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英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同領導者

的對外態度各有主張，對於不同領導者所提出

的對歐事務和政策，在英國的國內是整合還是

競合？是否會有政治影響？

　卓：不同領導人有不同的看法，而且跟政黨
無關。英國受領導人自己本身對於歐洲的理
解、對當時歐洲局勢的發展會有不同的相應政
策。剛剛黃老師有提到，英國是從一個非常驕
傲、龐大帝國走向國勢衰弱，領導人和人民該
如何調適這樣的局勢，因此「三環」政策，在
不同年代會有優先順序上的不同。
　二戰的時候最重要是抵抗俄羅斯和蘇聯的制
霸，所以當時的三環政策，在於跟美國之間的
關係、在於如何重返英國的榮耀、在於如何重
建歐洲；但之後的柴契爾之三環政策，因當時
英國已經加入歐盟，不會有權力均衡的態勢，
主要是要創造由英國主導的歐洲，而不是歐洲
裡面的英國。
　二戰後，有兩大外交政策上的競逐，一個是
由英國為主的三環政策，如何調和美、歐、大
英國協之間的關係，另一個是法國結合歐洲國
家所主導的歐洲戰後和平。由於英國加入的時
間較晚，在主要政策的見解上又跟德國、法國
有比較大的爭執，尤其後續談到經濟事務上合
作、共同市場，人流、貨物間互通有無等，這
些對英國是有利的，但從共同市場中觸及到國
家主權的敏感議題，如貨幣主導權，歐元的誕
生後英鎊是否要配合、國家邊境的去除等。
　這些都牽連到自身國內的貨幣政策和政治
事務，甚至探討有關歐洲的憲法，造成英國
與歐洲統合的不信任，導致在政治事務上難以
配合。從90年代之後發展來看，英國對於歐洲
事務基本上是排斥多，配合的很少，直到2016 
年的公投通過，英國民眾反而比較理解整個局
勢發展，但其實或多或少都影響原本英國對於
歐洲事務態度上的轉變，主要是在保護自己國
家的主權。
　黃：本書提到，二戰後的英國因為國力衰
退，所以英國政府希望能與歐洲建立關係，早
期如柴契爾對歐洲事務相當積極，但隨著歐盟
不斷廣化與政策深化，英國反而擔心會侵蝕自
我的主權。由於英國是個不成文憲法的國家，
英國憲法始終沒有法典化，是以「議會主權」

以及「議會至上」的憲政原則，在歐洲化的憲
政衝擊下，讓英國擔心會對主權造成直接的侵
蝕，所以在1970年代以後，英國開始抗拒的態
度，包括柴契爾後期，對歐事務的看法與早期
相比大相逕庭，之後的卡麥隆對於歐洲事務也
存有疑慮。不過特別的是，1997年英國工黨領
導人布萊爾上臺所主政的這10年是二戰後，英
國政府對歐政策最友善的時期。
　呼應剛才卓老師提到，英國對歐政策與首相
本身的立場關連性很強，因為布萊爾本身對歐
洲事務很友好，這段期間對歐政策有很大的轉
變。我過去在曼徹斯特大學攻讀博士的時候，
當地媒體曾邀請時任首相布萊爾舉辦座談，因
此有機會親自面對布萊爾，詢問他的對歐政
策；當時他的回答是，自認自己的政策有讓英
國民眾較為親歐外，主要是藉由參與歐盟，讓
英國重回歐洲的舞臺中心來發揮領導影響力。
記者：作者認為英國還是大有可為，提出應解

決加強國土安全、促進經濟繁榮與推廣英國價

值與合作國家共同領導歐洲和全世界，請教兩

位老師的看法為何？

　卓：長期來說，主要是要看英國與歐盟之間
關係的維繫，英國在政治上還是有影響力，尤
其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之一、在
國際各項組織裡擔任要職；軍事上，是在北大
西洋公約組織以外，唯一保有可以單獨對外派
兵的國家，所以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來看，英
國的離開對於歐盟來說其實是減分的，從經濟
角度來講也是，因為英國在歐盟裡所佔據的比
例大約是五分之一，失去這樣的經貿實力，對
歐盟來講其實很傷。
　相對的，對英國而言也同樣是損失，英國對
於仰賴歐洲共同市場的經貿比例高達一半以
上，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英國和歐盟在貿易談判
的過程中僵持很久的原因。
　黃：這本書認為英國可以同時創新並兼用國
家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就能提升國家效能與進
步，這就是作者所指的「巧實力」只要善用便
能在歐洲取得影響力。
　巧實力特別強調硬實力、軍事實力，還有經
濟或是文化的發展。軍事方面英國在國際上
還是佔有一席之地，我們看到2018年年初的時
候，英國的國防部長提到希望未來在亞洲建立

軍事基地，凸顯英國在國際上，尤其是軍事發
展，他們還是相當有企圖心的。
　在軟實力方面，英國的語言有著難被取代的
優勢，英語是近60個國家的官方語言。本書也
有提到英國軟實力的例子，如英國公民享有
174國家免簽是世界最多，還有全球的英國主
制度等，都是具有蠻高的獨特性，我覺得英國
真的脫歐之後，就像本書提到的巧實力，軟硬
兼施，藉由這次的機會讓英國有重大的轉變，
讓產業升級，對外政策的調整，一定還是大有
可為。
記者：面對脫歐的英國未來的走向，請教兩位

老師的觀察為何？

　卓：這本書的設定是主張英國脫歐，我覺得
英國要走回頭路有點難，畢竟已經通過公民投
票，那失去歐盟的市場要如何找回？是用美國
的市場取代，還是中國、日本？在短期之內都
不容易，所以英國非得就經濟的狀況跟歐盟達
成一個協議。這就是為什麼看這個議題很少用
「硬脫歐」來做分析，因為對英國來講傷害也
大，對歐盟同樣。
　就目前來看，西歐國家裡面，如挪威、瑞士
都不是歐盟的會員國，但是至少可以和歐盟維
持一定的經濟協議，而且這兩國的商品都可以
在歐洲共同市場貿易，保持著自己的利益。英
國或許可以參考挪威、瑞士的運作，至少可以
恢復國家自主的權限，同時維持與歐盟之間良
好的經貿關係，尤其是在共同市場的運作，不
僅是市場還有人流、企業設置。這也是為什麼
後續談了2、3年到現在一直沒有很大的進展，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原因。
　黃：我非常同意卓老師說，英國和歐盟間還
有很多要談的地方，畢竟英國在1973年加入歐
洲共同體（歐洲聯盟前身），這40幾年期間，
彼此間就像連體嬰的關係，很多的政策不可能
說斷就斷，在後脫歐時代英國和歐盟無論是經
貿、國防安全等，還是得維持深厚的合作關
係，前首相梅伊和歐盟之間談了2年，在所提
出協議中其名義是脫離歐盟，但在實質上還是
留在歐盟，因此有很多脫歐派的人批評是換湯
不換藥，這正是英國面臨的難題，雖說希望要
脫離歐盟，但實際上對歐盟依賴很深，所以英
國未來在後脫歐時代是不是能夠與歐洲建立好

的關係非常關鍵。
　本書不斷強調三環政策，並提到很多英
國後脫歐時代的願景，除了歐洲之外，對
美國的部分，英國前首相梅伊和川普會面
的時候也是希望可以儘早簽署自由貿易協
定，可是美國的政策還是以自身為主；另
外大英國協，當英國公投脫歐通過之後，
英國一些年長者認為不需要難過，因為還
有以前的大英國協帝國的成員國，可以藉
由與歐盟劃清界限之後重拾昔日的友情，
甚至可以締造大英國協的2.0版，但隨即發
現有實行上的困難，畢竟地理位置離英國
比較遠，最鄰近的還是歐洲。
　最終，英國還是得思考怎麼樣走出自己
的道路。
記者：從脫歐公投到脫歐協議協商，直到

整個脫歐，這起整體脫歐事件中有哪些值

得我們借鏡。請教兩位老師的看法為何？

　卓：我想提公民投票，這次是用公投來
決定長期以來英國對歐政策的爭議，但公
投不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公投如果牽扯
到高度專業性的問題的話，是否適合讓一
般老百姓投票？或許具高度爭議性的問
題，可能會造成更多爭議。
　公投後續發展似乎也沒有想像中美好，
脫歐協議法案與英國國會的衝擊等造成惡

性循環，才會導致英國脫歐兩三年還是一個無
解的局面。  
　黃：從脫歐漫長之路來找出借鑑，我認為好
的部分是凸顯英國是一個憲政主義的國家，不
管是協商、法案都必須按照英國的憲政程序送
交英國議會；若是議會否決，是沒辦法通過，
這不是首相一人單方面的意識就可以貫徹的脫
歐政策，這可以看出英國的憲法制度是有秩序
且被尊重，這個國家的民主是受到保護的。
　缺點的部分，呼應卓老師，公投是直接民主
的方式，英國雖然被譽為民主國家，但歷史上
實行公投也只有3次，在分歧的議題來說，用
在公投上是滿為難的選擇。
記者：這次脫歐事件讓各界更關注歐洲聯盟的

組織，是否與我們分享歐盟的發展？

　卓：從90年代來看，歐盟的發展是非常好
的，它有著兩個很大的成就，一個是邊境上的
去除，另一個是流通於歐洲市場貨幣，這兩
大成就讓歐盟志得意滿，但卻在建構憲法條約
跌了大跤，導致最近十年呈現了停滯局面；而
2005年的移民難民的事務，影響了很多南歐的
國家，且在債務危機和移民難民的管制過程
中，在經濟上和邊界上的困境，造成了會員國
對歐盟的不滿。現在的歐盟有新的執政團隊，
就要看如何恢復歐盟的向心凝聚力，來弭平人
民的不滿。
　黃：透過這幾年，其實歐洲人相當清楚看到
離開歐盟會員國是如此困難，歐盟最早創造是
為了歐洲地區的和平，但是我覺得和平是無色
無味、一般來說是看不到的，這次的脫歐事件
中，可以讓很多歐洲的領導人物去審視創立的
初衷，我相信英國脫歐這件事可以更凸顯歐盟
的價值。
　有一個有趣的例子，2018年5月的時候歐洲
議會的選舉投票率超過了五成，其實在1999年
後沒有超過五成的，從這一點看，我想更多人
參與歐洲議會，顯現了對歐洲事務的關心。
　雖然英國要脫歐，但是排隊要加入會員的國
家還有好幾個，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整合我想歐
盟未來還是會持續的深化和廣化發展。
記者：英國離岸平衡手的歷史傳承，決定不被

歐盟拖著走，自己從其他的合作組織推動民主

價值、安全架構、經濟合作，明確指出了英國

目前仍具實力可推動的能源市場、數位市場、

資本市場、科學市場，作為重起的施力點。這

些是否可以給臺灣參考？

　黃：英國脫歐給當代國家在面對全球化和區
統的挑戰要如何的突破，很具啟發性。雖然公
投是決定英國是否要脫歐，但我覺得更像是在
問英國是什麼樣的國家？未來要怎麼走？這樣
的問題對全球化的國家，包括臺灣都是重要
的。這次非常可貴的是英國在後脫歐時代的過
程中，讓我們看見，無論國家大小都必須因應
時代的變遷，來思考國家發展的方向。
　書中最後提到數位市場的部分，英國不斷強
調在後脫歐時代創立所謂「數位單一市場」，
凸顯了在全球化、數位發展的年代，一個國家
要思考未來發展的定位在哪，我覺得有一些值
得著墨的產業，臺灣也可以去做，像是能源市
場，歐盟推動零碳目標的計畫，英國是唯一將
零碳目標納入法律的國家。
　這跟未來產業發展有關，雖然臺灣是比較小
的國家，但這個部分還是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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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關於本書《英國下一步：後脫歐之

境》，是對英國脫歐後的國際發展提出見解，

也對2016年的脫歐公投結果提出解析，是否

請您為我們簡述英國脫歐公投的歷史脈絡？

　公 共 行 政 學 系 副 教 授 黃 琛 瑜 （ 以 下 簡 稱
黃）：本書著重於從歷史脈絡的角度來找尋英
國脫歐的原因，這個角度還蠻特別的，這可讓
我們暸解到二戰後的英國，不同的執政者所提
出重要政策的變遷，也提到二戰後所建立的
「三環政策」，三環是指英國為了在世界政治
版圖上能夠擁有一席之地，並與緊鄰歐洲的地
理關係、美國的血緣關係，還有之前英國殖民
的國家建立的大英國協，將此「三環」團結一
起，藉由三環中間的交會點，讓英國能發展為
具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支點。
　作者是從英國三環政策作為出發點，來貫穿
二戰後英國對歐政策的演變，其中特別提到，
19世紀的英國國力堅強，當時所建立的大英帝
國是歷史上最大的帝國，現在還是留有過去
日不落帝國的榮光，作者以國家過去的榮光
出發，認為英國仍具有自身的工、商、軍事、
文化等軟硬實力，但需要加強運用並與世界交
流，讓英國持續成為三環的中心。本書有別於
市面上相關的書籍多聚焦在當前的情況，讓讀
者了解英國脫歐背後較為深遠的原因， 提供
深厚的歷史脈絡，讓我們更看清楚英國對歐政
策重要的變遷。
記者：2016年6月英國公投以51.9%的多數投

票數決定脫離歐洲聯盟，隨即開展脫歐之路，

就英國脫離歐盟的進程中，他們遇到了什麼樣

的阻礙？

　歐洲研究所教授卓忠宏（以下簡稱卓）：像
是在北愛爾蘭和愛爾蘭之間邊境的問題，當英
國仍是會員國，彼此之間沒有邊界，即時在主
權上有爭執，但因為經貿的高度互賴化解了主
權爭議，可是現在要恢復邊界上的管制，造成
了兩者之間利益的受損，這兩年多來其實沒有
太大的進展，因為需要所有會員國的同意，不
擺平愛爾蘭這塊，英國脫歐的相關協議還是沒
辦法達成。
　黃：這本書可以這麼即時的出版我相當的敬
佩，因為英國脫歐發展非常快速的。英國目前
脫歐的阻礙是有很多層面，首先，英國目前和
歐盟協商的法案最後還是要送英國下議院投票
通過，但是目前的議會是「僵局議會」，因為
執政黨沒有多數的席次，要通過這個法案很困
難。另外，民意有嚴重的分歧，凸顯了民主的
困境，這也是英國要面對的問題，如何在意見
的分歧之中化解。再來，英國是民主歷史發展
悠久的國家，這次讓英國的民主陷入內戰，包
括英國的司法、行政、立法互相出現抗衡，增
加了難度。最後，英國脫歐最為困難的是北海
的邊境，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都很難有個完美
的解決方案，這是很關鍵的問題，英國在脫歐
的過程中要如何維持國家的完整性。

文字／鄭詠之、郭萱之整理 攝影／鍾子靖

多益大勝利
●李金安（英文系講師）

試試您能答對幾題？
1.If you are an author and you want to get your 
book noticed, you have to _____.
(A) think out of the box (B) be on the same page 
(C) shoot from the hip (D) get the ball rolling
2.You can park your car in the property’s 
parking garage and _____ have good access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A) moreover (B) whatever (C) namely (D) 
therefore

3._____ after carefully, the potted plant can live 
for a long time. 
(A) Looking (B) Look (C) Looked (D) To look
4.The weather _____ nice, people are shopping 
their spring needs early. 
(A) is (B) being (C) was (D) been
5._____ as a freelancer, Steve develops websites 
and web applications at home from the comfort of 
his pajamas.
(A) Working (B) To work (C) Worked (D) Work
6.Prior to our flight schedule, we checked in 
online and were given boarding passes _____ were 

sent to my smartphone. 
(A) what (B) in which (C) whichever (D) that
【答案及解析】

1. ANS：(A)，(A)跳脫框架思考；(B)看法一

致；(C)不假思索，脫口而出；(D)開始。 

2. ANS：(A)，(A)此外、還有；(B)無論如何；

(C)換句話說；(D)因此。

本句在說明有哪些好處：不只有停車場，離大

眾運輸系統也很近。

3. ANS：(C)，開頭是if it is looked after carefully

的分詞構句，被動保留p.p.。

盆栽是被照顧。

「只要悉心照料，盆栽植物可以活很久。」

4. ANS：( B )，As the weather is nice的分詞構

句，省略as，be動詞is改為分詞being。「由於

天氣不錯。」

5. ANS：(A)，Because he works as a freelancer

的分詞構句，省略because跟主詞he，主動用

v-ing。

Freelancer=不受雇於他人的自由職業者。

6.ANS：(D)，關係代名詞that代替前面出現

的名詞boarding passes。

片語prior to=在~之前。

　宜特科技與國家太空中心簽署合作意向
書，雙方將於「太空零件檢測驗證」方面
展開具體合作。宜特科技創辦人暨董事長
余維斌校友（本校第30屆金鷹獎得主，物
理系校友）於受訪時表示，宜特在半導體
產業的驗證測試技術，在亞洲具有領先的
地位。此次策略結盟除了加入國家太空計
畫，亦能提供在半導體業界永有25年的驗證
分析經驗，建立國內太空電子零件驗證平
台，協助有意加入太空產業的廠商加入太
空產業。（資料來源／校友服務暨資源發
展處）

校友動態

　進入2020 年之際，歐洲議會於1 月29日會議上，以621票同意英國脫歐協議，經過歐洲理事會最後批准
後，於1 月31日正式離開歐盟，英國和歐盟即起進入為期11 個月的過渡期，進行貿易協定談判。
　2016年6月24日「英國退出歐盟公投」結果出爐後，造成英國國內政治震盪，時任首相卡麥隆辭職，由
梅伊接任首相後並開始進行脫歐事務談判，但談判協助未獲得英國朝野認同，雖挺過2 次不信任投票案，
但仍於2019年5月24日宣布辭職，強森選舉出線接任英相並重申要脫歐，在提出新版脫歐計畫後多次闖關
英國國會，最後於2020年1月10 日英國正式通過強森版的脫歐協議。
　《英國下一步：後脫歐之境》一書在探討英國在面對脫歐後的世界局勢中，英國該如何展現自身的軟
硬實力持續與各國合作，持續在世界舞臺上發光。因此，本刊特邀歐洲研究所教授卓忠宏、公共行政學
系副教授黃琛瑜，針對本書所提的觀點進行討論。

宜特結盟國家太空中心
發展國內太空產業

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
另與 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可向
學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E-Mail： 
t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生會將轉交課
外活動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決方案與解
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詢，促進學校和學生
之間溝通。

黃琛瑜x卓忠宏
深度對談

書名：英國下一步：後脫歐之境
作者：彼得．威爾汀
譯者：李靜怡
出版社：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9789869484572

論述英國下一步

　2016年6月24日「英國退出歐盟公投」結果出爐後，
英國開啟了脫歐之路。（製表／淡江時報社）

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歐洲研究所教授

英國脫歐關鍵事件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