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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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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整合運動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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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整合的目的 

1. 促進歐洲的重建； 
 

2. 促進歐洲的復興； 
 
1. 促進歐洲的和平、繁榮及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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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條約的規定 

1. ECSC、EEC、Euratom、TEU、Lisbon 
Treaty、TFEU等； 

2. 促進歐洲國家及人民的團結及融合； 
3. 促進歐洲國家的經濟成長、社會穩定、政

治和平及安全； 
4. 經濟整合，建立內部市場； 
5. 建立歐洲人民更加緊密之聯盟。 

5 



歐盟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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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大學 (EUI) 

研究所研究領域： 
1. 經濟(Economics)； 
2. 歷史及文明(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3. 法律(Law)；以及 
4. 政治及社會科學(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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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大學 (E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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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大學 (EUI) 
Department of Law 
Current Departmental Research Themes and Projects:  
 
 The Europeanisation of Law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Private 

and Economic Law) 
 The Impact of Constitutionalisation, Enlargement and Diversity on 

the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Impact of Globalisation on International Law, Human Rights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ories, Processes and Structur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Legal 

Systems 
 Social,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Theories of Law 
 EU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Workshop 

9 



10 



11 



歐盟法的特徵與貢獻 

歐盟法的一項重要特徵乃歐盟法透過歐盟法院的判決及
統一解釋，促進了歐盟法的統合及創新。歐盟法院依規
定負責歐盟條約、法令之解釋以及歐盟內部糾紛之調處。
歐盟法院管轄權非常廣泛，包括歐盟機構、會員國提交
或歐盟條約規定之一切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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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對歐盟法的貢獻(I) 
歐盟法院在歐盟統合所發揮之功能包括： 

(1)建立了一新法律秩序，其所規範之法律關係主體包括
了歐盟機構、各會員國、歐盟法人（公司）、歐盟組
織官員以及歐盟公民等。 

(2)促進歐盟統合之進展，歐盟法院之裁決一般皆以「歐
洲利益」原則作為通盤考量基礎，以促進歐盟統合以
及各國合作。 

(3)歐盟法治政治的建立，歐盟機構以及各會員國皆應接
受歐盟法院之強制管轄，不能附有任何保留條件。另
外，歐盟法院也在判決建立歐盟條約以及法律（規則、
指令） 具有直接適用以及優先適用效力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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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對歐盟法的貢獻(II) 
(4)確保歐盟條約、法律或判決、解釋之一致性、最高性

與完整性；統一適用於歐盟領域範圍內，不受各會員
國政治干擾，以保護歐盟、會員國與歐盟公民等規範
主體之各自合法權益。 

(5)歐盟法院之判決或解釋政治性考慮非常高，其管轄範
圍不以法律性爭議案件為限，尚受理政經、社會性質
之爭議案件。 

(6)發展一般法律原則，這些法律原則成為歐盟法源之一
股新活水、有效促進歐盟統合進展、英國法系與歐陸
法系之調和，並激勵了歐洲法律體系之改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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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條約 

歐洲聯盟乃基於會員國簽署的條約而成立，歐盟政
策必須依法行政。所以，法律在歐盟扮演的一項重
要功能，乃歐盟整合的基礎以及歐盟政策的依據。
歐盟條約有別於一般國際條約，已為自己創設了一
特殊（sui generis）法律體系，使其條約及規則等法
律於生效後，就成為會員國法律之一部分，並且具
有直接適用效力及優先適用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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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超國家組織 

會員國共同創設了一個沒有期限限制的超國
家組織（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擁有
會員國移轉的部分主權，據此獨立行使職權。
歐盟因此創設了一創新的法律體系，對歐盟
機構、會員國及歐盟公民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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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律一體適用 

法律在歐盟所扮演及發揮的功能，主要包括： 
(1)提供會員國及歐盟公民歐盟層級的法律保障，這

對前蘇聯共產制度的中、東歐國家，尤其重要，
透過歐盟法律一體（acquis communautaire）原
則，得以確保歐盟法律在這些國家的一體適用； 

(2)確保歐盟依法行政及「權力分立，相互制衡」民
主政治的建立，提高歐盟政策的透明性、民主性、
可信度、有效性及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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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律之功能 
(3)確保歐盟法律在歐盟28個會員國的一致性及完整性適用； 
(4)促進會員國法律的調和、趨同及整合； 
(5)發展新的法律原則及法理規範，促進歐洲法律創新與法律 
     進步； 
(6)透過歐盟法院裁決，解決歐盟內部法律爭端，促進會員國 
     間、歐盟機構間，以及歐盟機構與會員國間的合作關係； 
(7)形塑一創新法律體系，成為歐盟整合的重要支柱；以及 
(8)從事「法律輸出」，普及歐盟法理精神及政策理念，成為 

國際規則的發展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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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整合－法律中心主義 
法律攸關歐盟機構、會員國、歐洲企業及歐盟公民
等法律關係及權益保障。所以，歐盟研究在歐洲傳
統是以法律學者從事的法律研究為主力。各會員國
也一向挹注大批資源，支持及鼓勵歐盟法律研究。
歐洲各大學也紛紛開設歐盟法律課程，普及歐盟法
律研究。歐盟法律因此形成歐盟研究的主軸及主流，
在歐洲呈現「法律中心主義」的歐盟研究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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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歐盟法律研究 

臺灣的歐盟研究學者，鑑於法律在歐盟研究
的重要性，乃於2013年9月規劃歐盟法律專書
出版計畫，並於2014年5月17日舉行歐盟法律
學術研討會。本專書收錄經由嚴格審查程序
通過後的16篇論文，並於2015年5月及6月出版
(上)、(下)兩冊，各章論文題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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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展》(上) 
上冊： 
1. 洪德欽，〈歐盟法的淵源〉； 
2. 陳淳文，〈歐盟司法整合新近發展之觀察與省思〉； 
3. 陳靜慧，〈歐盟法院之組織與功能〉； 
4. 吳志光，〈歐盟法院的訴訟類型〉； 
5. 黃舒芃，〈歐盟基本權利憲章對各會員國之拘束：由新近
實務發展與理論爭議反思基本權利保障在歐盟的實踐途徑〉； 
6. 吳秦雯，〈歐盟平等權保護中之積極平權措施〉； 
7. 楊通軒，〈歐盟就業年齡歧視法制之探討：以年齡界限作
為終止契約的標準〉； 
8. 陳麗娟，〈歐盟「自由、安全與司法區域」內共同移民政
策之探索〉； 

 21 



《歐盟法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展》(下) 
下冊： 
1. 謝國廉，〈歐盟競爭法之架構與範圍：以反競爭協議
與濫用獨占地位之規範為中心〉； 
2. 林宜男，〈歐盟競爭法攸關卡特爾議題之研析〉； 
3. 周佳宥，〈歐盟國家補貼法制之研究〉； 
4. 劉如慧，〈歐盟環境法制與司法實踐〉； 
5. 李貴英，〈歐盟能源法與能源供應安全〉； 
6. 李寧修，〈歐盟食品法制之基本原則及其實踐：由歐
盟第178/ 2002號規則出發〉； 
7. 徐揮彥，〈歐盟文化法與案例分析〉； 
8. 吳建輝，〈歐盟對外經貿協定在歐盟法體系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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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內容及重要性 

歐盟法律專書內容涵蓋歐盟法律的法源、法理、原
則、基本權利、平等權、反歧視、立法程序、法律
適用、歐盟法院、個案研究、競爭、移民、補貼、
環境、能源、食品安全、文化及經貿等重要政策的
實踐、對外關係、最新發展等廣泛面向，尤其著重
里斯本條約於2009年12月1日生效後的法律變遷以及
對歐盟政策的意涵與影響。本專書因此具有基礎性、
規模性與時效性，得提供我國立法與政策的比較參
考，具有學理與實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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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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