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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嘗試從〈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歐洲人權公約〉，以及〈美洲人權公約〉等四部知名

的人權典章著手，探究「新聞自由」保障內涵的轉變。原則

上，〈世界人權宣言〉第 19 條對表現自由的保障已成為新聞

自由的基本內涵，但世界各國對於是否賦予該條文所保障的積

極權利──「尋求」──卻存有許多歧見。〈世界人權宣言〉

僅言「不受干預」的權利，在歐美國家則更加重視不受政府或

公部門干預的權利。整體觀之，這些人權典章基本上傾向第一

代人權保障模式，亦即保障人民免於國家權力侵害。但其立下

的權利內涵「尋求」、「接受」與「傳播」本身即帶有積極意

義，賦予國家積極介入，確保新聞媒體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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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社會對人權國際保障的關注主要起因於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

前半，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等軸心國對人權的迫害。二次大戰期間，英

美等同盟國成員高舉民主主義及人權擁護的大旗，與軸心國成員戰鬥。

因此，戰爭期間即有許多同盟國領導者針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建立以及人

權與基本自由的尊重提出許多看法。最著名的就是美國羅斯福總統於

1941 年 1 月 6 日在美國國會咨文提出，樹立於人類四大自由上的世

界，亦即「言論與表現自由」（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以及「免於恐懼的自由」（畑博

行、水上千之，1999，頁 21-22）。 

其後，在聯合國成立過程中，人權議題更是不斷被提及。首先，

1942 年 1 月 1 日英美等 26 國簽署的〈聯合國宣言〉表示，「對敵人的

完全勝利，為保護生命、自由、獨立、宗教自由，以及維持自國與他國

之人權與正義之所必要者」（畑博行、水上千之，1999，頁 22）；該

文件也是聯合國相關文書中採用「人權」（human rights）一詞的開

端。而在 1944 年 10 月 9 日「敦巴頓橡園會談」的〈建立一般性國際組

織之計畫〉中，更將人權與基本自由的擁護納入聯合國的重要使命之一

（外務省条約局国際協力課，1951，頁 2-3；李恩國，1961，頁 8；

United Nation [UN], 1947, p. 8），人權條列化以及實質保障的主張也在

之後的聯合國相關委員會和大會落實。 

1948 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通過後，歐洲、美洲與非洲也相

繼制定該洲的人權公約。而聯合國歷經十多年討論，終在 1966 年底通

過〈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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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的 A、B 公約）。 

從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誕生至 1966 年 A、B 兩公約獲得聯合

國大會通過總共歷經 18 年，顯見要制定一部放諸海內外皆準的人權條

例並非易事。其難度也表現在「新聞自由」相關條文的討論。從時間軸

來看，1948 年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1950 年的〈歐洲人權公

約〉、1966 年聯合國的 B 公約至 1969 年的〈美洲人權公約〉，相關的

洲際公約與聯合國相關人權典章交互出現。從新聞自由相關條文內容來

看，彼此有相承襲，亦有相異之處，而這正反映出不同時期新聞自由概

念的轉變。 

過去，國際法專家廖福特已針對〈歐洲人權公約〉（1950）、〈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66）對於表現自由的保障及相關案例進行

專文討論（廖福特，2003, 2006, 2007）。本文則嘗試在歷史脈絡下比較

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人權典章對於新聞自由的保障並分析其傳承

與差異性。 

二次大戰後期，美國新聞界提出「新聞自由的世界性保障」訴求，

藉由巡訪各國而將美國式的新聞自由概念傳遞到各地。爾後，美國新聞

界的意見很快轉換成官方意見並在聯合國這個場域獲得實踐機會（楊秀

菁，2012，頁 135-136）。然而，聯合國乃是各國競逐的舞台，在 1991

年蘇聯解體前更是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及以蘇聯為首的「共產」

陣營相互對抗的空間。再者，無論是新聞事業已有一定基礎的歐洲諸民

主國家抑或戰後的新興民主國家（如日本、中華民國），或基於原有司

法傳統或基於國家利益考量，對新聞自由該如何發展亦有一定見解。因

此，本文擬以聯合國相關討論為主軸，並以〈歐洲人權公約〉（1950）

和〈美洲人權公約〉（1969）為比較對象，探究「新聞自由」內涵的演

變以及在不同區域產生的差異。 



冷戰時期國際人權典章中的新聞自由 

‧171‧ 

這個比較之所以可能在於無論是聯合國或產製〈歐洲人權公約〉

（1950）及〈美洲人權公約〉（1969）的國際組織都以國家為單位，並

由官方代表參與相關法典的草擬工作，其成員又多為聯合國成員。相對

於聯合國人權典章為多數國家的共識，〈歐洲人權公約〉及〈美洲人權

公約〉則帶有地域性。 

另一方面，雖然上述這些人權典章皆屬憲法級的法典，一經制定便

不再輕易變動並施行至今，但不可否認部分條文仍帶有冷戰時期美蘇對

抗的影子。因此，本文擬以冷戰時期為時間段限，探討此一時期「新聞

自由」內涵的演變。1
 

貳、聯合國人權典章中的新聞自由 

目前聯合國通過並與新聞自由有關的人權典章為 1948 年通過的

〈世界人權宣言〉和 1966 年通過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

合國對相關議案的討論起於 1946 年 1 月，巴拿馬代表在聯合國第 1 屆

第 1 期會議提出的〈基本人權與自由宣言草案〉（Draft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爾後，聯合國第三委員會在

美國代表提議下，將該草案送交「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以下簡稱為

「經社理事會」）底下的「人權委員會」討論（UN, 1947, pp. 177-

178），並於 1947 年初的會議中決議組成起草小組，在聯合國秘書處的

協助下草擬初步的國際人權清單。 

起草小組考量委員會許多意見後認為，應該納入國際人權清單，在

個 人 權 利 部 分 包 含 個 人 自 由 、 宗 教 、 意 見 、 言 論 、 新 聞

（information）、2 集會、結社自由以及為受刑事控告者提供保障的權

利；在社會權利部分包含安全、工作、教育、糧食、醫療照顧和財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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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在政治權利部分包含公民權、參政權；另有平等而無差別待遇的

權利。 

另外，許多委員會成員也提到會員國的憲法應納入考量，並建議人

權清單應簡短、簡單、易於瞭解並意義深遠，且應納入最多的基本權利

（UN, 1947, p. 524）。 

同年 6 月，「經社理事會」進一步召集起草委員會進行討論，而

「人權委員會」則在該年底的會議上針對起草委員會建議，決議同時起

草一個包含普遍原則的「宣言」以及一個加附法律義務的「公約」，同

時討論實施問題，認為必須有「人權宣言」、「國際人權公約」以及

「實施方法」三項文件才能構成所謂的「國際人權清單」（UN, 1947, 

pp. 524, 572-573），故有後來〈世界人權宣言〉（1948）與〈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1966）的制定。 

基於此，以下擬分為「新聞自由相關條文的擬定」、「〈世界人權

宣言〉的制定」，以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制定」三個部

分探討聯合國人權典章中的新聞自由。 

一、新聞自由相關條文的擬定 

新聞自由為國際人權典章的重要成分之一，但因「人權委員會」底

下設有專責小組「新聞及報業自由小組委員會」，爾後聯合國又決議召

開「國際新聞自由會議」，而在歷次關於人權典章的討論皆有待其討論

結果的結論。基於此，以下擬分為「新聞及報業自由小組委員會」及聯

合國「國際新聞自由會議」兩個部分，探討人權宣言和公約中，新聞自

由相關條款的擬定與內容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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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聞及報業自由小組委員會」的討論 

「新聞及報業自由小組委員會」（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of the 

Press，以下簡稱「小組委員會」）是人權委員會底下的次級單位，由

「經社理事會」授權人權委員會設立，為暫時性組織（UN, 1947, pp. 

467, 469-470, 523-524, 526）。當時人權委員會送交給小組委員會的條文

包含「宣言案」中委員會草擬的第 17 和 18 條條文，以及「公約案」中

由起草委員會起草，和美國代表提出的第 17 條條文（神谷百市，

1950，頁 103），小組委員會係於 1948 年 1 月 19 日至 2 月 2 日的集會

討論上述草案（UN, 1949, p. 588）。 

1. 宣言案 

首先，關於宣言案，「人權委員會」當初交下的草案內容如下（神

古百市，1950，頁 103）： 

第 17 條   

(1) 任何人皆有表達、提供意見，以及接收、探究任何地方所

出的新聞（消息）與他人意見之自由。3
 

(2) 任何人皆不能因其意見而被加以干涉。 

第 18 條 應有透過言論、文字、報紙、書籍，或視覺的、聽覺

的，或其他手段表現之自由。應有平等接近所有通訊工

具的機會。 

小組委員會對宣言案並沒有太大爭論，僅決定朝向較簡單與抽象的

方向進行，但第 18 條刪除，部分內容納入第 17 條（神古百市，1950，

頁 105）： 

任何人皆有思想及表現的自由。這個權利包含持有意見而不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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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以及經由任何方法，不分國界，尋求、接收，並傳播消息及思

想之自由。 

2. 公約案 

人權委員會交付小組委員會的公約案條文共有起草委員會和美國代

表提案兩個版本。其內容如下（神古百市，1950，頁 103-104）： 

第 17 條 

起草委員會版 

(1) 任何人皆有透過口頭、文字、藝術或其他形式表現、發表其

思想之自由。 

(2) 任何人皆有透過書籍、報紙、口頭傳達，或其他合法媒體，

接收或發表事實、批判、思想等所有種類之新聞（消息）的

自由。 

(3) 本條第二項所揭諸的言論和新聞自由，以下列事項為限，得

以做必要的限制、刑罰抑或科以責任與義務：為了國家安全

不得不予以保密的事項；意圖唆使他人透過暴力變更政體、

紊亂秩序、助長犯罪，抑或被認為造成上述唆使結果的刊

物；猥褻刊物；（以抑制人權和基本自由為目的的刊物）；

有害司法獨立，或公正執行司法程序的刊物；毀損他人名

譽，或加以中傷的表現或刊物。 

美國代表版 

 任何人皆享有新聞、言論與表現之自由。任何人皆有不受妨害保

持其意見，從任何地方接收、尋求新聞（消息）與他人意見，以

及透過言語、文字、報紙、書籍、或視覺的、聽覺的，抑或其他

手段發表意見及新聞（消息）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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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宣言案很快取得一致的意見，公約案討論就引起很大爭辯，

爭執點集中在「自由」與「責任」的問題上。主張「自由」者只言「自

由」而不提限制，如美國提案所示。主張「責任」者則偏向限制，尤其

是蘇聯等國代表，更是一味地強調新聞媒體作為「公共政策」的工具所

應負起的責任。而所謂的「責任」，則表現在政府得加以限制的例外條

件上，如：起草委員會版第三項所列。 

最終修正版基本上朝向起草委員會版靠近，但加重「自由」面的比

例，包括：第一，在「自由」面增加應排除政府的干涉、免於政府統制

的自由及廢止事前檢查等規定；第二，在「責任」面加入國家應有抗辯

權和更正權及採取除去政治、經濟等其他妨害新聞自由的措施等。 

換言之，雖是「責任」，但非要求意見或訊息發表者迴避某些內

容，而是要求執政者透過抗辯和更正來表達其意見，並透過障礙排除提

供更自由的訊息傳播環境。研究者認為，此一修正係偏向「責任」面的

多數代表係為減輕歐洲諸國對草案的疑慮所做的讓步（神谷百市，

1950，頁 105-106, 110-113）。 

整體觀之，在保障的主體上，宣言案由於採取較簡單、抽象的模

式，僅言「思想」及「表現」的自由，而公約案則保留「新聞自由」一

詞。在保障範圍部分，起初人權委員會交給小組委員會的版本並不統

一，宣言案提到「接收」與「探究」，公約案的起草委員會版用「接

收」與「發表」，而美國代表版則提到「接收」、「尋求」以及「發

表」的權利。透過小組委員會的討論，確立了保障範圍：「尋求」、

「接收」和「傳播」。 

（二）聯合國「國際新聞自由會議」的討論 

聯合國「國際新聞自由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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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formation）於 1948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21 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

與會各國對修正過後的宣言一字未動通過，對公約案則意見分歧。 

首先，關於「權利」部分，西方各民主國家並沒有太大歧異，然而

對「限制」部分，主張採取概括式的美國就與採取列舉式的西方諸民主

國家意見不同。尤其是針對印度的提案，試圖在原有的七項限制上加上

第八點：限制「有系統地頒布破壞人民間與國家間友好關係的虛偽與歪

曲報導」。美國雖同意針對上述虛偽與歪曲的報導加以譴責，但對將決

定何謂虛偽與歪曲報導的決定權交與政府並予以法律上的懲罰，則嚴正

地表示反對。美國代表表示，印度修正案會開政府干涉報紙之大門，此

修正案是否能達成其目的還在未知數，卻可能成為政府驅逐外國通訊員

的藉口。不過，美國的意見沒有獲得採納，且在其餘西方民主國家全數

贊同下，新的修正案獲得採納，修正過後的內容如下（神谷百市，

1950，頁 183-185）： 

1. 任何人皆有不受政府行動干涉的思想及表現自由；這個權利包含

持有意見，以及不分國界，透過口頭、文字、印刷品、藝術形

式，或任何合法的視覺、聽覺的設備，尋求（seek）、接收

（receive），和傳播（impart）消息與思想的自由。 

2. 表現自由伴隨著義務與責任，因此，在明確的法律規定下，得以

處罰、科以責任，或加以限制，但須與下列事項有關者為限： 

(1) 因國家安全而須加以保密的事項； 

(2) 唆使他人以暴力變更政體的表現； 

(3) 直接唆使他人犯罪的表現； 

(4) 猥褻的表現； 

(5) 妨害公正執行司法程序的表現； 

(6) 侵害文學或藝術財產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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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損害他人或法人名譽，或對其造成傷害而與公共利益無關的

表現； 

(8) 有系統地頒布破壞人民間與國家間友好關係的虛偽與歪曲報

導。 

國家得以訂立抗辯權或類似更正方法的合理條項。 

3. 應採取相關措施，除去可能阻礙消息自由流通的政治、經濟，及

其他方面的障礙，以促進新聞自由（freedom of information）。 

4. 本條所有規定並不影響國家管理個人進入該國領土或其居留時間

的權力（Final Ac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1948, pp. 22-23）。 

從上述修正後的條文可見，原有七項限制增加一條變成八項，原有

不得「事先檢查」的限制也遭刪除，而新增一項則是重申國家主權。換

言之，此次修正案與起草委員會的版本相比，顯然限制更多。 

另一方面，修訂版本延續小組委員會的草案而不像美國版一開始便

提及「新聞自由」，再加上宣言案不明確提及「新聞自由」難免引發

「新聞自由」是否含括在內的疑問。聯合國國際新聞自由會議乃進一步

採納以下見解，認為公約第 17 條適用於個人的表現自由亦適用於新聞

媒體的自由。（Final Ac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1948, p. 23） 

二、〈世界人權宣言〉的制定 

聯合國國際新聞自由會議後，人權宣言草案經過 1948 年起草委員

會及人權委員會討論，決議採納美國的意見而以簡短、明瞭為主。新聞

自由相關條款則因「思想」（thought）自由納入前一條並與良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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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並列，除改著重「意見」自由的重要外幾乎沒有什麼更動，通過後

的條文（第 17 條）如下： 

任何人皆有意見及表現的自由，這個權利包含持有意見而不受干

涉，以及經由任何方法，不分國界，尋求、接收並傳播消息及思想

之自由（UN, 1949, pp. 574-576）。 

此外，人權委員會為避免過度簡單化，乃進一步思考該宣言的目標

為何。當時共有三個不同見解被提出來：第一，課以會員國直接的義

務，必須將該國法律修正以符合人權宣言；第二，不課予任何義務；第

三，本宣言代表所有民族及國民的共同目標。而為了確保宣言中所規定

的權利與自由能夠被世界有效的承認與遵守，該宣言可被解釋課以會員

國應不斷努力的道德性義務但沒有法律拘束力。最後，人權委員會採納

第三個見解，亦即僅有道德義務而無法律拘束力（外務省条約局国際協

力課，1951，頁 17）。 

聯合國第三委員會於 1948 年耗費 81 次會議討論該案，終在 12 月

7 日完成所有審議工作，同年 12 月 9-10 日聯合國大會於以 48 票贊同，

8 票棄權通過整部宣言。通過後的宣言案定名為〈世界人權宣言〉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而與新聞自由相關條款

則排在第 19 條（UN, 1950, pp. 526, 530, 534-536）。 

在第三委員會討論新聞自由相關條文時，曾有蘇聯、法國、古巴及

巴拿馬等四國提出修正案，以蘇聯所提的兩項修正案爭論最大。蘇聯所

提第一修正案強調，言論與報業自由不得用於法西斯、侵略等宣傳以及

挑撥國際間仇恨之用，並要求國家必須協助提供發展民主的報業機構所

需資源以使更多的民眾得以發表意見。第二修正案則強調思想與發表自

由必須以與國家安全利益相符合者為限（外務省条約局国際協力課，



冷戰時期國際人權典章中的新聞自由 

‧179‧ 

1951，頁 67-68）。 

蘇聯的第一個提案主要針對美國報業而來，因而主張國家須在提供

傳播工具上扮演重要角色。蘇聯代表說明時表示，報業自由是為了極少

數人而設，反動的報章雜誌反映了巨大的新聞托拉斯意見而非普通人民

的意見。對此，菲律賓代表強調各種基本自由並非國家賦予，國家任務

乃是保障此等自由且不能侵犯，該修正案如獲得採納將使新聞遭受管

制，如同在極權國家一般。而英國代表表示，蘇聯政府認為國家是訊息

最好的判斷者，而英國政府則認為完全的批判自由是擁護民主主義最重

要的要素。比利時代表則指出，政府控制報業後引起的弊害比私人控制

引起的弊害遠為可怕。 

針對蘇聯第二案：以國家安全利益為限的修正案，以及法國強調權

利與責任不可分的修正案，菲律賓、紐西蘭等代表則認為宣言草案第

27 條第 2 項所列但書已足夠。該條文規定，在「確認及尊重他人之權

利與自由」、「謀求符合民主社會中道德、公共秩序及一般福利」等情

形下，才能對人民的權利與自由加以限制。最後，蘇聯等四國提案全部

遭到否決，而原草案則獲得通過（《聯合國大會第三屆第一期會議正式

紀錄：第三委員會各次會議簡要紀錄》，1948，頁 204-214）。 

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制定 

誠如前述，〈世界人權宣言〉之通過僅具道德拘束力而無法律拘束

力，唯有「人權宣言」、「國際人權公約」以及「實施方法」皆獲通過

才能構成所謂的「國際人權清單」，人權保障才能具體落實。 

基於此，聯合國大會乃在〈世界人權宣言〉通過同日決議請經社理

事會要求人權委員會優先處理人權公約與實施方法草案（UN, 1950,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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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538），該會因而從 1949 年第 5 屆會期開始至 1954 年第 10 屆會期

為止共耗費六個會期制定人權公約。 

人權公約涵蓋許多基本自由與權利，而本文關注的新聞自由起初在

新聞及報業自由小組委員會與國際新聞自由會議的討論，重點都擺在第

17 條，亦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B 公約）的第 19 條。但到

1961 年第 16 屆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審議時則認為原納入少數族群權

利，即有關鼓吹民族、種族、宗教仇恨言論的第 26 條（即後來的第 20

條）應與第 19 條相關，需一同審視。因此，B 公約與新聞自由相關的

條文除第 19 條外，第 26 條亦值得注意。 

繼 1948 年聯合國國際新聞自由會議後，聯合國曾於 1950 年第 6

屆、1952 年第 8 屆人權委員會，以及 1961 年第 16 屆聯合國大會第三

委員會討論新聞自由相關條文，又以 1950 年第 6 屆人權委員會草擬的

第 19 條版本奠定了基礎。礙於資料所限，此處主要整理 1950 年人權委

員會與 1961 年第三委員會的審議資料，分析人權公約所保障的新聞自

由內涵。 

（一）1950 年「人權委員會」的修訂 

聯合國相關會議討論的新聞自由條款（即後來的第 19 條）原先共

有起草委員會版和美國版兩個版本，美國版重視權利表述，起草委員會

版則在權利之外強調「責任」，並增添可以法律限制的言論範疇。其

後，由於美國以外的西方民主國家贊同採取列舉式的限制條款，責任版

大獲全勝，甚至在聯合國國際新聞自由會議還一舉通過高達八項限制的

建議版本。 

該情況在 1950 年 3 月至 5 月的第 6 屆人權委員會有所轉變，此次

西方民主國家再度與美國站在同一戰線對抗印度、埃及、黎巴嫩等國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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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制範圍的主張，最後限制項目縮減到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健

康、道德以及尊重他人權利、自由或名譽等項目。 

不過，美國的主張也非完全為人權委員會採納。從會議開始美國代

表就力求保住原修正條文所訂「不受『政府行動』干涉」的部分，認為

如刪除「政府行動」而僅言「不受干涉」，亦即將不受干涉範圍從政府

行動擴及所有領域（例如原草案所指經濟的障礙等）是相當危險，有可

能造成政府權力的擴張，進而破壞公約保障人權的效果。然而，多數國

家還是認為對新聞自由的干涉不只來自國家，因而支持刪除「政府行

動」等字句（神谷百市，1950，頁 318-321）。 

（二）1961 年第三委員會的討論 

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於 1961 年 10 月開始審議「人權委員會」所

提新聞自由相關條文，以下擬以條文作為劃分，探討 B 公約中與新聞自

由有關的條文內容與爭議點。 

第 19 條 

第三委員會於 1961 年 10 月開始審議「人權委員會」提交的第 19

條草案： 

1. 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2. 人人有表現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

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收以及傳播各

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3. 上項條文所載權利之行使，負有特別責任與義務，故得予以某種

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1) 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期  2014 年 7 月 

‧182‧ 

(2) 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健康或道德（国際連合局社

会課，1968，頁 163）。 

大部分與會代表肯定意見與表現自由的重要性，但對加以限制的範

圍與形式則有不同意見。許多代表認為第 19 條已兼具個人權利與社會

和國家的需求，但部分代表則認為應增加可以限制的項目以防止表現自

由的濫用。當時各國所提的意見或修正案重要者有下列三項： 

第一，以「蒐集」（gather）取代「尋求」。反對者認為，「尋

求」一詞意指積極探求的權利，而「蒐集」僅是被動地接收政府或新聞

機構提供的新聞。支持者則辯稱「尋求」一詞意指無限制地甚至無恥地

探查他人事務，「蒐集」只是缺乏積極含意，且第三委員會審查〈新聞

自由公約〉第一條時已以「蒐集」一詞取代「尋求」。 

第二，強調傳播工具必須是「合法地被操作」（lawfully operated）

或「適當地取得執照」（dully licensed）。支持者認為其所涉及為執照

問題而與傳遞的訊息內容無關，並指出應避免廣播、電視等使用頻率的

混亂。反對者則擔心這會被用來阻礙這些媒體的表現自由，甚至誤認為

是許可制，更有可能以第三項所指的「公共秩序」來決定是否給照。 

第三，增加可予限制的項目，包括蘇聯所提有關民族、種族、宗教

的仇恨或歧視、戰爭宣傳、誹謗謠言的傳布，以及印度與印尼所提有關

和平、人民間和國家間友好關係的言論等。反對者認為，這會使第 19

條變成限制新聞自由的工具，政府有可能只允許其所贊同的言論流布，

而對抗戰爭宣傳、偏見與類似的罪惡最好的方法就是讓所有觀點能自由

流通，並以此方法讓真相能夠傳布（UN, 1963, p. 293）。 

上述提案與 1959 年至 1961 年間第三委員會審議〈新聞自由公約〉

草案時所討論之問題有關聯性（久保田きぬ子，1962，頁 50-53），也

引發兩者條文是否一致的問題。反對者認為，〈人權公約〉與〈新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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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約〉兩者目標不同，前者代表憲法層級，其目的在確保對基本個人

權利的尊重，而〈新聞自由公約〉則是處理新聞自由的更專門或法律部

分。問題不在將兩者一致化，而是要避免兩者不一致。 

最後，相關修正案不是撤回就是遭到否決，僅有冰島所提在原草案

第三項英文版的 public order（公共秩序）後加註 ”ordre public”（同

樣譯為「公共秩序」）一詞獲得通過（UN, 1963, p. 294; UN, 1968, p. 

426）。 

第 26 條（第 20 條） 

第 26 條在人權公約中一直被視為與少數族群的權利相關而擺在第

25 條，即與禁止歧視有關的條文之後，但在蘇聯所提與新聞自由相關

的提案中早就觸及這個議題。1948 年舉行的「國際新聞自由會議」更

通過決議文，要求聯合國相關單位研議適當手段以促使相關議案的實踐

（Final Ac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1948, pp. 27-28）。 

委員會此次審議第 19 條時雖延續人權宣言案之看法而否決蘇聯提

案，卻認為此條之旨乃在提出「意見」與「表現」自由的標準，第 26

條草案則在禁止特殊的表現形式，因而決定將第 26 條提到第 19 條之後

成為第 20 條，顯見蘇聯的主張仍能獲得認可。 

人權委員會提出的第 26 條草案內容為： 

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敵視的主張，構成煽動仇恨與暴力者，

應以國家法律加以禁止。 

針對此點，巴西代表認為「戰爭宣傳」也應禁止。而在巴西等九國

提出的修正案則除將「戰爭宣傳」納入外，並認為構成煽動「歧視」者

亦應限制（簡稱為〈九國修正案〉）。另一方面，黎巴嫩、菲律賓、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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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地阿拉伯和泰國四國提出的修正案則將前述「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

敵視」的「敵視」改為「仇恨」，認為唯有構成煽動「暴力」者才需禁

止（〈四國修正案〉）。之後，上述十三國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印尼、

波蘭等三國針對以上意見提出聯合修正案，包含下列兩項條文（〈十六

國修正案〉）： 

1. 任何鼓吹戰爭的宣傳，應以法律禁止； 

2. 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

或暴力者，應以法律加以禁止。 

與會各國針對是否要訂立該項條文、是否要將「戰爭宣傳」涵蓋在

內，以及是否要將禁止範圍侷限在煽動「暴力」言論，抑或要包含煽動

「仇恨」或「歧視、敵視」的言論等事項進行討論。整體來看，多數國

家皆認可該類言論是種罪惡，但美、英、日本等國則擔心該條文易遭濫

用，成為事先審查或抑制反對團體表達意見的藉口。 

對此，沙烏地阿拉伯和蘇聯等國認為禁止戰爭宣傳或鼓吹種族敵視

並不構成對新聞自由的限制，反之還能維繫國家和平。在全文表決中，

委員會通過十六國修正案（国際連合局社会課，1968，頁 171-175；

UN, 1963, pp. 294-295）。 

參、歐美兩洲人權典章中的新聞自由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採納〈世界人權宣言〉，但該宣言僅具

有道德拘束力而無法律效力。由英、法等十國所組成的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有鑑於此，乃著手進行〈歐洲人權公約〉的起草

與人權法院的設置工作。1950 年 11 月 4 日歐洲理事會通過〈歐洲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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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並於 1953 年 9 月 3 日正式生效（畑博行、水上千之，

1999，頁 236）。相對於歐洲，美洲在聯合國採納〈世界人權宣言〉前

搶先於 1948 年 8 月通過〈美洲人民權利義務宣言〉（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然而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美洲人權公

約〉卻遲至 1969 年才通過並於 1978 年生效（高野雄一、宮崎繁樹、斉

藤恵彦，1983，頁 205）。 

以時間流程來看，〈歐洲人權公約〉（1950）制定於〈世界人權宣

言〉（1948）之後，〈美洲人權公約〉（1969）則制定於〈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1966）之後。透過這個時間差正可比較不同時期，不

同區域對「新聞自由」的看法與差異性。因此，以下擬以歐、美兩洲的

人權公約為分析主體，並與〈世界人權宣言〉及 B 公約相較以探究「新

聞自由」內涵的演變。 

一、〈歐洲人權公約〉中的新聞自由 

歐洲理事會是在歐洲統合（European integration）運動背景下建

立，其成立主要目的為擁護民主主義傳統，而為達成此目的，對人權實

現採取共同行動乃不可或缺的手段，因而該會亦將接受依法行政與人權

尊重的原則作為締約國的義務。 

1950 年 11 月 4 日，歐洲理事會基於上述認識通過了〈歐洲人權公

約〉，不僅是對人權有廣泛保障的首部公約，其所建立的人權保障體制

與後來訂立的人權公約相比也較健全與發達（畑博行、水上千之，

1999，頁 235-236；高野雄一、宮崎繁樹、斉藤恵彦， 1983，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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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權公約〉（1950）將有關新聞自由的規定置於第 10 條： 

(一) 人人均有表現自由之權利，此權利包括保持意見，以及不受公部門

干預、不分國界，接收和傳播（impart）消息和思想之自由。本條

不應限制各國要求廣播、電視或電影事業應取得證照。 

(二) 由於上述自由之行使負有責任與義務，在法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所

必需的前提下，得為國家安全、領土完整或公共秩序之利益，防止

失序或犯罪，保護健康或道德，保護他人之名譽或權利，防止洩

密，或維持司法的權威與公正性，得訂定正式手續、條件、限制或

予以懲罰。 

該公約制定於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1948）之後，卻與該宣言

有若干不同： 

首先，〈世界人權宣言〉（1948）的保障包含「尋求」、「接收」

與「傳播」三項，〈歐洲人權公約〉（1950）卻僅言「接收」與「傳

播」。從上述 B 公約的討論可知，「尋求」一詞代表「積極」探求的權

利，而〈歐洲人權公約〉則將其摒除在外。直至 1970 年 1 月歐洲理事

會才於諮詢會議通過決議案，認為第 10 條的保障範圍亦包括「尋求」

的權利。該決議案主要認為國家有義務在合理限制範圍內提供與公共利

益有關的資訊，而大眾傳播媒體亦有義務針對公共事務提供完整與普遍

的資訊（van Dijk & van Hoof, 1998, pp. 565-566）。 

台灣學者廖福特（2007，頁 273）認為，「接收」與「尋求」消息

及思想的權利又可稱之為「知的權利」，其內涵有以下兩個層次的見

解：第一，國家必須保障個人有積極接近國家或私人資訊之自由，並要

求國家必須保障個人有取得上述資訊之較便利的管道。第二，個人得直

接以本條文為依據，擁有請求資訊公開的具體權利。廖福特從 B 公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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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第 2 項規定的締約國立法義務之文意推論，該條文至少應具備第一

層次的權利內涵。歐洲理事會在 1950 年選擇摒除「尋求」一項，顯然

當時歐洲民主國家對賦予該項積極權利還有許多疑慮。 

在 1951 年的聯合國〈新聞自由公約〉起草委員會上，英美曾為是

否在限制條款中加入「防止洩漏機密」一事交鋒。美國認為該款可能成

為政府控制媒體的工具，英國則自始堅持必須納入，相關條文最後仍獲

通過。參與討論的國家中，同時亦簽署〈歐洲人權公約〉（1950）的

英、法、荷等三國皆投下贊成票（《聯合國大會正式紀錄 第七屆會 

議程項目 29 附件》）。就「尋求」的積極面而言，即使是國家機密也

應當納入「尋求」的範圍內，但顯然歐洲諸國對此猶有疑慮。 

從另個角度來看，1959 年聯合國第三委員會審議〈新聞自由公

約〉時，比利時、法國與英國皆反對以「蒐集」取代「尋求」的主張

（UN, 1960, p. 214），是否代表歐洲諸國已經接納這項權利？從歐洲諸

國對主動公開政府資訊的態度來看似乎有待商榷。 

身處北歐的瑞典雖早在 1951 年就已經制定〈公文書公開法〉，但

整個風潮並沒有擴及到整個歐洲。尤其英國在 1911 年〈公務秘密保護

法〉約束下，對探求政府秘密的大眾媒體仍採相當嚴格的限制。一直要

到 1966 年美國制定〈資訊公開法〉後，歐洲諸國對公開政府資訊的態

度才變得比較開放，包括丹麥、挪威等國都是在 1970 年才建立資訊公

開制度。法國、荷蘭在 1978 年導入。英國則是在 1970 年代先透過法院

判決認定某些不值得保密的資訊無須制約，間接凍結〈公務秘密保護

法〉後再進行該項法律的修訂工作（松井茂記，1996，頁 5-10）。換言

之，一直要到 1970 年代歐洲民主各國對公開政府資訊才採取比較開放

的態度。 

第二，排除政府干預的問題。1950 年聯合國第三委員會審議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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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時曾為是否保留原草案「不受『政府行動』干涉」的部分進行討

論，最後因多數國家認為對媒體的干涉不只來自國家而決定刪除。然

而，歐洲諸國顯然認為此一聲明有其必要性，故在第一項第二段即明言

「不受公部門干預」。 

第三，執照問題。〈歐洲人權公約〉（1950）第 10 條第 1 項最後

一段規定：「本條不應限制各國要求廣播、電視或電影事業應取得證

照」。在 1948 年聯合國各會議討論人權公約時都曾提及「合法」的媒

體或設備。〈歐洲人權公約〉顯然也認為政府得以「執照」來管理廣

播、電視等電子媒體。雖然聯合國在 1961 年討論人權公約時否決添增

「合法」等字句的相關提案，但就各國的實際執行而言，對廣播、電視

採取執照制一直存在。 

不過，該規定在歐洲還有另層意義，即確認電子媒體（尤其電視）

由國家獨占，意即電視公有的概念（建石真公子譯，1997／Sudre, 

1994，頁 156）。1945 年起，歐洲政府就致力於將商業競爭與私人利益

排除於廣電媒體之外，即使各國採取的方式不盡相同，但都反映出國家

獨占的色彩，當然也引發政府干預節目製作與傳播的問題。不過，這個

問題隨著 1970 年代歐洲電視制度的修正以及 1980 年代有線電視的出現

後有了很大的轉變（Balle, 1985, pp. 84-85）。 

第四，限制條款。〈歐洲人權公約〉（1950）中政府得限制表現自

由的項目共有六項。就內容而言，除印度所提的「破壞人民間與國家間

友好關係」以及有關智慧財產權的條款遭到刪除外，其餘條款皆在略加

修改後採納，顯見在 1950 年代歐洲各國對言論內容的保障還是有相當

的侷限性。而國家政權的穩固和社會的安定更是執政者極力捍衛之處。

不過，就後來的發展而言，有鑑於表現自由（尤其是新聞媒體）在民主

社會的重要位置，歐洲人權法院對各國採取的言論限制是以相當嚴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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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驗，並在相關案例中確認新聞媒體提供公共討論場域的重要性

（Sudre, 1994／建石真公子譯，1997，頁 156）。 

二、〈美洲人權公約〉中的新聞自由 

1948 年，美國以及 20 個拉丁美洲共和國為創始會員國而組成了

「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該組織並

不像聯合國或歐洲理事會將人權的尊重與促進納入該會章程，而是另訂

〈美洲人權宣言〉作為美洲諸國共通的人權基準。 

〈美洲人權宣言〉的內容與〈世界人權宣言〉（1948）差異不大，

也同樣僅具有道德約束力。但不同的是，該組織之後並沒有對人權保護

採取具體的作為。一直到 1959 年初以古巴革命為開端，在加勒比海政

情不穩的情勢下，美洲各國才在該年 8 月第 5 屆外長會議中決議起草

〈美洲人權公約〉、設置美洲人權法院以及設立美洲人權委員會。 

但是人權公約的草擬過程並不順遂，直到 1965 年第 2 屆美洲特別

會議，智利和烏拉圭分別提出〈人權公約案〉才再度觸及〈美洲人權公

約〉的起草問題。有鑑於當時聯合國人權公約的制定已接近收尾工作，

兩公約的競合也成為關注焦點。最後，在多數國家期待兩者應「共存與

協調」的共識下，美洲開始積極進行公約的草擬工作。1969 年 2 月

〈美洲人權公約〉獲得通過並於 1978 年 7 月正式生效（外務省条約局

国際協力課，1951，頁 3；高野雄一、宮崎繁樹、斉藤恵彦，1983，頁

208-210）。 

〈美洲人權公約〉（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1969）

有關新聞自由的規定在第 13 條： 

(一) 人人皆有思想（thought）與表現之自由。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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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或出版品、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

收以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二) 上項條文所載權利之行使，不應受到事先審查，但為了確保下列事

項，得在法律明確規定下科以責任： 

1. 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2. 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健康或道德。 

(三) 不得以間接的方法或手段限制表現自由，如政府或私人濫用對新聞

用紙、廣播頻率或傳播設備的控制，或採取任何手段，意圖阻礙思

想與意見的傳達和流通。 

(四) 儘管有上述第二項規定，但基於對兒童和青少年進行的道德保護而

須管控其接近之唯一目的，得依據法律事先審查公開的娛樂節目。 

(五) 任何戰爭宣傳和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構成煽動非法暴

力行為，或以任何其他理由，包括以種族、膚色、宗教、語言或國

籍為理由，對任何人或一群人煽動任何其他類似的非法活動，都應

視為法律應予懲罰的犯罪行為（張隆志，2006，頁 635）。 

從內容來看，第一、二項與 B 公約第 19 條的規定極為相近，符合

前述所說兩公約「共存與協調」的原則，但仍有些許差異。 

第一，思想（thought）取代意見。B 公約將思想自由移入前條與宗

教自由擺在一起，而〈美洲人權公約〉（1969）則不沿用此一模式，將

思想與表現自由擺在一起，回到聯合國擬定人權公約草案的最原始提

案。 

第二，在第二項擺入「不應受到『事先審查』」的規定。從聯合國

於 1961 年討論 B 公約的情形可知，加入「不得事先審查」等規定一直

為美國所堅持，而〈美洲人權公約〉（1969）在此處擺入事先審查的相

關規定顯然是受到美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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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不得事先審查」實是對抗更嚴苛的言論限制，亦即第

5 項有關戰爭宣傳等的限制。第 5 項規定與 B 公約第 20 條禁止戰爭宣

傳、鼓吹民族、種族和宗教仇恨的內容相近。B 公約第 20 條在表決時

曾獲智利、多明尼加、海地、尼加拉瓜、墨西哥、秘魯等美洲國家贊

同，〈美洲人權公約〉（1969）採納類似條文並不令人意外。 

不過，兩者仍有重大的差異：在 B 公約討論時曾觸及是否要將禁止

範圍侷限在煽動「暴力」言論，抑或連煽動「仇恨」、「歧視」、「敵

視」言論一併納入。最後，第三委員會採納後者，而〈美洲人權公約〉

（1969）則採納前者並加上「非法」一詞，侷限在構成煽動「非法暴力

行為」（lawless violence），或「其他類似的非法活動」範疇，大幅縮

減限制的範圍。換言之，美國在聯合國第三委員會審議時所支持的四國

修正案在此處獲得採納。 

而相較於美洲的限縮限制與歐洲的嚴格檢驗，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

會（Human Right Committee）則在 1983 年通過第 10 號一般建議書，明

訂限制表現自由必須服從以下三個要件：第一，以法律規定之；第二，

只能依據 B 公約第 19 條第 3 項第 1, 2 款規定的目的之一加以限制；第

三，這些限制必須被證明是國家為達成前述目的所「必要」（廖福特，

2007，頁 26, 283），以此來規範各國對表現自由的限制。 

第三，〈美洲人權公約〉（1969）刪去 B 公約「不受干預」的規

定，但在第 3 項禁止政府或私人透過對新聞用紙、頻道等的控制，間接

限制表現自由。該項規定具體呈現當時國際社會控制媒體的方式，也是

所有人權公約中唯一明確禁止者。 

第四，增加對兒童和青少年的保護，認為在此目的下得對娛樂節目

事先審查。該項規定其實可以納入「公共健康和道德」範疇，但此處對

保護對象及手段則有更清楚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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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人權保護國際化的訴求下，聯合國、歐洲理事會

以及美洲國家組織等國際組織開始進行人權典章的起草工作。「新聞自

由」一項在聯合國審議之初被視為個人權利而獲採納。在美國所提人權

公約草案中更將其單獨列出且與言論、表現自由並列。不過，最終在

「人權清單應簡短、簡單、易於瞭解並意義深遠，且納入最多的基本權

利」原則下，隨言論自由一併納入表現自由之下。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其雖僅有道德

拘束力而無法律拘束力，但已替未來相關的國際人權典章建立一個架

構，其後訂立的國際人權典章（尤其歐美的人權典章）雖有添補或修

正，但大致保留一定要素。 

在〈世界人權宣言〉中，新聞自由納入第 19 條而受到保障，該條

僅言權利不言限制。而其權利內涵——尋求、接受與傳播——無論當時

或現在皆屬相當自由的權利保障。尤其是被視為積極權利的「尋求」一

項，甚至是 2000 年制定公布的〈歐盟基本權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亦未納入。 

在簡短、明瞭的原則下，〈世界人權宣言〉僅言權利不言限制，但

從當時聯合國的公約草案及 1950 年通過的〈歐洲人權公約〉觀之，顯

見當時世界各國對表現自由的保障仍有侷限性。此一枷鎖隨著聯合國對

人權公約的反覆討論而有所刪減，但仍存有一些主觀、難以判定的部

分。而〈美洲人權公約〉（1969）透過更具體的規定，包括不得「事先

審查」、必須構成煽動「非法暴力行為」等限縮政府的控制。歐洲人權

法院則以相當嚴格的標準來檢驗各國言論限制，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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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則在 1983 年通過第 10 號一般建議書，明令政府限制必須符合三大要

件。 

整體觀之，聯合國在早期草擬人權公約時曾要求各國政府採取積極

作為以促進新聞自由，但在討論過程中歐美等民主國家為避免蘇聯式國

家介入獲得採納，基本上傾向第一代人權保障模式，亦即保障人民免於

國家權力侵害。 

但不可諱言地，其所立下的權利內涵：「這個權利包含持有意見而

不受干涉，以及經由任何方法，不分國界，尋求、接收，並傳播消息及

思想之自由」，本身即帶有積極意義，賦予國家積極介入確保新聞媒體

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註釋 

1 本文涉及許多名詞的翻譯問題，過去即使是同一單位（如聯合國）對同一名詞

如 opinion, expression 等，在不同公約採用之中文翻譯亦不盡相同。為避免讀

者混淆，本文在不違背英文原意原則下同一名詞採用同一翻譯，如 opinion 譯

為「意見」而 expression 為「表現」。而對某些詞彙當時與現在翻譯之內容有

重大差異，或同一詞彙在文中必須採取不同翻譯者，如： freedom of 

information 譯為「新聞自由」，而 information 為「消息」，則在提及處說明理

由。 

2 自 1946 年底菲律賓代表團建議聯合國舉行「國際新聞會議」（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Conference）以來，聯合國公文書中文版及中華民國的公文書便將

freedom of information 翻譯為「新聞自由」。本論文透過聯合國相關文獻記

載、各國媒體對該會議的報導與界定，認為該會（後定名為「國際新聞自由會

議」）討論的議題涵蓋新聞自由各個面向，包含新聞自由的基本原則、採訪與

國際新聞傳遞自由問題，以及新聞媒體的權利與義務等，決定在此處沿用此翻

譯。 

3 此處所引「新聞及報業自由小組委員會」討論「宣言案」與「公約案」的條文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期  2014 年 7 月 

‧194‧ 

內容皆來自神古百市的《國際報道自由運動の沿革と現狀》。神古百市在該書

中將 information 一詞全翻譯為「報道」，意即中文「新聞」的意思。然而在

聯合國討論中 information 一詞並不一定侷限在新聞報導，而可能意指更廣泛

的資訊或消息。由於小組委員會通過之宣言案條文幾乎與〈世界人權宣言〉的

條文一致，本文對照其後聯合國「國際新聞自由會議」通過的英文版本與〈世

界人權宣言〉的中文譯本，將該詞翻譯為「消息」，並在神古百市翻譯的「新

聞」後加註「消息」以為補充。（神古百市，1950，頁 103, 105、112；聯合

國新聞部，1949，第 19 條；Final Ac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1948,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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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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