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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積極的融入全球體系運行之中，但在這種「面向西方、

面向世界」發展的過程當中，中共面臨一種全球化時代下全球/本土的悖論1，中國未

來的發展處於一種全球化趨勢與後殖民心態辯證發展的情境當中。自鴉片戰爭以

來，西風東漸的影響使得中國在自覺/不自覺中接受了許多西方的傳統與價值觀念，

並且以西方所建構出來的中國圖像和世界圖象來作為中國思考未來和進行現代化建

設的重要依據。這種由西方中心思維所衍生出來的後殖民心態，一度使得中國在二

十世紀中葉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處於盡量不與西方過渡接觸的狀態。 

 

    然而，後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覺醒到要建設中國成為現代化強國2，就不能自立

於全球體系的運行之外，所以中國開始積極的融入國際社會並且扮演重要的國際角

色，這一些行為充分顯現在中國對處理內政、外交、主權、國際組織和安全議題3的

轉向上，同時也表現在中國大陸內部國家/市民社會4、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的互動

                                                 
1 關於這部份的討論，可以參見俞可平、黃衛平主編，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 
2 按照德理克的說法，後社會主義指的是處於這樣一種歷史條件下的社會主義：一、社會主義作為

一種政治原理論（指對理論本身進行研究、分析或敘述的理論）已喪失其統一性，這是因為在其發

展過程，社會主義的信念已經受到削弱，社會主義國家覺得有必要將「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與資

本主義世界秩序的要求結合起來，還因為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因國情不同而帶有各國的特色；二、社

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結合，受各國「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結構的制約，這種結構為實行所有此類

結合規定了一個歷史發展前提。三、這個前提是，要對結合的過程保持警惕，確保不會使資本主義

復闢。後社會主義又必然是後資本主義，但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作為資本主義之後一的歷

史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而是指利用資本主義的經驗而又力圖克服資本主義發展中種種弊端的那一

種社會主義。阿里夫．德理克，「後社會主義：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齊欣編譯，世界著名政
治家學者論鄧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317-318。 
3 中共自 1996 年開始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而後在 2002 年 7 月 31 日的「東協區域

論壇」外長會議中全面性的闡述此概念，新安全觀是根據冷戰後中共對世局的多極化評估評估而提

出的，這種新安全觀的建立其實更大程度是影響中共的外交決策模式發展成積極參與多邊機制的運

作。參見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發表於政大中山所與東

亞所主辦之「中共十六大之後內部暨國際環境評估」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 年 12 月，頁 4-2-11-13。 
4 市民社會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不同的時代都有不同人士（例如亞里斯多德、洛克、黑格爾、

哈伯瑪斯等）為它做出與時代相應的定義，換言之，市民社會其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它是

隨著歷史的演變與時代環境的變遷，而具有不同的發展與意涵。不能將市民社會當成是一個僵化的、

具有一定所指意涵的概念，而必須將它與所處的時代環境連結，才能做出正確的時代意義，換言之，

市民社會是一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歷史辯證下的產物/概念。而中國大陸對市民社會的爭論集中在探

討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過市民社會？什麼是中國的市民社會？以及現階段市民社會發展的障礙或困

難點在哪裡？也有學者從西方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市民社會的現代性意義為何4。雖然當時的

學者研究仍然侷限於市民社會的定義和片段式論述，但也開啟了研究和關注市民社會存在/發展的事

實。當時學界對市民社會的看法和理解大概可以歸納成幾種：第一種是認為市民社會主要限於經濟

領域，它由以營利為目的的各種社會組織所組成。第二種認為市民社會除了經濟領域外，也包括非

經濟的活動空間和功能，如從事社會福利、文化和其他公益活動的各種民間組織，把「公共領域」

納入市民社會的概念。第三種則是認為市民社會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與國家相區別，即它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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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中國積極融入全球運行體系的決心與在世界架構地位的日益重要，也可以由

中國終於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北京申奧成功獲得明證。但在中國愈來

愈與西方接軌的同時，中國長久以來一直想擺脫西方價值體制束縛的心態也就更加

強烈，可以預期的，伴隨著中國國勢的日益強大，中國將愈來愈擁有國際社會上的

發言權與自主權，而這將會使得中國在逐漸瓦解/取代國際體系上以美國為主的「一

超多強」架構時，發展出一套以中國為主體的世界圖象，換言之，伴隨著中國崛起

所發展出來的世界圖象，不再是單純的以西方現實主義作為立論依據，中國會在具

體實踐與理論揚棄西方傳統，重新建構一套屬於「中國的」的世界圖象。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中共在崛起的同時，受制於後殖民心態與全球化下的全球

體系格局，一方面希望走出自己的道路，一方面卻又必須更積極的融入世界體系以

求得發展，在這種情形下的中國，是會伴隨著國力的增強而逐漸走出後殖民心態的

束縛而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國，並且在一種「自然的」情形下成為全球體系的重

要成員甚至是領導者，讓整個全球體系的現實架構自然產生轉變，中共「順勢」建

立一種屬於自身的、「中國論述的」世界圖象？亦或是中共仍難以擺脫受殖的心態，

所以日益強大的國力會反而會使其更亟欲擺脫西方價值觀念體系的束縛，而使其急

於建構一套新的世界圖象來與西方建構的世界圖像分庭抗禮，縱使全球體系的運行

主導仍是以西方為主，中國仍試圖去打破/反對承認這種現象，並且膨脹中國在全球

體系中的地位與重要性，同時以這種心態建構出一種「為建構而建構的」、「反西方

的」世界圖象？然而當我們在思考中共在後者所言的「後殖民」狀態下所以建構一

套新的世界觀企圖打破自身的後殖民身份束縛時，是否有另一套思考模式/理論架構

可以讓我們不從後殖民心態/受殖心態的角度去看待中共的行為？ 

 

    傳統西方的國際體系架構，不外是從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流派來探討國際

現勢的發展，由主流國關理論看來，當今的國際現勢是以一種「一超多強」、「多極

發展」的法則運行殆無疑義，中共作為一個新崛起的霸權，在世界體系上所扮演的

角色愈形重要，不但取代昔日蘇聯的地位，而且極有可能成為日後取代美國地位的

                                                                                                                                                 
「市民性」/「非政府性」；另一方面，它又與以原始血緣關係為組合紐帶的社會群體（如家庭）相

區別，即它具備「社會性」/「普遍性」。第四種則直接認為市民社會具有五大特性，即自立、自主、

自律、個性自由及多種多樣性的社會組織。第五種則主張將市民社會從經濟系統分化出來，使社會

文化系統具有獨立的地位和自我運作邏輯，從而形成社會文化國家/經濟系統的三維結構，市民社會

成為一個公共領域和社會整合、文化生產的載體。這一部份可以參見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

難圓的夢」，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 4 卷，1993，頁 177-182﹔鄧正來、景躍進，「建構中國的市民社

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 1 卷，1992，頁 58-68。朱士群，「中國市民社會研究評述」，社會學研
究，1995 年，第 6 期，頁 41-45﹔蕭功秦，「市民社會與中國現代化的三重障礙」，中國社會科學季
刊，第 4 卷，1993，頁 183-188﹔童世駿，「後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市民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

第 4 卷，1993，頁 189---195﹔景躍進，「市民社會與中國現代化學術討論會術要」，中國社會科學季

刊，第 4 卷，1993，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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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霸權，徹底改變啟蒙以來的是世界體系發展定位，然而，在中國在日益壯大的

同時，別人如何在這個過程定位她？這個定位與真實的她有多少落差？意義何在？

而她自己又會如何/應該如何看待自己和其他人的地位與角色？在中國積極發展同

時為自己在全球體系中尋求一個重要地位的同時，是否會刻意去改變/顛覆傳統西方

社會所建構起來的國際秩序，還是仍然願意遵守這個體系的規範？或是這種改變/

顛覆西方所建構起來的國際體系是一種必要/必然的發展與做為？關於這一點，我們

將從建構主義中去尋找答案。 

 

    本文由中國逐漸發展強大時所面對的全球化現實與後殖民心態為論述主軸，藉

由這種辯證發展的過程，來討論中國在面向世界發展自身的同時，如何由「受殖」

的後殖民心態轉換一種「解殖」的自我主體重構並由此建構出一套新的世界圖象。

在這裡，我們採用後殖民論述與建構理論的觀點，來分析中國這種「受殖心態」向

「解殖心態」轉換如何可能進行，並探討中國在這種情形下將如何建構出一套新的

世界圖象，中國的未來將如何依循這一套世界圖象發展的可能性。從鄧小平開始，

經過江澤民到現在的胡錦濤，中國大陸一方面積極的融入世界體系，另一方面也不

斷的強調中國自身的主體性，而且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強大5，中國也愈來愈

希冀建構一個以它為主體而有別於傳統西方主體認知下的中國圖像和世界圖象。中

國作為一個不斷向上發展的國家，其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愈形重要，而它的崛起勢

將改變現有的全球體系架構，它所建構的世界圖象將來必會衝擊現今西方傳統理論

所描繪的世界圖象，國際形勢又將會是一場新的變局。 

 

二、中國發展中面臨的全球化與後殖民矛盾 
 
    什麼是全球化、全球化從何時開始、是否真的存在以及應該如何存在一直是一

個爭論不休的命題6，贊成全球化和反對全球化的人也都各自有其立場，但撇開嚴謹

                                                 
5 所謂的「綜合國力」，指的是「一個主權國家生存與發展所擁有的全部實力---物質力和精神力以及

國際影響力的合力。綜合國力是一個綜合的概念，他反應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到底

有多大。而閻學通認為，這是後冷戰國際關係的一個重大觀念變化，不再認為國力的根本是軍事力

量，而將國力看成一個政治、經濟和軍事綜合力量的集合，於是有了「綜合國力」觀念的出現。見

朱以青、張立華主編，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80。閻學通、

王在邦、李忠誠、侯若石等編，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頁 44。 
6 探討全球化的書籍文章十分眾多，圍繞的命題主要是何為全球化，全球化與國際化的同異，全球

化應該從何時開始，全球化的發展如何可能，全球化是一種實存還是一種建構，全球化的各個面向，

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如何運作，以及全球化現象背後所存在的規範/全球治理或倫理/全球倫

理應該為何？以及全球化/西方化或全球化/在地化所引起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全球化浪潮下所隱藏的

種種宰制與不平等、全球化可能帶來的迷思以及危機等。參見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
機，(台北，商務印書館，1999 年)﹔Robertson, Roland 著，梁光嚴譯，全球化：社會理論與全球文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楊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論前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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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定義或道德倫理上的束縛，當人們愈來愈發現自己的生活很難脫離人群的影

響而按照自己的既定模式/規律生活，而且這個人群的範疇不只是出現在身邊看得到

的人，還包括那些似乎跟自己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人時，就代表一個以「整個地球」

為一個「生活單位」的時代來臨了，相對於以前的以一個村落、一個族群、一個社

會、一個國家為生活單位，這種因為資訊科技的發達造成人口流動、資本以及資訊

的運作/流通效應被放大到以全球為操作單位的時代現象，就可以被當成是全球化最

粗略的說法了7，特別是在經濟上，像是東亞金融危機造成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產生骨

牌效應的重創，911 後美國股市的崩盤造成全世界的經濟跟著大跌，甚至 2003 年上

半年 SARS(嚴重呼吸道感染症候群、中共稱為非典型肺炎)的流行都是例子，而在二

十世紀八０年代以前，礙於人類科技發展無法真正落實到以「全球」為日常生活的

運作單位，「全球化」只是一個講法、一個理想﹔是一種「片面的全球現象」，而不

是真正的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之前，必須先經過一段不同種族/民族/國家/社會互動的過

程/經驗，這種過程/經驗並不令人愉快，它是透過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

來實踐的，這個過程往好的一面想是提供不同血緣、語言、文化的國家民族有了彼

此交流互動的機會，但負面效應卻是造成強國對弱國的統治/欺凌/宰制，同時也造

成優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壓制並產生同化，優勢的一方強迫性的將自己的思想/文化

灌輸到劣勢的一方，並且以一套進化史觀/現代性發展來合理化這種行為，使得弱勢

的一方在成為強者的附庸或殖民地的同時，也逐漸的喪失了自己的思想與文化。二

戰之後，雖然殖民現象正式宣告結束，但是這種「文化遺失」/「文化遺忘」的現象

並未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而劃上休止符，一方面是殖民地雖然在政治/主權上脫離了

殖民母國的控制而獨立，但是在思想文化上卻因為對自身文化的輕視或遺忘，而仍

習慣性的按照殖民母國的文化思想來作為，使得殖民地在文化/思想的層次上仍受到

殖民母國的制約。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現代化理論與發展觀念的提出，特別是全球化

時代的來臨，伴隨著經濟強權國家對弱勢經濟國家產生的優勢文化/劣勢文化的差異

比較，使得弱勢國家在思想和文化上受到強勢國家的制約與影響，並且在進化史觀

的影響下自覺/不自覺的產生了必須服膺於優勢文化的認知/要求，將強勢國家的文

化「移植」成為自身的文化，並且將自己的文化視為落後或退步的而捨棄，這種強

勢國家對弱勢國家在文化上的侵略被視為是一種「沒有殖民的殖民現象」，這種情形

                                                                                                                                                 
2002 年）﹔李英明，全球化下的後殖民反思，（台北，生智，2003 年）。 
7 麥可‧哈德和安東尼奧‧納格利提出一個相當新穎另類的觀點，他們認為全球化的發展並不是讓

國家/國際政治走向多元，民族國家主權的衰退不代表主權本身的衰退，全球化所帶來的並不是一個

多元時代的來臨，而是一個全球秩序建構時代的來臨，是一種新的主權形式，主權以一種新的、單

一的統治邏輯呈現，有許多國家與超國家組織聯合形成一個新形式的「全球性主權」，也就是一種新

的「帝國」。這種全球化論述是與其他論述截然不同的，但卻也未必沒有道理。參見 Michael 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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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反映在二戰後的西方與非西方國家的相處模式上。隨著現代化理論、依賴理

論/依賴發展理論、一直到世界體系理論的提出，非西方國家由追隨西方的現代化腳

步到開始正視自身處於以西方為核心的世界體系的邊陲位置，並進而反思以西方中

心為思想所建立的種種知識論述是如何的取消非西方自己的文化、歷史和存在的特

質時，後殖民論述的提出成為一種必然的思想發展結果8。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迫結束閉關鎖國的狀態而向世界開放，伴隨這種開放

而來的是西方世界將他們的思想與價值觀念源源不斷的傳入中國，其中也包含西方

對整個世界圖像的建構和對傳統東方/中國的建構圖像。無可否認的，對中國而言，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一個民族自信心缺乏的年代，中國人開始以西方為師，

希望可以藉由擺脫傳統、取法西方來獲得國家的富強壯大。而在中國人開始學習西

方、仿效西方的同時，也接受西方的觀點，不自覺的採用西方的視野來看待中國，

並為中國勾勒出一幅以西方觀點出發來建設/發展/看待中國的世界圖像，在這種情

形下，中國成為相對/附屬於西方存在的一個地理空間。換言之，中國在塑造集體認

同及自身的世界圖像時，的確是在自覺或不自覺中引用了西方的「東方主義」訴求

下思考邏輯來作為建構基礎的9。 

                                                                                                                                                 
Antonio Negri 著，韋本、李尚遠譯，帝國，台北，商周出版，2002 年。 
8 後殖民理論並不是一種具有清晰概念或嚴謹定義的成熟理論，它是第三世界（被後殖民地區）學

者藉由使用第一世界（殖民者）的話語與觀念對殖民者發出抗議並希望藉此喚醒被殖民者自我意識

的一種論述，嚴格上來說，後殖民理論本身並沒有一個十分統一且明確的概念，「後殖民」一詞的含

意也是含混而籠統，它往往被視為是一種包含多種文化/權力關係的批評性理論或話語。儘管學者們

對「後殖民」的定義及概念依然模糊甚至意見分歧，也有許多人對「後殖民」一詞抱持相當質疑的

態度。但不論如何，後殖民所探討的對象是十分明確的，便是西方對非西方世界在文化上的一種優

勢關係。這種優勢關係藉由我/他的區隔為起點，通過中心想像、想像建構、文化霸權、文化雜交、

認同混淆、歷史遺忘或重塑、他者建構與再現等等各式各樣的理論闡述出來。參見賴皆興，中共意
識型態中的後殖民意涵：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三個代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論文，

民 91 年，頁 9-10。 
9 薩伊德（Edward W.Said）提出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觀念是後殖民理論中的重要論述，「東

方主義」是一種西方對東方的誤解，是一種西方對東方在方法論上一個十分嚴重的謬誤，簡言之，

西方以自己為主體，在片面式的、有限經驗的、甚至是錯誤的觀察東方某些態樣後，透過想像與建

構，再以西方為主體的觀點下建構出一個「西方眼中的東方」來，並將其視為真正的東方，所有有

關東方的一切，舉凡政治、文化、學術、社會莫不依循著這種觀點來開展其後的論述或研究。正是

在這種方法論上的謬誤，使得西方眼中的東方只是一種想像、一種西方中心觀下的「東方再現」，與

真正的東方相去何止千里。在東方主義的論述裡，東方的主體性全然消失，東方成為依附西方存在

的客體，而且是落後且靜止的，在「東方主義」的架構下，西方代表的是進步與動力，「東方」的存

在只是為了襯托出西方的自我。在這種二元對立觀點下，東方是缺乏主體、不被當成重視的對象。

薩伊德強調，長久以來，西方一直將自己視為是世界的中心，而對遙遠且有距離的東方抱持著一種

好奇、懷疑與揣測，對東方的認識來自片面的文獻與恆久不變的印象，當西方已經逐漸進入現代化

的同時，東方仍是處在一種野蠻、落後和亟待開發的狀態，當西方自覺在物質和精神文明皆已經到

達一定水平時，他們便開始對東方負有一種使命感，認為西方有義務且必須將東方納入現代化的行

伍中，而這種現代化的標準是以西方為仿效的，東方自己是無法進步的，東方所擁有的一切相對於

西方都是落後與愚昧的。西方用自己的眼光去衡量東方的一切，以類比的方式去否定東方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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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在西風東漸下，中國在重建自我形象和集體

認同的同時，的確是在自覺或不自覺中引用了西方的東方主義訴求下思考邏輯來作

為建構基礎的。在「西方的東方觀」的思維概念下，西方認為「中國應該是怎樣、

應該是如何的」或「中國應當如何學習西方、超越西方」的思想，被源源不斷的引

進了中國且被當成中國自我建構的基礎。當時中國對自己和世界圖像的建構行為，

背後皆有一個擺脫不了的西方思維下的東方論述制約的陰影存在。而在中共建政以

後，由於意識型態上的制約，同時也為了擺脫西方的束縛和重建民族自信心，中共

在外交上選擇與西方世界體系「脫離」的政策取向，使得中國與西方社會之間存在

一道鴻溝，西方依舊以其想像的圖像不斷的勾繪出他們心中的中國圖像，而中國則

努力的希望藉由社會主義建設過程希望為中國開出一條屬於中國的美好未來。經過

毛澤東時代的實驗檢證，發現中國是無法自立於世界體系之外而獨力發展的，特別

是在逐漸邁向全球化的世界體系架構下。 

 

    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認知到這一點，所以開始推行「改革開放」，

以一種務實且積極的態度融入世界體系的運行規範。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大陸面

臨的是「全球化」與「走自己道路」下的矛盾，這種矛盾所帶來的便是西方所建構

的中國圖像與中國自己認知中的中國圖像間的衝突與不協調，西方的價值觀念與中

國自身觀念碰撞下使中國人民產生一種「後殖民心態」與「自我主體重建構」的反

省。在這種東方/西方交流衝突的情況下使得中國對西方始終是又愛又恨且欲拒還，

一方面強調自身的民族主體性與意識型態上的自主性，避免西方的價值觀念和意識

型態凌駕在中國自身的思想上而使得中國再次淪為西方的附屬品，所以強調走「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道路」，以「愛國主義」、「四個堅持」、「反和平演變」種種

口號與作法來抗拒/防止西方世界思想價值觀念與意識型態的入侵，但另一方面中共

卻無可避免的要接受西方源源不斷而來的資金技術與物質產品，並且阻擋不了西方

思想價值觀念伴隨這些西方物資技術進入中國，並且逐漸在中國大陸內部社會中傳

播、醞釀與發酵。 

 

    九０年代以後，隨著資訊傳遞和和網路科技的發達，人類突破了地理疆界和區

域時差等等物理時空的限制，讓資本的流動和企業的運作跨越了時空的障礙而成為

一種零時差/零距離的操作，伴隨著科技發達所建立起來的是一種全新的、超越以往

地理疆界的經濟生態，這種經濟全球化的現象是一種以速度、質量取勝的競爭模式，

                                                                                                                                                 
換言之，在西方的眼光中，東方簡直一無是處。薩伊德便是用西方這種自以為是的心裡來做批判，

開展整個「東方主義」的論述架構。參見薩伊德，東方主義，王志弘、王淑燕、郭菀玲、游美惠、

游常山等譯，(台北，立緒，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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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種無遠弗屆、沒有疆界/邊界的競爭型態，這種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讓中國

大陸更難停下腳步來檢視自己的定位，而無可避免的被捲入這一場經濟全球化的浪

潮中，並且也讓中共的經濟不再只是靜態的、被動的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而是更具

有前瞻性、更具有野心的創造出更大格局的世界佈局。雖然中共對全球化現象與西

方霸權之間的關連仍有相當程度的疑慮，中國大陸學界對全球化的定義與內涵和存

在與否也存在相當大的爭論空間10，但是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與發展卻不是中共

可以抵擋的，這種「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化」在後社會主義/後資本主義時期為中共

創造了高生產力的同時，也讓中共被迫要回頭修正自己的許多意識型態上的桎梏和

不合時宜的看法，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內部也開始發展出許多順應時代發展的新理

論和新思想。中共一方面不想接受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思想與意識型態型態，

但是卻又無可避免的必須面對黨內一向奉之為圭臬的馬克思主義也是來自西方的事

實﹔一方面希望可以發展成在世界上具舉足輕重地位的超級強國，另一方面卻又不

想落入西方「中國威脅論」、「中國霸權論」的口實之中，在中共逐步按照自身的進

程發展成一個大國時，卻仍無法擺脫西方經濟體系運作與知識架構論述的制約，仍

必須按照西方的論述系統/文化思想來做為互動的前提/工具，相信這是中共所不願

意且亟欲破除的障礙。 

 

    鄧小平時代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中共政權的政治統治合法性做

出貢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中共的經濟轉向做出理論上的依據，而到了江澤民

的「三個代表」，則更進一步的為中共的意識型態做出解套，強調在以「中國人民」

為主的大纛下，建設中國/發展生產力的一切必要手段都是具有歷史傳承意義，是可

以被允許的11，這說明中共已經逐漸走出西方的思想制約而回歸到以「中國人民/中

國」為主體來建構/發展自己的政策/理論。這些理論不只為中共的領導政權的正當

性做出努力，它背後所代表的也是中共亟欲擺脫來自西方、來自歷史（這一段歷史

                                                 
10 這一部份可參見徐斯儉，「全球化：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收錄於宋國誠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國
卷二：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 年）。 
11 如劉昀獻在文章中提到，「三個代表」是對馬克思主義主義建黨學說的新發展，是對世界社會主義

運動和中國共產黨近八十年來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潘峰則認為，「三個代表」是建立在歷史唯物基

礎上的，具有深刻的科學性與客觀性﹔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理論基礎，因為初階論堅持

了歷史唯物論，從生產力及文化發展狀況給中國現階段以時空定位，理論核心在於社會主要矛盾論

和根本任務論，同時也是黨建設的基礎。殷書良、王曉方則認為「三個代表」是著眼於世界社會主

義運動前途和命運而提出的﹔是為了應對國內外形勢新變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而提出的﹔同時也是

針對黨的自我完善的新特點、新要求而提出的。可以發現，這些文章的著眼點皆在於「三個代表」

具有理論傳承性、國際性和黨建性上，而背後所支撐的便是「發達生產力」這一核心命題。參見劉

昀獻，「新世紀黨的行動指南：學習江澤民同志關於『三個代表』論述的體會」，河南大學學報，開

封，社科版，2000 年 4 月號，頁 1∼６。潘峰，「論『三個代表』的理論基礎」，理論前沿，北京，

2000 年 9 月號，頁 11∼12。殷書良、王曉方，「『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自我完善的時代選擇」，中

共濟南市委黨校學報，濟南，2000 年 3 月號，頁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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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西方建構或參與建構的）在當代思想文化上的束縛所做的努力。特別是中共已

經發展出一個區域性強權的同時，更必須建構一套可以與之相對應的文化來作為知

識論述和認同凝聚的基礎12。 

 

    中共之所以想要建構一套自己的文化/論述系統，如果我們單純的將其認為僅只

是為了擺脫西方的思想文化制約所做的「為反對而反對」，那就落入了一種後殖民論

述的誤區中。毛澤東時代乃至鄧小平時代可能有相當程度的受殖心態而亟欲擺脫西

方思想/文化的制約13，然而經過改革開放這段時間的努力，中共已經在各方面取得

一定程度的成功與自信，江澤民時代的中共在各方面都已經「站得起去」而且還「走

得出去」，現今的中共已經愈來愈不是基於「受殖」的心態而亟欲「解殖」，而是真

正開始思索如何以自己為核心建構一套「適合中國」的知識論述了，這一套知識論

述自然是有別於西方的（或許仍有「刻意有別」的部分），特別是在中國的國際政治

上的地位與角色，這是中國在崛起後所必然產生的作為，也是任何國家在成為一個

大國後的必然作為，就如西方思想論述其實也可大分成美國和歐陸體系兩塊強權一

般，中國的崛起在現實層面和知識論述對世界圖像的解構與重建構已屬必然，這時

我們已不能再由後殖民論述來看待中國的行為，而必須改以建構主義來看待中國，

換言之，中共改革開放後的歷史，其實便可以視為是由「受殖」到「解殖」再到「建

構」的過程。 

 

三、建構主義對國際關係理論的反思與修正 

 

建構理論嚴格說起來並不算一個成熟的國際關係理論，這不僅僅是由於其派別

上的差異讓人很難真正將它視為一個成熟的理論14，也因為其「建構」的內涵很大

                                                 
12 中國在近代發展的過程當中，雖然不曾被真正殖民過，但在心態上卻算是處於一種「半殖民」狀

態，也所以當西方的思想伴隨武力進入中國時，中國知識界在經過短暫的抗拒後，大多數人們便轉

而去接受或思考西方思潮所帶來的種種價值觀，並以此當成中國未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發展的指

標，而對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抗拒之情，也使得中國人民往西方思潮去尋求它的批判對手-馬
克思主義來作為抗拒的理論，並藉此在心理上得到一種慰藉，可以這麼說：西方的帝國主義、殖民

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合謀，讓中國傳統的意識型態處於「失語」狀態，而同時人們在接受西方思想觀

念的同時，對中國自信心與認同感的喪失，也使得中國人民去質疑自己的定位和認知，而變成由西

方的視野角度來看待中國、分析中國，並且把尊奉中國傳統的人視為是落後的、守舊的力量，而一

昧的追尋符合西方的價值與思潮。落入一種崇洋媚外的心態。這些現象，都為中國塑造一個奇特的

歷史情境：中國成為於一個沒有殖民的後殖民國家。這也使得中國的民族信心及由此而來的自我認

同/民族認同難以真正建立。 
13 關於此段論述，參見賴皆興，前引文，第三、四章。 
14西方建構主義可以大分為兩支﹔「現代建構主義」和「後現代建構主義」，主要的差別是分析上的

差異，前者強調世界政治中主客體的社會語言建構，後者強調權力與知識之間的關係，而現代建構

主義又可分為「體系建構主義」和「整體建構主義」。也有學者將建構主義分成「規範建構主義」和

「批判建構主義」的，前者著重在現存結構和代理者之間的互動，後者則強調運用社會科學知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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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是藉由社會學的觀念15，與傳統國際政治所研究的內容取向具有相當程度的落

差16，建構主義者通常不反對國家作為一個實體能動者的地位，但是更強調國家/國
際體系如何在國際政治運作中「建構意義」或說是「賦予意涵」的過程，將國際關

係理論一向研究的焦點，由「實存」的國家/國際體系間的互動關係與體系結構轉向

「建構」的國家/國際體系，強調國際體系結構是一種認知建構的過程。建構主義者

認為傳統國際關係研究中所假定的無政府狀態，以及伴隨這種狀態而來的種種國家

對權力、利益、安全議題的看法是一種「建構」。從身分認同與觀念建構作為思考起

點，探討在國家與國家彼此互動所產生的身分認同和觀念認知過程中，國家的權力

觀念與利益如何被建構與實踐，同時如何在這種建構與實踐的過程中，呈現出一種

「整體認知」/「觀念共享」的國際關係/文化體系來。所以，這種國與國之間通過

種種認同/觀念實踐型塑下所建構出來國際體系，並不是一種先驗存在的無政府狀

態，是一種發展式的、動態的、具有歷史意涵的辯証關係。 
 
建構主義討論能動者與結構(建構/解構)之間的互動問題。而在主流國際理論

界，對國際政治的結構問題探討的最明確的當推華爾茲（Waltz K.）17，他將結構觀

念成功的導入對國家/國際政治互動的研究中，解釋了傳統現實主義純粹由國家本位

主義來解釋國際關係不足之處，他的理論也被視為結構現實主義的代表，然而華爾

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強調的是「結構」/「現實」之間的因果以及制約關係，研究的重

點在於「似乎已被給定」或是「已成定局」的結構如何影響國家的決策作為，以及

國家如何在結構中互動，卻忽略了為何是「這樣的國家」必須在「這樣的結構」中

                                                                                                                                                 
批判工作。還有學者將建構主義分成支持社會科學的「新古典建構主義」、對科學立場持中間態度的

「自然建構主義」、以及否定社會科學的「後現代建構主義」等。如果將整個社會結構論在國際關係

的研究來看，則包含建構主義、英國學派和社會學制度主義，這些都可以視為是建構主義的相關流

派。參見瑪莎．費麗莫著，袁正清譯，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

頁 19-42﹔倪世雄等著，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23。 
鄭端耀，「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理』評析」，美歐季刊，第 15 卷 2 期，民 90 年，頁 212。 
15 郭樹勇認為，建構主義是結合韋伯的政治社會學、米德的符號互動論、哈伯瑪斯的批判社會理論

和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參見郭樹勇，「試論建構主義國關理論及其社會學淵源」，國際觀察，2002
年第一期，頁 3-5。 
16 秦亞青認為，建構主義是將社會學的互動理論引進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從哲學層面和社會學角度

提出問題引發國際關係學界的反思。他也舉溫特寫給他的信中提到，建構主義首先是一種分析社會

現象的理論，是一種涉及國家本體地位的思考，鄭端耀也題出一些學者的看法，認為建構理論與其

說是一個理論，倒不如說是一個研究途徑來得恰當。」參見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建構--溫特及其

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二期，民 90 年，頁 257-258﹔鄭端耀，同前註，頁

218-219。 
17 華爾茲在 1979 年出版《國際政治理論》一書，確立了新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學界的影響，也引

發另一波的大論戰，他將科學實證主義結合現實主義中權力和國家利益等核心價值做出嚴謹的理論

論述，並且提出體系結構的觀念，以權力分配作為國際政治的互動核心。Waltz, Kenneth ,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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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國家之間在認知的過程中何以必須假定是競爭何不能是合作關係？何以身分

認知必須是敵人而不能是夥伴？國際體系的存在何以必須是無政府狀態而不能是其

他情況？這是建構主義對結構現實的批判，也可以說是建構主義對傳統國際關係理

論的批判。建構主義在方法論上是採取先解構再建構的方式，破除由現實物質取向

思維下所建立/型塑起來的種種結構或價值指涉，再由歷史文化/觀念的向度去建構/
詮釋一套新的的結構何以產生。在傳統物質取向下所形塑出來的結構，是一種靜態

的、去歷史的、放諸四海皆準的去時空的結構，而建構主義所想要呈現的結構觀念，

是一種在歷史條件所導引的文化、觀念、價值認知作用而形成的實踐產物，是以國

際/國家間彼此文化和觀念作為結構的建構元素，這些建構元素在互動與認知的過程

中產生種種的認識/觀念/想法，這些認識/觀念/想法通過實踐形成了結構，結構產生

之後會反過來去修正或強化這些認識/觀念/想法，如此循環發展的辯証關係，讓結

構與這些認識/觀念/想法成為彼此依託的關係，成為一種「實存」的共生關係。 
 
然而建構主義最初並未受到國際關係學界的重視，是因為其著重用詮釋的方法

來看待建構的過程被主流理論認為是不科學且過於主觀，不能作為一個嚴謹的國關

研究理論。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之所以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具有不可憾動的力量，

是因為其以科學的解釋/分析方式，先作出假設前提(國際的無政府狀態、行動者是

以理性作為行動準則)和自變數(國家)，再根據這種假設和自變數在不同條件狀況下

所會產生的種種行為結果作出符合經驗值與科學性的判斷，這種高度化約的理論建

構，讓國際體系結構與國家行為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要內容，兩者也成為國際政治的

核心甚至該說是唯一變數。相對於結構現實主義，一向與之居於主流對話位置的自

由主義擁護者也由科學研究的向度下手，用同一套預設和思考邏輯對自由主義作出

修正而發展出新自由主義，所不同的是新自由主義雖然同樣承認與化約新現實主義

的種種基本前提，但其自變數卻是國際制度和國家行為，所關心/探討的也是國際制

度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制約。這兩套理論雖然各自有其主張，但基本的國際/國家/理
性預設卻殊無二致，也因此被視為「同一典範下的論戰」，同樣是國際政治中的主流

論述，所不同的只是「國家中心主義」和「多元中心主義」的運作主體而已18。而

其他的非主流論述，關注的是國際關係中的權力知識的非物質性與建構、話語論述

與權力關係之間的建構、結構和行為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國際規範等等，這些非

主流理論無法提出一套完整、可供科學檢驗分析的經驗法則或邏輯分析，又反對以

理性主義和物質主義作為觀察/分析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的起始要件，所以往往被視

為非科學、非實證的。這些非主流論述無法以一套科學實證理論作出高度簡約法則

來分析/解釋國際政治的發展，而只能概略的針對主流理論的不足之處作出批判與反

                                                 
18 秦亞青，前揭文，頁 24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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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所以被稱為「反思主義理論」19，難與兩大主流理論相提並論，更難成為研究

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的重要方法20。 
 
真正讓建構主義成為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重要理論且帶動研究熱潮的代表人物是

溫特(A.Wendt)21，溫特所開展出來的建構主義很巧妙的避開了一般建構主義被主流

國際關係理論所批判的純詮釋/純批判的研究途徑，而將主客體之間的互動模式置於

一套可以用科學方法檢証與分析的邏輯下，使建構主義的論述內容一方面顧及國際

政治中的社會建構範疇，另一方面又不排斥科學研究方法/客觀實存論，藉此走出一

條融合理性主義和反思主義的中間道路。溫特的建構主義雖然由反理性、反物質主

義的，但是卻不是全然走向主觀唯心的道路，溫特承認國家的存在22，也承認社會

實體/國際體系的存在，但是他反對這種狀態是一種既定的、先驗的存在，這裡就帶

出他所強調的體系是由文化或說是共有觀念所構成的核心命題了。就如溫特所言：

「國際政治中權力分配的意義再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構的，利益的內容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觀念所建構的23。」溫特不全盤否定理性與物質作用/存在的立論點使

得他的建構主義可以獲得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界的諒解/容忍，他把國家和國際體系當

成客觀存在的事實來作為研究的起點，也讓國際政治研究者可以容許他的理論被應

用在分析國際關係上。溫特並不從根本上去質疑或推翻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的論述，

他不去否定國家或體系的存在，而是順著這種論述去開展另一條不同的道路，將文

化/觀念的作用由原來的「補充元素」轉換成是國際體系建構的「基本元素」，在強

調整體主義與理念主義的同時，也不排斥個體的作用與物質力量的存在與影響。這

使得他的建構主義能夠與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產生一定程度的對話。 
                                                        

    在不否定主流國際關係論述的基本預設前提下，溫特強調國際體系之間的結構

生成是一種「建構」的過程，一種通過共有知識/文化/規範三者的認知/認同所完成

的建構，溫特提出了洛克、霍布斯、康德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並且指出這三者並

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過不同的國家互動模式/文化認知所建構出來的國際無政府

                                                 
19 這裡是採用基歐漢的說法，參見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  
 Robert O.Keohane,ed.,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Westview,1989),pp.158-179. 
20 這些冷戰後逐漸受人重視的非主流國際關係論述包含「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

「規範主義」、「歷史研究學派」等等流派，關於其內容參見倪世雄，前揭書，第五章﹔秦亞青，前
揭文，頁 245-248。 
21 建構主義的派別繁多且分類亦雜，然而以溫特為主的建構主義集各家之大成，且最有與新現實/
新自由主義產生交集對話的能耐，所以被視為是當前的建構主義的主流。見郭樹勇，前揭文，頁 2。 
22 石之瑜認為，溫特擱置/處理不了建構主義對本體論的探討，而直接歸結到國家本位的探討上，使

得國家/國際體系的討論在某些議題上顯得不完滿且不絕對，同時也為對國家作為建構/被建構主體的

身份迷思與國際體系作為被建構實踐場域/結果之間是否存在異同未曾探討感到遺憾。參見石之瑜，

「作為藝術的政治學--兼評建構主義的科學哲學立場」，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頁 302-303 
23 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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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成的24，三者並且可以是同時並存的。這種將無政府狀

態當成是建構起來的文化觀點與傳統國際政治理論將無政府狀態做為給定先驗的存

在是截然不同的25。建構觀點也同樣適用於其他國家的認知與行為，不同的體系文

化造成不同的國家角色/定位認同，而不同的角色/定位認同也影響了包括國家主

權、安全、利益等的認知內涵與行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認知/文化都是在實踐的

過程中確立的，所以不是一成不變的，也因為是「建構」的，所以自然可以「解構」，

當實踐的過程出現文化/認知的改變時，國家/體系的行為/結構就會改變。只是由於

文化本身具有自我實現、自我加強的特質，結構的改變就代表文化的改變，所以這

並不是一個容易發生的過程，總的來說，建構主義強調的結構是一種文化實踐的過

程，國家身份/認同以及國際體系結構都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也只有在這個實踐

過程中國家和體系結構的身份/認同才有意義。 
 
四、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對中國在世界體系中角色的制約 
 
    如果我們觀察所謂「國際關係」的演變，我們便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這

種觀察或是分析甚至在定義上都是相當「西化」的，而且是相當程度的「去歷史」

與「去文化」的。首先，「西化」的原因是來自啟蒙時代以來民族國家的興起和資本

主義的擴張以及地理大發現，讓西方國家成為主宰世界局勢發展和建構知識論述的

主體，而在啟蒙理性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交互作用下，西方的軍事力量夾帶著一

套西方中心知識論述主宰/建構了人們的思考與行為，使得十九世紀西方的歷史被當

成人類歷史的全部，「西方史」成了「世界史」，非西方世界的一切被淹沒在西方的

種種論述之中，西方以自我為核心建構了一套屬於西方/非西方的普世歷史觀和價值

觀，消去了種種不同地區的差異性和特殊性，也消去了各自歷史表述和文化表現的

能力，而以一套屬於西方的歷史觀/價值觀取代了一切。中國的歷史的獨特性在其中

也消失，留下的是被建構出來的中國/東方印象和殖民印象，這種充滿不真實且負面

的印象，所表現出來的只是代表西方在以自己為主體下對對中國進行的認知與書

寫，展現的只是一個西方歷史觀下的中國，這自然不是日漸崛起的中共所能接受的。 
 

                                                 
24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 Organization,Vol.46,NO.2,PP391-425.  
25 國際關係理論對無政府狀態並沒有統一的定義，秦亞青歸納理性主義的無政府狀態時提到，在本

體論上，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基本事實，是不因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在方法論上，由於無政府狀態是

第一要確立的假定，既然是「假定」，也就不需質疑其真偽，袁正清也提到，國際無政府狀態並沒有

一個統一的定義，多數學者認為以「缺少政府」來對比於國內政治是較佳的「無政府狀態」的定義，

還有其他的看法，而在溫特看來，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無政府狀態的問題，國家的身份是在互動中確

立的，體系也是在其中被建立的，參見袁正清，「無政府狀態的建構主義觀」，太平洋學報，2003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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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國際關係的起點是以民族國家為出發點，這就無可避免的要由歷史發展

的角度來解釋近代民族國家的互動模式26，包括對領土主權的維護以及由此發出的

對權力的追求、安全議題的重視以及利益的獲取，而這些互動構成/建構了所謂的國

際關係。在這裡有兩個疑點值得被討論：第一，並不是只要有互動的出現便會自然

就形成國際關係/國際體系的，而是在這個過程中互動的雙方/多方彼此承認/意識到

這種互動所形成的「模式意義」以及這種互動下形成的「互動認知」，使得國際關係

/國際體系架構在這種互動中逐步發展而成。換句話說，民族國家的出現是經過交互

認可的，如果無法獲得他國的認可，一個「執政體」和內部人民就算以國家自視和

以國家身份和他國進行互動，卻不會被視為一個實存國家而只是一個「政治實體」

或「類國家」，這一點在十九到二十世紀許多民族或殖民地爭取成為一個國家的過程

可見一斑。這些政治實體或類國家其實已具備形成國家的一切條件，唯獨在意義上

不被他國所認可/承認，它的身份認同就難以確立，他和其他國家之間自然就不存在

國際關係上的意義。就像美國當年的獨立建國如果始終得不到國際的承認，那美國

今天還能算是國際上的霸權國家嗎？更不用提西方的霸權從十九世紀的歐洲轉移到

二十世紀的美國，「一超多強」會被人當成是一個現在「既定實存」的國際現象了。

這個原因也是何以中共會由最初的「另起爐灶」到後來的走入聯合國，積極與世界

其他國家建交了，因為他要的便是一個身份認可，一個國際間的國家認同。 
 
    第二，權力、安全、利益等等國家追求物的內涵究竟是什麼？這些涉及價值取

涉的概念不應該是鐵板一塊，而該是隨著時空變異以及因應環境條件的不同與因應

對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領土主權27、權力、安全、利益等概念，針對不同的環

境與對象會產生不同的認知與需要，是一個相對值、相對需要/認知而不是絕對的28，

                                                 
26 關於民族國家的生成/建構是一個相當值得探討的問題，同樣也可以視為是一種建構主義下的產

物，班那迪克˙安得森從歷史的角度下手，將民族的起源與形成歸因於宗教信仰之領土化、古典王

朝家族之衰微、時間觀念之改變，特別是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與國家語言的發展，這

些因素使得民族主義成為一種顛覆不破且乍看之下似乎是自然生成的的意識型態。成為人類歷史發

展過程中因應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所形成的一種「想像的共同體」。這種民族概念挑戰了民族的成因

與必要性，認為民族本身並不是一種必然性且真正的「存在」，其「存在」是被歷史條件下伴隨著民

族國家的訴求被想像與建構出來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而 Ernest Gellner 認為，國家的出現

造成對人們民族主義的需求與渴望，這種需求與渴望使得人們回過頭來建構了一個完整的民族，他

在書中探討民族主義和以不在農業社會存在，到了工業社會才開始產生的原因，他在探討了國家、

統治者、文化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的型態與變遷後，認為「民族」只有在民族主義被需要的時代

才可能被界定出來，而不是由民族來界定民族主義的。參見班那迪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
共同體，（台北，時報文化，民 88 年）﹔Em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台

北，聯經，2001 年。 
27 主權概念已由傳統的「硬主權」、「絕對主權」的概念轉變成一種「互賴主權」（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的概念，參見 Stephen D.Krasner, 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12-14. 
28 關於此段論述的推演，可以參考李英明，重構兩岸與世界圖像，（台北，生智，2002 年），第一、

六、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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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就像美國與北韓如果同樣擁有核武，英國不會擔心美國任意以核武攻擊

他人，但對北韓就多所疑慮，這是因為兩者表現出來的國家文化不同，帶給英國的

印象就不相同，然則如果英國的身份換成是伊拉克，那麼整個認知的觀點就全然反

轉，美國反而成為一個可怕且不穩定的敵人了，因為「敵友關係」並不是必然/先驗

的或是一體適用的，而是根據兩國之間的關係---具體來說是文化所導致的認知差距

來決定的。現階段，英國根據文化認知視美國為友，美國亦同樣﹔然而在伊拉克則

視美國為其寇讎，美視伊亦然，然則在兩伊戰爭時期，基於當時的認知考量，美伊

也是互視為盟邦的，所以，敵友關係的形成，不是實存的必然關係，而是經由認知

建構所形成的。冷戰結束，美蘇從「敵對關係」轉換成「朋友」關係，也是一種文

化認知上的趨近所帶來的轉變。 
 
    然而，這種認知建構卻很難明確的反映在中國的國際定位上，中國現今在國際

政治裡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讓人充滿疑慮的國家，一方面，由於中國共產國家/馬克

思主義意識型態的色彩與西方的主流價值不同，西方主流國家難以真的對它放心﹔

二來則是中國在建政後的種種作風與在國際社會上的缺席，使得其他國家對它的認

識尚嫌陌生﹔第三則是由於它給人的印象充滿神秘與威脅，這就不能不歸因於西方

對中國的負面認知以及東方主義的建構29，三者彼此作用使得西方對中國始終不能

摸透，也更加強化西方「建構」中國是一個「威脅」的效應，而中國在面對西方時

的矛盾情節以及「認知」到來自西方的敵意，自然也根據歷史經驗和現實感受建構

一個相對於「中國威脅論」的「西方威脅論」/「西方陰謀論」的說法。 
 
    國際關係理論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一直存在著許多爭論，除了主流與非主流

之間的爭論外，主流的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也不斷的彼此爭論，然而我們必須

正視到，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研究畢竟是一個新興的學門，諸多預設與見解其實皆不

脫這兩三百年來的西方國家互動經驗，說得武斷一點，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理論所針

對的其實便是西方民族國家興起後所產生的種種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關係，是一種基

於西方經驗衍生/推導出的理論，並且將之用來解釋/詮釋/分析/判斷當今的種種國與

國之間的互動模式與行為。這種將西方經驗用來擴大觀察/解釋當今國際局勢的做法

是否妥切不無疑義，而隨著時空演進，國際關係已經由以國家為能動主體的「國際」

互動模式逐步發展到涵蓋以國家/非國家(跨國企業、NPO、NGO)為能動主體的「全

                                                 
29 在西方民族國家興起之前，「中華帝國」就已經存在，而且內在的動亂所帶來的只是政權的更迭而

非帝國徹底的崩解，而在西方歷史上的大帝國如波斯帝國、東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或是回教的

阿拉伯帝國都已覆滅時，中國依舊存在，而且中國在元代曾向西方用兵，在清朝初期國力強盛雄據

東亞，相較於西方國家短短的數百年歷史，中國在「征服」/「侵略」和「用兵」/「戰爭」的經驗，

必然造成西方民族國家的疑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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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互動模式30，國際關係理論應該隨著時空環境的改變受到修正，或是研究典範

必須整個受到轉移，相信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31，然而由這種時空變異的環境因

子去作思考，建構主義較之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更能作出詮釋力，因為建構主義從

本質上顛覆了傳統國際無政府狀態或現今國際情勢存在模式的必然性與正當性，從

而提供了現在與未來國際情勢變動的可能性與合理性，這一點對希冀走出國際政治

情勢與國際政治思想制約的中共而言，具有相當程度的吸引力。以現實而言，工業

革命以後到二十世紀這段時間，通過以民族國家為載體的西方國家/地區的種種作

為，包含帝國侵略和殖民政策以及資本主義的擴張，直接或間接影響、甚至是構成

了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的全部內容。在知識論述上，用來探討國家/國際問題的國際

政治/國際關係成為一門專門學科的時間不過一世紀，而且這一世紀中的知識建構/
論述權力都是掌握在西方手上，其他國家/地區只能在西方認定的遊戲規則中建構或

強調自己的身分定位或國家位置。中共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強權，面對西方國

家動輒以霸權、威脅者來看待自己的一舉一動自會感到厭煩與不滿，自然會希望走

出西方的現時和理論框架的制約，發展一套屬於自己的國際定位論述。 
 
五、從「解殖」到「建構」：中國自我形象與世界圖像的再建構之可能 
 
    如果我們承認現存的國際政治體系是國與國互動的過程經由文化/共有認知所

建構出來的，那麼中國在國際上的角色/地位自然也是這種建構中被認知/決定的。

如果說後殖民主義/論述在自我認同上提供國家一個重新審思/反省自身所處國際體

系結構的契機，那建構主義便提供了一個改變/重構自我國際形象的方法，同時也提

供了影響/改變國際政治體系現存態樣/認知的可能。對中共而言，要走出全球化發

展與後殖民論述所引發的全球/本土的矛盾困境，最好的方式便是建構一套將兩者融

合在一起的論述，同時以這套論述做為實踐的依據。中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其實已經趨向這種建構，只是中共在實踐經驗的成果無法做為支撐/擴充理論建

構的依據﹔中國在鄧小平時代初期政治體制改革成效不彰，經濟上也無法達到大國

水平，而經歷文革十年浩劫的社會與文化更顯得蕭索沈寂，偶然發出的改革聲音或

檢討聲浪也很快的被壓制，「有中國特色」的說法只被視為是為了抗拒西方思潮或為

了在經濟上向資本主義靠攏所做出的手段性理論，是為了避免在思想文化上被西方

同化所致，伴隨而來的愛國主義與反和平演變的訴求都強化了這種認知，一些後殖

民理論家認為，中共這種一方面面向西方進入西方/全球市場，一方面卻又抗拒西方

的做法，正是後殖民論述所指出的「受殖心態」。 

                                                 
30 參見李英明，重構兩岸與世界圖像，頁 146-459。 
31 關於國際化/全球化、國家中心主義/全球主義的討論，參見李英明，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第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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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可否認的，中共在建政初期確實存在著受殖心態。中國雖然未曾被殖民，但

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受到列強的侵略與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使得中共認為中

國是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的國家，這種思考模式一直到毛澤東時代末期才逐漸

出現改變。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西方對中國的印象/定位也是通過毛澤東這種對西

方帶有濃厚敵意的思想而建構，將中國建構/定位成一個對西方「不友善」、「具侵略

性」的國家。然而，這絕不是中國早期在西方或說是國際政治體系上的印象。 
 
    西方長久以來雖然與中國雖然或多或少有著接觸，但對中國的印象卻始終停留

在模糊的階段，而最早將這種模糊印象通過具體化約的形象呈現出來的是一套「東

方主義」的論述模式，可以說，未趕上工業革命浪潮而發展卻猶自閉關鎖國、不問

世事的中國，在西方民族國家的認知裡，是經由「東方主義」的建構所呈現出來的

具有神秘、古老氣息卻又自大、落後且封閉守成的國家，而這套東方主義背後的目

的不是讓西方認識真正的中國，而是方便西方可以在最短最快的時間裡認識中國並

且思考如何與之接觸。所以當十八、九世紀積極的向海外擴張的新興西方民族國家

與中國接觸並且發現中國是一塊未經現代化開發的地區時，「東方巨龍」在西方人眼

中頓時成為一隻「肥羊」，於是種種壓迫和不平等接踵而至，而中國人的民族自尊與

民族自信在這個過程被不斷瓦解，遂引發其後一連串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

種種改革，並由此產生一種對西方又愛又恨的矛盾情解，一方面希冀藉由西方的幫

助和通過學習西方來幫助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另一方面又痛恨西方對中國在各方面

的宰制與侵略，破壞了中國千年來的優良傳統與文化，也因此，一種沒有殖民的受

殖心態因此而生。中國的「天朝」地位不保，對西方視為「蠻夷之邦」的傳統看法

也逐漸受到解構，中國以自己為核心的世界觀受到瓦解32，而瞭解自己是世界體系

中的一員，但卻是地大物博卻贏弱不振的一員，這對中國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也使

得中國民族信心受到挑戰，對「西方」侵略者形象的建構也就亦發鮮明。 
 
    這裡我們或許可以探討一下「西方印象」/「西方圖像」的建構與形成，這是相

對於中國/東方來說的，但是如果由西方的觀點來看，西方的「內涵」也不是鐵板一

塊，不是既定的而是建構的，十八、九世紀的西方勢力是以歐陸（英、法、義、奧、

德）等國為主體，但到了二十世紀經過兩次大戰的洗禮，美國的勢力取代了歐陸而

                                                 
32 鄒讜在提到中國在面臨自我認同/建構的「全面危機」（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時認為，危機的

產生有三個原因，其一便是中國在世界政治體系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以前的中國的帝國和皇權，

有一個以自身為核心的世界體系，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整個世界中的地位改變了，從一

個世界體系的核心和主宰，變成了另一個世界體系（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份子，

便成是被主宰、掌控的國家，具體的表現就是戰爭的失敗，參見鄒讜，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從宏觀

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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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中國/東方眼中的西方霸權的代表，所以，西方霸權的存在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

的狀態，它是一個歷史下的產物，是一個通過武力並且結合政治、經濟和知識論述

力量而產生的歷史產物33，這可以說是非西方對西方一種化約式的建構。這種建構

如同西方建構東方一般，都是通過以現實中的東西方互動實踐過程，逐漸建立起一

定程度的認知/觀念，再將這些認知/觀念通過具體的符號/印象建構或化約成明確清

晰的知識論述來完成的。 
 
    中國通過一套化約的西方建構將西方視為是一個「異己」的角色，而在在西方

眼中，中國畢竟是一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大國，再加上歷史上曾出現的「黃禍」，

讓西方對中國的力量始終心存疑惑，所以西方一方面雖然將中國視為一個相當衰弱

的國家，但另一方面卻也擔心中國崛起/發展的可能，同樣也是一個「異己」。但一

直到民國肇興、歷經一戰、二戰乃至到中共建政之前，由於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外交

上的種種互動尚稱良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並未對中國顯現出敵意，但在

中共明確的宣示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才對中國

認知出現強烈的敵意。 
 

順著這個邏輯，從二戰到冷戰結束，以西方國家為行動主體的國際體系其實也

經過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建構/解構的過程，「敵友關係」的認知也不停的轉換，終

於形成了現今「一超多強」的局面，而對國際政治體系的認知除了由最初的「多極」

到「兩極」再到「一超多強」，也增加了許多對非國家因素（跨國企業、NPO、NGO）

的重視與討論，這都是一種實踐所造成的認知改變。中國的西方印象和西方的中國/
東方印象（在這裡我採用化約說法）也在這種過程中被不斷的轉換，特別是蘇聯解

體以後，意識型態的轉變讓蘇聯從西方眼中的軍事大國搖身一變成為貧窮落後的邦

聯國家，這也使得西方對蘇聯的印象不再充滿敵意，而將二戰以來馬克思/共產主義

的疑慮/敵意轉換到還高舉社會主義大纛且逐漸崛起成為世界強權之一的中國身上
34。 

 

                                                 
33 保羅．甘乃迪針對西方這五百年來民族國家的興起與其在軍事、經濟條件上強弱比較下所產生的

互動做過相當嚴謹的研究，同時也探討戰爭與民族國家的興起以及國際情勢的演變，是如何從歐陸

的多極強權轉向美國，並提出美國已經走向霸權下坡的警語，參見保羅．甘乃迪著，王保存、陳景

彪等譯，世界強權的興衰--公元 1500∼2000 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台北，風雲時代，民 78 年）。 
34 閻學通認為，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從兩極走向多極化，中國、日本和德國都有可能成為新時代

的崛起勢力，而國際輿論何以特別對中國崛起最為關注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中國改革開放後

的經濟活力是日本和德國所不能比的。二是中國的綜合國力是俄羅斯、日本和德國所不能比的。三

是中國獨特的歷史傳統使得人們容易聯想到中國的崛起。見閻學通、王在邦、李忠誠、侯若石等編，

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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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國際政治體系中的中國印象/圖像主要來自兩個部分，一是西方對中國

的想像/認知/建構，二是中國自我表現/宣傳的部分。前者正如「中國威脅論」、「中

國霸權論」、「中國即將崩潰」的論點，相當程度帶有西方對中國的負面認知或期待

在裡面，後者則是中國為了積極表現自己是和平大國的風範/身份所做出的努力，像

是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與世界各國建立合作伙伴關係，在重要談話中強調維

護世界和平等作法，都是為了降低西方對它的疑慮。事實上，不管是中國威脅論或

是中國是和平的愛好者，在國際政治體系上都是一個「尚未存在」的事實，真正存

在的人們對她的認知程度，如果對中國的崛起心存疑慮而且懷有敵意，那中國的一

舉一動都會被視為是一種挑釁的行為，都可以被認知/解讀成具有威脅的意涵，但是

若相信中國會是一個可受國際制度規範且愛好和平的國家，則解讀/認知又自不同，

所以，「中國威脅論」的真正威脅並不是來自中國本身，而是來自那些對中國懷有敵

意的國家，這一點也正是建構主義所強調的認知的形成對國際體系建構的影響。 
 
國際關係體系除了現實和自由主義兩大流派外，另一個具說服力分析世界體系

結構的論述當推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了，然而華氏的觀點明顯是一種建構：核心--
半邊陲--邊陲從來都不是地理上實際存在的界限/分野，而是通過華氏的想像/分析西

方與非西方的關係後形成一套論述，然後再獲得國際政治的多數行為者認可，而形

成一個可以用來描繪當今國際體系的世界圖像/體系。中國的自身形象與世界圖像的

建構也是同樣的道理，中國在十九世紀以前的世界觀/歷史觀是以自己為論述核心

的，著重的是中國與四鄰（東亞區域）的關係35，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四夷來歸」

的泱泱大國，「天朝」的觀念讓中國認為自己是世界的核心。然而十九世紀中葉以後，

西方的船堅砲利打碎了中國的天朝夢，中國的世界觀論述核心便開始轉往西方，之

後似乎中國歷史的任何發展都與西方脫離不了關係，中國歷史無法以自己作為論述

主體而單獨存在，中國的世界觀再也無法單純的以自己為主體而只能將自己視為是

世界體系中處於被動情形的一員，甚至必須通過西方所建構的東方主義來認識自

己。然而在現今中國在重新走上大國地位的同時，自然會希望擺脫長久以來西方對

自己的形象與國際地位的建構，或是必須藉由西方的存在來凸顯建構自身歷史與世

界觀的窘境，重新讓建構自身歷史與世界觀/世界圖像的權力回歸到自己的身上，而

且是以和平的、不讓人擔憂的方式來進行建構。 
 
建構主義的觀點同樣可以解釋中國在這些方面的努力，中國通過對傳統文化的

                                                 
35 王正毅認為，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要分成兩大部分來看，一個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現實歷史進程，

另一個則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思想歷史進程，而在現實歷史進程方面，中國在 1800 年以前是以「朝

貢體系」和東亞世界產生聯繫，而在 1800 年到 1945 年之後則是以「條約關係」和西方世界互動。

參見王正毅，世界體系論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318-342。 



 19

重新詮釋/建構來尋回/重建自己的民族信心36，在外交政策上展現自己的大國風範
37，以及在重要公開場合的談話以及諸如加入區域結盟或世界組織乃至修改黨章等

等的作為38，都是企圖影響國際對中國的認知態度，一旦這種認知形成，國際體系

對中國的崛起就不會視為是一種「威脅」了，這是一種由霍布斯式的文化向洛克或

康德文化所做的轉移，而中國在這種建構的過程中，事實上也一步步的擺脫受殖心

態而往解殖的方向過度，當中國的自我認同/形象和世界圖像建構完成的同時，也是

中國徹底擺脫後殖民心態的時候。 
 

六、結語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便陷入了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矛盾中，並且在這種矛

盾中產生了對西方愛恨交纏的後殖民心態，然而隨著中國國力的日漸強盛，中國開

                                                 
36這可以以中國海外學者杜維明提倡的「新儒學」為代表，學者德理克認為，儒學的重新崛起是具有

歷史背景和時代意義的。西方韋伯主義暗示，中國如果想要發展資本主義或者實現現代化，就必須

拋棄儒學，而在近代西化思潮/價值影響下，儒學一直被當成是陳舊的思想，八０年代以後儒學伴隨

著經濟、社會與政治狀況的轉折。一夜之間突然改變的不是儒學的內容，而是對這一內容在現代化

問題上的評價，再如杜維明等人的鼓吹下，一直被視為中國現代化道路上頑固障礙的儒學，洋身一

遍成為現代化的一股力量，供別國爭相仿效。儒學的復興與大討論是在新的歷史形式發展起來的，

後毛時期中共社會主義革命意識型態出現了危機，而中國文化區（Sinic area）中東亞經濟的突飛猛

進，使得全球盡皆關注這一出現經濟奇蹟的地區，這就中國而言，是邊緣接管了中心，紅色中國開

始對周邊社群的精義成功起而仿效，這些周邊社群則稱儒學乃發展之源，從而大大的推動了美國對

儒學的關注，一時儒學成為學者、大眾、跨國公司經營者，人人爭說儒學，東亞社群也因為經濟成

功而得以自信的維持自己的儒學背景，其後更將之做為自身的特色所在，這種儒學帶動經濟的說法

一方面是對西方中心主義下的經濟發展理論的一種反抗，另一方面也是對資本主義發展危機的一種

對照。然而也有人將這種新儒學的發展當成是一種中國「新保守主義」的出現，羅曉南整理一些學

者的看法指出，九０年代的「中國文化復興」或「國學復興」的「國學熱」，意味著西方中心的衰頹，

繼之而起的是一種同時能繼承並超越過去之古典性（華夏中心）及「現代性」知識型話語/論述的「中

華文化」的興起，但這種華夏中心主義所形成的「新國學」是一種「新保守主義」的表徵，反而是

落入了認同西方霸權主義要中國文化「走不出去」的陷阱。參見阿里夫‧德裡克著，王寧等譯，後
革命氛圍，(北京，中國社科院出版社，1999 年)，頁 232-233﹔羅曉南，「九０年代『反西化思潮』

理論探源，從『後學』的爭論談起」，東亞季刊，第 31 卷第 4 期，民 89 年 10 月，頁 5-28。 
37 威廉姆‧卡拉漢認為，本質上，外交政策就是處理與他者的關係並理解他者的問題，在這樣做的

過程中不斷的建構自我，他並且使用建構主義的觀點，來分析/解構在文明框架形成的大中華和東亞

區域政治的含意。見威廉姆‧卡拉漢（W.A.Callahan），「文明與跨國關係--中國外交政策及其認同的

一種建構主義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 年第 12 期，頁 76-80。 
38 如中共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和平理念，推動新安全觀，積極與其他國家建立伙伴關係，加入「東

南亞國協」及「東亞區域論壇」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都可視為是中共向要藉由融入世界體系

來改變/塑造自己於他國眼中的形象，建構自身的大國風範。另外中共於 2002 年 11 月 14 日通過「十

六大」黨章的修訂，在總綱第一段和其後各篇，都可見江澤民「三個代表」的影子，而三個代表其

實強調的其實也就是以中國為主體的生產力、文化、人民利益的發展模式。而在第一章黨員中，「十

六大」的黨章新增加了「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份子」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一般認為這是為私

營企業加入黨的合法性做出解套。參見邱坤玄，前引文﹔吳福寶，中共對外建立「夥伴關係」之研

究，（台北，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89 年），頁 18﹔中共十六大修訂的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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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走出後殖民心態並且以自己為主體建構符合中國的知識論述，這套知識論述也包

含對中國國際政治角色的定位問題以及對現存西方國際關係體系的反思。用建構主

義的觀點來檢視中國的作為，可以分析/解釋中國對建構自身印象與發展世界圖像的

可能，特別是中國如何走出「受殖」的迷思，調和全球化發展與後殖民狀態下的矛

盾處境而走出一條「解殖」的道路，以自身的歷史和文化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的國際

關係體系。 
 
    中國在九０年代以來，一方面在現實面積極融入世界體系的運作，另一方面在

思想面也努力的建構一套屬於中國的新文化/知識論述，並且隨著生產力以及綜合國

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在作為上也愈向西方展現出善意，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國愈來愈

成為國際關係體系的一份子而不願意被西方世界視為麻煩或爭端的製造者，另一方

面則是由於國力的日益強大與世界地位的提高讓中國在面對自我認同/自我建構的

過程更具信心，像是對西方思想的接受到批判/反思以及對新中國文化的建構/詮釋

（例如新儒學的興起），在十六大黨章中將「三個代表」納入以及允許企業家入黨等

措施，我們與其說她是向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思想靠攏或背離馬克思主義，倒不如說

她愈來愈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39，愈來愈脫離西方的制約

而成為自己的主體，中國對自身行為與意識型態的改變/建構，反映在現實國際政治

上是中國人對自我認同、認知印象與文化印象的轉變，中國人更清楚自己的定位/
角色，同時對此深具信心。中國通過塑造/建構及改變自己在他人以及自己眼中的自

身形象，來進入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國際體系。或許我們可以說，中國從「受殖」心

態向「解殖」的轉變，再到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的國際關係論述，甚至包括一套完整

的東方體系/西方體系歷史論述的建構，關鍵點便在於別人認知中的中國是否足夠強

大以及中國自我形象建構的信心是否足夠。由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到歷經江澤民到

胡錦濤，中國在國際體系的發展也由受殖、反殖到解殖，而解殖的最後作為便是回

復到以中國為主體，建構一套以中國為主體的國際關係論述。 
 
 
 
 

 
 
 

                                                 
39 「三個代表」的進入黨章，除了宣告江澤民的影響力外，其實也是一種「後共黨時代」意識型態

的重建構，參見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型態的辯證，(台北，生智，2003 年)，第一、

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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