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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理论及其国际关系相关性
黄 真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科社教研部，上海 200233）

［摘要］ 国家动机也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以边沁的巨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为
基本文本，结合现代心理学在动机理论上的基本认识，可以发现，动机是内在需要或 / 和外在诱因
的产物，而意图则是动机的产物，在性质上，意图存在好坏善恶之分，而动机本质上无所谓善恶 ；鉴
于动机的性质判定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普遍性，判定动机的性质应该遵循三个原则 ：普遍道德原
则、情势论理原则和功利主义原则（效果原则）；边沁的动机理论的国际关系意义在于：注重国家动
机而非仅仅注重国家的话语和行为，国家动机判定应避免以抽象的国家利益为基准，同时坚持情
势论理原则和历史效果原则，
注重动机的转化，
使他国动机由于己不利向至少于己无害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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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动机 ；意图 ；性质判定 ；边沁 ；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动机（动机的英文是 motivation 而非 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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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都是他们构建各自心理学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

一般而言，前者表示一般意义上的行为动机，而

然而综观他们的著作，笔者发现至少有三个问题

后者表示具体行为背后的动机，但在本文中没有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第一，作为核心概念的“动

[1]

任何区别 ) 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时髦话语。

机”究竟是何含义？第二，动机和意图（intention）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把动机理解为某种道德

常常混用，它们是同一概念吗？第三，动机的性质，

意图，并就人类行为常常进行诸如“动机纯洁”
“动

即动机是否可以做出道德判断？如果可以，怎样

机不良”等评价 ；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国家不仅

判定？笔者以边沁的巨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

仅注意他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且就话语和

为基本文本，并结合当代心理学的基础知识，试

行为背后的动机给予高度关注，这些关注在国际

图就这三个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之所以选择边沁

关系理论中，尤其是国际关系心理学中得到体现，

的《导论》，一是因为人们过于注重该书的伦理和

例如，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至今，一大批国际关

法学要义，而忽视了《导论》其实是一本极佳的

系心理学家，如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2] 埃

心理学著作。我们稍微想想就可以发现，在立法

[3]

兹 奥 尼（Amitai Etzioni）、 拉 森（Deborah Welch

方面如果不考虑罪犯的心理（尤其是动机）的话，

Larson）、[4] [5] [6] 杰 维 斯（Robert Jervis）、[7] [8] 凯 德

法律必将存在诸多漏洞 ；二是边沁确实在动机理

[9]

（Andrew Kydd）、 科查姆（Richard Cottam）
今日中国国内的唐世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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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尹继武

[12]

[10]

到

论方面相当富有见地，给人许多启发。另外，笔

等人，动

者同时结合现代心理学的基础知识，这是要避免

一味依托边沁的思想，而忽视了现代心理学在动

一种匮乏状态，同样包括个体心理上的匮乏状态，

机问题上已经取得的基本共识。

因此，就需求一词的广义用法来看，事实上已经
成了动机的同义词。驱力（drive）指个体因生理

一、动机的心理学含义

上失却均衡作用而产生需求时，为了恢复平衡，
补足需求，于是就有内在的促动力量，迫使个体

动机是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心理学所研究的

有所活动。[13](P.491-492) 据此可以认为，驱力就是行为

主题是行为和心理历程，动机是与行为和心理历

体在需求或动机促动下“采取某个或某种行为的

程相对的一个概念。行为与心理历程是指个体外

倾向”。根据杰维斯的定义，驱力和意向或意图同

显的或内隐的（如思考）各种活动，而动机则是

义，因为意图也指“某种行动的倾向”。杰维斯认

促使个体从事各种活动的内在原因。在心理学界，

为：
“行为体的意向（即意图）可以被定义为行为

动机一词的基本含义为 ：引起个体活动，维持已

体在给定环境中将会采取的行动……我们使用这

引起的活动，并促使该活动向某一目标行进的内

个概念，是指国家将要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诸多行

在作用。

[13](P.489)

动，因为这是人们试图预测的行动。”[17](P.40) 因而

这个含义表明 ：第一，动机本身不属于行为，
它只是促动行为的内在原因。这里我们必须注意，

我们可以把动机理论的基本逻辑转换为匮乏状态
→需要 / 动机→驱力 / 意向 / 意图→行为。

尽管动机是行为的内在原因，但并非所有的行为
都存在动机。马斯洛认为 ：
“并非所有的行为或反

二、动机、意图与性质判定

应都是有动机的，至少并非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对
需要的满足的追求，即寻求需要或匮乏的东西。
成熟、表现、成长、以及自我实现等现象都违背
[14](P.35)

（一）动机和意图
在日常用语和相当多的学术研究中，动机和

另外，纯粹思

意图往往等同，在国际关系心理学学者杰维斯那

辨的动机排除在外。边沁说 ：
“动机一词……是指

里，两者也被混同。[17]( P.22-49) 实际上，两者具有

任何有助于产生、甚或有助于防止任何一种行为

明显的差异。根据上文，意图是特定行动的倾向，

的事情。……纯粹的思辨动机，亦即止于思索的

而动机却只是行动的内在原因，两者的根本差别

动机……全非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我们关心的

在于，动机是内在需要或 / 和外在诱因（incentive，

了普遍的动机理论的法则。”

仅仅是作用于（行为）意愿的动机。”

[15](P.147-148)

换

即刺激或环境因素）的产物，而意图则是动机的

句话说，我们这里探讨的动机，是一种实践动机，

产物。在现代心理学中，一方面，内在的匮乏和

即施加于实践的动机。

需求导致动机，另一方面外在的环境或刺激也能

第二，动机不仅具有内在的促进作用，而且

引起动机。[8] 一般而言，动机既不属于自变项，也

在促动之后，对个体行为活动还具有导向作用和

不属于因变项，而是处于自变项和因变项之间的

维持作用。动机是行为的原因，当动机所指向的

中介变项。以刺激和反应两者的关系来看，刺激

目标没有达到时，该动机会持续发挥作用，发挥

是自变项，反应是因变项，动机是介于刺激和反

作用的时间可长可短，这取决于是否达到目的使

应之间的中介，它只能在某一刺激情境下才能产

动机获得实践而定。

生行为反应。[13](P.490) 例如，食物是刺激或情境性因

第三，归纳边沁和马斯洛等人的动机理论，
笔者认为其中的基本逻辑为 ：体内失衡而生匮乏
状态→需求→驱力→行为。

[16](P.162-177)

在当前的心

理学研究中，需求（need）不仅包括个体生理上的

素，吃食物是反应，但只有在个体饥饿（一种典
型的生理性动机）时才会去吃食物。
相比之下，意图由动机而生。“意图有如其
他每一种事物，由作为其原因的那些事物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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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意图的原因是动机。如果在任何场合，一个人
形成了一项好的或坏的意图，那么这肯定是某一
[15](P.191)

动机影响所致”
。

由此可以进一步发现，一

的动机。
第一，一切动机实质上都可以概化为“趋乐避
苦”，而趋乐避苦如果不总是好的，但也至少不是

个动机可能产生多个行动意图，例如，饥饿动机

坏的。动机就是避免匮乏，寻求需要的满足，因此，

可能促使个体通过坑蒙拐骗，或者通过合法劳动

动机的要义可以说是“快乐主义”的，而快乐主

获取报酬以寻求动机满足。反过来，相同的行动

义本身不是贬义词。边沁认为，本身能作为动机

或意图可能来自不同的动机。例如，同样投身于

起作用的，唯有关于快乐或痛苦的意念，他说：
“动

慈善，但背后可能出自寻求名望的动机，可能出

机总是某种快乐或某种痛苦 ：所谈论的行动预期

自同情或怜悯，也可能出自宗教信仰。

作为手段来维持或产生某种快乐，所谈论的行动

动机和意图的差异还体现在两者的性质，即

预期作为手段来制止或预防某种痛苦。就实质而

好坏善恶并非是对应的。正如下文所言，动机的

言，一个动机无非是以某一方式发生作用的快乐

实质是“趋乐避苦”，从性质上来说是相当正常

或痛苦。”[15](P.151) 在边沁看来，所追求的“快乐”和“痛

的，无所谓善恶。相比之下，尽管意图来源于动

苦”是一个丰富的动机图谱，其中“快乐”包含

机，是实现动机的行动倾向或者手段，但意图却

感官之乐、财富之乐、技能之乐、和睦之乐、名

存在好坏善恶之分。然而，即使假定动机是好的，

誉之乐、权势之乐、虔诚之乐、仁慈之乐、作恶之乐、

也 不 必 然 说 由 该 动 机 产 生 的 意 图 也 是 好 的， 同

回忆之乐、想象之乐、期望之乐、基于联系之乐、

样，即使假定动机是坏的，也不必然说由该动机

解脱之乐，而“痛苦”包含匮乏之苦、感官之苦、

产生的意图也是坏的。边沁的几段话印证以上观

棘手之苦、敌意之苦、恶名之苦、虔诚之苦、仁

点，他说 ：
“经常听到人们谈论好意还是恶意，意

慈之苦、作恶之苦、回忆之苦、想象之苦、期望

图的好坏一般是人们非常强调的一个事项。在恰

之苦、基于联系之苦。由于“快乐本身便是善……

当理解的情况下，意图好坏确实非同小可，但其

甚至是唯一的善，痛苦本身便是恶，而且毫无例外，

“无论动机
涵义极为含糊不清。”[15](P.138) 他还认为 ：

是唯一的恶，……因此，接下来顺理成章和无可

如何，意图可以完全适当地被称为好的。在不仅

争辩的是，不存在任何一种本身是坏的动机。”因

动机的后果证明有害、而且造成该结果的动机确

而，用好或坏来表述动机并非准确。[15](P.152)

曾是所谓的坏动机的情况下，它仍然可以被称作

第二，任何一种动机都可以导致任何一种行

是好的。……同理，在不仅行动的后果证明有益、

动意图。前文已经表明，从每一种类型的动机当

而且造成它们的动机确曾是良好无邪的情况下，

中，可以产生好的行动，也可以产生坏的行动，

意图可能是坏的”，所以“意图本身可以好或坏，

还可以产生不好不坏的行动。这意味着一个动机

与动机及最终结果无关”，“要谈论意图是好是坏，

由于情境和效果的差异可以被重新称呼为多种次

最好不用动机一词”。

[15](P.143-144)

（二）动机的性质

动机（secondary motivation），这些次动机往往依据
道德的和社会的规范而具有好、坏、不好不坏的

不管在人际关系还是在国际关系中，对他者

性质。例如，边沁说 ：
“与和睦之乐对应的动机，

和他国进行动机判断不仅十分正常，而且十分必

在中性的意义上可称作讨人欢心欲。贬义地说，

要。一个动机良好的行为，即使没有带来良好的

它在某种情况下被叫做奴性。它没有专门的褒义

效果，人们也相对容易做出积极评价，而一个行为，

名称，在得到赞许性看待的场合，它难得与同情

即使带来了良好的效果，但如果被人们认为具有

或仁慈性质的动机区分开来，而是通常与之联系。

不良的动机，人们则倾向于作出消极的评价。实

（1）婚前为取悦一个女人，婚后为保持她的欢心，

际上，正如边沁所言，不存在绝对好的或绝对坏

你做讨她喜欢的、与其它责任相符的一切。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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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你的动机被看作是值得称赞的……（2）

答案取决于形势的特定环境，因而较为适当的是

为了同一个目的，你毒杀了一个与她作对的女人。

采取一种境遇主义（contextualist）立场和情势伦

在此情况下，你的动机被看作是可憎的……（3）

理（situational ethics）立场，而非绝对主义伦理

为取得或保持一个比你更加有钱有势的人的宠惠，

标准。[18](P.383-390)

你对他唯命是从。即使他的意愿合理合法，如果

3、根据最经常的效果评判动机。边沁的话

人们把你的行为归因于这一动机，那么除了奴性

仍然富有启示 ：
“如果任何一个动机因其效果而或

外，我们找不到任何别的名称来称呼。然而，在

好或坏，那么只是在一个个具体场合、就一个个

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动机都是一样的，即无非是

具体动机来说是如此 ；所有种类的动机莫不如此。

[15](P.157,160)

要使你自己讨人欢心。”

如果任何一种动机因而能在考虑其效果的情况下，

第三，动机性质的判断并非完全不可能。前

被恰当地说成是坏的动机，那么只是根据它在一

文显示，动机的不可观察特性已经表明了动机性

段给定时间内可能有的所有好坏效果的对比，即

质判断的困难，但更为困难的是动机的性质本身

根据其经常的倾向，才能这么说。”[15](P.167-168) 这告

并无纯粹的好坏（快乐主义的实质），而且任何一

诉我们，评价一个动机的性质，要看该动机最为

个动机可以产生任何行动。尽管存有这般困难，

经常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比如说仁慈，仁慈之所

但无可否认的是，动机的性质评判已经成为人际

以被认为是好的动机，并不能以仁慈是道德的或

和国际交往的一种必需，人和国家总是在推测他

偶尔带来好的效果而给以判定，而应该以仁慈经

人和他国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而“是什么”

常达到被认为是好的效果而被认为是好的。

的问题实际上隐含了该动机的性质界定内容。而

第四，动机的三种性质。人们常常喜欢以好、

且，十分普遍以至于我们常常不假思索地把某些

坏和不好不坏来划分动机的性质，但这种划分一

动机称之为好的，在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完全的话）

来属于日常用语，不够严谨，二来“好”“坏”不

时期以褒义的评价给予其赞许，同时也把某些动

好衡量，界限模糊，因此我们不采取这种划分。

机称之为坏的，在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完全的话）

更为便利的方法是，按照动机对社会其他成员的

时期以贬义的评价给予其非难。因而我们认为，

利益造成的影响，按照边沁的话说 ：
“按照它们看

动机和意图在性质判定上达成统一，都存在好坏

来具有的、把他的利益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结

善恶之分。

合为一体或分离开来的趋向”来分类。[15](P.169) 据此，

实际上，没有人能精确知道行为背后的确切

动机可以划分为社会的 / 亲社会的（pro-social）、

动机（除非在某些极为明显的情境下，某些极为

反 社 会（antisocial） 的 和 自 顾 的（self-regarding）

露骨的行为和表态），但是我们认为，如遵循以下

三种。根据边沁的分类，善意、喜爱名望（声誉）、

原则，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洞察动机的属性 ：

希望和睦和宗教属于社会性动机，反感（antipathy）

1、某个动机促动下的行为表现与共有的、并

属于反社会性动机，而身体欲望、钱财兴趣、喜

被内化的法则、规则和道义相违背时，一般而言，

爱权势、自我保存等属于自顾类动机。在社会性

该动机是恶的，反之则是善的。这是就动机性质

动机中，又可再分为为纯社会性动机和半社会性

评判的最宏观的标准。

动机，善意是纯社会性动机，余下的三个皆是半

2、根据情势伦理判定。行为（即手段）即使

社会性动机，因为前者的社会倾向比后者持久得

与普遍的原则和道义相悖时，也不能就此认为动

多，也明了得多，而后三者虽然是社会的，但同

机是恶的，动机的性质判断应该坚持一种“非完

时也是自顾的。按照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社会

美主义”的立场。非完美主义者认为不能抽象地

性动机优于自顾性动机，而自顾性动机又优于反

回答道德上可疑的行动是否正当，是否出自善意，

社会性动机，因而动机的（好坏或优劣 ) 等级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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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善意→喜爱名望→希望和睦→宗教命令→自顾
→反感。

[15](P.169-176)

不过，要特别要解释一下反社

又相互冲突。动机是相互联系的，例如，在回答“社
会秩序可以形成”的问题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会动机。反社会动机（即违反社会道德标准）在

Frank）就认为，其中既有人的理性（经济性）动机，

很多时候确实是来源于自顾考虑而非社会考虑，

又有情感（道德或社会性）动机，而且两者是相

但不能由此说反社会动机必然是反功利的，或者

互交织的。[19] 动机又是冲突的，一方面的动机促

说是坏的。因为反社会动机同样可以来自社会考

使他这样作（驱使性动机），另一方面的动机又促

虑。显然，当一项反社会动机来自于社会考虑时，

使他不做（制约性动机），驱使性动机和制约性动

如某人对造成公害的他者发泄反感，在效果方面

机总是相互竞争的，例如自顾动机、反社会动机

可以比任何善意更具有社会性，因为善意的表现

和社会动机之间的冲突。

仅仅局限于针对个人，而此时反社会性动机的表
（二）动机理论之于国际关系的重大启示

现针对的是社会大众。

第一，国际关系需要从行为关注上升到行为

三、动机理论的国际关系相关性

和动机（以及意图）共同关注。笔者认为，国家
关系的实践不仅仅是斯金纳行为主义式的互动，

（一）动机的复杂性

更是心理互动。国家不仅辨别他国做了什么事、

通过上面的分析，动机的复杂性已经表露无
疑：

说了什么话，更在意这般言语和行动之后蕴含什
么样的动机和意图，国家往往根据对他国的心理

第一，动机的双重要义。我们把动机界定为

评估而做出相应反应。安萨尔姆·斯特劳斯（Anselm

行动的内在原因，实际上我们还把动机理解为行

Strauss）认为，在所有社会互动中，我们总是向自

动的道德意图。在人类互动过程中，动机一词的

己提出以下具体的问题 ：谁针对谁采取这样的行

使用频率非常高，当我们从道德意义上评价和判

动？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一行动是自发的，

断一个人的行为时尤其喜欢用动机一词。有时我

还是因为其他人的什么言行引发的？这一行动是

们说某人的动机是好的，是说这个人的行为出发

否只是长远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任何情

点是善意的。如果我们说某人的动机不纯或不良，

况下，如果决策者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或是不推

则代表相反的含义。在前文中，尤其在评价动机

测其他行为体的行动原因，他们自己的行动就会

的性质时，我们已经直接涉及动机的这方面含义。

遭受挫折，至少会经历风险。如果对方采取行动，

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把动机理解为外在行动的

就有必要考虑其行动的动机。”[20](P.48) 杰维斯也指

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就这内在原因做出性质评价，

出：
“一个人要采取理智行动，必须预测他人怎样

根据的就是道德规范和情势伦理，还有效果。由此，

行动（即意图）。如果他希望影响别人，就需要预

我们把动机和意图统一起来，认为动机和意图均

测别人对自己可能采取的不同政策会做出什么反

有善恶好坏之分，因而在下文分析中，动机兼具

应。即便他自己的行动不会影响别人的行动，他

行动原因和道德意图双重含义。

也需要知道别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便有针

第二，行为背后的多重动机。一个行为的背

对性地调整自己的行动。”[17](P.22) 例如，朝鲜战争

后总是存在不止一个动机，它们以不同的比例混

引发了美国大量增加军备的行为，原因之一是美

合着。一般而言，在多重动机中，有一个主导性

国人对苏联侵略性动机的认识。林·戴维斯（Lynn

动机，这个动机对行动的作用最大。

[4](P.23-39)

第三，动机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冲突。与第
二点紧密相关的是，多重动机之间既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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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引用艾奇逊的话说 ：
“北朝鲜侵略真正重要
的意义在于，它表明，虽然共产主义不想贸然发
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却愿意在任何预期可以取

得胜利的地方发动武装侵略。共产主义……构成

律令时，即使是为了捍卫最根本的人类需要（国

了威胁，受到威胁的国家必须立即增强它们单独

家和社会的安全），也会有巨大的代价（道德代价）。

[21](P.84)

同样，肯尼迪政府封锁

这告知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国家即使做了

古巴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假定苏联人的侵略性，他

与普遍道义不符的行为，如果该行为是当下情境

认为苏联愿意冒极大风险进行扩张，如果肯尼迪

下的“必需”，那么动机的评断也应该是积极的。[24]

不是这么认识问题的，情况肯定又是另一个样子

3、注重历史学习。动机的性质评判，应该看

和集体的军事力量。”

了。

[22]

该动机促生的行为经常导致的效果。一国不能看

第二，避免抽象评判动机属性，需要注重情

透他国的动机，但却可以观察到行为和效果。通

境伦理和历史。国家的动机与人的动机大致相同，

过观察他国过去的行为表现和效果而大致断定当

都可理解为诸如“享乐主义”、“趋乐避苦”之类。

前相同或相似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尽管仍然不能

但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乐”却更为聚焦于黑格尔

精确界定动机是什么，但关于“好坏善恶”（即对

所言的国家的生存及其权势的维持，概化为国家

我是否有利）的性质却可以进行大概的判断。实

[23] ( 第 13 章 )

换句话说，一切国家

际上国家往往据此而采取行动，典型的表现是“历

行为的根本动机都可以理解为为了国家本身，但

史经验主义”。这说明，国家坚持历史视角是多么

如果以此抽象的原则来评价动机，则必然陷入无

的必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坚持历史学习和

从判断的境地。这虽然契合了边沁关于动机性质

历史视角同样具有危险性。环境总在不断的变化，

不作评定的总体态度，但与国际关系一直存在的

而恪守历史可能会导致机械类比和毫无道理的自

动机判断和道德评价相违。

信，有时从历史中获得的教益可能是肤浅的）。

利益和国家权势。

结合上文动机评价的原则，笔者认为 ：

第三，注重动机转化的可能。由于行为背后

1、避免以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势作为动机属性

总是存在多元动机，而且这多元动机不可避免处

评价的标准。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出

于驱使和制约的冲突之中，这就给每一个国家一

发点，因此，几乎所有国家都可以把其对外行为

个进行反思和行动进而改善境况的机会。诚然，

的动机归结为“为了国家的利益”。一般而言，追

在进攻性和修正主义国家那里，主导动机是恶意

求国家利益的动机和行为如果不总是“善”的，

的，对于这样的国家除了反击外几无它法。但历

也至少是无可厚非的，因而以国家利益作为动机

史上更多的冲突发生于相互都是防御性的国家之

评判标准将陷入不可评判的境地或导致各国都是

间，对于这样的冲突，我们本可以避免，就未来

“善”的这种毫无意义的评定结果。

而言，我们可以有所作为以缓解甚至是消除这种

2、关注具体的情境。首先以该情境下行为

冲突。然而不幸的是，“现实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的

是否符合普遍道义法则为基准。一般而言，除非

话语已达七个世纪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现实主义

是明显的恶意行为，大部分国家行为都不构成对

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25](P.513-514) 这意味着一

普遍规范的背离 ；其次，不能否认的是，虽然有

方面人们忽视动机问题，摩根索说 ：
“以权力界定

不少行为违背普遍规范，但不能就此认为动机是

的利益概念为观察者规定知识规范，为政治学的

恶的，因为在相当的情形下，国家面临着道德两

研究主题注入理性秩序……而不论相继执政的政

难，此时根据情势伦理进行判定就显得十分必要。

治家有如何不同的动机、好恶、知识水平和道德

卡根（Donald Kagan）认为，对道德两难的承认和

品质。……（要）防止出现两个流行的谬误 ：对

认识是深刻理解人世和公允对待人世的前提条件，

动机的关注和对意识形态倾向的关注”，[26](P.4) 更为

他引用索福克里斯的戏剧《安提峨》告知世人，

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国家在评估他国行

当一个人（即底比斯国王克里昂 Creon）践踏道德

为、意图和动机时，倾向于夸大威胁、突出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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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展示悲观图景，同时完全忽视对方的某种“恶意”

和意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动机是内在需求和外

恰恰是自身政策和行为的结果，由此，国家在行

在诱因的产物，而意图是动机的产物。动机本身

为反应上相当保守，当然这是国家审慎的必需，

没有好坏善恶之分，皆是“快乐主义”的，而意

但确实导致太多“丢失的机会”。动机理论的启示

图作为行为倾向，则具有性质差异。但是，出于

在于，国家应该发挥能动的作用，促使对方由于

人际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实践，笔者力图就动机进

己无益的动机向至少于己无害的动机方向发展。

行性质判定，判定遵循三个原则：普遍或绝对伦理；

相关的政策启示包括 ：敢于主动地给予以求改变、

情势伦理 ；最为经常的效果（即功利主义原则）。

敢于接受、对对方的“示好”敢于回报、避免模

笔者认为，从来不能精确地知道行动背后的动机，

糊的反应和进一步抬高要价、敢于给予比对方成

但动机的性质却可以通过行为表现及其效果得到

本和风险更高的“礼物”等。当然，所有的政策

大概的判断。与此相关的国际关系相关性表现在 ：

实施都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即政策的风险

国家互动不仅仅要关心行动本身，更要上升到动

和代价不会于己造成致命的危险。[11] [27] [28]

机和意图关注，注重国家间的心理互动内容 ；避
免以国家权势或国家利益判定动机性质，而应该

小 结

注重绝对伦理、情势伦理和历史效果 ；注重国家
多元动机的转化，通过国家能动性使对方至少于

为了厘清动机和意图的区别以及动机的性质

己无害。

判定，受益于边沁的经典著作，笔者认为，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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