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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作為華人世界的民主國家，我國積極對外發

展與交流，在擴展與提升臺灣的外交格局投入努

力。歐洲研究學者張福昌副教授指出，歐洲是除

了美國之外，最主要的外交戰場，在正常外交受

到限制的狀況下，國會外交顯得格外重要，在歐

洲議會中所設立的「歐洲議會友臺小組」，在促

進臺歐關係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注1）。

與歐盟國家的交流除了在國會交流層面之

外，2003年歐盟在臺灣設立「歐洲經貿辦事處」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且歐洲

國家迄今於外交部登錄的駐臺歐洲機構包括歐盟

在內計有18國（注2）。就貿易與經濟而言，歐盟

是臺灣的第5大市場，依據歐洲經貿辦事處《2017

年歐盟—台灣雙邊關係概況》的統計數據分析，

臺灣與歐盟自2013年以來的進出口貿易持續呈現

小幅成長趨勢。至2016年臺灣是歐盟的第19大貿

易夥伴，在亞洲名列第7，2016年的貨品貿易額為

457億歐元，較2015年增加18億歐元，成長3.9%

（注3）。除了貿易額創歷史新高之外，在教育、

科學、科技、對抗氣候變遷、人權對話合作、文

化等眾多領域中，均可體現臺歐雙邊關係的民間

交流穩健成長。

國家圖書館的國際視野 
臺灣歐盟論壇與館藏歐盟資源簡介

邱昭閔 國家圖書館知識服務組助理編輯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作為國家級的

圖書資訊機構，不僅在館藏的充實方面盡其所能

與國際連結，更極力作為民眾與重要圖書資訊的

中介者。自2012年2月起，國圖與臺灣歐洲聯盟

中心、政治大學歐洲聯盟莫內教學模組計畫共同

主辦「臺灣歐盟論壇」，至今已邁入第5年，本

論壇舉辦成果，係使國內外國際研究學者專家分

享交流歐盟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情勢的資訊平

臺，同時也可提供國內各界觀察歐盟發展與動態

的窗口。在國圖舉辦臺灣歐盟論壇，乃結合臺灣

大學、政治大學以及外交部的力量，依據歐洲經

貿辦事處「莫內計畫」（Jean Monnet）辦理，該

計畫之補助與推動，旨在針對全球的歐盟研究領

域，主題觸及歐洲所有層面，特別著重歐洲內部

與外部層面的整合過程，也涵蓋歐盟在全球化世

界中的角色（注4)。

此外，國圖與歐洲經貿辦事處於2006年9月26

日簽訂「歐盟資訊中心協議」，於國圖館內設置

歐盟資訊中心，由歐盟執委會授權歐盟經貿辦事

處代表定期提供歐盟文獻及相關資訊，並經國圖

編目整理提供民眾使用，茲分別以下列篇幅，簡

述2017年臺灣歐盟論壇、國圖館藏歐盟出版品暨

線上資源內容，與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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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年度臺灣歐盟論壇內容

2017年在國圖辦理的臺灣歐盟論壇計6個場

次，自2月起每雙月舉辦一次，每個場次的論壇主

題均緊密貼合時事，並且分析地緣政治、歐陸安

全、社會議題、經濟貿易與政黨政治發展趨向，

至截稿為止共舉辦5場次（如表1），各場次主要

內容分析如下。

國家圖書館的國際視野—臺灣歐盟論壇與館藏歐盟資源簡介

24

*

1 2017/2/24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Future of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2 2017/4/28 
(The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s Integration) 

3 2017/6/23 
(The

Populism/ Extreme Right 
in Europe : Implications 
for theEuropean 
Integration) (

)

4 2017/8/25 (Brexit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Common Defence 
Policy) 

5 2017/10/27 (The German 
Elections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2017 6 5 12 8

2 1 3 2016

表1　2017年臺灣歐盟論壇各場次內容*

*2017年計共6場次，截稿前舉辦5場次，最後一場次於12月8日在本館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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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美國總統大選的歐俄觀點分析

本年度2月份舉辦第1場次論壇，其主題即

針對3個月前的2016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對歐盟

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影響，邀請歐美、國際發展研

究學者與專家討論，內容就歐洲、俄羅斯在川普

就任後的因應措施與觀察，影響層面包括美歐的

多邊貿易體系，探討歐美的跨大西洋貿易及投

資夥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之貿易政策中因應方向，及美

俄競爭關係影響與俄羅斯周邊如烏克蘭、北約成

員國間的地緣政治與戰略壓力，成為歐盟國家在

軍事整合上面臨的挑戰。另外，由德國與歐盟的

角度，從政治與社會、經濟與貿易、軍事與安全

等面向，探析川普上臺後對國際社會發出的政策

信號意涵。綜觀各學者的分析，與談學者也指出，

以長期的觀點來看，歐洲比起美國經歷了三、四百

年的歷史累積與經驗，因此官僚體系、社會與學界

相對穩重，面對變數仍有其因應之道。

（二）持續關注英國脫歐後的歐盟發展

本年度歐盟論壇主軸之二則為今年度有4場

次均有學者提出觀察與分析的英國脫歐議題，

2016年6月英國公投脫歐，反映英國的疑歐主義崛

起，相對影響後續其他會員國的民粹主義政黨的

發展，由於歐債危機與南歐國家移民人口湧入，

輔以難民與恐怖攻擊等相關社會經濟與安全問

題，爭取了不少疑歐支持者。英國脫歐之後，以

德國、法國為首的歐盟，面對缺少英國後歐盟國

家未來的財經統合與軍事統合，鞏固共同防務政

策，緊密合作維繫區域與國際安全為其關鍵，而

持續與英國保持經濟與政治關係，則為歐盟與英

國之間的可能發展。

（三）歐陸國家大選結果對歐盟政經發展影

響

本年度歐盟論壇主軸之三，探討著眼於歐

陸國家選舉趨向，如法國、德國總統、總理大選

觀察，分別於第2場次與第5場次進行研討。邀請

學者專家來自歐洲研究、國際事務與企業研究所

等學術單位，及前駐外大使等各界菁英，針對法

國、德國大選的相關制度與歷史說明，也分析以

近期歐洲的多元局勢與最新情勢，特別探討各國

執政黨推動政策有右傾趨向，並指出舉辦大選國

家鄰近的中東歐國家對歐盟相關政策的反應，其

中主要觀察方式，在於各國因應社會變動如難民

分配政策，以是否支持與歐盟的各項政策整合，

來定位這些國家與歐盟的親疏遠近，即可解讀各

歐盟國家之親歐、疑歐概況；此外，難民危機也

牽動大選情勢，由於歐洲局勢的快速變遷及政局

明顯動盪不安，德國的角色成為大家關注且討論

的焦點，而困擾歐盟的移民、難民問題，在這兩

年會員國大選中，持續成為右派政黨的選戰主

張，除了歐盟人道主義面臨嚴峻挑戰，在會員國

之間的反全球化、反歐盟的操作手段，後果將可

能撕裂歐盟治理。在英國脫歐後的歐盟，法國、

德國需緊密針對合作協議，在於英國脫歐談判立

場、歐盟財經整合與移民及國防安全。

（四）歐陸國家民意趨向與極右政黨的興起

本年度歐盟論壇主軸之四則為探討民粹主義

與極右派政黨的發展概況，邀請的學者專家來自

歐洲研究、國際事務與企業研究所、義大利語文

等學術研究單位。由歷史觀察可知，民粹主義與

極右政黨發展，在歐陸並非新興意識，在歐盟國

家中並非常時為主流，然而因最近的英國脫歐、

國家圖書館的國際視野—臺灣歐盟論壇與館藏歐盟資源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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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主張的保護主義擴張，因此讓民粹

主義與極右政黨有發聲機會，與會學者針對德

國、英國、義大利極右政黨歷史發展分析，並對

照西班牙、葡萄牙悠久的殖民文化與沒有極右政

黨的緣由與歷史背景，並由民粹主義的意涵與本

質，探討從80年代中開始相繼在西歐國家展露頭

角的右翼德國民粹型政黨與其他政黨的差異。

三、國圖歐盟館藏資料與相關電子資源簡介

國圖現藏有約逾千種歐盟出版圖書、期刊與

電子資源連結，並設置歐盟資料專區於國圖5樓

政府資訊暨法律閱覽室。歐盟出版品由歐盟出版

中心管理，以數位方式便利各界取得各種官方出

版品，多數均提供歐盟地區官方語言之線上電子

版本，透過網路下載閱讀，不僅減少運輸實體圖

書產生的碳足跡，兼具環保與節能減碳，同時亦

使歐盟研究資源利用更為便利。國圖館藏歐盟資

源，除了陳列於前述位置以專用書架展示，並於

線上館藏目錄提供相關電子資源連結，讀者可直

接瀏覽取用實體圖書，或者透過網路下載查閱。

茲簡述可綜覽歐盟全貌之線上資源，與其部分代

表性之連續性刊物與電子資源，臚列如下：

（一）歐盟法規與出版品網站

該網站提供歐盟官方文獻、報告、研究、圖

書、常用統計指標、統計資訊等出版品，以及歐

盟法規、研究創新、政府開放資訊、商業機會、

官方人名指南等資源，出版品方面除了提供包括

英文在內、最多可達24種歐盟官方語言版本之出

版品，並且提供紙本、網頁格式、PDF與E Pub

等電子書格式開放下載，亦提供網路書店線上購

買服務，可線上購買新出版之歐盟圖書資源、地

圖、雜誌、教育與學習資源、兒童讀物專區等，

網址：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home。

（二）歐盟連續性刊物舉要

1. General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年刊，紀載歐盟地區對內與對外之經

濟、貿易、就業與投資市場、社會安全與移民

政策、憲政與法治、世界角色等方面之年度主

要事件與決策之紀錄概覽。

2. Eurostat regional yearbook：年刊，紀載歐盟區

域性統計指標，包括12個主題：區域政策和歐

盟委員會優先事項、人口、衛生、教育和培

訓、勞動力市場、經濟、結構性商業統計、研

究與創新、數位經濟與社會、旅遊、運輸和農

業等。

3. Panorama（原刊名為Inforegio Panorama）：季

刊，每期均有特定議題，以歐盟民眾讀者為主

要閱讀對象，介紹全歐盟或區域性政策、研究

成果、經濟與商務、區域發展、各地剪影、民

眾投書、各年齡層專題、區域計畫等項目。

4. Social agenda：季刊，提供歐盟之就業與社會議

題內容分析，主題包括：歐盟基金贊助研究、

社會協調、失業率觀察、職業健康與安全衛

生、精選議題、社會基金、建言與專訪等。

（三）電子資料庫舉要

1. 歐盟法規資料庫：EUR-Lex，同樣提供包括英

文在內、最多可達24種歐盟官方語言版本之歐

盟官方出版期刊、法規、規範、法規草案、判

例、國際條約、法規摘要立法沿革摘要等，網

址：http://eur-lex.europa.eu/。

2. 歐洲執行委員會工作文件資料庫：提供歐盟地

國家圖書館的國際視野—臺灣歐盟論壇與館藏歐盟資源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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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民眾查找歐盟執委會之相關檔案與文件，可

透過文件之編號、標題、日期、負責機構等方

式查找各種語言版本之歐盟執委會檔案，網

址：http://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doc/。

3. 歐洲聯盟法院系統網站：提供歐盟普通法院

(General Court)、專門法庭（specialized courts）

及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等之相關判決、裁

判書等，並提供相關新聞稿、圖書與檔案查

詢及法院虛擬導覽服務，網址：https://curia.

europa.eu/jcms/。

4. 歐盟官方統計資料庫：EUROSTAT，提供全歐

盟地區各國與整體之全面向統計資訊，主題包

括綜合與區域統計、經濟與財政、人口與社會

概況、產業貿易與服務、農漁業、國際貿易、

運輸、環境與能源、科學科技語數位社會等等

歷史與年度相關統計數據，協助媒體與公眾取

得可評估政府施政表現，網址：http://ec.europa.

eu/eurostat/en。

四、結　語

綜觀國圖提供之歐盟出版品服務、典藏書刊

與線上資源連結，並與外界合辦臺灣歐盟論壇，

其整體價值在於提升國人對於國際情勢認知的層

次，並藉由臺灣歐洲聯盟中心精心策畫國際矚目

的議題，定期邀請專研歐美政治、經濟與外交研

究的學者專家，藉著明確的歷史脈絡分析，以正

確的情勢發展訊息，消弭因媒體等訊息管道的片

面解讀，以致影響社會對歐洲情勢的不明確情

緒，透過持續典藏之各種年報、統計、期刊與線

上資源，提供重要之事實性資訊，協助各界進行

相關歐盟研究之參考。

歐盟莫內計畫主持人張台麟教授（政治大

學歐洲語文學系教授兼主任）認為，臺灣歐盟論

壇的舉辦已成為國內歐盟研究的標竿，透過持續

邀請頂尖專家學者來進行深度與廣度的觀察與分

析，讓關心歐盟事務與發展的各界產官學專家，

有一集思廣益、共同研討對談的平臺，並就臺灣

的立場，以人權與民主價值、經貿層次與技術交

流的角度觀察臺灣與歐盟的關係，對於歐盟與臺

灣未來的正面發展深具信心。此外，國圖與臺灣

歐洲聯盟中心合作舉辦之歐盟論壇，歷次實況錄

影內容已陸續上傳至國圖數位影音服務平臺（網

址：http://dava.ncl.edu.tw/SecondCategory.aspx?Su

bjectID=Subject15&id=129），同時並定期將相關

線上資源更新於國圖歐盟資源中心網站（網址：

http://eui.ncl.edu.tw/）歡迎各界關心歐盟與國際情

勢的朋友，連線至前述線上平臺或親臨國圖5樓歐

盟專區，體驗歐盟各項豐富資訊，了解歐盟研究

資源之深度與廣度。

注　釋

注1： 張福昌，〈臺歐關係的基石：「歐洲議會友

臺小組」的建構與功能〉，《東吳政治學

報》27:4（2009）：55-56。

注2： 中華民國外交部，駐華外國機構 [網頁 ]，

臺北市：中華民國外交部（2017）。取自

https://www.mofa.gov.tw/OfficesInROC.aspx?n

=8CEB2B5F5436B997&sms=8EBFADC1592C

7BFE

注3： 歐洲經貿辦事處，《2017年歐盟—台灣雙邊

關係概況》，臺北市：歐洲經貿辦事處，

頁33。取自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

files/2017_eu_taiwan_factfile_3.pdf

注4： 同注3，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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