂慮變成安全議

程的一部份。這些安全威脅的型態非常的龐雜，可歸納成「人類安全」這

個概念。572 突顯許多非國家行為者所關切的議題常被國家中心的安全議

程「邊緣化」。573  

建構主義強調行為者的認同與觀念是被建構出來的，同樣的，安全議

題也是議題「安全化」的結果，它變成一些「言行舉止」（speech-acts）。574 

                                                 
572 Michael C. Williams, “Words, Images, Enemies: Securi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No. 4 (2003), pp. 512-513. 
573 Ibid. 
574 這是「哥本哈根學派」（Copenhagen School）提出的論點。該學派在安全研究上提出「安全化」

（securitization）的理論，代表學者包括 Buzan 及Wæver等；其等論述被認為是歐洲觀點的

安全研究，亦為社會建構觀點的安全研究提出新穎、實用的分析途徑。Williams, “Words,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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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特定的言行舉行不僅描述出現有的安全情勢，也賦予該安全情勢的

「存有」（being）。575 每一種安全型態都對應特定的結構，結構有限制的

作用，同時也有建構的力量。安全的論述以很多種方式「架構」（frame）

行為者的作為，透過一些議題有力的社會影響力來「限制」（constrain）行

為者的選擇，如：利益觀、歷史、文化、認同等等。安全觀指涉形成一特

定的行動架構，但是行為者與自身、他人、結構相互關係不斷的建構過程，

安全的內涵會不斷的演變。576 因此，對建構主義而言，「安全」不一定就

是國家的安全，同時也包含個人與社群的安全。安全的概念位於個人與社

群存在的核心。577 

   建構主義學者在安全研究上，並不全然否定傳統安全研究的定義與內

涵，但是顯然的，他們希望呈現更為廣泛的安全議題與做法。578 對大多

數的人而言，國家安全不等於個人安全，前者甚至可能成為後者的威脅來

源，危及個人生存的並一定來自外來的敵人。579 個人可能遭受疾病、飢

餓、環境污染、搶劫或是國家的暴力等等的迫害。這回歸一個本質的問題：

「誰需要的安全？」長期以來，國際政治與外交關係重視「高階政治」，

專注於國家主權間衝突，而忽略危及個人的眾多安全威脅。在此，要釐清

的是，傳統安全的界定不一定就會與人類安全相左，只是過度強調國家中

心的安全觀，反而對人類的需求造成傷害。傳統的安全觀對於人類的福

祉，僅為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580  

    分析建構主義的安全研究文獻，「安全」指涉的對象已非限於「國家」

這個行為者，指涉更多行為者的安全。於此，「安全」被視為一種「公共

                                                                                                                                            
Enemies: Securi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p. 511-531. 

575 Ibid. 
576 McDonald, “Human Secur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p. 295. 
577 Newman,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p. 239. 
578 Ibid. 
579 Ibid., p. 240. 
58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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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全體的個人、社會價值以及財貨都可以豐富並呈現人類安全內涵與

型態。581 在此論述下，「 安全」很自然地變包含了各種與「人」相關的

利益。（即人本的觀點）簡言之，廣義而言，建構主義安全研究成為了「人

類安全」的研究。582 

建構觀點的安全研究目的在於擴大傳統研究的範疇，增加研究的分析

層次，如：個人與社群。因此，新的安全研究途徑並非否定國家安全與軍

事防衛的存在，而是納入更多的安全指涉對象（referent objects）（參見表

十）。 

表十 現實主義、全球主義、人本主義的比較：安全規範的構成 

 
 現實主義 全球主義 

（整合觀點） 
人本主義 

規範內涵 聯盟、權力平衡、

危機處理、霸權、

國家對外獨立的地

位、國家利益、國

家使命、國家安

全、國族主義、經

濟保護主義、他群

對我群的關係 

資本主義、集體安

全、解除管制、外

交途徑、全球文化

與市場、整合、經

濟互賴、國際勞力

分工、多邊主義、

門戶開放政策、和

平的國際環境、法

制治理的國際社

會、跨國主義 

人的基本需求、

去中心化、裁

軍、人權、生態

與族群的互賴、

國際法、國際體

制、非政府組

織、一個世界的

全球規範、和平

的全球社會 

結構觀點 維持權力平衡的國

際體系 
維持自由秩序的國

際體制 
轉換既有體系，

建立新的世界秩

序 
制度的意涵 控制、競爭、議價、

團體賽局、勝敗的

關係、最壞的打算

控制、分散的負責

關係、效率、秩序、

獲利、專業分工、

團體賽局、技術解

決的途徑與過程 

責任與信任、均

等的機會與報

酬、建立網絡、

公開性、參與與

分享權力、自主

性的互動關係 

                                                 
581 Ibid., p. 239. 
582 Ibid., pp. 2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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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的觀點 理性觀點 理性觀點 多樣的人性 
資料來源： Gurtov, Global Politics in the Human Interests, pp.15-16. 

 

（二）人類安全 

 

冷戰時間，安全議程與軍事戰略、國防軍備高度重疊，國家與安全相

互建構微妙、密不可分之關連。在國家中心國際體系下，國際安全又與國

家安全互為關連。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同時呈現國家中心利益觀。冷戰結

束，一九八 O 年代末期，許多發展不善、族群問題複雜地區戰亂頻繁，突

顯國家與安全間不適切之關係邏輯，即國家無法覆蓋所有安全層次，亦非

安全守門人或提供者。人類安全提出，呈現對國家正當性之挑戰，一方面

突顯安全豐富內涵，另一方面則是解構國家透過安全論述獲取暴力使用正

當性基礎。 

「人類安全」583呈現全球化脈絡下複雜、多層次安全議題，進而檢

視傳統國家中心主義安全觀，強調以「人本中心」（people-centered）層次

重新界定安全內涵。584 該詞係由「聯合國發展計劃」（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正式提出，於一九九四年的報告《人類發展報告》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所揭示。585 該報告第二章〈人類安全的新

                                                 
583 事實上，人類安全並非近期才出現新名詞，其最早可追溯於一九六 O 年代末至一九七 O 年代

初期，Robert McNamara即擴大安全定義至非軍事層面。並強調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
見：Robert McNamara, The Essence of Security: Reflections in Offi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8). 另許多國際援助與發展政策中所強調發展議題包括提供人民基本需求、創造就業、增
進所得分配公平性及消極貧窮等計畫，都已呈現人類安全真諦。見： Busumtwi-Sam,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p. 254. 

584 Lincoln Chen and Vasant Narasimhan, “Human security and Global Health,”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Vol. 4, Issue. 2 (2003), pp. 181-190; Barry Buzan, “Human Security: 
What it Means and What it Entai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Asia-Pacific Roundtable, Kuala 
Lumpur, 3-7 June 2000, pp.1-15; Yuen Foong Khong, “Human Security: A Shotgun Approach to 
Alleviating Human Misery?” Global Governnace, Vol.7, No.3 (2001), pp.231-236; Andrew Mack, 
“Human Security in the New Millennium,” Work in Progress, Vol.16, No. 3 (2002), pp.4-6. 

585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9),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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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New Dimension of Human Security)詳述人類安全的意義與內涵，賦

予「安全」新義，從個人的層次檢視安全的來源與威脅的型態，企圖跳脫

傳統安全的概念與做法。586 該章載明：「我們需要另外一種廣度的變遷思

考—從核武安全到人類安全」。587 於此，人類安全亦體現國際體系中人道

主義的關懷，相關的議題如：人道干預、人權、難民遷移、經濟結構性的

不均以及環境變遷等等。如此以來，「安全」變成一個龐大的集合體。588  

上揭概念斷強調的是：人民應該可以有能力照顧自己；再者，所有的

人民都有機會滿足最基本的需求並賺取生活所需。589 從全球的層次來

看，人類安全已不再是建立防止核武威脅的安全防護，而是因應全球的貧

窮、跨國毒品交易、愛滋病、氣候變遷、非法移民以及恐怖主義的問題。

590 

根據 UNDP的分類，「人類安全」可分七大類型，分別是： 

1. 經濟安全：人們得以確保基本收入的來源; 

2. 糧食安全：任何時候所有的人民都有獲得基本糧食需求的具體

與經濟管道;591 

3. 健康安全：人們獲得健康照顧的管道; 

4. 環境安全：免於國內與全球生態災害的威脅; 

5. 個人安全：威脅的來源有：國家政府的身體迫害、其他國家的

戕害（如：戰爭）、個人與幫派之間的衝突、女性遭受的迫害

（如：強暴、家庭暴力）、兒童遭受的迫害（如：虐童）; 

6. 社群安全：大多數的人從團體身分獲得安全，如：家庭、社區

                                                 
586 Matt McDonald, “Human Secur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Global Society, Vol.16, No. 3 

(2002), p. 278. 
587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p. 22. 
588 McDonald, ”Human Secur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p. 278. 
589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p. 24.  
590 Ibid. 
591人們飢餓的原因，不在於糧食不足，而是他們買不起糧食。見：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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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種族族群團體組織；應當正視社群文化習俗帶來的支持與迫

害; 

7. 政治安全：人們應當可以住在尊重人權的社會。592 

以上七大人類安全的種類，涉及安全議題（經濟/政治/環境/糧食/健康）、

分析層次（個人/社群）與研究範圍（個人生活/國內或國外安全環境/全球

安全環境）。大致而言，人類安全的定義都不會脫離「個人」這個分析層

次。對於許多人民而言，安全指涉的是免於疾病、飢餓、失業、社會衝突、

政治壓迫以及環境災害的威脅。593 簡言之，人類安全關心的不是武器，

而是人類的生活與尊嚴的問題。594  

 

（三）檢視國家與安全的關連 

 

歸納人類安全研究興起的國際脈絡，可從以下幾個方面說明之。首

先，冷戰的終結，兩極體系崩解，傳統安全隱含的「安全困境」受到質疑，

另國際衝突來自國家內部，人民安全已無法憑藉國土軍事防禦等安全環境

變遷，這些情勢這激勵學界及實務界勇於批判以國家、權力的安全觀，595

在此一脈絡下，「全球」這個概念不斷的國際體系中被突顯出來，全球的

問題開始出現在安全議程上，如：族群衝突、大規模毀滅武器的管控、環

境與人口問題、麻醉藥品的非法交易、愛滋病等等。第二是從「全球化」

的面向，在區域與國際體制的制度化過程，國家經濟面臨解除管制與市場

化的趨勢，國家的治理逐漸被稀釋，596 國家的外交政策朝向多邊主義的

                                                 
592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Chapter 2. 
593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Lioyd Axworthy, “Human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Putting People First,” Global Governance, Vol. 7, No. 1(2001), pp. 19-23. 
594 Ibid. 
595 Chen and Narasimhan, “Human Security and Global Health,” pp. 19-23.  
596 David Detomasi,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ase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Toward a 

Distribu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Global Governance, Vol. 8, No. 4 (2002), p.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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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這是體認到國家間複雜的互賴關係。在國際互賴的脈絡下，許多國

家的政府開始以集體管理（collective management）的模式去解決共同面對

的問題。呼應上文提出的全球問題，國家間面對的共同問題與全球問題有

謀合之處，如：國際經濟、和平、安全、人口、傳染病、恐怖主義、發展、

內戰等等，這些問題都需要國家間集體的合作。597 全球化對國際關係的

影響多複雜而多面向的，其對國際社會與人類的福祉也多有爭議。然，在

全球化的進程中，呈現國際關係議題領域的擴大與多樣性，這也反映出已

有或將有更多的行為者參與其中。598 第三則是非國家的行為者與治理型

態，不同政治社群對於國際體系之有效治理，降低國家之正當性，甚至取

代國家作為安全提供者的功能。這隱含跨越國界的政治規範的產生，非國

家行為者開始在國家與國際的安全議程裡活躍起來，他們不但可以修正狹

隘的國家安全議題，也可以提出新的安全概念，形成別於傳統的議安全議

題。國家內部與外部的政治社群提出新的安全議題，挑戰國家中心的安全

觀，國家內部的社會經濟議題也可能變成國際安全問題，政府的類型、人

權、性別平等、發展與權利、教育等等原先被界定是「內政」的事務都逐

漸成為國際議題。599  

簡言之，人類安全的提出、概念化與研究社群之形成，呈現變動中的

國際脈絡，亦挑戰現實主義的安全觀，並質疑當下國關理論的核心假設，

並檢視國家角色、政治社群正當性、國際責任以及國際體系之規範基礎。

600 人類安全將「人民」擺在首位，並認為人民安全是提昇與維持國際和

平與安全的必要。601 人類安全提出，不僅與傳統安全觀念及內涵做出區

                                                 
597 Ibid. 
598 Detomasi,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ase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Toward a Distribu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p. 421. 
599 Ibid., p.241-42. 
600 McDonald, “Human Secur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p. 295. Axworthy, “Human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Putting People First,” p. 19. 
601 Axworthy, “Human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Putting People First,” p. 2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探討：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161

隔，同時也隱含對國家中心論觀點之反思，對於安全指涉對象有了不同看

法（參見表十一）。 

 

表十一  傳統安全與人類安全的比較 
 
 傳統安全 

（新現實主義的觀點） 
人類安全 

定義 國家防止外來的軍事攻擊 個人免於疾病、飢
餓、失業、社會衝突、
政治迫害與環境災害
的安全保障 

等同的名詞 國家安全 
軍事安全 
 

危及個人與社群的威
脅與傷害 

威脅的來源 外來的敵對國家 國內或國外 
全球性的問題 

分析單元 國家（nation-state） 人民（people）/人類
（human） 

關注的面向 國家的生存與強盛 個人免於缺乏與恐懼
的權利與自由 

安全議題 軍備競賽、安全困境、核武戰略平
衡、敵對國家 

貧窮、跨國毒品交
易、愛滋病、氣候變
遷、非法移民、恐怖
主義。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人類安全提出，對國家角色挑戰甚是明確，一方面從全球政治範圍廣

泛檢視人類所遭遇生存危機，另一方面則突顯非國家行為者的角色，進而

對國家在安全保障功能及角色有所質疑，歸納如下： 

1. 國家與安全無必然關係：國家並不如現實主義所慣稱，係保衛人民免 

於滅亡之唯一政治權威，另國內安全亦非在國際安全之下，在人本中 

心的觀點下，安全已無國家或國際之分，只有威脅來源來自何方的問 

題。對許多不良治理的國家而言，國家非但不是人民安全守護者，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探討：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162

是安全的威脅者或是不安的製造者。 

2. 非國家行為者之重要性：公民社會力量被視為解放及轉變社會秩序之

力量，602 包括：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地草根團體、 跨國公民運

動連結等，它們如國家，成為安全制度的一部份，甚可能發揮比

國家更重要功能。這在某種程度係呼應自由主義或多元主義的觀

點。另國際政治分析範疇已從國際體系擴大至全球社會場域。 

3.  對應建構主義觀點：國際政治並非如傳統理論所言，由物質力量

所決定，國際結構有其僵固性，事實上，因為人類意識持續在作

用，因此行為者的觀念、利益是可能變動的，社會結構所產生認

同與利益內涵，亦是結構生成的內涵，因此結構也非一成不變，

603 安全概念亦為一組觀念、認同與利益組成制度與實踐內涵，

能動者與國際結構相互作用，將產生另一組安全制度與實踐，人

類安全說明國際社會對安全內涵從對政治領土軍事防禦，擴大到

一般民眾日常生活所需事物，604 

4.  反映後實證主義思維：在檢視國家安全論述歷程，國家角色與定 

位被解構，亦被重新建構。這係對二次戰後安全論述之挑戰，澄 

清可能危及西方國家核心價值的他者之安全論述，係為突顯國家

角色與軍事安全的優先性。 

 

綜上，人類安全受到重視，一方面反映國際現勢，另一方面，與理論

世代發展轉變、反思理論思潮等雖沒有因果關係，然卻有相互影響的關

係，相較於反思理論從理論架構來檢視國家，人類安全則是從安全論述，

重新理解國家與安全的關連。 

 
                                                 
602 Busumtwi-Sam,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p. 261. 
603 Ibid., p. 272. 
604 Chen and Narasimhan, “Human Security and Global Health,” pp. 181 -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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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塑安全規範及國際實踐 

 

安全論述對國家中心論的反思，呈現在制度與實踐方面，其核心的理

念就是：自身的安全與國內及國外鄰人的安全密不可分，個人遭遇的災

難，透過國際傳播與自願個人團體的聲援與行動，已經成為世人共同的關

切，605 如：種族屠殺事件。除了政府之外，因為世界市場以及即時傳播

的全球化，帶動企業、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以及國際組織的活躍，議題

與聯合行動（coalition）的匯合，衍生出外交行動的新態，即所謂的「新

外交」（New Diplomacy），志同道合的國家以及非國家行為者都參與其中。

606 這進一步呈現全球化下國際關係的內涵，它是佈滿各種同質與異質議

題的場域，國家與非國家行為者都可以扮演主導、活躍的角色。對於既存

的國際體制而言，新的安全觀也形塑制度的議題與政策制定，具體見諸於

許多國際、區域組織的議程與宣言。 

 

參、 檢視國際體系特性之推定 

 

誠如上述，反思理論主義對應理論十分龐雜，一些理論如後現代主義、

批判理論或激進建構主義等，對於國際這個概念持敵意、負面態度，認為

其為政治權威汲取權力之制度，或稱政治菁英化解差異、異質所規劃解決

方案等。較為溫和反思主義如自由派建構主義，則認為可從歷史社會學重

新探討國際體系之於能動者（國家）之可能性，而非僅敘其對國家的限制

與化約，很大程度即是對新現實主義體系理論提出批判，亦對照 John 

Hobson前所提國際能動性之辯證。對國際體系之爭辯，係對照兩個層次，

                                                 
605 Ibid. 
60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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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為即就主權國家所構成國際體系，第二為關於無政府狀態所做一些命

題。前者根本反對國際體系這個概念，並稱係產生不均、不公與剝削之結

構，屬激進、解構觀點。至於後者，則是著重於申論無政府與國家特性與

行為間因果關係之檢視，此係對照新現實主義所稱，無政府係客觀存在之

事實，先國家存在，不受任何能動者行為所影響，因無法改變無政府特性，

爰國家必須被迫適應，並逐漸演化成追求同樣目標、具有同樣功能之理性

行為者。607  

 

一、解構主權、安全與無政府間必然關係 

 

從批判理論的觀點，一六四八年以降盛行之主權國家概念，區分出「國

內」與「國外」兩大領域，連同也將「安全」化約成抵禦外來的威脅。「國

家」在國際體系中的概念，並沒有經過理論化或概念化的探究，而是經由

片段的歷史經驗便賦予其優越地位。換言之，傳統國際關係理論，毫不質

疑地便將「國家」視為國際體系之首要行為者，並作為本體的一部份，608 

這係受到現實主義西發里亞中心本體論所致。609上揭認定過程本身便是有

問題的，倘若國際體系並非必定為無政府狀態，則國家亦非主要決策者，

國內安全亦無法與國家安全整合為一，基此，國家諸多必然性便無法獲得

認可。在國際體系本體論上，對照傳統理論稱國家為核心角色，批判理論

指出確有其他行為者活動在於國際政治中，並認為研究者應積極探索其他

非國家政治社群之形貌與意涵。另受到後結構主義影響，批判理論認為結

構與行為者兩者關係，並非單一取向，而是隱含諸多可能性，基此，國際

                                                 
607 Wal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73. 
608 Bryan Mabee,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Provision in Historical Contex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2(2003), pp. 135-147. E. Fuat Keyman, “Problematizing 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and Wayne S. Cox eds.,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pp. 153-181.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 Identity/Difference, pp. 54-86. 

609  Spruyt,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System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4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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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結構與內涵具有可變動性。 

 

二、國際體系隱含的不均關係 

  

建構主義指出，現存的「國際」其所稱「均等」並不等於人類集合範

圍的「均等」。前者的「均等」為一「管制性的名詞」（regulative norm），「不

均」是均等異常所致的變形。然均等與不均，事實上是一體兩面，前者所

國際所接受，而後者遭到排除。「國際」這個概念的建構乃對某些特定不

均的形式建構的結果。610 重要的觀察面向有四，分別是： 

1. 全球經濟的不均型態。  

2. 強權所保證的世界秩序，秩序中所隱含的準則與歷史經驗，和主 

權國家體系的主張相關。 

3. 特定政治社群的介入行為，如以歐洲殖民經驗為例；「國際化」 

的過程產生出「接受」與「排除」兩種形式，611 因此有了「南」

對「北」兩種區域的劃分、「已發展」對「低度發展」的區分、

「民主國家」對「失敗國家」之區分等。 

4. 國際體系主流論述的價值，需要挑戰國際主流價值的構成，其核

心論述為，現代政治構成的根源來自因應主權實體間之競爭能

力的必要。在此論述下，有了「正當的人」以及「不正當的人」，

切割出敵友的絕對區隔。不均來自主權實體所區別的「我群」

與「他群」。612 

5. 國際的不均型態產生出有意的「分類」，這些既有的分類都是有 

問題的。針對各種面向所做的分類，如：階級、性別、文化、

                                                 
610 Walker, ”International/ Inequality,” p. 5, 8. 
611 做為「現代化」進程的一部份。 
612 Walker, ”International/ Inequality,”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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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都隱含了施以「正當化」的效果。613 若要洞悉新的國際

不均形式，必須對國際政治實踐中區分均等與不均之正當關

係，進行特定的了解。614建構「國際」其工具包括：區別的能

力（ability to discriminate）：如：分類、界定、評估「相似」與

「差異」以及「中心」與「邊陲」的能力。615 

 

綜上， 建構主義呈現出：「國際」乃一構成之概念與內涵，突顯均等

對不均之相對關係，體現「國家」對「市場」、主權平等對強權干預間的

協調、「發展」併入現代化的線性史觀，以及國家體系所確立的「內政優

越性」對「國外」的界限。這一連串對立、協調與合併的產生，端賴某些

排除的手段，因而捨棄一些必要與自然存在的實踐形式。616  

   不同建構主義之共同主張在於對現存國際秩序產生質疑，並發掘國際

政治更多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國家做為一個能動者，與所在國際結構發生

變動的可能性，整體而言，變動可能性（possibility of change）成為建構主

義理解國際關係的核心，617 這與傳統理論已有所差異，這更深層涉及本

體論、認識論及方法論等不同命題（參見表十二）。 

                                                 
613 Ibid. 
614 Ibid. 
615 Ibid., pp. 12-13. 
616 Ibid., p. 10. 
617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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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傳統理論與建構主義的差異 
 
 傳統理論 建構主義 
本體論 物質性的國際體系 多樣性的國際體系 

國際體系的形成根植於觀念 
認識論 實證主義 後實證途徑主義 
核心觀點 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狀態

國家是單一獨立的原子單

位 

結構與能動者的互動關係 
國家是人類社會互動的一部

份，為社會規範結構所限制與

構成 
學說性質 物質主義、理性主義 物質主義兼顧規範研究 
方法論 去歷史、社會脈絡化 

理性有普世的型態 
計量化約的極大化 

歷史是可研究的經驗 
政治行為的多變性 
 

研究方法 證明與收集證據的方法 詮釋性的分析方法 
學說貢獻 建立明確的分析架構與理

論體系 
社會學、歷史學與規範研究重

返國關學術領域 
社會的內涵 戰略的互動場域 建構的場域 
利益產生 外生的 內生的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參考： Reus-Smit, “Constructivism,” pp. 209-228. 

 

三、國際衝突來源與形式之轉變 

 

相對於現實主義國家中心的安全觀，從全球社會的角度來看，國際安

全威脅之來源不僅來自國家間權力競逐，同時亦來自國家內部與外部社會

團體的政治鬥爭，這隱含社會學觀點，強調國家包含於「社會」當中，國

家間衝突僅整體社會衝突的部份，族群、宗教、種族、經濟、社會團體間

敵對關係，亦是衝突來源，這將國際關係分析層次，從國際體系擴大至全

球社會範疇。於此，全球社會的衝突關係可定義為：兩個或更多的社會團

體共同使用暴力作為手段，以達到競爭性的政治與/或社會目的。這些社會

團體可能存在於一國之內，也可能存在於兩個國家之中，或見於更多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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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權政治單位。618 這說明安全已超越主權國家可管制範圍，國家對於

整合國內安全及面對國際安全挑戰等相關能力受到挑戰。此外，國家亦可

能成為不安全的來源。 

Waynes Cox 稱，倘僅從國家層次來看待「暴力」（violence），便忽略

更多社會衝突的型式，最後，個別國家與國際體系終將面對這些衝突帶來

的混亂。619  衝突的來源來自經濟、文化、社會、宗教、族群等的歷史脈

絡，在此脈絡下，「發展」（development）成為重要的課題，除了消極的和

平（即戰爭的消失）之外，積極的和平（終止衝突根源），也是確保國際

安全的要素。發展與安全的關係是：各別國家的繁榮與安全不單維繫於一

國的發展或是睦鄰關係，也需減少全球危及整體人類之不均與不義的程

度。620 失敗國家問題即說明上述論點，同時也突顯冷戰後國際衝突型態

的轉變。 

冷戰結束，國際衝突的型態不斷在演變，「戰爭」的型態變得難以界定，

國內政治派系的鬥爭，民兵的武裝對抗，軍民難辨。正式戰爭已非影響國

家與國際安全的唯一威脅，國家內部的武裝衝突的威脅性更高，這與國家

對國家的軍事衝突不同，體現非國家的衝突型態。衝突本質的轉變，促使

國際安全的研究必須進一步的去了解衝突關係中的歷史淵源、文化與經濟

情況等脈絡。621 這也是國際衝突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強調「發展」與「安

全」之密不可分的關係。622 

                                                 
618 Waynes S. Cox,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Global Relations,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Middle 

East,” in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and Wayne S. Cox eds.,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p. 63. 

619 Ibid., p. 78. 
620 Federico Mayor, The New Page, UNESCO,1995, p. 60. 
621 Freem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nging Targets,” at 

http://www.ub.edu.ar/facultades/feg/international_security.htm 
622 Busumtwi-Sam,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p. 269. 綜觀內戰頻傳的地區，多為不發達

之第三世界，貧窮、疾病、飢餓為普遍社會現象，而其國家政府的體制而幾乎瀕於崩解的地

步，我們稱之為「失敗國家」。這些國家的政府政府往往把國家資源用於軍火的輸入，進而導

致內戰情勢的升高，關於失敗國家問題，將於本文第六章有詳盡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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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結語 

 

理論反思為國際關係第三次大辯論中心概念。所謂的「反思」就是審

視理論前提假設，並認識到每個典範都隱含某一特定政治規範，傳統國際

關係理論受到實證主義及現代性運動之影響，透過排除手段，切割分析單

元及政治空間，凝聚出國家中心之主權及安全論述。本章透過對理論反思

途徑，對應相關理論如後現代主義、批判理論及建構主義等，加以檢視國

際關係理論中國家中心論之命題與連結。領土疆域、國防安全、主權完整

等諸多概念強化國家之必然與優越地位，反思理論從解構現代性意圖及檢

視理性概念及操作型意涵，藉此破解安全對應國家主權必然性，藉由批判

許多傳統理論命題，目的在於重新建構非國家觀點之政治空間、政治社群

及安全內涵等，從探索安全論述變遷，亦可發掘國家角色位置之消失、游

移，這挑戰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之國家理論。在安全論述上，反思理論事

實上並無敘明相對應安全概念或議題，而是強調將安全與國家防衛安全連

結，缺乏論述正當性及真實性，將忽略其他更為廣泛之安全利害相關人。

後現代主義強調受到壓抑族群、團體之安全利益、批判理論及建構主義均

稱除了軍事武器、國防安全戰略之外，貧窮、疾病、用水、衛生、族群和

諧等，亦是安全議程，整體而言，反思理論指涉以人為主體之安全關懷，

對應「人類安全」理念。 

在主權面向，反思主義中激進觀點認為，主權係人類意念及政治意圖

相結合幻覺，用以汲取權力及暴力之行使，並排拒差異，獨厚單一認同體

系，同質政治單元成為最後表徵。溫和觀點指出，主權係歷史社會產物，

並不具永久性與必然性，亦從制度觀點來探討主權投射建構性意涵。概括

而言，反思主義對主權之審視，獲致：主權為消除、壓制差異的政治方案、

為定位他者存在之標示形構、為特殊歷史社會制度、具有不確定內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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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理性概念所發展出便利、進步之組織設計等，而這些認識成為重新詮釋

主權之基礎，解構、詮釋過程，主權絕對概念轉變為相對概念。 

整體而言，反思主義對國家中心論進行前揭提及垂直拉生的運動，後

實證主義認識論係為主要途徑，根本對國家及相對應概念進行破解工作，

其終極學術關懷在於將長期受到漠視「社會」帶回國際政治之中，盼糾正

當前國際體系隱含不均、剝削、壓抑關係，強調多元、不連貫、離散及相

對的文化、認同特質。反思主義所標示解放力量，就若干意涵，對應多元

性、地方性等異質社會能量，而反抗以國家為中心建築同質政治空間。 

反思主義對國家中心論旨在破解其所意義與實踐結構，亦有發展取代

方案之企圖，惟過於強調知識、定義、模式等隱含符號宰制之危險性，也

規避所謂建設性觀點一說，因此對於思索後國家或非國家研究途徑，遲未

產生效益。後現代主義、批判理論等較為激進反思理論，終無法在國際關

係蔚為主流觀點，即說明，國際關係理論學群仍期待具有解釋力之理論，

反思主義已流於描述性或訴諸道德學說。反思主義中認同國家分析效益之

建構主義學派（以 Wendt 為代表），結合理性主義及反思主義兩者精髓，

採取合成策略，建立研究國家中心論社會學途徑，呈現國家與國際間相互

建構觀點。而全球化若干程度隱含創新論述之後現代理念，另與傳統多元

主義、自由主義亦有呼應之處，其凝聚出「全球性」總體概念，涉及現代

與後現代論述、匯聚傳統與新興力量，將成為檢視並再建構國家中心論之

分析途徑。相較於激進反思主義企欲推翻國家中心論，溫和的反思主義盼

在既有命題上，進行分析觀點與研究途徑之翻新，盼發揮反思理論解釋效

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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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再建構國家中心論：建構性與全球性途徑 

 

國際關係第三次大辯論係反思理論對實證主義理論，進行哲學批判，

根本性解構國家對應主權、安全及國際體系之相關論述，對應新現實主義

及新自由制度主義論點。冷戰終結與全球化進程，國家角色亦受到若干質

疑。理論世代發展及國際現勢變動，對國家中心論的傳統理論造成挑戰。

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制度主義仍致力於捍衛國家中心論的觀點，並強調其

追求物質利益自利行為特性。惟傳統理論僅是強化其固有論點，並無涉入

解構、再建構過程。而另一造反思主義如後現代主義、批判理論等雖對國

家中心論進行嚴格批判，惟過度強調超理論觀點，並規避進行任何解釋與

分析，而使反思力量逐漸消失，雖致力破解西發里亞優越主權論、國家安

全、強權國際秩序等迷思，發掘可取代國家之其他行者，惟亦並未達到預

期成果。極端後實證主義（認識論層次）提供反思國家中心論途徑，惟並

無法提出任何具體方案，終成為檢視傳統理論之途徑。建構主義延續第三

次辯論能量，惟已改變純粹認識論爭辯，而是改採折衷觀點，重返國際關

係問題範疇，在兩種極端之間建立中間地帶，揉合兩種典範，提供國家中

心論建構性觀點。建構主義學者Wendt係建立該中間地帶重要學者。 

另自一九七 O 年代起，全球化成為檢視國家中心論重要概念。跨國主

義、全球主義等稱全球化下國家主權、地位將受到威脅，這是鑑於國家已

無法全面掌控多元、複雜國際事務，另非國家行為者已構成國家角色之威

脅。關於此等論點持續到冷戰結束後一九九 O 年代。九 O 年代，關於全球

化討論，更涉及對現代性之反思，與前揭第三次辯論後實證主義思潮有相

互呼應之處。關全球化與國家辯論，出現懷疑論及肯定論，前者稱全球化

對國家係正數，後者則稱對國家係為負數。兩種觀點呈現兩種極端推論，

在九 O 年代亦未獲得結論。一些研究全球化學者提出觀點合成，全球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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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分析變數，而應成為中介項，以之觀察國家角色在全球化中之變遷與

延續。 

綜上，實證主義全面捍衛傳統國家中心論，根源於西發里亞主權國家

概念﹔而後實證主義則全面排拒國家隱含主權國家、安全國家、現代國家

等論述。兩造之間對於國家中心論爭辯，在於真偽辯論。後實證主義對理

論學說採取不信任，呈現無限上綱化之相對主義（Relativeism），認為任何

命題、假設都是有政治意圖，因此都有危險性，因此，對於真理、事實，

持存而不論態度。後實證主義對國家理論研究，主要貢獻在於突顯反思

性、建構性觀點，並隱含對弱勢族群之關懷，惟在強調歷史脈絡與社會建

構，而對國家中心論展開解構過程，也忽略國家亦為歷史社會脈絡產物的

事實，即國家以一種政治組織或制度安排，之於人類生活仍具意義，另之

於國際政治變遷，仍具解釋效益。從古至今，國家一直存在其他政治組織

或行為者之競爭、挑戰，百年以來，國家仍為國際合法組織，即隱含其具

歷史社會意涵。全球化下，國家角色並沒有消失，惟呈現不同於民族國家

內涵。前揭提及反思主義理論提供檢視國家中心論傳統觀點之研究途徑，

惟無法提出如何重新研究國家理論之觀點。另關於全球化兩造對立辯論，

對於解釋國家中心論意涵變遷，亦無助益，其問題均因觀點的極端性。 

鑑上，本章節將說明透過理論合成概念，折衷觀點將提供兩種較具創

新觀點之研究國家中心論分析架構，一為建構性國家中心論，二為全球性

國家中心論。以下將先說明何謂理論或觀點合成，並說明中間地帶意涵及

對分析國家中心論所具效益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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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理論合成與再建構：建立中間地帶之折衷觀點 

 

壹、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合成 

 

國際關係第三次大辯論呈現實證主義對後實證主義辯論，亦可歸納為

反思主義對理性主義之批判與解構。該次辯論仍未見終局，迄今，兩造仍

形成對抗關係，分據理論光譜兩端。鑒此，一些學者指出，兩造對抗關係

對於理論理解、創新與再建構理論並無助益，因此必須採取理論合成，並

在兩造間建立出中間地帶，方能再建構國家理論之可能。理論合成隱含採

取折衷觀點，在不同理論體系間截長補短，許多國際關係理論學者贊同此

等作法係尋求對抗關係出口之方法。623 「合成」意謂觀點、途徑等相互

借用，一九九 O 年代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制度主義合流，即為一例。另「再

建構」意涵亦與合成概念相呼應，指稱將傳統與新的假設合成的過程。合

成或建立中間地帶為許多後實證主義者所排拒，認為無法擺脫實證主義影

響。624 針對此點，George SØrensen、John Hobson、Robert Cox、Wendt

等持折衷途經之學者指出，傳統理論過於狹隘，而後實證主義則過於強調

相對而呈現散漫、不具解釋效益之空無感。上揭學者所提合成、折衷，事

實上都反映國家中心論真實性，惟借用社會學理論途徑重新解釋國家中心

論所指涉國家意涵，以及提供不同研究國家理論之分析架構，目的在於去

                                                 
623 一些國際關係理論學者認為「合成」係獲取不同理論精華之良方，理論間不論是否存在可共

量    
 性（measurability），都可擷取不同理論典範之觀點與途徑，重新建構新的分析架構。相關討論   

  可見 Martin Shaw,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arah Owen Vandersluis eds., The Stat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mpshire: Macmilan Press, 2000), pp. 26-27;  

  John M. Hobson, “The ‘Second State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urned  
  Upside-dow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2001), pp. 395-414; SØ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83-100. 
624 Steve Smith即為此類學者，強調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間有難以跨越鴻溝，兩者根本上呈現

互斥關係。見：Steve Smith, “Epistemology, Postmodernism and Internatinal Relations Theor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 (1997), pp. 33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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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過於偏激、極端觀點。625 其中學者 George SØrensen指出，在不同極端

間建立中間地帶，將可以廣泛觀點審視更多問題，這是鑒於一造無法達成

之研究效益。626 Wendt 所提辯證合成（dialectical synthesis）亦旨在建立

能動者理論及結構理論之中間地帶，強調兩者相互調和關係。627 辯證指

涉溫和辯論關係，避免過於極端觀點，不同事物、典範、概念、想法、力

量及取向等之整合形式，旨在極端兩造建立中間地帶或對話溝通平台。628 

上揭合成、再建構、辯證等概念都隱含採取整合途徑，呈現折衷觀點之意

涵。從國際關係第三次辯論發展觀之，似已出現前揭概念。國內建構主義

學者莫大華亦認為理論合成，確實可以創造研究效益‧629 

建構主義被視為反思主義理論，若干程度反映稍早批判理論精神，惟

已出現不同學派，對應第三次辯論內涵，可分為後實證主義建構主義與實

證主義建構主義（或分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前者反映非國家中心觀

點，後者則仍強調國家中心論真實性，以Wendt為代表。國際關係第三次

大辯論，反思理論對傳統理論進行廣泛批判。反思理論並未如預期，取代

傳統理論，成為主要理論架構，惟其貢獻在於突顯國際關係研究受到漠視

的面向，如國家認同及利益所隱含相對主觀意義，全球秩序變動之可能，

及採取詮釋研究途徑。一九八 O 年代批判理論作為反思理論的代表，與理

性主義理論（新現實主義結合新自由制度主義）形成對抗關係，因批判理

論流於理論的哲學探討，避談實質議題，其影響力逐漸衰退，這也隱含：

後實證主義理論對國際關係研究進行解構，卻無法在解構之後，重新建構

                                                 
625 Hobson, “The ‘Second State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urned Upside-down,” pp. 

395-414; SØ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83-100.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altions Theory,” in R.W. Cox and T.J. Sinclair eds.,  
Approach to World Order (London: , 1996), pp. 85-124. 

626 SØ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 92. 
627 根據Wendt的解釋，所謂「辨證的合成」，需從觀念調和的發展脈絡中察之，此一發展脈絡

連結「結構」與「能動性」於具體情況中。結構行動論者對此脈絡的生成以及辦證的內涵，意

見分歧；不過，此一辯證合成旨在闡明結構與能動者間相互性，該相互性隱含本體論以及解釋

變項的意涵。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356. 
628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at: http: dictionary.oed.com  
629 莫大華，<國際關係理論的辯論、對話與綜合－美國 「防止擴散安全提議」國際規範的個案
分   析>，《問題與研究》，第 45卷第 5期，2006 年，頁 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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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理論或典範。批判理論沒落，建構主義興起，重新為第三次辯論注入

能量，Chris Reus-Smit認為建構主義為第二代批判理論，重新進入大辯論

擂臺挑戰傳統理論，並提出明確的分析架構，這可謂重新建立理論的過

程，630 建構主義學者 Wendt 扮演重要角色。文前已述，建構主義可分成

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途徑，現代主義途徑採取較溫和的批判觀點，稱之

批判詮釋主義﹔後現代主義，採取激進詮釋主義，拒絕所有的基本主義，

即質疑所有知識型態與分析架構的合法性。 

Wendt 建構主義係屬現代主義途徑，強調詮釋方法，惟已採納實證主

義的科學現實主義，亦如傳統理論重視通則建立，認為批判觀點的理論亦

應符合科學原則。Wendt 致力建立國際關係社會學理論，並認為建構主義

已形成一創新理論，惟一些學者卻確認為其學說僅為分析架構，尚不及理

論層次，另一些後實證主義或後現代主義學派批判Wendt建構主義，並沒

有解開國家概念的迷團，反而再度提昇國家角色，強化傳統理論國家論

述，失去批判國家的要旨。631  

前揭亦說明過於強調去國家中心論之後實證主義理論等成為弱勢學說

之因。Wendt 建構主義具有反思批判觀點，惟又不至全盤否定傳統理論，

中庸不走極端的論證，一方面為後實證主義所批評，另一方面，又廣為國

關理論學術社群所接受。一些學者認為，建構主義之所以成為近期國際關

係理論顯學，和Wendt採取折衷論點有關。Wendt 的建構主義旨在縮小傳

統理論與批判理論間鴻溝，亦可歸納係於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理論間建

                                                 
630 Reus-Smit, “The Constuctivist Turn: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1-16. 
631 Reus-Smit指出，Wendt建構主義並非是理論，而是一項分析架構。Reus-Smit,” Constructivism,” 

p. 222. 另 Jennifer Sterlin-Folker指出，前揭建構主義並未提供自由學派之外另一種典範選擇，
爰僅能說是自由主義理論傳統之延伸，然卻並未提供自由學派之外另一種典範選擇﹔再論，倘

若建構主義確為一理論，也非新的理論，保守論點使得建構主義充其量成為自由主義中的支

派。該學說無法成為新理論的原因在於理論的誤用，建構主義宣稱要從「歷史未定論」來解釋

社會變動，卻背道而馳，即違反所謂歷史是路徑相依的意涵。見：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Competing Paradigms or Birds of a Feather? Competing Paradigms or Birds of a Feather? 
Constructivism and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Compar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2000),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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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所謂「中間地帶」，632 同時也在現實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學派之間建立橋

樑。 

建構主義的盛行，並沒有弱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理論價值。誠如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出現合流的趨勢，國家中心論的建構主義也

在尋求與二者合成的平台。這體現理論發展已非是尋求單一理論，而是探

討理論可否「共量」與「相容」的問題。如果從相容的角度，理論間合作

似乎是可行的。 建構主義尋求與新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對話、合作關係

見下文分析。 

 

一、建構主義與新現實主義 

 

倘建構主義沒有加入一點新現實主義結構性觀點，將落入「表現主義」

（presentism），即凡事皆新之命題。而現實主義如果沒有一點建構主義的

成分，將承受「跨歷史順服論」之批判，即無事為新的結果。建構主義可

成為「重讀」（reread）現實主義途徑。633 重讀現實主義的結果，我們會

發現，現實主義可作為全球制度轉變過程的解釋途徑，惟無法解釋制度轉

變之內涵。鑒於現實主義的不足，爰須與建構主義協力，共同描繪社會實

體的圖像。634 調和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將可解決個別的限制，並可同時

解釋國家主權與全球秩序的變動。635   

 

二、建構主義與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應齊力促成建立「過程導向」之國際關係理論。

                                                 
632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s, Identity/ Difference, p. 60. 
633 Sterling-Folker, “Realism and Construtivist Challenge,” p. 44. 
634 Ibid., p.75. 
635 Ibid.,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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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可互相截長補短，彌補各自缺陷。636 Wendt在建構主義上的努力，受

益最多者似為自由主義，提供各大宗派一個社會性的科學基礎。637 Wendt

不認為我們永遠都不可以把認同與利益視為「既定的」（given），問題與研

究策略的框架應是「問題導向」（question-driven），而非「方法導向」

（method-driven）。如果我們對認同或是利益的形成沒有興趣，那麼理性學

派的假說會變得很有道理。638  

上揭關於建構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尋求調和過程，說明三種

國家中心論典範間對話關係，已在若干共同假設下檢視解釋效益的問題。

這說明當前國際關係理論發展仍呈現強烈國中心論觀點，其不同理論所係

差異已不在於哲學、知識概念等爭辯，而是解釋途徑為何，新現實主義重

視結構對國家之限制，自由主義重視互動過程引發變動，另建構主義則強

調國家與國際社會相互建構過程，國際規範及實踐係國家觀念、認同等投

射，而國際社會亦將指示某些規範及實踐。全球化與國家兩者辯證即可說

明，全球化可視為全球政治場域，其所出現新思維、典範或國際實踐並非

獨立自國家社會，而新創典則與行動模式亦將對國家產生複雜作用，同時

包含機會與挑戰。639以下將說明兩種全球化論點之辯證、調和過程。 

 

貳、全球化兩者觀點之合成：懷疑論及肯定論 

 

冷戰終結，國際關係研究出現三個主要議題領域，一為全球化，二為

主權國家地位消長 ，及三為世界秩序變遷等。640 三者間存在連帶關係。

全球化成為探索國家中心論觀點仍為真實之分析面向，即爭論全球化下，

                                                 
636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6, No. 2 (1992), p.425. 
637 Dale C. Copeland,”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2000),p. 196. 
638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423. 
639 David Armstrong, “Glob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1998), p. 478. 
640 SØre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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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社會兩造競爭關係，何者為要之爭辯。全球與國家角色爭辯，對應

一九七 O 年代 Ole Waver所提典範間辯論，亦呼應 John Hobson所提國家

理論第一次辯論，即在國家中心、多元中心及全球中心國際體系進行辯

論，亦是爭辯國家中心或社會中心何者為真。前揭文已提，在該辯論中，

極端多元主義及古典馬克斯主義都堅稱，國際互賴及全球資本主義已降低

主權國家重要性。641 而新現實主義仍以無政府凌駕國家中心予以回擊。642 

兩造辯論延續至一九九 O 年代。 

全球化重啟國際關係理論中國家中心論對社會中心論爭辯，全球化成

為討論國家角色消長之自變數。多元主義、全球主義都指稱國家主權弱

化、國際秩序變遷等。關於全球化與國家相關論述，呈現懷疑論及肯定論

（見表十三），前者稱國家在全球化中不但不致消失、弱化，將因獲得更

多管制、國際談判權力變得更加重要，全球化對國家主權或地位係為正

數；肯定論則認為國家在多元議題、互動網絡、多樣行為者競逐下，將逐

漸不重要，其主權、治理能力及國際地位都將下降，主權成為負數。643 下

文將呈現上揭兩種論點陳述。 

表十三：關於全球化與國家兩種論點：懷疑論及肯定論 

          全球化結果 

全球化類型 懷疑論    肯定論 

狹義意涵： 

經濟全球化 

經濟互賴 

對國家無影響 

全球化經濟體系 

質化變遷 

廣義意涵： 

廣泛社會互動 

相互關連增加 

對國家無影響 

全球化社會重新界定個人及團

體生活境遇 

資料來源： SØ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 94. 

                                                 
641 Hoson, “The ‘Second State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ons: Theoy Turned Upside-Down,” pp. 

396-397. 
642 Ibid., p. 397. 
643 SØ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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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弱化甚至消滅國家角色觀點 

 

全球化國際關係呈現議題、行為者及互動管道之多元化發展，國家已

無法淩駕非國家行為者，甚至可能受制於後者，非國家行動種類繁多，包

括：多國籍企業、世界公民、跨國公民聯盟及社會運動等等。非國家行為

者透過全球連結，對國家及全球公共政策發揮重要作用，其影響力已在國

家之上，國家已無法對其延伸主權之統治。644 Susan Strang指出全球化下

國家角色弱化之必然，許多國家政策面臨全球化下的決策過程，國家的權

威已轉向市場權威。645 「國家」已非推動國際政治經濟轉變的主要動力，

權力已經在國家、市場、跨國公司間「分化」(diffused)。646 國家作為權威

的來源，與全球市場、科技變革及其他權威來源的競爭過程，已經出現根

本性弱化。647 國家本身就是變革的「能動者」（agent），是促成全球化的

主要動力。在全球競爭下，國家已經失去持有權力的正當性。648 換言之，

全球化與國家權威是負相關的關係，全球化增長的同時，國家的權力勢必

降低。主張國家角色在全球化勢必弱化者，他們主張「國內」層次，尚包

括：John Gerard Ruggie、Philip G. Cerny、Wiiliam Greider、Thomas L.Friedman

等，已經整合進「全球」層次；而「市場」也已淩駕「國家」之上。649 另

                                                 
644 Lake,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http: // dss.ucsd.edu/~dlake/documents/ 

LakeOxfordState-essay  
645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9. Susan Strange, “The Declining Authority of States,”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149. 

646 Conley, “Globalisation as Constraint and Opportunity: Reconceptualising Policy Capacity in 
Australia,” p. 378. 

647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p. 4; Martin Van Creveld, “The Fate of State,” Parameters, 1996, 
pp. 4-18. 

648 Philip Cerny, “The Dynamic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Market Structure, and Policy 
Response,” Policy Science, Vol. 27, No. 2 (1994), p. 321. 

649 Conley, “Globalisation as Constraint and Opportunity: Reconceptualising Policy Capacity in 
Australia,” p.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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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九九 O 年代，國際幾起重大人道危機，突顯出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失

敗的事實。面對國內及國際議題，政府無法或錯誤因應，形成「失敗國家」，

國家能力不但弱化，甚至可能為國際及國內社會力量所取代或消滅，如一

九九四年盧安達種族屠殺事件，該政府便可說是功能失靈，因為已經無法

提供人民生命財產的保障。綜合各項相關文獻，持國家弱化論點者認為全

球化為一套整合性的發展，在其發展過程，旨在創造單一的經濟、社會與

政治結構，如果必要將損害國家傳統的角色地位。全球化並不單指相互連

結性，還包括世界新秩序形成的動態發展。國家所稱不可侵犯的主權地位

可能成為過去式。650 在新秩序發展的過程中，國家充其量僅能在全球化

力量的衝擊下，在本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領域扮演「管理者」（manager）

或「協調者」（mediator）的角色。651 

 

二、全球化增強國家角色觀點 

 

全球化下國家交流頻繁，國際互動更形複雜，國家間行為風險更難臆

測，國際制度隱含權力消長利害關係，這使得國家在混雜國際局勢將扮演

更為重要、權力更集中之角色。以經濟貿易自由化而言，政府將比過去更

頻繁干預並主導國際經濟議題。國際互賴並無法預言國家角色轉弱，相反

地，國家會適應新的形式，政府職能會更加提昇，政府官員更加通曉國際

經濟事務，從而更有效干預國際經濟議題。652 全球主義樂觀份子認為，

全球化的資本市場將會對國家存在造成威脅，因為市場力量已經淩駕國家

的政治力量。這樣的論點並不是全面的。資本全球化確實是正在發生的事

                                                 
650 Christopher Clapham, “The Challenge to the State in a Globalized World,”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3, No .5 (2002), p. 775. 
651 Ibid. 不過，該文作者認為，在「國際體系」層次上，國家的地位如故，全球秩序仰賴國家在
體系與國家所屬的人民與領土中間，扮演重要的仲介角色。 

652 Kennth Waltz,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 PS Online, Decemb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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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653 更重要的事實是：助長資本主義擴張至全球規模者，其助力可能

就是國家與國際網絡。現在，很多跨國的經濟活動，與其說是全球性，不

如說是三邊化，即集中在歐洲、北美與東亞地區。這些地區佔世界貿易的

85%，佔產業生產的 90%。資本市場的全球化，隱含著南北國家財富分佈

不均，工業先進國家仍是主導資全球本體系的要角。先進國家集團創造全

球經濟體系分層式秩序。654 因此，推動經濟全球化的力量不是無中生有，

即使不是由單一國家所主控，也仍由北方富國聯合導控。資本全球化之發

生並非自發性，而是國家主導的趨勢。換言之，在全球化的國際體系，國

家亦分優劣，較為劣勢的國家，必須順從優勢國家之利益，不然就必定受

害（conform or suffer）。在新的國際賽局中，一些國家適應良好，健步如

飛，而其他的國家則是腳步沈重，發展更加不利。Stephen Krasner認為國

家比以前更有能力去面對與應付全球化。655 國家在全球化中提供更多的

功能，首先，一個社會是否有能力利用全球化的機會，取決於國家所提供

的公共財；國家可以提供一個身分歸屬；再論，所謂全球治理亦有賴於國

家維護社會穩定的能力。以經濟全球化而言，國家解除經濟管制，並協助

推動全球經濟體制所規範的治理結構，國家角色非但不會消失，更可能創

造出新的角色。經濟發展緩慢的年代，許多國家朝向小政府的治理型態，

此一型態讓國家反而更得以提高中央決策的自主性。為能因應全球競爭，

小政府與私部門形成合作關係，致力國家經濟競爭力的提昇。656 經濟全

球化只是轉變國家經濟政策的轉變，而非國家的角色與功能；從管制性政

策轉向自由經濟政策，國家依然是政策制定者與實行者。國家從市場退出

與介入市場都是獲取權力的手段。國家不一定要保有介入市場的能力，彈

                                                 
653 有兩大主因，一為去殖民化的浪潮，各區塊經濟整合進幾個巨大的經濟體當中；二為蘇聯集

團的分解，使得大部分的歐亞國家都被收納進資本主義體系當中。見：Michael Mann, State,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p. 139. 

654 Ibid. 
655 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Foreign Policy, No. 122 (2001), p. 24. 
656 Conley, “Globalisation as Constraint and Opportunity: Reconceptualising Policy Capacity in 

Australia,” p.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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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行動將是更重要評斷國家治理能力的指標。657 

關於上揭兩種論點，顯然形成兩個極端論點之對立關係，至今亦無定

論。一些研究全球化與國家學者提出調和觀點，即須在該兩種觀點中建立

中間地帶，並認識到全球化並非具有均質內涵，對不同行為者將產生不同

效應。658 全球化帶來新的國際議題、互動網絡、密集市場力量及學術思

潮變遷，成為反思國家中心論之面向。研究全球學者如Martin Shaw即指

出，全球化與國家間存在辯證關係，全球化應是中介變相，以之探討國家

主權、安全及國際秩序在全球權力網絡下之轉變及延續。659 另 David 

Armstrong 指出全球化呈現國家形式更多面貌，國家將更具建構性及社會

性意涵。660 在此，建構性與社會性係相互涵化概念，社會性意謂國家學

習能力或因應內外環境之能動性。據此，全球化本身提供重構國家中心論

的分析架構，在全球權力架構下，國家傳統權力受到挑戰，惟亦可能新增

不同權力面向，因而增強國家地位。前揭懷疑論及肯定論呈現兩種極端，

僅適用於特殊案例，兩種觀點都可用於檢視全球化與國家相互關係。 

Martin Shaw、George SØrensen、David Armstrong等學者認為全球化係

對國際關係樣貌描述，其所隱含全球性與國家存在辯證關係，全球化下國

際政治，國家不論形式、國力為何，其主權、安全思維或國家決策都具備

全球性意涵。在全球化下，主權國家能出現強化或弱化趨勢，這涉及複雜

過程，與國家具備特質有關。661 據此，全球性成為重新理解並建構國家

中心論途徑，相較於傳統觀點，國家中心論將在全球性概念討論下獲得豐

富觀點，這說明國家中心論倘要獲得更多學理基礎，需建立起全球性觀

點，在此，全球性觀點並未延續國家中心對社會中心爭辯，而是檢視主權、

安全及國際秩序變動與延續關係對國家之影響為何，據此，國家中心論所

                                                 
657 Ibid., p. 391 (文中 G. John Ikenberry所論者。) 
658 SØ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93-98. 
659 Shaw,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6-27. 
660 Armstrong, “Glob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State,” pp. 461-478. 
661 SØ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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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國家」已非現實主義所指整合單一之民族國家形式。662 

全球化已對國際政治有所刻畫，其呈現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觀

念、規範及國際實踐變動，變動並不必然對應國家主權、地位等消長，而

是提供學者或決策人士從建構性觀點檢視國家對應國際結構變遷之社會

化過程。Wendt 作為國中心論建構主義代表，即借用能動者與社會結構相

互關係，重新詮釋國家中心論觀點。 

在此，本文指涉全球性分析觀點，已與全球主義、多元主義做出區隔，

目的不在於申論國家角色消長，而是重返國家分析主體，探討國家中心論

在全球性概念下擴充意涵，呈現在主權、安全等論述補強。 

 

第二節 建構性國家中心觀點 

 
且不論 Wendt學說所遭致批判為何，或其所申論建構主義是否符合理

論形式，可確定的是，Wendt 所提國家中心論的建構主義，已成為當前重

要理論學派與分析架構，並提供理解國際政治的另一種觀點，要者，已將

反思主義精神反映到國家研究的途徑。就學術價值而言，國家中心論建構

主義提供重新建構國際關係國家理論的架構。 

 

壹、國家中心論點及分析架構 

 

Wendt 企建立國際關係的社會學理論，並將國家視無核心行為者，即

視國家為國際政治主要決策者，並對國際體系具有形塑作用。Wendt 建構

主義被標以「國家中心論建構主義」，又因渠學術影響力，又稱「溫特建

構主義」（Wendian Constructivism），這說明渠學術地位，亦隱含國家角色

（國家中心論）仍為主流學術社群所重視。 

                                                 
662 Shaw,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pp.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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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dt國家中心論要義，包括：663 

1. 國家係分析國際政治理論之主要單元﹔ 

2. 構成國家體系主要結構非物質取向，而為相對主義意義之建

構﹔ 

3. 國家認同與利益為社會結構所建構而非既定體系以外之物。 

 

Wendt 採取傳統理論一些觀點，惟亦對其做出批評，渠將主流理論歸

納出三大共通點：（1）國家係國際政治主要行為者；（2）理性主義係解釋

國際國家間互動理論基礎；及（3）從自我利益定義安全內涵。664 Wendt

並未全盤否定主流理論假定，而僅是對理性主義及物質利益觀點提出批

判。渠認為兩大理論過度強調理性主義對國家利益的作用，致使在探索國

際規範變遷方面大受侷限。665 Wendt並無明確指出國際體系狀態為何，亦

未反對國際無政府之說，渠僅申論不可對國際無政府做斷然的本質推定，

及衝突或合作，兩者都不是既定實存，另無政府狀態為國家認同所形塑之

社會場域，其中可能產出國家間衝突行為，惟亦存在合作可能性，國家認

知與行動方為決定無政府特性之關鍵。簡言之，國家認同決定國際無政府

特性。666 這是對新現實主義最大挑戰，新現實主義認定國際體系毫無變

動性可能，國家互動模式僅能訴諸衝突等結構分析觀點，Wendt 則主張國

家認同及利益會改變，因此，國際體系互動模式便充滿可能性，國家目的

確實為了求生存，惟如何確保存之道，係充滿任何可能性之課題，這已建

立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間中間地帶。一九九 O 年代末，現實主義、自

由主義與建構主義構成國際關係理論架構三大典範（參見表十四）。Wendt

為建立可供分析理論架構，堅守國家為核心角色之論點，這成為後實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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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Review, Vol.88, No. 2(1994), pp. 384-396. 
664 Ibid. Wendt主要針對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進行歸納。 
665 Ibid. 
666 Ibi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探討：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185

義批判之處，然卻成為建構主義學派核心假設。 

 

表十四 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Wendt建構主義之比較 

 

 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 Wendt建構主義 

分析行為者 國家 國家 國家 

目的 生存 生存 生存 

行為者在無

政府下的行

為 

增加權力以保生存 透過制度、觀念之

交流促進社會學

習 

在沒有社會互動

前，無法預測 

國家互動 自助行為 

沒世界政府 

國家合作無法信賴 

國際社會交流 相對主觀性係建構

認同及利益結構，

衝突與合作間有轉

換可能性。 

對於無政府

狀態之分析 

衝突性 合作性 為國家所塑造而成

資料來源：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67. 

 

Wendt以社會學的「結構行動理論」（structuration theory）作為建構主

義的分析架構，667 惟亦指出，結構行動理論非實體理論，而是提供概念

分析的理論架構。結構行動理論要點可歸納如下： 

1 不同於個人主義（individualist）的理論，重視不可化約以及無從

觀察之社會現象，亦具有重要性以及存在的事實。 

2. 不同於結構主義，亦反對功能主義的解釋，而強調兼顧實際考量

                                                 
667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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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人類意識的理論。 

3. 採取融合個人主義以及結構主義的折衷、調和，結合「能動者」

與「結構」於「辦證的合成」。668 

4. 社會結構與時空結構有不可分的關係，因此在進行理論或具體的

社會研究時，必須同時考慮兩者。669 

 

一、社會結構與行為者的相互關係 

 

（一） 從規範面開始的分析論述 

 

規範、行為者與社會結構係相互建構的結果。670 規範構成了「行為者」

以及「有意義的行動」，其法乃將兩者置於社會角色（如：現代國家或是

軍事組織）以及社會環境（如：現代世界體系、跨國軍事專業制度）當中。

671 一方面，規範限制行為的選擇，另一方面，它則是提供行為發生的可

能性。672 例如，國際法一方面定義國家正當的行為，另一方面也賦予國

家正當性，並得以其他國際行為者認為有意義的行為。673  

「規範」是對於社會與自然世界之相互主觀的信念（belief），以此定

義行為者、其情勢（situation）以及行動的可能性。674 其信念根植於社會

實踐的複製。675 例如，外交事務重複實踐的過程，產生了受到認同對國

家能力的國際信念。676 換言之，規範產生了行動，另一方面，它也限制

                                                 
668 Ibid. 
669 Ibid. 
670 Farrel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p. 51. 
671 Ibid., p. 50. 
672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t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 894. 
673 Farrel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p. 50. 
674 Ibid., p. 49. 
675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p. 73-74. 
676 Farrel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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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界定正確/不正確、有效/無效的行為。677  

 

（二）行為者與社會結構所在的位置 

 

「行為者」放在「社會結構」同時建構了其中的行為者，因此也 

為他們（行為者）互動所建構。678 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認為世界主宰

者為無異的理性行為者，即自利的國家。679 兩者把能動者的利益與認同

視為「外生的」，並著重於其所產生的結果。理性主義提供一個「過程」

與「制度」的行為的根本概念，它們會改變行為，卻不會改變認同與利益。

680 在此，建構主義則是將「行為者」置於社會結構中來觀察。社會結構

建構它的行為者，也為行為者的互動所構成。當行為者變成強權時，社會

結構便成為認同強權的國際體系，賦予它們某些行為的意義，如：使用武

力。強弱國家不斷互動的結果也形塑國際體系。 

對大多數的現實主義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世界體系的物質結構；但是

對建構主義來說，國際體系層級下國家行動的社會結構才為核心要點。換

言之，在現實主義的世界裡，國家依照權力的有無強弱去行事，而建構主

義則是認為國家做了那些他們覺得正確的行為。681 按此推論，國家便是

受到「規範」所導引，規範定義了世界政治中主要行為者的認同，以及國

際賽局中正式的規則與行為模式。682  

 

（三）影響行為者的因素 
                                                 
677 Friedrich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678 Farrel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p. 50. 
679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pp. 42-61. 
680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p. 

391-394. 
681 Farrel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p. 52. 
682 Audie Klotz, Nor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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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現實主義視國際體系是國家中心與結構取向的，國際政治的結構

不會受到國家內部變動而轉變，不過內部變動是很廣泛的。683 換言之，

相對獲利背後的利益與認同已經為結構所決定。684 相較於新現實主義致

力 

鼓吹國家積極捍衛國家利益，建構主義卻分解「國家利益」這個觀念。國

家不會總是清楚明白自己要的是什麼，之後問題就來了，「國家利益要如

何定義呢？」685 這必須從觀念與認同的形成開始討論。 

對建構主義而言，「觀念」（ideas）不僅是行為的規則或是地圖，它隨

時形塑國際政治中的行為者與行為。686 當觀念變成規範時，它不僅限制

行為者，同時也建構行為者並使其能有所行動。國際結構決定於觀念國際

傳播的結果。687  

    「認同」是被製造出來（made），而非命定的（given）。688 新現實主

義認為國家都是自助、自私自利的行為者，這也是一種認同。如果一開始

就認定國際政治是競爭的，國家都是自私的，那麼必然導致自助的國際體

系。689 事實上，在無政府狀態下，自助不是唯一的行為模式，「他助」

（other-help）也是可能的，這端賴行為者觀念的轉變。690 換言之，對於

某項正確行為的共同的觀念、期待與信念，構成了世界的結構、秩序以及

穩定。691 因此，「認同」與「利益」的關係是相當重要的，在告訴你是誰

的時候，「認同」已經加諸某一組特定的「利益」或是「偏好」（preference），

                                                 
683 Waltz, “Structu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pp. 5-41. 
684 Newman,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p. 247. 
685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49.  
686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2-138. 
687 Finnemore and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p. 894. 
688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p. 230. 
689 Ibid., pp. 231. 
690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p. 

391-425. 
691 Finnemore and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p.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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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來自某些特殊的領域與特定行為者。692 而「認同」同時也是「行動」

的應變數，在與其他人互動之前，我們既無利益也無認同可言。693 簡言

之，認同是利益的基礎。694 

    權力分佈仍會一直影響國家的得失計算，不過它影響的程度端賴相互

主觀的瞭解與期待。每個人都有很多不同制度上的角色認同。同樣的，國

家也會有多重的認同，如：主權國家、自由世界的領導者、帝國強權等等。

每一種認同都是源自於行為者的社會性的定義，行為者會有對自身以及他

人的集體認知，行為者的社會認知構成社會世界的結構，因此，行為者若

獨立於社會脈絡之外，那麼就不會有多樣的利益，（參見表十五： 

新現實主義（Waltz觀點）與建構主義（Wendt觀點）兩者觀點之比較）。 

 

表十五 新現實主義（Waltz觀點）與建構主義（Wendt觀點）的比較 

 

 新現實主義 建構主義 

本體論 國家能力分佈所致之國

際體系 

國家與社會結構互動的

國際體系 

認識論 科學現實主義 科學現實主義 

方法論 個體主義 結構行動論 

結構與能動者的關係 國家先於國際結構 相互建構、形塑 

國家利益的產生 固定的 社會建構的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二、對傳統國家中心論之修正 

                                                 
692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41-200. 
693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p. 230. 作者將「認同」視為「應變數」。 
694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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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揭建構主義指出，國家作為能動者，並非某種特定制度或論述產物，

其意義來自一國與他國互動關係及所形成國際社會，695 並認為現存的國

際實踐，並非命定、無法更動的；他們是被製造出來的，因此便可以重新

被製造。696 建構主義批評傳統理論過於重視能動者（國家）的物質性與

理性選擇模式。697 針對國家的生成與行為，建構主義指出，傳統理論根

植「工具理性」，假定國家總是理性地追求權力或效用、利益與偏好的極

大化；另假定國家的利益與偏好都是既定的，而上述認定都沒有麼問題

的。換言之，根據理性主義的觀點，國家沒有任何社會互動之前就有各種

不同的特定利益，必且很清楚如何付諸實現。建構主義便批判這種既定利

益或偏好的說法，另指出國家原先並不知道他們的利益為何，國家必須產

生認同，才會產生利益。而國家的認同是透過「規範」建構而成的。當規

範重新建構國家認同，那麼國家的利益也隨之改變。698 總而言之，對建

構主義而言，國家為社會的規範架構所建構，其所彰顯的利益與偏好也都

被建構而來，並非一成不變的。   

建構主義指出，傳統理論避談或狹隘理解規範，認為規範要不是一種

機械性的行為，不然就僅具備得自強權行為者的相對的自主性。Carr早期

對理想主義的批判，便認為規範僅具備維持強權主導局勢的功能。另新馬

克思主義的葛蘭西學派（Gramscian）與新自由制度主義雖然賦予規範相對

的自主性，然最終還是認為規範為國家所創造並為國家所用。699 雖然兩

者皆賦予規範自主性，但是其所認知的規範，僅有限制的作用。 換言之，

對傳統理論而言，規範僅是「中介變項」。建構主義卻是主張規範具備獨
                                                 
695 Thomas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in T.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Constru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3. 

696 Neufeld,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60. 
697 大部分的建構主義都批判傳統理論的物質性，惟不是所有的建構主義都認為傳統理論有「能

動者中心」的問題。見：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45. 
698 Ibid., p.146. 
699 Ibid., pp.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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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於行為者的自主性，可根本地形塑行為者的利益與認同，規範除了限制

行為，同時也是建構行為。700 新現實主義偏好精密的研究方法，以圖鼓

吹國家捍衛國家利益的同時，建構主義卻是要突顯國家利益形成的規範性

過程，701（參見表十六）。至於國家安全議題，建構主義從規範、制度及

國際實踐等加以分析之，如前所述，Wendt並不指稱國際結構為何，而是

專就無政府狀態進行可能性之探討，Wendt並不探討安全概念本質問題或

國內安全決策過程，而是著重於國際安全環境變動之分析。 

 

表十六 傳統理論與建構主義對「規範」的看法 

 

 規範的自主性 國關理論 

規範是機械性的 無 Waltz的新現實主義 

古典馬克思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 

規範是管制性的 相對的 國家中心自由主義 

葛蘭西馬克斯主義 

規範是建構性的 完全的 建構主義 

資料來源：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lations, p.147. 

 

貳、國際無政府三種可能性：認同與利益的變動性 

 

建構主義核心論點在於：在任一時點，行為者認定的「事實」（reality）

是歷史建構（historically constructed）與偶發的（contingent），是人類活動

                                                 
700 Ibid., p.147. 
701 Ibid.,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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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也就是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s），702 即使是根深蒂固的社會結

構也會被有意志的行為所改變。據此，新現實主義所稱有一超越時空的國

際政治的普世法則一說，便受到質疑。Wendt 指出，即使在無政府的國際

體系下，國家的行為不一定唯有走向相互競爭、傷害一途，國家是有選擇

的，存在三種無政府文化，分別是：霍布斯式文化、洛克式文化，以及康

得式文化，703 （見表十七）。 簡言之，即使在不確定的國際環境，國家間

關係不必然就是對抗的關係，合作與友好都是可能的選項。Wendt 指出，

社會建構的論述，對於合作與衝突乃採以中立的分析，704 即不對無政府

本質做任何斷定。 

 

表 十七 三種無政府文化對應的安全觀 

 

 霍布斯式文化

(Hobsonian Culture）

洛克式文化 

(Locktian Culture)

康得式文化 

(Kantian Culture) 

國家對其他國

家的角色認定 
敵人 對手 朋友 

（在民主國家之間） 
武力的使用 沒有限制 國家使用武力，但

被要求自製 
沒有需要 

安全保障的來

源 
強大的軍事武力 有限的軍事武力與

建立聯盟 
安全社群的建立，共同對

抗安全威脅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製表（參考：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p. 246-312.） 

 

    新現實主義稱，無政府狀態的國際體系，國家為求生存，必採取自助

行為，憑藉軍事武力來對抗他國。對於新現實主義的論點，建構主義駁稱，

                                                 
702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p. 191. 
703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46-312. 
704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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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兩個國家一開始沒有互動，便不會產生安全利益；若任一國家一開始

沒有假定對方就是侵略者，那麼國際政治不必然成為自助的對抗狀態。705 

如Wendt所言，「自助」不是國家行動的既定結構，而是一套制度。 假設

無政府的國際體系無法改變，那麼國家間相互對抗的行為，並非受到體系

的誘導，而是受長久以來國家間實踐所形塑。706 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安全

的衝突與軍事面向，建構主義則是提出非對抗行為規範的可能性。自助的

行為是建構的，同時，國際政治也可出現互助的國家互動模式。若從安全

層次的區分，現實主義強調的安全為「個體層次」，即：個別國家的安全

利益；而建構主義則是著眼於「集體層次」，即：國家間集體、共同的安

全。 

       

參、建構性之安全論述：傳統安全與人類安全之調合 

 

傳統安全指稱國家領土的軍事防衛，此係基於現實主義的觀點。如前

所述，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國際體系勢必導致國家陷入長期權力競逐的

局面，是故，國家僅能訴諸自助自救行為，可憑藉者唯有軍事力量無他。

根據 Waltz 的說法，國家內部可能會發生變化，惟國際體系並不會因此有

變。707 據此，國家安全意謂一國政府對抗、嚇阻外來軍事威脅的防衛；

基於國家安全至上的思維，國內安全及內政任何議題皆為次要，無法超越

國家對外安全之優越性及重要性。國家對外關係之展現在於國家在國際政

治中的物質結構，因國家行動的依據決定自權力大小。 

現實主義安全觀緊密連結國家與安全如同律法般關係，強調國家係一

整合實體，且肩負人民整體安全，要者，國家係唯一安全守護者，在如叢

                                                 
705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p. 235. 
706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p. 

401-402. 
707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pp. 5-4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探討：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194

林充滿競爭之國際體系，國家係唯一可信賴安全角色，進一步推論，因國

際體系特性不會改變，爰國家作為安全守護者之核心角色，亦不會變動，

這說明國家的角色與國際體系都是跨越時空的存在，而不會有所變動。708 

現實主義所主張國家或國際安全，簡言之，就是軍事安全。 

    建構主義在安全論述上提出不同於現實主義的安全觀，強調「規範」

對國際安全的影響。709 國際規範形塑國家形式與行動的相似性，如相互

承認主權，但每個國家卻不一定有能力去行使內部控制和國際權力。710 在

國家安全的分析單元上，國家行為為觀念與認同所主導。711 

前揭提及建構主義對應人類安全研究之一些關連討論，惟值得注意的

是，建構主義的安全觀並不必然就是人類安全議題。反過來說，人類安全

研究的學者常常以建構主義為方法論。712 對建構主義而言，「安全」一個

特定卻可能變動的概念，對應一個行動結構。隨著既有價值與信念的改

變，安全的概念與做法就會轉變。因此，建構主義不必然否定傳統的國家

安全，而是指出更為廣泛的安全意涵。人類安全有獨立的研究社群，它可

以自成安全研究的分析途徑。另一方面，建構主義的安全研究不等於人類

安全。不過，兩個研究社群相互借用分析架構與分析單元，便逐漸有匯流

的情形。一些人類安全的研究學者，為能建立研究所需的分析體系，常常

會轉入建構主義的研究範疇。713 這是因為建構主義可以用來解釋現實主

義忽略的安全面向。此外，建構主義和人類安全的基本假設有很多相似之

處。為了突顯傳統安全觀點的侷限，建構主義的「社會建構」觀點可解釋

                                                 
708 Mabee,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Provision in Historical Context,” pp.  

135-136. 
709 Farrel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 49. 
710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p. 

412-415. 
711 Farrel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52. 
712 Fen Osler Hampson and John B. Hay, “Human Security: A Review of the Scholarly 

iterature,”Human Security Bulletin, Vol. 1, No. 2 (2000), p. 29. 
713 Ibid., pp.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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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系、制度、規範將因（行動者）價值與觀念改變而有所變動。714 

國家中心論的建構主義仍著重於國家間行為模式。如前文所提，Wendt

主張，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並無法預言國家行為的規範，無法推定對抗、衝

突的權力關係。715「自助」不是唯一的選擇，「他助」的國際制度也是可

能發生的，即合作性安全體系的形成，個體的安全是全體成員的責任。716 

他助的安全體系隱含國家除了看重自身的利益，同時有看重他國的利益。

從利益形成的角度，國家的利益與他國的利益無法獨立存在。717 他助對

照自助，需要「建構的力量」，自助不是構成無政府狀態的元素，它是一

種體系中的制度。國際政治是國家互動的結果，如果國家彼此之間沒有認

同、推定的行為與想法，那麼，國家的利益與安全不會浮現。換言之，沒

有「他者」的存在，國家之並不會有衝突亦或合作的爭辯。718 

    從「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以下簡稱歐安組織）的理念與發展，可以觀察到藉由區域會員

國之間信心對話作為組織建構的核心，避免採取強制性的規模約束，而是

由成員所發展出的共同價值來決定互動的規範基礎。歐安會議重要的堅持

也表現在累積共識的過程中，必須形成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

以致於共同體會員國之間不再接受以戰爭做為解決衝突的方式。 

    歐安組織本身已經變成一股力量，它形塑歐洲地區的制度安排，同時

也影響成員國家安全政策的趨同。719 綜觀歐安組織的體制發展，它的前

身是「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簡稱歐安會議），設立之初乃於美蘇冷戰對抗

之際，它所定義的「安全」，是傳統的軍事安全，因此關注的議題傾向政

治軍事面向。歐安會議的創新在於提出另一種解決衝突的途徑，即：透過

                                                 
714 Newman,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pp. 239-245. 
715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 400.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p. 230. 
716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 400. 
717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p. 234. 
718 Ibid., p.235. 
719 Maciej Bartkowski,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 case study of the OSCE 

involvement in Est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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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來降低緊張局勢，增加衝突和解的可行性。這呈現出「合作性安全」

（Cooperative Security）的概念。這也成為冷戰終結前後，亞太地區安全

建制的重要概念，強調非武力解決的途徑，以求敵對國家的和平共處。 

    歐安組織的安全途徑，總體而言就是「信心建立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的手段。這成為許多安全體制效法的建制，如：

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協）。在冷戰的國際背景下，「安全」被歸類為「高

階政治」，然而，隨著國際情勢的變遷以及國際議題的多元化，「安全」已

經包含更多的面向，如：經濟、社會、環境生態、文化、人權、族群等等。

歐安組織的長期過程，隱含安全觀的多元。一九八 O 年代到一九九 O 年代，

亞大地區安全建制發展亦可觀察到新的安全內涵。720 

    合作性安全強調相關行動者重新決定衝突解決的行為準則；安全社群

則是強調行動者間信念凝聚。兩個安全概念都呈現出行動者與結構間相互

形塑的過程。西方的民主國家對於安全社群的概念並不陌生。九 O 年代中

期以後，亞太地區的安全體制，也相當強調「亞太社群」（Asia-pacific 

community）這個概念，這是鑒於對區域與國家安全的檢視與重新界定。

亞太經濟合作會（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年會中，多

次強調人類安全的重要性。歷經 2001 年 911恐怖事件之後，東協、東南

亞區域論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以及亞太經濟合作理事會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等安全議程

中，亦始關注新的安全類型，認知到安全威脅的多種面向。 

    國際情勢的動態變遷及政治精英思維創新，國際政治的行為規範與互

動結構確實將因行動者的觀念、認同與利益的轉變而出現不同的內涵與準

則。這即是建構主義所強調的，國際政治的實踐改變，則行動者對於體系

                                                 
720 關於上揭各類安全概念探討，可參卓：陳欣之，「國際安全研究之理論變遷」，《遠景季刊》，

第 4卷第 3期，2003 年，頁 1-40。蔡育岱、譚偉恩，「從『國家』到『個人』：人類安全概念

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7卷第 1期，2008 年，頁 15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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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就會有所轉變。721 

   對應本文前所提及對傳統安全概念之反思途徑模式（見圖四），Wendt

並不深究安全本質或對應議題，而是提倡國家安全合作途徑，係建立國家

中心觀點安全思維。 

建構主義認為利益與認同是行為的基礎，跳脫既定的觀念行動架

構，就會看見不同的行為選擇。國家利益呈現出的安全內涵是特定的架

構，若從「人類利益」來看，世界政治中的安全危機更多了，包括：人權、

政治參與（民主）、社會衝突關係以及低度發展的問題。這些問題構成全

球安全的議程，突顯出國家、階級、個人之間的不均關係。722 這是對國

家安全界定的政治經濟政策的批判。上揭論點並未指涉國家安全與人類安

全相互取代、競逐關係，而是認為國家安全利益可涵蓋人類安全利益，這

將對國家安全政策及角色有所影響。 

    事實上，建構主義的安全研究仍可見國家中心取向，如：十七世紀歐

洲的三十年戰爭、十九世紀美國的中立地位、兩次大戰期間英國與法國的

軍事典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與德國的反軍國主義的文化、一九九 O

年代的以色列外交政策等等。723 另建構主義的安全研究也處理很多與安

全政策相關的議題，如：全球軍事發展、民主和平論、核武與生化武器的

禁用、北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的轉

型等等。724  

從文獻分析可察，在對外政策、區域安全、武器管制等方面，愈來愈

多運用建構主義來研究，試圖從「觀念」、「認同」「利益」的層次，來解

釋國際關係的不確定性。以美中關係而言，兩造並非絕對的敵對或友好關

係，而是受到認同與利益不斷形塑而有出現不同的雙邊關係。以亞太地區

                                                 
721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 407. 
722 Mel Gurtov, Global Politics in the Human Interest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1), p. 42. 
723 Farrel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p. 71. 
724 Ibid, pp.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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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不同的行為者都企圖以自己的行動規範來影響區域安全的發展；東

協（ASEAN）便透過安全對話的習慣與制度，一方面提昇組織能動性，另

一方面也降低安全議題軍事化的程度。725 

    從議題研究取向觀之，可察建構主義與批判理論大有不同。批判理論

跳脫理論重新檢視理論的構成，對國際關係之本體論、認識論、方法論以

及規範面都提出批判，致力於建立「超理論」的理論架構。然對建構主義

而言，則致力於「重返」國際政治範疇，具體言之，便是從社會建構的觀

點來審視「老問題」。不論是後現代主義或是現代主義的建構主義，在安

全研究上，雖對「國家」接受程度有異，惟其共通點在於：採取「規範」

為重要分析單元，強調其對國家與國際安全的影響程度。規範作用係多層

次，包括組織層次、國家層次、跨國層次以及全球的層次；規範之間可能

是相互連結的，也可能是相互衝突。726 國家中心論的建構主義如同新自

由制度主義，接受新現實主義的一些假設，進而提出另一種國家間行動規

範的可能性。Wendt 認為國家認同係受到慣例的形塑，新現實主義缺少對

行為者能動性之瞭解，因此難以解釋體系變動之成因。727 建構主義要處

理傳統理論無法或忽略的問題，對應現實主義則探討安全困境與權力平衡

形成的不確定性，另對應自由主義，則解釋民主和平論的成因。建構主義

亟欲證明，他們對於傳統國際政治問題可做出貢獻。728  

如同國家中心的建構主義學派企圖尋求與傳統理論對話的空間，共構

理論相容的研究架構，建構性觀點的安全論述並未全然否定傳統安全重要

性，其旨在於擴大傳統研究的範疇，增加研究的分析層次，如：個人與社

群。因此，新的安全研究途徑並非否定國家安全與軍事防衛的存在，而是

                                                 
725 Shaun Narine,”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A Constructivis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Working Paper, at: http://www.ciaonet.org/isa/nas01/ 
726 Farrel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 72. 
727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p. 230. 
728 Javier Lezaun, “Limit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Social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4, No.3 (2003), pp. 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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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更多的安全指涉對象，在此與人類安全概念有所呼應，惟仍重視國家

決策角色。 

 

第三節 全球性國家中心觀點 

 

重新理解並建構國家概念，全球化是無法規避之分析面向，國際權力

中心分化，全球資源、勞動、商品及概念網絡緊密結合，國家公共政策與

全球政策相互滲透、影響，隨著國際議題多元，各國可發揮之權力與政策

能量不一所致之複雜權力脈絡，諸多既分化又聚合之國際能量之動態變

遷。全球化下國際關係特徵在於多種不同性質行為者，除國家外，還包括：

無數跨國聯盟及運動，公民社會連結，國際非政府間組織（INGOs），當地

草根團體等。729 上揭呈現全球化國際關係樣貌。全球化相關文獻大都推

定國家角色弱化，並駁斥現實主義國家中心論，就若干意涵，全球化與國

家呈現兩元對立關係。 

全球主義論喜稱全球化將使國家意義沒落，然全球化並無法斷定國家

命運為何，從真實世界觀之，全球化帶給國家治理與發展諸多挑戰，惟也

提供許多壯大國家角色之資源與地位。經濟全球化非但未使國家沒落，反

使國家獲得更多管制權力。全球化投射出別於民族國家之秩序與空間，非

國家行為者動能受到重視，然主權國家地位仍屹立不搖。全球主義或自由

主義所強調多元中心（權力中心及行為者之多元）、跨國交流、複雜互賴、

議題多樣性等概念，確實係全球政治的圖像，惟其等若干程度亦許可國家

作為中心角色的地位。全球化討論，已流於兩元論對立關係，即本章前揭

所提懷疑論及肯定論，亦呼應 John Hobson 所提國家中心對社會中心辯

論，於此，全球化成為推定國家地位、角色、權力等強化或弱化之自變項。 

惟作者認為全球化指涉動態變遷之社會領域，傳統國際社會仍存在於

                                                 
72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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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Albrow亦持相同論點，全球化涵蓋各種力量，呈現複雜、矛盾態勢，

傳統與新興勢力並存、時有消長、時有整合之關係，全球化提供分析國家

之新興分析架構，惟並未預設任何立場或結論。730據此，以全球化作為分

析概念，本文不再申論國家角色消長關係，而是以之為分析脈絡，以其投

射概念意涵，即「全球性」，為分析國家中心論之觀點，加以檢視主權、

安全與國際體系等相關論述之轉變及延續關係。在此，全球性觀點，隱含

能動者與國際結構相互涵化過程，與前提建構性觀點有呼應之處，均強調

國家認同與國際實踐間相互關係。731 全球性分析目的在於凸顯「社會」

這個面向及社會互動之動態變遷之過程，若干程度在於引導、釋放社會力

量。在上揭觀點下，全球性已隱含建構性架構，其所指涉空間概念亦已對

現代性強調時間結果提出質疑與批判。732 

綜上，本章所指涉全球化已並非指涉某種目的或結果（如表十四），而

是指稱在全球政治範疇下，呈現國家行為者國際社會化（international 

socializaton），在此，社會化並不同於Waltz所提社會化，稱國家都會調適

轉變為追求同樣目的之行為者，亦不同於新自由制度主義所稱，國家為追

求絕對利益而學習接受制度規則，在此，社會化隱含社會建構觀點。David 

Armstrong指出，全球化會形塑出社會性國家（Social State），其並未意味

全球化會創造出何種特定國家形式，而是國家將會經歷更為顯著、密集國

際社會化過程，而社會化所指示規範或實踐模式，已包含國家利益、觀念

與期待之投射或涉入。733另 Albrow 指出，所謂全球性概念，在於同時檢

視現代性及後現代性兩者，其在於釋放「社會」這個力量，並並未意味現

代性之消失、現代國家之消失或民族國家之消失，全球性之於傳統角色依

然有異議，惟意義已不同於現代主義或理性主義所指涉者，另強調社會分

                                                 
730 Albrow, The Globa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p. 5. 
731 Armstrong, “Glon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State,” pp. 461-478. 
732 Albrow,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pp. 75-96. 
733 Armstrong, “Glon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State,” pp. 46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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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目的並非在於否認國家，要者在於重建國家理論；現代國家既非國家

唯一形式，亦非最受肯定的政治成就。734這與Martin Sahw所提「全球國

家」概念相呼應，亦對應Wendt所稱能動者與社會結構相互性之觀點，全

球化所建築國際社會即與國家相互建構之社會結構型態（見圖八）。 

Shaw 主張國家中心國際秩序，亦認為主權國家係國際政治基礎，惟

認為國際中心論之所以遭受嚴厲批評，在於將國家中心論化約為現實主義

國家中心論，即從民族國家或軍事國家角度來定義國家，而國家體系被定

義為自生實存，並與社會隔絕。在全球化下，國家中心論仍具真實性，惟

需要跨越現實主義觀點，並從全球社會範疇加以檢視。735 此外，Shaw提

倡建立「全球化社會科學」（globalized social science）之學科運動，認為之

前相關研究並無法建立全球化與國家兩者關係，問題在於從現實主義觀點

定義國家，世局已歷經多次變動，仍以西發里亞脈絡研究國際問題，另，

無法從全球化獲致研究效益，係刻意忽略國家重要性所致，是故，全球政

治經濟學、全球環境政治學、全球公民社會研究等，都不足於探討當代國

家的理論及實質意涵。736  

綜上相關學者觀點，全球性作為一個分析概念，其指稱分析脈絡係對

應全球社會概念，而具有建構性之社會化觀點成為分析架構。 

                                                 
734 Albrow,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p. 164, p. 168. Albrow反對全球性
完全對應後現代性之觀點，全球性雖亦對現代性批判，惟強調概念、制度、規範變動過程，

傳統事物與新興事物互動、產生新意義之過程，並非如後現代主義，全面否定現代性指稱一

切事物。 
735 Shaw,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6-27. 
736 Ibid., pp.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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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從國家到全球國家概念：建構性國際社會化過程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壹、全球化作為分析脈絡：全球社會範疇 

 

誠如上述，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已非囿於主權國家的戰爭、外交談

判、簽訂停火簽訂等事務，而是擴及更大政治空間，國際關係已擴及全球

政治的範疇。全球政治係對應全球社會範疇，聚合國家及非國家之所有活

動之場域，除國家軍事國防議題外，舉凡族群、社會衝突、勞工、用水、

婦女兒童、政府職能等議題皆可納入全球政治議題當中。另行為者多元性

係全球政治特質，國際（政府間）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跨國公民社會

運動、多國籍企業、地方性草根團體等都將對全球政治事物發揮影響力。

737 傳統國際關係研究往往囿於國家間關係，而忽略全球政治係實存領

                                                 
737 Held and McGrew,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p. 11.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World Order, Normative Future,”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 402. Anthony McGrew, “Democracy Beyond Borders?”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 408.   

國家 
（西發里亞概念） 

 

全球國家 
（動態變遷概念）

傳統民族國家--------------------------------------具全球性之國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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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該領域所有活動都將對國家角色發揮重要影響及形塑作用。相較於國

際政治僅強調國家之間特定之互動，全球政治則是泛指所有行為者間多層

次、多形式之互動模式，有些可加以類型化，有些則無法歸類。從國際政

治到全球政治，國家概念將呈現更多可能性，其概念內涵亦較為豐富化。

738  

綜上，從全球政治範疇研究國家，領土與政治權利間排外連結已經打

破，而當代國際關係亦已見多層次治理權力結構，遍佈於國家政治邊界內

外。新興國際與跨國制度將主權國家連結在一起，另也將主權轉變成權力

共同行使的混合型態，全球治理可說明該等混合型態。另區域或國際法體

制也成為全球治理重要基礎，包含正式與非正式規範。739 此等轉變說明

在全球政治的脈絡下，國家與全球政治的相互關係呈現多元且富變化。無

論國家形式或角色為何，全球性這個概念不可避免地將滲透到國家概念當

中，國家仍將存在於國際關係當中，惟不同於西發里亞體系及冷戰時期，

國家不論如何都會具備全球性這個元素，只是單一國家與之相互作用的結

果不盡相同。740  

Shaw 指出，全球性並非僅是一個過程（process），更是一個結構

(structure)，按照目前世局發展，國家仍位居全球核心，可是並沒有有固定

的行為模式；另全球國家集團（global state conglomerate）正在形成，同時

也具有合法使用暴力之權利，這意味國家已無法全然壟斷暴力；另全球化

國家不僅具備全球形式，同時也具有區域性的制度特色，此外，國際制度

係在全球國家狀態中發展，而非在國際社會脈絡；民族國家及主權國家的

概念與全球國家有所連結。741 從國際政治到全球政治，時間意義產生變
                                                 
738 R.B. J Walker,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World Politics, ”in Joseph A. Camilleri, Anthony P. 

Jarvis, Albert J. Paolini eds., The State in Transition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pp. 21-38. 

739 Held and McGrew,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p. 11. 
740 Shaw,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 16-26. 
74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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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際關係刻經歷重新劃分及界定政治空間的過程，國家概念與角色也

將重新被定位，742 所涉及互動之事務及對象也變得多元而繁雜（見圖九）。 

 

圖九：國家―國際―全球範圍分析架構示意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整體而言，從全球政治的觀點，國家角色受到多面向挑戰。一方面，

在全球公共決策（global public decision）或全球治理的概念下，跨國家政

                                                 
742 Anthony P. Jarvis and Albert J. Paolini, “Locating the State,” in Joseph A. Camilleri, Anthony P.  

Jarvis and Albert J. Paolini eds., The State in Transition,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5, pp.1-19; Held and McGrew, “World Order, Normative Future,” p. 402. Jacques Lévy, “A 
User’s Guide to World-spaces,” in Jacques Lévy ed., From Geopolitics to Global Politics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pp. 67-84.  

國家層次 
（現實主義觀點） 

行為者：國家 

國際層次 
（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觀點）
行為者：國家、國際組織、 

多國企業 

全球層次 
（自由主義觀點） 

行為者：國家、國際組織、多國企業、跨

國組織、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團體、全

球議題連結運動、社會團體、個人 

個別性—共同性--全球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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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貿易、文化、能源、環保、人權、勞工等綜合性及議題性國際組

織或規範，在某種程度上整合國家權力及壓縮國家主權範疇，前者如聯合

國、歐盟（EU）、東協（ASEAN）等，後者如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

國際反地雷組織（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ICBL）等。另

一方面，從安全面向，第三世界國家因內部問題導致社會秩序面臨崩潰，

出現所謂「失敗國家」，國家非但不再具備人民安全守護者之角色，反而

成為危害人民安全與福祉之迫害者，失敗國家是否仍可具有國家地位

（statehood）亦是重要課題之一。其也隱含關於現代國家的謬誤，現代國

家已被塑造成意識型態上特定國家型態。743 國家並非都可成為符合現代

國家意涵之國家類型，國家型態具有多樣性。744 Shaw認為國家除具傳統

主權單一概念，在全球化脈絡之上，國家權力投射呈現多元性，國家亦受

全球權力結構所影響，國家具有複元性，在此概念下，國家地位必須重新

界定與擴充必要內涵。745  

從全球政治範疇觀察國際關係，對重新理解國意涵具有重大效益，國

家在其疆域之內已無法被視為單一合法權力中心，國家的概念必須跨越傳

統主權與領土疆界的觀念，而在多元權力結構的全球秩序中重新尋求意義

與角色。746  

 

貳、全球化作為分析中介項：反思國家中心論 

 

「全球化」是個龐雜的概念，分析層次差異，將呈現出不同的意義與

樣貌，如從空間面向及組織面向，所對應探討面向便不同（參見表十八）。

                                                 
743 Brian Porter, “Foreign Policy and the Domestic Factor,” in Cornelia Navari ed., The Condition of 

States: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6. 
744 Mayall, “The Variety of States,” pp. 44-60. 
745 Shaw,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pp. 185-194. 
746 Held and McGrew, “World Order, Normative Future,” p.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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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無法界定關於一明確的意涵，我們依然可以歸納出其基本特性與特

徵。「全球化」可被描述為：「象徵社會關係之空間組織轉變的過程，評量

指標包括：轉變過程的廣度、密度、速度以及衝擊程度；其特徵特是產生

了各種活動跨洲、區域間流動網絡及權力運用。」747 在此脈絡下，「流動」

涵蓋運輸工具、人民、符號、圖騰、資訊等等。另全球化的分析層次可區

分成地方、國家與區域三大層次。748  

 

表十八 全球化主要研究面向：時空面向與組織面向 

 

空間面向 

1.全球網絡的廣泛性 

2.全球相互關聯的密度 

3.全球流動的速度 

4.全球相互關聯衝擊的邊際程度 

組織面向 

1.全球化的基礎架構 

2.全球化網絡的制度化與權力的運用 

3.全球階層化的型態 

4.全球互動的主要型態 

資料來源: Held, McGrew, Goldblatt and Perraton,”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p. 59. 

 

                                                 
747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Cambridge: 
Blackwell, 2000) p. 55. 

748 Ibid.,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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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全球化與國際政治關係，全球化被視為國家與全球權力轉換關係

的變項，749 解釋政治與經濟變遷的因果關係，全球化被視為「自變項」，

而（國家）政策偏好與決策則為「應變項」。750 全球主義論者，強調世界

秩序之多元面向，全球經濟不斷崛起，跨國關係擴展，形成新興全球決策

型態，國際政府間及準超國籍制度，跨國溝通體系密集化，區域及全球軍

事疆域的轉變，這些發展態勢對現代國家角色形成挑戰，突顯政治財

（political good）的重要性，全球主義重新思考全球政治中公共決策的特

性與意涵。751 全球主義反對全然從國家中心來瞭解國際政治特質與發展

的可能性， 752 認為無法從國家層次全面瞭解當代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變

動。 

上揭全球主義論點，呈現一些關於國際關係變動新興觀點，亦呼應早

期自由主義論點，與一九七 O 年代時期跨國主義、整合理論、體制理論、

新自由制度主義等都有相似之處。然而，關於全球化與國家概念間相互關

係之探討，於一九九 O 年代出現更豐富論述，相較於前對全球化採全面肯

定或否定之兩造對立論點，一九九 O 年代之後的討論卻多持保留態度，認

為全球化與國家角色兩者關係，係動態變遷關係，我們無法斷定國家全球

化下走向終結或絲毫不受影響，而是認識到，在全球化國際政治之下，每

個國家都會受到全球權力結構的影響。全球權力結構呈現全球主義或自由

主義之國際關係特徵，見下文討論。 

綜上，全球化涉及過程、互動網絡概念，另也隱含新的論述。753 新論

述指涉對國家中心論之反思，全球性投射多元權力、文化、認同與參與者

                                                 
749 Tom Conley, “Globalisation as Constraint and Opportunity: Reconceptualising Policy Capacity in 

Australia,” Global Society, Vol.16, No.4 (2002), p. 377. 
750 Helen V. Milner and 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 Robert Keohane and Helen V. Milner e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751 Held and McGrew, “World Order, Normative Futures,” p. 401. 
752 Ibid. 
753 Armstrong, “Glob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State,” pp. 46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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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涵，這對強調單一性之國家論述形成已帶來壓力。對應國家分析層次

上，全球化亦可區分出七個範疇，簡述如下： 

1. 議題：當代國際關係出現多元議題發展，環境生態、國際犯罪與販

毒及非法移民等問題，都無法遏止於國界之內，需在國際合作架構

加以防制，這挑戰主權國家對特定領域所宣稱排他性管轄。754 

2. 行為者：從全球決策層次，非國家行為者逐漸提升決策角色與影響

力，包含：多國籍跨國管理網絡、媒體王國、炒作年金金融集團及

國際恐怖及犯罪集團等。其等行為者亦對國家領導角色構成壓力。755 

3. 市場：全球金融市場之規模及擴張使國家政府無法維持本國貨幣幣

值，防止國際貨幣金融所致波動。756 

4. 傳播：傳播科技發達，使得國家政府日欲困難影響國內外資訊流通。

757 

5. 文化：國家傳統被視為民族國家代名詞，惟隨著全球化帶來多元文

化、認同、族群等，國家將面臨維繫國族、社會認同之整合之壓力。

758 

6. 正當性：國家汲取特定明確領土之主權權威正當性來自其自認可提

供人民不同公共財，包含：抵抗外來威脅、維持國內法治及秩序，

並提供經濟福只及社會正義等。在全球化時代，國家提供公共財能

力受到質疑。759 

7. 後現代性：全球化所指示多元文化、多元價值及多元認同等論述，

對應後現代主義強調解構精神，隱含對現代性之反思，更深遠係對

                                                 
754 Marvin S. Soroos, Beyond Sovereignty: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Polic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6. 
755 Strange, Retreat of the State. 
756 Geoffrey R. D. Underhill, “Keeping Governmnets out of Politics: Transnational Securities Markets, 

Regulatory Cooperation, and Plitical Ligitim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1, No. 3 
(1995), pp. 251-278. 

757 S.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York,London, Tokyo (Princeton: , 1991). 
758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p. 164-181. 
759 Del Rosso, Jr, “The Insecure State: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and “Security”in a Changing World,” 

pp. 17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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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標榜理性主義進行批判，對於傳統劃分產生檢視，包括：

國內/國外、北方國家/南方國家、現實主義/理想主義/、秩序/無政府、

安全/不安全等，國家成為劃分依據，也成為問題意識一部份。760 

關於上揭論點，可觀全球性所蘊含多元性及反思性，若干程度對應反思

理論內涵，隱含對單一、同質現代政治之解構，隱喻全球多元化國際關係

下，國家並非唯一可考慮政治團體，可能出現其他更適合管理全球公共事

務之政治社群。761  

全球化作為分析中介，即將全球性概念投射於國家體系進行檢視，即全

球化作為分析脈絡投射出全球政治空間場域，國家在全球政治事務中，將

出現別於傳統主權國家意涵。上揭論點即購成本文所指稱具全球性觀點之

國家中心論，下文將說明其所對應全球決策型態。 

 

參、國家中心論全球決策型態：全球治理意涵  

 

在全球政治場域，國際體系、國際社會以及其他政治社群集體決策模

式並存，並相互影響（參見圖十），其隱含：國家並非國內事物唯一管理

者，其他全球權力結構亦可對國內事務發揮作用，全球治理（global 

governance）概念可說明全球決策型態特質。全球化權力網絡涵蓋各種形

式管制與規範，涉及正式與非正式互動與決策型態，全球治理係說明此一

複雜網絡之最佳概念。全球治理勾勒全球事務決策的概念與決策架構，提

供重新檢視國家角色之重要分析架構。全球治理事實上反映自由主義諸多

論點，一方面強調非國家行為者及國際制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仍隱含國

家中心國際秩序，國家並未從全球治理中消失。 

                                                 
760 Devetak, “Postmodernism,”, pp. 179-209. 
761 Held and McGrew, “World Order, Normative Futures,” p. 401. Hedley Bull, “Beyond the States 

System?”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p. 46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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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理指涉全球化下，國家及非國家行為者參與、管理及決策國際

事務之過程及制度安排，涵蓋傳統及新興互動及決策模式。全球治理係用

以呈現全球化與國際關係相互演化關係，融合早期國際組織、區域理論、

體制理論及國際制度等自由主義相關論點，以全球事務為分析範疇，重新

審視國家、國際社會及全球社會等三大層次相互關連。全球治理成為檢視

國家在全球政治空間中之意涵及相對位置。下文將討論全球治理要義及如

何用以分析國家概念。 

 

（一） 概述全球治理 

 

一九九 O 年代之後，「全球治理」一詞廣泛運用於國際事務，最初原

指涉世界體系或世界社會之意，惟該詞已逐漸轉化成管理全球事務之某種

型態，用於描述日愈顯著的跨國與國際關係的管制性特質（regulated 

character），762 可定義為：「就國家能力無法處理的社會與政治議題，企圖

提出較有條理與可信的因應之道，以分別突顯之。」對應國際非政府組織

角色，全球治理意指，在缺乏中央權威的情況下，政府與其他非國家行為

者在全球議題上有協力、合作之必要。763 全球治理受到廣泛重視，與國

際情勢的變化息息相關，冷戰的終結，提高政府間的國際合作的意願與可

行性。764 再者，全球化加速貿易、金融科技以及安全事務跨國的接觸以

及國際的互賴，將國家、區域連結成更廣大的國際事務範疇，出現更多跨

國、國際共同的議題，如：環境污染、生態危機、跨國犯罪、恐怖主義、

傳染病、移民問題等等，其所構成意涵可參見圖二。許多跨國性問題都已

                                                 
762 Lawrence S. Finkelstein, “What is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Vol. 1, No.3 (1995), 

pp. 367-372. 
763 Leon Gordenker and Thomas G. Weiss, “Pluralizing Global Governance: Analytical Approaches 

and Dimensions,” in Leon Gordenker and Thomas G. Weiss eds., NGOs, the UN, and Global 
Governance, (B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p.17. 

764 冷戰終結，對於國際關係的影響廣泛而深遠，從國際體系、結構、行為者等各個層次的衝擊

都是顯著，另國際關係的理論的大辯論形成也深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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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單一國家可以解決，而是須透過國際合作，方得解決之道。765 更深遠

的觀察，自二十世紀開始，國際制度、規則以及法令的建立，經過長期「制

度化」的過程，創造國際合作良好的環境，也提供全球治理發展良好之國

際氣候與條件。 

全球治理成為新興且廣為流行的名詞，隱含自由主義或理想主義觀點

之復甦，世人對於國際合作重燃信心，惟已從寬鬆觀點看待國際合作，較

少談及國際組織或多邊主義，而強調國際協作關係（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或合作夥伴關係（cooperation partnership），其中隱含對國家

能力缺乏信心，因而轉向正在興起、活躍的非國家行為者，如非政府組織。

766 全球治理亦如早期國際組織或體制理論，指涉一套管理與規範制度，

惟與傳統政府政治已有所不同，治理本身隱含更多行為者的加入，管理範

疇常跨越國界之外，強調自願性的服從關係及具民主概念之決策模式，另

制度安排呈現單一議題化取向，非正式溝通管道亦受到重視（參見表十

九）。 

                                                 
765 Elke Krahmann,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One Phenomenon or Many?” Global 

Governance, Vol.9, No.3 (2003), p. 329. Fred Halliday, “Global Governance: Prospects and 
Problems,”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431. 

766 Marie-Josee Massicotte,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ree Texts in 
Search of a Synthesis,” Global Governance, Vol.9, No.1 (1999), 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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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政府」與「治理」兩者概念比較 

 

比較的面向 政府                                治理 

地理範圍 -次國家 

-國家 

-次國家 

-國家 

-區域 

-全球 

-跨國 

功能範疇 幾個議題領域 單一議題領域 

資源的分配 集中 分散 

利益觀 共同的利益 異化的利益 

規範 -主權 

-上對下控制的關係 

 

-有限主權 

-自我管理的政府形式 

決策結構與模式 -層級結構 

-共識決 

-形式的均等關係 

-水準結構 

-協商 

-不均關係 

執行模式 -中央集權 

-權威性 

-強制性 

-分化 

-自我強制 

-自願性 

資料 來源： Krahmann,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One 
Phenomenon or Many?” p. 332. 

 

「治理」並不特指一種制度（institution），而是指涉有共同宗旨、相

關但獨立的一組實體（bodies）。其中包含國家政府的活動，也有政府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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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如：聯合國相關機構）、非政府組織以及跨國連結運動團體，這些行

為者會相互影響，形成「全球治理」的體系，767 狹義而言，全球治理意

謂某一國際合作制度安排型態，廣義而言，指涉對全球事務管理之整體互

動之行動網絡，涵蓋正式與非正式規範與決策模式。不論全球治理形式為

何，都可看出其運用類似制度設計，將世界各地不同地方單位建構相互關

係，國家角色並未消失，在全球治理制度安排之下，國家仍為最成熟執行

機關，仍不失為有力行為者，惟已非傳統所認定之主權實體。768  

 

（二） 全球治理投射的國際秩序：國家中心體系 

 

全球治理反映自由主義理論傳統。自由主義所主張國際秩序與現實主

義無異，換言之，國際體系缺乏單一的中央權威，呈無政府狀態，兩者差

異在於對國際合作看法有異。「全球治理」下的國際秩序，呈現自由主義

本體論，目的並非推翻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而是將「國際社會」的

特質突顯出來，強調除了國家之外，還有其他非國家的行為者，另許多安

全議題需要透過國際合作方得確保國家安全。    

全球治理隱含維持現況，承認主權至上的國際秩序。關於此點。亦從

冷戰後對第三世界國家採取國際人道干預與救援行動來觀察。內戰的成因

可能已不是以「國族」（Nation）為號召的意識型態，但是，國際政府間組

織與非政府組織的介入，從傳統維持和平（peacekeeping）到近期建立和平

(peacebuilding)，介入的手段相當的多元，但是最終目的在於「恢復」一個

國家的完整，重建它的治理能力與社會秩序。雖然有一派言論認為對於那

些瀕臨瓦解、失敗、混亂的國家而言，國際社會不應協助其重新「建國」

（national-building），因為無法杜絕衝突的再起。然觀現勢，「主權國家」

                                                 
767 Halliday, “Global Governance: Prospects and Problems,” p. 431. 
768 Young, Global Challenges, pp. 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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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被國際社會視為維繫國際秩序的基礎，其雖重視安全與衝突的來源，惟

仍然致力於失敗國家的建國工程。（相關討論見本文第六章）研究全球治

理的學者，不乏有改變現況、推翻既有國際秩序之激進構想（radical 

thoughts），並致力於世界人本組織之推動，惟比較受到重視的觀點及國際

實踐，仍係屬在現狀中力圖改革、修正的觀點及作為。 

 

肆、國家單一性與複元性之調和：全球國家概念 

 

相較全球化懷疑論與肯定論對立關係，即申論全球化係強大或弱化國

家之爭辯，Shaw 指出，全球化亦有可能創造新國家型態，全球化可能產

生別於早期西發利亞確立之國家模式，創造出具有「全球性」國家形式，

即全球國家之概念。事實上，國際組織或是寬鬆國際制度都隱含全球國家

之概念，如：世界銀行（WB）、世界貿易組織（WTO）、聯合國相關組織、

八大工業國會議（G-8）等，係國家權力投射、調和過程。民族國家不至

消滅，而是將受全球國家發展之影響，出現角色轉變，國家之民族性與全

球發展之全球性將共構國家新概念，歐洲聯盟（EU）即為一例。769 全球

化之下，傳統主權國家仍在，惟新興全球權力結構將對其發生作用，國家

權力行使呈現單一性（傳統意涵）與複元性（全球意涵）兩種特性。 

「全球國家」未指涉特定組織型態，而是國家權力投射的全球架構（見

圖），涉及權威與暴力使用之新興關係與型態。冷戰結束，國家權威已逐

漸演化為國際共同架構，即國家權力全球面向，主要分成四個部分：全球

政治權力與合法武力、全球法律制度、全球經濟、環境及社會制度、全球

意識型態架構等。770  

全球國家關係涉及整體社會之中國家權力中心雙元重組。全球國家型

                                                 
769 Shaw,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6-25. 
770 Shaw,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pp. 214-21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探討：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215

態（global statehood）已經存在，全球國家關係及型態係整體國家關係及

型態之共同組成，並與其他特殊國家形式共存，可能具有緊張關係。當代

國家地位主要矛盾即來自於國家單一性及複元性兩者變動關係。771 

  綜合 Shaw 研究觀點，渠強調國社會學研究途徑，認為國際關係已轉

變為全球政治內涵，傳統國家間關係仍存在，惟跨國行為者及國內行為者

影響力更加顯著，國際政治已無法單從主權國家來回應，而須從全球社會

脈絡，並視之為一整體，「國際」這個概念僅是其中一部份。Shaw指出，

為賦予國際政治新的研究能量，必須改以「後國際」概念取代國際概念，

而研究途徑不僅需要多元學科，也需要超越學科。在此，值得再次強調的

是，Shaw 基本論點仍強調國家為核心角色，仍不離本論文所指稱國家中

心論觀點，惟已從全球社會內涵重新檢視國家與國際政治之關係，另亦如

前自由主義或全球治理論點，強調非國家行為者之角色。Shaw 強調當代

國際關係研究應為後國際關係研究，世界情勢處在不安態勢，國家仍為理

解世局演變重要角色，惟更應關照國際社會乃至全球社會活動範疇，國家

為主體系已在全球政治網絡，不同社群型態活動對國家本身及國家間互動

都將產生影響，可能帶來負面效益，亦可能創造正面效益。772 前揭論點

亦呼應前述，全球化作為一分析脈絡，對國家角色可能造成威脅，亦可能

係強化之能量。 

全球化國際關係，國家對外連結程度有所差異，惟要拒絕全球化影響

已非易事，每個國家政策都已若干程度反映或涵化全球性內涵。全球性成

為分析國家地位充分與否的概念，另也呈現出當代國家同時存在民族國家

及全球國家特質，傳統國家權力與新興全球權力構成相互影響關係。以下

將說明如何從全球性來檢視主權、國家地位、安全等論述。 

                                                 
771 Ibid., p. 192. 
772 Martin Shaw, Globa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ological Concepts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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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權重新概念化：檢視國家地位要件 

 

國家中心論觀點，隱含對國家地位（statehood）無疑態度，所有國家

一旦為國際體系所認同，其構成國家內涵並無須多慮。傳統對國家地位構

成，可從兩個部分加以界定：第一為不同權力中心間之無政府、競爭、暴

力主權等綜合概念組合，第二係社會內部權威、獨占關係、控制及壓制等

概念組合。773 這隱含僅有單一國際體系，僅存在國家間關係，而國家係

整合單一之正式制度實體，係社會強化鞏固中心，已與社會、經濟、文化

等做出區隔，另國家並不涉入個人間互動關係，而是扮演整合複雜關係之

權力架構。774  其對外展現領土主權概念，主權國家係國家及國際之合法

權力，國際關係的主權概念為無政府關係所制約，這形塑國家地位被視為

理所當然之論述。前揭認定假定：每個國家成員所具備國家地位形成要素

與條件無異，且有一套全體適用的標準，一旦取得國家地位後，亦將永久

保留。然而，隨著國際事務多元化，全球化加深國際互動與交流，同時也

突顯複雜互賴下國家可能遭受傷害，另國家職能成為國家存亡關鍵，傳統

國家構成要素已無法全然保障國家地位，或言國家地位之構成要件須重新

檢視加以擴充。 Stephen Del Rosso 便指出，傳統國家意涵已無法滿足後冷

戰、全球化脈絡下國家地位之正當性，領土、人口、政府及與他國外交關

係等，僅為消極要件，完備國家地位者應增加國家提供社會經濟福祉、為

維持社會秩序、保護人民財產及人權保障等；775據此，國家所隱喻現代國

家角色仍受到重視，此外，安全國家指涉安全意涵已提升至積極層次，如

社會權面向，並反思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辯證之適合性，即免於外人侵略

與保障人民財產安全兩者間關聯。 
                                                 
773 Shaw,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p. 180. 
774 Ibid., p. 180. 
775 Del Rosso, Jr., “The Insecure State,” available at : http: //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ross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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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的全球性分析，係以國家為主要分析層次，仍可歸之為國家中心

論者。事實上，Show 仍視國家為重要組成，不認為在全球化之下國家會

消失，惟相關論點呈現出別於傳統主權國家的意涵，因此，從全球性來理

解國家，國際關係已非全然為主權國家間衝突關係，惟亦非激進的全球公

民社會理論所尋求之後國家主義社群（post-statist community），776 尋求別

於國家的政治社群。另全球國家概念若干程度對應安全互賴（security 

complex）概念，一國內部危機將對他國產生影響，如失敗國家發生嚴重衝

突，將對國際社會造成重大安全威脅。777 Shaw 論點旨在擴充傳統國家地

位的內涵，認為只有領土、人民、土地及政府等，已無法完備全球化下國

家地位之要件。一些研究主權相對概念學者，亦從國家地位申論國家與主

權相對關係，而非對應關係，即探討主權變動性。Raia Prokhovnil亦持相

同論點，認為對傳統主權檢視、解構，其目的不在於全盤否定主權概念，

要旨在於如何探索其更豐富意涵，以對應國家更多形式，渠強調，主權非

絕對概念，係相對概念，富變動性。778 

主權概念既具變動性，則其對應國家亦將呈現多元對應關係，在國家

均為主權之假設下，國家與主權間將不斷出現辯證關係，於此，國家形式

將出現多元面貌。國家將可依據其宣稱主權形式重新加以定義，而主權意

涵將依循國家間互動及實踐轉變而有所變化。透過這種分析關係，關於主

權討論，將不再囿於現實主義或全球主義論述，兩者分析均缺乏彈性。779 

另對主權概念之重新理解，也將呈現不同主權內涵對將對應不同國家型

態，隱含國家並非同質、單一理性行為者，780 這係對自由主義主權觀提

出省思。自由主義主權概念呈現國家具有正常、中立、正確、真實、不可

                                                 
776 Ibid., p. 194. 
777 Ibid., p. 194. 
778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32. 
779 Biersteker and Web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pp. 1-10. 
780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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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及普世特性。781 

Stephen Krasner稱主權並非現實主義所稱僅具單一意涵，另主權概念

本身需要受到檢視及辯論。782 Krasner提出四種主權意涵，用以檢視國家

對應主權的關係，擴大對主權概念理解，分別是國內主權（domestic 

sovereignty）、783互賴主權（interdependence）、784國際法律主權（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785及西發里亞主權（Westphalian sovereignty），786 區分

出不同主權內涵，提供分析國家所遭遇主權困境。Krasner指出，大多數國

家都可享有國際法律主權，惟卻已失去國內主權如失敗國家，若一國受到

國際干預（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便失去西發里亞主權，而無法管制

國內外交流包括勞務與商品，則是被視為缺乏互賴主權。787 當前國際秩

序仍強調以國家為主體系，惟僅有法律主權仍較少受到侵害，其他三者，

對許多國家而言，都已經歷重大挑戰。788 前揭關於主權意涵討論也說明，

主權形式已歷經轉變，傳統形式仍存在，惟已出現新的內涵，另主權亦非

絕對的排他或具單一特質。一國經濟事務受控於多國企業，即缺乏互賴主

權，另一國內部發生重大危機遭致外力干預，即失去西發里亞主權。倘一

國內部治理無法奏效，政府政令無法推行，則失去國內主權。不同主權意

涵也提供檢視面臨全球化的挑戰，國家權威強弱的變化。 

Nicholas Onuf從主權隱含自由主義意涵加以檢視，指出，主權亦為法

律建制（regime of laws），係人民讓渡能動性予國家所組成，以利擴展政治

                                                 
781 Daniel Deudney, “Binding Sovereigns: Authorities, Structures,a nd Geopolitics in Philadephian 

Systems,” in T.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Constru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90.  

782 Stephen Krasner, “Problematic Sovereignty,” in S. Krasner ed., Problematic Sovereignty: Contested 
Rules and Political Possibili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783 涉及國家權威與控制力量，政體中合法權威的認定與權威有效執行的程度。Krasner, 
Sovereignty, p. 4, pp. 11-12. 

784 涉及國家控制力量，國家管跨國交流能力。Ibid., p. 4, pp. 12-14. 
785 對具有正式獨立管轄權的領土實體所給予認同。Ibid., p. 4, pp.14-16. 
786 將外來者排除於一國領土之外。Ibid., p. 4, pp. 20-24. 
787 Ibid., pp. 3-25. 
78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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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社會活動範疇，其中包括和其他國家之互動。據此，國家主權被賦

予特定功能效益，主權絕對權威來自其對應國家治理能力，倘國家無法實

現治國能力，則主權正當性將出現危機。789  

綜上，全球化下，國際社會出現規範與實踐之變動，對於國家地位出

現新標準，近年來，關於人權保障、民主化、良善治理等已成為國家地位

檢視之依據，國家在上揭規範倫理中，呈現不同程度國際社會化。790 

另冷戰結束，失敗國家問題挑戰對國家地位之單一論述，學者

Christopher Clapham指出，國際關係中對國家地位定義，反映消極主權觀，

即構成要件，而非事實要件，國家確實具備國家地位，惟並非所有國際認

同的國家都具備完整國家地位，一些國家僅能被視為是準國家地位

（quasi-statehood），特別是那些內戰；族群衝突、貧病交加的國家而言，

如次撒哈拉非洲國家而言。791 失敗國家說明國家地位衰退、瀕於崩解所

面臨困境。脆弱國家（Fragile Sate）、瓦解中國家（Collapsing State）、失能

國家（Incapable State）等國家型態都隱含國家地位面臨挑戰或處於不穩定

狀態。Stephen Krasner所分析四種主權意涵亦說明前揭國家型態所面臨困

境，失敗國家等大多仍享有國際法律主權，惟已無法保全西發里亞主權及

國內主權。792 另學者 Robert Jackson也指出，國際關係中，國家所具備主

權內涵並不完全相同，有積極主權（positive sovereignty）及消極主權

（positive sovereignty）之分，前者意謂國家具備有效統治所屬領土及人民

之政府，國家有能力阻擋外敵入侵；而消極主權則缺乏有能政府，主權地

位僅繫於國際承認。793 對許多失敗國家而言，實存國家意涵和傳統理論

                                                 
789 Nicholas Onuf, “Intervention for the Common Good,” in G. Lyons and M. Mastanduno eds., 

Beyond Westphalia? State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4. 

790 Armstraong, “Glbalizationa nd the Social State,” p.478. 
791 Christopher Clapham, “Degrees of Statehood,” in Sarah Owen Vandersluis eds., The Stat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pp. 31-34. 
792 參見本文第一章相關討論。另失敗國家問題參見本文第六章討論。 
793 Robert Jackosn, Quasi-states: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探討：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220

所稱理性行動者大相逕庭，國家已非領土內最高公共權威，叛亂團體與政

府軍勢力相當，另國家已無法提供人民秩序與安全，而是國際非政府組織

等非國家行為者扮演公共服務角色，另國家資源與權力亦已為少數階級或

族群所專擅，794 此等國家已非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所指稱理性行為者，

總知道如何追求國家最高利益。前揭學者對國家地位分析，都涉及對主權

意涵之分析，亦有相互呼應之處，另亦突顯冷戰結束後國際關係浮現問

題，全球化下國家主權、權力、安全等深受國內外力量之牽制、干涉、形

塑等影響。 

Shaw研究全球化與國家地位指出，當代國際關係裡理論無法對國家提

出創新觀點，原因在於忽略全球化這個面向，雖馬克斯主義與自由主義也

強調全球這個概念，惟都忽略國家與全球化間相互辯證關係。795 在全球

化之下，進入國際政治的行為者會受到來自全球權力結構的挑戰及機會，

傳統理論所稱國家主權具單一性與排他性之特質，正歷經轉變。Shaw 認

為，就當前國際政治發展，國家主權出現不同於前的型態，至少有以下三

種： 

（一）國家主權共拌（pooling），透過常設國際制度之建立，主權已被

制度化於國際合作活動之新型態。 

（二）國家主權延伸：個別國家司法管轄權擴展到主權領土之外區域。

領土主權有相互重疊，而非相互排斥，個人或是集體制度組織

在其他國家領土內運作，領土國家機關制度可在領土之外地區

有所作為。 

    （三）司法主權之物質層面：司法主權（juridical sovereignty）往往來

自權力關係物質面向，權力常來自經濟權力而非正式政治關

係。796 
                                                 
794 Clapham, “Degrees of Statehood,” pp. 37-44. 
795 Shaw,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8. 
796 Shaw,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pp. 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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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 認為，研究國家與全球權力關係，不應從國家權力或角色消長

角度，而是應將全球性加入國家地位之分析當中，並認識到國家受到全球

政治中多元權力之制約或提供權力。Shaw 認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馬

克斯主義等對國家觀點都過於靜態，以自由主義而言，互賴理論、體制理

論或全球治理等簡約視國家為民族國家便缺乏動態變遷之思考，另稱軍事

議題已不再重要一說，也是對實存世界之錯誤歸結。797 自由主義對國際

關係理論貢獻，在於引介「複雜依賴」之分析概念，惟仍無法清楚定義或

重新定義國家概念，其所指稱國家與現實主義同，不同處僅在國家互動模

式，而所強調互賴概念，事實上僅囿於國際組織或者議題導向體制形式。

798 另針對批判理論等具有反思主義相關理論稱國家將為其他行為者所取

代論點，Shaw 亦提出不同見解，認為國家在實存國際政治中仍為主要角

色，國家概念會更加豐富，不必然為其他政治社群所取代。Shaw 強調，

國家不僅具有民族國家權力單一面向，亦因與全球權力結構交會，而呈現

出複元性。 

Shaw在傳統概念基礎上，加入全球權力結構之分析層次，提出「全球

國家」概念，藉以說明傳統主權的延續與轉變。透過全球性分析途徑，國

家中心論所指涉「國家」已非現實主義所指單一整合之民族國家。當代民

族國家已發展出大於西發里亞意涵之國家形式，一般而言，大多數國家既

非完全統合、民族性，亦非同質單一形式，另國家權力集中程度亦不同。

799 Shaw 指出，進入千禧年之後，作為國際政治主題之國家，其指涉意涵

已非囿於西發里亞時代、冷戰與後冷戰時代所認同者。800 另全球化所突

顯安全問題，亦說明全球化並非均質活動進程，而是不均質連結與擴展，

與國家型態及世界秩序形成相互連帶關係。另全球性意涵，在於呈現許多

                                                 
797 Shaw,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9. 
798 Ibid., p. 9. 
799 Ibid., pp. 26-27. 
80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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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現代或後現代政治社群存在的力量，全球化刺激傳統與新興力量覺醒。

其中以當前活躍族群團體，即有四種類型與現代國家並存，分為：族國主

義者（ethnonationalists）、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s）、社群競爭者

（communal contenders）及族群階級（ethnoclasses）等。801據此，西發里

亞所揭示國家管制所有地方團體、區塊化力量之權力優越，並非普遍現

象，802 換言之，西發里亞國家形式並非所有國家行為者表徵，SØrensen即

指出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已存在三種國家型態，說明國家與主權不對應關

803係。全球化國際網絡存在三種國家類型，分別是西發里亞型態、後殖民

型態及後係現代型態（見表二十），衍生出不同主權、安全及國際秩序之

意涵（見圖十）。804  其中，關於後殖民型態國家多見於失敗國家、失能

國家等，其等對於國際安全、主權絕對論及現代國家論述等，形成不相符

對應，本文第六章將說明失敗國家問題對上揭要點之啟示。 

對主權重新概念化，呼應前文所提，要旨不在於提出反國家中心或非

國家中心方案，而是認識到主權所區分內外面向所隱含相對及建構政體，

進而呈現國家形式多樣性。805 在此，主權仍可作為一個集體概念，呈現

某個全體（whole），惟並非僅有一個全體，全體存在各種不同形式當中，

相較於傳統主權國家所標示之固定、不可侵犯領土邊界，某一種全體可被

理解為涵蓋重疊認同體系之寬鬆、可滲透性之邊界。 

                                                 
801 Ted Robert Gurr、Barbara Harff著，鄭又平等譯，《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台北：韋伯，200

年，頁 15。 
802 Spruyt,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System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42-344. 
803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117. 
804 SØ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 97. 
805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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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當代國際體系中國型態：三種類型 

 

 後殖民類型 西發里亞類型 後現代類型 

主權 僅具司法主權意

涵 

具實質主權意

涵，並具內外主

權自主性 

操作性主權意

涵，與超國家組

織共享主權 

經濟 依賴型態 

異質經濟結構 

自給自足型態 

一貫國家經濟政

策 

全球化型態 

屬較大福利共同

體之一部份 

政體 個人統治型態 

脆弱政府組織 

多元政體 

具強而有力政府

組織 

複邊主義 

正在形成跨國政

治網絡 

民族性 無 有 有，惟受到多種

認同挑戰 

資料來源：SØ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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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全球化、主權國家型態及世界秩序三者關係 

 

 

 
資料來源：SØ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 93. 

 

三、傳統安全與人類安全並存 

 

安全辯證關係 (security dialectic) 涉及國家中心及人類中心之安全概

念，關乎兩個指涉對象，即國家與人民，亦涵蓋國內及對外安全，此辯證

關係亦涉及因果與建構關連之分析，意味兩種安全分析架構之合流。806 透

過辯證關係，建立兩種迥異安全觀對話及整合之中間地帶，提供國家（傳

統）安全及人類安全、對外安全及國內安全、秩序及正義、及何謂安全及

何者應為安全等兩種論述間對談、溝通關係。807 相較現實主義所主張傳

統安全論述，及反思主義倡導人類安全，全球國家同時存在兩種安全關

切。對西發里亞型態國家而言，國家間兵戎對峙，仍為重大威脅，然對後

殖民型態國家而言（見表二十），特別是失敗國家、脆弱國家或崩解中國

                                                 
806 Kerr, The Evolving Dialectic between State-centric and Human-Centric Security, p. 2. 
807 Ibid. 

不均質

全球化

世界 
秩序 

主權國

家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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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等，國內戰亂、貧窮、疾病及社會暴力衝突，成為安全威脅來源，領土

內最高權威無法也無意兌現其獲取權力與暴力基礎之安全與治理承諾。而

對於後現代型態國家而言，環保生態、國際犯罪防治、禁止人口販賣、人

權保障、民主治理成為其關切安全議題。全球政治由不同意涵國家型態組

成，主權、安全與國際秩序仍為關鍵，惟已對應不同層次主體與目的。傳

統軍事議題及強調人本關懷之人類安全，都具有真實性。另傳統或人本安

全議題，國家仍具關鍵作用，失敗國家人民因內戰而蒙受生命財產威脅，

關鍵在於國家職能，國際組織發揮解決環境保育、人道救援、兒童婦女保

障等角色，係國家權力投射及調和過程。調和兩種極端觀點安全觀之後，

可察與前揭文所提綜合性安全、非傳統安全等議題範圍均有重疊處，惟前

揭二者係以國家為主體擴充之安全概念，而忽略國家扮演安全角色之正當

性及適合性之問題，同時也忽略國家安全角色失敗對人民生存發展可能造

成之威脅、迫害；這再次突顯國家確具安全角色之意涵，惟在全球化國際

連結網絡下，國家職能與安全威脅多樣性間對應程度，構成安全議題本質

及解決之道，國家仍為安全政策一環，惟對應國家內涵及因應策略已不同

於冷戰時期。808  

歸結而言，經歷後冷戰、全球化進程等顯著國際秩序變遷，主權國家

所形成國際體系依然具關鍵作用，這是鑒於主權國家仍為決定人們生活方

式之總體結構（macrostructure）。即使審視人類安全重要性，主權國家仍

為最重要總體結構。809 另在多元、紛雜安全議題中，國家仍作為呈現利

害關係之關鍵參照架構。810事實上，自有國家開始，便一直深受其他國外

或國內行為者所挑戰，欲取代其使用暴力、權威、權力之權利，惟當前國

家仍是使用前揭權利之合法權威，即使是歐盟已具跨國組織形式，惟運作

                                                 
808 Del Rosso, “The Insecure State,” available at : http: //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rosso.htm   
809 SØ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 92; George SØrensen, “Individu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Dialogie, Vol. 4 (196), p.374. 
810 Del Rosso, “The Insecure State,” available at : http: //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ross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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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基礎仍來自會員國，811  

 

本章結語 

 

本章說明兩種重新理解國家中心論途徑，一為建構性觀點，二為全球

性觀點，前者對應國家中心論建構主義論述，後者對應全球國家的概念。

兩者都不是代表某種理論學說之極端觀點，相反地，都是建立兩造對抗關

係中間地帶之合成觀點。 

Wendt 致力於建立國際關係理論社會學研究，惟不似極端後實證主

義，亦不排斥國家中心論的諸多基本假設，建立起國家中心觀點建構主

義，形成Wendt觀點建構主義，在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間形成中間地帶。

對國際無政府狀態的假定，現實主義主張結構觀點並導向衝突行為，自由

主義強調過程觀點，導向合作行為。Wendt 則是主張，沒有單一的解釋邏

輯，無政府係國際實踐所形成，其為國家所創造（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812 總言之，國家中心論的建構主義建在於從社會知識、社會實踐

以及社會認同及利益來研究國家行為。  

Wendt 對於傳統理論批判，旨趣並不在於挑戰國家中心論觀點，而是

批判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等過於強調物質及理性主義的國家解釋，對國家

自我利益設定，提出另一種解釋途徑。813 Wendt觀點的建構主義，建立起

與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間對話平臺，亦共用許多相同基本假設。 

Wendt 強調係國際政治主要決策者，814 惟充滿形塑國際結構之能動

性，論倘國家認為身在自助、衝突國際體系，那是實踐使然，透過實踐改

                                                 
811 Armstraong, “Globlization and the Social State,” pp. 467-468. 
812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64. 
813 Ibid., p. 61. 
814 Ibid.,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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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將可改變建構國際體系之相對主觀認知，815 Wendt稱，現實主義對國

家諸多假設都是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換言之，新現實

主義所堅稱之自助體系係是可能變動，或轉換其他樣態，無政府狀態不必

然會產生自助國際體系，進而造成國家間衝突。即使在無政府狀態，國家

有其他選擇，他們可逃避自助選項，可以規避衝突，其關鍵在於行為者的

想法與作法。Wendt 強調透過國際制度、合作進程等將助於國家自利行為

轉換成集體認同（如利他行為），國家認同及利益在無政府狀態中於是將

發生轉變。816 總言之，國家具有決定國際體系之能動性，國家意念及作

為可能發展出衝突或是合作的國際體系，而國家作法繫於其認同及利益，

國際無政府並無本質可言，係國家所形塑，國家認同與利益係動態變遷狀

態，並非一成不變之既存事實。817   

後現代主義學者批評Wendt等建構主義學者研究國家層次，仍在在現

代主義理論所界定的國家這個框架打轉，而未探討是哪些實踐造就國家這

個主體，818 而Wendt則是辯稱，人類世界源頭不能被遺忘，這隱含Wendt

認為國家仍為研究國際關係核心，研究必須具有解釋效益。Robert Keohane

視建構主義為反思主義陣營，並認為反思主義觀點在於描述，而不在於解

釋，且規避因果關係討論，因此在問題解釋上缺乏效益。針對此點，Wendt

辯稱，建構性觀點不必然就是描述性，而實證主義方法亦非全然為解釋

性，建構性途徑亦可兼具描述性及解釋性效益。819 Wendt認為過於強調建

構理論之描述特性，將使得理論遭致邊緣化。建構理論應當也具有問題研

究之解釋力。820 

                                                 
815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s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p. 

391-425. 
816 Ibid. 
817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60. 
818 Ibid., p. 78. 
819 Alexander Wendt,”On Constr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special issue (1998),pp. 101-117. 
820 Ibid.,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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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進程，引發學界與決策人士重新審視國家中心論之真實性。全

球化指涉反思、批判精神。國際關係理論後實證主義影響力受到提升，與

全球化發展息息相關。國際關係理論第三次大辯論即呈現後實證主義對實

證主義辯論，反思理論對傳統展開廣泛檢視、批判，進而解構國家中心論

相關論述，其對應安全、主權及國際秩序，對國家優越性及必要性採取全

然否定態度，惟反思主義雖強調正義、解放、關懷等人本關懷，惟終未能

取代傳統理論主流地位，針對國家中心論觀點，旨在破解而非創新。採取

溫和批判觀點Wendt調和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並重新主張國家中心觀

點，企圖建立社會學的國家理論。渠運用社會學中能動者與社會結構辯證

合成概念，說明國家與國際結構相互形塑關係，建立社會建構分析裡架

構，隱含國際社會化概念，Armstrong 所提「社會性國家」亦呼應上揭論

點，強調國際場域及國家兩者，係相互涵化關係。在此，國際社會化已非

單指國家調適單一、固定不變社會規範之，而是指涉國家與國際社會相互

傳輸、調和關係，這構成建構性分析途徑。 

另全球性觀點非指全球化對國家權力消長之推定關係，而是國家在全

球國際網絡下衍生出之特質或型態，Shaw以全球國家說明國家單一性（傳

統民族國家意涵）及複元性交錯，於此，國家型態、主權、安全與國際秩

序出現相對相關，不再是完全對應法則。國家在全球社會關係網絡，承受

各種挑戰與壓力，惟亦可察，在多元、繁雜全球決策中，國家仍具有其他

行為者無法取代之正當性，這若干程度呼應國家所具備歷史社會意涵，與

反思主義強調主權係人類社會實踐產物出現呼應。進入 James Rosenau所

言後國家時代，主權仍在全球政治中扮演設立規則、管理及限制其他行為

者角色，如管制邊界移民、規範國際企業、國際組織行動模式等。821 在

此國家已非現實主義指稱民族國家，主權也非僅具西發里亞意涵，國家中

心論仍具真實性，惟已具備建構性及全球性意涵。另對於國家主權重新理

                                                 
821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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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概念化，已跳脫強調我者對他者分野，而是強調後國家型態在整合主

權論述中所隱含獨特角色，在調和各種治理模式過程中，如何不致使對婦

女、弱勢族群及其他被視為他者群體之漠視、邊緣化，並認識到，在國際

政治空間中，後國家與其他行為者間所形成相互依存、複元性及政治意

涵。822 

                                                 
822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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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失敗國家相關問題：主權與安全啟示 

 

「失敗國家」意指一國政府無法發揮國家功能，致使國內長期處在失

序及混亂狀態，暴力與衝突不斷。失敗國家內部動亂嚴重影響區域安全，

成為後冷戰國際關係重大安全問題，成為國際和平與穩定重大挑戰。觀察

一九九 O 年代飽受戰火流離地區如阿富汗（Afghanistan）、蘇丹（Sudan）、

衣索比亞（Ethiopia）、安哥拉（Angola）、盧安達（Rwanda）、象牙海岸（Ivory 

Coast）、索馬利亞（Somalia）、賴比瑞亞（Liberia）等國都符合失敗國家的

特徵。這些失敗國家一旦發生衝突，很容易衝擊到鄰國安全，成為區域和

平與穩定重大威脅，其所引起傷亡人數往往不亞於戰爭，衍生出難民、疾

病、武器毒品交易、人口販賣等問題，不但衝擊區域安全，也對國際安全

造成重大威脅，另觀冷戰後國際社會的回應，國際干預（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出現更積極作為，這已對傳統國家主權形成挑戰，也隱含國

際社會對狹義國家安全之反思，出現概念轉移趨勢，從軍事安全擴大至發

展的安全，或言人類的安全。 

研究失敗國家問題，亦呈現對國家中心論之反思，分別對傳統理論所

指涉現代國家、主權國家及安全國家等對應命題之檢視。另一方面，失敗

國家危機也說明西發里亞國家型態並非後冷戰時代唯一國家形式，當前國

際體系至少存在三種國家類型，分別為：西發里亞型態、後殖民型態及後

係現代型態，這構成分析國際合作、衝突、和平與戰爭等分析架構（見表

二十）。823 冷戰、殖民經驗、全球經濟發展、國際恐怖主義及國際人道干

預概念轉變等，都呈現出別於傳統民族國家意涵之國際秩序。失敗國家問

題研究一方面呈現後國際關係時代特質，國家對應秩序與穩定概念已受到

                                                 
823 SØrensen, “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 pp.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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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另其內部戰亂、殺害及社會暴力衝突型態，衍生跨越國家主體安全

觀，軍事與安全的對應論述，為發展與安全論述所取代。另國際社會積極

（具發展意涵）之介入，亦可說明全球性與國家權力交會過程，國家已非

使用暴力唯一合法行為者，國際組織、相關國政府、公民社會團體等亦可

分享國家獨占法律、警察、司法等公共權威，並扮演更為稱職公共服務角

色，如提供食物用水、衛生醫療、教育就業機會等。而國際和平計畫中強

調社會族群利害關係，亦是呼應反思主義所指受壓抑非國家行為者。大多

數文獻對於失敗國家問題研究，在於探索其對國際和平與穩定衝擊，即國

家失能所致國際安全威脅，主要係從國家中心觀點論述之，呈現實證主義

研究取向。作者認為失敗國家意涵亦可申論本文前敘國家中心論之反思，

即破解國家對應主權、安全、國際無政府之推論論述，另也審度國家是否

確為合法、合格公共管理行為者角色。另失敗國家問題也突顯傳統理論對

國家地位之有限理解，特別在複雜的全球網絡中，失敗國家問題也說明全

球性之意涵，其受到全球權力限制與規範，國家地位構成必須加以重新思

考並組成，其中如治理能力、人權保障等。另國際干預說明國際規範之轉

變，出現積極和平及主權的觀念與實踐，這已反映至其他國家安全政策內

涵。綜上，作者認為失敗國家問題研究，一方面呼應反思主義對主流論述

批判的一些要義，另一方面，亦可說明作者所提建構性及全球性國家中心

論觀點。 

下文首先將討論失敗國家定義、對國際安全衝擊，及國際干預型態轉

變，最後將檢視失敗國家如何啟發對傳統理論安全、主權、國際秩序等論

述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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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何謂失敗國家？ 

 

「失敗國家」一詞於一九九 O 年代末逐漸廣為學界討論，824 該詞係

對應西方近代政治脈絡中「現代國家」概念衍生而來，自一六四八年西發

里亞條約後，確立以主權國家為中心之國際體系，「國家」概念被化約為

「係非人格化及享有特殊合法及憲政秩序，具有對特定領域行使行政及控

制之職權」825 綜合前揭 Hobbes、Weber 等人觀點，現代國家基本功能包

括（1）提供內部及外部安全；（2）提供某種程度代表性及合法性以及（3）

提供人民福利及財富等。826 倘一國無法提供上述功能，特別安全層面，

失去控制領土能力，無法壟斷國內武力使用，即成為失敗國家。827 失敗

國家相反詞稱為「永久國家」（enduring state），亦可稱「成功國家」（successful 

state）828，兩者均意指：國家有能力執行政府功能並維持社會秩序。在現

代國家論述的脈絡下，「失敗國家」可界定為：公共權威無法或無意提供

公共財者，如秩序、安全、正義及福祉等，829 造成國家法治與秩序瓦解，

                                                 
824 前美國國務卿Madeline Albright擔任駐聯合國大使時曾使用「失敗國家」一詞，該詞遂成為

熱門新興措辭，惟其對國際安全之影響，尚未引起國際全面關注。Gerald Helman及Steven Ratner
於一九九三年於英文期刊 Foreign  Policy所著一文〈拯救失敗國家〉（Saving Failed States），
失敗國家問題在學術界始見較多評論見：Gerald Helman and Steven Ratner, “Saving Fail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No.3 (Winter, 1992/1993), pp. 3-20. 後冷戰初期，一九九 O 年代初，失敗

國家相關研究侷限在區域層次，這是鑒於大多數失敗國家係屬非洲低度發展國家，國家呈現無

政府狀態、赤貧、疾病肆虐等狀態，且易發種族或族群衝突，因此大多數學者即從第三世界觀

點觀之，認為這些非洲國家實質上尚未完全獨立建國（Nation-Building）的過程，仍須仰賴西
方國家援助，否則便無法發揮國家政府的功能;相關討論見：Alexandros Yannis, “State Collaps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eace-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3, No. 
5 (2002), p. 819. 另專研非洲國家發展學者 Christopher Clapham 稱該類國家為準國家(quasi 
state)，尚未具備國家完備要件，見：Clapham, “Degrees of Statehood,” pp. 31-34. 上揭文獻都指
出失敗國家對國際安全之衝擊與威脅。 

825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p. 11. 
826 Jennifer Milliken and Keith Krause,” State Failure, State Collapse, and State Reconstruction: 

Concepts, Lessons and Strategie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3, No.5, (2002), pp. 755-762.  
827 Marina Ottaway and Stefan Mair, “State at Risk and Failed Stat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2004), p. 3. 
828「成功國家」意謂國家可提供人民大部分的公共財，包括秩序、安全、正義、基礎健康、醫療

及教育等公共措施及服務，參考：Jonathan Hill, ”Beyond the Other? A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the 
Failed States Thesis,” African Identity, Vol. 3, No.2 (2005), pp. 139-154. 

829 Jean-Germain Gros, “Toward a Taxonomy of Failed State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Dec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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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無政府混亂狀態。830 簡言之，失敗國家意味著一國治理失能，進而

導致國家動盪不安狀態。治理能力可歸納成兩個部分，一為執法力

（enforcement），政府是否具有使人民遵守法律強制力，二為政府提供公

共服務能力等。831 倘若一國失去這些治理能力，便可稱之失敗國家。其

他名詞如脆弱國家、失能國家、瓦解中國家亦有類似意涵。失敗國家問題

突顯治理、安全與發展三者互為因果關係。國家職能是為關鍵問題，已非

如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所稱，國家係理性行為者，永遠知道如何以理性方

式追求國家利益極大化，國家決策優劣，不僅影響國內安定，亦對國際造

成衝擊。簡言之，國內政治並非如 Waltz 所言無關緊要，或全然與國際政

治脫勾。基此，國家統治能力成為變數，而非常數。傳統理論國家中心論，

其所稱國家，隱含現代國家意涵，另亦假定國家必可成為成功國家。 

一些失敗國家雖面臨極大危機，甚瀕於瓦解，其地方政府仍持續運作。

以索馬利亞為例，一九九一年之後，中央政府已形同虛設，功能盡失，然

地方政府卻逐漸發揮治能，維持當地公共秩序，提供人民日常生活所需，

並保障人民免於戰亂之苦，Ken Menkhaus 稱之為「沒有政府的治理」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832 呼應前述，失敗國家一詞並非單

就其內部特徵之描述，該詞隱含一國因政治、經濟秩序惡化導致對其人民

福祉、區域以及國際安全穩定的之不利因素。833 另從國際法觀之，國際

法尚未對失敗國家提出相應規範，法理上，失敗國家仍具主權國家的地

位，即仍具國際法律主權。Ken Menkhaus指出，所謂「失敗國家」意指無

法執行與國家相符之基本職能，惟仍享有司法主權（judicial sovereignty）。

                                                                                                                                            
Somalia, Liberia, Rwanda and Haiti,”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7, No. 3 (1996), pp. 456-457. 

830 Yannis, “State Collaps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eace-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on,” pp. 817-836. 
831 Seth Jones, “The Rise of Afghanistan’s Insurgen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4 (2008), p. 

16. 
832 Ken Menkhau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in Somal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3, (2006), pp. 74-106.  
833 Yannis, “State Collaps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eace-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on” pp. 817-8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探討：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234

834 換言之，失敗國家在司法主權上仍具有國家地位，司法與事實主權間

存在差距，形成「主權鴻溝」（sovereignty gap），835 或前 Krasner 所指四

種主權內涵已不相稱，一國雖具國際法律主權，然已失去西發里亞主權（無

法避免外力介入）或國內主權（無法執行政令）等，此等差距成為國際安

全不安因素。 

至於哪些國家被稱為「失敗國家」？美國和平基金會(Fund for Peace)

與西文期刊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自 2005 年開始，每年共同發表「失敗

國家指數報告」(Failed State Index)，從政治、經濟及社會三大面向，檢視

一國失敗程度，共有十二項評估指標，836 2007 年最嚴重前 20名失敗國家

依序為：蘇丹、伊拉克(Iraq)、索馬利亞、辛巴威(Zimbabwe)、查德(Chad)、

象牙海岸、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阿富汗、幾

內亞(Guinea)、中非共和國(Republic of Central Africa)、海地(Haiti)、巴基

斯坦(Pakistan)、北韓(North Korea)、緬甸(Burma)、烏干達(Uganda)、孟加

拉（Bangladesh）、賴比瑞亞、衣索比亞、蒲隆地(Burundi)及東帝汶(East Timor)

等國。另 2006 年前 20名分別為蘇丹、剛果民主共和國、象牙海岸、伊拉

克、辛巴威、查德、索馬利亞、海地、巴基斯坦、阿富汗、幾內亞、賴比

瑞亞、中非共和國、北韓、蒲隆地、葉門(Yemen)、獅子山(Sierra Leone)、

緬甸、孟加拉、尼泊爾(Nepal)等國。837 另 Susan Rice及 Stewart Patrick在

2008 年所做「發展中國家脆弱性指數研究」（Index of State Weaknes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中就一國經濟、政治、安全及社會福利等四大面向，評

                                                 
834 Menkhau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in Somalia,” p. 80. 
835 Ashraf Ghani, Clare Lockhart and Michael and Carnahan, Closing the Sovereignty Gap: an 

Approach to State-Building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5), pp. 1-20.  
836 十二項指標分別為：(1) 人口壓力(2) 大規模難民及國內離散人民之遷移(3) 社會排除導致仇
恨團體(4) 長期高等人力外流(5) 國內團體間發展不均(6) 重大經濟衰退(7) 國家罪刑化或失
去合法性(8) 公共服務持續惡化(9) 人權普遍受到危害(10) 安全機關成為國中國(11) 派閥菁
英崛起及（12）他國或外力干預等現象。“Failed States Index Scores 2007”, The Fund for Peace, 
<http://www.fundforpeace.org/web/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29&Itemid=
366> 

837 “The Failed States Index 2007”, Foreign Policy Homepage,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cms.php?story_id=3865 (200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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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國家體質強弱程度，最為脆弱前二十名國家分別為：索馬利亞、阿富汗、

剛果民主共和國、蒲隆地、蘇丹、中非共和國、辛巴威、賴比瑞亞、賴比

瑞亞、象牙海岸、安哥拉、海地、獅子山、厄立特裏亞（Eritrea）、北韓、

查德、緬甸、幾內亞，衣索比亞、剛果共和國（Republic of Congo）等。838 

綜合上述兩份評估研究報告，可察其所列失敗國家名單頗為相似，這

些國家存在類似現象如：普遍貧困、所得分配嚴重不均、叛亂團體橫行、

政府體制蕩然無存、公共政策失當、政府貪污嚴重、社會族群緊張關係等，

839前揭研究發現亦隱含，容易成為失敗國家的國家，和一國政治經濟體質

強弱與否有高度相關，從內部面向觀之，缺乏國家與社會間協調關係者、

資源爭奪嚴重、軍事主義盛行、經濟發展低落、權力過度集中於少數菁英

或族群、公共政策不善等係導致政府失靈、國家動亂因素。840 關於失敗

國家形成因素與脈絡，Martin Doornbos歸納出有七類，分別是：（1）國家

資產私有化，國家領導人貪婪無度，如薩伊(Zaire)（今剛果）、海地、烏干

達、索馬利亞等國；（2）國家制度與國家歷史發展脈絡格格不入，社會與

政治發展導致社會分裂，如索馬利亞、查德、盧安達等國；（3）爭奪戰略

資源導致嚴重衝突關係，如剛果、獅子山、賴比瑞亞等國（4）經歷因政

治及文化重大政治權力鬥爭，如柬埔寨(Cambodia)、阿富汗、蘇丹等國；（5）

國家經歷分離、獨立運動，如剛果、印尼（Indonesia）等國；（6）國家面

臨嚴重經濟衰退，衝擊大規模人口生計，如：盧安達（7）國家機關失能

而無法提供人民基本安全需求，包括用水、糧食、醫療衛生等。841 

綜上，政府職能至為關鍵，失能政府不僅無法成為人民安全守護者，

                                                 
838 Susan Rice and Stewart Patrick, Index of State Weaknes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pp. 10-11. 
839 Krasner, Stephen and Carlos Pascual, “Addressing State Failure,”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4 

(2005), p. 155. 
840 Martin Doornbos, “State Collapse and Fresh Starts: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35, No.5 (2002), p. 802. Gros, “Toward a Taxonomy of Failed State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Decaying Somalia, Liberia, Rwanda and Haiti,” pp. 462-466. 

841 Doornbos, “State Collapse and Fresh Starts: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pp. 80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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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反成為施暴人民加害者。國際間重要打擊貪污非政府組織國際

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於二 OO八年九月發表「二 OO八

年貪污指數報告」（2008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就全世界 180個國

家進行調查研究，報告成果顯示，政府貪污情形最嚴重者依序為索馬利

亞、緬甸、伊拉克、海地、阿富汗、蘇丹等國。細察其所列貪污嚴重國家，

與前揭兩份研究調查結果多有重疊之處。該報告雖非針對失敗國家作研

究，然已經隱含政府治理失調與國際安全之連帶關係。 

 

第二節 失敗國家對國際安全之衝擊 

 

「失敗國家」就字義而言，指涉國家治理失敗導致國家陷入困境，惟

在國際區域互賴下，一國動盪不安透過邊境、國際犯罪網絡或好戰組織等

相互連結，即演變為區域與國際安全問題。失敗國家所隱含意涵，已非單

指治理失敗，而是更擴及對國際安全的衝擊。失敗國家問題亦突顯冷戰結

束國際衝突新貌，國內衝突成為國際社會不安源頭，而國家本身成為不安

製造者。以下將就失敗國家對國際安全所致衝擊進行討論，並加以深究安

全意涵。 

 

壹、國際衝突新貌 

 

冷戰終結，催化失敗國家內部衝突，國際安全威脅不再限於國家間戰

爭，國家內部鬥爭成為國際衝突新的型態，比過去戰爭成因更為複雜，傷

亡人數更多，導致人民流離失所情形更加嚴重，因而也促使更多國際干預

的介入。以非洲地區為例，一九九一年索馬利亞內戰死亡人數約 30萬人，

一九九四年盧安達種族屠殺死亡人數約 80 萬到 100 萬人，發生在蘇丹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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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回教徒與南方天主教衝突，死亡人數亦高達 190 萬人。842 另剛果民主

共和國一九九八年至二 OO 三年內戰期間，因戰爭導致死亡人數高達 400

萬人 ; 二 OO 六年非洲有近 25%人民被聯合國難民公署（UN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界定為容易遭害人口；另非洲地區亦是

世界難民主要起源國，同時也是流民最多之地區，二 OO 六年世界流民人

口約 2,400萬，其中非洲地區即包含 1,200萬人。843 這些數據意涵在於突

顯：國內戰亂所致傷亡及對國家及國際安全衝擊，並不亞於國對國間正式

戰爭。國際衝突來源不單只是國家間戰爭，亦來自國家內部衝突與暴力。 

冷戰時期，支撐失敗國家力量常是繫於美蘇兩強，後冷戰時代，恢復

或重建失敗國家努力則是仰賴國際社會各界，失敗國家問題已成為國際安

全議題。844 從冷戰到後冷戰，國家間衝突式微，對國際和平與穩定衝擊

甚鉅者，主要來自一國內部大規模暴力衝突，845 其形式包括叛亂團體長

期對抗中央政府、地方軍閥間對抗、不同族群間武裝暴力等，其等往往演

變全面性內戰，其中以非洲地區最為嚴重，如索馬利亞、剛果、安哥拉、

盧安達、獅子山等國，這些失敗國家內戰源頭可追溯到一九七 O 年代末、

一九八 O 年代初期美蘇爭逐區域權力的脈絡，嗣於冷戰結束之後衝突情勢

升高，846 族群與宗教的緊張關係、殖民歷史、後殖民時期不當的國界劃

分以及政治對立等等都是形成失敗國家爆發內戰的歷史脈絡。847 此外，

                                                 
842 Massimo Calabresi, “As Kosovo Burns,” Times, April 19 1999, pp. 28-29, 轉引自：宋學文、黃子
哲，「從東帝汶獨立運動探討美國的干預主義：一個霸權穩定論的觀點」，《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3期 ，2001 年，頁 88-89。 

843 Pierre Englebert and Denis Tull,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4 (2008), p. 109. 

844 Ottaway and Mair, “State at Risk and Failed State,” p. 4. 
845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The Challenge of Reducing the Global Incidence of Civil War,” 

Copenhagen Consensus Challenge Paper, 26 March 2004, 
http://www.copenhagenconsensus.com/Files/CC/Papers/Conflicts_230404.pdf      

846 Dougherty and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77-281. 嚴震
生，「安哥拉的內戰與和平協議」，《問題與研究》，第 43卷第 2期，2004 年，頁 31～35。 

847 Helman and Ratner, “Saving Failed States,” p. 35; Ken Menkhau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in Somal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3 (2006), pp. 74-106; Yannis, “State 
Collaps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eace-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on,” pp. 817-818; Christopher 
Cramer and Jonathan Goodhand, “Try Again, Fail Again, Fail Better? War, the State, and 
the ’post-Conflict’ Challenge in Afghanista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5, No. 5 (2002),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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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不足、糧食短缺、飢餓以及環境惡化等，則是近期國家陷入暴亂

重要因素。在第三世界的區域衝突中，政府甚至以糧食為鬥爭的工具。848 

使得衝突情勢加劇的要因在於這些國家政府已呈現無治理狀態

（ungovernability）或瀕於瓦解，以索馬利亞為例，一九九一年總統 Siad 

Barre被推翻後，國家即陷入長期軍閥割據爭鬥，國家已呈無政府狀態。 

綜上可悉，冷戰結束，失敗國家政府一方面無法阻擋國內少數民族要

求自治的浪潮，另一方面無法提供國內安全，維持國家與社會制度的運

作，在脆弱社會結構下，易發生宗教、種族、族群暴力衝突，此類衝突不

容忽視，易與國際恐怖主義相結合，非國家行為者族群派系、宗教激進份

子、地方軍團、分離主義者以及國際犯罪組織、恐怖份子以及叛亂團體等

都涉入其中，這些行為者都是現存國際規範難以管制者。在全球化緊密網

絡中，一國動亂與失序所導致暴力衝突流入在國際流動網絡當中，將對國

際安全產生莫大衝擊。849  

 

貳、失敗國家與國際安全 

 

失敗國家對國際安全影響係廣泛且具滲透性，一國國土及邊境安全瓦

解，導致國際犯罪及恐怖活動滲透與連結，逐漸衝擊到其他治理良好國

家。在此連動關係下，國家治理、法治與安全危機，透過國際流動網絡，

成為國際安全問題，850 以區域安全為例，一國爆發內戰或武裝衝突，各

派戰鬥團體無不向外界收取更多軍備，這刺激了軍火交易活絡，隨之帶動

周邊及區域軍備競賽（arms race），或招致外力進入該國內戰中。剛果民主

                                                                                                                                            
893-895. 

848 Pinstrup-Andersen, “Changing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Aid: The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pp. 381-383. 

849 Dougherty and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77-282; Krasner 
and Pascual, “Addressing State Failure,” pp. 153-163.  

850 Krasner and Pascual, “Addressing State Failure,” p. 153. Ottaway and Mair, “States at Risk and 
Failed States,”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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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內戰招致周邊七國捲入﹔一九九 O 年代賴比瑞亞（Liberia）及獅子

山國內戰也導致象牙海岸國家衰敗。另武器交易又常與毒品交易相結合，

國內持續叛亂活動，連帶地亦活絡了毒品與武器交易，許多叛亂團體憑藉

交易毒品來換取更多武器來源。851 失敗國家亦常成為恐怖主義運作溫

床。今日，許多好戰份子盤據於查德、中非共和國及蘇丹邊境之間，852 另

賴比瑞亞、獅子山及索馬利亞等非洲國家，目前已成為恐怖主義活絡地

區。諸多案例都可說明失敗國家對於國際安全影響面向。  

誠如上述，失敗國家係對照現代國家概念而來，從治理能力加以檢視，

在安全角色方面，失敗國家政府已無法扮演人民安全守護者角色、有效管

制領土及邊境安全、無法獨占武力的使用，以保障人民免於國內外暴力傷

害；甚者，更成為人民加害者角色，對人民施加暴力，如發動種族殺害。

另從國家之公共管理角色，失敗國家劣治（bad governance），是致使國家

走向動盪不安局勢之要因。853 許多研究指出無效治理係國內發生內戰、

叛亂活動等暴力衝突關係密切。854 國內衝突常源自叛亂團體或地方軍閥

作亂，而導致其坐大之因，在於中央政府已失去治理能力。 一國政府無

法有效管理運用國家資源，制訂有利國家發展之公共政策，反倒與人民爭

奪資源，並殘害人民生存利益，此外，無力因應國際競爭關係、重大環境

變遷、控制緊張社會關係及無法管制國內或跨國犯罪與暴力行為等，855 都

可稱之劣治，使國土成為非法武器及毒品交易、人口販賣、恐怖主義、難

民潮、傳染病擴散缺口。856 此外，與傳統國家意涵不符，許多失敗國家

之公共權威已為少數政治或經濟集團所竊取，形成國家權力私人化

（privatization）局面。857 

                                                 
851 Jones, “The Rise of Afghanistan’s Insurgency,” p. 14. 
852 Englebert and Tull,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Africa,” p. 109. 
853 Ottaway and Mair, “States at Risk and Failed States,” p. 3. 
854 Jones, “The Rise of Afghanistan’s Insurgency,” p. 15. 
855 Krasner and Pascual, “Addressing State Failure,” pp. 153-155.  
856 Ibid., p. 155. 
857 Clapham, “Degrees of Statehood,” pp.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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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述，失敗國家早存在於冷戰期間，惟對於該時國際體系衝擊不

大，甚至具有穩定功能。冷戰結束，美蘇在各地區代理人戰爭結束，許多

長期接受兩強外援的第三世界國家，因戰略價值消失，隨外援退去，內部

潛在衝突隨之升高，往往演變為大規模武裝對抗，遍及全國各地，國家遂

呈無政府狀態。後冷戰初期失敗國家問題尚未獲得國際深刻關切，直至二

OO 一年九月十一日，發生在美國紐約恐怖攻擊事件，震驚國際，恐怖主

義遂成為國際安全重大威脅，連帶地突顯失敗國家對國際安全的潛在威

脅，美國及其他國家政府察覺，國際和平與穩定之威脅往往來自脆弱國

家。858 九一一事件改變全球安全利益內涵，國際社會深受暴力、貧窮及

不善治理之威脅。859 前聯合國秘書長 Kofi Anna曾多次強調世界許多地區

衝突的根源來自濫權的政府、缺乏民主、違背人權的法則、掠奪性經濟政

策以及猖獗的武器非法交易活動等，860 貧窮、飢荒、用水缺乏、環境惡

化及傳染病與國際安全息息相關861。現任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

亦於二 OO 七年針對國際和平及安全挑戰議題，多次在安全理事會中指

出，影響國際安全不安因素包括區域武裝衝突、國際恐怖主義、愛滋病、

赤貧、氣候變遷、人權迫害、治理危機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常見於失敗國

家當中。862  

綜上，失敗國家問題隱含，一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情況惡化，對

                                                 
858 Barnett, “Building a Republican Peace: Stabilizing States after War,” p. 91. Yannis, “State Collaps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eace-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on,” pp. 817-820. Rice and Patrick, Index of 
State Weaknes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p. 3.  

859 Ashraf Ghani, Clare Lockhart and Micheal Carnahan, “Closing the Sovereignty Gap: How to Turn 
Failed States into Capable States,” Opinion (UK: Overs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5), 
<www.odi.irg.uk/publications/opinions>  

860 轉引自 David M. Malone and Ramesh Thakur, “UN Peacekeeping: Lessons Learned?” Global 
Governance, Vol.7, No.1 (2001), p. 12.  

861 Kofi Annan, “For a Safer World, Working Together,” Manila Times, December 27 2003. at 
http://www.globaloilicy.org/secgen/annan/2003/1227safer.htm  

862 “Secretary-General’s remarks at the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on Threat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United Nations, 8 January 2007, 
 http: //www.un.org/apps/sg/sgstats.asp?nid=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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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社會、該國人民、區域及國際安全的衝擊。863 九一一事件使國際社

會覺察，失敗國家易成為恐怖主義蔓延的溫床，這同樣涉及國家內部政經

結構失調，缺乏良善治理之故。864 失敗國家在司法主權概念上仍具有國

家地位（statehood），然，從事實面向，卻已不具國家功能，司法與事實主

權間存在差距，形成「主權鴻溝」。865 失敗國家一方面衝擊著國際體系的

穩定，另一方面，許多失敗國家亦為受援國，缺乏善治（good governance）、

濫權及貪污政府並無法有效運用外來援助資源，受援國人民生存及福祉並

無法受到實質改善。866  

冷戰期間，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因服務大國戰略利益而獲得大量經濟及

軍事援助，復得以勉強維持國家地位，惟受援國政府卻鮮少將外援用於建

國工程如健全法治及典章制度、提供人民基本所需、發展基本建設及經濟

等，外援並未使受援國成為獨立自足國家，反而使之成為更加依賴外援不

發展國家。索馬尼亞在一九八 O 年代中期即出現失敗國家特徵，一九七七

年至一九七八年間與衣索比亞爆發慘烈戰爭，之後，索國除了安全機關

外，其餘的政府職能都不斷衰退中，政府嚴重貪污、生產力驟降、人民所

得低落等現象幾乎導致國家瓦解，西方外援卻使索國免於瓦解的命運。867 

大國地緣戰略及外援政策，在軍事安全主導下，壓縮一些脆弱國家既存族

群、宗教、社會歧異及發展困境等問題，另也建構出大國中心安全論述，

如後現代主義所述，一些重要團體利益遭到凍結，並刻意被忽略。 

 

                                                 
863 Yannis, “State Collaps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eace-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on,” pp. 817-818. 
864 Mark Malloch Brown, “Democratic Governance: toward a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Peace,” 

Global Governance, Vol. 9, No. 2 (2003) p. 141. Ken Menkhaus, “Quasi-States, Nation-Building, 
and Terrorist Safe Have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at: 
http://www.lib.unb.ca/Texts/JCS/Fall03?menkh.ans.pdf , pp. 7-22. 

865 Ashraf Ghani, Clare Lockhart and Michael and Carnahan, Closing the Sovereignty Gap: an 
Approach to State-Building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5), pp. 1-20.  

866 Ibid. 
867 Menkhau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in Somalia,”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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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安全意涵 

 

失敗國家危機，突顯政府治理與國際安全的關連，另一方面，也擴大

國際安全關照的面向。危及國家與國際安全，不單來是國家間爭戰，一國

境內屠殺、貧窮、疾病、人權迫害等危及個人財產安全威脅者，與國際安

全息息相關。國內安全危機，跨越衝突地區邊境，即可能成為鄰國安全問

題，甚至可擴大成國際安全問題。後冷戰時代，國際安全威脅來源變得多

元而複雜。一國成為國際不安因素，影響國際和平與穩定者，已經超越傳

統軍事武力面向。868 冷戰時期，國際安全核心圍繞在兩強對抗情勢，以

其兩極體系衍生的區域與國家安全。在核武嚇阻的國際秩序下，軍事戰略

是首要的議題，如：圍堵政策、彈性回應、低盪等等。冷戰終結與全球化

進程的加速，對國際安全界定及內涵有著深遠影響。這是鑒於第二次大戰

到冷戰結束，國際衝突型態不斷在演變，「戰爭」型態變得難以界定，國

內政治派系鬥爭，民兵武裝對抗，地方軍閥等武裝衝突等傳，國內衝突成

為後冷戰國際安全重大威脅，正式戰爭已非影響國家與國際安全唯一威

脅，內戰或種族殺害等，威脅性更高，這與國家間軍事衝突不同，其成因

以及解決策略將更為複雜而艱鉅。國際衝突本質及成因之轉變，促使國際

安全決策者必須進一步去了解衝突關係中的歷史淵源、文化與經濟情況等

脈絡。此外，失敗國家危機也促使國際社會從全球社會的範疇界定國際安

全，全球社會下的衝突可定義為：「兩個或更多的社會團體共同使用暴力

作為手段，以達到競爭性的政治與/或社會目的，這些社會團體可能存在於

一國之內，也可能存在於兩個國家之中，或見於更多不同的主權政治單

位。」869 Waynes S. Cox指出，如果僅從國家層次來看待「暴力」（violence），

                                                 
868 關於傳統安全概念，可參見本論文第三章相關討論。  
869 Waynes S. Cox,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Global Relations,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Middle 

East” in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and Waynes S. Cox, eds.,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94),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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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忽略更多社會衝突的型式，最後，單一國家政府與國際體系終將面對這

些衝突帶來的混亂與災難。870 國內衝突來源常生於一國經濟、文化、社

會、宗教、族群等的歷史脈絡，「發展」（development）成為重要的課題，

國際和平與穩定不再繫於戰爭的消失，積極追求人民與社會安全保障，方

為確保永續和平之關鍵。細究近年來失敗國家危機，暴力衝突往往是結

果，成因通常與人們基本需求不足及社會發展困境息息相關如耕地、用

水、糧食不足、經濟發展低落、人力素質低落、人口快速成長及遷移、自

由資源濫用、政府功能不彰導致民生問題嚴重等因素。871 根據 Paul Colliers

研究顯示，低收入國家較容易爆發內戰，一九九 O 年代以降，平均每年有

0.7個內戰發生在該類國家。872 過去二十年以來，發生在海地、新幾內亞、

柬埔寨、瓜地馬拉、阿富汗以及波士尼亞等失敗國家內戰，這些國家多屬

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同時面對人口急速增加、經濟成長緩慢、失能政府以

及人類發展低落等困境。現任聯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談及非洲問題與國際

安全時也指出，如何解決貧窮問題係防止非洲爆發衝突關鍵。873 對失敗

國家危機相當關注的前聯合國秘書長 Anna亦早於二 00五年三月發表〈更

大的自由〉（In Larger Freedom: Toward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All）一文指出發展與安全的關連。874 近年來，國際安全研究，愈

加強調國際衝突之政治經濟學分析，事實上即強調「發展」與「安全」之

                                                 
870 Ibid., p. 78. 
871 Pinstrup-Andersen, “Changing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Aid: the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p. 393. 
872 轉引自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The Challenge of Reducing the Global Incidence of Civil 

War,”  http://www.copenhagenconsensus.com/Files/CC/Papers/Conflicts_230404.pdf. Paul Collier
相關研究結果相當強調內戰與經濟發展的高度相關，渠認為內戰好發於經濟落後地區，相關文

獻包括：Paul Collier and Dominic Rohner,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http: //users.ox.ac.uk/~econpco/research/pdfs/DemocracyDevelopmentConflict.pdf. Paul Collier, 

“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Conflic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http: 
//users.ox.ac.uk/~econpco/research/pdfs/EcoNomicCausesofCivilConflict-ImplicationsforPolicy.pd
f 

873 “Remarks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Summit on Africa and Challenge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UN News Center, 25 September 2007, 
http://www.un.org/apps/infocus/sgspeeches/search_full.asp?staID=126  

874 Kofi Anna, In Larger Freedom: Toward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All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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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不可分的關係。875 危及人類生存的威脅都可能成為國際安全的威脅，

人類安全的概念可概括性勾勒出失敗國家危機下，國際安全的議題範圍。

人類安全體現國際體系中人道主義的關懷，相關的議題如：人道干預、人

權、難民遷移、經濟失衡以及環境變遷等等。人類安全的提出，顯示聯合

國國際安全觀之轉變。 

國際安全議程擴大，聯合國國際安全合作也逐漸從集體安全

（Collective Security）模式，延伸至合作性安全（ Cooperative Security）

的架構。相較於前者強調國家間合作關係以及採取制裁及武力威嚇等強制

手段，後者則是強調多元行為者協力關係（collaboration），採取非強迫性

手段如協商、建立相互信賴機制、透明原則及預防措施等，另亦重視公民

社會力量的參與。簡言之，合作性安全係指結合所有相關行為者包含非國

家行為者如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當地社群等，共同合作投入衝突管理

與預防的計畫當中。876 失敗國家危機， 一方面呈現後冷戰國際秩序變

遷，失敗國家內部問題成為國際安全不安因素，另一方面，也突顯聯合國

和平行動所遇的挑戰與轉變，傳統維和行動受到諸多挫敗，為有效因應複

雜內戰衝突情勢，聯合國維和行動不斷出現新的內涵，在轉型中，逐漸出

現「建立和平」的概念與作法，以因應衝突後情勢管理。 

和平建立之提出，反映冷戰前後國際安全觀轉變，國際衝突管理思維

已從傳統軍事安全擴大至保障人民安全與發展的層次，即人類安全的內

涵。事實上，和平建立與人類安全並無理論上的相關性，惟從和平建立之

理念與實踐面觀之，其手段與目的都隱含人類安全的意涵。和平建立所投

射安全觀及國際合作模式，並不同於傳統維和行動的思維與作法。 

 

 

                                                 
875 Busumtwi-Sam,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p. 269.  
876 Tobias Debiel, “Strengthening the UN as an Effective World Autho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 versus 

Hegemonic Crisis Management,” Global Governance, Vol. 6, Mo. 1 (2000),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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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干預擴大：超越主權典則 

 

壹、 維和行動多樣性 

 

冷戰終結前後，聯合國維和行動出現不同於冷戰時代的形式，和平行

動範圍及規模也不斷擴大，在幾起任務中如在納米比亞（Namibia）、柬埔

寨、薩爾瓦多（El Salvador）及莫三比克（Mozambique）等維和行動中，

聯合國除執行監督停火及派駐維和部隊維持基本秩序等傳統維和任務

外，還擴大協助裁軍、解除軍事動員、社會重整、促進政治協商、舉辦民

主選舉、成立過渡政府及監督新政府成立等多面向任務，877 這些任務可

稱為「多面向維和任務」（multi-dimensional peacekeeping）或「複合和平

行動」（complex peace operations），878 （見表二十）。在一些案例中，聯合

國幾乎扮演了失敗國家臨時政府的角色，學者 James Fearon 及 David Laitin

稱之為「新託管關係」(neotrusteeship)。879 一九九 O 年代期至末期，聯合

國在波士尼亞(Bosnia)、科索沃(Kosovo)、東帝汶（East Timor）等國地的

維和行動，要務在於協助該地區建立「國際政府」（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 這些案例都可說明聯合國維和內涵不斷在轉變，任務不

斷在擴充，涉及面向變得多元，維和行動已出現新典範，Alexandros Yannis

稱此為「新干預主義」（New Interventionism）。新典範隱含，軍事干預雖

可解決危機並促成停火或簽署和平協議，惟衝突機率相當高，內戰好發於

衝突嚴重國家，基於此，衝突解決必須需要發展出全面的策略，正視危機

                                                 
877 James Dobbins, Seth Jones, Keith Crane, Andrew Rathmell, Brett Steele, Richard Teltschik and 

Anga Timilsina, The UN’s Role in Nation-Building; from the Congo to Iraq (Pittsburgh: Rand 
Corporation, 2005), pp. xvi-xvii. 

878 這些多面向維和行動模式，除了傳統簽署和平協定之外，還擴及國家制度重建工作，以及他

建立和平任務活動。冷戰後，聯合國此類維和行動增加，這亦反映內戰國家治理危機對國際和

平與穩定之影響甚鉅。Emglebert and Tull,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Africa,” p. 106. 
879 James Fearon and David Laitin, “Neotrusteeship and the Problem of Weak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 4 (2004), pp.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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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源頭並創造和平持久的基礎條件。880 上述關於聯合國作法隱含國際

干預擴大，也顯現傳統主權典則已受到挑戰。 

 
 

表二十 維持和平類型及任務範疇 
 
 

類型 目的 任務範疇 
傳統維持和平 
(Traditional 
peacekeeping) 

於衝突獲得解決

前建立衝突各造

緩衝 

觀察、監督及報告安全情勢﹔ 
監督停火及協助建立認證機制﹔ 
建立緩衝區及信心建立措施（CBMs）。

多面向維持和平 
(Multi-dimensional 
peacekeeping) 

協助推動和平進

程 
協助衝突各造維持穩定及秩序﹔ 
協助衝突國家重建權威及唯一武力合 
法使用﹔ 
推行法治，協助建立有效警務、司法 
及監察機構﹔ 
建立國家、區域及國際間共同協助推 
動和平進程之共識。 

過渡政府維持和

平 (Transitional 
peacekeeping ) 

聯合國協助一國

主權實體之轉移

過程 

成立過渡政府，聯合國對一國領土實行

暫時管轄，以協助國家政權和平轉移。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相較於冷戰時期保守態度，後冷戰時代以降，國際社會對於人道干預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採取較積極作為，同時透過法制面強化國際

人道干預正當性，賦予外來者介入一國事務更多的權限。881 此等現象不

僅說明國際干預擴大之事實，亦隱含國際規範及制度之轉變，人權、國際

合作、發展等議題成為與安全相關觀念及利益。 

人權侵害成為國際安全議題，國家主權並非全然不可侵犯，特別當境

內發生重大人道危機，國際社會便有介入之必要。一九九 O 年代初，聯合

                                                 
880 Yannis, “State Collaps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eace-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on,” p. 826. 
881 更多討論可參見：Thomas Weiss and Jarat Chopra, “Sovereignty under Siege: From Intervention to  

Humanitarian Space,” in Gene M. Lyons,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Beyond Westphalia?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8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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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理會已正視到種族殘殺對人權迫害的嚴重性。882 一九九一年，安理

會針對伊拉克北方庫德族遭殺害情況，做出第六八八號決議，賦予實行人

道干預正當性。之後，一九九二年，面對索馬利亞內戰衝突，安理會做出

第七九四號決議，人道干預的正當性更加明確，視違反人權的人類悲劇危

及國際和平與穩定。883 從聯合國介入海地內戰維和行動，也可看出聯合

國對於失敗國家民主治理危機的關切，愈加重視人權迫害的問題，884 聯

合國人道干預也隱含若國家無法保障人民的安全，反而使之遭受傷害，那

麼國際社會是可以干預的。885 在此思維下，聯合國和平角色逐漸擴大到

非軍事的面向，和平行動任務與目的也變得多元而複雜，涉及的資源、行

為者及行動規範等也不似傳統維和行動單純，安全政策除了達到軍事效

果，也要顧及協助衝突建構維繫和平條件之能力，簡言之，就是建立和平

的措施。相較於冷戰時期高度強調地緣戰略利益，後冷戰維和行動加入更

多人道考量。886 

聯合國安理會分別於一九九九年通過一二四四號決議及二 OO 三年通

過一四八三號決議，分別授權國際社會進駐科威特及伊拉克二國協助重建

工作。同時，國際社會針對失敗國家相關問題，開始設置相關預防機制，

如聯合國設立「建立和平委員會」（UN Peace Building Commission）、經濟

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設立「脆弱國家工作小組」（Fragile States Group）及非洲聯盟（Africa 

Union, AU）設置「非洲同儕檢視機制」（Africa Peer Review Mechanism）

                                                 
882 McDonald, “Human Secur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p. 278. 
883 Debiel, “Strengthening the UN as an Effective World Autho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 Versus 

Hegemonic Crisis Management,” p. 26. 
884 Sebastian von Einsiedel and David M. Malone, “Peace and Democracy for Hait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2 (2006), p. 154. 
885 Debiel, “Strengthening the UN as an Effective World Autho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 versus 

Hegemonic Crisis Management,” p. 26.  
886 Peter Rada, “Rebuilding of Failed States,” 

http://archive.sgir.eu/uploads/Rada-Peter%20Rada,%202007,%20Rebuilding%20of%20failed%20st
ates.pdf  根據國內學者楊永明的說法，後冷戰國際人道干涉概念已經逐漸取得某種程度的合

法性，見：楊永明，「聯合國維持和平行動發展：冷戰後國際安全的轉變」，《問題與研究》，第

36卷第 11期，1997 年，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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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措施說明，國際社會對於人道干預日趨持正面看法及積極作為。

除政府間國際組織外，國際非政府組織近年來亦積極投入失敗國家和平計

畫活動，許多組織皆認為除了傳統軍事及政治手段，透過非軍事及非政治

途徑，同時結合國家及非國家行為者角色，共同投入失敗國家重建計畫，

係防止衝突復發及創造永久和平之關鍵，較具有代表性組織如國際危機小

組（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於二 OO四年針對賴比瑞亞及獅子山

兩國國家重建建議檔中即指出，兩國和平重建過程中，聯合國和平重建委

員會、聯合國安理會、聯合國維和行動、美國、國際援助以及當事國政府

及當地各相關族群團體都必須發揮功能，才得以根本解決該二國頻於瓦解

的困境。887 

國際人道干預從消極面轉向積極面，隱含跨越國家主權意涵，浮現新

的國際規範與實踐：人權考量應勝於國家對主權之主張。國際社會正逐漸

孕育出新典則及倫理，當國家嚴重迫害人權，或國家無意保護人民免於大

規模暴力之害，則外來行為者不僅有權利，亦有責任介入，以保護受害人

民的生命財產。888 另國際干預之擴大隱含國際社會對於積極主權之思

考，一國國家地位倘若僅係於國際承認卻缺乏有效主權治理，對於國際和

平與穩定，將構成威脅。889 國際干預規範與作法轉變具體見於聯合國對

於衝突與和平之反思與新作法。 

 

貳、從維持和平到建立和平：國際衝突解決模式之轉變與延續 

 

一、和平行動轉型 

 

                                                 
887 “Liberia and Sierra Leone: Rebuilding Fail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http://www.crisisgroup.irg/home/index.cfm?1=1&id=3157 (2008/03/21) 
888 Young, Global Challenge, p. 100.  
889 關於積極主權及消極主權相關論述，參見：Jackson, Quasi-states: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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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對於國際衝突解決可分成兩大類，分別為：和平解決與集體安

全，890 其相關原則與作法揭櫫於聯合國憲章第六章及第七章。至於長期

以來實行的維持和平行動，並未見於憲章相關條文。維持和平模式衍生自

冷戰美蘇兩強對峙的脈絡，聯合國安理會為能排除大國因素而以中立立場

介入國際衝突解決，發展出維持和平行動模式，藉由多國部隊或觀察團派

駐，於衝突各造形成緩衝區，以降低衝突情勢，並透過外交途徑尋求衝突

解決，如使交戰各方簽訂和平協議。維持和平產生背景係對應聯合國集體

安全體制缺失，於是採取維持和平模式，以控制或武力衝突影響範圍，嗣

復以國際外交途徑或由安理會介入國家間衝突以達爭端和平解決。聯合國

第二任秘書長 Dag Hammarskjöld稱為「第六個半章」（Chapter 6 1/2），為

介於和平解決及授權武力使用兩者折衷的途徑。傳統維和行動功能在於監

督停火並監控安全情勢，惟冷戰終結前後，維和行動被賦予更多任務，包

括：協助裁軍、解除軍事動員、社會重整、促進政治協商、舉辦民主選舉、

成立過渡政府及監督新政府成立等，891 因此亦稱為「多面向維和行動」。

冷戰後維和行動可分為三大類，分別是：協助維持平火協議、全面性解決

及人道援助行動等。892 該時維和行動除傳統軍事目的外，已擴大至非軍

事面向，甚至涉入國家社會重建工作，此等維和行動已體現建立和平若干

作法，這與後冷戰國際衝突型態有關。冷戰結束前後，聯合國不斷擴大維

和行動任務範圍，惟無相對應的資源與行動方針，導致多起維和行動失

利，這也突顯維和模式之限制與聯合國內部亟需改革之迫切。 

Tobias Debiel指出，一九九 O 年代初期，聯合國維和行動過大於功，

從和平長期效益來看，其成果相當有限，面對失敗國家內戰問題如柬埔寨

及索馬利亞，國際干預證明並無法確保和平之持久，另外以莫三比克及薩

                                                 
890 楊永明，〈聯合國維持和平行動發展：冷戰後國際安全的轉變〉，頁 23-40。 
891 Dobbins, Jones, Crane, Rathmell, Steele, Teltschik and Timilsina, The UN’s Role in Nation-Building; 

from the Congo to Iraq, pp. xvi-xvii. 
892 楊永明，〈聯合國維持和平行動發展：冷戰後國際安全的轉變〉，頁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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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瓦多為例，兩國皆是在聯合國監督下促使國內衝突各造達成和平協議，

但是國內政治及社經濟社會不安局勢持續，這些案例都說明聯合國維和行

動對於防止衝突復發，效益不大，甚至有負面影響。893 另一方面，失敗

經驗也暴露出聯合國組織結構及決策問題，探究一九九 O 年代維和行動無

法奏效之因，與制度限制、資源缺乏及大國意願息息相關。以一九九三年

波士尼亞維和行動為例，聯合國被賦予眾多任務，然資源卻十分缺乏。894 

另以一九九四年盧安達為例，聯合國遭致的責難不僅在於無法及早採取早

期預警及衝突管理相關措施，而是面對種族屠殺事件所表現出的冷漠。一

九九四年四、五月間，聯合國盧安達援助團（UN Assistance Mission in 

Rwanda, UNAMIR）非但沒有擴大援助規模，反而縮編為最小編制，895 這

顯示大國介入意願低落。896 以更早一九九二年索馬利亞為例，由美國主

導維和任務的決策錯誤，致使維和行動失敗。897 綜合上述失敗案例，共

同問題在於聯合國忽略存在這些失敗國家潛在衝突結構，及過度依賴大國

意願及資源，898 另在尋求和平解決過程，未能於最初即將地方的民間社

會力量納入，過於仰賴大國介入因而造成時機延誤、計畫決策失誤以及過

度重視短期政治效益而忽略長期社會穩定等問題。899 

一九九 O 年代維和行動挫敗，聯合國安全角色受到各方質疑，因應失

                                                 
893 Debiel, “Strengthening the UN as an Effective World Autho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 Versus 

Hegemonic Crisis Management,” pp. 31-33. 
894 Debiel, “Strengthening the UN as an Effective World Autho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 Versus 

Hegemonic Crisis Management,” pp. 31-33; Bell and Tousignant, “Getting Beyond New York: 
Reforming Peacekeeping in the Field,” World Political Journal (Fall 2000), http: 
//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peacekpg/reform/2002/reform.htm  

895 Debiel, “Strengthening the UN as an Effective World Autho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 Versus 
Hegemonic Crisis Management,” pp. 31-33. 

896 Bell and Tousignant, “Getting Beyond New York: Reforming Peacekeeping in the Field,” at http: 
//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peacekpg/reform/2002/reform.htm 

897 Ibid. 
898 針對失敗國家危機，國際人道干預投入資源與關切程度常與情勢不成正比，大國政治意願係

為關鍵，以美國為例，面臨盧安達、剛果、安哥拉、獅子山等國內戰導致大量傷亡人口，美國

介入程度相當有限，然，在索馬利亞、海地、蘇丹等國內戰，美國介入程度相當高，這和美國

安全利益考量有關。詳見：宋學文、黃子哲，〈從東帝汶獨立運動探討美國的干預主義：一個

霸權穩定論的觀點〉，頁 83-106。 
899 Bell and Tousignant, “Getting Beyond New York: Reforming Peacekeeping in the Field,” at http: 

//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peacekpg/reform/2002/refor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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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國家帶來的安全危機，聯合國缺乏快速及正確回應的能力。900 學界及

決策者開始從目標面及制度面來審度聯合國衝突解決的角色及策略，其共

同見解包括：傳統維和行動模式顯然已無法因應後冷戰國際衝突情勢，聯

合國介入失敗國家的角色不應限於監控國家間停火行動，更應擴大到解除

軍備及解除動員、籌辦選舉、提供人道援助、協助設立平民警察以及保護

平民等後衝突時期的和平穩定措施。901 特別是針對人道干預的任務，鑒

於國際衝突來源已非單純來自「國家之間」，更多爆發於「國家內部」，因

此和平行動除了介入調停的聯合國輕武裝部隊之外，尚需要專業、政治立

場中立的緊急援助、社會重建發展的專家。902 人道行動對聯合國而言是

新的挑戰，聯合國內部必須進行一些改革才得以因應，包括：維和政策決

策過程、專業文官體系的建立及衝突預防機制的健全化等措施，要者，安

理會長期以來大國中心思維需要有所轉變，903 另為因應失敗國家衝突問

題，聯合國需要與更多行為者共同合作，包含國家及非國家行為者。904 

綜觀一九九 O 年代，聯合國角色歷經重大轉變。後冷戰初期，為因應

失敗國家內戰與武裝衝突，聯合國採取積極介入作法，嗣因無法有效處理

一九九四年盧安達及一九九五年波士尼亞人道危機，飽受國際責難後，此

後，面對內戰衝突，聯合國態度轉趨於消極，逐漸縮小維和行動規模，後

來幾次維和僅限於小型軍事觀察團如喬治亞（Georgia）、塔吉克

(Tajikistan)、賴比瑞亞及獅子山等國危機或僅限於執行一些政治任務，另

聯合國派遣維和部隊數目也逐年遞減。一九九 O 年末期區域情勢發展，使

得國際社會再度「看重」聯合國安全角色，幾起重大區域衝突，聯合國再

                                                 
900 Debiel, “Strengthening the UN as an Effective World Autho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 versus 

Hegemonic Crisis Management,” p. 31. 
901 Ibid., p. 33. 
902 David Malone and Ramesh Thakur, “UN Peacekeeping: Lessons Learned?” Global Governance, 

Vol.7, No.1 (2001), pp. 11-17. 事實上，聯合國本身也已體察後冷戰時代維和行動任務與目標已

不同於冷戰時期，相關討論可見聯合國維持和平網站，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http://www.un.org/Depts/dpko/dpko/index.asp  

903 Malone and Thakur, “UN Peacekeeping: Lessons Learned?” pp. 11-17. 
904 Bell and Tousignant, “Getting Beyond New York: Reforming Peacekeeping in the Field,” http: 

//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peacekpg/reform/2002/refor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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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被賦予重要和平任務。一九九九年六月，北約連續轟炸南斯拉夫約 78

天後，聯合國被要求在北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地面軍隊保護下接管科索夫。905 東帝汶爭取獨立建

國的衝突情勢中，聯合國被要求取代澳洲主導軍隊並協助設立臨時政府。

906 面對獅子山共和國內戰情勢，聯合國被要求取代奈及利亞主導軍隊並

執行艱鉅的和平協議。另一九九九年七月剛果與其他五個區域國家簽署

Lusaka 停火協定後，聯合國則被要求監督險峻的停火過程。907 國際社會

重新期待聯合國在國際和平與穩定扮演要角，除了維持和平局勢，維和人

員不斷被要求執行更多任務包括協助失敗國家衝突平息之後的政治談判

過程、改革司法體系、訓練執法及安全人員、解除武裝等。908  

前揭各項情勢發展，促使聯合國在一九九 O 年末期，通盤檢視傳統維

和行動的缺失，以及思索聯合國如何有效因應失敗國家衝突管理問題。聯

合國在二 OOO 年提出《布拉西米報告》（Brahimi Report），對傳統維和行

動進行全面具體檢討，也正式將建立和平納入維和行動的架構，清楚界定

聯合國維和行動應包含衝突預防（ conflict prevention）及創造和平

（peacemaking）、維持和平以及建立和平三項工作。909 

「布拉西米報告」問世之後，逐漸對聯合國維和行動產生具體作用，

會員國表現出更多政治意願配合聯合國維和行動，聯合國亦投入更多預

算、軍隊、官員、救援與發展專家等資源在執行維和行動及建立和平計畫，

                                                 
905 北約於 1993 年 3月底開始空南斯拉夫幾個重要軍事基地，連續 78天的轟炸後，聯合國於 1996

年 6月通過第 1244號決議，授權聯合國的國際任務組織(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Kosovo, 
UNMIK)與北約維和部隊進駐科索夫地區。更多討論見：湯紹成，〈當前科索夫的問題與困境〉，

《問題與研究》，第 40卷，第 2期，2001 年，頁 83-92。 
906 1998 年 8月東帝汶獨立運動達到高潮，印尼軍方續以武力鎮壓，但遭聯合國干預，使東帝汶

順利完成獨立公投。聯合國安理會於同年 9月 25日通過第 1264號決議案，派遣維和部隊進駐
東帝汶，協助東帝汶獨立建國。詳細討論見：宋學文、黃子哲，〈從東帝汶獨立運動探討美國

的干預主義：一個霸權穩定論的觀點〉，頁 83-106。 
907 William J. Durch, Victoria K. Holt,Caroline R. Earle and Moira K. Shanahan, The Brahimi Report 

and the Future of UN Peace Operation  (Washington: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p. 4. 
908 Marc Perelman, “UN Congo Force Modeling Shift in Peacekeeping,” Forward  (September 16, 

2005), http: //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peacekpg/reform/2005/0916shift.htm  
909 United Nations, The Brahimi Report (New York: United Nati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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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更多措施防止衝突復發並恢復和平秩序。 

 

二、關於建立和平之概念發展與實踐 

 

前聯合國秘書長 Boutros Boutros-Ghali於一九九二年發表〈和平方針〉

（Agenda for Peace）一文，對建立和平概念提出較完整論述，繼任的秘書

長 Anna則是付諸實行，積極催生建立和平相關制度建立，聯合國於二 OO

五年十二月成立「和平建立委員會」，Anna即扮演相當關鍵之推手角色。 

Boutros-Ghali在「和平方針」中提出後「衝突時期建立和平」的觀念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建立和平的目的在於強化衝突後和平情勢，

防止衝突復發，在暴力出現前即採取預防外交措施，傳統的維和行動並未

被忽略，而是將衝突管理擴大到對應創造和平以及建立和平的階段。在創

造和平及維持和平階段，重點在於防止衝突升高並消弭衝突，待和平情勢

來到，即努力維持和平之持久，這個階段即是建立和平的過程，910 不同

任務階段，對應不同安全情勢、運用途徑及和平目的（參見表二十二）。 

                                                 
910 Boutros Boutros-Ghali, An Agenda for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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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  和平創造、和平維持與和平建立三者的比較 

 

 和平創造 和平維持 和平建立 

定義 主要透過和平的手

段，促使敵對的各造

達成協議。 

由聯合國介入衝突

的解決，通常包括軍

隊、警察與文官。 

強化與鞏固和平的

穩定與支援行動 

階段 衝突爆發之初 衝突發生期間 衝突發生之後的重

建階段 

運用的途徑  

外交途徑 

（1）觀察團 

（2）和平維持部隊

人道援助、社會經濟

重建、選舉、教育、

民主制度 

目的 避免衝突的發生 降低、解決衝突 防止衝突再次發生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Boutros-Ghali 提出建立和平的概念，繼任秘書長 Anna 則是提出具體

執行方針，並且對聯合國體系展開全面檢討與改善。Anna在一九九七年發

表〈更新聯合國：改革計畫〉（Renewing the United Nations: A Programme for 

Reform）一文中指出要以「政治事務部」（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ffairs）

做為聯合國主要處理危機國家建立和平之核心單位，並整合相關機關如聯

合國發展計畫（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聯合國難民公署（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以及聯合國人權公署（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UNHCHR）共同投入等，並強調聯合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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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發展出有效協調及整合之共同行動。911 二 000 年，Anna召開聯合國維

和行動高層小組會議，會後做出「布拉西米報告」，一方面通盤檢討維和

行動缺失及改進之道，另一方面則指出維和行動應包含建立和平措施。912 

自此，建立和平正式進入聯合國安全與和平政策的議程。歷經前後任秘書

長倡議及積極推動，建立和平經歷概念化並形成有正當性之行動規範，成

為聯合國衝突管理之內涵，概念與行動形塑軌跡見於聯合國相關聲明與決

議（參見表二十三）。 

                                                 
911 Kofi Anna, Renewing the United Nations: A Programme for Refor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7). 
912 United Nations, The Brahimi Repor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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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 聯合國關於建立和平重要決議及聲明（一九九七～二 OO五） 

 
年份 重要決議及聲明 重要主張 
1992 年 秘書長 Boutros-Ghali發表 《和

平方針》 （Agenda for Peace）
提出後衝突時期建立和平概
念，建立和平的目的在於強化
衝突後和平情勢，防止衝突復
發，在暴力出現前即採取預防
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
措施;在創造和平及維持和平
階段，重點在於防止衝突升高
並消弭衝突，待和平情勢來
到，即努力維持和平之持久，
這個階段即是建立和平的過
程。 

1997 年 秘書長 Anna 發表《更新聯合
國：改革計畫》 （Renewing the 
United Nati0ns: A Programme for 
Reform） 

以 聯 合 國 政 治 事 務 部
（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ffairs）做為聯合國主要處理
危機國家建立和平之核心單
位，並整合相關機關如聯合國
發展計畫（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聯合國難
民 公 署 （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以及聯合國人權公署
（UN High Commissioner f0r 
Human Rights, UNHCHR）共
同投入等，強調聯合國必須發
展出有效協調及整合之共同行
動。 

2000 年 8月 聯合國維和行動高層小組會議
提出《布拉西米報告》（Brahimi 
Report） 

•檢討聯合國現行制度問題，強
化維和行動策略與資源整合 
•建立和平相關措施將有助於
維和行動執行之效益。 

•採取團隊模式用於衝突管理。
•具體策略建議包括： 
（1） 採取預防措施及建立

和平策發展複合行動
策略，強化維和行動
及建立和平的效益 

（2） 建立過渡政府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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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005 年 3月 Anna 發表 〈更大的自由〉（In 
Larger Freedom: toward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all ） 

支持設立「和平建立委員會」，
認為該委員會係防止衝突復發
及爆發內戰之重要角色，主要
的功能包括：改善聯合國因應
戰後國家重建之規劃及組織能
力、確保早期重建計畫所需經
費來源、改善聯合國相關組織
間協助衝突重建之協調關係、
提供資訊交流平台，聯合國、
主要捐助國政府、相關國家政
府區域組織、國際金融機構以
及衝突國家臨時政府以交換不
同重建策略觀點。 

2005/12 安理會第 1645號決議 決議成立建立和平委員會，並
賦予其角色與功能，依據該決
議：該委員會作為一個政府間
諮詢組織（ intergovernmental 
advisory b0dy），宗旨包括（1）
結合所有相關行為者以匯聚足
夠資源並採取整合策略，共同
投入衝突後和平建立及重建工
作（2）致力於衝突地區重建及
制度建立，以達永續發展及（3）
提供相關建議及資訊以改善聯
合國內外相關行為者相互合作
協調關係，並協助確保所需資
金來源以及喚醒國際社會對於
衝突後重建工作重視與關切
等。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現任聯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於二 OO 七年針對國際和平及安全挑戰議

題，多次在對安全理事會會議的談話中指出，影響國際安全不安因素包括

區域武裝衝突、國際恐怖主義、愛滋病、赤貧、氣候變遷、人權迫害、治

理危機等問題，因應國際新的安全情勢，（聯合國）需從整體角度來審視

並因應，聯合國相關組織必須整合成一體，制訂出結合衝突預防、維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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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以及建立和平的政策, 渠強調聯合國的角色須具整合性、綜合性以及連

續性之特性。913 

從 Boutros-Ghali到潘基文，一九九 O 年代以來，前後任聯合國秘書長

皆明確指出聯合國係維繫國際和平及穩定之中樞角色，亦強調國際安全威

脅多樣性，直接或間接指出失敗國家對國際安全的衝擊，渠等皆強調建立

和平應為聯合國因應國際安全的新思維及策略。值得注意的是，聯合國仍

視安理會為維繫國際和平與安全中樞角色，仍看重維和行動的功能，不同

於前的是，歷經一九九 O 年代維和行動的失利，聯合國企圖發展出一套國

際衝突管理與解決的複合行動架構，依循和平解決之原則，914 除保留舊

有的創造和平以及維和的模式，另納入和平建立的新做法，從爭端發生至

衝突爆發之前後，對應不同安全管理策略。創造和平係對應衝突爆發之

初，透過外交途徑停止衝突，行為者可能為政府特使、國家代表團或聯合

國等，也有可能是具有影響力個人非官方行為者。維持和平主要係運用軍

事手段降低或平息衝突，如監督停火、建立衝突緩衝區等。建立和平則是

因應衝突結束後情勢，建立維持和平所需條件，包括將強化法治、建立正

常文官系統及獨立司法及警察機關、改善人權、促進教育及社會發展、提

供技術援助及協助建立民主制度等。915  

 

本章結語 

 

失敗國家問題挑戰傳統國家中心論所連結關於安全與主權之論述，所

產生主權鴻溝、內部動亂、人民為國家所戕害等問題，已與現實主義、自

                                                 
913 “Secretary-General remarks at the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on Threat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United Nations, 8 January 2007,at  http://www.un.org/apps/sg/sgstats.asp?nid=2397  
914 見於聯合國憲章第六章。爭端和平解決的途徑有：談判、調查、調停、和解、公斷、司法解 
決、區域機關或區域辦法之利用。 

915 2000 年 8月聯合國提出的「布拉西米報告」(Brahimi Report)針對三者有清楚定義。詳見 United  
Nations, The Brahimi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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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義等當代主流國際關係理論對國家行為者之命題產生重大差距，顯現

理論與實存情勢間失衡。以下將歸納說失敗國家問題衍生於現代國家概念

之反思，另失敗國家對於實存國際秩序之影響為何。 

 

壹、 安全國家的正當性 

 

失敗國家問題顯示，國家並不必然為人民安全保護者，更可能為迫害

者，危及個人生存、社會穩定及國家政體瓦解之首要威脅。國內武裝暴力

橫生，國家失去唯一合法使用暴力，喪失維持法治及安全之能力。國家首

要威脅並非來自外敵，而是來自內部衝突。這挑戰現實主義對國家安全角

色的認定，亦是對「安全國家」正當性的質疑。 

失敗國家案例，亦可察國家並非天生就具備保護人民能力與意願。並

非所有國家都具備現代國家概念下各項能力，並進而確實履行。前揭諸多

失敗國家，已非唯一合法使用暴力之獨占者，亦無法有效整合社會差異，

消彌衝突與暴力發生，另亦無法管控領土邊境安全，杜絕外力介入。檢視

構成安全國家的兩種安全意涵，916 失敗國家對外無法守護邊境安全或阻

擋外敵侵入，對內亦無法管制社會暴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安全國

家隱含對國家治理能力的預設立場，治理能力包括執法能力及提供公共服

務能力，安全國家除了對外軍事角色之外，也隱含社會安定角色，失敗國

家問題顯示國際體系中安全國家之國家僅為少數，更多國家實為

Christopher Clapham 所稱之準國家狀態（quasi-statehood）， 缺乏有效治理

政府等國家構成之實質要件，此外，國家權力已為私人化，而非建立在公

共權威之中，這些國家衰退、動亂，已成為國際不安來源。917 

失敗國家危機顯示，須從「全球社會」的範疇，加以界定安全，存在

                                                 
916 見第一章相關討論。 
917 Clapham, “Degrees of Statehood,” pp. 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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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家社會的結構性暴力對人民殘害可能甚於國家間争戰。前揭美國智庫

和平基金會以及 Foreign Policy期刊對失敗國家的評估研究報告指出，國

內長期暴力結構係導致國家失敗要因，如執政者對特定團體施以不公不義

對待，刻意排除其於國家及社會發展之外，以政治制度及暴力壓迫其生存

權利，使之成為帶有仇恨情緒邊緣團體;一國出現威權、獨裁或軍權政府，

迫害無辜人民，對人民任意施以暴力，壓制新聞自由、司法獨立及言論自

由等人權，將軍事武力運用於國內政治目的等。918 綜上，不論檢視國家

之安全角色（現實主義觀點）或社會整合角色（自由主義觀點），失敗國

家等型態之國家，都已不符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所稱國家係自我管理、追

求最大利益之理性行為者，亦與當代國際關係中指涉國家（具有現代國家

意涵）不符，919 另亦顯現出主權鴻溝困境，國際社會已無法全然從主權

國家典則來思考國際和平與穩定。 

 

貳、主權鴻溝與國際干預 

 

失敗國家問題呈現國家司法主權與事實主權間差距，亦隱含不同主權

意涵失衡。920一國雖獲國際承認，具國際法律主權，卻已喪失西發里亞主

權，雖具權威形式，卻已失去對領土及國內事務的主導權，即失去國內主

權。失敗國家招致外力捲入內戰中，或迫使國際社會介入衝突解決，便已

失去主權排他性，即缺乏西發里亞主權，另無法維持國家運作及社會秩

序，即失去國內主權，另無法管制非法交易流通於邊境之間，即失去互賴

主權，雖國家國際地位獲得認可，惟主權內涵已十分空乏。另國際干預擴

大及正當性增強，亦隱含國際社會對主權及安全積極思考，積極主權必須

                                                 
918 “Failed States Index Scores 2007”, The Fund for Peace, 

http://www.fundforpeace.org/web/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29&Itemid=36
6 (2008/4/6) 

919 關於現代國家要義，可參照本文第一章。 
920 本文前曾提及 Krasner的四種主權意涵，亦可從失敗國家問題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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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於有能政府、良善治理，積極安全則須涵蓋與人民相關安全需求，人

類安全體現安全積極意涵。 

上述主權鴻溝成為國內及國際安全的不安因素。聯合國、其他國家政

府及國際組織等介入，如維持和平、外交協商、國際人道緊急救援或協助

戰後重建發展等措施，逐漸超越主權典則，直接介入一國內部事務，這呈

現主權規範之矛盾，一方面，國家被視為國際體系同等單位，國際地位的

均等隱含不干涉內政原則，國際干預明顯違反此一原則，這亦挑戰現實主

義關於理性行為者的假定，失敗國家顯示，國家並非同質的理性行為者，

永遠知道如何保衛領土安全及維持秩序，以確保人民安全與福祉。換言

之，許多國家並不是現實主義所認定的國家行為者。另一方面，對照傳統

領土主權國際規範，隨著冷戰後國際情勢演變，出現更多新的價值與實

踐，綜觀前所述聯合國等對失敗國家衝突解決積極介入，建立和平計畫幾

乎等建國工程，已可謂全面的介入，這隱含國際干預已非消極價值或非不

得不作為，甚隱含侵害一國主權，而轉向人道關懷之正面價值積極作為。

921 國際人道干預已從解除生命危難到創造和平機會，和平任務也從平息

衝突到根除衝突源頭之思考，強調預防甚於治療，治本重於治標的觀念。

這些觀念轉變亦呈現更多道德面的規範，人本價值可與國家權利相互競

逐，這意味著脆弱、衝突國家將面臨更多主權困境。 

後冷戰初期，國際間出現更多的失敗國家，先前受西方國家大量援助

的第三世界國家頓時成孤兒，受援國出現發展遲緩、社會衝突頻傳的不安

局面。早期，西方國家認為在這些國家建立民主制度並發展自由經濟，即

可解決發展困境，惟後來許多實例發現，這些國家即使實行西方民主制度

如舉行大選並發展自由經濟仍無法避免內部暴力衝突。這些國家是否有能

力成為一個國家，並扮演好國家角色，令人質疑，特別是藉由外力構成國

                                                 
921 Weiss and Chopra, “Sovereignty under Siege: From Intervention to Humanitarian Space,” pp.  

87-11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反思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探討：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262

家，其國家地位令人擔憂。學者 Arief Yusuf研究非洲國家發展困境指出，

許多非洲國家雖已獨立建國數十年，惟仍在確認國家地位的過程，對一些

非洲國家而言，國家地位仍處於不確定的狀態，或言尚未構成國家要件，

雖已獲國際承認成為合法國家，內部卻呈現無政府狀態，並無法執行國家

功能，國際法賦予每一國家相對應國際地位，然卻尚未處理失敗國家的問

題，這種矛盾成為國際安全的隱憂。922 這也再再突顯主權困境，當前所

有國家幾乎都可獲得國際認同，享有司法主權，然卻只有極少數國家享有

西發里亞的主權地位。國際干預頻繁說明許多國家司法主權並無爭議之

處，惟西發里亞的主權地位卻出現極大危機。923  

失敗國家問題亦可說明前Martin Shaw所提國家地位補強之必要。924 

盱衡當代人類社會，國家確實仍為國際關係重要角色，國家地位之要件，

必須加入全球權力這個面向，即國家因應全球事務及管理國內歧異之能

力，這亦呼應本文前所論，國家具有單一性及複元性之面向，即國家仍具

有主權國家單一性格，然在全球化過程，亦已演化成具有全球性之國家型

態。另，失敗國家問題也說明當代國家研究需跨越西發里亞脈絡，而是從

全球化政治空間加以觀察、研析。Shaw指出，當代國家中心論問題並不

在於國家是否為中心或角色取捨問題，而是從現實主義理解所致困境，即

獨斷地認定民族國家及國家體系係為生生不息實存，並可隔絕社會力影

響。從實存觀之，國家仍為國際政治主要行為者，惟國家權力已非集中於

單一、國族及整合形式當中，二十一世紀國家型態座落於複合、多層次相

關的全球社會關係中，除既存民族國家社會體系，另國內制度混亂、國家

與非國家社會關係多重連結關係等，都存在於當代國家內涵中。925 

 

                                                 
922 Arief Yusuf, “Reflections on the Fragility of State Institutions in Africa,” Africa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 (1995), pp. 3-8. 
923 Krasner, Sovereignty, p. 8. 
924 參見本文第五章。 
925 Shaw,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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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強化主權中心國際秩序 

 

從國際干預失敗國家案例可悉，當前國際社會並不在於尋求後國家國

際秩序，或尋求國家以外政治權威，相反地，聯合國等集結國際力量，投

入拯救失敗國家，使其免於衰亡命運，隱含強化既有國際秩序之努力。所

謂既有國際秩序，即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所稱國家中心體系，主權國家係

國際秩序基礎，因此如何防止失敗國家動亂、失序，而致區域及國際之不

安情勢，如何強化主權國家維持國家安全與秩序之能力，仍為聯合國與其

他西方國家維繫國際和平與穩定之核心思考。從主權觀點，聯合國重建失

敗國家計畫，目的在於縮小「主權鴻溝」，讓具司法主權國際成員更有能

力去扮演良善國際角色，其策略在於強化一國治理能力，使其重獲國內主

權，對內可維持社會秩序，並可善加管制邊境安全，杜絕外力介入，重新

獲得西發里亞主權內涵。 

國際干預面向擴大，突顯國家主權困境，惟並不意味尋求替代國家方

案，或成立超國家組織來管理失敗國家。當前國際社會尚缺乏國家以外方

案，國際制度設立國加入場機制，卻無退場機制，維持國際和平與穩定思

考，仍寄望國家內外主權相符，扮演成功國家之角色。綜上，失敗國家問

題與國際社會回應，在理論及實務層次上，仍呈現國家中心論思維，惟已

從主權、安全及規範倫理等層次進行反思，已重新建立符合實存國家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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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第一節 研究成果與貢獻 

 

檢視本文研究目的，在於審視一九五 O 年代以降，國際關係理論中

國家概念之相關討論，亦可謂係對國家中心論之觀點與假設，循當代重要

理論體系，逐一探究該論點如何受到實證主義之形塑及強化，及其後來反

思主義對其解構的路徑。歸納而言，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理論傳統，奠定

國家中心論基本樣貌，其所指涉的「國家」隱含現代國家、主權國家、安

全國家等預設意涵。然值得深究的是，國家中心論相關理論雖同樣認可國

家係國際政治核心角色，惟不同典範理論對國家利益與互動模式等相關論

點不盡相同，這亦涉及到國家與國際體系相互關係，如自由主義學派已將

國家角色擴展至貿易國家角色，強調經貿安全利益，並重視國家間合作行

為。John Hobson從能動性分析觀點，界定不同理論分類，提供系統性比

較，亦歸納出國家與國際結構相對關係。 

本論文重要研究價值之一，呈現在一九八 O 年代世局變動及社會科學

後實證主字興起等背景下，探討國家中心論遭致批判與解構力量為何。另

本文在國家中心論探究基礎上，透深入探討傳統國家行為者內涵與特質，

並延伸至主權、安全、國際無政府狀態等重新認定與詮釋，以提供一個富

整體性分析架構。 

國家中心論確實受到來自多元主義及後實證主義相關理論挑戰，惟從

學術版圖觀之，國家中心論仍為國際關係理論重要觀點及命題，這若干程

度證明傳統理論之價值，然國家概念歷經多次洗鍊，已與傳統主權國家概

念也所區別，現今，我們所指稱的「國家」，已較十七世紀、二次戰後及

後冷戰初期來的複雜而難以定義，全球性所投射政治空間（全球社會），

以及後現代性所指異質、去中心全球權力網絡等呈現交錯多元權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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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互動結構、決策體系等，都已不同方式及程度併入國家概念組成當

中。作者經檢視理論發展及相關文獻綜察，國家中心論歷經建構、解構過

程，已漸出現再建構過程。再建構隱含對傳統及創新理論之合成過程，亦

亦呈現兩個極端典範間的「中間地帶」，這似也說明，極端觀點對於重新

理解、概念化國家，將也所限制，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分據國家中心論

兩個觀點，一些學者認為，辯證關係、理論觀點合成，都有助於開發、擴

大國家中心論解釋效益。現代性對後現代性、冷戰對後冷戰、主權國家對

全球化，都可建立中間地帶。作者認為，理論合成對於建立新的研究觀點

與分析架構，確具效益。在辯證、合成過程，國家對應安全、主權及國際

體系等，亦將獲致較豐富概念意涵。 

作者認為Wendt建構主義係改造國家中心論並賦予其新能量之重要學

說，雖認同傳統理論國家中心論命題，卻強調國家與國際體系之相互關係

及可變動性，從非物質觀點加以探討國家行為及國際體系結構之多種可能

性﹔整體而言，Wendt提供國家理論研究之社會學研究途徑，即能動者與

社會結構相互涵化、建構關係，雖確立國家關鍵地位，惟亦已呈現反思主

義關懷，即將「社會」帶回，於此，國家觀念、認同、利益與實踐形成等， 

都不再是固定常數，而是可分析變數，建構性觀點真諦表現於此。 

討論全球化學者或國際人士，亦喜從對國家主角、功能消長關係加以

申論，惟一些研究全球化學者已察，全球化對探討國家對應傳統論點之變

遷，最具效益，即發掘國家大於西發里亞意涵，傳統國家中心所指涉國家，

已出現重大轉變。全球化國際脈絡下，國家已發展出更多型態（見表十

七），西發里亞所對應主權國家、西方現代性對應現代國家及世界大戰後

對應安全國家，都已無法詮釋全球化下國家意涵。據此，作者認為，全球

化之於國家研究效益已非如國家中心或社會中心辯論，926而是從全球性概

                                                 
926 John Hobson認為國家中心對社會中心爭辯，係國際關國家理論第一次辯論形式。見：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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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分析國家傳統論述變動與延續關係。作者認為Martin Shaw全球國家

提供好的分析觀點。 

Shaw之全球國家概念亦隱含國家中心論觀點，惟已附加全球化這個分

析概念，並稱國家同時具有單一性（傳統民族國家概念）及複元性（國家

與全球事務互動關係）。渠各項觀點，可充分說明國家概念所蘊含複雜性

及豐富性，同時也顯現，從全球政治或社會關係這個層次來檢視國家，要

旨已非在於爭論國家是否仍具優越地位，而是從中探討如何去修補傳統國

家定義與擴充被定格行為模式。此外，作者所定義「全球」，並非如全球

主義所稱，係見民族國家、領土疆界消失過程，或倡議建立世界政府之理

念，而是指稱異質國際社會之實存，從全球事務流量與規模，國家依然佔

據大部分，全球社會仍具備國家主體之動能、活動範疇之特色，惟異質社

會環境將亦對應多元性、差異性及特殊性等。綜上，研究者實無法否認，

國家已無法單從領土主權對等典則加以定格，即視國家為同質行為者，因

個別國家行為者所面臨國際挑戰並不相同，如以全球經濟競爭而言，一些

國家處於優勢，而一些國家處於劣勢，基此，其所追求國家利益及制訂相

關政策也會有所不同，另國家制度與治理能力成為關鍵，這又將與國內政

治面向息息相關。作者於第六章以失敗國家為例，說明國家行為者嚴重治

理危機所導致人民安全與福祉之損害，挑戰國家與安全之傳統論述，惟國

際社群因應之道仍在國家政府這個層次，建立和平諸多計畫旨在建構極強

化國家治理能力，並認為其為國家安定久安之要件，這亦說明在國際實踐

上，仍隱含對國家中心主義國際秩序之強調。 

綜合本論文各章節論點，可歸納為對國家中心論相關典範理論之整

理，及其他理論學說對其該論點之反思及批判，另亦初探如何建立研究國

家中心論之折衷途徑。以下將陳述各點研究發現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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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建立研究國家中心論之理論脈絡 

 

一、申論並反思國家中心論指涉國家意涵、功能與角色 

 

本論文要旨在於探討國際關係理論中國家中心論之正當性與真實性。

於此，國家中心論包含觀點、命題假設、分析架構及研究途徑等，意謂以

國家為主體分析研究，狹義而言，指涉國家為國際政治核心角色，決定國

際關係發展，並為國家政策關鍵決策者；廣義而言，國家中心論廣泛指稱

以國家為分析主體理論觀點，國家未必是唯一、核心角色，惟具關鍵作用

與影響。國際關係理論深受現代主義、實證主義等影響，長期以來，呈現

狹義國家中心論取向，分見於認識論、本體論與方法論之主張方面，充分

實現理性、科學等被視為進步價值之理念。於此，「國家」所具備原型，

對應新現實主義所定義者，即，國家對外置身於無政府狀態，其對內對應

井然有序統治階層。於此，國家匯聚自十七世紀以來政治思想，已呈現現

代國家、主權國家及安全國家功能屬性。西發里亞體系形塑主權國家規

範、現代性形塑現代國家，及國際戰爭與衝突創造安全國家正當性，當代

兩次世界大戰、冷戰等影響頗鉅。 

一九七 O 年代，國際政治經濟變化，國際關係研究出現政治經濟學面

向，多元主義、跨國主義、國際組織理論等倡導多元中心途徑，即強調非

國家行為者角色與能量，惟其強調者為議題、國際管道、行為者多元，並

未根本地檢視國家中心論指涉國家意涵，其所提倡非傳統安全、綜合性國

家安全、區域經濟整合、國際建制之概念，僅對國家中心論進行「水平推

動」，即議題範疇及互動模式之延展，基本上仍立基在國家主體分析架構。

一九八 O 年代末，受後實證主義思潮之反動、全球化進程加速、冷戰後國

際關係變化，如內戰、種族屠殺、大規模飢荒及傳染病等，促使學界及決

策人士開始對國家中心論進行根本的審視，即展開「垂直拉升」思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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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對國產生問題意識，並對國家中心論正當性及真實係有所質疑。後現代

主義、批判裡論、建構主義等都市重要反思理論代表，其對國家中心論批

判，已非前 Ole Waver所指典範間辯論（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馬克斯主

義），或 John Hobson所提國家理論中「國家中心」對「社會中心」辯論，

即爭辯國家與社會何者為要？之課題。反思理論係對傳統理論隱含理性概

念、科學原則及歐洲中心思維政治觀，進行全面審視，其途徑在於運用解

構、詮釋方法，進行文本探究，及所致成果包括： 

1. 呈現知識與權力、理論與政治意圖等關係；並無客觀法則，觀點、理

論典範等是人類意識之企圖，因此並需關注理論之後，即超理論之討

論。 

2. 國家主權成為界定他者我者之指示及排拒制度；為擺脫意識型態、宗

教、異質社會力量之干擾，在秩序與穩定論述，確立國家權威與暴力

之正當性，在權力集中、制度化過程，國際政治鼓勵同質單元，而排

拒異質要素，如：族群、文化、認同等。 

 

整體而言，反思主義對國家中心論持懷疑、負面態度，亦可言對國家、

主權、領土劃界、國防戰略等之反動，爰反制國家所對應符號與意象，涉

及國家國防軍事安全、主權不可侵犯原則、國際體系衝突本質等。作者認

為，大多數反思理論探索國家理論問題，呈現較為散漫、任意論述型態或

專於認識論之解構，對實質問題漠視，因此較無法提供系統分析。鑒此，

作者為能充分呈現反思主義論點，進而達到對國家意涵之有系統檢視，並

在傳統理論及反思理論建立可共同檢視、比較平台，提出三個檢視面向，

分別為，現代國家、主權國家及安全國家等三者。這亦對應傳統理論所指

涉國家內涵，惟大多數主流理論並不深究國家必然性及優越性之來源或正

當性基礎，亦鮮少探討該三者間相互連帶、強化關係。而該三種國家功能，

個別成為反思主義致力解構面向，惟亦鮮有相關文獻同時突顯三者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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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關係。鑑此，透過對該三者檢視，吾輩亦可清楚理解長期以來為理性

主義理論所推崇國家中心論點，其係深受現代性所形塑，隱含理性理念、

同質化運動、科學研究原則等；另國家論述構成，並非單一獨立概念所致，

而係與主權、安全主流論述等所共同建築。在清楚理解國家中心論指涉國

家意涵之後，方可對照反思主義之批判、解構觀點為何（見表二十四）。 

 

表二十四：現代國家、主權國家及安全國家意涵：理性主義及反思主義觀點 

 

  理性主義及反思主義觀點

 

 

國家指涉功能角色 

理性主義理論 反思主義理論 

現代國家 國家提供人民公共財

如秩序、法治、社會和

諧、公共服務、免於外

敵侵略等。 

國家以提供人民公共財

作為汲取權力、暴力行

使正當性。 

主權國家 主權具有內外絕對性

意涵，對內係最高公共

權威，對外係對等同質

政治單元。 

主權是為幻覺、歷史社

會制度，切割內外、國

人/敵人，係社會建構政

治想像空間。 

安全國家 國家係人民安全保護

者，國家安全為一國最

為首要維繫國際秩序

之核心角色。 

國家與安全無必然關

係，國家亦可能成為殘

害人民、衝擊國際和平

與安全之破壞者。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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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建構及解構過程 

 

回溯戰後國際關係理論發展，可查國家中心論觀點優越性，係受到實

證主義盛行所致，其隱含現代性意涵，呈現理性理念，具體實踐於對國家

單一性、理性選擇及對國內事務之主宰地位等面向。另領土排他性概念及

軍事安全論述則鞏固國家中心論觀點，形塑國家在國際場域為同質均等行

為者之角色。另實證主義亦對國家內涵產生深遠影響，認為其認同與利益

構成及行為模式具有客觀且超越時空之既定內涵。另現代性的影響展現在

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理論內涵。一九八 O 年代末，在後實證主義的批判思

潮下，國際關係理論出現反思主義對理性主義之辯論關係，也從而從認識

論、方法論及本體論等角度，對國家意義進行解構，國家概念受到理論性

與規範性的檢視。在反思思潮下，傳統國際關係理論強加在國家上之意義

結構，並以自我認定之國家知識推定、描繪國際政治，隱含認識論凌駕本

體論之取向，即知識理論優於實存世界，真實發生世界受到忽略。927 後

實證主義專於對認識論之反思，透過重新思考知識、理論、規範等構成之

政治意涵，發掘國家之外之政治空間、互動關係等。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

主義，針對國家討論，也呈現出理論構成涉及認識論與本體論間辯證關係

即理論與實存間相互建構關係。 

本論文重要研究貢獻即在於建立關於討論國家之理論辯論，呈現當

代重要思潮實證主義及後實證主義對國家概念討論之影響。相較於其他國

內相關研究，本論文特點又以突顯第三次辯論對國家概念發展之影響見

長。 

 

 
                                                 
927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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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突顯第三次辯論對國家概念發展的影響：詮釋反思意涵 

 

國際關係理論發展從現實主義到建構主義，業已經歷三次大辯論。

數次辯論除是典範間抗衡關係，更是對國家基本命題的建構、解構及再建

構過程。國際關係學界對於前兩次的辯論，看法相當的接近，第一次的辯

論係理想主義對現實主義；第二次的辯論則是傳統主義對行為主義。在兩

次的辯論中，我們可以很輕易的看出勝敗，惟不論辯論何造勝出，都更加

強化國家中心論的地位。而第三次辯論則是根本地探求認識論的問題，被

稱做是超越理論的理論辯論。第三次辯論的影響是多面的，它使得國家研

究進入意義解構的階段，顯然的，這反映了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等具

有批判、解放精神的內涵。 

   如同後現代主義顯現的解釋困境，超理論的探索也逐漸歸之無聲，惟

第三次辯論所標榜的「反思」與「批判」精神延展到建構主義。建構主義

成為國際關係之新興理論，說明國際關係理論翻新，仍須重返國家這個分

析層次，這隱含國家中心論知識傳統之悠遠，同時也顯示國家對於實存國

際關係仍深具意義，理論與實存有相互競逐、建構關係。批判理論確實深

具對國家解構之知識途徑，惟國家在國際政治中持續發揮之影響，降低批

判理論之解釋效益，因而形成知識與真實間落差。 

 

貳、探討國際理論典範轉移的問題 

 

批判理論、後現代主義及建構主義等，具有重新建構國際關係理論之

企圖，其法在於去除國家中心論權威論述，或言促成實證主義典範轉向後

實證主義取向，惟標榜差異、多元、無中心等要義之後實證主義，並無法

形成單一典範體系，對實證主義國家理論展開激烈攻訐，惟因標的無法集

中所致，仍使理性主義學派典範屹立不搖。這說明，後實證主義理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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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實證主義或理性主義觀點，呈現非國家中心研究途徑，並有效地釋放

出長期以來受到壓抑而未被呈現之議題與行為者，即使如此，它仍為一種

觀點與典範，並未促成典範轉移或學科革命。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

研究國家的典範變得多元，然卻未真正出現典範取代現象，新舊典範辯論

關係仍持續未斷。經歷數次大辯論，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建構主義成為

國家理論三種典範，三者間已從對抗關係逐漸轉為對話關係，之後，更出

現整合關係。 

 

一、 典範非移轉，而是典範共存 

 

建構主義成為別於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典範，有著承先啟後的意

義。Wendt建構主義延續批判理論的精神，惟並未全盤否定傳統理論，反

是在新現實與新自由主義的基礎上進行理論的革新。一些激進派、奉行後

現代主義的建構主義學者並不茍同Wendt的做法。但是，事實證明，建構

主義最常被討論的作者就是Wendt，為國際關係學界所認同，認為渠在建

立國家理論社會學研究上具有貢獻，因此，國家中心論建構主義亦被稱為

「溫特建構主義」。 

    相較於之前的兩次辯論有勝出的一方，第三次辯論如同一九七 O 年代

典範間辯論，亦非輸贏的問題。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維持

「井水不犯河水」的均勢，建構主義的盛行，並沒有弱化現實主義與自由

主義的理論價值，然亦得以彰顯認同規範研究的社會學觀點。新現實主義

與新自由制度主義出現合流的趨勢，國家中心論的建構主義也在尋求與該

二者對談平台。這體現理論發展已非是尋求單一理論，而是探討理論可否

「共量」與「相容」的問題，理論間合作似乎是可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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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理論依然為主流典範 

 

現實主義係受批判最多之國家理論，惟即遭受各方嚴厲挑戰仍為當

代國際關係主流理論，並為國家中心論之守護者。Buzan指出其因在於現

實主義觀點的真實性，928 綜觀國際情勢演變，從冷戰到後冷戰，國家權

力爭逐並未消失，全球化衝擊下，主權國家非但未終結，迄今仍是國際事

務主要決策者，特別是西方國家，國家不但為國內及對外事務最高權威，

並成為因應國家危機最後保衛者，以當前金融風暴為例，許多國家成為解

決國際金融困難之主要行為者，這隱含即在自由經濟市場中，國家角色並

未受到壓抑，而且還獲得提昇。 

建構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認為根植於生物性的國家本體內涵過於物

質觀點，因而提出社會性的利益觀點，並稱國際政治一如社會生活，觀念

始終發揮作用，929 建構主義者僅關注社會脈絡下的社會活動，排除生物

性的複雜作用，視生物力為不相關因素。 930 此等排除便使得建構主義失

去與生物性本體論對話的空間，人類的互動被視為來自空冥之地，人們幾

乎無法從社會現象中探索一二，因此仍無法提供理解國際政治之線索。這

亦說明一九八 O 年代批判理論、後現代主義及其他後實證主義理論無法和

傳統理論相提並論之因，其影響力往往具爆發性，惟時程不長。此等發展

也說明國際關係理論仍偏好科學性分析途徑，或言崇尚具體化理論典範。 

 

參、開發大於西發里亞的國家概念：建構性與全球性觀點 

 

    現實主義將國家定格在西發里亞概念，強調國家優越性，並與社會做

出空間區隔，另基於國家安全至上之思維，國家係整合社會之最高權威。

                                                 
928 Buzan, “The Timeless Wisdom of Realism,” p. 59. 
929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74. 
930 Sterling-Folker,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p. 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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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國際情勢演變及社會科學反思影響下，「社會」這個概念重新回到國際

關係範疇，複雜多元國內外事務，國家已無法成為唯一整合者與管理者，

國內社會、國際社會及全球社會政治網絡與國家有了更密集互動關係。另

國際關係也已無法從國家間關係加以理解，國際社會及全球社會概念與主

權國家體系同時存在。國際秩序穩定已無法單繫於國家間戰爭與和平，而

是擴及整個全球政治空間安全與利益之協調關係。國際關係將持續呈現混

亂與不穩狀態，這並非是體系失序問題，而是各種社會力量與行為者所展

現能動性，婦女團體、海外離民、跨國公民社會運動、國際和平組織等，

進入長期以來由國家主導國際事務。誠如後實證主義所強調者，許多長期

遭受凍結的元素獲得解放，如文化、族群、宗教等社群角色與力量受到重

視。 

作者仍須重申，國家仍為理解國際關係重要單元，建構或反思學派及

全球主義對國家之批判，一方面解構國家論述，惟另一方面，也發掘國家

具有社會性及建構性的角色，相對於傳統民族國家內涵，當前我們所研究

之國家，已超越西發里亞之界線，主權、安全及和平也有了更為廣泛內涵。

特別當凌駕國家中心主義之國際價值與規範，其影響力逐漸提昇之際，如

國際社會對人權保障、少數族群權益等日愈重視，國家並無法獲得絕對自

主性，或阻外力以強制或其他干涉手段介入國內事務。西發里亞主權觀源

自西歐國家，三百年多餘年以來，就許多國內議題而言，國家並未享有完

全自主權，其中人權議題即可說明國家自主性與國際力量兩者間在爭取主

導權間緊張關係。931 Krasner指出，所謂西發里亞主權確實存在，惟在實

踐上與概念本身已有所出入，另其狀態並非總是屹立不搖，總是不斷受到

其他力量挑戰。Krasner甚稱該主權概念並不是已經完全嵌入國際政治之中

或已成為想當然爾的常識，事實上，西發里亞模式特色就是一種經過組織

                                                 
931 Krasner, Sovereignty, Chapter 2 and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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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偽善(organized hypocrisy)。932 

 

一、 將社會帶回的過程 

 

傳統理論以理性主義與物質主義界定國家內涵，幾乎排除社會層次

思考，將「社會」限縮為為權力戰略遊戲的競技場，933 而國家作為理

性行為者，永遠知道如何達成利益極大化。物質主義捨棄利益共享之觀

念、規範和價值，全然將社會「戰略化」，且忽略了各種社群、認同與

利益的獨特性。934 理性學派已經把認同形成的問題排除在外。935 這成

為反思學派、認知學派、後結構主義及建構主義等要找回的部分。建構

主義認為「國際場域」應是「社會場域」（social realm），不應僅為「體

系」層次，應擴大「社會」層面。936 基此，國內社會及全球社會都將

影響國家意涵與行為模式。建構主義學者 David Dessler認為不論如何，

「社會」就是所有人類意圖行動的必要條件；937 另一學者 Nicholas Onuf

主張不論自然界或社會提供什麼設備，人類還是建構了社會。938 這說

明國家與國際結構相互影響、形塑之辯證關係。 

另從多元主義或全球主義論點亦可察，國際社會確實存在，而全球

社會則逐步擴展中，國際社會並不是國家間戰略場域，在國際連結網絡

中，國家都無法避免要與非國家行為者有所牽連。而在全球社會範疇

中，傳統主權國家更是更多行為者其一。在全球政治架構下，國際事務

已無法全然由國家主導、管控，國際關係將呈現更多複雜性，同時也將

                                                 
932 Ibid., p.104. 
933 Reus-Smit, “Constructivism,” p. 225. 
934 Ibid., p.226. 
935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p. 393. 
936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48. 
937 David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3 (1989), p. 466. 
938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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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為不穩定，然而這並不能稱為國際體系失序，混亂或失序係基於國家

中心秩序觀，複雜國際互動所致混亂感，係長期以來受到壓抑能動者釋

放能量所致，包括個人或社會團體正積極尋回國家過去掌握權力或權

利，因此並不能視為異常，而更應被理解成國際關係常態。939 長久以

往，國家中心論分析排除社會關係層次，爰有失序、混亂或言國家消退

等說法，Martin Shaw即認為應建立「全球化社會科學」，改變前視國家

與全球社會為兩元論，而是從全球政治觀點重新研究國家能動性，跳開

現實主義原型940，具體而言就是從地緣政治（geopolitics）擴大至地緣治

理（geogovernnace）的分析層次，從中即可觀察傳統國家所衍生多元面

貌，同時其所對應主權、安全及制度權力等亦已蘊含不同論述內涵(見圖

十一)，面對多元權力結構及傳輸管道、行動者、議題等分雜情勢，全球

政治下國家論述，係主權、制度結構、安全內涵與去領土化過程間之辯

證關係。941 

綜上，對國家中心論之反思，很大部分係針對新現實主義所塑造國

家原型，很大部分批判、反思都是著眼於被該原型所排拒之社會分析面

向，如何將社會尋回，成為多元主義、全球主義及後來的反思主義等積

極努力的工作。在此，社會指稱廣泛、不確定，別於國家行為者活動之

範疇，可指國際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草根團體、天主教會、錫客族

群社團、跨國公司或人權保障國際網絡等。 

 

 

 

 

                                                 
939 Badie and Smouts, “The Turnaround of the World,” p. 92. 
940 Shaw,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6-27. 
941 Daniel Warner, “Epilogue,” in Sara Owen Vandersluis ed., The State and Idenity Constru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2000),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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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國家在全球政治中動態變遷之形貌 

 
 
 
二、 失敗國家問題的啟示：安全、主權及和平積極思考 

 

在傳統國際關係中，和平意味戰爭消失，國家得以排除外敵入侵國 

土，另主權具有排他性管轄權，這些概念透過不斷國際實踐，成為國際關

係典則，形塑出國家中心秩序觀。和平仰賴主權完整及國防武力成為主流

安全論述，國家成為安全提供者。失敗國家問題一一挑戰上述典則。國家

非但無法提供秩序與安全，更成為安全威脅者，危及一國穩定威脅並非來

自外侮，而是源自政府治理失敗。942 聯合國結合其他國家政府及國際組

織投入失敗國家衝突解決及和平工作，呈現一些訊息，包括：第一、體察

後冷戰時代國際關係秩序已不同冷戰兩極格局，衝擊國際安全者，已非單

純來自國家間戰爭，更多來自國家內部衝突與暴力。一九九 O 年代起，國

                                                 
942 更多討論見：林佾靜，〈失敗國家與國際安全〉，《全球政治評論》，第 24期，2008 年。頁 121-158。 

安全議題範疇延展與

擴大 
(傳統及新興安全威
脅並存) 

 
國家安全角色變化 

國家因應與問題解決能力 

變大 變小 

傳統安全議題  能源、貿易、金融管理、海事安全、國際犯罪…  人類安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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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社會歷經各地內戰所帶來混亂與災難，武裝衝突導致傷亡人數並不亞於

戰爭，甚者，衝突一旦發生，往往持續數十年，國家動亂引起難民潮、區

域軍備競賽、飢荒、疾病擴散、非法毒品及人口交易以及與淪為國際恐怖

主義溫床等，不但使得內戰國家動盪不安，亦對區域及國際和平及穩定造

成重大威脅。第二，國際安全已擴大至「人類安全」面向，危及個人與族

群生存與發展威脅，亦可能衝擊國際體系穩定，探究這些內戰頻繁國家，

大多已呈現失敗國家樣貌。國內無政府狀態，長期存在敵對暴力衝突，族

群、種族或宗教複雜交錯關係、經濟發展落後、基本需求缺乏、地方軍閥

割據等，係存在於許多失敗國家的現象，衝突爆發成因通常涉及複雜成因

如宗教種族及族群等意識型態對立。第三、面對失敗國家危機，聯合國傳

統維和行動出現重大危機，幾起維和行動突顯軍事途徑限制與不足。上揭

訊息隱含國際社會對安全、主權及和平等新思維與作法。從消極面向到積

極面向，突顯安全互賴關係特性，國際安全無法分割，因此產生不同形式

國際合作關係，主權出現共扮及替代關係，如設置國際臨時政府以維持戰

後秩序。國際干預被賦予更多正當性及涉入範圍，亦說明國際典則正在產

生變化，其中人權保障及良善治理理念不斷受到關切，這也印證社會學途

徑國際關係理論學派所稱，國際實踐會因行為者及國際結構相互形塑而有

所轉變，所有慣例都隱含變動可能，其中，認同及觀念等形塑利益與偏好，

進而逐建構規範與實踐形式。此外，失敗國家問題就某種程度賦予國際干

預若干程度正當性，隱含國際規範與西發里亞主權相互衝突關係，另國家

已無法透過排他手段，阻絕國內事務為國際社會所接納，成為重要安全與

和平議題。 

 

三、 整合性的研究架構：建構性與全球性觀點 

 

國家中心論受到後實證主義檢視及解構，國家概念呈現離散、混亂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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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對反思理論而言，國家似已無法作為合適分析主體，惟又無法明確提

出替代方案，僅強調後國家時代，並無法做為分析途徑，另所謂受壓抑族

群、非國家行為者、多元社會力量等，其存在意涵與境遇，係對照國家而

產生，因此，完全排拒國家角色，亦無法真正釋放其等能動性。 

鑑上，相較於其他反思國家理論文獻，作者認為，在批判、解構國家

之後，仍應重新建立國家中心論觀點，並試圖提出創新分析架構。據此，

作者認為建構主義的國家中心論及全球國家概念，可提供兩種新觀點，即

建構性途徑，即全球性途徑。在此，建構性途徑隱含社會分析意圖，即將

社會力量找回，重視能動者與社會結構間相互涵化、建構之關係，在此分

析架構下，國家即具 John Hobson所言國際能動性，國家具備改變國際無

政府特質之能力；另國家置身於國際社會化之能下，觀念、認同、利益觀

點都可能出現變動。相較於物質性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制度主義，國際場

域係充滿可能性社會互動，而非完全為戰略投射競爭場所。國家中心論建

構主義代表Wendt所稱無政府狀態結果係國家作為所致，即說明上述論

點。另建構性觀點的「社會化」具有相互性，已非新現實主義所指稱社會

化：即國家最終將演變為追求相同目的行為者， 因此衝突無法避免之論

點。相較於理性理論致力鞏固國家中心論傳統論述，建構主義卻著重於變

動分析，強調國家係富有彈性、社會意涵之行為者，國家仍為國際政治主

體，惟其構成已具有多元價值與認同，這些係與其他國家互動而來，亦是

引導國際規範、實踐等變動之動力。 

重建國家理論動力，與全球化下國際情勢發展有對應關係。全球化下

隱含權力分化、聚合及競逐的結構網絡，對個別國家影響程度與層面並不

相同，即便如此，在當前密集連結的安全、經濟與政軍互賴之下，全球性

成為詮釋並補充國家意涵與權力面向的附加概念，這與西發里亞的國家概

念已做出區別，民族國家仍為國際活動重要組成，惟明確領土化界、國內

與國際事務清楚切割（不干預他國內政之最高原則）、主權不可侵犯之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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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原則、軍事安全優越性等國際規範已受到挑戰以及逐漸轉變成其他的形

式。在本論文中，作者所探討全球概念，係具社會互動意涵，而非全然為

國際體系戰略競逐之邏輯，在此，全球性指涉影響、涵化、擴散、合成與

變動等意涵，就若干程度而言，與建構性概念相互涵化，Wendt所申論社

會建構，亦對應全球化下國際關係，全球性指稱狀態，而建構性或社會性

觀點解釋傳統國際關係之變動與延續。全球性或建構性觀點，都已呈現若

干程度不同理論、典範之辯證與合成結果，均旨在對立觀點與理念間建立

中間地帶，以創造新的研究視野或解釋效益。研究全球國家概念之 Shaw

指出，排拒國家中心論之全球化研究，便失去對焦關係。而前揭學者Wendt

指出，任何批判、反思仍須具有解釋效益，這都說明實證主義及後實證主

義兩造觀點在建構性與全球性中出現共存可能性。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展望 

 

壹、國家中心論仍處優勢地位 

 

本文中心思想，可歸納為對國際關係理論國家中心論之整體檢視。經

世局幾番變化，社會科學思潮演變，國家中心論亦歷經多次洗鍊，我們捨

棄一些舊有想法，汲取一些新觀念，然在國際實踐與理論運用方面，吾輩

仍很難否認，國家仍為國際事務重要角色，另國家依然為學界所關注分析

單元。這說明國家作為理解國際關係轉變，仍具有一定的解釋力。David 

Lake 即指出，國家中心論確有諸多缺陷，惟歷經多方批評仍受到重視，

其因在於該論點之一些命題與假設，對於理解及研究國際政治變動具有效

益，透過國家，可以瞭解到暴力及經濟互賴如何發生並對國家角色產生作

用。另國家亦非如後現代主義、批判理論等所言，僅具主觀認定之意義結

構，完全由實證主義認識論所架構概念內涵，Prokhovnik透過對主權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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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指出，國家確實具有實存意涵，係為抽象概念與物質社會形式混合

體，為認識論與本體論雙重建構而成。943 

國家中心論地位受到保障，並不意味其他行為者不重要，而是彰顯國

家與國際政治無法切割關係，以及用於研究分析上之便利性。然當代我們

所認知之國家，顯然已大於主權國家、現代國家或自利行為者等意義內涵。  

綜上，作者認同 David Lake觀點，國家中心論作為研究國際關係重要途

徑，其問題已不在於國家好壞與否，而是研究者是否可透過國家解釋國際

關係中核心問題。944 這隱含我們似無須對國家進行道德的批判，而是以

茲為中介角色，從中瞭解國內及國際社會動態變遷，權力、制度、學習行

為、建構力量等各種內涵同時存在，並且相互作用。後實證主義強調以詮

釋、多元途徑提供多元觀點，目的在於解放被壓抑思想與作為，倘該論點

為真，國家中心論亦呈現某一種解釋觀點，這成為觀點間競逐關係，即使

面對同一事件，觀點作用便開始浮現。如以歐盟為例，隨著二 OO四年歐

盟另一波「東擴」風潮，引發傳統理論與建構主義辯論。自由主義認為國

家已向國際組織讓渡權力，並限縮政府角色，另共同利益凌駕在國家個別

利益之上，從建構主義觀點，歐盟係國家行為者社會關係之建構，其利益、

認同及規範等內涵轉變，形塑歐洲國家社會互動制度。另從後現代主義觀

點，則強調歐盟東擴，呈現「邊界」與「地景」不斷的變化，已經從純西

歐的歐洲組織擴大到泛歐洲的制度體系。從現實主義觀點則認為，從歐盟

制度安排，即可看出大國政治仍是歐盟運作關鍵，歐盟實不能稱之超國家

組織，仍不離政府間組織架構，另依據霸權穩定論觀點，歐盟運作優劣與

否仰賴大國提供秩序。 

另論國際干預之擴大，其形式及內涵日愈多元，廣義定義涵蓋人道援

                                                 
943 Prokhovnik, Sovereigntie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7-32. 
944  Lake,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http: // dss.ucsd.edu/~dlake/documents/ 

LakeOxfordState-essay 
94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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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國際環保、人權、貿易等國際規範等，對相關行為者都將形成約束與

規範作用。從全球層次面向，國際干預呈現全球一家理念與利他信念，也

說明全球治理運作概念，然從現實主義觀點，國際干預突顯國家權力介入

他國事務之強勢作為，因此國家權力強大與否仍是確保是否得維護國家主

權及領土完整與否及杜絕外力干涉國政之關鍵。 

國家中心論成為理論觀點主流，並不意味只有一種國家中心論典範理

論，如Walt所言，面對同一世界，我們可以有很多理論。945 本論文歸納

出國家中心論觀點發展，同時也呈現出三種典範，分別是現實主義、自由

主義及建構主義等三大理論體系。 

 

貳、重新思考理論與國際政治關係 

 

作者認為，國際關係理論實無可能建立單一理論或架構，這實鑒於國

際關係局勢演變係動態變遷，另學理探討常隨世局變動及社會科學思潮創

新而出現新興典範，惟新興典範並不意味舊典範消失或遭致邊緣化。新興

典範出現，隱含對於國際政治意涵理解之另類觀點或解釋途徑。 

綜上，國際關係的理論發展常常到當代思潮與國際情勢所形塑。因

此，我們很難定論哪一種理論是最優越的理論，是最富解釋價值的分析架

構，這端賴理論的角色與作用。簡言之，我們必須認識到使用理論的目的

為何，是在歸納共同的法則？是在解釋個體的變異，是在探索隱含其中的

世界觀、政治哲學與知識本質？或是擴充解釋的深度等等。理論本身確實

隱含價值的判斷與意義的選擇，同樣的，研究者本身在「選邊站」時，也

隱含個人對於國際關係的世界觀與學科信念。 

 

                                                 
945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pp. 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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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展望 

 

    未來，國家中心論仍為研究國際關係理論重要途徑及觀點，歷經批判

反思理論之洗鍊，研究者得以檢視國家基本命題及理論性困境，惟解構之

後並未無法提出有效方案，取代國家中心論的論點，因此即使該論點具有

多規範性及理論性的問題，仍為有效的分析架構。許多全球主義、多元主

義或後實證主義的學者強調非國家行為者之於國際政治的能動性，並積極

探索國家之外之政治社群，認為存在比國家更得以良善治理國際事務之團

體組織。從理論之邏輯合適性，國家可能不是最佳管理者，惟從實存的人

類生活觀之，國家仍比其他行為者具有較多正當性及資源動員能力。在緊

密、多元、區塊化的全球網絡下，國家邊界、公民身份等不斷地出現新的

界線與意涵，全球事務呈現流動地景（floating landscape），各種力量充斥

其中，惟有效治理仍涉及特定範圍、資源動員及強制執行等面向，在曖昧

不明之全球地景中，國家仍為組織完善、資源集中且容易凝聚社會差異之

政治社群，相較之下，非國家團體組織如非政府組織即不具執行能力。爰

此，作者認為，國家中心論仍不失為研究國際關係之重要途徑，惟隨著長

期受到凍結議題、行為者角色之解凍，國家中心論所面對挑戰，已非僅來

自後實證主義之反動，與其他政治社群間相對關係，也將受到檢視，另強

調理念、規範等團體組織將在國家中心國際關係中發揮出更顯著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