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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2009 年至 2019 年這十年來歐洲統合發展的危機，
試圖提供一個理論解釋的基礎。首先剖析統合理論新功能主義，
及其引用新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的概念對新功能理論的修正與
詮釋。其次以歐洲債務危機、移民難民處理、族群分離運動三個
事件做為案例檢驗，梳理出歐盟治理危機的三項落差：承諾與執
行的落差、政治菁英與公眾意見的落差、歐洲認同與國家認同的
落差；第三，就修正後新功能主義與案例結合，分析造成歐盟治
理危機的原因。最後，就新功能主義修正對利益分配、認同分歧
等現象總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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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歐洲統合發展在上世紀九○年代建立歐洲共同市場過程中，為
因應歐洲內部市場人員、貨物、服務、資金等相關障礙的去除，會
員國開啟進行一系列結構性調整與新制度的建構，如三柱架構的發
展。會員國從單純的經濟市場開放，走向外交安全與警政司法等政
治事務的合作。歐洲統合也從歐洲共同體轉變成歐洲聯盟。在政策
逐漸深化合作的同時，歐盟建構出兩大成就：單一貨幣歐元，成為
歐洲市場的媒介貨幣，以及去除會員國之間內部疆界管制的申根
區。
進入二十一世紀初期發展，歐盟可說是意氣風發信心滿滿。
2002 年歐元正式問世。2004 年及 2007 年進行歐盟史上最大一次規
模的擴大，當時有十個中東歐國家以及兩個地中海島國加入歐盟。
與此同時，歐盟企圖透過制憲會議，草擬新的憲法條約。未料，歐
洲憲法條約卻在 2005 年遭到法國與荷蘭雙雙否決。從此，歐盟進
入一段反省期 (a period of reflection)。直到 2009 年里斯本條約生
效後成為歐盟運作的基本法律規範，歐盟進入里斯本條約時代，卻
在後續的十年接二連三遭受到挑戰 (蘇宏達，2011: 149-340)。
相較於之前蓬勃發展的二十年 (1990-2009)，近十年 (20092019) 歐洲發展卻呈現停滯和倒退現象。經濟政策深化一直是歐洲
統合的基礎，從關稅同盟、共同市場走向經濟貨幣聯盟。貨幣政策
的統整卻因歐元區會員國經濟結構性的差異，引爆南歐債務危機，
至今尚未恢復元氣；政治上面對中東歐國家如波蘭與匈牙利一連串
修改憲法、干預最高法院人事、打擊同性戀、排斥移民、限縮媒體、
排斥多元主義等民主倒退措施。兩國在民主治理與法治與歐盟嫌隙
日增；移民問題導致歐洲內部極右民粹浪潮再度崛起；過去歐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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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爭相申請加入歐盟，先後歷經六次擴大，從六國擴大到 27 個會
員國。如今，英國公投脫離歐盟，猶如對歐洲統合的否定；再加上
部分會員國內部如蘇格蘭、加泰隆尼亞族群分離運動，危害到國家
統一完整與歐洲統合大計等等事件。箇中因素有利益受損，有公眾
意見長期被忽視，加上缺乏權威性機構對歐洲多重危機做出有效因
應措施等諸多因素，導致歐盟現今受到政治合法性的質疑以及人民
向心力的疏離。
在歐洲統合幾經起伏的歷史過程，作為統合理論代表的新功能
主義也飽受質疑 (Moravcsik, 2005: 354)。Lindberg 及 Scheingold
(1970) 結合多位學者總結近二十年區域統合的經驗發展，開始質疑
新功能主義及其他統合理論的解釋力。對此，新功能主義理論先驅
Haas (2004: xiii, xv-xvi) 重新詮釋其理論思維與途徑。在其代表作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三版導論中，Haas 引用新制度論理性選擇途徑，從利益、理
性算計角度說明行為者與結構的因果互動；以及往建構主義靠攏，
開始重視社會面向，強調觀念作為行為者與結構互動的變數。修正
版的新功能主義試圖從實證學派強調的「利益」，結合後實證「認
同」的觀念元素，使理論能更貼近歐洲統合的歷史脈絡。新功能主
義的修正引起統合學者廣泛的重視與討論 (Börzel, 2005; de Búrca,
2005; Farrell &Héritier, 2005; Mattli, 2005; Moravcsik, 2005; Risse,
2005; Rosamond, 2005; Schmitter, 2005)，亦有學者將新功能主義的
修正稱之為「新新功能主義」(Neo-Neofuntionalism) (Haas, 2004: li;
Schmitter, 2004: 45)。 1

1 1990 年代另有學者提出「辯證功能主義」(Dialectical Funtionalism) 作為新功能主義

的修正。內涵在探討超國家機制、會員國、國內利益團體在統合過程中三者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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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問題意識以「利益」與「認同」作為變數，推論國家與社
會各行為者在利益與認同遞增過程中會支持強化制度。相反地，利
益與認同若有落差，就會造成統合停滯或倒退 (Risse, 2005: 304305)。同時針對 2009 年至今影響歐盟、討論度高的歐洲債務危機、
移民難民爭議、族群分離運動等事件，本文試圖提供一個理論解釋
的基礎。首先，剖析新功能主義理論及其引用新制度主義與建構主
義對新功能主義內涵的詮釋與修正；其次，以歐債危機、外來移民、
族群運動三個事件做為案例檢驗，梳理出三項利益與認同的落差：
承諾與執行的落差、政治菁英與公眾意見的落差、歐洲認同與國家
認同的落差；第三，就理論與案例結合，解析歐盟利益與人民認同
落差形成的現象與成因。最後，就修正版新功能主義對歐盟多層次
治理中利益分配、認同分歧等現象總結意見。

貳、理論詮釋：新功能主義的修正
歐洲統合理論不外以超國家主義或政府間主義作為分析的依
據。超國家主義主要從過去聯邦國家的建制經驗，強調歐盟層次菁
英及歐洲聯邦理念的影響力。 2 國家主權派則被視為反統合力量，

結果，從國內因素分析影響統合或停滯原因。以及強調觀念作為歐洲統合的內部變數
的「後功能主義」(post-funtionalism)，重視民意與認同概念來解釋歐洲統合的困境。
有關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新新功能主義、辯證功能主義、後功能主義的差異比較
並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
2 聯邦派帶有理想主義成分，主張走制憲途徑，制訂一部歐洲憲法，作為從民族國家模
式實踐歐洲聯邦模式的捷徑 (McKay, 1999: 17; Mutimer, 1994: 19)。故在歐洲共同
體建立之初，聯邦派傾向交由人民選出之歐洲議會代表制訂一部憲法，交由公民投票
決定。但 1979 年歐洲議會直選卻未賦予其應有職權。1993 年歐洲聯盟條約以「更緊
密聯盟」(an ever closer union) 取代「聯邦」一詞，作為逐步建立超國家機構的途
徑。之後制定的歐洲憲法條約在 2005 年又遭到法國與荷蘭相繼否決。這些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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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政策的主導權應由各國政府掌控，視會員國政府為歐洲統合的
驅動力。其主張歐盟運作應建立在國與國之間相互協調共識上，建
構起功能性的合作。 3 在經貿事務如歐洲共同市場、對外經貿與貨
幣政策上，歐盟聯邦的架構已頗具規模，但在外交安全上仍保留屬
於主權國家權限。
新功能主義論承襲功能主義的要旨，主張透過過去經驗的累
積，導致一些運作規則的出現以達成預設目標與具體追求。這種集
體行動的過程強調利益的相容性，擱置意識形態的爭執，達到資源
利益重分配。統合就會從一個功能 (部門) 進而擴展到另一個功能
的合作。這種「部門統合的擴張邏輯」(the expansive logic of sector
integration) 成為新功能主義的核心概念 (Haas, 1958: chap. 8)。功
能與新功能主義理論對歐洲統合初期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1950 年
代初期，歐洲煤鋼共同體到原子能共同體和經濟共同體建立就是按
照功能性質成立的組織。
新功能主義主張因歐洲共同體 (以下簡稱歐體，歐盟前身) 早
期實踐的成功而獲得廣泛注意。西歐各國從煤鋼、原子能、經濟三
個共同體，走向建立共同市場的目標。可是戴高樂在 1960 年代開
始挑戰共同體內的聯邦主義勢力，造成著名的「空椅危機」(empty
chair crisis)，並導致 1966 年法國與歐體其他五國達成「盧森堡妥

驗證，走聯邦制憲途徑有其困難性，聯邦派便不再寄望制訂一部憲法解決統合所有的
問題。
3 功能主義途徑主張國家之間從較不具爭議性議題開始合作。Mitrany (1943: 39-41,
1975: 124) 提出分枝 (ramification) 說法：認為從一個部門的功能合作成功，會有助
於其他部門的合作。之後會形成一種功能性的互賴網，並逐漸滲透到政治部門，為政
治統一打下基礎。這種功能性選擇的方法是允許國家在維持其權威情況下，在小範圍
內實現相應的管轄職責。故區域統合並非消除主權國家的權力，去實現一個統一的政
治聯盟，而是按照功能的區分，組織起來的技術化管理的國際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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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Luxembourg Compromise)。這事件被視為政府間主義對超國家
主義的勝利。爾後歐洲共同體進一步統合又因 1970 年代能源危機
引起之歐洲經濟發展趨緩、停滯，使得功能性合作是否能正確地詮
釋歐洲統合之經驗備受質疑。直到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初
期，共同市場的建構所衍生的功能與政治雙外溢效應，又重新喚起
世人對歐洲統合關注以及對新功能主義的重視 (蘇宏達， 2011:
149-340)。如今，又面臨會員國債務危機、移民爭端以及歐洲內部
族群分離運動等內外事件多重衝擊。統合從崛起、停滯、復甦、蓬
勃發展、又再度面臨停滯倒退。在歐洲統合幾經起伏的歷程中，作
為統合代表理論之一的新功能主義有重新檢視修正其學說的必要。

一、本體論——實用建構主義
Haas 提出的新功能主義修正首先強化本體論的論述。以新制度
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解釋「能動者」(agent) 與「結構」(structure) 的
因果互動關係作為新功能主義的修正途徑。新制度主義的研究主要
體現在多元的研究途徑上，概分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
主義及歷史制度主義 (Hall & Taylor, 1996) 三種類型。三者本體論
的差異就在界定個體能動者與整體結構的相互構成的關係： 4 若就
4 「能動者」指的是個人、社會團體、國家等個體的統稱；「結構」是指社會個體之間

所形成的關係與規則。社會學制度主義關注社會內部結構，採取「文化途徑」(cultural
approach)，將制度與能動者關係分為規範 (normative) 與認知 (cognitive) 兩面向。前
者指的是正式規則、程序與規範，後者包含象徵體系、認知模式、道德模板，做為指
導人類行為的意義框架。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面對社會多元化的複雜性，制度的意義
框架可排除經濟的干擾影響行為者，維持制度自主性，形成所謂的「結構性制約」
(constraints of structure)；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理性選擇包含理性行為者與方法論採取
個體主義兩項基本假設。理性選擇途徑依循「計算途徑」(calculus approach) 假設行為
者理性算計作為偏好的選擇，同時必須考慮其他行為者的行為策略。行為者之間的策
略性互動對政治結果有決定性作用，以及為了降低交易成本與各國政策不確定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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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論分歧，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能動者途徑，為方法論的個體主
義，社會學制度主義的結構途徑屬於方法論的整體主義 (衛民，
2016: 81)。Haas (2004: xxv, xxxv) 認為兩個研究途徑過於簡化、單
向式解釋，忽略能動者與結構兩者之間的因果互動，陷入「見樹不
見林」或「見林不見樹」的缺陷。歷史制度主義看似統整理性選擇
與社會學兩制度主義的假設，兼顧「理性」與「結構」，但本身缺
乏清楚的本體論述。這種個體與整體的互動解釋跟建構主義有共通
的論述：首先，建構主義強調概念性的結構與物質性的結構一樣重
要。社會結構不能由物質決定，也不能由行為者自行規範，是各個
行為者之間互動產生的結果；其次，非物質結構對行為者的認同會
產生制約，因為認同代表有利可圖，才會產生行動；第三，能動者
與結構是相互構成的關係。能動者的互動形塑了結構，而結構又對
能動者之間互動會產生影響 (鄭端耀，2001: 200-201)。
修正版新功能主義結合理性途徑個體自利的行為主義以及建
構主義強調的認知、價值、規範等觀念在結構的作用兩個邏輯概念，
作為「實用建構主義」(pragmatic constructivism) 本體的內涵 (Haas,
2004: xv, xxv-xxvi)：
理性選擇的行為途徑，偏向「軟性的理性選擇」(soft rational
choice)，以數學形式邏輯推演及談判技巧，如引用賽局理論 (game
theory) 解決個體追求利益極大化所形成的集體行動困境。理性選
擇採用「結果性邏輯」(logics of consequentialism) 來推論能動者的

終選擇制度來交換利益 (gain from exchange) 歷史制度主義採取折衷方式。其假設採
取「計算途徑」與「文化途徑」，強調能動者理性自利的行為邏輯，同時把研究的重
點置於規範、決策以及慣例的程序，將能動者的利益與結構相互的結合。簡言之，能
動者理性計算會影響其利益與偏好，但能動者自主性同時受結構規範的影響 (Hall &
Taylor, 1996: 939-940, 945)。

226 歐美研究

行為 (Risse, 2005: 294)。也就是說，任何國家的決策者都會以理性
作為決策依據，而所謂理性就是爭取國家最佳利益。對新功能主義
而言，利益天生就是衝突。統合就是利益能實踐的妥協並引導各方
追求利益的手段。過程中不同的利益團體能得到不同的滿足，才會
支持統合前進。
建構主義途徑關注社會各行為者，從能動者對自己以及結構的
認同 (行為者內化自身的價值與規範作為集體認同)，產生對利益的
重新定義，並採取新行動，從行動中獲得新的認同，形成利益—行
動—認同三者循環，成為建構國際社會的動力 (鄭端耀，2001: 200201)。換言之，能動者與結構呈現相互影響之勢，看似各自獨立，
卻又緊密結合。建構主義採取的「適當性邏輯」(logics of appropriateness)，強調國家間在國際社會互動並非只為追求利益。國家間與
國際社會的互動會因能動者在結構中能力、影響力不同而有所不同
(Risse, 2005: 294)。
Haas (2004: xv) 進一步解釋新功能主義的本體論，主要圍繞在
物質與觀念之間的辯論。主張國家利益偏好與選擇並非一成不變，
而是基於政治各行為者所處外在環境決定的。由國家共同價值決定
利益，亦即以價值塑造 (shape) 利益。此價值不全然是依照物質利
益的算計，也包含非物質元素。從物質與規範兩面向，尋找出價值
衍生的利益 (value-derived interest)。也就是將利益與認同結合，解
釋行為者如何從利益與認同逐漸遞增過程中選擇支持制度 (Risse,
2005: 294)。

二、外溢效應的補強——路徑依賴與非預期性結果
就新功能主義核心概念，不外乎外溢 (spill-over)、超國家性
(supranationality) 與忠誠轉移 (loyalty-transferring)。外溢效應意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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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過程雖然是經濟性的，但未必侷限於特定的經濟部門。一定領
域的經濟合作會聯繫到相關部門的政策，統合就由經濟領域，大部
分是非預期性地，擴及到政治、社會各領域並產生進一步統合的政
治壓力，進而促使統合逐步發展和深化 (Haas, 2004: 16)。例如歐盟
在建立共同市場同時，為因應內部市場的需求，開始推動各國在簽
證、運輸、社會福利、稅收、勞工權益保障以及貨幣政策等各方面
的合作。從經濟領域逐漸滲透到政治、社會領域的功能性擴張；此
外，新功能主義指出在多元社會競逐情況下，國內利益越多元、分
歧，越容易接受超國家機構代為處理，透過超國家體系尋求解套方
式 (Haas,1964: 49)。特別是在經濟與政治事務之間的整合聯繫，透
過外溢效應，超國家機構在此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Haas
(2004: 29-31) 所設想的超國家機構是作為民族國家忠誠的匯集地，
是一個或多或少具有權限往中央傾斜的新的超國家組織，並且與聯
邦主義的分權化觀念有相似之處。Moravcsik (1993: 475, 2005: 352)
將上述功能性擴張分為兩項：功能性外溢 (functional spillover) 和
政治性外溢 (political spillover)。功能性外溢是指經濟邏輯的延伸和
功能職權的互賴驅動進一步的整合。政治性外溢意謂著各國菁英份
子在既有的統合架構下受到密集的社會化，因而內化了統合的價值
和邏輯 (黃偉峰，2001: 139)。在國家層級因為共同需求而進一步推
動了統合 (Rosamond, 2005: 244)。透過功能與政治雙外溢的邏輯，
來解釋統合過程國家追求利益極大化，並委託制度解決集體行動困
境的過程，形成「軟性的理性選擇」本體論的內容。
然而在 196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中期歐體近似停滯的時期。
歐洲統合在國家主權派抗拒下呈現幾乎停滯的局面。外溢效應的發
揮須考量社會多元化、經濟高度深化、國家意識形態分歧等其他因
素 (Rosamond, 2005: 246)。如 Hoffmann (1966: 885, 901) 檢視政

228 歐美研究

府間議價過程，將統合分為「低階政治」(low politics) 與「高階政
治」(high politics) 兩層次。會員國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就經濟
社會這些「低階政治」事務進行合作，但涉及主權的「高階政治」
領域，則透過政府間會議的磋商和協調來實踐。過程中強調國家的
優先選擇和國家之間的合縱連橫，透過分析會員國政府採取的決策
和行動因素，對歐洲統合進展和速度作出解釋。一些學者也持同樣
看法 (Keohane & Hoffmann, 1991: 10-17; Mattli, 2005: 334; Moravcsik, 2005; Risse, 2005: 302)，質疑新功能主義從經濟統合到政治
統合的「部門統合的擴張邏輯」。認為功能性統合比較容易在低階
政治的相關議題上調和，可是一旦功能外溢牽涉主權等高敏感度的
政治意識形態，外溢效應就不明顯。的確，在 1960 年代中期以後
歐洲統合的發展，政府間主義的論點正好反映出國家在高∕低階政
治事務扮演一個重要的守門員角色 (Davis Cross, 2012: 230)。國家
在經濟往政治深化合作的配合度 (作為與不作為)，成為歐洲統合的
主要變數。
對此，Haas 提出對新功能主義第一項修正在回應外界對其外溢
核心概念的批評。首先，外溢效應強調統合的動力來自部門的自動
擴張，以及經濟合作帶動政治合作的假設，但有時與歐洲統合歷史
經驗不太相符而遭致批評。修正版新功能主義採用新制度主義路徑
依賴 (path dependence) 的概念來補強外溢的觀念。從歷史制度主
義強調制度的延續性，說明制度如何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循
環的結果。路徑依賴強調前一階段的政策選擇會對下一階段的政策
產生某種制約與影響。當制度越能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產生報酬遞
增 (increasing returns)，制度系統就會越強化。制度一旦被認可鎖定，
後續發展的路徑就很難被扭轉或取代 (Hall & Taylor, 1996: 942;
Pierson, 2000: 252)。對此，Haas (2004: xxiii) 將路徑依賴特點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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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項：正向回饋 (positive feedback) 與鎖定 (lock-in)。譬如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建立煤鋼、原子能、經濟三個共同體，開啟統合
的功能性合作。即使在 1960 至 80 年代法國戴高樂 (General de
Gaulle) 與英國柴契爾 (Margaret Thatcher) 主政時期歐洲政府間主
義盛行，但兩人依舊無法反轉統合過程。
而歷史之所以會產生路徑依賴的現象，是因為行動者在當下的
環境與條件下所採取的最適切的行動方案。但在不同的時間點，行
動者就可能受到偶發事件與非預期因素的影響而產生改變。在歐洲
統合起伏過程中，新功能主義不得不承認，統合不是平順的線性發
展，在各個階段不同環境下會產生不同結果。
對此，Haas 參考 Schmitter (1970: 845) 提出的國家行為者策略
選擇，對其「部門統合的擴張邏輯」提出清楚的劃分。除熟悉的外
溢效應外，尚包括：「環溢」(spill-around) 意謂功能的擴散，大規
模地在不具爭議性的政策領域合作；「建構」(build-up) 是指成員授
權給更高層級組織，但不增加相對權力；「緊縮」(retrench) 增強政
府間聯合審議層次，但收回機構特定領域的權限；「混亂」(muddleabout) 由區域官僚體系處理討論各式各樣議題，但降低官僚體系權
能；以及「回溢」(spill-back / disintegrative) 指的是制度的功能與權
限回復到外溢前狀況 (Moravcsik, 2005: 354-356; Schmitter, 1970:
845-846) 等概念。其中「外溢」、「環溢」、「建構」是對超國家
機制層級與管轄範圍的強化，有時也會呈現統合的倒退「混亂」與
「回溢」現象，甚至回歸到政府間運作的「緊縮」狀態。藉此補強
外溢效應解釋力與路徑依賴的正向回饋說 (Haas, 2004: l-li)。
其次，新功能主義精髓在於經濟與政治事務之間的統合聯繫，
透 過 功 能 性 與 政 治 性 雙外 溢 以 及 非 預 期 結 果 建立 起 超 國 家 機 構
(Haas, 2004: 291-292)。歐盟的超國家機構，特別是歐洲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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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要解決會員國集體行動困境。同時設置歐盟理事會、部長理
事會的政府間合作機制，以條件多數決∕雙重多數決 (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 double majority voting) 方式匯集國家主權，並委託中
央機構 (歐洲執委會) 代為處理。過程中代表超國家層級的執委會
與國家層級的理事會取得穩定的權力平衡 (Risse, 2005: 299)。這主
要是根據「功能建制理論」(functional theory of regimes)，認為超國
家組織功能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談判的效率。過程中專家學
者組成之知識社群 (Epistemic communities) 基於技術與專業考量，
會進一步支持統合深化 (Farrell & Héritier, 2005: 275-276)。
新功能主義採取「軟性的理性選擇」這種個體自利的行為主義，
詮釋各行為者決策與超國家機制的議價過程。類似觀點也存在自由
派政府間主義三階段論 ——國內偏好形成、政府間談判、制度選擇
(Moravcsik, 1993: 480-482)。自由政府間主義採用理性選擇的途徑，
強調國內各行為者之偏好，會員國將之利益匯集作為政府間談判之
依據，最終協議達成與否端視各國策略運用及國家實力，但超國家
機構影響談判結果有限。簡言之，國家與超國家機構之間屬於「主」
、
「從」(principal-agent) 之間的關係，國家是「主」、超國家機構是
「從」。若無國家授權，超國家組織就沒有獨立自主的行動能力。
超 國 家 機 構 不 過 是 扮 演增 加 政 府 間 合 作 穩 定 性及 可 信 度 的 角 色
(Hooghe & Marks, 2001: 10)。
新功能主義與自由政府間主義，都認同理性選擇的行為途徑，
都是從「利益」的角度出發，只是新功能主義強調超國家利益，政
府間主義強調的是國家利益。兩派最大的分歧在於對制度角色的看
法。新功能主義強調制度的委託，政府間主義強調國家的主導權。
爭論看似對立，在實踐上兩派其實處於一種微妙的平衡 (盧倩儀，
2011a: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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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功能主義外溢效應在國家主權派抗拒下受到阻礙，但
1987 年單一歐洲法案 (Single European Act) 與 1993 年歐洲聯盟條
約的施行賦予歐洲統合的新動力。歐洲統合從經濟合作為主的歐洲
共同體，發展成為涵蓋多元議題全方位的歐洲聯盟，過程中歐洲執
委會的角色至為關鍵。面對歐洲統合這種轉折性的復活，單純就歷
史脈絡發展出的路徑依賴並無法有效解釋制度變遷 (Haas, 2004:
xxxv) 。 Haas (2004: xxi) 以 歷 史 制 度 主 義 的 「 非 預 期 性 結 果 」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解釋統合的動力或阻礙，強化外溢與路
徑依賴解釋的不足。按非預期性結果解釋，制度的產生是按照歷史
的路徑依賴。重大歷史事件會出現制度斷裂的「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形成制度變遷的「分歧點」(branching point)。當歷史事
件進入新路徑，就可能產生多樣化、非預期性的結果 (Hall & Taylor, 1996: 942)。倘若個別行為者意識到其利益可經由新途徑達成，
包括賦予一個較大組織政治上的承諾，在過程中行為者就可能採取
新的選擇方案重新調整其利益與福祉 (Haas, 1964: 47)。反之，當各
別層次的行為者與既定政策新方案有利益衝突時，就有可能形成超
國家行為者、特定國家與特定利益團體的結盟，其結盟形式會隨議
題不同而不同。這種發展有時順遂，有時也會不利於統合的擴張
(Haas, 2004: xxiii-xxiv)。相同的概念如 Krasner (1984: 240) 提出的
「斷續式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 來解釋制度變遷，認為制
度會在特定一段時間維持均衡，之後產生轉變。變動後的制度會產
生另一種均衡繼續發展下去。正如歐洲債務危機中歐洲執委會、歐
洲央行與德國聯合的強勢干預南歐債務國財政，而有財政聯盟的提
議。移民難民爭議中，義大利與部分中東歐國家對歐盟的難民收容
機制的反彈，發展出共同難民庇護政策與建立外部邊境管制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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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歐盟權限的擴張與會員國利益的調適，就形成如歐洲統合過程
危機或轉機的關鍵。

三、交叉認同——超國家性與忠誠轉移
1990 年代初期歐盟制訂馬斯垂克條約，內容因應共同市場自由
流通，原屬於國家權限的社會福利、公民、移民事務轉移至跨國層
次討論。人民對切身利害關係的議題討論度激增，使得決策者不得
不重視公眾意見。統合核心從「利益」研究開始轉向「認同」的討
論，開始重視社會面向，從內部民意與認同概念來解釋歐洲統合的
困境 (Davis Cross, 2012: 231)。修正後的新功能主義往建構主義靠
攏，將社會意識中規範、認同視為歐洲統合的內部變數，形成了以
認同觀念作為新功能主義的本體論述 (Haas, 2004: xxv)。
上述的修正跟新功能主義另一個核心概念：超國家性與忠誠轉
移有關 (Haas 1958: 11)。這點出歐洲統合過程中的關鍵：一是功能
外溢與會員國主權讓渡，建立起歐盟多層次治理體系；另一關鍵是
認同建構。會員國在觀念上調整主權意識心態，才能導向正向統合
(衛民，2016: 84)。過去新功能主義樂觀認為，隨著經濟統合過程會
帶動政治合作，國家不同層級的政治行為者會將其政治行動與轉向
效忠對象一個新的中心。人民不會因為同時對國際組織以及國家效
忠 導 致 相 互 矛 盾 ， 反 會將 原 本 對 國 家 之 認 同 轉移 至 新 國 際 組 織
(Haas, 1958: 16; 2004: 3)。Lindberg (1963) 也有類似看法，認為統
合是各國放棄推行獨立的對外政策和關鍵性國內政策的願望和能
力，轉而尋求作出共同決策，或將決策委託給新的中心機構的過程。
按照新功能主義的理解，這種超國家中心機構是歐洲統合進展的重
要因素。超國家機構能夠代表內部會員國的共同利益，能夠協調相

歐洲治理危機

233

互間的利益衝突，才能促使社會組成份子將政治忠誠轉移至歐洲層
次 (Risse, 2005: 293)。
Haas (2004: xv) 承認過去新功能主義過於強調利益，但統合或
區域化過程不僅是物質，同時也是觀念上的建構。誠如建構主義指
出，國家利益並不全然依照客觀存在的物質利益來算計，而是國家
社會彼此互動認知形成。此處探究的層次是能動者與結構的互動關
係。從能動者對自己以及結構的認同，產生對利益的進一步共識，
並採取進一步行動。然而，統合過程中，超國家、國家、次國家團
體三個不同層次的行為者互動關係是甚麼？三層次中交叉認同的
關係為何？彼此之間是否有相互包容性？認同如何在多層次政治
競爭的過程中被塑造 (賴昀辰，2018: 142)？
首先，若將歐盟多層治理作為統合過程的主導力量，可分為超
國家機制、國家、國內社會各行為者，從不同層次的行為者在歐盟
內部的互動來觀察。歐盟多層次治理體制來自聯邦派權力的去中心
化 (decentralization) 概念 (朱景鵬，2013: xxi)，將權力分散和再分
配到各個層次不同的經濟、社會、文化利益之間 (Schmitter, 2000:
45)。權力分散是聯邦原則政治實踐的內在邏輯 (Mutimer, 1994:
18)。而多層分權原則被進一步發展為「多層級治理論」(multi-level
governance)，認為區域統合是同時在多層級上互動並產生規範，歐
盟就是這種各類互動的組合體。從聯邦體制演繹出的權力分散原則
正是馬斯垂克條約輔助性原則 (principle of subsidarity) 的核心，將
權力以各種形式分散到聯盟內的不同層次上，作為歐盟超國家機制
與會員國權力劃分原則 (蘇宏達，2001: 635-636)。如今歐盟仿效民
主國家三權分立機構創設的歐盟執委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等設
計。其他如歐盟旗幟、盟歌、歐盟日、座右銘、單一貨幣歐元等準
聯邦體制的元素也一一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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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超國家與國家層次，新功能主義基本上屬於社會中心主義，
單純從功能合作效益與上層組織結構作為評估統合的依據 (曾怡
仁，2004: 32)。重點並非歐盟未來的體制為何，而是賦予歐盟必要
之權力，明確劃分歐盟與會員國之間的權限。以超國家機構作為協
調會員國相互間利益衝突的平台，成為內部成員共同利益與認同的
匯集。
在國家與國內兩層次，建構主義強調物質和觀念兩方面的關
係。物質方面指國內區域之間相互依賴元素，觀念方面指區域認同
與共同體。物質強調區域內不同族群相互依賴的程度決定族群之間
的關係。互賴程度高產生族群認同 (group identity)，反之，就會產
生相對剝奪 (relative deprivation) 或分離主義 (separatism) 極端相
反的現象 (卓忠宏，2017: 161)。但認同與剝奪是如何產生的？就理
論分類，有原生論 (primordialism)、結構論 (structuralism)、建構論
(constructivism) 以及三種解釋：原生論強調族群認同是固定 (fixed)
且與生俱來的 (given)，來自於歷史發展過程中共同的血緣、語言、
宗教、或是文化等根深蒂固的本質 (essence)，促進族群形成與集體
認同 (Brubaker, 2009: 28)；結構論與原生論相反，認為認同並非固
定不變的，而是族群認同對當下現狀的權宜應變措施。在於族群對
現有政治權力、經濟資源、社會地位或文化認同的認知或相對剝奪，
產生對現有社會不平等結構的反抗。因此，被動的成分多於自我認
知；建構論從社會本體分析，強調主體性的建構與認同，是由外在
環境與族群內部的對話所產生的結果。強調彼此共同經驗與歷史的
共同記憶，認為族群認同是自我選擇而建構的過程，甚至於是一種
集體的想像 (施正鋒，2004: 93)。
就次國家與超國家兩層次互動，Hooghe 及 Marks (2001: 4) 認
為次國家角色可同時在國家與超國家層次運作，建立跨國聯繫。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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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再是國內與歐盟之間唯一聯繫者的角色，次國家可跳過國家層
次，直接參與歐盟事務。實際上，歐盟多層級治理模式中給予地方
政府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各地方可以跨越國家層次，針對自身的地
理、經濟、文化特點制定適合自身的發展路徑，在歐盟境內從事跨
境合作 (黃榮源，2013: 26)。這種跨境合作的模式則與歐洲族群運
動一再活躍有關。歐洲統合的成功其實也間接鼓舞了內部族群運
動，兩者之間並非兩條平行線或背道而馳的發展。
其次，就超國家、國家、次國家三層次不同認同的關係為何？
彼此之間是否有相互包容性？在 Jesse 及 Williams (2005: 3) 研究
中，認為歐盟建構漸進過程中，第一主權的匯集；第二允許交叉認
同；第三降低族群與國族主義 (nationalism) 份子衝突。傳統民族國
家的建立及其主權觀伴隨而來的是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在民族與國
家建構及發展的過程中，凝聚出對特定土地及族群的國族認同。至
於認同是排他還是包容受到個人認知影響。若個人認知是與生俱來
的，則認同就難以改變。若認同是經由社會化過程而來，則隱含認
同可以改變與包容性 (賴昀辰，2018: 142)。Haas (1958: 16) 認為
社會化過程，歐盟人民可擁有多種相容的政治認同，即使將認同轉
移到歐盟層次，也無須放棄對國家、地方的認同。亦即歐盟會員國
公民同時有對歐盟－本國－地方擁有交叉且優先順序不同的政治
認同。人民無須被迫二選一，在其本國政府之外，同時存在另一個
相輔或更高的權威所在，取代國家行使部分權限，與其國籍及本國
身分沒有對立，只是優先順序不同 (Risse, 2005: 295, 304)。這種共
生的多重政治認同的現象產生如俄羅斯娃娃般以向心圓方式層層
套疊的巢疊狀，最核心的娃娃大多數仍是本國身分；第二是性別、
族群、地域、國家、歐洲等都是身分形成的元素，認同如網絡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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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交錯；第三是造成身分認同混淆，有如大理石蛋糕般混合交錯，
而難有明確定義 (藍玉春，2009: 87-88; Risse, 2005: 295)。
最後，在多層次政治發展過程中，認同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
Hurrell (1995: 67) 從建構主義理論解釋，將區域視為諸多不同現象
的漸進過程。包括：一、區域化，特定地區內社會和經濟互動過程；
二、「區域意識」(regioness) 與區域認同，強調內部傳統、共同文
化、歷史或宗教傳統，形成我群 (we)；三、外部威脅或挑戰，來自
外部他者 (others) 安全威脅或文化挑戰；四、區域國家間合作，包
括正式或非正式的政府間合作，並不強調制度化；五、國家推動的
地區深化，即意義上的區域統合。它涉及一定的範圍、深度、制度
化和中央化；六、區域凝聚性，指在前面四個階段基礎上有可能出
現統一的區域單位。Hettne (1999: 14) 進一步解釋「區域意識」的
形式，含 (超國家) 區域、國家、次國家和跨國家的小型區域等相互
關連性。自兩極對抗結束，世界體系的結構為區域行為主體提供了
謀略空間 (room-for-maneuver)。霸權衰落促進了區域強權興起。區
域統合的進展形成多極化的結構性變化。首先，在超國家區域層次，
國與國在超國家與國家層次之間相互依賴逐漸增強的情況下。新功
能主義和新制度主義將超國家組織視為民族國家對區域相互依賴
產生的功能性合作。經由功能的擴散，產生外溢、環溢、建構等效
應，對超國家機制層級與管轄範圍的強化，進而授權給更高層級組
織，發展出對區域的認同 (Haas, 2004: l-li)。其次，隨著統合深化，
區域政治應理解為國家利益的聚集和調和，國家政策會逐漸趨同
(homogenization)。如歐盟統合過程中在經濟事務的調和，各國在經
濟政策上逐漸趨合，產生歐洲化 (europeanization) 的現象。然而，
隨著政策趨同，人民對區域的認同是否會隨權力結構改變而有所更
動 (賴昀辰，2018: 143)？當然這會因國家對統合認知不同而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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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因區域統合順遂與否影響人民對區域機構的向心力。第三，
區域內各層次藉由參與區域統合與世界經濟接軌，提供小國以及小
團體有可能發揮影響力的平台。區域作用的提高，賦予國家內小群
體有其他選項，對國家依賴降低，進而刺激國族主義運動，威脅到
國家的統一 (Hurrell, 1995: 67)。
然區域主義與國族主義未必處於對立，機構與國家都是區域統
合發展的基石。超國家主義發展與國家凝聚力是互通的。成功的區
域統合意謂國家之間在區域內互動頻繁 (Mattli, 2005: 329)。核心
問題在於國家有意形塑或國家互動過程中自然產生。前者是政府選
擇下產物，目的在增進地理位置接近的國家彼此的政經互動，藉由
經濟合作的加深，進而建構政治整合的條件。後者是區域內國家自
發性互動，進而去除促進經濟或其他領域合作的障礙。如今，歐洲
統合發展出在國家認同之上，出現另一種對歐洲認同的非零合遊戲
現象。亦即歐洲認同與國家或其他群體之間認同未必呈現此消彼長
趨勢 (Risse, 2005: 295)。
前述新功能主義的修正，Haas 從本體論強調物質與觀念在制
度與行為者互動的作用。修正後的新功能主義有很大一部分引用新
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觀念。依循新制度主義理性選擇、歷史軌跡、
非預期結果補充經濟與政治外溢效應的解釋力。同時引用建構主義
強調社會化過程中政治菁英認同、偏好、規範在制度的角色 (Davis
Cross, 2012: 232)。重新修正統合外溢效應的自動自發過程，將路徑
依賴與非預期結果看作統合動力 (Hass, 2004: xxii)。動力來自統合
過程中獲得的物質利益，承認會員國在高階、低階之間的策略選擇，
其前提是政府間的議價過程，並強調國家社會行為者與歐盟互動產
生的認同對統合的影響 (衛民，2016: 83)。簡言之，從利益與認同
平衡的角度分析，認為國家從利益與認同遞增過程中強化制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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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地，利益與認同若有落差，就會造成統合停滯與倒退 (Risse, 2005:
304-305)。
綜合上述，修正後新功能主義將「利益」與「認同」視為國家
間 合 作 與 超 國 家 組 織 互動 的 主 要 變 數 。 歐 盟 運作 過 程 就 像 鐘 擺
(pendulum) 擺盪在「整合邏輯」(the logic of integration) 和「歧異
邏輯」(the logic of diversity) 之間，而不是個持續成長的過程。以致
歐盟決策組織在國家利益與價值觀的政策競爭與衝突之中搖擺，政
策也擺盪在政府間合作與超國家組織的兩端。任何政策制訂與其運
作的走向，端視超國家與政府間力量的相對強弱來決定。但如果兩
端磁極都同時衰弱時，則無法從兩端之間產出任何的決策。而這種
運行的模式，便造成了歐盟持續緩慢的原因 (Wallace, 1996: 13)。

參、利益與認同的落差：案例交叉分析
歐洲統合初期成功的原因有二：一是第二次大戰後，歐洲各國
渴望降低歐陸內部的衝突，透過緊密的經濟整合促進政治合作，而
透過政治合作再進一步強化經濟整合，一直循環下去。由於這個共
識，在早期歐洲統合階段，就建立了超國家的區域性機構，協調並
統籌各項事宜，這是推動區域統合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二是歐
洲各國在歷史、哲學、政治、科學、宗教、藝術等各方面分享共同
的文化價值觀。這個文化價值成為建立歐洲統合的基石 (彭德明，
2005: 71-72)。這點出歐洲長期深化合作兩項基礎：以經濟合作為基
礎的利益重分配，其中超國家組織扮演會員國溝通合作的平台；以
及基於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展現出的歐洲認同。從以下以三個受關注
度高的事件比較利益重分配與認同的問題：一是 2009 年以來的歐
洲債務危機。歐債問題已屆十年，對歐洲統合下一步深化發展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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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二是大規模非法移民與難民湧入歐洲的問題，對歐洲國家安
全、社會穩定、文化包容都是一大挑戰；三是認同危機，無論是英
國脫離歐盟、國家內部 (蘇格蘭、加泰隆尼亞、科西嘉島等) 族群分
離運動都屬此類。以下針對三項危機歸納為承諾與執行的落差、政
治菁英與公眾意見的落差、歐洲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落差這三大項分
析歐洲統合的困境。

一、承諾與執行的落差
在 2009 至 2019 年的十年發展中，初期討論最多、影響層級較
廣的不外歐洲債務危機以及移民難民大規模湧入歐洲的問題。歐洲
經濟暨貨幣聯盟初期在討論時，歐盟採取「一體適用」(one size fits
all) 的標準，以四項趨合標準 (economic criteria) 作為會員國能否
加入單一貨幣之審核依據。 5 其中匯率、通貨膨脹、與長期利率由
歐洲央行統籌管理，預算赤字與政府負債仍保留給會員國政府自行
管理。南歐國家在失去貨幣主導權情況下，大舉擴張財政以因應內
部經濟需求，最終導致財政失控，違反當初遵守歐元紀律的承諾。
事後歐盟發展出一系列處置南歐債務的機制，如購債計畫、 6 銀行

5 1992 年歐盟會員國簽署馬斯垂克條約，其中第 109j 條設定各國加入單一貨幣的四項

經濟趨合標準：(1) 通貨膨脹率不得超過最低三國平均值 1.5%；(2) 逐年縮減政府負
債不得超過國內生產毛額 60%，以及政府預算赤字不得超過國內生產毛額 3%；(3) 長
期利率不得超過通貨膨脹率最低三國平均值 2%；(4) 至審核加入單一貨幣名單前兩年
內其貨幣匯率皆在歐洲貨幣機制浮動範圍內 (Regan, 2013)。
6 歐盟處理歐債作法是針對每個債務國狀況不同而應對方法不同：對無力償債的國家，
則透過債務重整機制 (像希臘)；針對資金流動不足的國家，給予完全資金需求 (像愛
爾蘭、葡萄牙)；而義大利、西班牙兩國仍有償債能力，目前看起來僅是資金流動性不
佳。為了對陷入經濟危機的國家提供更多援助，歐洲央行於 2015 年實施歐元版的量
化寬鬆計畫 (QE)，從 2015 年 3 月開始每月購買 600 億歐元的公私債。希臘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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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 (banking union)、 7 歐洲穩定機制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ESM)、8 財政協議 (Fiscal Compact) 9 等作法 (郎偉芳，2011;
諶悠文、尹德瀚，2015; Randow, 2017)。然面對歐元區南北經濟結
構差異的兩難，既有競爭力也有債務問題。歐洲央行在執行貨幣政
策時就很難兼顧到各會員國之狀況與需要。歐元區如德國、荷蘭與
法國等因歐元對美元貶值使得出口競爭力大增，卻無法舒緩南歐國
家經濟成長停滯。此種經濟歧異 (divergence) 的現象導致歐盟無法
在相同之匯率水準發展經濟貿易。復因經濟政策須兼顧出口競爭力
與擴大內需，若以匯率貶值提升出口競爭力，對以出口為導向之會

紓困的國家也包括在購債計畫內 (郎偉芳，2011; 諶悠文、尹德瀚，2015; Randow,
2017)。
7 過去歐元區的金融監理方面，主要採取會員國相互尊重的互惠主義。由於歐洲缺乏統
一的金融監理制度、銀行存款保險機制、銀行紓困基金、金融機構接管等與銀行聯盟
有關的制度設計，更使得銀行難以承受金融危機的衝擊。
8 歐盟在 2012 年責成歐洲央行建立單一的銀行監理機制。在該機制確立後，可透過永
久性的紓困基金直接對歐洲銀行業注資，也就是「歐洲穩定機制」，購買會員國的主
權債券。
9 2012 年 6 月歐盟 25 國 (除英國、捷克外，克羅埃西亞尚未加入) 同意在里斯本條約
架構下增加「經濟暨貨幣聯盟穩定、協調與治理條約」(The Treaty on Stability, 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i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TSCG)，一般稱之為
歐洲「財政協議」或「歐洲預算公約」(European Budgetary Pact)。內容是將預算平
衡和自動懲罰的機制寫進歐盟條約之中，訂定所謂的「黃金規範」(golden rule)，規
定各國結構性赤字 (扣除景氣循環因素導致預算赤字部分之後) 不得超過 GDP 的
0.5%，以及政府財政赤字超標程序 (Excessive Deficit Procedure) 的自動懲罰機制。
若會員國財政赤字超過規定，該國必須向歐盟執委會提交減赤和改革方案，並需經歐
盟監督和財政紀律的執行情況，歐洲法院也擁有強制執法權，若違背，該國將遭受不
超過 GDP 的 0.1%的罰鍰給予「歐洲穩定機制」。同時，歐盟國家需建立「舉債煞
車機制」(debt brake)，仿德國作法，至 2016 年中長期結構性赤字不得超過 GDP 的
0.35%。上述「黃金規範」或「舉債煞車機制」確保預算平衡和自動懲罰的機制需納
入具有強制性與永久性之國內法或是憲法 (European Parliament, 201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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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固然較為有利，卻會妨害仰賴進口以擴大內需之會員國 (Regan, 2013)。
前述財政協議等機制主要在避免會員國財政失控。然而，歐元
區的財政條款，建立在會員國鬆散的財政紀律之下，其實並沒有財
政聯盟 (fiscal union) 的設計，在財政整合制度的建構上僅是初步的
進展。剩下就是就業政策、工資政策、貿易與產業政策等調和，以
及非經濟層面的外交與安全政策等領域。歐元區的創舉在於建立一
個內部市場的媒介貨幣，有一個歐洲中央銀行管轄貨幣政策，但卻
未整合出能夠授權給權威性、具效率的機構採取果斷的脫困策略。
歐債危機凸顯歐洲央行介入的重要以及權威機構類似財政聯盟的
急迫性 (Wolf, 2012)。期望原本制度不全的歐元區，能蛻變成真正
的貨幣聯盟，進而成為歐洲統合的基礎。
同樣情況發生在歐盟處理移民難民事務上。歐洲單一市場的人
員自由流通，牽涉歐洲會員國公民與第三國公民入境與居留。有些
國家因應經濟需要，引進外籍勞工，甚至實施非法移民的大赦，讓
其就地合法化轉為經濟助力。有些會員國則受到移民帶來的失業率
上升、治安敗壞種種社會困擾，而採取緊縮政策。換言之，每個會
員國面對移民來源不同、對勞工移民需求不同、移民湧入的情況也
有差異。單一國家要制訂一個移民政策，同時兼具內部流通與外部
邊境管制兩項目標實有困難，因而逐漸導向由歐盟主導制訂一個共
同政策來統一管理移民問題。從此，歐盟移民政策始終是雙軌發展
(dual track approach)，既要加強邊境控管防堵外來移民，同時加速
內部安全與移民管理機制 (Ferreira, 2010: 168-171)。
歐盟在合法移民融入上被賦予足夠的權限，進而制訂出藍卡
(Blue Card) 及 居 留 與 工 作 的 單 一 許 可 指 令 (Single permit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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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tive)。10 但在處理非法移民與難民上，效率明顯不佳。歐盟雖然
設定難民分配機制、難民基金、庇護原則，11 會員國並未遵守歐盟
規範。在 2018 年歐盟夏季高峰會各國就難民問題達成一個妥協方
案：在歐盟內部設立移民識別 (screen) 中心，加快遣返不符合難民
規定的非法移民，但沒有任何一個會員國願意負責移民識別中心；
在移民來源國成立類似移民收容中心，未來在海上接收的難民將直
接送往移民收容中心，而非會員國。一方面處理庇護申請，另一方
面負責難民申請庇護期間的居留照護。一旦通過庇護審查，由歐盟
統一分配到不同的會員國生活。這點受限於在移民來源國配合，且
未說明審核中心設置於那一國？以及是否合乎國際人權 (Erlanger

10 「藍卡」是為高技術勞工移民而設計的長期居留政策，結合了工作許可與居留許可的

身分證明。合格的申請者只限於較高專業或大學教育資格的勞工移民。對象為歐盟以
外的第三國國民。申請者起碼擁有三年職業經驗，並有工作契約。通常一年至四年不
等。藍卡持有人須工作滿 18 個月後可轉往其他會員國工作，必須再申請簽證。藍卡
持有人及家人可擁有跟當地國民一樣的社會福利，例如：自由出入境、教育及退休金
等。在歐盟成員國合法居留五年後，可獲永久居留權。藍卡指令於 2009 年 6 月生效，
會員國必須在 2011 年 6 月前轉換為國內法。「單一許可」指令在結合工作與居留許
可的單一申請辦法。指令提供會員國政策上的調和基礎同時核發居留與工作的單一
許可，真正地簡化申請程序的行政過程，也使勞工移民居留的合法性控制更為容易。
指令給予會員國很大的空間，會員國可以決定第三國國民或是雇主申請單一許可，或
是都要申請單一許可。另外，會員國可自行決定申請者必須在來源國或是於會員國國
內提出申請 (卓忠宏，2016: 60-61)。
11 2015 年 9 月，歐盟以強制方式實施配額制 (Quota system)，要求成員國依人口比
例、國民生產毛額、失業狀況分別接收安置在希臘、匈牙利及義大利 16 萬名難民。
其中除義大利、希臘和匈牙利目前已有為數眾多的難民排除在外，英國、丹麥和愛爾
蘭未受法律約束參與。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等新近加入歐盟的中歐和東歐國家
都表示拒絕接受歐盟配給難民的定額數字。剩下國家如德 (31,443 人)、法 (24031
人)、西 (14,931 人)、波 (9,287 人)、荷 (7,214 人) 等都承諾按照人口比例接收難
民數 (Barbièr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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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nhold, 2018)？
在外部邊境安全方面，歐盟與國家兩層級的協調成效也不彰。
2015 年歐盟承諾建立「歐洲邊境巡防體系」(European Border Surveillance System; EUROSUR)。 12 2016 年再成立「歐洲邊境與海岸
警備隊」(European Border and Coast Guard)，取代「歐盟邊境管制
署」(Frontex)。如今，歐盟再拋出將在 2020 年建立一支歐盟部隊
(European Intervention Force) 的風向球，看似有心整合各國安全政
策與工具。歐盟目前共識是先建構起歐洲邊境防衛部隊，協助希臘、
義大利、西班牙三國邊境防衛，建構起一道地中海防線，防堵南地
中海移民湧入歐洲境內 (European Council, 2015)。然而，這涉及南
歐三國司法管轄權讓渡，以及會員國在司法與邊境防衛體系的調
和。目前，尚未達成共識。高階安全議題在超國家思維與政府間合
作思維還存在嚴重的鴻溝。
上述兩項危機發生的本質在於國家彼此的利益衝突難以協調。
然而，每個國家在超國家層級制約下適應競爭與談判能力都有不
同。導致會員國對歐盟承諾與政策執行之間產生落差。一方面利益
偏好不易調適。歐元的誕生是多方利益算計下的妥協。歐債危機問
題在於南歐國家高財政赤字與負債比，違反歐元區規範。移民難民

12 相對應作法在 2015 年 4 月歐盟移民特別高峰會中就達成 4 點初步共識：首先，由歐

盟提供資金、設備以強化歐盟外部邊境巡防。每月巡邏地中海邊境的預算將提高 3 倍
至 900 萬歐元，並增加可調用的船艦和直昇機，以及時發現移民船，並採取相應行
動。許多歐盟國家 (如德國與英國) 都表示，將會提供更多的船隻及飛機支援在地中
海的巡邏行動；其次，歐盟也將透過軍事力量向人蛇集團宣戰，在符合國際法與尊重
人權的前提下，逮捕人口販子並摧毀走私船隻；第三，在非歐盟成員國家部署移民官
員，協助處理偷渡問題，試圖勸阻這些難民不要前往歐洲；第四，為控制移民數量，
建立有效的難民確認與遣返機制，多數非法移民即使獲救也會被快速遣返。同時決議
擬增設 5 千個處所收容合格難民 (European Counci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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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多數會員國不接受難民分配員額、未支付難民基金、也未
執行庇護法令。另一方面是制度設計不良。歐債根本原因在於歐洲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分治的局面，歐洲央行掌管貨幣政策，但財政
權依舊屬於會員國權限。另外，歐洲共同市場的建構，會員國去除
彼此之間的內部疆界，建構起申根區，享受共同市場的自由流通。
外部疆界依舊仰賴會員國配合管制，卻忽略南歐國家在司法安全防
衛權限讓渡的意願，導致歐盟外部邊境管制的困難及共同難民庇護
政策的難產。歐盟處理難民事務決策的無效率，很大一部分跟會員
國利益的分歧與承諾有關 (Börzel, 2016: 5)。
單從結果論來看，歐債危機目前往歐盟預期走向——債務危機
逐漸終結，並走向下一階段財政聯盟的討論。導向財政聯盟與政治
合作，是為了杜絕債務危機再度發生的補救措施，是經濟深化的統
合過程。外來移民問題牽涉內政、外部安全政策的合一。歐盟忽略
大規模的外來移民帶來的經濟負擔，在當地社會融入的問題，以及
更重要的會員國在司法安全防衛權限讓渡的意願。此點落實政府間
主義對功能性合作在「低階政治」外溢到「高階政治」困難點的批
評。同時反映出歷史制度主義「路徑依賴」與「沉沒成本」的困境。

二、政治菁英與公眾意志的落差
歐洲統合過程中最為人詬病之處在於其決策流程中民主赤字
與合法性 (legitimacy) 問題 (Davis Cross, 2012: 233)。公共政策須
經人民同意，是其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且決策過程的程序正義以及
執行的有效程度，都會影響政策合法化與正當性的產出 (output legitimation) (朱景鵬，2013: xxi)。Hooghe 等人 (2002) 從政治化與
民意、歐洲政黨結構、統合等三項變數來解釋。一方面公眾意見反
彈，這反映在歐洲政黨結構的改變，亦即近年來橫掃歐洲大小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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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極端勢力興起。另一方面研究政治化與認同對歐洲統合的影響
(Hooghe & Marks, 2006)。
歐盟在公共政策制訂成形過程中，一直缺乏公眾討論。在 1992
年丹麥否決馬斯垂克條約，2005 年法國、荷蘭公投雙雙否決歐洲憲
法條約，以及 2008 年愛爾蘭人民否決里斯本條約等事件，人民經
由公民投票改變歐盟菁英制訂的既定政策，顯現出民意期待與政治
菁英的落差 (Hooghe & Marks, 2009: 1)。歐洲人民過去對歐盟具有
「寬容共識」(permissive consensus) 的年代已然終結 (盧倩儀，
2011b: 36)。 13
如今歐盟正逢危機時刻。南歐債務危機尚未完全消散，難民危
機、恐怖主義威脅等負面事件又接踵而來，導致歐洲內部出現各種
社會矛盾情節，人民便將種種不滿反映在歐洲大大小小的選舉中，
轉而將選票支持一些新興的、無政治包袱的極端政黨。經濟危機對
民主政治的衝擊體現在南歐債務國內部左派政黨政治的分裂重組
上：希臘由極左派政黨 (Synaspismós Rizospastikís Aristerás; SYRIZA)
執政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西班牙一向走中左路線的社會
黨則面臨新興左派「我們可以」(Podemos; We can) 政黨的挑戰，不
得不與之結盟；義大利左派的新興政黨「五星運動」(Five-star Movement) 崛起，成為該國執政聯盟一員 (Bercetche, 2018)；再看移民
難民，相較於傳統右派，極右派政治立場及主張更極端和偏激，表
現出民粹主義、排外主義、排斥伊斯蘭移民、反對社會多元化以及
反歐洲統合傾向等。在奧地利由民粹主義色彩的人民黨 (Austrian
People’s Party) 執政；瑞典極右派政黨民主黨 (Sweden Democrats)、
13 「寬容共識」意指歐洲統合自始採取菁英式主導，過程中並沒有感受人民對菁英決定

有強烈支持或反感。但在 1992 年丹麥公投拒絕了歐洲聯盟條約，被認為是「寬容共
識」已然終結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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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人黨 (Finns Party)、丹麥人民黨 (Danish People’s Party) 與荷蘭
自由黨 (Party for Freedom) 都已成為該國第二大黨。2018 至今德
國國會與各邦議會選舉，反移民的另類選擇黨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fD) 成為該國第三大政黨，在東德地區甚至成為第二大政
黨，聲勢超過德國總理梅克爾領導的基民黨 (“Europe and rightwing nationalism,” 2019)。事實顯示，極端主義政黨正逐步進入歐洲
各國政治舞台中央，改寫着歐洲的政治版圖。在部分國家，極端政
黨已經進入權力中心，傳統政黨為爭取選民，不得不調整政治立場
往左右兩端靠攏。
南歐債務危機十年中，經濟左派的勞工階層成為債務重整下的
受害者。面對長期的失落與困頓，人民將矛頭指向外來移民的就業
競爭與資源占用，形成排他性認同，這恰好與極右派的訴求完全相
符。在歐洲，經濟重分配議題並非指南北半球經濟差異，而是富裕
的 北 歐 與 西 歐 對 比 相 對 貧 窮 的 南 歐 與 東 歐 (Hooghe & Marks,
2009: 15)。經濟分配不均打亂政黨左右意識形態的分類，傳統經濟
左派的選民在這波浪潮中，極高比例認同政治極右派的主張，這趨
勢逐漸在歐洲各國擴張，改變歐洲內部政黨結構。此時期的極端 (極
左與極右) 政黨未必是光譜兩端， 14 極左派反歐盟擴權、退出歐元
區，極右派反移民、退出歐盟公投等，不過是疑歐政策程度上差異。
平心而論，歐盟並未正視因債務與難民危機引發內部經濟、社
會、文化分歧這類問題。歐洲人民抗議債務緊縮政策或不滿移民開

14 過往談論政治光譜時，習慣將各個政黨的政治立場置於直線軸上比較，直線的兩端即

是極左和極右。政黨依照不同的經濟主張而有左右派政治光譜有不同的定位，毫無交
集。而法國學者費尹 (Jean-Pierre Faye) 指政治光譜分布未必遵循直線兩個極端，
而是如馬蹄鐵 (Horseshoe) 形狀。往左、右兩端發展的政治勢力，未必針鋒相對，
有時在理念、立場上有很多相似之處 (沈旭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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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政策，因此而走上街頭示威抗議可說比比皆是，但依舊無法撼動
歐盟既定決策。歐洲統合過程中，公共政策是經由政治菁英協商產
出。儘管在決策流程中，歐盟執委會針對區域及地方事務諮詢區域
委員會與經濟及社會委員會的意見，但也僅止於諮商與建議性質。
國家在制定政策選擇與偏好，會面臨來自社會中各方利益團體之壓
力。但在實際的運作上，國家政策偏好未必與社會團體與階級的利
益相符合，也不一定有能力去執行該項政策。人民所組成之利益團
體影響力著實有限，這也是歐盟多重治理的矛盾。
畢竟歐洲統合基礎是以國家為單位，要先影響會員國政策，拉
攏立場近似的國家形成議題式的結盟，進一步才能影響歐盟政策，
但未必能反映人民對歐盟治理的要求。歐盟長期忽視人民異議的聲
音 (dissensus)，是導致疑歐勢力 (euroskepticism) 與極端勢力抬頭
最主要因素 (Börzel, 2016: 11)。與其說歐洲選民支持極端政黨，或
可解釋成人民對傳統政黨與政治菁英失望與不信任，而寧可將選票
投給毫無執政經驗的新興政黨與政治素人。如同 Statham 及 Trenz
(2015: 288) 就認為近年來歐盟內部的反體制現象，是國家人民對
歐盟體制的反彈，對歐盟認同度的下降。人民對歐洲認同出現落差，
迫使歐盟從傳統菁英主導的政治思維走向公眾政治及認同政治的
新時代 (賴昀辰，2018: 164)。

三、國家認同與歐洲認同的落差
歐洲統合遭遇第三大挑戰在於歐盟內部國族主義的發展。在民
粹操控下，操控排他性的國族認同激化民眾情緒，將認同議題聯結
到歐洲統合議題。在歐洲統合過程中，共同市場提高會員國彼此的
互賴。國與國之間的「地理疆界」雖然逐漸模糊化，但內部國族主
義與族群意識依舊活躍。過去強調的多元文化包容主義出現區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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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與他群分野的「文化疆界」(cultural boundaries) (Barth, 1969: 24)。
歐洲統合強調的合作團結帶動政治深化發展與統一，但族群運動卻
可能分裂出更多的歐洲國家，跟歐盟原則卻是相違背。如英國、西
班牙、法國、比利時、義大利等國內的族群分離運動是對國家凝聚
力的挑戰。這兩股不同類型卻又息息相關的發展趨勢，深深影響著
歐洲政局。有關次國家層次的國族認同對歐盟與國家兩層次認同差
異的觀察，分述如下：
第一項觀察在於次國家體系如何影響歐盟政策產生認同？從
歐盟—會員國—國內多層次治理特色，歐盟經由法律授權，依據授
權原則 (principle of conferral)、輔助原則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以及比例原則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作為權限行使的依據。
到會員國層次，則可運用像利益交換、策略結盟 (結合立場近似的
國家結合起來對抗大國，保障自身權益) 或議題聯繫 (包裹表決)
等策略。國內層次，則可透過「(地方) 區域委員會」及「經濟社會
委員會」對執委會政策提案提出建言 (黃榮源，2013: 18-20)。這類
決策流程常賦予會員國或次國家團體建立跨境合作或結盟，成功地
影響歐盟政策的案例。這賦予地方行政機構、非政府組織、工會、
企業在歐盟內部治理享有參與權與發言權，也就賦予地方在政策制
訂過程中發揮影響力的可能性 (卓忠宏，2020: 52-62)。
歐盟跨境合作的多層級治理模式中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
自主權，各地區可以因地制宜，針對自身的地理、經濟、文化特點
制定適合本地區的發展路徑，確保跨境經濟合作順利開展。此種運
作模式，由兩國中央政府或兩邊境地區政府的代表聯合組建執行、
管理、監督、審計等一系列跨境合作機構。既不涉及邊境地區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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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爭執，又能夠促進跨境合作各方的交往與合作。15 最主要由歐盟
提供跨境合作資金，確保資金來源的可持續性與使用效用的最大
化。有助於平衡發展整個跨境合作、均衡推動各項跨境合作項目。
歐盟次國家區域彼此透過聯繫，無論是資源互通有無、議題結盟、
政策協調，就可跳過國家層級參與歐盟政策制訂，爭取自身權益 (黃
榮源，2013: 26)。這種跨境合作被視為是西伐利亞體系國家的弱化。
國家已不再是歐盟內唯一代表，挑戰主權國家作為國際關係行為者
的傳統論述。Jesse 及 Williams (2005: 3) 就認為歐盟跨境合作的運
作模式，分裂了族群對國家與歐盟兩層次認同。社會團體在實踐利
益的過程會找尋更有效的途徑，從而將其對國家的效忠轉向新的權
威 (衛民，2016: 72)。
第二項觀察在於跨層次的忠誠轉移。歐盟的運作無異鼓舞一些
會員國境內的富有區域，因長期與國家在歷史、政治、經濟的摩擦
下產生裂痕，如蘇格蘭想要脫離英國、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長期與西
班牙不合，歐盟給了這些區域民族主義份子另一種選擇：從國家分
離，再以獨立個體身分加入歐盟。一方面歐洲共同市場與會員國市
場重疊，具有取代性。歐洲共同市場的大架構成為跨境人民相處與
經貿交流的可接受模式，如英國脫歐談判過程中，北愛爾蘭與直布
羅陀案例。兩案例證明，共同市場形成彼此高度互賴的現象，有助

15 歐盟「區域委員會」與「經濟暨社會委員會」跨境合作的模式以「區域間合作」

(INTERREG) 歷史較為悠久：一種跨邊境經濟合作模式是由會員國合作帶動，如萊
茵河流域的周邊國家開啟的河流污染防治模式。除國與國之間的協調以外，在萊茵河
流經的區域，也存在州與州之間的協調問題。各州環境保護部門成立州際環保工作小
組，協調跨越州界的共同問題。另一個「地中海聯盟」許多子項目。如地中海國家周
邊區域處理地中海污染防治以及太陽能電力開發的類似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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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緩和國家與地方長期的政治糾葛與經濟利益之間的鴻溝，16 可能
潛移默化地影響境內一些少數族群原先的國家認同。另一方面歐盟
體制賦予歐洲小國跟大國平起平坐的機會，進而強化對外關係。此
類型如前南斯拉夫分裂出來的共和國，斯洛文尼亞 (2004 年) 與克
羅埃西亞 (2013 年) 先後加入歐盟，對其政治民主穩固與經濟發展
有很大幫助。這提供族群運動另類思考——脫離宗主國 (國家認同)，
轉而以獨立國家身分重新申請加入歐盟 (歐洲認同)。但這份對歐盟
的向心力究竟是否如新功能主義所說，族群因政治與經濟利益的考
量，轉而對歐盟超國家機構的認同，因歐洲共同市場與會員國市場
的高重疊性甚至可取代性。從英國脫歐公投後，蘇格蘭與北愛爾蘭
一再表達能留在歐洲共同市場的意願，以及加泰隆尼亞希望脫離西
班牙獨立再申請加入歐盟等作為或可看出端倪。族群分離意識未必
源自於文化差異，但對國家認同出問題，卻因利益所在，轉而對制
度 (歐洲共同市場) 抱持好感。
正如新功能主義和新制度主義將超國家組織視為民族國家對
區域相互依賴產生的功能性合作。但這類型的功能的擴散，指的是
對超國家機制層級與管轄範圍的強化，對區域的認同 (Haas, 2004:
l-li)。之後，隨著統合深化，國家政策趨同，產生「歐洲化」的現象。
而國家內社會團體得以在區域各層次參與區域統合與世界經濟接
16 在英國脫歐討論中兩項跨境案例：一是北愛爾蘭與愛爾蘭的跨邊界合作；二是直布羅

陀對西班牙經濟高度依賴。在歐洲共同市場建構過程中，先後去除邊境管制與建立申
根區，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疆界原則被去除，取而代之是互通有無，往來頻
繁。這造就北愛爾蘭與愛爾蘭之間密切往來，同樣情況也發生在直布羅陀與西班牙互
動。雙邊過往的歷史情仇、領土爭議、殖民地歸屬等問題都暫且擱下，成為歐盟內部
跨境合作的成功模式。即使面臨英國脫歐談判僵局，在北愛與直布羅陀議題上，歐盟
給予愛爾蘭與西班牙最終決定權。目前局勢發展，北愛爾蘭與直布羅陀分別傾向維持
與愛、西兩國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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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國家內小群體有其他選項，對國家依賴降低，進而刺激國族主
義運動，威脅到國家的統一完整 (Hurrell, 1995: 67)。

肆、利益與認同落差——變數的考量
在 Hass (2004: 5-6) 早期研究中，定義成功的政治共同體有兩
特點：群體衝突 (group conflict) 的解決以及忠誠作為人民情感的依
附。前者指的是以個體利益作為統合路徑判斷的指標。主張一個成
功的政經統合在於對共同利益的承諾與調適，而非雙方各讓一步
(splitting the difference) 或植基於最小公約數 (minimum common
denominator)。這不僅為了利益衝突能在更高層級和平解決，且要能
夠創造將外溢效應發揮到極大值的條件；後者就是 Haas 解釋的忠
誠轉移。行為者將其效忠、期望轉移至新的中心機構。Mattli (2005:
329-330) 將 Hass 定義的統合模式歸納為三項變數：社會政治多元
化、區域異質性、官僚決策與超國家機制。
針對第一項變數，新功能主義基本上屬於社會中心主義，將政
治視為社會多元勢力的組合。在多元社會競逐情況下，國內利益就
越多元、越分歧。在跨國談判中國家在制定政策選擇與偏好，會面
臨來自社會中各方利益團體之壓力。在實際的運作上，國家政策偏
好未必與社會團體與階級的利益相符合，也不一定有能力去執行該
項政策。尤其當多元利益調和觸碰到高度政治敏感性，例如：歐債
走向更高階的經濟深化議題，考慮將國家財政權轉移至歐盟；難民
處理觸及深層的安全議題。歐盟各國是否有意願與共識，承諾進行
必要的政治整合，藉由主權匯集，委託歐盟中央機構代為處理？如
新功能主義所預測的經濟統合走向深度經濟事務，並從經濟統合邁
向政治統合，形成「環溢」、「建構」現象，或呈現統合的倒退「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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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與「回溢」現象？或如新制度主義假設，當歷史進入新路徑，
所產生的非預期性結果？現階段 (至 2020 年底) 歐盟還忙於解決
內部失火、新冠疫情，對進一步財政同盟與歐盟建軍提案仍屬紙上
談兵階段，會員國尚無共識。就如同 Helen Wallace (1996: 13) 所
說，會員國依舊在「整合邏輯」和「歧異邏輯」之間擺盪。
第二項變數區域異質性植基於兩個元素 (Mattli, 2005: 330)：
一個國家內部緊密的聯繫不穩固，重要的是內部組成元素的同質
性；二是跨國聯繫有利於建構情感、期望、信念的近似性。歐洲統
合基礎一向重經濟合作。隨著國家政策調適，各國在經濟政策上逐
漸 同質化 (homogenization)， 產生歐洲 化 (europeanization) 的 現
象，並逐漸地、潛移默化地建立起「歐洲意識」。
歐債案例彰顯出南歐與北歐會員國之間經濟結構差異，且債務
危 機 十 年 來 採 取 的 紓 困與 購 債 計 畫 並 未 改 善 此結 構 差 異 。 Risse
(2005: 305)。認為單一貨幣除了在經濟上的利弊得失之外，亦有著
深遠文化政治效應。歐元紙鈔由歐盟統一設計，去除國家特色，改
以歐洲文明發展為象徵。硬幣則由各國自行設計，保留各國特色。
一如歐盟座右銘「求同存異」(united in diversity)。隨著政治歐洲化
過程或歐洲意識興起，亦即影響歐洲人民的身分認同。
再從多重政治認同的光譜來看，有關歐洲認同最明顯的現象
是，國家認同與歐盟認同具高度相容性，但過去認為本國認同始終
是核心 (藍玉春，2009: 87-88)。非法移民則呈現出文化異質性，歐
洲國家從多元文化主義「包容性認同」走向國族主義「排他性認同」
。
外來移民問題被操弄轉移至國族認同問題。族群議題則屬於國家內
部經濟差異與 (地方) 區域異質性綜合因素的影響。族群分離意識
則顯示出對歐盟與國家的交叉認同。族群分離與社會認同則偏向自
己的群體，對國家忠誠下降，轉而支持歐盟。歐盟內部呈現「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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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的擴散與矛盾，反映在國家對歐洲兩層次的認同出現落差。
歐洲社會各個社群正進行跨越國界的拆解與重整運動，歐洲統合與
族群分離主義又走向所謂的「認同市場趨勢」，都助長地方族群與
超國家機構歐盟的連結。
第三項變數官僚決策與超國家機制的議價過程大幅度改變了
各國政治以及國內行為者的利益算計 (Mattli, 2005: 330)。回顧歐
債危機處理，其決策流程屬於「由上而下」的途徑：超國家機構強
勢設定了加入單一貨幣機制標準；債務國家緊縮或經濟成長優先是
歐盟決策；貨幣寬鬆政策是歐洲央行內部角力結果。歐元區現存問
題及後續經濟整合尚待會員國政治協商。此種途徑類似新功能主義
強調的功能性合作，藉由強而有力的超國家組織的運作來解決個別
會員國所無法克服的問題，以及政府間主義大國主導 (賴昀辰，
2018: 167)。但過程中，歐盟中小國喪失制衡能力，卻違反自由派政
府間主義有關國家與超國家機構之間「主」「從」之間的定律。
以難民庇護政策而言，涉及各國內部偏好抉擇，也涉及各國之
間的策略考量。倘若分析各國經濟利益與人道考量的整體利弊得
失，可對映出個別國家對難民立場的三種偏好選項：支持 (開放移
民入境)、反對、中立 (卓忠宏，2016: 69-71)。在所有國家同意才能
通過情況下 (除非使用加強合作條款或賦予會員國退出條款，以換
取會員國對移民政策的支持)，導致歐盟針對難民事務始終提不出有
效因應政策的癥結。從國家偏好角度，國家對歐盟層次的移民決策
影響屬於「由下而上」的途徑。
族群分離運動在歐盟多層次治理特性中，次國家可跳過國家層
次直接參與歐盟政策制訂 (Hooghe & Marks, 2001: 4)：在超國家層
次中，次國家體系透過歐盟治理特色「由下而上」影響歐盟政策輸
出。或「由上而下」途徑，在超國家層次中探討歐盟機構在面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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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群衝突與矛盾時的立場；在國家層次探討會員國如何運用憲政
規範以及在歐盟平台以強化內部凝聚與解決爭議；在次國家層次中
研究次國家行為者為何以及如何挑戰國家政府的權力結構。
就歐盟特殊的治理模式，無論「由上而下」途徑，由上層歐盟
機構主導政策制定。或國家與次國家體系透過跨國合作「由下而上」
影響歐盟政策輸出，如今一一被提出檢視。晚近十餘年歐盟會員國
憲政秩序呈現分權趨勢，國家政府權力鬆動拆解，同步雙向進行向
下分權與向上統合趨勢相遇匯合過去精英主導政策的模式改變，如
傳統政黨席次下跌，傳統政治人物民調下滑，在歐洲大小選舉上政
黨結構的改變。人民對政治菁英不滿，轉而支持新興政黨與政治素
人。歐盟治理模式轉而走向重視政策的合法性與公眾意見。公共政
策議論空間成長依然有限。公眾歐洲事務參與度提升，以街頭運動
或公投方式表達公眾對於公共議題的自主性。然而無論是人民示威
抗議歐盟介入國家經濟政策發展，或難民收容與分配機制，或加泰
隆尼亞公投的爭議，其結果未必符合公眾的期待，反倒形成更多爭
議。歐盟層次的治理與國家層次內部政治產生彼此鑲嵌情況。歐洲
衝突不是只有傳統左右意識形態之爭，而有新型態政治光譜出現，
極端政黨的影響力逐漸上升 (賴昀辰，2018: 147)。
總結三項危機事件對歐盟物質面與價值面的衝擊。箇中有政治
菁英與公眾利益分歧，有區域異質性造成認同差異，加上權威性機
構處理歐洲多重危機產生政策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質疑。債務危機顯
示出利益衝突與歐盟 (執委會與歐洲央行) 的強勢；非法移民是利
益分配、文化認同的排他性、制度無效率等綜合因素；族群分離問
題展現出多重治理架構的矛盾，管轄權跨越不同政治層級衍生認同
的現象。歐盟展現出處理這些不同類型的政策的治理特色與困境，
利益的調適以及歐盟公民的多重政治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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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化過程，每個國家對歐盟認同度本就不同。經濟利得往
往與歐盟支持度成正比 (Davis Cross, 2012: 233)。在 Ciaglia 等人
(2018: 18-19) 研究中顯示，歐債危機與移民問題爆發後，人民對歐
盟支持度就大幅下滑。如今從會員國地方議會選舉及國會大選，顯
示整個歐洲政治向右轉傾向，反對歐洲統合，強調自己國家主權獨
立，強烈反對非法移民，強調保守主義價值的政黨得到民意的支持，
這個支持度還在持續上升。歐洲困境已經引起公眾注意以及民意走
向。然而，人民對歐盟支持度降低是否能與歐洲認同危機劃上等
號？危機並非來自對歐盟認同的缺乏，而是來自對歐盟政策合法性
的質疑。譬如就歐盟民調 1992-2017 年會員國對歐盟好感度的調查，
在歐盟蓬勃發展的 1990 年代與危機時刻的 2010 年代，人民對歐盟
好感度依舊過半，並未隨歐洲統合順遂與否而有太大變化。危機顯
示歐盟在制度運作、會員國異質性尚待磨合。認同關鍵在建構歐洲
身分，身分建構需回溯歷史傳統 (對比經濟合作)。也就是說，歐盟
認同的建構，亦即內化形成的過程，需要一個 (歐洲) 認同，解決內
部危機需要有一個內部凝聚力、認同感。同時，內部要有文化政策，
具有包容力，尊重文化差異。兩者相加才能團結內部共同對外。

伍、結論
前文就修正版的新功能主義採取理性選擇途徑與建構主義途
徑分析行為者與制度的互動。結合過去強調的利益，加上認同觀念
彌補過去新功能主義解釋效度的不足，發展出「實用建構主義」的
內涵。將利益以及規範、認同視為內生變數，將「制度」作為外生
變數，探討歐盟的治理危機。修正後的新功能主義將理論實務結合，
期望能更貼近歐洲統合的歷史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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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功能主義核心概念，外溢、超國家機構與忠誠轉移：修正
後功能主義依循路徑依賴解釋制度的存續，來補強外溢效應；以非
預期結果說明制度的變革；同時朝向後實證論方向修正，將統合視
為一種轉型力量，結合多重忠誠認同 (multiple loyalties) 與社會化
機制 (socialization mechanisms)，分析歐洲統合中超國家組織、國家、
國內利益團體三層次行為者互動 (Risse, 2005: 294)。由此檢視歐
債、非法移民、族群分離運動三個案例，對應出歐盟治理危機的三
項落差：第一項承諾與執行的落差，牽涉歐盟各國經濟利益的調適
與執行力；第二項政治菁英與公眾意見的落差，凸顯歐盟多層次治
理制度缺失；第三是歐洲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落差，涉及政治認同差
異等多重現象。
就歐盟困境的本質，源於歐盟及其會員國長期以來強調合作、
團結的誘因出現問題。亦即從外顯的利益調和到隱性的認同議題出
現了落差。這回歸到兩個基本的問題：誰得到甚麼 (Who gets what?)
的利益分配以及誰是我群 (Who are we?) 的認同問題。
首先，歐洲債務與移民難民兩項危機的本質在於國家利益的損
傷，導致會員國對政策執行的不配合，違反了原先對制度的承諾。
歐債從貨幣同盟走向財政同盟的構思，進一步調適會員國的利益。
移民牽涉內政、外部安全政策的合一，以及將 (邊境) 安全防衛權
限交給歐盟的爭議。兩項經濟與政治的深化發展都面臨會員國不小
的反彈。此點落實政府間主義對功能性合作在「低階政治」外溢到
「高階政治」困難點的批評，同時反映歷史制度主義「路徑依賴」
與「沉沒成本」的困境。
其次，利益分歧衍生出歐盟多重治理的矛盾與認同。上層歐盟
的決策無法反映底層人民的需求，歐洲政治菁英與底層人民之間存
在一道鴻溝。這情況反映在歐洲極端左派 (反對債務的紓困撙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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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與極端右派 (反移民) 勢力興起，歐洲人民對歐盟體制的質疑，
對歐盟凝聚力的下降。
第三個族群分離運動的案例卻呈現與歐債與非法移民截然不
同的走向。族群分離意識根本原因未必是文化差異，大部分是因為
政治經濟因素而對國家認同產生偏差。卻因歐盟境內跨境合作的特
殊運作，族群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利益，因利益取向轉而認同制度
(共同市場)。故希望脫離宗主國，以獨立個體尋求加入歐盟的可行
性。
回歸本文最初的命題假設，推論國家社會在利益與認同遞增過
程中會支持強化制度。相反地，利益與認同若有落差，就會造成統
合停滯與倒退。三個案例呈現有趣的對比：歐債危機因人民權益受
損，產生反歐元、反歐盟體制的趨勢；族群分離運動則因族群利益
在歐盟體制內獲得保護，將忠誠從國家轉移到歐盟；非法移民問題
則因利益與認同兩項因素兼具，自認國家利益受損以及對外來移民
的排他性認同，在歐盟內部興起一股反歐盟的極端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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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EU cri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in the past decade (2009 to 2019).
First, it analyzes neo-functionalist integration theory, and the revision
and amendment thereof,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cepts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Second, three main gaps are apparent
in multiple EU crises—between commitment and implementation, between elite and public opinion, and between a Europea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Third, arguments are offered on the factors which caused
the EU crisis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amended neo-functionalism.
The final part concludes the EU crisis had its origins in the divergence
between interest distribution and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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