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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里斯本條約首度明文規定歐盟在外人投資方面之專屬權
限，並將投資納入共同商業政策之範圍。儘管如此，歐盟對外
投資政策之適用範圍仍有欠明確。倘若歐盟之專屬權限涵括投
資保障與自由化，歐盟則有必要制定投資協定範本以適用於未
來之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專章。2010 年執委會提出兩項草案：
第一、一項規則草案用以解決因投資權限移轉至歐盟層級而產
生的真空狀態；第二、倡議新歐盟投資政策之函示，針對歐盟
對外洽簽投資協定或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專章的問題，提供談判
權限。歐盟在投資領域之新權限勢必將在會員國、執委會與歐
洲議會之間引起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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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平台、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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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投資條約訂定促進與保障外人投資之規則，在實際適用上
不僅有助於提昇國際貿易關係，亦直接影響到國際投資之量與質
(Dolzer, 2006: 13; Lesher & Miroudot, 2006: 6-7; Neumayer &
Spess, 2005: 1567; Salacuse & Sullivan, 2005: 67)。約束地主國政府
干預外國投資人投資運作與活動，可以降低政治風險，並提高投資
意願。促進與保障外人投資因而受到各國投資法制之重視，同時提
供外國投資人適當之爭端解決管道，亦有助於吸引外人投資。早在
未生效之哈瓦那憲章 (Harvana Charter) 中，即提出多邊投資架構
之 建 議 。 嗣後 經 濟 合 作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與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也先後提出過有關多邊投資協定的構
想，不過並未成功。事實上，歐盟與美國對於維持穩定及可預測性
的投資環境，也一向十分重視 (Gugler & Tomsik, 2007: 4; McGuire
& Smith, 2008: 142)。在 2001 年杜哈部長宣言 (Doh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中，也強調「透明、穩定與可預測性的條件」對於促
進外人投資與拓展貿易有所幫助，同時肯認貿易與投資之關係
(McGuire & Smith, 2008: 12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1:
point 20)。美國貿易代表署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s;
USTR) 曾倡議談判一項全面性協定，以涵蓋所有可能形態的投資
(Bora, 2004: 208)。歐盟則提議投資設立前之准入，應採取服務貿
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模式，採
正面表列 (由下而上，bottom-up)；反之，美國則主張採取負面表
列 (由上而下，top-down) (Gugler & Tomsik, 2007: 1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2: 1-7)。2004 年坎昆部長會議失敗後，貿
易與投資議題從杜哈發展議程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中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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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4)。在欠缺多邊投資規則之下，
歐美等主要國家轉而優先進行雙邊與區域性貿易談判 (Woolcock,
2007: 2)，一系列的雙邊、複邊與區域性條約遂大量增加。
在此一趨勢下，歐盟瞭解其必須針對國際經貿運作制定完備的
法律規範，俾能掌握契機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b)。不過觀
諸其近年來的表現，歐盟在投資促進與保障方面的表現，似乎乏善
可陳。2006 年，歐盟執委會注意到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國家相比，歐盟在國際投
資協定之締結與實施成效上皆瞠乎其後，而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歐盟
本身畫地自限。歐盟投資人與其他競爭對手相較之下，顯然受到歧
視，且逐漸喪失市場占有率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b)。基此，
執委會在里斯本條約 (Treaty of Lisbon) 生效之前，即已先行採取
新的模式，並著手於規劃新的歐盟投資政策。自歐盟與智利所簽定
之聯合協定 (association agreement)1 起即開始執行，歐盟訂定所謂
的「最低投資平台」(Minimun Platform on Investment)，並在歐盟
所協商的優惠貿易協定中納入投資專章。至於歐盟投資政策的進一
步發展，則反映在里斯本條約的修正中。
里斯本條約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生效後，在歐盟共同商業政策
方面，納入歐盟在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擁有專屬權限之新規定 (歐洲
聯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 (李貴英，2011: 419; Dimopoulos, 2010: 3;
Leal-Arcas, 2010: 463; Shan & Zhang, 2010: 1049)。不過，即使在
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投資政策及其法律基礎，尚不足以完全因應
現今詭譎多變之經濟局勢。原因之一在於混合協定 (mixed agreements) 的型態仍未告終，倘若歐盟意欲簽訂純粹的歐盟投資協定，
1

該項聯合協定於 2002 年 11 月 18 日簽署，刊載於 Official Journal, L 352 (European
Un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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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仍受到一定的制約與牽絆。例如若對投資的定義採取狹義解釋，
則在投資方面的權限，未來可能將由歐盟與會員國分享之 (Bungenberg, 2011: 32-35; Karl, 2006: 413)。然而為了俾使歐盟足以與
其他經濟強國相競爭，歐盟在共同商業政策方面的權限有必要擴張
至外人直接投資領域。因此，歐盟近來致力於發展外人直接投資之
促進與保障政策，甚至於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前，縱使歐盟在投資
方面之權限仍然有限的情況下，執委會依然試圖以大方向來處理投
資議題 (Maydell, 2007: 73)。此外，有鑑於歐盟現今在投資領域擁
有全新的專屬權限，歐盟應如何妥善處理 27 個會員國對外已簽署
生效共約 1300 項雙邊投資條約的問題，也立即浮上檯面。2
2010 年 7 月 7 日歐盟執委會公布有關歐盟投資套案，包含兩份
文件，其一有關歐盟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a)，其二為歐盟會員國與第三國間雙邊投資協定過渡性安排之
規則草案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自從里斯本條約生效
後，由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在投資領域方面之重大變革，
將外人直接投資事宜劃歸歐盟專屬權限，因此外界一直期待歐盟公
布新的投資套案。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前，外人直接投資政策領域
係由歐體與會員國進行分工，而歐盟所擁有之權限非常有限。在實
務上，歐盟可處理有關投資設立前階段與市場進入的問題，因此執
委會曾進行有關投資市場進入與投資自由化之雙邊與多邊協定談
判。會員國則著重於投資促進與保護，並與第三國簽署雙邊投資條
約。因此過去與第三國簽署投資協定，屬於會員國之權責範圍。但
是在新制之下，投資保護與證券投資3 可望納入歐盟專屬權限之範

2
3

據統計全球大約有超過 2800 項投資條約，請參見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1: 213-215)。
證券投資 (portfolio investments) 有可能納入歐盟在投資方面之專屬權限，至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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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尤其在里斯本條約之後，由於歐盟在投資領域擁有全新的專
屬權限，因此歐盟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 之時，可納入投資專章之談判。是故本文擬就里斯本條約之
後，歐盟在投資領域之新權限與新的歐盟投資政策予以分析，進一
步探討歐盟今後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時，在投資專章的部分，應
如何形塑有關投資之實體規範，釐清投資之定義，作為促進投資，
與提供投資待遇與保障之基礎。除了實體規範之外，歐盟未來如何
建構投資爭端解決之機制，亦具有相當之重要性。

貳、投資之實體規範及相關問題
里斯本條約有關外人直接投資之規範，可從相關規定之修正予
以觀察。在歐盟與會員國權限共享之情況下，歐盟對外談判與締結
貿易與投資協定，不僅對歐盟而言有許多困難有待克服，對第三國
亦造成不便，舉例言之，歐盟內部之批准程序即十分繁瑣。基此，
現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規定歐盟在共同商業政策下之外人
直接投資事項上擁有專屬權限，歐盟在投資政策領域之權限因而有
所擴張。
在外人直接投資方面的權限移轉，旨在強化歐盟在雙邊及多邊
投資談判的角色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歐盟的談判能力遠
超過個別會員國，可為歐盟投資人在第三國投資時爭取到較佳的待
遇條件 (Karl, 2006: 425; Mandelson, 2007: 15)。由於改善投資條件
的議題在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過程當中具有一定的重要
性，因此如果歐盟不正視這一點，將處於不利之地位 (Woolcock,

前執委會採取此一立場。不過會員國能否接受，則尚待觀察。下文對此一問題有所
分析，在此不予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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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8)。執委會強調：「未來自由貿易協定亦應納入投資的新規
定……應與會員國密切協調以發展出全新、有企圖心的歐盟投資協
定範本，並藉由投資促進與便利的對話以有效補充」(European
Commission, 2006b: 18)。歐盟所擁有的新權限有助於談判涉及市場
進入與設立前待遇的投資條約，亦可縮小歐盟會員國對外簽定之既
存雙邊投資條約，以及其他國家所締結之協定 (如 NAFTA 之類的
協定)，相互之間所反映出來的差距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2008: 17)。
探討歐盟今後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時，在投資專章的部分，
應如何形塑有關投資待遇及投資保障等之實體規範，首先應就里斯
本條約之後，歐盟在投資領域之新權限予以分析。不過由於投資領
域之權限移轉至歐盟層級，因此在現階段的過渡時期產生了若干問
題，而該等問題可望由一項規則草案予以解決，故下文亦一併就目
前的現況予以分析評估。未來歐盟行使新權限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投
資專章，勢必受到新歐盟投資政策的影響。

一、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在投資領域之新權限
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擁有外人直接投資領域的專屬權限。不
過，此一權限之適用範圍尚不明確。大部分的雙邊投資條約對於「投
資」一詞盡量採廣義解釋，或是對於「設立」與「企業」一詞採狹
義解釋 (Karl, 2006: 413)。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對於「外人直接投資」一詞的解釋，乃是某一經濟體之
企業在另一經濟體之企業取得持久利益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n.d.)，歐盟在有關資金自由流通之指令中亦採之。4 儘
管如此，歐盟將採取何種政策工具，仍尚待觀察。
4

Directive 88/361/EEC, Official Journal, L 187/5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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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共同商業政策當中外人直接投資所涵蓋的範圍，某些人士
主張里斯本條約的規定僅限於投資自由化 (Krajewski, 2005: 91)。
如此一來，歐盟對內與對外之規範權限僅涵蓋市場進入、投資設立
前階段與國民待遇。至於投資保障、徵收與資產保護標準的問題，
則屬於歐盟會員國雙邊投資條約之範圍 (Tietje, 2009: 14)。反之，
某些人士則主張歐盟應有權締結含有全面性投資規則之國際協
定，如同美國對外所締結之自由貿易協定當中所訂定之投資規範。
換言之，歐盟應有權洽談市場進入、設立前與設立後之待遇標準、
實績要求、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條款，甚至於有關徵收條件與
保護的問題。有關徵收條件的問題，觀諸歐洲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 之判決，大致上已由習慣國際法與歐盟法之一般原
則所認定。5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並未明確限定範圍，不過，基於實
務與效率的需求，歐盟應有權處理外人直接投資促進與保護的所有
議題 (Karl, 2006: 422)。共同商業政策在整體上已經超出貿易範
疇，除了外人直接投資之外，還納入智慧財產權，這一點也與資產
保護息息相關 (Ceyssens, 2005: 259; Dimopoulos, 2008: 101; Karl,
2006: 421)。此外，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345 條並未排除歐盟之新
權限得擴張至保護標準。換言之，條約並未保留給會員國認定徵收
之專屬權限，其範圍僅涉及到會員國將私有財產國有化，或將公營
事業民營化的權力而已。6 在智慧財產權保護的領域亦復如此，過
去歐洲法院曾在判決中指出若非僅涉及智慧財產權存在與否之規
範，應於歐體層次予以通過 (Dimopoulos, 2008: 101)。歐洲聯盟運

5
6

ECJ, Case 4/73, Nold, [1974] ECR 491; Case C-84/95, Bosphorus, [1996] ECR
I-3953.
ECJ, Case 182/83, Fearon/Irish Land Commission, [1984] ECR 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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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條約第 345 條保留給會員國之權限在於認定徵收是否發生與何時
發生，而非徵收之條件。徵收的條件屬於外人投資規範之一，不屬
於第 345 條之範圍，而是屬於第 207 條之範圍。
第 207 條之範圍甚廣，亦可適用於歐盟處理主權財富基金的問
題。此一問題將不再由會員國國內法予以規範。外人投資主權財富
基金屬於共同商業政策的範疇，應被視為外人直接投資，屬於歐盟
專屬權限所管轄。惟證券投資及其他新型態的投資，因屬間接投
資，則不屬於共同商業政策的適用範圍。
執委會所公布之歐盟國際投資政策函示，述明歐盟未來將如何
運用其新權限。執委會在函示中討論了歐盟投資政策的目標、標準
與內容。由於里斯本條約並未定義何謂外人直接投資，因此倘若歐
盟會員國與執委會之間無法達成共識，則最終應由歐洲法院作成決
定。根據執委會的計畫，歐盟共同投資政策應整合投資自由化與投
資保護。因此歐盟之專屬權限應涵括市場進入與自由化 (例如設立
前國民待遇之拘束性承諾)，以及投資保護 (例如資金移轉) 等議
題。
不過，在投資之定義尚無定論之前，歐盟在投資專屬權限範圍
之問題仍然懸而未決。例如證券投資是否屬於歐盟專屬權限，仍有
疑義，因此外人直接投資可能仍有部分屬於會員國之權限範圍。倘
若如此，包含證券投資在內之投資條約可能屬於混合協定，歐盟與
會員國須共享權限，而該等協定不僅需要歐盟理事會一致同意，更
要求所有會員國的批准。

二、現階段過渡時期之安排
里斯本條約生效後，外人直接投資已被納入歐盟共同商業政策
之範疇。在理論上，此後會員國應不得自行簽訂雙邊投資條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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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歐盟為之。然而，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前，歐盟並未針對里斯
本條約生效後所產生的真空狀態有所準備，歐盟既未建立任何的過
渡性機制，亦未提供任何指導原則，以指示執委會如何處理外人直
接投資之問題。此外，關於里斯本條約相關約文的確切意義與意
涵，也未有任何歐盟與各會員國一致同意的解釋存在。
儘管如此，執委會貿易總署成立了一個全新的「投資政策小組」
(Investment Policy Unit)，由Jean-Francois Brakeland先生領導。自該
小組成立後，一直由其向各界利害關係人介紹執委會所倡議之方
案。有關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所產生的真空狀態，已於歐盟理事會貿
易政策委員會 (EU Council’s Trade Policy Committee; TPC) 中進行
討論，該委員會為理事會中負責處理歐盟貿易政策之工作小組。貿
易政策委員會由貿易專家與各會員國外交官組成，至2009年11月30
日為止被慣稱為「133委員會」(Committee 133)。
在持續討論里斯本條約各種可能解釋的同時，歐盟決定制定全
新的歐盟投資政策架構，且由執委會提出未來的發展方向。從執委
會公布的文件顯示，執委會提出兩種方法：第一、提出規則草案，
以解決因投資權限移轉至歐盟層級而產生的真空狀態；第二、提出
倡議新歐盟投資政策之函示，針對歐盟對外洽簽投資協定或自由貿
易協定投資專章的問題，提供談判權限之基礎。下文擬就過渡性規
則草案之主要內容與現況予以評析。

(一) 規則草案之主要內容
由於目前歐盟在投資領域擁有全新的專屬權限，因而歐盟會員
國對外所簽訂之雙邊投資條約應如何處理的問題，立即浮上檯面。
以德國為例，德國與第三國簽訂了大約 140 項雙邊投資條約，英國
大約 120 項，法國大約 100 項，奧地利大約 50 項。如前所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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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締結國際投資協定之權限將移轉給歐盟。因此，歐盟會員國應不
得以其名義洽簽新的雙邊投資條約 (不過執委會所提出之規則草案
另有規定) (Ceyssens, 2005: 287; Krenzler & Pitschas, 2005: 11)。關
於會員國已簽訂之雙邊投資條約法律地位的問題，早已有所討論
(Ceyssens, 2005: 259)。縱使歐盟沒有立即行使在投資領域方面的新
權限 (例如談判與簽署新的國際投資協定)，會員國與第三國已締
結、生效的雙邊投資條約，其效力如何？基本上，會員國有義務修
正或甚至於終止不符合歐盟條約之協定，縱使該等協定在國際法與
歐盟法上皆屬有效。基此，根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351 條與歐洲
聯盟條約第 4 條第 3 項規定，會員國理應修正該等協定之相關規定
以符合歐盟法。如此一來有可能會導致會員國終止該等協定，一如
歐洲法院在相關判決中所揭示者。7 關於早期歐洲經濟共體六個原
始會員國所締結之所有雙邊投資條約，第 351 條可能無法直接適用
(蓋因所有雙邊投資條約均於 1958 年後所締結)。儘管如此，根據第
4 條第 3 項規定，會員國有可能必須終止該等協定。此乃忠實合作
義務之體現。8
另一種合理與務實的方法，乃是歐盟允許會員國所締結之雙邊
投資條約仍然維持其效力，直到歐盟洽簽特定的國際投資協定為
止，以避免外人直接投資喪失條約保護的情形 (Tietje, 2009: 17)。
歐盟條約並未規定過渡期，亦未允許會員國有權維持該等協定之效
力。長期來看，根據第 207 條規定，會員國所締結之雙邊投資條約
7
8

相關判決係指涉及奧地利、瑞典、芬蘭等國違反條約之案件，詳見下文之析述。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Tizzano in Case C-216/01, Budvar, [2003] ECR
I-3617, at para. 150;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aduro in Case C-402/05, Kadi,
[2008] ECR I-6351, at para. 32;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aduro in Case
C-205/06, Commission v. Austria, [2009] ECR I-01301 and Case C-249/06, Commission v. Sweden, [2009] ECR I-1335, at para.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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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必被歐盟所洽簽之新協定所取代。不過，會員國應被允許繼續進
行投資保險計畫，以及其他對外人投資之財務支援措施 (Ceyssens,
2005: 259)。
執委會所提出之規則草案，目的在於建立過渡性機制，俾使會
員國已簽訂之雙邊投資條約，與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在投資方面所
擁有之締約權，得以相容並蓄。規則草案旨在確保投資權益，同時
無損於歐盟之權限。目前執委會所建議的做法，係有條件的允許會
員國與第三國所締結之所有雙邊投資條約仍維持其效力，甚至於可
以允許會員國就既存條約或新條約進行談判，不過必須置於歐盟權
限之控制下。
根據規則草案，會員國應通知執委會該國仍意欲維持有效之既
存雙邊投資條約 (第 2 條)。第 3 條則規定該等條約繼續存在必須取
得授權。取得授權必須符合若干條件。執委會將檢視會員國提報之
所有雙邊投資條約，以認定其是否違反歐盟法、是否與歐盟與第三
國締結之有效協定相重疊，或是否構成歐盟發展及執行投資政策之
障礙，尤其是共同商業政策 (第 5 條)。倘若有該等情事存在，第 6
條允許執委會撤銷第 3 條所規定之授權。
第 7 條規範會員國如何經授權得與第三國進行談判，以修改既
存之雙邊投資條約與簽署新條約。顯然執委會掌控整個締約過程。
會員國應通知執委會有意進行談判，並提供所有相關文件與資訊
(第 8 條)。第 9 條規定執委會應授權展開正式談判，除非其認定展
開談判將違反歐盟法、損害歐盟與第三國正在進行或有意進行之談
判目標，或有礙於歐盟投資政策。第 9 條授權執委會得要求會員國
將特定條款納入雙邊投資條約之中，第 10 條規定應通報執委會談
判之進展與結果，甚至於執委會可以參與談判。第 11 條要求會員
國將條約草案送交執委會，由執委會認定有無違反歐盟法、有無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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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歐盟與第三國正在進行或有意進行之談判、是否有礙於歐盟投資
政策，或者是否未將執委會所訂定之條款納入條約當中。倘若未符
合該等條件，則會員國無法取得授權簽署協定。
縱使會員國取得執委會授權，執委會的介入並不因而終止。根
據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會員國應立即通知執委會相關協定規定下
所舉辦之所有會議，且應提供執委會議程，以及所有相關資訊。更
重要的是，倘若討論的議題可能影響到歐盟投資政策的執行，尤其
是涉及共同商業政策，執委會得要求相關會員國採取特定立場。基
此，從會員國請求取得展開談判之授權，到雙邊投資條約的運作，
執委會可完全掌控。
此外，根據規則草案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執委會得掌控在會
員國與第三國雙邊投資條約之下所進行之爭端解決。所有根據該項
規則取得授權之協定，會員國一旦知悉後應立即通知執委會任何爭
端解決之請求。規則草案要求會員國與執委會充分合作，採取必要
措施以確保有效防衛，有必要時，執委會將參與爭端解決。觀諸執
委會所提出之規則草案，與歐盟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歐盟即使無
法單獨作為仲裁之當事方，至少歐盟應與會員國共同作為當事方。
會員國也將喪失主動展開 (或不展開) 仲裁的能力。規則草案
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在發動任何爭端解決機制之前，應取得執委會
之同意。倘若執委會提出要求，會員國應發動該等機制。這一點包
括與雙邊投資條約締約方進行非正式諮商。同樣的，會員國應與執
委會充分合作，有必要時，執委會亦將參與。

(二) 現況與評析
有鑑於里斯本條約賦予歐洲議會在共同商業政策領域之立法
權限，因此執委會所訂定之規則草案已提交理事會與歐洲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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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前所述，規則草案之內容主要包含兩部分：第一、承認現行
的雙邊投資條約或稱為「祖父條款」(Grandfather Clause)，使既存
之雙邊投資條約得以有效存續；第二、將歐盟甫獲得之權限還諸各
會員國。
就祖父條款而言，會員國得依此一方式維持既存條約之效力。
自規則草案生效之日起，將承認所有會員國對外已洽簽之雙邊投資
條約，包含會員國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批淮之條約。然而規則草案
也訂定了該等條約有效性之終止日期，同時在過渡期間內也必須遵
循特定條件，包括該等條約必須符合歐盟法。換言之，某些會員國
可能必須為既存條約重開談判，以符合此一條件。
就專屬權限或授權能力之委任而言，此一方式雖然特殊，但是
里斯本條約僅規定將專屬權限劃歸於歐盟，卻未禁止歐盟將專屬權
限再授與返還給各會員國，並且過去已有先例存在。此一權限之委
任允許會員國得重啟談判以協商既存的雙邊投資條約，並且似乎亦
允許會員國得談判新的雙邊投資條約。在此種情況之下，立即浮現
一些問題，亦即此種情形將持續多久？該等委任應附帶何種條件？
基本上，可能附帶的條件包括：第一、會員國必須通知執委會或是
請求許可；第二、談判時，執委會將派遣觀察員；第三、新雙邊投
資條約必須包含特定規定；第四、新雙邊投資條約應促進里斯本條
約之廣泛政策目標，包括永續發展、消除貧困和尊重人權 (Maes,
2010: 12)。
執委會規則草案已送交歐洲議會與理事會按一般立法程序審
議。換言之，歐洲議會與理事會在審議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且須
取得條件多數決通過。倘若歐洲議會與理事會在一讀或二讀中達成
共識，該項規則可望在未來十五至三十個月內通過。該項規則草案
顯然將引起歐洲議會與理事會貿易政策委員會的討論，同時也是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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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議會必須處理的第一項重要貿易法案。此外，該項法案也給予民
間社團表達關切與提出建議的機會。由於一般立法程序歷時長達十
八個月，因里斯本條約而產生的真空狀態無法立即填補，因此執委
會也已承認真空狀態的存在，並且認為目前處於微妙的法律狀態，
且將面臨許多挑戰 (Maes, 2010: 13)。截至 2011 年年底為止執委會
尚未公布任何正式的建議 (recommendation)，但聲稱已對會員國提
出非正式的提議，亦即會員國得持續批准已簽署的雙邊投資條約與
簽署已開啟談判的雙邊投資條約，以及會員國被允許依談判進度而
得完成現行的談判。無論如何，會員國不應投入任何全新的談判。
此外，據稱對於各會員國與其他國家所簽署之雙邊投資條約，若在
歐盟內部造成歐盟投資人不平等之情況，執委會已指示會員國應中
止該等雙邊投資條約。執委會的非正式意見顯示執委會並未意圖停
止會員國進行雙邊投資條約之談判或批淮程序，但是似乎亦未保障
會員國政府免於其公民因違法談判投資條約而進行法律訴訟
(Maes, 2010: 13)。

三、新歐盟投資政策之影響
在過渡期間內，歐盟意欲實施投資專屬權限之最佳管道，乃是
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並且內含投資專章。關於這一方面，歐盟
投資政策函示內容之分析，可指引出未來歐盟之發展方向。不過仍
有若干懸而未決之問題，有待進一步觀察。

(一) 歐盟投資政策函示之分析
執委會所公布之歐盟國際投資政策函示，述明歐盟未來將如何
運用其新權限，執委會在函示中討論了歐盟投資政策的目標、標準
與內容。由於里斯本條約並未定義何謂外人直接投資，因此歐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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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與執委會之間若無法達成共識，最終應由歐洲法院作成決定。
根據執委會的計畫，歐盟共同投資政策應整合投資自由化與投資保
護。因此歐盟之專屬權限應涵括市場進入與自由化 (例如設立前國
民待遇之拘束性承諾)，以及投資保護 (例如資金移轉) 等議題。
執委會已表示並未計畫與所有可能的國家進行雙邊投資條約
的談判，而是希望專注於與主要貿易夥伴進行投資條約談判，如印
度、加拿大、俄羅斯、中國，以及南方共同市場。儘管執委會得與
未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國家 (如中國) 開啓談判，不過執委會
傾向在自由貿易協定中納入投資規定，而非僅就投資條約之簽署進
行談判。歐盟某些貿易夥伴，如加拿大，主動要求在其與歐盟簽署
之自由貿易協定中納入投資保護專章，此舉亦吻合執委會函示之規
劃 (Maes, 2010: 13)。
至於內容的部分，執委會主要關注於實現提供歐盟投資人法律
安定性與最大程度保護之目標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a)。執委會表示並非追求詳細標準，而是將可適用於每項特定
談判之原則列出。基此，執委會邀請各會員國參與提供建議，例如
是否需要加入特定條款 (如勞工、環境等)，或是需要排除特定部門
(如文化、農業等) (Maes, 2010: 13)。

(二) 懸而未決之問題
在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能否形成共同之國際投資政策，值得
觀察。關於這一點，可由四個面向予以分析，首先是歐盟投資政策
對外面向的問題，尤其是所謂的「全球歐洲」(Global Europe) 模式。
其次是未來歐盟單獨以其名義進行投資議題談判與洽簽之問題。接
著是歐盟未來制定投資協定範本之問題，以及未來歐盟面臨修正基
礎法規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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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歐盟投資政策之對外面向：全球歐洲模式
受到杜哈回合談判進程的影響，歐盟在 2006 年宣布將尋求締
結新的優惠貿易協定 (Abbott, 2008: 1; Woolcock, 2007: 2-8)。基
此，歐盟與海灣合作理事會、南韓、東南亞國協、印度，以及南方
共同市場展開談判。歐盟與俄羅斯、中國的夥伴協定已到期，因此
接下來進行後續協定的談判。與地中海國家的談判也在進行
(Euro-Mediterranean Heads of States and Government, 2008: 8)。由
於美國與中國、日本、南韓、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已經開始強化
優惠貿易協定關係，歐盟顯然也試圖要迎頭趕上，與若干國家洽簽
新協定 (Bhagwati, 2008: 14; Sally, 2008: 87)。儘管如此，若與美國
投資保護的模式相比，歐盟對外投資保護與投資政策的有效性，還
是令人懷疑。主要原因在於歐盟對外行動的權限受有限制，以及歐
盟會員國在何種限度內仍得與非會員國洽簽國際投資協定，還存有
不確定性 (Ceyssens, 2005: 259; Karl, 2006: 413; Maydell, 2007:
73; Mola, 2008:1)。
無論在資本自由流通的領域，或是在有關投資設立的事項上，
過去歐盟對內權限的行使均不足以調和整體投資政策 (Eeckhout,
2004: 58;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2008: 8)。因此，過去歐洲
法院曾將投資政策排除於共同商業政策與歐盟權限之外，且有關投
資之對外關係權限係來自於內部措施。9 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前，
共同商業政策與基本自由並未提供歐盟在投資領域專屬權限之基
礎。10 儘管如此，根據過去歐洲共同體條約所規定的基本自由，導
致歐體有權就市場進入的問題簽署國際協定 (Maydell, 2007: 81)。
9
10

ECJ, Case 22/70, ERTA (Commission v. Council), [1971] ECR 263; Emiliou, 1996: 38.
ECJ, Opinion 2/92, OECD National Treatment Instruments, [1994] ECR I-5267;
Ceyssens, 2005: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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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歐盟會員國不再有權就外人投資設立之議題簽署雙邊投資協
定。各國所簽訂之雙邊投資協定，在範圍上理應限於投資設立後的
問題，至於設立前的問題，則應由歐盟處理。
儘管如此，如就歐盟所簽訂之優惠貿易協定進行分析，可以看
出歐盟執委會對於投資政策十分關切。歐盟／智利聯合協定規定投
資設立之一般權利、設立前與設立後之階段提供自然人與法人國民
待遇，以及同意國對國爭端解決仲裁。執委會仍持續致力於歐盟投
資平台之設置，並於新的優惠貿易協定中納入投資專章 (Woolcock,
2007: 8)，例如歐盟與印度之談判即有完整之投資專章。執委會曾
表示，在歐洲有兩種層次的投資規則並存，其一為歐盟會員國基於
國家層次對外所簽署之雙邊投資條約，一般規定投資保障以對抗地
主國的徵收與歧視行為，以及爭端解決機制，包括國對國爭端解決
機制，以及投資人與地主國間之爭端解決仲裁，但無市場進入之規
定。其二為歐盟與第三國所簽署之協定，主要針對市場進入與不歧
視原則予以規範，亦包括國對國爭端解決機制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a)。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前，歐盟的官方立場乃是歐盟
優惠貿易協定並不會用於取代會員國所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然
而，執委會在這一方面的政策卻朝向相反的方向發展。
執委會所提議之「最低投資平台」，暗指執委會需要取得所有
談判投資協定所必要的權限。2006 年 11 月理事會通過歐盟與第三
國洽簽優惠貿易協定之「最低投資平台」。「最低投資平台」，即
相當於各國之雙邊投資條約範本，乃是歐盟與第三國進行自由貿易
協定談判時所使用的範本，如此一來執委會與會員國不必就每次投
資專章之談判內容進行討論並獲得同意 (Maydell, 2007: 73)。
是 否 此 一方式 之 實 施會造 成 既 存雙邊 投 資 條約有 違 法 之 虞
(Ceyssens, 2005: 259)？會員國根據歐盟條約所規定之忠實合作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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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理應調整雙邊投資條約以符合歐盟法之要求 (Terhechte, 2008:
2158)，甚至於可能導致該等投資條約之終止。2009 年 3 月，在奧
地利、11 瑞典、12 以及芬蘭13 涉及違反條約之案件中，歐洲法院
根據有效性原則，認定該等會員國與第三國所締結之雙邊投資條約
若干條款規定違反歐盟法。歐洲法院同時也將既存條約違反歐盟法
之效果盡可能降到最低。法院既不允許有操作空間，也不允許條約
義務之例外。法院認為歐體條約第 307 條 (亦即現行歐洲聯盟運作
條約第 351 條) 屬於一般性範圍，並適用於任何可能影響到歐體條
約之國際協定。14 歐體條約第 307 條所規定之義務乃是歐體條約第
10 條 (現行歐洲聯盟條約第 4 條) 忠實合作義務之表現。15 這也是
為何會員國應修正不符合歐體條約之協定，16 縱使該等協定在國際
法與歐盟法上均充分承認其為有效者亦然。17 歐洲法院強調不符合
歐體條約者並不侷限於法院已裁定之案件，會員國應採取所有適當
措施以消除不符合歐體條約者 (Potestà, 2009: 238)。

2. 未來歐盟單獨以其名義進行投資議題談判與洽簽之問題
根據歐盟於 2010 年 11 月 9 日發布之貿易策略文件，訂定歐盟

11
12
13
14
15

Case C-205/06, Commission v. Austria, [2009] ECR I-01301.
Case C-249/06, Commission v. Sweden, [2009] ECR I-1335.
Case C-118/07, Commission v. Finland, [2009] ECR I-0000.
Case 812/79, Attorney General v. Burgoa, [1980] E. C. R. 2787, at para. 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Tizzano in Case C-216/01, Budvar, [2003] ECR
I-13617, at para. 150;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aduro in Case C-402/05,
Kadi, [2008] ECR I-6351, at para. 32;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aduro in
Case C-205/06, Commission v. Austria, [2009] ECR I-01301 and Case C-249/06,

16
17

Commission v. Sweden, [2009] ECR I-1335, at para. 33.
Case C-249/06, Commission v. Sweden, [2009] ECR I-1335, at para. 45.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aduro in Case C-205/06, Commission v. Austria,
[2009] ECR I-01301, at para.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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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5 年的貿易政策走向。該份名為「貿易、成長及世界局勢」的
策 略 文 件 揭 示 執 委 會 未 來 貿 易 政 策 方 針 及 執 行 重 點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c)。有關投資方面，執委會已完成全面的歐盟投
資政策，之後將於談判中納入投資保障及投資自由化，將由加拿
大、新加坡及印度開始。執委會亦考慮單獨與中國洽簽投資協定。
完成目前洽談中的自由貿易協定，亦為其工作重點。
會員國所簽署的雙邊投資條約，倘若滿足執委會規則草案之要
求，仍然可以維持其效力與拘束力，不過未來歐盟簽署投資協定後
將逐步取代該等條約。有鑒於歐盟在外人直接投資事宜上擁有專屬
權限，且將發展出一套投資政策，因此規則草案之內容，屬於過渡
性質。
在里斯本條約之後，有關外人直接投資權限範圍的關鍵問題，
就在於證券投資事宜的權限歸屬。在談判中，可能有必要納入證券
投資的相關規範，不過歐盟在此一方面之對外權限僅來自於共同商
業政策以外的權限，例如資金自由流通之規定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第 63 條)、聯合協定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17 條)，與發展 (歐洲
聯盟運作條約第 211 條) 方面的權限。如此一來，僅涵蓋市場進入
與投資設立後待遇之規定，而非一般性的投資保護面向 (Karl, 2006:
425)。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63 條 (資金自由流通) 無法涵括投資條
約有關投資保護與徵收之事項。歐盟有無涉及資金自由流通爭端解
決之對外權限，不無疑問 (Ceyssens, 2005: 282)。關於這些問題，
歐盟尚未通過派生法，而歐洲法院曾在第 2/00 號意見中明確指出，
如果在特定情況下，歐體層次之調和僅達成非常小部分的政策，則
歐體與會員國分享權限以締結國際協定。18

18

ECJ, Opinion 2/00, Cartagena Protocol, [2001] ECR I–9713, at paras. 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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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縱使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後，未來的新協定倘若涵蓋所
有型態的投資、保障與爭端解決程序，可能無法完全歸屬於歐盟專
屬權限之下 (Krajewski, 2005: 112)，而共同商業政策、資金自由流
通衍生而來的權限，再加上 ERTA 一案所揭示之原則19 亦可能無法
充分構成歐盟締結新協定的基礎。因此，此一問題端視 (1)「外人
直接投資」之定義為何；(2) 歐盟之意圖如何；(3)「證券投資」被
保護之程度為何；以及 (4) 新的國際投資協定將以混合協定之形態
簽署或由歐盟單獨簽署而定。倘若歐盟單獨簽署國際投資協定，而
協定僅可規範設立前與設立後之規範，但不得規定涉及證券投資方
面的保護、爭端解決與徵收，則可能無法滿足歐盟投資人，以及與
歐盟進行談判國家的需求。因此歐盟未來宜參考美國雙邊投資條約
範本，涵括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設立前與設立後之規範、投資保
護、直接徵收與間接徵收，以及投資人對地主國之爭端解決，如此
方能符合歐盟與會員國之實際需要。
執委會強調共同國際投資政策不僅有助於直接投資本身的執
行，也同時促進與保障所有伴隨投資而來的運作，促成實務上的可
行性，例如國際支付與智慧財產權保護。根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在會員國相互間，以及會員國與第三國之間，禁
止所有阻礙資金流通之限制，亦即廢除所有限制跨國資金自由移轉
與流通之措施，包括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雖然條約並未明文規定
是否歐盟可就涵括證券投資的投資事宜締結國際協定，不過，執委
會曾表示，只要國際投資協定涉及到資金與支付之共同規則，歐盟
擁有專屬權限締結涉及該領域之協定，此點不言而喻。事實上，歐
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3 條第 2 項也規定：「歐盟亦擁有專屬權限締結
國際協定，若此一締結係規定於聯盟法律中，或係俾利其行使對內
19

ECJ, Case 22/70, ERTA (Commission v. Council), [1971] ECR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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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所必要者，或有可能影響共同規則或改變其範圍者。」
關於這一點，證券投資之保護，加上爭端解決機制，乃是與其
他國家競爭的必要工具。倘若歐盟未來洽簽之國際投資協定，未包
含證券投資方面的保護，雖然尚有其他方式予以彌補，但是效果不
盡理想。此外，國內與國際投資保險機制可提供歐盟投資人擔保。
歐盟企業若因進行證券投資而發生爭端，可視情況而定，由投資人
母國或由歐盟行使外交保護。OECD 有關投資方面的規約準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0)
若能納入投資條約之規範，可提供投資人進一步的保障。倘若與貿
易有足夠的連結性，甚至於貿易障礙規則 (Trade Barrier Regulation;
TBR)20 亦可適用，投資人在某些情況下可要求執委會介入。此外，
如有必要亦可考慮修正貿易障礙規則，擴大其適用範圍，擴大到外
人直接投資的範疇。但是儘管存在上述這些可能提供證券投資的保
護方法，歐盟未來洽簽之國際投資協定，倘若未包含證券投資方面
的保護，則與美國雙邊投資條約範本相比，其保護水準將相形失色。
基此，未來歐盟意欲洽簽相關協定，縱使在里斯本條約之後，
仍須克服若干困難。為了因應歐盟對外經濟政策的需要，並與他國
(如美國) 競爭，歐盟需洽簽全面性的國際投資協定，以及在優惠貿
易協定中納入投資專章。不過由於優惠貿易協定一般納入許多議
題，可能不屬於歐盟專屬權限範圍，因此勢必採混合協定形式，此
點與歐盟純粹就投資所洽簽之國際協定可能遭遇的問題不同。
20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3286/94 of 22 December 1994 laying down Community procedures in the field of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xercise of the Community’s rights under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in particular
those esta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fficial
Journal, L 349 /71 (1994), as amended by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356/95 of 20
February 1995, Official Journal, L 41/3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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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歐盟投資模範法之建立：投資協定範本
在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計畫發展其「歐盟投資保障協定範本」
(EU Model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供未來歐盟洽簽國際
投資協定之用。歐盟已經進行該項工作，第一步乃是針對「最低投
資平台」進一步的討論與修正更新，目前仍尚未正式公開披露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b)。不過，執委會已經提出若
干需要納入未來投資協定當中的要素。在執委會函示中，對於投資
政策提出了具有企圖心的議程。執委會強調重點並不侷限於既有投
資的保護，也同時有必要規範投資相關議題。例如函示中提到市場
進入仍然維持優先性，投資設立後之待遇亦然，諸如利益分配，以
及無形資產之保護等等。
函示中強調歐盟承諾將落實最佳之投資實踐。不歧視原則將是
歐盟進行投資談判的關鍵要素，植基於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兩項
標準。執委會也將考慮其他投資保障的標準，例如公平與公正之待
遇，以及充分安全與保護之待遇。此外，在若干會員國對外所締結
之雙邊投資條約當中規定，對地主國賦予投資人之契約權利予以保
障之條款，在未來歐盟洽簽投資協定之談判中，應該也會被納入。
至於對抗違法徵收、確保資金與支付自由移轉的保障條款，以及保
護傘條款 (umbrella clause)，執委會勢必也會納入。此外，執委會
可能也會採取各式各樣的防禦性條款以維護歐盟整體利益，如此一
來不無可能弱化投資人可尋求之保障。
歐盟新的投資協定範本將面臨若干挑戰，包括爭端解決、最惠
國待遇條款、投資之範圍，以及投資與環保等議題。若有一項高水
準的歐盟投資協定範本，且歐盟未來若能基此而與其他國家簽署國
際投資協定，並達到如目前德國對外雙邊投資條約之標準，可防止
歐盟企業採取條約逛尋 (treaty shopping) (Burgstaller, 2006: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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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jewski & Ceyssens, 2007: 180)，或防止企業將事務所設立於歐盟
之外，藉以在爭端解決上取得程序上的優勢，俾使企業維持在歐盟
境內營運。
國際投資保護的有效性取決於爭端解決機制。目前絕大部分的
國家均採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 公約之仲裁程序。不過，歐盟
並非 ICSID 公約之締約方。除非修改 ICSID 會員資格的規定，否則
歐盟投資協定範本無法將 ICSID 仲裁納入爭端解決的選項。但是推
動修正會員資格的規定，未必能取得其他國家 (如美國) 的同意與
支持，過去一些國際組織的經驗即為例證 (Govaere, Capiau, &
Vermeersch, 2004: 155; Hoffmeister, 2007: 41)。儘管如此，在歷經
金融風暴之後，或許其他國家的態度會有所轉變，接受歐盟成為會
員。如此一來，歐盟即可解決爭端解決機制的問題，也可藉此機會
重新檢討 ICSID 公約之缺陷，例如 ICSID 會員資格的問題、設置常
設性上訴機制以排除不同仲裁庭見解不一的問題。執委會函示中也
提到未來違反歐盟投資協定或歐盟貿易協定投資專章所規定之義
務問題，歐盟將為歐盟本身與會員國違法之舉負責，作為投資人／
地主國仲裁程序之當事方。
此外，提倡社會標準、永續發展、人權、善治等義務也可能被
納入歐盟投資協定範本，原因在於共同商業政策應與歐盟條約第 21
條所列舉之目標與原則緊密結合。執委會指出投資政策應與歐盟其
他政策相符，例如環境保護、工作健康與安全、消費者保護、發展
政策，與競爭政策。共同投資政策也受到歐盟對外行動之原則與目
標所引導，包括提倡法制、人權與永續發展。對於歐盟會員國既存
之雙邊投資條約當中涉及到有關發展、環境與人權之條款，執委會
勢必要審慎評估與避免可能產生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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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歐 盟會員 國 所 締結之 雙 邊 投資條 約 均 有最惠 國 待 遇 條
款。未來歐盟投資協定範本也必須處理該等最惠國待遇條款的適用
範圍，並確保該等條款不會被援引來對抗歐盟。此外，歐盟也可能
排除透過該等條款所提供之利益，而有可能進入歐盟的投資條約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a)。

4. 里斯本條約之後對於歐盟基礎法規之必要修正
縱使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後，歐盟未來就投資議題所締結之協
定，可能在實質上無法與目前歐盟會員國對外締結之雙邊投資條約
或美國雙邊投資協定範本的水準相比。因此在里斯本條約之後，為
了要形成歐盟新的投資協定範本，歐盟條約在洽簽國際投資協定方
面的法定條件，恐怕仍須進行一些修正。如果歐盟意欲在全球投資
政策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則必須有能力洽簽高水準的國際協定，不
僅止於涵蓋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還要能單獨洽簽協定 (無需與會
員國共同洽簽)，訂定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處理徵收的問題。
此外，歐盟還必須充分考慮歐盟條約第 21 條所列舉之目標與
原則。不過，在國際投資協定談判時，如果歐盟基於該等目標與原
則而過度要求對手國，並非明智之舉，如此一來可能使歐盟投資平
台喪失吸引力。不管地主國是否符合該等標準，歐盟投資人仍然需
要投資保護。事實上，歐盟投資人即使在第三國設立並從事投資行
為，仍受歐盟派生法訂定之標準所約束。基此，或許未來在協定中
納入 OECD 多國籍企業綱領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0) 與全球盟約 (United Nations
[UN], n.d.) 的概念，也是不錯的替代方案。
此外，歐盟或許可以考慮制定外交保護之制度，並於歐盟條約
中明文規定歐盟得行使外交保護的規定 (例如在歐盟條約第23條當
中明文規定)。另外一種可供參考的方案是將貿易障礙規則的範圍擴

論歐洲聯盟國際投資政策之法律規範

363

大到投資事宜，訂定「貿易障礙與投資保護規則」。倘若在歐盟所
洽簽之協定中，無論由於任何原因而使投資人不能對地主國提起仲
裁，則可由執委會代表歐盟投資人發動程序。
歐盟在投資方面的新權限及其實施勢必將引起各會員國、執委
會與歐洲議會之討論，不僅開啟歐盟採取新方向的機會，同時可針
對歐盟會員國既存雙邊投資條約之實踐作一通盤檢討修正。

參、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及相關問題
以目前情況而論，歐盟尚未與任何國家完成洽簽內含投資專章
之自由貿易協定。因此在目前所處之過渡性階段，僅有會員國既存
之雙邊投資條約可能產生爭端解決的問題。關於該等條約所規定之
爭端解決機制，以及根據前述執委會規則草案之要求，執委會得掌
控會員國與第三國在雙邊投資條約之下所進行之仲裁。所有根據該
項規則取得授權之協定，會員國一旦知悉後，應立即通知執委會任
何爭端解決之請求。規則草案要求會員國與執委會充分合作，採取
必要措施以確保有效防衛，有必要時，執委會將參與爭端解決。觀
諸執委會所提出之規則草案，與歐盟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歐盟即
使無法單獨作為仲裁之當事方，至少歐盟要與會員國共同作為當事
方。會員國也將喪失主動展開 (或不展開) 仲裁的能力。規則草案
規定再發動任何爭端解決機制之前，應取得執委會之同意。倘若執
委會提出要求，會員國應發動該等機制。這一點包括與雙邊投資條
約締約方進行非正式諮商。同樣的，會員國應與執委會充分合作，
有必要時，執委會亦將參與。由此可見歐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未來歐盟若與其他國家洽簽內含投資專章之自由貿易協定，則
勢必面臨如何設計爭端解決機制的問題，且歐盟與一般國家所需思
考的面向並不完全相同，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基本上歐盟擁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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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方面的專屬權限，不與會員國共同分享；第二、歐盟係具有國際
法人格之組織，以此一資格代表各會員國參與國際投資爭端解決程
序，可謂別開生面，不過也同時隱藏其他有待解決的問題。該等問
題不僅將出現在歐盟對外洽簽的自由貿易協定上，倘若未來歐盟擬
對外洽簽投資條約，亦復如是。下文擬就目前歐盟所提出之初步構
想與原則，以及實際可能遭遇之問題予以分析。

一、歐盟之初步構想與原則
目前執委會對於歐盟未來與第三國洽簽投資協定，並不打算採
用一體適用 (a one-size-fits-all model) 的模式。執委會在投資談判
中，將考慮到相關當事人之利益、談判對手之發展程度，以及會員
國與第三國既存投資協定之性質。
顯然，歐盟選擇談判對手國，將視該等國家與歐盟洽簽協定的
意願而定。執委會已提出進行投資保護談判優先國家的選擇條件。
歐盟選擇時將考慮具有重要經濟發展或發展潛力之市場，同時也會
考慮該國政治情況是否提供穩定與可預測性之投資環境。地主國所
提供之投資保護亦為歐盟選擇優先國家之重要因素。
歐盟共同投資政策還需要一段時間方能建立，不過在這段時間
內，執委會必須擘劃國際投資規則。在短期內，投資談判將置於貿
易談判之下，作為其中一部分來進行。因此執委會意欲在與加拿
大、印度、新加坡以及南方共同市場正在進行的談判中納入投資保
護。在中期的規劃當中，歐盟則考慮與高度優先國家，如中國和俄
羅斯，單獨就投資議題進行協定談判，或退而求其次，洽簽部門別
投資協定。
就現階段歐盟與各會員國處於過渡期的情況來看，首先必須處
理的是既存條約的問題。不過，執委會未來在投資談判中，將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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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關當事人之利益、談判對手之發展程度，以及會員國與第三國
既存投資協定之性質。在里斯本條約通過後，正式規則尚未通過
前，由於歐盟取得投資方面的專屬權限，依條約規定，原則上各會
員國已不得單獨進行投資協定的談判。換言之，即處於凍結狀態，
靜待下一步的發展。
雖然歐盟已取得投資方面之專屬權限，不過未來如欲單獨對外
洽簽協定，仍有諸多困難尚待克服。因此研判歐盟未來不會很快就
投資此項單獨議題，行使其專屬權限對外洽簽國際協定。歐盟勢必
要等到前述各項問題均已排除之後，才能真正貫徹歐盟共同投資政
策之遠大理想。在此之前，由歐盟中央集權掌控 (或從旁參與會員
國之行動)，但由會員國實際執行與洽簽投資協定，可能將是歐盟所
採取的務實作法。至於過渡期未來將維持多久，則端視歐盟排除困
難所需時間長短而定。在過渡期間內，歐盟意欲實施投資權限之最
佳管道，乃是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且內含投資專章。
歐盟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中述明將提出一套全新的國際仲裁
機制。函示中提到目前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某些部分不適用於歐盟，
而歐盟亦非 ICSID 公約締約方，因此歐盟應奠基於會員國之實務運
作，以完成最先進的投資人／地主國爭端解決條款，納入會員國根
據規則草案新簽署或重新談判之條約當中。基此，相關條款應遵守
兩項重要原則，函示中特別強調：第一、投資人／地主國爭端解決
應符合透明性，包括公開聽審會，公布仲裁請求、書狀、法庭之友
書面文件，以及判斷。第二、採用半常設性的仲裁庭與上訴程序。
另外一項替代方案，則是建議修正 ICSID 公約，以利歐盟加入。

二、投資爭端解決之設計與問題
根據歐盟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所揭示之原則，歐盟未來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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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洽簽條約或協定時，在投資人／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之設計
上，有兩種可能的模式：第一、不另訂一套新的仲裁程序規則，而
是列舉數項目前國際間常用之仲裁規則以供當事方選擇；第二、特
別為歐盟制定一套量身訂做的新仲裁規則，做為歐盟對外洽簽自由
貿易協定投資專章或投資條約的標準條款。
下文擬就現今國際投資條約或協定當中有關地主國與外國投
資人間之仲裁規定進行分析，再針對歐盟得借鏡之處與應思考之重
點予以論述。

(一) 國際條約或協定當中有關地主國與外國投資人間之仲裁
規範
觀諸國際條約或協定當中有關地主國與外國投資人間之仲裁
規定，大致可區分為幾類：第一、各國所締結之自由貿易協定或區
域貿易協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 投資專章之規定；第
二、針對特定部門別所締結之條約，其中涉及國際投資之規定；第
三、各國對外所締結之雙邊投資條約之規定。以下綜合整理這三大
類條約或協定之相關規定，分析締約國對於仲裁機構與仲裁規則之
選擇，以呈現國際投資仲裁之發展趨勢。

1. 自由貿易協定／區域貿易協定投資專章下之投資人／地主國
仲裁機制
依據 關稅暨貿易 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第 24 條、服務貿易總協定第 5 條，以及 1979 年授
權條款 (enabling clause) 規定，WTO 會員簽署優惠性之雙邊、區
域，以及複邊協定均需通知相關理事會或委員會。21 根據 WTO 秘
21

依據 GATT 第 24 條者，應通知貨品貿易理事會；依據 GATS 第 5 條者，應通知服
務貿易理事會；依據 1979 年授權條款者，應通知貿易與發展委員會。

論歐洲聯盟國際投資政策之法律規範

367

書處統計，截至 2012 年 1 月 15 日為止，全球所簽署之區域貿易協
定計有 511 個。其中依據 GATT 第 24 條規定通知者有 370 個，依
據 GATS 第 5 條規定通知者有 105 個，依據授權條款通知者有 36
個。其中已生效者，計有 319 個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n.d.)。
在 FTA/RTA 之中，部分協定 (而非全部) 含投資專章且明文規
定投資人／地主國仲裁機制，例如歐盟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前所洽簽
之 FTA/RTA，由於歐盟過去並未擁有投資方面的專屬權限，因此並
無有關地主國與外國投資人間之仲裁規定。本文整理 FTA/RTA 投
資專章之仲裁規定 (所選擇之仲裁機構與仲裁規則) 如附錄 1。
觀諸該等協定之相關規定，雖然不盡相同，不過可以從中觀察
到締約方所選擇之仲裁機構與仲裁規則具有相當程度的趨同性。共
同點在於絕大部分的協定規定均訴諸 ICSID 仲裁、ICSID 附屬機制
規則，以及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仲裁規則。此外，在東協
以及馬來西亞對外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 (例如東協全面性投資協
定、日本／馬來西亞經濟夥伴協定、馬來西亞／紐西蘭自由貿易協
定、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 當中，將吉隆坡區
域仲裁中心作為解決地主國與外國投資人間爭端之選項。極為少數
的協定 (如日本／新加坡新時代經濟夥伴協定) 在附錄中另行約定
仲裁程序規則。另有極為少數的協定 (例如美國／澳洲自由貿易協
定、日本／菲律賓經濟夥伴協定) 不指定仲裁機構。此外，大多數
的協定皆預留彈性，允許當事人合意選擇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
規則。不過在實務上，國際投資爭端大多訴諸 ICSID 仲裁、ICSID
附屬機制規則，以及 UNCITRAL 仲裁規則，原因在於該等仲裁符
合國際投資仲裁需求，深受國際肯定，故爭端當事方一般皆選用該
等仲裁機制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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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特定部門所締結之條約涉及國際投資之規定——能源憲章
條約
國際間針對特定部門別所締結之條約，且其中涉及國際投資與
爭端解決之規定者，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能源憲章條約。由於外人投
資進入能源部門之發展迅速，故有必要針對此一特定部門之投資予
以規範，促成了建立規範能源部門投資之國際建制。能源憲章條約
於 1994 年 12 月 17 日完成簽署，主要由歐洲國家大力支持。該項
條約乃是全球第一項針對特定部門 (能源) 所簽訂之多邊投資條
約，計有 52 個締約國，其中包括歐盟會員國。
能源憲章條約有關國際投資仲裁之規定詳如本文附錄 2。除了
一般常用的 ICSID 仲裁、ICSID 附屬機制規則，以及 UNCITRAL 仲
裁規則之外，該條約還提供其他常設性國際仲裁機構及其仲裁規則
供爭端當事方選用，亦即斯德哥爾摩商會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SCC) 仲裁機構仲裁規則。SCC 成立於 1917 年，其仲
裁機構組織成立於 1949 年，成立的目的在於解決工業、貿易，以
及運輸等領域的爭端。SCC 的總部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包括秘書
處和三名成員組成的委員會。三名委員任期三年，由商會任命。三
名委員中，一名須具有解決工商爭端的經驗，一名須為有實務經驗
的律師，一名須具備與商業組織溝通的能力。SCC 解決國際爭端的
優勢在於其國家的中立地位，特別以解決涉及遠東地區或中國大陸
的爭端而著稱。過去 SCC 處理國際投資爭端仲裁案件的實際經驗十
分豐富。22

22

關於 SCC 過去曾受理之國際投資爭端仲裁案件，茲舉數例：Case n° 118/2001,
Nykomb Synergetics Technology Holding AB (Sweden) v. Latvia; Case n° 126/2003,
Petrobart Ltd. (Gibraltar) v. Kyrgyzstan; Case n° V (064/2008), Mohammad Ammar
Al-Bahloul (Austria) v. Taji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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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國對外所締結之雙邊投資條約之規定
根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所公布之 2011 年世界投資報告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統計，截至 2011 年 5 月底為止，全球大
約計有超過 2800 多項雙邊投資條約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27 個歐盟會員國對外所簽署的雙邊投資條約大約總計有 1300
項 (其中德國簽署大約 136 項雙邊投資條約，英國大約 104 項，法
國大約 101 項)，歐盟會員國相互間所簽署的雙邊投資條約大約 150
項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1:
213-215)。
由於各國對外締結的雙邊投資條約為數甚多，本文無法悉數整
理。不過若干國家為了對外進行雙邊投資條約的談判與簽署工作，
發展出雙邊投資條約範本 (Model BIT)，作為談判與締結條約的準
則與依據。其中有關外國投資人與地主國間之仲裁，相關條文規定
如本文附錄 3。
觀諸各國雙邊投資條約範本，雖然相關規定不盡相同，不過可
以從中觀察到締約國所選擇之仲裁機構與仲裁規則也具有相當程
度的一致性。共同點在於均規定訴諸ICSID仲裁、ICSID附屬機制規
則，以及UNCITRAL仲裁規則。某些雙邊投資條約範本也預留彈
性，允許當事人合意選擇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德國雙邊
投資條約範本比較特殊，還允許爭端當事方選用其他常設性國際仲
裁機構及其仲裁規則，包括國際商會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倫敦國際仲裁院 (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CIA)，以及SCC仲裁，甚至於允許當事方合意選擇其
他形式的爭端解決。
在國際商務仲裁領域，ICC 是最具有影響力的仲裁機構。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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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本身於 1919 年成立於法國巴黎，其仲裁院成立於 1923 年，屬
於國際商會的一部分。ICC 是一個國家間的商會，現有國家會員 60
多個。ICC 國際商事仲裁院總部及其秘書處設在法國巴黎，雖然是
根據法國法律所設立，但是與任何國家沒有關係。ICC 仲裁院的委
員來自 40 多個國家，皆具有法律背景和國際商事法律及爭端解決
的專業經驗。ICC 仲裁人來自世界各國，其仲裁可以在世界任何一
個地方進行程序。ICC 仲裁院秘書處的工作人員也來自不同的國
家，可以使用多種語言進行工作。過去 ICC 不乏承接國際投資爭端
仲裁案件的實際經驗。23
LCIA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仲裁機構，成立於 1892 年。1986 年起，
LCIA 改組成為有限責任公司，由董事會管理其活動。LCIA 設在倫
敦，在仲裁案件中其主要作用是指定仲裁人以及對案件進行一些輔
助性的管理。LCIA 設有仲裁人名冊，仲裁人的背景也很多樣化，
可以適應各種類型案件的需要，包括國際投資爭端。24
綜上所述，觀諸目前國際間有關投資之雙邊條約與多邊條約，

23

關於 ICC 過去曾受理之國際投資爭端仲裁案件，茲舉數例：ICC Arbitration Case
No. 9058/FMS/KGA, Bridas S.A.I.P.I.C., Bridas Energy International, Ltd., Intercontinental Oil & Gas Ventures, Ltd. and Bridas Corporation v. Government of Turkmenistan, Concern Balkannebitgazsenagat and State Concern Turkmenneft; ICC Arbitration Case Co. 12913/MS, Capital India Power Mauritius I and Energy Enterprises (Mauritius) Company v. Maharashtra Powe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Maharashtra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and the State of Maharashtra; ICC Arbitration Case No. 9151/FMS/KGA, Joint Venture Yashlar and Bridas S.A.I.P.I.C. v.
Turkmenistan; ICC Arbitration Case No. 10623/AER/ACS, Salini Costruttori S.P.A.
v.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Addis Ababa Water and Sewerage

24

Authority.
關於 LCIA 過去曾受理之國際投資爭端仲裁案件，茲舉數例：LCIA Arbitration Case
No. UN 3467, Occidental Expl. & Prod. Co. v. Republic of Ecuador; LCIA Arbitration Case No. UN 3481, Encana Corp. v. Republic of Ecu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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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的可以發現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的首選，幾乎都是 ICSID 仲裁
以及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若非 ICSID 仲裁，最普遍、廣泛選用的
是 UNCITRAL 仲裁規則。其他國際性常設仲裁機構次之，例如
ICC、LCIA，以及 SCC 仲裁。此外，區域性仲裁中心也可能納入締
約國的考量，例如在東協以及馬來西亞對外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當
中，將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作為解決地主國與外國投資人間爭端之
選項。此外，部分條約或協定也涵括若干彈性規定，例如允許爭端
當事方合意選擇其他爭端解決形式，或允許爭端當事方合意選擇其
他仲裁機構或仲裁規則。

(二) 歐盟未來採行模式之分析
觀諸國際間有關投資之雙邊條約與多邊條約，投資爭端解決機
制的設計大致上頗為類似。在實務上，國際投資仲裁乃是解決地主
國與外國投資人間爭端的主要途徑。歐盟未來在相關機制的設計
上，必然會參考國際規範與實踐。此外，歐盟亦應考慮投資人／地
主國仲裁必須具有有效性、效率，以及一定程度的透明性。在選擇
仲裁機構時，則應考慮到仲裁機構能否秉持獨立、中立、公正、客
觀、公開，以及透明化的態度處理案件，另外還必須考慮仲裁機構
的服務品質、處理國際投資仲裁案件的經驗、仲裁機構在國際上的
聲譽與評價、仲裁機構的仲裁人名冊是否完備、仲裁機構是否有一
套完善的仲裁規則，以及非常重要的一點，亦即仲裁機構所作成之
仲裁判斷能否有效執行。在國際投資仲裁的領域上，常設性國際仲
裁機構在這些方面顯然具有優勢。以 ICSID 為例，該中心隸屬世界
銀行旗下，擁有強而有力的後盾，同時也是獨立的國際組織，會員
國為數眾多，普遍受到世界各國的認同與接受。由於其為世界銀行
旗下組織，立場超然，仲裁人名冊完備，仲裁規則完善，仲裁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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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拜 ICSID 公約之賜，其有效性有目共睹，因此自然而然成為
各國解決投資爭端的首選。至於其他常設性國際仲裁機構，或其他
區域性仲裁中心，只要足以滿足國際投資仲裁的需求，亦可被列為
選用的項目。
如前所述，根據歐盟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所揭示之原則，歐盟
未來在投資人／地主國仲裁機制的設計上，有兩種可能的模式：第
一、不另訂一套新的仲裁程序規則，而是列舉數項目前國際間常用
之仲裁規則以供當事方選擇；第二、特別為歐盟制定一套量身訂做
的新仲裁規則。
關於第一種模式，似乎與歐盟目前之初步構想並不完全吻合。
根據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所揭示的兩項原則及其內容，目前國際間
常用於解決投資爭端之仲裁規則，未必能充分符合歐盟對於透明性
的期待，縱使某些程序規則得依當事人合意予以修改，不過目前國
際間處理投資仲裁案件，仍欠缺半常設性的仲裁庭，以及上訴程
序。此外，目前國際間常用於解決投資爭端之仲裁規則，主要包括
ICSID 仲裁規則、ICSID 附屬機制規則、UNCITRAL 仲裁規則、ICC
仲裁規則，以及 SCC 仲裁規則。以 ICSID 仲裁規則為例，若投資
人母國與地主國其中一方並非 ICSID 公約締約國，ICSID 即不具有
管轄權。25 歐盟並非 ICSID 公約締約方，除非修正 ICSID 公約准許
歐盟加入，否則歐盟無法選用其仲裁規則並訴諸該中心之仲裁機
制。然而修正 ICSID 公約並非一蹴可幾之易事。
25

該仲裁規則適用之先決條件為投資人母國與地主國均為 ICSID 公約之締約國，此
係根據華盛頓公約第 25 條之規定。ICSID 是否具有管轄權主要依據三項標準：(1)
當事人之合意；(2) 對爭端事項之管轄權 (ratione materiae)：提付該中心之爭端案
件係直接因投資所產生之法律爭端；(3) 對爭端當事人之管轄權 (ratione personae)：當事人其中一方須為華盛頓公約之締約國，另一方須為該公約另一締約國之
國民。

論歐洲聯盟國際投資政策之法律規範

373

至於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亦有類似之問題。適用 ICSID 附屬機
制規則的條件，比適用 ICSID 仲裁規則的條件稍有放寬。如欲選用
ICSID 仲裁規則，則投資人母國與地主國皆必須為 ICSID 公約締約
國。而如欲選用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則要求投資人母國與地主國
其中之一為 ICSID 公約締約國。26 在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前言中敘
明，其可受理之爭端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之爭端。雖然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放寬適用
條件，然而歐盟乃是國際組織，不是國家，在當事人所應具備的資
格方面並不符合要求。
由以上分析可知，由於歐盟並非 ICSID 公約締約國，又是國際
組織而不是國家，因此無法訴諸 ICSID 仲裁，或選用 ICSID 附屬機
制規則。排除這兩種可能的選擇之後，歐盟尚可另行選擇其他國際
性常設仲裁機構之仲裁規則，或是選擇臨時性仲裁 (ad hoc arbitration)。其他國際性常設仲裁機構之仲裁規則，例如 ICC、LCIA，
以及 SCC 仲裁規則，可以列為考慮的選項。該等仲裁規則十分具有
彈性，某些程序規則得依爭端當事方之需要，根據當事方之合意予
以修改，以符合有關透明性的要求。不過，歐盟曾於函示中表示擬

26

關於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之適用條件，其前言敘明如下: “The Administrative
Council of the Centre has adopted Additional Facility Rules authorizing the Secretariat of ICSID to administer certain categories of proceeding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that fall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These
are (i) fact-finding proceedings; (ii) conciliation or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parties one of which is not a Contracting
State or a national of a Contracting State; and (iii)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between parties at least one of which is a Contracting State or a national of
a Contracting State for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at do not arise directly out of an
investment, provided that the underlying transaction is not an ordinary commercial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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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半常設性的仲裁庭與上訴程序，而該等國際性常設仲裁機構均無
半常設性的仲裁庭，以及上訴機制之設計。至於臨時性仲裁亦有類
似問題。歐盟雖然可以參考 UNCITRAL 仲裁規則來量身訂做一套
適用於臨時性仲裁的規則，但是如何成立半常設性的仲裁庭，如何
設計上訴程序，這些問題有待克服。
關於第二種模式，似乎比較符合歐盟目前之初步構想與設計原
則。參考上述國際投資仲裁機制，以及歐盟會員國在投資仲裁之實
務運作經驗，特別為歐盟制定一套量身訂做的新仲裁規則，可能性
似乎較高。未來新的投資仲裁規則應包括仲裁程序發動至仲裁判斷
承認與執行各個階段所應適用的規則；換言之，包括仲裁協議、仲
裁程序之發動 (內含歐盟所提之公布仲裁聲請)、仲裁庭之組成 (內
含歐盟所提之半常設性的仲裁庭) 與權限、仲裁地之選擇、仲裁程
序進行之規則 (內含歐盟所提之公布書狀，及法庭之友書面文件)、
準據法之選擇與適用、仲裁判斷之作成 (內含歐盟所提之公布仲裁
判斷書)、救濟 (內含歐盟所提之上訴程序)、仲裁判斷之承認，以
及仲裁判斷之執行等。
基於仲裁實務上的需要，以及歐盟擬組成半常設性的仲裁庭，
新的仲裁規則宜成立或指定一常設性機構負責處理投資仲裁之行
政與庶務等事宜。在技術面上，歐盟研擬仲裁規則可參考 ICSID 仲
裁規則、ICSID 附屬機制規則、UNCITRAL 仲裁規則，以及其他國
際常設仲裁機構仲裁規則。從國際投資仲裁發展的角度來看，此一
新規則將有別開生面之處。首先，就仲裁當事方而言，通常國際投
資仲裁當事人一方是外國投資人，另一方則為地主國。而歐盟未來
則將以國際組織的資格作為國際投資仲裁的當事方，實屬首開先
例。其次，歐盟擬強化投資仲裁之透明度，十分符合國際潮流的發
展。未來若能成立半常設性之仲裁庭，以及訂定上訴程序，將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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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投資仲裁機制之創舉。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有關仲裁判斷的強制執
行，通常在地主國敗訴的情況下，投資人如欲聲請強制執行時，往
往遭遇地主國援引執行豁免權的問題。未來倘若歐盟敗訴，歐盟係
國際組織而非國家，投資人如欲聲請強制執行，應向何者提出聲
請？在法律上依循何種程序？歐盟可否主張豁免權？實際的執行
對象是歐盟，抑或是關係會員國？該等問題尚待進一步思考，目前
並無答案。歐盟未來所設計的仲裁機制如何處理強制執行的問題，
事關仲裁機制之有效性，乃是值得觀察的重點。

肆、結論
里斯本條約擴大歐盟在共同商業政策的對外權限，且在投資領
域擁有專屬權限，並排除歐盟會員國單獨對外洽簽投資協定的可能
性。會員國也可能需要調整其已對外簽署之國際條約，以符合歐盟
法之要求。鑒於權限之移轉，該等條約必須取得歐盟授權，倘若不
符合法定條件，有可能必須終止。基本上，各個會員國之國會未來
也不再需要對涉及外人直接投資的國際條約行使同意權。不過倘若
相關條約或協定同時涵括外人直接投資與其他非屬歐盟專屬權限
之議題 (例如涵括證券投資在內的投資條約)，則應由歐盟與會員國
共同洽簽，亦即所謂之混合協定。該等協定仍須經各會員國國會批
准。由此可見，里斯本在共同商業政策方面有極大的轉變，但仍有
若干問題尚待討論與解決。
里斯本條約生效後，雖然歐盟取得外人直接投資方面的專屬權
限，惟若歐盟洽簽相關條約或協定之權限因受條約規定所限制，僅
得處理投資設立前與設立後之規範，但不得涵括證券投資之保護與
徵收等問題，在實際上無法滿足投資人與談判國之需求。近年來歐
盟在國際投資協定之締結與實施成效表現欠佳，為了迎頭趕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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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對手，歐盟不應繼續畫地自限。在此一方面，歐盟未來宜參考
美國雙邊投資條約範本，將投資談判核心議題設定為直接投資與證
券投資、設立前與設立後之規範、投資保護、直接徵收與間接徵收，
以及投資人對地主國之爭端解決等，如此方能符合歐盟對外洽簽投
資條約或協定之實際需要。因此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後，如果歐盟
意欲在全球投資的舞台上提昇地位，歐盟及其會員國可能必須思考
對歐盟條約進行若干必要的修正，俾利歐盟對外洽簽高水準的國際
投資條約或協定。
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朝向中央集權化的發展趨勢日益顯著。
根據執委會規則草案之規定，會員國現存與未來洽簽雙邊投資條約
將受到執委會充分掌控。一旦規則通過後，第三國與歐盟會員國交
涉的模式勢必有所改變。同時在雙邊投資條約下所進行之仲裁模
式，也面臨重大的變化。第三國將面對歐盟作為當事方，或歐盟及
其會員國共同作為當事方。會員國在未獲得執委會允許之下，將不
得發動仲裁程序，甚至於執委會可強制要求會員國發動仲裁程序。
此外，倘若歐盟無法成為 ICISD 公約締約方，執委會函示中所謂之
爭端解決機制，勢必將與一般國際投資仲裁的模式大不相同。未來
歐盟可能特別制定一套量身訂做的新仲裁規則，以供歐盟對外洽簽
國際投資條約與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專章之用。從國際投資仲裁發展
的角度來看，歐盟新的投資仲裁規則將有別開生面之處。迄今實務
上僅有外國投資人與地主國間之仲裁機制，未來則可望出現外國投
資人與國際組織間之投資仲裁模式。此一新模式的建立，在仲裁程
序方面是否令外界耳目一新，在仲裁判斷的執行方面能否確保整套
機制運作的有效性，吾人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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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FTA/RTA 投資專章之仲裁規定
協定名稱
條號
投資人／地主國仲裁機制
東協／澳洲／紐西蘭自由貿易 第 11 章第 21 條第 ˙ICSID 公約
協定
1 項第 b 款至第 e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ASEAN-Australia-New Zealand 款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Free Trade Agreement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仲裁規
則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東協／中國大陸全面經濟合作 第 14 條第 4 項第 b ˙ICSID 公約
架構協定之投資協定
款至第 e 款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of
˙UNCITRAL 仲裁規則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東協全面性投資協定
第 33 條第 1 項第 b ˙ICSID 公約
ASEAN Comprehensive
款至第 f 款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Investment Agreement
˙UNCITRAL 仲裁規則
˙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或其
他東協內之區域仲裁中心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裁機構
澳洲／智利自由貿易協定
第 10 章第 10.16 條 ˙ICSID 公約
Australia-Chile Free Trade
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d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Agreement
款
˙UNCITRAL 仲裁規則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泰國／澳洲自由貿易協定
第 9 章第 917 條第 ˙UNCITRAL 仲裁規則
Thailand-Australia Free Trade 2 項第 b 款
Agreement
美國／澳洲自由貿易協定
第 11 章第 11.16 條 ˙該項規定未載明可訴諸何
United States-Australia Free
種仲裁，僅規定締約方可
第1項
Trade Agreement
就投資人／地主國仲裁程
序進行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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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巴基斯坦自由貿易
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中國大陸／秘魯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Peru
歐洲自由協會／韓國自由貿易
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FTA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第 9 章第 54 條第 2 ˙ICSID 公約
項第 b 款

第 10 章第 139 條第 ˙ICSID 公約
2 項第 a 款至第 d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款
˙UNCITRAL 仲裁規則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該 FTA 第 1.4 條規
定：韓國與冰島、
列支敦士登、瑞士
所簽署之投資協定
為 該 FTA 之 一 部
分，地主國/投資人
仲裁載於該項投資
協定第 16 條第 2 項
第 a 款至第 c 款
歐洲自由協會／新加坡自由貿 第四部分第 48 條
易協定
第 2 項第 a 款至第 c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款
the EFTA States and Singapore
印度／新加坡全面經濟合作協定 第 6 章第 6.21 條第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 3 項第 b 款至第 c
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款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日本／汶萊經濟夥伴協定
第 5 章第 67 條第 3
Japan-Brunei Darussalam Eco-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ICSID 公約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UNCITRAL 仲裁規則

˙ICSID 公約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UNCITRAL 仲裁規則
˙ICSID 公約或 ICSID 附屬
機制規則
˙UNCITRAL 仲裁規則

˙ICSID 公約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UNCITRAL 仲裁規則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日本／智利策略經濟夥伴協定 第 8 章第 89 條第 5 ˙ICSID 公約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the Republic of Chile for a Stra˙UNCITRAL 仲裁規則
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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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印尼經濟夥伴協定
Japan-Indonesia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日本／馬來西亞經濟夥伴協定
Japan-Malaysia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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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第 69 條第 4 ˙ICSID 公約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UNCITRAL 仲裁規則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第 7 章第 85 條第 4 ˙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ICSID 公約
˙UNCITRAL 仲裁規則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第 7 章第 79 條第 1 ˙ICSID 公約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UNCITRAL 仲裁規則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日本／墨西哥加強經濟夥伴協
定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Economic Partnership
日本／菲律賓經濟夥伴協定
第 107 條第 2 項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for an Economic Partnership
日本／新加坡新時代經濟夥伴 第 8 章第 82 條第 3
協定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for a
New-Age Economic Partnership

˙該項規定未載明可訴諸何
種仲裁，係根據當事方合
意 (明示書面) 而定。

˙該協定附錄 V 之 C 所規定
之仲裁程序
˙ICSID 公約或 ICSID 附屬
機制規則
˙UNCITRAL 仲裁規則
瑞士／日本自由貿易與經濟夥 第 9 章第 94 條第 3 ˙ICSID 公約
伴協定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Agreement on Fee Trade and
˙UNCITRAL 仲裁規則
Econom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and
Japan
日本／泰國經濟夥伴協定
第 8 章第 106 條第 ˙ICSID 公約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3 項第 a 款至第 c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for an 款
˙UNCITRAL 仲裁規則
Economic Partnership
韓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
第 10 章第 10.24 條 ˙ICSID 公約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第 1 項第 a 款至第 c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款
˙UNCITRAL 仲裁規則
Chile
韓國／印度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第 10 章第 10.21 條 ˙ICSID 公約
Korea-India Comprehensive
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d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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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款

˙UNCITRAL 仲裁規則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韓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
第 10 章第 10.19 條 ˙ICSID 公約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c ˙UNCITRAL 仲裁規則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 款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lic of Korea and the Govern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韓國／美國自由貿易協定
第 11 章第 11.16 條 ˙ICSID 公約
Korea-USA Free Trade
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d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Agreement
款
˙UNCITRAL 仲裁規則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馬來西亞／紐西蘭自由貿易協 第 10 章第 10.21 條 ˙ICSID 公約
定
第 1 項第 a 款至第 c ˙UNCITRAL 仲裁規則
Malaysia-New Zealand Free
款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Trade Agreement
裁機構，包括吉隆坡區域
仲裁中心
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更緊密經 第 9 章第 98 條第 5 ˙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
濟夥伴協定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ICSID 公約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UNCITRAL 仲裁規則
ern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of Pakistan and the Govern裁規則
ment of Malaysia for 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第 11 章第 1120 條 ˙ICSID 公約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第 1 項第 a 款至第 c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Agreement
款
˙UNCITRAL 仲裁規則
紐西蘭／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協 第 11 章第 153 條第 ˙ICSID 公約
定
1 項第 a 款至第 b ˙UNCITRAL 仲裁規則
New Zealand-China Free Trade 款
Agreement
紐西蘭／新加坡更緊密經濟夥 第 6 部分第 34 條第 ˙ICSID 公約
伴協定
2項
Agreement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Singapore on 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紐西蘭／泰國更緊密經濟夥伴 第 9 章第 9.16 條第 ˙UNCITRAL 仲裁規則
協定
2 項第 b 款至第 c ˙ICSID 公約
New Zealand-Thailand Closer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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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巴拿馬／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
Panama-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新加坡／澳洲自由貿易協定
Singapore-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新加坡／哥斯大黎加自由貿易
協定
Singapore-Costa 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新加坡／秘魯自由貿易協定
Singapore-Peru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9 章第 9.13 條第
3 項第 b 款至第 c
款
第 8 章第 14 條第 3
項第 b 款至第 c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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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ID 公約
˙UNCITRAL 仲裁規則
˙ICSID 公約
˙UNCITRAL 仲裁規則

第 11 章第 11.16 條 ˙ICSID 公約
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c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款
˙UNCITRAL 仲裁規則

第 10 章第 10.17 條 ˙ICSID 公約
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c ˙UNCITRAL 仲裁規則
款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美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
第 15 章第 15.15 條 ˙ICSID 公約
United States-Singapore Free
第 5 項第 a 款至第 d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Trade Agreement
款
˙UNCITRAL 仲裁規則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美國／越南貿易關係協定
第 4 章第條第 3A 項 ˙ICSID 公約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第 i 款至第 iv 款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UNCITRAL 仲裁規則
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 on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
Trade Relations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附錄 2 能源憲章條約有關國際投資仲裁之規定
條約名稱
能源憲章條約

條號
投資人／地主國仲裁機制
第 26 條第 4 項第 a 款至 ˙ICSID 公約或 ICSID 附屬
機制規則
第c款
˙UNCITRAL 仲裁規則
˙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機
構仲裁規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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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相關國家雙邊投資條約範本有關仲裁之
規定
國家

Model BIT 條號

投資人／地主國仲裁機制

第 27 條第 1 項第 a 款至第 ˙ICSID 公約
d款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UNCITRAL 仲裁規則
˙締約國成立之委員會所
認許之其他機構仲裁規
則
哥倫比亞 第 IX 條第 4 項第 b 款至第 ˙UNCITRAL 仲裁規則
d款
˙ICSID 公約或 ICSID 附屬
機制規則
˙締約方同意之其他仲裁
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法國
第7條
˙ICSID 公約
德國
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至 ˙ICSID 公約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第5款
˙UNCITRAL 仲裁規則
˙國際商會、倫敦國際仲裁
院，或斯德哥爾摩商會仲
裁機構
˙爭端當事方合意選擇之
其他爭端解決形式
印度
第 9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ICSID 公約
c款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UNCITRAL 仲裁規則
挪威
第 15 條第 3 項
˙ICSID 公約或 ICSID 附屬
機制規則
美國
第 24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ICSID 公約
d款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UNCITRAL 仲裁規則
˙爭端當事方合意之其他仲
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加拿大

對 外 締 結
27
BIT 之總數
28

6

101
136

81

15
4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7

根據 UNCTAD 公布之 2011 年世界投資報告所做之統計，時間至 2011 年 5 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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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sbon Treaty establishes for the first time an exclusive
competence over foreign investment by including it in the scope of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Nevertheles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EU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is not yet clear. If EU exclusive
competence covers both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liberalization, the
EU will need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an EU model agreement to be
applied in any future investment chapters in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2010,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brought forward two proposals: (1)
a draft regulation to fix the vacuum created by transferring FDI competence to the EU-level, and (2) a communication proposing the new
EU investment policy which feeds into negotiating mandates for EU
investment agreements or investment chapters in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e EU’s new investment competence will lead to fervent discussions in and among Member States, the Commission and the Parli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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