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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法的跨國化與歐洲人權研究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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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由於國際人權公約以及區域人權公約之簽署，乃
至於區域人權法院之設立， 1 人權法的跨國化乃至於區域人權法體
系之建立，成為人權法之重要潮流。人權法的跨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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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可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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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感謝助理張心心小姐與劉容真小姐就跨國化、跨國法及歐洲人權之文獻回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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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撰寫的協助。
目前全球主要地區，包含歐洲、美洲、非洲均已設立區域人權法院，分別為歐洲人
權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美洲人權法院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非洲人權法院 (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同時，
區域經濟整合組織例如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南方共同市場 (Mercado Com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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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 Sur) 亦設有區域法院或仲裁機構。
跨國法 (transnational law) 之概念至少可以溯及至 60 年前，國際法院法官 Jessup 於
耶魯法學院授課時所提出，其後並出專書主張：應以跨國法取代國際法的用語，以
避免錯誤地理解國際法為侷限在國家與國家間的規則；Jessup 的跨國法涵蓋了所有
規範跨越國家界線之行為或事務之法律，跨國法之概念意圖解決個人、法人、國家、
國家機關或其他團體之間的爭端，在其定義下之跨國法，國家僅係其中一行為者，
亦即，主權國家並未獨佔跨國法之形塑 (Jessup, 1956: 1-8; 1963: 1-2)。而跨國化
(transnationalization) 本非法律專有用詞，各學科廣泛使用跨國化，並多與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或是相類似概念同時出現，諸如經濟學、政治理論、社會學或是社會
文化等各類學門皆有見以跨國化作為研究主題者。參見 Breitenstein and Hofme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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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權法以及區域人權法兩個面向加以檢視，前者主要以聯合國
體系，尤其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以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公約為主
軸；後者則以區域人權法體系為核心，學者認為區域人權法體系包
含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美洲國家組織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及非洲團結組織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所
建構之人權體系 (廖福特，2006: 36)。然而，就區域人權法體系，
除了以國際組織為架構，側重人權保障之法體系外，在區域經濟整
合之脈絡下，區域經濟整合組織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亦可能設立法院或仲裁機構藉以處理經濟整合所產生之
法律爭議，此類法院或仲裁機制亦可能影響區域人權法體系之發
展。 3 在主權國家之外，建立一區域法院，或超國家法院藉以審理
人權侵害案件，對於傳統以國家主權為核心之國際法體系是一大進
展，同時，藉由賦予個人向區域人權法院提出訴訟之當事人適格，
承認了個人在國際法體系得做為主體之可能，亦係以主權國家為主
導之國際法體系之一大突破。而在去除內國絕對主權而應受國際人
權法乃至於區域人權法體系之節制，在此人權法之跨國化以及區域
人權法體系之形塑過程中，內國最高法院與憲法法院以及區域人權
法院之互動，則成為學者關注之焦點。 4
我國之區域人權研究，主要以歐洲人權法之研究為主軸，其主

(2008); Stone (2004); Smith, Boothe, and Zalewski (1996)。而在各研究領域中，跨國化
均為新興研究，精確或普遍接受的定義似乎尚未形成，甚至並不加以定義。學者指
出，隨不同作者之研究領域，跨國化之內涵也有所變更，以符合其研究主題之需要，
但跨國化均指涉特定事務產生跨國性影響之「過程」。參見 Curran (2008: 363-364,
373)。而法律跨國化之相類似概念，法律全球化，中文文獻請參照張嘉尹 (2008:
3
4

85-139)。
國內文獻參照王玉葉 (2002: 1013-1041)。
國內文獻參照張文貞 (2009: 223-272)；廖福特 (2006: 27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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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或係學者留學背景所致，或因歐洲向來被視為人權保障發展
較為完善之國家，得藉由歐洲人權保障之引介對於我國人權法治有
所助益。歐洲人權研究對於臺灣之價值為何？抑或，亞洲學者研究
歐洲人權之目的為何？係一後設且饒富哲學性之問題，卻似乎未認
真予以回答。學者如何從「外國的月亮比較圓」或「供作我國立法
之借鑑」兩者之外，進一步探求歐洲人權研究作為一學術課題之價
值。就人權發展乃至於法學研究較為後進之國家而言，比較法之觀
察得藉由引進外國立法，判決乃至於學說之發展，提供其本國立法
或政策執行之參考。然而除了此一轉介角色之外，人權法之跨國化
此一特色，亦提供了歐洲人權研究作為學術研究客體之解釋。由於
跨國移動乃至於全球化，人權之影響並不僅限於主權國家 (不管是
國籍國或現居國)，區域人權法體系之發展，實係回應了此一現實。
詳言之，歐洲人權發展過程中所面臨之問題，並不僅限於歐洲，而
是為所有人類發展中所共同面臨之挑戰。一方面，歐洲人權研究對
於臺灣學者而言，亦隱含了臺灣學者對於人權法跨國化之發展之此
一現實且切身問題之回應；另一方面，則藉由共同思考歐洲人權發
展所面臨之問題，我們可以對於此一共同問題有所貢獻。就這個層
面而言，歐洲人權研究一方面是普遍性的，因為它涉及的是人權法
跨國化的共同問題，另一方面，歐洲人權研究又是獨特性的，它回
應了臺灣社會在人權跨國化過程中的關懷。
就歐洲人權研究而言，2000 年後可視為我國歐洲人權研究之蓬
勃發展階段，除由司法院所出版，屬於介紹性之《歐洲人權法院裁
判選譯》(共計三輯) 外，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
自 2007 年即連續出版《人權之跨國性司法實踐——歐洲人權裁判研
究》(共計四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亦先後於 2006 年與 2009
年出版《歐洲人權保障》與《歐盟人權政策》。前者之研究以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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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公約與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決為主，後者則側重區域經濟整合組
織，歐盟所涉及之人權議題。本「歐洲人權」專號乃係 2014 年臺
灣大學法律學院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所共同舉辦之歐洲人權研討會部分發表論文，就作者背景部分，集
合英、德、法三個主要歐洲國家，由於留學國之訓練，五篇論文亦
展現了不同留學國所培養之法學訓練，充分展現歐洲人權法混合了
歐陸法與英美法之特質。 5
廖福特教授之〈什麼是仇恨言論，應否及如何管制：歐洲人權
法院相關判決分析〉一文主要探討在歐洲人權公約脈絡下，仇恨性
言論如何管制之議題。廖福特教授首先釐清仇恨性言論之定義，並
分析歐洲人權法脈絡下仇恨性言論之管制結構。基於法律文本分析
之基礎，廖教授並藉由類型化與大量案例研究之方式，分別探討歐
洲人權法院在政治爭議、宗教衝突、種族爭斷、國家認同等具有高
度爭議性議題之立場。藉由大量判決分析及類型化研究，廖教授對
於歐洲人權法院在仇恨性言論管制此一議題之案例法學，作出重要
貢獻。
林鈺雄教授之〈司法互助是公平審判的化外之地？以歐洲人權
法院的兩則標竿裁判為借鑑〉一文，主要從臺灣與外國之司法互助
案例出發，其中尤其涉及臺灣與中國司法互助協議之最高法院 101
年度臺上字第 900 號判決，該案中涉及中國公安筆錄在我國法秩序
內 之 效 力 為何 。 林 鈺 雄教 授 以 歐 洲人 權 法 院 兩個 指 標 性 判決 ：

5

依據學者之觀察，歐洲人權法混合了歐陸法以及英美法之傳統，「形塑了一套兼顧
內國法律文化差異，並共通適用於泛歐的人權基準」(林鈺雄，2007: ii)。歐洲人權
法之研究，涉及他國法或國際法如何進入內國法體系之根本問題。就法律文化或人
權保障之影響而言，歐洲人權法院案例法實已穿透進歐洲兩大法體系以及國際比較
法之民、刑或公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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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ering 與 Stojkovic 為例，探討國內甚囂塵上之取證地法說可能產生
之人權保障漏洞，林教授強調個人權利保障應作為司法互助天秤的
砝碼，並提出預防式的合作取證模式作為司法互助之政策建議。
〈司
法互助是公平審判的化外之地？以歐洲人權法院的兩則標竿裁判
為借鑑〉一文，所欲處理的乃是跨境移動所帶來之跨國犯罪問題，
此乃法律跨國化的重要典型，內國法秩序如何處理境外取得之證
據，內國權利保障如何延伸至外國，乃至於區域性人權保障機構如
何確保此司法互助過程中之刑事被告人權，均為本文之關懷所在。
林教授之文章，可謂我國研究歐洲人權法之重要目的之一，亦即藉
由比較法之觀察，釐清我國在法治發展過程中之缺失以及其改進之
道。
陳靜慧教授之〈私人保險保費之前男女平等？從德國法觀點評
析歐洲法院 Test-Achats ASBL 案判決〉，採傳統德國法個案研究之
方式，基於其留學背景，從德國法觀點，探討歐洲法院 Test-Achats
ASBL 案之妥適性。就其方法論而言，歐盟會員國法與歐盟法之互
動，向來為歐洲人權法研究之主要取向之一；其次，個案研究之取
向，就具有指標性之判決加以深入研究，此一案例法學之研究，亦
為國內法律學界所熟悉。同時，陳靜慧教授所探討之問題：統計性
歧視，除在歐盟法上具有重要性外，此議題實係所有社會普遍面臨
之難題。易言之，陳教授之文章，雖討論歐洲法院之判決，實剖析
了社會發展所面臨之共同困境，一方面欲藉由人別之一系列「代理
特徵」，例如性別、職業、家庭狀況，區別個案處理方式以降低交
易成本，然而此一「代理特徵」係爭事務所欲規範所需考量之真正
因素，且非個人所能掌握，因而是否違反禁止歧視原則。
王必芳教授與翁燕菁教授留學法國，兩人均以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為討論客體，同時，其寫作模式亦展現了法國法學傳統之二分

450

歐美研究

結構。王必芳教授主要討論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適用於監所收容人
之處遇，其規範客體為國家公權力之行使；翁燕菁教授則討論公約
第 3 條於私人關係間之適用，亦即，私人關係間因私人行為是否有
可能構成國家公約義務之違反。王必芳教授之〈得宜的監禁條件與
收容人尊嚴的尊重：歐洲人權法院相關裁判研究〉一文，先行探討
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之判例建構，其分析歐洲人權法院如何從承認
收容人的基本權利發展至強調收容人人性尊嚴的尊重，以及如何從
禁止惡劣的監禁條件發展至確保得宜的監禁條件。在此基礎上，王
教授再行探討歐洲共同監禁法之具體形塑，其中涵蓋一般收容之監
禁條件與特殊收容人之監禁條件。前者又區分為監禁的執行方式與
實質要件；後者則區分為危險收容人和重刑犯的監禁與殘疾和年長
收容人的監禁。王教授關懷之核心在於：歐洲共同監禁法對於收容
人權利和尊嚴的保障，是否得以超越歐洲疆界，對於我國監所管理
有所啟發。此項關懷乃是人權法之根本問題，涉及人權保障之普遍
性。
翁燕菁教授之〈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與嚴重系統性歧視：私人
關係中的非人道或侮辱待遇〉一文，探討一個人權法治上具高度重
要性，卻未充分討論之議題，亦即，禁止酷刑條款向來被視為具有
國家針對性，此一人權保障義務是否得以適用於私人關係上？若其
答案為肯定，在何條件下公約義務應適用於私人關係。基於此一脈
絡，翁教授首先探討歐洲人權公約的間接水平效力，此項問題與公
約是否得以適用於私人關係密切相關。在此基礎上，翁教授藉由一
系列歐洲人權案例法之分析，探討人性尊嚴、歧視以及私人間侮辱
處遇之關係。具體而言，在私人關係中可能涉及國家保護機制失靈
之嚴重系統性歧視而構成非人道或侮辱待遇因而違反公約第 3 條之
義務，其探討之議題涵蓋歧視與人性尊嚴之關係，重大歧視如何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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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公約第 3 條最低嚴重性門檻，保障特殊弱勢是否構成絕對義務，
以及該條文保障生命尊嚴與極度貧困之限制等。
藉由以上五篇文章之刊登，《歐美研究》希望在既有之基礎上，
對於歐洲人權研究有進一步之貢獻，亦對於我國人權保障法治與實
務有所助益，同時，並在自己特殊之脈絡上探索歐洲人權發展之軌
跡，從而捕捉那幽微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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