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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1. 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於1924年所成立，
用以促進中華教育及文化事業，乃美、
台、中友誼象徵： 

2. 國立清華大學基金； 

3. 胡適紀念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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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貢獻 

1. 提倡白話文運動，促進中國知識普及 

2. 推動新文化運動，促進中國現代化 

3. 五四運動領導人物，促進中國青年愛
國運動與自由主義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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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名言 

1. 德先生與賽先生/民主與科學 

2. 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 

      Jesus Christ: You’ll reap as you sow. 

3.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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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蘭花草》 
                             《蘭花草》作詞：胡適 

                                        作曲：陳賢德／張弼  主唱：銀霞 
 
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 
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時過。 
蘭花卻依然，苞也無一個。 
轉眼秋天到，移蘭入暖房。 
朝朝頻顧惜，夜夜不相忘。 
期待春花開，能將宿願償。 
滿庭花簇簇，添得許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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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治學及研究方法 

1.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2. 服膺「實用主義」：重視理論與實務

的結合； 
3. 重視歷史及哲學的研究，喜愛墨子

「兼愛」思想，具有深刻自由主義色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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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 

壹、歐元的概念與理論 

貳、歐元的美麗 

參、歐元的挑戰 

肆、歐元對超主權貨幣的啟示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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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28會員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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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19會員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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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發行機構：歐洲中央銀行(E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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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歐元的概念與理論 
一、歐元的概念 

二、歐元的發展背景 

三、歐元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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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元的概念 
歐元是一種貨幣 

貨幣的成語： 
(1) 錢會說話(money talk) 
(2) 見錢眼開，財迷心竅(have itching palms) 
(3) 錢可以使鬼推磨 
(4) 視錢如命，一錢不名(值) 
(5) 耶穌基督：凱撒的歸凱撒； 
                          上帝的歸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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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的發展 

1. 以物易物 

2. 貝殼 

3. 銅幣 

4. 紙鈔 

5. 信用卡、特別提款權(SDR)等虛擬貨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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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的功能(I) 

1. 交易中介、計價單位、給付工具、
保值工具 

2. 購買力、財富 

3. 經濟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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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的功能(II) 
1. 財產神聖原則/建立私有財產制 

2. 意思自由原則/建立契約的自由及個人
主義 

3. 義務法定主義/建立財產保障制度 

     課稅/限制人民財產及權利需有法律 

     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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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的功能(III) 
1. 凱因斯：貨幣經濟 

2. 傅利曼：個人經濟選擇自由及權利 

3. 柏拉圖：文明與國家的重要發展階段 

超越「以物易物」社會階段，進入貨幣–物品–貨幣的貨幣交易模
式，代表社會分工、工藝進步、貨品流通、市場機制及國家制度
的建立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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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元的發展背景 

1. 1978年「歐洲貨幣單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 Ecu)； 

2. 1999年1月1日「歐元」(euro)正式發行； 

3. 2002年1月1日正式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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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元的理論 

1. 最適通貨區理論 

2. 貨幣之國家理論 

3. 貨幣之理想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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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通貨區理論 

Robert A Mundell (1961)： 
1. 以共同市場為基礎，完成貨品、 
     人員、服務及資金四大自由流通； 
2. 會員國「經濟趨同」(economic 

convergence)； 
3. 資本及金融市場整合、勞動流通性、價格

及工資彈性，降低語文、文化、社會福利
等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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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之理想單位 

Arthur Nussbaum提出 
「貨幣之理想單位」 
(ideal unit)概念，貨幣 
價值及法幣地位，主要取決於發行的政
府是否已承認該貨幣已形成官方通貨，
由官方授權發行並支持其價值。惟貨幣
價值仍受各國經濟規模之影響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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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之理想單位(I) 
1. 歐盟自1958年建立共同市場； 

2. 1992年馬斯垂克條約明文規定，歐盟自
1999年起將建立「歐洲貨幣同盟」； 

3. 歐洲貨幣同盟的核心要件(1)歐洲中央銀行；
(2)單一貨幣歐元；(3)共同貨幣政策及單一
匯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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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之理想單位(II) 
歐元價位的五大支柱： 

1. 歐洲經濟規模及經濟發展情況； 

2. 歐洲中央銀行之獨立性及價格穩定目標之
維護； 

3. 各會員國經濟政策之緊密合作； 

4. 歐元區會員確實遵守經濟趨同條件； 

5. 穩定及成長公約及其他財政紀律之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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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歐元區之經濟趨同條件 

1. 申請國之通貨膨脹率不得超過通貨膨脹最低三個
國家之平均水準之1.5%； 

2. 申請國之利率水準不得超過利率最低水準會員國
之2%； 

3. 申請國政府預算赤字與負債總額分別不得超過其
GDP之3%與60%； 

4. 參加匯率機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
實施窄幅(上下2.25%)浮動匯率制度至少已兩年
之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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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的誕生 

1. 歐元於1999年1月1日正式發行，2002年1月1
日正式流通； 

2. 歐元紙鈔共有七種面額：500、200、100、
50、20、10與5歐元； 

3. 歐元硬幣共有2元、1元；1、2、5、10、20
及50分(cents)等8種不同面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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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的紙鈔的圖樣 
紙鈔圖樣，顯示了窗戶、門廊(gateway)及橋梁等足
以彰顯歐洲文化遺跡。例如歐元的5元紙鈔一面是希
臘古典式建築、10原則是羅馬式、20元是哥德式、
50元是文藝復興式樣、100元是巴洛克、200元是現
代主義初期的鋼鐵玻璃建築、500元為現代的帷幕式。
所有歐元紙鈔另一面之圖樣皆為不同款式之「橋
梁」，象徵藉由歐元促進歐洲各國及歐洲人民之聯
繫、溝通、合作及融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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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硬幣的設計 

歐元硬幣一面是統一的，由歐盟負責決定，
圖案顯示歐洲地圖與12顆星星之組合；另一方
面來可以看到各種幣值相等、相似又各有特
色之形形色色歐元硬幣在市場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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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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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符號中間二線平行的意涵 

1. 維護歐元(匯率)穩定，避免過 
     度劇烈的波動；並有效對抗國 
     際熱錢投資活動及金融波動等外 
     部經濟衝擊； 
2. 確保歐元區物價穩定(price stability)，以利於

ECB目標之實現；以及 
3. 促進歐盟金融穩定(financial stability)，營造

歐盟成為一個優質經商環境，提高歐盟產業
及產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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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發行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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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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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會員國貨幣轉換為歐元 



1998年12月31日，歐洲中央銀行所訂定之歐元區十一會
員國不可撤銷匯率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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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歐元＝ 40.3399 比利時法郎 (Belgian francs) 

  1.95583 德國馬克 (German marks) 

  166.386 西班牙比塞塔 (Spanish pesetas) 

  6.55957 法國法郎 (French francs) 

  0.787564 愛爾蘭鎊 (Irish pounds) 

  1936.27 義大利里拉 (Italian lire) 

  40.3399 盧森堡之比利時法郎 (Luxembourg francs) 

  2.20371 荷蘭基爾特 (Dutch guilders) 

  13.7603 奧地利先令 (Austrian schillings) 

  200.482 葡萄牙埃斯庫多 (Portuguese escudos) 

  5.94753 芬蘭馬克 (Finnish marks) 



貳、歐元的功能：美麗篇 

一、歐元的貨幣功能 

二、歐元對歐盟的影響 

三、歐元的國際經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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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元的貨幣功能 
1. 歐盟及歐元區19會員國的法定貨幣(legal 

tender)； 

2. 計價單位、交易工具、給付工具、保值工具； 

3. 國際貿易之報價單位及給付工具； 

4. 國際關鍵通貨(international key currency)； 

5. 私人理財及投資工具； 

6. 各國外匯資產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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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元對歐盟的影響(I) 

1. 歐洲貨幣聯盟(EMU)的建立； 

2. 深化歐盟整合奠定邁向銀行同盟、財
政同盟、經濟同盟之基礎； 

3. 促進歐元區及歐盟物價穩定、歐元匯
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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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匯率穩定之作用 

1. 歐元部位較大，匯率穩定較足以對抗
國際熱錢投機之活動； 

2. 歐盟較有能力對抗國際及外部經濟衝
擊及金融波動；以及 

3. 維持歐盟經濟及金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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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元對歐盟的影響(II) 
EMU的核心要件 

1. 歐洲中央銀行(ECB)的建立，ECB於1998年6月1日
正式於法蘭克福成立； 

2. 發行單一貨幣歐元； 
3. 採取共同貨幣政策及單一匯率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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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元對歐盟的影響(III) 
1. 歐元是交易媒介，透過貨幣橋樑，促進歐

元區人民的交流、合作及融合； 
2. 歐元正式走入歐元區人民的生活，成為人

民生活的一部分，鞏固歐盟的草根性基礎；
歐元區人民對歐盟不再感覺「天高皇帝
遠」； 

3. 歐元形成歐盟的一項具體「認同」及「象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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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象徵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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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盟旗 



歐盟象徵 (II) 
歐盟盟頌 
 
歐盟盟頌取自於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的其中一段，也就是大家耳熟能響的
歡樂頌，盟頌只有旋律而沒有歌詞，歡迎點擊這裡 mp3 - 849 KB [849 KB] 聆聽。 
  
歐洲日——5月9日 
 
歐盟對此紀念日的意義可被追溯到１９５０年５月９日，當時法國的外交部長舒
曼（Robert Schuman）發表宣言，奠定歐盟前身也就是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基礎，
因此歐盟將五月九日定為盟慶慶祝。 
  
歐盟格言——《在多元中團結》 
 
歐盟格言為拉丁文 In Varietate Concordia， 並翻譯成歐盟二十三個官方語言，
英文為United in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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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象徵(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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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象徵(IV) 

47 



二、歐元對歐洲經濟的影響(I) 
1. 效率及成長：降低或排除會員國間匯兌不確定風險

及交易成本。 

2. 降低歐元區19會員國外匯準備，多餘外匯轉移國內
其他建設； 

3. 提高價格透明性，強化市場效率及功能； 

4. 減少匯兌損失，增加歐洲消費者之選擇機會；以及 

5. 歐洲央行(ECB）及歐盟取得鉅額鑄幣權(seigni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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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元對歐洲經濟的影響(II) 
1. 落實歐洲市場貨品、人員、服務及資金四

大自由流通； 

2. 擴大歐洲金融市場、貨幣市場及債券市場
之規模； 

3. 提高歐盟28會員國間的內部貿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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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對國際金融體系影響 

歐元對國際金融體系之影響，大家關心議題是:  
 
歐元是否成為關鍵貨幣？ 
歐元強勢或弱勢？ 
歐元是否挑戰美元獨尊地位及對美元之影響？ 
歐元對歐洲金融市場及國際金融市場之影響？ 
 
這些影響歐元成敗及發展的議題，將取決於歐盟
本身經濟表現及外在環境變化之交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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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元的國際經濟地位(I) 

1. 歐元形成一種國際關鍵貨幣，美元及英鎊
的主要競爭者； 

2. 歐元成為各國外匯準備的重要組成部位； 

3. 歐元成為國際貨幣基金(IMF)特別提款權
(SDR)一籃子的一項重要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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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元的國際經濟地位(II) 
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 C. Fred 
Bergsten於1997年之預測及判斷： 

1. 歐元將成為一項國際關鍵通貨，美元主要
競爭對手； 

2. 歐元在國際清算地位將獲得確立； 

3. 歐元在國際外匯準備地位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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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貨幣的外匯存底比 

53 資料來源：IMF (2015年第2季資料) 



三、歐元的國際經濟地位(III) 
4. 歐元資本市場規模將擴大，加劇競爭； 

5. 法蘭克福將成為新的國際金融中心； 

6. 歐元發行乃二戰之後，國際貨幣體系的一
件大事；形成美元與歐元共享領導地位的
「雙極貨幣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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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歐元的挑戰：哀愁篇 

一、雙速歐洲貨幣同盟 

二、歐債危機及希臘債務危機 

三、歐債及希債危機對歐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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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速EMU 
1. 歐盟28會員國，目前僅19國加入歐元

區； 

2. 英國、瑞典、丹麥等國雖然符合「經
濟趨同標準」，仍然選擇性不加入
(opt-out)歐元區； 

3. EMU形成雙速或雙軌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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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債危機(I) 

2010年以來的歐債危機乃歐盟自1999年
建立歐洲經濟與貨幣同盟 (EMU) 以來所
遭遇的第一次重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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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債危機(II) 
歐債危機暴露了EMU一些結構性問題，尤
其是： 
(1)穩定與成長協定執行成效不彰； 
(2)歐洲中央銀行 (ECB) 不得扮演最後救援

者； 
(3)歐盟欠缺一個金融危機的緊急救援機制

等； 
(4)歐盟目前仍欠缺一個共同財政政策；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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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債危機(III) 
(5) 歐元區19會員國採取「單一匯率政策」，
缺乏彈性；歐元匯率對經濟表現好的國家，
例如德國及荷蘭是低估；對希臘等經濟表現
差會員國，歐元區又過於高估，同時不得透
過貶值，以促進出口，提高出口產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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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債危機(III) 
一、歐債危機發生背景 

 
希臘於1981年加入歐體，2001年1月1日加入歐元區。全球金
融危機發生後，歐盟於2009年4月通知法國、西班牙、愛爾
蘭及希臘削減預算赤字。希臘於2009年的政府預算赤字占其
GDP的15.8%，遠高於加入歐元區經濟趨同標準規定的3% 標
準。2009年12月希臘政府承認其主權債務負債總額已高達
3000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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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危機與歐債五國 
依據歐盟統計局事後官方的資料，希臘2009年主權
債務負債總額占其GDP 129.3%，大大超過歐盟經濟
趨同標準規定的60%。希臘於2010年初急於尋求鉅
額融資以支付大量到期政府公債，避免出現主權債
務違約而使國家公債信用評級被調降的後果，許多
投資人對希臘、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
等歐盟國家主權信貸違約風險產生憂慮，引發了歐
債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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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臘債務危機(I) 
2009年12月標準普爾 (Standard & Poor)、穆迪 
(Moody’s) 及惠譽 (Fitch Group) 等國際信評公司
紛紛調降希臘政府債務信用評級，希臘融資成本
不斷提高，2010年2月11日歐盟通知希臘必須從
事進一步預算削減計畫，引爆希臘大規模的示威
遊行及街頭暴動，經過媒體大肆報導，引起世人
普遍注意，加深投資人認識了 
希臘債務危機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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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臘債務危機(II) 
歐債危機由希臘爆發，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
其原因由來已久，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乃希臘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性問題。希臘債信欠
佳緣自傳統上希臘政府帳目不確實，例如歐盟於
2010年1月一份報告，強烈譴責希臘的會計「嚴重違
法」(severe irregularities)，虛報其2009年政府預算赤
字僅是3.7% GDP，而事實經歐盟修正為12.7% GDP；
歐盟於2010年4月進一步向上修正為13.6%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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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臘債務危機(III) 
2011年6月1日穆迪再次將希臘信評由B1降3級成為
Caal之後，投資人依據市場經驗法則認為「被評為
Caal信評之債券，約有50% 會違約」，致使希臘發
行公債的成本大幅飆高。希臘10年期公債殖利率於
2011年9月9日高達20.1%；1年期公債殖利率於2011
年9月12日高達117%。銀行界認為10年期殖利率8% 
以上，就有可能債務重整或違約，而1年期殖利率超
過100%，技術上分析已經等同破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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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臘債務危機(IV) 
希臘債務危機經由歐盟、ECB及IMF三巨頭
(troika)三次紓困3,500億歐元，使希臘免於破
產，但目前債務仍高達3,170億歐元，負債總
額是178%GDP，遠高於歐盟60%GDP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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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債及希債危機對歐元的影響(I) 

1. 歐元大幅波動；歐元趨向貶值； 

2. 歐元區金融不穩定； 

3. 國際金融不穩定； 

4. 影響希臘政經/社會穩定 

5. 影響歐盟會員國團結；以及 

6. 影響歐盟整合發展。 

66 



三、歐債及希債危機對歐元的影響(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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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何去何從 

資料來源：Financial Times (2015) 



三、歐債及希債危機對歐元的影響(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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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退出歐元區是否引發EMU崩潰 

資料來源：Financial Times (2015) 



三、歐債及希債危機對歐元的影響(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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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債務危機仍是一顆不定時炸彈 

資料來源：Financial Times (2015) 



歐債問題國家與歐元區政府負債總額(Debt)及預算赤字(Deficit)(占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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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 葡萄牙 愛爾蘭 西班牙 義大利 歐元區 

Debt Deficit Debt Deficit Debt Deficit Debt Deficit Debt Deficit Debt Deficit 

1992-
2005 

97.1 -6.6 56.1 -4.0 56.4 0.5 56.5 -2.7 112.1 -4.8 68.3 -1.3 

2006 103.5 -5.9 69.2 -4.3 23.6 2.8 38.9 2.2 102.5 -3.6 67.4 -1.5 

2007 103.1 -6.7 68.4 -3.0 23.9 0.3 35.5 2.0 99.7 -1.5 65.1 -0.6 

2008 109.4 -10.2 71.7 -3.8 42.4 -7.0 39.4 -4.4 102.3 -2.7 68.7 -2.2 

2009 126.7 -15.2 83.6 -9.8 61.8 -13.8 52.7 -11.0 112.5 -5.3 78.5 -6.3 

2010 146.2 -11.2 96.2 -11.2 86.8 -32.3 60.1 -9.4 115.3 -4.2 84.0 -6.2 

2011 172 -10.2 111.4 -7.4 109.3 -12.5 69.5 -9.5 116.4 -3.5  86.1  -4.1 

2012 159.4 -8.8 126.2 -5.7 120.2 -8.0 85.4 -10.4 123.2 -3.0 89.5 -3.7 

2013 177 -12.4 129 -4.8 120 -5.7 93.7 -6.9 128.8 -2.9 91.3 -3.0 

2014 178.6 -3.6 130.2 -7.2 107.5 -3.9 99.3 -5.9 132.3 -3.0 92.3 -2.6 

資料來源：Eurostat (2015) 



歐債危機之其他影響(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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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危機對歐元匯率之影響 
 
歐元兌美元之匯率在過去十五年間，最高點1.5847出現於2008年7月，
最低點則為2000年11月的0.849。而2015年11月17日之匯率為1.067。 

歐元對美元匯率 (1999年-2015年11月) 

資料來源：ECB (2015) 



歐債危機之其他影響(II)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歐盟 1.5 2.5 2 3.4 3.1 0.5 -4.4 2.1 1.7 -0.5 0.2 1.4 

歐元區 0.7 2.3 1.7 3.2 3 0.5 -4.6 2 1.6 -0.8 -0.3 0.9 

希臘 5.8 5.1 0.6 5.7 3.3 -0.3 -4.3 -5.5 -9.1 -7.3 -3.2 0.7 

義大利 0.2 1.6 0.9 2 1.5 -1 -5.5 1.7 0.6 -2.8 -1.7 -0.4 

西班牙 3.2 3.2 3.7 4.2 3.8 1.1 -3.6 0 -1 -2.6 -1.7 -0.4 

葡萄牙 -0.9 1.8 0.8 1.6 2.5 0.2 -3 1.9 -1.8 -4 -1.1 0.9 

愛爾蘭 3.8 4.4 6.3 6.3 5.5 -2.2 -5.6 0.4 2.6 0.2 1.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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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GDP成長率 

資料來源：Eurostat (2015) 



歐債危機之其他影響(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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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B利率長期趨勢圖 

ECB主要再融資操作利率 (1999年-2015年11月) 

資料來源：Global-rate.com (2015) 

 



歐元的新挑戰(I) 

人民幣加入IMF特別提款權(SDR) 
1. SDR將包括：美元、歐元、英鎊、日圓及

人民幣五種國際關鍵貨幣； 

2. 五種貨幣權重比例將發生變化，2015年：
美元41.73%、歐元30.93%、人民幣10.92%、
日圓8.33%、英鎊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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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的新挑戰(II) 

3. SDR貨幣權重主要決定因素是：(1) 該國在
全球貿易總額比例；以及(2) 該國貨幣在全
球外匯存底比例；亦即反映該國在全球經
濟的規模及重要性； 

4. 歐元權重由37.4%下調為30.93%，影響最大； 

5. 人民幣因此將構成對歐元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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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歐元對超主權貨幣的啟示 

一、歐元如何形成一種超主權貨幣 

二、歐元對比特幣的啟示 

三、歐元對亞元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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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元如何形成一種超主權貨幣(I) 

(一)主權國家法定貨幣的依據及決定因素 

1. 國家貨幣主權/貨幣專屬發行權； 
2. 黃金、美元及外匯準備； 
3. 經濟規模、經貿表現、國際收支平衡

(BOP)、政府預算赤字及負債總額利率、
通膨水準等，皆會影響貨幣幣值及匯率走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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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元如何形成一種超主權貨幣(II) 
(二)歐元法定貨幣的依據及決定因素 
1. 1992馬斯垂克條約、2009歐盟條約(TEU)

及歐盟運作條約(TFEU)之明文規定，授權
歐盟建立ECB；ECB之建立具有歐盟憲法
性條約之基礎； 

2. 歐元區19會員國移轉其國家貨幣主權及匯
率主權給ECB統一行使； 

3. ECB決定歐元的發行、發行數量、共同貨
幣政策及單一匯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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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元對比特幣的啟示(I) 
1. 比特幣(Bit Coin)乃誕生於2009年的一種網路虛

擬貨幣，透過「區塊鏈」(Block chain)技術，進
行網路加密交易； 

2. 電腦程式控制總發行量，以維護幣值；2013年1比
特幣兌換30,000多元台幣，2015年10月1比特幣兌
換9,000多台幣； 

3. 不是由主權國家或超國家央行發行，沒有貨幣主
權的支持及背書，法理上不得視為一種真正貨幣，
僅是一種「金融商品」(financial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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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元對比特幣的啟示(II) 
4. 不是主權貨幣，所以產生劇烈波動性，

具有高度投機性質； 
5. 比特幣涉及詐欺及洗錢等犯罪問題，

中國大陸及泰國等國家禁止交易；臺
灣也禁止比特幣用於第三方支付做為
支付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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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元對亞元的啟示(I) 
1. 亞元(Asian Dollar或Asian Yuan)乃歐元於

1999年正式發行後，在國際貨幣及金融體
系引起很大震憾及迴響，某些亞洲學者及
政客乃倡議亞洲國家應參考歐元發行一種
亞洲共同貨幣，即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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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元對亞元的啟示(II) 
2. 亞元發行的主要困境是亞洲國家尚未進入

貨幣同盟，尚無超國家的亞洲中央銀行； 
3. 歐元乃歐盟自1952年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

(ECSC)，經由近50年長期實踐，才經由煤
鋼共同體發展到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聯
盟，以及目前歐洲經濟及貨幣(EMU)同盟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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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元對亞元的啟示(III) 
4. Prof. Bela Balassa於1962年出版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專書，將區域經濟整合分
為五大類： 

      (1) 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2) 關稅同盟(custom union)； 
      (3) 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 
      (4) 貨幣同盟(monetary union)；以及 
      (5) 經濟同盟(economic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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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元對亞元的啟示(IV) 
5. 二戰之後各國簽署500多項各種區域經濟

整合協定，90%是最初階段的FTA，9.9%
是關稅同盟，貨幣同盟僅歐盟達到此一階
段； 

6. 亞洲主要國家中國、日本、韓國及臺灣等
國尚未簽署一項多邊區域貿易協定，要直
接進入貨幣同盟並發行亞元，目前仍無此
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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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元對亞元的啟示(V) 
7. 歐元發行在歐債危機及希臘債務危機發生

後，尚且遭到重大挑戰，可見超主權貨幣
需有強勢超國家貨幣主權之支持，才得以
對抗經濟衝擊、金融波動及金融危機； 

8. 歐洲學者甚至指出歐盟除了紓困之外，另
需加強歐債國家的財政紀律，進一步建構
財政同盟及政治同盟。這些議題皆涉及更
加敏感的主權問題，乃是政治統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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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元與台灣之關係(I)：貿易關係 
1. 歐元在台歐貿易關係： 

      2014年台灣是歐盟全球第19大貿易夥伴，亞洲第7大   

      貿易夥伴；台歐雙邊貿易金額是481億歐元；台歐貿 

      易大皆以歐元報價及結算； 

 
2. 歐盟乃台灣第4大出口市場，台灣對歐盟享有62億歐

元的貿易順差。歐盟市場因此對台灣出口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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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元與台灣之關係(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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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歐盟的全球第19大貿易夥伴與亞洲第7大貿易夥伴 

資料來源：歐洲經貿辦事處(2015) 



四、歐元與台灣之關係(III)：投資關係 

1. 2014年歐盟對台灣投資(FDI)金額為8億歐元，歷年累
積投資總額91億歐元。台灣對歐盟投資1億歐元，累
積投資總額11億歐元。歐盟是台灣最大的投資(FDI)
資金來源，占台灣FDI總額的24.4%。 

 
2. 歐盟乃台灣技術移轉的重要來源，對台灣技術升級、

產業結構調整及產品競爭力之提昇等，皆有助益。 

88 



2014年台歐投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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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歐洲經貿辦事處(2015) 



歐盟主要進口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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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主要貿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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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與台灣貨品與貿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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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對台灣的貨品貿易額(單位：10億歐元) 

資料來源：Eurostat(2015) 



2014世界主要貨品貿易國家 
(10億美元／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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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Source: W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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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 

Source: WTO (2015) 



2014世界主要服務貿易國家(10億美
元／比率) 

95 

出口 

Source: W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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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 

Source: WTO (2015) 



2014各國人均GDP 

97 資料來源：IMF (2015) 



伍、結論 

一、歐元的意涵(I) 

歐元發行乃戰後國際貨幣體系之一件大事，對歐盟內部
及對外關係皆將帶來重大深遠影響。歐元發行代表歐洲
政經整合已發展到EMU新的階段，並觸及較為敏感之國
家貨幣主權領域，也象徵歐洲社會及人民之高度融合，
共同建立一個足以進一步促進貨品、人員、勞務及資本
自由流通之媒介工具以及單一的歐洲認同及象徵符號。
歐盟因此將不僅是抽象存在實體，而將深化、普遍至歐
洲一般家庭及個人消費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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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元的意涵(II) 
歐元因此將有助於歐盟促進內部各國政治合作、經
濟繁榮、社會穩定之目標，以及建立一歐洲人民更
加融合、團結之新秩序。歐洲除了預期有益於歐洲
貨幣穩定之外，也有助於歐洲經濟成長；並與EMU
及其他政策領域，例如就業及租稅，相互聯結，將
有利於提高歐洲人民之社會福祉，增進歐洲之和平
安全與繁榮。歐元發行代表歐盟對歐洲經濟已建立
信心之表徵；同時象徵歐元區19會員國決定將本國
貨幣發行主權移轉到歐盟之強烈決心，以追求更高
之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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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元的意涵(III) 

歐元具有法幣地位，使歐元發揮具有計價單位、給
付工具與保值等功能。歐元發行並將有下述影響:  
(1)歐盟會員國將降低外匯準備部位，尤其是各會員
國相互持有之歐洲通貨； 
(2)減少內部貿易匯兌損失，因此降低交易成本； 
(3)價格透明化、減少了資訊成本、提高競爭，而使
生產及價格更趨合理化； 
(4)歐盟將採取共同貨幣政策，改善歐元區會員國通
貨膨脹；歐盟並進一步調和租稅及經濟政策，將使
歐元穩定、強勢，形成國際關鍵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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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元的意涵(IV) 
(5)歐洲中央銀行將享有鑄幣權，歐元區會員國可以
降低外匯準備部位，對歐洲經濟發展有所助益；以
及 
(6)歐盟在對外貨幣關係，採取一致口徑，共同政策，
提高談判地位，並形成國際貨幣決策另一主流中心，
對美元及國際貨幣體系產生影響。綜上所述，歐元
被認為足以為歐盟在二十一世紀創造一個「新的歐
洲黃金年代」(A New European Golden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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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元的意涵(V) 
歐元在國際外匯準備地位、國際清算地位、
國際貿易結匯、及國際資本與金融市場交易
部位等層面，隨著歐元國際化而逐步提高，
形成足以挑戰美元傳統一枝獨秀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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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元的挑戰(I) 
1. 歐債及希臘債務危機乃歐元目前面臨的最大

挑戰，深刻影響歐元的匯率價位及歐洲整合
的未來； 

2. 人民幣於2015年12月正式加入SDR，歐元權重
由37.4%下調為30.93%，形成歐元之新挑戰； 

3. 歐元幣值主要依賴歐盟經濟本身表現，以及
歐盟對抗外部經濟衝擊及金融波動的能力及
危機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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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元的挑戰(II) 
1. 歐元結構性問題： 

歐元採取單一匯率政策，統一適用於19歐元會員國，缺
乏彈性。歐元對經濟強國德國是低估，對債務危機國家
如希臘又過於高估。希臘沒辦法透過貶值，增加出口。 

2. 歐洲貨幣同盟(EMU)結構性問題： 

ECB依規定無法扮演最後救援角色，提供歐洲銀行紓困。 

3. 歐盟尚未建立「財政同盟」，在不同會員國間從事主權
紓困及財政重分配。 

 

綜上所述，歐元除了貨幣同盟，歐盟仍需規劃進一步建立財
政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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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元對超主權貨幣之啟示 (I) 
1. 歐元乃由超國家央行，亦即歐洲中央銀行(ECB)所發

行。 
2. ECB由歐盟條約所規定，具有法律人格及獨立地位。 
3. ECB具有歐元區19會員國移轉的貨幣主權，行使共同

貨幣政策，發行歐元。 
 
        綜上所述，歐元乃由具有貨幣主權的超國家央行
ECB所發行，符合「貨幣國家理論」，此乃歐元效力之
來源與支柱。 

105 



三、歐元對超主權貨幣之啟示 (II) 

1. 歐元乃一超主權貨幣，成為歐盟與歐元區19會員
國的法定貨幣； 

2. 歐元取代德國馬克與法國法郎，成為國際關鍵通
貨； 

3. 歐元被納入IMF的SDR的一籃子國際關鍵通貨，
權重目前是37.4%，僅次於美元。歐元因此已建
立其國際關鍵貨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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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元對超主權貨幣之啟示 (III) 

1. 比特幣，不是主權貨幣，僅是一種具有高度被動性
的國際金融商品； 

2. 亞元僅是一種學者及政客提出的亞洲貨幣概念或願
景。亞洲主要國家尚未簽署最低階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遑論更高階經濟整合，更加敏感的貨幣同盟，
更難一步到位。 

3. IMF於1969年創設的特別提款權(SDR)，乃一另類超
主權貨幣，但是擁有188會員國的背書，又有美元、
歐元、日元、英鎊及人民幣(2016年10月1日起)五大國
際關鍵貨幣的一籃子組合，乃是一種「國際儲備資
產」，具有超主權貨幣之效力及法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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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元與台灣之關係(I) 
1. 歐盟乃台灣第4大貿易夥伴，台灣多年來一直享有對

歐貿易順差，歐盟乃台灣重要出口市場及分散市場
之目標； 

 
2. 歐盟乃台灣外資之主要來源，對台灣技術引進及升

級，扮演重要角色； 
 

3. 歐元乃台灣外匯存底的重要組成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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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元與台灣之關係(II) 
4. 台歐在科技、文化、藝術、環保、核安及人權等方

面交流合作關係密切；以及 
 

5. 歐元乃企業、家庭及個人重要理財工具。 
 
        綜上所述，歐元在台歐關係亦扮演一重要功能及角
色，已與台灣產生密切關係，它的美麗與哀愁也會影響
台灣。所以，我們也要重視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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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歐元與歐債對台灣的啟示(I) 
希臘債務危機有歐盟、ECB及IMF三巨頭，以及德國、
法國、義大利等28個歐盟會員國聯合救助。 
 
臺灣不是IMF會員國，又與大部分國家沒有正式邦
交，如果發生債務危機或金融危機，真的只有「自
我紓困」，「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了。 
 
所以，我們更應提高警覺，嚴格控制政府財政赤字
與負債總額，才得以避免財務惡化，發生財政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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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歐元與歐債對台灣的啟示(II) 
希臘債務危機對臺灣的啟示是，政府舉債應該節制，
年度預算赤字及政府負債總額皆需嚴格遵守公共債
務法第5條的規定。 
 
國會必須嚴格監督政府的預算赤字及負債總額，尤
其規範及控管隱藏性赤字及債務，針對超額赤字及
違法負債的各級政府及首長/官員，應予追究行政及
政治責任，以強化公共債務法的執行，並維護臺灣
的財政穩健及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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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相關博物館 
1. 歐洲中央銀行 
      網頁歐元專欄／歐元巡迴展覽 
2. Deutsche Bundesbank  
      Money Museum 
3. Deutsche Bank  
      Euro Museum 
4. Bank of England Museum 
5. British Museum 
      Room 68: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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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講座主要參考文獻及延伸閱讀 

1. 洪德欽，〈歐元之法律分析〉，《歐美研究》，第
29卷第2期，頁171-272，1999年6月。 
 

2. 洪德欽，〈歐元之國際經濟地位〉，《政治科學論
叢》，第29期，頁9-30，2006年9月。 
 

3. 洪德欽，〈歐債危機與歐盟財政規範的改革〉，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第8卷第2期，頁
155-195，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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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有獎徵答(I) 
1. 歐元紙鈔面額有幾種？ 

 

2. 歐元最大面額是多少？ 

 

3. 歐元最大面額紙鈔是什麼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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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有獎徵答(II) 
4. 歐元符號中間二線平行有哪些意涵或

隱喻(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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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符號中間二線平行的意涵 

1. 維護歐元(匯率)穩定，避免過 
     度劇烈的波動；並有效對抗國 
     際熱錢投資活動及金融波動等外 
     部經濟衝擊； 
2. 確保歐元區物價穩定(price stability)，以利於

ECB目標之實現；以及 
3. 促進歐盟金融穩定(financial stability)，營造

歐盟成為一個優質經商環境，提高歐盟產業
及產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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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有獎徵答(III) 
5. 歐元紙鈔反面皆以「橋樑」做為圖案，其

意涵及隱喻是什麼？ 

118 



歐元紙鈔橋樑圖案之意涵 

1. 以歐元促進歐洲經濟整合以及會員國
合作關係； 

2. 以歐元落實歐盟內部市場貨品、人員、
服務及資本四大自由流通；以及 

3. 以歐元促進歐洲人民的交流、溝通、
融合、建立一個更加緊密的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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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衷感謝 
 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研究講座審議委員會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 
 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謝謝聆聽   歡迎批評指教 

 
敬祝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E-mail: dchorng@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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