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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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主义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会有受害者，实际上这通常也是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有多种不同的受

害形式，如丧失生命、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被劫持、性暴力等。然而，国际社会有时会忽视或不

充分关注受害者的需要或观点。因此，本模块将审视这些问题，从法律和跨学科的角度研究适用的

框架，探讨诸如“受害者”和“正义”等关键概念的含义，并力求更好地了解恐怖主义受害者的需

要以及他们都面临的司法或支助挑战。 

 

学习成果 

 

• 思考关键概念的含义和重要性，特别是在受害者的具体背景下，“受害者”、“创伤”和

“正义”的含义和重要性。 

• 阐释与恐怖主义受害者权利相关的国际、区域和国家法律框架。 

• 确定寻求正义的受害者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包括赔偿和补偿。 

• 了解跨学科的视角，即创伤学和受害者心理学，这为从受害者的角度审视这些问题提供了

基础。 

 

关键问题 

自 197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加大努力，鼓励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提高受害者在三个关键领域的受

关注度和作用：支持和援助恐怖主义受害者（例如，法律、金融、心理方面）；受害者在诉讼前、

诉讼中和诉讼后的作用；以及受害者在通过提供重要的反宣传对抗恐怖主义吸引力方面的作用。本

模块主要关注第一个领域，以及与第二个领域相关的一些方面；关于预防/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模

块 2 涉及了第三个领域。 

 

本模块首先从受害者的法律含义以及创伤和受害者心理学视角来探讨受害者的概念。特别关注恐怖

主义对受害者的影响。然后，从受害者的角度和侵权行为后产生的需求来研究正义的概念。接着，

本模块探讨了为受害者提供补救办法的法律框架，特别是从国际和区域人权和刑事司法的角度来探

讨。这包括讨论针对受害者的国家援助计划。本模块还考虑到了一些关键挑战，它们可能会妨碍或

阻止受害者实现正义和获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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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的定义 

“受害者”一词没有单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然而，有几项重要的国际文书确定了国际社会通常

提到的“受害者”的基本要素。其中一项文书是《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

则宣言》（《基本原则宣言》）（大会第 40/34号决议），其中对“受害者”的定义如下： 

 

“受害者”一词系指个人或整体受到伤害包括身心损伤、感情痛苦、经济损失或基本权利

的重大损害的人，这种伤害是由于触犯会员国现行刑事法律、包括那些禁止非法滥用权力

的法律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第 1 段）。 

 

这一定义基本上涵盖了人们因恐怖组织所实施罪行而受害的所有情况。如果受害是违反人权法、

国际人道法或难民法的结果，则《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

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受害人基本原则和导则》）作出的定义（第 8 段）也相

关： 

 

受害人是指由于构成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作为或不作为

而遭受损害，包括身心伤害、精神痛苦、经济损失或基本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个人或集

体。适当时，根据国内法，“受害人”还包括直接受害人的直系亲属或受扶养人以及介入

干预以帮助处于困境的受害人或阻止加害他人行为而遭受损害的人（大会第 60/147 号决

议）。 

 

最后，恐怖主义行为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核心罪行之一时，其《程序和证据规则》（国

际刑事法院，2013 年）规则 85 对“受害者”的定义如下： 

 

(a) “被害人”是指任何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受害自然人； 

 

(b) 被害人可以包括其专用于宗教、教育、艺术、科学或慈善事业的目的财产，其历史纪念物、

医院和其他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地方和物体受到直接损害的组织或机构。 

 

国际刑事法院《规则》所载定义不同于卢旺达问题特别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特别法庭分别使用

的定义，标志着受害者在国际刑法中作用的重点发生了转变（下文将从受害者心理学和国际司法

中的受害者角度进一步讨论）。 

  

http://undocs.org/A/RES/40/34
http://undocs.org/A/RES/40/34
https://undocs.org/A/RES/60/147
https://undocs.org/A/RES/6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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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上文引用的三个定义都是根据受害者遭受的伤害而不是对他们犯下的罪行来定义

“受害者”的。因此，受害这一概念被理解为与受害者而非犯罪人的行为直接相关（不过，所遭受

的伤害和所实施行为之间必须有某种联系）。 

 

此外，通过将受害概念建立在所受伤害的基础上，这三个定义本身涵盖了间接受害者和直接受害

者，因为必须确立的是犯罪行为和由此造成的伤害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犯罪行为和直接受害者之间

的联系。这意味着，由于家庭成员受到直接攻击而遭受伤害的直接受害者的家属也包括在受害者的

定义范围内。出于同样的原因，受害者的定义也将包括妇女因被强奸而生下的子女。 

 

然而，这些定义之间存在差异，可能与其适用的特定背景有关。例如，虽然《基本原则宣言》和

《受害人基本原则和导则》都设想了集体伤害，如大规模实施恐怖暴行造成的伤害，但国际刑事法

院《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规则 85(a)未提到集体遭受的伤害。虽然规则 85(a)用复数来定义受害者

（相反，特别法庭的定义中提到的受害者是单数），但没有明确提到受害者概念可能包括一个集体

或群体。 

 

鉴于《基本原则宣言》中所载受害者的定义已经过起草者明确审议，规则 85(a)中排除任何关于集

体伤害或受害的提法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因此，虽然危害人类罪等罪行是规模犯罪，并具

有固有的集体成分，但个人所受人身伤害的概念，无论其如何产生，都决定了个人在国际刑事法院

的受害者地位。其影响可能是排除向法院提出的任何广泛的、集体的、离散的申请，或者是以其他

方式可能使个人参与者作为受影响社区的代表提出的申请（McDermott，2009 年，第 32 页）。 

承认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国际刑事法院采取的做法 

 

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在冲突后社会中可能会因为被认为与其父亲有联系而受到污名化，从而

导致被社会孤立和遭受身心伤害。与此同时，遭受强奸和强迫怀孕的母亲可能难以与其孩子

建立联系，有可能忽视和虐待孩子。尽管存在这些重大问题，但儿童在国际刑法范围内得到

的承认仍有限，主要被视为其母亲所受伤害的证据，其本身却不被视为受害者。 

 

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两起案件都表明，人们看待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的方式可能发生了转

变。在 Bemba 案中提交的一份专家报告建议，在评估赔偿时应将儿童视为受害者*，而在

Ongwen 一案中，检察官承认在上帝抵抗军囚禁期间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是一类受害者。 

 

* 国际刑事法院（2017 年）。关于赔偿的专家报告。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第三审判分庭：《检

察官诉 Jean-Pierre Bemba Gombo 案中的中非共和国局势》。海牙。ICC-01/05-01/08-3575-

Anx-Corr2-Red，2017 年 11 月 30 日。 

** Neenan, Joanne（2018 年）。“国际刑事法院在保护战争中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权利方面

的作用。”《欧洲国际法学报》：Talk！博客。2 月 12 日。 

https://www.icc-cpi.int/RelatedRecords/%20CR201707036.PDF
https://www.icc-cpi.int/RelatedRecords/%20CR201707036.PDF
https://www.ejiltalk.org/the-role-of-the-icc-in-protecting-the-rights-of-children-born-of-rape-in-war/
https://www.ejiltalk.org/the-role-of-the-icc-in-protecting-the-rights-of-children-born-of-rape-in-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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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禁止酷刑委员会所阐述的那样： 

 

一个人应被视为受害者，无论侵权犯罪人是否被确定身份、逮捕、起诉或定罪，也无论犯

罪人和受害者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家庭或其他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受到伤害的人可能更

愿意使用“幸存者”一词。（第 3 号一般性意见，CAT/C/GC/3，第 3 段）。 

 

最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制定的《关于非洲在反恐的同时维护人权和民族权的原则和准则》

（2015 年）中纳入了“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定义： 

 

下列人员将被视为恐怖主义受害者：(a) 通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而被杀害或遭受严重身体或

心理伤害的个人（直接受害者）；(b) 直接受害者的近亲或受扶养人（次要受害者）；(c) 间

接因为恐怖主义行为而被杀害或受重伤的无辜个人（间接受害者）；(d) 恐怖主义在未来的

潜在受害者（第 10D 段）。（这一定义实际上赞同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34/30 第 16 段所采

取的方法）。 

 

与上述更为一般的定义一样，该定义根据受害者遭受的伤害而非针对他们实施的行为来定义受害

者。该定义还设想了一系列直接和间接受害者，包括未来潜在的受害者（因此反映了下文所述的受

害和创伤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处于高压环境和风险中。 

 

有些人还会认为那些逃离恐怖主义暴力的移民和难民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另见关于贩运人口和偷

运移民的大学模块系列模块 1-5）。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亲身经历过恐怖主义行为，或者在逃

离恐怖主义活动对其区域产生的更广泛影响，例如，他们自己和家人的不安全加剧、机会减少或前

景黯淡。值得注意的是，前联合国反恐中注意促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报告员主张，任何反

恐政策要想有效，就必须包括尊重人权、正义、问责、人类尊严、平等和不歧视并给予恐怖主义受

害者应有保护的全面移民政策（大会报告 71/384，第 54-55 段）。 

 

恐怖主义的影响：创伤和受害者心理学视角 

在考虑适用的法律框架和恐怖袭击受害者的反复出现的一些关键问题之前，必须确定由此产生的侵

犯行为和创伤可能对受害者本身产生的一些影响。有时，在反恐怖主义背景下，这些因素并不总是

那么突出，即使基于法治的反恐工作最终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受害。然而，为了为受害者充分提供诉

诸司法的机会，了解他们所遭受的伤害以及因这种伤害而产生的需求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本节确定的影响不意在代表所有恐怖主义行为幸存者的具体经历，而是描述幸存者

可能经历的一系列反应。创伤反应因人而异，可能受到若干因素的影响，包括幸存者的年龄和性

别，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任何政治、宗教或文化背景（Baker，1992 年，第 83 页；Spiric 等人，2010

年，第 411-412 页）。此外，创伤发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助于了解幸存者如何解读和应对他

http://www.achpr.org/mechanisms/human-rights-defenders/Principles-Gudelines/
http://www.achpr.org/mechanisms/human-rights-defenders/Principles-Gudelines/
https://www.unodc.org/e4j/en/tertiary/trafficking-in-persons-smuggling-of-migrants.html
https://www.unodc.org/e4j/en/tertiary/trafficking-in-persons-smuggling-of-migra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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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经历（Aroche 和 Coello，2004 年，第 56 页）。在个人创伤与社会创伤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背景

下，进一步讨论了这些因素，并通过使用酷刑的案例研究实例加以说明。 

 

对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潜在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和多重的；在许多相互关联的层面上都可能感受到这

些影响——个人层面、集体层面和社会层面。从受害者心理学的角度看，“个人受害”分为三个层

级，根据其与直接受害者的亲近程度确定如下：“主要或一级受害，由直接遭受伤害的人经历，无

论是伤害、损失还是死亡；次要或二级受害，由主要受害者的家人、亲属或朋友经历；三级受害，

由观察受害行为的人经历，通过电视或广播报道受害行为或帮助和照顾受害者而受害”（Erez，

2006 年，第 20 页）。（使用楷体以示强调）。 

 

与意外伤害或疾病的影响不同，对犯罪影响的研究强调精神、心理和社会影响，而不是身体或经济

影响。这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犯罪“在本质上不同于成为事故或疾病的受害者，因为它涉及有

人故意或毫无顾忌地伤害你”（Shapland 和 Hall，2007 年，第 178 页）。为了完整起见，在此将强

调恐怖主义对身体和心理的潜在影响。（例如见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19/38，第 4 段）。 

 

创伤与个人 
 

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行为和侵犯行为对身体的影响包括骨折、软组织损伤、残疾、长期慢性疼痛和感

觉障碍。受害者可能会出现内脏相关症状，包括心血管问题和呼吸困难、肠道和泌尿系统问题以及

生殖器不适（酷刑受害者国际康复理事会，2009 年(a)，C 部分，I、II 和 VI 节）。他们还可能出现

躯体相关症状，包括头痛和背部疼痛（Hoge，2007 年）。如果虐待包括强奸或其他形式的性暴

力，幸存者也可能出现妇科问题、直肠和内出血（Tompkins，1995 年，第 857页）。医学后果可能

包括感染性传播疾病，如艾滋病毒和其他慢性感染、宫颈癌（与人乳头状瘤病毒或生殖器人类乳头

瘤病毒感染直接相关，见 Ghoborah、Huth 和 Russet，第 198-199 页）、瘘、怀孕、流产、咽喉疼痛

和生殖问题，以及慢性盆腔疼痛和激素功能失调等躯体相关症状（Ingeborg，2005 年，第 73-75

页；Bell，2005 年，第 117 页；Clifford，2008 年）。 

 

在心理层面上，创伤可以造成“心理变化……精神分裂和崩溃”（Vinar，2005 年，第 313 页）。

这进而会影响幸存者的自我意识（Kira，2002 年，第 54 页），造成身份认同迷失，从根本上导致

“摧毁一个人的核心身份认同”（Rauchfleisch，1996年，引自Hárdi和Kroó，2011年，第133页）。

人为创伤，如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创伤，可以粉碎核心信念，包括认为世界是一个公正的地方

（“生存困境”）（Herlihy 和 Turner，2006 年，第 84 页；Ramsay，Grost-Unsworth 和 Turner，

1993 年，第 55 页），他人善良和值得信赖，以及自我不可侵犯（酷刑受害者国际康复理事会，

2009 年(b)，第 6-7 页；Agger，1992 年，第 13 页）的信念。恐怖主义行为（如劫持人质、劫持或

绑架）的幸存者可能会感到恐惧、震惊、焦虑、羞愧、内疚和自责、气愤、敌意、愤怒和怨恨

（Schmid，2006 年，第 7 页），以及感到无能为力和无助。幸存者也可能遭受失去他人和自我的

悲痛、焦虑、抑郁（包括自杀意念）、情感麻木和记忆困难（Brewin，2007 年，第 227-228 页；

Duke 等人，2008 年，第 310-320 页；Smith 和 Patel，2008 年）。一些受害者可能还会经历创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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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障碍，这除了抑郁症状外，还可能包括闪回和噩梦等侵入性现象，并可能持续数月或数年

（Shapland 和 Hall，2007 年，第 178 页）。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暴行幸存者最常确诊的精神健康障碍之一，但一些临床专家

对诊断本身存在争议，而且对于其跨文化适用性也存在分歧（Hárdi 和 Kroó，2011 年，第 136 页；

Becker，2003 年；人权高专办专业培训丛书第 8/Rev.1 号，第 237 段）。其他人批评这种诊断，因

为它没有反映受害者所遭受虐待的政治、社会或文化背景（Herman，1997 年，第 118-120 页；

Aroche 和 Coello，2004 年)，诊断包含的症状清单有限，且被认为无法概括和反映幸存者的全部症

状（Silove，1999 年，第 201 页；Hárdi 和 Kroó，2011 年）。对于其他人来说，创伤后应激障碍是

对他们所理解的对深度创伤经历的自然反应的“医学化”（Becker，2003 年）。 

 

有关恐怖袭击对受害者影响的研究表明，恐怖主义暴力行为往往会造成很大比例的受害者受到严重

影响，即他们受到的影响程度往往较高。例如，“对 1996年 12月巴黎地铁爆炸袭击的 32名受害者

进行的纵向精神评估发现，39%的人在六个月后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其中 25%的人在 32个月

后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Shapland和Hall，2007年，第 200页，引自 Jehel，2003年）。同样，

Bleich 等人进行的一项关于以色列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反应的研究报告称，情感伤害相关问题的答复

者中，四分之三以上（77%）至少有一些创伤应激症状，近十分之一（9.4%）存在急性应激，一半

以上（59%）有抑郁情绪。研究发现，暴露水平和攻击的客观风险与应激无关（Erez，2006 年，第

93 页）。对此的一种解释是，作为对犯罪的反应，任何犯罪受害者都可能遭受相应后果的影响，其

中包括“对将来受害风险的认知发生变化”（Shapland和 Hall，2007年，第 178页）。正如 Schmid

所观察到的，“恐怖程度和幸存者个人的应对能力对恐怖袭击引起的症状程度有影响。”

（Schmid，2006 年，第 7 页）。 

 

如果虐待包括各种形式的性暴力，幸存者还可能遭受性功能障碍、恐惧亲密关系、自我厌恶和排斥

自己的身体，这继而又会造成自我伤害行为（Yohani 和 Hagen，2010 年，第 208-209 页）。 

 

如果伤害和虐待是在持续冲突背景下发生的，或者存在不安全和（或）医疗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的情

况，那么，普遍的不卫生条件和无法获得临床服务或必要的药物可能会加剧身心症状。对于强奸的

幸存者而言，由于羞耻和对社会污名化的恐惧，可能不会报告其临床需求（Andrews、Qian 和

Valentine，2002 年，在 Bogner、Herlihy和 Brewin，2007年中报道)，这使幸存者因不安全、非无菌

堕胎做法、感染和自杀意念而面临进一步受伤和（或）死亡的风险。 

 

创伤与社会 

 

除了个人层面受到恐怖主义相关侵犯行为的心理影响外，受影响的社会也可能遭受集体创伤，在袭

击针对特定群体或社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见 Alexander，2012 年，其探讨了社会和文化创伤的

发展；另见 Weine，1998 年，第 1721 页）。在这种情况下，群体认同感和忠诚度会增强（Aroche

和 Coello，2004 年，第 56 页），从而产生集体团结、认同和相互支持（Modvig 和 Jaranso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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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37 页）。由于这种更高的忠诚度，当团体或其成员受到袭击时，团体可能会集体经历心理

创伤的症状（De Jong，2004 年，第 165 和 168 页）。 

 

社会层面的创伤表现形式可能包括各种形式的社区功能失调。酷刑或针对特定族裔的暴力等虐待行

为可能会创造“一种基于迫在眉睫的普遍威胁、恐惧、恐怖和抑制的秩序，……一种普遍的不安

全、恐怖、缺乏信心和社会结构破裂的状态”（Lecic 和 Bakalic，2004 年，第 97 页；Kira，2002

年；酷刑受害者国际康复理事会，2009 年(a)）。经历战争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暴力侵害社区和家庭

成员等暴行的社会可能会遭受严重创伤（Hagen 和 Yohani，2010 年，第 19 页）。社区集体受到冲

击，并会因受害者受到以下损失引发的悲痛而加剧：死亡、侵犯行为使身心虚弱，或者在强奸的情

况下被家庭和社区排斥，（Yohani 和 Hagen，2010 年，第 208 和 214 页；Hagen 和 Yohani，2010

年，第 19 页）。 

 

将个人创伤与社会创伤联系起来 

 

虽然实施暴行会在个人和社会层面造成创伤，但个人创伤和集体创伤的性质可能不同。个人和集体

的创伤反应可能会受到诸如虐待针对特定目标和应激源的持续时间或强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

进而影响生命威胁的程度，即从事件中幸存下来的估计风险，从而影响相应的创伤反应。特别是，

与针对特定社区的压抑的长期慢性应激源相比，针对个人的侵犯更有可能构成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

（Modvig 和 Jaranson，2004 年，第 37 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规模冲突或普遍存在的恐怖袭

击威胁被认为对社会具有广泛的心理影响，但其影响不一定是一致的，而是取决于特定群体受到影

响的程度（Aroche 和 Coello，2004 年，第 57 页）。 

 

然而，创伤的个人和社会形式完全没有被孤立地概念化，而是被理解为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创伤

反应。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对个人的影响不仅涉及其本身，而且会涉及其所属的社区或更广泛的社

会。特别是，社区或社会的忠诚或从属关系，作为社会和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构成了个人身份认同

系统的一部分。临床文献描述了创伤的“分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上文提到的“受害层级”，

因此，作为特定群体或更广泛社会的一员，个人可能会经历创伤过程的第一阶段，伴随着群体压制

或迫害的开始或加强（可能包括社会和政治变化因素）。个人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时期

是创伤过程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特点是迁离和流放，在受害者被迫逃离家园以避免伤害威胁时

出现（van der Veer，1998 年，第 5 页）。此外，社会对个人和集体创伤的反应对个人幸存者的康复

有重大影响。 

 

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可以通过酷刑的实例来说明。冲突相关性暴力问题将在本模块下文单独讨论，

并说明个人创伤与集体创伤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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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的人权影响 

 

受害者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都可能遭受社会影响，“涉及受害者生活方式的改变，通常是为

了避免犯罪发生的情况或背景。社会影响对受害者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并可能影响其收

入潜力”（Shapland 和 Hall，2007 年，第 178 页）。创伤还会“影响父母、配偶、雇员、雇主、公

民等角色”（Baker，1992 年，第 86 页），导致社会、教育和职业功能退化（酷刑受害者国际康复

理事会，2009(a)，第 7 页），导致社交退缩和孤立，并对个人认同的社会和文化方面产生影响

（Kira，2002 年）。 

 

此外，恐怖主义的经济成本往往与希望采取额外犯罪预防措施的个人直接相关。恐怖主义还可能产

生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例如企业倒闭，从而导致贫困加重和失业增加。在一项研究中，由于贫

困程度加重和失业率上升，这又与财产犯罪的增加有关。政治暴力氛围作为恐怖主义的基础，也可

能导致受影响社会中的暴力行为增加（Erez，2006 年，第 93 页）。研究进一步证明，媒体在报道

恐怖袭击等创伤性事件时具有强大的焦虑诱导作用，而这进而又可能对更广泛的人群产生不利的负

面心理影响。恐怖主义的频繁威胁等严重情况“往往会增加受害的发生率，并有可能改变受害的影

响”（Shapland 和 Hall，2007 年，第 199 页）。 

 

此外，恐怖主义活动和威胁还可能以其他几种方式对个人的生活和社区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从而损

酷刑及其造成的社会创伤 

 

虽然酷刑是一种针对个人实施的行为，但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会受到其影响，因此，无论是以

含蓄的方式还是明确的方式，酷刑都对更广泛的社区及其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例如，人权高专办 1999年《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

文件记录手册》（“伊斯坦布尔规程”）指出： 

 

通过非人性化待遇和破坏受害者的意志，施刑者为后来与受害者接触的人树立了可怕的

榜样。这样，酷刑可能会破坏或损害整个社区的意志和凝聚力。（第 235 段）。 

 

这一广泛的影响得到了承认并反映在该术语的法律定义中，其中包括作为行为的一个根本目

的性特征的第三方恐吓和胁迫。因此，针对个人的酷刑被用来对社区、社会团体和更广泛的

社会进行控制，以在受影响的社会或社区内产生恐惧、压抑、无能和顺从的反应。（对酷刑

更一般的介绍参见模块 9）。 

 

*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2004 年）。《伊斯坦布尔规程：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专业培训丛书第 8/Rev.1 号。日内瓦。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training8Rev1en.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training8Rev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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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或阻止他们享有其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下文将探讨一些主要问题。 

 

诉诸司法（受害者视角） 

在发生恐怖袭击或在反恐行动中可能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之后，受害者、受影响社区，也许还有国

际社会（取决于所实施虐待行为的性质和规模）将不可避免地希望实现某种程度的正义，这是可以

理解的。本简要章节的重点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探讨“正义”的实质性含义和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受影响的社会或国际社会通常可能通过迅速和充分调查和起诉恐怖主义滥用行

为的实施者来思考和寻求正义，但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可能会更加复杂和微妙。对许多受害者来说，

正义的含义和实质性内容可能与社会和（或）国际社会所承认和追求的明显不同。此外，从每位受

害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将从心理上衡量正义的实现程度。因此，在寻求正义的过程中，受害者力求

获得一定程度的心理慰藉，即已经为应对所受伤害采取了足够的措施，他们可以不再将虐待视为未

完成的事情，并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寻求正义的过程中，受害者可以被理

解为追求一个特定的心理目标：一种在他们的案件中正义已经得到伸张的心理感觉，即一种正义

感。 

 

在遭受虐待之后，受害者的需要可能非常具体和复杂，不仅取决于他们所遭受虐待的性质，还取决

于他们个人的损失、受害者的个性（包括应对能力问题）、他们的创伤表现形式，以及他们在心理

上从虐待中恢复的程度（如果有的话）。因此，同一起恐怖袭击的受害者，虽然遭受了类似的伤

害，但在袭击之后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正义“需求”。 

 

这些需求因而可能广泛且多样。对于一些受害者来说，当务之急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讲

述自己的受害情况，并为那些遇难者作证。对其他人来说，正义可能更多的是在遇到不幸时表现出

反抗：公开谴责对他们和他人犯下的错误，或者在法庭上直视犯罪人，表明他们没有被那些行为击

败或打垮。对另一些人来说，正义可能涉及发现侵权行为的真相，包括亲人的命运或下落，推进问

责，防止进一步实施虐待行为，实现精神康复，所遭受的痛苦得到公众的承认，获得赔偿或道歉，

或对犯罪人进行报复。 

 

为受害者个人伸张正义的问题更加复杂，因为侵犯行为或罪行是大规模或系统性进行的，以至于有

许多人受害，且为应对这些虐待行为而建立的机制也尽量兼顾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真相和治愈的需

求。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难以在个人层面上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大规模受

害犯罪本质上是集体犯罪，因此使个人受害者和受影响社区的个人需求和集体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

复杂且相互关联。因此，受害者的正义目标将反映出受害者经受国际犯罪的多重能力——无论是作

为个人，还是作为受影响社区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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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程序中承认受害者 

虽然在刑事司法方面，被指控犯罪者的权利历来是人权法的重点，但现在公认的是，也需要关注犯

罪受害者和证人的人权，而以往的情况并非如此。 

 

这种承认是在承认受害者在国家和国际司法程序中的需求、权利和地位的势头日益增强的更广泛背

景下产生的，其根源在于 1980 年代开始盛行的恢复性司法和受害者权利运动。在对国际上严重侵

犯人权行为后复原的可能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Garkawe，2003 年，第 350 页），以及在国际人权

法领域更加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寻求正义的做法出现之后，重点发生了转移，特别是在刑事侦查和起

诉方面。在此背景下，特设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都受到批

评，认为它们在审理的案件中没有充分认识到受害者的利益，也没有在诉讼程序中为受害者提供证

人角色之外的任何角色（Jorda和Hemptinne，2002年，第1389页；Donant-Cattin，1999年，第1281

页），而它们对纯粹报复性问题的关注意味着它们在一些人眼中在地理上和概念上都与受影响的社

区和遭受的伤害隔绝，因此对于转型社会来说实用性有限（Redress 组织，2012 年）。与此同时，

在本来可能采用国际刑事司法机制的情况下，各国开始求助于真相委员会等过渡司法机制，这些机

制被认为是更有利于受害者的手段，用以应对普遍存在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以及严重违反人道法的

行为（Garkawe，2003 年，第 351 页；Karstedt，2010 年，第 10 页）。 

 

因此，受害者对国际司法程序的不满威胁到受影响社区内对司法机构的持续支持，从而危及各机构

本身及其可能寻求执行的任何司法措施的合法性，同时，认识到受害者积极脱离刑事司法机制会影

响国内和国际侦查和起诉工作的顺利开展（Wemmers，1996 年）。所以，将更加以受害者为中心

的措施纳入国内和国际司法程序可以说不仅有利于受害者，也有利于相关国家和（或）司法机制。 

 

在此背景下，通过将恐怖主义受害者纳入《联合国反恐战略》（大会第 60/288号决议）和大会随后

通过的两年期决议，有助于他们发挥重要作用以及满足他们作为受害者的需求。这反映出 9·11 恐

怖袭击后初期的重要转变，即主要集中在预防和起诉恐怖主义活动等方面的措施。除了与为受害者

伸张正义有关的问题，这一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认识到“恐怖主义受害者受到的非人性化对

待”与暴力极端主义蔓延之间的联系（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24/47，第 55 段）。在 2016 年审议

《联合国反恐战略》期间，大会再次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给受害者及其家属造成的

痛苦。大会对他们深表同情，并鼓励会员国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援助，同时根据国际法酌情考

虑纪念、尊严、尊重、正义和真相等各种因素（大会第 70/291 号决议，第 24 段；大会，人权理事

会 A/HRC/35/L.27，第 6-7 段）。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序言、支柱一、支柱二和支柱四直接提及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的问题。

它列出了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的措施，包括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受到的非人性化对待”的措施。（支柱一，序言）。《全球反恐战略》鼓励建立国家援助系统，

“促进满足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第 8 段）。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70/826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70/826
https://www.un.org/counterterrorism/ctitf/en/un-global-counter-terrorism-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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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已注入更多精力，通过其他全球举措和承认，更普遍地审查和解决受害者的需要。例如，

各工作组审议与受害者有关的问题，如全球反恐论坛、刑事司法部门/法治工作组以及反恐执行工

作队/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支助和关注恐怖主义受害者工作组。还组织了一系列全球和区域会

议，如 2016 年联合国恐怖主义受害者人权会议。此类工作组和举措的一个主要重点是鼓励各国建

立国家援助系统，以促进满足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强调权利受到侵犯的恐怖主义受害

者有权获得物质、法律和心理援助。 

 

还存在广泛的区域努力。例如，欧洲联盟（欧盟）通过了若干项关于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文书（见关

于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的章节），并建立了欧洲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网络，其目的是“促进恐怖主

义受害者协会之间的跨国合作，加强受害者利益在欧盟一级的代表性”（另见欧盟委员会，移民和

内政，2018 年）。还有一些举措，如《斯德哥尔摩方案》，旨在加强合作、信任、执行包括与受害

者有关的立法等关键手段（详见《斯德哥尔摩方案》）。 

 

法律框架 

管理恐怖主义受害者权利和待遇的法律框架有两个关键方面。一个是在国家方面可能存在任何过错

的情况下，例如，在应对已知风险时未尽到充分保护其公民的职责，则根据人权法，国家有义务提

供有效的补救办法，这也是受害者的相应权利；另一个是指根据国家和国际刑法提供的补救办法，

无论是基于针对恐怖主义的文书，还是基于更一般性的文书，如关于危害人类罪等严重侵犯人权行

为的文书。 

 

最根本的问题之一，也是此处的一个首要主题，就是国家扮演的不同角色。对于恐怖袭击的受害者

而言，重点是追捕非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体。尽管如前所述，国家也可以因其自身的任何过失而被追

究责任，但它通常发挥善意的作用，例如，便利受害者诉诸司法程序，以寻求适当补救办法（如赔

偿）。此外，国家还可以制定专门的部分或全额资助的国家计划，以支助恐怖袭击的受害者。 

 

受害者和证人受到威胁的人权包括生命权、安全权、身心完整权、尊重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权

利，以及保护尊严和名誉的权利。 

 

下面将依次讨论适用的国际和区域人权和刑事司法框架。 

 

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 

 

对于希望采取行动的恐怖主义受害者来说，人权机制有若干好处。与在国际或国家刑事法院或在较

小程度上向真相委员会寻求正义不同，受害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适合自己的时间提起仅与自

己的案件直接有关的具体诉讼。因此，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对于确定任何更广泛的刑事指控而言并非

无关紧要，而是构成诉讼的实质内容。 

https://www.un.org/counterterrorism/ctitf/en/uncct/un-conference-human-rights-victims-terrorism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10XG0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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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如此，人权机制对受害者也有一些不利之处，包括它们缺乏针对国家方面任何已证实失

误的执法措施。此外，人权机制缺乏任何能够回答许多受害者所提问题的国内调查机构，虽然法院

通常能够要求被告国提供文件，但没有任何国内调查机构意味着也无法核实一国是否充分披露了所

有相关材料（见 Janowiec 诉俄罗斯案，2013 年，第 100-101 段）。另外，《欧洲人权公约》第 38

条要求当事方“提供所有必需的便利”，以便法院能够对诉状进行全面调查。最后，人权行动往往

涉及个人受害者，因此它们可能无法在重大恐怖袭击后带来所需的更广泛的效益或社会效益。 

 

 

 

在此简要提到的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涉及积极义务，要求各国采取合理措施防止侵犯人权行为，并在发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时

进行侦查、起诉、惩罚和提供赔偿。国际法院和机构公认这是所有一般人权条约所规定的（例如见

Osman 诉联合王国案，1998 年，第 116 段；A 诉联合王国案，1998 年，第 22 段；Z 等人诉联合王

国案，2001 年，第 73 段）。这项义务不仅适用于外国行为体，也适用于包括恐怖主义团体在内的

非国家行为体。这反映在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CCPR/C/21/Rev.1/Add.13）中： 

 

只有在缔约国保护个人，而且既防止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约》的权利，又防止私人或者

实体采取行动妨碍享受根据《公约》应在私人或者实体之间实现的权利的情况下，缔约国

才能充分履行有关确保《公约》权利的主动性义务。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由于缔约国没

根据基本司法原则公平对待受害者的最低标准* 

 

• 对待罪行受害者时应给予同情并尊重他们的尊严。 

• 应告知受害者他们寻求救济的权利。 

• 受害者应该在法律程序中表达他们的观点和关切； 

• 受害者应在整个法律程序中得到适当的援助； 

• 应保护受害者免受恐吓和报复； 

• 受害者的隐私应得到保护； 

• 应向受害者提供参与非正式争端解决机制的机会，包括调解； 

• 受害者应酌情获得赔偿和补偿； 

• 受害者应得到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和社会援助。 

 

* 联合国大会（1985 年）。《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

言》。11 月 29 日。A/RES/40/34。第 4-17 段。 

另见：联合国大会（2006 年）。《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

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3月21日。A/RES/60/147（2006年）。（第VI-

X 节） 

 

 

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005
http://undocs.org/A/RES/40/34
http://undocs.org/A/RES/40/34
https://undocs.org/A/RES/60/147
https://undocs.org/A/RES/60/147


15 

有能够采取适当措施或者未尽职守来防止、惩罚、调查或者补救私人或者实体这种行为所

造成的伤害，结果就没有能够按照第二条的规定确保《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最后引起缔

约国对这些权利的侵犯。（第 8 段）。 

 

同时，各国还有其他义务，如尽职尽责（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法中规定的义务），从一开始就防止

（再次）发生这种违法行为，特别是在这种非法行为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或一旦发现这种非法

行为就立即予以制止。欧洲人权法院在预防原则方面的做法是确定“当局在第三方犯罪行为造成真

实和直接的风险时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他们没有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经合理判断本可避免这

种风险的措施”（Osman 诉联合王国案，1998 年，第 116 段；Kaya 诉土耳其案，1998 年）。 

 

此外，作为一国保护人权的人权法义务的一部分，在发生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应进行全面调

查，并酌情起诉犯罪人（Barrios 诉 Altos 诉秘鲁案，2001 年）。（关于起诉义务及其限度的分析，

见 Guariglia，2001年）。调查的范围以及可能的起诉政策应该包括犯罪的直接犯罪人，在某些情况

下，还应该包括此类侵权行为的任何策划者，如恐怖团体头目。如果国家方面存在任何过失，那么

任何涉及较高级别官员的案件都可以进一步协助受害者了解更广泛的情况，且通常会促进阐明以往

情况（Akaban，1998 年）。 

 

“彻底、独立和有效调查”的义务是一般人权条约中保护和确保公约中各项权利的积极义务的固有

方面（Velasquez Rodriques 诉洪都拉斯案，1988 年；Assanidze 诉佐治亚州案，2004 年；Isayeva、

Yusupova 和 Bazayeva 诉俄罗斯案，2005 年，第 209-213 段）。这项义务一直适用于安全问题敏感

的情况，包括武装冲突局势（Isayeva、Yusupova和Bazayeva诉俄罗斯案，2005年，第 208-213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权委员会报告 2006/53，第 1125-1126页）。军队和文职上级也有义务惩罚他

们知道或有理由知道过去犯下罪行的下属。上级可以通过向主管当局报告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以

便进行调查和起诉来充分履行这一义务（Mettaux，2009 年）。 

 

更具体地说，受害者的法律权利应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知情权（例如，所发生事情及其原因的

真相)、获得正义的权利（以及防止犯罪人有罪不罚）和获得赔偿的权利（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人权委员会报告 CN.4/Sub.2/1997/20 和 E/CN.4/Sub.2/1997/20/Rev.1）。实现这些权利还有助于纪念

恐怖袭击受害者，这在实践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Bottigliero，2012 年，第 912 页）。 

 

国际人权法 

 

关于人权规范，1966 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公约》规定的侵犯人权

行为的受害者有权获得有效补救，包括有权要求司法、行政或立法主管当局确定这种补救并在给予

这种补救后予以执行。这些补救办法不仅必须合法存在，而且还必须由主管当局在实践中予以执

行。关于此类补救办法应采取何种形式，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除补偿外，“赔偿可以酌情涉及：

复原、康复以及以下的补偿措施：公开道歉、公开纪念、不再重犯的保障措施、对于有关的法律和

惯例作出修订以及将侵犯人权者绳之以法”（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4&chapter=4&clang=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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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R/C/21/Rev.1/Add.13，第 16 段）。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三款的一个固有方面是，在发生侵犯《公约》权利的情况

下，不将犯罪人绳之以法的任何行为本身都可能构成对《公约》的再次违反（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CCPR/C/21/Rev.1/Add.13，第 18 段）。在无论根据国内法和（或）国际法，侵犯行

为也可能具有犯罪性质时，情况尤其如此。如果大规模侵犯行为是对平民的广泛或系统攻击的一部

分，那么这种违反《公约》的行为可能超过界限，构成危害人类罪（例如见《罗马规约》第 7 条）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CCPR/C/21/Rev.1/Add.13，第 18 段）。 

 

其他国际文书 

 

《儿童权利公约》第 39 条还规定，各国有义务“促进遭受下述情况之害的儿童[即 18 岁以下儿童]

身心得以康复并重返社会：任何形式的忽视、剥削或凌辱虐待；酷刑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或武装冲突”。这与前文所述的恐怖主义背景有关，例如，恐怖团体

绑架儿童的情况。 

 

1998 年《罗马规约》第六十八和七十五条也作了规定：第六十八条涉及保护受害者和证人及其参与

诉讼程序；第七十五条规定了对受害者的赔偿。根据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罗马规约》对如何

制定关于受害者的原则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并就可判定赔偿类型而言有若干选择： 

关于受害者的程序标准*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关于声援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背景文件》*对管辖受害者

的国际法律框架进行了有用的分析，进一步介绍了关于受害者的程序标准： 

 

• 赔偿：在没收恐怖行为实施者的财产不足以赔偿受害者或赔偿不应取决于受害者国籍的

情况下，受害者应获得公平、适当和及时的损害赔偿。 

• 对恐怖主义罪行的调查和起诉必须符合效力标准，不应为了参与调查和维护他们的合法

利益而提出申诉，他们应能够要求审查不采取行动起诉恐怖主义行为实施者的司法判

决。 

• 各国应将恐怖主义行为的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以便在合理的考虑范围内作出司法判

决，因为刑事案件的受害者应被给予有效诉诸法律和司法的机会，包括诉诸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的机会和在适当案件中自由接触律师的机会。 

• 此外，该报告还建议，“各国应鼓励培训负责援助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的人员”。 

 

*欧安组织（2005 年）。《关于声援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背景文件》。Oñati，3 月 9 日至 10

日。特别见，第 2 节，国际框架。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XVIII-10&chapter=18&l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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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10&chapter=18&lang=en
http://www.osce.org/odihr/19356?%20downloa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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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院应当制定赔偿被害人或赔偿被害人方面的原则。赔偿包括归还、补偿和恢复原状。

在这个基础上，本法院可以……在裁判中确定被害人或与被害人方面所受的任何损害、损

失和伤害的范围和程度，并说明其所依据的原则。 

 

区域人权文书 

 

获得补救的权利也载于各区域人权文书。 

 

美洲区域 

 

《美洲人权公约》第 25 条对获得司法保护的权利作了详细规定。首先，根据第 25 条第 1 款，每个

人都有权诉诸主管法院或法庭，“以保护其免受侵犯有关国家宪法或法律或本公约承认的其基本权

利的行为的侵害，即使这种侵犯可能是相关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实施的”（使用楷体以示强

调）。该条款的范围值得注意，因为与大多数条约案文不同的是，它的范围不仅限于《美洲人权公

约》的规定，而且还延伸到了国家宪法和其他国内法。《欧洲人权公约》第 13 条“获得有效补救

的权利”说明了这一点，该条规定，“在依照本公约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时，任何人

有权向有关国家机构请求有效的补救，即使上述侵权行为是由担任公职的人所实施的”。而《美洲

人权公约》第 25条第 2款明确规定了这项权利的三个要素：任何此类补救办法应“经国家法律制度

规定的主管当局所决定”（第 25条第 2款 a项）；各国在本国法律体系内“发展采取司法补救的可

能性”（第 25 条第 2 款 b 项）；和“保证主管当局执行此类经批准的补救办法”（第 25 条第 2 款

c 项）。 

 

相比之下，在《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的案文中，没有关于遭受侵犯人权行为（包括违反《宪

章》规定）获得补救的权利的条约规定，只是在合法收回财产的权利方面非常有限地提到“适当赔

偿”。然而，正如下文案例研究所显示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解释称，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

有获得补救的权利。 

 

亚洲区域 

 

就其他区域人权制度而言，亚洲区域内的《东盟人权宣言》第 5 条规定：“任何人对侵犯宪法或法

律赋予其权利的行为，均有权获得由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裁定的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这是

《宣言》的重大原则之一，因此适用于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亚洲人权宪章》特别提及“受害

者”，是指较易受伤害的特定类别人士。其中提到“武装冲突的女性受害者”的特殊需要，她们

“往往无法就对她们犯下的战争罪伸张正义、复原、得到补偿和赔偿，[对她们来说]必须强调，蓄

意强奸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第 9.2 条）。第 15.4 条 c 项提到需要“所有国家设立人权委员

会和专门机构，以保护各项权利，特别是保护社会弱势成员的权利”。这类实体被认为具有的好处

之一是，除了可通过更正式的司法机制（如调解和调停）获得的补救外，“它们可以为侵犯人权行

https://www.cidh.oas.org/basicos/english/basic3.american%20convention.htm
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005
http://www.achpr.org/files/instruments/achpr/banjul_charter.pdf
http://www.asean.org/storage/images/ASEAN_RTK_2014/6_AHRD_Booklet.pdf
http://www.refworld.org/pdfid/4526783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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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受害者提供容易、友好和低成本的诉诸司法的途径”。虽然这两项文书都不具有正式约束力，

但它们在形成区域规范和确定区域优先事项（例如改善武装冲突期间被强奸女性受害者可获得的国

家补救措施）方面仍然很重要。 

 

中东和海湾区域 

 

中东和海湾区域唯一具有约束力的人权文书是经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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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载有若干相关条款。首先，该《宪章》规定了具体权利

的补救办法：“各缔约国应在其法律制度中保障对任何酷刑受害者的救济以及其获得康复和赔偿的

权利”（第 8条第 2款）；以及“任何遭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或拘留的人都有权获得赔偿”（第 14条

第 7 款）。这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五款类似，该条款规定

了对错误逮捕或拘留的赔偿。更广泛地说，《宪章》规定，缔约国在对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权作出

规定时，“还应保障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一个人向各级法院寻求法律补救的权利”（第 12 条）。此

外，一般性条款规定，“本《宪章》的每一缔约国承诺确保任何被侵犯了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

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即使此种侵犯是由担任公职的人所实施的”（第 23 条）。相比之下，伊

斯兰合作组织的 1990 年《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1990 年 8 月 5 日通过）涉及补救的唯一条款是

第 15 条 a 款，其中提到财产权方面的赔偿。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在实现受害者诉诸司法方面，国际和国内刑事司法机制与其对应的人权法机制相比有若干优势。此

类机制将在受影响国家领土内设立实体，从而可以获得证据材料，包括可能有助于回答反恐行动中

发生恐怖袭击或侵犯人权行为后受害者及其家人可能会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材料。（Groome，2011

年）。 

 

然而，尽管如此，刑事司法机制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确定被告是否有罪，因此其侧重点可能会很狭

隘。此外，由于其侧重点在于涉嫌由一人或多人犯下的犯罪行为，因此，此类机制可能不适合提供

所需要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治愈形式。 

 

此外，如果要求受害者作为证人出庭，他们的可信度很可能会受到质疑。虽然法院越来越认识到有

必要在诉讼过程中保护受害者的心理健康，但与法院接触对相关受害者来说可能仍然会造成创伤。

此外，国际一级的刑事诉讼相对较少，而由于受害者个人自身无法提起诉讼，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他

人提起诉讼，并希望诉讼符合他们自身的司法需求。 

 

  

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loas2005.html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4&chapter=4&clang=_en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ae6b3822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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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国际和区域文书 

 

许多国际宣言重申各国有义务为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受害者提供补救。（例如见大会

第 217/A 号决议，第 8 条；大会第 30/3452 号决议，附件，第 11 条）。《基本原则宣言》（大会第

30/3452 号决议，附件）全面阐述了这项义务。《宣言》是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最全面的文书。它

为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应采取的措施提供指导，以改善犯罪和滥用权力受害者诉诸司法和获得公

正待遇、补偿、赔偿、保护和援助的途径。通过《宣言》时，大会呼吁各会员国采取必要步骤落实

《宣言》的各项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2005 年第 2005/20 号决议（经社理事会第 2005/20 号

决议）中通过了《关于在涉及罪行的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事项上坚持公理的准则》。 

 

 

 

此外，2005 年 4 月，人权委员会注意到经修订的《采取行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保护和增进人权的

一套原则》（E/CN.4/2005/102/Add.1）。这套原则包括知情权、诉诸司法的权利、获得赔偿的权利

和确保侵权行为不再发生的保障措施，是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文书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如将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和参与权纳入《罗马规约》）突显了受

害者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进而突出了该系统对恐怖主义的应对措施。必须强调的

是，虽然在人权文书中可能没有预见到—或者至少没有明确提到—恐怖主义活动的受害者，但对平

民实施恐怖袭击是对受害者人权的侵犯，而这些受害者享有相关条约中所列权利。 

 

事实上，已经通过了一些专门力求解决恐怖主义受害者具体需要的文书，例如欧洲委员会的《保护

恐怖行为受害人的准则》（2005 年），其中第 6 条第 2 款要求“各国应确保在刑事诉讼中充分承认

满足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的需求 

 

为满足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的需求，应采取措施提供以下内容： 

 

• 告知受害者他们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作用；期望与他们合作的性质；刑事诉讼的

范围、时间、进度和结果； 

• 让受害者在涉及其利益的适当诉讼阶段，在不影响被告人的情况下，按照国家刑

事司法系统的相关程序，表达其观点和关切事项并予以审议； 

• 在整个司法程序中向受害者提供适当的援助； 

• 尽量减少受害者的不便，在必要时保护其私隐，并确保他们及其家人的安全； 

• 保护受害者免受潜在的恐吓和报复； 

• 在处理案件和执行给予受害者赔偿的命令时，避免不必要的拖延。 

• 通过政府、自愿机构和社区途径给予受害者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社会援

助。 

• 向受害者提供诉诸补偿和赔偿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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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的地位”。《准则》强调有效诉诸法律和诉诸司法的重要性，例如通过使受害

者能够诉诸主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支持其权利，并在需要时以法律援助的形式提供财政援助（第

5 条）。在适当情况下，“各国必须确保对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的保护及其安全，并应酌情采取措

施保护其身份，特别是在他们作为证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第 9条第 2款）（大会报告 15/33）。 

 

然而，对于这些积极发展，有人会认为现有国际框架仍然存在重大的不足，即缺乏任何协调一致或

全面的国际条约来专门管辖与恐怖主义罪行受害者有关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与没有就恐怖主

义的定义达成普遍共识有关，这使得各国不愿制定与“恐怖主义受害者”有关的具有约束力的文

书。是否需要一项指定的条约，以及现有国际条约是否充分涵盖了受害者的需求，这些议题仍在讨

论中。 

尽管如此，关于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的犯罪要素和“受害者”的定义的现有商定规范并不缺乏，因此

不需要按照与普遍性反恐公约（通常不包括恐怖主义定义）类似的术语制定这样一项具有约束力的

文书。例如，在欧洲区域内，除了 2005 年《保护恐怖行为受害人的准则》外，欧洲委员会还制定

了一项针对罪行受害者的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文书——《欧洲暴力罪行受害者赔偿公约》（1983 年

11月 24日通过，1988年 2月 1日生效）——可在关键规范和方法方面加以借鉴。根据该《公约》，

缔约国有义务赔偿在其领土上因故意和暴力犯罪造成身体损害或死亡的的受害者，无论受害者国籍

如何。这一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得到了一些不具约束力但有影响力的文书的补充，如欧洲委员会部长

理事会向会员国提出的关于援助犯罪受害者的第(2006)8 号建议（2006 年 6 月 14 日通过），其中阐

明了如保护受害者的人权和尊严、援助、支持、信息和获得补救等关键原则。同样还有欧盟第

2012/29/EU 号指令：确立关于犯罪受害者的权利、支持和保护的最低限度标准。此外，已经存在若

干关于赔偿普通和严重罪行受害者的国际原则，这些同样可以为国际框架提供依据（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人权委员会报告 2000/62；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权委员会报告 1997/20和 1997/20/Rev.1），

包括《罗马规约》中制定的关于受害者在国际刑事法院获得救济和参与诉讼程序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涉及逮捕、起诉和惩罚恐怖分子（即“让恐怖分子付出代价”）的刑事司法

系统内，现有的许多框架将对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赔偿、补偿等作为一种刑事补救办法。相比之下，

民事补救没有任何附带的反恐目标（如预防、威慑或惩罚功能），而是包括制裁恐怖分子和支持恐

怖分子的国家的所有非强制性、非刑事手段。关于向恐怖分子进行民事追偿的法律框架甚至没有对

应的刑事司法框架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有关恐怖主义受害者民事补救功能的持续辩论，包

括民事补救有哪些和哪些应该是可用的、承认和执行反恐民事补救有哪些更广泛的目标，以及哪些

国家政府机构最适合确立和执行此类补救措施（Hongiu Koh，2016 年）。还存在的一个基本政策辩

论涉及如何最有效地促进实现传统侵权行为法和国际公法目标而不引起不必要的司法权限和分权问

题（Hongiu Koh，2016 年）。在一些法域（如西班牙），国家检察官就是否通过刑事审判或民事诉

讼途径追究应对恐怖主义受害者承担的民事责任享有自由裁量权（Halsell，2016 年）。 

 

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116
https://rm.coe.int/16805afa5c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2L002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2L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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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刑事责任 

 

在武装冲突背景下也可能产生个人刑事责任，例如在习惯国际法等同样禁止的实施酷刑行为方面。

除必要的心理要件外，行为是否构成战争罪将主要取决于被拘留者被逮捕和拘留的背景。如果是作

为针对平民的广泛或有系统的攻击的一部分，具有必要心理要件的相同行为也可能构成危害人类

罪。（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诉 Kordić、Mario Cerkez案，2004年，第 93段；检察官诉

Tihomir Blaškić案，2004年，第 102段；检察官诉 Dragoljub Kunarac等人案，2002年，第 85段）。

（详见模块 4）。 

 

根据国际法承认的责任形式，个人可能对单独、共同和通过他人直接实施犯罪负有责任（《罗马规

约》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第 1 项），或者个人也可能对间接参与实施犯罪（包括下令或伙同作

案）负有责任（《罗马规约》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第 2项）。（见 Pejic，2012年，第 7章，关于

武装冲突期间产生的个人刑事责任的讨论；Rastan与 Bekou，2012年，第 32章，关于国际刑法原则

和相关判例的调查）。此外，根据上级责任原则，无论是文职还是军职上级，如果他们未能防止或

惩罚在其有效控制下的下级的犯罪行为，则也可能被追究责任（Duffy，2009 年）。 

 

国际和区域框架/恢复原状和保证不再发生 

 

《受害人基本原则和导则》确认了恢复原状的权利。具体而言，原则 19 规定，一国： 

 

应当尽可能将受害人恢复到发生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行为之前的原有状态。恢复原状

视情况包括：恢复自由，享有人权、身份、家庭生活和公民地位，返回居住地、恢复职务

加强支持和保护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的国家办法 

 

若干联合国工具可协助各国加强其国家办法，如确定相关的现行国际规范和标准以及国家法

律以加强支持和保护恐怖主义受害者。这些工具包括： 

 

•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2年）。《关于支助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的刑事司法对

策》。纽约：联合国。 

• 2015年，根据联合国大会第66/178号决议的要求，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

义处制定了《在刑事司法框架内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良好做法》。该工具包含一系

列良好做法，旨在加强关于恐怖主义受害者（特别是在刑事司法诉讼期间）的国家法

律和机构。 

• 联合国，大会（2017年）。《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运作情况的

报告》。8月3日。A/72/278。 

• 欧洲联盟委员会，移民和内政，受害者网页。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tions/Support_to_victims_of_terrorism/revised_edition_21_May_2012_12-53652_Ebook.pdf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tions/Support_to_victims_of_terrorism/revised_edition_21_May_2012_12-53652_Ebook.pdf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tions/Good%20practices%20on%20victims/good_practices_victims_E.pdf
https://undocs.org/A/72/278
https://undocs.org/A/72/278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what-we-do/policies/crisis-and-terrorism/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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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返还财产。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直接参与倡导妇女权利者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恢复原状—让幸存者回到遭受虐

待之前的状态—不是一种适当的补救办法，因为受害者以前所处的状况实际上使他们一开始就很容

易受到虐待（2007 年《内罗毕宣言》）。有人认为，导致易受暴力伤害的不平等问题也同样影响在

遭受虐待之后诉诸司法和获得医疗保健，因此，解决这些潜在的脆弱性和不平等问题也应成为任何

赔偿过程的组成部分。在此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个人层面的正义，而且需要设法解决潜在的

因果关系，因此还需要提供社会层面的正义，也因此需要国家的介入和参与。 

 

除了恢复原状外，还包括对违规造成的非财产损害的赔偿（E 和其他人诉英国案，2002 年，第 110

段；Keenan诉英国案，2001年，第 130段）。至关重要的是，获得赔偿的权利包括此处所解释的侦

查和起诉责任人的义务（Keenan 诉英国案，2001 年，第 132 段）。第 13 条被认为意味着，除其他

外，有义务调查涉及以下方面的案件：侵犯生命权，Kaya 诉土耳其案，1998 年；酷刑和不人道及

有辱人格的待遇，Aksoy 诉土耳其案，1996 年 12 月；违反第 5 条的失踪，Orhan 诉土耳其案，2002

年；违反第 8条的毁坏房屋和财产，Mentes诉土耳其案，1997年。在提供经济赔偿的同时，各国应

尽一切努力“确保也及时实施必要的法律改革，以避免再次发生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案件，并将其

视为保证不再发生的重要因素”。受害者往往强烈要求以此类保障措施和正式道歉的形式为非财务

结果伸张正义（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34/30，第 54 段）。 

 

国家办法 

 

国内刑法 

 

在国内一级，一些国内制度，特别是刑事司法制度，已经为补偿恐怖袭击受害者制定了完善的法律

和机制。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国家实践都表明，出现了一项关于在暴力犯罪案件中为受害者提供救

济的区域规则，虽然该规则没有明确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受害者，但也将包括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关于恐怖主义罪行的国家法律在其对被定罪恐怖分子的量刑方法方面反映了其

对受害者的影响。 

 

https://www.fidh.org/en/issues/women-s-rights/NAIROBI-DECLARATION-ON-WOMEN-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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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关于量刑的法律实例 

 

2003年《佛得角刑法》 

• 第123条（谋杀）： 

使用毒药、酷刑、窒息、火灾、爆炸物或者其他阴险手段，或者以任何方式将犯罪转化为

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使用其他残忍行为加重被害人痛苦的。 

• 第138条（绑架）： 

3. 如果下列情形适用于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则上述各款中提到的最低和最高刑罚应增加

三分之一：(a) 如果造成对受害者人格完整性的严重侵害，导致受害者长期患病或因该行

为、受害者被关押的条件或犯罪人不给予照顾的情况导致受害人自杀的。 

 

《卢旺达刑法》（由1977年8月18日第21/77号法令通过）** 

• 第388条（劫持人质）： 

实施酷刑致受害者死亡，犯罪人将被判处死刑。对提供拘留或扣押场地的人应当处以同样

的处罚。 

 

多哥刑法对劫持人质的量刑 

• 第61条 如监禁者对受害者进行身体虐待，则第46至49条[自愿暴力行为]规定的刑罚应加

倍。 

• 第63条 如监禁造成受害者死亡的，应当判处监禁者死刑。 

• 第64条 如拘禁者或共犯无条件释放受害者且受害者安全无恙，可根据第57条的规定获

得减刑。 



24 

 

 

受害者国家援助计划 

 

作为国际社会更加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做法的一部分，“各国承诺考虑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国家

援助制度，以促进满足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并促进其生活正常化”（大会，人权

理事会报告 24/47，第 55 段）。这些做法可能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如受害者支持组织，或恐

怖主义受害者的国内赔偿计划。这类计划对受害者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一般来说，即使所涉恐

怖分子被逮捕、起诉和定罪，他们也很少或根本没有个人资产来支付赔偿。因此，国家通常需

要提供援助，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下面的“兴趣框”中概述了几个方法实例。 

 

巴基斯坦：1997 年《反恐怖主义法》 

 

• 11-T. 将[资金或其他财产]存入基金。 

 

1. 根据第 11R 和 11S 节发出的没收令所适用的任何[资金或其他财产]，连同[任何附加、收

入、]应计损益，应存入一项由联邦政府批准的特别基金- 

 

a. 根据第 11S(2)节对没收令提起上诉的时效期限届满后，或 

b. 根据第 11S 节提起的上诉已获裁定和处理。 

 

2. 联邦政府根据第(1)小节设立的任何基金也可用于赔偿恐怖主义行为的受害者，或在受害

者已故的情况下，赔偿其家属。 

 

3. 根据本法制定的规则，联邦政府可以规定基金的管理方式以及根据本法没收的资金或财

产的管理或处置方式。 

 

*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8 年）。《西非和中非反恐法律制度审评》。纽约：联合国。 

** 卢旺达法律改革委员会自 2015 年以来一直在审查，以期加以更新。例如见 Eugene 

Kwibuka（2017 年）。“议会同意刑法修正案。”《新时代报》，10 月 19 日。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tions/Review_West_African_CT_Legal_Regime/A_Review_of_the_Legal_Regime_Ag_Terr_in_W_and_C_Africa_V09837531.pdf
https://www.newtimes.co.rw/section/read/22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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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补偿和赔偿模式（1*） 

 

以下是一些国家采取补偿和赔偿计划的实例，说明了各国所采取的做法具有多样性。 

 

意大利 

 

2004 年通过了题为“有利于恐怖主义受害者和类似屠杀受害者的新规范”的法律。(2*) 本法

律文书规定对所有恐怖主义和类似行为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给予金钱赔偿，不论其国籍为何，

不论这些行为发生在意大利境内（1961 年以后发生的事件）还是境外（2003 年以后发生的涉

及意大利受害者的事件）。 

 

“受害者”概念被广泛定义为包括“直接受害者的直系亲属或受扶养人以及出面干预以援助

遭难的受害者或防止受害情况而蒙受损害的人”。（原则 IV(8)）。 

 

给予赔偿的形式为养恤金、因恐怖袭击导致永久残疾人员的医疗费，以及心理援助。 

 

受害者所获补偿来自一个“特设基金”。这种赔偿模式是自愿的并特别基于受害者的客观痛

苦；由于该模式未载入国内法，在法律上不能予以强制执行。 

 

西班牙 

 

西班牙赔偿计划的法律依据是 2003 年《声援恐怖主义受害者法》。(3*) 

 

第 1 条规定，“为证明尊重和承认因恐怖袭击而受的伤害，国家承担本应由此类行为的策动

者和责任人向受害者支付的赔偿费用”。因此，这一赔偿计划的基础是社会团结和“民事责

任”原则，而不是国家防止恐怖主义行为发生的任何潜在过错等。 

 

第 2 条规定，赔偿计划及其附带的恐怖主义受害者寻求赔偿的权利由西班牙政府担保。第 2

条反映了第 1 条的基本原则，规定政府“将根据民事责任的概念并按照本法的规定，在特殊

情况下承担相关赔偿的负担”。因此，虽然被定罪的恐怖分子仍对赔偿受害者负有主要责

任，但在罪犯无法向受害者提供赔偿的情况下，国家则在向受害者提供救济方面发挥辅助作

用。 

 

西班牙政府的作用是临时性和自愿性的，而不是法律规定的。 

 

采用一种严格的资格审查，只向西班牙公民、欧盟成员国国民、惯常居住在西班牙的人员，

以及已与西班牙就此方面达成互惠协定的外国国民提供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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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在 9·11恐怖袭击之前，美国（以及加拿大）采取的补偿和赔偿受害者的方法与欧洲的意大

利和西班牙等国非常不同。基于侵权行为法，受害者应由侵权行为人（即负有责任的法

人）予以赔偿。这对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受害者提出了具体挑战，因为非国家恐怖团体并不

是在美国法庭上可以轻易追究责任的法律实体。 

 

9·11 恐怖袭击后，在美国民事侵权行为法和保险法的框架下，按照传统方式对一些损害进

行了赔偿。例如，根据 2002 年《恐怖主义风险保险法》（上一次重新授权是在 2015 年），

赔偿责任完全由罪犯承担，无论其是自然人、法人还是国家。美国国会否决了布什政府提

出的建立一个新的由国务院资助的恐怖主义受害者赔偿方案的提议。(4*) 

 

9·11 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状，该基金是为了补偿 9·11 纽约袭击事件受害者所遭受

的损失而设立的。(5*)该基金是作为《航空运输安全与系统稳定法》的一部分设立的，该法

的通过是为了保护运输业免受因受害者追究涉入 9·11袭击的航空公司的责任而可能产生的

一发不可收拾的经济索赔的影响。该法规定为航空业提供约 150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和担保。 

 

《航空运输安全与系统稳定法》载有一项价值约 30-40 亿美元的无过失受害者赔偿方案，用

于赔偿 9·11袭击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该补偿方案不是任何联邦机构或州机构的一部分，而

是专门由司法部长任命的特别专员管理的特设机制。赔偿金直接由联邦政府国库支付给合

法索赔人，他们不必证明赔偿责任或因果关系，只需提供包括与死亡或身体损害有关的经

济和非经济损失的损害证明。然而，胜诉的原告放弃了起诉恐怖主义行为体以外的潜在侵

权行为人的权利。(6*)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明确表示，该基金无意“取代侵权制度”，其目的是为重建家庭

生活提供“一个可持续的、现实和合理的基础”。(7*)因此，应该视其为专门针对 9·11 袭

击的一次性、临时解决方案，而不是一种更长期的补偿模式。 

 

菲律宾(8*) 

 

2013年 2月，第 10368号共和国法《人权受害者赔偿法》生效。它规定“赔偿和承认马科斯

政权期间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记录所述侵犯人权行为，为此拨出适当资金以及用于其

他用途”。这些索赔涉及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军事管制时期（1972-1986 年），在此期间，

许多受害者遭受痛苦、死亡或失踪，而警察和军队却能够不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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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类机制在增加对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支持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进一步加强支持会使

现有的或新的计划从多个方面受益。框架形式的既定国际办法可有助于解决的一些此类问题涉及：

对出庭资格问题的限制，即受害者向一国提起赔偿诉讼的权利；不以受害者获得赔偿的强制执行权

为基础的国家赔偿计划；通常临时和事后建立的国家赔偿计划；通常只涉及金钱方面救济的国家赔

偿计划。 

 

在实践中，有时有必要在恐怖袭击后成立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以游说一国进行赔偿。此外，此类

受害者协会有助于“正视在保护恐怖主义受害者方面的严重缺口……并确保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得

到其有权享有的医疗、心理、社会和法律支持”（见 11-M 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Asociacion 11-M 

Afectados Terrorismo），包括充当代表受害者与地方和国家机构联络的协调中心。作为康复过程的

一部分，受害者往往还需要更好地了解袭击事件，比如袭击的动机此。 

根据该法，受害者分为以下四类：(1) 死亡或失踪以及仍下落不明的受害者；(2) 遭受酷刑、

强奸或性虐待的受害者；(3) 被拘留的受害者；(4) 所有其他受害者。赔偿金根据受害者的类

别进行分级。 

 

截至 2015 年 5 月，受害者本人或其近亲向人权受害者索赔委员会提交了 75,730 项索赔。 

 

该计划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是从马科斯夫妇隐匿于其瑞士银行账户的资产中追回的 100 亿比

索。 

 

1* - 详见 Ilaria Bottigliero （2012 年）。“实现恐怖主义袭击受害者获得救济的权利。”《反

恐：国际法与实践》，Ana-Maria Salinas de Frías、Katja L. H. Samuel、Nigel D. White 编辑。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33 章，已告知这些材料的部分内容。 

2* - 2004 年 8 月 3 日第 206 号法。2004 年 8 月 11 日第 187 号政府公报。 

3* - 3 月 12 日第 2/2003 号法，10 月 8 日第 32/1999 号法修正案，声援恐怖主义受害者。 

4* - 见 S.D. Murphy（2003 年）。“美国在国际法方面的当代实践。”《美国国际法学报》，

第 97 卷，第 189 页。 

5* - 美国司法部。9·11 受害者赔偿基金，115 Stat 237-41，第 401-9 段。受害者赔偿方案载

于《航空运输安全与系统稳定法》（2001 年 9 月 22 日通过）第四章。 

6* - 见美国司法部 9·11 受害者赔偿基金。特别专员 Kenneth R. Feinberg 先生对于关闭 9·11

受害者赔偿基金的结案陈词。 

7* - Cheryl Schneider 等人诉 9·11 受害者赔偿基金特别专员 Kenneth R. Feinberg 和美国司法

部部长 John Ashcroft，2003 年 9 月 26日判决书，美国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院），备审案件

编号 03-6124 和 6130。 

8* - Ma Ceres P. Doyo（2015年）。 “在马科斯案中，75,730项侵犯人权索赔正在处理中。”

《每日问讯者报》，9 月 29 日。 

https://n-lex.europa.eu/n-lex/
http://noticias.juridicas.com/base_datos/Admin/l32-1999.html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article/contemporary-practice-of-the-united-states-relating-to-international-law/FF7CE6F93BC00E1A708330F6C14BB035?__cf_chl_jschl_tk__=d13478b5035e7f097d00f38e9597b53e93d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victimcompensation/
https://securitypolicylaw.syr.edu/wp-content/uploads/2012/09/Special-Masters-Final-Report.pdf
https://securitypolicylaw.syr.edu/wp-content/uploads/2012/09/Special-Masters-Final-Report.pdf
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appellate-courts/F3/345/135/550634/
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appellate-courts/F3/345/135/550634/
https://newsinfo.inquirer.net/726107/75730-claims-of-rights-violations-under-marcos-are-being-pro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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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组织的一个实例是 11-M 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它是由 2004 年马德里爆炸事件的受害者家属组

成，在该事件中，四辆通勤列车上引爆了 10 枚炸弹，造成 191 人死亡，1,800 多人受伤。该协会还

协助受害者通过西班牙法院寻求正义和赔偿，最终法院判给每位受害者 3 万至 150 万欧元的赔偿

金。这笔款项用于支付给在袭击中死亡的受害者家属和致残受害者（Bottigliero，2012 年，第 912

页）。同样，在 9·11 袭击之后，受害者家属成立了若干具有不同目的和不同从属关系的协会，反

映了受影响人员的规模和多样性（Bottigliero，2012年，第 910页）。例如，一些 9·11事件的幸存

者成立了自己的协会，如世界贸易中心幸存者网络，其主要目标是为其他幸存者重建生活提供相互

支持。 

 

另一个实例是尼日利亚的受害者支助基金，该基金是为了向“博科圣地”恐怖活动的受害者提供财

政和非财政援助而设立的。此类活动包括确定可持续资金的来源和手段、制定筹资策略并进行管

理，包括向受害者提供支助、必要时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联络以估量“受‘博科圣地’恐怖活动

影响的人员、社区、设施和经济资产”。其旨在提供的支助的若干优先领域是： 

 

• 增强恐怖主义受害者（妇女）的经济权能。 

• 为受恐怖活动影响和流离失所的儿童提供教育支持。 

• 为受恐怖主义影响的人员提供心理社会支持。 

• 促进制定因恐怖主义成为孤儿的儿童寄养方案。 

• 支持超负荷的医院，为恐怖主义受害者提供免费治疗。 

• 对尼日利亚叛乱局势进行批判性评估。 

• 叛乱对受害者产生影响的社会经济分析。 

 

确保赔偿的关键挑战 

尽管国家有义务防止国际罪行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发生，并确保受害者在此类侵犯行为发生时能

够适当获得有效救济，但恐怖主义受害者往往得不到其依法有权获得的赔偿、恢复原状和其他形式

的支持。下文将简要介绍几个原因。 

 

犯罪人贫困 

 

由于遭受伤害，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可能会有复杂的经济、身体和心理需求，而全额赔偿的费用可

能会很高。如果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恐怖袭击有多个受害者，赔偿的费用可能会呈指数级增长。支付

这些费用对于对侵权行为负有责任的国家来说可能是一项挑战，而在国家或国际刑事司法机制的背

景下会出现特殊困难，即如果单一犯罪人被判有罪，其根本无法支付所判的赔偿。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能有既定的赔偿计划以满足此类情况下受害者的需求，但这只是例外情况，

而非惯常做法。在寻求防止恐怖袭击发生和（或）加强其相关机构能力以确保遵守法治方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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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能力和资源往往可能已得到最充分利用。与提供面向受害者的计划或机制相关的经济成本负

担可能非常繁重。就国际刑事法院而言，其在 2004 年设立了被害人信托基金，以便在被告人资金

不足以支付其赔偿金额的情况下执行法院下达的赔偿命令。 

 

对所受伤害的补救不足 

 

虽然国际或国家赔偿工作的目的是使个人和（或）受影响的社区恢复到虐待行为之前的状况（霍茹

夫工厂案（德国诉波兰），1928 年，第 125 段），但是全面恢复（包括严重侵权行为后的全面临床

康复）通常无法实现（例如见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3 号一般性意见 CAT/C/GC/3）。此外，在许多情

况下，失去的东西根本无法替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赔偿只能是名义上和象征性的。如果幸存者

认为伸张正义是一种背叛行为或者将其解释为换取沉默的手段，那么受害者可能更难使正义得到伸

张（Hamber，2000年，第 220页）。虽然构建正义的背景和环境可能与幸存者对正义的看法尤为相

关，但在某些情况下，什么都不足以让个人相信正义已经得到伸张（Hamber，2008 年，第 568

页）。在这方面，在普遍侵犯人权行为或恐怖主义行为等刑事犯罪发生之后才伸张正义，可能无法

满足受害者的高期望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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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受害者的国家框架 

 

这项练习可以在课堂上进行，如果有学生事先做了一些准备，例如独立研究，可以

在小组内分享；或者，也可以作为课外练习，包括作为一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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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国对以下方面有哪些规定（如果有的话）： 

a) 更普遍的犯罪受害者； 

b) 具体地说，是恐怖主义犯罪的受害者； 

c) 获得民事补救的途径。 

 

• 如果有的话，贵国国内立法体系如何定义“受害者”一词？与本模块一开始

时给出的定义有何不同？ 

 

练习 2：反思性写作（见教学指南） 

 

让学生（个人或小组）从受害者/幸存者的角度（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受到影响），

就本模块中讨论的一个或多个主题写一篇反思性文章，如一首诗或一篇评论。本练

习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开始进行，然后在课外继续独立研究。如果有学生愿意分享

他们的反思性作品，例如，在课堂上口头分享、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等，教学效果会

更好。 

 

案例研究 1：恐怖主义“受害者” 

 

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典型形象是遭受到人身攻击，例如使用炸药进行攻击，使他们的

身体和（或）心理受伤害。然而，由于伊黎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的存

在，有必要对恐怖主义“受害者”有更广泛的理解。 

 

伊黎伊斯兰国打压雅兹迪人 

 

2016 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际调查委员会*报告了伊黎伊斯兰国旨在消灭雅兹

迪人的灭绝种族罪和多项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2014 年 8 月对伊拉克西北部辛贾尔

地区的袭击就是罪证。其中包括： 

 

谋杀；性奴役、奴役、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强迫转移，造成了严重

身心伤害；生活条件遭到破坏，导致慢性死亡；采取措施防止雅兹迪儿童出生，包

括强迫成人改变信仰、分割开雅兹迪男女以及对他们造成精神创伤；让雅兹迪儿童

离开自己的家，将他们与伊黎伊斯兰作战人员安置在一起，从而使切断他们与自己

宗教团体的信仰和习俗的联系，并抹去他们的雅兹迪人身份。（第 202 段）。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6 年）。《“他们是来造成毁灭的”：伊黎伊斯兰国对

雅兹迪人犯下的罪行》。6 月 15 日。A/HRC/32/CRP.2。摘要； D 节，第 42-80 段。 

** 观看：归还我们的女童，在 2014 年 4 月 14 日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绑架 230 名

女学生之后，发起了“归还我们的女童”运动（2014 年 5 月 1 日）。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ISyria/A_HRC_32_CRP.2_en.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ISyria/A_HRC_32_CRP.2_en.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ZMa8gBv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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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2：恐怖主义对受害者的更广泛影响 

 

讨论 2016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的调查结论——恐怖主义对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

自由的负面影响（2016 年）*，该报告除了反映工作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和参与

文化生活权等一些可能更明显的问题外，还介绍了恐怖主义活动更广泛的影响。在

此转载该报告主要相关部分的摘要。 

 

对工作权和健康权的影响 

 

42. 恐怖主义行为对直接和间接受害者享有健康权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2013 年 9

月博科圣地袭击了喀麦隆 21 个卫生区，导致福托科尔、古兹达尔和科扎的 47 个卫

生中心关闭。据报道，这些中心收容了境内流离失所者，他们因担心博科圣地进一

步袭击而逃离。此外，对女童教育的攻击对女童及其家庭和社区的健康权产生了负

面影响，因为被阻止接受教育的女童较少接触基本信息，就包括营养、性健康和生

殖健康、卫生和预防保健在内的健康问题作出决定的权力也较少。本报告参考的一

份材料强调了恐怖主义行为可能造成的长期损害，例如失去四肢或感官，导致受害

者终生丧失能力和生活在痛苦中，需要有人照顾他们及其家人。此外，反恐方面的

公共开支往往集中在军事、警务以及情报收集和分析方面，这可能会对包括卫生部

门在内的基本社会服务的财政分配款产生不利影响。 

 

43. 本报告参考的另一份资料强调了恐怖袭击对旅游业的影响，对就业、旅游设施和

国民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 2015 年 10 月一架飞机在西奈半岛上空爆炸。更广

泛地说，恐怖主义既可能对旅游业产生直接影响，即游客人数减少导致消费减少；

又可能产生间接影响，因为就业减少且对餐饮服务、清洁和维修等其他行业的流动

效应减弱。在反恐措施方面，冻结资产或将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也可能对工作权产生

负面影响，这可能会阻碍他们在另一个国家自由旅行和获得就业机会。 

 

对受教育权和参与文化生活权的影响 

 

44. 博科圣地袭击造成的境内流离失所严重影响了在尼日利亚享受教育权。流离失所

的儿童无法接受教育，而那些留在社区的儿童由于不安全、缺少教师（许多已经逃

离），以及学校被毁，往往接受不到优质教育。几起攻击女童接受教育的案件凸显，

在提高全民教育的便利性、可获得性、适应性、接受性和质量方面取得的成绩微乎

其微。这些事件包括近 300 名女学生在尼日利亚东北部被博科圣地绑架；塔利班袭

击巴基斯坦白沙瓦一所军事学校，造成 100 多名儿童死亡；巴基斯坦塔利班成员枪

杀教育活动家 Malala Yousafzai；据报道，索马里的女学生被迫离开学校，成为青年

党作战人员的“妻子”；印度一所基督教学校发生的绑架和强奸女学生事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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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发生的几起针对女学生的投毒和酸液袭击事件。报告参考的一份材料指出，

2015 年在阿富汗，塔利班关闭或烧毁了阿富汗两个省的约 245 所学校，25 名学校教

师和学生被反政府分子杀害。 

45. 从青年党、基地组织、伊斯兰捍卫者组织、伊黎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对参加文化活

动、看电影、参加音乐会或话剧活动的艺术家和公民的袭击中，可以明显看出恐怖

主义对文化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报告参考的一份资料指出，以宗教名义实施的袭

击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马里、巴基斯坦、索马里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

艺术家和公民产生了特别严重的影响，而在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和瑞典发生

的袭击导致艺术家和文化产业倍感恐惧，促使他们进行自我审查，并造成了经济损

失。 

 

46. 关于各国的审查制度，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指出，在一些国家，批评政府的

艺术表现形式被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她表示关切的是，许多艺术家因“恐

怖主义”、“极端主义”等刑事罪指控而被不判处不相称的刑罚。 

 

47.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将国家资源重新分配给反恐措施也可能对受教育权产生负面

影响，例如，从教育部门的方案中抽取拨款的情况。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6 年）。《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高

级专员办事处和秘书长的报告：恐怖主义对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负面影响》。

12 月 30 日。A/HRC/34/30.第 12-13 页。 

** 另见联合国安理会第 2331(2016)号决议确定的有关贩运人口，包括性奴役和性剥

削在内的关键主题，这些主题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等的一些恐怖活动有关。

此外，见全球反恐论坛通过的《关于恐怖主义受害者的马德里宣言》（2012 年），

其中也探讨了对恐怖主义受害者更广泛的影响问题。 

 

案例研究 3：在非洲人权体系内获得有效补救权 
 

虽然以下案例研究涉及国家而不是非国家行为体被控侵犯权利，但它们显示了非洲

人权体系如何解释关于赔偿的法律原则。 

 

Titanji Duga Ernest（代表 Cheonumu Martin 等人）诉喀麦隆案*： 

2004 年 5 月，雅温得的律师 Titanji Duga 以 1997 年 3 月在喀麦隆东北部省份被捕的

18 人的名义向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秘书处提出了对喀麦隆的控诉。 

 

控诉称，为了就“分裂主义活动”“逼供”，长期对被告人施加身心折磨，并于

1999年 10月对其定罪，判处其 8年至终身监禁。尽管已立即对定罪提起上诉，但并

未进行任何上诉程序。由于担心被扣留者的健康状况，申诉人代表他们提起了此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6/444/16/PDF/G1644416.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6/444/16/PDF/G1644416.pdf?OpenElement
https://www.un.org/sc/suborg/en/s/res/2331-%2820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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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承认因违反《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规定的行为而遭

受损失可享有赔偿权这一固有原则。委员会认为，喀麦隆必须为受害者遭受的侵害

支付赔偿。……委员会还回顾称，根据其判例法，应由被告国的国家法院或主管部

门来评估这类赔偿金额 ”。此类赔偿必须符合国际公认的最低标准，并遵循恢复原

状（回复原状）原则。 

 

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况下，被告国可以单独或累计采取补偿、康复和其他形式赔偿

的方法。在失踪或死亡的情况下，补偿必须改为由受害者受益人受益。因此，任何

补偿都必须是公正、充分、有效、足够、适当的，直接针对受害者，并与所遭受的

损害相称。 

 

“由于发现了侵权行为，按照公平和正义原则，喀麦隆共和国[有]义务向所有受害

者或其受扶养人提供适当、公正、公平和充分的赔偿。计算赔偿金额时[应]考虑到

酷刑和不人道待遇行为造成的包括肉体的痛苦、拘留事实造成的损害、程序持续时

间和费用”。 

 

马拉维非洲协会等诉毛里塔尼亚案**： 

此案汇集了四个单独的来文供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审议，其中提出了类似问

题，特别是这里涉及谁有必要的法律地位向委员会提出补救要求。所有四个来文的

事实都是由非政府组织代表受害者提交的。 

 

该委员会审议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 56 条第 1 款的影响，该条只要求“来

文应标明提交人的姓名，而不是被控侵权行为所有受害者的姓名”。它指出，特别

是在发生了严重的大规模侵犯行为的情况下，不可能总能够列明每一位受害者的名

字。因此，该委员会确认关于侵犯人权行为的来文不必由受害者本人或其家人提

交。（第 78-79 段）。故而其他个人或非政府组织可以代表受害者提交来文。 

 

根据《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的规定，“可向[委员会]提交案件的个人和非政府

组织不限于向[委员会]提交案件的特殊利益，例如作为侵犯人权行为的直接受害

者”。（第 78 段）。这种做法的基本理由是，以便反映许多非洲国家的受害者在指

控侵犯人权行为时经常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障碍，这些障碍导致“受害者本身可能无

法获得国家或国际补救渠道，或者寻求这些渠道可能很危险”。（第 78 段）。因此

如果存在这样的要求，例如列明每位受害者的名字，可能会导致他们得不到有效的

补救。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Titanji Duga Ernest（代表 Cheonumu Martin 等人）诉

http://www.achpr.org/communications/decision/287.0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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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第 287/04 号来文：2015 年 2 月 17 日。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马拉维非洲协会、大赦国际、Sarr Diop 女士、泛非

人权联合会、非洲维护人权会议、寡妇和受益人群体、毛里塔尼亚人权协会，第

54/91-61/91-96/93-98/93-93-164/97_196/97-210/98 号来文。2000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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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0 分钟  讨论“受害者”的主要概念。讨论案例研究 1：恐怖主义‘受害

者’。观看视频 1：针对恐怖活动受害者的新准则。 

• 30-55 分钟  讨论恐怖主义的影响（创伤和受害者心理学角度）。讨论案例研究

2：恐怖主义对受害者更广泛的影响 

• 55-60 分钟  休息。 

• 60-75 分钟  讨论正义（从受害者的角度）和承认受害者。 

• 75-100 分钟  讨论国际/区域法律框架。讨论案例研究 3：在非洲人权体系内获得

有效补救权。观看视频 2：联合国反恐专家敦促采取更多国际行动以促进受害者的权利、

对其的保护和赔偿。 

• 100-125 分钟  讨论刑事司法文书、恢复原状和不再发生。观看视频 3：国际刑事

法院审理的受害者。 

• 125-130 分钟  休息。 

• 130-155 分钟  讨论国家办法（刑事司法和受害者国家援助计划）和确保赔偿方面

面临的挑战。进行练习 1：国家立法系体系对受害者的规定。观看视频 4：恐怖主义的幸

存者：来自挪威的受害者之声。 

• 155-175 分钟  进行练习 2：反思性写作。 

• 175-180 分钟   如有需要，介绍评估题目以及相关评分标准。 

 

  

http://www.achpr.org/communications/decision/287.04_/
http://www.achpr.org/fr/communications/decision/54.91-61.91-96.93-98.93-164.97_196.97-210.98/
http://www.achpr.org/fr/communications/decision/54.91-61.91-96.93-98.93-164.97_196.97-210.98/
http://www.achpr.org/fr/communications/decision/54.91-61.91-96.93-98.93-164.97_196.97-2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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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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概念、问题和挑战 

• 联合国，大会（2006年）。《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

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3月21日。A/RES/60/147。 

• 联合国，大会（1985 年）。《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11

月 29 日。A/RES/40/34。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6 年）。《“他们是来造成毁灭的”：伊黎伊斯兰国对雅兹迪人犯

下的罪行》。6 月 15 日。A/HRC/32/CRP.2。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2011 年）。《实现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权

利》。8 月 22 日。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2 年）。《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

告员本·埃默森的报告：保证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人权的框架原则》。6 月 4 日。

A/HRC/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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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2004 年）。《常设理事会关于声援恐怖主义受害者的第

618 号决定》。7 月 1 日。PC.DEC/618。第 1-2 段；认识到需要适当的支持。 

• Hoffman, Bruce 和 Anna-Britt Kasupski（2007 年）。《恐怖主义受害者：评估他们在政策、立

法和私营部门的影响和日益增长的作用》。圣莫尼卡：兰德恐怖主义风险管理政策中心。 

• Shapland, Joanna 和 Matthew Hall（2007 年）。“关于犯罪对受害者的影响，我们了解多

少？”《国际受害者心理学评论》，第 14 卷，第 175-217 页。 

• Schmid, Alex（2006 年）。“恐怖主义受害的严重程度和重点”。载于《大规模受害是恐怖主

义活动的潜在原因》，Uwe Ewald 和 Ksenija Turkovic 编辑。IOS 出版社。 

 

国际/区域法律框架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5 年）。《在刑事司法框架内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良好

做法》。纽约：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1999 年）。《公正对待受害者手册》。纽约：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为设立恐怖主义受害者社会团结基金提供指导。 

• 联合国，大会（2011 年）。《反恐时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8 月 18 日。66/310。解

决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权利问题。 

• 联合国，大会（2017 年）。《在反恐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秘书长的报告》。8 月 11

日。A/72/316。 

• 欧安组织（2005 年）。《声援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背景文件》。奥尼亚特，3 月 9 日至 10 日。 

• Goldscheid, Julie （2004 年）。“9·11 事件后的犯罪受害者赔偿”。《纽约市立大学学术著

https://undocs.org/A/RES/60/147
https://undocs.org/A/RES/60/147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b00f2275b.html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ISyria/A_HRC_32_CRP.2_en.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ISyria/A_HRC_32_CRP.2_en.pdf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VictimsOfTerrorism.aspx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VictimsOfTerrorism.aspx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RegularSession/Session20/A-HRC-20-14_en.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RegularSession/Session20/A-HRC-20-14_en.pdf
http://www.achpr.org/mechanisms/human-rights-defenders/Principles-Gudelines/
http://www.achpr.org/mechanisms/human-rights-defenders/Principles-Gudelines/
https://www.osce.org/pc/35030
https://www.osce.org/pc/35030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occasional_papers/2007/RAND_OP180-1.pdf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occasional_papers/2007/RAND_OP180-1.pdf
file:///C:/Users/divett/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JBT2QVMY/Large-Scale%20Victimisation%20as%20a%20Potential%20Source%20of%20Terrorist%20Activities
file:///C:/Users/divett/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JBT2QVMY/Large-Scale%20Victimisation%20as%20a%20Potential%20Source%20of%20Terrorist%20Activities
https://www.iospress.nl/book/large-scale-victimisation-as-a-potential-source-of-terrorist-activities/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tions/Good%20practices%20on%20victims/good_practices_victims_E.pdf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tions/Good%20practices%20on%20victims/good_practices_victims_E.pdf
https://www.unodc.org/pdf/criminal_justice/UNODC_Handbook_on_Justice_for_victims.pdf
http://undocs.org/A/66/310
https://undocs.org/A/72/316
http://www.osce.org/odihr/19356?%20download=true
https://academicworks.cuny.edu/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www.google.it/&httpsredir=1&article=1224&context=cl_p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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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Sommer, Hillel （2003 年）。“就恐怖主义造成的伤害提供赔偿：从以色列经验中吸取经验教

训”。《印第安纳法律评论》，第 36 卷，第 2 期，第 335-365 页。 

• Moréteau, Oliver（2008 年）。“灾难受害者的赔偿监管：团结一致与自我负责相结合”。

《期刊文章》，299 号。 

• Grey, Betsy J.（2005/6）。“国土安全和联邦救济：为国内恐怖主义受害者建立永久赔偿制度

的提案”。《纽约大学立法与公共政策学报》，第 9 卷，第 2 期，第 66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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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概念、问题和挑战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6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高级专

员办事处和秘书长的报告：恐怖主义对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不利影响》。12月30日。

A/HRC/34/30。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5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博科哈拉姆所

犯侵害及虐待行为以及受影响国家人权所受冲击》。12月9日。A/HRC/30/67。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5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在所谓的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及相关团体犯下暴行的背景下的伊拉克人权状况的报告》。3月

27日。A/HRC/28/18。 

• 联合国，大会（201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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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A/71/384。主要关注移民和难民。 

• Koser, Khalid和Amy E. Cunningham（2015年）。“移民、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迷思和

现实”。《2015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第83-85页。 

•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7年）。《乍得湖流域：在反恐斗争中纳入性别层面的考量》。8

月18日。 

• 欧安组织（2014年）。《部长级理事会关于欧安组织在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133(2014)号

决议下打击恐怖团体绑架和劫持人质方面作用的第6/14号宣言》。12月5日。MC.DOC/6/14。

序言，第1和6段；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加强努力，支持受害者和受恐怖团体绑架和劫持人质事

件影响的人。 

• Attah, Christiana E.（2016年）。“博科哈拉姆和性恐怖主义：尼日利亚反恐法的沉默阴

谋”。《非洲人权法学刊》，第16卷，第2期，第385-406页。 

• McDermott, Yvonne（2008-2009年）。“有些人更平等：受害者参与国际刑事法院”。《关注

国际刑事法院》，第5卷，第1期，第23-48页。 

• Karstedt, Susanne（2010年）。“从缺席到出席，从沉默到发声：纽伦堡审判以来国际过渡司

法中的受害者”。《国际受害者心理学评论》，第17卷，第1期，第9-30页。 

https://mckinneylaw.iu.edu/ilr/pdf/vol36p335.pdf
https://mckinneylaw.iu.edu/ilr/pdf/vol36p335.pdf
https://digitalcommons.law.ls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99&context=faculty_scholarship
http://www.nyujlpp.org/wp-content/uploads/2012/11/Betsy-J-Grey-Homeland-Security-and-Federal-Relief.pdf
http://www.nyujlpp.org/wp-content/uploads/2012/11/Betsy-J-Grey-Homeland-Security-and-Federal-Relief.pdf
https://undocs.org/en/a/hrc/34/30
https://undocs.org/en/a/hrc/34/30
https://undocs.org/A/HRC/30/67
https://undocs.org/A/HRC/30/67
http://undocs.org/A/HRC/28/18
http://undocs.org/A/HRC/28/18
https://undocs.org/A/71/384
https://undocs.org/A/71/384
http://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15/11/Global-Terrorism-Index-2015.pdf
http://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15/11/Global-Terrorism-Index-2015.pdf
https://www.unodc.org/unodc/en/frontpage/2017/August/lake-chad-basin_-integrating-gender-dimensions-to-fight-terrorism.html
https://www.osce.org/cio/130551?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cio/130551?download=true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391582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26975801001700102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269758010017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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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ez, Edna（2006年）。“持久战、恐怖主义和大规模受害：探讨受害者心理学/犯罪学的概念

和理论，用以解决以色列的受害问题”。载于《大规模受害是恐怖主义活动的潜在原因》，

Uwe Ewald和Ksenija Turkovic编辑。IOS出版社，第89-148页。（可查阅谷歌图书）。 

• Herbert, C.、Charlie Rioux和Jo-Anne Wemmers（2014年）。“大范围暴力事件后的赔偿和恢

复”。载于《对危害人类罪受害者的赔偿》，Jo-Anne Wemmers编辑。劳特里奇出版社。第

22页。 

• Letschert, Rianne和T.van Boven（2011年）。“在大规模受害情况下提供赔偿：主要挑战”。

载于《国际犯罪的受害者心理学研究方法：非洲》，Rianne Letschert、Roelof Haveman、

Anne-Marie de Brouwer和Antony Pemberton 编辑，第1版。Intersentia出版社，第153页。 

• Stepakoff, Shanee、G. Shawn Reynolds、Simon Charters和Nicola Henry（2014年）。“为什么作

证？证人在塞拉利昂战争罪行法庭作证的动机”。《国际过渡司法学刊》，第8卷，第3期，

第426-451页。 

• Baker, Ron（1992年）。“在欧洲寻求庇护和难民地位的难民遭受酷刑的心理社会后果”，载

于《酷刑及其后果：目前的治疗方法》，Metin Basoglu编辑，第1版。剑桥：剑桥大学出版

社，第83-101页。 

• Herman, Judith（1997年）。《创伤与康复：暴力的后果——从家庭暴力到政治恐怖》。纽

约：基础书籍出版社。 

• Ingeborg, Joachim（2005年）。“战争中的性暴力及其后果”。载于《战争中对妇女的暴力行

为：与受创伤妇女接触的专业人员手册》，Medica Mondiale编辑。科隆：Medica Mondiale组

织，第63-110页。 

 

国际/区域法律框架 

• 2012 年 10 月 25 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2012/29/EU 号指令，规定了关于犯罪受害者权利、支

持和保护的最低标准，并取代了理事会第 2001/220/JHA 号框架决定。 

• 欧洲联盟，欧洲联盟理事会（2004 年）。“2004 年 4 月 29 日关于补偿犯罪受害者的第

2004/80/EC 号理事会指令。”《欧洲联盟公报》， L 261/15。 

•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2006 年）。《部长委员会向成员国提出的关于向犯罪受害者提供

援助的建议 Rec(2006)8。2006 年 6 月 14 日部长理事会第 967 次部长代表会议通过》。 

• 欧洲委员会（2005 年）。《关于保护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指导方针》。3 月 2 日部长理事会通

过。 

•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2017 年）。《经修订的部长理事会关于保护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

的指导方针》。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第 127 届会议通过。5 月 19 日。 

• 关于在刑事诉讼期间支持和援助受害者的良好做法概览：英联邦秘书处（2011 年）。《刑事

司法程序中的犯罪受害者，刑事司法程序中保护受害者/证人最佳做法指南》。伦敦，第 43-

53 页。 

• Solomon, Hussein（2015 年）。非洲的恐怖主义和打击恐怖主义。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公

司。 

• Bottigliero, Ilaria（2012 年）。“实现恐怖袭击受害者获得救济的权利”。载于《反恐怖主

https://www.routledge.com/Reparation-for-Victims-of-Crimes-against-Humanity-The-healing-role-of/Wemmers/p/book/9781138665361
https://www.routledge.com/Reparation-for-Victims-of-Crimes-against-Humanity-The-healing-role-of/Wemmers/p/book/9781138665361
http://intersentia.com/en/victimological-approaches-to-international-crimes-africa.html
https://academic.oup.com/ijtj/article-abstract/8/3/426/2912090?redirectedFrom=fulltext
https://academic.oup.com/ijtj/article-abstract/8/3/426/2912090?redirectedFrom=fulltext
https://www.cambridge.org/at/academic/subjects/medicine/mental-health-psychiatry-and-clinical-psychology/torture-and-its-consequences-current-treatment-approaches?format=PB
https://www.basicbooks.com/titles/judith-l-herman/trauma-and-recovery/9780465098736/
https://www.medicamondiale.org/fileadmin/redaktion/5_Service/Mediathek/Dokumente/English/Manuals_Handbooks/medica_mondiale_handbook_order_sheet.pdf
https://www.medicamondiale.org/fileadmin/redaktion/5_Service/Mediathek/Dokumente/English/Manuals_Handbooks/medica_mondiale_handbook_order_sheet.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2L002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32004L008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32004L0080
https://rm.coe.int/16805afa5c
https://rm.coe.int/16805afa5c
https://search.coe.int/cm/Pages/result_details.aspx?ObjectID=09000016805dabe5
https://rm.coe.int/1680714acc
https://rm.coe.int/1680714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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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国际法与实践》，Ana-María Salinas de Frías、Katja L.H. Samuel 和 Nigel D. White 编辑。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33 章。 

• Green, Brendan、David Quayat 和 Hilary Young （2010 年）。“C-35 法案：为恐怖主义受害者

伸张正义”。《倡导者季刊》，第 36 卷，第 1 期，第 329-362 页。 

• Koh, Harold H.（2016 年）。“对非民事不法行为的民事补救：通过跨国公法诉讼打击恐怖主

义。”《德克萨斯国际法学刊》，第 50 卷，第 661-696 页。 

• Ansell, Kaitlin（2016 年）。“再次完整：作为恐怖袭击后侵权行为替代方案的法定补偿计

划。”《坦普尔国际与比较法学刊》，第 30 卷，第 2 期，第 289-316 页。 

• Letschert, Rianne、Ines Staiger 和 Antony Pemberton 编辑。（2010 年）。《协助恐怖主义受害

者：制定欧洲司法标准》。海德堡、伦敦、纽约：Springer Dordrecht 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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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评估学生对本模块的理解情况，建议安排以下课后作业： 

 

评估题目 
 

• 批判性地评价关于恐怖主义受害者补救办法国际框架的主要优缺点。 

• 讨论你认为通过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以明确规定受害者（包括恐怖主义受害者）的

权利方面的根本原因和面临的挑战。解释恐怖主义对受害者（包括直接和间接受影响的受

害者）人权的影响和更广泛的影响。支持或反对通过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文书的必要

性。 

• 批判性地比较和对比恐怖主义受害者获得适当补救的不同方法，将刑事司法与人权机制进

行比较。 

• 考虑为受害者提供赔偿的不同区域方法。你更喜欢哪种方法？为什么？ 

• 比较和对比各国向恐怖分子受害者提供（财务和非财务）支持的不同方法。你更喜欢哪种

方法？为什么？ 

 

  

https://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hein.journals/aqrty36&div=1&id=&page=&collection=journals
http://digitalcommons.law.yale.edu/fss_papers/2064/
http://digitalcommons.law.yale.edu/fss_papers/2064/
https://sites.temple.edu/ticlj/category/volume-30/
https://sites.temple.edu/ticlj/category/volume-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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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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演示文稿：恐怖主义受害者[超链接] 

 

视频材料 

• 1：欧洲委员会，“秘书长关于恐怖活动受害者新指导方针的声明”。 

• 2.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联合国反恐专家敦促采取国际行动以促进受害者的权利、

对其的保护和补偿”（2012 年 7 月 5 日）。 

• 3. 凯斯西储大学法学院，“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受害者：对国际刑事司法构成的挑

战”（2011 年 11 月 21 日）。 

• 4. 联合国，“恐怖主义的幸存者：挪威受害者发声”（2017 年 11 月 3 日）。 

• 5.归还我们的女童，在 2014 年 4 月 14 日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绑架 230 名女学生

之后，发起了“归还我们的女童”运动（2014 年 5 月 1 日）。 

 

工具 
与受害者相关的问题有一些可用的资源，以下列出了几项： 

 

联合国 

• 联合国，“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网站”。 

• 关于联合国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网站的电台采访，以及多边组织将发挥的关键作

用：美洲国家组织促进恐怖主义受害者权利的工作。 

• 联合国，“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网站”。非洲联盟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工作：

采访非洲联盟反恐合作特别代表兼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Francisco 

Madeira 大使。 

• 反恐执行工作队支助和关注恐怖主义受害者工作组。 

• 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 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 

•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 

•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全球反恐论坛 

• 全球反恐论坛、刑事司法部门/法治工作组。 

全球反恐论坛、刑事司法部门/法治工作组。关于刑事司法部门有效反恐工作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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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做法的拉巴特备忘录。 

 

欧洲电子司法门户网站 

• 关于欧洲联盟犯罪受害者补偿的一般资料。 

• 详细审查关于这一事项的国内法规。 

 

受害者协会 

• 世界贸易中心幸存者网络官方网站：www.Survivorsnet.org 

• 2001 年 9 月 11 日受害者补偿基金 

• 11-M 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 

• 美国 9·11 恐怖攻击调查委员会 

• 受害者支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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