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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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歧视和基本自由以及整个课程探讨的其他人权在确保社会开放、包容且尊重法治方面发挥着核心

作用。而尊重这些原则及支撑这些原则的基本价值，例如人类尊严和平等，又在反恐的诸多关键方

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尤其是在本模块系列讨论的国际上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详见模块 2）和推进其

他国际议程的工作方面，此类议程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本模块特别相关的是目标

5：性别平等；目标 10：减少不平等；以及目标 16：和平、正义和强大的机构）。因此，本模块将

探讨国际法和区域法中关键的不歧视和基本自由原则，并以一些重点实例说明这些原则如何遭到恐

怖主义及在某些情况下遭到反恐工作的破坏，以及各国和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法治受到侵蚀的问题。 

 

学习成果 

 

• 了解国际和区域法律框架内关键的不歧视和基本自由原则。 

• 分别探讨非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体的犯罪行为和各国反恐对策对这些原则造成的影响。 

• 思考这些基本原则受到侵蚀会产生的某些负面影响。 

• 探讨各国和国际社会在恐怖主义和反恐背景下为防止歧视和侵犯基本自由所开展的更广泛

的工作。 

 

关键问题 

不歧视原则和与基本权利有关的原则在有效反恐工作中的多个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一方面，恐怖活动的具体目标通常是破坏和侵犯这些权利和基本自由及其附带的权利。人权理事会

在其关于人权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第 30/15 号决议中指出，“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暴力极端主义行

为、方法和行径，都意图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享有及民主构成威胁，对各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构成

威胁，破坏合法组成的政府的稳定”（第 1 段）。 

 

另一方面，各国在努力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行为时，必须遵循法治来维护那些作为其社会结构基础

的权利和自由，并避免无意中助推恐怖主义阴谋。例如，前联合国反恐中注意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

告员本·埃默森表示关切的是，虽然对国际暴力极端主义阴谋的界定都提到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或不容忍”，但都没有要求必须涉及暴力因素，这意味着，政府一级可能会不当利用这种定义来压

制批评意见（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30/15，第 27 段）。具体来说，与本模块探讨的基本自由问题

尤其相关的是，联合国宗教和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人权安全化”的背景下指出，“所采取

的通过限制基本权利（例如表达、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权）来加强安全部队打击恐怖主义能力的政

策，往往会对享有宗教或信仰自由权产生严重后果”（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34/50）。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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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重要考虑因素是，无论是否在反恐背景下，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任何破坏都可能与导致恐怖

主义行为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有关（大会报告 70/674，第 3、27-29段）。因此，秘书长《防止暴

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如果各国遵守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并维护法治，就会为

民间社会创造一个有利环境，并减少暴力极端主义的吸引力（大会报告 70/674，第 20 和 50 段）。

同样，联合国大会在其题为《构建一个反对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世界》的第 68/127号决议中“促

请各国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过程中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及法治，并支持一切行动……促进了解、

容忍和非暴力”（第 7 段）。详见关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模块 2。 

 

另一个原因是，互相尊重并致力于保护基本自由以及不歧视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包括反恐工作在内

的很多联合国工作都反复强调“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的重要性及其对促进社会融合、和平与发展的

宝贵贡献，促请会员国酌情和在适用时考虑将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作为努力实现和平、社会稳定及

全面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大会第 71/249 号决议，第 3 段）。 

 

具体而言，本模块将探讨四项基本自由及其附带权利，即 

 

• 宗教自由，  

• 表达自由， 

• 集会自由以及 

• 结社自由。 

 

此外，本模块还会探讨应作为所有反恐工作基础的不歧视原则，包括为确保以不歧视方式对基本自

由（以及其他人权）进行任何必要限制而开展的工作。 

 

不歧视原则 

不歧视概念在反恐行动的许多方面都很重要。例如，国家在行使权力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和行为

时，例如在搜查和扣押、监视或逮捕以及对本模块探讨的基本自由进行限制时，都必须采用不歧视

的方式。虽然不是每一种差别待遇都一定具有歧视性，但在没有客观理由的情况下，各国在其反恐

工作中对不同（族裔、种族或性别等）群体的任何差别待遇都可能有违不歧视原则。 

 

国际法律框架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

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

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也就是说，这项禁止歧视的规定适用

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所有权利。此外，《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六条

还单独规定了一项不歧视原则，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

https://www.un.org/counterterrorism/ctitf/en/plan-action-prevent-violent-extremism
https://www.un.org/counterterrorism/ctitf/en/plan-action-prevent-violent-extremism
https://undocs.org/A/RES/68/127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4&chapter=4&clang=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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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所有区域人权条约也都载有禁止歧视的规定。 

 

歧视有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两种形式。关于直接歧视，Moeckli 指出，“当一个人因为一个或多个

被禁止的理由而在类似情况下受到不如其他人的待遇时，即为直接歧视。”（Moeckli，2012 年，

第 600 页；详见 Lithgow 等人诉联合王国，1986 年，第 177 段；Fredin 诉瑞典，1991 年，第 60

段）。相反，“当不是基于某项被禁止的差别待遇理由的表面上‘中立’的做法、规则或要求对

根据某项被禁止的理由界定的特定群体产生不相称的影响时”，即为间接歧视（Moeckli，2012

年，第 600 页；详见人权事务委员会意见 CCPR/C/37/D/208/1986；人权事务委员会意见

CCPR/C/78/D/998/2001，第 10.2 段；D.H.等人诉捷克共和国，2006 年，第 184 段）。 

 

不歧视原则与平等原则有着内在联系，1993 年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称

其为 “国际人权法律的一项基本规则”（A/CONF.157/23，第 15 段）。这也反映了 1948 年《世界

人权宣言》的规定，即：“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一条）；并且“法律

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

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第七条）（大会第 3/217 A 号决

议）。平等原则还被纳入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和三条），作为其重大原则之一。

此外，其他国际人权法公约也载有平等和不歧视原则，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条）；1966 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79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2006年《残疾人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第 2条第 1款）；以及《保护

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禁止歧视是人权的根本，因此即使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时”，克减人权的措施也

不能具有歧视性（《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一款）。事实上，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其关于种族歧视与打击恐怖主义措施的声明中认为，“禁止种族歧视是国际法

的强制性规范，不得克减”。（大会报告 57/18，第 4 段）。 

 

在确定反恐措施中的差别待遇是否构成歧视时，法院或其他主管部门通常会考虑以下问题： 

 

• 这项措施是否造成基于被禁止理由（例如《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二款所列理

由）的差别待遇？ 

• 如果是，这项措施是否为了实现合法的目标，例如防止混乱和犯罪？ 

• 这种差别待遇是否有客观合理的理由？ 

• 相关措施的目的与效果是否相称？ 

• 为了达到所追求的目标，是否需要差别待遇？ 

• 差别待遇是否相称？ 

 

相称性：考虑通过差别待遇达到的目标是否可以通过引起基于被禁止理由的差别待遇的措施以外的

其他手段来实现，往往有助于确定差别待遇是否相称。换言之，就是要询问所采用手段受到的限制

http://www.un-documents.net/a3r217a.htm
http://www.un-documents.net/a3r217a.htm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3&chapter=4&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2&chapter=4&lang=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8&chapter=4&lang=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8&chapter=4&lang=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15&chapter=4&lang=_en&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11&chapter=4&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13&chapter=4&lang=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13&chapter=4&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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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是否最小，或者减轻（或消除）待遇差别是否也可达到目的。其他有用的做法是，考虑是否有

充分的法律保障措施，例如法院的独立监察或审查，以保护可能被差别对待的人的利益，并独立思

考相关理由是否确实合理、客观和相称。 

 

举证责任：如果存在差别待遇，则举证责任由国家承担，以证明存在客观合理的正当理由。如果公

共机关模糊地确定了差别待遇的目标，将难以证明差别待遇是客观合理的和（或）相称的，因为模

糊确定的目标也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手段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若干普遍性反恐公约载有不歧视条款：2010 年《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

行为的公约》（第十四条）、1997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和 1999 年《制止向恐

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特征分析 
 

一个特别敏感且有争议的问题可能是执法人员和情报人员在寻求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

等背景下进行的“特征分析”。“特征分析”一般被定义为“将一系列身体、行为或心理特征与特

定罪行有系统地联系起来，并将之用作作出执法决定的依据。”（大会报告 4/26，第 33 段）。 

 

但凡在反恐工作中使用执法权力，如仅仅因为某人属于特定族裔或宗教社群而视其为“嫌疑人”，

都可能基于歧视理由而侵犯人权。此外，这还可能严重影响预防和侦查恐怖主义罪行。在一份关于

“特征分析”做法的报告中，联合国反恐中注意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介绍了一种恐怖分子特征

分析做法，即仅仅因为某些人属于某一群体，就将其单独挑出来，在执法中给予其“高度”关注，

这种做法可能使这些人遭受情感创伤并将他们整个群体污名化为可疑群体。该特别报告员称： 

 

这种污名化又可能导致目标群体之间的疏离感。该特别报告员认为，某些族裔和宗教群体

受到伤害和被孤立可能对执法工作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因为这会使这些群体对警方极度

不信任……在反恐背景下，警方与社区之间缺乏信任尤其可能产生灾难性影响。以预防为

主的执法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情报收集。……要想取得成功，反恐执法政策就必须加

强警方与社区之间的相互信任。（大会报告 4/26，第 58 段）。 

 

同样，北爱尔兰人权委员会在反思北爱尔兰数十年反恐行动方面的经验时也认为，执法机构歧视性

地使用反恐权力对预防犯罪的成效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有人认为，在整个冲突期间，警察部队中天主教群体人数严重不足，且武装部队在天主教

地区更为积极频繁地行使其紧急权力，这种看法导致了对执法机构的怨恨情绪持久不衰。

消除这种怨恨并确保更多人可以接受警方将需要多年时间，而由于社群支持不足而导致的

警务效力降低会使这些群体容易受到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侵害。（北爱尔兰人权委员会，

2006 年，第 22 段）。 

https://www.icao.int/secretariat/legal/Docs/beijing_convention_multi.pdf
https://www.icao.int/secretariat/legal/Docs/beijing_convention_multi.pdf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VIII-9&chapter=18&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XVIII-11&chapter=18&lang=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XVIII-11&chapter=18&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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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4 日，在一份关于表达自由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联合声明中，联合国和区域特别报告

员建议“各国绝不能根据族裔或宗教特征分析进行监视或针对整个社群而非特定个人，而应建立适

当的法律、程序和监督制度，以防止滥用监视权力”（联合国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欧洲

安全与合作组织新闻媒体自由问题代表、美洲国家组织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非洲人权和民

族权委员会表达自由和获取信息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第 2(g)段）。 

 

本模块中来自德国的案例研究 1 凸显了采用不同监视做法可能产生的问题，该案例研究涉及有时所

谓的“拉网式”调查。 

 

宗教自由 

 

国际法律框架 

 

各国的反恐对策不应侵犯宗教自由；各国还负有相应的责任，以确保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恐怖主义

行为体等非国家实体的侵犯。这种自由受到国际和区域条约的保护，为打击恐怖主义而限制宗教自

由的政策可能助长与宗教有关的恐怖主义。 

 

关于宗教自由的国际法律框架，首先来看《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一款，该条款规

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这是一种内心的自由，即内在要素，据此所有人都

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相信以及相信什么。内心的信念不能受到限制，而应无条件地受到保护。宗教自

由不仅包括宗教，还包含思想、良心和信仰权利（大会第 36/55 号决议，1981 年）。然而，并非每

种信仰都属于宗教自由的范畴（例如，见大会决定 CCPR/C/50/D/570/1993）。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为了为从事恐怖主义行为辩解，恐怖组织声称他们是在按照教义行事，这种观点不属于宗教

自由的范围。 

 

另一个要素涉及外在的自由，即通过外在的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1993 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的第 22 号一般

性意见，其中解释了表明宗教的自由的范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事务委员会

CCPR/C/21/Rev.1/Add.4）。这不仅包括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还包括其他活动，例如举行仪

式，建造礼拜场所，展示象征物，穿戴特殊服饰或头巾，选择宗教领袖、牧师和教师的自由，建立

神学院或宗教学校的自由，以及编写和发行宗教经文或出版物的自由。自 1993 年以来，还有其他

相关的判例法，例如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其同样解释了表明宗教的权利的范围和界限以及可通

过区域条约来施加限制的适当时机（Lautsi等人诉意大利，2011年；Dahlab诉瑞士，2001年；Leyla 

Sahin 诉土耳其，2005 年；Belcacemi 和 Oussar 诉比利时，2017 年）。虽然联合国和区域人权机构

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往往相似，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就关于禁止妇女在公共场所佩戴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4&chapter=4&clang=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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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头巾问题的不同处理方法而言，可对比 Sahin 诉土耳其案（ 2005 年）与 Raihon 

Hudoyberganova 诉乌兹别克斯坦案，前者认定，为他人权利和自由的利益起见，这种限制是合理

的。该案根据与 Sahin 案类似的事实认定发生了侵犯宗教自由权的事件。（人权事务委员会意见

CCPR/C/82/D/931/2000）。 

在不同宗教信仰并存的社会中，在反恐的同时保护宗教自由意味着有时可能需要对宗教自由的某些

表现形式加以限制。《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

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所必需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三款，宗教自由的

内在要素，即信奉宗教或信仰（或实际上无信仰）的自由，不能受到限制（第 8 段）。任何限制都

需要得到严格的解释，并且不得基于歧视性的目的或以歧视性的方式进行限制（第 8 段）。 

 

在反恐背景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国不得仅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宗教自由权。虽然第十八条第三

款允许根据所述理由进行某些限制，但既然它不允许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限制，那么它相较于意见

自由权（《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等其他限定权利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宗

教信仰及其外在表现本身绝对不能被视为构成安全威胁。同样，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四条第二款，在战争或社会紧急状态下，宗教自由是唯一一项不允许克减的基本自由。（详见模

块 7）。 

 

区域文书和限制方法 

 

非洲区域 

 

1981 年《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也称为《班珠尔宪章》，于 1981年 6月 1 日通过，1986 年 10

月 21 日生效）明确规定，“良心自由、信教及宗教仪式的自由应受到保障。除非与法律和制度相

抵触，任何人均不得被迫屈从于任何限制行使这些自由的措施”（第 8 条）。在解释这一权利时，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认为，不仅是世界上主要的宗教应该受到保护，土著人民的宗教权利也应

受到保护（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诉肯尼亚，2017 年，第 167 段）。 

 

欧洲区域 

 

欧洲人权法院也宽泛地解释了宗教自由权，将其延伸至属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

第一款保障范畴的较新的宗教和得到虔诚信奉的哲学信念（Leela Förderkreis E.V.等人诉德国，2008

年；Knudsen 诉挪威，1985 年；Eweida 等人诉联合王国，2013 年）。它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

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

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http://www.achpr.org/files/instruments/achpr/banjul_chart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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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区域 

 

《美洲人权公约》（1969 年 11 月 22 日通过，1978 年 7 月 18 日生效）的有关规定是其中第 12 条第

1 款。该条款旨在保护“保持或改变个人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每个人单独或与他人一起公开

地或私下里宣称信奉或传播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美洲人权法院在解释这项权利时的主要关

切是，确保对这项权利的任何限制“不会损害或剥夺任何人完全自由地维护、改变、信奉或传播其

宗教或信仰的权利”（Olmedo Bustos 等人诉智利，2001 年，第 79 段）。 

 

亚洲区域 

 

《东盟宪章》（2007 年 11 月 20 日通过）第 2 条第 2 款直接肯定了共同价值观和多样性，内容如

下：“东盟及其成员国应遵循下列原则：（1）尊重东盟各国人民的不同文化、语言和宗教，同时

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强调共同的价值观。”此外，《东盟人权宣言》（2012 年 11 月 18 日通过）

保证“人人都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应消除基于宗教和信仰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歧视

和煽动仇恨行为”。该文件顾及在界定这项权利的内容和范围时的自由裁量权（Neo，2017 年）。 

 

中东和海湾区域 

 

2004 年《阿拉伯人权宪章》（2004 年 5 月 22 日通过，2008 年 3 月 15 日生效）第 27 条规定，只有

法律规定的限制条件才能限制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的行使或表明。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若干成

员国，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是国内法的“一个”或“唯一”根源，可以对任何被视为亵渎伊斯兰

教的行为等施加进一步的限制。 

 

伊斯兰合作组织不具约束力的《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1990 年 8 月 5 日通过）应对不歧视问题的

方法比《阿拉伯人权宪章》详细。关于平等以及更普遍的不歧视原则，《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第

1 条(a)款规定： 

 

所有的人类构成为一个家庭，家庭的成员因信奉真主以及是阿当的后代而结合在一起。每

个人在基本人格尊严和基本义务和责任上一律平等，不分种族、肤色、语言、性别、宗

教、政治、社会地位或其他因素等任何区别。真正的宗教是在通往人格尊严的道路上提高

这种尊严的保证。 

 

该《宣言》还继续在第 18 条(a)款中指出，“人人对于他本人、他的宗教、受他赡养的人、他的荣

誉和他的财产，享有在安全生活的权利。” 

 

  

https://www.cidh.oas.org/basicos/english/basic3.american%20convention.htm
http://asean.org/asean/asean-charter/
http://www.asean.org/storage/images/ASEAN_RTK_2014/6_AHRD_Booklet.pdf
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loas2005.htm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ae6b3822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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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样，每项区域人权文书也都允许在某些情况下对表明宗教信仰作

出一些限制。关于《班珠尔宪章》第 8 条，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认为，为维护公共秩序，可施加

某些限制，只要它们是必要且合理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诉肯尼亚，2017 年，第 167 段）。

同样，《美洲人权公约》也允许以公共安全而非国家安全为由对宗教的表明进行限制。这种表明

“只能受到法律所规定的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道德或他人的权利或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第 12 条第 3 款）。 

 

《欧洲人权公约》（1950年 11月 4日通过，1953年 9月 3日生效）的有关条款是其第 9条第 2款，

它规定了与《美洲人权公约》相同的限制，即“表示个人宗教或者信仰的自由仅仅受到法律规 定的

限制，以及基于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公共安全的利益考虑，为了保护公共秩序、健康或者道德，为了

保护他人的权利与自由而施以的必需的限制。”在 Ivanova诉保加利亚案（2007年，第 79段）中，

欧洲人权法院确认，《欧洲人权公约》第 9 条第 2 款规定的限制仅涉及表明个人宗教或信仰的自

由，并不延伸至信奉宗教或信仰的权利。 

 

表达自由 

 

国际法律框架 

 

意见和表达自由受《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的保护。该条款规定，“人人有保持意见

不受干预之权利”（第十九条第一款）；以及“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此项权利包括以语言、文

字或出版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第十九条第二款）。 

 

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关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的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

（2011 年）中所述，意见自由意味着个人也有选择任何时候出于任何理由改变意见的权利

（CCPR/C/GC/34，第9段）。表达自由包括不分国界地寻求、接受及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权利；

表达和接受可传递给他人的各种形式的思想和见解，例如政治言论、游说、人权讨论、新闻报道、

学说以及宗教言论。思想可以通过口头、书面形式和手语，以及图像和艺术品等非言语表达形式来

表达（人权事务委员会 CCPR/C/GC/34，第 11 和 12 段）。表达途径包括书籍、报纸、小册子、海

报、标语、 服饰、法律呈件、影音形式、电子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言论表达模式（人权事务委员会

CCPR/C/GC/34，第 12 段）。表达意见的自由还包括不表达意见的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

CCPR/C/GC/34，第 10 段）。 

 

与宗教自由一样，意见和表达自由不能仅限于内心的自由，即有个人意见的自由，正如人权事务委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Convention_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4&chapter=4&clang=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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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在其关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的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CCPR/C/GC/34，第 9

段）中所强调的。只有该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限制是允许的，这些限制涉及外在的自由，即表明

意见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紧急情况下，意见自由权也绝不能受到限制或暂停。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 

 

见解自由虽未被列入不得根据《公约》第四条之规定而克减的权利清单，但据回顾，“在

第四条第 2 款没有列出的《公约》条款中，委员会认为有些要素不能根据第四条受到合法

的克减”。见解自由便属于这种要素，因为在紧急情势下，从来没必要克减此项权利。

（CCPR/C/GC/34，第 5 段）。 

 

这种解读方法也反映了一位前联合国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这位特别报告员认为施

加限制应当仅被视为一项特殊措施（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7/14，第 49段）。 

 

关于哪些限制是允许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指出，在有法律规定（第

24-27 段）和必要（第 33 段）的情况下，可对第十九条所载权利加以限制，以“尊重他人的权利或

名誉”，或“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另外，与对《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所载权利施加的任何限制一样，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任何限制都必须具有相称性（第 34

段）。值得注意的是，对第十九条第三款的依赖绝不能威胁到第十九条所载权利。例如，根据第十

九条第三款，各国不得仅仅因为互联网网站内容谴责政府而取缔这些网站；对内容的任何限制都必

须符合第十九条第三款的标准才合法（人权事务委员会结论性意见 CCPR/CO/84/SYR）。此外，就

其相关因素而言，根据第十九条第三款，一国绝不能出于与其意见相关的原因而“对某人进行骚

扰、恐吓或污名化”，包括通过逮捕、拘留或审判等行为（第 9 段）。这方面引起共同关注的一个

问题是，反恐法律对意见和表达自由以及隐私权等相关人权的侵蚀作用（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7/14，第 49 段）。 

 

关于表达自由，个人也应有自由“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只要它不属于《公民及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或第二十条的限制范畴，即使在其可能极具攻击性的情况下也应

如此（人权事务委员会意见 CCPR/C/70/D/736/1997，第 50-52 段）。《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二十条禁止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以及“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

敌视或强暴者”（第二十条）。（详见下文）。这类问题可能给各国带来特殊挑战，尤其是在其打

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中（详见模块 2），允许的（即使是冒犯的）言论和不允许的言论之间的界

限可能难以把握。在执行反恐工作期间，各国有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包括以媒体机构以及行使合

法政治权利为由，而不适当地限制言论自由（见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 CCPR/C/GC/34，第 13-17、

20、23 和 30 段）。这又可能对其他基本权利产生负面影响，包括下文所述的集会和结社权利，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被认为与这些权利相互关联且相辅相成（第 4 段）。正如一

位前联合国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所说：“切实享有意见和表达自由权、和平集会权和结社

自由权是区分民主和恐怖的核心要素”（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7/14，第 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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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该特别报告员还指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

第三款关于对意见和表达自由施加限制的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部分原因在于各国滥用人们的不安

情绪来攻击“自由媒体、调查性新闻、政治异见以及人权监测和报道”（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7/14，第 51段）。这又可能对这些及其他实体确保适当问责和限制往往在反恐背景下出现的与国家

做法有关的有罪不罚程度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正如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中进

一步指出的，“言论自由是实现透明和问责原则的必要条件，而这些原则反之又是增进和保护人权

的基础”（CCPR/C/GC/34，第 3 段）。然而，相关的权利和义务通常并没有按照《公民及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在国家法律体系范围内得到充分落实和（或）强制执行（例如，第 7-8 段）。 

 

区域文书和限制方法 

 

非洲区域 

 

在非洲区域人权框架内，相关条款是《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 9 条第 1 款，该条款仅简略规定

“人人有权接受信息”（第 9 条第 1 款）以及“人人有权在法律范围内表达和传播自己的见解”。

与美洲体系一样，非洲体系也重点关注对记者的保护。《关于通过〈非洲表达自由原则宣言〉的决

议》（2002 年）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该决议中，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强烈谴责对媒体从业人员

的攻击行为，内容如下：“诸如谋杀、绑架、恐吓和威胁媒体从业人员和其他行使表达自由权的人

以及对通信设施的重大破坏等攻击行为，都有损新闻独立、表达自由和向公众自由传播信息”（第

11 条第 1 款）。该《宣言》促请各国防止和调查对记者的攻击行为，以及惩罚施害者并确保受害者

得到救济（第 11 条第 2 款）。 

 

美洲区域 

 

《美洲人权公约》第 13条第 1款详细说明了自由的如下范围：“人人都有思想和表达自由的权利。

此项权利包括以语言、文字或出版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及传播

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与其他区域一样，美洲区域的一个优先问题一直是必须保护作为行使这

一基本自由主要渠道之一，包括在必要时作为追究政府责任的重要手段的记者和其他媒体机构。美

洲国家组织大会于 2017 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就反映了这一点，该决议重申，“新闻工作必须在不

受威胁、人身或心理侵犯或者其他恐吓行为侵犯的情况下开展”（美洲国家组织，2017 年）。为

此，美洲国家组织大会敦促各成员国“执行预防、保护、调查和处罚相关负责人的全面措施，以及

落实行动战略，以终止针对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的现象，并分享良好做法”（美洲国家组织，2017

年，第 2 段）。 

 

欧洲区域 

 

《欧洲人权公约》的重点条款是第 10 条，其中规定：“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当

包括持有主张的自由，以及在不受公共机构干预和不分国界的情况下，接受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的自

http://www.achpr.org/files/instruments/achpr/banjul_charter.pdf
https://www.cidh.oas.org/basicos/english/basic3.american%20convention.htm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Convention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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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 10条第 1款）。对记者的保护也同样受到欧洲委员会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在其《危机

时期保护表达和信息自由的准则》（2007 年）中。除了记者的人身安全之外，还有一个令人关切的

问题是，“执法机构不应要求媒体从业人员交出在报道危机情况时收集的信息或材料（例如，笔

记、照片、录音和录像），这些材料也不应被没收以用于法律诉讼程序……”（第 14 段）。这些

行动不仅可能会影响记者消息来源的保密性，从而使双方面临更大的风险，而且最终还会破坏媒体

有效追究政府责任的能力，包括在反恐时法治受到侵蚀的情况下。 

 

亚洲区域 

 

亚洲区域也有一些关于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的规定。《东盟人权宣言》中不具约束力的关键条款是

第 23 条，该条规定，“人人都有意见和表达自由的权利，包括持有意见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

以语言、文字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寻求、接受及传播消息之自由。”值得注意的是，该《宣言》

并没有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同等的规定，以说明是否可以对这些权利加

以限制，以及如果可能，在哪些情况下可加以限制。 

 

中东和海湾区域 

 

《阿拉伯人权宪章》第 30条第 1款也作了相关规定，它指出：“人人都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

权利，除法律规定外，不得对这些自由的行使施加任何限制”。正如其中关于宗教自由的内容所

述，所提到的“法律”可能指的是伊斯兰教法规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可能是能够在国家背景下影响

表达自由等含义的国内法渊源。伊斯兰合作组织（伊合组织）《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中的相关条

款是第 22 条，该条规定，只要不“违反伊斯兰教法的各项原则”，“人人均有权自由表示意见”

（第 22 条 a 款）。虽然《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承认“资讯是社会所必需的”（第 22 条 c 款），

但它对这一信息权利进行了限制，即“不得利用或滥用它来违犯神圣的义务和先知的尊严，破害道

德和伦理价值或瓦解、腐化或损害社会或削弱它的信仰”。就措辞而言，《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

第 22条 d款更像《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条，它禁止煽动“民族或思想仇恨或……可能

引起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的事情”。 

 

限制 

 

关于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相同或类似限制，相关的《欧洲人权公约》和

《美洲人权公约》案文的起草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这些限制。此外，这也反映在它们相应的判例

中。例如，欧洲人权法院认定，在民主社会，对某人表达自由的任何干涉必须是相称且必要的

（Falakaoğlu 和 Saygılı 诉土耳其，2006 年），包括为了在反恐工作中保护公共秩序和防止犯罪而进

行的干涉（Müdür Duman诉土耳其，2015年）。2017年，欧洲人权法院规定，虽然为了国家安全、

领土完整和公共安全的利益可以合法地限制表达自由，但这些限制仍然需要相关且充分的理由，并

以相称的方式应对紧迫的社会需求（Döner 等人诉土耳其，2017 年）。 

 

http://www.asean.org/storage/images/ASEAN_RTK_2014/6_AHRD_Booklet.pdf
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loas2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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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自由 

集会自由与下文探讨的结社自由密切相关，可在反恐对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通过使公民能够积

极参与其生活的社会而非被排除在外来防止恐怖主义活动。它还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空间”，在这

个空间内，人们可以和平地表达不满和委屈，这至少可以防止一部分人走上暴力极端主义之路。

（详见模块 2）。 

这种观点也反映在人权理事会第 30/15 号决议的序言中： 

 

重申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是民主的基本组成部分，为个人提

供了无比宝贵的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机会，有助于在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过程中开

展对话，强调指出，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需要一种全社会的行动方针，要争取政府、

民间社会、地方领袖和宗教领袖以及私营部门的参与；承认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是政府努

力在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同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个关键因素…… 

 

前联合国在反恐时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马丁·谢宁也同样指出，这两项权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它们是行使其他权利，特别是表达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能力的平台，促进公开、和平地对政

府政策和做法表达反对意见。此外，这一平台还为人权维护者的重要工作提供便利，人权维护者在

确保政府问责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大会报告 A/61/267，第 9 段）。 

 

国际法律框架 

 

首先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条，它规定“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就其含义

而言，“公共集会可被定义为若干人故意临时出现在公共场所，而该公共场所不是为公共表达目的

而建造的建筑物或结构体。不过，和平集会自由权既涵盖公开集会，也包括私人集会。”（欧安组

织，2007 年，第 216 页）。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集会自由准则》（欧安组织/民主人

权办，2010 年）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项“有利于举行集会之推定”，即应尽

可能不受管制地享有集会自由（原则 1）；事实上，各国都有保护和平集会的相应义务（原则

2）。 

 

与本模块探讨的其他基本自由一样，《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条也规定，可对集会自

由权加以限制，前提是其相关措施是“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

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的”。在这方面，前联合国在反恐时

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马丁·谢宁的主要关切是，这种限制集会自由权的能力不能被滥用于反恐

托词（大会报告 A/61/267），例如作为限制合法民主活动的手段。在提到所有成功的反恐战略都需

要纳入预防性要素时，他指出： 

 

这意味着允许采取一些措施，将团体准备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行为视为犯罪，而这又意味

着必须采取干预和平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措施。但是，国家不能过份强调反恐怖主义的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4&chapter=4&clang=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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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采取不必要的限制人权的措施。必须通过法律建立明确的保障，防止滥用（限

制）以及在滥用发生时确保补救的机会。（第 11 段） 

 

该特别报告员的关切是基于某些做法，例如国家反恐法律对结社和集会自由权的过度限制超出了对

应对正当的安全需要而言绝对必要的范围（第 11 段）。虽然在某些情况下限制集会自由可能是适

当的，但这不应以普遍禁止的方式来实现，而应该更具有针对性，以免违反《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第二十一条（第 25 段）。他强调了在确定对第二十一或二十二条所载权利进行任何限制时

需要适用的现有的严格法律保障措施。（第 19 段）。 

 

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2017 年也同样指出，反恐法律可能以骚扰和暴力侵犯人

权维护者及其他人的方式致使集会自由受到侵犯（大会报告 72/135，第 18 段）。例如，存在这样

的危险，即民众示威有可能升级为暴力冲突，造成人员伤亡，随之而来的是各国要面临如何以符合

其人权义务的方式最好地管理示威的挑战（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17/28）。自 2009 年以来，在针

对示威及其他和平公众活动参与者的暴力事件中的任何侵犯生命权的行为都属于法外处决、即决处

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范畴。 

 

关于紧急状况，虽然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一款，严格来说，可以克减第二十

一和二十二条（结社自由），但联合国在反恐中注意增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进

一步重申，此类克减均属例外且具有暂时性，包括它们必须始终满足必要性和相称性的标准（第

12-13 段）。值得注意的是，该特别报告员认为，“原则上，在集会和结社自由权方面各国应该不

需要采取克减措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限制这些权利的措施足以有效打击恐怖

主义。”（第 13 段）。此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也对以下风险表示类似关切：适

用于紧急状态的法律可能为了防止可能扰乱公共秩序的人参加集会而采取加重对参加非法集会的处

罚或实施边境管制等做法，从而有损于集会自由（欧安组织，民主人权办，2010 年）。 

 

区域文书和限制方法 

 

非洲区域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 11 条也同样保障每个人的自由集会权。它还规定，“此项权利的行

使只受必要的法律规定的限制，特别是那些为了国家治安、安全、健康、道德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使用楷体以示强调）而制定的法律的限制”，这再次反映了相较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针对非洲情况所采取的保障自由集会权的方法具有一些独特之处

和微妙的差异。 

 

《关于非洲在反恐的同时维护人权和民族权的原则和准则》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基本自由问题的第一节反映的关切与前特别报告员马丁·谢宁表达的关切类似，其中规定，

“各国应充分尊重原则 1(M)：不克减和限制人权和自由，不得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限制包括宗

http://www.achpr.org/files/instruments/achpr/banjul_charter.pdf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4&chapter=4&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4&chapter=4&clang=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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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良心、表达、结社、集会和行动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以及隐私权和财产权”。原则 1(M)承认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并没有正式允许克减，但承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权利的限制可能是

适当的（详见模块 7）。该项标准在以下方面反映了上文就对《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

一条（以及第十八和十九条）的限制所进行的探讨： 

 

任何限制都必须由法律规定，与满足《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规定的合法需要严格相称

且对其而言绝对必要，并且符合国际和区域人权法。限制不得损害权利，以致权利本身形

同虚设。必须有可能在法庭上质疑限制权利的合法性。 

 

美洲区域 

 

就美洲区域限制集会自由的方法而言，相关条款是《美洲人权公约》的第十五条，它规定“承认有

不携带武器的和平集会的权利”（使用楷体以示强调）。该条规定的任何限制的依据与对所探讨的

其他权利施加限制的依据相同，反映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条的措辞。 

 

在这方面，美洲人权委员会解释称，虽然集会权并不具有绝对性，但国家仍要在一个“有限的框架

内证明任何相关限制都是合理的”，同时强调必须始终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称性的标准条件，

以确保任何限制都是正当合理的（美洲人权委员会，OEA/Ser.L/V/II, Doc. 66，第 107 段）。美洲人

权法院在审理 López Lone 等人诉洪都拉斯案（2015 年）时认定，集会权与其他基本自由使民主成

为可能。因此，“反对政府拟议法律或政策的言论绝非煽动暴力的行为，而是任何多元民主的组成

部分”（美洲人权委员会，OEA/Ser.L/V/II, Doc. 51，第 708 段）。 

 

本模块探讨的集会和结社权等所有基本自由都曾遭到压制，包括人权倡导者的活动也是如此（美洲

人权委员会，OEA/Ser.L/V/II, Doc. 66，第 97 段），而人权倡导者能在应对国家安全需要等情况

下，在确保各国维护法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正如美洲人权委员会所指，公开抗议且不会

遭受迫害或处罚风险的能力与保护侵犯人权行为（包括由国家导致的侵权行为）受害者权利的能力

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即使保护指控公职人员或公务员侵犯人权的人可能意味着公职人员必须

更加容忍批评，但这对于避免双重受害、使社会了解这些事实并就其进行自由辩论以及确保为伸张

正义创造必要条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美洲人权委员会，OEA/Ser.L/V/II, Doc. 66，第 105

段）。 

 

欧洲区域 

 

《欧洲人权公约》是将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一并考虑。第 11条第 1款规定：“人人享有和平集会与

结社自由的权利，包括为保护自身的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虽然容许限制的条款与《公

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案文（在《欧洲人权公约》通过数年后通过）在措辞上略有不同，

但基本要素仍一样。第 11 条第 2 款指出： 

 

https://www.cidh.oas.org/basicos/english/basic3.american%20convention.htm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Convention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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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的利益，为了防止混

乱或者犯罪，为了保护健康或者道德或者保护他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必需的限制之外，不得

对上述权利的行使施以任何限制。 

 

与本模块探讨的其他自由一样，必须从狭义上解释这些合法限制目标的范围（威尼斯委员会/欧安

组织/民主人权办，2014 年，第 18 页）。还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国际或区域人权文书中关于限制的

部分案文并不包含《欧洲人权公约》第 11条第 2款的内容，该条款进一步规定，“本条并不阻止国

家武装部队、警察或者行政当局的成员对上述权利的行使施以合法的限制。”虽然其他文书没有明

确禁止使用军队来施加可允许的限制，但其他文书没有就此作出规定反映了相关的敏感问题，尤其

是因为一些国家可以使用军队来镇压合法抗议，包括以国际人权法允许的集会形式进行的抗议。 

 

中东和海湾区域 

 

2004 年《阿拉伯人权宪章》中的相关原则是第 24 条第 6 款，它只规定“所有公民都有结社与和平

集会自由的权利”。然而，该规定必须结合整个第 24 条加以解读，该条阐明了公民参与一系列政

治活动能力方面的若干权利。第 24 条第 7 款所载限制适用于第 24 条所载所有权利，反映了《公民

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条采用的普遍的限制方法。 

 

相比之下，伊斯兰合作组织《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并没有明确规定集会或结社权。最相关的条款

是第 23条 b款，它规定，“人人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他的国家的公共事务的行政工作。人人有权按

照伊斯兰教法的规定担任公职。”尽管没有明确表述，但是“间接”参与可能指结社和集会等权

利。 

 

结社自由 

 

国际法律框架 

 

结社自由受到《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保护，它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与他

人结社的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正如本模块前文所述，这项权利与

集会自由密切联系。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包括第二十一条）中的附带限制性条款的措辞与限制其他

基本自由的措辞大致相同，略有不同的是，它没有规定所有限制都必须“符合法律”，而是规定必

须“按照法律”。尽管如此，前特别报告员马丁·谢宁还是认为，这两种不同措辞实质上并没有区

别（大会报告 A/61/267，第 76 段）。 

 

与集会权一样，马丁·谢宁以及其前任联合国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特别关注的一

个方面是，反恐法律被用于限制与结社自由有关的其他合法活动，例如“限制或禁止成立或登记协

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loas2005.htm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ae6b3822c.html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4&chapter=4&clang=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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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26/29，第 59 段）。通常情况下，此类行动对少数群体相关权利的影

响可能更为不利。例如，“打击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被作为借口，用于推迟登记、拒绝登记、骚扰

和干扰由少数群体，包括宗教、语言或族裔少数群组成的协会。”（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26/29，第 59 段）。虽然承认各国有确保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之正当必要，但仍令人关切的是，限

制可能会被用作“压制批评或不同意见的借口”（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26/29，第 59 段），包括

利用刑法和刑事处罚来压制（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26/29，第 60 段）。 

 

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马丁·谢宁还认识到，由于固有的相关紧张局面，在确定允许和被禁活动之间

的界线方面可能存在非常现实的挑战： 

 

社团和组织不论正式成立或注册与否，都可作为手段，被人用来组织和进行恐怖活动，转

移或使用资金用于恐怖行动，从而成为破坏民主的工具。基于这种双重性，在过多的限制

和适当的制约之间很难划清界限。（大会报告 A/61/267，第 9 段）。 

 

举例来说，特别令人关切的一个方面是，反恐法律对社团的建立和地位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尤

其是在依赖恐怖主义模糊定义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过度限制甚至阻止具有合法目的的社团工

作，而这些社团并不追求恐怖主义目标或以其他方式非法运作（大会报告 A/61/267，第 23 段）。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个社团呼吁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与国家的利益相反的目的，不能因此

就将该社团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大会报告 A/61/267，第 24 和 27 段）。 

 

尽管如此，在确定施加任何限制或其合法性时所探讨的与集会自由有关的保障措施同样适用于结社

自由，尤其是由于在这些情况下限制确实有可能被滥用。因此，国家有义务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标准证明任何限制是有必要的，不过，特别报告员认识到必须在受

到限制的个人和公众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第 20 段）。正如马丁·谢宁进一步评论的那样： 

 

禁止以通过恐怖主义手段破坏国家为目的的结社，禁止呼吁使用恐怖主义手段摧毁国家的

公共示威，都可以被包含在《公约》限制条款之内。但特别报告员强调，政府不能以这些

目标和目的为烟幕，掩盖限制的真正目的。（大会报告 A/61/267，第 20 段，使用楷体以示

强调）。 

 

为了确保公正性和独立性，任何取缔都必须基于诸如某团体或社团的创立文件详述了恐怖主义目标

或方法等事实而非推定，且任何此类裁定必须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复审或上诉。除非有此类法律保

障，否则不得将一个组织称为“恐怖”组织（大会报告 A/61/267，第 26 段）。尽管如此，在某些

情况下，各国政府通过取缔推动或促进恐怖主义的组织来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仍将是完全合法的

（欧安组织，2007 年，第 216 页）。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也指出，在没有法律依据、

不必要或不相称或者具有歧视性的情况下，任何解散社团的行为都违反了人权法（欧安组织，2007

年，第 216 页）。当然，这种相关风险及相关关注度在宣布紧急状态等任何例外情况期间会更高，

在这种情况下，社团通常都会被关闭（例如，见大赦国际，2016 年；大赦国际，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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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社团的筹款活动向来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因为社团可能被用作资助恐怖主义活动及非法洗

钱活动的渠道。包括第 1373(2001)和 2170(2014)号决议在内的多项安全理事会决议都禁止资助恐怖

组织。第 2170(2014)号决议呼吁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和打击为恐怖行动提供资助的行

为，不向参与恐怖行为……的实体或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支助，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支助”（第 11

段）。阻碍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或其他资源的活动必定构成“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控制恐怖主义威

胁”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欧安组织，2007 年，第 216 页）。然而，可能难以把握其界限，因为真

正的社团的筹款能力对于其开展活动和实现合法目标至关重要。事实上，前联合国和平集会与结社

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马伊纳·吉埃认为，“任何使社团无法开展其法定活动的筹资限制都干涉了

[结社自由权]”（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23/39，第 16 段）。 

在保护慈善组织合法活动的同时打击滥用非营利组织推动恐怖主义活动的行为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将为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而筹集资金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对其提起诉

讼，以及冻结和扣押所有用于或分配给恐怖主义筹资活动的资金。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在

其建议8中指出，非营利组织特别容易被滥用于资助恐怖主义行为。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发

现，恐怖分子滥用非营利组织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a) 恐怖组织冒充合法的[非营利]实体； 

(b) 利用合法的[非营利]实体作为恐怖分子筹资的渠道，包括用于逃避资产冻结措施； 

(c) 隐瞒或遮掩将合法用途的资金秘密转移至恐怖组织的做法。”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在其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建议 8的解释性说明中强调，“各国为保护非营

利组织部门免受恐怖主义滥用而采取的措施不应妨碍或阻碍合法的慈善活动……为此目的

所采取的行动应在合理可能的范围内避免对慈善活动无辜的合法受益人造成任何负面影

响。然而，不能以这种利益为借口，认为需要立即采取有效行动以促进停止资助恐怖主义

行为或由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其他形式恐怖主义支助的直接利益。”（金融行动特别工作

《打击滥用非营利组织行为的最佳做法报告》（建议 8），第 3(c)段）。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制定了一套最佳做法，以协助各国努力在制止滥用非营利组织资助恐

怖主义的行为时保护慈善组织的合法活动。 

 

*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间机构，旨在制定和促进实施保护全球金融体系免

受洗钱、资助恐怖主义和资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危害的政策。《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建议》被公认为全球打击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标准。 

 

* 人 权 事 务 委 员 会 ， Sayadi 和 Vinck 诉 比 利 时 ， 第 1472/2006 号 来 文 ，

CCPR/C/94/D/1472/2006，2008 年 12 月 29 日。 

** 欧洲法院，Kadi 和 Yusuf 诉欧洲联盟理事会，2008 年。 

http://www.fatf-gafi.org/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un-documents/document/rol-ccpr-c94-d1472-2006.php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62005CJ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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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书和限制方法 

 

非洲区域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中的相关条款是第 10条第 1款，该条仅简略规定：“只要遵守法律，人

人均有权自由结社。”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认定，基于年龄、国籍、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或其他

歧视性类别等因素对可能结社者的任何全面限制（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2014 年，第 31 页，

第 13 段）在本质上都是非法的。除提及第 29 条规定的“团结义务”（《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

的特点之一）外，委员会没有就澄清这项权利或在什么情况下可限制这项权利作出进一步规定。第

10 条第 2 款还规定，“不得迫使任何人入社”，其他任何国际或区域文书都没有作此规定，这一点

尤其反映了非洲大陆仍对其殖民历史敏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在其《反

恐原则和准则》中提到，各国对恐怖主义受害者负有的一项义务是确保后者能够建立有代表性的组

织，以代表其充分行使表达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2014 年，第 35

页）。 

 

美洲区域 

 

美洲区域的相关文书是《美洲人权公约》，其相关条款是第十六条。该公约可能是同类文书中涉及

要素最广泛的（或至少是最详细的）文书，它规定：“人人都有权出于意识形态、宗教、政治、经

济、劳动、社会、文化、体育或其他目的自由结社。”关于在确保各国遵守法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的人权维护者，美洲人权法院认为，这项自由包括“自由成立和参与非政府组织、社团或团体进行

人权监察、报道和宣传”的权利（Kawas-Fernández 诉洪都拉斯，2009 年，第 146 段）。该法院还

认为，国家“有义务防止攻击这项自由，保护行使这项自由者，以及调查任何侵犯这项自由的行

为”（Huilca-Tecse 诉秘鲁，2005 年，第 76 段）。 

 

《美洲人权公约》第 16条第 2款中的限制反映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

关键内容，并已得到美洲人权法院的确认（Escher 等人诉巴西，2009 年，第 173 段）。该法院强调

因与被取缔组织有关联而受到的刑事制裁 

 

除上述非刑事制裁（例如冻结资产）外，一些法律制度还将刑事制裁适用于仅仅从属于恐怖

团体或组织这种情况，即检方无需证明被告人参与了恐怖主义行为。在一份关于保护集会和

结社自由的报告（A/61/267，第 26 段）中，联合国在反恐中注意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建

议，在将从属于恐怖组织定为刑事罪的情况下，应适用下列保障措施： 

• 根据其活动的实际证据，确定该组织的“恐怖性质”； 

• 由独立的司法机构确定该组织的“恐怖性质”；以及明确定义“恐怖性质”或“恐怖主

义”。 

http://www.achpr.org/files/instruments/achpr/banjul_charter.pdf
https://www.cidh.oas.org/basicos/english/basic3.american%20conven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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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项自由的重要性，例如，在 Manuel Cepeda Vargas 诉哥伦比亚案中，该法院指出： 

 

民主社会国家必须通过以下方式保障反对派个人、团体和政党的有效参与：通过适当的法

律、法规和做法使其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真正有效地使用不同的审议机制，同时考虑到一

些社会团体或部门成员的脆弱状况，采取必要措施以保障这项自由得以充分行使。

（Manuel Cepeda Vargas 诉哥伦比亚，2010 年）。 

 

欧洲区域 

 

《欧洲人权公约》第 11 条保障结社自由权。如上节所述，该条一并对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作了规

定。欧洲人权法院在土耳其联合共产党等诉土耳其案（1998 年）中作出了与 Manuel Cepeda Vargas

诉哥伦比亚案类似的判决。该法院认定，政党是民主国家正常运作必不可少的一种结社形式。它还

认为，尽管某社团所追求的目标可能被国家主管部门视为国家最高利益相悖或者甚至破坏了宪法结

构，但不可以此为由不对社团提供保护。 

 

中东和海湾区域 

 

《阿拉伯人权宪章》的相关条款是第 24 条第 5 款和第 24 条第 6 款 ，前者明确指出，每位公民都有

“与他人自由结社及参加社团”的权利，后者则详细规定了本模块前文探讨的“结社与和平集会自

由”权。如前文所述，对这些权利的附带限制反映了第 22条第 2款和大多数其他区域文书所规定的

限制。 

 

伊斯兰合作组织《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关于集会自由的规定除了本模块前文所述内容外没有其他

内容。 

 

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基本自由 

正如整个“教育促进正义”反恐怖主义大学模块系列中所讨论的那样，反恐行动有时发生在武装冲

突局势中（详见模块 6）。即使在这种背景下，也不能剥夺基本自由和人权，尽管在某些情况下，

它们可能因权利相关条款本身的规定以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的规定而受到限制或

克减。表达、结社和集会自由尤其如此，与宗教自由不同的是，它们在和平时期的行动中同样会因

国家安全的理由而受到限制。 

 

针对武装冲突局势规定最多的基本自由是宗教自由，这反映了这项权利作为一种不可克减的内在信

仰的主观性质，不过，这种信仰的外在表现可能受到限制。宗教自由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受到保护，

这是由国家实践所确立的一种“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规范”

（Henckaerts 和 Doswald-Beck，2005 年，第 450 页）。值得注意的是，根据 1907 年《海牙章程》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Convention_ENG.pdf
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loas2005.htm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ae6b3822c.html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4&chapter=4&clang=_en
http://www.loc.gov/law/help/us-treaties/bevans/m-ust000001-06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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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宗教信仰和活动，应受到尊重”。具体而言，《海牙章程》第十八条规定，战俘只

要遵守军事当局所规定的治安和察措施，就“享有进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包括出席本人所信奉宗

教的礼拜。这项基本自由也被载入了《日内瓦第三公约》，该《公约》第七十二条规定，战俘应准

予接受“应彼等所需之宗教、教育，或娱乐性质之物品”。被拘禁平民也有权接受“书籍，以及有

关彼等所需之宗教、教育或娱乐性质之物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一〇八条）。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禁止基于宗教理由的歧视，规定如下：“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在一

切情况下应予以人道待遇，不得基于……宗教或信仰……而有所歧视。”（另见《第一附加议定

书》第七十五条；以及《第二附加议定书》第四至六条）。在有必要保护安全或公共秩序等情况

下，宗教自由（如表明宗教的权利）作为一项受限制的权利，可能会受到与和平时期一样的限制。

（见《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三款；《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 8 条；《欧洲人

权公约》第 9条第 2款；《美洲人权公约》第 12条第 3款；《阿拉伯人权宪章》第 30条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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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问题研究练习 

 

学生可以小组为单位在课前或课堂上进行一些基础研究，然后就以下问题讨论其研究成

果： 

 

• 贵国的法律体系如何界定和禁止歧视行为？ 

• 是否有任何法律、业务守则或其他文书对防止执法中（尤其是反恐中）的歧视问题

作出了更广泛的规定？ 

https://www.icrc.org/eng/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02-0173.pdf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INTRO/470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INTRO/470
http://www.un.org/en/genocideprevention/documents/atrocity-crimes/Doc.35_AP-II-EN.pdf


23 

• 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是否曾在执法过程中因民族、族裔或宗教特征为由而被定性？这

对你/他们有什么影响？ 

 

练习 2：恐怖袭击之后仇恨犯罪激增 

 

恐怖袭击发生不久，针对不同信仰的宗教少数群体的仇恨犯罪通常会增加，即使恐怖袭

击发生在第三国。 

 

观看并比较以下与 2001、2015 和 2017 年分别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发生的恐怖袭击后此

类仇恨犯罪增加有关的短片： 

 

1. 视频：“联邦调查局研究针对锡克教徒、印度教徒和阿拉伯人的新型仇恨犯罪”，

《美国之音新闻》（2013 年 5 月 31 日）。 

2. 视频：“伊斯兰恐惧症仇恨犯罪事件加重芬斯伯里公园清真寺的恐慌情绪”，《英国

广播公司新闻》（2012 年 7 月 17 日）。 

3. 视频：“反犹主义势头上升迫使法国犹太人逃离巴黎郊区”，《法新社》（2016 年 5

月 30 日）。 

 

• 你对视频内容有何看法？里面有哪些话让你感到惊讶吗？ 

• 你能想到贵国发生过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仇恨犯罪的任何情形吗？这些情形的起因和

结果如何？ 

• 贵国对恐怖主义相关的仇恨犯罪采取哪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否充分？或者你是否有其

他改革及行动建议？ 

• 你是否亲身经历过与恐怖主义行为或意识形态有关的仇恨犯罪？如果有，这种经历对

你有哪些影响，你是如何应对的？ 

 

练习 3：关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的研

究练习 

 

• 比较《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关于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的案文与贵国保

护这项权利的宪法及其他法律。两者是否相同？或者是否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

对在贵国行使这项权利有何影响？ 

•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对表达自由权的任何限制必须

“由法律规定”。确定贵国可能成为以反恐相关理由限制表达自由的法律依据的法

律实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xDUdcuHBOQ
http://www.bbc.co.uk/news/uk-england-london-4063216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w4qWzNd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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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国如何将与煽动恐怖主义行为有关的犯罪定为刑事犯罪？民间社会等是否提出过

任何相关的人权方面的关切？贵国的这种犯罪与联合国在反恐中注意保护人权问题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典型的煽动恐怖主义罪”相比如何？ 

 

练习 4：画廊漫步（见教学指南） 

 

可设置四个学习站，分别针对本模块中探讨的各项基本自由（宗教、意见/表达、集会

和结社自由）。 

 

在每个学习站，确定各小组应该讨论的与正在探讨的每项基本自由有关的少量问题，例

如： 

 

1. 这项基本自由的关键要素有哪些？ 

2. 恐怖主义行为体损害这项基本自由的最常见方式是什么？ 

3. 在反恐背景下，有哪些方式会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 

4. 当基本自由受到压制（例如，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时，会（对法律制度、社会等方

面）有何影响？ 

 

案例研究 1：德国宪法法院关于“拉网式”调查的裁定* 

 

继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利坚合众国境内多个目标被飞机袭击之后，德国警察部门在一项

名为“电子数据缉捕”的行动中展开了一次“拉网式”全面反恐调查，目的是查明德国

境内的恐怖集团“暗藏成员”。 

 

警方从持有这类信息的大学、学院、移民办公室和其他私人和公共实体处获得了大约几

十万人的相关数据。然后根据某些标准自动筛选这些信息，例如男性、18 至 40 岁、伊

斯兰宗教信仰以及原籍国为以伊斯兰人口为主的国家。所有符合此类标准的人的姓名都

收集在一个特别档案（即所谓的“暗藏分子”档案）中，随后与持有飞机驾驶执照的人

的登记册相匹配，以便之后启动进一步调查。目前尚不清楚这项工作是否揭露了任何潜

在的恐怖分子，抑或是导致对恐怖组织成员提出了任何指控。 

 

一名在德国上大学且信仰伊斯兰教的 28 岁摩洛哥男子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了申诉。联

邦宪法法院指出，收集到的每一条信息都与隐私权没有太大的相关性。然而，对这种信

息的秘密收集以及筛选标准的污名化影响（即导致只收集伊斯兰教徒信息的宗教特征分

析）意味着，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才能进行大规模数据收集和筛选。值得注意的是，联

邦宪法法院指出，某恐怖袭击的特定威胁加剧的情况本来能够证明此类措施是正当的。

然而，根据事实，从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德国境内恐怖袭击威胁加剧的总体情况看，

该国尚不具备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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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宪法法院，2006 年 4 月 4 日裁定，1 BvR 518/02。 

 

案例研究 2：对宗教自由的限制 

 

Güler 和 Uğur 案*： 

在本案中，因推广恐怖组织而被判有罪的申诉人对土耳其提起诉讼，欧洲人权法院审理了

限制表明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申诉人被定罪的法律依据是关于防止恐怖主义的第 3713 号

法的第 7(2)条，该条款规定，“从事有利于恐怖组织的宣传活动的任何人都应处以一年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申诉人参加了一场纪念被土耳其安全部队杀死的三名土耳其非法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成员的

宗教仪式。该仪式在一个显示库尔德工人党标志的政党场地举行。据申诉人称，对其的定

罪是基于他们参加了某宗教仪式。 

 

欧洲人权法院认定，存在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9条的行为，申诉人通过参加某仪式来表

明其宗教信仰的自由受到了侵犯。申诉人的定罪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因为它所依据的

国内法条款不符合明确性和可预见性的要求。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宣传”一词通常被理解为“故意传播某方面的信息，以影响公众对

事件、个人或问题的看法”，但也可能包括对恐怖组织存在某些形式的认同、表明支持恐

怖主义、传播赞扬恐怖袭击施害者的信息、诋毁恐怖袭击受害者、为恐怖组织筹集资金或

从事其他类似行为。仅仅基于所涉宗教仪式纪念的人员是恐怖组织成员的这一事实以及因

为仪式场地的选择就宣判申诉人犯有有利于恐怖组织的宣传罪。无法预见仅仅参加某宗教

仪式就属于防止恐怖主义法第 7(2)条的范畴。 

 

* Güler 和 Uğur 诉土耳其（诉请书编号：31706/10 和 33088/10），2014 年 12 月 2 日判决，

欧洲人权法院。 

 

案例研究 3：表达自由、国家安全与恐怖主义 

 

“第 19条”组织诉厄立特里亚案*：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审理了非政府组织“第 19条”提起的关于在第 19条组织诉厄立特

里亚来文中所述的对表达自由的限制的案件。 

 

此案涉及 18 名私营新闻媒体记者，他们自 2001 年 9月以来未经审判就被逮捕和单独拘禁在

厄立特里亚。这些记者因各种被控行为而遭到逮捕，包括威胁国家安全（例如，企图推翻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EN/2006/04/rs20060404_1bvr051802en.html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4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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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不遵守经营许可要求。厄立特里亚唯一认可的报社是一家国有日报社。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裁定，监禁记者及禁止国内整个新闻界的自由违反了《非洲人权

和民族权宪章》第 9 条（以及第 1、5、6、7(1)和 18 条）。具体而言，该委员会认为，虽然

对意见的传播施加一些限制可能是适当的，但“厄立特里亚政府颁布的准许对大规模取缔

新闻媒体以及监禁所发表意见与政府意见相反的人的法律违反了第 9 条的精神和宗旨”。

（第 105 段）。该委员会还指出，非法限制记者自由表达和传播其意见的能力不仅侵犯了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 9 条所载权利，还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第 106 段）。 

 

此外，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就安全需要与法治之间关系表达了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意

见，尤其是关于在本案中如何将这些与表达自由和意见自由相调和的意见。首先，该委员

会认定，“因对现任政府构成威胁而取缔整个私营新闻媒体界侵犯了表达自由权，也是第 9

条旨在禁止的行为类型。新闻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原则之一，也是对政府可能出现的过度行

为的重要制衡手段”（第 107段）。此外，就《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与国际法义务的总

体关系而言，委员会还认为，“如果允许国内法优先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这一国

际法，将违背该《宪章》所载权利和自由的宗旨。国际人权标准必须始终优先于与其相矛

盾的国内法律。”（第 105 段）。 

 

Ekin 协会案**： 

在本案中，法国 Ekin 协会向欧洲人权委员会起诉法国。该协会于 1987 年出版了书籍《战时

的巴斯克》。这本书推动了巴斯克民族解放运动的进展，而书中内容没有煽动暴力或恐怖

主义行为。这本书主要由几位西班牙作家撰写，并在西班牙印刷。这本书有四种语文版

本：巴斯克文、英文、西班牙文和法文。 

 

1988 年 4 月 29 日，法国内政部颁布的一项政府规定禁止这本书流通。这项规定指出，“这

本书宣扬分裂主义并维护诉诸暴力的行为，它在法国的流通很可能对公共秩序构成威

胁”。法国内政部长根据经 1939 年法令修正的 1881 年法案第 14 节，以“外来物”为由禁

止该书的出版。 

 

欧洲人权法院裁定如下： 

 

表达自由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社会进步和人人自我实现的一个基本条件。根

据第 2 段，表达自由不仅适用于深受欢迎或被视为没有恶意或无关紧要的“信息”或“想

法”，而且还适用于令人不适的、震惊的或不安的“信息”或“想法”。这些都是多元、

宽容和宽宏的要求，没有这些就没有“民主社会”。（第 56 段）。 

 

欧洲人权法院认定，存在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10条的行为。根据经修正的 1881年法案

第 14 节进行的干涉被认为并非“民主社会所必要的”。“外来物”的概念含糊不清，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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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令也未包含说明为何可禁止外国出版物的任何理由。此外，该节与《欧洲人权公约》

第 10 条第 1 款的措辞恰好冲突，该条款规定其所载权利均受到保障，“不分国界”（第 62

段）。 

 

J.案***： 

此案由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 J.女士向美洲人权法院提起。根据秘鲁政府所述，J.女士在

秘密日报《日报》（El Diario）工作，秘鲁政府声称该日报隶属于秘鲁共产党“光辉道

路” 。《日报》自 1992 年以来一直受到秘鲁国家反恐局的监控，因为据秘鲁政府称，该报

直接煽动了恐怖主义罪行的实施。 

 

1992 年 4 月 13 日，秘鲁国家人员以协助和教唆“光辉道路”恐怖分子为由拘留了 J.女士。

J.女士遭到强奸、殴打，并且在刑事诉讼期间，她的正当程序权利也受到了侵犯。1993 年 6

月 18日，“匿名的”利马高等法院因证据不足宣判 J.女士无罪。此后，J.女士离开秘鲁，并

在联合王国获得难民身份。1994年 2月 9日，“匿名的”秘鲁国家反恐分庭发出再次逮捕 J.

女士的令状。 

 

美洲人权法院认定，秘鲁违反了《美洲人权公约》诸多条款（第 1 至 8 条和第 11 条）。该

法院还指出，尽管一国有义务防止恐怖主义、维护公共秩序和保障其公民的安全，但“其

权力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因为一国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确保其执行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

尊重其管辖范围内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Park 案****： 

Park先生是大韩民国公民，于 1983至 1989年间在美国留学。留学期间，作为一个名为“韩

国青年联盟”的组织的成员，他参加了该组织大肆批评大韩民国政府及其与美国政府之间

军事联盟的和平示威和集会。回国后，他被指控犯有违反大韩民国《国家安全法》的罪

行，并被判处缓期执行的 1 年有期徒刑。在审议 Park 先生的申诉状时，最高法院认定，韩

国青年联盟的宗旨是实施支持和促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活动的罪行，因此是一

个“有利于敌人的组织”。 

 

Park 先生被定罪的依据是大韩民国《国家安全法》第 7 条，该条规定： 

 

(1) 任何人以赞扬、鼓励或支持反国家组织、其成员或接受其指示的个人的活动等方式使反

国家组织受益，都应处以七年以下监禁。 

(2) 任何人成立或加入旨在实施本条第 1 款所规定行动的组织，都应处以一年以下监禁。 

 

Park 先生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控诉。该委员会在审理申诉时表示，“表达自由权在任

何民主社会都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对行使这项权利的任何限制所基于的理由都必须经

过严格检验。”该委员会指出，大韩民国政府表示，《国家安全法》条款及其在 Park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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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中的适用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因此都是正当的。然而，“委员会仍须确定所采取的

措施对于所述目的而言是否是必要的。”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认定，大韩民国政府没有解释“[Park 先生]行使表达自由权所构成的

威胁……的确切性质”。该委员会还认为，对 Park 先生的定罪对于保护《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所述的其中一项合法目的可以说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它判

定，表达自由受到了侵犯。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2007 年）。“第 19 条”组织诉厄立特里亚案，第 275/2003 号

来文。5 月 30 日。另见名为“Zone 9 Blog”的六名埃塞俄比亚博主案，在该案中，埃塞俄

比亚政府依据《埃塞俄比亚反恐公告》于 2014 年将他们逮捕。这些博主的文章一般关注对

宪法和法治的尊重问题，并突出介绍政治犯的困境。他们被指控利用社交媒体造成埃塞俄

比亚的不稳定。作为一种“恐怖主义行为”，他们写博客本可能会被判处 15 年监禁或死

刑。这些记者博主在最终获释之前，被关押了一年多，并因警方要求延长侦查时间而多次

被带上法庭。他们受到的所有指控在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正式外交访问

之前都被撤销。详见奥克兰研究所，《埃塞俄比亚反恐法：扼杀异见的工具》（加利福尼

亚州奥克兰：奥克兰研究所，2015 年），第 9 页。 

** Ekin 协会诉法国（诉请书编号：39288/98），2001 年 7 月 17 日判决，欧洲人权法院。 

*** J.诉秘鲁（初步反对意见、案情实质、赔偿和费用），2013 年 11 月 27 日判决，美洲人

权法院，汇编 C，第 275 号。 

****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1998 年）。Park 诉大韩民国，第 628/1995 号来文。11 月 3

日。CCPR/C/64/D/628/1995。另见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1999年）。Kim诉大韩民国，第

574/1994 号来文。1 月 4 日。CCPR/C/64/D/574/1994。 

 

案例研究 4：结社和集会自由 

 

Gülcü 诉土耳其案*： 

2008 年，当时 15 岁的申诉人参加了一次示威活动，期间他向警察投掷石块。他因散布恐怖

主义宣传信息和反抗警察而被巡回刑事法庭定罪为非法武装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对该

申诉人的指控不涉及任何身体伤害。 

 

该申诉人被判处共七年零六个月的监禁。他服了部分刑期。2012 年，该案被少年法庭重新

审理，之后，该申诉人被释放。 

 

欧洲人权法院认定，存在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11 条的行为，并指出“案卷中没有任何

内容表明申诉人参加的示威并非出于和平目的或者组织者或申诉人本人有暴力意图”。此

外，关于国内法院未能为判定申诉人为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或散布支持恐怖组织的宣传信息

提供任何理由这一事实，该法院提出异议。欧洲人权法院得出结论称，考虑到申诉人的年

http://www.achpr.org/communications/decision/275.03/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59603
http://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275_ing.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FC%2F64%2FD%2F628%2F1995&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FC%2F64%2FD%2F574%2F1994&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FC%2F64%2FD%2F574%2F1994&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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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较小，原判决的严厉程度与防止动乱和犯罪以及保护他人权利和自由的合法目的不相

称。 

 

* Gülcü 诉土耳其（诉请书编号：17526/10），2016 年 1 月 19 日判决，欧洲人权法院。 

 

案例研究 5：对结社自由的限制 

 

Herri Batasuna 案*： 

2002 年 6 月，西班牙议会颁布了一项关于政党的新法律，该法第三章对法院解散不尊重民

主原则和人权的政党作出了规定。 

 

2003 年 3 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宣布埃里·巴塔苏纳党和巴塔苏纳政党（来自巴斯克地区的

两个分离主义党派）不合法，宣判解散两党并对其资产进行清算。该最高法院认为，埃

里·巴塔苏纳党和巴塔苏纳政党与恐怖组织“埃塔”（ETA，意为巴斯克家园与自由）有着

相同的意识形态，并且实际上受到该组织的严密控制，而且这两个党派还是该组织的恐怖

战略的工具。作为证据，最高法院提及几起事件，在这几起事件中，巴塔苏纳政党的代表

拒绝谴责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支持被拘留的“埃塔”恐怖分子，包括让他们成为巴塔苏纳

政党所管辖城市的荣誉公民；并发表诸如“埃塔并非为了取乐而支持武装斗争，而是意识

到需要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对抗国家”之类的言论。 

 

埃里·巴塔苏纳党和巴塔苏纳政党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欧洲人权法院强调了表达自

由与结社和集会自由之间的联系，并回顾称[第 78 条]“西班牙判例法明确规定，只有在最

严重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诸如解散政党等严厉措施”。欧洲人权法院与西班牙法院的观点一

致，认为“拒绝谴责已存在 30 多年并受到所有其他政党谴责的恐怖主义背景下的暴力行为

相当于默许支持恐怖主义”（第 88 段）。它还回顾了对恐怖主义正当理由的普遍谴责以及

规定各国有义务将公开鼓动实施恐怖主义犯罪定为刑事犯罪的国际文书。 

 

欧洲人权法院得出结论称，解散两党可被合理地视为满足了“紧迫的社会需要”，并与旨

在实现的正当目的相称。因此，这项措施可被认为是“民主社会所必要的”。对埃里·巴

塔苏纳党和巴塔苏纳政党实施的制裁也是相称的。它们并不属于刑事制裁，而是涉及参加

选举和竞选公职的权利。 

 

* Herri Batasuna 和 Batasuna 诉西班牙（诉请书编号：25803/04 和 25817/04），2009 年 6 月

30 日判决，欧洲人权法院。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60215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9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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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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5 分钟  简要介绍专题和课程学习成果，并概述课程结构。观看视频 1：

“Ruhat Sena Akşener 访谈：如何调和自由与安全需要之间的关系？”。 

• 15-55 分钟  讨论不歧视原则（国际/区域框架）。讨论/进行以下一项或多项任

务：案例研究 1：德国宪法法院关于“拉网式”调查的裁定；练习 1：歧视问题研究练习

（要求学生课前准备）。 

• 50-60 分钟   休息。 

• 60-90 分钟  讨论宗教和信仰自由。讨论/进行以下一项或多项任务：案例研究

2：对宗教自由的限制；练习 2：恐怖袭击之后仇恨犯罪激增。 

• 90-120 分钟  讨论意见和表达自由。讨论/进行以下一项或多项任务：案例研究

3：表达自由、国家安全与恐怖主义；观看视频2：“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关于表达、结社

和集会自由的声明”或视频 3：“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与表达自由”；练习 3：关于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的研究练习。 

• 120-125 分钟   休息。 

• 125-145 分钟   讨论结社和集会自由。案例研究 4：结社和集会自由；案例研究 5：

对结社自由的限制。 

• 145-175 分钟  进行练习 4：画廊漫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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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自由与打击恐怖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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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编辑版本）。2月21日。A/HRC/34/61。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7 年）。《宗教和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1 月

17 日。A/HRC/34/50。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6 年）。《恐怖主义对享有所有人权的影响》。3 月 23 日。

A/HRC/31/L.13/Rev.1。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Terrorism/A-HRC-34-61.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Terrorism/A-HRC-34-61.pdf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7/008/79/PDF/G1700879.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G16/061/67/PDF/G1606167.pdf?OpenElement


31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4 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

同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报告》。12 月 19 日。A/HRC/28/28。 

 

不歧视 

• 联合国，大会（2002 年）。“C. 关于种族歧视与打击恐怖主义措施的声明”。《消除种族歧

视委员会的报告》。1 月 11 日。A/57/18。 

•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以下文书中述及禁止歧视的问题，人权事务委员会（1994 年）。

《一般性意见 18：不得歧视》。HRI/GEN/1/Rev.1，第 23 页（1994 年）。 

• 联合国大会（2007 年）。《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第 60/251 号决议的

执行情况：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1 月 29 日。

A/HRC/4/26。第 32-62 段。本报告还确定了一些良好做法，以替代歧视性特征分析做法。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律师协会（2003 年）。专业培训丛书 9——《司法

工作中的人权：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人权手册》。纽约，日内瓦。第十三章。关于人权法中

的平等和不受歧视权的总体概述。 

 

宗教和信仰自由 

• 联合国，大会（1981 年）。《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11 月 25 日。A/RES/36/55。 

•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3 年）。《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

告员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2/40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1 月 9

日。E/CN.4/2003/66/Add.1。 

•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6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

宗教不容忍问题：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阿斯玛·贾汗吉尔提交的报告——对法国

的访问》。3 月 8 日。E/CN.4/2006/5/Add.4。 

• 欧安组织，民主人权办（2004 年）。《宗教或信仰相关法律审查准则》。威尼斯。 

• 联合国，大会（2016 年）。《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临时报告》。8 月 2 日。

A/71/269，第 42-59 段。关于国家所致侵犯行为的形式。 

 

意见和表达自由 

•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2011 年）。《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第十九条：见解和言论自

由》。9 月 12 日。CCPR/C/GC/34。 

• 联合国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新闻媒体自由问题代表、美洲国

家组织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表达自由和获取信息自由问题

特别报告员（2016 年）。“表达自由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联合声明”。 

•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2007 年）。《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关于危机时刻保护表达自由

和信息自由事项的准则》。9 月 26 日。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2015 年）。《关于非洲在反恐的同时维护人权和民族权的原则和

准则》。于 2015 年 5 月 7 日在班珠尔通过。特见第 10 部分和第 12 部分。 

http://undocs.org/A/HRC/28/28
http://undocs.org/A/HRC/28/28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A/57/18(SUPP)&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A/57/18(SUPP)&Lang=En
https://undocs.org/HRI/GEN/1/Rev.1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7/105/07/PDF/G0710507.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7/105/07/PDF/G0710507.pdf?OpenElement
https://www.un.org/ruleoflaw/?s=Manual+on+Human+Rights+for+Judges%2C+Prosecutors+and+Lawyers
https://www.un.org/ruleoflaw/?s=Manual+on+Human+Rights+for+Judges%2C+Prosecutors+and+Lawyers
https://undocs.org/A/RES/36/55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3/101/11/PDF/G0310111.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3/101/11/PDF/G0310111.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6/117/19/PDF/G0611719.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6/117/19/PDF/G0611719.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6/117/19/PDF/G0611719.pdf?OpenElement
http://www.osce.org/odihr/13993?download=true
https://undocs.org/A/71/269
http://undocs.org/en/CCPR/C/GC/34
http://undocs.org/en/CCPR/C/GC/34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9915&LangID=E
https://search.coe.int/cm/Pages/result_details.aspx?ObjectID=09000016805ae60e
https://search.coe.int/cm/Pages/result_details.aspx?ObjectID=09000016805ae60e
http://www.achpr.org/mechanisms/human-rights-defenders/Principles-Gudelines/
http://www.achpr.org/mechanisms/human-rights-defenders/Principles-Gu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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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1年）。《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16/18：打击基于宗教或信

仰原因对他人不容忍、进行丑化和污辱及歧视的行为以及煽动暴力和暴力侵害他人的行

为》。4 月 12 日。A/HRC/RES/16/18。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0 年）。《在反恐时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

告员马丁·谢宁的报告：打击恐怖主义的十项最佳做法》。12 月 22 日。A/HRC/16/51。第 29

页。第 29-32 段讨论了将煽动恐怖主义行为定为刑事罪的最佳做法。 

 

结社和集会自由 

• 关于在维持集会治安的情况下保护生命权的问题，见：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1

年）。《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5 月 23 日。

A/HRC/17/28。 

• 联合国，大会（2017 年）。《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7 月

14 日。A/72/135。 

•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2010 年）。《和平集会自由准则》（第二版）。可查询：

http://www.osce.org/odihr/73405。 

• 联合国，大会（2006 年）。《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增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

告员的报告》。8 月 16 日。A/61/267。 

•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打击恐怖主义与保护人权手册》第三部分，关于“人权与保障民主多

元主义”。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非洲结社和集会自由准则》。 

• 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欧安组

织/民主人权办）（2014 年）。《结社自由联合准则》。在威尼斯委员会第 101 次全体会议

（12 月 12 日至 13 日，威尼斯）上通过。第 706/2012 号研究报告，欧安组织/民主人权办法规

编号：GDL-FOASS/263/2014。 

• Head, Michael（2002 年）。“反恐法：对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和宪法权利的威胁”。《墨尔

本大学法律评论》，第 26 卷，第 3 期，第 666-689 页。 

 

武装冲突 

• 联合国，大会（2005 年）在第 83-84 段中介绍了宗教权利与在武装冲突中被剥夺自由的人。

《人权委员会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阿斯玛·贾汉吉尔的报告》。9 月 30 日。

A/60/399。 

• Balguy-Gallois, Alexandre（2004 年）。“在武装冲突中保护记者和新闻媒体工作者”。《红

十字国际评论》，第 86 卷，第 853 期，第 37-67 页。（原法语标题为“Protection des 

journalistes et des médias en période de conflit armé”）。 

• Pejic, Jelena（2001 年）。“不歧视与武装冲突”。《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41 期。 

 

 

https://undocs.org/A/HRC/RES/16/18
https://undocs.org/A/HRC/RES/16/18
https://undocs.org/A/HRC/RES/16/18
http://www.undocs.org/a/hrc/16/51
http://www.undocs.org/a/hrc/16/51
http://undocs.org/A/HRC/17/28
https://undocs.org/A/72/135
https://www.osce.org/odihr/73405
https://undocs.org/en/A/61/267
https://undocs.org/en/A/61/267
https://www.osce.org/odihr/29103?download=true
http://www.achpr.org/instruments/freedom-association-assembly/
http://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AD(2014)046-e
http://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religion/docs/A_60_399.pdf
https://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article/review/review-853-p37.htm
https://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article/other/57jqzq.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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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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自由与打击恐怖主义 

•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2009年）。《评估损害，敦促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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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赦国际（2016年）。《颠覆的生活：法国紧急状态的不相称影响》。伦敦。 

• 国际人权联合会（2009年）。《巴基斯坦：民主和法治的长征路》。巴黎。 

• 美洲人权委员会（ 2015 年）。《对人权维护者工作的刑事定罪》。 12 月 31 日。

OEA/Ser.L/V/II, Doc. 49/15。 

• Brysk, Alison和Gershon Shafir编辑（2007年）。《国家不安全与人权：民主国家讨论反恐问

题》。加州大学出版社。 

• Margulies, Peter（2014年）。“全球视野下的国家安全局：监视、人权和国际反恐工作”。

《福特汉姆法律评论》，第82卷，第2137页。 

• 国际人权联合会（200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打着反恐旗号侵犯人权：高危局势》。

第483/2号。巴黎。 

• Bekink, Bernard（2005年）。“二十一世纪国家之困境：民主与安全的权衡问题”。《非洲人

权法学刊》，第5卷，第2期，第406-423页。 

 

不歧视 

• 联合国，大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2004 年）。《第三十一号一般性建议：在刑事司法系

统的司法和运作中预防种族歧视》。8 月 20 日。 

• Moeckli, Daniel（2012 年）。“反恐怖主义法、恐怖分子特征分析与不受歧视权”。Ana-

María Salinas De Frias、Katja L.H. Samuel和 Nigel D. White 编辑。《反恐怖主义：国际法与实

践》。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23 章。 

 

宗教和信仰 

• Kouroutakis, Antonio（2016 年）。“伊斯兰恐怖主义：对美国和欧洲宗教自由的法律影

响”。《波士顿大学国际法学报》，第 34 卷，第 1 期，第 113-148 页。 

• Smith, Gordon H.（2002 年）。“宗教自由与恐怖主义挑战”。《杨百翰大学法律评论》，第

2002 卷，第 2 期，第 205-215 页。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事务委员会（1993 年）。《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第

十八条（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7 月 30 日。CCPR/C/21/Rev.1/Add.4。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4 年）。《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海纳·比勒费尔

特的报告》。12 月 29 日。A/HRC/28/66。 

• 欧洲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2015 年）。《〈欧洲人权公约〉第 9 条指南：良心和宗教自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99e76822.htm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99e76822.html
http://www.amnesty.eu/content/assets/Docs_2016/ReportsBriefings/EUR2133642016ENGLISH_final_pdf.pdf
https://www.fidh.org/IMG/pdf/Pakistan514ang2008.pdf
http://www.oas.org/en/iachr/reports/pdfs/criminalization2016.pdf
https://www.ucpress.edu/book/9780520098602/national-insecurity-and-human-rights
https://www.ucpress.edu/book/9780520098602/national-insecurity-and-human-rights
https://ir.lawnet.fordham.edu/flr/vol82/iss5/7/
https://www.fidh.org/IMG/pdf/afriqueantiterr483eng2007.pdf
http://www.ahrlj.up.ac.za/bekink-b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INT%2fCERD%2fGEC%2f7503&Lang=en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INT%2fCERD%2fGEC%2f7503&Lang=en
http://www.bu.edu/ilj/files/2016/04/BIN103_crop.pdf
http://www.bu.edu/ilj/files/2016/04/BIN103_crop.pdf
https://digitalcommons.law.byu.edu/lawreview/vol2002/iss2/1/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53883fb22.htm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53883fb22.html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8/Pages/ListReports.aspx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8/Pages/ListReports.aspx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Guide_Art_9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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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Gomes, Elvado X.（2009 年）。“美洲宗教自由规范在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国家法律中的实施

情况”。《杨百翰大学法律评论》，第 2009 卷，第 3 期，第 575-596 页。 

• Neo, Jaclyn L.（2017 年）。“实现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东盟人权宣言》的有限规范

效力”。《人权法评论》，第 17 卷，第 4 期，第 729-751 页。 

• Tawhida, Ahmed（2011 年）。“欧盟、反恐怖主义和保护作为欧洲少数群体的穆斯林”。

《国际社会法律评论》，第 13 卷，第 4 期，第 437-459 页。 

• Bielefeldt, Heiner 、Nazila Ghanea 和 Michael Wiener（2016 年）。《宗教或信仰自由：国际法

评注》。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意见和表达自由 

• 美洲人权委员会（2011 年）。《关于美洲人权维护者状况的第二次报告》。12 月 31 日。

OEA/Ser.L/V/II, Doc. 66。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7 年）。《恐怖主义与媒体：记者手册》。巴黎。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2 年）。《互联网被用于恐怖主义目的》。纽约：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 

•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6 年）。《预防恐怖主义行为：结合法治标准执行联合国反恐文

书的刑事司法战略》。纽约：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就煽动恐怖主义和支持恐怖主义犯罪

以及与将这些罪行定为刑事罪有关的法治和人权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3 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联合国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禁止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专家讲习班的增编报告》。1 月 11

日。A/HRC/22/17/Add.4。 

•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建议 1706（2005年）》。大会于 2005 年 6 月 20日（第 17次会议）

通过的案文。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2002年）。《非洲言论自由原则宣言》。10月 23日在冈比亚班珠

尔通过。 

• 美 洲 人 权 委 员 会 （ 2013 年 ） 。 《 言 论 自 由 与 互 联 网 》 。 12 月 31 日 。

OEA/Ser.L/V/II.CIDH/RELE/INF.11/13。 

• 美洲人权委员会（2013 年）。《暴力侵害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行为》。12 月 31 日。

OEA/Ser.L/V/II. CIDH/RELE/INF.12/13。 

• 美洲人权委员会（ 2015 年）。《对人权维护者工作的刑事定罪》。12 月 31 日。

OEA/Ser.L/V/II, Doc. 49/15。 

• Gan, Stephen、James Gomez J.和 Uwe Johannen（2004 年）。《亚洲的网络激进主义：表达自

由与媒体审查制度》。曼谷：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办事处与香港大学

新闻和媒体研究中心（位于仪礼堂）合作。 

• Hammond, Felicity（2007 年）。“恐怖主义的下一个受害者：对 1960 年马来西亚《国内安全

法》的司法审查”。《亚太法律与政策学刊》，第 8 卷，第 2 期，第 270-291 页。 

• Marchand, Sterling A.（2010 年）。“对真正威胁的含糊回应：英国将赞颂恐怖主义的行为定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Guide_Art_9_ENG.pdf
https://digitalcommons.law.by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450&context=lawreview
https://digitalcommons.law.by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450&context=lawreview
http://booksandjournals.brillonline.com/content/journals/10.1163/187197311x602257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1ff7a3b4.html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4/002470/247074E.pdf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frontpage/Use_of_Internet_for_Terrorist_Purposes.pdf
https://www.unodc.org/pdf/terrorism/TATs/en/3IRoLen.pdf
https://www.unodc.org/pdf/terrorism/TATs/en/3IRoLen.pdf
https://undocs.org/A/HRC/22/17/Add.4
https://undocs.org/A/HRC/22/17/Add.4
http://assembly.coe.int/nw/xml/XRef/Xref-XML2HTML-en.asp?fileid=17343&lang=en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1949e234.html
http://www.oas.org/en/iachr/expression/docs/reports/2014_04_08_internet_eng%20_web.pdf
http://www.oas.org/en/iachr/expression/docs/reports/2014_04_22_Violence_WEB.pdf
http://www.oas.org/en/iachr/reports/pdfs/Criminalization2016.pdf
http://blog.hawaii.edu/aplpj/files/2011/11/APLPJ_08.2_hammond.pdf
http://blog.hawaii.edu/aplpj/files/2011/11/APLPJ_08.2_hammond.pdf
http://docs.law.gwu.edu/stdg/gwilr/PDFs/42-1/3-%20Marchan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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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刑事罪”。《乔治·华盛顿国际法评论》，第 42 卷，第 123-158 页。 

• Goldberg, David（2009 年）。“欧洲禁止恐怖主义媒体：如何应对有害言论”。《卡多佐国

际法和比较法学刊》，第 17 卷，第 445-470 页。 

• Keller, Helen 和 Maya Sigron（2010 年）。“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合法打击恐怖主义还是打

压政治反对派”。《人权法评论》，第 10 卷，第 151-168 页。 

• 欧洲委员会。2005年《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2005年 5月 16日通过，2007年 6月

1 日生效）。规定了“公开鼓动实施恐怖主义罪行”（第 5 条）和“为恐怖主义招募人员”

（第 6 条）的定义。《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的解释性报告为上述定义的正确解释

提供了更多指导意见，包括关于哪些行为构成“公开鼓动实施恐怖主义罪行”的问题（第 86-

105 段）。注意：就该公约而言，“恐怖主义犯罪”是联合国反恐法律文书所载罪行。 

 

结社和集会自由 

• 人权观察（2010 年）。《回到未来：印度的 2008 年反恐法》——第四节：对结社自由的非法

限制。 

• 第 19 条组织（2001 年）。《结社和集会自由：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会、非政府组织和政治自

由》。伦敦。 

• Tufyal, Choudhury 和 Helen Fenwick（2011 年）。“反恐措施对穆斯林社会的影响”。《平等

与人权委员会研究报告 72》。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2014 年）。《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结社自由问题研究小组的

报告》。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18 年）。《联合国人权专家谴责沙特阿拉伯持续利用

反恐法律迫害和平活动人士》。1 月 2 日。日内瓦。 

 

武装冲突 

• Henckaerts, Jean-Marie 和 Louise Doswald-Beck（2005 年）。《习惯国际人道法第一卷：规

则》。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Khan, Amadu Wurie（1998 年）。“非洲新闻业与武装冲突：塞拉利昂内战”。《非洲政治经

济学评论》，第 25 卷，第 78 期，第 585-597 页。 

• Saul, Ben（2008 年）。“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下对记者的国际保护”。《澳大利亚人

权学刊》，第 14 卷，第 1 期，第 99-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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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crc.org/eng/assets/files/other/customary-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icrc-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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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323238X.2008.11910847


36 

学生评估 

本节就评估学生对本模块理解情况的课后作业提出建议。练习部分还就课前或课上作业提出了建

议。 

 

评估题目 

 

• 批判性地评估恐怖主义活动可能以何种方式损害基本权利。 

• 请结合实例讨论这一观点：有时在恐怖主义/反恐背景下限制基本自由是必要的。 

• 行使内心的自由和外在的自由的宗教权利有何不同？这两项权利中的哪一项可能会在哪些

情况下受到限制？ 

• 是否可以通过教育以及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来防止恐怖主义？如果可以，有哪些具体方

式？如果不可以，为什么？ 

• 比较和对比联合国和区域保护基本自由的方式。它们在哪些方面相似，在哪些方面不同？

你认为四项基本自由中哪一项在反恐背景下最重要？为什么？ 

• 为什么不歧视原则对反恐工作如此重要？如果违反不歧视原则，可能会带来哪些负面后

果？请举例说明。 

• 可改动练习 1-3，基于其设置评估题目/评估练习。 

 

其他教学工具 

本节提供了相关教学辅助工具的链接，例如 PowerPoint 演示文稿、视频材料、案例研究和其他资

源，可以帮助授课教师讲授本模块涵盖的问题。授课教师可自行修改幻灯片和其他资源的内容。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 模块 13 演示文稿：不歧视与基本自由 

 

视频资料 

1. “Ruhat Sena Akşener 访谈：如何调和自由与安全需要之间的关系？”* 

观看欧洲委员会世界民主论坛期间对人权倡导者和活动管理专家 Ruhat Sena Akşener的

采访。 

 

她讨论了需要谨慎权衡保护基本人权和自由与保证人们免受伤害。Ruhat 尤其谈到表

达自由、媒体作用以及土耳其的难民危机。 

 

* 欧洲委员会（2015 年）。“Ruhat Sena Akşener 访谈：如何调和自由与安全需要之间

https://www.coe.int/en/web/portal/-/ruhat-sena-asker-interview-within-the-framework-of-the-world-forum-for-democracy


37 

的关系？”，斯特拉斯堡，11 月 18 日。 

 

2. “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关于表达、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声明”* 

与联合国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马伊纳·吉埃以及联合国促进和保护

意见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戴维·凯依的互动对话。亚当·阿德利代表亚洲人

权与发展论坛就关切问题所作的口头陈述。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29 届例会：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关于表达、结社和集会自由

的声明，2015 年 6 月 17 日”，ForumAsiaVideo，2015 年 6 月 24 日。 

 

3.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与表达自由”* 

观看视频，了解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如何以其判决促进整个非洲地区的表达自由。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关于表达自由问题的看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6 年

9 月 29 日。 

 

4.  “联邦调查局研究针对锡克教徒、印度教徒和阿拉伯人的新型仇恨犯罪”，《美

国之音新闻》（2013 年 5 月 31 日）。 

 

5.  “伊斯兰恐惧症仇恨犯罪事件加重芬斯伯里公园清真寺的恐慌情绪”，《英国广

播公司新闻》（2012 年 7 月 17 日）。 

 

6.  “反犹主义势头上升迫使法国犹太人逃离巴黎郊区”，法新社新闻（2016 年 5 月

30 日）。 

 

工具 

 

由于民主权利和自由涉及多个领域，若干联合国特别任务负责人编写的文件资料在方

面也比较重要，尤其是： 

 

• 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 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 

• 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 

• 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 反恐中注意促进和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 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https://www.coe.int/en/web/portal/-/ruhat-sena-asker-interview-within-the-framework-of-the-world-forum-for-democrac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KM2CQiLs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KM2CQiLs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hfb5c3A8r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xDUdcuHBOQ
http://www.bbc.co.uk/news/uk-england-london-4063216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w4qWzNdjk
http://www.ohchr.org/EN/ISSUES/FREEDOMOPINION/Pages/OpinionIndex.aspxhttp:/www.ohchr.org/EN/ISSUES/FREEDOMOPINION/Pages/Opinion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srhrdefenders/pages/srhrdefendersindex.aspxhttps:/www.ohchr.org/en/issues/srhrdefenders/pages/srhrdefenders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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