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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展開 3D 計畫：促進歐盟內部民主、對話與討論
10 月 13 日起歐盟執委會展開 3D 計劃，3 個 D 分別代表民主(Democracy)、辯論(Debate)
及對話(Dialogue)等。該計劃提供歐盟 25 會員國針對歐洲未來發展進行辯論的機制。面對法國
與荷蘭歐洲憲法公投相繼失敗過後，歐盟各國政府領袖呼籲應有一段時間的反省期（period of
reflection）
，並讓 25 國對歐盟未來展開廣泛性辯論。
各國政府必須對此類辯論，扮演一個督促與掌舵者之角色，而執委會也將協助各國形成辯
論機制之過程。最終目標是達成一項新的政治共識，讓歐盟採行正確之政策，以因應二十一世紀
的新挑戰。 3D 計畫內容包含三大面向：1.激勵辯論；2.迴響過程；3.強化對話機制等重要倡議。

D 計劃中的民主部分（'D' for Democracy）
執委會負責機構關係與溝通策略的副主席 Margot Wallström 表示：
「面對全球化挑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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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關切工作安全、退休金、移民與生活水準等嚴峻的問題。」
，而「D 計劃能使歐盟的民主提升，
促進廣泛的公眾辯論並為歐盟未來方向建立新共識。」
現今會員國必須再度恢復整合步調，成為「歐盟改變的動力」（motors for European
change）
。執委會只是推動或協助國家間辯論的角色。

D 計劃中的辯論部分（'D' for Debate）
D 計劃提供 25 國辯論的共同框架及潛在模式（愛爾蘭國家論壇或歐洲在西班牙之平台）
，
並建議特定的共同過程與關鍵主題。議題領域大致為：工作、經濟、交通、反恐、環境、石油價
格、天災或降低非洲貧窮等。
這些國家辯論的第一次回饋應該於 2006 年 4 月，辯論須於 2006 年 5 月 9 日的歐洲會議
（European Conference）有所結論；2006 年 6 月的歐盟高峰會將提出綜合報告，整個過程的
結果對於歐洲未來應規劃出具體的路線圖。

D 計劃中的對話部分（'D' for Dialogue）
執委會於歐盟層次提出 13 項具體草案，以推廣公民參與歐洲未來的實際對話。執委會將定
期拜訪會員國，並與歐洲議會及國家議會緊密合作。而歐盟代表權（EU Representations）將開
放給公眾及歐洲中心機構（Europe Direct centres）來主導區域事務。
執委會將為一系列區域性事務組成「歐洲親善大使」
，這些大使可以主動關切會員國，針對
特定的歐洲領域事務或計劃，如教育、反貧窮、參選、研究發展等，舉行公開會議、專題討論或
一般性對話。

許琇媛編譯
相關資料：
http://europa.eu.int/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5/1272&type=HTML&aged=
0&language=EN&guiLanguage=en

歐盟境內研發(R & D)支出狀況
近期歐洲共同體統計局公佈之研發評估報告中指出，瑞典與芬蘭將列居 2010 年會員國中
研發支出之首。下列幾點為評估報告相關結果。
1.瑞典與芬蘭在研究發展領域的支出為歐盟會員國之首，研發密度各為 4.27%及 3.51%。
2.美國(2.76%)及日本(3.12%)的研發密度仍高於歐盟 25 國(1.93%)及中國(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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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2 年的前 5 年，歐盟研發支出成長至 6.47%，每年平均以百萬歐元計；美國則為 5.83%，
日本 6.19%，中國則超過 18.51%。
4.歐盟 25 個會員國中，多數國家的研發支出於 2002 年以前皆接受補助而呈現成長現象，成長
最快速的是愛沙尼亞(Estonia)、塞普勒斯(Cyprus)以及匈牙利(Hungary)，每年平均實質成長高
於 11%。
里斯本高峰會訂定了歐盟 2010 年研發方面的目標，並於 2002 年巴塞隆那(Barcelona)的
歐洲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會議中獲得同意，將歐盟整體的研發密度增加至 3%，並由企業部門資
助(Business Enterprise Sector, BES)三分之二。2001 年歐盟 25 國的研發支出由企業部門資助
55%，仍然低於 67%的目標。
2002 年瑞典及芬蘭為歐盟 25 國達到里斯本策略設定目標的二國，研發密度（研發支出佔
國內生產毛額 GDP 之百分比）達到 3%。2001 年瑞典的 4.27%及芬蘭的 3.51%，使這兩個國家
於標竿設定下勝過美國及日本。然而美國及日本的研發密度大致接近或高於 3%，仍然勝過 2002
年歐盟整體 25 國的 1.93%，以及中國的 1.23%。除了芬蘭及瑞典，歐盟會員國中研發密度高於
平均值的有丹麥、德國、比利時、法國以及奧地利。斯洛維尼亞、捷克共和國及匈牙利於 2003
年的研發密度為新加入會員國中最高的三國。
許琇媛編譯
相關資料：
http://epp.eurostat.cec.eu.int/portal/page?_pageid=2053,47332552&_dad=portal&_schema=P
ORTAL
http://epp.eurostat.cec.eu.int/cache/ITY_OFFPUB/KS-NS-05-002/EN/KS-NS-05-002-EN.PDF

第八屆歐盟與中國高峰會之聯合聲明
2005 年 9 月 5 日於北京召開歐盟－中國高峰會議(EU-China Summit)。中國國務院總理溫
家寶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會議。而歐盟的代表則是歐盟高峰會主席，即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歐盟執委會主席 José Manuel Barroso、歐盟理事會祕書長，同時為歐盟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高級代表 Javier Solana。
歐洲共同體統計局在高峰會召開前夕公佈歐盟與中國、印度之相關統計數據。中國在歐盟
二十五國之貿易上，逐步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1999 年中國已成為歐盟的第四大貿易夥伴，自
2003 年起躍升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僅落後美國。2004 年歐盟二十五國 12%的貨物進口來自中
國，出口至中國僅佔 5%。出口額為四百八十億歐元，進口額為一千兩百七十億歐元，因此歐盟
對中國貿易呈現入超七百八十九億歐元的狀況。
高峰會中雙方代表回顧中國與歐盟關係的發展，慶祝 30 週年的外交關係；並認同過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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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雙方關係之重要變化，彼此的關係也逐漸深化，演變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他們相信關係的強化符合雙方長期利益，歐亞之間的合作主要在於維護
世界和平、穩定及發展。雙方代表也期待未來能透過具體行動發展戰略夥伴關係。
高峰會期間雙方同意下列合作項目：
1.合作備忘錄以了解勞動、就業以及社會事務的發展情況。
2.太空開發、科學與技術發展合作之共同聲明。
3.合作備忘錄以進行中國與歐盟能源及交通策略的對話。
4.將原有的海事議協擴展成海事議定書，促使新會員國配合遵守。
5.中國歐盟之生物多樣性及河川流域管理計劃(river basin management programmes)兩個主要
的財政協議。
6.此外，雙方代表見證歐洲投資銀行 50 億歐元貸款案的簽署，用以擴建中國的北京機場。
會議期間，中國與歐盟之氣候變遷共同宣言確立雙方在此項議題之夥伴關係；並決定透過
實際及以結果為導向的合作共同處理這個嚴重的問題。這個夥伴關係也能補強聯合國氣候變遷框
架公約(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及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歐、中
也將擴大這方面的合作與對話，包括清潔能源(Clean Energy)、推廣永續發展；並也將共同發展
低碳技術的調度(deployment)與轉換，包括藉由二氧化碳的收集與貯存使排放量達到幾近零的技
術。以下為歐盟與中國間達成之協商內容：
雙方強調高層次政治對話與諮詢的重要性，各層面提升對彼此的了解、擴展彼此的共同點
並加深雙邊關係。雙方代表樂見高層次協調機制的建立，同意自 2005 年底開始，定期進行副外
長級策略性對話機制，雙方藉此討論重要的國際性與區域性議題，針對共同關心的議題交換意見。
雙方同意提前協商新歐、中框架協定(new China-EU Framework Agreement)，雙方代表
指派各自人員執行準備的工作，以期儘早完成能反應歐、中戰略夥伴關係深度及廣度的協議。
歐盟方面則重申其繼續堅守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並表示希望透過建設性對話以和平的方
式解決台灣問題。中國方面感謝歐盟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認，並重申其對於台灣問題的基本立場。
雙方代表討論歐盟武器禁運的議題，中國方面認為解除武器禁運對於健全的歐、中全面性
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是有傳導力的，並力促歐盟儘早解除武器禁運。歐盟方面則重申其繼續進行
解除武禁的意願，並將於隨後的歐盟高峰會提出這個議題。
雙方在戰略夥伴架構下，重申核子不擴散及裁軍方面的合作；基於 2004 年歐、中高峰會
針對核子不擴散及武器控管共同宣言，雙方也將持續加強對話與合作機制。雙方重申以聯合國為
核心推廣世界和平、安全及永續發展，表示支持聯合國改革，以促進其面對既存與新增威脅及挑
戰的能力。雙方重申任何形式的改革都應透過協商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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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將持續國際與區域性合作，包括亞歐經濟部長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及
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區域性論壇。共同加強及推廣東
亞地區的安全及穩定，歐盟重申支持促成無核武朝鮮半島(韓半島)，維持當地的和平與穩定，並
對中國在此事件扮演積極的角色提供幫助表示謝意。
雙方同意以平衡及共同獲利的方式來擴展彼此合作及部門對話，進而深化與廣化貿易投資
流。雙方樂見 2005 年 2 月於布魯塞爾(Brussels)的第一次歐、中財政對話(China-EU Financial
Dialogue)。
歐盟方面對於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也表示歡迎，雙方同意透過高層次對話來處理一些重要議
題，並對於工廠營運管制系統(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持正面的觀點。雙方進行
歐、中工商高峰會時意識到商業決策透明、健全的企業管治、有效落實智慧財產權及維護消費者
權益的重要性，這些對商業環境皆有正面影響，進一步促進經濟成長與保障個人財產。因此歐、
中同意加強智慧財產權方面的對話，並成立工作小組，擴大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防疫檢疫、消
費品安全方面的合作（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PS）
。雙方決定落實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共
同促成香港部長級會議之遠大理想並完成多哈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2006 年
的目標。
雙方基於共同利益決定擴大科學技術的夥伴關係，並認同 2005 年北京之共同宣言與願景
書，並在歐洲與中國聯合研究協調計劃（CO-REACH）下，成立策略基金會。他們將尋找適當
的條件進行一連串科技方面的合作，並預計在 2006 年開始
「歐洲中國科技年」
（China-E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ear）
。雙方對伽俐略計劃框架下的合作都表示滿意，也強調完全同意此計劃在
商業及技術方面全球性的成功，對中國加入歐洲全球導航衛星系統監管局及中國企業之伽俐略計
劃特許承辦商的條件則需進一步商討。雙方期望儘早展開國際核融合能源實驗計劃（ITER）
，進
一步擴大相關領域的合作。
雙方代表承諾共同解決亞洲區域非法砍伐的問題。雙方樂見藉合作備忘錄展開歐、中之間
能源及交通部門之策略對話，強調此兩大區域持續合作的重要性。
雙方代表將透過加強對話，以積極措施擴展教育方面的合作與交流，也希望能透過歐洲大
學聯合計劃（Erasmus Mundus Programme）強化高等教育的合作。
雙方同意 2005 年底之前針對歐、中直航協議（horizontal aviation agreement）進行協商，
旨在處理中國與歐盟會員國雙邊空運服務協定之合法性的議題。雙方也同意協商民航方面的技術
性合作，並相信 2005 年於北京召開的歐、中航空高峰會標示出歐、中民航新領域的開端。
雙方加強合作，確保順利及有效落實旅遊地資格（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 ADS）之
備忘錄。雙方代表強調以非法移民為首要處理項目，並討論重新接納（readmission）及簽證取
得（visa facilitation）的議題。
歐、中都樂見學者之間的交流，包括中國國際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及相關的歐洲
研究機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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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琇媛、孫名慧編譯
相關資料：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news/barroso/sp05_478.htm

歐盟與俄羅斯高峰會：建構四項共同空間之進程
歐盟與俄羅斯領導人第 16 次高峰會於 10 月 4 日在倫敦召開，歐盟方面由歐盟執委會主席
Jose Manuel Barroso 、 對 外 關 係 執 委 員 Benita Ferrero-Waldner 以 及 貿 易 執 委 員 Peter
Mandelson 代表出席，會議由英國布萊爾政府（Tony Blair）主辦，俄羅斯由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
、外交部長 Sergey Lavrov 及其他俄國部長協同出席。5 月高峰會時雙方同意此次會議重
點在於落實四項共同空間（common spaces）
：經濟空間、自由安全與司法空間、對外安全空間、
研究教育與文化空間；範圍包括經濟、環境、能源、安全事務、文化及教育。領導者雙方著重歐
俄關係之未來發展、現今之夥伴關係以及合作協議，需要加強的是雙方簽證取得及再次核准（visa
facilitation and readmission）之協議進程。
英國首相，同時為歐盟高峰會輪值主席布萊爾表示：「歐盟希望雙方關係能愈趨緊密。」
下列為雙邊達成之重要協議內容：
1.雙方在自由安全與司法領域下，針對簽證審核及再次核發程序進行協商；對抗非法移民的同
時，將促進歐俄間的旅遊與聯繫管道。
2.另一方面歐盟認為強化歐俄能源領域之合作特別重要，歐盟 25 國至今半數的天然氣及三分之
一的石油皆取自或透過俄羅斯取得。
3.歐盟與俄羅斯也討論氣候的變遷、俄羅斯加入 WTO 之重要性、打擊恐怖主義、組織型犯罪與
緝毒。
執委會主席 Jose Manuel Barroso 表示：
「我們與俄羅斯之友誼已更進一步，我們將開始
執行四項空間以擴展雙方關係；簽證審核及再次核發程序之協議將成為雙方獲得具體利益的最佳
範例，歐俄之關係也能擴展至市民大眾。」
共同經濟空間方面則對準解除貿易暨投資壁壘，並推動改革，使雙方立法與行政程序更為
接近。高峰會中並討論加強合作，建立工業與經濟政策方面的對話機制，其他領域較緊密之合作
還包括動植物檢疫（veterinary and phytosanitary）、太空政策、衛星領航與通訊、社會資訊以
及交通等相關議題。歐盟此次特別關注有關廢除飛越西伯利亞領空支付款項之議題。此次高峰會
特別強調能源與環境議題，領導雙方討論氣候之變遷、京都議定書之執行，以及京都議定書在
2012 年年限屆滿時，如何持續國際間的合作。
能源夥伴關係常設理事會（the Energy Permanent Partnership Council）的第一次會議，
在歐俄高峰會前舉行，合作的議題包括能源安全、能源效力、能源基礎建設、投資及貿易相關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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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議題。
歐俄企業家圓桌會談（the EU-Russia Industrialists’ Round Table）10 月 3 日於倫敦舉行，
這個論壇特別關注共同經濟空間之領域，特別是能源、交通與電信通訊部門。
自由安全與司法之共同空間仍然與簽證取得及再次核准之協議（不再有雙方非法進入對方
之領土）相關；有些技術上的問題仍有待解決，協商者也在高峰會中尋找解決方案。這部分著重
在對抗恐怖主義、法律強制執行、移民及邊界管理。高峰會中也探討人權問題，包括車臣及北高
加索之情勢。執委會與俄羅斯當局協議預備 2 億歐元的 TACIS 行動計劃，以協助北高加索經濟
復甦，特別著重在教育、健康及就業機會。
對外安全部分，提高對白俄羅斯（Belarus）
、特朗斯尼斯蒂爾（Transnistria）、烏茲別克
（Uzbekistan）以及喬治亞（Georgia）這些地區情勢之重視；並與中東、伊朗、西巴爾幹往來
對談、參與聯合國高峰會後續行動、尋求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的改革。
研究教育與文化部分，執委員 Ferrero-Waldner 與外交部長 Lavrov 期待為莫斯科的歐洲
研究機構（the European Studies Institute）成立簽署備忘錄。
許琇媛編譯
相關資料：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russia/summit_10_05/index.htm
歐盟與俄羅斯雙邊關係資料：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russia/intro/index.htm

歐盟提高對巴勒斯坦的援助
以巴列自加薩走廊撤軍不滿一個月，執委會即對於援助巴勒斯坦擬定相關的歐盟策略。這
個策略於 10 月 5 日擬定，主要內容為幫助建立巴勒斯坦國的一套行動，共同體預算（Community
Budget）由 20 億歐元增加至 30 億歐元。
負責對外關係暨歐洲睦鄰政策的執委 Benita Ferrero-Waldner 說道：
「我們不能錯過加薩
撤軍之機會。今天我宣佈的這個策略設定了我們該著手進行之任務，以及在什麼樣情況下我們能
獲得甜美之果實。」執委 Ferrero-Waldner 補充說明：
「只要所有成員努力邁向成功的目標，歐
洲已作好成為主要和平夥伴的準備。」
歐盟已展開此項高達 6 億歐元援助經費的策略計畫，為支援當地撤軍後之相關發展與重
建，策略計畫內容主要涵蓋下列四點：
1.協助當地建立選舉制度、司法系統與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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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行巴勒斯坦執政當局之改革。
3.增進巴勒斯坦貿易與投資之條件以提高經濟能力。
4.重建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地區之基礎建設。
許琇媛、孫名慧編譯
有關歐盟支援中東和平進程之詳細資料：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mepp/index.htm

特殊案例：歐盟與瑞士雙邊關係之發展
歐盟與瑞士維持雙邊之密切合作關係，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瑞士地處歐洲中央，與鄰
近國家共享文化、語言及經濟整合之成果；雙方以多項協議進行正式之合作關係。幾乎可說，沒
有任一國家像瑞士一樣，與歐盟締結如此多項之協定。
第一個協定必須回溯到 1956 年歐洲煤鋼共同體，當時歐盟尚稱歐洲共同體。而有特定項
目之協定則於 1972 年（請參閱 Official Journal L/300，31/12/1972，頁 189-280），雙方開放
工業產品自由貿易區。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瑞士參與歐洲經濟區之協商；1992 年 5 月 2 日，瑞士簽署歐洲
經濟區協定（EEA Agreement），幾天之後 1992 年 5 月 20 日，瑞士政府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
1992 年 11 月 6 日舉行公投，瑞士人民拒絕批准歐洲經濟區協定，最後瑞士政府決定暫緩
加入歐洲共同體之協商，但其申請是獲得通過的。
儘管人民不認同，瑞士政府從未放棄加入歐盟之長期政策，並於外交經濟事務部門之下成
立整合辦公處（Integration Office）；該網頁提供瀏覽者一般官方的文獻、解釋、分析與文件，
讓民眾了解瑞士的歐洲政策。

歐、瑞關係之現況（Current Status of EU/Swiss Relations）
歐洲經濟區協定提供參與成員最高層次的政治對話機制，然而瑞士公投反對之結果使歐盟
與瑞士無法運用這樣的機制，因此雙方並無結構性的政治對話。
由於雙方的外交關係，歐洲執委會派遣至伯恩（Bern）的代表團將於 2005 年成立，現在
歐盟所有會員國都在伯恩，一些則在瑞士其他城市展開協商。
為了使否決歐洲經濟區協定之負面影響最小化，針對 7 部門展開協商，包括人員自由流動、
農產品貿易、公共採購（public procurement）、符合性評估（conformity assessments）、航
空運輸、鐵路運輸，以及 1994 年開始瑞士參與的研究第五框架計畫（the 5the Framewor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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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for Research）；這些協定都於 1999 年 6 月 21 日簽署，2000 年 5 月 6 日瑞士民
眾公投贊成這些協定，歐盟所有會員國於 2002 年初批准，於是這 7 項協定於 2002 年 6 月開始
生效（官方日誌 L114 10/01/2002, 頁 1-480）。這些協定也附有終止條款（termination clause），
所有協定同時生效，終止日期也一致。
過去兩年，協商之領域已包括：加強合作以抵制盜版；參與歐洲環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歐洲統計局（EUROSTAT）以及媒體計畫（MEDIA programme）；
參與研究發展第六框架計畫（the 6the Framework Programme）；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服務自
由化；參與申根簽證及都柏林邊界控制與庇護政策協定；儲蓄稅；歐洲刑警組織（EUROPOL
ECURIE Successor 及至拉根諾公約（Lugano Convention）。協商之主要內容在於同意 2004
年 5 月 19 日於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瑞高峰會內容，並針對高峰會之結論作詳細的說明。高峰會
之進行是根據 2004 年 6 月 25 日 9 項協議之結果，一旦認可程序有所結論，即應該在年底前完
成簽署。

歐盟擴大之影響
歐洲共同體與瑞士之協定也在最近一次的歐盟擴大後有所結果，協定的調適性（The
adaptation of the agreements）原則上是技術性問題；在人員自由流動的協定中混合協定（mixed
agreement）包括過渡性條款（transitional provisions），2004 年中期之正式協定已同意這項適
應原則。這項協定也於 2004 年 7 月 2 日作出結論。
瑞士表示協商以財政的支援來降低擴大後歐盟經濟上的不等，執委會自 2003 年即授權進
行協商，以為歐盟的擴大做準備。

瑞士經濟特點
瑞士經濟具高度國際化整合特質，在工業產品方面向開放貿易的體制提供資本；製造業關
稅一般較低、原則上沒有數量的限制、反傾銷、反補貼或保護的措施。然而在某些部門，進入市
場卻可能遭遇到「私人」或「非正式」壁壘，可能是反卡特立法式微的後遺症，出現保護特定技
術的法規、投資限制以及智慧財產法之專賣權。

經濟部份
農業部門受到極度的保護，並享有世界最多的補助，由於國內商品與服務競爭衰落，導致
消費者物價高於鄰近國家。
銀行部門在瑞士經濟中扮演支配角色，佔國內生產毛額（GDP）15%，其成功來自稅收利
潤之優勢、特別的銀行秘密法以及逃漏稅遭告發時的不合作法；銀行秘密法面對犯罪時是可解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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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如騙稅 tax fraud、洗黑錢 money laundering、貪污賄賂 corruption、槍械毒品貿易 guns or
narcotics trade、恐怖主義 terrorism 等），或者民眾在特殊條件下也可解除（例如繼承、離婚、
破產等）。全世界約三分之一的近海私人銀行業市場由瑞士所掌控。
「調和瑞士境內狀況順應歐盟標準」（autonomous adaptations to EU standards）成為
其改革重點，接受服務部門，像是電信、鐵路及電力等的自由化步驟。2002 年 9 月 22 日的公
投失敗顯示，聯邦理事會在電信部門自由化的努力，得到瑞士民眾負面的回應。
再來是 2002 年 6 月開始實行公共採購、農業產品與相互承認之一致性評估的雙邊協定，
將進一步使瑞士與聯盟的貿易自由化。

歐、瑞雙邊貿易關係
2002 年瑞士主要的貿易夥伴是歐盟，出口約 61%，進口則為 77.5%；另一方面，瑞士目
前也是歐盟第三大貿易夥伴。雙方 2003 年貿易量：進口為 587 億歐元（58.7 billion euro），出
口為 70 億歐元（7 billion euro）。2003 年在進口方面瑞士為歐盟第五大重要貿易夥伴；僅次於
美國、中國、日本與俄羅斯；出口方面瑞士為則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
瑞士貨品的出口主要集中於幾個部門，特別是機械、儀器、手錶及化學藥品。商業服務的
出口也很重要，約四分之一為金融部門。
雙邊貿易關係的細節，可於執委會貿易局（Commission’s Trade Directorate General）之
頁面查詢。

實質經濟狀況
瑞士 2000 年之經濟成長為 3%，然而仍然逃不過 2001 至 2002 年國際經濟成長的衰退衝
擊，所以當時僅呈現小幅成長 0.9%，至 2003 年的成長為-0.5%。2003 年的下半年景氣復甦，
可見瑞士經濟較歐盟區域強健；加上對外環境的擴展，景氣持續回升，生產也持續增加，2004
年為 1.75%，2005 年為 2.25％，已超越預期成長的可能性。這樣的結果伴隨而來的是失業率下
降，並無引發通貨膨脹壓力。
(表格中數據除另有註明，否則單位皆為％，代表其增長與減少幅度)
2000(a)

2001(a)

2002(a)

2003(a)

GDP 實質成長率

3.0

0.9

0.8

-0.5

產業製造成長率

7.9

-0.5

-5.1

-2.0

失業率

2.6

1.7

1.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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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物價通貨膨脹率

1.5

-1.0

0.8

0.4

2.5

-0.5

0.9

-1.9

92.2

101.1

117.2

－

94.3

102.1

118.2

－

30.1

25.6

26.4

－

GDP 成長額

12.5

9.7

8.7

8.5

匯率（瑞士法郎兌歐元）

1.56

1.54

1.56

－

匯率（瑞士法郎兌美元）

1.69

1.60

1.44

－

一般政府收支平衡
(% of GDP)

產品出口總額
(單位 US$ bn)
產品進口總額
(單位 US$ bn)
經常帳餘額（流動資產）
(單位 US$ bn)

(a)代表實質數據
註：上述有關瑞士經濟及對外貿易的指標可取自瑞士聯邦政府經濟事務司（The Swiss State
Secretariat for Economic Affairs）
、執委會貿易局（Commission DG Trade）的網頁、歐洲共同
體統計局（EUROSTAT）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
2005 年 9 月 26 日，瑞士選民 56%投票贊成擴大與歐盟的協定，將勞工自由流動權擴及
歐盟新增 10 國，瑞士聯邦總統 Samuel Schmid 表示：「政府樂見這樣的結果」，「此次的投
票十分重要，主要是表決經濟成長與勞工保護」。執委會主席 José Manuel Barroso 在聲明稿中
表示 1999 年對於人員流動的進一步協定對瑞歐關係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要素」（indispensable
element），而瑞士對申根邊界協定的公投結果將使雙邊關係趨於完整。
許琇媛編譯
相關資料：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switzerland/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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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欄...........................................................................................................................
11 月 16-18 日於突尼斯(Tunis)召開為期三天的第二階段資訊社會全球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出席此次會議者包含眾多國家以及其政府的元首與代表們、非
政府組織以及公民社會之代表。高峰會中探討全球網路如何運作、如何有效保護基本自由、推動
全球之經濟成長以及消弭數位落差等，而歐洲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也同樣持續致力於
資訊社會之發展。本期學者專欄特別邀請任教於交通大學的林崇偉教授，針對日前召開的突尼斯
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進行分析，由突尼斯承諾中了解未來資訊社會之發展走向。

「突尼斯承諾」所勾勒的明日資訊社會

林崇偉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cwlin@mail.nctu.edu.tw ; vincent-cwlin@ieee.org

從 「 資 訊 科 技 」 (I nf o r ma t ion Tech n olo g y) 到 「 通 訊 ／ 傳 播 科 技 」
( C o m mu n ication Te c hno lo g y) ， 再 到 「 資 訊 與 傳 播 科 技 」 ( I nfor m a t i o n and
Co m mu n ication Te c hno log y， 以 下 簡 稱 I C T) ，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親眼目睹
了人類工業技術文明的迅速發展。
超速成長中，每當專家學者剛嘗試著努力告訴我們：
「資訊社會」
、
「網路社會」
、
「知識社會」
即將發生時，你(妳)我卻往往突然驚覺：因科技發展對我們日常生活、經濟活動和社會文化所帶
來的劇烈碰撞、衝擊與改變，已然降臨！
這或許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 A Tale of Tw o C it i e s) 中所言：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
那是光明的時季，也是黑暗的時季；
那是有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的前途有著一切，我們的前途什麼也沒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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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大家在一直走向天堂，我們大家在一直走向地獄。
總之，那個時代和現在是如此的相像，以至於它最喧鬧的一些專家，不論說好說壞，
都堅持只能用最高級的形容詞來描述它1。
我們固然樂見人類的生活與社會活動可能即將因資訊與傳播科技的發展而走向「最好的時
代」，也就是一個全人類都能擁有更為美好幸福生活的明天。但要達到這個夢想，無疑，仍有很
長的一段路要走。甫於上月(2005.11.16-18)在突尼西亞(Tunisia)首都突尼斯(Tunis)召開的「資訊
社會世界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即見證了世界各國政府與公
民社會對此的嘗試和努力。
根據聯合國大會 2001 年 12 月所通過之第 56/183 號決議文2：為推動世界資訊社會之正面
性與普遍性發展，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在 2003 年
12 月即在瑞士日內瓦邀集當時共有 170 個各國政府高層代表、聯合國周邊組織、非營利組織、
民間業者、相關利益團體及新聞媒體，參與的第一階段「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
。會後並發表了
「日內瓦原則宣言與行動方案」(Geneva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and Plan of Action)，強調建
設以人為本、包容多元、多重發展和非歧視性資訊社會之重要性。
此次的突尼斯「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則總計有 174 國、92 個國際組織、606 個非營利
組織與民間團體、226 個大型企業組織代表，以及 642 家媒體共襄盛舉。三天會議的參與人數總
3

計高達 19401 人 ，並獲各國政府與民間的捐輸達 4,286,539 瑞士法郎（約合新台幣 109,048,668
圓）
。規模之大與充分的參與代表性，正說明了世界各國當前對資訊社會發展議題的關切和重視。
在會議的官方網站上，大會以各國語言公布了數份相關工作進度報告及決議聲明文件。其
中，截至 2005 年 11 月底前，最值得注意和關切的有：
「日內瓦階段會議後各國推動並落實回顧
調查報告」(Report on the WSIS Stocktaking)、
「突尼斯會議正式議程」(Tunis Agenda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以及「突尼斯承諾」(Tunis Commitment)這三項。第一份調查報告反映了目
前資訊社會的推動現況，並提供豐富的參考數據資料。至於第二和第三項，則非常值得交互參照
來閱讀，可從中深入瞭解全球資訊社會及資訊與傳播科技發展的現況，並由此充分體會各國政府
及公民社會關切的焦點。
要言之，2005 年「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突尼斯階段會議的議題主軸，可說是聚焦在如
何營造各種有利的環境以充分利用 ICT 科技？彌合「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以讓全人類均
能夠充分創造、近用、利用及分享資訊和知識，以發揮人類的潛力。
若從大會提出的「突尼斯承諾」(Tunis Commitment)全文共四十條條文來看，我們可約略
歸納出以下九個值得我國在發展 ICT 科技產業、制訂相關公共政策，以及朝向資訊社會發展時，

1
2

3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1859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56/183 (21 December 2001)
http://www.itu.int/wsis/docs/background/resolutions/56_183_unga_2002.pdf
參照 WSIS 高峰會官方網站新聞室於 2005.11.18 最後發佈之統計資料
http://www.itu.int/wsis/tunis/newsro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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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的重點：
一﹑強調資訊社會的建立必須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經濟發展、國際規範以及多邊合作相
互連結。
（第 2, 3, 4, 9 條文）
二﹑認為資訊社會發展中的各項問題，必須靠跨區域和跨領域的合作才能解決，並強調資源共享
的精神。
（第 6, 9, 19, 31, 34, 37 條文）
三﹑對於 ICT 科技對於人類活動、互動與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未來的發展，持正面與極為樂
觀的態度。
（第 5, 11, 13, 15 條文）
四﹑認為 ICT 跟經濟發展成高度正相關。知識經濟體系下，應鼓勵扶植中小型及微型企業和企
業家精神。
（第 10, 12, 15 條文）
五﹑承認數位落差的存在，尤其是男女性別、社會階層與國家間的落差，並強調應公平分配資源
及機會。
（第 10, 13, 15, 16, 19, 21 條文）
六﹑提倡兒童福利優先、保護弱勢團體、照顧殘障人士、保障婦女決策權，以及培養和鼓勵青年
的參與。
（第 18, 20, 23, 24, 25 條文）
七﹑強調擴大公共參與和資訊近用權利的重要性，並應保障民眾均能從 ICT 所帶動的發展中受
惠的權益。
（第 9, 10, 11, 17, 20, 21, 28, 33 條文）
八﹑強調自由選擇技術的權利，鼓勵發展開放源碼軟體，尤其是在教育、科學及鼓勵多元參與應
用方面。
（第 28, 29, 31 條文）
九﹑重視原居民傳統的保存、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尤其鼓勵以本地語言開發創意數位內容與各相
關應用。
（第 14, 22, 32 條文）

綜觀以上各點並參照台灣 ICT 科技產業及相關公共政策的現況，基本上，國內的發展與政
府的各項相關舉措與國際間共同認知的趨勢是相符的。但在各項方案和政策的細節，以及執行過
程方式的細緻程度上，則猶有許多有待加強之處，例如：是否應加強推動「無障礙的網路空間」，
並推動其相關技術發展與網站設計人才？是否網路只是社會菁英的優勢工具和專屬發聲空間？
要如何才能保障國內社會邊緣團體和弱勢族群近用 ICT 科技，並同樣能從其發展中受益？等等。
另外，在全球資訊社會的發展過程裡，如何兼顧「國際」與「在地」也是非常值得討論的
一個面向。而其中，文化和語言的整合尤為重要，更是促進知識和資訊流通的關鍵。就以此次突
尼斯階段會議的官方網站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大會在製作世界各國語言版本的文件工作花了一番
努力。但倘若嘗試去下載有關「中文」
（這裡指得是簡體中文）的各項文件，在開啟檔案閱讀後，
恐怕多數人共同的立即反應是：
「我讀的這個，是中文嗎？」
撇開譯者的中文素養或專業知識問題不談，此一情況正反映出：自從聖經故事中說上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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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電擊毀巴別塔，讓世人從此說不同的方言後，不同語言下所隱含的文化和認知早已迥異。存在
於正體／簡體中文，或與其他語言間價值及意義轉換的差異，無論是在經濟的整合，民族的融合，
乃至於體現在資訊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上，都將是我們這一代最大的挑戰，提醒我們在追求如 ICT
般工業技術文明的發展之外，更應該重新檢視與重視人文及社會科學重要的美好價值。
應編者之邀，作者特別將本次高峰會之「突尼斯承諾」一文，參照其英文及法文原文（突
尼西亞為法語國家）後，以正體中文重譯。相關參考文獻詳列如下，除供讀者參照「會議正式議
程」
、
「日內瓦階段會議後各國推動並落實回顧調查報告」
，以瞭解推動資訊社會與 ICT 科技發展
之現況和相關具體舉措外，亦深堪玩味深思：在未來由網路骨幹所構築的「世界資訊地球村」裡，
不同語言和社會間，價值及意義轉換的差異，這種以另一種方式存在的「數位落差」將會是如何
的面貌？會有哪些影響？而我們，又能為它作些什麼？
參考文獻：
1. 突尼斯階段會議承諾（包含多種語言版本） 文件號：WSIS-05/TUNIS/DOC/7
http://www.itu.int/wsis/documents/doc_multi.asp?lang=en&id=2266|0
2. 突尼斯階段會議承諾(正體中文-作者重譯)
http://info.lib.tku.edu.tw:8080/blog/resserver.php?blogId=1&resource=Vincent1.pdf
3. 突尼斯階段會議議程

文件號：WSIS-05/TUNIS/DOC/6 (rev.1)

http://www.itu.int/wsis/documents/doc_multi.asp?lang=en&id=2267|0
4. 資訊社會推動落實回顧調查報告

文件號：WSIS-05/TUNIS/DOC/5

http://www.itu.int/wsis/docs2/tunis/off/5.doc

以上文章為學者論點，不代表本通訊立場！

歐盟小百科........................................................................................................................
1. Barcelona Process 巴塞隆納進程
1995 年所建立的區域合作架構，藉此讓歐盟與位於地中海東部和南部的國家，在政治和技術層
級上一起促進彼此間的共同利益；主要以歐盟 1960 年代以來所發展的地中海政策為基礎，建立
一個跨越傳統貿易與行政合作領域的策略關係暨合作架構。它代表了歐盟期望與地中海夥伴國家
合作的意願，並極欲跳脫以往由歐盟提議，再由地中海國家贊成或反對的既定合作模式。此項多
邊進程以歐盟與各夥伴國家所建立的雙邊關係網絡為支撐，簽署聯繫協定使其具體化。僅有透過
此種廣泛的雙邊政治、經濟與文化合作協定架構，巴塞隆納進程才有進一步實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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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on Market Organisations 共同市場組織
共同市場組織(Common Market Organisations, CMOs)的功用在監督各別農業市場，並讓農民擁
有穩定之收入，提供消費者安全食品為主要目的。其含蓋歐盟近 90%的生產輸出，歐盟將採用
各種措施來達成 CMOs 的目標，包括：
Ÿ CTFS－WTO 金融貿易委員會，針對相關金融服務貿易事務展開協商，同時制訂提案與建議，
供高峰會參考；
Ÿ 市場干預（以收購剩餘農產品、提供貯藏補助、制訂價格等方式來穩定市場）
；
Ÿ 對農民直接補貼；
Ÿ 生產配額；
Ÿ 貿易手段（關稅、關稅稅率配額、出口償還）

3. EMAA 歐盟地中海聯繫國協定
歐盟地中海聯繫國協定，是歐盟和參與巴塞隆納宣言的地中海夥伴國家所建立的個別協定網絡。
這些協定制訂了關於聯繫政策的策略合作範圍，並針對實現巴塞隆納宣言目標的行動訂出優先順
序。塞普路斯、馬爾他和土耳其這三個符合入盟資格的國家，則適用先前以貿易協議（關稅同盟）
形式所簽署的聯繫協定。

4. EPA 經濟夥伴協定
歐盟與非加太國家同意簽訂經濟整合協定－最終協議內容包括適用於 WTO 規定的新貿易協
議、逐步消除雙方貿易間的壁壘，以及提昇所有貿易相關領域的合作；為了達成上述目的，歐盟
將與非加太區域就經濟夥伴協定展開談判，開啟區域經濟整合程序。經濟夥伴協定的另一個目
的，是要鞏固非加太地區內部的區域整合行動，同時建立一個開放、透明又可預期的架構，讓貨
物和服務能自由流通，進而提昇非加太國家的競爭力，最終促進非加太國家轉型，更能充分參與
自由化的世界經濟。經濟夥伴協定已在 2002 年 9 月正式展開協商，最遲將在 2008 年 1 月生效。
在過渡期間(2000-2007)，非互惠性第 4 號洛梅公約貿易優惠(The non-reciprocal Lomé IV trade
preferences)仍持續適用。

5. Europe Agreements 歐洲協定
為特殊性的聯繫協定，由歐盟與中東歐國家在 1990 年上半年所簽訂，內容包含貿易相關議題、
政治對話、法律制度的趨同(legal approximation)，以及其他各種領域事務的合作。歐洲協定的
目的，在於歐盟與聯繫國家間發展自由貿易，讓中東歐國家能逐步調整國內法規，進而符合共同
體法規或特定條款之規定，如資本流動、競爭法、智慧與工業財產權、公共採購等。

6. Mediterranean Partners 地中海夥伴
在歐盟的專業用語中，地中海夥伴用來指稱那些已參與歐盟－地中海夥伴關係的國家和區域。歐
盟地中海援助計劃規則(MEDA Regulation)中規定，12 個地中海國家和區域（阿爾及利亞、塞普
路斯、埃及、以色列、約旦、黎巴嫩、馬爾他、摩洛哥、巴勒斯坦自治區、敘利亞、突尼西亞和
土耳其）是歐盟的夥伴國家，並以巴塞隆納宣言為基礎。透過簽署聯繫協定和金融架構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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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ng Framework Conventions)，每一個國家皆是合法夥伴國家，為避免政治意識過為濃
厚，因此採用「地中海區域」此一名稱。

歐盟資料庫簡介.................................................................................................…………
本期分別針對 TAIEX、歐洲議會新網頁、歐盟各項政策領域之立法摘要進行簡介：

1. TAIEX Law Approximation Database

法律趨同資料庫

法律趨同資料庫針對歐盟候選國為了符合歐盟「共同體既有制度」而進行的立法程序趨同，提供
一總體概況介紹。過去幾年裡，此資料庫主要是作為候選國政府施政的輔助工具，以及候選國與
歐盟執委會交換資訊的管道；現在則開放給一般民眾使用，讓民眾能對趨同發展有廣泛的認識。
資料庫內容由候選國提供，也就是將內國法案與歐盟法案相結合的國家，但僅包含已頒布之議
案，資料庫也會定期提供相關後續發展資訊，由各候選國每兩個月提交一次更新資料。
針對各候選國提供給資料庫的資料，歐盟執委會不對其作出任何評論，執委會依據不同資料來源
所發表之入盟進展意見主要公佈在「定期報告」中。
第一次使用資料庫的使用者，可選擇 “Start using wizard”按鈕進入；已經知道如何使用資料庫
的使用者則可直接選取 “Start directly”進入。

資料庫內容
網頁上使用者會看到歐盟立法和候選國因應之立法兩項選擇清單。在 EU 立法中可以找到
CELEX 編號(如：77/388/EEC)、公報的出處(如：OJ L 145 13.06.1977 P. 0001 – 0040)，以及
概要說明(如：Sixth Council Directive 77/388/EEC of 17 May 1977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urnover taxes - Common system of value added tax:
uniform basis of assessment...)。
使用者選擇需要的國家和歐盟立法項目後，在國家立法清單就會提供該國家議案的介紹、通過日
期、生效日期以及制定機關的相關資料。

資料庫架構
起點為歐盟立法，使用者可依照《共同體有效立法指南》的結構來查詢法案；若國家立法已公告，
那麼可先選取歐盟法案，再按下 “national measure”即可查詢到所要的資料。
使用者若不知道該法案是屬於那一個部分，可以直接使用搜尋工具來查詢。先選取 “CE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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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輸入編號後按搜尋鍵即可，若該法案存在（且尚具效力）
，資料庫就會顯示該筆記錄。
若使用者不知道 CELEX 編號，可以在字詞搜尋欄位中鍵入字詞，再從 CELEX 搜尋結果中選取
需要的法案。
資料庫每兩個月將更新一次，使用者可在每個頁面的右下方得知最後更新日期。
資料庫連結 http://lad.taiex.be/

2. 歐洲議會新網頁
歐洲議會的新網頁是以 45 億 7 仟萬公民同一位址「457millioncitizens@one address」的口號命
名製作的，由於境內通行 20 種語言，新頁面變得較多元，也有較多吸引人的資訊工具，更利於
瀏覽及取得資訊。網頁內容多以廣泛公眾事務為主，包括一些歐洲事務專家，如新聞記者、遊說
陳情者(lobbyists)及研究者所撰寫的題材。無論如何都該找個機會探索歐洲議會全新的網頁。
網頁內容涵蓋下列五項類別：
•

新聞 – 這個部分瀏覽者可從文章、圖表及聲音中大致了解議會最近的新聞

•

議會 – 這個部分可了解議會的組成、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權力所在；同時說明撰
寫陳情書至議會、參觀及與議會連繫的方法，

•

歐洲議會成員 – 這個部分介紹議會成員的相關資訊，他們的委任、貢獻以及補助事務。
瀏覽者可以取得這些成員的連絡方式、政治團體組成及其所屬議會委員會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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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 這個部分包括大會召開日期及主題，並有資料庫整理歷年來的立法提案
(legislative proposals)，讓讀者能依序了解提案採納過程。

•

歐洲議會現場 – 這個部分提供瀏覽者線上直播大會、議會委員會及記者會的過程。

這個新頁面將以文章、影像及聲音的形式持續更新增加內容。議會主席 Josep Borell 說道：「透
過這個新網頁我們所希望傳達的是，歐洲議會是歐洲公民每日需要接觸的常設機構。」
網址：http://www.europarl.eu.int/news/public/default_en.htm

3. Summaries of legislation 歐盟各項政策領域之立法摘要
此一網頁提供使用者歐盟各項政策領域之立法摘要，並將歐盟推動的政策領域劃分為 32 項。網
頁中不僅可查詢現行措施的摘要，並可瞭解對外關係、就業與社會事務等各類政策立法提案之後
續發展。每日更新之內容概要說明幾近 2500 筆，其涵蓋之相關立法範圍相當廣，並具有即時性。
此網頁目的不在於提供歐盟最新的動態發展，而在於提供最新立法發展之完整摘要。每則摘要底
下的日期即為最新的更新日期，例如立法修正或相關法案的修正日期。
將近 1000 筆之內容概要說明皆包含 2004 年 5 月 1 日前的 11 種歐盟官方語言版本（丹麥語、
荷蘭語、英語、芬蘭語、法語、德語、希臘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以及瑞典語）
。
較為專業的資訊僅提供 4 種歐盟官方語言版本，包括英語、法語、德語及西班牙語。2004 年 5
月 1 日歐盟第五次擴大後，將陸續增加 9 種官方語言版本（包含捷克語、愛沙尼亞語、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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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拉脫維亞語、立陶宛語、馬爾他語、波蘭語、斯洛維尼亞語以及斯洛伐克語）之立法摘要說
明。
此網頁提供簡易之使用介面，檢索工具中之關鍵字索引以及詞彙表使網頁瀏覽更為簡易，同時替
殘障人士設有無障礙網頁。網頁同時提供各類立法，如決定（Decisions）
、指令（Directives）
、
規則（Regulations）以及執委會文件（Commission documents）等之全文版本，並提供相關網
頁之連結。
網址：http://europa.eu.int/scadplus/scad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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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出版品訊息....................................................................................………………………

本期選介下列十三篇由國外智庫、研究單位、歐盟出版局出版之學術論著：

1. Elaborating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By James G. March & Johan P. Olsen
Date of publication 14.03.2005
本文簡略說明新制度主義途徑，闡述其將政治制度視為是內化和獨立的，再進一步解釋政治的績
效和變化。
摘要
為了概要地說明制度途徑，本文會詳述 20 年前新制度主義者所提出的概念：「政治生命中的組
織要素」(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March and Olsen 1984)。
文章中所說的制度主義，指的是研究政治制度的一般途徑，是一套針對制度性質與政府機構、績
效和變化之間相互關係而提出的推論思想和假說。制度主義者強調政治制度的內化本質和社會建
構，制度不是自私個別行為者之間所簽署的平等契約，或是爭奪社會力量的競技場，它們是組織、
規章和標準作業程序的集合體。本文最後以幾個制度研究的調查問題作結。
文獻來源：
http://www.arena.uio.no/publications/working-apers2005/papers/wp05_11.pdf

2. Double-hatted agencies on the European scene? A case study of the IMPEL network
By Maria Martens
Date of publication 14.03.2005
本文研究重點在於：執委會利用各國內部特定管制機構來落實歐盟法的執行。以歐洲環境檢查機
關 IMPEL 網（各國環境局所組成的非正式協調論壇）案例研究為基礎，本文認為這樣的網絡將
提高歐盟和國家層級間機構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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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歐盟執委會在過去幾年來，不斷地推動非法律性手段，來改善歐盟法在各會員國內的執行情況，
其中一項特別的手段就是與各國管制機構建立行政網絡，主要目的是為了協調和改善歐盟法在各
國「街頭層次」(street-level)的執行。會員國公共行政部門性質的轉變是上述行政網絡發展的重
要背景因素，其特點是將中央行政的職權下放給特別管制機構。
根據所享有的自治權，這些管制機構在執行歐盟法時，是以「雙重帽子」(double –hated)的形式
與歐盟執委會直接產生互動，同時他們也要執行國內行政部門的傳統職務。
IMPEL 網是本文中所要分析的案例，這是一個由歐盟執委會和歐盟各國環境局共同建立的非正
式網絡，作者在文中指出，像 IMPEL 這樣的網絡，一方面會讓共同體法的執行更有效率，同質
性也更高，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對歐盟內部不同層級治理機構的制衡造成衝擊。
文獻來源：
http://www.arena.uio.no/publications/working-apers2005/papers/wp05_12.pdf

3. The Constitution’s Gift? A deliberative democratic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By John Erik Fossum & Augustín José Menéndez
Date of publication 14.03.2005
本篇文章在探究歐盟憲法規範中的審議和決策過程，是否能讓歐盟更具民主性。經由檢視拉肯公
約所提出的立憲程序變更，作者在文中指出，這樣的變更可進一步修正歐盟正當性的不足。
摘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探究歐盟在憲法規範上的審議和決策過程，是否能讓歐盟更具民主性。從規
範的觀點來看，立憲的過程對於憲法本身的民主正當性會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本文將從近來幾
個重大事件為出發點，探討立憲程序的變更如何補足歐盟的民主赤字。首先作者以審議民主的中
心教義為基礎，建立一個空洞的立憲模式，再試著從審議民主觀點描繪出一個具正當性的立憲過
程；第二，作者再將政府間會議模式的某些重要特色與規範模式做一比較評估，以證實政府間會
議模式的民主品質；第三，作者藉由說明立憲的中心教義，以及按照審議模式的規範標準兩種方
式，對目前的拉肯進程進行評估。在第四和第五階段，作者將探討立憲對於歐盟正當性不足可以
產生什麼樣的幫助。
文獻來源：
http://www.arena.uio.no/publications/working-apers2005/papers/wp05_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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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ordinating policies for a "Europe of knowledge" - Emerging practices of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By Åse Gornitzka
Date of publication 31.03.2005
本文主在論述新興的「開放協調方式」(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MC)在歐盟研究和教育
政策領域之運作，並探討其對歐盟相關部門所產生的影響，以及 OMC 做為治理模式的象徵意義。
摘要
歐洲聯盟的「開放協調方式」，其前提是不使用硬性法規來實現政策協調。本文主要是針對 OMC
做為歐洲研究和教育領域統合的工具進行探討，此方法所具備的某些特點，讓它與傳統歐洲統合
和政府間合作的方法有所不同。OMC 具有延展性但定義不清，它能依照歐洲統合的速度和本質
提供不同的利益，也被視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在研究和教育部門採行 OMC 後顯示，OMC 逐步
發展出來的過程，反映出部分現存的程序、組織架構和研究途徑。而 OMC 仍在歐盟政治秩序、
會員國和特定部門中尋找其定位。
文獻來源：
http://www.arena.uio.no/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005/papers/wp05_16.pdf

5. Executive Politics as Usual: Role Behaviour and Conflict Dimensions in the College
of European Commissioners
By Morten Egeberg
Date of publication 15.04.2005

本文旨在瞭解歐盟執委團內的角色行為和衝突面向。
摘要
雖然已充分證實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的角色行為和抵觸範圍，然而關於歐洲執委會團體的研究
卻相當缺乏，因此形成了高度不一致的形象，有人認為執委是無黨派的歐洲主義者，也有人將他
們視為國家大使。雖然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團體行為的理論，有些探究性的資料卻顯示，執委
們會以部門的利益為優先考量，同時注意他們在執委會、國家和原屬政黨的集體職責。理論上，
藉由考量執委們的組織架構、人口、所在地和文化，以及他們所著手處理的政策類型，可以對他
們的決策行為做進一步的說明。在團體中的政治活動似乎與國家內閣的政治活動一樣。
文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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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ena.uio.no/publications/working-apers2005/papers/wp05_17.pdf

6. The Purse of the Polity. Tax power in the European Union
By Augustín José Menéndez
Date of publication 05.02.2005
本文旨在探討歐盟課稅權力的限度和合法性，並以稅金的司法基礎和歐盟的「權利基礎政體」為
論述出發點。
摘要
本文介紹歐盟享有的稅金立法和課稅權力，首先分析課稅權的特有概念，再進一步區分其基本要
素；以此為基礎，作者先將歐洲的規範和慣例納入考量，並在此基礎上重建歐盟的課稅權。研究
中發現，歐盟所擁有的課稅權力相當廣泛，特別是在憲法和立法所授予的權力下，歐盟可以影響
國家和地區所訂定的稅制；此外，這些權力的動態重建，也意謂著歐盟正朝著「權力基礎政體」
邁進。
文獻來源：
http://www.arena.uio.no/publications/working-apers2005/papers/wp05_07.pdf

7. Towards a Cosmopolitan EU?
By Erik Oddvar Eriksen
Date of publication 15.02.2005
本文的重點在探討歐洲強權政治的特徵是否正在改變，以及歐盟能否稱為「一個正在形成的多元
世界性(cosmopolitan)政體」，換言之：主權在民的原則是否必須向基本人權屈服？
摘要
在民主（指稱民族獨立國家）和人權（普世價值和理想國）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人權適用
於人類社會的所有成員，並優於公民權；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的憲法化，是世界秩序架構制度
化過程中重要的一步，侵犯人權將被視為一種罪行。問題在於，歐盟改革過程是否提高了公民授
予自身權利的可能性，作者同時也對歐盟外交安全政策與多元世界性(cosmopolitan)宗旨是否相
符表示懷疑。
文獻來源：
http://www.arena.uio.no/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005/papers/05_09.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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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eneral budget of the European Union for the financial year 2005
By Directorate-General for the Budget ; European Commission
Date of publication 2005

摘要
2005 年歐盟在行政上有大筆的金額，交付予歐盟的總預算為 1165.54 億歐元，分配於支付款項
的有 1063 億歐元。
這本冊子發行的目的是讓民眾對於歐盟如何使用這筆金額，有一個整體及概要的認識。小冊子內
也附有彩色圖表幫助說明各種項目的使用金額－像是農業、結構基金（structural operations）、
對內之政策、對外之行動、行政、儲備金（reserves）、預備加入歐盟之策略（preaccession
strategy）以 及補助金－ 相較於 前幾 年度的預算 ，大多提 撥至農業（ 42.6%)以及結構基金
（36.4%）。為了讓大眾對各項目內容有更為明確的概念，圖表中也將預算視為政策領域，包括
各項目人力資源的分配運用。
全文請參閱：
http://bookshop.eu.int/eubookshop/FileCache/PUBPDF/KVAG05001ENC/KVAG05001ENC_0
01.pdf

Part I

http://bookshop.eu.int/eubookshop/FileCache/PUBPDF/KVAG05001ENC/KVAG05001ENC_0
02.pdf

Part II

9. The Community provisions on social security
By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mployment and Social Affairs
Date of publication 2005

摘要
這項提案的導讀是為了讓民眾在面對歐盟兩個或多個會員國的社會安全系統時，以較為容易的方
式了解其於社會安全領域之相關的權利及義務。
舉例來說，居住在歐洲聯盟區域或於其他會員國進行短暫居留並從事職業活動（occupational
activity）。各國的社會安全制度大不相同，即使社會安全方面的海關法逐步發展，卻無法將其
協調一致。這些相關條款皆是為避免民眾在歐盟會員國內遷移時喪失其社會安全方面的權利。
全文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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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shop.eu.int/eubookshop/FileCache/PUBPDF/KE6404022ENC/KE6404022ENC_00
1.pdf Part I
http://bookshop.eu.int/eubookshop/FileCache/PUBPDF/KE6404022ENC/KE6404022ENC_00
2.pdf Part II

10. The Role of Parliaments in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Debating on accountability and
legitimacy
By Esther BARBÉ and Anna HERRANZ (eds.)
Date of publication 2005

摘要
這本書對歐盟外交暨防禦政策之民主赤字提出辯論，而此項辯論以兩個面向為中心。第一個是歐
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機構的職責：現今議會對這些政策的監督是否最為恰當？國家議會對歐洲
外交政策的疏離能否藉由賦予歐洲議會充分的權力而有所平衡？而國家議會能否有效掌握相關
的歐洲安全暨防禦政策（ESDP）？
辯論的第二個面向關乎較為廣泛的問題，即歐洲議會是否有權批准歐盟的政策結果？在缺乏歐洲
廣大民眾參與實際政黨制度運作之情況下，歐洲議會的成員（MEPs）在處理外交政策事務時代
表著什麼樣的利益？外交政策之事務是否有跨國性分裂，抑或國家內部的分裂？再者，歐洲議會
發展外交政策事務之跨國與自治（autonomous）立場，是否與歐盟理事會及執委會相異？
資料來源：
http://selene.uab.es/_cs_iuee/catala/obs/working_ocasionals_archivos/Parlament/ParlPortada
.htm

11. Migration, Borders & Asylum – Trend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EU Policy
By Thierry Balzacq and Sergio Carrera, CEPS Paperback Books
Date of publication July 2005

摘要
歐盟會員國對於移民、邊界及庇護政策之一致性發展至何種階段？儘管這個問題似乎較為理論，
然而實際上在每人的日常生活及歐盟一般的作業（very nature of the EU）中卻已經獲得結論。
此領域的共同行動由於一些顯著的障礙而惡化，如此也將對政策品質與執行成效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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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處於政府及共同體治理間的夾縫，這些因素皆不利於歐盟在擴大的聯盟中推行自由、公正及
穩定的廣泛政策。
作者 Thierry Balzacq 以及 Sergio Carrera 對具政治敏感性的近期政策發展回應以批判性的分
析。他們持續調查這些阻礙以協調並建議歐盟促進政策的理想化方法，他們的工作在於持續提供
建議，目標則是克服現今政策的弱點，促進最為恰當的行動以確保歐盟內部的平等待遇（equal
treatment）與社會團結(social cohesion)。
資料來源：
http://shop.ceps.be/BookDetail.php?item_id=1236

12. Deep Integration: How Transatlantic Markets are Leading Globalization
By Daniel S. Hamilton and Joseph P. Quinlan (eds.), CEPS Paperback Books
Date of publication June 2005

摘要
全球經濟過去幾十年的特徵之一為跨大西洋經濟提升了整合與團結。全球化在歐洲與美洲之間發
展較為迅速並達成某種程度的深化，歐洲與美洲在 3 百萬兆經濟的聯結基礎以及大西洋雙方相
互提供 1 千 4 百萬個工作機會的情況下，往來十分密切。
這本新書是由 CEPS 與美國華盛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跨大西洋關
係研究中心共同出版，專家檢視跨大西洋深化的整合現象，以及完全自由的跨大西洋市場。個案
研 究 則 由 航 空 航 天 學 暨 大 眾 航 空 （ aerospace and civil aviation ） 、 原 生 物 質
（ biopharmaceuticals ） 、 服 務 （ services ） 、 金 融 市 場 （ financial markets ） 及 電 信 部 門
（telecommunications），並包括頗具爭議的政策領域，像是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與廢
氣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ing）、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以及化學藥品管制
（chemicals regulation）所呈現。
除了廣大的經濟利益，作者尚發現整合深化的現象也會產生摩擦，特別是在彼此制度不相符合的
情況下。他們認為並非這層合作關係的框架，也不認為是當前所組成之政府促成這些新現實的產
生。
資料來源：
http://shop.ceps.be/BookDetail.php?item_id=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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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MU at Risk, 7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EPS Macroeconomic Policy Group
By Daniel Gros, Thomas Mayer and Angel Ubide, CEPS Paperback Books
Date of publication June 2005

摘要
這份報告為 CEPS 總體經濟政策小組自 1999 年經濟暨貨幣聯盟開端重新組成的第七年度報告，
這個由經濟學家重組的團隊認為經濟的緩慢成長無法與政策相對應，以及近來出現的內部分歧都
使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陷入危機。為了改善這樣的情況，MPG（總體經濟政策團隊）建議歐洲
中央銀行(ECB)減少對短期週期性經濟發展（cycl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s）的關切，並將貨
幣政策設定在，長期維持歐元價值之目標。此外，MPG 也極力主張核心國家緊急改變財政原則，
不僅有助於自身利益，也是其疲弱貨幣施加壓力的方式之一。
資料來源：
http://shop.ceps.be/BookDetail.php?item_id=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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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投稿文章……………………………………………………………………………
本期讀者文章由葉錦娟小姐，將其分析歐盟處理伊朗核子危機事件的研究心得與大家分享：

歐盟外交途徑之觀察－以伊朗核子危機為例
葉錦娟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博士生

yeh.dwerke@gmail.com
一、前言
歐洲聯盟經歷近二年的外交努力，卻終究無法解決伊朗的核子危機。在面臨前述狀況下，
今年（二００五年）九月十九日，歐盟向國際原子能總署理事會提議，並在九月二十四日獲理事
會通過：確認伊朗違反「禁止核子擴散條約」的防衛協定。一旦伊朗沒有做到決議案的要求，下
一步將可能會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處理。而在歐盟提議的同時，美國歷經二年、五次會談後，於北
京就北韓核武問題所舉行的「六方會談」1達成協議。雖然北韓核武的六方協議在執行上仍是一
條崎嶇的道路，也可能面臨最終協議破裂之結局，但在時機上卻對映出歐盟在處理伊朗核子危機
的外交挫敗。

二、伊朗核子危機背景
此次的伊朗核子危機始於二００二年八月，伊朗在未告知聯合國的情況下，開始進行鈾濃
縮，2以及建造重水工廠和核子反應器。三個月後，在美國的衛星照片確認下，伊朗同意國際原
子能總署的檢查。隔年二月，伊朗宣告發展核計畫。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艾爾巴拉岱(Mohmmed
ElBaradei)3隨及帶領檢查小組進入伊朗。經過四個月的調查，艾爾巴拉岱指控伊朗並沒有完全揭
露其核子計畫。隨著更多證據顯示伊朗的確從事鈾濃縮，國際社會遂要求伊朗簽署更嚴格的檢查
機制之協議。二００三年十月，伊朗和英、法、德達成停止濃縮鈾計畫，並在十二月十八日正式
簽署「防衛協定」(Safeguards Agreement)的「附加議定書」(Additional Protocol)。4然而諸多證據

1
2

3
4

六方指的是美國、中國、日本、俄羅斯、南韓和北韓，都是和東亞安全議題相關的國家。
鈾濃縮一方面可以用做核能發電，另一方面可製造核武。因此鈾濃縮的活動往往牽涉到敏感的
核武製造。
艾爾巴拉岱和國際原子能總署獲得今年諾貝爾和平獎。
防衛協定賦予國際原子能總署執行「禁子核子擴散條約」的各項查驗之權力，其功能是信心建
立和早期預警機制，監督各國不會將民用核子設施（如核電）轉移至軍事用途。而附加議定書
為 1997 年 9 月由國際原子能總署大會通過，主要目的在於賦予國際原子能總署更多檢查各國
核子計畫之權力，以確保禁止核子擴散的目標能有效地達成。目前有 104 個國家簽署，69 個
國家生效。
29

淡江大學歐盟文獻中心通訊第八期
ISSN 1818-8028
仍顯示伊朗的核計畫並沒有停止。伊朗遂決定在二００四年六月向國際原子能總署揭露其所有核
計畫，但國際原子能總署仍認為伊朗沒有將其核子計畫透明化。
二００四年十一月，英、法、德和伊朗達成談判架構之協議；而伊朗也同意在談判期間暫停
鈾濃縮，並由國際原子能總署監督。一個月後，英、法、德三國外長開始和伊朗進行會談，但會
談並不順利。當今年六月，保守派的內賈德(Mahmud Ahmedinejad)贏得伊朗總統大選後表示，伊
朗有權使用核能，此為不可讓與之權利，決定重啟鈾原料加工，此舉升高了伊朗的核子危機。八
月，伊朗拒絕歐盟的協議，重啟核計畫。
依據「禁止核子擴散條約」
，只要沒有明顯證據顯示該國有製造核子武器的意圖，用於和平
用途的核計畫是被允許的。但所謂的「意圖」並沒有具體的評斷標準。因此，評斷的標準往往是，
記錄不良的非民主國家，只要企圖進行核計畫，就容易被懷疑其真正的意圖是準備製造核子武器。
因此，產油國的伊朗要使用核能，就不得不令人懷疑其意圖，伊朗所持的理由是多樣化的發
電系統。而且在歐盟和其談判的過程中，伊朗數次企圖重啟鈾轉化活動，如此的急切就更令人懷
疑，畢竟伊朗並非立即且迫切需要核電。事實上，早在巴勒維時代，伊朗便在美國支持下，從西
方引進核技術。一九七九年的伊朗人質事件後，美國切斷和伊朗的關係，伊朗便轉由前蘇聯獲得
核電技術，美國因而轟炸伊朗的核電設施，迫使伊朗終止核計畫。二００二年伊朗悄悄地開始進
行核計劃，此舉顯然是受到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以反恐為由攻打阿富汗之影響，在「安全困境」
下所採取的戰略。伊朗在被揭發後，雖沒有全部將其核計畫透明化，但採取公開宣布伊朗擁有和
平使用核能的權利，冀望獲得國際承認後，以合法的管道，取得核武的技術。即使現階段不會製
造核武，但至少在需要時，隨時可以製造。因此，即使認為伊朗有企圖製造核武的目的，國際社
會不能否認其在國際原子能總署監督下，擁有從事和平用途的核計畫之權利。這也是為何國際原
子能總署對伊朗核計畫的諸多報告，一再提及伊朗並沒有全盤告知所有核原料的去向和行動，卻
也沒有宣告伊朗違反「禁止核子擴散條約」
。
因此，在衡量一國介於民用的核電與企圖製造軍用核武的界線問題上，國際原子能總署往往
得費時穿梭該國進行檢查和監視，只能盡全力透過各種外交手段和平解決，而不能逕行制裁，防
止這些國家以宣布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或是遲不簽署該條約為由，擺脫國際條約的約束力。

三、歐盟的外交干預
歐盟依據二００二年七月十二日部長理事會之決議，於同年十二月十二日開始和伊朗進行第
一輪的貿易暨合作協議談判。而此協議談判正可做為促使伊朗上談判桌的有利籌碼，因為伊朗極
需和工業發展有關的技術、設備和人才，以改善國內的經濟狀況。
二００三年，歐盟三巨頭：英、法、德成功地讓伊朗簽署「附加議定書」後，隔年十一月十
五日，此三國和伊朗在巴黎達成協議。該協議承認伊朗有遵守「禁止核子擴散條約」的義務，也
有不受歧視執行條約賦予的權利。而伊朗保證她不會尋求擁有核子武器，而且將來也不會，並且
允諾會和國際原子能總署充份合作和透明化所有相關核計畫設施；同時會繼續執行附加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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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建立信心機制，伊朗中止和核子有關的鈾濃縮和再加工行動，以及進口相關設備等措
施，並且由國際原子能總署負責監督和檢查。在達成一個雙方都可接受的長期解決前，伊朗會持
續中止所有的核計畫。歐盟在確定伊朗中止核計畫後，將立即和伊朗展開貿易和合作談判，並支
持伊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同時伊朗保證會共同打擊恐怖主義，並支持伊拉克建立立憲政府。
5

這份協議內容在展現誠意的同時，也給足了雙方面子。尤其伊朗決定打擊恐怖主義以及支持
建立伊拉克政府，此舉堵住了美國的藉口。然而該協議承認，伊朗的中止核計畫是一種自願性的
信心建立(confidence building)措施，而不具有法律上的義務。6伊朗停止核計畫，也只是「暫時中
止」(suspension)，不代表未來不會繼續核計畫。因此，協議的達成只是第一步，協議內容的理
想陳述，仍必須等待歐盟開出令伊朗滿意的條件，以及提出具體有效的措施，方能達成實質的解
決。
二００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英法德和伊朗依據協議而展開會談，共商長期解決伊朗核計畫之
問題。在商討解決伊朗核子危機上，負責代表歐盟參與會談的是英、法、德等三國的外交部長，
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索拉納(Javier Solana)雖也與會，但其象徵性大於實質意義。7因
此在一些文章中，便用了「EU-3」或「E3」來反應這種情形：雖是歐盟和伊朗的會談，但實際
上是由傳統的三巨頭英、法、德負責達成對伊朗核子危機的「共同立場」
。畢竟在歐盟機制下，
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所能做的，也只能「列席」
，而無法「參與」
，只能負責將會談訊
息告知所有歐盟成員國，或是提供意見。不過在二００四年十一月達成的談判協議中，陳述了該
協議獲得歐盟高級代表的「支持」，雖沒有代表歐盟在文件上簽名，但以「E3/EU」之名為協議
的一方代表，在某種程度也提昇歐盟外交上的代表性。
然而談判過程卻一直沒有突破性的發展，甚至陷入僵局。伊朗不斷強調擁有用於和平用途的
核子計劃權利，所謂的「中止」鈾濃縮，只是「暫時中止」
，且不斷暗示即便最後和談成功，仍
會恢復鈾濃縮計畫，這和歐盟要求伊朗得放棄核計畫，才能開始進行實質的貿易及合作談判產生
衝突。此外，美國對於歐盟談判進展緩慢頗為不耐，一方面要求歐盟必須採取更強硬的手段，另
一方面則持續要求將伊朗案送交聯合國安理會，而使得歐盟三巨頭在談判時備感掣肘。
今年四月，伊朗宣布在伊斯法罕(Isfahan)啟動鈾轉化，歐盟則嚴重警告伊朗若重啟鈾轉化，
那麼所有的貿易和經濟議題談判將會終止，並且威脅會將伊朗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處理。伊朗遂同
意等待歐盟於七月底前提出具體的方案，在這之前暫停鈾轉化。但光是就這個「最後期限」
，雙
方便各有解釋：伊朗認為是歐盟「提交」一套經濟方案的截止日期，但歐盟三巨頭卻說只是「提
議」的期限而已。8然而到了最後期限時，歐盟提不出令伊朗滿意的方案，遂要求伊朗再給予一
週的時間。歐盟在八月五日提出了伊朗有權和平使用核能，以及增進和歐盟的貿易關係，並且保
5

6
7
8

“Communication dated 26 November 2004 received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France, German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oncerning the
agreement signed in Paris on 15 November 2004,” IAEA Information Circular, INFCIRC/637,
Nov. 26, 2004.
Ibid.
Paul kerr, “Iran-EU Nuclear Negotiations Begin,” Arms Control Today, Jan/Feb 2005, p.30.
http://news.bbc.co.uk/go/pr/fr/-/2/hi/middle_east/4731853.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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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伊朗可以從歐洲或俄羅斯得到核燃料。9但伊朗次日即予以拒絕歐盟的提議，在國際原子能總
署檢查員的監督下，重啟鈾轉化設施。
由於伊朗是在監督下重啟鈾轉化設備，因此並沒有明顯違反「禁止核子擴散條約」
，也沒有
明顯證據證明伊朗企圖製造核武，因此無法受到制裁。歐盟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決定在國際原
子能總署理事會上提議伊朗確實「違反」條約，一旦確認，下一步便是送交聯合國安理會解決。
此舉順了美國的心意，但俄羅斯卻極力反對，中國也不贊成。經過一個星期的爭辯後，獲得了折
衷的決議：在三十五個理事會中，獲得廿二票贊成、十一票反對，中國和俄羅斯棄權之下，通過
伊朗違反「禁止核子擴散條約」的「防衛協定」的決議案，要求伊朗必須遵守所有的防衛協定，
並解決理事會所舉出的重要問題，包括透明化措施、停止相關的鈾濃縮活動等等，並要伊朗重回
談判桌。
事實上，這份決議並沒有表明要將伊朗送交聯合國安理會，而是陳述伊朗核計畫的和平用途
難以取得外界信任，而這問題是屬於安理會的權限，因為安理會是負責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機
構。10然而一旦確定伊朗違反條約且沒有解決理事會所提出的問題，下一步就是送交聯合國安理
會。因此這個決議案可說是用來「威脅」伊朗重回談判桌之手段，由於決議案內容留下以外交解
決的空間，歐盟也就是利用此空間表明其強硬的態度，逼迫伊朗中止所有和鈾濃縮相關的活動，
重回談判桌上。

四、伊朗核危機下的跨大西洋關係
面對伊朗的核子危機，美國始終認定伊朗核計畫之目的，在於製造核子武器，一直主張將伊
朗核子危機送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但無法獲得國際原子能總署理事會的支持，最終只能支持歐
盟在國際原子能總署架構下，使用外交途徑來解決。
自一九七九年的伊朗人質事件發生後，美國切斷和伊朗的外交關係，並對伊朗經濟制裁。至
今仍沒有關係正常化的跡象。反觀歐盟，雖然其與伊朗間也未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自一九九七
年伊朗溫和派總統 Mohammad Khatami 上台後，歐盟和伊朗便以積極的態度發展友善關係，並
在二００二年十二月雙邊展開了第一次貿易及合作協定的談判。
歐盟是伊朗最大的貿易伙伴，如果將伊朗案送交聯合國安理會，美國將會提議予以制裁，最
有可能採取的便是經濟制裁。因此，由歐盟負責以外交途徑解決伊朗的核子危機，不但符合國際
社會的期待，也對雙方都有好處。此外，如果伊朗案送交聯合國安理會，儘管中國和俄羅斯可能
投下反對票，但英法可能被迫和美國站在同一線，避免重演因伊拉克議題而讓跨大西洋關係產生
嚴重裂痕的情況。再者，憑藉伊朗和歐盟較為友善的關係，用外交解決的勝算很大；而歐盟更可
藉此危機，強化歐盟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以及歐盟外交政策上的團結及一致性，因為在伊朗案
中，原本在伊拉克戰爭中選擇和美國站同陣線的英國，自始至終都排除對伊朗動武的選項。而且
9
10

http://news.bbc.co.uk/go/pr/fr/-/2/hi/europe/4747963.stm
“Implementation of the NPT Safeguards Agreement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AEA
Board of Governors, Gov/2005/77, 24 Septem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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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美國正處於收拾伊拉克戰爭的殘餘之中，無暇他顧，即使她口口聲聲說並不排除軍事制
裁，但實際上她無法再開闢另一個戰場，而且整個國際情勢也不站在美國這邊，她也不想落個欲
「控制整個中東」的口實，只能表明支持歐盟的外交行動。
美國雖說是支持，但在歐盟和伊朗的會談期間，美國仍不斷施以壓力，希望歐盟同意將此事
交付聯合國安理會。美國要求歐盟盡所有外交影響力阻止伊朗的計畫，特別是以歐盟正和伊朗商
談貿易和合作協議，迫使伊朗停止所有的核計畫。美國對於伊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事，卻又顯
得意興闌珊，然而支持伊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卻是歐盟和伊朗協議中的重要條件之一。沒有美
國的支持，伊朗不可能加入。此外，在談判的過程中，美國不斷用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表示談判
的不樂觀，和不斷強調伊朗核計畫的危險性，最終表明歐盟的談判是失敗的。此舉迫使歐盟一面
在和伊朗談判的同時，也得應付美國的言論，不斷重申會談並沒有停頓或失敗。
直到八月伊朗斷然拒絕歐盟的提議和繼續協商，終於將歐盟逼向和美國站在同一陣線。而美
國所主導的北韓核武「六方會談」的成功，某程度地刺激了歐盟，讓歐盟決定給予伊朗最嚴重的
警告：考慮將伊朗送交聯合國安理會制裁。當然歐盟是不樂見伊朗案送交聯合國安理會，她並無
意和美國站在同一陣線上，但除了此舉，別無他法，利用美國的「支持」威脅將伊朗送交安理會，
無疑是對伊朗下最後通牒，迫使伊朗重回談判桌。

五、小結
歐盟此次在伊朗核危機上的外交努力，和一九九一年發生的前南斯拉夫分裂危機有其相似之
處。在這兩次事件中，無論美國的理由為何，都「支持」歐盟的外交干預，歐盟都有大好時機可
以強化歐盟在外交上的影響力。而歐盟也確實成功地達成初步協議，但卻都無法達成一個長期解
決的結果。11
雖然理事會同意了歐盟的提議，但這提議卻是美國所欲達成之結果：如果伊朗仍不遵照九月
二十四日的決議案的要求，十二月理事會開會，便有可能正式提交伊朗至安理會解決。若理事會
最終決定將伊朗送交聯合國安理會，顯而易見地，美國將主導一切，經濟制裁的提議勢必將無法
避免。而如果美國決定恢復和伊朗的接觸，並且取代歐盟以外交手段解決伊朗核危機，則一切又
將回到美國的「陰影」下。

本篇為讀者投稿，不代表本通訊立場！

11

當時歐體成功地和前南拉斯夫聯邦政府及兩個要求獨立的共和國：克羅埃西亞及斯洛凡尼亞
達成「布里歐尼協定」(Brioni Agreement)，三方停火，兩個共和國延後三個月宣布獨立，利
用這三個月，找出一個三方都可接受的長期解決方案。可惜歐盟提不出一個能讓三方都滿意的
解決。三個月後，斯、克兩個共和國宣布獨立，前南拉斯夫宣告解體，並引發日後的波士尼亞
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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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歡迎各界投稿、訂閱與來信指教
歐盟文獻中心網頁 http://www.lib.tku.edu.tw/eudoc/libeu_ch.htm

聯絡信箱 edc@www2.tku.edu.tw
©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發行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