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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區域）競爭法相關之法律整合

■演講人：曾秀珍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歐盟整合包括異中求同到同中存異的概念。

一方面異中求同，歐盟28會員國各有不同的制

度、經濟與社會基礎，1950年代到目前歐盟，

在各國差異基礎上逐步邁向整合，主要的工具就

是法律整合。另一方面同中存異，歐盟條約之中

沒有明白授權歐盟的政策，仍保留給會員國家決

策與實施權力，政策整合呈現多面向及多速度發

展。以下以歐盟競爭法為例，討論異中求同的歐

盟競爭法制整合，以及會員國相關政策調和、如

何同中存異。

壹、異中求同—歐盟競爭法為主軸的歐洲

法制整合

一、歐洲整合

從經濟整合、法律整合及政策整合三個部分

來作檢視。

（一）經濟整合

歐洲經濟各階段整合特性不同：（1）自由

貿易區階段（1958年至1960年代早期），區內

自由貿易；（2）關稅同盟階段（理論上1958年

後，實際上自1960年末至1993年），實施區內

自由貿易與對外共同關稅，但商品自由流通障

礙仍多；（3）共同市場階段（或稱內部市場，

1993年至1999年後），區內生產要素自由流

通，市場實體貿易障礙廢除；（4）經濟聯盟階

段（早期階段自1993年後，部分經濟聯盟1999

年後），協調區內國家經濟政策；（5）經濟統

合，追求經濟政策的完全一致的最終階段，至今

尚未達成。

（二）法律整合

歐洲統合的原動力在經濟面，但法律統合尤

其扮演決定性角色，有統合鎖定效果，使歐盟

建構具有不可回溯性。歐盟法院確立歐盟法的

直接適用性（application immédiate）與優位性

（primauté）原則，奠定歐盟法發展的基礎。

1.歐盟法之立即適用性

（1）法律性質—歐盟法院宣告條約條款為

國家及其人民權利及義務的立即來

源，立即適用於國內法律秩序之中，

直接創設權利、義務；條約構成獨特

的法律秩序生效後與國內法律秩序相

互整合，拘束國內司法機關。

（2）法律效果—歐盟法規範必須「不受干

預」地適用於國內法律秩序；國內法

院法官必須適用歐盟法規範，不得迴

避於現有國內規範之中；歐盟法本身

具有自主法源的法律基礎，逕由國內

法官適用之。

（3）會員國的適用

a. 條約首要法（ t r e a t y  p r i m a r y 

law）—歐盟創始會員國多以適用

國際法的方式適用當時的歐體條

約，而後陸續加入的會員國則完全

接受此「立即適用」原則，作為加

入歐盟的「立即義務」；二元論國

家如英國、愛爾蘭及丹麥乃自動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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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適用國際法的接受或轉換等間接

措施，立即適用歐盟法。

b. 機構衍生法（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s e c o n d a r y  l a w ） — 規

章 （ r e g u l a t i o n s ） 、 指

令 （ d i r e c t i v e s ） 、 決 定

（decisions）與對外協定只要刊登

於歐盟公報上便立即適用，國內任

何施行措施的效果若產生阻卻其直

接效力者，均屬違反條約行為。

2.歐盟法之「優位性」

歐盟法之有效施行需在各會員國間建

立一致適用的法律體系。1964年Costa vs 

ENEL案，歐盟法院認為歐盟法構成各會

員國法律體系的部份，各國及其法院須加

以遵守。1963年Van Gend en Loos案，

確立歐盟法乃是一創新的法律體系，歐體

條約已建立一個嶄新的國際法秩序，國家

為其自身利益，在特定政策領域中自行限

制其主權行使。歐盟法院逐步確立歐盟法

優先適用於會員國法律，會員國不得適用

牴觸歐盟法的國內法律，若發生牴觸時，

須對後者加以修改或廢除。國家公權力機

關應依法治原則，履行歐盟法上的義務，

包括不得制定或執行任何違反歐盟法的國

家法規、依歐盟法解釋相關的國家法規、

有效履行歐盟法所賦予的義務、對國家法

規違反歐盟法所造成的損害予以賠償、有

效強制其人民遵守歐盟法。

（三）政策整合

若歐洲內部市場上企業不正競爭問題，任由

會員國家各自為政，將對整體市場秩序產生負面

影響。歐盟共同競爭政策原則上尊重會員國政

府行使公權力，但其大部分的公共政策必須不涉

及市場自由競爭，一旦國家政策影響到內部市場

競爭則屬於歐盟法範圍。歐洲內部市場經濟、自

由競爭市場經濟與社會市場經濟之目標與工具方

法，並非相等，會員國家間政策差異，說明歐盟

競爭法與會員國政策整合、調和的重要性。

二、國家差異擴大

（一）歐盟擴大與經濟差異

歐盟在2004年中東歐國家加入後，在經濟、

社會與政治制度更為不一致，會員國間差異擴

大，對歐洲整合形成挑戰。過去整合方式一直採

取漸進、步驟性，強調每一步累積的經濟統合。

1992年馬斯垂克條約之後適用輔助原則，在歐盟

專屬權限政策範圍外，當下位決策者（國家或地

方政府）在政策規模與效果有不足之處，得適用

輔助原則要求上位決策者（歐盟）加以支持與協

調，此時，上位者方才介入下位者的決策事項，

顯示歐盟整合越重視經濟效率，兼顧統合及政策

偏好之異質性，更加正視會員國差異性的問題。

（二）雙速或多速整合

現階段的政策整合屬於多種速度整合，此多

速整合是導致無法迅速有效進行危機處理，在歐

盟層級缺失，例如歐盟機關立法決策延宕、內部

市場整合至今尚未完成、原第三支柱（內政、司

法及警政事務）政策合作進程緩慢，以及原第二

支柱（外交及安全防衛）政策政府間合作仍然不

足等；在會員國層級則多表現於國家差異、政策

擇出（opt out）、財政預算赤字、歐債危機。有

學者提出可朝向雙速整合改進：歐元區國家可形

成一國家群組，朝向歐元區經濟政府與財政預算

聯邦制發展，以快速因應財經問題；未加入歐元

區的國家群組，制度運作上有所不同，與前者截

然區分。但雙速整合必須大幅修改條約，目前仍

有困難。

三、法律整合：歐盟競爭實體法

共同競爭政策是歐盟專屬權限，為達成歐洲

內部市場的工具方法，其規範包括管制企業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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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為、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國家補助、企業合

併等。

（一）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禁止企業間聯合

行為）

企業間協議、企業團體決議與一致性行為，

足以影響歐體會員國間交易，且以妨礙、限制或

扭曲內部市場競爭為效果或目的者，與內部市

場不相容，應予禁止。但若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

產或分配、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並確保消費者

能享受其利益，而不會對相關企業課以非必要之

限制或使相關企業就系爭商品之重要部分排除競

爭，則免除第101條禁止的適用。

競爭規則適用所謂的企業指「任何從事經濟

活動的實體，無論其法律地位以及資金來源」，

凡透過提供商品與服務方式對市場造成經濟影響

者，為競爭法所稱企業，但國家特權主體、地方

自治團體等，則並非經濟活動主體。歐盟競爭法

上的聯合行為，泛指所有垂直與水平聯合行為，

而聯合行為兩項例外豁免包括：（1）聯合行為

可促進產品之製造與配銷、技術及經濟進步、同

時予以消費者合理比例之福祉。（2）聯合行為

妨礙會員國間貿易，但嚴重性未達到「可察覺到

（sensible）」情況，亦可豁免。歐盟法院另確

認「微量原則」（de minimis），一水平聯合行

為企業總市占率未達10%；或一垂直聯合行為企

業總市占率未達到15%，雖違反第101條第1項，

仍可獲豁免，但無論是否符合條件，若對消費者

完全無法帶來任何益處，仍不得豁免。

寡占市場中的卡特爾（cartel / l'entente）

成員互相約定買賣價格或共享各自市場策略，多

以秘密協議進行以逃避管制，或以合法企業協會

名義聯合訂價以瓜分市場，其水平聯合行為目的

在於限制跨國市場競爭、損害市場，對市場負面

影響甚大。如今跨國卡特爾已為經濟全球化下常

態，受影響者不限於一國，尤需跨國（歐盟）層

級的管制。

（二）歐盟運作條約第102條（禁止企業濫用市

場優勢地位）

一個或多個在內部市場內占有優勢地位的企

業濫用優勢地位的任何行為，可能影響成員國之

間貿易，與內部市場不相容而被禁止；禁止之濫

用行為包括直接或間接地實行不公平的購買或銷

售價格，或其他不公平的交易條件；限制生產、

市場或技術發展，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在相同的

交易情形下，對交易對方當事人實行不同的交易

條件，因而置其於不利的競爭地位；要求對方當

事人接受與契約主體在本質上或商業慣例上無關

聯的附加義務，作為簽訂契約的前提條件。實務

上，競爭法或現實中一擁有龐大的市場占有率判

定市場優勢地位，此時，主導的優勢企業無須理

會其他競爭對手的反應。

1.濫用優勢地位行為之要件

主體是已獲市場優勢地位的企業；客

觀要件是該企業施行濫用優勢行為；客體

為自由競爭秩序與其他競爭者及消費者利

益。而主觀要件則是該企業利用市場優

勢，與相對人進行交易時，以限制、阻

止、遏制競爭目的，在相關市場形成排擠

競爭者的結果。

2.相關市場界定

競爭法的相關市場是現實問題，攸關

商品市場的獨特性，而有無代替品對於決

定市占率、以及界定競爭環境相當重要，

藉以判定企業行為在特定市場是否形成限

制或妨礙競爭。

3.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類型

（1）剝削行為：高價以謀求利潤的超額定

價，或以低價以爭取顧客群的掠奪性

定價。或優勢企業對於相對人，以價

格或非價格的銷售條件的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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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價格歧視行為。

（2）排他性行為：目的在於限制或減少競

爭機會，對消費者造成損害、阻礙、

或造成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困難，包括

限制市場活動、限制競爭者生產活動

或形成技術障礙等。

（3）歧視行為：例如優勢企業對不同客戶

以相同商品，索取不同價格；或商品

的生產成本不同，對不同客戶卻索取

相同價格而構成歧視。

（4）報復性行為：對於其他企業嚴厲警告

與懲罰性措施，例如拒絕提供原料或

其他輔助性條件，或在銷售時要求買

方另行購買其他商品以作為雙方交易

條件的搭售行為，或賣方要求不合理

或不存在於雙方銷售合約規範不公平

的銷售條件等，此凡均構成濫用優勢

地位行為。

四、機構整合：歐盟競爭程序法

歐盟實施共同競爭政策，歐盟執委會下設競

爭總署，行使競爭案件的調查權及處分權，歐盟

執委會並公布歐洲競爭網絡（2004），採分權新

制，規範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合作事宜，使會員

國彼此交換執法上相關資訊及經驗，執委會也能

更有效執行、及時監督會員國適用競爭法規的一

致性。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和國內法院得直接且

全面適用歐盟競爭法，執委會決定具有優位性與

直接適用性。依此新制，會員國並不得任意解釋

歐盟競爭法，在適用國內競爭法時需一致適用歐

盟運作條約，使兩者競爭法規趨於一致。

歐盟法院則具有司法管轄權，一旦涉及競爭

法爭議，可由適格之原告向執委會提出檢舉，經

執委會進行調查後作出決定，被告一方對該決定

有異議，向普通法院提起無效之訴，若被告仍不

服普通法院判決結果，可再上訴至歐洲法院。

以反制卡特爾程序為例，歐盟卡特爾管制目

標為確保競爭不受扭曲、維持經濟效益，以及維

持內部市場自由流通。程序上，企業間擬定的協

議若有妨礙市場競爭之虞，先將其協議通報執委

會審查是否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1項或符

合豁免條件，再透過1/2003規章的分權規定使會

員國協助其管制卡特爾。執委會公布柔性規則協

助會員國一致施行卡特爾管制規範，會員國得以

完整適用歐盟法規，分擔執委會過重的案件量，

以加強管制市場負面影響跨國化的卡特爾。

貳、同中存異—歐盟競爭法與會員國家政

策立法的調和

歐洲內部市場雖已實現自由貿易及共同競爭

政策，但各會員國不同潛在利益衝突，在衡平國

家利益與實現內部市場目標中取決困難，歐盟競

爭法與特定國家政策立法的調和便顯得重要。

一、內部市場與自由競爭—相輔相成

自由流通與自由競爭是歐盟法主要的經濟目

標，兩者相輔相成，以避免妨礙競爭、形成市場

壁壘，有效競爭並促進市場整合。競爭政策是

歐盟的專屬權限，但內部市場自由流通卻屬會員

國與歐盟的競合權限，適用輔助原則，會員國時

而以非經濟因素的例外豁免規定，來限制市場自

由、限制競爭。再考量內部市場適用競爭原則過

於教條化的發展（法國主張），在2009年里斯本

條約後，競爭原則本身不再被明定為條約目標之

一，而是作為實現內部市場所需之工具性與方法

性的政策。

二、公共利益之訴求—國家援助與普遍經濟利益

1.國家援助—原則上禁止國家援助，非經歐

盟執委會授權許可，不得實施國家援助；

但若是基於共同利益目的，例如區域發

展、創新研發、環境保護等則可獲許可援

助，由執委會進行授權，會員國負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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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與中止規定。歐盟競爭法下國家援助

的適法性在於判斷是否對貿易產生影響或

扭曲—必須有扭曲競爭行為，且足以影響

會員國間貿易，兩者之間具有關聯性。此

外，若國家援助是屬於符合集體豁免之援

助，須符合競爭法之例外豁免規範。

2.微量援助（de minimis）—微量援助原則

在條約作初步規範，經歐盟法院所確立。

根據執委會1998/2006規章，微量援助不

構成國家援助，因為規模太小而不足以影

響貿易或扭曲競爭，不適用歐盟運作條約

第107條第1項規定。其條件是接受微量援

助的企業在3個財政年度的收入不超過20

萬歐元。

3.公共服務—會員國公共服務的概念不盡相

同，例如法國的強制性社會安全制度、義

務教育、主權國家職能屬於國家權限，因

此，非商業性、經濟性的公眾利益服務與

普遍服務（SGI），均不受歐盟競爭法規

範；但另一種公共服務—普遍經濟利益服

務（SGEI），則受歐盟法規範。

SGI若具有經濟性質及影響而轉型為SGEI，

則受歐盟競爭法規範。以社會安全機構為例，原

本競爭法的目的不在於讓不同國家的公共服務放

在同一的歐盟競爭標準上來做檢驗，但這些具有

高度國家主權政策性質的公共服務，因為經濟全

球化與自由化而開放給私人來經營，使得原先屬

於國家的主權行為質變為經濟行為，受歐盟競爭

法規範。

歐盟運作條約第106條從歐洲單一市場角

度，確認SGEI的特殊競爭性質，特別是具大眾

網絡服務性質，都受到歐盟競爭法規範。英國電

信案（1985），歐盟法院主張電信業者為公共

事業，區別營運與公共服務的不同任務。電信事

業向所有消費者提供服務，是與自由競爭原則目

標一致的公眾服務事業，得適用歐盟競爭法規。

在Corbeau案（1993），歐盟法院確認，允許

各國授予被委託一般利益服務企業為達成任務上

所需之獨家經營權利；在Commune d'Almelo案

（1996），歐盟法院也確認各國得以確保公眾利

益任務活動之理由所施予的競爭限制，兩案中，

歐盟法院並確認公共服務具有強化歐盟社會和經

濟凝聚作用，SGEI也得以持續發展。

三、市場優勢地位之濫用行為—以醫藥品專利為

例

專利技術的限制、平行貿易等問題影響會員

國的自由貿易，一直是討論的議題。以2005年

有關胃酸制酸劑藥品AZ案為例，AZ公司以專利

權排除學名藥與平行輸入的競爭，構成限制市場

生產、銷售與技術發展競爭的濫用行為，違反歐

盟運作條約第102條第（B）項規定。AZ案中就

專利權濫用作解釋，專利權雖不能直接視為優勢

地位的表現，但擁有專利權的優勢企業，的確較

其他企業更具有排除市場競爭對手的能力，特別

是優勢企業濫用專利法規行為，使其得以維持一

定保護期間內的專屬權利，而降低市場藥品創新

的動力，此對於以創新為重的醫藥業別具重要意

義；歐盟執委會與歐盟法院主張專利權雖具獨占

性質，但不能因此規避競爭法規範，競爭法之適

用亦不能限制或侵害專利權的發展。歐盟法院鑒

於藥品對於生命安全與人類健康的重要影響，在

界定醫藥業相關市場範圍時，多傾向嚴格審查並

限縮相關市場範圍，形成醫藥業也適用競爭法發

展趨勢。

醫藥案件爭點在於醫藥品專利權係合法獨

占，歐盟條約亦不得侵犯會員國本身關於專利財

產權的法律秩序。因此，歐盟法就專利藥品市場

的相關權限不一而足：競爭法是歐盟的專屬權

限，藥品專利授與卻是會員國保留權限，而專利

藥品涉及保護與改善人類健康的政策，屬於會員

國權限，歐盟得採取措施以支持、協調或補充會

員國行動的不足，另涉及公共衛生領域的共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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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事項，同屬歐盟與會員國的競合權限，如此，

時而屬於歐盟競爭政策的專屬權限，時而屬於會

員國權限，也有同時屬於歐盟與會員國間競合權

限，相關疑義，不易釐清。凡此，顯示共同競爭

政策中存在基於尊重各國差異，乃呈現政策不同

的整合速度。

（本文係講座於民國103年4月29日假公平會競

爭中心發表之演講內容，經中正大學國經所陳世

憲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