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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的「人類安全 J 攤急

及其在歐盟非議移鷗掩體上之禮用

搗

冷戰的結束為全球函際情勢創造了新的現況 J安全」的意義不再只是

狹義的以 f函家 J為 f安全 J約唯一通用單位 J人類安全 J概念在這樣約

背景下出現。唯 f人類安全」指約是 f誰的 J安全?針對此一問題，本文從

移民議題與人類安全概念的相容性切入，探討人類安全概念在移民議題上之

適用性。文章進而專注於歐盟對人類安全概念之論述，立直以近年非洲企閔渡

海抵達歐洲之移民情況為個素來評估歇盟將人類安全付諸實踐之情況 c結論

指出， r人類安全 J之思維既

求較好:生活環境的非法移

規避的責任。

宣告 J

路鍵言哥﹒人類安全、

壹、引
A

d

口

、非法移民、非洲

產生蛻變。

家J f，哥

全最大的區別， l!n :{£於 「 人控告 J 校的各仿辛苦恆讓愛的份盤 。 [噹 「人類安:!£ J 概念始終

受到許多批評，其中尤以「人類安全絡的是仔佳的J安全? J 之問題沒受到最多質

疑。針對此問題，

類安全概念在移民主義題上之適用性

，艾程沒以及論述，

歇旦恩將人類安全付吉毒草f錢之情況。本研究之發汲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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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累積許多影錄深遠的貢獻，同時從ZFE術分析的角沒來看，儘管此仍在持緻發展

法，主導致移民議題便完全被排除在歐盟之人類安全論述之外。在此必須強漪， r人類安

乏主緻念是分析以及JlIU~i移民現象的有利之看法，蚊子:等同於天真地主張「歐:給

(或其他的的爾)般無殺、利{白地張郎i雙臂，迎?是所;白合法或非法的移民J 0 絨皮地 ，

，打破傳統思維與議題挺界背後的原理仍舊是自身

、:II':環視從根源防患未然。透過人類安是三概念來分析理解非

，非但能夠幫助欽按(/更全1掃地!僚解 lit一現象、提出對策，同

1C'j i]宇宙i~ 協助歐盟i撩解到 ， 儉管 「張照雙臂 、 !可只泊防j J 不遴選頃 ， 位于±過程中 「美待這

歧移氏、豆豆被他們的生存權j

人類安全概念

如同中土命科學中其他「概念j仿造，對於同樣仆國概

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釋和Jfli:示，自挂在「人類、安全j的對話討論中，此…問題更為

「人類安全J (j守主主義早在列於此，如此「定義覽表J

發展的經史背景與脈絡，宋燕輝只廖徊

，在此不再詳細贅

述。如為突顯「人類安全j概念受爭議之處，本文首先慢賄?有介紹人類安全概念之核心

意義，其次就人類安全概念發且還諸多爭議中的…f茵茵向提出兇解。

「安全j的概念在冷戰f查詢始@' :'E蛻變。從各餾對外協{系的辭袋中可以發圾， r安

:'i':J tJ':J:''iE、發如今不符只是狹義的以 「 巨專家 J ff主 自 J I唯一適用單位 ， f前也包合了

對話;笑地良、彭:主義的保護以及對於恐怖主義、益慧品走紅、強迫澄徙等問題的正

視。根線「人類安全委員會 J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所使用的定義 ，

「人類安安j的昆在裝在於保護照看人類生命及總昇皂白。若wf r 人類J 與 「安全j 拆

「單位j變了「偽造u非仿未必

。安全單位從鷗家轉移主人類是

ri蹋 人山 太 Ifr 王三 「全球社會扣 除了 ，]? {立的總變之外 ， 人類

f入美 fI甘概 念 、 國際發展興盛致贊踐J' 人類安全 ， 施正錄 為 ( 台 ;I t · M關法人

, 20叫 作 ) ，交 2 7-8 0 : )'，要吟， r人類安全與人織保陪 憾際發展

抱IE除了l 編 ( 台 北 財國法人盤蒙 古是豎立教基金會 、 台 g母心脅 。 2004

2001 年成立於組約 、 獨立於聯合臨之外的態際機悄 e 其宗旨在研究設 持人類

安全劉念以及擬定具骨暫行動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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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概念中「安全j的本質亦逢生了變化在;人類安全概念中，感受到恐懼或是感受

到越乏皆被視為是安全威脅。與傳統安至三概念相紋， r人終J t£ r人類安全j 概念中估

了級重要的份泣。

自 1 990 年代中知g r人類主仿古 J --··5哥翎始為主主務界以及學術界所j選用以來 ， :101、夜關

條星空務中的發展情況|分蓬勃。然能 f人類安全」

f人類安全 j

「誰的j女主主?當我們談「人類安3':J縛，

F 0 Buzan 認為 ， 雖然賜給安全中 ， r安全j 的本質的確是改變了

這鼓清楚也最有闊的單位，亦till當我們說至iU r安全j 時 ，

居于，

是三概念中，

逸，除了把

瀉，

其在政治|二愈來愈無足輕滾。

Ll oyd Axworthy, “Introduction," RobMcRri.c and 'DcinllUbert .( cds.) ‘ H uiiioil Seellrllv QndiJwNeli'

DiplOIJJQcy: Protecting Pcople, PromotingPeaζ C

2001) , pp. 3~13

Barry Buzan , “A Reductioni叭 ，

35, No , 3 (2004) , PI' . 3的370 with

Keith Krause, ‘The Key to a Po\verful Agenda, if Properly Del叫“ted， " Securify Dialogue,'Vol:35;No:3
(2004) , PI' . 367-368: Roland Paris ι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or Hot Air?"Securi(v DiM內;/le

Vo l. 35, No , 3 (2004) , PI' . 87--102

Barry Buzan , "A Reductioni仗， Idealistic Notion that Adds Little Analytical Value;" pp;369~37(): Author's

conversation、\，jlh Buza口，Apri12007

Neil S. MacFarlane，'ιA Use恥I COl>ccpt that Risks Losing Its Political Salience~" Securi1yDialogi紹， Vol. 35,
No.3 (2004) , pp. 36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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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H盔，人類安安仍然豈是一發展中的概念，岡比定義仍然一i分模糊，並且在使用上

有一定程度的閥緣。然而，在認同人類安全概念仍有定義模糊等等問題的問時，本文卻i

嬰章一釘上述批評提出反駁。在安裝主戀的問題方函，對於「人類安全j概念你是這的學

者認為，人類安全概念無用處， [均 1建立三艘小百1至個人 ， 大哥泰安人類 o 馮友告聽過錢或

。針對此…看法，本文提 l:H不!可見解。首先，

今天即使是最傳統的主c;，~概念成建設純正的現貨主義的!對際關係思維裡，都有一定程

度的川、何至三僧人，火旬至全人類J的以「人本j為主主髓的規章立在。交戰j盟主J於平民

o 為什麼殺需做錯平反 、 處?寺敵關戰俘主差

不被接受的?這其中已經有「人本j的遞給在內了。此叫人本邏輯以使是在「安全J

、人類觀念的變化而r¥.~昆主表f脅。;然次，即使

「草草燒安全J概念以及「社會安3':J概念，在市此二者的安全主體吾吾

。在此必須加以釐淆的

，而總是道

，或如雨

。因此即使 Buzan堅持當

「鮮綠J (collectivity) ，個從

'事 1人類安 並未遂符此 樑4戶 。

概念所想要表達的琨象或成就的民襟，不(草已終

security) / 1社會安全J (societal security) 的概念中 ，

。「認同安全J / 1社會

，同終能夠充份表達「威脅j與 f安全主駕車j之閥的關

以及 de Wil針 對於 「校會安全」 的界定基本上就是指 f直是給認

。且其認為個「社會J之所以達一個「社會山

，此B[J i可以 f社會安全j概念與「認向安全j概念可以

Buzan, Waever) 以及de Wil必 舉中認鼓勵漢人大量移民凶殺以及俄羅斯政府

鼓勵II苦民i墮入愛沙尼亞的例手，來說l夠在t會安全/認j苟安全的概念。在然而實際情況果

終如 Buzan PJ丹 詰 人類安全j 概念只好想要表達的現象或成紋的反標不僅已經有

間安全/社會安全」這樣的概念存在，同時後者能更清楚明確表達入美頁安全倡議

者所;iPit毆i表達的意念 J I嗎 ? 11i會安全J / 1認同安全J 概念能夠有效解決 「 人類安

全j概念中，有關「毅的J 訟法等模糊不J出了之處嗎?當狡們在談移民問題時，這些概

或是「移民的安全被威脅 J ?日uzan等學者似乎只考慮到

Barry Buzan , Ole Waever , and Jaap de Wil血， Secllr i ty·· ·~A New Framework/c.)r Analysis (London: Lynne

Ricnner Publ 的hers、1998 )

Barry Buzan , "t\ Rcductionist, Idealistic Notion that Adds Little Analytical Value ," p. 369

Barry BuzanτOle Waever、and Jaap de Wi]血， Secllritv---A New From的問rk for Analysis, pp. 22~23

Barry Buzan , "A Reductioni泣， Idealistic Notion that Adds Little Analytical Value ," p. 369

S,lrryBuzan , Ole 、.Vaevcr可and Jaap de 、.v il d巴 ， Secllrity~A ,Ve il' Frameamrkj(}r Analysi丸 chap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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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

Buzan, Waever， 以及de Wilde 對於 「社會安裝 J / I認同安全j 的界定 ， 和 90 年

代以來移民研究中…個十分主要的支派不謀能合。隨著冷戰的給來，傳統「主C3': J 研

究領域透過了空洞化的危機，於是「安全研究J經國的擴張開始觸及了移民領域。

Myron Weiner 莒先提出呼籲 ， 指出學界應該對 付多氏所形成的威發j 做有系統的比絞

研究。於是從 90作♂代初期間始，將移民視為威脅的研究有蔚為風漱之勢。當作為移

民間的地的協家本身遇到經濟發展遲緩、失業問題晶豆豆重峙，移民辦卻成了所有經濟、

社會問題的代罪羔羊，而以f移民 f問題 (probl em )是安全絞脅J為主綿的研究亦

自然太受歡迎。誰在移民議題被「安乏主化J (securitized) 之前 ， 排斥移錢的親自通唔，

包指搶走本地勞工的工作、種族歧視與文化差樂、社會發源、(包括社會招利)為限等

等原因。泊在移民議題?是「安安1U後，排斥移民有了個非常「正主義，J 的理 [fJ : 移

民主?地主國鷗家或社會是司經安全的威脅。除了!得移民與恐怖主義聯結前名正言順將

移民主兒為對本區人民生命財露在安殼的威裝著外，亦將移上是與跨偽犯吉拉豈是E頸聯絡ff古將移民

視為對于1會公共秩序的威脅。.II':豆葉耍的是，Buzan&Waever等所談的 「認同安全/社

會安全J t自 l旬 ，倒社會的文化和認同受到威脅 。 i這樣把 f移民問題安全化 J (tbe

securitization of themigration issue) 的論述置在發J 了火眾對於移民的感受及接受淺 ， 在豆豆

對移民造成傷苔，因為「論述j本身就完全積力量。

若把此一發展放在「人類安3':J發展的情繞中來看，最不垠的就是出版了1 994年

聯合國發展線告，犯並函iJ百被視為「人類安全j概念游勝的聯合鷗發且還計畫ti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也在其 2002年的報惚中娟的，I~人類安全 J PIT面臨

的威脅除了毒品的製造走私以及跨鷗恐怖三主義外，還包紹了「過遠的跨關移錢J

( excess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草綠經對移民的報導sf!:使 「移民E吉爾吉晶 j 迅速蔓延

並且深til!人心者在皂白主義派學者被中，移民進入的速皮、數學及其對本路社會的

影響絕不是不能討論的問題

見光譜。然flU當移民問題被 f設主主化j 睬，整紹光譜立刻印右移。這位一「人類安3':J

al]政治修辭 ( rhetoric ) 中顯得格外諷刺 。 f人熱安裝J 巾的 「人類J 只包指移民茵的地

獨家的「人類J n態 9 移民本身不算 f人類J I嗎 ? 直至誠車目的地方毛主於 ， 傳統室主主主概念怨:

Myron Weill釘， Identity, Afigratio!1 and fhe New Securit)

1993) , pp . 2-3

的」移民究i逆時5成什麼樣的威嚼，出L亦E蓋其招致諸多批評的原因立一。

Christina Bos\vell , ‘The 'external dimeηsion' of EU imllligration and as.ylumpolicy,"bJtei'lJdtioJial A/fail's

Vol. 79, No.3 (2004) , p. 623

UNDP , HI/mall Development Repor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

UNDP , Development. Pcace and Security (2002) , available at UNDP website

Maggie Ibrahim ， “τhe Securiti ;lalion ofMigration: ARacial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Vol 帖 ， No
5 (2005) . pp. I 日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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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憫人j的綴fiil在於終身為…長m 1公民J 的身份 ( individual qua citizens) ，在於其有為

劉服務的能力與科別領綴，安全概念的轉變與進化使得「個人J具有做他只j哥哥為他/

她是仁、J (individuals qua persons) 。 似孟子笠人類安:£發且還過程中原史是一非常根本的追星

鶴，然而一旦遇到文化銜爽、移民問題，安全概念卻又立即將彎的涂地了。

有鑒於此，本文認為「認同安全J /1往會安全j 非但不能自 rJ Buzan 月7 言 ， 口1取

代「人類安全J概念，同時有必要將二者旦在清楚明確地加以城分。為我們問道是

「移民威脅了安全j抑或進「移民的安全受到絨舜 J I哼 ， 二者皆為有效 ( vali吐 ) 必民

主主合法性( legitimate) 的問題 : U提前者屬於 f認伺安全 J / 1社會安全j 之籠絡 ， 而

後省財屬於 f人類安全j的草fim誨。哇!於二者本質上的不同， Buzan 認為只需要談泊者

甜苦根本不論郎新後者的看法是說不過的。訟，我們談論 2004年摩洛哥移民主:函班牙馮德

里2月?犯下造成 202 人死亡 1 70的 人受傷的火 爆炸棠 ， 或還 2005 年的 巴基斯坦移民

倫敦犯下的爆炸案筒，可咬妥當的微念it作法，或許是將移民、恐怖主義放詩， 1社會安

全j的總憐下談。為總J:I~爆炸事主嫌犯;在發達信仰::IU!F恐怖主義、崇尚對非的徒發動聖

戰ifJ恐怖份子 。 他們的信條包括利用毒品走私 、 人口走私等組織犯鋒所得來資助恐怖

活動。倪鴻，我們談到移民反難民為:流踩過程中或是在遷徙i詣，我，I辛關受到的安全威脅

時，給「人類安全J概念就途上七月j 1社會安全j 概念來得確切 。 「關竣j 是 個 「入獄

安全j慨念埋怨中所欲超越的來的，能容，在「區皇家安、「赴會安全J ifJ'r青境中 ， 1 區建

境j必然立建設，存于哎， 1人類主 卻提供 4個超越[道沒限制的可能tl， 0 1此t比tυ手亦7下1 立本本h拉;文特意J

「人蟲鱗2宮安c全j與 f認!尚荒河j妥安7全 J /1宇社土 會2妥支史， 吐袋~ J 加以隘R隔請之丹郎;恣 二守者皆E臆若於不 j伺司 f繪蓋次 ，

因此立近並i主:司不之 t能紡H衍i拉係絨志品品矛 j扇商 i取1狡立t捨舍、千相目Z茲It}辨F擠約凶1燒竟 o主三於只Ii瀉的「認i苟安全 J '本文仍符絞保駕

態皮~1± Buzan, ... Waever ， 以沒de Wilde 所闊的中閩 西i錢以反俄經j昕一愛沙It:盟等例

子中，全盤勢、弱勢之分極為清楚，改 f吉克是強勢的…方為 1 ft"!"甜、有系統 Jill忌、劉仿撿、沖

淡甚至消滅弱勢的坊。 這姨一般我們所談的攻今銬劉移去;或難民的流離現象，顯然

不能混為…談。

若從「人類安全 J概念的定義來看，話，令全球移民人口中笠少有數十路符合人類

安全概念下總受到站起注的標樂。首先，這學 ( -I→萬移民的移民自主經是在有致命危險的陰

;彩下進行的。這些致命旅程的成脅遠遠 i皆出「兔於恐懼的闊的」中的「恐懼」以及

「兔於隊乏的皂白 j中的「鼓乏 J ' jTr]是rE g正 月5懷J又「阪乏j的情況 F 1't命J自]
消逝。其次，這些流給人口必然是個關際社會所要函針的共同問題，思路其在本質

。可豆豆雪上，全球流向佳人的非做符合「關條j約襟樂，它延民尖

銳地把「劉圾j的存在自建設赤裸的呈現的來。「級反J或許在非傳統安全概念的意義下

越來越不讓耍筆隊如:守殿繞並不會主才合法、入境的恐怖份子康生任何嚇~旦、防潑的作

用。但是對於E君主長命危險約非法移民的言﹒ I ~草皮 J J長 {坐下子在 ， 的且殺人 。 全球化造成

Keith Krause andMichael Wi Jliams, "From strn峙的to security: foundations ofcritical studies,"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Williams (cds.) , Critical SecuritνSrudies: Concepts (/lId ζ。他s (London: UCL Press 可

1997) ,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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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移民的流動變得更難家綴'吸引旦在多人冒生命的危險移民他鄉。這其中退隱居在辛苦

大致人蛇綠草盟的非法營利、海:人於泥地的謊說:、不律手段的剝削行為等。星等Iilll合作以

減少這些悲劇的紋路仍然極為龐大。

有專車於此，在返竿子討論人類安全的論述中， ~芳:緣人口逐漸受到重視，立的皮列為在

人類安裝概念 F所胎、受到j險切的主;象。 Ka ldor， Martin and Selchow您認為Jl0撥人類安全

最好的1fJt祭文章:就是流隊人口。羽此外，I 人類安全委主汪會j 於 2003 年出版之人貴重安全

立即行動 ( Human Security Nmv) 綴箭之第三濯 「流敵人口J (People on theMove.) 從

終章辱沒於移民難民的弱境。無論這些移民難民遠走他鄉的綠茵送戰亂或是經濟l::(jl~

貧乏，皆代主史文人類安全己遭受威衡。函此該主要鼓會呼種草鷗際紅會針對跨關移民主苦受

所遭受的成舜進行研究，援助保發移民黨t灰安全之對策。全球磁際移民委錢會j

(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Migration)於 2005

處玉皇非法移民時必須注意到人類主"1':r"j蹈，如果處理不訝，

般重{諾諾到這些移民的處境。此根據的計，

中星星命的移民軒]i'J兩千人4

人。泊在外交鋒童話上，援助流哥拉人口以及透過創造就主義機會來早日縫人口急學j外移情況的

關際安挾，亦泛;式被控於「人類安全j的1頁 因 下

聯合國「人類安全及食J縫紋，在塔吉克斯線從事經濟~B，史、閱辮職業訓練、創造就

業機會、移民管放、防範移位:鄰涵之移1遭受剝削虐待琴手工作

奉、歌盟「人類安全

f玉翎IIi!!. 介紹了

「人類安全j

iF iJ三 年主組: ~星河! :cj:f會f阿通過的 「歐洲安全策的J 報告(European Security St削egy) 雖然

在文中並來的到IJ r 人類安全」 一諦 ， 但是報告內諮詢j處處主滋滋出以人類安全概念 ， 作

MarγKaldor， Mary Martin and Sabine Se !c如)W， "Human Security: A Nc\v Strategic Narrnt!、'e for Eflrope ， 可

International A/(i:(irs, Vol 的 ， No.2 (2仰7) 可p.279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 HUIIIOII Securifr iVow (2003)

Global Commis5ion on Internation<ll Migration , ft'fig l' otioll in 011 JmerCOlll1ec!ed World: Newdirecfiolls 戶，

aoion (Switzerland: SRO-Kundi皂，2叫5) , p. 33

Ibid. , p, 34

TheMinist可of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ss叫nnee by the United Nations Trust Fund for Human Security project

cOIml1unity development throllεh employment creation and improved migration management' 的 Tajikistan , Aprill J,

2007、a問ilable at: http:!，八，vww.mofa.go.jp!ann叫mee!ann削的ce!2r刊17!4!1173075..:.824.html

Ll oyd Axworthy , "Jntroduction ,"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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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ita Ferrero-Waldner) 在一次演講中

一、睦鄰政策。一、人類安全﹒三、綜合

品在保安裝的最佳途徑是透過發展，

'函此敏l'JI必能從戶、類安全的忠

、打聽是室看窮、打擊非法武器的散{布以及1協助終

、環境破壞、戰爭、移民等不利於歐洲社會穩定

。綴告弱的，冷戰後新的威脅從往是非軍事的成

緣，因此也非撥專主管道pJi能夠解決。前欲Iii立翅際秩序以及總保安全必然要依賴民主、

善泊、被會政治的改革、對貪污濫權的打擊以反人權的{泉路。描「歐洲安全策路J報告

自以「人類安全」一詞作為勝;星星未來對外安全策略

(Javier Solana) 召集歐洲學

「紋絲安全能力研究小組J (Stu丘y Group onEurope's Security

於 2004 5['擬的「也餐綴率為報告J '將歇息聲未來的安全策略指向對「人類

，歐洲的安全草鞋必須f雄主義在人類安

該研究小組指出，人類主c~意指級人有援基本免於不安君主的白

大規模有系統的自告別、不人道以及援學性質的作為、撈人、奴役

。說報告函此三主張歐設在

「人類安裝三位義J (a human security doctrine) 為其基礎 ， 草書街法治ijiill以

逮到保護做人的殼的。歇搜IIIE寫採取人類安全主義的原偽在於，澈

，有意宇晨星雨安全的生活是人類基本的權利，此亦f可以

，也透錯了、深受「人類望去

，除了能夠彰顯歐

，何時也有助於綠豆董歐洲自身利益說歐洲以外關家之人民

約為武裝街癸、失敗問家、程品、人口販草草等非法活動詢處於梅度不安全的情況下

時，縣:洲其實亦受豆豆質負ill影響。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口 ，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cr World ," Brusse坊 ， December 12、2003， p. 7

Ibid. , p. 10

Mar!ies Glasius and Mary Kaldor (cds.) , The Barcelona Report 可一the Study Gnuψ on Europe Secllrfl)

Cal川bili!ie.L A Humatl Security Doctrine/or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05) , p. 9

{bid.

主龍)憲法做約第巨型幌‘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wider world , the Union shall uphold and promote its values and

interests. It shall contribute to peace , securit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tile earth , solidarity and mutual

respect among peoples , free al >d fair trade , eradication of poverty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n

particular children冶rights、as well as to strict observ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 includinε

respect for theprinciples of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Mar!ics G!asius and Mary Kaldor (eds.) , The Barcelona Reporr 可the Slue.命 的Ollp on Europe Seωri!v

Capαbilities. A Iiumall Securi吵Doctrine for Europe ( London: Routled肝、2仰5) ,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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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脅。此 2006 年 I I月歐盟主辦了場「人類安全J的街游圓桌會談，旨在檢視歐授

任務的波對與執行該如何更加契合人類安全概念。該腦袋會談 E8徽盟共防j外古之星星安全

事務i高級代表索拉那主持，參與者包括人類安全委員會:主席給方與子( Sadak() Ogata)

以及聯合關副秘、香炙布朗( Mark Malloch-Brown)等人 。 會談的智主青艾1'1'掏出 ， 未來

歐盟對外@!l際室主任將不光是絡和，荷華吾同持重視r jj(綴和平與安全J (sustainable peace

and security) 0 j;)、往「街突J與「和平j被看作是不夠將存在，

突」結束，只要絞過短娥的劉際介入， r和平j 尚品A間句市社

後，重建、復鼠、發展便能按步就班進行。

己認真日3'1J ' r種j突結束j 、 「和平防始j 、 「安全的維護j

不是偽按著… i國進行。「和平 j

於t重j突後，字繼正立的的{話心 、

區應該多方i對介入，包括公共安全的維護、

治玉皇沒人民懷力的賦予。

經驗，

目之統籌組織，

Benita Ferrero-Waldner “The EU's role in protecting Europe's security ," speech given at the conference on

"Protecting Europe: Policies for enhancing security in the European Unior丸" Brussels, May 30 , 2006

Backεround Paper prepared by the CHS/ABHS for the Round Table Oil Human Security,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and Peace Building…一A Human Security Approach ," Brussels, lS Il 1I06, pp. 2,4
奧地利、希臘、愛爾蘭、{有關、斯洛文?已望這To佑歐盟會凶同時也造 1 999 年由選視λ主 i安全之志 !可

道合約國家所發起成立的「人安全網路 J (守he Human Security Network") 之會結飽 。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by the CBS/ABHS for the Round Table on Human Security、 “Resolution of

Con叫cIs and Peace Building-A Human Security Approach ," Brussels, 1 弓 (J 1/06 ,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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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All r光做不說j 的頌詞 豆豆少包括了危機管殿 、 主f£ "ttj'j:一平民事務之協調 、 徑:突預防

等三個頃臼。的此三三位作者認為， r人類安去糾 正主質早已被級自入歐盟對外政策之中了 。

例如l歇星星在進行危機管理嗨 ， 軍事 平民事務之協調是融入危機管現之中的 ， 做此軍

事的資源越來越常被病來綴偽、保設-(除人道的空防 (human i tarian space) ，以使得平

。品也於巴紛紛半島戰爭II蠶豆富的了歇息控傳統主f丟在政策的許多

問題;當1時只… l!'Kll滸里去豆、改至琴海之力，位3此平民的豆豆向並非重點0 2002年， r非主表事J

~?弄I i茅台僻字時 r z手 段 I 謂 PfiJl"g{-~. ，顯示I-H借機F兢兢右不 i詞而你的辜會法濟r 1f!i -ffi持 。 總

f 人類

。但是傳統分工方式下，仍

Foreign a口吐Security Policy,

歐盟 JHA 領域與人類安全概念相 關之發展

的述「第二支十1J議題有往非傳統第二叉IT孟晶是盟軍目圈發霞的傾向 o flTi在司法縣內

故事務 ( Justic e and Home Affai間 ， JHA) 領域 ， I日H是亦有…股力 ;提;將傳統 JHA 範騁的

議題/執行方式往第二支校的方向你餒。JHA在平均超→{閱本質上路於歇息盟內部

( internal) 事務的政策領域 ， 與對外關係(external relations) 幾乎沒街任何協聯 。 飽

經是*1$1級公約 ( the Schengen Convention) 的變圾 ， 內在1M迫與鷗之爾遜域的消失 ， 歐盟

各悶不{最感受針對移民進入的校iM很難達到他們的期望，闊的一旦進入 f的會員趟，

移民在J松對經勃地再將入其他!扣被關笨。於是為了提高控制移民進入的效果和效率，

從 1 999 坦普列 ( Tampere )將會、 200 1 投肯 ( Lacken )峰會到 2002孫維爾( Seville)

Mary-K‘lldor, Mary!'vfartin and Sabine Selchow. ‘Human Security; A New Strategic Narrative for Europe,"

pp. 273~274

Mary Ka叫Idor几，.·..Th‘e role 0咐f hu圳m削HI已a且In seetin!守y in fo‘0'閃e'啥gn po叫E心cy: wha“t I恰"臼sons for the EU

Em叩opea趴oPol泊卅i討icy Cent位fe ， December 5'恥11.2006

Mary Kaldor, Mary Martin and Sabine Selchow， 可luman Security: A New Strategic Narrative for Europe," p

275

Ibid. , p. 2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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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峰會，會員國領tlll -肉強調 JHA必須向外延伸、加強其對外弱肉。

在進入 JHA對外給肉的探討之前司一先要就歇息史文校給愴的演變情形以及華撞上這

合法移民以及非法移錢之定義問題加以緩液。馬斯'@克條約畫畫立了「歐洲i鄰里釘，由三

很文性支撐。其中「第一支位 j為!京有之歐洲共向艘，給室主經濟發合第二支絞j

寫「共同對外星星安全政策J '以較寬鬆之故的防j合作方式就外交及草草防事務進行經合

「第三支性J這「司法星星內故事務J ' Jl室主lJ泌益所平等移民、庇護紹關該題以及司法合作

問題，而後在阿姆斯特丹條約後有所認零星。在將其時還巨星條約的支校給毛詩中

a]謂是最難 一諮這f~nt究j懿哇IJII → f支性」 的該是自領域了 。 老依照 1 986 1教…歐洲法 i\'lL

一市場隱去除所有錢且是障礙、日在保人員自!對流動j的;咬定來看，與人鼠刻!±J流的J有關

之消除內部過1克政策以及自己發之加強外部邊沒管制之政策變合似乎應該!獨於馬斯:讓豆豆

文姓紡織中約2詩-文糕，必{在 r · IJ，肉體方式 J (the Community· Method) 進行決策 。 然

IfIH多災議庭i寮竟是{國涉沒劉家主權與認闊的敏感議題 ， 閃此為斯豈是J史條約除了將簽証

政策的發合列入第支柱之外，其他有關庇護、移氏、境管等$根以及j，jf，松林公約所

獨畫畫約主要主論是吾吾吾爾則仍然維持政府悶的合作方式。諒的最;捏在移民政策方泌的合作

主婆是以阿姆斯特丹修約之後，於1 999 年 II仿古竅胞之歐盟i條約絨線路。阿姆斯特丹修

約時，創造了所吉普「鼠的、女主主與正義的l.\!JbJU (“A n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這樣做條約篇名，r啦 ?也是 創新完華夏之論是自概念 。 此… 改1位將修路馬斯

:@克條約第寸土文從中只將與移民枉!閱(一包括庇潑、移民、j鹽1寬闊;rr-之該是重新1移到

了第一支校，致使執委會在這些主義題上擁衛了綁他的提案繼

議題 t立法權的總界提供了援基本的法斂。在阿姆斯特丹條約談判筒，將

最具爭紋的談判議是互之一，也於前法、警祭、移民與irt證議更重i品還被視為i沒錢涉及翅

家主權問題，位司此「白白、安全Iii!正義的i豆豆絨J

相當的阻力，最後會主遺憾終究克服了歧路，放棄了各街對移民庇護之排他決策線，jjjj

踏出了做皇星共閥丘毛主建政策與共同移i乏政策的第一步。帶

在此必須進…步就難i炎、合法移民以及非法移j泛之JE毅力日以說的。認有主是j丘吉罩、合

法移民以沒非法移民心火熱別之間有著一位i立流通、主主主tim徽的約f系。舉例荷詣，並非

月rr街 1"1非法偽造且在件 iiJ廿三持證{于ji§入獄嫂的第三閻公民務為傳統觀念中所認定的非法

移民。在E考溺組織犯吉拉猖獄的今天，人口走私ffT能夠帶來的黎利導致許多第三世界餓

家資訊不發達地區的人民成了跨做人口走私自巨資畫畫大的受:害者

法移民相串串政策鼓點第茄克頁對那份來自第三關移民發行終放一之所以成為政策主重點

European Counci l. P， 臼idenc.v conclusi01肘。 τampere ， · SN 2則J!99， Oct. 15-16.· J999

Presidencνconclusio/ls ， Lacke日 ， Dec. 14~ 行，2001 、SN 300l1 fOlREV I: Enfop間n ζ otinc i l ， · · Pi~e.i' ;del1<\

conclusions, Seville , June 2 卜22，2002、SN 200/1/02 REV I

2004

fLJ
多數正在這些議足丘上之泊的。茲、條約雖然 2005遭到法閥荷爾j位談之否決，今( 2削7) 是1 六丹

會闊前tlllF1r通 過之改革條約 三 : 血紅 移民相關品也方 卻泊!jJ 海法條約之規定 ， 未作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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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並非所有非法扇窗者皆持偽造說件成未持必要教{牛入境廳主星星，詐

，卻茵通知JI苦留悶的合法移民變為非法移

。任何諮

，依法有il控暫時居留於申請

符其fi ~寄給果 ill燈 ， 若獲得庇鐘 ， 到j申請庇議者

，否則原來的申請庇殺者就成了

，早在 1 95 1 年聯合關便制定了

Geneva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of 28

「紐約議正在當 J (the Protocol of New York of 1967 )修訂

1* 31 條第一 一款規定 ， I對於直接來防空才 ~It生

，只要華文在合Z堅持周內I句有關當局提供非法入境之合

，簽碧藍的5不得對又有所懲罰。 J

I台除非必要 ， 不得加以限制 同時 且草鞋

'簽署國必須立即解除此一限制。

。 j該公約第 33 綠綠

、宗教、露頭籍、參

宙之威脅之地區宜。 J此En翻際公認的所謂「不

principle")的法源基礎。最後，本文戶丹陷述的，正

「移民j主)( I 駕車移民 j 鑫豆)( I難民 J (就海難情況荷言)，

(1) 將傳統間家或歐嫂的移民投

)向外延伸，積線與移主是輸出區里玉是轉繼餾合作，讓這接關家

(ilJ稱為 「皮管外伸作法J) ;且)( (2)籍崩外援協助

(0稱為

。長遠來辛苦，幸f I境管

，則將該及對移民/難民權利的{果是蓋以及與第三隘的合作。

方在頁，先喜的是到的「移民情趣安全{tJ對於移鼠的處坡oJ說

'ITIT:tt歐盟的整合過程中 ， 更是雙重的零上加錯 。 若將移民該是重分為 「控

(j鑫坡、警政)以及「協助其與當地社會整合J (社會話利、教育、人權)

f移民威脅論」 的效果 ， 就是將較多資源自後者移

而在歐洲整合之主義星星範鷗擴大到移民的詩候，此現象更加條擴大c 的於

'11SI此對於心希望

、警政單位ffij言，能夠將決策層次

Christina Bos、\'e !1 ， ‘The ‘external dimension' ofEU immigration andasylum policy," pp.61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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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I攻透明的會員國層次提持到較不透明的歐盟層次， I董然充滿了 l吸引力 。 位因此在你是交

出現，跡:綴外部邊境必須加強的情況下， f邊境控制J 的工作似乎名正 冒險的可以歐盟

之名，外推到「第三路 J (即非歡按磁家)。具體的作法包紹所謂的「古自入竣檢查J

(pre-frontier control) ,

者，皆有提供庇護之義務 o 1旦被據歐毀所撥動的

的保護首支農艾滋玲、銜突區建/1京街突地受到(jIJI技早早與保護，荷熬夜憾:星星境內尋求庇護。

在移民沒防戰的隔方，傾向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的一方對於

較能夠接受的。這種預防移民移位姆:星星的作法

協調份作。歐盟執委會 f "l i:去盤內政事務任務小組J JHA

的從根派解決或減緩移民/革陸民進入歇蟹的情況，立立且明白指出 JHA

規模室主合，包指人權政策、人道協助、安全政策、 2、口政策、發展合作等各路肉。然

而線管執委會與會主主屋頂高臉都有此認翔，執行仁，關;親自IJ給稱及傳統分工方式始終是

一種限制。參與 JHA談判決策的是各會主主隘的內政部長們。對於內政部長們而言，移

民問題主要就是移民控制問路:移民控制肉是室主要就遂將境管向外雄的執行R專題。 i司

樣的道綴，

工具同樣令他們難以接受。

事會的背語言，

盜、加強轉線路家對於移民及尋求庇護者的檢查及辨別能力

邊境檢查的工作，以及與歐巨星簽訂遂返協定，

署豆豆i西巴草 草幹等單11民/移民尋求進入獄巨星數量較多的地區 。

式的移民管~'P. J

f預先紡車在作法J 所針 對的 ， 縫在移主是理論或移民研究當中所認造成移民的 「根

本原間 J (the root causes) , 1±移民研究中已終被談論相當長的時跑了。 f預先防軍i~作

法J的出現跟「非傳統安全j、「人類安全j的出現背豈是一樣都是冷戰約給來。冷戰時

期及冷戰結束之後，百五歐各區君主i 1f金黃11民約歡迎程度顯然有相當，大的差與 o換霞之，在

冷織結束後，少了多長餒憫的意識形態強烈對立，

J是大不如前 。 冷戰後歇盟軍司譜的1以在街笑地區

的經驗和教訓!是從茄南斯拉夫內戰常中學到的

進行所謂「難民在地收容J (reception in the region) 概念的發錢 。 根據自

，甚至IJ

Virginie Guiraudon 叮he constitution of a European immigration policydomain: a political soCiology

approach," Journal of European Polic，叭 Vo l. 10, No.2 (2003) , pp. 263--282

Christina BoswelL'‘fhe ‘externaldimension' of EU imrnig問tion and asylum policy," p. 623

AnJrc\v Geddes, ‘Europe's Border Relationships and InternHtional Migration 1之elations;~ Journal o/Commoll

Alarkel Srudi剖， Vol 的 ， No.4 (2005) , p. 789

Christina Boswell , "The ‘externaldimension' of EU immigration und asylum policy," pp. 62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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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on

伊扮克、摩洛善于以及該

必須向外延伸、

。從打擊貧窮、;是將

提昇人權豆豆l)t是昇少數民族、給女、

外授、民主、人權的作

, IT控告主體而言 ， 歇艘中目 串串

，很動機往往只有

在改革芽、動機為此的情況下，第三三草草很難受惠。事實

，第三三爛的主志敏盟移民政策寄自i語向外延伸，你未言語文科先笠， J月、苔 ， 原

，你這些主要求的成本往往要出第三劉白行負擔。

「人類安全j

'始終存在著

概念的很二字精神及基從邏輯

Coun Cil of thc·.·EuropeanCommullitics and·European Commiss叫， Action plan for the Cυunci! and the

Commission On hm i;>beslto implement rhe pro叫ions of the T;叩ty 0/ Am，l'rel油m 011 an area οiff戶}均卅e啊削ε衍叫叫d.仿山圳Ieω仙，ο咖州"

seC/lt川"吵y ω叫Id)ρ"的sticeι; 1叫9叭巴 》打iCIO/Ol

在心 Andre \'iGeddes ， "Europc'sBorder Relationships and International tVligrationRelations ," p, 792

European Council 1999 , Presidcnι:y COf/c!u.\'i仰的 ， Tampere

Aildre\.\'Geddes;"Europe's Border (之 e l a t ion sh ips and International 恥Iigratioll Relations," p.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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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移民的人類安全必然這圓際投會J!jj般要關切， it[; 毒草求提供保障途紋的支趣 。 但

為移民的生命安全遭受立即威脅縛，地主協該菌I光{果發本皇宮可能在遙遠未來受到威脅

的 f認同安全j以及「社會安泰山還是應該1'r
'
:封緩予保護生命立即時明能選受威脅的

移民之「人類安全J ?從闊的圓際早上會對人類安全的發踐來看，移民該是重依舊喜完全一級

指i i鐘海的關七百會主 。 這樣的現象當然在歐主要也不例外 。 為凸顯其閑話雪封?以及隨書長驢子單如

干IJJJ般存在的事賞 ， 本節以跨海1E闖進入簡直史之非洲難民/移民的假案研究為例進行

描述。

若說推動人類安全的用;吉、在於為全球各地人的「免於恐駕車約自由J之「兔於華夏乏

的自由j罰單足，則無數跨海從非洲企圖非法進入歐洲約流露佳人口，王唔，為是認丟在在人類

安全的安踐級關之內，的為其之所以流纜，不是海、於經濟的做乏就是因為戰亂所導致

的恐懼簽或兩者皆是。這些流離的原函絞後又與人!If亡致命的謊了有了結合，造成這些話f[敵

人口踏 t致命的旅途。近年來， 03 ;J t非泣的非海}字來小木船出發 ， 企 i蘭進入i菊緻獨家

的流離人口f主IJt留。(表一)

表一也非洲乘小木船跨海空藹歇懿家之人數估計

2004 年

2005 生I'

2006 年1-8 月

2006 年

Communities

家，

上七豆豆、三F利局1尼豆豆、

斃，

也不可能被發琨。你於炭n暫未必都會沖上萍，死亡人數!!!( i.t得知。有時沿海村鎮天

之手可能會發現數 f其屍髓。沈有時害甚至在加勒比海也會發現從北非出發，原本哥哥到豆豆斑

JV.υrld Socialist Web Site ， 、 S pa i n : Investigation into death at sea of 36 八friean migrants," November 20 , 2003

內門I泊爾已簽訂了雙邊協定 ， 共同巡防海 。 請參 itfJ Africa Res帥rch Bullet例; Vol 峙，Issue 8

(2006) , p. 16766 0 姆:組希望與雕搞好也能簽訂雙邊協定 ‘ 總部組摩洛哥布:進入歐盟的移民按照和j被

選退回摩洛哥。

Ellrο'pean Voice “ Fratt ini fumes as stutcs offer amnesty to illegal immig闊別s ，" Vo1.12，No~ 30(Angust 3,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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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卡奈利島的m~\雙、偽造的且在行文件以及屍扭~ "窩頭空!再重演的悲劇，塞內加爾總統

管i詞句三級人喊話'1);l"求他們不要冒險渡海。然而間非關家年輕人普通誼i臨失業(部份

地區E高遠 50% )、失學~ ;貧窮的情況一年壞過…年。許多錢而走險的移民迢深諮水性的

非洲沿海漁民， I羽歐星星鷗家的大型;但曳總讓裝備陽尋擎的非洲漁民魚諒逐年下 降 ， 冒險

渡海豆豆j歐洲成了他們唯一的希望;提此{盡管jJ1j.Jj在5于與鑫內j泊爾巴簽訂了雙邊協定共同

巡防、儘管渡海的費用高達 800美元，jl§非年車票人依室裝寧哥拉擔負主巨額債務，還是要冒

譏笑命危險渡海，即使被海巡人錢逮捕也仍然甚至試符試。良緣歷經這類跨海旅途而

眾還joj學者的描述，就像t世界其他地做每天在上級約非法移民主主易一般，這趟緝毒亨

命的旅程非很從豆豆IlIJ充滿了人蛇的致命謊言(例如破寫的小船只是將偷渡者帶離非洲

海岸，而後將有大船撥憋得)，其;花費之高送往往使原本已有、貧的移民一家人必須終生

背負主巨綴績務 o而旅途2益，中的種種凝力、危險和恐懼，使得即使成功登岸的移民也往

後受到永久的傷響。人<l't所提供的小i沿海常是只能承 iR丸之卡人、fl1J十人的小木船，但

卻鐵器 k蔚人 ， 幾乎沒有伸腿的主支持司 。 話原本移民從i葭布羅陀海峽渡海叮以以 「一躍而

過j來形容，隨著距離歐授絞近的移民跳板(如摩洛哥境內的函班牙領土 Ceuta以及

Melilla) 在歐~{jl m堅力下一 …成為盤空格監梭的靈點村鎮 ， 移民踴j怒的走u曾在距離 回的地越

、主室內加

。因此?也佑光是 2日的句立的

。從軍軍內jJ日爾到一卡

。因為沒

，即使mH雙沒有哥哥獲也未必能存活。能活著上岸的「幸運兒J通常，也都

:任何小小的傷口也會府為宜\\i:主淡而嚴選演瀾。而對正法幸運上戶享有司

為將是因為大型漁船、商船或軍艦終渴而被t叢沉、最有擾。

，兩歇國家海巡人具來必會

。 2003年 1 0月一艘偷渡船在豆豆班牙海城沉沒， 36 位企闖進

入歐星星的非法移民溺斃。話時西紅牙;每巡害苦綴獲殺案得知這艘船情況危急 ' (§.t王一個

，仍然沒有發揮救援功能， I游人員缺乏

。發現這是見非洲移氏並立報案的高船霞在磁場想保

'函此無法救跤，蓋章後日的掙

Stalcl叫tch， “ElJ/A fr i ca 仁 arnage continues as EU border moves south ," Se抖ember 2006

Africa Research Bulle/ilι Vo l. 43 , Issue 8 (2006) , p. 16766; The ClII 的"叫 Science AIrο /l i tor， "Deadly

voyage for African emigrants ," April II 、2006

Slatewatch ， 法U/A fr ica : Carnage continues as EUbo吋er moves south ," S叩tcmber 2006

話必 200 5 年 9 月 、 10 月 發設多起移民和j消長除使摩洛哥的路關搬進入 Me! illa 的 事件 牙段時於是!持

立草棚正E從 8 吹起 至IJ 16 P}己 e 摩洛哥政仔撥 苦寬Wf JJi{本欲憫人Me1illa 的路上已過送到悶悶n干巴拉邊界

i步改地 丘 ， 遭到外之間NGO 的強烈;在伐。前譽泌的igratio !1 Nel肘 ， Vo l. !2可No.3 (July 2005)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adly voyage for African emigrants ," April 11 可2006

Stotcw(J{ch , “ EU/Africa: Carnage continues as EU border moves south ," Septem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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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地看著他們沉沒。接下來的三{的禮拜， 36 其主是體Illi綴被沖上的班牙哥哥掉 。 西班牙的

作法被視為是不得手段防止移民進入， I或游受到強烈批評 。 張的班牙海巡署的辯解是 ，

方面悶為…卡奈利島的軟硬鰻設偽早已不斂照顧、救援這些移民的言哥華書。像 2006年 8

月假月當中，氣遼該島的人員說超過 2005整年的人數。能i釣大盤突瑜的身體、心理

情況皆為要n(k護的非法移民，問班牙政府明顯難以j悠{寸。然了的事竅上早在 2001年，

f人權草鞋察組織J (Human Rights Watch

議，要求西班牙政府改替。

察非洲蓋自屆主洲的非法移民的精神科醫生，為這些移民共同約給神經做創造了r 7L;.!I[茁

斯症候J (Ulysses syndrome) 這一是專有名詞 。

flIt椎動 ， 根綴 Human Rights

未會改莓，反荷疫力日惡化。

JJ::移民進入歐蟹，卻完全漠視這些瀏育學所指的來的閑置章。

以及馬爾他也是非洲移民屬意的目的地，

2006 年9 月希臘政府還遭到土耳其移民指給

其海域投丟入大海中。

其偷渡客投入海中。土耳其律師已向聯合路難民署( UNHCR )

希臘政府除了否認知情，

今 ( 2007 )年 5 月 ，

船的拖曳網在海中沉浮三天，

他們。最後這!是移民自西班牙政府出宿營救，

際，仍舊雪是持這不是為爾他的問題而是歐盟的問題。

向街:巨星提出'1J!'求，

World Socialist Web Si衍， 它pa i n : Investigation into death at sea of 36 African migrants;" November 20 , 2003

雖然的叫文所述，前班牙的移民政策在其他歐盟會位留很做起過於寬鬆，問甜受到lit詐。然站在茹苦j

大鼠非法移民湧λ的情況時，的班牙敗的卻有諸多脫離留給人述規蹈、諧的作法見 e也班牙民眾

如果被J遭到對非法移民伸出援手在i荒會受到鍛路懲鈞。 200 1年級約時報l11l曾經大講師報導位的班牙

計程車司機也為放手、移段主任他的車，能在監獄暫且紹了半個月。

也希磁tfll話 :是給萃縷的笑 尤型的WT ~{E地中師曾經把年千辛萬苦的流浪跋拉多。溺警惕 CarHf et 針，

“ Mi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in Europe，'、 Clin ical Practice and Epidemio/(;明in Alental Heal仙; Vol. I , No

13 (2仰5 )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Spa in: Investigation into death at sea of 36 Africiln migrants," November 20 , 2003

Ellropean V，οice， "Frattini fumes as states offer amnesty to illegal immigrants," Vo l. 12, No. 30( August 3,
2仰6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 1Ilegal migrants say Greek authoritieslhrew them into sea ,"September 27 ,

2006

Eιioberver， "Spain unhappy with 恥talta handling ofmigrants," !tme 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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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Ulysses) 之名 出動 ， 巡!功地中海 ， 防止偷渡客進

、 3克拉盟、法區盟、義大利、葡交j月二的變方、海路以

灰海軍人紋。受i設於天{侯以及語說約絡(藹，.co生次聯合行動未能成功攔截任何偷渡船

笠，成了向次失敗的經驗。風而後歇星星於2005年建立γ總部設立在華沙的「歐巨星外部

Member States' FRONTEX) ，透過協調強化臨海

，並堂;非法移上是進

行偵祭敘調至是、認定立主統計E抵遼南歐各!還境內之手!'it、移民之身份。齡2006年 7

。位 2006 年一整個

侃而在潑大利誦，8

，歐盟執委會主管移民有的商事務的執委 Fratt i ni 亦指示

FRONTEX 派出一;J卅 日赴義 ， 以評估派遂FRONTEX 駐 iJ:fi fJ'宮里協助義國政府偵祭非法

、義大利、馬爾他等會員劉認

。這些鷗家間主張，面對

歇按不能讓幾(閱受徑:擊最深的 f前線J I員i 家獨 自 負擔

( bur益en-sharing) 0 而法 、 豆豆 、 義 、 希 、 葡 、

蹈、草草浦路斯、斯洛文尼誣 8巨星並共同正式去lID輪11直主席芬嗨，要求在歐盟層次以做

o 在從執委會的為沒來看 ， 以歐盟資源來解決問題討然是倒受歡j!J!

，歐盟i執委會主席巴洛索 ( Jose Manuel

Barroso) 正如盼能將其改為多數lJ< 0 主管移民約關事務的執委 Fratt ini 也認為 ， 在咐

，否則所有會i三1 ~譯者已將受到更是主琪的負銜

，不單貝克立在給濟上對移民的成本有所貢獻的會鼓劉，就

除了兩齡:劉家與執委會外，在吉姆擔任輪官員主席的芬蘭

A1iW叫ion News ,Vo!. 10, No.2 (April 2003)

話給 Eu/'οp臼Ii Voice , “ Fratt ini fumes as states offer amnesty to illegal immigrants ," VoL 12, No. 30 (August 3 。

2的6)

Elfl οpean Voice , ‘ Bosses set to foot the bill for illegal workers ," Vo!' 12, No. 27 (July 13, 2006)

EUobser l' l!r , "Six brains to find EU solution to immigration ‘tragedy\" August 30, 2006

往心 ElII"opeail Voice; ‘Frattini fumes 的states offer amnesty to illegal immigrants," Vo l. 12, No. 30 (August 3,

2006 )

h'uropeα/I Voice、 C omm iss ion seeks EU-wide solutions to immigration," Vo l. 12, No. 34 (September 21 ,

2006 )

EU，οbserver， ‘ E i皂 h t member states urge EU action on migration," September 26 ,2006

EcolIυnllSl勻 的心I i g ra t i on migraine," September 16, 2006: £(jυbserver “Barroso letter pleads for EU

immigration ‘solidarity' 勻 ， September 7可200。

European Voi仇 ， "Mediterranean ministers meet in bid to tackle immigration crisis ," Vo l. 12, No. 35

( September 28可2006 )



發展中的「人類安全 j 概念及其在歐\lIl非法移民問題 上之適用 相

if)、極力主張必須將眼光及統諱言E 力提拜至Ij 巨款提廢次 。 芬蘭內政吾吾 i這甚 ElJ昌的 ， 責任分

機是歐E空前釣大遷移民進入的唯一的銘 : 除此之外耳目無他法 一方百i控制移民進入的

措施需雙加強， 1旦河游移民在進入隊鐘之後!有 Ij宮、受到的保護防;H蓋不可忽視 。

受，文中反對最力的協家包括德險、奧地利、

XiI牙 v'll義大利先ffrJ特赦非法移民的政策 ，

注意，

要將「人類安全j

要走。

的絞脅也就越大

約的嚴防;!rt:進入慨:盟

關家吉-rYE澄返協議 o

泛的路礙，

都1利比 5:'等單單家 ， 等於是在協助利比豆豆政府對移民進行 話告別

送凶手自比亞消遭受歡斤。至死

品IropeCIIl Voice , “ Managing migrationalld paying for it," Vol ,I2 , No~ 33 TSeplen1ber 叫，2006 )

EU，υhsen'er， 也 E igh t m ember states urgeEU·adiolloJlmigralion， '、September26;2006

European Voice， “Med i t e rran的n ministers meet in bidw tacklcimmigrationcrisis,"'Vol.J2;No:35

( September 28 , 2006 )

1() 多甘15

i站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 Migratioll in fill

[lIfcrCOllllcc ted World: New direcrio l1sfor actioll (2005) , p. 32

European VIοκe. "Commission seeks EU-wide solutions to imn>igration,"Vol. J2,No.34'( Septcnlbcr 21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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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人類生命消逝。毯，挽救人命J與 fj蠱繞溺水不語言u二三者之間

也玉昆衡突時，歐盟國家已而再再而三取後者而捨前者。

、結

「殿里拉 j 轉為 f i閻

，反霞以及

。特別

，同時非法移民的權雞

f lll!l境J 概念的瓦

，同時更為目的

「人類安全」概念最

)會終說過。「所謂的 f主權j無

只有當它主主派正J I唯一、真正的主權

。對同樣的道玉泉，和平以及安全無論去全國家

。此亦人類

'歇盟董}於「人類

。{且是傳統分工方式

傳統分之談未被打破。只能說，第

， [my傳單且後還建、人道救援議星星較為有系統地納入第二支

，歡直是在 JHA領域的作法雖然包含了人類安

。本文立ii~社天真地認為， f人類食

「歐盟怨無私無我地張照雙臂迎接所有合法或非法的移民j

i這樣的結論 。 相反地 ， 歐盟主t f人類安全j 慨念室主訣竅而全面的論述或許能夠發揮橋

樑約作用，將第二支柱與 JHA加以聯結，改善非洲移民間生命危險渡海的情況。透過

入獄安全概念來分析綴解非泌非法移民冒險渡海的照趣，非但能夠表~JVJ歐旦控更全面地

i僚Wfll:t…圾象 、 提出對策 ， 同i待亦有巨協助歐星星 IL'it解到 在管7 月長椅雙臂 、 門戶洞開J

不是還瑣，但在過程中「善待這些移民、重視他們的生存權 J '卻是唯與歐巨星所標榜

Axworlhy, "Introduction," p: 13

Ib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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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總執委會 2006 年

2007 年4 丹

攏在巡防工作上。歐豆豆子軍令

Fund) ，司令同

Intervention Teams) 的設立遂成共識 ，

(2007 )

非法移民企圖進入獄盤時，當箏的會員劉傍oj諮求1竟管快速反絡小組前11協助。此外

歐 !iiI也就巡防所需哥哥材設備進行主程中管理，並成立了「話xii[j~紡網絡 J (European

Patrols Network) 以及 「歐洲偵祭系統J (European Surveillance System) 0 換議 之 ，

從歐盟夜間對難民/移民湧入時，主重點依營撥在巡防工作t的情況獄之，要將人類安

全概念落設在歇洲共同移民領域篤，中，宮前看來尚難予以樂觀之評斷。

(l說件 96 年 7 月 12 泣 ， 除受 96 年 11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 COM (2006) 733 的 n a l ; Coull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794山 J us t i ce and Home Affairs Council meeting Press Release、Luxembourg， April 19-20,2007, p. 2

Ibi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794'11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Council meeting Press Release,

Luxembourg, April 19-20, 2007 ,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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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Concept of “Human

Security" And Its Applicability on

I1legal I mmigration in the ED

Chien-yi Lu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First Divis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ew international status quo resulted from the end of thc Cold War

has broadened the definition of “security." No longer does “security" pertain

only to “nations," a theme best epitomized by the concept of “ human

security." The concept of human securi紗， however, has been under attack for

its lack of clarity regarding “whose" security it aims to analyze. This article

tackles this problem by probing into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oncept on the

migration issue. It IDcuses on the case of illegal immigrants attempting to

enter the European Union ( EU) from Africa. It s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is little problem with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hnman security on migration

Nevertheless, even though the EU has readily incorporated the concept into

its foreign policies , it will be a long way before the concept can play any role

in the EU's handling ofthe migration issue.

Keywords: human security; the European Union; illegal immigratio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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