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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國際關係體系理論的建立被視為是本學門邁向「科學化」的重要嘗試，惟

其亦使得學者在研究歐洲整合時面臨了見林不見樹的困境，因此發展連結國內政

治與國際關係的理論途徑與分析架構對於區域研究學者實屬緊要。作者在本文透

過逐漸受到學界重視的二重賽局架構，指出法國極右派在國內層次的影響能夠經

由政府的利益匯集過程而到達歐盟層次，從而說明吾人不宜貿然分割國內與國際

政治，另一方面也對二重賽局用於研究歐洲整合的缺陷予以檢討修正。在本論文

的最終章，我們首先將簡單地回顧各章節的內容，提出本論文之研究發現以及對

進行後續研究者提出建議，最後並推測歐盟會員國極右勢力的發展對於歐洲整合

未來走向的可能影響。 

壹、研究發現 

作者現將本研究所有內容的重點扼要整理如後，以方便讀者在本論文行將

終了之際，能夠有組織地快速掌握研究成果： 

本文第一章為「緒論」，依序說明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

方法與論文架構、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作者撰寫本論文的動機，部分源自於在

法國擔任交換學生期間觀察法國與歐洲政治的一些疑惑：民族陣線在當今法國政

壇的影響力既已不容小覷，「勒班效應」也使得 1980年代中期後極右主義的風潮

在西歐蔓延開來，那麼我們在研究歐洲整合的過程時，是否應考慮到會員國國內

這些反歐洲化的政治現象的發展？然而，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告訴我們，國際體

系構成單位的層次分析並不重要。作者對這樣的答案並不滿意而著手進行研究，

目的在試圖證明會員國國內政治不能被歐洲整合研究所忽視－－蓋國內與歐盟

層次可能存在某種互動，過於追求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學門分工專業化有時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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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阻礙學者對區域整合過程整體的研究與瞭解。作者在文獻回顧部分比較了連接

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的三種分析架構（國際政治的國內化、第二意象反轉論、二

重賽局），衡諸阿姆斯特丹條約前歐盟移民政策是在政府間合作的模式下產出，

以及二重賽局被廣為用於分析國內政治對於國際談判的影響，作者認為本論文的

案例可運用二重賽局架構進行探討，來研究法國的國內政治是否對歐洲整合產生

有意義的作用。 

第二章為「『國內政治－國際關係』的互動與歐洲整合研究」。本章主要在

探討學界分析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互動的理論架構，期能為第三章的案例研究提

供理論基礎。學者如欲觀察國內－國際政治的互動關係，或是企圖整合比較政治

與國際關係學門的鴻溝，歐盟對於國際關係各學派而言都是印證其理論的最佳實

驗室。過去區域整合理論裡新功能主義與政府間主義的對抗，於 1990 年代後半

期逐漸被國際關係理論的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爭所取代（作者稱之為國際關係

學界對區域整合理論的兩次「大辯論」），此種區域研究理論被整合進整個國際關

係學門的理論辯論之中的趨勢，也反映在當前歐盟研究裡兩個爭辯中的學派都對

於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的傳統區隔提出挑戰。在理性主義的陣營，修正後的新現

實主義（或稱自由政府間主義）接受理性選擇的假設來模式化國內與國際政治的

互動，例如個別國家國內制度裡行為者偏好的匯集、政府領導者所面對賽局的兩

種層次等等。國際關係學者更由新制度主義的理性選擇分析引進諸如「委託者－

代理者」與「議題設定」等重要概念，從而豐富了區域整合理論，並減低它的地

域性與例外性。另一方面，若干建構主義學者也開始將社會化的假設放到國際層

面去檢證，以及研究國際與國內規範的互動。因此吾人可知，國際關係學者對於

歐盟研究需要「帶回國內政治」的共識正在逐漸形成。 

第三章為「法國極右主義與歐盟移民政策」。作者在第一節首先將極右主義

界定為一種「結合民族主義、福利沙文主義、排外、法律與秩序等特徵的政治意

識型態」，並扼要介極右派政黨在西歐國家以及歐洲議會的概況；接著於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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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法國民族陣線崛起後，極右主義的排外主張對該國移民政策的影響，以及從

二重賽局的架構分析法國政府在移民議題方面所形成的偏好。源起於 1789 年法

國大革命的共和主義精神，除了反對教會干預政治，亦相當強調平等主義、人民

主權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普世政治價值，因此法國雖然不是大熔爐式的移民國

家，向來也有接受外來移民的傳統，尤其 19 世紀中期以降，基於共和主義的政

治信念、經濟建設的需要、與補充人口損失的動機而對周邊國家人民廣為招徠。

不過 1970 年代之後，由於法國本身失業率的高居不下以及移民組成結構的改變

（由過去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的歐洲移民轉變為伊斯蘭教徒與非洲人），法國的移

民政策遂逐漸由開放走向緊縮。最初實施的管制措施（例如 1970 年代初期透過

新的簽證系統實行外部管制、1974 年限制雇用外勞、1970 年代末期試圖拒絕家

庭團聚權、1980 年代初期社會黨執政時增加對勞動市場的規範等）主要是基於

經濟因素，但 1980 年代中期之後的措施就逐漸出於政治考量，政客們希望藉由

炒作民族陣線所挑起的恐懼、排外風潮與移民問題獲取選票。除了依靠外部邊境

管制（透過申根系統加以強化）與內部勞動市場規範的傳統機制外，法國右派政

府甚至進一步去限制移民的公民與社會權（例如第一與第二次的巴斯卡法及德貝

法），並企圖修改國籍法來限制移民獲得公民資格（如兩次的巴斯卡法），在移民

問題上的立場顯已逐漸脫離過去的共和主義。由於第五共和的特殊憲政體制設

計，左右兩派均會竭力避免共治的情況發生，然而因民族陣線的實力足以影響主

流右派的勝選，使得右翼自由派與戴高樂派往往不得不在移民議題上與之妥協，

期能爭取極右派選民的票源。從二重賽局的架構來分析移民議題的國內偏好匯集

過程，極右派政黨及其代表的民意對法國政府領袖而言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相

對之下，其他相關的國內行為者（如反種族主義遊說團體）的影響力則並不顯著。 

作者在同章第三節則先簡述歐盟移民政策的歷史演進與發展現況，接著以

歐盟會員國與移民政策有關的若干次政府間談判為例，分析法國政府如何同時面

對國際與國內兩個賽局的進行，以及共同移民政策所對法國產生之影響。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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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法國政府在與歐盟其他會員國協調移民政策時的立場偏向保守，與前述分析

其國內偏好匯集的結果相符，不過作者也觀察到「勝利組合」發生改變的情況－

－當主流右派聯盟選戰大捷時（意味著國內主要政治行為者的權力分配與偏好有

所改變），右派政府便有可能轉變原本談判前受到極右派置肘的立場（社會黨執

政則本來就不會受到民族陣線牽制）。例如法國在政府間會議準備工作期間（始

自 1994年 12月的歐盟科孚高峰會）原本的立場，係明白反對增加執委會及歐洲

法院對移民相關問題的權力，不過 1995年 5月席哈克當選總統結束左右共治後，

右派政府已沒有和民族陣線妥協的必要，因此席哈克在 1995年 12月與德國總理

柯爾的聯合聲明中遂宣布支持移民與庇護政策的共同體化，並主張在歐盟層次創

設對抗種族主義與排外的法律機制。此處我們可以發現政府領袖不僅利用國際談

判來提升其在國內層次賽局中的地位，並試圖藉由國外壓力來促成自己偏好的國

內目標。類似的例子也發生在 2002 年 6 月下旬的歐盟塞維爾高峰會，會前英國

首相布萊爾與西班牙總理阿茲納鑑於西歐極右勢力的高漲（當時勒班甫於法國總

統選舉第一輪淘汰喬斯潘）而提議大幅強化外部邊界的管制，包括以檢討經濟援

助做為懲罰非法移民輸出國的工具，希望避免會員國極右派政黨利用移民問題在

選舉獲利；由於右派聯盟在 5月初的總統第二輪選舉與 6月的國民議會選舉均大

勝，故席哈克接受對移民與庇護規範的管制時程，但並未支持英、西政府向極右

派靠攏的強硬提案。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過去與歐洲共同移民政策有關的談判結

果，除了顯示會員國不歡迎非歐盟國家潛在移民的大方向，申根協定與都柏林公

約對庇護接收程序的規範，其實也對法國廣納庇護尋求者的共和主義傳統產生衝

擊。透過本章對於歐盟移民政策形成過程的分析，吾人可以瞭解國內政治與國際

政治之間的關係有時並非是各自獨立的，學者需要跳脫國內因素影響國際因素，

或是國際因素影響國內事務這種片面的觀察與簡化的思維，而二重賽局則提供了

我們在研究外交與國內政治互動時雖初步但實用的分析架構。 

第四章為「『國內政治－國際關係』互動架構的再評估」。本章旨在檢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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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賽局用於研究歐盟移民政策的制訂過程是否存在分析上的盲點，並透過新制度

主義的論點加以修正。由普特楠所首先提出的二重賽局，最初是用於分析國際貿

易與國際安全議題的談判，希望能為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的相互影響提供一套有

效的分析架構，之後陸續被研究歐洲整合的學者引用（例如被莫拉夫契克的自由

政府間主義所吸納）。不過由於歐洲整合過程從啟動以來，一直存在著某種有別

於一般國際組織的「超國家性」，即便馬斯垂克條約規範的政府間合作領域（第

二與第三支柱）某種程度也可見到前述性質，因此原本純為分析一般國際政府間

談判的二重賽局，應用在研究前述領域歐盟共同政策的制訂時，其解釋力不可避

免的會遭到某種限制。作者認為，國家中心論所導致對歐盟制度的忽視，是該分

析架構遭到其他區域研究學者批判的根本原因。例如新制度主義學派雖然部分接

受普特楠或莫拉夫契克對於偏好形成的看法，但是對其簡略的政府間談判模式並

不滿意，他們認為現行歐盟制度不僅塑造而且限制了政府間決策的過程；建構主

義學派則批評，前者對偏好形成過程的假設根本就忽略了歐盟會籍的內生效果，

擁有歐盟會員國的身份，將會改變涉及歐洲整合過程的國家菁英之偏好甚至認

同。還有學者由研究比較政治與德國聯邦制度得到靈感，主張歐盟應被視為是個

「多層次治理」的體系，當中會員國政府仍舉足輕重，但它們只是在這個複雜且

獨一無二的治理體系裡面許多超國家與次國家行為者外的份子之一。總之，儘管

二重賽局以國家為中心的假設未能與歐盟實際決策模式完全相符，但是經作者修

正後的架構已較最初的原型更能捕捉歐洲整合過程的真實全貌，也印證了當前區

域整合理論理性主義陣營的兩種研究途徑有會合的趨勢。新現實主義者在理論光

譜上的逐漸「趨中競爭」與脫離國內－國際政治僵硬二分法的窠臼，顯示國際關

係學者對於結構現實主義未能提供充分的知識來解釋構成單位的行動已感到不

耐；吾人從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情況來研究歐洲整合固然是一種途徑，不過在排

除對第二意象的瞭解與忽視區域組織的制度影響之下進行的研究，恐怕掌握到的

也只是全部整合過程知識的斷簡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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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現將研究發現統整如下：本論文以歐盟會員國移民政策之協調為案

例，透過二重賽局的分析架構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法國右派政府為了爭

取極右派選民的票源而吸納民族陣線的反移民訴求，不僅反映在該國自 1980 年

代中期以降的移民政策對非歐盟國家移民的趨於排斥，亦顯現於法國政府在歐盟

移民政策共同體化之前與其他會員國協調移民政策時的保守立場。因此，歐洲國

家極右勢力的勃興不必然是純屬各國國內政治的問題，學者不應僅停留在探討特

定會員國極右派政黨（例如其組織架構、選舉成果、選民基礎、政綱政見等等）

及其領導人（例如黨魁的人格特質與領導魅力）的層次，或者認為該問題與歐盟

層次無關。本研究指出，吾人不能在對法國極右主義缺乏認識的情況下有效瞭解

歐盟移民政策的形成，至少對現階段的歐洲整合研究而言，將國內政治與國際關

係領域截然二分已不恰當；另一方面，研究案例亦顯示政府領袖的偏好在形成後

仍有可能發生轉變，因此做為跨層次分析工具的二重賽局尚有修正其架構的必要

性。 

貳、後續研究與展望 

目前學界在討論國內與國際政治的互動關係時，多半是建議將比較政治引

入受到結構現實主義支配的國際關係學門，希望在體系層次以外另闢蹊徑，或者

用以強化（或補充）國家層次，來增加現有理論架構的解釋力。本論文則印證了

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兩個政治學次領域間的犬牙交錯與相互影響，在歐盟這個

「實驗室」顯得更加清晰，「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有時可能並不存在吾人

視為理所當然的界限。作者以為，如何突破單一層次分析的侷限、發展能夠更有

效瞭解層次間（inter- level）互動的分析架構，應值得國際關係學者持恆研究，這

不僅有助於將學者從爭辯簡約論與體系論優劣的方法論桎梏中解放出來，而且更

有助於化解當前歐盟研究中「美國途徑」（American approach）與「歐洲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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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approach）不必要的對抗。1 

此外，作者在列舉論文研究限制時已指出，本文論述的進行主要依循目前

區域整合理論（也是整體國際關係理論）的理性主義主流。這並不表示建構主義

不是個重要的研究途徑或無法運用於本研究，相對地，自我定位為第三次國際關

係理論大辯論之「第三條路」、「中道立場」的建構主義，除了對於國內政治與國

際關係的互動自有一套不同於理性主義陣營的主張，應用於歐洲整合研究上也具

有相當的潛力與可行性，作者還認為，建構主義頗有整合區域整合理論（to 

synthesiz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ies）的可能，有待學者的後續探索。 

目前學界在進行第三階段國際關係理論的辯論時，大部分學者的焦點是放

在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之間，再加上建構主義。很明顯地，新現實主義

是位在光譜一旁自成一格的陣營，問題是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誰才是中間

路線，扮演了溝通對方與新現實主義之間的橋樑角色？國際關係學界兩種看法都

存在，而這場「奪橋之役」也仍在進行之中。不過無論如何，建構主義對所謂「國

內與國際政治」分野的看法與另外兩者十分不同，無疑是可確認的。從理性主義

陣營的觀點來看，國際社會的本質基本上是無政府狀態，因此不會存在專屬於國

內政治範疇的「政治權威」這個概念，然而建構主義並不認為國內與國際政治具

有前述的分際，並特別去對「政治權威」、「主權」與「領土」三者在概念上重新

建構。由於人類政治社群的形式在歷史上是不斷變遷的，現今的主權國家也不過

是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1648）後誕生的形式，這些新興政治社群的互動才

                                                 
1 所謂的「美國途徑」係指在美國受學術訓練的區研學者傾向直接運用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或國際
政治經濟學來解釋歐洲整合過程，他（她）們多半認為歐洲整合與一般的國際合作並無太大差別，
加上受到實證主義研究傳統的影響，致力於建立區域整合的一般性理論（general theory）。依循
「歐洲途徑」的學者則不同意前述的看法，主張歐盟已非普通的國際功能性組織而是個獨一無二
的「後主權」政治社群，因而傾向從比較政治和多層次治理的角度來理解歐洲整合。個人認為，
區域整合理論若能正視國內層次的重要性，前述兩種途徑的對話困難並非是不可避免，甚至還能
相互增益。介紹與調和上述爭辯的著作可參見 Amy Verdun, “An American/European Divide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Bridging the Gap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0 (February 2003): 84-101; Maria Green Cowles, “Non-State Actors and 
False Dichotomies: Reviewing IR/IPE Approaches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0 (February 2003): 10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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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了當代所謂的「國際」關係，因此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之間其實不存在必然

的鴻溝，建構主義學者希望經由對政治社群與政治權威結構的結合來解決上述界

限模糊的困擾。2我們透過這樣的理論架構來觀察歐洲整合的過程，就第一支柱

的領域而言，可以說一個代表集體的超國家層次政治權威結構已然誕生，國家已

不再是唯一的使能者，許多非國家（不論是超越或次於國家層次）的使能者也共

同構成了這個權威結構裡決策過程的一份子，共同政策的產出牽涉到使能者們的

意向、物質面勢力的消長、以及歐盟內部的集體制裁能力等等因素。作者認為，

建構主義對於「歐盟－國家－社會」層次的分析，其實與我們在第四章提到的歐

盟「多層次治理」概念相當異曲同工，但又無後者長於描述、拙於解釋之弊；建

構主義學者如願主動跨越與理性主義陣營之間「聾子的對話」（dialogue of the 

deaf）障礙，克服重視歷史的特殊性就必然不能進行一般性分析的心結，透過經

驗研究檢證其假設，這些成果的累積，就第三次大辯論而言有助與新自由制度主

義競爭「橋樑」的地位，就歐盟研究而言，也代表建構主義有潛力也有能力去整

合目前的區域整合理論。 

就研究西歐國家極右派與歐洲整合的關聯而言，吾人還可以由全球化3的角

度來加以思考：由於國家以往享有的自主、控制與權威面臨了經貿全球化、區域

政經整合的衝擊而日益鬆動，4福利國家的式微使得許多人感到越來越難確保其

經濟與社會存在，而個人社會關係的不穩定與缺乏持續性又導致孤立與無力感的

增加。5文化層面的全球化也威脅到人們的認同和區分我族與他族的能力，反映

                                                 
2 黃旻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存論的觀點〉（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8年 5月），頁 365-388。 
3 探討全球化概念的學派爭論，及其在政治、經濟與文化層面所產生影響的著作，參見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ed.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1999). 
4 我們在此處不使用主權的侵蝕（erosion of sovereignty）一詞，因為概念上「自主」並不等於「主
權」，相反地，主權概念涵蓋了自主、控制與權威。國家的自主能力受到侵蝕、對內部事務控制
能力的減弱、或互賴的興起，不必然代表國際實踐中的主權也會被侵蝕，換言之歐盟會員國的主
權實際上未必有轉移或讓渡給區域組織。然而，如果現行的國際體制產生有意義的轉型
（transformation），國家主權也有被超越的可能。參見 Charles R. Beitz,  “Sovereignty and Moralit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Political Theory Today, ed. David Held (Cambridge: Polity, 1991), 236-254. 
5 Yves Mény and Yves Surel, Par le Peuple, pour le Peuple: Le Populisme et les Démocraties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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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強民族」（strong nation）及「強國家」（strong state）的需求上；然而歐盟

會員國公民見到的是，隨著歐洲整合廣化與深化的進程，他（她）們的政府似乎

在不斷地轉移或讓渡國家主權。西歐極右派政黨議題訴求對象的大宗，正是這些

無影響力、疏離、悲觀、社會經濟或文化地位被邊緣化、且人數與日遽增的選民；

極右派遂試圖透過民粹包裝的民族主義、福利沙文主義、經濟保護主義與愛國主

義的論述，強調法律、秩序與安全，來對抗全球化與歐洲化的「威脅」。6 

歐洲整合過程不僅如前所述助長西歐極右勢力的滋生，也為若干會員國的

極右派份子提供活躍於歐盟層次與影響共同政策的機會，尤其是得以參與歐洲議

會的議事過程。前已述及，移民問題是所有會員國極右派政黨的關切重心，然而

歐盟的移民相關規定既已在阿姆斯特丹條約中從第三支柱被移至第一支柱，故一

旦條約規定的過渡期期滿（2004 年 4 月 30 日），欲分析歐盟移民政策的決策過

程就必須轉移焦點到歐洲議會，這是日後欲研究極右主義與歐洲整合之互動的學

者應注意之處。7早在 1984年，法國民族陣線於歐洲議會選舉的突出表現就直接

刺激了議會成立特別委員會對西歐極右勢力抬頭的問題進行調查。8然而，儘管

前述委員會曾兩度發表反極右主義的調查報告，包括 40個與 77個先後提出的建

議方案，但皆無法促使會員國認真推動反種族歧視立法，也未能在共同體的層次

去著手處理種族主義的根源。9 1991年 10月在歐洲議會辯論福特報告內容的期

                                                                                                                                            
Fayard, 2000), 133-148. 
6 Paul Hainsworth, “Introduction: The Extreme Right” in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eme Right: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ed. Paul Hainsworth (London: Pinter, 2000), 10. 
7 關於目前歐洲議會內的極右勢力，請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一節，此處不再贅述。 
8 歐洲議會的歐洲法西斯主義與種族主義之興起調查委員會（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the Rise of 
Fascism and Racism in Europe）於 1985年發佈艾福瑞傑尼斯報告（Evrigenis Report）。1990年第
二次調查委員會發佈會議文件 Report Drawn Up on Behalf of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Racism 
and Xenophobia，日後通稱為福特報告（Ford Report）。參見 Glyn Ford, Fascist Europe: the Rise of 
Racism and Xenophobia  (London: Pluto, 1992). 
9  艾福瑞傑尼斯報告旨在呼籲歐體的主要機構發表反對種族主義與排外的聯合宣言（Joint 
Declaration Against Racism and Xenophobia），雖然部長理事會、執委會與歐洲議會在 1986年簽署
了此宣言，不過當 1989年議會要求執委會在該宣言的基礎上提案時，遭執委會以羅馬條約並未
提供相關行動的法律基礎而拒絕。1991年福特報告的重要訴求則包括：每 18到 24個月定期檢
討會員國的種族主義、排外、反猶太主義與極右派動態，設置歐洲移民官，建立類似英國種族平
等委員會（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的常設性監督機制，加強在共同體與會員國層次的反
歧視立法、教育、資訊、訓練與協調，推動 1992年歐洲住民憲章（European Residents Chart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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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部長理事會以及執委會的發言人都表示，反極右主義在共同體層次可著之力

不多，主要的責任還是在會員國當局的身上；10被阿姆斯特丹條約修正後的歐盟

條約第六標題「犯罪問題上的警察暨司法合作規定」雖然將防制、打擊種族主義

與排外列為執行目標之首，不過它仍屬於歐盟第三支柱的架構下，反映出歐盟機

構對於此類問題的處理，現階段所能扮演的角色仍相當有限，主要還是透過部長

理事會以政府間合作的方式來對抗極右主義。11根據歐洲議會的公民自由委員會

（Citizen's Freedoms Committee）2003年 4月 24日於議會公布報告指出，2002

年歐盟境內移民與少數族裔的人權仍有待提升，而該年度排外與種族主義的現象

亦有所增加，12或許這正顯示出現行處理機制的成效不彰，以及極右主義陰影持

續籠罩歐洲的事實。 

最後，我們展望歐盟會員國極右派對於未來歐洲整合方向的影響，雖然當

前極右主義對於自由民主國家仍不構成明顯而立即的危險，不過多數歐洲國家的

極右派政黨已然形成一股穩定的政治勢力，極右派份子的活動範圍也日益跨越國

家疆界，它絕非僅是個無足輕重、更非暫時的現象而可預測其消失匿跡；事實上，

極右派政黨取得議會席次（不論是各國國會或歐洲議會）與參加聯合內閣（如奧

地利自由黨與義大利民族同盟）已經是歐洲政治的常態。另一方面，由於西歐極

右派政黨對國家主權的堅持與對歐洲政治菁英及技術官僚的排斥，更甚於傳統右

派的民族主義政黨，吾人可以預期，只要這些反歐洲化的政黨能繼續確保它們在

本國及歐洲政治市場的存在，對於未來區域政經整合朝向超國家方向的發展而

                                                                                                                                            
1992）以及訂定 1995年為歐洲族群和諧年（European Year of Racial Harmony）等。然而直到 1999
年，福特報告的 77個建議僅被執行了 3個。 
10 Paul Hainsworth, “Introduction. The Cutting Edge: The Extreme Right in Post-War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in 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 and the USA, ed. Paul Hainsworth (London: Pinter, 
1992), 16. 
11 例如歐盟 15 國外長曾決議訂定 1997 年為歐洲反種族主義年。雖然歐洲議會迄今在歐盟處理
極右派問題上仍未擁有實際的權力，不過我們若從它早於 1984年便成立調查委員會來看，議會
已成功地在歐盟層次引起其他機構與會員國對此議題的注意，清楚的呼應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
為歐洲議會的影響力來自「議題設定」的觀點。 
12 http://www.euobserver.com/  Assessed on April 26,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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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仍會是個不可小覷的阻力。13對於聯邦主義與新功能主義的支持者而言，歐

盟在邁向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或歐洲聯邦之路上無疑又遭遇到

一股值得關注的逆流。 

                                                 
13 以經濟與貨幣聯盟為例，勒班本人於 2002年競選總統期間的初期，便公然鼓吹法國應恢復法
郎的使用與退出歐元區（隨後改口為併用兩種通貨）。勒班也開始與英國極右派政黨國民黨
（British National Party, BNP）商討如何在 2004年六月的歐洲議員選舉後進行合作，以及在議會
成立極右派政團的可能性。http://www.euobserver.com/  Assessed on May 5,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