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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2013 年歐盟主要發展的回顧與前瞻，文章從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這段期間歐盟前後三個輪值主席國-愛爾蘭、立陶宛、希臘既定與預定相關政
策為出發點。
在歐盟制度設計中，歐盟理事會維持會員國半年輪值主席制，給予會員國在
設定歐盟議程上的自主權，賦予小國在某種程度上能利用輪值主席國的優勢，確
保其利益。同時為求政策的延續性與一貫性，要求現任主席國應與前後兩任輪值
主席國相關政策配合。在 2013 年政策發展中，比較具有連續性政策如下：
一、2014~2020年未來7年預算和財政架構。
歐盟未來7年的新財政架構已經由歐盟理事會、執委會以及歐洲議會討論通
過。各國承諾資金達9599億歐元，相當於會員國GNI的1%，預計總支出是9084
億歐元，比2007-2013年度各減少3.5%及3.7%。新年度總預算最大不同在於競爭、
創新、就業和社會凝聚等方面的支出，較上一會計年度增加將近37%；1其次在
自然資源與永續發展支出方面，歐盟預計撥出至少20%用於氣候相關計畫和政策，
是目前氣候相關預算的3倍。而這20%預算還不包含歐盟28個會員國各自提供的
氣候融資。意即在未來7年期間，歐盟將投注高達1800億歐元在氣候政策上。單
單在2014至2015年間，就編列約17億歐元用於幫助開發中國家因應氣候變遷的支
出。同時在共同農業政策框架下，偏鄉地區的發展基金30%以上必須用在氣候相
關專案上，作為農作物多樣化、綠地養護和設立生態園區等強制性綠色措施支出。
在區域凝聚政策當中，歐盟內部高度開發地區將撥出20%、低度開發地區將撥出
6%預算提供鄉村永續發展專用，集中在對氣候變遷的因應方案。2
二、歐洲共同市場20週年檢視
歐洲單一市場為歐盟發展的重要里程碑之一，至今運作已滿20年。然而單一
市場設定的目標，除當初設定的人員、貨物、服務、資金相關障礙去除。重要的
是歐盟內部的成長，加強外部競爭，替歐洲創造更多的就業機會。為確保目標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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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歐盟所有相關的多年度計畫，政策重點將對促進就業和經濟成長列入優先執
行的工作項目，並配合「歐洲2020策略」(Europe 2020 strategy)和「歐洲學期制」
(European Semester)的相關計畫：在「歐洲2020 策略」中，主要目的在刺激經濟
競爭與成長，增加就業機會，以解決歐債危機所帶來的社會負面影響，並有效減
少貧窮和社會排除等現象；「歐洲學期制」是為了達成「歐洲2020 策略」的行
動計畫，每6個月為一期，由理事會配合監督，對各會員國財政預算赤字和結構
性改革進行監督並給予政策建議，從中協調經濟政策，防止會員國預算赤字超標
和經濟發展失衡。透過這新機制，俾能促進經濟成長、鞏固財政、結構改革和對
抗失業率，特別是青年的失業率問題。方案包括「青年保證 」(Youth Guarantee)
計畫以及各種教育體制讓歐洲公民具備勞動市場所需的技能。3
三、歐盟新一波擴大
重要發展如 2013 年 7 月 1 日克羅埃西亞的入盟，正式成為歐盟第 28 個會
員國。為因應新會員國加入，立陶宛輪值主席期間，11 月 5 日歐盟與土耳其重
新針對入盟協商內容展開談判；11 月 28-29 日舉辦了東部夥伴關係高峰會(Eastern
Partnership Summit)，控管歐盟外部邊界，同時也持續推動西巴爾幹半島的擴大
進程。
1. 克羅埃西亞
1991 年自南斯拉夫聯邦獨立，人口約 4 百 40 萬，國內生產毛額（GDP）僅
為歐盟平均值的 61％，經濟上屬於歐洲「後段班」，仰賴歐盟。克國於 2001 年
10 月 29 日與歐盟簽署「穩定與聯繫協議」(Stabiliz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 SAA)。2003 年申請加入歐盟，2004 年取得候選國資格。經過 2005
年到 2011 年 7 年的協商後簽署加入歐盟條約。42012 年舉行公投，獲得 2/3 人民
支持。5最終於 2013 年 7 月 1 日正式加入成為歐盟第 28 個會員國，也是繼斯
洛文尼亞之後，第二個加入歐盟的前南斯拉夫成員。
克羅埃西亞加入後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經濟的衝擊。克羅埃西亞加入並非恰當
時機。歐盟雖正逢經濟危機，但歐盟會員國身份仍舊是各國（克羅埃西亞）經濟
和政治改革的強力誘因。而克羅埃西亞從 2009 年至今，經濟幾乎沒有成長。加
入歐盟後，中小企業可從巴爾幹地區市場進入歐洲大市場，但得面對來自其他歐
盟會員國的競爭。6
其次是人民自由流通的權利。過去中東歐的 10 個歐盟新會員國得等七年，
勞工才能自由移動。歐盟 11 國（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荷蘭、比利時、
盧森堡、西班牙、斯洛文尼亞、馬爾他、塞普路斯）表示將維持對克國勞工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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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年的過渡期限制；但另 13 國（波蘭、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羅馬尼亞、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立陶宛、愛爾蘭、丹麥、瑞典、葡萄牙）允許克國勞工可
在境內自由流動；剩餘 3 國（義大利、希臘、保加利亞）尚未表明立場。7
針對內、外部邊際管制的問題，歐盟會員國並非自動成為申根區國家，如英
國、愛爾蘭、塞普路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 5 國因各自問題尚未加入。克羅埃
西亞加入後，得優先考量與斯洛文尼亞、匈牙利內部邊境開放，以及與波斯尼亞
-赫塞哥維那、塞爾維亞和蒙地內哥羅三國外部邊境管制問題。這將影響此區域
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動態。不過，以 2004 年中東歐新會員加入，2007 年才成為
申根會員國。克羅埃西亞應還有數年時間準備。8
2. 土耳其
土耳其早在 1963 年就與歐體/歐盟簽署「聯繫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
以建立關稅同盟為目標。雙方貨物可自由流通，而與第三國貿易往來時，歐盟與
土耳其也擁有共同的對外壁壘。這份協定除了經濟整合的內容外，還強調未來可
能讓土耳其加入歐盟。1987 年土耳其申請加入歐體，執委會同意土耳其入會申
請資格。1995 年歐盟與土耳其關稅同盟正式成立。1999 年土耳其、馬爾他、塞
普路斯與 10 個中東歐國家正式成為歐盟的候選國。然而 2002 年歐盟哥本哈根高
峰會確認入會名單中，土耳其成為唯一落選國。土耳其落選原因不外乎以「哥本
哈根標準」(Copenhagen criteria)作為審核依據，9尤其在第三項「共同體現況」談
判。
「共同體現況」原則是針對內部市場流通到對外關係等 35 個政策領域(chapter)
的相關規範。這從 2005 年起土耳其與歐盟進行多次入會協商，但都宣告破局。10
歐盟與土耳其的磨合長達 20 多年仍無結果，除土耳其政治與社會改革遲緩，
文化也難以相容。回溯 1987 年，當時歐洲接受土耳其入會案，卻否決摩洛哥。
原因是後者並非歐洲國家，而前者僅有 3%領土在歐洲，剩餘 97%領土在亞洲，
但卻得到歐盟許可。在安全方面，歐盟仰賴土耳其東邊防衛與處理回教世界衝突。
然而在經濟上，卻是土耳其需要歐盟，尤其中東歐國家加入後效應。但在文化面，
根本問題無解。如今土耳其被歐盟視為燙手山芋，卻被回教世界視為範本。若將
至今仍被歐盟排除在外 3 個歐洲國家：阿爾巴尼亞（81%回教徒）（歐盟與阿爾
巴尼亞將展開候選國資格談判）；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46%回教徒）；科索沃
（92%阿爾巴尼亞人）
。11不經令人質疑歐盟排斥土耳其，究竟是哥本哈根標準？
或杭廷頓標準？

7

“Eleven EU nations to restrict access for Croatian workers, Thirteen have not exercised right to
moratorium,” ANSAmed, 03 July 2013.
8
European Commission, “Croatia's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 Q&A,” MEMO/13/629, 28 June
2013.
9
1993 年 6 月，歐盟哥本哈根高峰會上針對申請之 10 個中東歐與 3 個地中海候選國制訂三項審
核標準，稱為「哥本哈根標準」
：政治條款：符合西方民主、法治、人權標準，保護和尊重少數
民族；經濟條款：一個運作良好的市場經濟，能承擔歐盟內部競爭壓力和市場力量；
「共同體現
況」(acquis communautaire)：有能力並接受歐盟在政治、經濟與貨幣聯盟既定目標與義務。
10
請參閱歐盟官方網站：<http://eeas.europa.eu/turkey/>.
11
相關數據摘自 wikipedia 各國資料。
3

四、結論
2013 年歐盟政策發展因應三件事實：一是歐盟對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日益
重視；二是延續數年來一直困擾歐洲的債務問題與居高不下的失業率，無論在競
爭與就業預算支出的比例，以及每半年「歐洲學期制」，也是為監督各國財政改
革與解決失業問題；三是擴大進程是歐盟 2013 下半年與 2014 上半年既定的政策
重點。歐盟正值經濟危機，右翼極端勢力興起。克羅埃西亞經濟停滯與高失業率
也讓歐盟憂心，但卻可為歐盟積極擴展西巴爾幹國家立下典範。該地區除了早已
入盟的斯洛文尼亞、新加入克羅埃西亞之外，還有馬其頓、蒙地內哥羅、塞爾維
亞等國正在繼續入盟談判進程。這些將會排定在 2014 年上半年於希臘特薩洛尼
卡議程(Thessaloniki Agenda)中，並尋求讓西巴爾幹國家入盟的機會。歐盟此時需
要一個好消息來提振低迷已久的氛圍，克國也需要歐盟成為內部政治與經濟改革
的動力，互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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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歐盟發展的回顧與前瞻歐元篇
葉國俊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一、2013 年相關大事：
(1) 歐債危機陰霾下歐盟與歐元區仍得以擴張，克羅埃西亞與拉脫維亞分別成為
第28 與18 個會員國；
(2) 法國總統 Francois Hollande 於5 月公開表示，在經濟治理機制有所改善
且將設立銀行聯盟Banking Union，具備維持穩定和團結的工具之下，持續
四年的歐債危機「已經結束」 (當然這未必為多數人所認同)；
(3) 德國大選「反歐元黨」未獲席次，但得到近 5%的政黨選票。由於危機尚未
完全解除，歐盟仍需要更靈活的應變手段，紓困與緊縮勢力角力仍存；
(4) 共同貿易政策升級，對外自由貿易協議簽署提升至歐盟層次，或許能夠成為
一項改善國際收支的「非匯率」工具，且洽談對象包括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
(5) 然而美國與歐元區的金融改革步調並不相同，前者以Dodd-Frank 法案為主
軸，而後者的Banking Union 仍在內部整合階段。若納入TTIP 可能使其談
判進度更為緩慢，不利於改善國際收支、債務危機脫困與歐元區擴展。
二、歐債危機並非因歐元而起，但前者的狀況卻會影響後者的前途。歐債危機恐
尚未結束，理由如下：
(1) 儘管歐元區服務業與製造業活動優於預期，PMI 指數仍在50 以上。然而法
國經濟持續衰退，而德國成長動能在美國經濟前景不甚明朗，且中國大陸製
造業減緩可能衝擊歐洲出口，亦未必能夠持續下去。兼以財政支出與投資能
量受到既有龐大債務限制，人口結構老化問題使福利支出削減不易之下，目
前似乎尚未見到能收立竿見影之效的經濟增長動力；
(2) 歐元區內部建立正式財政移轉機制仍很困難。在樽節緊縮政策之下，希臘、
愛爾蘭與葡萄牙等國自2008 年起，經常帳赤字確已減少8%-10% 左右，但離
盈餘仍有很大距離，償債能力仍然有限；
(3) 歐元區銀行聯盟Banking Union 尚在起步階段，尤其是德國亦擔憂其定位與
政策。儘管這已被交由歐洲中央銀行來進行，但未來在紓困必要性與央行貨
幣政策獨立性之間是否可能有所衝突，進而影響物價穩定的既定目標，都可
能是會被一再提出的爭議點。
三、然而上述三個面向目前都有一些良好進展，我們可以觀察能否持續下去：
(1) 過去歐盟官方不斷強調減債緊縮支出與結構性改革，但思維已有了一些轉變：
5

結構性改革理論上可使一國低生產力部門裁員，而高生產力部門擴張並增聘
更多勞工，進而提高整體經濟的生產力。但是如果總體經濟需求因國內減債
或國際貿易趨緩而受到抑制 (這正是歐元區週邊國家現況)，則高生產力部
門擴張機制就會運轉失靈。減債本身雖可為經濟成長排除障礙，但不會直接
激勵經濟成長；
(2) 歐盟開始聚焦於具強勁經濟潛力國家的經貿投資談判。開發中國家每年基礎
建設投資需求近1.5 兆美元，其中存在5,000 億美元的缺口。若此一缺口能
夠藉由與歐盟之間的投資貿易協議而被補足，將更有利於歐盟與其他先進經
濟體國際收支與就業情況的改善，同時亦可協助亞洲國家提升自1997-98 年
後，即未能顯著提升的投資水準，進而形成全球經濟增長的良性循環。而這
些國家過去對於歐盟的資本財產品，本有相當顯著的偏好與需求；歐盟估計
2010 至2020 年間，需要2.1 至2.8 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才能保持足夠
的競爭力。美國仍是歐盟最重要的直接投資國家，金融海嘯後在2012 年仍
有2,060 億美元。2011 年歐盟對美國直接投資更其佔總金額70%以上，歐資
企業僱用美國員工人數近350 萬人。美歐之間的投資貿易協議 (以下簡稱
TTIP) 可能成為一個使美歐之間金融規範趨於一致的溝通平台，進而製造彼
此更多的金融服務業貿易投資機會；
(3) 歐美之間的歧見仍大，因美國Dodd-Frank 法案與歐洲銀行同盟Banking
Union所強調的改革重點並不相同，將金融部門納入反可能拖慢了TTIP 的進
度。前者涉及金融資本與流動性監管、聯準會職權改革、大型金融機構先行
規劃破產程序以防止「大到不能倒」問題、避險基金登記與銀行自營操作限
制、金融消費者保護等範疇，並涵蓋多數歐洲金融機構與基金的管轄。反觀
歐洲銀行同盟仍在尋求內部整合共識，經濟金融狀況仍在緩慢復甦中，銀行
資本與流動性現有水準與要求不及美國。將金融部門納入TTIP，反可能拖慢
了談判執行進度，不利於上述藉由「非匯率」工具重啟經濟動能的目標；
(4) 更重要的是，若未來因FTA 進展順利或拜美、中經濟復甦之賜，使歐元區亦
得以短暫復甦，也必須持續推動包括財政整合在內的各項金融秩序改革。若
因一時順遂而使其遭到擱置，則可能重蹈1992-93 年之後，強勢美元與美國
需求增長將歐洲拉出ERM 危機陰霾，使之未完成各項配套即成立歐元區的覆
轍。這對歐洲與其他新興經濟體，都將是非常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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