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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作為規則產生者：
以其在能源憲章公約之參與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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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歐洲作為規則產生者的角度，探討在能源憲章公約
自荷蘭總理 Lubbers 之歐盟能源網路、海牙會議之舉行，以及
能源憲章公約之簽署與生效過程中，歐盟所扮演之角色。同時
間，能源憲章公約之生效，與歐盟之東擴及條約修正同時進
行，因而面臨歐盟內部與外部雙邊投資協定大量增加，同時
間，外人直接投資因里斯本條約之生效而成為歐盟之專屬權
限，此等發展造成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約間之潛在衝突，因而
本文以 Eastern Sugar、Commission v. Austria、Electrabel v.
Hungary 等案件為例，探討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約兩個法秩序
之關係。

關鍵詞：歐盟作為規則產生者、能源憲章公約、海牙會議、
Eastern Sugar、Electrabel v. Hungary
投稿日期：102.12.9；接受刊登日期：103.6.17；最後修訂日期：103.7.11
責任校對：林碧美、吳智偉、賴怡欣
* 本文係作者有關歐盟與國際法秩序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之寶
貴意見，同時感謝科技部之獎助 (102-2628-H-001-007-MY3)。已發表之研究成果，
請參見吳建輝 (2013a, 2013b); Wu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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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

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EU) 自其巴黎條約所簽訂之煤鋼
共同體條約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下稱 ECSC 條約) 與羅馬條約所簽訂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
約 (Treaty on Establishing a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下稱
EEC 條約) 與原子能共同體條約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下稱 Euratom 條約) 以降，內部市場之
整合 ，乃至於經濟 與貨幣聯 盟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 之肇建，乃係歐盟內部整合之重要里程碑與成就。同時間，
歐盟在對外關係上之發展亦逐漸獲得重視。自共同體發展初期，共
同商業政策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CCP) 即為共同體對外
2

關係之重要一環。 阿姆斯特丹條約 (Treaty of Amsterdam) 後，歐
盟 共 同 外 交 與 安 全 政 策 之 最 高 代 表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HR for CFSP) 之創設，更為歐
盟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上注入新動能。
學者從歐盟對於國際關係之影響乃至於國際法秩序之建構與
1

由於里斯本條約之生效，歐盟正式取代歐洲共同體，並承繼歐洲共同體之法人格。
本文在行文上倘若概括指涉該組織時，均以歐盟稱之；若涉及特定文義及歷史脈絡
而有加以釐清必要時，則以歐洲經濟共同體或歐洲共同體稱之。又本文條文條號之
引用部分，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前，採阿姆斯特丹條約後整編之條號，若文中引用歷
史文件或歐洲法院之判決，除引用整編之條號外，並於第一次出現時以 [ ] 方式註
明原文所使用之條號。若行文上述及里斯本條約後之發展，則使用註明里斯本條約
生效後之歐洲聯盟條約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下稱 TEU 或歐盟條約) 或歐洲
聯盟運作條約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下稱 TFEU 或歐
盟運作條約) 條文編號。
2
就歐盟共同商業政策衍生之對外參與，其最為重要的乃是自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以來，乃至於其後歐盟在世界貿
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HO) 架構下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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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試圖剖析歐盟之本質，就此乃有歐盟作為「公民強權」(civilian
power) 或「規範強權」(normative power) 等相關論述。

3

其次，

就歐盟在國際場域之參與，學者常以歐盟作為全球行為者 (EU as a
global actor) 之角度加以稱之，亦即此派學者試圖藉由觀察歐盟在
國際組織、國際公約乃至於國際會議之參與，進而勾勒歐盟在全球
4

事務上是否具有關鍵性之角色。 依據學者 Cremona 之觀察，歐盟
作為全球的行為者，主要可以區分為五個類型：實驗及模範 (laboratory and model)、市場參與者 (market player)、規則產生者 (rule
generator)、穩定者 (stabilizer)、磁吸力量以及作為鄰居 (magnet and
neighbour)。
3

5

公民強權係指歐盟及其前身歐洲 (經濟) 共同體對於國際體系之影響並不以強制力
(尤其是軍事力量) 為基礎，在此脈絡下，歐盟之經貿力量乃被視為公民強權之重要
環節。公民強權有學者翻譯為文明強權，亦有譯為柔性強權，而對於歐洲作為柔性
強權身分建構，請參照甘逸驊 (2007: 1-25); 李正通 (2011: 503-514)。就此英文文
獻眾多，關於公民強權，請參見 Duchêne (1972)；關於公民強權之批判，請參見 Bull
(1982: 149-170)。就規範強權而言，其主要概念係歐盟對於國際秩序之影響主要源
自理念之提出與規範之形塑。關於規範強權，請參見 Manners (2002: 235, 2006:
182)。關於公民強權之批判，請參見 Hyde-Price (2006: 217-234)。
4
就此英文文獻眾多，請從國際關係角度析論者，請參見 Bretherton & Vogler (2006);
Elgström & Smith (2006); Hill & Smith (2011)。從法律之角度評析者，請參見
Emerson et al. (2011); Rasch (2008); van Vooren, Blockmans, & Wouters (2013)。
5
實驗及模範意指歐盟整合過程可以作為其他區域整合的模範，同時間歐盟也可以進
行深度的整合，例如貨幣整合，在其他深度整合的領域中，歐盟也提供了一個場域，
供作不同寬窄深淺的區域整合實驗。穩定者，主要指歐盟在安全以及發展議題上所
扮演的角色，除了區域安全外 (例如巴爾幹半島之穩定及聯繫過程 [Stability and
Association Process; SAP])，特定國家的穩定及永續發展，歐盟藉由其與特定區域及
國家之經濟夥伴條約亦扮演穩定該區域或國家之角色，在此類型中，歐洲價值如人
權條款佔有重要之角色。此外，區域集團化 (regional grouping) 也是重要的特色之
一。至於磁吸力量意指，藉由吸引歐盟之會員國或候選國加入歐盟，歐盟有效地導
正將成員國及候選國之法律制度、政策形成。鄰居則指歐盟為有效降低而無法成為
歐盟會員國之鄰國之恐懼及疑慮——被歐盟排拒在外，歐盟將盡可能與該鄰國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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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歐盟作為全球行為者」的角度觀察，最為引人注目，也是
歐盟最先確定其全球行為者角色之領域，即是歐盟在經貿市場上作
為一個參與者，而與此息息相關的則是，基於其在經貿市場以及國
際經貿法秩序作為一個參與者之角色，更積極成為一個規則產生者
(Cremona, 2004: 553-565)。歐盟作為規則產生者，並非僅見於經貿
領域，亦擴及其他非經貿領域。歐盟在歐洲能源憲章 (European
6

Energy Charter) 制訂以及能源憲章公約 (Energy Charter Treaty)

7

簽署上，則可作為歐盟自經貿領域向外延伸，涉及能源貿易、能源
安全與環境保護議題之嘗試。此外，歐洲能源憲章與能源憲章公
約，乃係一由歐盟發起，提案、制定，乃至於生效之國際公約，就
此特色而言，係觀察歐盟作為規則產生者之極佳案例。再者，由於
能源憲章公約就能源物質與能源產品之投資提供一投資人與地主
國之仲裁機制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此一仲裁機制，反過來並
規範歐盟在與能源相關之管制措施之合法性。同時間，由於里斯本
條約之生效，外人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成為共
同商業政策之一環，從而歸屬歐盟之專屬權限，乃衍生出在涉及能
源物質與能源產品之投資仲裁時，將由歐盟或會員國應訴之爭議。
海牙會議 (Hague Conference) 中歐洲能源憲章之制定，乃至於
其後能源憲章公約之簽署，歐盟在此過程中均扮演關鍵性之角色，

合作，即令該鄰國無法成為歐盟之會員國。如此，該鄰國可以成為歐盟之真正夥伴，
且在歐盟之外交關係上得以真正參與 (Cremona, 2004: 553-565)。
6
Concluding Document of the Hague Conference on the European Energy Charter,
Dec. 16-17, 1991 December 1991 in the Hague (hereinafter Concludig Document
of the Haugue Conference), reprinted in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and Related
Documents (hereinafter ECS) (Energy Charter Secietariat, 2004: 211-221).
7
Energy Charter Treaty, adopted on 16-17 December 1994, reprinted in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and Related Documents 39-137 (hereinafter 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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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就國際能源 (貿易) 規範之制定，歐盟實扮演規則產生者之
角色。本文首先將介紹歐盟作為全球行為者此一概念，基於此角
度，首先探討在歐洲能源憲章之發軔與制定，乃至於能源憲章公約
之簽署與生效過程中歐盟所扮演之角色；其次並分析里斯本條約生
效後，外人直接投資成為共同商業政策之一環，從而歸屬歐盟之專
屬權限，此一新權限之取得對於歐盟在能源憲章公約架構下之參與
有何影響。詳言之，由於能源物質與產品之投資促進與投資保障係
能源憲章公約之重要議題，歐盟對於外人直接投資取得專屬權限
後，將影響歐盟在投資促進與投資保障之權限，因而在涉及能源物
質與產品投資保障之國際仲裁上，究應以歐盟或特定會員國為應訴
國乃成為爭議，同時，是否危及歐洲法院之專屬管轄，亦值進一步
審究。最後，將簡述本文論點與研究發現作為結論。

貳、歐盟作為全球行為者
在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上成為一個行為者，從國際法之角度而
言，其先決要件乃是具有國際法人格 (international legal personality)，此項要件，就歐洲經濟共同體 (或其後之歐洲共同體) 而言並
不是個問題，蓋因共同體條約明文賦予歐洲共同體法律人格，藉由
國際法人格之賦予，歐洲共同體取得與其會員國獨立之法人格，成
為獨立之國際法主體。然而，在 1992 年歐盟成立後，國際法人格
則成為一個爭辯的議題，蓋因馬斯垂克條約並未賦予歐盟法人格，
此項缺陷直至里斯本條約去除歐盟之支柱架構，並明文賦予歐盟國
際法人格後，乃告解決。

8

其次，即令在 EEC 條約以降，歐洲 (經濟) 共同體即具有國際
8

TEU, as amended by Lisbon Treaty, art.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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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格，歐洲共同體得以參與國際政治，遂行國際關係，並締結國
際條約。然而，此項資格並不當然意味共同體就歐盟內部權限分配
而言，即具有對外條約締結權限，蓋因共同體之權限乃係自會員國
移轉而言，依據授權原則 (principle of competence conferral)，共同
體僅能在於條約授權之範圍內行使權限。因而，國際法人格之賦
予，僅意味共同體有對外締結條約，參與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之能
力，但並不當然意味歐洲共同體有此權限，尤其在共同體條約未明
文授予共同體於特定議題之對外條約締結權限時，共同體就此是否
享有對外權限，即有爭議。就此而言，歐洲法院在 AETR (Accord
9

européen sur les transports routiers) 一案中作了重要宣示。

10

法院認為在條約並未明文賦予經濟共同體談判並締結國際協
定之權限時 (如本案中 AETR 所涉及之共同運輸政策)，經濟共同體
是否得對外締結協定，應取決於共同體法規範與第三國關係之一般
11

體系。

經濟共同體條約在第 210 條賦予經濟共同體法人格，其目

的在於對於共同體所追求之整體目標，在對外關係上享有對外締結
契約連結之權限。

12

而在決定經濟共同體是否有權限締結對外協

定，應考量條約整體架構，而不僅限於個別實質條文。

13

該等對外

協定之締結權限，可能源自於條約之明文賦予 (例如條約第 113 條
或 114 條締結關稅與貿易協定，或第 238 條締結聯繫協定之情形)，
亦有可能從條約之條文或共同體在此等條文架構下採取之措施所
14

導出。
9

尤其，當共同體為了執行條約之共同政策而制定共同規則

Case 22/70, Commission v. Council [1971] ECR 263.
關於 AETR，請參見吳建輝 (2012: 789-792); 鄧衍森 (1997: 45-61)。
11
AETR, para. 12.
12
AETR, paras. 13-14.
13
AETR, para. 15.
14
AETR, para. 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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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條文時，會員國即無從以個別或共同之方式與第三國簽訂可
能影響上開共同規則之國際協定。

15

當 (只要) 共同體規則成立

後，僅共同體得以與第三國承擔並執行將影響共同體法適用之國際
16

義務。

就經濟共同體條約條文之執行而言，共同體內部措施之體

系無從與外部關係割裂。

17

法院並強調，共同運輸政策之採行乃係經濟共同體條約第 3 (e)
條明定之目標，而依據經濟共同體條約第 5 條之規定，會員國一方
面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以確保其基於條約所擔負義務之滿足，另一
方面，應避免任何可能妨礙條約目標達成之措施。綜合此二項條文
整體觀察，即可導出：在經濟共同體採認共同體規則以達成條約目
標時，會員國即無從在共同體機構架構之外，承擔可能影響共同體
規則或改變該規則範圍之國際義務。

18

AETR 對於歐盟在國際場域上作為全球行為者，有兩點根本性
之影響：其一係歐盟對外權限可能從條約之條文，或歐盟在條約條
文架構下採取之共同措施所推導而出。聯盟對外權限並不以明示為
必要。此外，此項默示權限亦有可能是獨占權限，亦即倘若會員國
在共同體架構外承擔國際義務，將影響到共同體法之執行時，此
時，會員國即無從在共同體架構之外，與第三國簽訂國際協定以承
擔或執行國際義務。就此之法律基礎，法院認為可由條約之目的以
及經濟共同體條約第 5 條 (里斯本條約生效後，現為歐盟條約第 4 [3]
條)
15

19

之真誠合作義務所導出。

AETR, para. 17.
AETR, para. 18.
17
AETR, para. 19.
18
AETR, paras. 20-22.
19
TEU, as amended by Lisbon Treaty, art. 4 (3), first paragraph: “Pursuant to the
principle of sincere cooperation, the Union and the Member States shall, in full mu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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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歐盟在國際場域之參與而言，其最先展現其全球行為者之角
色乃係在於經貿領域，基於歐盟經貿力量之影響 (相較於軍事力量
之侷限)，學者 Françoise Duchêne 乃於 1972 年提出公民強權之概
念，Duchêne 強調，歐洲在國際社會之影響力主要來自於經貿面向，
而非軍事面向 (1972: 37-42)。此項發展亦反映了歐洲共同體發軔之
本質，就經濟整合之目的而言，主要在於確保歐洲之安全與和平，
而就經濟整合本身則係在依據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第 24 條所規範之關稅同盟架構
下進行。因而，作為 GATT 架構下之關稅同盟，歐洲共同體首先在
GATT 架構下展現其全球行為者之角色，則不足為奇。
早在 GATT 時代，即令共同體並非 GATT 之締約方，執委會即
代表會員國在 GATT 架構下發言，並參與烏拉圭回合談判，在世界
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成立後，歐洲共同體
並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之正式會員。然而，WTO 協定並未定義共同
體究係以何身分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相對於此，歐盟之身分認同隨
著國際實踐之逐漸增加，歐盟逐漸以區域經濟整合組織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REIO) 之 方 式 建 立 其 自 我 認
同，展現其全球行為者之角色。此項身分認同，亦呈現在本文所欲
討論之歐洲能源憲章及能源憲章公約中。
如前所述，學者 Cremona 將歐盟作為全球的行為者區分為五個
類型：實驗及模範、市場參與、規則產生者、穩定者、磁吸力量及
作為鄰居。就歐盟作為規則產生者此一類型而言，有幾個面向可以
加以討論：就歐盟法秩序本身以及內部會員國之影響、歐盟對外與
第三國及國際法秩序之影響。

tual respect, assist each other in carrying out tasks which flow from the Tre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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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歐盟法秩序本身而言，歐洲法院在 Van Gend en Loo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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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

中表示，共同體構成一國際法之新法秩序，為此共同體法秩序之利
益會員國於特定領域內限制其主權權力，且就該法秩序內之主體而
言，並不僅限於會員國，且及於會員國內之國民。

21

因而，就共同

體之成立而言，即創造了一新的法律體系。其次，歐洲法院藉由直
接效力 (direct effect)

22

與共同體法優越性 (supremacy; primacy)

等基本原則之創建，以及共同體 (以及其後之歐盟) 之權限逐漸擴
張，歐盟法對於會員國法秩序之影響遂與日遽增。除此之外，就歐
盟與第三國間之關係，歐盟亦透過聯繫協定 (association agreement)
之締結，與第三國間透過法律調和之方式，促進第三國之法律規範
與 歐 盟 法 趨 近 。 就 此 模式 而 言 ， 可 見 諸 於 藉 由歐 洲 經 濟 區 協定
(European Economic Area Agreement) 之締 結所成立之 歐洲經 濟
區，與巴爾幹半島國家簽訂之穩定與安全協定 (stabiliz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 及與地中海國家簽訂之歐盟——地中海協定
(Euro-Med Agreement)。最後，歐盟可能透過參與國際組織與國際
公約之方式，將其法律規範上載 (upload) 至國際法體系，進而影
響該國際組織或國際公約之會員國。就此模式而言，其著例除世界
貿易組織之外，另一著例係本文所欲探討之能源憲章公約。
20

Case 26/62 Van Gend en Loos v. Nederlandse Administratie der Belastingen [1962]
ECR 1.
21
Ibid. at 12: “The Community constitutes a new legal order of international law for
the benefit of which the states have limited their sovereign rights, albeit within limited fields and the subjects of which comprise not only member states but also their
nationals.”
22
所謂之直接效力係指歐盟法得於會員國法秩序內直接發生效力，無須藉由會員國
內部之轉換措施，而得於內國法院直接援引，作為權利之主張基礎。此項效力，
主要係歐洲法院在 Van Gend en Loos 一案中所創建，為歐盟法之重要原則。關於
直接效力之中文文獻，請參見周德旺 (1994: 9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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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歐洲能源憲章到能源憲章公約
一、歐洲能源憲章之倡議
歐洲能源憲章之芻議，乃荷蘭前總理 Ruud Lubbers 於 1990 年
6 月之都柏林歐盟高峰會 (European Council) 上所提出，該芻議主
要因應斯時仍為蘇聯各成員國所面臨之民主化浪潮，以及其後對於
前蘇聯成員國在政治轉型過程中，所面臨之經濟轉型問題 (Energy
Charter Secretariat, 2004: 13-23)。Lubbers 強調對於前蘇聯國家在
經濟轉型過程中之協助，與其藉由援助之方式為之，不如側重於能
源合作，一方藉由西歐國家之投資與技術協助，協助蘊有豐富能源
之前蘇聯成員國發展能源產業，進行經濟改革與經濟轉型，另一方
面，藉由能源合作，西歐國家可以確保能源之穩定供應，強化其能
源安全 (Konoplyanik, 1992: 281-294; Touscoz, 1997: 23-24)。歐盟
高峰會乃達成結論，要求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就荷蘭政
府所提出建立歐洲能源網路 (European Energy Network) 之建議，
向理事會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提案。

23

同時間，同年

11 月在巴黎舉辦之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 中，能源議題亦成為經濟合作
之重要領域。

24

隨後，在 12 月羅馬舉行之歐盟高峰會中，歐洲領

袖亦達成結論，為達到長期合作以促進能源供給之安全、能源之開
採與投資、能源貿易之進行與資源之合理使用與環境責任之共享
等，歐盟高峰會預計在 1991 年內，舉辦一國際會議以建立泛歐洲

23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cy Conclusions, Speci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Dublin, 28 April 1990 (doc SN 46/3/90).
24
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21 November 1990, sect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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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針對歐盟高峰會之結論，執委會乃於 1991 年 2 月提出提案，
在該提案中，執委會強調歐洲國家間在能源議題上的互補關係，尤
其能源蘊藏國家之資源，先進科技國家之技術，乃至於整體之消費
26

者市場。在此脈絡下，完成能源之內部市場扮演關鍵性之角色。

其

後，執委會更進一步勾勒歐洲能源憲章之樣貌，包含目標、原則與
規範模式。

27

就歐洲能源憲章之目標而言，執委會指出，憲章之前言應述及
1990 年制定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所制定之巴黎憲章 (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同時並應強調能源之依存性以及合作之必
要性，用以發展有效之機制以確保能源供給安全、環境保護以及資
源最適與有效使用。就此層面而言，市場機制舉足輕重。

28

就歐洲能源憲章之目標而言，歐洲能源憲章應強調締約方在合
理之經濟條件下確保能源供應安全之意願，並應促進一整體歐洲能
源市場之建構，同時應考量環境保護之要求。此一合作之精神，應
促成下列三議題之合作，包含能源貿易之擴張、能源領域之合作與
協調、能源之最適使用與環境保護。

29

就歐洲能源憲章之執行而言，歐洲能源憲章應具體指明締約方
所應採取之方式與措施，就此而言，六項議題應含括能源之近用、

25

26
27
28
29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cy Conclusions, Rome 14-15 December 1990, (part 2)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 with Soviet Union and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ara. 4.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n European Energy Charter (hereinafter
“Energy Charter Communication”), (91) 36 final, Brussels, 14 February 1991.
Energy Charter Communication, paras. 3 & 7.
Energy Charter Communication, para. 13.
Energy Charter Communication, paras.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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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之條件、投資規範、能源之自由貿易、產品標準與品質之
合作，以及研究、發展與創新。

30

就具體特定議題部分，歐洲能源

憲章應以議定書或特定國際協定方式，規範締約方之義務，以奠定
31

堅定之基石達成憲章所揭櫫之目標。

最後，執委會乃於其提案最

後，草擬一份歐洲能源憲章之文本，供能源會議採認。

二、海牙會議之召開
1991 年 12 月，依地主國荷蘭之籌劃，歐洲能源憲章會議於海
牙召開，與會國家除斯時歐盟成員國等 15 國外，另有瑞士、中、
東歐國家、俄羅斯及前蘇聯成員國。除此之外，還有澳洲、日本、
美國等非歐洲國家，歐盟亦以歐洲共同體身分參與。海牙會議達成
創設歐洲能源憲章之政治宣言 (Energy Charter Secretariat, 2004:
211-221)，該宣言有四條，分別規範目標、執行、特定協定與最終
條款。就該政治宣言之規範模式與實質內容而言，與執委會提案中
所草擬歐洲能源憲章內容幾乎一致。
就該宣言之前言，締約方述及巴黎憲章之內容，同時強調市場
機制在能源產品所扮演之角色。就歐洲能源憲章之目標而言，締約
方強調能源供應安全、能源之有效率生產、轉換、運輸、傳輸與使
用，以及降低環境損害。就此目標而言，締約方應依據 GATT 之規
範及禁止核子擴散之相關義務進行能源貿易，並應於能源領域進行
合作，且應促進能源效率與環境保護。

32

就執行部分，除了前述執

委會提案所臚列之六項議題外，歐洲能源憲章另增加了能源效率與

30

Energy Charter Communication, para. 16.
Energy Charter Communication, paras. 23-24.
32
Concluding Document of the Hague Conference, art.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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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障，以及教育與訓練兩項議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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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歐洲能源憲章在第

3 條勾勒了依據憲章之目標與原則進一步擴大合作之可能模式，其
中包含以誠信方式協商一基本協定以及相關議定書，憲章並具體指
明相關之可能合作領域。

34

就海牙會議所做成之政治宣言觀察，其內容與執委會所草擬之
歐洲能源憲章文本幾乎一致，就此而言，可以解釋為歐盟在能源合
作議題上制定規範之一大成就。然而，必須說明者係此項政治宣言
並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締約方之義務僅在於以誠信方式協商一基本
協定及相關議定書。就此而言，因不具有實質義務，海牙會議之參
與國家就歐洲能源憲章之內容並無任何政治代價或履行成本。而歐
盟在海牙會議所做的努力，無非是為與會國家提供一個國際會議之
場合，而歐洲能源憲章所建立之能源會議，亦僅係一國際協商平
台，其他國家並未付出任何代價。因而，海牙會議所達成之政治宣
言內容幾乎複製執委會之文本，固然係歐盟在能源議題上作為規則
產生者的一項成就，然而此項成就亦無需過度解讀，蓋因該政治宣
言並不具有實質義務，真正具有法拘束力之國際義務將於日後協商
之基本協定與相關議定書中規範。

三、能源憲章公約之簽署與批准
依據歐洲能源憲章之創設宣言第 3 條，締約方為達成憲章之目
標與原則，承諾儘速以誠信之方式協商一基本協定以及相關議定
書，用以執行並擴大合作。依此規範，歐洲能源憲章之締約方乃於
1994 年里斯本召開之歐洲能源憲章會議，締結能源憲章公約，以
及能源效率以及環境面向議定書 (Energy Charter Protocol and re33
34

Concluding Document of the Hague Conference, art. 2.
Concluding Document of the Hague Conference, 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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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d Environmental Aspects)。

35

此時，一個具有法律拘束力之基本

國際協定與特定議題之議定書，於焉誕生。
就締約方而言，其組成與歐洲能源憲章相似，俄羅斯、澳洲、
日本、美國仍均參與。就歐盟而言，其與斯時 15 會員國均有參與。
能源憲章公約在第 1 (3) 條對於區域經濟整合組織作出定義，係指
一由國家所組成，並經移轉特定權限之組織。此類權限包含公約所
規範之事務，且該組織並有權就能源物質與產品議定書所規範之事
36

務做出具拘束力之決定。

隨後，公約第 38 條與第 41 條分別規定，

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得以簽署公約或加入公約。而為了釐清區域經濟
整合組織其內部會員國間之權利義務與締約方間之權利義務兩者
之關係，公約遂於第 25 條規定，本公約之條款不應解釋為要求一
區域經濟整合協定之締約方之公約締約方，將其因為區域經濟整合
協定之規範所授予其他區域經濟整合協定締約方之優惠待遇，基於
37

最惠國待遇之要求，延伸至其他公約締約方。

所謂之區域經濟整

合協定係指一協定在該協定生效時，或在合理時程內藉由消除既有
歧視措施及/或禁止施以新歧視措施，在該區域經濟整合協定締約方
35

Energy Charter Protocol and related Environmental Aspects, adopted on 16-17 December 1994, reprinted in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and related documents
(Energy Charter Secretariat, 2004: 139-156).
36
ECT, art. 1 (3):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means an organization constituted by states to which they have transferred competence over certain
matters a number of which are governed by this Treaty, including the authority to
take decisions binding on them in respect of those matters.”
37
ECT, art. 25 (1):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reaty shall not be so construed as to
oblige a Contracting Party which is party to 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EIA”) to extend, by means of most favoured nation
treatment, to another Contracting Party which is not a party to that EIA, any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pplicable between the parties to that EIA as a result of their being parties ther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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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間實質上消除所有歧視，實質開放貿易與投資以及其他事務。

在

能源憲章公約架構下對於區域經濟整合協定予以特別規範之法律
基礎乃係來自於 GATT 1994 第 XXIV 條關於區域整合之規範，在
能源憲章公約架構下依據 GATT 1994 第 XXIV 條規範經濟整合協
定之目的在於：避免歐盟會員國間之優惠待遇，因最惠國待遇之適
用，無條件延伸至公約之其他締約方，因而模糊了歐盟內部規範與
公約規範。
就能源憲章公約之規範，應進一步說明者係：首先，就公約名
稱而言，明顯之改變乃係原「歐洲能源憲章」中之歐洲字眼予以移
除，乃以「能源憲章公約」之方式名之，此項公約名稱之改變，除
實際上反應締約方之組成分子外，另象徵了公約超越歐洲此一地理
疆界之企圖心。其次，就歐盟與其會員國而言，能源憲章公約就歐
盟內部法秩序而言，係屬一混合協定 (mixed agreement)，

39

需由

歐盟與其會員國共同批准。此外，歐盟之參與係含括三個共同體，
亦即涵蓋煤鋼共同體、原子能共同體以及歐洲經濟共同體。此項特
徵 可 以 在 歐 盟 內 部 批 准能 源 憲 章 公 約 時 之 理 事會 與 執 委 會 決 定
中，得到佐證。共同體批准之決定由理事會主席代表存放於能源憲
章公約秘書處所在之葡萄牙，而煤鋼共同體與原子能共同體則由執
委會主席代表存放。
38

40

同時，基於共同體對外代表一致性之要求，

ECT, art. 25 (2):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 (1), “EIA” means an agreement
substantially liberalizing, inter alia, trade and investment, by providing for the absence or elimination of substantially all discrimination between or among parties
thereto through the elimination of existing discriminatory measures and/or the prohibition of new or more discriminatory measures, either at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at agreement or on the basis of a reasonable time frame.”
39
關於混合協定請參照，請參見 Heliskoski (2001); Leal-Arcas (2001: 483-513);
Wessel (2008)。
40
Council and Commission Decision 98/181/EC, ECSC, Euratom, of 23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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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主席與執委會主席應協調會員國以達同時存放批准文件之
目的。
再者，就其法律基礎而言，理事會與執委會除援引 EEC 條約相
關規定外，同時並援引 ECSC 條約第 95 條
條

42

41

及 Euratom 條約第 101

之規定。ECSC 條約第 95 條係規範在涉及條約所未規範之事

務，然為達成條約目的所必須時，得經理事會一致決之方式採取行
動。Euratom 條約第 101 條則係涉及共同體之對外條約締結權限。
至於 EEC 條約部分，理事會與執委會分別援引內部市場權限以及對
外權限。內部市場權限涉及自由流通、內部市場之調和、環境政策、
43

以一致決賦予共同體權限之補充權限；

對外權限則涉及共同商業

1997 on the conclusion,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of the Energy Charter and
the Energy Charter Protocol on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lated environmental aspects,
OJ L 69/1, 9 March 1998, at art. 2 (1).
41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18 April 1951, 261
U.N.T.S. 140, art. 95 (1). “In all cases not expressly provided for in the present
Treaty in which a decision or a recommendation of the High Authority appears necessary to fulfill,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mon market for coal and steel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5 above, one of the purposes of the Community as defined in Articles 2, 3 and 4, such decision or recommendation may be
taken subject to the unanimous concurrence of the Council and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42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25 March 1957, 298
U.N.T.S. 167, art. 101 (1). “The Community may, within limits of its powers and
jurisdiction, enter into obligation by concluding agreements or contracts with a third
State, a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r a national of a third States.”
43
共同體條約第 308 [235] 條與 ECSC 條約第 95 條規定之內容相近，亦即在共同市
場之運作過程中，若共同體行動係為共同體目標達成所必須，而共同體條約並未
賦予其必要權力，理事會得依據執委會之提案並諮詢歐洲議會後，以一貫決之方
式採取適當措施 (If action by the Community should prove necessary to attain, in
the cours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mon market, one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mmunity and this Treaty has not provided the necessary powers, th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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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同時，理事會與執委會並援引規範條約締結程序之經濟共同
體條約第 300 [228] 條。由於法律基礎涵蓋內部自由流通，內部市
場之調和、環境政策、補充權限以及共同商業政策，除共同商業政
策係歐盟之專屬權限外，其餘多數仍屬共享權限，因而能源憲章公
約以及能源效率議定書乃以混合協定之方式加以締結。
最後，由於能源憲章會議具有自主性之決策權限，歐盟在能源
憲章會議下之立場如何協調亦值探究。就此，依據歐洲法院之向來
見解，共同體與會員國應相互合作以完成條約所賦予之義務，並達
成條約之目標。就其決策程序而言，依據 98/181/EC、ECSC、Euratom
理事會與執委會決定，就歐洲經濟共同體之立場部分，倘若能源憲
章會議之決定涉及共同體內部之立法或修正，應適用共同體條約關
於相關立法之有關程序。此時，應由理事會以條件多數決之方式決
定之；倘若在能源憲章會議下之決策涉及共同體內應由一致決決議
之事項，則經濟共同體立場之決定應以一致決之方式為之。

44

在前

述不涉及共同體內部法律規範之修正，乃至於內部規範應適用一致
決決策之情形，在能源憲章會議下之立場則由理事會決定。

45

然

而，共同體內部之立法權限並不僅限於理事會，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並享有部分立法權，因而在能源憲章會議下之立場決
定，理事會與執委會應定期告知歐洲議會，歐洲議會並得表示意
見。若涉及能源憲章公約第 34 (7) 所涉及之條約修正事項，

46

此

shall, acting unanimously on a proposal from the Commission and after consulting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ake the appropriate measures)。歐盟運作條約在第 352
條仍承繼此規範之精神：在達成聯盟架構下之目標所必要，而聯盟條約並未賦予
必要權力時，得依理事會一貫決程序採取適當措施。
44
Council and Commission Decision 98/181/EC, ECSC, Euratom, art. 3 (1).
45
Council and Commission Decision 98/181/EC, ECSC, Euratom, art. 3 (2).
46
ECT, art. 34 (7): “In 1999 and thereafter at intervals (of not more than five years)

256

歐美研究

時共同體立場之決定應依據共同體條約第 300 (3) [228 (3)] 條之規
定，分別諮詢或取得歐洲議會之同意。

47

亦即除共同商業政策外，

共同體對外締結國際協定時，應諮詢歐洲議會，若系爭國際協定係
屬聯繫協定或具有預算意涵時，應取得歐洲議會之同意。在此脈絡
下，若共同體在能源憲章公約之立場決定，將涉及歐洲議會之預算
權時，即應事先取得歐洲議會之同意。至於，以煤鋼共同體名義所
為之立場，則應由執委會提出，經理事會依據系爭議題，以條件多
數決或一致決之方式決定之。至於，以原子能共同體名義之立場，
則應由執委會提出，經理事會以條件多數決方式決定。

48

四、跨越歐洲之企圖與頓挫
歐洲能源憲章之芻議至能源憲章公約之制訂生效，其中歷經
中、東歐國家以及蘇聯解體之政經背景，荷蘭前總理 Lubbers 所提
出之歐洲能源網路之主張，乃係因應蘇聯解體之政治衝擊乃至於歐
盟之能源安全需求。在此過程中，1990 年巴黎憲章所宣示之建立一
個新的歐洲亦係此政經脈絡下之重要發展。就歐盟之擴張而言，歐
49

洲能源憲章 (以及其後之歐洲協定)，

係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之

過渡措施。因而，Lubbers 所主張建立之歐洲能源網路，實具有歐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Charter Conference, the Charter Conference shall thoroughly review the functions provided for in this Treaty in the light of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rovisions of the Treaty and Protocols have been implemented. At the
conclusion of each review the Charter Conference may amend or abolish the function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3) and may discharge the Secretariat.”
47
ECT, art. 3 (4).
48
ECT, art. 3 (5).
49
關於歐洲協定 (Europe Agreements) 請參見 Mareseau (2004: 149-451)。歐洲協定
乃係聯繫協定 (Association Agreements) 之一種，其目的主要係為中東歐國家加入
歐盟預作準備。關於歐盟對外之各類型協定，請參見吳建輝 (2013c: 14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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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能源共同體之意涵，而這能源共同體中，除包含日後加入歐盟之
中、東歐國家，亦企圖涵蓋不會加入歐盟之俄羅斯與前蘇聯成員國。
就能源憲章公約之締約方而言，除歐盟及其成員國外，包含俄
羅斯及前蘇聯成員國乃至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國家中之非歐洲國家，如
美國、日本、澳洲、加拿大，就能源憲章公約之適用範圍而言，實
跨越了歐洲之地理疆界；其後，蒙古加入該公約，中國成為該公約
之觀察員，亦增加了公約之影響力。就能源貿易規範而言，長期以
來 GATT/WTO 架構是否適用於能源貿易，或其規範上是否足夠向
有爭議。

50

能源憲章公約明確將 GATT/WTO 規範適用於能源貿

易，並預設所有能源憲章公約之締約方均將成為 WTO 會員，此一
設計確立了能源貿易之市場規範，在 WTO 對於能源貿易之適用性
以及規範不足有所釐清或改善之前，能源憲章公約對於能源貿易亦
提供了重要之法律架構。就以上發展而言，歐盟在能源議題上制訂
規範，乃至於擴展至歐盟法秩序以外之領域，有其一定之成效。
值得注意者係，Lubbers 提出歐洲能源憲章之構想，乃著眼於
後冷戰時期之政經情勢，尤其俄羅斯與中東歐國家對於歐盟之影
響，並企圖將俄羅斯納入能源憲章公約之規範，以確保歐盟能源安
全。然而，俄羅斯雖然簽署能源憲章公約，卻於 2009 年 8 月 20 日
正式通知秘書處，俄羅斯將不會批准能源憲章公約與能源效率與環
境面向議定書，從而在 60 日內俄羅斯對於系爭公約與議定書之暫
時適用亦將終止 (Energy Charter Secretariat, n.d.)。對於俄羅斯最
終決定不予批准能源憲章公約與能源效率與環境面向議定書，此項
決定對於歐盟最初歐洲能源共同體之提議以及歐洲能源憲章與能
50

關於能源議題與 WTO 法規範，請參照 Farah & Cima (2013: 707); Zarrilli (2003: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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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憲章公約之努力，不啻為一大打擊，蓋因俄羅斯是歐盟最大之能
源供應來源，俄羅斯之退出對於歐盟所欲達成之能源安全目標有重
大影響。
依據學者 Konoplyanik 之觀察，俄羅斯對於能源憲章公約之疑
慮主要可以歸納為三個面向。首先，就政治面向而言，主要來自於
俄羅斯對於外國運用各式管道企圖說服其批准能源憲章公約之反
彈，其中最為明顯之例子係 2006 年於聖彼得堡舉辦之 G-8 高峰會。
早於 2010 年俄羅斯國會即明白表示該國將同時批准能源憲章公約
與過境議定書 (Transit Protocol，仍在談判中)，然而歐盟一再之催
促及國際社會對於俄羅斯不願遵守國際規範之批評，導致俄羅斯終
未批准能源憲章公約。其次，俄羅斯擔心在批准能源憲章公約後，
談判議題會逐漸擴張，歐盟可能以能源憲章公約作為談判工具，促
使俄羅斯在其他議題上 (例如丹麥海峽及黑海海峽) 讓步。
Konoplyanik 認為就政治上之疑慮而言，主要源自政治人物對能源
憲章公約不正確或有待商榷的陳述或評論，例如俄羅斯部分國會議
員 強 調 能 源 憲章 公 約 要求 強 制 第 三 人近 用 能 源設 備 (mandatory
third party access to energy infrastructure)，然而能源憲章公約並未
有此強制第三人近用之要求；而就談判工具之考量則為一假議題，
蓋因在國際談判中，即令一談判方具有高度影響力，談判之完成仍
有待於其他談判方之同意 (Konoplyanik, 2009: 277-281)。
然而，Konoplyanik 主張，對於能源憲章公約之疑慮，就法律
與經濟上確實有其值得考量之處，尤其能源憲章公約第 7 條關於過
境之規範，例如：過境費率與內國運輸費率之相關連性；在經能源
憲章公約就過境所設之爭端解決機制調處後，最終費率之重新計算
等。詳言之，能源憲章公約第 7 (3) 條規定，締約方承諾其內國就
能源物質或產品之規範，或能源運輸設備之使用，就過境之能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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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或產品而言，其待遇不得低於源自該締約方或以該締約方為目的
51

地之能源物質或產品。

就此所謂不得低源自該締約方或以該締約

方為目的地之能源物質或產品之待遇，將如何界定，是否即等同於
國 民 待 遇 (National Treatment) 與 最 惠 國 待 遇 (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有待過境議定書加以釐清。同時，能源憲章公
約第 7 (7) 條就過境所產生之爭議，提供一特別爭端解決程序，在
此爭端解決程序做成決定前，締約方可能就過境之能源物質或產品
課以暫時之過境費率。在該爭端解決程序做成後，此一暫時費率是
否以及應如何予以調整，以及最終費率將如何課與等議題，在解釋
上均存有諸多疑義。因而，最佳解決途徑乃係以談判方式藉由過境
議定書加以明確規範。就此而言，俄羅斯所採取之能源憲章公約與
過境議定書同時批准之取向，有其可取之處 (2009: 277-281)。
過境議定書對歐盟來說，最重要之議題乃在於確保作為區域經
濟整合組織，歐盟內部市場係以整體歐盟內部市場加以決定是否符
合過境之定義。依據能源憲章公約第 7 (10) 條的規範，過境係穿越
一締約方之領域內，或從其領域內之港口裝載或卸載設施，將源自
於一國領域內之能源物質或產品運送至第三國之行為。若該來源國
或第三目的國之一屬於公約締約方時，此時即屬於公約所稱之過
境。
51

52

由於歐盟與其會員國均屬係能源憲章公約之締約方，因而此

ECT, art. 7 (3): “Each Contracting Party undertakes that its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ransport of Energy Materials and Products and the use of Energy Transport Facilities shall treat Energy Materials and Products in Transit in no less favourable a
manner than its provisions treat such materials and products originating in or destined for its own Area, unless an existing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provides otherwise.”
52
ECT, art. 7 (10) (a): “‘Transit’ means (i) the carriage through the Area of a Contracting Party, or to or from port facilities in its Area for loading or unloading, of
Energy Materials and Products originating in the Area of another state and dest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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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穿越一締約方之領域，係穿越歐盟整體內部市場領域，抑或穿
越歐盟特定會員國領域內即足當之，不無疑義。若將過境解釋為前
者之意義，則需一國境之穿越涉及歐盟與其他非歐盟國家，才涉及
過境。若採後者之解釋，則一國境之穿越涉及二公約之締約方，即
令該二公約之締約方，均屬歐盟之會員國，仍涉及過境。俄羅斯原
主張穿越歐盟個別會員國境內即應視為能源憲章公約之過境，然
而，此種規範模式將影響內部市場之一致性，從而危及內部市場之
完善運作，歐盟乃強烈反對，認為應將整體內部市場視為一領域，
蓋因內部市場並無任何關稅可言。
關於過境之爭議，能源憲章會議之談判方於過境議定書草案中
對於區域經濟整合組織作出定義：就過境議定書之目的而言，能源
憲章公約第 7 (10) (a) 條所謂一締約方之領域 (即過境之定義)，就
其適用於區域經濟組織會員之締約方時，係指系爭區域經濟整合組
織所適用之領域。

53

就此定義而言，談判方採取歐盟之主張，將整

for the Area of a third state, so long as either the other state or the third state is a
Contracting Party; or (ii) the carriage through the Area of a Contracting Party of
Energy Materials and Products originating in the Area of another Contracting Party
and destined for the Area of that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unless the two Contracting Parties concerned decide otherwise and record their decision by a joint entry in
Annex N. The two Contracting Parties may delete their listing in Annex N by delivering a joint written notiﬁcation of their intentions to the Secretariat, which shall
transmit that notiﬁcation to all other Contracting Parties. The deletion shall take eﬀ
ect four weeks after such former notiﬁcation.”
53
TTG87, Final Act of the Energy Charter Conference with respect to the Energy
Charter Protocol on Transit, Preliminary Draft 22 January 2010, art. 20 (1).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rotocol, the “Area” of a Contracting Party referred to in Article 7 (10) (a) of the Treaty shall, as regards Contracting Parties which are members
of a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sation, mean the area to which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such a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sation applies” (hereinafter
Draft Transit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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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歐盟內部市場劃為一領域，以界定有無過境之適用。
就俄羅斯之主張部分，依據 2005 年歐盟與俄羅斯之雙邊會議
結論，俄羅斯於 2008 年對於過境議定書第 20 (2) 條作出部分調整，
要求區域經濟整合組織應確保源自於第三締約方之能源物質與產
品在其境內之自由流通，享有不差於其會員國之能源物質與產品之
待遇。此外，該區域經濟整合組織至少應提供倘若在無議定書第 20
(1) 條之規範下，與議定書規範相同之保障程度。

54

最後，除了第

20 (2) 條之規範外，俄羅斯之提案同時加入 20 (3) 條，當源自於區
域經濟整合組織外之能源物質與產品運往區域經濟組織及／或其
會員國，而符合能源憲章公約第 7 (10) 條所定義之過境時，系爭能
源物質與產品所穿越之領域之該締約方應確保其領域內之能源運
輸機制之擁有者或經營者遵循過境議定書之相關條款，直到系爭能
源物質或產品在該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內為第一次財產權之移轉。
54

55

Draft Transit Protocol, art. 20 (2): “A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sation
undertakes to ensure that its provisions treat Energy Materials and Products originating in another Contracting Party and in free circulation in its Area no less favourably than Energy Materials and Products originating in its constituent member-states. Furthermore, the rules of a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sation
shall provide an overall standard at least equivalent to that which would result from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rotocol were it not for Article 20 (1) of this Protocol.”
55
Draft Transit Protocol, art. 20 (3): “When the movement of Energy Materials and
Products originating from outside the territory of the REIO and destined for this
REIO and / or its members is covered by the definition of Transit as contained in
Article 7 (10) of the ECT in relation to crossing the borders of a Contracting Party—
member of the REIO, the Contracting Party through whose Area the Energy Materials and Products pass shall ensure that the owners or operators of Energy Transport
Facilities under its jurisdiction implement in its territory the provisions of the Energy
Charter Protocol on Transit in relation to these Energy Materials and Products, up
to the first change of property right for this EMP occurring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R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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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過境議定書第 20 (1) 條而言，歐盟強調此條款係議定書所不
可或缺之一環；而就 20 (2) 條而言，為求議定書之整體合意，歐盟
亦願同意此條款。同時，瑞士強調此條款之規範，必須在 WTO 架
構下加以檢驗。然而，就 20 (3) 條而言，歐盟強調此條款為其所不
能接受。經詢及在歐盟或會員國權限內能源運輸之規範時，歐盟強
調在歐盟內部運送不應視為過境。僅有穿越整體歐盟之內部市場
時，方得視為過境。在此情形下，可能適用歐盟法或會員國內部規
範，然而，無論如何適用，均將符合過境議定書之規範。同時，歐
盟強調，歐盟法係一整合之法體系，且與其他能源憲章之締約方相
同，歐盟法體系內並有一整套之能源流通規範。就此規範而言，並
不因系爭能源物質或產品之來源或所有權而有所差異。在此情形
下，俄羅斯所提議第 20 (3) 條草案，歐盟無從接受。

56

五、小結
能源憲章公約自荷蘭前總理 Lubbers 提出歐洲能源網路之概念
以來，歷經海牙會議，制定歐洲能源憲章，乃至於簽訂一具有法律
效果之能源憲章公約及其相關議定書。其適用之範圍逐漸從歐洲大
陸延伸至非歐洲國家，從一不具有法律效果之憲章，發展為具有法
律效果之公約。在此過程中，歐盟扮演關鍵性之角色。其目的在於
確保中、東歐國家之經濟轉型，同時，並確保歐盟之能源安全。就
能源憲章公約適用範圍之延伸而言，能源安全議題無可避免地將涉
及歐盟與俄羅斯間之地緣政治關係，一方面，歐盟依賴俄羅斯之能
源供應，另一方面，歐盟係俄羅斯能源輸出之主要市場。兩者間具
有相互依存關係。然而，俄羅斯對於能源憲章公約之參與，並非毫

56

Draft Transit Protocol, at footnotes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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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慮，此項疑慮終於導致俄羅斯最後拒絕簽署能源憲章公約。就
歐盟確保能源安全之目標而言，無異一大打擊。
就法律規範之創設而言，一方面能源憲章公約就既有
GATT/WTO 法規範對於能源物質與產品之規範不足有所填補，同
時間，就投資者與地主國間爭端之仲裁機制，亦對能源產業之投資
人提供高度之保障。然而，由於 GATT/WTO 規範對於能源產業以
及過境規範之簡陋，導致俄羅斯對於能源過境議題上之分歧，終至
導致前述俄羅斯之拒絕批准能源憲章公約以及相關議定書。
最後，由於能源憲章公約所規範之議題，歐盟並未完全具有專
屬權限，因而混合協定技巧乃應用於能源憲章公約之簽署與批准
上。然而，歐盟與會員國均為能源憲章公約之締約方，此一事實對
於歐盟與其會員國在能源憲章公約下之法律關係，乃至於能源憲章
公約在歐盟法秩序中之法律地位，均帶來諸多難題，此項困難可於
後文所涉及之諸多仲裁判斷與歐洲法院之判決得見。一方面能源憲
章公約之制定係歐盟作為規則產生者之具體展現，另一方面，此項
產生之多邊規範，同時拘束歐盟及其會員國，並為歐盟法秩序帶來
衝擊。此現象係歐盟對外主導並創造了能源憲章公約此一法秩序，
而就其歐盟內部之法秩序而言亦不斷演變 (其著例為里斯本條約生
效後，外人直接投資歸屬於歐盟之專屬權限)，隨著兩個法秩序演變
與交互影響，歐盟雖然主導能源憲章公約之創設，能源憲章公約亦
反過來影響歐盟法秩序，尤其係歐洲法院之專屬管轄。

肆、里斯本條約後之能源憲章公約投資仲裁
能源產業之投資係能源憲章公約架構下重要之一環，除包含政
府間之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外，同時包含投資人與地主國間之投資仲
裁。此項投資人與地主國間之投資仲裁，在歐盟與其會員國批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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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憲章公約時即對此有所疑慮，因而發表一份聲明，以釐清歐盟與
其會員國在能源憲章公約下之仲裁解決模式。同時，由於里斯本條
約將外人直接投資劃入共同商業政策之一環，外人直接投資在里斯
本條約生效後，即屬歐盟之專屬權限，會員國在未經執委會授權
下，不得再與第三國就外人直接投資議題談判或協商，即令該協商
係基於修正或廢止會員國與第三國間之雙邊投資協定亦然。本節將
就里斯本條約後，歐盟與其會員國在能源憲章公約架構下之投資仲
裁將如何進行加以探討，除先釐清能源憲章公約下關於投資仲裁之
爭端解決模式外，並將介紹歐盟在批准能源憲章公約時，就仲裁機
制所發表之聲明。其後探討里斯本條約對於外人直接投資之規範，
最後則探討歐盟法與雙邊投資協定可能產生之衝突，其中包含歐盟
內部雙邊投資協定、歐盟外部雙邊投資協定，乃至於就能源憲章公
約而言，其既屬內部投資協定亦屬外部投資協定所帶來之挑戰。

一、能源憲章公約下之投資仲裁與歐盟聲明
能源憲章公約下之爭端解決主要分為兩種類型，分別規定於公
約第 26 條與第 27 條，公約第 26 條係規範投資人與地主國間之仲
裁機制；第 27 條則係規範締約方之政府間爭端解決機制。
公約第 26 (1) 條首先宣示，一締約方與另一締約方之投資人就
後者於前者境內之投資因公約第三部分所生之爭端，應以友好之方
式加以解決。公約於 26 (2) 條接續說明：若系爭爭議於三月內無法
達成合意之解決方式，投資人得訴諸於以下三種爭端解決機制：地
主國之法院或行政法庭；兩造間若有事先合意之爭端解決程序，亦
57

得採之；或是依據本條所設計之相關程序。
57

就能源憲章公約設計

ECT, art. 26 (2): “If such disputes cannot be settled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within a period of three month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either party

歐盟作為規則產生者

265

之爭端解決程序而言，第 26 (3) 條首先揭櫫：除非在同項第 (b) 款
與第 (c) 款所示之例外情形下，締約方同意賦予國際仲裁或調解無
條件之管轄權。同項第 (b) 款則規定，在投資人依據 26 (2) 條之
規定，訴諸該項所列之第 1 項或第 2 項爭端解決機制時，附件 ID
所列之國家 (亦即，不同意投資人將同一投資爭端在事後重新依據
公約第 26 條將該爭端訴諸於國際仲裁之締約方) 則不再賦予國際
仲裁或調解管轄權之同意。同時，為求透明之目的，該附件 ID 之
國家應以書面聲明其就上開同意所採之政策、實踐或相關條件。

58

第 26 (2) (c) 所稱之公約架構下之程序，則可包含國際投資爭端解
決中心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及其附加機制 (Additional Facilities)；依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所制訂之仲裁規則而成立

to the dispute requested amicable settlement, the Investor party to the dispute may
choose to submit it for resolution: (a) to the courts or 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of the
Contracting Party to the dispute; (b) in accordance with any applicable, previously
agreed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 or (c)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of this Article.”
58
ECT, art. 26 (3): (a) Subject only to subparagraphs (b) and (c), each Contracting
Party hereby gives its unconditional consent to the submission of a dispute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r concili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b) (i)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listed in Annex ID do not give such
unconditional consent where the Investor has previously submitted the dispute
under subparagraph (2) (a) or (b). (ii) For the sake of transparency, each Contracting
Party that is listed in Annex ID shall provide a written statement of its policies,
practices and conditions in this regard to the Secretariat no later than the date of the
deposit of its instrument of ratiﬁcation, acceptance or approval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39 or the deposit of its instrument of accessio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1.
(c) A Contracting Party listed in Annex IA does not give such unconditional consent
with respect to a dispute arising under the last sentence of Article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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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仲裁庭；以及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機構所成立之仲裁程序。

59

依據 26 (3) (b) (ii) 條之規範，理事會在同意締結能源憲章公約
時提交了一份聲明，藉以釐清歐盟與會員國間與第三國在日後涉及
能源憲章公約所產生之爭端將如何解決。
歐洲共同體，作為歐洲能源公約之締約方，發表如下關
於投資人與締約方之爭端以及訴諸國際仲裁與調解之政策、
實踐與相關條件之聲明：
歐洲共同體係能源憲章公約所稱之區域經濟整合組織。
共同體以自主立法與司法機構之方式行使會員國所賦與之權
限。
歐洲共同體及其會員國均已締結能源憲章公約，因而在
國際法上均有義務依據其各自權限履行該公約所包含之義務。
依情形所需，共同體與其會員國將內部決定誰將是其他
59

ECT, art. 26 (4): “In the event that an Investor chooses to submit the dispute for
resolution under subparagraph (2) (c), the Investor shall further provide its consent
in writing for the dispute to be submitted to: (a) (i)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opened for signature at Washington, 18 March 1965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ICSID Convention”), if the Contracting Party of the Investor and the Contracting
Party party to the dispute are both parties to the ICSID Convention; or (ii)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the Convention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a) (i), under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Additional Facility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oceedings by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entr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dditional Facility Rules”), if the Contracting
Party of the Investor or the Contracting Party party to the dispute, but not both, is a
party to the ICSID Convention; (b) a sole arbitrator or ad hoc arbitration tribunal
established under the 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UNCITRAL”); or (c) an arbitral
proceeding under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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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方之投資人所提出之仲裁程序之應訴方。在此情形下，
經投資人請求時，共同體與其會員國將於 30 日內做出決定。
歐洲法院，作為共同體之司法機關，有權審理共同體之
創始條約以及依據創始條約所制定之法律行為，此項法律行
為包含共同體所簽訂之國際協定，此項國際協定在特定條件
下，亦得在歐洲法院之程序中予以援引。
其他締約方之投資人向歐洲法院依據共同體之創始條約
所提起之訴訟，落於能源憲章公約第 26 (2) (a) 所規範之範
圍。由於共同體內提供此等訴訟，歐洲共同體並未無條件接
受國際仲裁程序之管轄權。
就國際仲裁程序而言，應予澄清者係國際投資爭端解決
中心公約之相關條文並未容許歐洲共同體成為締約方。國際投
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之附加機制亦不容許歐盟使用該機制。
對歐洲共同體所為之仲裁決定將由共同體機構依據能源
60
憲章公約第 26 (8) 條之規定加以履行。

此聲明可以分成能源憲章公約在歐盟法內之效力，以及歐盟在
公約架構下如何應訴兩個方面加以討論。首先，就前者而言，歐盟
強調其屬公約所稱之區域經濟整合組織，並享有自主之立法與司法
權限，此乃歐盟法之重要憲法特徵。同時，歐盟與其會員國均屬公
約之締約方，乃陳述公約在歐盟法體系內係屬混合條約之性質。而
就公約在歐盟法體系內，係屬歐盟對外締結之國際協定，依據歐洲
法院之見解，係屬歐盟法之核心部分 (integral part)，在條約內容特
定、明確且不附條件，且賦予個人權利時，可具有直接效力；

60

61

而

Statement submitted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o the Secretariat of the Energy
Charter pursuant to Article 26 (3) (b) (ii) of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OJ L 69/115,
09 March 1998.
61
所謂之直接效力係指歐盟法得於會員國法秩序內直接發生效力，無須藉由會員國
內部之轉換措施，而得於內國法院直接援引，作為權利之主張基礎。此項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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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因為歐洲法院提供依據歐盟創始條約所衍生之訴訟途徑，其
他締約方之投資人可向歐洲法院聲請救濟。基於以上原因，歐盟並
未就公約之仲裁機制賦予無條件之管轄權同意。至於，就後者歐盟
在公約架構下如何應訴而言，歐盟強調：投資人與地主國間之投資
仲裁應訴方之選擇，歐盟將於收受仲裁請求三十日內加以決定。就
此而言，歐盟主張應訴方之決定權乃係歐盟之內部決定，投資人無
從決定。就第三締約方在公約架構下之爭議，同時又涉及歐盟創始
條約是否專屬由歐洲法院管轄，以及歐盟是否得以內部選擇應訴
方，此二議題並非毫無爭議。關於此二項爭議，作者將於後文進一
步討論。

二、外人直接投資與里斯本條約
歐盟批准能源憲章公約係於 1997 年，斯時歐盟尚未取得對於
外人直接投資之專屬權限，此項權限直至 2009 年 12 月 1 日生效之
62

里斯本條約中，方被劃入共同商業政策，成為歐盟之專屬權限。

此

項權限之變更，對於歐盟會員國間與歐盟會員國與第三國間之雙邊
投資協定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 產生重要之影響。依據
學者之分類，涉及歐盟會員國之雙邊投資協定可分為歐盟內部之雙
邊投資協定 (intra-EU BITs) 與歐盟外部之雙邊投資協定 (extra-EU
BITs)，前者係指歐盟會員國彼此間之雙邊投資協定，後者則指歐盟
會 員 國 與 第 三 國 間 之 雙 邊 投 資 協 定 (Shan & Zhang, 2010:
1052-1057)。隨著歐盟 2004 年之東擴，不論是歐盟內部之雙邊投

主要係歐洲法院在 Van Gend en Loos 一案中所創建，為歐盟法之重要原則。關於
直接效力之中文文獻請參見，周德旺 (1994: 92-102)。
62
Bungenberg (2010: 123-151); Wu (2011: 375-400); 就此中文文獻請參照，李貴英
(2013: 33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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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協定或歐盟外部之雙邊投資協定，數量急遽增加，因而對歐盟法
之一致適用與歐洲法院之專屬管轄，均產生影響。而就 1997 年批
准之能源憲章公約而言，就其涉及之投資議題，可以同時被視為歐
盟內部之投資協定，以及歐盟外部之投資協定。然而，能源憲章公
約與雙邊投資協定不同者乃係其為一多邊架構下成立之公約，同
時，歐盟亦係此公約之締約方 (Coop, 2009: 407-408; Kleinheisterkamp, 2012: 103-109)。
就歐盟內部之雙邊投資協定而言，其數量之增加主要係來自於
2004 之東擴，然而，事實上此一狀態在歐盟尚未東擴之前即已存
在，例如德國與西班牙及希臘於 1981 與 1986 年簽訂之雙邊投資協
定。

63

而就能源憲章公約而言，即令公約簽訂伊始，就公約所規範

之投資議題，即可視為斯時歐盟 15 國間之歐盟內部投資協定。就
歐盟會員國之雙邊投資協定而言，主要涉及的議題係系爭歐盟內部
之雙邊投資協定中之特定規範，是否與歐盟法規範牴觸；其次，一
會員國之投資人與另一會員國間之投資人與地主國爭議，是否專屬
歐洲法院管轄；若其答案為否定，如何確保仲裁法庭之決定，並未
減損歐盟法之整體與一致適用。

(一) 歐盟法與雙邊投資協定之潛在衝突
就歐盟法與雙邊投資協定可能產生之衝突而言，主要可以涵蓋
以下幾個面向：首先，就資金流通而言，雙邊投資條約通常賦予締
63

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Certain U.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signed by the
U.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acceding and candidate countries for their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22 September 2003. Those eight acceding and
candidates states ar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Slovak Republic, Bulgaria, and Romania. 另請參照 Eilmansberger (2009: 399-426); Radu
(2008: 244-254); Wehland (2009: 30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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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方廣泛且無限制之資金流通自由，然而，歐盟內部市場規範對於
此項自由則可因經濟與貨幣聯盟運作產生之嚴重困難或為了反恐
目的而凍結資金或所得。因而雙邊投資條約所賦予之資金流通自由
可能與經濟與貨幣聯盟規範或為了反恐目的而採取的凍結資金措
施相抵觸；同時，就稅務、金融審慎監理乃至於防止法律規避等公
共政策之而言，歐盟條約亦賦予歐盟及會員國就此目的限制資金流
通之自由。就以上限制而言，能源憲章公約僅就公共政策目的有所
規範，對於經濟及貨幣聯盟運作所需，或為打擊恐怖主義則未為規
範。同時，就政府採購議題部分，歐盟規範亦要求部分採購需向歐
盟內部會員國為之，亦可能與雙邊投資條約之義務相衝突。
此外，就會員國內部而言，會員國得因公共政策之目的，例如
公共安全、公共健康等考量對於會員國內部之自由流通設下限制，
以促進公共利益。不論是會員國的管制措施或歐盟的調和措施，通
常均會考量公共利益之要求。然而，雙邊投資條約對於最惠國待遇
與國民待遇之保障，通常係全面且不受限制，即令對於最惠國待遇
與國民待遇加以限制，往往未提供足夠之空間，容許地主國以公共
政策之目的進行管制。因而，雙邊投資協定之規範與歐盟法兩者間
具有潛在衝突。而能源公約僅容許基於基本安全 (essential security)
以及禁止核子擴散以及公共秩序的目的加以限制，且此限制並不適
64

用於徵收以及完整之安全及保障等規範。
64

同時，能源憲章公約明

ECT, art. 24 (3):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reaty other than those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shall not be construed to prevent any Contracting Party from taking any
measure which it considers necessary: (a) for the protection of its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 including those (i) relating to the supply of Energy Materials and Products
to a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r (ii) taken in time of war, armed conflict or other
emergen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respecting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or other nuclear exp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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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排除以保障人類、動物生命或健康的目的，為管制措施。再者，
中東歐國家為吸引投資，通常授予投資者一定之投資優惠，例如，
長期電力採購協議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此項優惠可能與歐
盟法之競爭規範 (尤其補貼規範) 相牴觸。因而，中東歐國家可能
面臨違反歐盟法規範，而經執委會向歐洲法院提起訴訟，判認違反
歐盟法。然而，會員國如欲履行其基於歐盟法之規範，則將違反雙
邊投資協定之條約義務。最後，雙邊投資協定亦可能與歐盟對外所
簽訂之自由貿易協定有所衝突，蓋因多數之自由貿易協定均涵蓋投
資章節，且自由貿易協定所涉及之投資議題，通常受到公共政策等
目的所限制，相對於雙邊投資協定所享有之全面且無限制之資金流
通自由，兩者不無衝突之可能 (Kleinheisterkamp, 2012: 89-95)。

(二) 歐盟內部雙邊投資協定
就上開潛在衝突而言，係歐盟內部與歐盟外部之雙邊投資協定
所共通之問題，就歐盟內部之雙邊協定而言，則有其特殊之問題。
歐盟內部之雙邊投資協定，原係歐盟舊會員國與新會員國間之雙邊
投資協定，亦即，此類投資協定實屬入盟前 (pre-EU BITs) 之雙邊
投資協定。此項特徵因而產生新會員國加入歐盟之後，該雙邊協定
是否因明示或默示之方式，因入盟協定 (accession agreements) 之方
式而遭廢止 (Kleinheisterkamp, 2012: 96-97)，或是有無維也納條約
法公約第 59 條

65

所稱適用於締約方間之後條約廢止前條約之情形

sive devices or needed to fulfil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the Nuclear Suppliers Guidelin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obligations or understandings; or (c)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Such measure shall not constitute a disguised restriction on Transit.”
65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hereinafter VCLT), art. 59 (1):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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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ouri, 2010: 811-816; Tietje, 2008: 10-12; Wehland, 2009: 303308)。由於歐盟內部協定所授予之投資者權利，與歐盟內部關於投
資的相關權利有高度重疊，但同時存在潛在衝突，執委會乃認為歐
盟內部之雙邊投資協定在歐盟法秩序內非屬常態，應盡力去除此一
變態。就其實質內容之規範及歐洲法院與雙邊投資協定所成立之仲
裁庭管轄權衝突而言，從歐盟法角度來看，在政策上似亦有終止歐
盟內部雙邊投資協定之必要 (Kleinheisterkamp, 2012: 89-95)。然
而，亦有學者從國際公法之角度，主張歐盟法之內部規範無從影響
投資人在雙邊投資協定下所享有之權利 (Happ, 2007: 81; Tietje,
2008: 9-13)，此項見解亦多次於仲裁庭中所肯認。
在 Eastern Sugar

67

66

一案中，地主國捷克主張荷蘭與捷克間之雙

邊投資協定，在捷克加入歐盟後即應視為終止，荷蘭之投資人與地
主國捷克間之投資爭端應由歐洲法院專屬管轄，捷克政府並提出兩
份執委會之文件作為其法律論據之佐證。此二項文件之內容指出，
在 2006 年 1 月 13 日內部市場與服務總署所函覆捷克財政副部長之

treaty shall be considered as terminated if all the parties to it conclude a later treaty
relating to the same subject matter and: (a) it appears from the later treaty or is otherwise established that the parties intended that the matter should be governed by
that treaty; or (b)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ter treaty are so far incompatible with those
of the earlier one that the two treaties are not capable of being applied at the same
time.”
66
關於此系列之仲裁決定，例如：SCC No. 088/2004, Eastern Sugar B. V. (Netherlands)
v. The Czech Republic, done on 27 March 2007; Binder v. The Czech Republic,
done on 02 July 2010, Austrian Airlines v. The Slovak Republic, UNCITRAL (Austria/Slovak BIT), done on Oct. 09, 2009; Eureko B. V. v. The Slovak Republic,
UNCITRAL arbitration, PCA Case No. 2008-13; Jan Oostergetel and Theodora
Laurentius v. The Slovak Republic, UNCITRAL, done 23 April 2012.
67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No. 088/2004, Eastern
Sugar B. V. (Netherlands) v. The Czech Republic, done on 27 Marc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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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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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就歐盟法秩序內歐盟法對於歐盟內部之雙邊投資

條約之優位性、現存雙邊投資條約之效力，以及爭端解決機制提出
法律見解。依據執委會意見，因捷克於 2004 年 5 月 1 日正式加入
歐盟，歐盟法自該日起在捷克境內享有優位性，同時依據歐洲法院
見解，當所有條約締約方均成為歐盟之會員國時，共同體條約第 307
條

69

之規定即不再適用，系爭條約不得享有優於歐盟法之地位。

就歐盟內部之雙邊投資協定所規範之事項，若涉及歐盟法之範圍
內，雙邊投資協定即不得適用於會員國彼此間，該雙邊投資協定所
得適用者，僅限於歐盟權限所不及之範圍，例如外交代表、徵收、
70

投資保障。

若歐盟條約或次級立法乃至於其後之調和措施與雙邊

投資協定之條文有所牴觸時，則歐盟法將優先於雙邊投資條約。同
時，雙邊投資條約之適用，將導致系爭雙邊投資條約所保障之投資

68

Letter of Mr. Schaub of EC Internal Market and Services to Mr. Zelinka, the Czech
Deputy Minister of Finance on 13 January 2006, citing from Eastern Sugar B. V.
(Netherlands) v. The Czech Republic, para. 119.
69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hereinafter TEC), art. 307: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rising from agreements concluded before 1 January 1958 or,
for acceding States, before the date of their accession, between one or more Member
States on the one hand, and one or more third countries on the other, shall not be
affected by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reaty.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agreement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is Treaty, the Member State or States concerned shall take all appropriate steps to eliminate the incompatibilities established. Member States shall,
where necessary, assist each other to this end and shall, where appropriate, adopt a
common attitude.” 共同體條約第 307 條一方面共同體條約承認會員國在加入歐盟
之前所締結之條約效力不受影響，同時間，條約在第二段便課以會員國倘若系爭
條約與共同體法牴觸，應去除其條約衝突之義務。關於此項條約義務，參見 Manzini
(2001: 781-792)。
70
此項歐盟之意見係提交於 2006 年，斯時，憲法條約乃至於其後的里斯本條約均尚
未生效，因而外人直接投資尚未成為歐盟之專屬權限，此項見解將因里斯本條約
之生效而有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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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享有優於其他會員國投資人之地位，因而牴觸禁止歧視原則以及
平等待遇原則，故執委會認為系爭歐盟內部之雙邊投資協定，應予
以終止。

71

2006 年 11 月，內部市場與服務總署向經濟與財政委員會提出
72

一項文件，

在該文件中執委會表示，現仍有約 150 個雙邊投資協

定存在於歐盟會員國間，就內部市場之角度而言，並無此類雙邊投
資協定存在之必要，且其法律性質並不十分明確。同時，就雙邊投
資協定所衍生之投資者與地主國間之國際仲裁 (通常座落於歐盟境
外)，未適當考量雙邊投資協定之多數條款已為歐盟法所取代之事
實，因而導致任擇法庭 (forum shopping) 之風險。亦即投資人與地
主國得依據雙方合意，將雙邊投資協定所衍生之投資爭議，交付兩
造所同意之第三方仲裁，因而逃避內國法院之控制。此項任擇法庭
之後果，可能導致相關議題未送交歐洲法院審理，從而導致不同會
員國間之投資者差別待遇之情形。為解決此項法律不確定性及潛在
風險，執委會乃建議會員國應盡可能終止存在於會員國彼此間之雙
邊投資協定。

73

依據上開執委會之意見，捷克之財政部乃向捷克政府提議終止
該國與其他歐盟會員國所簽訂之歐盟內部之雙邊投資協定。依據捷
克財政部之意見，由於雙邊投資協定與歐盟法適用所產生之法律疑
義，捷克應盡可能終止其與其他會員國所簽訂之雙邊協定，此項終
止，並不會影響捷克投資人在外國所享有之待遇，同時，亦可大量
71

Letter of Mr. Schaub of EC Internal Market and Services to Mr. Zelinka, the Czech
Deputy Minister of Finance on 13 January 2006.
72
Note of DG Internal Market and Services of the European sent to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mmittee in November 2006, citing from Eastern Sugar B. V. (Netherlands) v. The Czech Republic, para. 126.
7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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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依據上開執委會見解，捷克進而主張其與荷蘭間之雙邊投資協
定雖未明示終止，但因捷克加入歐盟，依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59
條之規定，應視為終止。且依據歐盟與捷克之聯繫協定規定，原歐
盟會員國與捷克間所簽訂之條約衍生之權利，在相同之權利保障在
歐盟法秩序下達成之後，即應不再予以適用。因而，荷蘭與捷克間
之投資保障事宜，應由歐盟內部之投資規則予以規範，而不應適用
雙邊之投資保障協定。若採相反解釋，將違反歐盟法禁止歧視原則
與平等待遇原則，亦即荷蘭之投資人因雙邊投資協定之存在，將享
75

有與其他會員國之投資人不同之待遇。

然而，捷克之主張為仲裁

庭所不採。
仲裁庭首先指出，執委會之第一項意見充其量僅屬外交性質，
語多模糊，且該意見如執委會所稱並不拘束司法機關，從而該意見
無從拘束仲裁庭。就事實發展而言，執委會未曾向雙邊投資協定之
會員國提出訴訟，且會員國亦未請求執委會為之，難認雙邊投資協
76

定與歐盟法間有何具體衝突可言。

同時，執委會第二項文件係要

求會員國盡可能終止存在於彼此間之雙邊投資協定，亦難認會員國
間之雙邊投資協定因捷克之加入歐盟，而自動為歐盟法所廢棄。

77

最後，捷克雖主張仲裁庭應向歐洲法院聲請先行裁決，然而依據歐
洲法院之見解，此項制度並不適用於仲裁庭；
74

78

即令如捷克所主

Eastern Sugar B. V. (Netherlands) v. The Czech Republic, para. 127.
Eastern Sugar B. V. (Netherlands) v. The Czech Republic, paras. 95-110.
76
Eastern Sugar B. V. (Netherlands) v. The Czech Republic, paras. 120-125.
77
Eastern Sugar B. V. (Netherlands) v. The Czech Republic, paras. 128-129.
78
關於歐洲法院認為先行裁決並不適用於仲裁庭之見解，請參見 Case-102/81,
Nordsee v. Reederei Mond [1982] ECR 01095; Case-125/04, Denuit v. Transorient
[2005] ECR I-0092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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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仲裁庭享有聲請先行裁決之裁量權，在本案所涉及之管轄權議
題並不困難之狀況下，仲裁庭認為並無聲請先行裁決之必要性。

79

仲裁庭隨即依據雙邊投資協定之規定，從明示或默示之角度探
討雙邊投資協定是否為歐盟法所取代，從而排除仲裁庭之管轄權。
就明示規範而言，仲裁庭指出，歐洲協定與入盟協定均未明文表示
歐盟會員國間之雙邊投資協定將予以終止。歐洲協定僅提及促進捷
克之投資環境，包含延伸會員國與捷克間之投資保護協定；同時，
在相同之權利保障依據歐洲協定之規範予以達成前，會員國與捷克
間之協定所賦予之權利不生影響，而入盟協定對此議題則支字未
提。最後，雙邊投資協定雖然規範一締約方依據經濟同盟或關稅同
盟所賦予其他國家之優惠，並不當然延伸至另一締約方，但對於締
約方均成為同一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後，是否當然終止亦未明文。依
據上開歐洲協定、入盟協定及雙邊投資協定之規範，仲裁庭乃認為
荷蘭與捷克間之雙邊投資協定，並未因捷克加入歐盟而明示終止。
就默示終止而言，仲裁庭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59 條之規
定，加以分析。就條約之規範客體，仲裁庭認為歐盟資金自由流通
與雙邊投資協定之規範客體並非完全一致，歐盟資金流通自由主要
賦予歐盟對內與對外資金之自由流通；相對於此，雙邊投資協定主
要規範公平與平等待遇、禁止徵收，以及完全之保障與安全等。就
投資之促進與保障而言，仲裁條款乃係雙邊投資協定最重要之條款
之一，歐盟法並未提供類似之保障。其次，就締約方之意圖，捷克
並 未 證 明 其 與 荷 蘭 均 有藉 由 歐 盟 法 取 代 雙 邊 投資 協 定 之 共 同 意
圖。再者，仲裁庭認為歐盟法與雙邊投資協定之規範，並非不可並
存。資金自由流通與投資保障兩者規範目的不同，但可互補。若其

79

Eastern Sugar B. V. (Netherlands) v. The Czech Republic, paras. 13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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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歐盟會員國投資人取得之權利劣於荷蘭之投資人，歐盟法所應採
取之措施應係強化其他會員國投資人之保障，而非弱化荷蘭之投資
人保障。從而，仲裁庭認為荷蘭與捷克間之雙邊投資協定，並未因
捷克加入歐盟而默示終止。

80

依據仲裁庭之見解，歐盟法之優位性並不當然導出雙邊投資協
定之終止或是不予適用，在不影響歐盟法優位性之情形下，雙邊投
資協定之締約方應依據協定所規範之方式，合意終止系爭協定，且
該終止不應具有回溯效力。同時，在歐盟法秩序內，歐盟法固然應
優先於雙邊投資協定，歐洲法院之專屬管轄亦應優先於雙邊投資協
定之爭端解決機制，然而在雙邊投資協定正式終止之前，就歐洲法
院與雙邊投資協定之爭端解決機制之管轄權衝突，可能導致複雜之
法律議題。就雙邊投資協定締約方間之爭端，就其落於歐盟權限
內，依據共同體條約第 292 條之規定，應專屬於歐洲法院管轄。若
涉及投資者與地主國間之爭議，在雙邊投資協定正式終止之前，投
資人亦得訴諸於國際仲裁以解決投資爭端。歐盟法之優越性乃至於
歐洲法院之專屬管轄並不當然排除其他法域內之爭端解決機制就
特定議題作出不同之判斷，即令該議題係涉及會員國彼此間之國際
協定。從而，若就歐盟法秩序之觀點出發，為維持歐盟法之優位性，
歐盟境內之雙邊投資協定應予以終止，而此終止程序亦須依據雙邊
投資協定之規範為之。

81

(三) 歐盟外部雙邊投資協定
就歐盟外部之雙邊投資協定而言，此類型之雙邊投資協定在
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之前，受到執委會之高度重視。執委會並於
80
81

Eastern Sugar B. V. (Netherlands) v. The Czech Republic, paras. 142-176.
Eastern Sugar B. V. (Netherlands) v. The Czech Republic, para.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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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與美國就中、東歐國家間之雙邊投資協定簽署一備忘錄。

82

基於前述一連串歐盟內部雙邊投資協定以及歐盟外部雙邊投資協
定所產生之仲裁判斷，執委會乃向歐洲法院對於 1990 年代擴大之
新會員國提起訴訟 (執委會先對奧地利與瑞典提起訴訟，其後並對
芬蘭提起訴訟。就奧地利與瑞典之訴訟而言，爭點一致，總辯官
[Advocate General] 並一併提出其意見)，

83

主張該等會員國未依據

共同體條約第 307 條之規定，與相關第三國進行談判，以終止雙邊
投資協定，違反聯盟忠誠義務。
瑞典與奧地利對外簽訂之雙邊投資協定中，含有一通稱為「移
轉條款」(transfer clause) 之標準條款，要求締約方確保投資人就投
資所涉之資金在無不當遲延情形下，得以自由移轉。此項義務就其
自由移轉之目的，與歐盟法資金自由流通之目的相符，此項歐盟法
規範不區分會員國內部或會員國與第三國間之資金自由流通均同
時適用。因而就此面向而言，瑞典與奧地利與第三國簽訂之雙邊投
資協定，並無與歐盟法相牴觸之處。
如前所述，歐盟法內部規範不論是條約規範或次級立法，均提
供了為達公共利益之目的，對於資金自由流通予以限制之例外條
件，此類條件主要涉及共同體條約第 57 (2) 條、第 59 條、第 60 (1)
條之規範。共同體條約第 57 (2) 條賦予歐盟在一定條件下，得以限
82

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Certain U.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signed by the
U.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acceding and candidate countries for their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Sep. 22, 2003. Those eight acceding and candidates states ar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Slovak Republic,
Bulgaria, and Romania.
83
Case C-205/06 Commission v. Austria [2009] ECR I-01301; Case C-249/06 Commission v. Sweden [2009] ECR I-01335; Case C-118/07 Commission v. Finland
[2009] ECR I-10889. 參見Denza (2010: 263-274); Koutrakos (2009); Lavranos
(2009: 71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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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歐盟與第三國間之資金移動。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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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經濟與貨幣聯盟之正常運

作，歐盟亦得依據共同體條約第 59 條之規定採取防衛措施。

85

同

時，共同體為執行共同體條約第 301 條共同外交與防衛政策之共同
立場或聯合行動，若共同體認有必要時，理事會亦得採取必要行
動，以凍結資金或支付。

86

然而，在執委會提起訴訟之時，歐盟尚

未採取實質措施，以限制歐盟與第三國間之資金流通。
本案中主要涉及兩個爭議：歐盟法規範與瑞典及奧地利所簽訂
之雙邊投資協定是否存在衝突？若確有衝突存在，既有國際法規範
是否足以避免上開衝突，從而阻卻瑞典及奧地利對於歐盟條約義務
之違反？就是否存在條約義務之衝突而言，總辯官與歐洲法院 (大
法庭) 採取不同之取向。總辯官 Maduro 從三個面向探討歐盟法與

84

TEC, art. 57 (2): “Whilst endeavouring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free movement of
capital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third countri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an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other Chapters of this Treaty, the Council may, acting
by a qualified majority on a proposal from the Commission, adopt measures on the
movement of capital to or from third countries involving direct investment—
including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establishment,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or the admission of securities to capital markets. Unanimity shall be required for
measures under this paragraph which constitute a step back in Community law as
regards the liberalisation of the movement of capital to or from third countries.”
85
TEC, art. 59: “Where,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movements of capital to or
from third countries cause, or threaten to cause, serious difficulties for the operation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the Council, acting by a qualified majority on a
proposal from the Commission and after consulting the ECB, may take safeguard
measures with regard to third countries for a period not exceeding six months if
such measures are strictly necessary.”
86
TEC, art. 60 (1): If, in the cases envisaged in Article 301, action by the Community
is deemed necessary, the Council m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301, take the necessary urgent measures on the movement of capital
and on payments as regards the third countries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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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投資協定之移轉條款是否存在條約義務衝突，分別係共同體條
約第 57 (2) 條、第 59 條、第 60 (1) 條所預見之次級立法、上開條
約規範本身，以及真誠合作義務。就歐盟擬採取之次級立法而言，
因歐盟尚未採取實質措施，因而不具有條約義務衝突之可言。就條
約規範本身，依據總辯官 Maduro 的意見，該條約規範僅係一授權
規範 (empowering)，亦即授予歐盟機構得以採取措施之法律基礎，
會員國並不當然負有義務，僅有在歐盟取得專屬權限時，授權規範
當然導出會員國之義務，而本案所涉及之資金自由流通乃係共享權
限，因而會員國並不因條約授予歐盟特定權限即負有義務。總辯官
Maduro 並進一步以指令之執行期限期滿前會員國之義務，與授權
規範之次級立法尚未採取前會員國之義務相比較。其認為，前者係
必定實現，亦即指令之義務必定產生，但授權規範所可能產生之次
級規範所課以之義務並不當然會發生。然而，即令有此差異，其認
為在真正義務未產生之前，會員國均有義務避免妨礙條約目的之達
成，此乃係真誠義務之內涵。同時，共同體條約第 307 條係共同體
條約第 10 條真誠合作義務之具體化，將共同體條約第 57 (2) 條、
第 59 條、第 60 (1) 條之規範，搭配真誠合作義務則可導出瑞典與
奧地利所締結之雙邊投資協定所包含之移轉條款，若未予以終止將
嚴重妨礙歐盟條約目的之達成，因而雙邊投資協定與歐盟法規範間
存在條約衝突。

87

相較於總辯官繁複之分析，歐洲法院之判決顯得簡單而直接。
法院首先指出：系爭雙邊投資協定並未提供任何機制，以賦予歐盟
得以於緊急情況下，凍結資金之自由移轉，此為執委會與瑞典及奧
地利所共認。而歐盟機構為達將共同體條約第 57 (2) 條、第 59 條、
87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Poiares Maduro delivered on 10 July 2008 on Commission v. Austria & Commission v. Sweden, [2009] ECR I-01301, paras.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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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 (1) 條之目的，採取之措施須立即適用於相關第三國，該措施
方能確保其之有效性。若會員國與第三國間存有雙邊投資協定，則
將危及歐盟措施之有效性，因而，歐洲法院認為雙邊投資協定之移
轉條款與共同體條約共同體條約第 57 (2) 條、第 59 條、第 60 (1) 條
之規範，存在條約衝突，瑞典與奧地利依據共同體條約第 307 條之
規範，有義務予以排除。

88

最後，就國際公法之機制是否得以阻卻瑞典與奧地利未排除其
所締結之雙邊投資協定與歐盟規範之牴觸之處，因而違反條約義務
之違法而言，總辯官與歐洲法院均認為，既有國際公法之規範，例
如重新協商或廢止雙邊協定均曠日廢時，有損歐盟措施之有效性。
且情事變更原則 (Rebus Sic Stantibus) 亦充滿過多不確定性，因而
不能以此即阻卻瑞典與奧地利違反條約義務之違法。

89

(四) 能源憲章公約：內部與外部投資協定
就歐盟在能源憲章公約之參與而言，2004 年的東擴為歐盟與
新、舊會員國間之投資議題帶來複雜之法律問題。首先，第一個問
題是，能源憲章公約之定性問題。一方面，歐盟東擴使得原本屬於
外部投資協定之新舊會員國間之投資關係，成為內部投資協定，在
此意義下，由於多數能源憲章公約之締約方，除歐盟批准該公約時
之會員國十五國外，另有多數中、東歐國家，其後於 2004 年之東
擴，中、東歐國家成為歐盟之會員國。因而，能源憲章公約就其適
用範圍而言，內部投資協定之屬性因歐盟東擴而大為增加。另一方
面，能源憲章公約之締約方仍包含美國、日本、加拿大等非歐盟國
家，其就歐盟會員國與非會員國間之關係，仍具有外部投資協定之
88
89

Commission v. Austria, paras. 32-37.
Opinion of Advocate Maduro, paras. 55-70; Commission v. Austria, paras.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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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因而，能源憲章公約就其屬性，對歐盟來說一方面既屬內部
投資協定，另一方面亦屬外部投資協定。
歐盟在能源憲章公約架構下的參與所產生的第二個問題，在於
能源憲章公約在歐盟法體系之地位，以及反方向而言，歐盟法在能
源憲章公約之相關投資爭議，依據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所成
立之仲裁庭之仲裁程序而言，其法律地位為何？第三個問題則是隨
著中、東歐國家於 2004 年加入歐洲，若能源憲章公約與該中、東
歐 國 家 之 入 盟 條 約 及 因加 入 歐 盟 而 受 到 拘 束 之歐 盟 法 若 有 衝 突
時，兩者應如何調和之爭議。最後，前述內部投資協定所涉及一會
員國之投資人與另一會員國間之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是否由歐洲
法院專屬管轄議題，亦係歐盟在能源憲章公約下參與所面臨之難題。
此四項爭議，在比利時之投資人 Electrabel 與地主國匈牙利間
因匈牙利與投資人所投資之 Dunamenti 公司間之電力採購協議所衍
生之投資保障協議中 (Electrabel v. Hungary)

90

逐一浮現。本案之案

例事實為，在 1995 年間之匈牙利電力自由化過程中，匈牙利欲將
其原屬國有企業之 Dunamenti 私有化，在此過程中，匈牙利政府為
增加私有化之吸引力，乃與 Dunamenti 訂定電力採購協議，而比利
時投資人 Electrabel 自 1995 年至 2001 年間大量投資 Dunamenti 公
司，以股份持有人之方式成為 Dunamenti 公司之投資人，因而成為
能源憲章公約架構下之投資人。其後，因匈牙利加入歐盟，此項電
力採購協議被認為構成對於 Dunamenti 公司之補貼，因而違反歐盟
之競爭規範，歐盟執委會乃於 2008 年發布一執委會決定，要求匈
牙利終止此項電力採購協議，並追討已發給之補貼。基於此項執委
會決定，匈牙利終止電力採購協議，其後並與 Dunamenti 重新協商，
90

Electrabel S. A. v.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7/19, done on
30 Nov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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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新的電力採購協議。投資人 Electrabel 認為匈牙利之終止行為
及其後之重新定價措施違反能源憲章公約之相關規範，乃依據能源
憲章公約第 26 條及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第 42 條之規定，向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聲請仲裁，仲裁程序進行中，執委會並以非
爭議當事人 (non-disputing party) 之身分提交聲明並參與仲裁程
序。仲裁庭從準據法及管轄權兩個層面回答上開四項爭議，而依據
仲裁庭之論述而言，準據法之論述實涵蓋了主要之管轄權爭議。

1. 準據法
就準據法而言，仲裁庭所須處理之問題乃係歐盟法在國際投資
爭端解決中心之仲裁程序中，究竟僅具有內國法之性質，因而在案
件審理過程中，歐盟法僅得被視為事實，或證據之一環，而無能源
憲章公約第 26 (6) 條所稱之國際法之規則或原則 (rules an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之性質，因而不得成為仲裁庭之準據
法。抑或，歐盟法即令就歐盟法秩序而言，屬於內國法，然而就歐
盟法之特殊性質，亦即歐盟法係源自於國際法之內國法體系 (un
ordre juridique interne d’origine internationale)，在此仲裁程序中，
其亦應具有國際法之性質，因而得以成為仲裁庭之準據法。此項歐
盟法究竟屬否內國法或國際法，屬於法律或事實之爭議，將進一步
影響仲裁庭在法律解釋與法律適用上，是否受到歐盟法之拘束，或
是歐盟法僅屬一事實，僅仲裁庭在認定事實上產生影響，而此認定
事實之過程，將依證據法則乃至於舉證責任之分配加以判斷。
就此爭議，聲請人 Electrabel 一開始主張：就國際投資爭端解
決中心之仲裁程序而言，歐盟法之地位係內國法，因而在仲裁程序
中僅能被視為事實或證據之一環，而不能被認為具有法律地位，因
而歐盟法並不符合能源憲章公約第 26 (6) 條所稱之國際法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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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原則，

91

從而並不構成本案之準據法。此外，依據維也納條約法

公約第 31 (3) (c) 條所稱之適用於當事人間關係之相關國際法之規
則 (any relevant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parties)

92

應解釋為適用於所有能源憲章公約之締約方之

國際法規則，因而，歐盟法僅適用於比利時與匈牙利間，並不符合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3) (c) 之要件，從而，歐盟法無從藉由維
也納條約法公約之規範，適用於本案中。其後，在聽證程序後，聲
請人進一步補充其關於準據法之相關主張：首先，聲請人重申，就
本案之仲裁程序而言，歐盟法係一事實，並非法律。縱令歐盟法被
認為具有法律性質，僅有初級條約法規範得被認為國際法之規則或
原則。依據歐盟條約法之規範，歐盟對外締結之條約構成歐盟法之
一部分，拘束歐盟機構，同時拘束會員國。若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
約有所衝突，能源憲章公約具有優越性，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約得
以和諧解釋，而無衝突。

93

相對於此，應訴國匈牙利則主張，固然歐盟法被融入於匈牙利
內國法中，因而在本仲裁程序中，歐盟法具有內國法之性質，而應
被視為事實；然而，歐盟法仍具有國際法之性質。若依據聲請人所
主張，須所有能源憲章公約均簽署之國際條約方得視為國際法之規
則或原則，則此條規範將形同具文，蓋因難認有何公約係所有能源
憲章公約之締約方均有所參與。同時，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約應予
91

ECT, art. 26 (6): “A tribunal established under paragraph (4) shall decide the issues
in disput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Treaty and applicable rules an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92
VCLT, art. 31 (3) (c): “There sh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together with the context:
(c) any relevant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93
Electrabel S. A. v.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paras. 4.2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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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諧解釋，此一和諧解釋之要求，亦得以從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中
得出。就本案而言，和諧解釋之要求並不難達成，蓋因競爭規範係
一國際公共政策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此項促進能源自由化
以及能源市場之近用目標，不僅為歐盟條約之目標，亦係能源憲章
公約之目標。因而，聲請人並充分了解此一要求，難認聲請人對於
匈 牙 利 遵 循 競 爭 規 範 此一 國 際 公 共 政 策 之 措 施， 有 何 正 當 期待
(legitimate expectation) 可言。同時，能源憲章公約乃係歐盟之智慧
結晶，殊難想像歐盟會創設一個國際公約，而該國際公約與歐盟法
牴觸。最後，不論依據能源憲章公約或歐盟法之規範，聲請人關於
能源憲章公約應優先適用之主張均無理由。蓋因能源憲章公約第 16
條

94

規定，若先後之國際條約對於公約所涉及之規範有所衝突，

應適用較優惠於投資人之條約。一方面，若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約
若係規範相同客體，則在比利時與匈牙利間，能源憲章公約之規範
將為匈牙利之入盟條約所取代；若兩者之規範客體不一，即無優先
適用能源憲章公約之必要。此外，共同體條約第 307 條 (現為歐盟
運作條約第 351 條)
94

95

於本案並無適用之餘地，因比利時與匈牙利

ECT, art. 16: “Where two or more Contracting Parties have entered into a prio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r enter into a subsequent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whose
terms in either case concern the subject matter of Part III or V of this Treaty, (1)
nothing in Part III or V of this Treaty shall be construed to derogate from any provision of such terms of the other agreement or from any right to dispute resolution
with respect thereto under that agreement; and (2) nothing in such terms of the
other agreement shall be construed to derogate from any provision of Part III or V
of this Treaty or from any right to dispute resolution with respect thereto under this
Treaty, where any such provision is more favourable to the Investor or Investment.”
95
TEC, art. 307 (1). Now TFEU, art. 351 (1):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rising from
agreements concluded before 1 January 1958 or, for acceding States, before the
date of their accession, between one or more Member States on the one hand, and
one or more third countries on the other, shall not be affected by the provis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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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係歐盟之會員國，依據歐洲法院之向來見解，會員國間之法律關
係 均由歐盟法所規範，並無適用入盟前所簽訂之國際條約
(pre-accession agreement) 此一條款之餘地。

96

至於執委會則析論歐盟競爭政策之演進，在 1993 年歐洲共同
體 與 匈 牙 利 所 簽 訂 之 歐洲 協 定 中 即 要 求 匈 牙 利不 得 扭 曲 市 場 競
爭，並不得對於特定企業給予優惠；同時，在 2004 年之入盟協定
中，明列得以繼續維持之補貼。未予以列舉之補貼則屬非法補貼，
應予以停止，且不得新設。由於電力採購協議不屬於此類列舉得以
維持之補貼，執委會乃自 2001 年起對於匈牙利之電力政策予以調
查，並於 2008 年發布執委會決定，要求匈牙利停止補貼政策，並
追討自 2004 年以來之補貼。此項執委會決定拘束匈牙利，同時匈
牙利若不主動履行，共同體條約並設有相關制裁機制。
其次，執委會主張歐盟在能源憲章公約之制定過程中扮演關鍵
性角色，歐盟與能源憲章公約並存在制度性連結，此項制度性連結
可見於能源憲章公約第 1 (3) 條中，

97

承認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得對

於其會員國發布具有拘束力之決定規範中得知。
最後，執委會主張在本案仲裁程序中，歐盟法係國際法，此項
國際法之性質，在歐洲人權法院 Bosphorus v. Ireland

98

一案中得到

確認。在該案中，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歐盟法乃係適用於當事人間關

the Treaties.”
Electrabel S. A. v.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paras. 4.54-4.88.
97
ECT, art. 1 (3):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means an organization constituted by states to which they have transferred competence over certain
matters a number of which are governed by this Treaty, including the authority to
take decisions binding on them in respect of those matters.”
98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Grand Chamber Judgment, Bosphorus Airways
v. Ireland, No, 362, 30 June 200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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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之國際法規則，因而構成公約第一項議定書所稱之正當一般利益
目標 (legitimate general-interest objective)。

99

然而，歐洲人權法院

並進一步說明，並非遵循歐盟法規範之要求即得排除會員國遵循歐
洲人權公約之義務，此項解釋將違反歐洲人權公約之宗旨與目標
(object and purpose)。具體而言，若歐盟法與歐洲人權公約對於實
質 保障 程度以 及程 序控制 機制 具有相 同 (equivalence) 之 保護程
度，則符合歐盟法規範時，將被視為符合歐洲人權法規範。執委會
並主張歐洲人權法院此項解釋取向，於本案中應有其適用。詳言
之，若對於投資人之保障程度，在歐盟法層面其實質規範與程序規
範與能源憲章公約達相當程度，則符合歐盟法之規範時，即應視為
符合能源憲章公約之規範。

100

就聲請人、應訴國以及執委會之主張，仲裁庭首先表示，其係
一依據國際法成立之仲裁庭，且無仲裁庭所在地之相關規範適用，
同時，仲裁程序係在能源憲章公約以及就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
約所建構之國際架構下進行，並非在歐盟法架構下而為。此外，仲
裁庭表示，本案乃係兩者價值間之權衡，一方面需考量能源憲章公
約對於投資人程序與實質之保障，另一方面需考量匈牙利在法治原
則下整合進歐洲聯盟之要求。抽象而言，仲裁庭所需處理者僅係能
源憲章公約與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然而具體之困難存在於
如何界定國際法之規則與原則。此項困難則顯現在釐清歐盟法與能
源憲章公約之關係上。

101

就歐盟法之性質而言，仲裁庭首先指出，視觀察角度 (歐盟機
構、會員國乃至於國際社會而言) 之不同，歐盟法具有不同之性質。
99

Bosphorus Airways v. Ireland, para. 150.
Electrabel S. A. v.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paras. 4.89-4.110.
101
Electrabel S. A. v.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paras. 4.111-4.1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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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歐盟法之性質，仲裁庭援引歐洲法院總辯官 Maduro 之意見，認
為歐盟法乃係源自於國際法之內國法體系。因此，仲裁庭須將歐盟
法之多重性質列入考量。一方面而言，歐盟法係國際法，此項性質
從歐盟之初級法係會員國所簽訂之條約而來此一事實即可判定。然
而，歐盟法屬國際法此一特質，並不僅限於歐盟法之初級條約，並
及於歐盟法之衍生法 (或次級立法 droit dérivé)，蓋倘若將歐盟初級
法中關於競爭規則之規範視為國際法，而將執行歐盟初級法中關於
競爭規範之次級立法視為國內法，此項區分過於機械。此項見解，
亦可由歐洲法院自 Van Gend en Loos 以來之見解，認為歐盟法係國
際法之新秩序 (a new legal order of international law) 得到佐證。歐
盟法之直接效力，得以融入會員國內國法秩序，並未改變歐盟法之
國際法特徵。然而，此項構成會員國法秩序之核心部分之特徵，則
同時增加歐盟法在國際仲裁程序中具有內國法之性質。因而，歐盟
法因構成匈牙利內國法之一部分，因而應被視為事實，或是證據之
一環。

102

就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約之關係而言，仲裁庭認為兩者並無衝
突，聲請人、應訴國及執委會都主張和諧解釋之必要性。仲裁庭認
為，固然和諧解釋係一可欲之結果，但國際法並未明文課以此項和
諧解釋之義務。然而，就本案所涉及之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約之特
殊關係，應認兩者間並無衝突。就能源憲章公約之歷史沿革，仲裁
庭同意應訴國所稱，該公約係歐盟之智慧結晶，亦同意執委會所
稱，歐盟在公約談判與制定過程中扮演關鍵性角色。其次，歐盟係
能源憲章公約之締約方，共同體條約第 133 條明文課以共同體須確
保共同體所簽訂之國際條約符合歐盟條約之義務。就此而言，殊難

102

Electrabel S. A. v.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paras. 4.115-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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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歐盟對外簽訂一與歐盟法相牴觸之國際條約。仲裁庭並援引能
源法權威學者 Thomas Wälde 之主張，認為能源憲章公約乃係歐盟
對外政治、經濟與及能源政策之產物。其目的在於整合蘇聯國家，
提供一「候車室」供作多數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預作準備。其具
體目標在於促進歐盟國家在中、東歐國家之投資，並確保歐盟自
中、東歐國家提供之能源安全。就能源憲章公約而言，其與歐洲整
合、加入歐盟以及歐盟對外關係之關連性，遠高於一般之雙邊投資
協定(Weiler & Wälde, 2004: 35)。
就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約之目標而言，兩者均在於促進能源市
場之自由化、避免市場扭曲、並消除競爭障礙，並建立一個有效率
的能源市場。此項目的在歐盟與匈牙利在 1991 年所簽訂之歐洲協
定中亦明白顯現。同時間，能源憲章公約亦肯認歐盟作為一區域經
濟整合組織，得對於其會員國發布具有拘束力之決定，因而就能源
憲章公約所提供之保障而言，難認投資者對於歐盟機構所發布之決
定所產生之後續影響有何正當期待可言。易言之，投資人之投資可
能因執行執委會具有拘束力之決定而受有影響，乃與能源憲章公約
之架構相符。就此而言，本案並無和諧解釋之必要，蓋因歐盟法與
能源憲章公約並不存在任何衝突。

103

至於執委會所關注之歐洲法院之專屬管轄部分，仲裁庭指出，
依據共同體條約第 292 歐洲法院之專屬管轄僅限於會員國與會員國
間之爭議，

104

而不及於私人間乃至於私人與會員國間之爭議。同

時間，第 234 條所規定之關於會員國法院或法庭得以聲請先行裁決

103
104

Electrabel S. A. v.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paras. 4.130-4.146.
TEC, art. 292, now TFEU, art. 344: “Member States undertake not to submit a
dispute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r application of the Treaties to any method
of settlement other than those provided for t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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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亦不及於仲裁庭，更不及於會員國以外之仲裁庭或國際仲
裁庭。因而，不論歐洲法院關於會員國間涉及歐盟法之專屬管轄，
乃至於歐盟會員國法院或法庭得 (應) 聲請先行裁決之規定，於本
案中均無適用之餘地。

105

仲裁庭並援引歐洲法院在 1/09 意見中，

涉及專利法院之論述，認為專利法院個人與會員國間之仲裁程序並
未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344 條 (共同體條約第 292 條) 之規範，蓋
因該條之規範僅禁止會員國間之爭議訴諸於其他爭端解決機制，而
不及於個人間與會員國間。仲裁庭因而認為本案之爭議並未涉及歐
洲法院之專屬管轄，其所涉及之爭議，係匈牙利所為之措施是否違
反能源憲章公約，並非涉及執委會 2008 年之決定是否符合歐盟法，
或符合能源憲章公約，因而，亦無仲裁庭解釋或適用歐盟法之問
題。再者，其他國家或國際仲裁解釋歐盟法之情形，亦非絕無僅有，
同時間，歐盟本身在其加入能源憲章公約時，亦接受歐盟投資人與
非歐盟會員國之公約締約方間，以及非歐盟投資人與歐盟會員國間
得以訴諸於國際仲裁，此項事實足認歐盟本身並未排除國際仲裁庭
解釋歐盟法或裁決歐盟投資人與非歐盟會員國之公約締約方，以及
非歐盟投資人與歐盟會員國間之可能。固然歐盟並未同意國際投資
爭端解決中心公約之仲裁管轄權，此乃該公約並未容許非主權國家
加入該公約所致。最後，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之仲裁判斷，依據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視同內國法院判決。從而，相較於歐盟
境內之內國仲裁判斷，歐盟與其會員國得藉由撤銷仲裁判斷訴訟，
或相較於非歐盟境內之仲裁判斷經由紐約公約予以承認或執行程

105

TEC, art. 234 (1), now TFEU, art. 267 (1):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give preliminary rulings concerning: (a)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eaties; (b) the validi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acts of the institutions, bodies, offices or agencies of the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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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得藉由會員國法院或歐洲法院加以控制，此項國際投資爭端解
決中心之仲裁判斷所具有之特殊效力，乃係執委會有所疑慮之處，
蓋因歐洲法院及會員國法院無從藉由歐盟法體系內所形成之司法
體系予以控制。然而，仲裁庭指出，此項疑慮乃係多餘，蓋會員國
若因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之仲裁判斷之執行違反歐盟法，執委會
仍得依據共同體條約第 226 條

106

之規定對會員國提起訴訟，從而

得 以 避 免 國 際 投 資 爭 端解 決 中 心 之 仲 裁 判 斷 危及 歐 盟 法 之 一 致
性。基於以上論述，仲裁庭認為歐盟法關於歐洲法院專屬管轄之規
定，並不排除仲裁庭對於本案行使管轄權。

107

最後，仲裁庭進一步假設，若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約有所衝突
時將如何解決？此項爭議涉及能源憲章公約作為入盟前條約在歐
盟法體系之地位，同時涉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0 (4) (b) 條之規
定。

108

仲裁庭首先指出，能源憲章公約與歐盟法對於條約衝突均

有規範，能源憲章公約第 16 條規定，若公約之兩個或兩個以上之
締約方在公約生效前締結國際條約，或在公約生效後締結國際條
約，而規範之客體涉及公約第三或第五部分之投資促進與投資保障
與爭端解決之事項時，能源憲章公約之規定不得解釋為影響該國際

106

TEC, art. 226, now TFEU, art. 258: “If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a Member
State has failed to fulfil an obligation under the Treaties, it shall deliver a reasoned
opinion on the matter after giving the State concerned the opportunity to submit
its observations. If the State concerned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opinion within
the period laid down by the Commission, the latter may bring the matter before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107
Electrabel S. A. v.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paras. 4.147-4.166.
108
VCLT, art. 30 (4) (b): “When the parties to the later treaty do not include all the
parties to the earlier one: (b) as between a State party to both treaties and a State
party to only one of the treaties, the treaty to which both States are parties governs
their mut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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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之條款，同時，該國際協定亦不得解釋為影響公約第三或第五
部分所規範之投資促進與投資保障以及爭端解決規範之適用。然
而，依據仲裁庭之見解，因為能源憲章公約與歐盟法所涉及之議題
並不相同，因而能源憲章公約第 16 條關於條約衝突之規範於此並
不適用。就歐盟法而言，共同體條約第 307 條則規定，因會員國在
加入歐盟前其所締結之國際條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不因該會員國加
入歐盟而有所影響。就此規定，聲請人與應訴國匈牙利均主張無本
條之適用，蓋因本案所涉及者並非會員國加入歐盟前與第三國間之
國際協定，而係二會員國 (之投資人) 間爭議。就此，仲裁庭援引
歐洲法院在 Commission v. Slovakia 一案關於共同體條約第 307 條之
解釋，該條側重入盟前條約所產生之權利義務，此項規範與國際法
上後條約若與前條約之義務相衝突，此衝突不得影響僅前條約締約
方之第三國意旨相同。在該案中，總辯官並認為，共同體條約第 307
條實包含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0 (4) (b) 條之規範。
仲裁庭表示，歐洲法院在 Commission v. Slovakia 僅說明共同體
條約第 307 條之正面意涵，卻未對負面意涵予以解釋；亦即，若一
入盟前條約涉及兩歐盟會員國間之國際條約時，則應依後法優於前
法之方式予以處理，此時即應適用歐盟法。換言之，原入盟前條約
所產生之權利義務，將由歐盟法所規範。仲裁庭並進一步援引歐洲
法院關於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之判決 Commission v. Italy 以及學者
Jan Klabbers 之主張。於 Commission v. Italy 一案中，歐洲法院認為
會員國與會員國間之關係，應由歐盟法所規範，至於會員國與非會
員國間之關係，則應繼續由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所規範。學者 Klabbers
亦指出，共同體條約第 307 條僅保護非會員國基於入盟前條約所產
生之權利義務，至於員國間基於入盟前所產生之權利義務，則非共
同體條約第 307 條所保障，此時應適用歐盟法規範。最後，仲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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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本案中雖係會員國內之個人 (即 Electrabel) 之權利義務，而
非會員國之權利義務，然而會員國內之個人之權利義務無法與會員
國之權利意義切割，因而仲裁庭認為，即令其認為歐盟法與能源憲
章公約並無牴觸之處，若假設兩者確有牴觸時，則依據共同體條約
第 307 條，或是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0 (4) (b) 條之規定，應認為
聲請人與應訴國間關於能源憲章公約所產生之權利義務，因為匈牙
利加入歐盟，而為歐盟法所取代。

2. 仲裁庭之管轄權
就仲裁庭對於系爭事項是否具有管轄權而言，執委會主張系爭
議題乃係歐盟之專屬權限，會員國無權對於系爭議題採取任何措
施，而就本案之爭端當事人，投資人係比利時公司，應訴國係匈牙
利，乃依歐盟內部之投資爭議，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對此並無管
轄權。此外，此案之投資之人歐盟投資人，應訴方亦應為歐盟，並
無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以及能源憲章公約所稱一締約方之
投資人與另一締約方間之投資爭端可言。詳言之，執委會關於仲裁
庭是否具有管轄權主要有兩項主張，其一係因為投資人與地主國均
係歐盟之成員國，因而係歐盟之投資人與地主國歐盟間之投資爭
端，並無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以及能源憲章公約所規範之一
締約方之投資人與另一締約方之投資爭端。其次，本案涉及比利時
公司與匈牙利，應由歐洲法院專屬管轄。就執委會之主張而言，仲
裁庭重申其基於準據法議題所為之判斷，本案投資人 Electrabel 所
挑戰者乃係匈牙利關於終止電力採購協議，以及重新定價之措施，
此等措施乃係匈牙利所為。同時間，投資人並非挑戰執委會 2008
年所發布之執委會決定與歐盟法或能源憲章公約之合致性。從而，
投資人 Electrabel 並未對於歐盟之措施提出挑戰，故本案聲請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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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應訴國選擇錯誤之問題。此外，因為本案並未涉及歐盟措施，亦
無歐盟之投資人，對於地主國歐盟提出仲裁申請，而違反國際投資
爭端解決中心公約以及能源憲章公約管轄權之要件「一締約方之投
資人與另一締約方間之投資爭端」之可言。因而，仲裁庭在結論上
肯認其對於此投資爭端具有管轄權，應無疑義。

109

三、小結
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約兩者間之關係而言，一方面，歐盟在能
源憲章公約制定過程中扮演關鍵性之角色，因而，能源憲章公約所
建立之法律體系，包含能源市場之競爭與開放，投資人之保護，投
資者與地主國間之爭端解決機制等，均受到歐盟之高度影響。同時
間，歐盟法亦隨著條約修正以及次級法之立法不斷演進，就此而
言，影響最為深遠者乃係里斯本條約關於外人直接投資權限之賦
予，再者，歐盟成員國之擴張亦影響歐盟法適用之範圍，使得歐盟
舊成員國與新成員國間之投資保障協定成為歐盟內部之雙邊投資
協定，同時，舊成員國與新成員國間之投資爭議成為歐盟內部投資
爭議。就歐盟之東擴而言，也使得能源憲章公約之適用，在極大部
分成為歐盟內部爭議。就此而言，產生歐盟所創造之能源憲章公約
所建立之法秩序，反過來規範歐盟以及影響歐盟法秩序之現象。
就此逆轉之現象，造成歐盟之憂慮，尤其歐盟內部雙邊投資協
定之增加，以及其所引發之內部投資爭議將影響歐盟法之一致性，
乃至於歐洲法院之專屬管轄權。在此一系列投資爭議中，Eastern
Sugar 首先為歐盟敲響警鐘，而仲裁庭之判斷而言，亦對於歐盟法
較為不利。在 Eastern Sugar 一案中，仲裁庭認為歐盟會員國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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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員國間之爭議，並無共同體條約第 292 條之適用，同時，捷克
加入歐盟並不意味捷克與荷蘭間之雙邊投資協定默示終止，仲裁庭
並強調，執委會對新舊會員國間雙邊投資協定與歐盟法間可能產生
之衝突，亦未採取任何行動。
此項仲裁庭之論據，終而促使執委會向奧地利、瑞典、芬蘭提
起訴訟，認為此等會員國未就其與第三國間之雙邊投資協定，違反
歐盟法規範部分，採取具體措施以消除此等衝突，違反共同體條約
第 292 (2) 條等規範。歐洲法院在審酌此三國家與第三國所簽訂之
雙邊投資協定所包含之移轉條款，與共同體法資金自由流通之規範
所保留之例外確有衝突之事實，而既有國際法規範亦無法排除奧地
利、瑞典、芬蘭等三會員國免於國際法義務衝突之情形，因而，歐
洲法院乃判決此三會員國違反共同體條約第 292 (2) 條之義務。
而更複雜之法律關係則來自於能源憲章公約，其一方面屬於歐
盟內部投資協定，另一方面因該公約另有非歐盟會員國之締約方，
因而同時屬於歐盟外部投資協定。就比利時投資人 Electrabel 與匈
牙利間之投資爭議而言，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在 Electrabel v.
Hungary 一案中表示，該案所涉及之事務，係匈牙利終止其與比利
時投資人間之電力採購協議，以及其後之重新定價措施，為匈牙利
之內國措施，且該案投資人並未質疑執委會決定對於能源憲章公約
乃至於歐盟法之合法性，因而不涉及歐盟之措施，並未影響歐洲法
院之專屬管轄，故仲裁庭對此爭端具有管轄權。
相對於 Eastern Sugar 一案，Electrabel v. Hungary 之仲裁庭對於
歐盟法則採取較為友善之力場。首先，就歐盟法之性質而言，仲裁
庭認為歐盟法具有多重性質，一方面歐盟法係一國際法，此國際法
之性質不因初級法或次級法而有所區別；同時間，因而歐盟法構成
會員國法秩序之核心部分，因而，就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之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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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而言，歐盟法就其融入會員國法秩序之特質，使歐盟法在仲裁
程序中亦具有內國法之性質。
其次，仲裁庭肯認能源憲章公約係歐盟之智慧結晶，且歐盟在
能源憲章制定過程中扮演關鍵性角色，且依據歐盟法條約義務，歐
盟應確保其所對外簽訂之國際條約與歐盟創始條約之合致性，因
而，無法想像歐盟創造一與歐盟創始條約不相符合之國際條約，其
後並自願為該國際條約所拘束。基於能源憲章公約之歷史發展，乃
至於能源憲章公約與歐盟法促進競爭，以及能源市場自由化之目的
將同，仲裁庭在結論上認為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約並無衝突之處。
此外，仲裁庭並進一步闡釋，若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約確有衝
突時，歐盟法與能源憲章公約應如何調和。仲裁庭依據共同體條約
第 292 條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第 30 (4) (b) 條之規定，認為不論
從歐盟法之角度，或國際法之角度而言，能源憲章公約就涉及兩個
歐盟會員國間之法律關係，均因會員國間之法律關係因加入歐盟而
應由歐盟法規範，或是後條約優於前條約之原則，而無從適用於兩
個歐盟會員國間，此項結論並不因本案涉及一會員國之個人以及另
一會員國之事實而有所影響。就此結論而言，Electrabel v. Hungary
之仲裁庭採取與 Eastern Sugar 之仲裁庭不同之立場，Electrabel v.
Hungary 之仲裁庭對於歐盟法顯得較為友善。

伍、結論
隨著蘇聯的解體，以及中、東歐國家逐漸民主化，如何確保市
場經濟改革成為中、東歐國家乃至於前蘇聯國家之政治改革，係九
〇年代歐盟對外政策之主軸。同時，隨著歐盟經濟對於能源之需求
益深，如何掌握蘇聯解體以及中、東歐國家逐漸民主化之政經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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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一方便確保此等新興民主國家之政治與經濟改革，另一方面確
保歐盟之能源安全，荷蘭總理 Lubbers 乃提出歐洲能源網路乃至於
歐洲能源共同體之主張。基於此項主張，歐盟在能源憲章會議架構
下，促進歐盟能源憲章之制定以及其後具有拘束力之能源憲章公約
與能源效率與環境面向議定書之簽署。此項過程中，歐盟作為能源
憲章會議歷程之主要推手，從規範制定之角度而言，歐盟可以被稱
為規則產生者。然而，此項規則制定過程亦造成了歐盟法秩序之難
題，尤其系爭議題涉及歐盟內部與外部之投資議題時。隨著歐盟之
兩次東擴，多數舊會員國與新會員國間訂有雙邊投資協定，同時，
多數新會員國對外亦與第三國訂有雙邊投資協定。如何確保雙邊投
資協定之規範，未牴觸歐盟法規範，乃成為重要之議題。同時，隨
著里斯本條約將外人直接投資劃入共同商業政策之一環，因而成為
歐盟之專屬權限，歐盟內部之雙邊投資協定與歐盟外部之雙邊投資
協定，如何與此新取得之專屬權限調和，亦係一治絲益棼之課題。
在這一系列之爭議中，產生了諸多仲裁庭之判斷及歐洲法院之
判決。一方面，在 Eastern Sugar 一案中，依據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
機構所成立之仲裁程序所組成之仲裁庭，認為荷蘭與捷克間之雙邊
投資協定並未因捷克加入歐盟而有默示終止之情形，同時本案涉及
荷蘭之投資人，故無共同體條約第 292 條之適用，仲裁庭並指出執
委會未對此等歐盟內部雙邊投資協定採取任何措施。因應此項仲裁
判斷，執委會乃對於奧地利、瑞典與芬蘭等三會員國提起訴訟，主
張其等未修正或終止其加入歐盟前與第三國簽訂之雙邊投資協定
與歐盟法衝突之處，違反共同體條約第 292 (2) 條等規範。此項主
張並獲得歐洲法院之支持，而歐盟內部／外部投資協定之法律問
題，在能源憲章公約中更顯複雜，蓋因能源憲章公約一方面是歐盟
內部投資協定，另一方面因該公約涉及非歐盟會員國，亦兼具有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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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外部投資協定之性質。在 Electrabel v. Hungary 一案中，依據國
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所成立之仲裁庭，採取對於歐盟法較為友
善之態度。仲裁庭認為，歐盟法一方面具有多重性質，就國際投資
爭端解決中心之仲裁程序而言，一方面屬於國際法，另一方面亦屬
於內國法。其次，基於能源憲章公約歷史背景以及規範目的，均與
歐盟法不相牴觸。而仲裁庭並進一步指出：若歐盟法與能源公約確
有衝突，依據共同體條約第 292 (1) 條以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0
(4) (b) 條之規定，固然能源憲章公約就歐盟會員國與第三國間之權
利義務不受影響，然而，能源憲章公約在歐盟會員國間之適用，則
應由歐盟法所規範。此項適用不因本案涉及之一會員國與另一會員
國之個人間投資爭端，而非兩會員國間之爭端而有所差異。
總結而言，歐盟在能源憲章公約之談判、簽署過程中扮演關鍵
性角色，能源憲章公約係歐盟之智慧結晶，此項事實獲得國際投資
爭端解決中心仲裁庭之肯認，因而就能源憲章公約此一能源議題之
國際規範，歐盟實扮演規則產生者的角色。然而，就能源憲章公約
此一國際規範之制定與實踐而言，歐盟除一開始扮演規則產生者之
角色，同時間也受到此一規範之拘束。一方面能源憲章公約在歐盟
法體系內拘束歐盟機構及會員國，同時若條約義務明確且不附條件
時，則具有直接效力可為個人所援引。另一方面，歐盟法在國際仲
裁程序中之地位也須加以釐清，究僅屬內國法而應視為事實，或是
同時兼具國際法性質，得視為國際法之規則與原則，而得成為仲裁
程序之準據法。而歐盟法於國際仲裁程序中，如何予以解釋及適
用，是否危及歐洲法院之專屬管轄，此乃係歐盟作為規則產生者，
在創設另一國際法秩序後，將反過來影響歐盟法秩序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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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rule-generator” in the negotiation and conclusion of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ECT) by tracing the European Energy Network proposal advanced by Dutch Prime Minister Ruud Lubbers through the
Hague Conference to the signing of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This
article unfold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EU law and the ECT
by looking at intra- and extra-EU BITs and the status of the ECT as
both an intra- and extra-EU BIT. By analysing Eastern Sugar, the
Commission v. Austria and Electrabel v. Hungary,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attitudes have shif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U law
and the 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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