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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歐洲統合會帶給會員國許多重要的利益，但也會對各會員國帶來嚴峻的挑

戰。以個別國家的觀點而言，無論是歐洲統合的各個層面都會有正面與反面的意

見，而這些正、反面的意見並不會平均地分佈在各會員國之中。各會員國政府均

在統合政策、國際地位、國內結構，以及主要的意識型態等限制條件下運作。歐

盟所制定之政策（例如：共同農業政策的補貼措施）對一國而言是種恩惠，但對

另一國而言卻可能是一大禍害。不論各國背後的國家利益有何不同，所有會員國

均可能會遭遇到「統合困境」，而此一困境便是由統合過程中正、反面的不同選

項所共同組合而成。對於一個小國家如丹麥而言，總是存在著一個根本且持久的

困境。一方面，丹麥必須參與國際與區域的統合體系，以求取生存之道；另一方

面，也要維持國家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避免因統合而遭到瓦解。 

 

丹麥自 1973 年加入歐體初期，由於對歐體的目標認同度有限，再加上讓其

他會員國有「扯後腿」的印象，使得丹麥尋求結盟的力量大為減少，而僅能有限

度地影響歐體事務。但 1980 年代中期之後，丹麥轉為採取貼近歐洲主流政治價

值的歐盟政策，並在統合過程中做出相當大的讓步，更於 1992 年簽訂馬斯垂克

條約達到最高峰。在 1980年中期至 1992年之間是屬於丹麥較為活躍的時期，丹

麥能夠在統合過程中施展其影響力，例如：在 1991 年政府間會議期間，丹麥有

能力運用其身為會員國的特權，在一些特殊的小個案中動用否決權（例如：禁止

外國人，包括其他歐盟國家的公民在丹麥購置夏日渡假木屋），或是與其他不情

願的夥伴國（如：英國）共同合作以發揮影響力。另一個特殊施展影響力的例子，

便是在 1992 年馬斯垂克條約遭否決的結果出爐後，丹麥巧妙地運用馬斯垂克條

約遭民眾否決的談判籌碼，迫使其他會員國重開談判，而得以在愛丁堡協議中取

得「四項豁免條款」。然而，由於 1992年公民複決否決了馬斯垂克條約，使得丹

麥政府在制訂歐盟政策時，必須將一些疑歐派的民眾意見納入考量，因而於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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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後丹麥轉為採取較謹慎的歐盟政策。綜觀丹麥自 1973 年加入歐體以來，丹

麥政治人物大多僅被授權與其他會員國進行更緊密的經濟合作，以及從事務實的

歐盟政策合作，而較少涉及廣泛的政治統合。 

 

在歐洲統合過程中，丹麥相較於其他歐盟會員國，其國內因素對於歐盟政策

之制訂，發揮了較大的牽制作用。一項重大歐盟條約的通過，必須得到國內第二

層次的支持才得以批准，這使得決策者不敢擅作主張，必須將國內的意見充分表

達於國際談判之中，且要得到國內的充分授權之後才能在國際談判桌上作出決

定。因此，丹麥民眾可謂在歐洲統合過程中參與程度最高，並有充分的表意自由，

不至於被迫接受政府單方面所做的安排。一國內部之所以作出反對批准某條約的

決定，大多是出自民眾對於國家利益考量的結果，當民眾認為統合有助於國家發

展與社會進步時，必定會全力支持，相反地，當民眾對於統合的結果抱持著懷疑

的態度時，便可能抗拒這項條約。由此可知，民意的因素將對於未來歐洲統合的

方向產生關鍵性的作用，藉由對於民意的重視，歐洲統合也可逐漸擺脫「民主赤

字」的陰影。此外，歐洲統合的過程中，尊重各國不同的統合速度，而不要求一

致性的統合，也將有助於廣化統合範圍目標的達成。 

 

第一節   丹麥制訂歐盟政策之特點 

 

經由綜合分析第一層次對於丹麥各時期所採取的歐盟政策之影響，及第二層

次國內因素對於丹麥歐盟政策之產出所發揮的影響力，可看出國際與國內兩個層

次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係，藉由探討兩層次之間的互動可描繪出丹麥制訂歐

盟政策的動態過程，進而發現丹麥制訂歐盟政策有下列四項特點： 

 
（一）第一層次與第二層次相互影響與互動 

許多國際談判可以被視為是兩層次賽局。在第一層次，各國政府尋求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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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能力以滿足國內的壓力，並減少向外發展的不利後果。在第二層次，國內

的利益團體藉由向政府施壓，以尋求政府採取對其有利的政策，政治人物則是在

這些團體所形成的同盟之中尋求權力只要各國仍保持著互賴且自主，則這兩層次

賽局的任何一層都不可以被核心決策者所忽略。此外，由於核心決策者同時出現

在兩個賽局之中，其重要的任務便是要調和國內與國際壓力，使國內與國際壓力

相互契合，甚至是要能夠相互強化。核心決策者在此種險境之中，便面對著許多

不同的戰略機會與戰略困境。 

 

以兩層次賽局分析丹麥如何制訂其歐盟政策，確實可以捕捉住丹麥國內層次

與國際層次兩者之間相互影響與互動的動態過程。此外，「批准」的程序是連結

這兩個層次的關鍵要素，使得丹麥民眾得以藉由公民複決表達贊成或反對某項國

際協議，進而影響國際層次的產出結果。同樣地，國際層次的談判結果有時也會

反過頭來影響丹麥民眾對於某項議題的偏好。因此，這兩個層次是雙向影響與互

動的過程，而非單向的影響過程，尤其以 1992年至 1993年間馬斯垂克條約的批

准情形，更可凸顯出兩層次的相互影響關係：國際壓力是造成國內政策轉折的必

要條件，相對地若缺乏國內對於國際壓力的回應，光憑國際壓力並不足以達成國

際協議。 

 

以兩層次賽局分析馬斯垂克條約批准的過程，我們可發現談判者將達成協議

可能帶來的好處告訴第二層次的選民，則可能會扭轉原先國內選民的立場，形成

了跨國性的議題連結。由於在第一層次的愛丁堡高峰會中其他會員國作出讓步，

願意共同簽署愛丁堡協議，使丹麥能夠取得四項豁免條款。當丹麥取得此一優勢

之後，丹麥談判代表便將達成協議可能帶來的好處告訴丹麥民眾，試圖扭轉原先

國內第二層次民眾的立場。此種第一層次的議題連結，扭轉了第二層次的產出結

果，形成了所謂的「合成連結」，這也使得國際談判成為創造或鞏固國內支持國

際合作的工具。此處便形成一種「戰略三角」（a strategic triangle）關係，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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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出政策不僅要符合其自身的觀點外，更要取得國內民意的接納，以及與外

在環境的限制條件相容。 

 

近年來在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領域最奇特的發展，莫過於這兩個領域的研究

人員各自開始承認，有必要將兩者的關連納入考慮，許多的實例也說明了國內政

治與國際事務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此外，兩層次賽局除了可運用於分析丹麥的

歐盟政策制訂過程之外，也可以用來分析其他歐盟會員國如何制訂歐盟政策（例

如：英國歐盟政策的制訂深受國會的影響），更可作為分析其他國家處理內政與

外交相關議題時的理論架構。 

 

（二）丹麥國會扮演著「民主看門狗」的角色 

在歐盟政策制訂上，丹麥國會是第二層次的首要把關者。因為所有歐盟政策

議案都必須先送交國會及其委員會討論，並得到必要多數國會議員的支持始生效

力。丹麥國會創造出一個辯論的場合，使得處理歐盟事務變得更為公開化與透明

化。因此，丹麥國會可說是扮演著「民主看門狗」的角色，適度地在國內與國際

層次表達與維護丹麥的國家利益。 

 

丹麥政府體制之中由於少數政府出現頻繁，執政的政黨或聯盟在國會之中基

礎薄弱，往往未能取得過半數的優勢，因而須視議題性質與其他政黨進行合作，

這使得國會之中各政黨的合縱連橫，對於政策之制訂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再

加上國會中的歐洲事務委員會有權事先審查政府提交到歐盟政府間會議的提

案，並經充分討論且獲得必要多數的國會議員支持之後，談判代表方取得國會的

授權，以強化談判代表在國際談判中的的正當性與談判籌碼，也才能在國際談判

桌上作出授權範圍內的磋商與讓步。因此，丹麥國會為談判代表所預先設下的談

判範圍，使得丹麥的談判代表不至於逾越其授權界線，亦即為第二層次的勝利組

合範圍設下初步的限制，只要第一層次與第二層次內國會的勝利組合範圍之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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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交集，一般性的歐盟規範便較容易獲得國會的批准與採納。由此可見，丹麥國

會相較於其他會員國的國會，可藉由歐洲事務委員會進行強而有力的監督，因而

對於丹麥的歐盟政策發揮較大的影響力。 

 

（三）丹麥歐盟決策之制訂會納入更多民意 

早在馬斯垂克條約通過之前，學者 V. Bogdanor與 G. Woodcock對於歐體的

評論，至今可說仍是正確的：「歐體的缺失在於讓人有遙遠且無法影響的感覺，

以及僅有少數人涉入其中」。1因為歐體早期根據 Jean Monnet的設計便是菁英主

義與技術官僚取向，一般民眾少有機會影響歐體政策之制訂。 

 

在丹麥，一般民眾可對於政治事務發展出想法與意向，並將其想法透過公民

複決的機制落實在實際政策制訂上，他們不再只是菁英操控之下的被動犧牲者。

他們所發展來出的一致性價值觀念更可發揮於顯著的議題上，或成為公民複決時

投票行為的基礎。2公民複決在丹麥這個一院制國家可說是扮演著第二國會的角

色。憲法規定的公民複決無可避免地成為防禦性的作用。如同稱職的第二國會

般，公民複決可扮演制衡政府的機制。這也突顯出民主制度之中主權在民與人民

主權的重要性。 

 

公民複決此一機制，可類比為汽車的煞車系統。當丹麥政府在第一層次做出

令民眾無法接受的重大國際協議時，此一協議仍必須送交第二層次的國會進行審

查，但若國會也與政府的立場一致時，公民複決便是民眾的最後一道防線。就好

比當一輛汽車加速過快時，駕駛人便會踩下煞車以避免車禍，此處的汽車如同是

丹麥政府，而駕駛人便是丹麥民眾，駕駛人有權作最後的決定是否要讓車子處於

                                                 
1 Kevin Featherstone, “Jean Monnet and the ‘Democratic Deficit’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2 (June 1994): 149-151.  
2 Palle Svensson, “Five Danish Referendums o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European Un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Franklin Thesi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1 (October 2002): 
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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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行駛的狀態，若高速行駛得好可以節省抵達目的地的時間；相反地，若高速

行駛出了差錯便會欲速則不達。因此，駕駛人一旦作出了決定，便必須要承擔最

後結果所可能帶來的好處或壞處。 

 

公民複決通常用來強化正當性，特別是當議題對於既有的政治制度相當重

要，或當一項議題很具爭議性，需要做一決定將這項議題從政治議題中排除。例

如：讓授主權予國際組織的決定，通常被認為需要多數人民的正當性，甚至在憲

法上認為不需要的公民複決也會舉行。由於丹麥憲法的規定與政治慣例，使得公

民複決在丹麥的歐盟政策制訂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決策者便必須在諸多的國內

限制中進行政治操作。在民主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亦即 Robert Dahl所稱

的「有效參與」（”effective participation”），這指的是在制訂具有拘束力的決策過

程中，民眾應有適當與平等的機會，表達他們對於最終決策結果的偏好。3丹麥

歷次舉行關於歐盟議題的公民複決，便顯示出民主的運作情形。 

 

丹麥與愛爾蘭並列歐盟會員國之中舉辦過最多次歐盟議題公民複決的國

家，在丹麥總共六次公民複決的經驗之中，我們可以發現丹麥民眾並非完全遵從

政府的投票建議，有時投票結果甚至與政府的建議唱反調，舉例來說：1992 年

馬斯垂克條約第一次公民複決以及 2000 年歐元議題的公民複決，丹麥民眾均未

依照政府的贊成建議，反而投下了反對票，使得丹麥政府必須尊重民眾的意見，

繼續在「四項豁免條款」的限制下參與歐洲統合的運作，這凸顯出丹麥民眾有完

全的投票自主性，政府也會依循民眾的意見制訂出合適的歐盟政策。因為丹麥民

眾是國內第二層次勝利組合的最終決定者，而公民複決的結果則是會影響丹麥制

訂其歐盟政策的步調與方向，因此，公民複決可說是影響丹麥制訂其歐盟政策的

關鍵機制 

                                                 
3 Palle Svensson, “The Danish Yes to Maastricht and Edinburgh. The EC Referendum of May 1993,”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17 (March 199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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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項豁免條款」仍具重要性 

愛丁堡協議之所以產生，其背景因素為 1992 年馬斯垂克條約公民複決遭否

決之後，丹麥國內七個政黨為了化解僵局，便提出了一份接納馬斯垂克條約的「國

家妥協」文件，但同時也在此一文件中提出了四項要求，以作為與其他會員國重

開談判的基礎。這四項要求在愛丁堡高峰會中獲得其他會員國的同意，因而形成

愛丁堡協協議之中的「四項豁免條款」，使丹麥得以置身於歐盟統合過程的四項

領域之外；相對地，丹麥也有義務不去阻撓其他會員國在這些領域的進一步合作。 

 

丹麥在愛丁堡協議中所取得的「四項豁免條款」，包括：（1）丹麥不參與歐

盟的防衛事務；（2）丹麥不參與第三階段的經濟與貨幣聯盟（包括：不採行歐元）；

（3）丹麥不參與歐盟的公民資格；（4）丹麥應被允許置身於司法與內政事務的

超國家合作領域之外。此外，愛丁堡協議應具有法律拘束力，且沒有時間的限制。

愛丁堡協議在丹麥國內得到過半數民眾的支持，並經公民複決的程序獲得批准。

唯有再次以公民複決的方式才可變動前述「四項豁免條款」的內容。由此可見，

愛丁堡協議之「四項豁免條款」對丹麥日後歐盟政策之發展，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力。 

 

丹麥於 2000 年舉行關於歐元議題的公民複決，其投票結果是有 53.1%的丹

麥民眾投下反對票，再次重申愛丁堡協議「四項豁免條款」中不採行歐元的立場，

亦即否決了丹麥加入歐元區的可能性。因此，愛丁堡協議之中的「四項豁免條款」

至今仍是丹麥制訂其歐盟政策的基礎，也對於丹麥日後歐盟政策的發展作出了範

圍的限制。時至 2001年 11月自由黨黨魁Anders Fogh Rasmussen所率領的自由—

保守派聯合政府執政之後，宣稱「四項豁免條款」與丹麥的利益相違背，但同時

也強調丹麥的歐盟政策必須要有足夠的民意基礎。因此，丹麥並未針對何時舉辦

關於「四項豁免條款」的新一輪公民複決設下日期。由此可知，丹麥民意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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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豁免條款」仍是丹麥歐盟政策走向的重要限制條件。4 

 

第二節 丹麥參與歐洲統合之展望 

 

小國如丹麥克服其外交困境的外交政策工具之一，便是成為國際組織的一

員。國際組織可使小國增加其外交政策資源，並提供一個多國的論壇以省去小國

在全球建構昂貴的外交網絡。此外，國際組織的特性是建立在法治（the rule of 

law）的國際體系之上，而非權力政治之上，因此對於小國較為有利。小國高度

依賴自由貿易與資本，此一因素清楚地解釋了小國對於共同市場的支持。實際上

而言，作為歐盟的一員更可藉由結構基金移轉資本而在財政上獲利。丹麥在外交

策略上強調在強權國之間維持複雜的平衡關係，針對各種不同性質的外交政策議

題，與不同的國家進行策略結盟，以減少強權國在國際組織中所能發揮的影響

力。5 

 

由於經濟與政治的考量，使得丹麥政府一開始對於歐盟採取一種「等著看」

（’wait-and-see’）的態度。丹麥認為歐盟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後果是不明確

的。而且丹麥害怕成為歐盟的一員後，會造成被德國「吸納」(‘absorption’)的結

果。當丹麥加入歐盟之後，丹麥政府發現可以多邊主義作為調和德國力量的適當

工具，德國的力量在歐盟複雜的網絡之下而變得分散。因為歐盟不同於大多數諮

詢性質或政府間性質的國際組織，歐盟已進化成為具備複雜決策程序的一個組

織，有時還可能強加決策在一個不情願的會員國身上。在外交政策領域，歐盟相

當高程度地增加了小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僅提供他們處理高階政治議題的機

會，也賦予了他們處理這些問題的工具。儘管丹麥在歐盟的整體代表性方面仍有

                                                 
4 http://www.um.dk/english/faktaark/fa25/fa25_eng.asp 
5 Tove Schou, “Denmark and the Overlapp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urope in the Post-cold War 
Perood,”in Lise Lyck, ed. Denmark and EC Membership Evaluated (London: Pinter, 199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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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不足之處（例如：在部長理事會 87票之中僅佔 3票，在歐洲議會 626席之

中僅佔 16席），但丹麥為了在歐洲統合過程中彰顯其重要性，她必須提出許多嚴

謹且具一致性的觀點，推銷給其他會員國作為制訂歐盟政策的參考依據。 

 

影響歐洲統合的關鍵議題之一是「民主赤字」的問題，包括：（1）歐盟決策

機構以及民選歐洲議會的有限責任性；（2）歐盟決策缺乏公開性與透明度。6上

述兩個因素反過頭來也形成了「民主赤字」的關鍵要素：歐盟缺乏民主正當性

（democratic legitimacy）。由丹麥民眾對於批准馬斯垂克條約與採行歐元所展現

出來的反彈情緒可知，民族國家仍被廣泛地視為正當政治權威的合適位置，而丹

麥民眾也不大支持進一步將政府權力轉移到歐盟層次。從馬斯垂克條約與採行歐

元的爭論之中，我們可明顯地發現政治菁英與民眾之間對於歐洲統合支持度，仍

存在著相當大程度的落差。 

 

在丹麥國內方面，丹麥政府之所以採納某些疑歐派的歐盟政策（例如：未採

行歐元），究其背後原因乃是有一群對於歐盟未來發展方向抱持著更為懷疑態度

的民眾。由於許多丹麥民眾抱持著疑歐的態度，以及政治菁英並不支持聯邦式的

歐盟，使得第二層次之中一般民眾與國會二者的「勝利組合」均傾向於較小的範

圍。此外，丹麥國會與一般民眾二者之間的「勝利組合」尚有不一致性存在，舉

例來說：1986 年由於一般民眾的勝利組合範圍較國會的勝利組合範圍來得大，

使丹麥政府得以規避國會的否決，訴諸公民複決通過單一歐洲法。相反地，1992

年丹麥國會雖創造出廣大的「勝利組合」，但卻得不到一般民眾的支持，而使得

馬斯垂克條約遭到否決的命運。因此，如何協調第二層次之中國會與一般民眾之

間意見的歧見，以期縮短政治菁英與民眾意見之間的差距，是未來丹麥國內必須

面對的重要課題之一。 

                                                 
6 Michael Baun, An Imperfect Union: The Maastricht Treaty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on (Boulder: Westview, 1996),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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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高峰會於 2001年 12月在 Leaken舉行，會中採納了一項關於歐盟未來

發展的 Leaken 聲明，並以下列幾項主題作為基礎：（1）歐盟應與會員國之間界

定出更明確的權力分立關係；（2）簡化歐盟的條約與規章；（3）歐盟應更為民主、

透明化與有效率；（4）為歐洲公民制訂一部未來的憲法。丹麥政府對於 Leaken

聲明也提出其看法：丹麥期望見到一個「更強壯但又更苗條的歐盟」（a stronger but 

also  slimmer EU）。7當牽涉到跨國性質的議題時，例如：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移民政策、打擊犯罪、國際經濟問題、內部單一市場、環境，以及食品安全等問

題時，歐盟應表現得更加強壯。相反地，當牽涉到行政管理與規範等議題時，歐

盟應減少涉入其中，因為歐盟已制訂出太多且太詳細的規範。此外，歐盟也應該

更大程度地運用「輔助性原則」，各國國會角色可予以強化，扮演守衛「輔助性

原則」的角色，以監督歐盟與會員國之間的分工。 

 

分析丹麥民眾對於歐盟政策所抱持的態度，我們可以從丹麥國會秘書長

Henrik TvarnØ對於丹麥民眾態度的評論中看出端倪，他表示：「有人或許會說我

們丹麥人就像莎士比亞筆下 1601 年的哈姆雷特一樣猶豫不決：是否要成為一個

『好的歐洲人』這就是問題所在」（”To be or not to be (good Europeans)- that is the 

question.”）。8雖然丹麥在參與歐洲統合的過程中，時常表現出猶豫不決的態度，

但其歐盟政策之走向大多反映出丹麥民眾的自由選擇，而丹麥政府也尊重民眾的

意見，採取符合民意的歐盟政策，充分體現出主權在民之民主精神。 

 

大多數的歐盟會員國均依照歐盟所制訂之規範行事，甚少針對重要的條約採

取「豁免」條款，或發生與歐盟政策走向相左的現象，然而丹麥與英國卻是統合

過程中兩個「不情願的夥伴」。但丹麥與英國在其歐盟政策制訂過程中仍存在著

根本性的差異。丹麥的「人民主權」相較於英國的「國會主權」，丹麥民眾在歐

                                                 
7 http://www.um.dk/engkish/fp/dkandeu.asp 
8 http://www.eu-oplysningen.dk/denmark/tvarn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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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議題上可透過公民複決此一機制，充分表達贊成與反對的意見，而丹麥政府也

會遵循民眾的意見制訂歐盟政策。相反地，英國的歐盟政策則是大多由國會多數

通過再交由政府執行，民眾如同其他歐盟會員國一般，對於歐盟議題少有表達意

見之機會，英國也僅於 1975 年舉辦過一次關於是否延續歐體會員國資格的公民

複決。由此可見，丹麥是充分將民眾意見反應在其歐盟政策制訂上的國家，丹麥

對於民意的重視，確實可作為其他會員國的表率。 

 

北歐國家過去總是自認為與其他歐洲國家有所不同。相較於南歐與中歐國

家，歐洲統合無法帶給北歐國家多於一國政府所能提供的好處。然而，隨著北歐

國家參與歐洲統合，北歐國家的獨特性，以及自認為較其他歐洲國家過得更好的

認知，已逐漸消退。當北歐國家選擇歐洲統合，變會愈來愈難維持獨立自主的政

策，如：中立政策以至於充分就業等政策。過去曾被認為是屬於國內的政策會逐

漸變成為歐盟規範下的產物。當北歐國家加入歐盟之後，他們帶進了北歐的觀點

與理想，企圖影響歐洲統合朝向有利於北歐的方向前進。9 

 

許多人或許會以為北歐各國均有著相似的地理、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其

實經過仔細比較之後可發現北歐各個國家也都有其獨特之處，以北歐五國與歐盟

之間的關係為例即可看出端倪：丹麥是最早於 1973 年加入歐體的北歐國家，因

而成為北歐國家與歐盟之間的橋樑，但丹麥對於一些歐盟政策之走向仍堅持保有

自身的立場（例如：愛丁堡協議賦予丹麥的「四項豁免條款」）；瑞典與芬蘭則是

於 1995 年方加入歐盟，對於歐盟之整體發展抱持著較為支持的態度，惟比較瑞

典與芬蘭對於歐盟政策的立場，瑞典便略顯保守一些，因為瑞典選擇不加入歐元

區，仍欲保有自身的貨幣；挪威曾於 1972年與 1994年舉辦過兩次關於加入歐盟

的公民複決，但均遭民眾投票反對，而未能成為歐盟的一員；至於冰島則是為了

                                                 
9 Christine Ingebritsen, The Nordic States and European Un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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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其漁業利益，避免其他國家分享漁業資源，而不願意加入歐盟及採行共同漁

業政策。綜上所述，北歐各國與歐盟之間的關係，仍有眾多值得深入探討之處，

由於本篇論文僅討論國際與國內兩層次各因素對於丹麥制訂歐盟政策之影響，尚

未全面論及丹麥與北歐國家之關係，以及北歐國家與歐盟之間的互動關係等主

題，但可藉由本篇論文作為一扇窗，眺望更深更遠的北歐與歐盟研究主題，也期

盼國內學者專家能對於北歐與歐盟研究發掘出更多的寶藏。 

 

丹麥雖只是身處於北歐地區的一個小國，但丹麥卻能善用自身的籌碼，在國

際談判中爭取有利的條件。在歐洲統合過程中，丹麥持續將其理念帶入歐盟，進

而影響其他會員國與整體歐盟政策之走向。展望未來歐洲統合的發展，歐盟擴充

之後會員國數目增加，丹麥的統合經驗，特別是採取尊重民意的歐盟政策，將可

作為其他新加入會員國的參考。故丹麥經驗在歐洲統合的歷程及未來發展上均具

有重要性，而「兩層次賽局」也可供作其他會員國分析歐盟政策的架構，更可作

為解釋其他內政與外交相關議題的分析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