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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本出版物的内容并不一定代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或为此做出贡献的组织的观点或政策，也
不暗指其做出任何认可。本出版物所用名称和材料编排方式，并不意味着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任何
国家、领土、城市或其当局法律地位，或者对其疆域或边界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本模块是为授课教师提供的资源。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教育促进正义”举措是“执行《多哈宣言》全球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本
模块是在该举措下开发的，构成“教育促进正义”反恐怖主义大学模块系列的一部分，并附有一份教学
指南。全套“教育促进正义”材料包括关于反腐败、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网络犯罪、枪支、有组织犯
罪、贩运人口/偷运移民、廉正和道德以及反恐怖主义的大学模块。

所有“教育促进正义”大学模块均就课堂练习、学生评估、幻灯片和其他教学工具提出了建议，授课教
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并将其整合到现有的大学课程和方案中。本模块介绍了三个小时课程的
大纲，但也可用于时间更短或更长的课程。

所有“教育促进正义”大学模块都涉及现有的学术研究和讨论，可能包含各种来源（包括新闻报道和独
立专家）的信息、观点和说明。在模块发布时已测试过外部资源链接。然而，由于第三方网站可能发生
变化，如果您遇到链接失效的情况或被重定向至不适当的内容，请与我们联系。如果您发现某个出版物
被链接到非官方版本或网站，也请告知我们。

虽然已尽力确保模块的翻译准确无误，但请注意，模块的原始英文版本是经批准的版本。因此，如有疑
问，请参考相应的英文版本。

关于模块的使用条款和条件，可参见“教育促进正义”举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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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任何国家的反恐工作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即收集关于对该国策划和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的情

报。其首要目标是确保国家安全不受损，并在此过程中确保人民安全。事实上，一国对居住在其领

土上的人民负有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人权义务之一是保护他们，这包括保护他们免受恐怖主义等严

重国际犯罪的侵害。情报在防止恐怖袭击发生和协助执法人员在实际的袭击发生之前或之后逮捕涉

嫌实施恐怖行为的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情报在反恐工作中都发挥着核心作

用，包括帮助确认、找到和“消除”非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体。 

 

虽然本模块讨论了与反恐背景下的隐私和情报收集有关的一些法治关切，但应从各国在有效应对日

益不对称的恐怖主义活动形式以及越来越多的“涉案人”（比如，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的角度，全面考虑这些问题。与此相关的一些其他模块探讨的问题包括使用等

同于酷刑的‘强制审讯手段’（模块 9）、在极端情况下侵犯生命权（模块 8）和歧视性做法（模

块 13）。本模块探讨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局势中的一些此类关键紧张局面、关于隐私和情报收集

的相关法律框架，以及一些涉及法治关切的当代问题。 

 

学习成果 

 

• 介绍并解释情报收集的概念，以及一些最普遍的情报收集方式。 

• 理解关于隐私权的主要国际和区域法律框架，特别关注关于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局势中情

报收集的内容。 

• 确定并比较不同国家在政策和法律方面的相关方法和做法。 

• 探讨一些与情报和证据收集相关且对法治产生影响的当代问题。 

 

关键问题 

由于一些恐怖主义团体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及其开展的活动，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局势中都需要进

行复杂且广泛的情报收集工作。因此，跨国的机构间合作在反恐预防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不仅是从国家和国际安全需要的角度来看情报收集确实是必要的，而且这项工作若遵循法治开展也

是完全合法的。然而，情报收集的本质引发了许多与坚持法治相关的问题。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在其

全球报告《评估损害，敦促采取行动》中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阐述： 

 

这确实涉及到一个问题。防止恐怖主义行为有赖于良好的情报，而情报收集在本质上需要

一定程度的保密性。有时，披露秘密的情报收集方法或者情报了解的程度，会破坏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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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并危及生命。同时，保密性有时只不过是逃避适当问责的一个幌子（国际法学家

委员会，2009 年，第 10 页）。 

 

当国家采取的反恐做法（例如，利用违反国际人权法规范的非法强制审讯手段）越过合法性和正当

性的界线时就会出现困难，进而阻碍而非促进多国合作，并在这一过程中破坏法治。 

 

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因素是，各国会通过模糊情报机构和执法人员的业务界限来扩大情报机构的权

限。情报机构主要侧重于收集旨在防止恐怖袭击发生的信息，并不直接参与任何后续的刑事司法程

序，包括相应的程序性要求和正当程序保障。除了防止犯罪外，执法人员还负责通过调查犯罪来维

持公共秩序，并关注正当程序的程序性要求，包括通过合法手段收集可采纳的证据，这些证据可能

会在随后的法庭审理中使用。有时，以下原因会导致出现人权问题：情报机构与执法人员之间的不

同理念和目标未得到调和；情报机构在基本人权义务和刑事司法正当程序要求方面接受的培训不

足；以及缺少充分的监督和问责机制等。 

 

这些因素对法治的影响可能因越来越具侵入性的情报收集方法而加剧，此类情报收集方法包括网络

监视，或本模块的主要重点——海量数据收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立法干涉”，即国家通过立法

来寻求越来越多地侵犯个人隐私。在这种情况下，随之而来的是对‘老大哥’式独裁主义以及对基

本个人自由令人不安的限制的担忧。 

 

本模块的结构是，首先研究隐私权方面的相关国际和区域人权法框架；接着探讨若干当代问题，即

特殊侦查手段以及监视和通信拦截问题，特别是通过元数据和全球定位系统进行的监视和通信拦

截；然后研究武装冲突背景下的隐私和情报收集问题；最后讨论情报收集方法的问责和程序监督方

面的问题。 

 

国际法律框架 

 

隐私权 
 

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从以下方面简要阐述了隐

私权在反恐背景下的重要性及相关法治挑战： 

 

隐私不仅是一项权利，而且是支撑其他权利的基础；没有隐私，就不能充分享有其他各项

权利。必要的隐私为个人和群体提供空间，供他们进行思考，发展关系。言论自由、结社

自由和行动自由等其他权利都需要个人保有隐私，才能获得充分发展。此外，监视还造成

冤假错案，打破适当法律程序，导致无辜者被逮捕（大会，人权理事会第 13/37 号报告，第

3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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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也反映在联合国大会的文件资料中。2013 年，大会一致通过了题为《数字时代的隐私

权》的第 68/167 号决议。该决议的序言明确指出“非法或任意监控和/或截获通信以及非法或任意

收集个人数据是高度侵入性行为，侵犯了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可能背离了民主社会的信念”，

还注意到“尽管对公共安全的关注可说明收集和保护某些敏感信息的合理性”，但各国必须确保

充分遵守其按照国际人权法所承担的义务。 

 

除了为了维护法治外，各国遵守关于隐私的宪法保障措施和国际义务的一个重要动机是，确保其不

会无意间破坏本国同时开展的恐怖主义预防工作。例如，任何通过非法方法和干涉个人私隐而获取

的不利于恐怖主义嫌疑人的证据可能会在随后的任何刑事诉讼中被排除在外，而且在一些情况下，

如果被告不能得到公正审判，则此类证据甚至可能妨害审判程序。（见模块 11）。 

 

国际和区域人权条约都载有隐私权。这里首先来看《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十七条

第一款规定“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无理或非法侵扰，其名誉及信用，亦不

得非法破坏”。而且，“对于此种侵扰或破坏，人人有受法律保护之权利”。（第十七条第二

款）。 

 

隐私权可以定义为： 

 

个人应当享有一个全权自主的发展、互动和自由的领域，不受国家干预，任何其他人未经

允许也不得擅自过度干涉……尊重通信的隐私和安全的义务意味着个人有权在不受国家

（或私人行为体）干涉的情况下相互交流信息和想法，确信唯有预定收信人才能收阅这些

通信。隐私权还意味着个人有权知道谁掌握着关于自己的信息以及会如何利用这些信息。

（大会，第 69/397 号报告，第 28 段）。 

 

 

 

 

 

 

 

 

 

 

 

 

 

 

隐私权是一项可克减的权利 

 

隐私权不属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可克减的权利。尽管如

此，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关于克

减的以下规定*：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只有当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存亡安危时，方可采

取这种做法，并且必须满足多项条件……仅有不到 10 个缔约国因恐怖行动或恐怖威胁而宣

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四个国家在紧急状态下试图克减《公约》第十七条，……但相关通知

大多措辞笼统，没有依据《公约》第四条的规定说明在紧急状态期间必须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来克减第十七条。总的说来，因恐怖主义而试图克减《公约》第十七条的缔约国均未遵守

《公约》第四条的所有各项规定。”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09 年）。《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

由问题特别报告员马丁·谢宁的报告》。12 月 28 日。A/HRC/13/37。第三部分“隐私权”，第

14 段。 

https://undocs.org/A/RES/68/167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chapter=4&clang=_en&mtdsg_no=IV-4&src=IND
http://undocs.org/A/HRC/13/37
http://undocs.org/A/HRC/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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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有义务采取法律和其他措施，以确保政府机关和私人实体不非法或任意干涉隐私权，并确保这

项权利得到保护。例如，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关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积极义务的

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第十七条中同隐私有关的保障措施必须获得法律的保护”（第 31 号

一般性意见，CCPR/C/21/Rev.1/Add.13，第 8 段）。 

 

在以下情况中，干涉隐私是合法的： 

 

(1) 法律有所规定； 

(2) 有正当目的； 

(3) 是合理的； 

(4) 是必要的； 

(5) 追求的目的与对权利的干涉之间具有相称性； 

(6) 这种干涉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和目的不相悖。 

 

人权事务委员会就解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规定的权利和相应义务提供了指导意

见，其中包括这些基本原则： 

 

法律有所规定：为限制享有隐私权而颁布的法律应该“可查询”。这意味着政府应将该法律公之于

众，个人应该能够查询该法律。法律语言应该足够精确，让个人能够理解其如何适用于他们。该法

律应详细说明：(1) 政府机关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干涉隐私权；(2) 该法律所覆盖人员的类别；(3) 政

府人员应采用何种程序才能使其信息收集工作获得授权；(4) 对监视期限的限制；(5) 管理所收集数

据的使用和存储的程序（人权事务委员会结论性意见 CCPR /C/USA/CO/4，第 22 段）。 

 

正当目的：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 16 号一般性意见中解释道，由于个人在社会中必然与他人往

来，“对隐私的保护就必然是相对性的”（HRI/GEN/1/Rev.1，第 7 段）。随后，该委员会在第 27

号一般性意见中进一步规定，正当目的包括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以及他人的

权利和自由（CCPR/C/21/Rev.1/Add.9）。然而，联合国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所表示的一个主要

关切仍然是，含糊不明且宽泛的“国家安全”概念可能会在情报收集手段等方面被误用（大会，人

权理事会第 23/40 号报告，第 58 段）（详见模块 13）。因此，各国应明确说明其试图实现的目

标。人权事务委员会表明，“就第 17 条而言，预防、制止和调查恐怖主义行为显然是一个正当目

的。”（大会第 69/397 号报告，第 33 段）。 

 

合理性：对隐私权的任意干涉是非法的。为了避免任意性，这种干涉应“在个别情况中合情合理”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6 号一般性意见， HRI/GEN/1/Rev.1，第 4 段）。如干涉措施是必要且相称

的，则其就是合情合理的（人权事务委员会意见 CCPR/C/50/D/488/1992，第 8.3 段）。 

 

必要性：干涉应是为了保护援引的正当目的所必需的（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7 号一般性意见

CCPR/C/21/Rev.1/Add.9，第 11-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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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称性：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 27 号一般性意见中阐明，当干涉是可采用的诸种手段中侵入性最

小的一个时，则其是相称的（CCPR/C/21/Rev.1/Add.9，第 11-16 段）。干涉措施应该“有实现目标

的可能性”（大会，人权理事会第 27/37 号报告，第 23 段）。 

 

符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目标和规定：对隐私权的干涉不应损害国家尊重和保护《公民

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其他权利的能力。这种干涉也不应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目

标相悖（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6 号一般性意见 HRI/GEN/1/Rev.1，第 3 段）。 

 

在此还要提到的一点是，一般而言，各国仅遵守这些原则不足以确保对个人隐私的任何干涉都是合

法的，通常还要制度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 

 

区域和国家方法 

 

《欧洲人权公约》（1950 年 11 月 4 日通过，1953 年 9 月 3 日生效）第 8 条和《美洲人权公约》

（1969 年 11 月 22 日通过，1978 年 7 月 18 日生效）第 11 条载入了隐私权。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一样，《欧洲人权公约》第 15 条和《美洲人权公约》第 27 条第一款规定，隐私权并不是

一项不可克减的绝对权利。 

 

相反，《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1981 年 6 月 1 日通过，1986 年 10 月 21 日生效）所载条款未

直接提及隐私权。为了填补这些缺口，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在 2016 年通过《关于非洲在反恐

的同时维护人权和民族权的原则和准则》时，用国际上应对隐私权问题的方法和标准精简了《非洲

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该委员会认为《宪章》通过良心自由、表达自由、接受信息权、结社自由、

国家保护家庭的义务及自由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等规定间接保护隐私权（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

会，2015 年，第 36 页）。 

 

各人权机构强调了个人拥有不受国家干涉的私人领域以发展自己及与他人关系的重要性。此外，欧

洲人权法院还将心理健康与享有隐私权联系起来。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经常将隐私权与

表达自由等其他权利的保护问题结合起来讨论。 

 

在评估对隐私权的干涉是否合法时，区域人权机构会采用与联合国各机构类似的标准。然而，区域

和国际人权机构在解释特定标准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细微差异。例如，关于对隐私权的干涉问题，欧

洲人权法院裁定，为了依法限制隐私权，国内法必须载有明确的条款，解释政府官员在哪些情况下

可以监控个人通信，这些官员如何就拦截通信问题作出决定，以及官员为拦截信息必须遵循的程序

（Liberty 等诉联合王国，2008 年，第 59 和 69 段）。可将此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标

准对比，后者规定，若要被定性为“法律”，则相关条款必须可查询，并且能使人们规范其行为

（大会，人权理事会 27/37，2014 年，第 23 段）。这意味着个人应能够知道哪些法律规范国家的监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Convention_ENG.pdf
https://www.oas.org/dil/treaties_b-32_american_convention_on_human_rights_sign.htm
https://www.oas.org/dil/treaties_b-32_american_convention_on_human_rights_sign.htm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chapter=4&clang=_en&mtdsg_no=IV-4&src=IND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chapter=4&clang=_en&mtdsg_no=IV-4&src=IND
http://www.achpr.org/instruments/ach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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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做法，此类法律如何适用于自己，并据此规划自己的事务（人权事务委员会结论性意见 CCPR 

/C/USA/CO/4，第 22 段）。 

 

不同的区域条款在措辞和界限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美洲人权

宪章》不同的是，《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明确列出了国家在干涉隐私权时可以援引的正当目的。

该条规定，“公共机构不得干预上述权利的行使，但是，依照法律规定的干预以及基于在民主社会

中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利益考虑，为了防止混乱或者犯罪，为了保护健

康或者道德，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与自由而有必要进行干预的，不受此限”。《欧洲人权公约》的

独特性体现在其提到了国家的经济福利。事实上，关于各国可以援引哪些理由来限制隐私权这一问

题已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例如，美洲体系承认，保护他人的权利、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

或道德是正当目的（美洲人权委员会，2009 年，第 51 号文件，第 75 段）。国际人权机构和美洲人

权法院都相当重视审查国家援引的正当目的是否足够明确（美洲人权委员会，2013 年）。 

 

在检验必要性方面，人权事务委员会采用了与欧洲人权法院类似的方法。欧洲人权法院将检验必

要性解释为，要求限制享有隐私权的措施对于保障民主体制而言“绝对必要”（Klass 等人诉德国，

1978 年，第 42 段）。由于恐怖分子的运作方式非常复杂，欧洲人权法院得出结论认为，各国可以

通过一项法律，授权对个人进行秘密监视，只要这些法律是在“例外条件”下颁布的即可（Klass

等人诉德国，1978 年，第 48 段；Uzun 诉德国，2010 年，第 77-80 段）。美洲人权委员会表达自

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将“必要性”解释为，要求任何限制都应适当且足够合理。当有“例外情况”

证明有必要授权获取个人通信和信息时，才满足必要性标准。且受保护的利益应该面临“明显的”

风险（美洲人权委员会，2013 年，第 61-62 和 168 段）。 

 

至于相称性原则的适用问题，对隐私权的干涉越大，人权机构要求国家提供的正当理由就越多。在

Uzun 诉德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使用全球定位系统设备监控 Uzun 先生的动向是相称的措

施，因为 Uzun 先生涉嫌犯有严重的恐怖主义爆炸罪行，他销毁了主管部门早些时候安装的电话窃

听装置，而且警方在短时间内监控了他的动向（美洲人权委员会，2013 年，第 78-80 段）。美洲人

权委员会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只有在所涉互联网活动构成高风险的情况下，对互联网使

用者的身份认证要求才是相称的（美洲人权委员会，2013 年，第 136 段）。除条约规定的义务外，

一些区域还就隐私相关问题（包括对数据和元数据的保护）推出了其他标准和法规。2018 年，欧

洲联盟通过了《2018 年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欧洲联盟，EGDT，2018 年）。该指令的一项详

细要求是，处理或控制个人数据的私营企业和公共机构需告知个人他们如何使用其所掌握的个人数

据以及数据保留多久，并且只能处理已征得个人同意的信息。 

 

此处还应提到的一点涉及各国宪法和法律应对隐私问题的方法。不同国家的方法可能大不相同，有

时会与区域和国际商定的原则和标准相悖。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上一些地区，特别是在没有法院

等有效的区域人权机制对国家做法进一步进行外部审查和问责的地方，隐私法可能并不如希望的那

样强有力，包括在反恐背景下。同样普遍的情况是，国家对数据保留、存储或处理等方面的监管可

能极少或者根本没有。这可能使所收集的数据更容易被国家官员和可能与恐怖组织有牵连的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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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视和隐私权的国家法律 

 

以下列举了不同国家的法律在应对监视和隐私权问题方面一些方法。这些实例揭示了在隐私

权的不可侵犯性（通常是宪法赋予的一种保障）以及程序性过程和保障方面的不同之处。不

妨将这些实例与贵国的法律方法进行比较和对比。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第 747 号法，2012 年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第 6 节规定： 

 

(1) 尽管有其他成文法的规定，检察官如果认为可能含有任何与实施安全罪有关的信息，可授

权任何警官—— 

(a) 拦截、扣留和开启邮政运输过程中的任何邮递物品。 

(b) 拦截通过任何通信传输或接收的任何信息；或 

(c) 拦截或收听通过任何通信进行的任何对话。 

 

(2) 检察官如果认为可能含有与安全罪的通信有关的任何信息，可—— 

(a) 要求通信服务提供商拦截并保留由该通信服务提供商接收或传输或者即将接收或传输

的指定通信或指定内容的通信；或 

(b) 授权警官进入任何场所，并在这些场所安装任何装置以拦截和保留指定通信或指定内

容的通信，并带走和保留此类证据。 

 

第 3 和 4 小节规定的一些程序性保障涉及通常负责授权此类通信拦截的警官的职级。 

 

菲律宾《2007年人类安全法》，第7节 

 

“尽管《共和国第 4200 号法》（《反窃听法》）的规定与此相反，但警察或执法人员及其团

队成员可以根据上诉法院的书面命令，使用任何模式、形式、种类或类型的电子或其他监视

设备或拦截和跟踪装置或为此目的使用任何其他合适的方法和手段，来收听、拦截和记录被

依法宣判和取缔的恐怖组织、协会或团体成员间的或者被指控或涉嫌实施恐怖主义犯罪或共

谋恐怖主义的任何人员的任何通信、消息、对话、讨论或口头或书面语言。 

 

但不得授权监视、拦截及记录律师与委托人、医生与患者、记者及其消息源之间的通信以及

机密的商务通信。” 

犯罪集团滥用（另见模块 16）。在其他国家，即使存在有关于隐私的相关民法典等，这些法典在

实践中也可能得不到执行，而且（或）问责机制可能比较薄弱。此类因素可能阻碍而不是促进包括

情报共享在内的国际反恐合作。 

 

在下面的方框中，列举了一些适用于反恐背景的国家隐私法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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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的第 8 至 16 节规定了严格的程序性保障，以防止滥用第 7 节所述的权力，例如，要求对

司法授权的批准仅在收到书面命令之日起 30 天内有效。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该法规

定，在某些情况下，若不告知被监视、监控或拦截者相关情况，则会受到处罚。 

巴拉圭——第 5241/14 号法（2014 年）第 6 条、第 24 至 27 条创建了国家情报系统（其西班牙

语名称为“SINAI”）。其中的关键内容有： 

 

第 6 条“不得检查、复制、拦截或扣押传送物品或传输图像、音频、数据包或任何其他类型

信息、文件以及（或）私人文档或无意让公众阅读或获取的文档的电话、邮政、传真或任何

其他通信系统，除非有司法命令且它们对实现本法规定的特定目标是必不可少的……” 

 

第 24 条“……要获取的信息对于实现国家的以下目标而言必须是绝对必要的：维护和平、国

家安全、制度稳定，以及防止恐怖主义威胁、有组织犯罪和贩毒，同时捍卫宪政民主制

度。” 

 

第 25 条“上一条提及的程序如下： 

1. 拦截电话、计算机、无线电通信和任何种类的通信； 

2. 拦截计算机系统和网络； 

3. 窃听和记录电子视听； 

4. 拦截用于传输、存储或处理通信和信息的任何其他技术系统。” 

 

第 26 条“国家情报部长负责请求获得司法授权，以便进行上一条所述的程序。请求应提交给

程序进行地的值班监督刑事法官…… 

 

第 27 条“国家情报部长必须将程序进行的结果交给下令启动程序的法官，由该法官亲自听取

内容。该部长还可以要求提供其认为有用的录音或部分录音的书面版本，如果事先获取的录

音或部分录音与程序无关，可命令销毁录音或部分录音。 

 

情报机构拦截通信和侵入隐私需要考虑五个具体方面： 

1. 对有关通信的拦截必须是特殊情况且是必不可少的； 

2. 只有在涉及法律确立的合法权利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进行拦截； 

3. 需要司法授权，否则程序无效； 

4. 必须明确被调查的个人。（禁止大规模或身份不明的拦截）； 

5. 情报调查有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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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当代问题 

 

在防止恐怖主义和调查暗中进行的疑似恐怖主义阴谋方面，为了实现正当的重要目标，即保护生命

和国家安全以及确保为恐怖袭击受害者伸张正义，通过拦截通信和其他电子监视手段获取、分析和

使用关于恐怖团体的信息无疑是必要的手段。情报部门通常重点关注防止恐怖主义，而执法人员主

要关心的是将任何被控施害者绳之以法，但其作用中的一个要素本质上也具有预防性质。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执法机构在打击恐怖主义时可以使用一系列侦查手段。持续的技术创新会进

一步使政府能够使用更具侵入性的手段来监视个人的活动。然而，相关人员可能很少有机会知道或

察觉到他们已被监视。例如，在现代技术出现之前，政府机构主要依靠招募线人和派遣卧底来收集

个人信息。以前，执法和情报部门会区分秘密情报和公开情报。区分的标准是政府人员与其目标联

系的紧密程度。现代监视技术的使用使得这种区分已不复存在。人们现在讨论的是监视的作用，即

监视是为了收集信息和监控个人行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9 年，第 2 页）。 

 

现代技术使政府人员可以渗透到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这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例如利用隐藏

的微型摄像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9 年，第 2 页）利用面部识别软件，将视频片段与含

有公民照片的数据库连接起来，以确定视频监视系统捕捉到的个人的身份（Pettit，2017 年）；利

用软件，根据在公共场捕捉到的视频监视录像来识别可疑活动（Mallonee，2017 年）；以及各种形

式的窃听和录音设备，例如将通过基于互联网协议的语音传输进行的对话转发至专用服务器；通过

在车辆上安装全球定位系统装置或通过监控个人的移动电话来监控个人的动向；或访问存储在计算

机上的文件，以及拦截通过互联网发送的通信内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9 年，第 2 页）。

只要有相应的适当且充分的问责和审查机制，并符合上述隐私方面的法律要求，这些活动本身并不

一定违法。 

 

尽管此类技术带来了重大益处，包括在反恐防范方面，但此类措施可能影响人们享有人权，特别是

隐私权，这引起了严重关切。欧洲人权法院警告称，“存在一种风险，即旨在保护国家安全的秘密

监视系统可能会以捍卫民主为借口破坏甚至摧毁民主”（Weber 和 Saravia 诉德国，2006 年，第

106 段）。 

 

可能会出现一个与情报共享方面的国际合作相关的特定问题，即各国会与数据保护方面的法律保障

和情报监督机制较为薄弱的其他国家合作，以收集和转移对本国国家机关来说可能属于非法收集的

情报。这种做法可能破坏隐私权的本质，违背合法性要求（欧安组织，2011 年，第 5 段）。 

 

另一个不同但往往相关的关切领域是起草不当、往往含糊且过于宽泛的反恐法的影响，包括这种法

律对‘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集团’等关键概念的定义产生的影响。这可能会助推本不允许的

对个人或组织隐私的干涉（联合国，人权高专办，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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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侦查手段 

 

就执法活动而言，任何相关的秘密侦查手段往往都被称为‘特殊侦查手段’。没有普遍接受的特殊侦

查手段定义或清单；事实上，由于这种手段随着所用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因此很难列出一份详

尽的清单。2005 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向成员国提出的关于特殊侦查手段的建议，其中对此类侦

查手段的定义如下：“‘特殊侦查手段’指主管当局在刑事侦查背景下，为了侦探和侦查严重犯罪

和嫌疑人而适用的手段，目的是以不惊动目标人员的方式收集信息”。（Rec(2005)10 号建议）。

重要的是，执法人员主要关心的是确保收集到的信息随后在法庭上可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被采

纳，这也反映出他们与情报机构的优先事项和作用不同。因此，此信息的获取方式必须符合国家和

国际法律要求。 

 

虽然此类和其他调查手段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是有用的，而且确实往往是必要的，但这些手段的目

的，即以不惊动目标人员的方式收集其信息，意味着对特殊侦查手段的使用通常会干涉目标人员和

其他人员的私生活权。此外，利用特殊侦查手段的侦查机构通常会力求防止在审前和审判阶段披露

特殊侦查手段的使用方式，以免向包括恐怖分子等严重罪犯在内的罪犯披露他们的方法。虽然这完

全可以理解，但任何因此而未能披露相关信息的情况，都可能让被告人接受的任何审判的公正性受

到质疑。（见模块 11）。与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相关的其他人权问题可能包括在进行种族、政治或

宗教定性时可能歧视性地使用此种手段，以及秘密监视对基本的宗教、思想、表达、集会和结社自

由的影响（见模块 13）。出于这些原因，必须从司法等层面上谨慎管理和监督特殊侦查手段的使

用，以确保人权得到充分尊重，下文将进一步探讨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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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监视措施的法律框架必须满足的要求包括足够明确和精确、其适用情况可预见以及可查询，这

样，这种法律框架才是透明的并可让公众查询到。由于电子监视技术不断发展，立法者必须特别注

意建立一个足以满足上述要求的精确的法律框架，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确保其能够

随着技术的发展继续适用。 

 

什么是电子监视？ 

 

将电子监视这一概念分解为不同的说明性要素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电子监视所涉及的措施。 

 

音频监听 视觉监视 追踪监视 数据监视 

电话窃听 隐藏的视频监视设备 全球定位系统（GPS）/

应答器 

计算机/互联网（间谍

软件/Cookie） 

基于互联网协议的

语音传输（VOIP） 

车载视频系统 移动电话 黑莓手机/移动电话 

监听设备（房间窃

听） 

穿戴式视频设备 无 线 射 频 识 别 设 备

（RFID） 

击键监控 

 热成像/前视红外仪 生物识别信息技术（机

场的视网膜扫描等） 闭路电视 

 

*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9 年）。《当前严重犯罪和有组织犯罪侦查中的电子

监视采用的做法》。纽约：联合国。第 1.2 章，第 2 页。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organized-crime/Law-Enforcement/Electronic_surveillance.pdf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organized-crime/Law-Enforcement/Electronic_surveill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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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电子监视手段对个人私人领域的侵入程度都相同：记录公共场所情况的隐藏视频监视设备

对个人私人领域的入侵程度比拦截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入侵程度小很多。对隐私合法期望的干涉越严

重，就越需要详细的法律框架和强有力的程序性保障和监督。 

 

国际人权机构的判例以及大多数国家的国家法律和判例法对拦截通信内容（无论是通过电话、电子

邮件或基于互联网协议的语音传输，还是通过放置在私人场所的监听设备）必须得到司法命令授权

这一要求的解释方法并不完全一致。 

 

其他文书中也载有关于使用特殊侦查手段（包括通过使用这些手段进行的信息共享）的其他标准和

与拦截通信相关的保障措施 

 

欧洲人权法院指出，“特别是在秘密行使赋予行政机关的权力时”，如拦截通信时，“任意

性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制定一系列程序性保障以防止任意或非法使用这种权

力，对保障人权而言至关重要。 

 

下面的非详尽清单列出了关于通信拦截方法的一些关键程序性保障。 

 

• 制定明确而精确的法律框架，列明允许进行电子监视的情况，以及其实施之前必须遵

循的程序； 

• 要求若要在可能干涉个人或组织隐私权的情况下对个人、通信系统或场所进行电子监

视，则必须在实施一项措施之前获得独立授权； 

• 制定精确的标准以明确批准这种授权的依据，并要求干涉理由必须充足，以符合相关

措施所隐含的对隐私的干扰的性质和程度；  

• 对在特定情况下进行监视的任何授权都必须足够明确和精确，严格针对授权目的而

定，并明确将成为监视目标的人员、场所或通信系统；（详见下文第 7 部分） 

• 对监视的授权应有时间限制，而不是无期限的； 

• 国内法应确保规定保障材料保密性的措施，包括防止未经授权向第三方披露信息或出

于授权以外的目的披露信息的措施。 

 

欧洲人权法院在 Weber 和 Saravia 案*中的判决表明，要对与出于国家安全目的拦截通信相关

的国内（在本案中是德国）法律进行非常彻底的审查。欧洲人权法院审查了德国法律载有多

少上述保障措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德国法律赋予主管部门广泛的秘密监视权，但有

充分的保障措施。 

 

* Weber 和 Saravia 诉德国（诉请书编号：54934/00），2006 年 6 月 29 日判决，欧洲人权法

院，第 93 段。 

https://www.ilsa.org/jessup/jessup16/Batch%201/WEBER%20AND%20SARAVIA%20v.%20GERMAN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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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例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 

 

为有效地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

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

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

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 

 

第五十条进一步鼓励缔约国，就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为在国际一级合作时使用这类特殊侦

查手段而缔结适当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或者安排”（第五十条第二款）；在无此类协定或者安排的情

况下，应当在个案基础上作出决定（第五十条第三款）。设想的特殊侦查手段包括拦截（第五十条

第四款）。其他文书对情报共享请求的“事实和实质”的保密性作出了更为普遍的规定，例如《联

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二条；联合国工作人员委员会第 1617(2005)号决议，第 6

段）。 

 

监视和拦截通信 

 

元数据 

 

参与防止和侦查恐怖主义行为和潜在恐怖阴谋的公共机关极为关注的是，如何确保其能够使用通信

服务供应商（例如，提供电信和互联网服务的公共和私营公司）生成的记录以防止、侦查和起诉包

括恐怖主义在内的严重犯罪。 

 

随之而来的隐私相关问题的根源是，作为反恐工作的组成部分，一些情报机构越来越多地利用电话

和互联网收集该国公民的大量信息（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2015 年(b)，第 1-3 段）。此类大量信

息通常包含关于其他数据的说明性信息，被称为“元数据”（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2015 年

(a)，第 18 段）。元数据的一个例子是与个人发送电子邮件的计算机相关联的互联网协议地址（欧

洲委员会，议会大会，2015 年(b)，第 12 段）。其他元数据包括个人在特定一天拨打的电话号码列

表，或个人访问过的网站列表。 

 

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包括心理因素和社会学因素，这部分解释了为何情报部门往往在其查明恐怖主

义网络的过程中热衷于收集元数据。众所周知，恐怖分子通过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招募人员

（Taylor，2016 年）。如果能够监控积极扩大其网络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暴力意识形态信息的人，

那就可以更容易识别出可能参与恐怖团体招募或加入恐怖团体的人。此外，在围绕某项奋斗目标开

展传播宣传、推动激进化和招募个人的过程中，社会团体会使用符号来标识自己及其奋斗目标。通

过收集与恐怖团体或其目标相关的符号有关的元数据，情报人员可以查明支持某恐怖主义奋斗目标

的个人的位置。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XVIII-14&chapter=18&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xviii-12&chapter=18&lang=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xviii-12&chapter=18&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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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收集有关个人参与的互联网活动类型的信息，人们有可能了解社会冲突的潜在原因和暴

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作为更广泛的恐怖主义预防战略的组成部分，情报和执法机构可以利用此

类信息更有效地与地方各群体接触。尽管存在这些潜在益处，但公民也随之产生了一种紧张情绪，

因为任何收集到的信息都可能具有过强的侵入性和过于广泛。2017 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

就证明了这一点，该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成年人反对为帮助挫败恐怖主义阴谋而与情报机构共享

他们的元数据（Ruvic，2017 年）。 

 

目前为止，与隐私权和国家安全的需要之间紧张关系有关的若干当代问题都得到了讨论，但还有其

他问题可以讨论，例如生物特征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使用，或者在保卫边境安全时会用到的由闭路

电视进行的信息收集（Bustard，2015 年）。 

 

与元数据相关的隐私问题 

 

虽然一些政府认为，收集元数据涉及的隐私权所得到的保护没有直接拦截通信涉及的隐私权得到的

保护多，因为元数据不包含通信内容（大会，人权理事会第 27/37 号报告，第 19 段），但这种主张

遭到了民间团体和人权捍卫者的强烈反对。人们尤其关注的是，如何让各国政府对他们收集的数据

充分负责，以及他们通过哪些手段和方式使用和分享这些信息。由于信息通常具有“流动”性，也

就说它是流动的、可移动的，所以，可能很难发现信息的去向，以及政府机关如何使用这些信息

（Lyon，2016 年）。一个相关问题是，人权得到强有力保护的国家可能希望从隐私法和（或）保

障措施不那么严格的盟国获取情报（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2015 年(b)，第 30 段）。 

 

元数据对律师来说是一个独特挑战，因为单一元数据可能透露的个人信息非常少。例如，民间团体

的一些成员一直倡导让元数据得到像其他隐私受到保护的内容一样的保护（Conley，2014 年，第 2

页）。他们使用安全分析员使用的一种数据收集方法，即‘马赛克理论’，认为对数据和元数据进

行区分具体误导性（Conley，2014 年，第 17-20 页）。马赛克理论的核心是，虽然人们可能从一条

信息了解不到什么，但可以通过整合元数据中包含的多条信息深入了解个人的活动（美国诉 

Maynard，2010 年，第 561-563 段）。例如，计算机科学家发现，他们可以根据个人移动电话的位

置来确定这个人的种族和情感关系状态（Altshuler 等人，2012 年，第 969-974 页）。个人在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上的联系人可以揭示个人的兴趣及其社交圈。通过观察与某个人来往的多个人

的移动电话的位置，可以预测这个人未来将前往何处（Conley，2014 年，第 6 页）。当然，剑桥分

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 ）可能一直在获取估计 8700 万 Facebook 用户的数据，以试图影响

2016 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这已清楚表明了社交媒体数据被任何实体（公共或私人）滥用的可能性

（Badshah，2018 年）。 

 

显然，此类情报收集工具对情报机构和执法人员大有好处，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委员会议会

大会质疑这些工具在反恐防范方面的功效（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2015(a)，第 11 段）。新人工智

能技术的使用使政府官员能够通过元数据了解到大量信息。这类技术可以筛选大量数据并对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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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ghlin，2017 年）。例如，在分析小额银行交易以识别可疑资金转移时，人工智能软件可以构

建账户持有人如何管理其资金的复杂概况（Lapowsky，2017 年），这可能有助于发现洗钱或资助

恐怖主义的活动。事实上，相较于对单个通信内容的拦截，元数据的收集可以揭示更多关于个人行

为、偏好和社会关系的信息。见爱尔兰数字权利有限责任公司诉爱尔兰案（下文）。 

 

一个类似的当代问题（在此不作详细探讨）涉及执法机构对任何公开来源情报（包括但不限于社交

媒体数据）的使用，以及如何将此类数据转变为法庭上可采纳的证据（de Busser，2014 年）。 

 

联合国和区域人权框架表达的关切 

 

联合国和区域人权框架提出了相似的观点。2013 年 12 月，出于对此类大规模数据监视能力和手段

的潜在负面后果的关切，大会通过了第 68/167 号决议。除敦促各国保护个人在线和离线时的隐私

权外，大会还呼吁所有国家审查其关于监视通信、收集个人数据和拦截个人通信的法律、程序和做

法。 

 

2017 年，人权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劝告各国在数字通信等领域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尊重和保护

隐私权。该决议鼓励各国在通信监视、通信拦截和个人数据收集方面采纳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程

序、做法和法律。此外，人权理事会呼吁各国在有迹象表明政府人员违反国际人权义务的情况下，

迅速展开独立和公正的实况调查，并利用刑事制裁惩罚此类违反行为（A/HRC/35/L.2，第 20 和 24

段）。 

 

其他联合国实体也对此类侵犯隐私权的“拉网式”监视措施表示关切。尤其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确认各国可能以国家安全理由作为正当目的以限制隐私权的享有，从而应对恐怖主义

威胁，同时也认为，尽管这是一个正当目的，但收集大量个人信息的大规模监视方案具有任意性。

人权高专办认为，相较于这类方案所避免的伤害，其对公民享有隐私的影响更大（大会，人权理事

会第 27/37 号报告，第 15、23 和 25 段）。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大会，人权理事会第 34/61 号报告）以及其他区域特别任务负责人也表达了类似关切，如美洲人

权委员会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大规模监视的做法是对个人数据的任意收集（美洲人权委员

会，2013 年，第 150-151 段）。 

 

同样，跨区域人权系统也有相关的文件资料，例如联合国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与美洲

人权委员会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2013 年 6 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他们提出的一项值得注意的

建议是，各国应公开有关监视方案的某些信息，例如其监管框架的细节。他们还认为，收集涉嫌参

与恐怖组织者的信息的任何活动都应该具有针对性。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欧

洲委员会，议会大会，2015 年(c)，第 3 段）。在另一次会议上，联合国与区域意见和表达自由权

问题特别任务负责人发表了《关于表达自由与互联网的联合声明》，旨在重申关于互联网数据处理

的基本规范。 

 

http://www.oas.org/en/iachr/expression/showarticle.asp?artID=927&lID=1
https://www.osce.org/fom/78309?downloa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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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维护者问题特别报告员等对另一方面的问题感到关切，即一些国家滥用数字监视作为监

控、收集数据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恐吓政敌、人权维护者和记者的手段。这样不仅会侵犯隐私权，还

会侵犯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等其他基本权利（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法律事务和人权委员会，2015

年）。一些此类措施也具有歧视性，因为它们只针对非本国国民使用。在一些情况下，针对特定群

体采用的监视方法也可能加深已有的歧视程度。模块 13 更详细地探讨了这些问题以及与反恐背景

下的歧视有关的其他问题。 

 

区域判例 

 

欧洲联盟法院（欧盟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都就大规模数据监视措施对隐私的干涉做出过裁定。 

 

欧盟法院在爱尔兰数字权利有限责任公司诉爱尔兰这个非常重要的案件中认定，《数据保留指令》

对隐私权的干涉不相称（第 69 段；Maximillian Schrems 诉数据保护专员，2015 年）。该法院就此

提出了若干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意见。其中之一是，如果将个人参与的通信的元数据“作为一个整

体，可以从中得出关于数据被保留者的私生活的非常准确的结论”（爱尔兰数字权利有限责任公司

诉爱尔兰，2014 年，第 26-27 段）。另一个意见是，在没有通知用户的情况下，元数据的存储和元

数据随后可能被使用的情况可能会使相关人员产生一种感觉，即他们的私生活受到持续监视（见第

37 段）。这一案件的总体影响似乎是，个人对与通信内容和元数据相关的隐私有同等的期望。 

 

欧盟法院对隐私权的解释比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宽泛。Szabó 和 Vissy 诉匈牙利案就说明了这一

点。在该案中，原告认为，主管部门可以将法律解释为允许他们拦截匈牙利任何公民的通信（2016

年，第 69 段）。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各国在兼顾隐私权和保护国家安全免受恐怖主义威胁的正当

目的方面享有“一定程度的判断余地”。由于监视措施可能会打着捍卫民主的幌子而破坏民主，各

国在授权干涉隐私权时，必须采取充分、有效的保障措施。在审查干涉的合法性时，法院必须确定

对限制性措施的命令和执行进行监督的程序是否足以使“干涉”保持在“民主社会必需的”范围内

（2016 年，第 57 段）。 

 

在评估该措施的必要性时，欧洲人权法院考虑到了该隐私权干涉措施的性质、范围和期限、下令采

取该措施所需的理由、有权授权干涉的主管部门、对相关机构采取的监督机制，以及可采用的补救

办法。该法院重点关注国家是否采取了充分的保障措施，而不是某一特定措施是否不相称（Szabó

和 Vissy 诉匈牙利，2016 年，第 57-77 段）。例如，虽然在例外情况下，可能有必要在公民不知情

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监视并拦截其通信，但法律应充分向公民表明公共机关在什么情况和哪些条件下

可以采取此类措施。该法院重点关注对隐私权的干涉对于民主社会实现正当目的而言是否是必要的

手段，以及国家是否采取了充分的程序性保障措施，但没有充分论及与大规模监视公民的做法相关

的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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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和元数据的使用 

 

计算机科学家正在开发新的协议，以使执法人员能够访问通信公司拥有的元数据，从而在不干涉个

人隐私权的情况下对犯罪进行侦查。此类协议的实施将造成的情况是，执法人员将能够在不需要获

得法院命令的情况下访问部分元数据。他们可以更自由地使用元数据来侦查恐怖主义爆炸等犯罪。 

 

此类协议可能出现的一种形式是，执法机构可以通过交叉信息确定个人在特定时间的特定位置，从

而确定犯罪嫌疑人所在位置。例如，在某天下午 3 点到 4 点之间位于地点 A 和 B的电话号码。手机

数据可以生成这种信息。这项工作应由多名独立的执法人员参与，这样每人将只有信息的部分访问

权限，从而无法将数据与任何特定个人相关联。然后，这些人员将共享他们发现的信息。如果累积

的信息满足证据方面的必要要求，法官也签发了拦截手机信息的授权令，那么这些人员可以解密这

些信息以识别相关电话号码的用户（Segal、Ford 和 Feigenbaum，2014 年）。 

 

有人认为，选择性搜查促进了国家安全，同时加强了对公民自由的保护。重要的不是信息量，而是

数据的质量，以及为识别恐怖主义分子进行的数据分析。各机构应拥有元数据的部分访问权限。他

们应该思考个人与特定主题查询（例如地点）之间的关联，或者应分析元数据，以确定“可疑”的

活动模式（Popp 和 Pindexter，2006 年，第 23 和 24 页）。 

 

隐私保护协议的一个潜在缺点是，其更难用于侦测恐怖主义犯罪的策划活动。执法人员和情报人员

需要知道要寻找哪种信息，以及嫌疑人和信息之间存在的何种关联，以便知道要搜索哪些元数据样

本。 

 

GPS 监视 

 

同样地，全球定位系统（GPS）监视信息的收集（无论是通过将 GPS 设备秘密放置在嫌疑人车内，

还是通过移动电话生成的元数据获取位置信息）有可能严重干涉隐私权以及表达和结社自由权。美

国最高法院在 2012 年的一项判决中指出： 

 

GPS 监控会生成个人公共动向的精确、全面记录，反映其家庭、政治、职业、宗教和性关

系的大量细节。……政府可以存储这些记录，并对其进行高效的数据挖掘，以供未来数年

后参考。……此外，由于 GPS 监控比传统监视技术成本低廉，而且其设计确保其可以秘密

进行，因此，可以规避为限制滥用执法行为而进行的常规检查：‘有限的警力资源和社群

敌对状态……’。（美国诉 Jones，2012 年；Sotomayor 法官的同意意见，第 955 段）。 

 

如果人们意识到政府可能在监视他们，这可能会对结社和表达自由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

因为收集到的数据可能随之被滥用。最终结果是，全球定位系统监控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提

供政府通过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选择追踪的任何人的大量私密信息，从而可能“以不利

于民主社会的方式改变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美国诉 Jones，2012 年，第 95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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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技术和其他技术通常会在隐私和情报收集领域更普遍地引起法治方面的关切，特别是因为新兴

技术的发展速度往往比相关法律文书可能的应对速度快很多。 

 

武装冲突局势中的隐私和情报收集 

 

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也可能出现与情报收集方法和隐私相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情报收集主要可

以发挥识别军事目标的作用。正如关于武装冲突/军事角度反恐方法的模块 6 所解释的，国际人道

法的一项关键原则是区分原则（《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

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1977 年，第四十八条）。 

 

目标核实原则旨在使那些计划或实施攻击的人遵守区分原则。该原则规定有关个人有义务尽可能查

明将予攻击的目标既非平民也非民用物体，而且不受特殊保护（《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

书》，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 1 目）。该原则设想袭击者利用情报收集工作、监视和侦察

资源以识别拟袭击目标的特征，从而确保其只攻击合法军事目标。该原则也制约着国际性和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中的冲突各方（Henckaerts 和 Doswald-Beck，2005 年，第 3-4 页）。 

 

此外，冲突各方收集情报是为了遵守相称原则。该原则禁止“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

伤害、民用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

击。”（使用楷体以示强调）（《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五十一条第五款第（二）项、第五十七条

第二款第（一）项第 3 目和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其本身并不禁止附带损害（武装冲突的

一个常见特点）。相称原则要求袭击者权衡破坏、消除或抓获目标产生的军事价值与该袭击预期对

平民和民用物体造成的附带伤害。通过收集情报，袭击策划者可以确定目标附近是否有平民和民用

建筑物，以及袭击可能对平民造成的伤害规模。各国未披露其如何确定指挥官在适用相称性原则时

应赋予军事收益和人道主义损失的价值。该原则在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都具有约

束力（Henckaerts 和 Doswald-Beck，2005 年，第 46 页）。 

 

国际人道法未直接涉及的一个问题是，情报收集工作可能导致冲突各方干涉个人隐私，例如在选择

任何个人或团体作为潜在的军事行动目标方面。国际法几乎未关注武装冲突期间（特别是在武装冲

突各方执行信息收集任务时）的隐私保护问题。例如，无人机能够在一个区域上空盘旋数小时，并

传输地面事件的视频片段。这些无人机配备了专门的设备，以提高用户选择军事目标的能力。而国

际人道法专注于通过防止错误地以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个人为目标来保护生命权（Hayden，

2016 年），武装冲突的暴力性质导致了保护隐私的利益让位于其他利益的情况。 

 

各国在武装冲突期间使用各种技术进行监视，如果其在和平时期没有获得法院命令就使用这些技术

就是非法的。各国已经使用电话通信产生的信号来绘制个人所属的关系网络（Clark，2016 年）。

各国还会付钱给线人，让他们在个人的房屋内、（Ward，2013 年）、衣服上和电话里植入定位芯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INTRO/470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INTRO/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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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这些芯片会发射红外线，通过夜视设备能够探测到它们。无人机可以轻易地探测到这些信号

（Rawnsley 和 Shahtman，2011 年）。国际人道法主要关注的是准确识别目标的问题，这反映了这

样一个事实，即国际社会将锁定错误目标（例如，任何针对平民的蓄意攻击）视为严重犯罪，而不

是任何附带的侵犯隐私行为。这也反映在国际刑法规定的类似义务中。虽然国际人道法规定，在国

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故意或毫无顾忌地以平民为目标（《罗马规约》第八条第

（二）款第 2 项第(1)目和第 5 项第(1)目））的个人要承担刑事责任（检察官诉 Dusko Tadić，1995

年，第 84 和 91 段），且将此行为视为构成了战争罪，但其几乎没有关注隐私权的享有问题。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与对无人机的日益依赖有关，这引发了其他人权方面的关切，即无人机造

成的心理影响。例如，在无人机使用较广泛的国家，医生认为导弹是否发射或何时可能发射的不确

定性等因素可能影响到平民的心理，例如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Slalama，2014 年；半岛电视台，

2015 年）。对此，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学者试图重新解释国际人道法的现有规则，以应对特别是密

集性或侵入性监视造成的精神创伤问题。尽管如此，许多已明确的症状并不局限于无人机监视等，

而是任何武装冲突局势的共同特征，这引发了国际人道法是否应同时涵盖精神伤害和身体伤害这一

更广泛的问题（详见模块 6）。 

 

对情报收集方法的问责和监督 

 

到目前为止，本模块重点关注的是隐私权和情报收集方法的实质性方面。本节则将探讨应对在有关

实质性权利的讨论中确定的至少部分关切所需的一些程序性保障，即司法和非司法监督，以确保政

府机关之间适当地相互制衡。此类监督和问责机制在促进各国遵守法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适

用范围应扩大到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局势中的情报收集活动。 

 

这方面最重要的机制之一是对拦截和监视活动、程序等的司法监督，这得到了若干联合国和区域人

权机构以及独立特别任务负责人的支持。例如，人权事务委员会建议各法院对监视措施的授权以及

执法和情报机构的执行进行监督（结论性意见 CCPR/C/USA/CO/4，第 22 段）。据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称，司法独立、公正和透明是国际人权法要求的最低限度保障。与许多其他机构一样，人

权事务委员会主张，光靠内阁成员等行政官员来为对通信拦截和监视措施的授权进行监督是不够

的。不仅此类措施至少表面上缺乏独立性或公正性（因为情报机构是行政实体），而且此类官员也

可能没有任何权力就有关决定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大会，人权理事会第

27/37 号报告，第 38 和第 41 段）。 

 

因此，有关方面主张，理想的做法是，执法人员和情报人员根据本模块前文解释的包括必要性和相

称性原则在内的原则和检验，寻求法院下达允许拦截个人通信或进行监视的命令，从而使干涉合

法。独立官员（即法官）不仅得益于必要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标准，而且还更有可能适用法律规定的

的统一标准来评估对个人隐私权的特定干涉是否合法（邦（德里国家首都辖区）诉 Navjot Sandhu 

https://www.icc-cpi.int/nr/rdonlyres/ea9aeff7-5752-4f84-be94-0a655eb30e16/0/rome_statute_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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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san Guru，2005 年）。 

 

除司法监督外，政府所有部门最好都参与到监督情报机构的监视方案中（邦（德里国家首都辖区）

诉 Navjot Sandhu @ Afsan Guru，2005 年，第 37 段）。这更有利于个人获得有效的补救。人权事务

委员会强调，各国应建立“强大和独立的”制度以监督参与收集情报的政府机构的工作，包括将此

制度用于防止潜在的权力滥用情况。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进一步解释道，议会委员会可能缺乏独立

性，因此应设立独立的机构来作为补充，以监督情报机构的工作（大会，人权理事会第 27/37 号报

告，第 38 段）。此外，未尊重隐私权的执法和情报活动可能受到制裁，这会促进公职人员遵守法

律。 

 

国际和区域人权机构要求对执法和情报机构采取的监督措施种类存在一些差别。与人权事务委员会

不同的是，欧洲人权法院宣布，对政府机关拦截通信或进行监视的决定进行司法监督并非强制性

的。该法院在 Klass 等人诉德国案中解释道，虽然理想的做法是由法官监督政府机关限制个人享有

隐私权的决定，但国家有权使用替代监督机制。例如，在这一特定案件中，该法院认为，由一名有

资格担任司法职务的官员对拦截个人私人通信的决定进行监督就已足够。此外，独立于议会之外的

议会委员会负责监督执法和情报机构（Klass 等人诉德国，1978 年，第 55-56 段，第 58-59 段；

Roman Zakharov 诉俄罗斯，2015 年）。 

 

美洲人权系统也探讨了与程序性保障有关的问题。它的处理方式是要求建立独立的机构，负责授权

对隐私权的干涉，并监控执法和情报机构的运作（美洲国家组织，2013 年）。美洲人权法院相当

重视程序性保障的使用。该法院认为政府官员应获得独立官员下达的命令。此类官员不应不加思考

地批准执法和情报机关的决定。美洲人权法院在 Escher 等人诉巴西案中裁定，只有在发布命令的法

官解释了法律如何适用于当前实际状况的情况下，警方才可以监控社会组织的电话通话（2009

年，第 132 段）。 

 

特别报告员向联合国和美洲人权委员会建议的进一步保障措施是，收集客户信息的私人实体应尽快

告知其客户政府机构对其提出的任何信息请求，以及此类请求的数量和范围。此外，特别报告员还

建议各国提高公民对其隐私权的认识（美洲国家组织，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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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和案例研究  

 

本节提供了建议使用的课上或课前练习，而关于评估学生对本模块理解情况的课后作业的建议则

在另外一节单独提出。 

 

本节中的练习最适合 50 人以下的班级，在这种班级中，学生很容易组成小组来讨论案例或开展活

动，然后由小组代表向全班反馈结果。虽然在由几百名学生组成的大班中也可以有相同的小组结

构，但较难进行小组活动，在授课过程中不妨调整相关引导技巧，以确保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小

组讨论，并向全班反馈结果。要解决大班的小组讨论需求，最简单的方法是让学生和周围的四五个

学生一起讨论问题。如果时间有限，就无法让所有小组都有机会在每次练习中提供反馈。建议授课

教师随机选择小组，并尽量确保所有小组在课程期间至少有一次机会提供反馈。如果时间允许，授

课教师可以在每个小组提供反馈后引导全体同学讨论。 

 

本节中的所有练习都适用于研究生和本科生。然而，由于学生对这些问题的先验知识和接触程度差

异很大，在确定这些练习是否适合他们时，应该考虑到他们的教育和社会背景。 

 

练习 1：探讨“元数据”的含义和意义 

 

• 播放下面的 YouTube 短片，该片解释了元数据是什么，以及随之而来的隐私问

题： 

“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监视……简要介绍——动画”，《卫报》（2013 年 11 月 27

日）。 

 

给学生几分钟时间去思考和评论他们对元数据的初步想法。他们是否已经很熟悉

元数据，还是对自己刚刚了解的东西感到惊讶？ 

 

练习 2：关于监视和隐私权的小组讨论 

 

萨兰德地区连续经历了几次恐怖袭击。为应对这些事件，该地区通过了一项规范

电话公司提供通信服务的法律。该法律规定，个人有义务向电话公司提供他们详

细的生物识别特征，以此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该法律要求电话公司收集用户信

息。这些公司将建立一个数据库，其中包含客户的姓名、生物识别数据、关联账

户、通话记录、个人拨打电话的地点、个人在一天中通话的时段和谈话记录。该

法律允许执法人员使用人工智能程序扫描电话公司持有的数据集，以识别可疑模

式。为了让执法人员能够完成这项工作，该法律要求这些公司向政府披露其加密

协议。有一项条款规定，执法人员应在获得法院命令后才有权要求电话公司披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oM4jIZbT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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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户账户相关的信息。让学生分组讨论，并就以下问题发表意见： 

• 该法律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 就政府如何修改法律以适当平衡保护公民的需要与公民隐私权提供建议。 

 

练习 3：制作播客（见教学指南） 

 

让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就课程中出现的问题制作播客。播客不用太长，时长

根据班级规模、学生获取 IT 资源的途径、学生独立制作还是集体制作播客等因

素决定，时长最长 2-5 分钟为宜。 

 

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此练习中制作的播客。例如，可以将播客作为额外

的教学资源提供给所有学生（其实，在得到学生的允许后，你甚至可以在这些问

题的教学中融入一些最佳的播客）。可用这些播客来鼓励开展小组作业或独立研

究等。在根据预定的评估标准评估学生时，也可以用到这些播客。 

 

学生可以探讨许多不同的问题，例如： 

• 国家安全需要与隐私权之间的固有冲突。 

• 较宽泛地阐释关于隐私权的国家/区域/国际法律框架和判例。 

• 更为具体地阐释关于隐私权和监视的国家/区域/国际法律框架和判例。 

• 对不同国家/地理区域（包括你所在国家/区域）现有的法律规定和（或）判例

法等进行比较分析。 

• 讨论可能与反恐背景下的监视有关的隐私问题的常见主题。 

• 探讨能够加强问责和提高透明度的现有机制，包括其相关优势和劣势。 

 

案例研究 1：保护隐私权的理由 

 

对比不同区域人权机构证明公共机关有必要尊重隐私权的方式。 

 

• 欧洲人权法院在 Botta 诉意大利案*中认定，“本法院认为，私生活包括一个人

的人身和心理完整；《公约》第 8 条所提供的保障主要是为了确保每个人在不受

外界干涉的情况下发展其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的个性。” 

• 美洲人权法院在 Fontevecchia 和 D’Amico 诉阿根廷案**中将隐私权视为“作出与

个人生活各方面相关决定的自由、安宁的个人空间、选择保留私生活的某些方面，

以及控制向公众传播的个人信息等”。 

 

* Botta 诉意大利案（诉请书编号：153/1996/772/973），1998 年 2 月 24 日分庭判  

决，欧洲人权法院，第 32 段。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5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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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evechia 和 D’Amico 诉阿根廷案，2011 年 11 月 29 日判决，美洲人权法

院，案件编号 238，汇编 C，第 48 段。 

 

案例研究 2：数据保留 

 

欧盟法院关于欧洲《数据保留指令》的判决*： 

2006 年，欧洲联盟通过了一项法律（《数据保留指令》），旨在协调成员国关于保

留通信服务提供商生成或处理的数据的规定。该《指令》是促进侦查和起诉最严重

犯罪特别是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机制。它规定，服务提供商必须保留流量和位

置数据，以及识别所有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接入、互联网电子邮件和互联

网电话流量的订购者或用户所需的相关数据。相比之下，该《指令》不允许保留通

信内容或咨询信息。《数据保留指令》在欧洲联盟法院（欧盟法院）受到质疑，被

认为对隐私权干涉过度。欧盟法院指出，虽然该《指令》本身不允许获取电子通信

内容，但收集和保留流量和位置的元数据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严重干涉。 

 

随后，欧盟法院根据合法目的和相称性要求，审查了对隐私权的这种干涉。该法院

指出，保留数据的目的是为了可以将其转交给国家主管部门，以便对严重犯罪进行

侦查、起诉和作出判决，这才真正符合普遍利益的目标（见第 41 段）。 

 

虽然数据保留因合法目的而正当，但欧盟法院得出的结论是，保留数据受到的限制

不足以使其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未能通过相称性检验，且构成了对隐私权的

侵犯。这一判决基于的理由包括： 

 

• 该《指令》没有规定客观标准，以确保国家主管部门能够获取这些数据，并且只

能将其用于预防、侦查或刑事起诉可能严重到足以证明这种干涉有必要的犯罪

（见第 61 段）。 

• 关于数据保留期限，该《指令》规定最短保留期至少为六个月，最长为 24 个月。

但是，它并未规定确定保留期的客观标准，以确保将保留期限制在严格的必要范

围内（见第 64 段）。 

• 该《指令》未规定任何例外情况，因此甚至适用于根据国家法律规则其通信须遵

守职业保密义务的人（见第 58 段）。该法院也不认为收集广泛的信息对于防止

犯罪而言是绝对必要的。这就要求该《指令》规定具体的客观标准，以确保主管

部门仅将有关信息用于侦查和防止实施特定的刑事犯罪（见第 62 段）。 

• 最后，该《指令》未规定足够的保障措施以确保有效保护数据免遭滥用风险以及

任何非法访问和使用（见第 66 段）。 

 

自该法院作出这一判决以来，作为对其的回应，欧盟委员会一直在“监测国家一级

的进展，特别是成员国对其数据保留法的评估”。** 

http://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238_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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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兰数字权利有限责任公司和 Seitlinger 等诉爱尔兰，第 C-293/12 和 C-594/12

号合并审理案件，2014 年 4 月 8 日判决，欧洲联盟法院，第 69 段。 

另见，Yassin Abdullah Kadi 和 Al Barakaat 国际基金会诉理事会和委员会，第 C-

402/05 P 和 C-415/05 P 号案件，2008 年 9 月 3 日判决，欧洲联盟法院；老大哥观察

组织诉联合王国案（诉请书编号：58170/13），欧洲人权法院，待审。可用的事实

陈述。 

** 另见欧盟委员会，“数据保留”。 

 

案例研究 3：电子（GPS）监视 

 

Uzun 案*： 

Uzun 先生涉嫌参与恐怖组织，已就对他和一名同伙参与几起旨在杀害公众的炸弹袭

击的指控展开刑事侦查。德国警方对申诉人的活动展开的侦查涉及监视和使用电话

窃听设备和无线发射器。当申诉人及其同伙摧毁发射器并停止使用电话时，一台全

球定位系统（GPS）设备已被放置在他们经常使用的一辆汽车内。在审判过程中，

GPS 证据被用来证实通过其他监视方法收到的信息，Uzun 先生被判谋杀未遂和制造

爆炸罪。他提出，主管部门使用 GPS 侵犯了他的隐私权，因为这使他们能够全方位

地掌握他的行踪，与第三方分享，并启动进一步的侦查。 

 

欧洲人权法院认定，虽然警方的行动侵犯了 Uzun 先生的权利，但放置 GPS 以及整

理和存储该设备收到的信息并未侵犯其权利。欧洲人权法院指出，有广泛的保障措

施可供使用（并且在本案中已得到适当的应用），以防止滥用监视权。这些保障措

施包括：(1) 整项行动均受到司法监督；(2) 行动期限须经法院授权和批准；(3) 只能

针对特别严重的罪行下令开展涉及使用 GPS 追踪个人动向的行动；(4) 可以质疑通

过使用 GPS 获得的证据，如有必要，可在审判时予以排除。最后，欧洲人权法院指

出，监视措施是相称的，因为：(1) 由于申诉人的行为，已尝试的其他侦查手段均以

失败告终；(2) 侦查对象恐怖主义爆炸等重大事件；(3) 相关措施仅实行了较短一段

时间。鉴于所采取措施的保障措施和相称性，欧洲人权法院认为，Uzun 先生的隐私

权未受到侵犯。 

 

* Uzun 诉德国（案情实质）（诉请书编号：35623/05），2010 年 9 月 2 日判决，欧

洲人权法院。 

 

案例研究 4：电子监视的程序性保障 

 

Escher 案*： 

20 世纪 90 年代末，巴西巴拉那州的土地改革问题引发了包括混乱和暴力在内的社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62012CJ029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62005CJ0402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40713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40713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what-we-do/policies/police-cooperation/information-exchange/data-retention_en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0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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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冲突。若干社会组织参与了围绕这些问题开展的相关运动。巴拉那州的宪兵请求

监控一个特定的电话号码。法院予以许可。随后提交的第二份请求与另一个组织使

用的一条电话线有关，但未附带任何理由。这一请求也得到了批准。随后，该电话

线使用者之间的各种对话录音在国家电视台播放。 

 

该案被提交至美洲人权法院，指控《美洲人权公约》规定的司法保障、隐私、结社

自由和司法保护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该法院在判决中强调了对监视进行独立监督的

重要性，并承认巴西拥有一套关于电话拦截的司法授权制度，且已提交了授权请求

并得到该案一名法官的批准。 

 

然而，该法院强调，法官在处理监视措施请求等单方面请求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

用：“若诉讼的司法性质要求在未听取另一方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则该诉讼的

依据和理由必须表明，已考虑到所有法律要求以及证明批准或拒绝该措施正当合理

的其他因素。因此，法官必须表明其观点，尊重针对所涉程序中可能存在的非法和

任意行为提供的充分、有效的保障”（第 139 段）。 

 

在审议该案中巴西法官处理宪兵提交的请求的方式时，该法院认为未满足以下要

求：“与前述相反，[该法官]在授权拦截电话时，仅说明她已经收到并审查了请

求，然后予以了批准……在其裁定中，该法官并未解释她对法律要求或者促使她批

准该措施的因素的分析，也未解释该程序的执行方式或持续时间”（第 140 段）。

该法院还认定，没有足够的保障措施来确保私人信息不会被第三方获取。 

 

* Escher 等人诉巴西，2009 年 7 月 6 日判决，美洲人权法院，汇编 C，第 199 号。 

 

可采用的课程结构 

本节提供了建议采用的教学顺序和时间安排，旨在让学生通过三个小时的课程取得学习成果。授课

教师不妨忽略或缩短以下部分以便留出更多时间介绍其他内容：导言、活跃气氛的话、结束语或休

息时间。考虑到不同国家的课程时长不同，也可以调整这种结构，以适用于时间更短或更长的课

程。 

 

• 0-10 分钟  简要介绍专题和课程学习成果，并概述课程结构。 

• 10-50 分钟  讨论国际/区域法律框架。案例研究 1：保护隐私权的理由 

• 50-55 分钟   休息。 

• 55-75 分钟   讨论当代问题（介绍和特殊侦查手段） 

• 75-110 分钟   讨论通信（元数据）监视和拦截。讨论/开展以下一项或多项任务：

案例研究 2：数据保留；练习 1：探讨“元数据”的含义和意义。 

http://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200_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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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5 分钟   休息。 

• 115-135 分钟   讨论 GPS 监视。讨论/开展以下一项或多项任务：案例研究 3：电子

（GPS）监视。 

• 135-150 分钟  讨论武装冲突情况。 

• 150-165 分钟  讨论问责和监督问题。讨论案例研究 4：电子监视的程序性保障。 

• 165-175 分钟  讨论练习 3：制作播客。 

• 175-180 分钟   如有需要，介绍评估题目以及相关评分标准。 

 

核心阅读材料 

 

本节列出了可以公开获取的材料，授课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基于本模块的课程之前阅读。 

 

国际/区域法律框架 

• 联合国，大会（2017年）。《人权理事会隐私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10月19日。

A/72/540。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7年）。《反恐中注意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

报告员的报告》。2月21日。A/HRC/34/61。 

• 联合国，大会（2013 年）。《第 68/167 号决议：数字时代的隐私权》。12 月 18 日。

A/RES/68.167。在该决议中，大会请人权高专办编写一份关于数字时代的隐私权的报告。按

照该决议的说法，该决议旨在审查：“在国内及域外监控和/或截获数字通信以及收集个人数

据情形下，包括大规模进行的情形下保护和促进隐私权的问题”。人权高专办收到的答复材

料可公开查阅。 

•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1988 年）。《一般性意见 16：第 17 条（隐私权），隐私、家

庭、住宅或通信受到尊重，以及荣誉和名誉得到保护的权利》。 4 月 8 日。

HRI/GEN/1/Rev.1。 

•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1999 年）。《一般性意见 27：第 12 条（迁徙自由）》。11 月 2

日。CCPR/C/21/Rev.1/Add.9。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4 年）。《数字时代的隐私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的报告》。6 月 30 日。A/HRC/27/37。 

• Tayler, Letta（2017 年）。《越权：新的全球反恐措施如何侵犯权利》。人权观察。 

• Gross, Emanuel（2004 年）。“民主国家的反恐斗争——保护人权：隐私权与国家利益——适

当权衡”。《康奈尔国际法学刊》，第 37 卷，第 1 期，第 2 篇文章。 

• 美洲人权委员会（2013 年）。《表达自由与互联网》。OEA/Ser.L/V/II。CIDH/RELE/INF. 

11/13。华盛顿特区，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第 53-79 页。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关于非洲在反恐的同时维护人权和民族权的原则和准则》。5

月 7 日。 

http://undocs.org/A/72/540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Terrorism/A-HRC-34-61.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Terrorism/A-HRC-34-61.pdf
http://undocs.org/A/RES/68/167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7/Documents/A.HRC.27.37_en.pdf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7/Documents/A.HRC.27.37_en.pdf
https://undocs.org/HRI/GEN/1/Rev.1
https://undocs.org/HRI/GEN/1/Rev.1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5139c394.html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7/Documents/A.HRC.27.37_en.pdf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7/Documents/A.HRC.27.37_en.pdf
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17/country-chapters/global
https://scholarship.law.cornell.edu/cilj/vol37/iss1/2/
https://scholarship.law.cornell.edu/cilj/vol37/iss1/2/
http://www.eods.eu/library/IACHR.Freedom%20of%20Expression%20and%20the%20Internet.pdf
http://www.achpr.org/files/instruments/principles-guidelines-countering-terrorism/principles_and_guidelines_on_human_and_peoples_rights_while_countering_terrorism_in_afric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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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2015 年）。《法律事务和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 Pieter Omtzigt 关于

大规模监视的报告》。3 月 18 日。第 13734 号文件。 

 

当代问题 

• Brown, Ian、Morton H. Halperin、Ben Hayes、Ben Scott 和 Mathias Vermeulen。“制定监视改

革的多边标准”。牛津互联网研究院、开放社会基金会、国家观察、新责任基金会和欧洲大

学学院。 

• White, Michael J.V.（2013 年）。“21 世纪的困境：监视法和国际人权规范”。《人权研究学

刊》，第 8 卷，第 1-11 页。 

• Fabbrini, Federico（2015 年）。“数字时代的人权：欧洲法院在数据保留案中的裁定及其对美

国的隐私和监视问题的启示”。《蒂尔堡法学院研究论文第 15/2014 号》。 

• Lamer, Wiebke（2017 年）。“从梦游般进入监视社会，到转向永久的安全化：欧洲的大规模

监视、安全和人权”。《全球校园人权学刊》，第 1 卷，第 2 期，特别关注：安全化。 

 

武装冲突 

• Melzer, Nils（2013 年）。《战争中无人机和无人驾驶机器人的使用对人权的影响》。欧洲议

会，欧盟对外政策总司，政策部。EXPO/B/DROI/2012/12。第 1-37 页。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3 年），“国际人道法面临的当代挑战”。 

• Clark, Kate（2011 年）。“阿富汗的定点清除和两个世界：塔哈尔袭击内幕”。《外交政

策》，5 月 11 日。 

• “阿富汗：活在无人机下”。半岛电视台，2015 年 7 月 23 日。 

 

问责与监督 

• 美洲国家组织（2013 年）。“联合国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与美洲人权委

员会表达自由特别报告员关于监视方案及其对表达自由的影响的联合声明”。6 月 21 日。 

• Eijkman, Quirine A.M.和 Daan Weggerans（2011 年）。“视觉监视和预防恐怖主义：如何做到

相互制衡？”《国际法律、计算机与技术评论》，第 25 卷，第 3 期，第 143-150 页。 

 

高级阅读材料 

 

本节为欲详细探讨本模块主题的学生和本模块的授课教师推荐了高级阅读材料。 

 

国际/区域法律框架 

•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2009年）。《评估损害，敦促采取行动：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与人权

问题知名法学家小组报告》。日内瓦。第69-74页。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4年）。《反恐中注意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

http://www.assembly.coe.int/nw/xml/XRef/Xref-XML2HTML-EN.asp?fileid=21692&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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