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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越來越多國家採用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以保護其國家
利益與安全。2016 年中國美的集團收購德國工業機器人製造商庫
卡公司之事件，引發有關安全與尖端技術移轉之熱烈爭論。2017 年
美國總統川普以國家安全為由否准一家中國大陸支持之投資人對
萊迪思半導體公司之收購案。該等案件被視為歐盟與美國進行制度
改革之動機。本文擬就歐盟 2019/452 號規則與美國外人投資風險
審查現代化法案進行分析，檢視歐盟與美國如何處理外人投資涉及
安全及∕或公共秩序之問題，並比較美國與歐盟因應之道。歐盟與美
國共同面臨之挑戰，乃是如何堅守市場開放原則，同時採取有效措
施因應外資所帶來之潛在安全威脅，並避免暴露機制之弱點。

關鍵詞：外人直接投資審查、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外人投資
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歐盟 2019/452 號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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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6 年外人投資案件數量大幅增加，並達到高峰，尤其是主權
財富基金與國有企業 (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 所為之投資，出
於戰略性考量收購擁有關鍵技術之歐洲公司，引起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下 稱 歐 盟 ) 及 其 會 員 國 之 關 注 (Knoerich &
Miedtank, 2018: 3-5)。若干歐盟會員國憂慮外資收購歐盟企業之浪
潮，特別是該等企業之活動攸關安全與公共秩序 (public order) 者，
更添疑慮；而歐盟對於來自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等國之投資人所進行
之併購，態度亦日趨審慎。事實上，中國大陸自 2010 年起開始大
舉投資歐盟各國，且其持續收購歐洲先進技術與基礎設施之企業，
並有向上成長之趨勢 (Sunesen & Hansen, 2018: 20-23; Tingley et
al., 2015: 28-29; Zhu, 2018: 162-164)。在中國大陸「一帶一路」之
對外政策下，中國大陸倡議提升全球基礎建設，再加上「中國製造
2025」之對內產業政策，計畫推動高科技製造，可能帶動更大幅度
之投資成長 (Richet, 2019: 102)，故而引起歐盟高度關注。2016 年
中 國 美 的 集 團 (Midea) 收 購 德 國 工 業 機 器 人 製 造 商 庫 卡 公 司
(Kuka A. G.) 之事件，引發有關安全與尖端技術移轉之熱烈爭論
(葉國俊、林展暉，2019: 2-3; Meunier, 2019: 101)，歐盟若干會員
國因而力推設置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必要性。惟在里斯本條約 (Lisbon Treaty) 生效後，歐盟在共同商業政策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方面所擁有之專屬權限，已擴大涵蓋外人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之範圍 (李貴英，2011: 419; Yotova, 2013:
387)。歐盟會員國在投資方面之權限基本上移轉至歐盟層級，並強
化歐盟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下稱執委會) 在國際投
資政策方面所扮演之角色，且執委會對於里斯本條約所賦予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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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較大之解釋空間。基此，歐盟於 2017 年 9 月應德國、法國與
義大利之要求，由執委會提出立法草案，建立基於安全與公共秩序
之理由審查外人併購與投資之機制，旨在提供執委會與會員國因應
外資涉及安全疑慮之工具，例如中國大陸國營企業收購具有敏感性
與關鍵部門之歐盟企業。歐盟 2019/452 號規則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9) 於焉誕生，並於 2019
年 4 月 10 日生效，自 2020 年 10 月 11 日起開始正式適用。
對於外人直接投資之潛在風險，不僅歐盟有所警戒，美國之憂
慮亦與日俱增，歐美共同之焦點均為來自中國大陸之投資與併購
(Slawotsky, 2018: 229-230, 233)。2017 年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J.
Trump) 曾以國家安全為由，否准一家中國大陸支持之投資人對萊
迪 思 半 導 體 公 司 (Lattice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之 收 購 案
(Rithmire, 2019: 11)，此案成為美國推動修法進行改革之動機。基
此，2017 年 11 月美國提出外人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改革美國外
人 投 資 委 員 會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 用於評估與解決外資涉及國家安全疑慮之審查及批
准程序 (陳世傑，2018: 39; 顏慧欣，2019; Griffin, 2017: 17841791; Hadzismajlovic, 2018: 7-8)。美國川普總統於 2018 年 8 月 13
日簽署通過 2019 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其中包括 FIRRMA 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在美國任何外資收購與跨境高
科技合作案均須遵循 FIRRMA 與 ECRA 之規定。FIRRMA 中除有少
部分規定由官方進一步制定施行細則之外，大部分規定均於 2018
年 8 月 13 日生效 (FIRRMA, Art. 1727 (a) )。

600 歐美研究

本文擬就歐盟 2019/452 號規則與美國 FIRRMA 進行分析，檢
視歐盟與美國如何處理外人投資涉及安全與公共秩序之問題，並比
較美國與歐盟因應之道與未來挑戰，以闡述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國
際發展趨勢。

貳、美國與歐盟因應外人直接投資涉及安全威脅之
途徑
有鑒於外人投資成長之趨勢，美國與歐盟開始建立或強化外資
審查制度，以確保安全無虞。此外，由於各國國內政經環境之變化，
外人直接投資伴隨而來之風險提高，因此美國與歐盟一方面必須維
持市場開放，享受外資帶來之益處；但另一方面，亦面臨潛在之安
全風險。如何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並非易事。美國與歐盟在外資
安全審查機制之制度面與操作面皆重新予以安排，顯現若干重大之
變革。美國修法進一步嚴審外資，同時擴大 CFIUS 審查之交易類型，
而歐盟則在建立相關制度上邁出第一步。下文擬就美國與歐盟之法
規措施予以分析，並進行比較。

一、美國因應外資涉及安全威脅之法規措施
美國 FIRRMA 更新並強化 CFIUS 之審查程序，以便更有效解
決若干型態之外資涉及國家安全問題，防止風險日益增長，尤其是
針對傳統上不屬於 CFIUS 管轄範圍之外人直接投資。為了達成此一
目標，FIRRMA 最主要之條文，針對 CFIUS 之制度面與操作面進行
若干修正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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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擴大 CFIUS 審查範圍與 FIRRMA 授權之「先導方案」
FIRRMA 在實質上最重大之變革，在於其明文規定增加「涵蓋
交易」(covered transactions) 之類型，以擴大 CFIUS 之審查範圍。
FIRRMA 之前有關法定涵蓋投資 (covered investment) 之定義仍繼
續保留適用， 1 惟同時擴大 CFIUS 之審查範圍 (Berg, 2018: 17741776; Rose, 2018: 13-14)，新增項目包括：
(1) 外國人購買、租賃或讓與具敏感性之政府設施附近之不動產，
例如美國航空或海運港口，軍事設施或美國政府財產；
(2) 若干美國企業內之「其他投資」，2 使外國人可接觸取得具敏感
性質之美國企業所擁有之實質性非公開技術性資訊、董事會成
員資格，或具敏感性質之美國企業非依持有股分比例投票所做
出之其他實質性決定； 3
(3) 外國人因控制美國企業或「其他投資」而取得之權利變更，涉及
基礎建設、關鍵技術或敏感性資訊；以及

1 在 FIRRMA 生效之前，2007 年外人投資與國家安全法 (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

tional Security Act,下稱 FINSA) 曾修正 1950 年國防生產法 (Defense Production Act,
下稱 DPA) 第 721 條規定 (FINSA, Section 3)。此前 CFIUS 僅能審查可能致使外國投
資人取得美國企業之控制權，而對國家安全產生疑慮之併購案。請參閱 Feldman (2017:
312-316), Fraedrich et al. (2018: 152), Li (2016: 189-190)。至於 FIRRMA 則將「控
制」一詞之意義擴及涵蓋外國投資人得以決定或主導重要事項之權限，不論其行使與
否。請參閱 Rose (2018: 13-14), Yin (2018: 6)。
2 FIRRMA 所稱之美國企業係指：(1) 擁有、經營、製造、供應或服務關鍵基礎設施；
(2) 生產、設計、測試、製造、組裝或研發一項或數項關鍵技術；以及 (3) 維護或蒐
集美國公民之敏感個人資訊，且該資訊之使用方式可能威脅國家安全者 (FIRRMA,
Art. 1703)。
3 值得注意者，根據此一規定，縱使外國投資人並未因投資而取得公司之控制權，CFIUS
亦得審查該等類型之投資。其考慮之關鍵因素為外國投資人是否涉及關鍵基礎設施、
關鍵技術或美國公民之敏感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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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刻意 規 避 CFIUS 審查 之 任何 其他 交易 、轉讓 、 協議 或安 排
(FIRRMA, sect. 1703)。
FIRRMA 若干條款在總統簽署法案後立即生效 (FIRRMA, sect.
1727 (a) )，但最重要之實質性條款，例如擴大「涵蓋交易」類別，
則將逐步生效 (FIRRMA, sect. 1727 (b) )。然而，在必要之施行細則
公布前，行政機關有權制定先導方案 (pilot program) 以實施部分或
全部之條文規定 (FIRRMA, sect. 1727 (c) )。2018 年 10 月 10 日，
美國財政部發布暫行規則訂定先導方案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018)，以落實 FIRRMA 兩項條文規定。其一為先導方案
實質擴大 CFIUS 之管轄範圍，使 CFIUS 得審查若干事涉外國投資
人並未實質控制美國公司之投資案，然因該公司擁有關鍵技術之
故，故 CFIUS 得予以審查。其二為先導方案落實特定交易類型應強
制外國投資人提出聲明之規定，終結過去在技術上自願申報之作
法。先導方案美國企業 (Pilot Program U.S. Business) 係指其生產、
設計、測試、製造，組裝或開發關鍵技術，與 (1) 一個或多個先導
方案中之美國企業活動有關者使用；或 (2) 由美國企業專門設計供
一個或多個先導方案之產業使用

(Pilot Program, 31 CFR

§801.213)。同時，該方案亦適用於外國投資可能控制先導方案美國
企業之交易，以及外國投資人不具控制權與非被動性之投資。先導
方案所涵蓋之投資 (Pilot Program Covered Investment) 係指外國人
對於不隸屬於先導方案美國企業所進行之非控制性投資，然而該投
資為外國人提供：(1) 獲取美國企業「實質非公開技術資訊」；(2)
美國公司董事會或同等機構之成員資格或觀察員權利，或提名個人
擔任董事會或其等同職位之權利；或 (3) 參與 (藉由持有股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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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除外) 美國企業之實質決策，涉及「關鍵技術」之使用、開發、
收購或發布 (Pilot Program, 31 CFR §801.209)。
FIRRMA 維持 CFIUS 之核心要素，亦即用於評估外人擬投資美
國企業之「三類型威脅」(Three Threats) 審查架構 (Moran, 2009:
3-5)。此外，FIRRMA 明定並擴大 CFIUS 進行安全審查時可考慮之
若干因素，包括：
(1) 涵蓋交易是否涉及需特別關注之國家，其戰略目標是獲取足以
影響美國在國家安全相關領域領導地位之關鍵技術或關鍵基礎
設施；
(2) 外國政府或個人在近期交易所涉及之任何一種關鍵基礎設施、
能源資產、關鍵原物料或關鍵技術，其累積控制或模式具有潛
在影響；
(3) 交易中所涉及之外國人是否有遵守美國法律與規則之歷史；
(4) 對於美國產業或商業活動之控制，影響美國滿足國家安全要求
之能力與產能，包括對於人力資源、產品、技術、原物料以及其
他供給與服務之使用性；
(5) 交易可能暴露美國公民之個人身分資料、基因資訊或其他敏感
資訊，導致外國政府或個人取得並使用該等資訊，威脅國家安
全之程度；以及
(6) 交易是否會加劇網絡安全漏洞，或導致外國政府獲得新管道參
與針對美國之惡意網絡活動，包括企圖影響任何聯邦選舉結果
之行為 (FIRRMA, sect. 1702 (c) )。

(二) 程序性問題
為了防範外國投資對美國國家安全所構成之威脅，FIRRMA 要
求若干類型之交易必須強制申報，而非自願申報。先導方案落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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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類型之交易必須強制聲明，終結過去選擇性向 CFIUS 申報之作
法。同時 FIRRMA 亦延長 CFIUS 審查與調查期間，並授權 CFIUS
定義何謂特殊情況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以延長一次為期
15 天之調查期間。

1. 加速流程與強制性聲明
在 FIRRMA 生效前，CFIUS 採選擇性申報機制，當事人並無申
報之義務，除非 CFIUS 要求之。FIRRMA 則對若干涵蓋交易導入適
用簡化後之新流程，以縮短申報程序，稱為「聲明」(declaration)。
依照此一程序可加速 CFIUS 之審查過程，取得交易許可。除非 CFIUS
給予豁免， 4 否則涵蓋交易之當事人皆必須提交聲明。聲明中應提
供交易之基本資訊，而不必提出書面通知 (written notice)，並且通
常不超過五頁。在收到聲明後，CFIUS 有 30 天時間進行相關作業，
CFIUS 可能決定要進行全套審查許可程序並要求當事人提交正式書
面通知，也可能片面啟動交易審查或通過交易。雖然當事人於提交
聲明時，必須表明係由外國人或外國政府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獲取
敏感性美國企業之「實質利益」(substantial interest)，CFIUS 仍得以
法規來定義何種交易應提交強制性聲明。若當事人未遵守強制聲明
之要求，則 CFIUS 可能處以罰款 (FIRRMA, sect. 1706)。
先導方案則要求涵蓋交易之當事人必須向 CFIUS 提交更精簡
之聲明。雖然 FIRRMA 規定強制聲明之內容不應超過五頁，但是先
導方案仍要求在此種聲明中必須提供實質訊息。此一聲明似乎是
CFIUS 聯合自願申報之精簡版本。若干被要求在聲明中提供之資訊，

4 如該投資符合「其他投資」之豁免標準者，FIRRMA 則豁免其強制性申報之義務。此

外，若外國投資人證明其交易並非由外國政府所主導或指示，且該外國投資人過往曾
與 CFIUS 合作者，CFIUS 得豁免其強制性申報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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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企業之關鍵技術並無明確之關聯性。值得注意的是，完成此
一聲明程序且經 CFIUS 通過交易後，並不表示當事人可免於 CFIUS
後續對其增資之審查；投資人仍須提交完整之聯合自願申報後，經
CFIUS 審查通過方得增資。若當事人未遵守強制聲明之要求，可能
須受處罰，但不超過交易價值。

2. 審查程序期間之修正
FIRRMA 展延 CFIUS 審查之時間，審查程序由原本的 30 天延
長至 45 天。至於調查程序則仍維持 45 天，但有特殊狀情況時，得
延長 15 天。美國總統在調查完成之前，或者交易另行提交給總統
之情況下，有 15 天的時間做成決定。根據 FIRRMA 之規定，全套
審查程序最長可達 105 天 (FIRRMA, sects. 1709, 1714)。

(三) 增加 CFIUS 可運用之措施類型
FIRRMA 除了授權 CFIUS 得隨時將交易提呈總統做出決定外，
亦增加 CFIUS 可採取之補救措施類型，以因應國家安全問題，包括
(1) 在 審 查或 調 查 期 間 暫停 交 易 ； (2) 使 用 緩 解 協議 (mitigation
agreement) 5 或條件，以解決可能遭到放棄或擱置之交易問題；以及
(3) 對業已完成但仍在 CFIUS 審查過程中之交易實施臨時措施。此
外，根據 FIRRMA 之規定，CFIUS 可建立一套程序，以發掘應提交
而未提交予 CFIUS 之涵蓋交易。如果當事人未提交相關證明，或提
供虛偽不實與誤導訊息，或在申報中遺漏重要資訊，CFIUS 得不完

5 如達成緩解協議，則後續應訂定合規方案 (compliance plan)，當事人應遵守之，且不

斷更新執行進度。在達成協議後，美國政府如果認為當事人並未遵循，CFIUS 得採取
片面審查 (unilateral review) 或禁制令等各項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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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審查並將該案移送總統，可能做成對交易不利之決定 (FIRRMA,
sect. 1718)。

(四) 救濟管道
FIRRMA 將 CFIUS 所為之決定納入司法審查之範圍，並規定對
CFIUS 調查結果之民事訴訟，僅能提交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
上訴法院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審理之 (FIRRMA, sect. 1715)。
嗣後美國財政部於 2019 年 9 月 17 日公布 FIRRMA 之施行細
則草案，以釐清 CFIUS 處理國家安全事宜之權限。根據 FIRRMA 之
規定，相關施行規則之最終版本至遲應於 2020 年 2 月 13 日前生效
(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2019a)。施行細則草案長達 184 頁
(2019b)，通過後絕大部分之 FIRRMA 規定將付諸實施，惟其不包
括：(1) 擴大 CFIUS 對於某些不動產交易之審查，此部分另案處理
(2019c)；(2) CFIUS 收取規費之新權限；(3) CFIUS 有權要求當事方
就某些關鍵技術交易提交簡短聲明 (不超過五頁)。施行細則草案之
重點包括：(1) 詳細界定「敏感性個人資料」(Sensitive Personal Data)；
(2) 不動產交易另行規定；(3) 導入他國與投資人豁免適用外資安全
審查機制之可能性；6 (4) 暫緩實施關鍵技術先導方案聲明；(5) 新
增若干新詞彙，如涵蓋投資、技術、基礎與資料產業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Data Businesses，簡稱 TID 產業)，以及涵蓋控制
交易 (Covered Control Transactions)；(6) 關鍵基礎與關鍵技術之界
定；(7) 針對不動產交易所進行之審查期限予以展延；(8) CFIUS 收
取規費暫緩實施 (尚子雅，2019; Burnett, 2019)。
6 加拿大、日本等國之企業團體均呼籲美國應免除盟國與盟國投資人接受 CFIUS 依據

FIRRMA 所進行之嚴格安全審查，請參見李宜靜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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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因應外資涉及安全威脅之法規措施
2017 年歐盟執委會提出立法草案，尋求在歐盟內部建立一套審
查架構，以因應外人投資可能對歐盟及其會員國之安全或公共秩序
產生負面影響。2018 年通過之歐盟 2019/452 號規則，旨在維持歐
盟對外國直接投資之開放，同時確保歐盟基本利益不受開放之不利
影響。歐盟提出立法草案時，適逢若干會員國正落實外資審查制度
或強化其既有制度。此一變革主要為了因應迅速發展與日益複雜之
投資趨勢，尤其是出現中國大陸投資人大量對外投資之現象。新規
則除了為會員國進行外資安全審查訂定架構之外，同時亦規定執委
會得就外資可能影響歐盟利益之計畫或方案者進行審查，例如伽利
略計畫 (Galileo Project)、歐洲地球同步衛星導航增強服務系統 (European Geostationary Navigation Overlay Service; EGNOS) 衛星計
畫、運輸、能源，以及電信網絡。新規則並規定歐盟執委會與各會
員國政府間之合作機制，俾益處理某一會員國之特定外國投資案可
能影響另一會員國之安全或公共秩序。新規則象徵歐盟追隨其他國
家之步伐，建立一套機制以確保歐盟各國產業在全球投資環境中享
有公平競爭之條件，同時在歐盟內部對於外人直接投資領域建立協
調與溝通之機制。雖然歐盟 2019/452 號規則訂於 2020 年 10 月 11
日正式開始適用，不過已促使歐盟各會員國進一步思考如何在併購
交易中處理潛在安全之問題。

(一) 外資安全審查架構
歐盟 2019/452 號規則之前，在歐盟層級並無外資安全審查機
制。雖然目前約半數歐盟會員國已於其國內建立類似機制，不過其
他會員國則無。然而，外國投資人在歐盟境內收購某些部門所帶來
之跨境影響，不容忽視。歐盟內部分散式且未集中化之外資監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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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可能無法有效因應新挑戰。因此歐盟新規則通過一套授權架構，
並強化歐盟與會員國間之協調與合作。

1. 雙軌審查機制
基於維護歐盟內部之安全與公共秩序，歐盟 2019/452 號規則
為歐盟會員國訂立一套外資安全審查架構，同時亦為會員國相互
間，以及會員國與執委會之間建立外資安全審查之合作機制 (Regulation 2019/452, Art. 1 (1) )。根據新規則，歐盟會員國基於安全與
公共秩序之考量，得於各國國內維持、修正，或採用外資審查機制
(Regulation 2019/452, Art. 3 (1) )。關於外資審查規則與程序，包括
相關審查時程，應透明化且不得在第三國之間造成歧視。尤其是會
員國應明定啟動外資審查之情況，審查理由以及適用之詳細程序規
則 (Regulation 2019/452, Art. 3 (2) )。
事實上，各會員國對於應否採用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立場不
同，而業已採取此一機制之會員國所適用之審查方式亦不同。在制
定歐盟 2019/452 號規則之過程中，若干會員國主張應於歐盟層級
建立一套機制，俾益集中審查外資。反之，若干會員國則堅持市場
開放原則，並主張保留會員國層級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執委會為
了兼顧各會員國之立場，故而尋求折衷方案，為各會員國訂立一套
外資安全審查架構，以維護歐盟內部之安全與公共秩序 (石岩，
2018: 132-133)。因此新規則明文規定，已有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會
員國，得繼續維持或修正既有之制度。若尚無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
會員國，得依據本規則而新設此一機制。
不過，倘若投資案涉及安全及公共秩序，可能對於歐盟利益之
計畫或方案有所影響時，歐盟 2019/452 號規則賦予執委會審查投
資案之權限 (但執委會不能否准)，並得向外人投資 (計畫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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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已完成投資) 所在之會員國發布不具拘束力之意見 (Regulation
2019/452, Art. 8 (1) )。涉及歐盟利益之計畫或方案範圍包括研究、
太空、運輸、能源及電信領域，然而歐盟新規則亦確保會員國仍將
擁有外人能否投資之最終決定權；換言之，即使屬於涉及歐盟利益
之投資案，能否取得許可，仍由會員國決定 (Regulation 2019/452,
Preamble 19)。
基此，歐盟新規則並未在歐盟層級建立統一外資安全審查機
制，亦未要求無此機制之會員國應建立國內審查機制。新規則之目
的既非協調各國建立審查機制，亦非以單一歐盟審查機制取而代
之。其目的在於為各會員國進行安全審查時釐清審查範圍之問題，
並為各國制度訂定共同標準與基本要求。在外資安全審查方面，歐
盟邁出第一步，嘗試發展一套不偏不倚之審查方法，以因應外資帶
來之潛在風險，或造成歐盟會員國安全秩序之負面影響。為了在歐
盟內部敦促各國採取共同方法，同時保留各國之決定權，歐盟新規
則實施一套執委會與會員國之間合作與資訊交流之系統，以提升法
律確定性與透明度。基此，歐盟新規則主要著眼於基於安全與公共
秩序之外資審查制度，並處理涉及國家安全此一政治概念之問題。

2. 強化合作機制
為了增進歐盟會員國審查決定間之協調性，歐盟 2019/452 號
規則在歐盟層級建立執委會與會員國間之合作機制。此一合作機制
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若某一會員國進行外資安全審查時，發現
該投資案可能有影響其他會員國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則可啟動合
作機制。此時該國必須通知其他會員國及執委會，執委會與其他會
員國得針對系爭投資案表達關切。為了解決相關問題，其他可能受
影響之會員國得提出評論，執委會得提供意見，惟兩者均無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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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投資所在之會員國仍應充分考量 (“duly considers”) 執
委會與其他會員國所提出之意見 (Regulation 2019/452, Art. 6 (1)(3) )。第二、若某一會員國發現於其他會員國進行之投資案，該投
資案可能有影響其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然投資所在之會員國並未
進行外資安全審查時，亦可啟動合作機制。該國可向投資所在之會
員國提出評論，並將評論送交執委會。執委會得提供意見，惟並無
拘束力。儘管如此，投資所在之會員國仍應充分考量執委會與其他
會員國所提出之意見 (Regulation 2019/452, Art. 7 (1)-(3) )。第三、
若投資案事關歐盟利益時，其他會員國得提出評論，執委會得提出
意見，雖兩者均無拘束力，然投資所在之會員國應盡最大程度 (take
“utmost account” of) 之考量。倘若會員國決定不依循執委會之意
見，其必須向執委會提出解釋 (Regulation 2019/452, Art. 8 (2) (c) )。
換言之，此一機制旨在提升風險評估之協調性，並賦予會員國與執
委會法律上之權利，藉以評估及介入擬於他國進行之投資案 (無論
地主國有無進行安全審查)，因此合作機制名為協調，其實有變相干
預之虞。儘管如此，最終決定權仍掌握在會員國手中，不受執委會
或會員國之評論意見所拘束。為了發揮合作機制之有效性，未來惟
有期待執委會不具拘束力之意見，能夠適時發展成為會員國進行評
估時事實上 (de facto) 之基準。

(二) 主要審查範圍
歐盟 2019/452 號規則包含相當廣泛且非排他性之因素，且於
外資安全審查時得予以考量。該等因素包括下列投資項目之潛在影
響：
(1) 關鍵基礎建設，無論實體或虛擬者，包括能源、運輸、水、衛
生、通信、媒體、數據處理或儲存、航太、國防、選舉或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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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敏感設施，以及對使用此類基礎設施至關重要之土
地與不動產；
(2) 關鍵技術與軍民兩用產品，包括人工智慧、機器人、半導體、航
太、國防、能源儲存、量子與核技術，以及奈米技術與生物科
技；
(3) 關鍵物資之供應，包括能源或原物料，以及食品安全；
(4) 獲取敏感資訊，包括個人資料，或控制該等資訊之能力；或
(5) 媒體自由與多元化 (Regulation 2019/452, Art. 4 (1) )。
基於維護國家安全之目的，一般最常被審查之部門乃是涉及軍
事與國防之外人投資。然而就併購而言，更重要的是「關鍵基礎設
施」。根據歐盟新規則，所謂「關鍵基礎設施」係歐體 2008/114 號
指令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8) 所定義者，亦即維持重
要社會功能、健康、安全，人民經濟或社會福祉之資產、系統或其
中一部分。雖然各國之定義未必完全相同，一般均包括能源、水、
電信、醫療保健、運輸基礎設施，以及某些資訊科技與金融基礎設
施部門。
此外，資訊科技部門所涉及之數據密集型新興與基礎技術近來
受到關注。各國越來越關注人工智慧、自動駕駛汽車、機器人與物
聯網等領域。基此，歐盟新規則特別以「獲取敏感資訊，包括個人
資料，或控制該等資訊之能力」，作為進行外資審查時納入考慮之
因素。隨著數據驅動型經濟之重要性與日俱增，此一領域可能成為
外資安全審查之重點。
根據前項規定，審查項目相當廣泛，基本上可以涵括任何外國
直接投資之類型，顯然並不侷限於外人控制之收購。值得注意的是，
此一清單僅為外國投資案潛在影響因素之例式性清單，意味著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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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執委會得將其他因素納入考量範圍。儘管如此，歐盟新規則並
未將審查基礎擴大到純粹經濟因素之考量，例如投資條件之互惠
性，或交易市場之相容性。根據歐盟法院第 2/15 號意見，關於外人
直接投資之定義，以及賦予歐盟制定相關政策之權限，歐盟排除間
接投資，不得納入安全審查之範圍。如果詳細檢視歐盟所訂之審查
因素，吾人不難發現歐盟與美國 CFIUS 所參考之因素相當類似。大
多數歐盟會員國之國內審查機制，也與歐盟新規則所制定之架構相
似，審查範圍亦大致相同。
此外，如果投資人係由外國政府直接或間接所控制者 (例如提
供大量資金)，亦應納入考量 (Regulation 2019/452, Art. 4 (2) (a) )。
基此，若投資係由非歐盟國家或國家基金所控制者，似乎被視為需
特別立即進行安全審查之案件。

(三) 基本程序要件
歐盟 2019/452 號規則勾勒出外資安全審查架構之基本要素，
並訂定審查程序之規則。對於擁有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歐盟會員國
而言，均須確保其符合基本程序要求。
首先，歐盟新規則為外國投資人提供透明化、可預測性與平等
待遇之基本原則 (Regulation 2019/452, Art. 3 (2) )。其次，歐盟新
規則要求會員國之外資審查機制應訂定明確之做成決定時間表，俾
便其考量其他會員國之評論與執委會之意見 (Regulation 2019/452,
Art. 3 (3) )。再者，關於機密資訊，包括具有商業敏感性之資訊，應
受到保護 (Regulation 2019/452, Art. 3 (4) )；且因進行投資審查所
獲得之資訊，應僅限於投資審查中使用 (Regulation 2019/452, Art.
10 (1) )。此外，歐盟新規則對於選擇審查標的進行評估一事建立共
同標準，包括如何界定關鍵基礎建設、技術與物資投入，以及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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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資訊。然而，如果外人直接投資可能影響到大量歐盟資金挹
注，以及關鍵領域基礎設施或技術之計畫，則由歐盟執委會發動評
估審查。最後，歐盟新規則訂有反規避條款，以解決刻意規避安全
審查程序之問題。歐盟新規則要求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以防止規
避 (Regulation 2019/452, Art. 3 (6) )。
由此觀之，歐盟 2019/452 號規則之目的並非建立歐盟層級之
外資安全審查機制，而是為會員國國內審查程序訂定若干基本要
求，以及提供進行審查時應考量之因素。就實際面而言，歐盟新規
則有助於調和各會員國之外資審查機制。在新規則之架構下，此一
機制未來可望逐步建立外國投資之集中資料庫，並於歐盟層級建立
投資預警機制，但不剝奪各會員國之決定權。

(四) 救濟管道
根據歐盟 2019/452 號規則規定，倘若外資不涉及歐盟利益者，
審查機制交由各會員國執行，且未強制要求會員國應建立此等機
制，同時各國仍保有是否准許外人投資之最終決定權。然而會員國
一旦決定接受執行外資安全審查制度，該國就投資案所為之決定若
不利於外國投資人，該國有義務提供外國投資人救濟之管道 (Regulation 2019/452, Art. 3 (5) )。因此，歐盟新規則要求會員國應確保
投資人可針對投資審查之決定尋求救濟。此為歐盟新規則之基本要
求。

三、美歐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比較
承上所述，根據美國 FIRRMA 與歐盟 2019/452 號規則之規定，
可將美歐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比較歸納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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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美歐外資安全審查機制對照表

美國
歐盟
■1950 年國防生產法
■2019 年歐盟 2019/452 號規
■1988 年埃克森-佛羅里奧修正 則
案 (Exon-Florio Amendment)
法源依據
■2007 年外人投資與國家安全法
■2018 年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
化法
■因應外人直接投資涉及國家安 ■因應外人直接投資涉及安
全之疑慮
全與公共秩序之疑慮
■非旨於歐盟層級建立統一
審查機制，亦未要求各會員
立法目的
國應建立國內審查機制
■目的在於為各會員國釐清
審查範圍，並訂定共同標準
與基本要求
■聯邦層級
■ 歐 盟 層 級 (外 資 可 能 影 響
歐盟利益之計畫或方案)
層級
■ 會 員 國 層 級 (其 他 非 關 歐
盟利益之投資案)
■美國外人投資委員會
■歐盟執委會
審查機關
■歐盟各會員國
審查機關 ■CFIUS 得於審查或調查期間暫 ■藉由資訊蒐集、資訊交流與
可採取之 停交易
同儕壓力之並用，建立歐盟
措施態樣 ■CFIUS 得使用緩解協議或條件
執委會與會員國間之合作
機制
■CFIUS 得實施臨時措施
■歐盟執委會得向會員國提
出意見，但無拘束力
最終決定 ■CFIUS 提呈美國總統做成決定 ■歐盟各會員國
者
■外國人購買、租賃或讓與具敏 ■關鍵基礎建設、金融基礎設
感性之政府設施附近之不動產
施、敏感設施，以及相關土
■ 若 干 美 國 企 業 內 之 「 其 他 投 地與不動產
審查範圍
資」，使外國人可接觸取得具 ■關鍵技術與軍民兩用產品
敏感性質之美國企業所擁有之 ■關鍵物資之供應
實質性非公開技術性資訊、董 ■敏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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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成員資格，或具敏感性質
之美國企業非依持有股分比例
投票所做出之其他實質性決定
■外國人因控制美國企業或「其
他投資」而取得之權利變更，
涉及基礎建設、關鍵技術或敏
感性資訊
■刻意規避 CFIUS 審查之任何其
他交易、轉讓、協議或安排
■加速審查程序，採強制性聲明
■進行全套審查程序並要求當事
人提交正式書面通知
■審查期間有明文規定 (審查程
審查程序 序 45 天/調查程序 45 天，得延
長 15 天/美國總統 15 天做成決
定。全套審查程序最長可達
105 天)

■媒體自由與多元化

■訂定審查程序應遵循之基
本原則：透明化、可預測性
與平等待遇
■會員國之審查機制應訂定
明確之做成決定時間表
■機密資訊應予保護
■要求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
施以防止外資規避安全審
查
■CFIUS 決定納入司法審查之範 ■針對歐盟會員國做成之最
終決定，各國應提供外國投
圍
救濟管道 ■針對 CFIUS 調查結果之民事訴 資人救濟管道
訟，僅能提交美國哥倫比亞特
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審理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由此觀之，歐美外資安全審查機制呈現若干特點，值得注意。
首先美國機制行之有年，歐盟則明顯在採行時間上落後許多。由於
近年來外人直接投資 (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 大幅成長，且若干具
有爭議性之併購案引起歐盟會員國之疑慮，若非如此可能仍難以催
生歐盟新規則之問世。其次，美歐體制之根本差異，亦即聯邦國家
與高度區域整合體兩者截然不同，造成立法目的、審查層級、審查
機關，以及法規授權審查機關可採取之措施態樣與效力明顯之迥
異。就立法目的而言，美國法明揭外資審查機制係基於保護國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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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之目的。至於歐盟，則以安全與公共秩序之名建立新機制。然而
在實際上，關於外人投資事宜之權限劃分，歐盟與各會員國之間仍
有歧見，且各會員國對於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定位並無共識，各國
作法亦欠缺一致性，導致歐盟現階段無法建立統一審查制度，僅能
初步設置較為鬆散之共同架構，基本上仍由各會員國進行審查並做
成最終決定，惟各會員國進行外資安全審查時，應遵循歐盟法規所
訂定之共同標準與基本要求。惟有事涉歐盟利益之投資案時，歐盟
執委會之角色方較為凸顯，但其所能發揮之效能卻頗受限制。若與
美國 CFIUS 相比，歐盟執委會所擁有之權限相形見絀，而其實際功
效如何亦不無疑問。基此，歐盟建立之雙軌審查機制與合作機制，
乃是與美國機制最大之差異所在。再者，在審查程序方面，美國強
化對於外資之管控，改採強制申報之方式，並對審查期間有明確規
定。至於歐盟僅揭示基本程序原則，餘者則由各會員國辦理，僅要
求各會員國應訂定明確之審理時間表。最後，美歐外資安全審查機
制在審查範圍、反規避條款，與提供外國投資人救濟管道三方面之
基本要求，相形之下最為近似。無論美國或歐盟均擴大使用安全審
查工具，針對敏感及關鍵部門之外國投資進行過濾，由此可見歐美
之作法有逐漸趨同之態勢。

參、歐美未來面臨之挑戰
各國基於國家安全之理由實施外資審查機制，已非新工具，且
許多國家皆已採用之，包括美國、歐盟，以及歐美之主要經貿夥伴。
由於歐盟會員國對於建立新機制之意見不同、會員國層級存在分散
式之外資審查制度，以及歐盟是否擁有專屬權限以規範外資安全審
查 事 宜 之 問 題 仍 有 諸 多疑 義 ， 因 此 歐 盟 新 規 則無 法 如 同 美 國 之

歐盟與美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比較研究 617

FIRRMA 一般，亦無法仿效美國之審查機制而建立歐洲版之歐盟外
資審查委員會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CFIEU) (Di Benedetto, 2017: 573; Esplugues, 2018a: 36; Forchielli, 2015: 2)，更無法如同 CFIUS 一般對於投資案擁有調查權或
提出否准之建議。反之，歐盟新規則旨在導入外資安全審查之共同
方式，藉由會員國彼此間之協調與合作，對於安全或公共秩序有所
影響之投資案進行審查。不過，歐盟新規則並未強制要求會員國應
於其國內採行之。雖然歐盟新規則所建立之審查架構較為鬆散，不
過可望促使會員國之審查方法逐漸趨於一致。簡言之，歐盟新規則
授權會員國與執委會審查外國投資案，並於外資造成安全威脅時進
行干預。儘管如此，歐盟之新機制同時亦引起若干疑問浮現檯面。
故下文擬就歐美分別或共同面臨之挑戰予以分析。

一、歐盟建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法律依據
2009 年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盟運作條約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第 207 條第 1 項規定擴大歐盟共同
商業政策之範圍，並納入外人直接投資。歐盟運作條約第 3 條第 1
項第 e 款賦予歐盟在共同商業政策領域之專屬權限，故歐盟因而取
得外人直接投資方面之專屬權限。歐盟專屬權限象徵各會員國逐步
喪失投資政策之主導權，應將之移轉至歐盟層級。另根據歐盟運作
條約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歐盟行使專屬權限意指唯有歐盟方能制定
有關外人直接投資之相關立法，亦唯有歐盟方可對外談判與簽署國
際 投 資 協 定 (李 貴 英 ， 2012: 341-342; Brown & Alcover-Llubià,
2012: 148; Chaisse, 2012: 62, 80-83; Kleinheisterkamp, 2012: 106107; Leal-Arcas, 2010: 479, 485; Tavassi, 2012: 646; Zampetti &
Brown, 2013: 437)。不過，應然面卻與實然面有所落差。至今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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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直接投資領域之專屬權限，仍有模稜兩可之處，且若干爭議
依舊難解 (Dimopoulos, 2011: 22; Dolzer & Schreuer, 2012: 66)。尤
其是在共同政策商業架構之下，外人直接投資政策之法律規範與其
他歐盟法涵括領域之互動關係 (例如設立權以及資金與支付自由流
通)，引起外界對於歐盟行使專屬權限之範圍如何界定，以及如何逐
步落實，提出若干質疑。
嗣後 2017 年 5 月 16 日，歐洲聯盟法院做成第 2/15 意見，確
認間接投資以及投資人與地主國間之爭端解決不屬於歐盟之專屬
權限，並應與會員國共享之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7: paras. 226-243, 285-304; Lavranos, 2017: 8-9)。此一意見出爐
後，導致目前歐盟在實務上行使外人直接投資之權限一分為二，在
促進外人直接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保護方面，歐盟擁有專屬權限並
得以歐盟之名單獨對外洽簽協定；倘若同時涵蓋外人直接投資與間
接投資之投資保護，以及投資人與地主國間之爭端解決，屬於歐盟
與會員國共享權限者，則另以歐盟與會員國之名共同簽署混合協
定，亦即所謂之「投資保護協定」(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IPA)。 7
關於歐盟建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亦有若干疑義存在。雖然里
斯本條約賦予歐盟在外人直接投資方面之專屬權限，不過由於至今
仍處於建構階段，尚未完全落實。首先浮現之問題，在於外人直接
投資與資金自由流通兩者間之關係。在歐盟法之架構下，長期以來
將投資劃歸為廣義之資金自由流通。雖然歐盟擁有外人直接投資方
面之專屬權限，不過資金自由流通構成外國投資人於歐盟會員國境

7 例 如 歐 盟 與 新 加 坡 所 締 結 之 投 資 保 護 協 定 (EU-Singapore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即為一例。關於該協定之介紹，請參閱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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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從事投資活動之先決條件，且有必要性。為了達成歐盟運作條約
第 63 條之規範目的，歐盟與各會員國咸認，在規範會員國間相互
投資以及會員國與第三國間之投資方面，歐盟擁有共享權限 (歐盟
運作條約第 4 條第 2 項第 a 款)。歐盟執委會認為歐盟運作條約有關
資金與支付自由流通之規定，可補充歐盟基於共同商業政策所擁有
之專屬權限，並因而構成隱含性之專屬權限，俾便歐盟對外締結一
般性之國際投資保護協定 (de Luca, 2012: 169;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8)。
事實上，執委會之看法引起若干質疑，亦即歐盟在外人直接投
資方面所擁有之專屬權限，其範圍是否也包括歐盟內部會員國彼此
之間進行投資活動所涉及之資金自由流通，以及歐盟會員國與第三
國間之外人直接投資。在歐盟法之下，此一問題涉及兩套不同之規
範：第一、歐盟在共同商業政策之架構下所發展之共同投資政策相
關規範，且根據歐盟運作條約第 3 條第 1 項第 e 款與第 207 條之規
定，歐盟擁有專屬權限者；第二、歐盟運作條約關於資金與支付自
由流通之規定，在某些情況下與外人直接投資有關，該等規定見於
歐盟運作條約第 63 條至第 66 條，而根據歐盟運作條約第 4 條第 2
項第 a 款之規定，歐盟與會員國應共享權限。根據歐盟運作條約第
63 條規定，會員國不得採取可能干擾歐盟會員國之間以及會員國與
第三國之間資金自由流通之措施。惟符合歐盟運作條約第 65 條規
定者除外，亦即歐盟會員國得基於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或公共
安全 (public security) 之理由，例外採取限制資金自由流通之措施。
關於權限範圍之問題，歐盟或可援引涉及歐洲地區國際陸路運
輸車輛從業人員協定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Work of Crews
of Vehicles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Road Transport; AETR) 一案

620 歐美研究

所確立之原則作為依據， 8 以確立歐盟之專屬權限。然而由於前述
兩套不同之規範，在與投資活動有關之本質、範圍、目的，以及管
理方面並不完全相同，但在外人直接投資方面卻有所交集，因此恐
難避免不確定性之存在。尤其是歐盟建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如何
與會員國既有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並行不悖之問題，事實上相當具
有敏感性，且各界看法不一 (Weiss & Steiner, 2013: 361-367)。歐
盟 2019/452 號規則所選擇之法律依據，並非歐盟內部市場資金自
由流通之相關條文，亦即根據歐盟運作條約第 64 條第 2 項規定，
部長理事會與歐洲議會得就會員國與第三國間之資金流通採取相
關措施。根據該規則前言所述，其法律依據乃是歐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第 2 項規定，亦即歐盟在共同商業政策下所採取之措施。由此觀
之，歐盟通過 2019/452 號規則之真正目的，可能並非僅止於規範外
人於歐盟境內之投資活動，以及僅止於為了保護歐盟與會員國之利
益而予以必要限制。倘若歐盟之目的僅限於此，或許以資金自由流
通之相關條文作為法律基礎即可。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將外人直
接投資劃歸共同商業政策之範疇，並賦予歐盟全新之專屬權限，故
而歐盟逐步展開全球投資架構布局，而該項規則構成歐盟布局之一
環。基此，歐盟 2019/452 號規則選擇以歐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第 2
項作為法律依據，可能意味歐盟在共同投資政策方面有較為長遠之
規劃。
關於 2019/452 號規則以歐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第 2 項作為法
律依據，事實上引起不少爭議。有學者認為，在建立外資安全審查

8 Case 22/70, Commission v. Council on the European Road Transport Agreement,

[1971] ECR 263. 在該案中，歐洲共同體法院首次就歐體隱含性締約權限 (implied
treaty-making power) 及其專屬性質做成判決。關於該案之評論，請參閱 Herzog (2003:
205), Holdgaard (2008: 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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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時，歐盟執委會背離先前處理主權財富基金問題時所採取之立
場，而在該項規則中改以第 207 條 (共同商業政策) 為依據，主張
歐盟具有專屬權限，並採取共同決策之一般立法程序。學者並援引
歐洲聯盟法院第 2/15 意見分析該項規則法律依據之適當性，指出外
資安全審查機制同時亦涉及歐盟資金自由流通之相關規定，並認為
該項規則之法律依據應為歐盟運作條約第 64 條，而非第 207 條。
學者認為對於歐盟立法及其對外締結之國際協定而言，選擇適當之
法律基礎極為重要，不適當之法律基礎將導致法規無效 (葉斌，
2018: 25)。反之，另有學者採取不同之見解，認為歐盟 2019/452 號
規則應被視為歐盟意欲與其他主要經濟大國 (如美國、中國大陸)
之間建立公平競爭環境之一項工具，俾便歐盟在互惠之基礎上，為
歐盟投資人爭取外國市場之開放，以換取外國投資人進入歐盟市場
之條件。若無該項規則，其他國家較無誘因在互惠之基礎上給予歐
盟投資人進入本國市場之機會，原因在於他國投資人根據歐盟運作
條約第 63 條之規定 (資金自由流通)，已可進入歐盟市場。由此觀
之，歐盟 2019/452 號規則之目的不僅是為了保護歐盟市場，免受某
些外人投資之負面影響，甚至有助於歐盟藉由與第三國之條約談
判，實現進一步投資自由化之目標 (Schill, 2019: 125-126)。
本文拙見以為，有關外人直接投資 (歐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
與資金自由流通 (歐盟運作條約第 63 條) 兩者間之關係，有一點值
得注意的是，雖然歐盟一向對於資金自由流通之概念採取廣義解
釋，並涵蓋許多經濟活動，因而與外人直接投資有所交錯與重疊，
不過由於近年來國際投資協定之迅速發展，各項協定擴大外人投資
之定義已蔚然成風，因此在歐盟法下所謂之資金自由流通，已未必
足以涵括外人直接投資之定義與範圍。以歐盟法院為例，法院主要
參考 1988 年 6 月 24 日理事會 88/361/EEC 號指令 (Council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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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ommunities, 1988) 附件一所提供之定義，藉以認定歐盟
運作條約第 63 條之適用範圍，包括第一大類之直接投資與第二大
類之不動產投資 (不屬於第一大類者)。在第一大類之直接投資項
下，可區分為：(1) 純屬資本提供者之分支機構或新企業之設立與
擴大，以及完全收購既有企業；(2) 參與全新或既有之企業，以建立
或維繫持久之經濟聯繫；(3) 長期貸款，以建立或維繫持久之經濟
聯繫；(4) 獲利之再投資，以維繫持久之經濟聯繫。屬於第一大類直
接投資項下所為之投資，可包括非居民在一國領域內之直接投資，
以及居民對外直接投資。屬於第二大類直接投資項下所為之投資，
可包括非居民在一國領域內之不動產投資，以及居民對外之不動產
投資。此一定義著重於資金之提供與運作、商業據點之設立與擴大、
收購企業、參與企業經營、長期貸款，以及不動產投資。
歐盟法院指出，直接投資之一大特點，表現在有效參與公司之
管理或控制。9 法院在第 2/15 意見中再度強調此一立場，並對外人
直接投資採取廣泛之定義。法院指出根據判例，直接投資包括由自
然人或法人所為之任何形態之投資，俾利與提供資本之企業建立持
久與直接聯繫，以進行經濟活動。收購企業之股權乃是直接投資，
股東持有之股分使其能有效參與該公司之管理或其控制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7: para. 80)。基此，無論是理事會
88/361/EEC 號指令，或是歐盟法院，皆強調外人直接投資兩項特徵
要素，亦即投資之持續性，以及因投資而生之管理控制。此外，歐
盟執委會亦曾表示，外人直接投資「一般被認為包括任何外國投資，
俾利與提供資本之企業建立持久與直接聯繫，以進行經濟活動」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2)。
9 Case C-463/00,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v. Kingdom of Spain, [2003]

ECR I-4581, para.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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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共同商業政策下之外人直接投資，歐盟法院認為外人投資
反映了歐盟採取行動以提升、促進或管理來自第三國之自然人或法
人於歐盟境內參與從事經濟活動之公司之管理或控制；反之，歐盟
自然人或法人對外投資亦然。該等投資對於第三國與歐盟間之貿易
產生直接與立即影響，而在沒有此種參與之投資情況下，即無此種
與貿易之特定關連性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7:
para. 84)。
綜上所述，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前，直接投資被視為資金自由流
通的項目之一，而歐盟運作條約第 63 條至第 66 條適用於資金與支
付自由流通者，亦涉及直接投資 (Hinojosa-Martinez, 2016: 91)。然
而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共同商業政策之範圍擴大，涵括外人直接
投資，並使歐盟取得專屬權限。故而外人直接投資與資金自由流通
兩者間之關係，開始產生微妙之變化。外人直接投資似乎逐漸不再
被視為資金自由流通項下之一環。尤其是觀諸目前大多數之國際投
資協定，外人直接投資之定義並不僅限於資金之提供與運作、商業
據點之設立與擴大、企業併購、參與企業經營、長期貸款，以及不
動產投資 (歐盟運作條約第 63 條適用範圍) 該等傳統領域，同時也
超越歐盟法院對於外人直接投資之詮釋。事實上，在目前大多數之
國際投資協定中，投資之定義還包括其他類型，例如智慧財產權、
金錢請求權或基於契約權利所生之權利、依法所授予之權利 (如特
許)，以及企業名稱、商號與商譽等項目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2:
22-34)。基此，吾人或可瞭解歐盟執委會之立場，其認為歐盟運作
條約有關資金與支付自由流通之規定，可就歐盟在外人直接投資方
面所擁有之專屬權限予以補充；且歐盟對外締結一般性之國際投資
協定時，可構成隱含性之專屬權限。有鑑於此，本文拙見以為，就
外人直接投資涵蓋之項目與範圍而言，歐盟建構外人投資審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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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歐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作為法律依據，似乎比援引歐盟運作
條約有關資金自由流通之規定，更為適當。同時根據歐盟運作條約
第 207 條第 6 項規定，歐盟在共同商業政策方面行使第 207 條所賦
予之專屬權限，不影響聯盟與會員國間之權限劃分，在條約排除調
和各會員國立法與行政規範之情況下，亦不引起此一調和。基於該
項規定，歐盟制定外資安全審查之共同架構規範，方得與會員國既
有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並行不悖，不至於節外生枝。

二、雙軌審查機制與集中化審查機制之十字路口：
歐盟面臨之限制與挑戰
如前所述，歐盟 2019/452 號規則通過後，雖然象徵歐盟向前
邁出了一大步，不過其並未建立集中化外資安全審查機制，而採取
雙軌審查機制。若與美國模式相比，歐盟目前建立之架構較為鬆散，
易有漏洞。歐盟未能採取美國模式之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基於條約
規定權限劃分之問題，歐盟在外人直接投資方面享有專屬權限，但
是在間接投資方面，歐盟必須與會員國共享權限。根據歐盟法院第
2/15 號意見，顯然歐盟層級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僅適用於外人直接
投資，而不適用於間接投資。倘若歐盟現階段採取一步到位之作法，
建立如同美國模式之機制，可能引起法律依據之問題。另一方面，
目前歐盟共同投資政策仍處於建構階段，而許多歐盟會員國業已建
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因此歐盟行使相關權限時仍應審慎為之。
未來歐盟如欲仿效美國，建立統一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以強
化其有效性，可能將面臨若干棘手之難題。首先，最大的困難在於
現行歐盟基礎條約所訂定之法律限制。根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4 條第
2 項 規 定 ，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乃 是 各 會 員 國 獨 一 無 二 之 責 任 (sole
responsibility)。另根據歐盟運作條約第 346 條規定，各會員國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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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提供相關資訊以維護其基本安全利益。是以歐盟 2019/452 號規
則前言第七點述明，本規則所建立之共同架構，不妨礙各會員國根
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4 條第 2 項與歐盟運作條約第 346 條之規定以維
護其國家安全或基本安全利益。倘未明揭該等條文，恐難獲得會員
國對新規則之支持。基此，縱使外人直接投資屬於歐盟專屬權限，
然於涉及安全與公共秩序之外資審查機制運作中，歐盟機關 (如執
委會) 亦不得越俎代庖，化身為准駁外人投資案之最終決定者。由
此觀之，歐盟未來如欲建立集中化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不僅應說
服各會員國同意支持此一制度，同時各會員國亦須同意修改現行歐
盟基礎條約之相關規定以取消限制，抑或各會員國須有足夠之政治
意願，俾益突破現行歐盟基礎條約之法定限制。然而個別會員國基
於本國安全或利益之考量，不免有所保留，倘若無法取得各會員國
之共識，歐盟恐難統轄此一機制。此外，在集中化之外資安全審查
機制下，歐盟機關 (如執委會) 在考量歐盟整體安全與公共秩序時，
未必能同時兼顧維護個別會員國之國家安全或利益；若兩者不可得
兼，前者不無可能凌駕於後者之上，而為會員國所不樂見者。
其次，如何判斷外人直接投資可能影響安全或公共秩序，以及
安全或公共秩序之概念與範圍為何，仍有不確定之模糊空間存在，
需審慎為之。在會員國層次上，歐盟運作條約第 65 條第 1 項第 b 款
授權會員國基於公共政策或公共安全得採取限制資金與支付自由
流通之措施。歐盟運作條約第 65 條第 3 項亦規定，該等限制措施
不得構成對於資金與支付自由流通之恣意歧視或隱藏性之限制，且
根據歐盟法院之判例法，該等措施之適用不得具有歧視性、應符合
整體利益之要求、應符合比例原則，且不逾越必要性 (Dimopoulos,
2011: 77; Jones & Davies, 2014: 472)。原則上，法院認為會員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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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本國之需求而認定公共政策或公共安全之要求。10 然而該等要
求必須被嚴格解釋，且其範圍不應由會員國片面決定，而不受歐盟
機關之控制。11 由此觀之，法院一方面肯認會員國可根據本國之需
求與具體情況享有自由裁量之空間，但是另一方面歐盟機關應如何
行使該等控制權，法院並未提供明確之指導方針，如此一來容易造
成歐盟機關與會員國在如何因應外資可能影響公共政策或公共安
全問題之不確定性。在歐盟層次上，歐盟 2019/452 號規則首度賦予
歐盟執委會在外資安全審查上所扮演之角色。根據該規則第 4 條規
定，執委會之考慮因素主要區分為相關行業別或領域清單 (Regulation 2019/452, Art. 4 (1) )，以及其他考量因素，包括外國投資人是
否受第三國政府控制，外國投資人是否已涉及影響某個會員國安全
或公共秩序之活動，以及外國投資人是否有從事非法或犯罪活動之
重大風險 (Regulation 2019/452, Art. 4 (2) )。然而歐盟法 (無論是
基礎條約或派生法) 均未針對安全或公共秩序之概念予以明確定
義，歐盟法院亦一貫混用公共政策或公共安全之概念，並未特別予
以區分 (Hindelang, 2012: 225-226)。基此，歐盟執委會根據歐盟
2019/452 號規則第 4 條進行評估時，是否需遵循歐盟法院在資金自
由流通例外方面所建立之判例法與各項原則，不無疑問。觀諸第 4
條所揭櫫之考量因素，相關行業別或領域清單涵括範圍甚廣，其他
可納入考量之因素更進一步擴大評估範圍，對於安全或公共秩序之
概念似乎採取擴張解釋而非嚴格解釋，有別於過往歐盟法院所採取
之立場。由此觀之，倘若歐盟擬採集中化外資安全審查機制，歐盟
機關之決定權與裁量權將大幅提升，勢必引起會員國之疑慮，也挑
10 Case C-567/07, Woningstichting Sint Servatius, [2009] ECR 593, para. 17.
11 Case C-483/99, Commission v. France, [2002] ECR 327, para. 48; Case C-463/00,

Commission v. Spain, [2003] ECR 272, para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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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歐盟與會員國間權限平衡之敏感神經。如由歐盟統轄集中化之外
資安全審查機制，不無可能影響到會員國根據歐盟運作條約第 65 條
第 1 項第 b 款規定採取限制措施之權利。縱使歐盟有權保護歐盟戰
略經濟部門或企業，但仍有可能潛在影響到個別會員國之國家利
益。因此如何在兩者之間求取平衡，仍需審慎斟酌。
觀諸目前歐盟所建立之規範架構，本文拙見以為歐盟未來可能
面臨兩項挑戰，其一來自於歐盟會員國間之差異性。歐盟內部約半
數會員國業已建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而其他會員國則無此等機
制。其二來自於歐盟與其他非歐盟國家間之差異性。該等內部差異
性與外部差異性，可能對歐盟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運作造成負面影
響。
首先，關於歐盟會員國間之差異性，除了少數國家並無外資安
全審查機制之外，大多數國家或依法律程序進行審查，或雖無立法
卻仍可進行個案審查 (Rasmussen Global, 2017: Annex II)。近年來，
若干歐盟會員國紛紛修正外人投資審查程序。各國進行外資安全審
查之原因不一。某些國家基於限制或禁止外人於特定部門進行投
資，故而進行審查。例如愛爾蘭並無正式審查機制，不過其禁止外
國人與本國人於軍火部門進行投資。又如丹麥不但有正式審查程
序，同時亦排除外國人對該國天然氣與電力基礎設施進行投資。另
有國家 (如希臘與拉脫維亞) 則部分限制外國投資人持有不動產與
土地 (Grieger, 2017: 7)。
關於適用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部門，大多數歐盟會員國之外資
安全審查機制，除了針對國防領域以外，亦可針對其他領域。對國
家安全採狹義解釋 (僅限於軍火工業) 之會員國，例如丹麥、瑞典
及斯洛維尼亞，係基於特定法律基礎而採取限制措施。某些會員國
僅針對特定部門進行審查，而某些會員國則採跨部門審查。例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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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自2017年起外資安全審查機制趨於嚴格，並有兩大支柱：第一、
建立特定產業部門清單之審查，界定何謂關鍵性基礎建設以及與安
全有關之技術，適用於所有收購案涉及製造或開發軍事武器或軍
備，或製造加密設備之公司；第二、跨部門審查，針對收購某公司
超過25%之投票權，不過此一審查僅適用於來自非歐盟與非歐洲自
由貿易區國家之投資。該等投資被視為可能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
構成威脅，且必須向聯邦經濟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 BMWi) 申報 (Bickenbach & Liu, 2018: 17)。2018年德
國更進一步修法，對於依法應向聯邦經濟部申報之跨部門審查 (例
如關鍵基礎建設與媒體) 之特定案件，以及特定部門 (如若干軍用
物品) 之所有案件，將審查門檻從25%降至10%。若收購該等部門
之德國公司10%或以上之股分，聯邦經濟部得審查之，並得否准之。
涉及非屬特定部門與關鍵基礎建設之交易，則維持25%之門檻。關
於歐盟會員國一般普遍採用之方法是逐案審查，而自動審查則主要
與持有商業活動許可證之要求有關者 (例如軍火製造)。西班牙與瑞
典要求涉及國防部門之投資案必須進行安全審查，至於其他部門之
投資案則採逐案審查。截至目前為止，歐盟會員國一般不會濫用安
全審查機制 (Grieger, 2017: 7)。
綜上所述，歐盟各會員國有無外人審查機制、有無立法、審查
範圍，以及審查方式與程序不盡相同 (Hanemann et al., 2019: 1617; Kirkegaard, 2019: 10-11)。此外，由於許多歐洲公司在若干會員
國均有分支機構，或擁有運營跨國基礎設施 (例如在能源、運輸或
電信業)。倘若外資收購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其造成之影響通常不
會僅侷限於收購標的之母國。在欠缺集中化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情
況下，會員國可能因立場不同以及安全審查規則不同，導致決策效
率不彰，甚至於導致會員國間之衝突 (Bickenbach & Liu, 20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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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倘若未於歐盟層次就各會員國外資安全審查程序進行協
調，或在少數會員國完全沒有建立該等審查機制之情況下，即有可
能影響各國審查機制運作實施之實際成效。基此，在2019/452號規
則之架構下，歐盟藉由促進會員國間之合作與協調，導入各國應依
循之共同方式，以審查可能影響安全或公共秩序之外人投資案。換
言之，雖有歐盟規範，然仍由各會員國進行評估何者可能對國家安
全構成威脅，而各國之評估將依循合作形式。儘管如此，倘若會員
國基於自身利益考量，而未秉持忠誠與團結合作之精神，主動無保
留地支持此一新機制，則在歐盟尚未建立集中化外資安全審查機制
之情況下，目前之規範架構可能有漏洞與缺陷之存在。
其次，關於歐盟與其他國家間之差異性，美國、澳大利亞、加
拿大、中國大陸及日本

12

等國皆早已立法建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

(Esplugues, 2018b: 257-262)，尤其是美國 CFIUS 所建立之模式更為
日本與中國大陸所採參。
其他國家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範圍，採廣泛之安全概念，不僅
限於國防部門，亦包括各種敏感部門，例如關鍵基礎設施與技術。
不過各國均未就核心概念在法律上做成定義，因此各國決策機關擁
有相當大的裁量權，對外國投資人而言相對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在
審查方法上，澳大利亞採「國家利益測試」(national interest test)，
加拿大採「淨利益測試」(net benefit test)，美國 CFIUS 採「三類型
威脅」分析架構 (Wehrlé & Pohl 2016: 45, 48, 72)。美國之方法僅

12 2019 年日本修法擴大外資安全審查之適用範圍，將資訊科技產業、電信製造業、軟

體發展及基礎設施均納入。基此，產業範圍可擴大至半導體、快速記憶體、電腦終端
產品以及手機、資訊處理軟體，以及資訊科技支援服務。請參閱 Derring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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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辨別真正之安全威脅，而排除不公平競爭之情形。13 各國進行
外資安全審查中或審查後，得採取之措施與效力亦不相同 (Rasmussen Global, 2017: Annex I)。不過，各國進行審查後直接否准投資案
之情況並不多見，14 大部分乃是採取緩解協議與投資人達成降低風
險之安排 (Grieger, 2017: 10)。
根據歐盟2019/452號規則，歐盟建立一套外資安全審查共同架
構規範，適用於歐盟境內，其中包括基於不歧視、透明化、提供救
濟途徑，以及明確界定之概念，以提升法律確定性。不過，歐盟與
其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國家相較之下，過去歐盟對於外人直接
投資採取市場開放之程度較高，限制較少，相對而言頗具吸引力。
如今歐盟建立新機制之後，囿於安全審查機制之運作，可能導致歐
盟從而喪失比較優勢。此外，倘若歐盟在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下未
能有效促進會員國間不同機制運作之合作與協調，使得歐盟機制之
漏洞與缺陷造成有安全疑慮之外資收購歐盟企業，而該企業又輸出
敏感性產品 (如軍火原料) 給其他國家 (如美國)，縱使其他國家有
嚴密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仍有百密一疏之虞，形成安全漏洞。故
此本文拙見以為，在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運作上，歐盟所呈現之內
部差異性與外部差異性，不僅對歐盟有所影響，對於其他國家亦造
成潛在之風險。基此，本文拙見以為，為了化解歐盟因內部差異所

13 此一分析架構針對外資可能造成國家安全之威脅，分為三種不同類別，亦即 (1) 洩

露敏感機密技術或專業知識；(2) 拒絕或操縱關鍵輸入之取得；(3) 滲透、間諜以及
破壞活動。此一分析架構亦強調特定交易是否確實有潛在威脅，取決於實際上對國家
安全造成損害之程度，以及阻止該交易與否確實影響其損害國家安全之可能性。參閱
Moran (2017: 5-6)。
14 以美國為例，在 FIRRMA 生效前，美國總統否准外人投資案僅五件，請參閱 Jackson
& Cimino-Isaacs (20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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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問題，歐盟未來應逐步朝向建立部分集中化之外資安全審查
機制，設於歐盟層級，由歐盟機關負責，並依循法定程序。為了化
解歐盟因外部差異所產生之風險，歐盟必須與其他國家加強聯繫對
話，資訊分享，並進行國際合作。

三、歐美應朝向建立均衡與有效率之外資安全審查
機制
歐盟根據 2019/452 號規則所建立之架構，與美國根據 FIRRMA
所實施之機制顯有不同，尤其在歐美雙方所能運用之工具上差異甚
大，使得歐盟未來審查機制之有效性遭受質疑。美國由於 FIRRMA
擴大 CFIUS 之權限與審查範圍，CFIUS 得審查、調查、暫停或建議
總統否准投資案。反之，歐盟執委會顯然並無調查、暫停或否准投
資案之權限。此外，執委會進行安全審查時，不像 CFIUS 一樣可以
使用緩解協議或臨時措施。根據 2019/452 號規則，歐盟所能運用之
工具乃是資訊蒐集、資訊交流與同儕壓力之併用，建立會員國與執
委會間之合作機制，以協調會員國進行外資安全審查之方法。此點
反映出歐盟尚處於共同投資政策之建構階段，對行使專屬權限之態
度謹慎。一方面歐盟表現出不願侵犯國家主權之政治敏感度，另一
方面也展示其遵循歐盟法院第 2/15 號意見。然而歐盟執委會之職權
與工具囿於法規，無法有效施展，對於歐盟機制之有效性，可能產
生負面影響。基此，本文拙見以為，為了提升機制運作之有效性，
歐盟可以朝向三個方向努力：第一、在 2019/452 號規則之下加強會
員國間之密切協調與合作；第二、進一步加強歐盟機關 (尤其是執
委會) 之相關權限；第三、從長期發展來看，可考慮於歐盟層級逐
步建立部分集中化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以補強現行架構之弱點與
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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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外人直接投資之標的涉及歐盟利益時，執委會方擁有審查
權，而根據 2019/452 號規則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執委會得向會員
國提出意見。然而根據同條第 2 項第 c 款規定，執委會之意見並無
拘束力，不過會員國應盡最大程度之考量，若會員國未遵循該意見
時，應向執委會提出理由說明。另根據 2019/452 號規則解釋備忘
錄，即使會員國並無審查機制，或並未進行審查，仍應於制定政策
方 針 時 將 執 委 會 之 意 見 納 入 考 量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13)。然而所有投資案之審查，最終決定權仍操之於會員國，而非歐
盟。在此方面，該條規定出現漏洞，亦即倘若會員國未考量執委會
之意見時，應如何處理。15 基此，如果執委會認為會員國所提出之
解釋有欠妥適，或會員國無法完全遵循執委會之意見時，即無法明
確得知可能會引起何等後果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8:
para. 3.5)。
由此觀之，由於 2019/452 號規則所建立之機制較為鬆散，法
規亦有漏洞存在，因此僅依賴加強會員國間之密切協調與合作，可
能仍不足以充分發揮功效。本文拙見以為，為了提升各國安全審查
方法之協調一致性，未來歐盟可能必須考慮進一步強化執委會之權
限與擴大執委會介入範圍。執委會進行外資安全審查時，歐盟未來
可以考慮強化執委會意見之效力，至少要求會員國在執委會提出負
面意見時，應相對提出替代性方案。此外，歐盟未來可以考慮可否
授權歐洲議會或會員國請求執委會審查特定投資案。

15 2019/452 號規則第 6 條與第 7 條也有同樣之問題，法規僅要求正在進行外資安全審

查之會員國，以及可能受到有安全疑慮之外資所影響之會員國 (但未進行安全審查
者)，應審慎考量執委會之意見，以及其他會員國所提出之評論，但並未規定倘若該
會員國未考量執委會之意見或其他會員國之評論時，應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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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目前約半數之歐盟會員國尚無外資安全審查機制，
因此不免令人質疑2019/452號規則能否確實成為有效之工具。該項
規則僅確保外資安全審查機制應滿足特定基本要求，而並未強制會
員國建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該項規則通過後，外資安全審查成為
所有歐盟會員國之標準作法。然而在實務上，由於各會員國間之差
異性依舊存在，因此恐難在歐盟看到各國真正落實趨於一致性之作
法，此乃歐盟外資安全審查機制最大之弱點所在。然而會員國應於
國內建立有效之審查制度，方能有效處理外人投資可能影響安全或
公共秩序之問題。更重要的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歐盟與各會員
國應促使外資安全審查機制充分發揮有效性，以因應外資併購可能
對歐盟與各國所造成之安全威脅，例如中國大陸對歐實施投資與分
化之策略，以及中國大陸國營企業對歐投資之強勁表現，均曾引起
歐盟與各國之高度關切。基此，歐盟應發展共同架構，針對特定投
資之審查建立標準。儘管2019/452號規則旨在蒐集與交換訊息，並
加強會員國間之合作，並監督會員國如何適用審查機制，然而歐盟
應有一套系統以彌補目前所見之缺陷，消除會員國間之差異，以維
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與歐盟利益。雖然該項規則並未強制要求尚
無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會員國應建立一套新機制，不過歐盟宜鼓勵
該等會員國依循該項規則所訂定之基本原則建立之，否則該等會員
國與執委會之間恐難充分交換有關外資與安全審查之相關資訊，從
而降低歐盟新制之有效性 (Lavranos, 2018)。
歐盟外資安全審查機制有賴會員國之間充分密切協調，甚至未
來可進一步考慮於歐盟層級逐步建立部分集中化之外資安全審查
機制，方能發揮應有之功效。基此，建立歐盟與會員國間之共識，
以及遵守協調一致之義務，對未來歐盟機制之發展至關重要。尤其
是外人直接投資對歐盟整體或部分歐盟會員國發生跨境影響，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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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對外國投資之立場不同且審查規則互異之情況下，容易發生各行
其道之結果，導致各國決定不一致或相互衝突，反而成為一大弱點。
事實上，逐步建立部分集中化外資安全審查可能亦符合外國投資人
之利益。外國投資人僅需因應歐盟機關之要求並依循一套歐盟規則
即可，而無需因應各會員國不同之主管機關與各國不同之法規。此
外，若部分外資安全審查由歐盟機關主導，可望降低會員國處理個
案政治化之風險。倘若禁止外資併購之決定有違反歐盟法之虞，外
國投資人亦可向歐盟法院提起訴訟，通常較為容易且更省時，並可
獲得法律保障 (Bickenbach & Liu, 2018: 19-20)。不過如前所述，歐
盟如欲建立部分集中化之外資審查機制，仍須先行突破現行法規限
制，端視會員國之政治意願而定。同時也必須釐清安全與公共秩序
之概念與範疇，與歐盟機關行使審查權所應遵循之原則，避免觸動
歐盟與會員國間權限平衡之敏感神經。因此本文拙見以為，未來可
考慮以外人投資之跨境影響程度為準，區分為第一類主要涉及會員
國國家安全與公共秩序之投資案、第二類同時涉及會員國與歐盟整
體安全與公共秩序之投資案，以及第三類主要涉及歐盟整體安全與
公共秩序之投資案。尤其針對第三類投資案，未來可考慮以歐盟
2019/452 號規則第 8 條第 3 項及其附件所匡列之計畫與方案為依
歸，因該等計畫與方案涉及歐盟整體利益，基於歐盟基礎條約之設
計係以歐盟執委會作為維護歐盟整體利益之代表，故而針對此類案
件實施集中化外資安全審查，並賦予其最終決定權。惟此一機制不
適用於第一類與第二類投資案，第一類投資案仍維持由會員國行使
審查權與決定權。至於第二大類則較為複雜，需由歐盟與會員國進
一步討論，尋求因應之道，不宜貿然實施集中審查安全機制。對歐
盟而言，一方面應維持歐盟市場開放，另一方面亦應確保外資不對
歐盟與各會員國之安全利益造成損害，如何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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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一大挑戰。未來歐盟如何運用其權限進行審查與權限行使之程
度如何，以及歐盟與各會員國間之權限分配與互動關係，仍有待觀
察。歐盟與各會員國能否充分因應外人投資對安全或公共秩序可能
造成之影響，並建立公平之競爭環境，對歐盟長期競爭力與發展而
言，具有重大意義。
此外，本文拙見以為，另有若干因素值得歐盟進一步考量。首
先，為了針對外人投資可能對安全與公共秩序所造成之影響進行合
理評估，適當之透明度乃是先決條件之一。由於國際投資之運作方
式不但多樣化且日趨複雜，歐盟未來如何確認真正投資人之身分，
乃是一大挑戰。2019/452號規則訂有反規避條款，適用於外國投資
人擁有或控制之歐盟企業，卻故意隱藏真實面，並藉由人為安排進
行投資，其目的在於規避安全審查機制者。美國FIRRMA亦有類似
條款，旨在防堵審查漏洞。儘管如此，揭開真正投資人之面紗具有
高難度，因此歐美可能需要考慮共同合作，並與其他國家建立資訊
蒐集與交換之管道，一方面俾便掌握投資之來源與流向，另一方面
可避免國際間認定與作法不一所產生之潛在衝突，提升確定性。事
實上，一般外資安全審查機制通常對於計畫中擬進入地主國之投資
案具有把關之功效，但對業已進入地主國進行投資活動者而言，管
控效果較不理想。因此無論是歐盟或美國，未來皆可能需考慮建立
外資進入後之監控機制，預防及避免有危及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之
情況發生。
歐盟與美國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對於來自不同國家之投資，
應給予同等之不歧視待遇，以確保透明化，並提供當事人對於審查
決定尋求司法救濟可能性的平等待遇規則之管道。美國 FIRRMA 與
歐盟規則均訂定該等基本程序要件，不過審查程序與評估所需時間
可能對潛在投資人形成重大障礙，亦可能損害各國利益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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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lugues, 2019: 2)。尤其是歐盟甫建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而美國
則因擴大既有機制之適用範圍，造成須經審查之投資案量增加，因
此無論是歐盟或美國均需考慮審查期限之問題。為了降低負面影
響，並避免額外行政負擔，本文拙見以為，歐美應於法定期限內完
成審查程序，並考慮是否應設定啟動外資審查之金額或比例門檻。
審查期限若無適當管控或延宕，不無可能形成潛在之投資障礙，影
響歐美整體競爭力。根據美國過去四十餘載之經驗顯示，外國投資
人為了因應 CFIUS 審查所做之準備，不但曠日費時且十分昂貴，某
些外國投資人因而卻步，倘若有其他類似條件之國家存在，且審查
機制較為彈性，投資人寧可改變原計畫而轉赴他國投資 (Connell &
Huang, 2014: 133)。由於歐盟執委會未來在一定條件滿足之下亦將
參與外資審查，也可能因而增加審查程序之時間與成本。歐美外資
安全審查能否降低成本，並為各方提供更靈活或更具成本效益之方
法，不無疑問。此外，未來不排除可能會發生歐美限制或否准外國
投資案之情況增加。更重要的是，外資安全審查機制應在不造成外
國投資人寒蟬效應之情況下，有效處理真正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之
問題。
另外，本文拙見以為，就外資安全審查機制運作之透明度而言，
從美國過去實施之經驗來看，引起諸多批評，此點可供歐盟借鏡。
雖然 CFIUS 有義務向美國國會報告，但其運作欠缺透明度曾引起外
國投資人關切。倘若外國投資人對 CFIUS 所為之決定不服，美國法
賦予其訴諸司法救濟之管道，過去亦曾有實際案例發生。例如中國
大陸投資美國羅爾斯 (Ralls)，曾對 CFIUS 之決定不服而提起訴訟，
亦為 CFIUS 第一次成為被告之首宗案件。該案緣起於 2012 年美國
歐巴馬 (Barack Obama) 總統基於國家安全之理由，下令該公司不
得收購位於測試無人機之軍事管制設施旁之四個風電場。在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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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於 CFIUS 未給予投資人針對非機密資訊提出反駁之機會，違
反投資人所享有之程序權利，因此法院裁定 CFIUS 敗訴 (王震宇，
2016: 299-300; Chen, 2016: 197; Josselyn, 2014: 1347; Li, 2017: 8;
Wang, 2016: 30)。該案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敦促 CFIUS 提高程序透明
度，可作為歐盟與各會員國未來運作之參考。

四、歐美外資安全審查機制應鎖定對於國家安全或
公共秩序之真正威脅
基於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考量，對外人投資進行安全審
查，已被全球廣為接受。不過國家安全之概念具有彈性，且不易遽
下定義 (Esplugues, 2017: 65)。美國 FIRRMA 並未明確定義何謂國
家安全，歐盟 2019/452 號規則亦未明確定義安全、公共秩序此等核
心概念。目前 CFIUS 之審查範圍僅限於國家安全之考量，歐盟則針
對安全與公共秩序。由於 FIRRMA 修正與擴大 CFIUS 審查機制之
適用，因此 CFIUS 之審查範圍與歐盟版本非常相似。由此觀之，歐
美均擴大使用審查工具，針對敏感及關鍵部門之外國投資進行過
濾，顯示歐美之作法逐漸趨同。雖然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之概念不
易明確界定，不過仍需具有可行性與靈活之標準以因應相關問題。
歐美各國應避免採取過於寬鬆之解釋，但仍須在一些快速發展領域
之新技術保持前瞻性。此外，歐美各國一方面應維持開放市場之承
諾，另一方面亦須確保戰略部門之安全無虞，且應於兩者之間尋求
新平衡，從而避免被貼上反中投資或反外投資之標籤。
雖然一般咸認各國擁有採取行動保護國家安全之裁量權，但濫
用審查機制可能變相成為保護主義，以及淪為替國內政治目的所為
之服務。有鑑於國家安全事關複雜，各國差異性之存在，以及濫用
安全審查之可能性，歐美應發展一套適當標準以利審查程序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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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俾能有效處理外資影響國家安全之案件，同時不影響外人投資
正常運作與各國間之合作。基此，歐美應確保處理涉及國家安全或
公共秩序之投資案時，並非出於保護主義之目的，或其他純粹經濟
上之目的而濫用之，例如出於政治動機，為了維護國家在某些產業
上所居之優勢地位，或考慮國家在領導型企業所擁有之所有權與管
控權。在外資審查方面，歐美應將審查範圍明確侷限於對國家安全
或公共秩序構成威脅之投資種類，而非基於互惠、貿易扭曲、不公
平競爭或任何形式之產業政策或經濟安全之理由 (Bickenbach &
Liu, 2018: 17-18)。若單憑外資來自特定國家，或外資係受外國國家
所控制之國營企業，故而主張可能有安全風險之虞，並不足以辨別
潛在之安全風險或真正之安全威脅。觀諸美國 CFIUS 過去累積四十
餘載之經驗，意欲區分潛在安全風險或真正安全威脅實屬不易。
觀諸歐盟 2019/452 號規則附件 (第 8 條第 3 項所稱之涉及聯
盟利益之方案或計畫清單) 內容，其涵括範圍甚廣，尚難完全確定
何種類型之計畫可能受到影響。此外，該項規則第 8 條第 3 項所稱
之「歐盟資金之重要分額」(significant share of Union funding) 應如
何認定，仍不得而知。該項規則第 4 條列舉會員國與執委會納入考
量之因素甚多，亦無法明確界定安全與公共秩序之概念。倘若歐盟
及其會員國對於國家安全與公共秩序有更為準確與透明之認知，可
以提高法律確定性，並使歐盟成為具有吸引力之投資目的地。反之，
如果摻雜過多經濟考量之因素，可能降低外國投資人投資歐洲之意
願，長此以往歐盟將喪失競爭力。倘若歐盟希望產業維持競爭力與
技術優勢，重點並非防堵外資併購歐盟企業而造成技術移轉外流，
而是應確保歐盟維持研發創新之領導地位。故而確保歐盟企業可以
進入外國市場，吸引外國優秀人才投入研發創新之工作，可能遠比
外資安全審查機制所能發揮之功效，更為重要。

歐盟與美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比較研究 639

有鑒於此，歐盟未來在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之實際運作上，應考
慮發展出一套鎖定真正對安全與公共秩序造成威脅之認定標準。倘
若歐盟及其會員國擴大運用外資安全審查機制，藉以保護歐盟之經
濟安全，亦即將目標訂為保護戰略經濟部門或企業，則其適用範圍
將比國家安全所涵蓋者更廣。進行外資安全審查時，即可基於純經
濟或競爭力之因素予以考量，有可能導致保護主義之抬頭 (Hanemann & Rosen, 2012: 66-67)。基此，本文拙見以為，從 CFIUS 審
查作業分析歸納所得之「三類型威脅」分析架構，或許可以作為歐
盟未來採用基準模型之適當參考。此外，鎖定關鍵部門或產業 (例
如國防、運輸、資訊與通訊科技，以及能源等) 要求強制審查，實
際上亦不失為可行之道。

肆、結論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採用外資安全審查機制，以保護其國家
利益與安全。基此，近年來若干歐盟會員國亦試圖建立安全審查機
制，或修改其國內既有機制。雖然目前歐盟正朝著此一方向邁進，
不過歐盟之步伐似乎仍落後於其他國家 (例如美國)。儘管如此，歐
盟 2019/452 號規則的確可以加速並擴大歐盟內部之建制，惟新制
度難免造成外國投資人更多的法律不確定性。觀諸該項規則，歐盟
執委會至今仍然謹守外資安全審查之傳統界限，亦即限於與國家安
全或公共秩序相關者。而美國 FIRRMA 亦復如此。由於歐盟會員國
國內審查機制之格局變得越來越多樣化並日趨複雜，建立一套共同
之歐盟架構以規範各國審查與評估之過程與方式，可能有助於提升
決策之一致性與可預測性。歐盟與美國共同面臨之挑戰，乃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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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市場開放原則，同時採取有效措施因應外資所帶來之潛在安全
威脅，並預防及彌補機制本身之弱點。
有鑒於外資安全審查機制近年來之變動與發展，業已建立審查
制度之國家或可考慮與志同道合之國家結盟，透過加強國家間之相
互合作，可望有助於各國外資安全審查規則之調和，達成避免衝突
之目的，亦能提升投資之確定性。因此，各國應維持對他國投資人
開放之投資制度，同時投資制度本身亦應包括足以保護安全與公共
秩序之有效、透明與不歧視之規則。基此，各國應避免對外資實施
失焦與政治化之安全審查。是故各國可將若干領域列為優先考慮並
進行合作。至於各國能否對外人直接投資採取不偏不倚之方法處理
審查相關事宜，吾人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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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ries taking recourse to the
FDI screening mechanism to protect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ecurity.
The 2016 acquisition of German industrial robot maker Kuka AG by
China’s Midea Group Co. led to heated debate over security and the
transfer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In 2017,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blocked a Chinese-backed investor from buying Lattice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These deals are
believed to be behind regulatory changes in both the EU and the US.
This paper examines trends in the EU and the US to frame FDI as a
potential security threat. Taking Regulation (EU) 2019/452 for screening FDI and US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 as the regulatory background, this paper aims to juxtapose
American and European approaches to investment security to clarify
how the EU and US seek to tackle the security and/or public order implication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challenge for both is to stay true
to their principles of openness while adopting efficient measures addressing security concerns in order to prevent those principles from
turning into a strategic vuln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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