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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歐盟於 1999 年正式進入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 (EMU) 第
三階段，由歐洲中央銀行 (ECB) 發行歐元，並執行單一貨幣政
策以及匯率政策。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2012 年的歐債危機
凸顯歐元區單一匯率政策，以及 EMU 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包括
單一匯率是否可以有效適用於 19 個歐元區會員國。本文研析下
列重要議題：歐盟匯率政策的進程、建制、主管機關、決策、操
作、重要特徵、意涵與改革等項目。本文亦分析英國脫歐及新冠
肺炎 (COVID-19) 疫情對歐元區匯率政策之影響，以及論證歐
元區單一匯率政策如何適用於 19 個經濟條件不一致的歐元區會
員國，對不同會員國產生那些影響，歐盟及 ECB 如何解決單一
匯率政策衍生之相關問題。

關鍵詞：歐元、匯率政策、歐洲央行、新匯率機制、歐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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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歐盟於 1979 年建立歐洲貨幣體系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發行「歐洲貨幣單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 EUC)，
主要是做為記帳單位；另於 1999 年進入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 第三階段，正式發行
單一貨幣歐元 (euro)。歐洲中央銀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負責發行歐元、執行單一貨幣政策以及進行外匯管理，首要任務是
維持物價穩定。歐元目前適用於 19 個歐元區會員國。歐元乃是一
種國際關鍵通貨，目前是僅次於美元的第二大貨幣。歐元匯率 (exchange rate) 因此會影響歐元區會員國經濟以及國際貨幣、金融、貿
易及投資市場之運作。
依據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之定
義，匯率乃一國貨幣或超主權貨幣與其他國家貨幣之間的兌換比例
或呈現之貨幣價值。匯率政策則為一國或超主權貨幣機構為管理其
貨幣操作，所採取之政策。另外，一國貨幣主管機構在外匯市場管
理其貨幣與其他貨幣關係所採取的方式，形成其匯率制度，一般有
浮動匯率、釘住浮動匯率及固定匯率等三種主要模式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04: 1-2, 2019: 4-5)。
如採固定匯率，匯率一般指官方匯率，即是各國中央銀行與一
般銀行間的兌換或公告匯率。釘住浮動或區域間浮動匯率，則是央
行針對匯率之操作，將匯率維持在預先宣布水準或範圍內，匯率因
此是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或匯率制約 (exchange rate anchor)。自由
浮動匯率制度，匯率原則上是由外匯供需自由決定，避免將匯率控
制在特定水準。匯率政策及制度因此與貨幣政策密切相關，同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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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市場、經貿、國際收支平衡 (Balance of Payment; BOP)、外部及
國際重大事件等因素及條件之影響。匯率一般主要由市場決定或受
到市場影響，任何官方對外匯干預的目的，皆為了減緩匯率過度波
動，以維持貨幣穩定，而不是為了確定匯率水準 (IMF, 2019: 3-4)。
歐元區成立後，歐盟針對歐元採取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原則上由市
場供需以決定歐元匯率。
1991 年歐盟條約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EU) 包含貨幣
聯盟之規定及進程。該計畫由兩項中心原則構成：(1) 貨幣聯盟的
成立將會採取漸進式的策略；以及 (2) 加入貨幣聯盟之前，各國必
須滿足「趨同條件」(convergence criteria)。匯率穩定性對歐盟來說
即為其中一項經濟趨同的指標，因為匯率穩定性與總體經濟趨同之
間具有密切關聯性 (European Commission, n.d.b; Giordano & Persaud, 1998: 17)。加入歐元區的一項條件是必須事先加入「歐洲匯率
機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 二年以上。歐盟
條約規定加入 ERM 的會員國匯率嚴格限制在上下 2.25%波動，避
免這些國家強行操作中、短期匯率，以在歐盟內部貿易 (intra-EU
trade) 取得較佳的競爭地位或不當競爭利益 (Smits, 1997: 455)。匯
率也與歐元區「最適通貨區」(optimum currency area; OCA) 理論相
關，McKinnon 指出在貨幣區中相互保持匯率穩定對會員國價格穩
定有利，降低匯率波動因此對經濟成長亦有正面幫助 (McKinnon,
1963: 717-725; Schnabl, 2007: 10)。
ECB 及歐元乃 EMU 之兩項核心要素，由 ECB 負責制定歐元區
單一貨幣政策、發行歐元，以及代表歐盟正式進入貨幣聯盟階段；
至於歐元單一匯率政策的最高決策機構則是歐盟財經部長理事會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Council; ECOFIN)，而由 ECB 負責

436 歐美研究

執行單一匯率政策。ECB 每天發布對 31 種不同國家貨幣的歐元外
匯參考匯率。歐元匯率乃各國政府外匯操作，公司及私人貿易匯兌
操作及外幣交易投資等方面的重要參考。歐元匯率也會影響歐盟進
出口商品價格而影響歐元區通貨膨脹。所以，ECB 在制定貨幣政策
也會密切注意歐元匯率的變動趨勢，以期將中期通貨膨脹率控制在
2%以下，但接近於 2% (European Commission, 1970: 10, 12)。
本文採取法律釋義法，分析歐元匯率相關法規及官方文獻；另
外兼採政策分析法，研析歐元區單一匯率政策的進程、建制、決策、
操作及意涵等重要議題；同時分析英國脫歐及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 對歐元匯率的影響，以及論證歐元區單一匯率如何適
用於 19 個經濟條件不一致會員國，對不同會員國會產生哪些影響，
歐盟及 ECB 又如何解決此一單一匯率政策衍生的相關問題，以維持
歐元穩定，並對 ECB 物價穩定目標以及會員國經濟發展，有所貢
獻。

貳、歐元區匯率政策之進程
一、 歐洲貨幣體系
「歐洲貨幣體系」(EMS) 之發展背景可以回溯至 1970 年代，
1973 年國際體系固定匯率制度崩潰，各國改採浮動匯率制度。歐盟
於 1975 年 4 月 21 日仿照 IMF 於 1969 年創造之一籃通貨記帳單位
及儲備資產，亦即特別提款權 (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 方式，
創造歐洲之一籃通貨記帳單位，並將其命名為「歐洲記帳單位」
(European Unit of Account; EUA)，以逐漸取代原先存在之數種記帳
單位 (European Commission, 1984: 11)。1978 年 12 月 5 日布魯塞
爾歐盟高峰會決議於 1979 年 1 月 1 日建立 EMS，並將 EUA 重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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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歐洲貨幣單位」。EMS 之法律依據是 3181/78 規則，於 1979
年 3 月 13 日正式生效運作。 1
依據 3181/78 規則前言，以及 1978 年 12 月 5 日布魯塞爾歐
盟高峰會建立 EMS 決議前言，揭示 EUC 是 EMS 之中心，制度開始
實施時，EUC 之價值及組成與 EUA 完全相同。EUC 之功能主要包
括：(1) 作為價值標準；(2) 匯率機能的標準；(3) 分離指標 (threshold of divergence) 的基礎；(4) 干預及信用機能操作之基礎；以及
(5) 歐盟貨幣當局間清算工具等。 2
在匯率機能方面，每一參加國通貨有一個以 EUC 表示之中心
匯率，藉以建立雙邊中心匯率。每一通貨波動幅度限於雙邊中心匯
率的上下各 2.25%，但未參加的會員國在 EMS 創立初期可以選擇
較大的波動幅度 6%，然而，一旦經濟條件改善並允許時，應儘速
逐漸降低波動幅度。依據 3181/78 規則第 1 條規定：「每一參加國
中央銀行應將該國通貨以 EUC 表示之中心匯率通知歐盟會員國中
央銀行總裁委員會秘書處，秘書處並應將此資料照會其他會員國中
央銀行及歐盟執委會。」另外，第 5 條規定，開始實施 EMS 制度時
未參加匯率制度之會員國，日後得加入以確保這些國家與參與國中
央銀行間之合作。EUC 之匯率機制因此強化了參加國維持匯率於法
定浮動範圍之義務，增加了會員國匯率之穩定。
分離指標亦與匯率相關，分離指標乃以公式表示參加國通貨的
市場匯率偏離中心匯率的情況。3181/78 規則第 3 條規定分離指標

1 European Council, “Resolution of 5 December 1978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

pean Monetary System (EMS) and related matters,” in Bull. EC 12-1978, point 1.1.11;
Bull. EC 3-1979, point 2.1.1. EMS 之法律依據見 Regulation 3181/78 of 18 December
1978 relating to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OJ 1978, L 379/2.
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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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操作。在每一通貨以 EUC 表示之中心匯率的兩邊，每一參加國中
央銀行應建立以 EUC 表示的警戒性分離指標，其計算須消除因通
貨在 EUC 所含權數的差異而影響達到警戒性分離指標之可能性因
素。警戒性分離指標應訂於最大容許差異範圍 (maximum divergence spread) 的 75%。若任一種通貨有超越分離指標之情事時，有
必要採取歐盟高峰會 1978 年 12 月 5 日決議第 3.6 項之措施，包
括：(1) 多樣化的干預；(2) 採行國內貨幣政策之手段；(3) 改變中
心匯率；(4) 採行其他經濟政策手段。如果特殊理由而未能採取這
些手段時，應將理由告知其他會員國貨幣當局，尤其是在中央銀行
協調會開會期間更該如此。若有需要，須在歐盟機構，包括部長理
事會，進行協調。這些條款須依實施經驗定期檢討，屆時償債國及
債務國由於經濟情況差異而累積的不平衡問題，亦須加以調查研究
以及適當調整。
歐盟於 1992 年開始推動 EMU，主要目的為促進經濟及金融穩
定並為歐盟提供更具永續性及包容性之經濟成長，是歐盟整合的重
大進展，目前已有 19 個歐元區會員國。透過協調經濟與財政政策、
單一貨幣以及單一貨幣政策，EMU 的最終目的為促進歐洲經濟穩
健成長，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提升歐盟公民福祉。依據歐盟條約，
EMU 的建構分三階段來完成：(1) 第一階段：自 1990 年開始實施，
為準備階段。歐盟各國建立經濟合作關係，且各國貨幣均需加入
ERM，當時希臘與葡萄牙因為尚未滿足經濟發展標準而沒有加入
ERM；(2) 第二階段：自 1994 年開始，主要工作為設立 ECB 的前
身歐洲貨幣機構 (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ion; EMI)；以及 (3) 第
三階段：自 1997 年開始，主要推動固定匯率制度、設立 ECB、發
行單一貨幣並執行單一貨幣政策 (洪德欽，1999: 184-185)。在此階
段 ERM II 取代 ERM，成為新的匯率穩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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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6 月 16 日阿姆斯特丹歐盟高峰會通過一項新匯率機
制決議，並在其前言指出，ERM 乃 EMU 之一項核心，尤其是歐盟
會員國加入歐元區之一項條件；ERM 同時建立歐元區與非歐元區
會員國間之貨幣合作及聯繫關係，以維持歐元匯率穩定，並確保
ECB 物價穩定 (European Council, 1997)。
歐元於 1999 年發行，並自 2002 年開始正式在市場流通，目
前是歐盟以及 19 個歐元區會員國之法定貨幣。ECB 以及歐盟執委
會負責維持其價值及穩定性，並制定歐盟會員國進入歐元區之條
件。歐元的採用可說是歐洲整合深化的一項重大指標。歐元目前已
成為僅次於美元的全球第二大通貨，在國際市場上做為不同金融資
產及債券之計價單位，也是一些國家對歐貿易及結算的貨幣單位
(游淑雅，2004: 4)。歐盟的貨幣管理架構除了 ECB 之外還有歐洲中
央銀行體系 (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ESCB) 以及歐元體
系 (Eurosystem)。ESCB 由 ECB 以及 28 個會員國之中央銀行所組
成，歐元體系則由 ECB 與歐元區會員國之中央銀行組成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n.d.b)。

二、歐洲匯率機制
新匯率機制於 1999 年 1 月 1 日 EMU 第三階段開始時生效。
EMI 在 EMU 第三階段將被新匯率機制取代。新匯率機制之運作程
序將依 ECB 及歐元區以外之各會員國中央銀行之協議決定之。所
以，新匯率機制其中一項主要目的乃為了使未參與歐元區之會員國
建立與歐元之聯繫關係。歐元將是新制之重心所在；新制並將追求
價格穩定及物價穩定之政策及目標。 3
3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CB and the national central banks of the Member States

outside the euro area laying down the operating procedures for f an exchang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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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於 1999 年 1 月 1 日進入 EMU 第三階段，成立 ECB 並發
行歐元，ERM 被 ERM II 所取代，ERM II 的主要目標為維持物價
穩定性，匯率穩定因此必須附屬於物價穩定目標之下。依據匯率穩
定規則，要加入歐元區的國家必須加入 ERM II 兩年以上。 4 加入
ERM II 之會員國在兩年期間內，匯率應維持在正常波動區間且無重
大貶值或是嚴重財經問題發生。執委會針對加入歐元區申請國經濟
趨同報告，評估申請國是否已經符合採用歐元及加入歐元區的條
件。除了維持匯率的穩定性之外，ERM II 的另一項重要功能為模擬
加入歐元區之後將貨幣職權移轉至 ECB 的情況，會員國因此較無法
利用貨幣貶值等操作因應經濟衝擊 (European Commission, n.d.b)。
ERM 是以對歐元之中心匯率為基礎，依據 2866/98 規則，歐
盟會員國加入歐元區會事先界定一項本國貨幣對歐元不可撤銷之
固定匯率。 5 未加入歐元區會員國須事先加入 ERM II 兩年以上，
其貨幣允許在中心匯率上下 15%幅度範圍內浮動。在此範圍內匯率
原則上是自由浮動，干預也是自動且不受限制。不過上述浮動與干
預政策仍不得影響 ECB 物價穩定目標及 ERM II 之功能及信用。 6
參與 ERM II 乃是加入歐元區之一項經濟趨同標準。根據歐盟
運作條約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第 140 條的經濟趨同條件，會員國加入歐元區的條件為：(1) 物價
穩定性：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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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趨同可持續性 (durability of convergence)：各國
mechanism in stage three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OJ 1998, C345/6.修訂協
定另見 OJ 2006, C73/21.
4 OJ 2004, C310/339; OJ 2004, C310/337
5 Regulation 2866/98 on the conversion rates between the euro and the currenc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adopting the euro, OJ 1998, L359/1.
6 European Council, supra note 1, at 1.2, 1.3, 1.7, 2.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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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利率不得超過表現最佳之三國平均值的 2%；(3) 公共財政穩
定性：各國年度預算赤字與累積負債總額分別不得超過其 GDP 之
3%與 60%；以及 (4) 匯率穩定性：參加 ERM II 至少兩年 (洪德
欽，2010: 150)。 7 於 1979 年開始運作的 ERM 為 EMS 的一項要
件，在該機制之下各國匯率依規定應該在歐洲單一貨幣 (EUC) 中
心匯率上下 2.25%窄幅範圍內波動，ERM 因此被稱之為「蛇形匯
率」(snake exchange rate)。1993 年 8 月之後，ERM 匯率波動幅度
放寬為上、下各 15%。ERM II 匯率波動幅度也是上、下各 15%，
相當寬鬆，有利於其他會員國之加入歐元區 (ECB, 2020c: 85, 87)。
2008 年的金融危機觸發了歐債危機以及後續之經濟困境，也
曝露了歐元區的結構缺陷。為了強化歐元區的經濟結構與 EMU 建
制，以提升各經濟體的抗壓性以及應變衝擊之能力，歐盟執委會、
歐洲議會、ECB、理事會以及歐元集團之首長共同發表了「五首長
報告」(Five Presidents Report)，列舉深化 EMU 改革的路徑 (European Commission, n.d.a)。據此，EMU 在制度、法律、政策與金融
管制等方面，皆有重大改革，例如銀行聯盟的建制 (Krampf, 2014:
303-317)。

參、歐元區匯率政策之建制
一、歐元區匯率政策之法律架構
1957 年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 104 條規定歐盟會員國實施的
經濟政策應確保整體收支平衡以及維持物價穩定。第 105 條規定會

7 OJ 2004, C310/339; OJ 2004, C31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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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應協調其經濟政策以實現第 104 條之目標；包括會員國央行間
及財政部門之間的合作關係。
歐盟並成立一個「貨幣委員會」以協調會員國間貨幣政策合作
關係，同時評估歐盟及會員國的貨幣及金融情況，並定期向執委會
及理事會提交相關報告。歐盟重視會員國間貨幣政策的協調及合
作，其中一項原因與目標乃目的確保歐盟內部市場功能之發揮，資
金 (本) 以及貨品服務的自由流動，以及避免會員國藉由惡性貨幣
貶值，在內部市場取得不當的競爭利益，對其他會員國形成不公平
貿易。
第 107 條第 1 項規定各會員國應將其匯率視為一項「共同關
切」(common concern) 事項。第 2 項規定任一會員國的匯率調整如
果不符合第 104 條規定目標，同時對內部市場競爭產生嚴重扭曲情
況，執委會在諮詢貨幣委員會之後，得授權其他會員國於一般期間
內採取必要措施以對抗該等扭曲競爭之情況。第 108 條規定會員國
國際收支 (BOP) 如果遭遇嚴重失衡或困難，而有危及內部市場功
能時，執委會應展開立即調查，理事會在諮詢貨幣委員會之後，並
得依據條件多數決給予該會員國「相互協助」(mutual assistance) 以
及適當援助措施。這些措施必須避免對內部市場形成貿易轉向或對
第三國重新採取貿易限制措施之方式進行。
第 109 條規定會員國遭遇國際收支緊急危機 (a sudden crisis)
可以採取必要預防性措施，包括限制進口措施等，但必須對內及對
市場功能產生最小程度之干擾或限制。依據上述條款，歐盟自 1958
年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以來，即已高度重視匯率問題，將會員國匯
率視為一項影響共同市場及公平競爭的重要因素，也列為會員國間
「共同關切」事項。在尼斯條約通過後之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1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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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將其視為一項會員國間的「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可
見匯率對歐盟及其會員國之重要性。 8
歐盟運作條約 (TFEU) 第 142 條 (原 TEC 第 124(1) 條)，重
申匯率政策乃歐盟會員國之「共同利益」，以避免歐元及非歐元區
會員國貨幣之劇烈波動以及實質匯率失衡 (real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非歐元區會員國因此也需與 ECB 就歐元匯率進行真誠合
作，除了維持本國貨幣穩定之外，針對其貨幣遭受外部重大壓力時，
也可以聯合 ECB 及其他會員國採取適當因應政策，包括匯率調整以
及聯合干預 (coordinated intervention) 等措施 (Fidora, Giordano,
& Schmitz, 2017: 4-5)。
歐盟高峰會是制定匯率政策之最高權力機構，ECB 除了負責管
理歐元與干預第三國貨幣之匯率之外，也負責在 ERM II 之下進行
歐元之外匯操作。根據 TFEU 第 127 (1) 條，ECB 的首要任務為維
持物價穩定，並在不影響此目標的前提下支持歐盟的經濟政策。
TFEU 第 127 (2) 條以及 ECB 條例第 3 條規定 ECB 之職權包括：(1)
制定並執行貨幣政策；(2) 根據 TFEU 第 219 條進行外匯操作；(3)
持有並管理會員國之外匯存底；以及 (4) 維繫支付系統的順利運作
(European Parliament, 2019)。TFEU 第 142 條規定各會員國有義務
將匯率政策視為歐盟共同利益，TFEU 第 121 條並規定理事會應針
對各國總體經濟政策加以監控。
ERM II 的法律基礎為 1997 年的決議以及 2014 年 ECB 與非歐
元區會員國之中央銀行所達成之協定。9 1997 年決議指出對單一市

8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OJ 2002, C325/33.
9 Resolution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of 16 June 1997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x-

change-rate mechanism in the third stage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OJ C 236,
2.8.1997, p.5 以及 Agreement of 13 November 2014 between the ECB and th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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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順利運作而言，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是不可或缺的。單一市場
不能受到實質匯率不平衡或是歐元與其他會員國貨幣之名目匯率
不穩定的威脅。ERM II 將協助非歐元區會員國調整其經濟穩定政
策、提升經濟趨同並為其採用歐元作準備。 10 另外，TFEU 第 141
條規定 ECB 負責追蹤 ERM 的運作。

二、匯率政策主管機構與決策機制
(一) 主管機構
匯率政策的最高權力單位為歐盟高峰會，由歐元區的財經部長
理事會 (ECOFIN) 負責，ECOFIN 由歐盟會員國的財政部長組成，
是歐盟層級的決策機關，主要負責三個領域的政策：經濟政策、匯
率與稅務，以及金融服務管制。ECOFIN 目前的主要目標為：深化
EMU、公平且有效的賦稅、結構改革與激勵投資，以及應對新冠疫
情以維持歐元穩定並振興歐洲經濟成長 (European Council, 2019)。
ECOFIN 會採取法律及政策，以照顧歐元價值及匯率穩定。ECB 雖
然不負責制定匯率政策 (例如：應採取浮動或固定匯率制度)，
ECOFIN 在採取匯率制度之前須徵詢 ECB 意見。ECOFIN 並負責協
調會員國，以擬定歐盟在 IMF、世界銀行及二十國集團 (G20) 等論
壇的談判立場，包括歐元匯率之議題。ECB 與匯率相關之工作可分
為三部分：(1) 外匯存底管理；(2) 外匯市場操作；以及 (3) ERM II。

central banks of the Member States outside the euro area amending the Agreement of
16 March 2006 between the ECB and the national central banks of the Member States
outside the euro area laying down the operating procedures for 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in stage three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OJ C 64, 21.2.2015, p. 1.
1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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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市場存底管理以及外匯市場操作皆由 ECB 執行理事會下
的債權市場及國際經營處 (Bond Markets and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Division) 的國際市場科 (International Markets Section) 負責，
主要工作包括分析並監控國際市場、管理 ECB 的外匯存底，以及參
與外匯市場相關事務 (ECB, 2018b)。在外匯存底管理方面，歐元體
系的外匯存底包括 ECB，以及會員國中央銀行所持有之外幣。ECB
持有之外匯存底組合包括美元、日圓、人民幣、黃金與特別提款權。
2018 年外匯存底組合共有 696 億等值歐元，由 ECB 以及自願參與
之會員國中央銀行負責管理。雖然 ECB 的外匯採取分散方式管理，
其策略性投資架構仍由 ECB 決策機構決定。外匯市場操作相關工作
包 括 計 算 並 公 布 參 考 匯率 、 外 匯 市 場 干 預 ， 以及 國 際 標 準 遵 循
(ECB, n.d.a., 2019a: A7)。
ECB 另一主要機構是「總理事會」(the General Council) 依據
ESCB/ECB 條例第 45 條，由 ECB 總裁、副總裁、歐盟會員國中央
銀行總裁所組成。執行理事會其他理事、ECOFIN 主席及執委會一
名代表亦得出席總理事會會議，但無投票權。ECB 總裁應籌備總理
事會會議，並擔任主席。總理事會之責任乃執行諮詢功能事務，及
協助 ECB 其他業務之推動。第 47 條並規定，總理事會應促成：(1)
蒐集統計資料；(2) 編寫 ECB 年度報告；(3) 訂定法規；(4) 調整
ECB 資本認捐標準並採取必要措施；及 (5) 訂定 ECB 職員之聘僱
條件等。全面包括八個非歐元區會員國央行總裁，所以形成 ECB 與
未加入歐元區歐盟會員國間匯率政策的重要協調合作機制。尤其，
總理事會負責建立必要規則，以規範歐盟 27 會員國央行營運的會
計標準及業務報告。總理事會同時也負責非歐元區會員國加入歐元
區前，本國貨幣與歐元匯率間不可撤銷固定匯率之必要準備。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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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對歐盟單一匯率政策及非歐元區會員國的匯率合作及加入準
備，因此具有實務之重要性。
ERM II 則由總理事會負責監控，任務包括評估非歐元區參與
國與歐元之雙邊匯率的可持續性、協調貨幣與匯率政策、實施 ERM
II 之干預，以及融資機制。總理事會沒有決策責任，根據 ESCB/ECB
條例議定書第 12.1 條與 ERM II 相關之決策須得到 ECB 管理委員
會之同意 (Smits, 1997: 482)。根據 1997 年協定，ERM II 之中心匯
率在經過包含歐盟執委會的共同程序 (common procedure) 並諮詢
ECOFIN 之後，由歐元區會員國財政首長、ECB 及非歐元區參與國
中央銀行總裁共同決定。
實務上，ECB 透過四個要素執行有效的匯率政策 (Smaghi,
2007)：
1. 監測並評估匯率市場及其發展：由於沒有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評
估匯率是否失衡，也沒有單一指標可以監測匯率市場發展，ECB
必須透過多項數據與指標來執行這項任務，例如利用雙邊匯率觀
察兩國經濟的相對表現及變化，以及透過有效匯率評估競爭力發
展。主要負責機關為 ECB 及歐元集團；
2. 與主要夥伴進行討論：有效的匯率政策需要與其他相關經濟體互
相協調，因此，ECB 在三個層次上進行討論。第一，由歐元集團
主席與 ECB 總裁代表歐元區在 G7 與美國、日本等主要大國進行
討論；第二，IMF 執行委員會中歐元區代表之立場受到 ECB 與
歐元集團之約束。然而，歐元區在 IMF 中有許多會員國代表，在
立場表達存有潛在分歧的風險。因此，統一歐元區對外立場對強
化歐元區匯率政策效率及有效性相當重要 (de Ryck, 2019)；第
三，有關雙邊匯率之討論需要直接與對應國家建立溝通管道，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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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國與日本之外，歐元區在此方面已有進展，特別是與中國當
局建立的論壇；
3. 透過公開聲明進行口頭干預：G7 定期針對匯率進行口頭干預
(IMF, 2019: 12)。歐元集團及 ECB 代表皆參與公報的準備工作並
發表共同立場；以及
4. ECB 可以對外匯市場進行直接干預，尤其在嚴重或緊急情勢情
況。

(二) 決策機制
ESCB/ECB 條例議定書第 9.3 條規定 ECB 的兩大決策機構為執
行理事會與管理委員會。條例議定書第 10.1 條規定，管理委員會應
由 ECB 之執行理事會成員及歐元區會員國中央銀行總裁組成。第
10.2 條規定管理委員會之委員一人一票，採簡單多數決，票數相同
時主席有決定權。管理委員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才達法定
投票人數，若人數未達標準主席可以召開特別會議 (extraordinary
meeting)，不受法定投票人數限制做出決議。會議過程不對外公開，
管理委員會可以決定是否公布會議結果。管理委員會一年至少開會
十次。ESCB/ECB 條例議定書第 11.1 條規定執行理事會應包括 ECB
之總裁、副總裁及四位董事共六位成員；第 11.5 條指出每位成員有
一票，決策採簡單多數，票數相同時主席有決定權。第 11.6 條規定
執行理事會負責 ECB 的「實際業務」(current business) (洪德欽，
2004: 217-218)。 11
ESCB/ECB 條例議定書第 12.1 條規定，管理委員會應制定方針
並做出決策，以確實執行賦予 ESCB 的任務。管理委員會負責制定
11 Protocol (No 4) on the Statute of the 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and of the

ECB, OJ C 202, 7.6.2016, 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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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單一貨幣政策，工作包括做出 ECB 適當中期貨幣供給目標、利
率目標與準備金額度，並為這些工作的執行設定規則。執行理事會
則根據管理委員會制定之規則與決策執行貨幣政策，包括對會員國
中央銀行下達指令。第 12.2 條規定執行理事負責準備管理委員會之
會議，第 34 條也規定 ECB 應訂適當之規則或提出建議與意見以執
行其任務，規則對 ECB 機構及會員國具有直接適用效力及拘束力。
表1
成員
機構
歐盟高峰會
(最高政治機構)
歐盟財經部長理事
會 (最高權力機構)
ECB 執行理事會
(外匯執行機構)
ECB 管理委員會
(貨幣政策決策機構)
ECB 總理事會
(諮詢及非歐元區
歐盟會員國匯率協
調合作機構)

歐元區單一匯率政策組織架構
成員及所屬單位

法律依據

歐盟高峰會主席、歐盟執委會主
席及 27 歐盟會員國政府首長
歐盟財經部長理事會輪值主席
及 27 歐盟會員國財政部長
ECB 總裁、副總裁及其他 4 位
理事
ECB 執行理事會 6 位成員及 19
個歐元區會員國央行總裁
ECB 總裁、副總裁及歐盟 27 會
員國央行總裁
ECB 管理委員會其他四位成員、
ECOFIN 主席及歐盟執委會一
名代表得出席總理事會但無投
票權。

TEU 第 13 條及
第 15 條
TEU 第 13 條及
第 16 條
ESCB/ECB 條例
第 11 條
ESCB/ECB 條例
第 12 條
ESCB/ECB 條例
第 45 條至第 47
條

資料來源：ECB (2021b)，並經作者整理編製。

三、匯率操作
(一) ERM II
歐盟 28 個會員國目前有 19 國為歐元區成員，如何管理這兩
組國家之間之匯率形成一項問題。1996 年 6 月歐盟財經部長理事

歐洲央行單一匯率政策的發展與挑戰

449

會 (ECOFIN) 會議針對歐元與非歐元會員國之間的匯率準則達成
協定，1997 年阿姆斯特丹歐盟高峰會通過新匯率機制 (ERM II) 協
定。ERM II 於 1999 年 EMU 進入第三階段時生效取代舊有之 ERM，
其運作程序依 ECB 及非歐元區會員國中央銀行之協議決定。ERM
II 之參與採自願性質，但是要加入歐元區之國家必須加入 ERM II 兩
年以上。
ERM II 架構下，參與的非會員國匯率依規定應該在歐洲單一
貨幣中心匯率上下各 15%範圍內浮動，根據 1997 年協定第 2.3 條
規定，中心匯率的決定先由歐元區會員國財政部長、ECB 及非歐元
區會員國財政部長與央行總裁相互協議，再由歐盟執委會依共同程
序諮詢財政部長理事會後再決定之。 12 沒有參加 ERM II 的歐盟會
員國亦得參與上述中心匯率的決定程序相關會議，但沒有表決權。
ERM II 於 1999 年 1 月 1 日在歐洲貨幣聯盟第三階段開始實
施。ERM II 實際操作一般是 (ECB, 2004)：
1. 對於參加 ERM II 的非歐元區會員國貨幣，以歐元作為基礎以界
定雙邊中心匯率對歐元的匯率。每一非歐元區會員國貨幣，匯率
皆有一個六位有效數字表示對一歐元的價值； 13
2. 非 歐 元 區會 員國 貨 幣最高 及 最 低干 預在 歐 元中央 匯 率 上下 各
15%的範圍波動。干預率是通過在雙邊中央匯率範圍增加或減去
商定百分比率來確定得出的匯率四捨五入為六個有效數字；

12 Resolution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of 16 June 1997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x-

change-rate mechanism in the third stage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OJ C 236,
2.8.1997, Article 2.3.
13 1103/97 規則第 4 條規定，歐元對歐元區會員國貨幣兌換比率計算至小數點前後六位
數字。Regulation 1103/97 on certain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 OJ 1997, L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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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則上，在中央匯率上下各 15%範圍內，是自動無限地干預，並
提供非常短期資金之融資支持。但是，干預如果與歐洲央行維持
物價穩定目標相牴觸，則可以暫停自動干預；
4. 為了降低在保護金範圍內進行無限干預可能產生的結算風險，參
與干預的 ECB 及歐元區會員國央行，採取先付後付程序 (a payment after payment procedure)；參與 ERM II 的非歐元區會員國
央行亦可能採用先付後付程序；
5. 在一般情況，ECB 及歐元區會員國央行在歐洲中部時間上午 9 點
至下午 5 點之間進行 ERM II 干預。另外，在目標假日 (例如 1
月 1 日、耶穌受難日、復活節星期一、5 月 1 日、12 月 25 日及
26 日) 或會員國國定假日，一般不會進行干預行動。
ERM II 機制針對非歐元區會員國之匯率不尋常波動，以及外
匯市場歐元供需不尋常壓力得由 ECB 採取協調干預，包括利率措施
及歐元供需之調整等。例如，當丹麥克朗 (kroner) 價值低於浮動最
低標準時，ECB 將透過貨幣買賣進行干預，除非此等操作會危及物
價穩定目標。在極短期融資可取得範圍內，上下邊際的干預原則是
自動且無限制的。ECB 總理事會負責監控 ERM II 的營運並確保貨
幣政策與外匯政策之協調，另外總理事會也負責與會員國中央銀行
共同實施干預機制。例如丹麥參與 ERM II，以一歐元對 7.46038
kroner 之中心匯率，在上下 2.25%之區間浮動，丹麥沒有表明何時
加入歐元區。丹麥參與 ERM II 之意涵為其中央銀行必須根據 ECB
決策提高或調降匯率，但無權參與 ECB 決策過程 (de Grauwe, 2016:
153)。
ERM II 實施後，歐元適用於歐元區 19 會員國，歐元部位大幅
擴大，國際投機操縱歐元匯率，尋求投機性貨幣狙擊活動相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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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供歐元穩定性。對於參與歐元區非會員國而言，其貨幣與歐
元掛勾，確保該等非歐元區會員國採取更加健全貨幣、利率及財政
政策，並使其經濟益加趨同於加入歐元區之標準及條件，並可以維
持其貨幣穩定性。ERM II 因此是 ECB 共同貨幣政策、單一匯率政
策以及非歐元區與 ECB 建立聯繫關係的重要基礎。

(二) 名目有效匯率之決定與外匯市場操作
在歐元參考匯率的治理方面，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市場營運委員
會 (ESCB Market Operations Committee) 負責建立歐元參考匯率的
規則，並致力於確保所用方法穩當、透明性，以及消除利益衝突。
其主要工作如下 (ECB, n.d.d: 1)：
1. 定期檢視歐元參考匯率之定義、範疇、目的、背景，以及其計畫
中、預期或已知的使用情況；
2. 定期檢視 ECB 使用之參考匯率計算方法；
3. 決定改變計算方法的提議是否可行，包括評估計算方法是否能妥當
衡量市場情況；
4. 管理 ECB 對於計算方法的遵循，並檢視任何例外情況，以及造成例
外情況的原因；
5. 管理歐元參考匯率之公告；以及
6. 檢視並審核參考匯率的升降，並通知所有利害關係者。
在歐元參考匯率的決定方法方面，歐元參考匯率由 ECB 管理人
員及計算人員間的電話會議，於每日下午 2 點 15 分決定，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於歐洲中部時區 (CET) 下午 4 時在 ECB 網站以及其
他特定平台上公布。參考匯率中每一組貨幣組合之間通常皆有一個
活躍市場。然而，重要貨幣及特殊貨幣間存有相當大的流動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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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間的流動性也有所波動。流動性由即期市場交易量衡量，該
指標透過國際結算銀行的三年期報告，以及其他有相似覆蓋率的統
計報告計算。ECB 參考匯率的變化及調整也參考金融穩定委員會
「外匯基準」(foreign exchange benchmarks)、歐洲證券與市場管理
局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 ESMA)，以及歐洲銀
行監理局 (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EBA) 的基準設定程序原則
及金融基準原則 (ECB, 2015: 1)。
參考匯率的計算方法由市場營運委員會定期檢視，更改計算方
法的程序為 (ECB, n.d.d: 2, 4)：
1. 市場營運委員會的所有成員皆可以提議更改計算方法；
2. ECB 工作人員持續監測貨幣市場、蒐集利害關係者對參考匯率的意
見、評估更改計算方法的必要性並在將變更提交給市場營運委員會
之前蒐搜集意見；
3. 市場營運委員會評估所有計算方法變更提案並做出決策，委員會需
參考 ECB 工作人員的意見；
4. 一旦市場營運委員會決議針對計算方法做出重大變更，必須將此變
更提交給 ECB 執行理事會；以及
5. ECB 進一步公告所有計畫中計算方法的變更，變更的原因與參考資
料，新的計算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 ECB 參考匯率乃是提供歐盟、會員國、公司及
個人參考工具，但是具有高度「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性質，
可以做為預算、財務及經營等規畫之重要參考依據，以及從事歐元
匯率投資及避險之操作。ECB 參考匯率因此必須保持高可信度，同
時強調它們僅作為參考資訊，而不保證歐元實際交易可能產生之風
險。ECB 自 1999 年 1 月推出歐元以來，一直在設定並公布歐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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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匯率，這些匯率通常用於公司年度財務報表、納稅申報表、統計
報表及相關經濟分析等。歐元參考匯率乃 ECB 網站訪問數量最大項
目，每月訪問次數超過 100 萬次以上，可見其參考功能及重要性
(ECB, n.d.d: 1-2)。
名目有效匯率 (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NEER) 是本國
貨幣對各種外幣名目匯率的加權平均。ECB 計算之 NEER 是基於歐
元對 19 個交易夥伴國貨幣雙邊匯率之加權平均。若 NEER 指數提
高，代表平均一歐元可換得之外幣數量提高，顯示歐元升值。因此，
對於想用外幣兌換歐元的人來說歐元變得較貴。NEER 指數降低，
代表平均一歐元可換得之外幣數量減少，顯示歐元貶值。因此，對
於想用外幣兌換歐元的人來說歐元變得較便宜。加權權重反映第三
市場效果，並取決於在 1995-1997 年、2001-2003 年、2007-2009
年、2010-2012 年及 2013-2015 年間與歐元區貿易夥伴之商品貿易，
指數在每三年期間之最後一年以連鎖法 (chain-linked) 銜接計算
之。
ECB 在外匯市場干預可大致分為單方或聯合行動，以及中央或
分散行動。在沒有任何正式協定或規範時，歐元體系可以自行決定
在必要時進行外匯市場干預。歐元體系可以進行單獨干預或是與其
他中央銀行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干預可能透過 ECB 直接進行 (中央
行動) 或透過會員國中央銀行代表 ECB 進行 (分散行動)。所有的外
匯市場干預皆在不影響物價穩定的前提下進行 (ECB, n.d.c)。ECB
的管理委員會透過簡單多數表決針對干預行動進行表決，然而在實
作上在進場干預匯率之前，ECB、其他歐盟機構，以及第三國政府
官員通常會進行協調。例如，在 ECB 於 2000 年 9 月 22 日與日本
及美國共同干預以提高歐元價值之前，歐元集團首長於 9 月 8 日至
9 日依據法國凡爾賽決議支持歐元價值，此為 ECB 在發行歐元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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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進行外匯市場干預 (Fatum, & Hutchison, 2002: 415-416;
Henning, 2007: 326)。
對於第三國貨幣歐元區採取浮動匯率制度，歐元對第三國貨幣
之外部價值由市場力量決定。因此 ECB 鮮少從事外匯干預，僅在
2000 年及 2011 年分別從事外匯市場干預。ECB 於 2000 年進行了
四次干預，分別發生於 9 月 22 日、11 月 3 日、11 月 6 日，以及 11
月 9 日 (ECB, 2001: 54)。其中 9 月 22 日的干預行動與日本中央銀
行及美國聯準會共同進行。ECB 並沒有公布干預的規模，但是根據
聯準會報告，美國以美元購買了 15 億歐元。 14 ECB 於 2011 年因
為日本大地震造成之日圓不穩定，與 G7 國家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並
穩定日圓價值，乃 ECB 最近一次進行外匯市場干預 (ECB, 2011;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017: 4)。

(三) 外匯準備
ECB 可以用於市場干預之外匯存底來自會員國中央銀行移轉
之外匯，ECB 也可以透過追加移轉外匯，以及貨幣互換的方式籌集
外匯。ESCB/ECB 條例議定書第 30.1 條規定，歐盟會員國中央銀行
根據其在 ECB 持有份額向其轉移外匯存底資產，使 ECB 持有 500
億歐元以上之外匯存底 (ECB, 1999)。2004 年 5 月 1 日 10 個中、
東歐及地中海國家加入歐盟之後，上述額度提高為 556 億歐元。會
員國央行對 ECB 相應持有以歐元計價的債權。1999 年 1 月 EMU 第
三階段開始時，各會員國央行移轉給 ECB 的外匯存底為 390.6 億歐
元。2018 年 ECB 外匯存底資產價值為 696 億歐元，外匯存底組合
由美元、日圓、人民幣、黃金及 SDRs 組成。外幣儲備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 價值為 507 億歐元，資產包括美元、日圓、與人民幣
14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December 2000, p.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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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 (ECB, 2019a: A7-A8)。外匯準備組合隨著市場及時間而變化，
反映投資資產的市場價值以及 ECB 外匯及黃金業務的變化。
外匯存底的主要目的為確保 ECB 隨時有足夠的資產以進行外
匯市場干預，但 ECB 的干預能力不受限於外匯存底金額，因為：(1)
會員國中央銀行有義務在必要時提供額外外匯存底給 ECB；(2) ECB
可以利用換匯交易 (foreign exchange swap)；以及 (3) 涉及歐盟貨
幣的外匯市場干預，包括與 ERM II 相關之行動，可以在 ESCB 體系
內取得資金。除了外匯干預，ECB 外匯準備管理之目標包括：流動
性、安全性及報酬性，使其外匯受到管理並提高其價值及使用效率。
ECB 持有美元、日圓及人民幣準備由 ECB 及參與此業務活動部分
歐元區會員國央行 (做為 ECB 代理商) 管理。
在黃金儲備方面，於 1999 年 ECB 持有會員國央行移轉黃金
750 噸。ECB 依據 1999 年 9 月 26 日由 ECB 與 14 個歐洲央行簽署
的《中央銀行黃金協議》(Central Bank Gold Agreement) 以及「黃金
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Gold) 規定，管理其黃金儲備。ECB
仍將黃金視為全球貨幣準備的重要組成部分。ECB 及簽署國央行每
年銷售黃金不得超過 400 噸；15 簽署國整體同期不得銷售超過 2000
噸，以維持黃金存底之數量、價格及穩定性 (ECB, n.d.c, 2000: 5455, 2006: 75)。
ECB 採取一項三階段策略管理其外匯存底：(1) 第一階段：ECB
的風險管理者制定策略性資產組合基準 (benchmark)，該基準必須
經過管理委員會同意；(2) 第二階段：ECB 的資產組合管理者設計
「戰術基準組合」(tactical benchmark portfolio)，並經過執行理事會
同意；(3) 一般管理與交易由會員國中央銀行以分散方式管理，在
進行交易時，會員國中央銀行必須公開表明其為 ECB 的代表 (于澤
雨、王益，2006: 47; ECB, 2019a: A8)。大體而言，ECB 持有外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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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目的為干預匯率，但此干預操作必須以不影響歐元區物價穩定
性為前提 (呂桂玲，2002: 134)。
ECB 外匯存底的外幣資產負債以資產負債表日 (balance sheet
date) 的現行匯率轉換為歐元。收入和費用按照紀錄日的匯率進行
轉換。外匯的資產負債，包括上資產負債表和場外的重估資產負債
表工具，是在貨幣通過貨幣的基礎上進行。外幣資產負債的市場價
格重估與匯率重估分開處理。黃金按資產負債表日的市場價格計
價，黃金的價格和貨幣的重估間沒有區別。取而代之的是，根據每
一歐元∕盎司的黃金價格來計算單一黃金價值，該價格是根據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歐元對美元的匯率得出的。
歐元乃是一種國際關鍵通貨，亦得由歐盟以外第三國持有，成
為其外匯組合。根據 ECB 的數據，2019 年第一季歐元在全球總外
匯存底比例約為 19%，僅次於美元的 58% (ECB, n.d.a)。歐元於 1999
年 1 月 1 日起，取代德國馬克 (the Deutsche mark) 及法國法郎 (the
French franc) 成 為 IMF 特 別 提 款 權 (SDR) 之 組 成 部 分 (IMF,
1998: 1)。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民幣於 2016 年成為 IMF ㄧ籃子通
貨以及特別提款權。SDR 將包括：美元、歐元、英鎊、日圓及人民
幣 5 種國際關鍵貨幣。IMF 於 2015 年 12 月決定，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 5 種 IMF 關鍵通貨的權重比率，是美元 41.73%、歐元 30.93%、
人民幣 10.92%、日圓 8.33%、英鎊 8.09%；SDR 貨幣權重主要決
定因素是：(1) 該國在全球貿易總額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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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及重要性 (ECB, 2019a:
A26; IMF, 2015)。
IMF 的 SDR 根據一籃子貨幣加以定義，其價值取決於五種主
要貨幣 (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 的加權總和之平均值。
ECB 持有的 SDR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每一 SDR 以歐元匯率

歐洲央行單一匯率政策的發展與挑戰

457

轉 換 為 歐 元 (ECB, 2019b: 13-14) 。 歐 元 權 重 由 37.4% 下 調 為
30.93%，影響最大；人民幣因而將構成對歐元的一項新挑戰。人民
幣成為 ECB 外匯存底及 IMF 的 SDR 組合部位，將會影響歐元匯率
及 ECB 單一匯率政策，這也是歐元匯率外部性之一項影響因素。

肆、歐元區匯率政策之意涵
一、歐元區匯率政策之主要特徵
(一) 單一匯率政策
新匯率機制之中心匯率將以歐元為一方，成為加入新機制之非
歐元區會員國的中心匯率。標準波動幅度將是中心匯率上、下各
15%，相當寬鬆，提供彈性，方便新會員在符合經濟趨同條件下，
及早加入歐元區。在極短期融資 (very short-term finance) 可取得範
圍內，上下邊際的干預原則是自動的及無限制的。然而，這種干預
如果導致與 ECB 及參與國中央銀行主要目標相衝突，可中止干預。
干預政策將參考所有相關因素，特別是必須維持價格穩定及 ERM II
機制的信譽及功能。
中心匯率及標準波動幅度將經由歐元區參與國的財政部長、
ECB、加入新匯率機制之非歐元會員國財長及央行總裁依據執委會
的共同程序，在與財經部長理事會 (ECOFIN) 磋商後決定之。波動
幅度並得依據加入新制之非歐元會員之貨幣地位進行調整。非歐元
區會員國財長及央行總裁可以參加會議討論但無表決權。所以，歐
元與各匯率機制內的貨幣，在 ERM II 架構下，其匯率之間的關聯
性將大為加強，有利於非歐元區會員經濟趨同程度之提高，並促其
早日加入歐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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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RM II 架構下，非歐元區會員國貨幣與歐元形成一種所謂
「軸狀模型」(hub and spokes model) 之關係。歐元將是這個輪子之
「輪軸」以及新制之記帳單位。另外，非歐元區國家之貨幣與輪軸
之間僅建立雙邊基礎之聯繫關係；而不再與歐元區會員國間有雙邊
匯率關係存在。所以，在 ERM II，基本上已沒有正式多邊匯率關係
之存在 (European Commission, 1998: 18)。
ERM II 雖然比預期放寬標準，容納更多參與國，唯目前仍有 9
個歐盟國家選擇性不參加，或尚未達到標準而不能參加歐元區。尤
其包括重量級會員國英國仍採取選擇性不加入歐元區立場，使 EMU
之發展可能形成雙軌體系或雙速體系。英國等國未參加 EMU，影響
到歐盟共同貨幣政策之完整性與一致性，以及在對外關係單一形象
之 建 立 。 例 如 EMU 銀 行 體 系 包 括 ECB 及 歐 洲 中 央 銀 行 體 系
(ESCB)；ECB 決策體系又包括管理委員會、執行理事會及總理事會；
其中有些只限歐元區參與國參加，有些又包括歐盟 27 會員國，形
成「雙軌體系」，不但不符合行政精簡及效率，如果政策衝突，更
增添決策之複雜性與不確定性 (Taylor, 1995: 137-138)。
其次，未參與國貨幣及金融自主權仍不受歐盟節制，如果利用
貨幣貶值或其他貨幣、金融政策工具，來促進其產品在內部市場之
競爭力，以取得不當貿易利益，對歐元區參與國而言，並不公平，
也將影響到內部市場之完整性。另外，未參與歐元區之會員國貨幣
會比歐元波動性 (volatile) 大，增加該等國家貨幣被國際投機客炒
作空間及機會。非歐元區國家也較難直接參與歐洲中央銀行決策與
運作，相對地，削減了該等國家在歐盟政策影響力。長期而言，該
等國家在歐盟之各種補貼、緊急紓困、預算案等都將受到更大限制，
間 接 地 影 響 到 該 等 國 家 投 資 環 境 ， 對 其 經 濟 發 展 較 為 不 利 (de
Grauwe, 2016: 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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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匯率政策的功能
對歐元區會員國而言，單一貨幣的流通代表歐元區必須採用單
一匯率政策。在 EMU 形成之前，歐洲由多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組成，
相較於個別國家經濟體，外部影響力規模相當大，匯率政策因此對
這些小型國家有較大影響力。歐元區創造了一個較大且較為封閉的
經濟體，大幅降低匯率對歐元區會員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尤其是大
幅降低匯率波動造成的不確定性。另外，歐元區會員國間不再有名
目匯率及匯兌損失，一方面可以移轉多餘外匯存底於國內建設，另
一方面也較不易受到外部經濟衝擊 (economic shock)、金融波動之
影響，以及受到國際投機客之貨幣狙擊，大大降低匯率劇烈波動及
貨幣大幅貶值之風險 (Smaghi, 2009)。
ECB 依據 TFEU 第 127 及第 219 條進行外匯交易及外匯干預等
業務。外匯干預由 ECB 與非歐元區會員國國家央行合作進行，尤其
在干預措施之融資方面。外匯干預也可以在歐元與美元或日圓等其
他主要貨幣的主管機構之間進行。第 219 條規定兩種安排：(1) 歐
盟財經部長理事會 (ECOFIN) 可以針對歐元的匯率政策訂定一般
準則以及匯率政策的總體方向。ECB 外匯干預的能力不受其外匯準
備的限制；以及 (2) ECB 亦可透過與主要國家間的換匯 (swap) 協
議，為干預措施提供資金。值得注意的是，ECB 外匯干預仍不能損
及其維持物價穩定之主要目標 (ECB, 2001: 51)。
ECB 外匯業務，無論如何進行都必須視為共同貨幣政策的組成
部分，並受到物價穩定主要目標之約束。所以，任何外匯干預及外
匯操作皆必須在 ECB 貨幣政策及策略中加以考慮。在貨幣政策及策
略背景下，匯率做為對外來價格發展評估的一部分，受到密切監控，
並被視為政策分析的重要指標。事實上，1997 年 12 月 13 日盧森
堡歐盟高峰會已強調，歐元匯率應被視為歐元區經濟發展與有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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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政策的結果，而不是一個獨立設立的目標。ECB 及歐元體系只有
在特殊情況下，且不損及歐元體系物價穩定目標情況下，才能制定
歐元區匯率政策的總體方向。 15
對歐盟以外第三國方面，歐盟採用浮動匯率政策。與大部分主
要國家一致，歐盟不追求外部匯率目標，歐元對第三國貨幣之匯率
僅受到市場力量影響。不追求外部匯率目標可以讓 ECB 專注於達成
歐元區的物價穩定目標。ECB 在必要時仍可以透過外匯市場干預而
影響外部匯率，但是 ECB 向來極少採取這樣的措施。

二、影響與挑戰
(一) 單一匯率問題
1997 年阿姆斯特丹歐盟高峰會通過一項「穩定暨成長協定」；
歐盟相關條約針對會員國加入歐元區也規定經濟趨同標準，針對會
員國的預算赤字 (不得超過 3% GDP)、負債總額 (不得超過 60%)、
利率 (不得超過利率最低會員國水準 2%)、通貨膨脹 (不得超過最
低三個會員國平均水準 1.5%)，以及必須加入新匯率機制 2 年以上
等嚴格限制。然而，歐元自 1999 年發行之初，會員國間經濟結構
及發展水準仍存有很大差異性，有些會員國例如西班牙、葡萄牙，
以及事後加入之希臘，加入當時的經濟情況也未完全符合經濟趨同
標準。
除了經濟趨同條件之外，孟岱爾 (Robet A. Mundell) 從「最適
通貨區」理論，指出貨幣同盟之成立，除了會員國經濟趨同之外，
其他考慮因素包括：勞動流動性、價格與工資彈性、生產規模及技
術的一致性、資本市場整合程度、語言、教育、文化、福利與社會

15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cy Conclusion, Luxembourg, 12 and 13 Decemb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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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因 素 (de Grauwe &Vanhaverbeke, 1993: 111; Mundell, 1961:
657-665)。歐盟於 1999 年發行歐元之初，上述經濟及社會條件，在
會員國之間存有很大差異性，形成貨幣同盟的一些障礙。這些經濟
及社會條件的趨同，涉及更深層次的社會及經濟整合，甚至「政治
整合」，對歐盟及會員國而言，皆是重大挑戰。史提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因此認為歐元區會員國經濟結構的差異性，不是貨幣聯
盟所能單獨解決，這是貨幣聯盟先天性結構問題 (Stiglitz, 2017:
240)。
歐元發行之前沒有從事必要的政治整合，或至少同時考慮財政
聯盟，以便在歐元區會員國間從事財政重分配。歐元乃歐元區會員
國貨幣加權平均值，德國馬克幣值原來最高，採用歐元後反而導致
原先貨幣的「隱性貶值」，激勵其出口貿易、生產活動及經濟成長。
希臘等南歐國家採用歐元，形成隱性升值，不利其貿易出口，又大
幅舉債，形成政府負債總額大幅提高。希臘等國家經不起 2008 年
金融危機之考驗，並導致 2012 年之希臘及債務危機。希臘等國家
在債務危機已喪失貨幣政策及匯率工具；單一匯率政策欠缺調整彈
性及靈活性以回應歐元區會員國不同經濟需求，此乃歐元一項先天
性結構缺陷。金融危機及債務危機已使歐元區會員國經濟不平等進
一步惡化，並將歐元區分裂為債權國及債務國、或核心國與邊陲國
兩 大 陣 營 ， 將 危 及 歐 盟 團 結 及 未 來 歐 盟 整 合 (Perotti & Soons,
2020a; Stiglitz, 2016)。
德國自 1999 年歐元發行之後，一直持續保持較高經濟成長率，
並享有鉅額貿易順差。歐元是否形成對希臘等債務國家太強；對德
國等債權國家又太弱之問題。德國獲得鉅額貿易順差，經濟表現強
勁，在歐盟是否形成一項新的「德國問題」？歐元匯率問題因此攸
關歐盟會員國的團結以及歐盟整合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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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是歐盟最大經濟體，自 1998 年起，其 GDP、貿易餘額 (商
品與服務) 自 2009 至 2018 年每年平均大約佔歐盟整體約 21% (見
圖 1)，人均 GDP 高於歐盟整體平均值，貿易一直保持順差。例如
2019 年第二季歐盟 28 國經常帳 (current account) 盈餘共 409 億歐
元，德國盈餘卻高達 599 億歐元 (Eurostat, 2019c: 1, 5)。德國的貿
易順差相當高，2018 年貿易順差超過 2300 億歐元，同年歐盟 28 國
貿易順差僅約為 518 億歐元 (見圖 2)。歐盟主要國家 (以德國與法
國為代表) 以及南歐國家 (以希臘與西班牙為例)，在貿易收支上有
相當大的差異。
德國龐大貿易順差的一項原因是歐元價值的低估，其他因素包
括 對德國出 口商品 的需求 及國內薪 資水平 限制 (Jason, 2015: 410)。高存款率及歐元區利率趨同對德國的高經常帳盈餘也有影響。
根據 IMF 的報告，「德國歐元」被低估幅度在 10%到 20%之間
(IMF, 2018b: 11)。美國總統川普數度指控歐元匯率被嚴重低估，認
為德國利用被低估之匯率擴大其貿易順差 (McGeever, 2017b)。德
國龐大的貿易順差已使美國多次公開指控歐盟讓美國處於不利地
位，甚至威脅提高歐盟汽車與汽車零件關稅 (Reid, 2019)。
對希臘、西班牙等國家歐元幣值是被高估的，IMF 於 2018 年
報告指出歐元對希臘高估的程度約為 7%，貨幣價值高估不利於其
出口貿易，對於南歐國家的經常帳平衡，以及經濟發展皆有負面影
響。貨幣貶值以促進貿易出口，進而使國內經濟恢復成長，乃各國
經常使用之經濟政策。IMF (2018a: 42) 分析認為出口貿易成長 1%，
有利於國內 GDP 成長 0.5%。經常帳平衡、匯率穩定性，以及外匯
存底與干預皆為 IMF 評估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歐元區一些
國家總體經濟收支不平衡也是歐債危機的原因之一。ECB 單一匯率
架構下，歐元價值在歐元區會員國間的不對稱，造成希臘等南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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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urostat (2019a)。

圖1

歐盟各會員國貿易餘額及份額圖

單位：10 億歐元
資料來源：Eurostat (2019b)。

圖2

歐盟與主要會員國的貿易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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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無法透過貨幣貶值增加出口，促進
經濟成長，進而解決債務危機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fice of
IMF, 2017: 13)。
歐盟國家的經濟模式在其產品和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方式、福利
和教育系統、政治、文化甚至根本的意識形態上都各不相同。19 個
歐元區會員國經濟規模及條件，存有顯著差異性，呈現不同經濟模
式、結構與政策。隨著貨幣整合，歐元區會員國失去了指導經濟政
策的匯率選擇。這種單一匯率政策的特殊性，影響了基於自主貨幣
政策框架內定期貶值本國貨幣的某些歐元區會員國，尤其，南歐國
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和義大利，限制這些國家在協調工
資和實施長期成長戰略的制度能力。在加入貨幣聯盟之前，這些國
家往往使用各自貨幣從事定期貶值來提高其競爭力。加入歐元區之
後，這些國家喪失匯率彈性及調整機制，對其經濟發展及解決債務
問題等方面，皆有不利影響 (Tokarski, 2019: 9, 12-13)。
歐元乃歐盟會員國貨幣加權平均值。IMF 協定 (IMF, 2016) 第
4 條第 4 項有關外匯制度安排，乃以穩定但可調整之平價 (Par Values) 為基礎，並應著眼於世界經濟之穩定，另應考慮各會員國之物
價變動與經濟擴張率等因素。同時，匯兌制度也應確保平價制度之
有效操作，使國際收支盈餘或赤字之會員國能相互立即作有效調
整，以及對收支失衡之干預能做有效之安排。對 19 個歐元區會員
國，採取單一匯率政策，各別會員國將欠缺 IMF 協定第 4 條第 4 項
有關「平價」匯兌在會員國間能相互立即作出有效調整及干預等安
排，以回應其本國的 BOP 及經濟情況。
歐盟及歐元區整體經濟表現及貿易平衡並未如德國的表現強
勁，歐元如果沒有升值，對德國反而更加有利。德國可以在歐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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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歐盟盾牌保護下，持續取得強勁競爭優勢，形成歐元發行後維持
持續經濟成長及鉅額貿易順差國家，在歐元區經濟表現一支獨秀
(王玉柱，2015: 42-43)。另一方面，歐元如果因歐元區貿易盈餘而
升值，也不利歐債國家透過貶值以增加出口。歐元因此形成一種內
在困境，升貶皆兩難，而德國一支獨秀也形成新的「德國問題」
(Jacoby, 2015: 189)。
單一匯率政策架構下，會員國貨幣政策及匯率分別由 ECB 所決
定及執行，與國內經貿表現及貨幣政策的要求往往不盡相符。事實
上，各國貨幣政策以及央行匯率政策；原則上必須依據國內情況及
目標做為決策依據，以符合反映本國經濟現況並符合其實際需求。
各國貨幣政策為了有效針對國內目標，而不是反映另一國家或經濟
體的目標，貨幣政策必須擺脫固定匯率承諾，以使各國匯率政策具
有一定彈性，並反映浮動匯率或釘住浮動匯率的浮動性本質及靈活
性優點。歐元區單一匯率政策，對 19 會員國欠缺機動調整彈性，也
會影響各會員國經濟表現。經濟成長的差異性及不平衡，長期而言，
將影響會員國的和諧關係及團結合作 (Day, 2020: 20-22)。
在布列頓森林體系 (Bretton Woods System) 下，歐洲多數國家
貨幣在 1970 年代以前採取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而與國內貨
幣政策之目標及要求不相符合，導致該體系在 1970 年代初期崩潰。
IMF 協定第 4 條第 3 項規定，IMF 即使針對不同國家匯兌安排之監
督，甚至為所有會員國訂定指導原則，仍應關注會員國經濟情況之
差異性及不同需求，甚至亦應尊重會員國國內的社會與政治政策，
以確保國際貨幣制度及匯兌監督安排的有效操作，並促進 IMF 協定
第 1 條規定有關國際匯率穩定及各國經濟均衡發展等目標之實現。
理論與經驗在在顯示，缺乏彈性的單一匯率政策及制度，無法符合
及滿足不同會員國不同貨幣政策及要求，將是歐盟單一匯率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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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重大結構性問題，攸關歐元及共同貨幣政策的未來發展
(Smaghi, 2007: 1)。
如何改革歐元的單一匯率政策，並一併解決希臘債務，以及德
國問題，有二種方案可供參考。第一方案是歐元區退場機制，第二
是歐盟財政重分配。在歐元區會員國退場機制方面，歐債危機發生
之後，脫離歐元區的機制開始受到注意；根據 ECB 研究報告，歐盟
目前機制，會員國在不離開歐盟的情況下脫離 EMU 在法律上幾乎
是不可能的，因此建立一個完善的歐元的退場機制或可做為歐盟完
善其財政紀律的一項策略 (Athanassiou, 2009: 7)。
在單一貨幣政策下，債務危機引發「調整負擔不對稱」問題，赤
字國家別無選擇，只能採取緊縮政策以進行調整，但盈餘國家則沒
有此等負擔。這不僅是經濟上的問題，在政治也有重大的影響。盈
餘國家 (大多是債權國) 堅持赤字國家 (負債國) 進行嚴格的財政
緊縮措施並清償債務，但是債務國家則堅持較寬鬆的財政政策以及
債務重組，造成嚴重的政治衝突 (Frieden, 2015: 7)。歐元退場機制
也得以避免負債國家在歐元區「搭便車」，甚至在違反歐盟財政規
範的情況下取得鉅額紓困，造成道德風險問題 (洪德欽，2012: 191)。
對歐債國家而言，離開 EMU 可以解決國際金融的「三元悖論」
問題。在 Mundell-Fleming 模型中，固定匯率、資本自由移動以及
獨立貨幣政策不可能同時達成；在資本自由移動的情形中，政府必
須在固定匯率以及貨幣政策獨立性中作出抉擇。若脫離 EMU，該國
則不在受到固定匯率的限制，可以透過貨幣貶值促進出口；在希臘
的案例中這樣的做法有可能加速經濟復甦。
歐元退場機制也有助於德國等債權國家，為財政狀況不佳的國
家進行紓困往往會導致其納稅人的財富損失，形同「逆歧視」，使
遵守財政紀律的國家成為受害者，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容易造成

歐洲央行單一匯率政策的發展與挑戰

467

會員國之間的不信任，有損於歐洲整合及歐元的未來。
退場機制一來可以增加負債國家的匯率政策彈性及貨幣政策選
擇，二來也可以避免歐元區內部財政負擔及政經衝突。在里斯本條
約架構下已有歐盟會員國的退場機制條款安排，歐盟條約 (TEU)
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任何會員得依其憲政規定退出歐盟 (Piris,
2010: 110-111)。依據「舉重明輕」法理及原則，TEU 已有脫離歐
盟的第 50 條；理應可以同意會員國退出歐元區而仍保留歐盟會員
國資格。歐盟將來可以透過修改條約，增列一條會員國退出歐元區
而仍保留歐盟會員國資格之條款。
在歐盟財政重分配方面，希臘退出歐元區將使希臘付出更大代
價從事經濟及財政結構調整，甚至具有希臘貨幣崩盤與經濟嚴重衰
退之潛在風險。希臘如果不自願退出歐元區，則另一解決方案是歐
盟需推動歐盟會員國財政重分配，甚至建立財政聯盟。財政聯盟將
由歐盟層級從事會員國間財政重分配，使歐元匯率受惠國承受更多
歐盟財政負擔，相對減輕因歐元匯率不得從事貶值之債務國家對歐
盟財政負擔，甚至得到歐盟紓困，而達到會員國間對歐盟之財政重
分配，以符合財政公平原則，並解決 EMU 僅有貨幣聯盟，而沒有
財政聯盟產生的結構性缺陷及問題。財政聯盟將使貿易盈餘會員國
增加財政負擔，將遭致國內強烈反對壓力。歐盟仍應將其列為長期
目標。歐盟短期目標則已積極推動建立歐洲貨幣基金 (European
Monetary Fund; EMF) 做為替代方案 (Perotti & Soons, 2020b: 3334; Scheinert, 2019)。

(二) 歐債危機與新冠肺炎疫情
1. 歐債危機
希臘於 1981 年加入歐盟，2001 年加入歐元區。2008 年全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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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危機爆發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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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的政府預算赤字占其 GDP 的
15.8%，遠高於經濟趨同條件的 3% 標準；希臘 2009 年負債總額為
GDP 的 129.3%，大幅超過經濟趨同條件規定 GDP 60% 標準 (洪
德欽，2012: 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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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發生違約而使國家公債信評被調降。許多投資
人對希臘、愛爾蘭、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之主權信貸違約
產生憂慮，引發了歐債危機。歐債危機由希臘引爆，但危機的根源
涉及許多政治、經濟及結構性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ECB
共同貨幣與單一匯率政策對歐債危機的發生與後果皆有重大影響
與意涵。
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出發，歐債危機的根源是一個被資金「突然
停止」(sudden stop) 所觸發的國際收支 (balance of payment) 危機。
危機的影響力因為歐元區缺乏最後貸款者 (lender of last resort) 而
被擴大。另外，受到危機衝擊而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也無法透過貨
幣貶值來促進貿易出口及拉引經濟成長，導致經濟蕭條。EMU 成立
之初，會員國之間仍存有高度的總體經濟體質差異，例如德國的經
濟成長率與通膨率水平皆較低，希臘與西班牙的經濟成長率、物價
與薪資水平則有顯著上漲。1998 至 2007 年之間，德國的通貨膨脹
率平均為 1.5%，西班牙在同期則有 3.2%的平均通貨膨脹。
儘管歐元區會員國之間的總體條件有明顯差異，ECB 在歐元區
內僅能施行共同貨幣政策，以及單一匯率政策。考量到通貨膨脹的
差異，這代表南歐國家的貨幣實質升值 (real appreciation)，實質利
率相當低，促使大量的資金從德國等國家流入具有較高財政赤字的
國家，造成經濟泡沫 (Copelovitch et al., 2016: 818)。2008 年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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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金融危機戳破了南歐國家的經濟泡沫，從德國等國家流入的資金
突然中止，南歐國家陷入流動性困境，政府為了紓困國內金融機構
而提高財政赤字，歐元區的國際收支危機演變為債務危機。希臘及
愛爾蘭等歐債國家向 IMF 申請紓困。歐盟及 IMF 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宣布，提供愛爾蘭 850 億歐元紓困金額。紓困條件主要包括愛
爾蘭必須採取財政緊縮政策，並整頓金融業，使銀行業資產規模對
GDP 比率於 2018 年從大約 10 倍 GDP 規模下降為歐盟平均值約
3.5 倍 GDP 規模以下。IMF 在歐債危機因此扮演一重要角色，對市
場信心的重新建立，至關重要，逐漸恢復歐元匯率的穩定性及歐元
區經濟成長 (李榮謙等，2011: 82-83; Tombazos, 2017: 174)。
貨幣貶值在 ECB 成立之前是歐盟會員國因應金融危機的一項重
要工具。以 EMS 時期的 1992 年危機為例，當時南歐國家的政府透
過貨幣貶值以促進貿易出口，得以較為快速地從危機中復甦 (Copelovitch et al., 2016: 823)。然而，歐元區會員國在共同貨幣政策之下
無法採用這項工具，因此必須執行嚴格的預算赤字削減計畫，亦即
採取財政緊縮政策以進行「內部貶值」，包括降低工資及物價水準，
以增加該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出口。然而，南歐國家出口主要對象
為其他會員國，在歐盟內部貿易高於外部貿易的情況下，若德國等
核心國家沒有採取財政擴張及增加進口的政策，南歐國家的貿易赤
字、預算赤字，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改善空間仍然受到很大限制
(Bergsten & Kirkegaard, 2012: 7-9)。

2. 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乃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公共衛生的一項重
大威脅，同時對各國人民生命健康、工作就業、社會福祉、交通遷
徙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皆帶來重大影響。新冠肺炎疫情對歐元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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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的經濟活動及貿易交流也產生重大影響。受到新冠疫情之衝
擊，歐元區 2020 年第一季經濟負成長 3.8%，比全球金融危機後之
2009 年負成長 3.2%更為嚴重。歐元區 2020 年 GDP 衰退 6.6%，
相當嚴重。針對新冠肺炎疫情之因應，歐盟高峰會於 2020 年 4 月
23 日會議，通過一項 5,400 億歐元的一攬子計畫，用以支持勞工、
企業及會員國的三項安全網 (three safety nets)。歐盟 2020 年預算
同時增加 31 億歐元用以應對新冠肺炎危機。歐盟高峰會同時規劃
建立一項經濟復甦基金 (a recovery fund) (ECB, 2021b: 1; European
Council, 2020a; IMF, 2020b: 1-2)。歐盟執委會乃於 2020 年 5 月 8
日推出歐盟版「新冠肺炎疫情復甦計畫」提案，以協助會員國之經
濟復甦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本項復甦計畫融資總額是
7,500 億歐元，其中包括 5,000 億歐元的不須償還補助金 (non-repayable supports)，對會員國從事直接紓困，以回應新冠肺炎疫情對
會員國經濟及財政等方面之影響，使各國有足夠能力吸納經濟及財
政所受衝擊。2020 年 7 月 17 日至 21 日召開的歐盟高峰會，27 會
員國經過漫長及艱辛的談判，通過一項 7,500 億歐元「在下一代歐
盟架構下的特別復甦努力計畫」，其中包括 3,600 億歐元低利貸款
(loan)，以及 3,125 億歐元無償補助金 (grant) (European Council,
2020b)。此一無償補助金乃會員間的一項政治妥協，雖然比執委會
提案的 5,000 億歐元縮水很多，但可以提高歐盟復甦計畫的穩健性，
且較容易得到歐洲議會之批准。
歐盟復甦計畫涉及對會員國不須償還的直接紓困，金額高達
3,125 億歐元規模，涉及許多敏感性議題，包括：紓困規模、財政來
源、歐盟及會員國如何分擔、紓困是否附有條件、紓困援助在會員
國間如何分配、對歐盟及會員國預算、歲收及經濟之影響，是否附
帶指定用途及監督機制，或要求會員國必須強化法治及財政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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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皆具有高度爭議。歐盟高峰會議決議歐盟執委會將在國際金融
市場發行歐洲公債，籌措經濟復甦計畫所需的 7,500 億歐元。歐盟
會員國必須制定計畫，概述如何投資新資金；歐盟並建立一個暫停
機制，以強化對補助金之監督。義大利、西班牙及波蘭等國將獲得
較多份額補助金及貸款。義大利是最大淨受益國，將獲得大約 810
億歐元補助金及 1,270 億歐元貸款，共 2,080 億歐元，占 7,500 億
復甦計畫融資總額約 28%。西班牙則共獲得 1,400 億歐元，用以振
興經濟。歐盟經濟復甦計畫於 2021 年開始撥款，並於 2026 年結
束，預定於 2058 年前償還所有新債務。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復甦計畫及其他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否弱
化 ECB 貨幣政策之功能，或影響 ECB 貨幣政策之獨立性；另外，
在負利率寬鬆貨幣政策下，會員國、企業及家庭債務如果大幅成長，
也會導致金融脆弱性，並埋下新的債務危機之危險因子。綜上，歐
盟復甦計畫及疫情大流行緊急購買計畫 (Pandemic Emergency Purchase Programme; PEPP) 等，乃是一種具有多重面向及複雜影響的
措施。歐盟紓困或不紓困、復甦或不復甦，在會員國間皆有不同爭
論，也將深刻影響新冠疫情之解決成效、歐元區會員國經濟之復甦、
會員國間之團結合作，以及歐盟整合之未來。
ECB 於 2020 年 3 月 18 日宣布一項 7,500 億歐元的 PEPP，連
同 2020 年 3 月 12 日決定的 1,200 億歐元額外資產購買計畫 (Additional Asset Purchase Programme; APP)，兩者合計大約占歐元區
7.3% GDP；另外結合目前每月 200 億歐元的淨購買額，至 2020 年
底將使歐元體系資產持有量比 2014 年 10 月增加大約 39%。鑑於
歐元區於 2020 年第一季經濟大幅衰退 3.8%，比 2008 年金融危機
更加嚴重，ECB 乃於 6 月 4 日決定增加 6,000 億歐元 PEPP，使 PE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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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達到 1 兆 3,500 億歐元規模，同時將 PEPP 延長至 2021 年 6 月
止 (ECB, 2020b, 2020e)。
2020 年 4 月 7 日，ECB 宣布了一系列暫時性的擔保寬鬆措施，
包括 (ECB, 2020d: 1-2)：
(1) 暫時將抵押品評估的擔保品折減率 (haircut) 全面調降 20％，
以提高了歐元體系的風險承受能力。
(2) 暫時性擴張 ACC 的框架：將政府和公共部門向企業、中小企業、
個體經營者和家庭提供的擔保貸款納入擔保要求；擴大可接受
的信用評估系統的範圍；降低貸款之報告要求；以及
(3) 其他暫時性措施：會員國信貸債權的最小規模門檻值從原來最
低 25,000 歐元，調降為 0 歐元；可作為抵押的無擔保債務工具
的最大數額從 2.5%提高到 10％；放棄希臘政府債券的最低信
貸品質要求，以便接受它們作為抵押。
ECB 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緊急因應措施，主要是放寬並擴大可以
作為擔保品的資產條件及規範、擴大債券購買計畫，除了會員國政
府公債，也包括公司債、擴大量化寬鬆並延長原來量化寬鬆實施期
間，將希臘公債納入購買計畫，豁免相關限制規定，ECB 得調高自
我設定的量化寬鬆持有限制，做好擴大資產收購計畫，ECB 並得自
我判斷歐元區是否已渡過新冠肺炎危機，以決定退場時機。ECB 的
PEPP 及 QE 政策有助於希臘、義大利、西班牙及葡萄牙等赤字較高
及債信較差國家取得較大金額之紓困，以渡過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
經濟衰退危機，避免歐元區會員國之分裂，而危及歐盟團結及整合
(Collins & Gagnon, 2020: 61-63; IMF, 2020a: 1)。
ECB 上述緊急措施有助於對歐元區企業及家庭提供融資及支
持，協助歐元區會員國渡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經濟下行及財政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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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等困難。緊急措施對於放寬歐元區的融資條件、改善市場流動性，
避免中小企業破產、維護金融及社會穩定，協助歐元區會員國經濟
復甦等方面，皆至關重要，可說是及時雨措施。ECB 雖然不能站在
歐盟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線或最前線，但是在高度不確定及緊
急危機時期，其所採取的應急措施即為維持歐盟經濟及歐元匯率穩
定的一項重要因素，可以避免某些會員國經濟大衰退而引發歐元區
經濟恐慌及歐元大幅貶值之危機。ECB 及歐盟新冠肺炎疫情緊急紓
困措施，對維持歐元區市場信心及市場功能之運作皆有助益。2020
年上半年，開發中國家因新冠肺炎疫情經濟衰退而普遍採取貨幣貶
值。歐元在全球扮演更大功能，意味歐盟理應承擔更大全球責任。
在 2020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期間，歐元匯率變化持平，歐元對美元
匯率從 2020 年 1 月 2 日的 1.1193 到 6 月 5 日 1.1330 及 2021 年 3
月 2 日 1.2028，沒有從事競爭性貶值，得以避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
之漫延，而加速國際經濟之惡化，這也是歐盟對國際經貿的一大貢
獻 (Banerjee et al., 2020; Collins & Gagnon, 2020: 61; ECB, 2020a;
European Parliament, 2020: 1)。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及 ECB 龐大紓困金額，亦會增加會員國財
政負擔，德國憲法法院於 2020 年 5 月 5 日裁決，ECB 於 2015 年推
動的公債購買計畫 (Public Sector Purchase Programme; PSPP)，至
2018 年已高達 2 兆 6,000 億歐元，量化寬鬆措施，部分違憲。判決
指出，ECB 沒有審核這些措施是否適當，另外，德國政府及國會也
未對此採取任何審查行動；ECB 主要職責是確保物價穩定，而購債
並不在此一範圍，因此違反比例原則並侵犯基本權利。16 此一判決
並非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後歐盟及 ECB 紓困措施，尤其 PEPP 所作裁

16 Judgement of 2 May 2020,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2 BvR 8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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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但 PSPP 及 PEPP 皆是量化寬鬆及購債計畫，且 PEPP 擴大至私
部門之購債，其妥當性及合致性在德國內部勢必引起新的爭議。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凸顯歐盟會員國間危機因應政策的不一致，
連帶影響到歐盟及 ECB 紓困措施的速度、規模及有效性，也會間接
影響到歐元價值、匯率穩定及國際地位。會員國間立場不一致，也
會影響歐盟「團結」(solidarity)，尤其德國，針對紓困規模是有底線；
德國向來是歐盟經濟火車頭，欠缺德國的支持，對歐洲整合及危機
因應皆將導致不力影響，也不利歐元匯率的穩定。歐盟未來整合及
財政聯盟因此仍是一條漫長且不確定的發展過程，歐元價值及匯率
也 會 在 歐 盟 遭 遇 各 種 危 機 ， 將 一 再 受 到 波 動 及 挑 戰 (Buras &
Dalhuisen, 2020: 1-2)。
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歐元區持續處於低通膨及低利
率環境，歐元區 GDP 雖然衰退 6.6%，但是歐元匯率仍然維持穩定。
歐元於 2020 年對美元升值 9%。歐元匯率及幣值本質上將受歐元區
及會員國經濟及財政等因素之影響 (ECB, 2021c: 19-21)。歐盟及會
員國如何重新調適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的互補關係，以振興經濟，
並維護歐元價值，同時避免超額赤字及財政惡化，此一「三元悖論」
的政策調和，實乃歐盟、ECB 及會員國共同面臨的一大難題及挑戰，
對歐盟、ECB 及會員國三方關係，皆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經濟重
要性及法律複雜性，也將攸關歐元匯率的穩定性、ECB 貨幣政策及
銀行監管政策的合法性、正當性、有效性及可持續性 (Haroutunian
et al., 2021: 80, 81, 100; IMF, 2021; Schnabel, 2021)。另外，歐盟
及 ECB 於新冠肺炎期間也大幅放寬會員國舉債上限，也有導致會員
國財政進一步惡化，不符合歐元區經濟趨同的標準之潛在風險。
歐盟、ECB 及會員國在解決新冠肺炎疫情及振興經濟時，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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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財政紀律的強化，紓困措施的合法性，以及金融風險的管理及
預防 (ECB, 2021a: 80-82;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125)。

(三) 影響匯率的其他因素
影響歐元匯率的因素相當多元，除了歐盟及歐元區經濟表現之
外，其他外部因素包括貿易平衡以及國際不確定性等因素。匯率波
動對貿易平衡有一定關聯性，一般認為匯率波動幅度高有可能降低
國際貿易數量 (Auboin & Ruta, 2011: 4, 7)。歐盟高峰會在其 1997
年的決議中指出「匯率應被視為其他經濟政策的結果」，這凸顯匯
率的多元特徵。
國外市場對本國產品需求上升，因為本國商品以本國貨幣計價，
將導致貨幣升值。以德國為例，其長期且鉅額貿易順差與其國內製
造結構相關，是一項供應面問題。製造業是德國鉅額貿易順差的核
心，2016 年德國商品與服務出口貿易有超過 70%為製造商品，製
造商品的貿易順差從 5.4%的 GDP 上升至 10.5%GDP (Priewe, 2018:
7-8)。世界其他市場對德國優質商品的需求，加上德國相對較低的
通膨率以及高儲蓄率，使該國貿易平衡維持鉅額順差，理論上對歐
元造成升值壓力 (Kollmann et al., 2014: 18)。然而，歐元乃 19 個歐
元區會員國貨幣加權平均值，歐元區多數會員國經濟表現及出口貿
易遠不如德國，甚至出現債務危機，迫使歐元不升反而貶值，對德
國出口更加有利。
另外，G7 以及 IMF 等重要國際組織的發言或決議皆會造成匯
率波動，針對外匯市場與匯率政策發表公開聲明是 ECB 干預匯率的
手段之一 (Smaghi, 2009)。在 IMF 執行委員會中歐元區代表之立場
受到 ECB 與歐元集團之約束。然而，在 IMF 仍有許多歐元區及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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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會員國參加，個別會員國在立場表達存有分歧的風險。因此，歐
盟在 IMF 的一項重要改革方案乃加強發言紀律，只有 ECB 總裁以
及歐元集團主席才能就歐元匯率發表評論。歐元區應統一對外立
場，不論是在 G7、G20 或 IMF，以強化歐元區之影響力並確保歐
元匯率政策之一致性 (European Council, 2015: 2)。歐盟 27 國加總
在 IMF 有最大的投票權，因為其認繳配額 (quota) 比例最高，佔
25.6%，歐元區佔 21.5%。因此，若要有效發揮歐盟在 IMF 匯率政
策方面的影響力，各會員國必須統一立場，不分散投票權，以提升
歐盟在 IMF 及其他國際組織中的地位 (de Ryck, 2019)。
匯率波動亦受到國際重大事件或其他不確定性因素之影響。國
際金融危機、歐債危機、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
皆對歐盟經濟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以及不確定性，對歐元匯率
有所的影響。在歐債危機期間，歐元匯率經歷的一段不穩定的震盪
期，此乃歸因於歐盟總體經濟條件，歐盟、ECB、各會員國政府、
決策與危機解決方案的差異性及對匯率等因素相互作用，進而對歐
元匯率產生較大的波動及不穩定性 (Ehrmann et al., 2014: 335)。
從 2008 到 2015 年間歐元數度大幅貶值，先後受到國際金融危
機、歐債危機以及量化寬鬆政策影響；另外，ECB 與美國聯準會的
政策差異性也會造成歐元兌美元匯率波動 (Elliott, 2015)。2016 年
英國脫歐公投以及脫歐不確定性也提高英鎊兌歐元匯率的波動性，
顯 示 國 際 重 大 事 件 與 匯 率 不 穩 定 性 呈 現 密 切 關 聯 性 (Korus &
Celebi, 2019: 187-188)。歐元區採取浮動匯率政策，歐元的外部價
值由市場力量決定，各項國內、國際、產業、政治之重大變動皆會
導致市場波動，提高不穩定性 (Hodrick, 1987: 1-4)。2008 年金融
危機爆發後，G7 領導人宣布共同「保護國際金融系統的完整性，並
促進市場的流動性與健全運作」，並宣誓「不論是在個別國家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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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層次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以確保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顯示
這些國家應對不確定性風險的決心。匯率不穩定性可能降低國際貿
易數量，對經濟成長不利，是歐盟在動盪國際情勢中必須嚴肅因應
的重要議題，而使在 IMF 架構下之國際合作更加重要，以維護國際
匯率及金融穩定 (IMF, 2020a: 27; McGeever, 2017a)。
IMF 於 2018 年指出全球約有 150 個國家之通貨，涉及採取一
種或一籃通貨，做為其匯率參考指標。這些國家約有 40 個國家是
以歐元作為其中心匯率指標。於 2018 年，各國通貨與歐元建立聯
繫關係之情況是 (ECB, 2018a: 30)：

1. 非歐元區之歐盟國家
(1) 參加 ERMⅡ國家：丹麥
(2) 以歐元為貨幣基礎的國家：保加利亞
(3) 緊密的管理浮動匯率國家：克羅埃西亞
(4) (管理) 浮動匯率國家：捷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

2.歐盟候選國家與潛在候選國家
(1) 單邊採取歐元國家 (無各自法定貨幣)：科索沃、蒙特內哥羅
(2) 以歐元為基礎之貨幣組合國家：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3) 以歐元為主要參考貨幣之安排：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賽
爾維亞
(4) 浮動制度：阿爾巴尼亞、土耳其

3. 其他國家
(1) 採取歐元國家：歐洲一些小國、法國海外領地
(2) 釘住歐元國家：非洲金融共同體法國區、太平洋金融共同體法
國區、維德角、科摩羅、聖多美普林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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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含歐元之一籃子通貨國家：新加坡、中國
(4) 爬行釘住 17 (Crawling Pegs) 或類似爬行匯率制度 18 (Crawl-like
arrangement)：波札納、伊朗
(5) 基於特別提款權或其他內含歐元的貨幣籃的釘住或管理浮動匯
率：阿爾及利亞、白俄羅斯、斐濟、科威特、利比亞、摩洛哥、
敘利亞
歐元匯率因此亦會影響這些國家的貿易條件及經濟表現，這也
顯示歐元的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與外部影響，尤其對其他歐洲及
地中海鄰邦國家具有較大影響 (Macchiarelli, 2020: 19-20)。歐盟因
此也需與這些國家密切合作。歐元乃 IMF 的 SDR 組成部分，歐元
區單一匯率政策及歐元匯率依據 IMF 協定第 4 條，必須定期接受
IMF 的監督。歐盟及 ECB 因此必須與 IMF 會員國合作，以確保有
秩序之匯兌安排，並促國際貨幣體系之穩定。值得注意的是，實踐
上，ECB 主要合作對象是 G7 會員，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英
國等國家，尤其在面對金融危機及新冠疫情之換匯合作及匯率干預
(Gros & Capolongo, 2020: 15, 19)。
歐元發行主要目標是為了實現 EMU 目標及改善歐盟總體經濟
之表現。歐元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在市場流通後，正式進入歐元
區會員國人民之生活圈，拉近了歐盟與歐洲公民之關係，有利於歐
盟建立一個「更加緊密關係」目標之實現，以及歐盟認同之建立。
另外，歐元發行對國際經貿、金融與貨幣市場之結構也帶來巨大深
遠之外部影響，隨著歐元在國際市場之普遍大量使用，勢將提高歐
盟在國際經濟之地位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39-40)。據此，
17 定期以固定比率或依選定的指標，小幅調整匯率。
18 指最小變動程度大於類似釘住允許的變動率，但年變動率需大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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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B 必須維持歐元匯率之穩定，以增進歐元信心、歐洲經濟成長及
歐洲人民福祉，同時使 ECB 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之一項重要支柱，並
對國際金融穩定有所貢獻。
長期而言，歐元的匯率主要以歐洲經濟表現及 EMU 運作做為
依據。尤其，為提升競爭力必須尋求適當的政策結構，包括增加勞
動市場的彈性、租稅及社會安全改革來提升歐洲經濟體之效率，俾
有助於歐洲經濟適應全球的挑戰。歐元匯率政策如果搭配進一步政
經、社會改革，EMU 終將走向結構性改革，對歐元、歐洲經濟產生
正面的效果 (OECD, 1998: 137-162; 蘇導民，2000: 49-75)。鑑於
ECB 目前仍不能如同主權國家央行扮演「最後貸款者」之角色。所
以歐盟仍有必要進一步完善 EMU 相關配套措施，包括：銀行聯盟
(Banking Union)、資本市場聯盟 (Capital Market Union)、歐洲貨幣
基金 (EMF)，考量架構一個財政聯盟 (Fiscal Union) 或政治同盟，
以便在金融危機時，維持歐元匯率穩定，並提供歐元及歐元區會員
國一個安全港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4-5; Padoa-Schioppa,
2004: 181; Stiglitz, 2017: 240-267)。

伍、結論
從 1979 年的歐洲貨幣體系到 1999 年進入 EMU 第三階段，正
式發行歐元並採用單一貨幣政策，歐盟的經濟整合對歐盟內部，以
及國際貨幣體系皆有重大深遠的影響。在國際市場上，歐元已成為
僅次於美元的重要關鍵通貨，因此 ECB 採用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
策，皆受到各國及國際組織之重視。歐盟貨幣政策以維持物價穩定
為優先目標，對外採取浮動匯率制度，對內透過歐元與 ERM II 執
行單一匯率政策。ERM II 除了有穩定匯率波動的功能外，也是衡量

480 歐美研究

歐盟各國經濟趨同的一項標準，乃是加入歐元區的一項先決條件。
在 EMU 成立初期，單一匯率政策有助於歐盟及其會員國貨幣及經
濟穩定，並強化歐盟對抗國際性經濟衝擊的能力，大幅提高歐盟的
國際經濟地位。然而，2008 年金融危機、2012 年歐債危機及 2020
新冠肺炎疫情突顯了 EMU 的結構性缺陷，除了 ECB 是否可以扮演
最後救援角色之爭議外，歐元單一匯率政策是否可以有效適用於經
濟規模及表現不一致的 19 個歐元區會員國，也受到許多會員國之
強烈質疑。
在各國總體條件不一的情況下，單一匯率政策對部分國家產生
通膨壓力，使其喪失外部競爭力。該等國家大多累積高額財政赤字，
深受歐債危機影響。由於無法使用外匯工具使貨幣貶值，以促進出
口及經濟成長，這些國家的經濟復甦相當緩慢，嚴格的財政緊縮政
策也造成會員國之間的衝突。另外，近年來國際貿易關係緊張，德
國的鉅額貿易順差引發歐元價值低估的爭議，美國總統川普數度公
開指控 ECB 的弱勢歐元使美國對歐貿易處於不利地位。在歐元區內
德國的實質匯率亦有低估現象，造成歐元區某些會員國國際收支失
衡，此為歐債危機的肇因之一，不利於 EMU 促進會員國經濟趨同，
以及歐盟進一步深化整合之發展。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及各國經濟國際化程度逐漸提高，歐元以
及單一匯率政策的成功經驗與遭遇問題皆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採
取單一匯率政策可以消除匯率波動造成的不確定風險，也可以降低
貿易的成本。在 EMU 成立初期貨幣與經濟情勢皆相當穩定，使參
與國共蒙其利。然而，金融危機、歐債危機與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
教訓也指出單一匯率政策長期性的成功，必須建置許多配套措施，
涉及結構性改革，以及會員國財政主權的進一步轉移給歐盟從事財
政重分配，此乃歐元、EMU 及歐盟整合的未來挑戰，在在考驗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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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因應各種危機，以及深化歐盟整合的政治決心，同時也需取得歐
盟公民絕大多數之共同支持。歐元是一項國際重要通貨，ECB 的貨
幣與匯率政策具有外溢效果，對國際貨幣規則與國際貿易發展皆有
顯著影響。歐盟與 ECB 因此必須與 IMF、G7 及 G20 等國際組織或
論壇，進行密切合作關係，以維持歐元價值及穩定，並對國際貨幣
體系的穩定及多元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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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99 the European Union (EU) entered into the third stage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 and the euro was introduced as
the single currency of the EU and Eurozone Member States. This
signified a deeper degree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ha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EU’s economy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and the sovereign debt
crises of 2012 highlighted structural problems in the Eurozone’s single
exchange rate policy and the design of the EMU.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genda and institutions of ECB exchange rate policy, as well as the
authorities, decisions, operation, key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major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euro, in particular, Brexit and COVID-19, and how a single exchange
rate for euro-denominated economies fits with differing requirements
of the 19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zone. Also, how can the EU resolve
the potential risks and problems posed by a single exchange rate policy?
This paper offers some critical proposals for reforming EU law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CB Exchange Rate Policy and adapt
to the challenges of future c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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