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歐盟「科技法學」領域合作之建議 

一、台灣參與歐盟科技法學研究計畫之必要性 

（一）歐盟對世界科技法規發展具有重大影響之領域 

隨著歐盟近年來整合的推動，歐盟管制的全球效力問題，近來也

不斷地在很多文獻當中被提及。1最常引用的例子包括： 

 GMO 食品的法規管制 

 氣候變遷因應的法規 

 化學物質的管制（所謂的 REACH 管制） 

 生物科技的管制 

 奈米科技之管制 

 環保之管制 

（二）歐盟預警原則意外造成的「全球效應」 

而歐盟在這些領域的法規，在歐盟條約當中「預警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al）的運作下，對於很多科技的發展，採取了

相當嚴格地審慎態度。原本預期此種管制所可能受影響的範圍，可能

僅及於非歐盟國家出口到歐盟國家之產品；但由於生產線單一化之結

果，也造成了此種管制的「全球效應」。亦即，各非歐盟會員國的廠

商，均以「歐盟管制」作為其產品設計所應遵守的最基本要求，而同

一適用在其銷售往「歐盟」或世界其他國家之產品上。 

【實例一】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歐盟電子電機設備中危害物質禁用指令」。

該指令造成電子科技大廠，無論輸往歐盟或非歐盟國家的產品，均一

律符合歐盟指令之規範。 

                                                 
1 Charlemagne Brussels rules OK, Sep 20th 2007From The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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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二】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近來（2007 年）不斷地討論汽車排放標準

是否要嚴格化之議題，也導致美國通用（GM）汽車公司，也開始投

入大量研究資金，改善其車輛之溫室氣體排放問題。 

【實例三】 

上述兩實例，係涉及「標準設定」之例子。而歐盟科技法，也常

常「間接」地造成台灣許多科技的蓬勃發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歐

盟能源效率指令，促使台灣的 LED 產業或其他省電燈泡產業之出口

蓬勃發展；而歐盟再生能源指令，也是促使台灣太陽光電出口產值大

增之關鍵。 

（三）會對台灣發生影響的歐盟科技管制 

由上述這些實例，可以知道，有境外效力的歐盟科技管制，約略

可以分成兩類： 

1.技術性障礙之管制 

第一類、是涉及標準設定，規格設定之管制：這一類管制，通常

係基於「環保」、「健康」、「公眾安全」、「消費者保護」之管制形式出

現。旨在提高對既有產品的管制標準，通常這一類管制之效果，係要

求台灣科技產業必須提高或改善既有的技術，而才能夠符合這些標

準，從而才可以讓產品進入其市場。此類管制，係具有「技術性障礙」

之效果。 

2.歐盟創造全球高科技產品市場之管制 

第二類、則是涉及「歐盟創造科技產品市場」的法規：這一類法

規的特性，就是歐盟透過這些法規，通常是透果提供補貼之方式，刺

激歐盟境內對某些「高科技產品」的需求。而這一類管制的原意，係

希望藉此振興歐盟境內此類高科技產業之發展。但在「自由貿易」的

原則世界各國廠商都可以自由貿易之情況下，也間接創造了「全球市

場」。故此類管制，可歸類為，具有「歐盟創造全球高科技產品市場」

之效果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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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布魯塞爾成為世界管制者、lobby 團體之大本營 

而也因這十餘年間，歐盟管制對世界有重大影響之情況下，越來

越多國家，將布魯塞爾（歐盟總部）給予「世界管制者」之封號。也

因此，對高科技產業而言，無論是要「透過強化規格標準排除其他同

業競爭者」或「透過補貼，開創自身高科技產品之市場」，都將歐盟

列為最重要的關說對象。或者，對於歐盟與自己科技產品市場相關之

立法計畫，均相當地關係與密切參與。其有兩大目的： 

1.透過密切地參與歐盟科技法的立法（或立法案前置作業之歐盟

科技法計畫）過程，可以影響自己公司的命運。 

在「產品標準設定」的情況，若該標準設定太過嚴格，公司可能

無法因應，就可以透過強力關說，設法阻礙該立法之通過，或至少於

該立法可行性評估計畫中，表達自己立場；而在「歐盟創造高科技市

場」法案或立法可能性評估計畫中，則可以透過計畫參與或意見反

應，讓歐盟提供補貼給這些高科技產品，創造自己的商機。例如：若

台灣高科技產業有參與這些歐盟科技法案或立法前置計畫，就可以影

響自己科技的出口方向。 

2.未雨綢繆，及早因應  

在產品標準設定之情況，若台灣能夠在歐盟立法公佈實施之前，

就可以透過前置計畫參與或法案參與，瞭解未來歐盟可能採取嚴格標

準的方向（如：在電子產品內禁用某些物質）。台灣的政府，就可以

及早輔導國內的高科技產業，轉型到符合歐盟嚴格標準的方向，這樣

的結果，勢必對台灣產品的競爭力有很大的影響。 

此外，在歐盟創造市場的情況，若台灣能夠在歐盟立法公佈實施

前，就注意到歐盟未來對高科技產品補貼的方向，就可以及早修正台

灣國內高科技研發之方向或資金分配方式，自然可以協助國內高科技

產業，及早因應可能的廣大商機，做事業經營方向的調整。 

（五）EU-Taiwan 國際合作：科技與法律相輔相成的效果：法律也應化被動為

主動 

在既有國際合作模式下，當前台灣與歐盟，就科學暨科技（S＆
T）之合作，已經建立眾多合作關係，且是雙向合作關係。且在歐盟

內，科技與法律之發展，也往往發展出雙向合作關係：在發展科技的

同時，也會注意到其相關法律問題，及早因應；而也注意到，法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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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也是有可能用來強化科技發展的工具。而這樣的發展關係，當前

台灣的科技發展與法律關係間，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例如：引進數位

ID 卡可能引發的個人隱私權法律問題）。 

然則，台灣科技法研發，與歐盟科技法研發之間，則僅存在所謂

「單向的被動」關係。亦即，台灣科技法無法影響歐盟科技法，而台

灣科技法被動地受制於歐盟科技法之現象。這也導致，在科技發展

上，台灣可以走在世界潮流；但在法規發展上，台灣科技法規，必須

在歐盟法已經通過後的幾年之後，才有辦法跟上歐盟的立法腳步。這

也在在可以看出，在 Taiwan-EU 間，法律應該如同科技領域一樣，建

立「雙向」合作之重要性。 

 
台灣-歐盟當前科技-法律國際合作之模式 

 

國家型 S&T R&D 計畫 

其他 S&T 計畫 

台灣科技法 R＆D 

EU S&T R&D 

歐盟科技法 R＆D 

EU Taiwan 

 
台灣-歐盟理想科技-法律國際合作之模式：法學-法學同步發展；科技-科技同步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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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aiwan-EU 法學研究合作模式之提出 

（一）歐盟科技法學領域之界定 

1.鎖定歐盟科技法的原因 

歐盟法可以一次影響 27 個國家的政策法規，對台灣科技產品出

口的市場影響甚大，故需要因應之。 

2.選擇標準 

（1）凡與台灣高科技產業出口至歐盟取向有關之相關科技法規 

（2）與國科會國家型計畫科技發展有關之重點領域，均可以納

入，科技領域，包括： 
1. Nanotechnology 

2. Telecommunication 

3. Systems on chip 

4. Pharmaceuticals & Biotechnology 

5. Genomic Medicine 

國家型 S&T R&D 計畫 

其他 S&T 計畫 

台灣科技法 R＆D 

EU S&T R&D 

歐盟科技法 R＆D 

EU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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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azards Mitigation 

7.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8. Digital archives 

9. E-Learning 

而相關之法領域，可能包括下列法領域，而與台灣科技產業發展

方向有密切關連性者，採個案許可之評估：（如：歐盟推動 LED 之指

令，則會與台灣的 LED 產業有關；但若歐盟推動自己能源產業自由

化之措施，則與台灣無關，暫時不列在合作範疇內）： 

 通訊法 

 生物科技法 

 化學物質法 

 環境法 

 GMO 相關法規 

 氣候變遷法 

 奈米科技法規 

 其他與台灣科技產業發展方向有密切關係之歐盟法規 

（二）台灣參與歐盟法學研究的難題分析 

這一類法律計畫，通常以三種形式出現。 

1.以歐盟計畫形式：故要求需要有三個以上會員國方可參與競

標。 

2.國家計畫之形式：於國家政府機構發包計畫的形式：如，各國

類似國科會機構發包給大學、律師事務所，或顧問公司。 

3.大學計畫：法律或相關科系老師，對該科技法議題有興趣，故

向校方申請經費，開出「project-based 博士」的缺，徵求博士班學生，

或對外徵求研究助理來執行該計畫。 

而台灣在參與上述合作案，分別有下列之障礙： 

1.以歐盟計畫形式者，相較於台灣高科技在世界的高水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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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共睹。惟台灣法學的國際化程度較低，在世界上瞭解台灣法學的

國家並不多，自然就不易引起合作的興趣，或者在團隊中，無法產生

加分效果。自然不易組成聯合團隊。 

2.在國家級計畫者，鑑於國家級計畫之分配資金，一般以國內機

構優先，自然國外機構，不易進入參與資金分配。這種計畫，就算是

其他歐盟國家，也是一樣很難參與國家級計畫。通常是間接透過恰巧

於這些大學、律師事務所或顧問公司擔任職務之便，從而可接觸到此

一類的計畫。 

3.若以大學計畫之形式出現者，台灣人也不易應徵取得博士或研

究助理的名額。理由在於：(1)法律能力的偏見：通常這類歐盟科技

法計畫，教授本身認為歐盟人比較懂歐盟法規，故偏好給予歐盟國家

人士；(2)語言障礙：通常這一類職位，仍要協助老師處理日常事物，

或者代課教學，這讓當地語言能力顯的非常重要，而就算語言能力很

好的台灣學生，但在前述偏見之下，也不易取得這一類職位；(3)歐
洲法學教授將此等職位或研究資金，優先提供給本國或其他歐盟國家

博士生的心態。 

上述現象，所反映出的現象就是： 
鮮少有台灣學生，在歐盟國家的法律系擔任研究助理或攻讀project-based 
PhD之現象。（這樣的現象，在S＆T領域，則比較不存在） 

但既然這一類主題，會吸引歐盟、國家、或大學教授申請專題預

算之經費，或者進行專案委任發包，可見此種議題，肯定是歐盟相當

重要的法律議題。為促使台灣學者參與此類研究，而對台灣法學與科

技產生前述之助益，本文建議可採取下列模式。 

（三）台灣-歐盟「科技」法學領域合作之模式之可能建議 

兩大建構原則 

一、參考 S＆T 合作模式，如何讓台灣參與者，可以達到類似 S
＆T 計畫，直接參與「世界最前端科技」形成之方向。 

二、研究方法及途徑的建立，比知道結果重要：體驗科技法律的

「形成程序」比「知道結果」重要。如何讓台灣參與者，可以達到類

似「S＆T」合作計畫，在實驗室參與第一線研究之效果般，參與歐

盟科技法規之「形成、討論及思辯過程」。 

1.直接參與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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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台灣在參與前述三種模式歐盟科技法計畫時，明顯可

看到有難題。畢竟資金提供者，係由歐盟、歐盟國家或各國大學，所

謂的「保護主義」現象，也是理所當然。甚至，台灣若要提供資金組

成法律團隊參與，可能又會遭遇到「法律體系在地性」的問題，而被

排擠。 

2.間接參與的模式 

因此，本文認為，「直接參與」模式，對台灣當前法學情況，有

很大的發展困境。（但在 S＆T 領域，相對來講比較沒有）故建議採

取「間接參與」的模式。且著重在，前面所提到的第三類計畫（教授

發包之 projected PhD 或對外徵求研究助理）。其因在於，此種模式，

「不會涉及教授本身對本國或歐盟公民的偏見」、「台灣不會擔任主要

負責人之角色」且「比較有辦法透過台灣資金之提供」達到台灣參與

計畫的目的。 

基本模式如下： 

(1) 提供對象 

 博士後 

 訪問學人 

 博士生 

(2) 鎖定主題： 

 Projected based PhD 執行歐盟科技法主題者 

 Research fellow 執行歐盟科技法主題者 

(3) 台灣團隊參與之角色 

 台灣團隊，形同以 projected based PhD 或 RA 歐盟科技法主

題，但由台灣政府提供資金之助理或學生身份。亦即，由歐

盟或歐盟國家設定「重要歐盟科技法主題」，但他們不提供

資金，而轉由台灣提供資金參與的模式。 

 協助原 Projected based PhD 或主要執行之 Research fellow，

並於主題當中，加入台灣相關科技法之研究探討。 

 強制台灣團隊，就該特定主題，與主要計畫執行者或助理，

共同發表同一議題的文章（並可選擇性把台灣發展納入。

如： biotechnology law in Europe, biotechnology law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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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或 biotechnology law in Europe and Taiwan）（效果：

歐盟法律研究及歐盟 S＆T 發展←→台灣法律研究：雙向互

動） 

 參與該主計畫所有之討論流程，可以獲得許多第一手資訊，

並整理回報給台灣法律研究之參考。（效果：歐盟法律研究

→台灣法律研究：但階段更早，而不是只看到歐盟的立法結

果而已） 

(4)運作流程 

1.發現與台灣有重要關連性的歐盟科技法主題徵求研究助理或

博士生。（或者，相關計畫已經在進行中，而事後發現） 

2.由對該主題有興趣之台灣博士後、博士、訪問學人，直接對該

科系表示，希望就該主題，進行「台灣-歐盟」比較法研究之計畫書 

3.取得該科系之錄取通知，並至該科系進行研究。 

4. 並由申請人敘明與台灣科技國家計畫或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

重要關連性。由在地科技組向國內國科會提出研究資金合作案之申

請。 

5.國科會於審查時，審查：1.是否符合上述科技法律發展方向；

2.是否影響國內科技產業或科技研發方向有重大影響。 

6.若決定有影響，則可提供資金協助。 

7.申請人簽署切結書，承諾：1.必須就該主題參與歐盟科技法律

計畫全程，與主要負責人共同參與；2.必須就該主題，與主負責人共

同發表於英文期刊（此項要求的目的，係在確認申請人與主負責人間

有建立「實質合作關係」而非僅形式資料收集或交換的弊病）；3.將
相關資料，做必要之整理，提供給政府（對該科技主管有關之負責

人）。 

(5)可能資金來源： 

-國科會國家型科技計畫，扶植重點科技，也包括，重點法規。

納入廣義的科技發展項目。 

-其他可能資金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