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 論 

 
 
                                              是讓他們知道的時候了! 
                                              是石頭要開花的時候了! 
                                                   –Paul Celan,﹤Corona﹥ 

 

 

對英國學派的探究至今有著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它被主流國際關係研究忽

視的處境正好可以體醒我們它的存在，也時時告誡我們許多所謂的正統、主流地

位其實是靠著排除他家論述至非主流而得到。人類的知識是不斷積累的，正如同

幾次國際關係的大辯論都是藉由挑戰主流論述與地位而來，我們對國際關係的知

識不僅要基於前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站在這些基礎上去反思下一步。 

 

國際關係是一門攸關人類生死樂悲的學科，它關心的是我們過去、現在及未

來。任何對國際關係的研究都必須保持著未來無限的開放性。於是英國學派的出

現正是提醒我們在主流論述外，還有其他受忽視的言說。如此才可對人類的未來

多加思考以保持無限可能性。於是對英國學派的探究便成了一段探索人類命運的

旅程。 

 

本文對英國學派進行考掘與詮釋，目的在描繪英國學派於國際關係研究中的

面貌。因此本文從三個部份進行此項工作：首先，是英國學派的歷史發展，包括

其起源、名稱問題、成員資格的認定問題、何以成為一學派，及最重要的，與現

實主義的關係等問題，企圖以歷史回溯勾勒出英國學派的圖像；第二部份則是英

國學派的學術內涵，包括其三個傳統及理性主義於其中的折衷角色、三種國際關

係本體及多元主義及團結主義對國際社會本質的探討；第三部份則嘗試從社會科

學哲學中實證主義及詮釋學的傳統，以及這兩個陣營對應到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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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尋求英國學派在社會科學及國際關係研究的定位。本文在主流的實證主義傳統

下挖掘出更能適切呈現國際關係中社會及主觀性的理論或途徑，以避免國際關係

理論的貧乏及單向度(one-dimension)，而更能貼近國際關係的全貌。 

    

因此，如同英國學派論述中的規範性一般，本文也對國際關係理論帶有規範

性的冀求。實證主義強調客觀主義及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無法完全呈現國際關係中

的社會面及主觀建構性，國家及個人一般都無法離開他人而獨活，對任何個人及

國家行為的探討都必須從社會此一整體概念為研究焦點，國家的行為、思考都離

不開國際社會此一環境，國家作為一文本(text)，研究者必須國際社會此一脈絡

(context)來詮釋及理解國家行為及各種國際交往的意義。综合以上的目的及期

望，本論文的研究發現如下： 

 

壹、 研究發現 

 

一、歷史起源 

    英國學派之名來自宣判其終結的 Roy Jones，因為 Roy Jones 對其的描述、界

定與標籤給予而使世人知曉該學派的存在，至今英國學派漸為人知曉。當我們注

意到英國學派之時，除了專注其有別於美國主流的英國性外，更應該探究這種英

國性的內涵，及因為此種內涵所能帶給我們的啟發。「英國」之名也許是一個與

美國主流研究區分的起始點，但更重要的是其學說中社會的整體概念及濃厚的規

範性才是與主流實證主義最明顯的區別。雖然 Roy Jones 於 1981 年宣判了英國

學派的終結，但從英國學派現今的學術活動力看來，英國學派並未遭致此命運，

反而更有欣欣向榮之勢。這意味著在主流的實證主義國際關係下還是存在著醉心

於傳統途徑、詮釋學、國際社會及規範性論述的心靈，英國學派的存在不啻是一

股令憂心國際關係單調發展的人鼓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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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Roy Jones 所言發源於倫敦政經學院，英國學派起源的另一種說法則是

追溯至 1959 年的不列顛委員會。Tim Dunne 認為自不顛委員會開始英國學派學

者才有固定的集會及討論，也因此有這些歷史記錄，Tim Dunne 認定不列顛委員

會為英國學派的源頭。但 Tim Dunne 如此的歷史劃分忽視了未加入不列顛委員

會，但對國際社會概念發展有著不可忽視貢獻的 Charles Manning。國際社會是

英國學派的學術核心，Martin Wight 及 Hedley 在國際社會的概念思考都曾受到

Charles Manning 的啟發，以未加入不列顛委員會抹除了 Charles Manning 對英國

學派的學術貢獻，便是無視英國學派對國際社會的重視。英國學派並非是學術俱

樂部，它是一群具有相同學術關懷的學者的集合體，此關懷便是國際社會。由此

觀之，我們對英國學派成員的劃分應該以是否說著同樣的學術語言，而非只是是

否加入某一會議或組織。 

 

英國學派的發展與現實主義有著難以斬斷的關係的關係，這是因為英國學派

對秩序、權力平衡的重視及對權力政治的描述都被認為摻有現實主義的成分。但

英國學派研究權力政治乃至於權力平衡重要性在於其能夠維持國際秩序，因為也

只有在一定秩序下，其他體制才能運作。也因為意在國際秩序的維持使得英國學

派的權力平衡與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有所區分。因為現實主義主張的權力平衡是

權力政治的一部份，國家競逐權力乃是普遍的作為。但英國學派而言，權力平衡

是 18 世紀「國家體系」的傳統思想，它視國際社會為一政治體系，而不僅僅是

國家間的集合。如果不從國際社會乃至於理性主義的概念來理解 Martin Wight

及 Hedley Bull 等人，很容易就將他們誤認為屬於現實主義的陣營。這也是本文

要考掘、耙梳英國學派的原因。 

 

二、英國學派的學術內容 

    英國學派的學術焦點在國際社會，國際社會的探討與 Martin Wight 的三個傳

統、國際體系、國際社會、世界社會的內涵及相互關係都無法偏廢，國際社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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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的多元主義及團結主義也是焦點所在。三個傳統中的現實主義等同主流國際關

係的現實主義，著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結構及過程對國家行為的制約，國家為了

自身安全而競逐權力、施展權力。革命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價值超越現存的國家

體系，普世人權價值應當凌駕國家主權之上。理性主義是現實主義及革命主義的

折衷媒介，其與現實主義共通之處是他們都是國家主義者，也視國家為無政府狀

態一行為主體；與革命主義溝通的地方則是他們都具有一體、社會的內涵。故理

性主義與現實主義在注重個體下都承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存在。但在另一方面，

因為理性引領的社會性，使我們又不會全然偏向無政府狀態人人相爭的景況，在

這種注重一體、社會的性質下，又使得理性主義得以和革命主義對話。這也是理

性主義得以成為折衷媒介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Martin Wight 認為現實主義、理性主義、革命主義及其代表

的國際體系、國際社會、世界社會是三股共榮相生、不相衝突的典範，他們都是

國際真實的呈現，我們對這種歷史開放性及多元感到興奮及歡迎。對國際關係的

探討都不能偏廢其中一項，而必須將他們都納入思考。如果我們認知人類社會具

有積累性，則英國學派導源於過去政治思想不但可以作為我們研究的參考，更是

提供我們站立以看得更高的巨人肩膀。 

 

國際體系的本質國家間的權力政治。其本體以國家為中心(state-centered)，

主要著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結構及過程對國家行為的制約。在英國學派的文章

中，國際體系的概念又稱霍布思主義/馬基維利主義。國際體系的概念相當於主

流現實主義及新現實主義所闡述的無政府狀態的概念。這也是 Martin Wight 所謂

國際關係三個傳統中的現實主義。 

 

國際社會是英國學派的學術中心，Charles Manning 認為國際社會概念就是

一個意念(idea)，是國家相互交往中融合入正式思考中的意念。國際社會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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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建構的事實，是互為主觀的產物，提供國家形成及執行政策的脈絡環境。

Hedley Bull 定義的國際社會定義，國家在若干共同制度下認知他們共享的利益

及價值，並且在彼此的交往中受到這些共同制度約束。Hedley Bull 及 Adam 

Watson 將國際社會定義為「一群國家不僅形成一自身行為是他人行動計算考量

的體系，而且是經由對話及同意建立若干規則及制度以為行為準則，並且承認他

們的共同利益寓含於維持這些安排」。Hedley Bull 及 Adam Watson 所謂的共同利

益包括國家體系的維持、主權的相互承認、暴力的制約及承諾的實現。而為了實

現這些利益及目的則必須透過社會中的制度及規則達成，這些國際社會的制度是

權力平衡、國際法、外交、戰爭及大國間的協調(concert)。也因此這些制度及規

則對個別國家來說有其特殊意義存在，對國家也就有著主觀構成的約束力。作為

國際體系及世界社會的折衷媒介，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概念因為具有理性主義的

成分一方面它承認國家為生活於無政府狀態下行為個體，所以它能夠跟國際體系

有接軌。但它又認為國家間具有過靠著共同制度及規則過著社會生活的特質，這

種社會性及共同性發揚到極致便是超越國家、政治疆界的世界社會。 

 

世界社會的主體是個人而非國家，其設想全人類的普世社會(universal society)

存在著共同的目的(ends)及價值，英國學派對世界社會概念的發展並非相當齊

全。在英國學派中，則以康德主義為替代名詞。其對應 Martin Wight 三個傳統中

的革命主義。其重視共享的規範及價值在個人層面所扮演的角色，亦即革命主義

在本體的地位上超越了國際體系及國際社會以國家為本體的論點，而轉向以人類

為本體論的關懷。也因為國際社會具有理性主義的傳統，因而引發了團結主義及

多元主義熟為適當的國際社會本質的討論。多元主義認為國家才是國際社會唯一

的主體，其傾向理性主義中的現實主義面，認為應該尊重建立在國家間政治差異

的個別國家主權。多元主義抱持著強烈國家中心論，設想國際法為實證法，認為

國際法來自條約及習慣，因為這些是基於國家的同意(consent)。藉著法律的限制

保障國家間共存的最小需求，多元主義者可被視為對國際法及國際秩序最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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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保守的維護。團結主義認為國際社會的最終主體是個人，而國際法及普世的行

為準則可由國家執行。團結主義所設想的「國際社會」較多元主義寬廣許多，關

懷的是共享規範對使用武力的禁制作用以及國家與普世人權間的關係。其焦點在

於共享道德規範可能性，並討論因為這種普世道德規範所引起人道干預，強調「國

際社會」中的個人權利，對於國家主權有所貶抑。對這兩著的討論在現今則演變

成對人道干涉/不干涉的道德基礎考量。 

 

三、英國學派的學術立場 

在美國為主的實證主義的準則下，主流的國際關係研究必須將各種國際現象

量化，建立假設及理論解釋這些現象。也就在客觀的理性法則下，主流國際關係

研究只給予國家唯一的本體論地位，將各種國際制度、結構、規則物化為恆常不

變的性質，以作為影響國家行為的變數，國家只能被動的受到國際體系限制及制

約。實證主義下國家互動猶如撞球運動般，是機械性的物理性活動。實證主義下

的國際關係理論必須如同自然界法則一般，是永恆不變的因果性關係。因此，從

事詮釋國際社會的英國學派並不屬於實證主義下的理論，但英國學派對國際社會

的詮釋性及規範性研究啟發了我們重視國際關係中的整體面及國家的主觀意

念，原因在於國際關係是國家間社會互動後所呈現，各種國際現象都不能脫離這

種國家間主觀意識的社會實踐而談。同樣的，各種國際制度、規則及安排是國家

社會互動後的產物，有其特殊的歷史脈絡，這種歷史脈絡賦予這些制度及安排特

殊意義，社會制度對國家來說並非因果性的邏輯關係，而是附著於國家行為中，

自成其特有意義。 社會制度及各種社會安排都是國家社會實踐的結果，它是意

義網絡下的產物，附著於國家行為，我們只能從國家交往的脈絡中去理解及詮釋

這些制度及安排對國家的意義。在實證主義下的因果解釋是無法完全呈現這種主

觀性、社會性、建構性的國際現象。 

 

體認國際關係中的此種社會性及主觀性，「國際社會」是可以成為一項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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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研究的起點。主流國際關係重視國家此一單一本體，並在理性原則下國家行

為受到一客觀因素的制約及限制。英國學派正好提供我們另一項觀點與選擇，解

放了國家的桎梏，為我們帶來國際關係發展的無窮可能性。也正因為英國學派更

能提供完整的國際關係樣貌，本文認為英國學派是可以成為更佳的國際關係理

論。 

 

實證主義的傳統下，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必須是價值中立的，也就是論述中

不能含有價值及規範性。但思想源於過往政治思想家的英國學派卻跳脫了此種冷

酷的成分。因為英國學派是對國際社會的研究，過往的政治思想思考的正是正

義、倫理等使我們在社會中過良善生活的問題，就如同 Martin Wight 過去在問：

「為何沒有國際關係理論？」時，他正從政治理論及政治思想中尋找引導我們過

應然的良善生活。從事政治思想的研究及規範性的理論是研究國際社會此一整體

性概念的英國學派所必然進行的學術工作。 

 

英國學派過往的地位來自主流國際關係研究在實證主義的宰制下，對從事詮

釋、傳統途徑研究的英國學派的忽視。如此英國學派就必須尋求實證主義的語言

而與之對話嗎？如果了解到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中的侷限性，英國學派受忽視的

非主流地位反而不會令人感到洩氣，而是一股提振精神的源流及令一項選擇。英

國學派重視的國際社會正好彌補主流國際關係研究只重視客觀性、個體性論述的

缺漏。 

 

貳、未來要如何研究英國學派？ 

本文旨在發掘英國學派的歷史發展、學術論述及其長期受到忽視的原因，以

還原英國學派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面貌。對英國學派有了基本的了解後，英國學

派還遺留了相當問題及學術資源留待後續研究，下列便是這些後續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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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跨學科整合以研究國際關係：國際關係研究的是人的思考及行為，過往建

立在客觀假設及個體主義的實證主義理論並無法全然呈現國際關係中的各種面

貌。也因此跨學科研究國際國際便為可欲且必要。1例如英國學派重視國際社會

此一整體性的概念，使得往後國關研究得以借重社會學方面的學說以為思考之

源。 

 

二、 擴大英國學派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及途徑的對話：雖然歐美學界對英國學

派的討論逐漸熱絡，其也漸有中興之勢，但英國學派在主流的實證主義下仍缺乏

其影響力。但若照國際關係研究的焦點走向後設理論的討論及注重國際關係的社

會性及主觀建構性，我們沒理由忽視英國學派甚或將其邊緣化。為此，結合英國

學派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及途徑的討論是廣收研究視聽、增加影響力的第一步。

例如將英國學派與現實主義作一比較，或將近來廣受討論的建制理論或建構主義

帶入英國學派的討論中。 

 

三、 對政治理論的重視：如果認知到國際關係不僅僅是建立在客體理性的科學

假設，而是國家間社會互動的主觀建構構成，過往的政治思想可以做為我們思考

的土壤。作為整體論的國際社會並非單單研究國與國間的策略互動，而是從一社

會的概念來理解許多國際關係現象的意義，並由此探求這些現象對國家行為的意

義。因為研究主體是國際社會，對規範性理論的研究變成為必要，因為規範是維

持一社會最重要的支柱。源於討論國內社會規範的政治理論便可成為國際關係研

究的焦點。並因政治思想中所隱含的規範性使得國際關係理論不再是冷冷冰的科

學性理論。政治理論不僅可以用以對國際社會的研究，甚至可將本體放大到對全

球層次的討論，這些全球層次的本體包括非政府組織、個人等。加入政治理論的

探討也可以使國際關係跨足到政治思想的領域。 

 
                                                 
1 就筆者所知，英國期刊 Global Society 正從事此種跨學科研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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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結主義/多元主義用於討論國際社會下人道干涉/不干涉的道德基礎：人道

干涉是冷戰後時期相當重要的國際議題，英國學派中的團結主義及多元主義正切

合這項議題的討論。如果認知道對干涉與不干涉最大的討論在於主權與人權的爭

議便可認知英國學派將國際關係視為國際社會關係是相當能呈現國際關係的面

貌。持人道不干涉論點在於其破壞國家主權，也就是破壞了國際社會秩序，因為

主權是國際社會中維持秩序重要的規範。持人道干涉的論點在於普世人權，也就

是國際社會中的正義。秩序與正義正是多元主義與團結主義的爭辯焦點，也是兩

者對國際社會本質看法的差異。探討國際社會中多元主義及團結主義的學理基礎

不僅可讓我們對人道干涉與不干涉的各自論述有更深層，更重要的是是否能在干

涉/不干涉間找到平衡點。 

 

五、區域整合的研究：從英國學派對國際社會的研究，我們可以之做為一區域是

否能整合成一體的研究。英國學派過往對國際社會的研究專注於歐洲區域，但同

樣的概念可以用之於其他區域，如從亞洲國家交往歷史來研究其間制度、規則的

演進，並將之做為整合能否成功的研究基礎。雖然過往英國學派學者並未細分國

際社會的種類，此項工作也是日後學者所必須接續。如能將國際社會的概念細分

為區域性的國際社會，則能對近來熱門議題如歐洲整合的區域整合議題提供理論

性的基礎，討論近來廣受爭論的歐洲認同危機問題。如此，也可發揮英國學派在

國際關係中的影響力。 

 

六、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研究：英國學派認為國際法是一國際社會中重要的制

度，反映了成員的共同價值及目標。因此國際法可以作為國際關係中的一項研究

焦點。國際關係是國家間的社會關係，要維持一社會的存續就不得不存在規範，

因此，國際法作為一國際社會規範的意義也在此。甚至英國學派中特有的世界社

會及團結主義更可用以國際法的權利義務主體問題，如個人及非政府組織是否能

或應不應該成為國際法主體。此種將國際法主體放寬的討論更能真實反映及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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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國際關係的發展。 

 

七、將英國學派中世界社會的概念結合全球化的研究：從歷史發展來看，全球化

已成為一必然的趨勢，世界社會重視人類為基本單元及其共享的文化及價值可以

作為全球化研究的一項資源。雖然國家間的政治疆界仍舊存在，對人民及轄下事

務仍具有主權權力，但因為傳播、交通科技的發展，國家疆界逐漸已成為地理上

的意義，主權疆界關不住的是人民對疆界外事物、風土、文化的認同。如近來廣

受討論的恐怖主義及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的環境議題。此種對彼此文化的認

同正是彼此得以溝通甚至成為一體的條件。全球化下，彼此的身分正交換著，大

家可以談論同樣的議題、品嚐同樣的食物，經歷同樣的是經驗。此種文化的趨同

正是世界社會的討論焦點，雖然英國學派對世界社會的概念發展不甚健全，但這

項缺點也就成為後繼學者所要戮力而為的學術工作。2

                                                 
2 911 事件透過 CNN 直播成為全球焦點，之後英國學派學者亦著述利用國際社會的概念來探討

911 事件及恐怖主義，我想這都是日後英國學派可以著力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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