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批判 

 

第一節 相關學者對於社會化概念的文獻分析 

 

 

壹、政治社會化的概念 

 

    何謂政治社會化？Donald R. Kinder 和 David O. Sears 指

出，政治社會化是將孩童形塑成某一優秀而且能夠使現狀持久的

典範。亦即，政治社會化所關注是成為一個團體、組織或社會成

員的過程，學習有助於人們適合於他們政治體系的價值、態度和

適當的行為。
1
David Easton 指出，社會化對於系統維持最重要

的貢獻在於透過「廣泛的系統支持」（diffuse system support），

對政體與權威的合法性產生普遍化的信仰。
2
 

 

根據 M. Kent Jinnigs 和 Richard G. Niemi 的研究，政治

社會化可由兩個層面來解釋，
3
一是將社會化由「形成公民」的

概念轉變成為是一種學習的過程，將社會化對政治穩定的重要性

轉變為社會化對個人政治發展的重要性。二是將學習的心理學典

範轉向社會學的解釋架構。亦即，家庭不只是社會化過程中的唯

一重要媒介，許多其他的社會機構，例如學校、同儕團體、媒體

和政治事件等，都是影響政治學習的相關因素，而政治社會化的

目的在於將政治文化由上一代傳遞給下一代。 

 

而 Jack Dennis 則將政治社會化區分為十個面向，為政治社

會化提供更為清晰的分析結構。
4
一、政治社會化系統上的關聯

（system relevance）：藉由政治社會化的歷程，使得每一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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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皆分享政治價值及態度，並建立廣泛的系統支持，形成政治系

統中主要輸入（input）功能的一部份，連結政治社會化與政治

系統之間的關聯。 

 

二、政治社會化內容之多樣性：政治社會化的內容可被視為

政治文化，如同 Gabriel Abraham Almond 所言，「政治社會化是

形成政治文化的過程，其最終的結果是人們對政治系統的態度

（包含認知、價值標準及情感）」。三、生命週期（life-cycle）

中的政治社會化：此一面向著重於政治學習何時開始？如何發

展？何時結束？四、世代（generations）間的政治社會化：世

代變化乃是指國家政治系統之變化是由不同年齡、團體、科夥

（cohorts）所造成，而世代的差異因不同時代出生的社會成員

而有不同的經驗，世代差異亦會結合成不同的政治學習潮流。

五、政治社會化的各文化面向：文化間的異同是政治社會化最顯

著的特徵之一，政治學習的內容會因不同的社會而有所差異。 

 

六、次團體與次文化之變異性：在政治上不同地位與地區團

體，其所展現的次文化與次團體特性，在政治社會化的差異為

何？會透過不同的政治學習而反映出不同的政治行為，包括社經

地位、宗教、區域性、種族或是團體，都可能是政治文化持續傳

遞的不同基礎。七、政治學習過程：政治學習如何進行？這涉及

幾個問題，第一，不同的學習過程可能來自於不同的影響與認

知。第二，政治學習是個人的自我社會化抑或透過互動產生。八、

政治社會化的媒介（agents）：「誰在傳授政治學習」是研究政治

社會化媒介的主題，包括家庭、同儕團體、大眾傳媒、學校乃至

於政府都具有影響力。 

 

九、政治社會化對不同人之範圍與相關影響：此一面向著重

於政治系統、媒介、外在事件對於行為者的衝擊程度，進而影響

政治社會化的強度與範疇。十、菁英的政治社會化：此一類型的

研究較少，不過其重要性將隨著菁英影響國家內部政治系統的程



度與範圍而逐漸提升。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政治社會化的研究著重於個體行為者成

為某一團體、組織或社會成員的過程，進而維繫政治體系的支持

與穩定，透過媒介傳遞政治學習，使得政治文化形成代間傳遞，

形塑行為者的政治定向與態度。亦即，政治社會化的內容（主體

性）、媒介的影響、學習的過程就成為重要的分析指標。 

 

此外，政治社會化是以個人為分析單位，至於，在國際社會

中，國家是重要的行為者之一，在國家間進行互動的過程中，亦

出現如同個人的政治社會化歷程，如何建構出其分析的途徑？本

文藉由政治社會化相關的研究，將其延展至國家的層次，試圖尋

出分析的脈絡，藉以形塑國家（國際）社會化的分析結構。亦即，

對於國際社會化的內容（主體性）、對象、媒介的影響、學習的

過程、傳遞的方式，成為重要性的因素與指標，而國家行為者透

過上述的社會化歷程，形塑廣泛的系統支持，使得國際體系得以

維繫，並進一步建立起國際政治文化的典範。 

 

貳、國際社會化的意涵 

 

何謂國際社會化？學者間仍存有不同的看法，這也反映出其

不同的研究途徑與觀察方式，以下筆者藉由不同學者的定義，釐

清國際社會化的概念，並從而尋找出可供分析的脈絡，並建立更

形完備的概念，以作為建構理論的過程中，可予以操作化的意涵。 

 

  一、Frank Schimmelfennig 的定義 

 

根據學者 Frank Schimmelfennig 的定義，「國際社會化是一

種過程，亦即，引導一個國家朝向將國際環境所構築的信念與規

範予以內化（internalization）的過程」。
5
根據上述的定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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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國際社會化包括幾種概念上的抉擇：第一，社會化乃指涉一

種過程而非結果。亦即，行為者將信念與實踐予以內化的過程。 

 

第二，內化是指將所採取的社會信念與實踐導入行為者認知

與行為的曲目之中。其中，內部懲戒機制（internal sanctioning 

mechanism）能否有效發揮制止脫軌的偏好成為破壞規範的行

動，以及獲取資源的資格界定，就成為關鍵所在。
6
 

 

第三，在國際政治領域的社會行為者，都是團體性的行為

者。不同於個人透過心理學層次以及不需要如同個人在決策者層

次的內化概念，國際社會化一般是指國家的社會化，其行為主體

乃是國家，對於國際規範與信念的內化，是藉由國家內部制度化

的決策過程與其懲戒機制的運作來進行。最後，社會化過程的實

質內容，主要是以信念與實踐的概念推展為要，而社會化的核心

功能在於社會秩序的再製與擴散，當然，透過制度化的機制來建

構上述的內容，就至為關鍵。 

 

    此外，他認為西方國際社會是基於自由的政治價值與規範所

形成的體系，其構築社會的信念是依附於自由人權的信仰與實

踐。「社會與政治秩序的自由原則」（libe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是根植於自由民主國家的內部規

範，就國家內部領域而論，社會與政治秩序的自由規則---社會

多元論、法律與民主規則、私有財產制、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

以及福利國家---都導因於自由的人權觀。
7
在國際領域的範疇，

自由的價值與規範都鑲嵌於和平衝突管理與多邊協調的制度之

中。亦即，自由的規則不僅成為國際規則，更是國際與國內範疇

的分際，而內化，則將自由的規範效力鑲嵌於國家內部的決策體

系之中，透過此一機制，將國際規則再製於國家行為者的內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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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 p.1104；James Coleman,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London : Belknap Press , 1990) . p.293. 
7 Schimmelfennig, op. cit., p.120. 



系。 

 

    基於上述的論點可知，國際社會化是基於自由的社會所孕

育，再者，自由的秩序有著國際與國內層次的區別，而內化過程

則扮演著自由國際秩序再製的角色。當然，國際組織就扮演著重

要的媒介。以西歐自由民主的社會而言，北約組織、歐洲聯盟以

及歐洲理事會就在軍事安全、經濟合作與人權保障等領域，扮演

著建構價值觀與規範、保障自由民主以及多邊協調的角色。準

此，透過國際組織的運作，社會成員的身份則獲得正式定型

（formalization）。 

 

  二、Kenneth Waltz 的觀點 

 

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者也論及到對於國際社會化概念的看

法。Kenneth Waltz 從「結構」（structure）的觀點來分析「體

系」（system）的概念。Waltz 認為結構是一套限制的條件，間

接的影響體系內的行為，「結構」透過行為者的社會化以及行為

者之間的競爭態勢來形塑。而藉由社會化的作用，一方面降低多

樣性（variety），另一方面則是促使團體中成員藉由規範達成一

致性的標準，亦即，透過社會化使得國家行為者「涉入體系的範

疇」。
8
身處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行為者基於追求權力與生存的

壓力，致力於符合成為成員的規範。 

 

準此，Waltz 認為國際社會化是一種自發的、非正式的以及

無意圖的過程。透過社會化的過程，國家間不但變得相似

（alike），更基於成功地實踐社會化內容而達到涉入國際體系的

功能。
9
亦即，國家的社會化進程如同個人的政治社會化歷程，

在其所身處的環境系絡中（國際環境），漸進的完成。 

 

                                                 
8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 Random House Press , 1979) . 
pp.73-75. 
9 Ibid., p.128. 



  三、John G. Ikenberry 與 Charles A. Kupchan 的解釋 

 

John G. Ikenberry 與 Charles A. Kupchan 將社會化概念

化為一種學習的過程，亦即，行為者將規範與理念傳遞給其他行

為者的過程。至於如何傳遞，他們提出三個假設來解釋上述信念

與規範的傳遞方式，
10
其媒介主要是霸權國透過次級國家

（secondary states）的菁英社群（elite communities）來達

成此一歷程。第一個假設社會化發生的時機在於國際社會爆發動

亂，例如戰爭，以及國家內部產生政治危機，例如國家處於分裂

後重新建構統治權威之際以及國家面臨正當性危機形成之時，當

國際社會與國家內部形成不穩定的情勢，將會誘發有利於社會化

進行的條件。在國際層次方面，霸權國建立一套有助於建構其利

益的規則，來促成穩定，而在國家內部層次上，危機事件製造出

讓菁英社群達成重組政治型態的新規範，藉以弭平爭端。 

 

    第二個假設乃在於菁英社群對於霸權國所建立規範的接納

能力，亦成為社會化的基本過程。亦即，霸權國所傳遞的規範最

初是根植於民眾之間，能否將其擴散至菁英層級，將直接衝擊國

家行為的效果。即便前述的政治重組效應，也必須透過機制的運

作，使得規範能由大眾進入菁英社群，讓這些規範的運作獲得媒

介的傳遞。 

 

    第三個假設則是指當社會化展開之際，此一過程喚醒權力的

強迫性行為。其中，物質的誘因（material incentives）激發

出社會化的歷程。而物質的誘因是透過懲罰的威脅或是獎勵的承

諾來改變行為者的政治或經濟層次的動機。霸權國透過懲罰或是

獎勵等手段，迫使次級國家接受規範，藉以展現權力的效益，進

而達成社會化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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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作者以歷史事件來作為分析上述三個假設的實證，包括

以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總統所倡議的外交政策與集

體安全制度為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對於歐洲地

區與日本所採行自由多邊主義的外交政策，和英國在印度與埃及

透過殖民主義來達成其社會化歷程的作法，來解釋霸權國家如何

藉由國際情勢、規範、物質誘因以及菁英社群來達成國家進行社

會化的歷程。 

 

此外，他們除了提出物質的誘因外，亦對於實質的信念

（substantive beliefs）在國際社會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

出看法。其中，物質的誘因是透過懲罰或是獎勵的手段來改變行

為者的政治或經濟層次的動機；而實質的信念則是藉由國際規範

與價值態度的內化過程來達成。Ikenberry 與 Kupchan 不同於

Waltz 的觀點，認為社會化的過程是自發性的、無意圖，他們認

為國家的社會化是霸權國為了維持其霸權的持久性與成本的降

低，透過物質的誘導（material inducement）與懲戒（sanctions）

來主導次等國家間的規範內化。
11
 

 

  四、Martha Finnemore 和 Kathryn Sikkink 的定義 

 

    Martha Finnemore 和 Kathryn Sikkink 則將國家社會化定

義為積極的機制，藉由國際體系所建構清晰的規範，結合的實質

懲戒機制與象徵國家間同儕壓力的驅使來達成。
12
亦即，社會化

是指引導新會員涉入社會所偏好行為的過程，準此，社會化被視

為一種誘導新會員國採行國際社會所偏好的規範，而改變其行為

的機制。 

 

    Finnemore 和 Sikkink 透過國際規範建立的三個步驟來說

明社會化的過程，其中，在第二個階段---規範的散佈（norm 

                                                 
11 Ibid., pp.283-293. 
12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52 , No.4 (Autumn , 1998) , pp.901-904. 



cascades），社會化、制度化成為最主要的機制。在國際政治的

系絡中，無論雙邊或是多邊的關係，社會化包括外交的讚揚與譴

責，並藉由實質的懲戒與物質的動機來強化。當然，國家並非是

唯一的社會化媒介，規範企業化的網路（networks of norm 

entrepreneurs）與國際組織亦是社會化的媒介，透過媒介對於

目標行為者施壓，使其採行新政策、法律與簽署條約，藉以達成

國際標準的目標。
13
 

 

當然，社會化意指個別國家的信念轉變以及如何將國際規範

內化到國家內部的制度結構中。Finnemore 認為，國家社會化意

指持續進行且存在的認知與社會化過程，而此一過程，是藉由國

際的互動所構築的國家認知與利益來進行的。亦即，在國際環境

的場域中，國家透過社會化的過程，進行學習。
14
此外，在

Finnemore 和 Sikkink 探討國際規範建立步驟的第三個階段則

提出內化的過程來闡釋。藉由法律、專家以及官僚組織結構作為

內化過程的行為者，其動機在於遵從國際社會所建構的規範，而

以慣例與制度化作為主導的機制。 

     

  五、Kai Alderson 的看法 

 

    Kai Alderson 認為「國家社會化」意指國家在國際體系中

內化規範的過程。不過，必須釐清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在國

家系絡中所指的「內化」其意涵為何？第二，國家社會化的規範

性內容為何？Alderson 認為國家的社會化過程中，規範的「內

化」有三個不同的過程：
15
第一，國家社會化是行為個體信念的

轉變，含括法官、企業領導人、政客、學生以及公眾成員基於認

知與社會心理學途徑所衍生的態度轉變。 

 

                                                 
13 Ibid., p.902. 
14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pp.2-7. 
15 Kai Alderson, “ Making Sense of State Soci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27 
(2001) , pp.415-433. 



第二，社會化的過程是政治性的，透過國家內部行為者施展

政治壓力與勸服（persuasion）的效果迫使政府服膺特定的國際

規範來進行。就施展政治壓力的層面而言，利益團體、立法者以

及法院，都扮演著內部懲戒機制的角色。而在勸服的場域中，個

別行為者與團體中的個體，被國外的案例所激勵，成功的將政策

轉化至彼此的認知之中。第三，規範的內化（normative 

internalization）主要取決於規範能為國家內部制度結構提供

的獲益大小，包含法律的內化以及官僚行為者被委以戮力與推動

特殊規範創建的制度化工作。 

 

    再者，Alderson 提出四個理由來說明國家社會化。第一，

藉由強調國家社會化的概念，來凸顯國家間互動的重要性，以及

規範內化的議題。第二，透過社會化概念的引導，有助於理解真

實世界中相似性與因果關係的連結。第三，國家社會化意指規範

的內化而非行為上的順從，其內涵指涉更為複雜與積極的過程，

亦即，國際互動影響國內政治議題，若干政策選擇方案，不再只

是「菜單上的選擇」，而是使得難以想像的行動成為被國家接受

甚至成為慣例的程序。第四，研究國家社會化的過程，不僅專注

於國際社會轉變過程中權力與不平衡的態勢，亦可強化建構論者

強調國際現實的社會建構過程而忽視權力政治的不足。 

 

六、Jeffrey T. Checkel 的觀點 

 

    Jeffrey T. Checkel 認為社會化是一種學習的過程，而規

範與理念在此一過程中傳遞，最終形成規範的內化。如何達成上

述的目的，Checkel 認為需透過國際制度與規範的運作與實踐來

進行。就實際經驗來看，時空背景提供社會化運作的條件，例如，

後冷戰時期的歐洲，透過大規模的計畫開展，使得國際規範發生

改變，進而影響歐洲社會的結構，形成特殊的區域規範。這些規

範提供影響政策設定與國內媒介的連結，從而開啟社會化的歷

程。 



 

    就理論層面而言，Checkel 是依建構主義的途徑來分析社會

化，短期的觀察重點在於新規範如何致力於國家內部媒介的行

動，特別是由非政府組織或貿易聯盟等機構對於國家決策者施壓

所形成的社會異議（social protest），以及來自於知識社群與

國家官員的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長期則是透過研究人

權規範的建立來進行國際社會化歷程的分析。
16
 

 

    再就方法論而言，探討國際社會化的研究者必須明確說明一

套操作化的議題---如何認知社會化的歷程？有何相關經驗性指

標的發展？以及哪些指標被視為是有利的資料？---以及思考其

構成條件的範疇，這涉及社會化的機制在何時以及何種條件下能

運作。 

 

    此外，Checkel 更提出社會化主要的機制應包涵不同時期的

契約行為、制度情境以及社會互動。契約行為的核心在於該契約

在於行為者間的約束性強度與效度，以及如何對其進行操作化與

測量。制度情境則是給予決策者加入某一特殊多邊組織的動能，

例如，歐洲國家領導者決定是否加入歐洲特定的委員會、組織抑

或團體的思維，此一制度情境亦對於行為者是否進行社會化的歷

程提供動力抑或限制。社會互動的概念是由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

構主義學派所強化的概念，透過審慎思辨（deliberation）、社

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爭論（argumentation）以及勸服

（persuasion），使得互動行為展現其特徵，更能導致國家行為

者偏好的轉變，因之產生社會化的歷程。
17
 

 

  七、Ann Kent 的分析 

 

    Ann Kent 是以中共進行國際社會化為例，說明國際組織所

                                                 
16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 Chapter 1 : 
Introduction,” ARENA working papers , WP 01/11, pp.2-3. 
17 Ibid., pp.14-17. 



扮演的角色來進行研究。
18
Kent 認為國際組織能形成制度性的規

範，使得成員國之間服膺於其下，並藉此提供國家間進行交流與

互賴關係開展的場域，不過，國際組織亦會對於國家在主權的範

疇上產生衝擊。就中共領導階層的認知而言，加入國際組織不但

可以提升其在國際社會的權力，更有助於本身的全球化與現代

化，亦可從中獲取國家利益，但是，藉由互賴關係的開展將造成

主權的部分讓渡，這會讓中共決策者猶豫。 

 

    只是，全球互賴已是無法阻擋的潮流，中共領導者也意識到

「世界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世界」，基於此一信念，中共開始

其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國際組織成員、接受國際規範所承擔之義

務與權利、以及主權的讓渡，不過，對於人權議題與民族自決卻

是堅持不讓步，這也逐步實現中共強化其在國際社會地位的策

略。亦即，對於類似於中共此等類型的國家，對於接受國際規範

與制度機制的約束而成為國際組織的一員，國家利益的提升至是

關鍵，如此更可顯見國家對於社會化歷程是不同於個人，國家是

主動的行為，經過理性思考所做出的抉擇。再者，中共內部的知

識社群亦不斷強調國際組織的重要性，這也是影響決策階層重視

與轉變意向的重要指標之一。 

 

    對於國際組織而言，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聯合國（United Nation, UN）等，皆在

多邊架構下促使中共遵從規範、讓渡主權權力，亦使得中共達成

國際社會化的歷程。此外，這些國際組織能提供中共國家利益的

獲得，以及國際地位的提升，亦是最大的助因。 

 

  八、Judith Kelley 的觀點 

 

    Judith Kelley 則是透過分析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斯洛伐

                                                 
18 Ann Kent, “ 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 Vol.8 (2002) , pp.343-364. 



克、匈牙利與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通過少數種族立法政策，來分

析國際組織包括歐盟與歐洲安全會議如何對上述國家的政策形

成影響，進而使得這些東歐國家透過國際制度的運作來形塑成員

的一致性與社會化歷程。Kelley 進一步闡釋國際制度如何藉由

社會化基礎的效果---勸服與社會影響力來引導東歐國家國內政

策的轉變。
19
 

 

    總結上述學者的論點，所謂的國際社會化是指將國際規範與

信念內化至國家內部結構的過程，如何內化？霸權國的勸服、內

部菁英階層的要求、同儕間的壓力都是動力。只是，國家間的社

會化歷程僅藉由這些因素就得以促成？還是仍有其他因素是學

者未盡之功？抑或，這些指標在運作的過程中仍有不足之處？以

及如何強化上述因素的作用，得以對於國際社會化的概念更加完

備，使其更具操作化的定義？筆者試圖從學者的論述中，歸納出

一致性的見解，更進一步分析因時空背景不同下的適用性，從而

建立更具研究性的概念。 

 

 

第二節 相關概念的批判 

 

 

壹、對於 Frank Schimmelfennig 論點的批判 

 

    根據 Schimmelfennig 的論點，將國際社會化視為信念與規

範內化至國家的過程，其中，內部懲戒機制的效用力，將決定內

化的成效。不過，Schimmelfennig 並未清楚說明「內化」的過

程是如何進行？此外，何謂「內部懲戒機制」？該機制如何運作？

如何扮演國際社會化的橋樑？以及，國家行為者為何服膺於上述

                                                 
19 Judith Kelley, “ International Actors on the Domestic Scene : 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 and 
Socialization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58, No.3 (Summer , 2004) , 
pp.425-457. 
 



的懲戒機制？做者皆未明確說明。當然，Schimmelfennig 的論

述提供研究者對於國際社會化概念的理解，但並未將此一概念予

以操作化，亦缺乏機制運作的具體實證，這也讓後進的研究者，

對於國際社會化的主體性意涵，難以從而獲得啟發。 

 

此外，對於國際環境所形塑的信念與規範，如何在國家行為

者之間形成共識？這一觀點對於國際社會化核心價值的形塑，產

生決定性的影響。Schimmelfennig 認為國家行為者基於理性的

思維與抉擇，將國際規範與信念，轉化至國家內部的政策機制之

中，其中，國際組織扮演著媒介的功能與角色。不過，對於國際

組織如何發揮其導引會員國或非會員國服膺國際社會所建構的

規範與信念的歷程，論者僅分析參與國藉由國際組織所呈現的場

域來執行獎勵與懲戒的機制，藉以說明該等國際組織的作用，卻

未解釋上述的機制如何有效的促使參與國內化國際規範與信念。 

 

再者，國家行為者的理性思維與抉擇，應符合其國家利益的

目標，所以，透過國際組織扮演社會化媒介的運作模式必須符合

幾個前提，第一，扮演國際規範與信念傳遞媒介的國際組織，其

所象徵的核心價值需為所有行為者所共同認同，而且透過上述的

規範，可穩定國際社會的安定，甚至更加鞏固，亦即，共同認知 

的產生乃在於維繫形成共同利益的國際環境。第二，國際組織所

採行的獎勵與懲戒機制，能否確實的約束每一個參與者，將是共

同利益能否維繫的關鍵。 

 

    準此，Schimmelfennig 對於國際社會化的論述提供後進者

一個概念化的意涵，但缺乏操作化的要素，雖然將國際組織的角

色定位，卻也缺乏對其運作層次上的經驗實證。不過，對本文在

概念的演繹與分析變數的建構上，提供可供操作化的理論建構基

礎。 

 

貳、對於 Kenneth Waltz 概念的批判 



     

    Waltz 認為國家行為者透過社會化的歷程使其「涉入國際體

系的範疇」之中，使得國家行為者之間變得相似，亦取得體系成

員的身份。不過，Waltz 並沒有進一步說明社會化的歷程如何促

使其所論述的「結構」成形？國家是否如同個人在政治社會化的

過程中，會受到媒介的影響？以及更核心的問題在於，Waltz 所

闡釋社會化的主體性為何？ 

 

    此外，對於 Waltz 所提出的「結構」與「體系」的概念，給

予筆者一個理解國際社會化的維度。藉由社會化的過程，使得行

為者之間的同質性增加，並透過規範的約制達成彼此間一致性的

標準，以利於行為者之間建構出「結構」的態勢，抑或成為「體

系」的成員。不過，促使國家行為者之間建立同質性的前提為何，

作者僅以「成為體系成員」為主要考量，但並未明確說明涉入體

系的能動性為何？從後冷戰時期迄今的國際環境發展可知，國家

行為者涉入國際社會抑或國際體系的目的在於「以合作取代對

抗，以競合代替對立」，維繫國際社會的穩定將有助於行為者國

家利益的延續。 

 

    準此，Waltz 對於社會化的認知在於「成為體系成員」的過

程，至於「為何」以及「如何」達成此一目標，並未明確闡釋，

這卻是國際社會化過程中所欲探求的核心部分。 

 

參、對於 John G. Ikenberry 與 Charles A. Kupchan 觀點的批

判 

 

    Ikenberry 與 Kupchan 則說明社會化是一種學習將規範與信

念傳遞給其他行為者的過程，至於傳遞的媒介則是由霸權國透過

次級國家內部的政治菁英社群來進行，而國際社會化主體性的建

構乃在於霸權國維繫其霸權地位的優勢而來。兩位作者不僅闡釋

國際社會化的目的，也說明其媒介的運作途徑，不過，其論述的



社會化過程有其時空的限制。 

 

根據兩位學者所提出的假設，國際社會化發生於當國際社會

爆發危機，例如戰爭，抑或國家內部統治的正當性產生危機之

際，亦即，當國家行為者所處之內部與外部環境產生不穩定的情

勢，霸權國在國際層次上，藉由國際規範與規則的建立，並透過

社會化的途徑，主導國際社會的成員在其建構的國際價值下，進

行合作。在國內層次，霸權國透過該國的菁英社群接納其所建立

的規範來化解國家內部的危機，霸權國家所使用的工具則是藉由

物質的誘因來激發合作的動能。 

 

    上述的過程，在現今的國際社會中，包括戰爭行為、國家內

部的統治危機，並非常態，兩位學者所引證的實例是以一次大戰

後美國所倡議的集體安全制度、二次大戰後美國對歐洲地區以及

日本所推動的多邊外交政策，以及英國在其殖民地時期對於印度

與埃及的策略，來說明霸權國所主導的國際社會化歷程。不過，

對於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社會，並未持續對其所提出的概念進行實

證的研究，至此，讓後進者亦無從延續其研究的成果。 

 

當然，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社會，在多邊合作、國際建制與全

球治理的架構下，降低霸權國的主宰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各成員

國之間的合作來強化同儕間的關係，而非透過霸權國以上下從屬

的強制力來促使其他國家就範，這也與國際關係研究的態勢由單

邊主義轉而多邊合作的趨勢相呼應。 

 

    此外，在以「合作」取代「對立」的國際環境系絡中，國際

組織的角色更顯現出其重要性。無論是制度的建立與延續、無政

府下的治理模式，國際組織都提供一個可供國家行為者進行對話

與互動的場域，同儕間壓力的展現亦在此一場域中發揮效應，亦

即，國際社會化歷程指標性的變數，Ikenberry 與 Kupchan 都並

未說明。 



 

肆、對於 Martha Finnemore 和 Kathryn Sikkink 概念的批判 

 

    Finnemore 與 Sikkink 是以國際規範的建立階段來說明國際

社會化進行的歷程。國家行為者之間藉由實質的懲戒機制與同儕

間的壓力驅使著相關成員達成同質性的行為，進而完成社會化的

目的。藉由國家行為者來自於同儕行為者的壓力，以及國際組織

與規範網絡的媒介作用，強化國家的認知與學習過程，開展社會

化的進程。不過，對於實質的懲戒機制的意涵為何，並未確實說

明，再者，同儕國家的壓力所產生的效果有多大？其中是否需透

過霸權國的主導來強化上述的壓力作用？作者都未闡釋。 

 

    此外，在兩位作者所提出的論點中指出，國際規範建立的第

三步驟---規範的內化---是透過國家內部的法律、專家與官僚組

織為媒介，將國際規範內化至國家內部的機制之中。促使國家內

化國際規範的動力為何？是否如其所言，藉由國家之間的互動所

形成的認知與利益而形塑內化國際規範的動能？準此，國家之間

的共同利益如何產生？這涉及到相關國家行為者之國家利益的

交集，再者，共同利益與國際規範是否會形成互斥現象？這可從

實際的經驗可得出推論，以「京都議定書」的簽署為例，其目的

在於管制全球廢氣的排放量，以降低因空氣污染所帶來影響全球

環境的後遺症，不過，美國卻遲遲不願簽署該協定，這與其國家

內部的利益團體反對聲浪有關，更涉及其國家利益的核心價值。

所以，當國際社會所認知的國際規範以及共同利益與國家利益的

核心價值形成衝突時，孰輕孰重的考量，更是研究國際社會化的

焦點，這並未在 Finnemore 與 Sikkink 的研究中，做進一步的闡

釋與分析。 

 

伍、對於 Kai Alderson 論述的批判 

 

    Alderson 指出研究國際社會化的核心議題，即「內化」的



意涵以及「規範性內容」的範疇，並透過國家內部的政治菁英與

大眾認知的轉變，施展政治壓力影響國家政府服膺特定的國際規

範。作者提出「規範的內化」是取決於規範能為國家增加利益的

程度而定，亦即，內化的過程並非是行為上的順服，而是藉由國

際互動所產生的複雜抉擇方案。 

 

不過，對於規範背後所隱含的國家利益認知的交集，則居關

鍵性的影響。亦即，並非所有國際規範都能符合每一個國家的國

家利益，亦有不符合個別行為者國家利益的國際規範，甚至對於

國家利益會產生損害，卻仍能內化到國家內部的規範之中，其原

因可能是來自於霸權國家的誘導，抑或同儕行為者之間的壓力，

所以，並非全然如同 Alderson 所論述的，「規範的內化」是導因

於與其國家利益相符的情境下所產生的。 

 

再者，對於國家內部施展政治壓力的角色而言，論者將研究

焦點置於利益團體、立法者以及法院，其忽略最為重要的執行者

---行政機制，舉凡國家的政策方針與決策機制，均由行政體系

來建構大政方向，不過，論者將國家行政官僚視為與國際規範接

軌的阻力，對於國家的執政團隊而言，皆以國家利益為其最大的

考量，尤其是與國際社會多數國家所推動的理念與規範一致的思

維，更是增進國家利益最為直接的方式。在不違背國家核心利益

價值的前提下，國家內部的行政官僚體系應是最為支持國際規範

與理念的角色，當然，這更隱含著繼續執政的實質考量。 

 

    總之，Alderson 著重於「內化」的過程，其研究強調國際

規範與信念如何在國家內部落實，重視國家內部結構的分析，相

較於國際社會的影響，論者則僅以國際制度為主要的重心，對於

霸權國、同儕國家的影響、國際制度所涉及的共同認知，以及國

際組織的影響程度都並未予以闡釋。 

 

陸、對於 Jeffrey T. Checkel 觀點的批判 



 

    Checkel 將國際社會化視為國家學習規範與理念的過程，藉

由國際制度提供規範運作與實踐的標準，一方面著重國家內部媒

介的行為，包括來自於市民社會對於決策者的壓力，以及知識社

群與國家官僚機構的學習歷程，另一方面則重視國際規範建立的

成因。再者，Checkel 所驗證的歐洲區域規範，有其時空條件的

限制，處於後冷戰時期的歐洲社會，透過歐盟的整合、歐元的推

動、北約組織與歐盟向東擴張政策的推展，使得國際規範產生變

化，進而促使歐洲社會結構的質變。不過，論者所提出影響國際

社會化的變數似乎仍未竟全功，第一，市民社會所形成的社會異

議，是否與國際社會的規範接軌？知識社群與國家官僚的學習標

的是否為國際規範的核心價值？抑或與其背道而馳？ 

 

    第二，國際社會所形塑的規範，僅因時空環境提供動能？根

據實際經驗，國際規範與理念的轉化，除了特殊的時空環境之

外，霸權國家的主導亦是重要的因素。再者，在國際制度環境的

系絡中，行為者間的契約訂定，亦非僅由時空環境提供唯一的考

量因素，同儕行為者的壓力亦是重要的衡量指標。第三，互動的

行為有其複雜的脈絡，在以「合作」為前提的主軸思維下，國際

制度與其相關的契約行為才得以展現，Checkel 並未對此提出深

入的分析，僅將「合作」視為時空背景下的必然結果，尤其以歐

洲社會為研究的主體，論者似乎簡略一個長期的趨勢分析，「衝

突」與「合作」不僅是歐洲社會的常態，更是國際社會不斷演進

的能量。 

 

柒、對 Ann Kent 研究的批判 

 

    根據 Kent 的論述可知，國際組織對於國際社會化的歷程形

成助力，一方面，國際組織透過規範、條約的約束來促使國家行

為者遵從國際社會所認同的理念，另一方面則是提供參與國家誘

因，不僅提昇國際地位與影響力，更可以獲得實質的利益。不過，



作者似乎過於強化國際組織在促成國際社會化的角色，尤其是在

探討中共的國際社會化過程。 

 

    首先，中共在尋求加入國際組織的前提必須釐清。對於中共

領導階層而言，要其捨棄主權權力勢必得有相當重大的利益獲

取，才可能改變其意向，以聯合國為例，不僅成為其成員，更獲

得安全理事會永久常任理事國的席次，即為一例。再者，國際組

織對於所有會員皆應採取一致性的標準，不論是權利與義務上，

都該一視同仁，但中共卻藉由人權議題與民族自決，產生不同的

待遇，破壞國際組織的一致性標準。 

 

    準此，若國際組織對於其成員國出現不同調的標準，將使得

制度的規範產生負面的影響力，不僅無法達到互惠的原則，更可

能導致其功能不彰，缺乏信度。此外，若因為不同國家而有不同

的作法，國際組織將無法發揮其一致性的原則，更無法促成國際

社會化的實現，而其所意涵的主體性內容，更無從傳遞。 

 

  八、對 Judith Kelley 研究的批判 

 

    Kelley 對於國際社會化歷程所研究的實際個案，提供一個

明確的運作方式，透過國際制度與組織所形塑的勸服與社會影響

力，使得東歐國家在此種社會化基礎的引導下，調適並改變國家

的政策，藉以符合成員行為一致性的門檻。 

 

    不過，Kelley 僅以政策產出的結果做為國家進行社會化的

歷程，缺少分析東歐國家之所以服膺國際制度與組織的原因，這

也顯示出分析國際社會化的歷程，僅由單一面向來解釋，會形成

見樹不見林的個案來推論通則的問題。 

 

    綜合以上所述，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者對於國際社會化的概

念，提出一個可供持續研究的方向，首先，根據相關學者的論點



可知，國際社會化的對象，是以國家行為者為研究標的。再者，

國家行為者在社會化歷程所欲學習的則是國際規範、信念與條約

規定，以及如何將其內化至國家內部規範之中。此外，從媒介的

角度來分析個人與國家的社會化，可發現一些現象，第一，對於

個人的政治社會化而言，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大眾傳播媒體

等媒介所扮演的角色，被動性的功能較為明顯，亦即，當個人涉

入媒介的情境中，與其發生互動後，才形塑出社會化的結果。對

於國家行為者而言，在進行國際社會化的過程中，媒介的角色就

顯現出主動性。透過國際制度、規範、規則的建立，使得被社會

化的行為者（國家），需達到門檻抑或完成內化，才能獲得認同，

進而取得身份與資格，達成社會化的結果。 

 

    最後，對於國際社會化的主體論述，學者們並未明確闡釋，

亦即，在國際社會化的歷程之中，為何能促使國家行為者服膺國

際規範與信念？僅只是來自於霸權國家或同儕國家間的壓力？

抑或畏懼懲戒機制的效力？還是利益評估使然？這些都無法在

上述學者的論述中得到解答，欲求此一概念的釐清，必須從國際

關係的理論中理出脈絡，並為國際社會化找尋理論的架構與系

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