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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於戰亂、政治迫害或經濟困難等因素，難民業已成為國際社會無法迴避

的重要議題。由於該議題兼具政治及人道層面，致使實務上的處理考量更為複

雜，尤其是在難民身分的審核認定以及是否遣返原籍國的相關決策上。 

本文自難民地位與權利保護的視角出發，以不遣返原則為主軸，並針對歐洲人

權法院處理庇護案件的相關判決以及歐盟庇護系統，進行深入探討並歸納相關

受理及審查標準。 

此外，考量實務上接收國之司法機關審理難民庇護案件時，對於難民之陳述、

原籍國之現狀以及相關證據之調查等，因為戰亂、國際情勢等因素，往往面臨

困難，本文亦藉由探討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在於難民申請庇護案件上，所

提出之相關司法實務建議以及具體審理步驟，盼能提供我國難民立法相關建議

參考。 

最後，本文以上述的研究角度為基礎，就我國目前已擬具之難民法草案進行

評析，期盼針對我國難民法制之制定與修正，能提出些許建議。 

 

 

關鍵詞：不遣返原則、難民公約、歐洲人權公約、都柏林公約、難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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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因為愛，他們都成了難民。當國家背叛你，連一點希望都不留，你能做的，

就是為了所愛之人渡海翻山，尋找一家的容身之地」1。2015 年 9 月 2 日英國獨

立報刊出了一名敘利亞難民男童俯臥在沙灘上的照片2，而這只是敘利亞內戰發

生以來，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悲歌中的一小部分。 

人類歷史是一部移民史。早於 1951 年《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起草之前，漢娜·鄂蘭在她的作品我們流亡者（We 

Refugees）中提出了一個關於難民的概念：「這些非常不幸地到達一個新國家，

沒有錢財且必須得到幫助的人...」。正如康德 200 多年前在他的著作「論永久和

平」中所觀察到的那樣，這不是「慈善事業的問題，而是正確與否的問題」、「熱

情好客的意思是一個陌生人在抵達另一個人的土地時，不被視為敵人的權利」。

在當前的世界背景下，戰爭在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不同地區同時爆發，每個不是

戰鬥人員或戰爭罪犯的平民都有資格作為難民獲得保護，我們對他們有責任款待，

而這在法律上意味著庇護權。3
 

「難民」之問題自古有之，係因人類生存環境的巨變而產生，包含社會環境

與自然環境的變動，舉凡戰爭、宗教衝突、民族矛盾、恐怖活動以及自然災害的

發生，都是難民形成的原因。將時間聚焦當代難民潮的起源，2010 年在突尼西

亞發生的「阿拉伯之春」事件，事件的起因乃是因為一位突尼西亞的小販不滿長

期以來獨裁政府的管理而自焚，此事件發生之後，隨即引發一連串阿拉伯世界國

                                                 

1卡里姆‧埃爾－高哈利,瑪蒂爾德‧施瓦本德，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記敘利亞、伊拉克、阿富

汗、北非難民，以及跨地中海的悲劇航程，封底引言，2017 年 3 月。 
2
Adam Withnall, If these extraordinarily powerful images of a dead Syrian child washed up on a beach 

don't change Europe's attitude to refugees, what will?,   available at: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if-these-extraordinarily-powerful-images-of-a-dea

d-syrian-child-washed-up-on-a-beach-don-t-change-10482757.html（last visited 4/6/2020） 
3
Ganna Yudkivska, Seminar - Dialogue between judges.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7-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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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對於獨裁國家統治的示威及抗爭4，其中經歷七年衝突的敍利亞是世界上最大

的難民生產國（550 萬人）5。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年度發表的《全球

趨勢報告》指出，截至 2016 年底，全球有 6560 萬人被迫流離失所6，並持續攀

升中。難民的移動、安置與人權保障，在全球化的潮流與普世人權的實踐下，是

不可不面對的問題。 

隨著時代的演進，「難民」已成為全球性的問題，且難民議題兼具人道性與

政治性之特質，形成國際人權保障與國家主權行使間的拉鋸。基於對人道主義的

關懷，流離失所的難民因無法受到國家之保護，而難以實踐其人權保障7。從歷

史上看難民的承認，難民是被剝奪了自己國家所保護的群體的人，第一次世界大

戰之後，主要在國際聯盟的主持下，對於難民的承認開始具有更多的國際性，最

初的基礎是需要為那些因自己的國家無法保護自己，又無法在另一個國家定居的

人提供一些公認的地位。國際聯盟提供身份證明，由接受國承認相當於護照之效

力，提供給非自願被剝奪國家保護的團體或個人。8究竟在不遣返原則（non- 

refoulement）之下，符合怎樣的條件可以稱為難民，怎樣的狀況下接受國可以給

予難民庇護，都是本文所欲討論之問題。 

反觀我國雖非聯合國之會員國，但過去亦曾有處理難民問題之經驗。於 1975

年我國曾接納越南、高棉、寮國等國難民約 3000 人，1976 年仁德專案接納越南

難民約 6000人，海漂專案接納中南半島難民約 2000人，實質進行難民庇護措施，

                                                 

4
Ben Hubbard, Rick Gladstone，阿拉伯之春，送走獨裁迎來動盪，紐約時報中文網，2013 年 8

月 15 日，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30815/c15spring/dual/。 
5
UNHCR, global trends report-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3-4 (2017). 

6
Adrian Edwards，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者數目創歷史新高，聯合國難民署香港網站，

http://www.unhcr.org/hk/14211-forced-displacement-worldwide-at-its-highest-in-decades.html（最後

瀏覽日：2018 年 5 月 28 日）。 
7侯世傑、梁鎧麟，國際難民保護制度分析與對我國建制之建議，國家文官學院 T&D 飛訊第 165

期，頁 1-2，2013 年；鄭煌濱，從國際法論我國難民保護法制規範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律研究所，頁 12-13，2011。 
8
Allan Mackey, John Bar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fugee Law Judges Assessment of 

Credibility in Refugee and Subsidiary Protection claims under the EU Qualification Directive Judicial 

criteria and standards 20-21(2012).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30815/c15spring/dual/
http://www.unhcr.org/hk/14211-forced-displacement-worldwide-at-its-highest-in-decad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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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其保護及協助9。近年內，則有中國民運人士及法輪功學員向我國申請政

治庇護遭拒，導致申請人僅能轉往他國或以短期簽證之方式滯留台灣的案例10，

此外，2014 年發生移民署遣返三名為躲避 IS（伊斯蘭國）迫害要前往歐洲尋求

庇護的庫德族人之事件11；而 2008 年 12 月 31 日後入台的流亡藏人則因為入出

國及移民法第 16 條第 4 項的落日條款因此無法申請合法居留，導致他們在台面

臨工作難尋、生存難以為繼的困境。12
 

由上開案例可知，我國並無法自外於難民議題，本文企盼能在保障人權、健

全難民庇護法制的需求下，以不遣返原則為核心，對於我國發展以及制訂難民法，

提出建議。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自難民地位與權利保護的視角開展，以不遣返原則為核心，並參酌歐盟

庇護法制以及歸納歐洲人權法審理申請人以健康因素申請庇護的判決、從無死刑

的國家驅回有死刑的國家、以及原籍國迫害宗教自由為由申請庇護等三種類型之

案例，從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決中，尋找申請庇護案件一致性的受理標準及審理案

件時的考量因素，期能將基本的原則運用於難民申請案件中，並進行比較法的分

析。 

另由於難民庇護案件申請實務上，接收國之司法機關或實際審理申請案之法

官，對於難民之陳述、原籍國之現狀以及相關證據之調查等，對比一般案件，因

為戰亂、國際情勢等因素，往往面臨一定程度之困難，因此，本文研究以及參酌

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fugee Law Judges）於難

                                                 

9內政部，難民法草案總說明，http://www.moi.gov.tw/chi/chi_Act/Act_detail.aspx?sn=2（最後瀏覽

日：2020 年 6 月 6 日）。 
10台灣人權促進會，中國籍尋求庇護者終獲得身分，〈難民法〉亟待通過，2014 年 5 月 21 日，

http://www.tahr.org.tw/node/1412。 
11邱伊翎，來到台灣的庫德難民，蘋果日報，2014 年 11 月 3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1103/499359/。 
12邱伊翎，新政府要面對難民人權，2016 年 2 月 13 日，http://www.tahr.org.tw/node/1684；台灣

人權促進會，《移民法》落日條款，流亡藏人成國際孤兒，2015 年 7 月 23 日，

http://www.tahr.org.tw/node/1628。 

http://www.moi.gov.tw/chi/chi_Act/Act_detail.aspx?sn=2
http://www.tahr.org.tw/node/1412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1103/499359/
http://www.tahr.org.tw/node/1684
http://www.tahr.org.tw/node/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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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申請庇護案件上，給予各國之司法實務建議以及審理申請案件之步驟，盼能對

我國受理難民申請案件有所參考。 

最後，我國目前已擬具難民法草案，靜待立法院通過，然而草案條文簡要，

且並未納入不遣返原則之精神，條文之解釋與適用亦仍存有討論空間，期盼本文

對我國難民法制之制定與修正，能提出些許建議。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用「文獻分析法」、「比較分析法」以及「實證規範分析法」，作為

主要之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論文收集國內外之期刊論文、研究報告、專書、學位論文、相關之研討會

紀錄、國際上具有公信力之組織，如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國際難民和移

民法官協會於網際網路上所發佈之相關資源等，並經由文獻收集、彙整、分析、

整合之步驟，將資料歸納呈現於本論文中。 

二、比較分析法 

    分析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決及判例，按圖索驥整理出與難民庇護相關案件之受

理原則，同步進行彙整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於司法實務上受理難民庇護申請

案件之審理原則，藉由比較國際間處理難民庇護申請案件之法理及流程與國內法

實踐，盼能截長補短，作為我國未來難民法立法之參考。 

三、實證規範分析法 

本論文彙整現行歐洲共同庇護系統對於難民申請庇護之實際受理要件、相關

規範；並蒐集歐洲人權法院近年來關於難民申請庇護案件，歸納及分析歐洲人權

法院審理不同案由之案件時所審酌之要素；同時整理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提

出之難民申請庇護案件審理之建議步驟，藉此希望能由法規面向到審理實務，均

能在本論文有所提出。 

第四節 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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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研究範圍係以近代難民潮伊始，難民大量離開其原籍國，進入以

近國家，所產生的收容、庇護等問題，自 1951 年《難民地位公約》及相關條約

內容中最重要之不遣返原則進行討論，期盼能藉由歐洲人權法院案例、歐盟共同

庇護系統以及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提出對於各國受理難民庇護案件之審理

原則、具體架構，期能務實面對難民申請庇護案件之審理。 

第五節 研究限制 

由於我國國內對於難民議題之討論之文獻較少，國內對於難民議題也尚未以

系統性、定期或不定期地的方式加以討論，以形成共識。本論文僅就國內碩博士

與難民相關之論文，進行文獻回顧： 

一、林伊凡（2014），後里斯本條約時代之歐盟移民與庇護政策的變革與實施，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本篇論文研究重點著重於歐洲移民庇護政策

的在里斯本條約通過前後之發展歷程、對移民的保障與規範以及實際運作上

的權責機關與成效，本篇論文由歐盟移民政策執行面由上而下的管理制度，

提出歐盟在內政與司法領域的權力提升愈趨整合。 

二、林依靜（2009），難民人權保障國際規範內含與實踐之研究，東華大學財經

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本篇論文以《難民地位公約》為主，並全面探討與難

民權利保障相關之國際公約，如《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等，以確立難民可享有之基

本人權及權利地位，並擇出較為重要之難民權利，如不推回原則、非法入境

之免罪責任、遷徙自由、家庭權及工作權等權利加以深入探討。 

三、施眉綺（2003），邁向歐盟共同庇護政策，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本篇論文主要先就聯合國難民總署之運作加以探討，以釐清全球難民分布。

再歐盟庇護政策為主軸，討論《阿姆斯特丹條約》（Amsterdam Treaty）後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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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各項規則、指令及決定與庇護政策間之關連，再以尋求庇護者取得難民資

格後，實際於接受國之相關權利以及難民之家庭團聚權。最後以法國為例，

探討其國內之庇護政策以及實務運作。 

四、楊舒涵(2009)，歐洲非法移民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

士論文：本篇論文以非法移民概念之詮釋為主軸並探討全球非法移民之成因

與現況並推求歐洲非法移民之歷程與發展趨勢，目標以借鏡歐盟對非法移民

之管理規定與制度及其防制作為、成效與策進方略，作為我國修訂相關政策、

法規之參考。 

五、葉麗媛（2005），後冷戰時期迄今歐洲難民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本篇論文主要以 1951 年有關《難民地位公約》及 1967 年《難

民地位議定書》(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等國際公約出發，

以後冷戰時代為主，探討由於歐盟整合，使得歐洲國家對難民事務的協調有

更具體的成果，在面對截然不同的難民問題上，以歐洲主要國家－－法、德、

英三國為例加以討論。 

六、鄭煌濱（2011），從國際法論我國難民保護法制規範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本篇論文以內政部 2009 年 12 月 31 日核轉立法院審

議擬具「難民法」草案為主，以國際法上對難民人權保障之架構出發，而就

我國審議中之難民法草案提出分析與評議。 

七、魏庭楨（2006），歐洲聯盟難民庇護政策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本篇論文主軸為分析自 1980 年代以來，許多以難民之名，實

則為經濟移民者大量向歐盟國家提出庇護申請，使得接受國必須立法及設計

更嚴格有效的行政程序，並增加國與國之間的協調配合機制以防制大量非法

移民進入歐洲，其間共同難民身分認定及庇護標準成為重要的課題。 

目前國內探討難民庇護制度之碩博士論文，主要均以國際組織以及重要國際

公約，由上而下探討難民權利之保障。本論文之主要資料來源，雖同以國際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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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難民權利之公約，輔以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決、國外相關學者著作、國際保障難

民權利相關團體之研討會會議記錄及研討會手冊，然而，本文將著眼於歐洲如何

就行政、司法層面，如何實質上保障難民地位與權利。有關難民原籍國之相關司

法資訊，由於難民之所以離開、出逃，往往係因其原籍國政治、社會上發生動盪，

作為統治原籍國之政府，其資訊因此難以取得，或經官方發佈之資訊往往經過美

化，而付之闕如，或不足以作為現實狀況之參考，上述之論文，也因此缺少此方

面之探討。針對難民原籍國資訊不足之現狀，本文將試圖透過歐洲人權法院難民

權利保障相關判決之彙整、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在難民申請庇護案件上，務

實給予各國之司法實務建議，期能以更為實務的方式討論難民權利之保障。 

第六節 研究架構 

全文計六章，除第一章緒論及第六章研究結論及未來展望外，各章節安排

如下： 

第二章難民問題與相關保護規範之建構 

從近代難民起源開始，探討保障難民之始：《難民地位公約》及其議定書，

並從中討論核心原則─不遣返原則之確立。在不遣返原則下，應如何落實近代難

民權利保護。 

第三章歐洲人權法院之案例與不遣返原則之運用 

由於不遣返原則是對難民權利保障最廣泛的保護傘，然難民申請庇護之情

狀所在多有，本章歸納歐洲人權法院分以：以「健康因素」為基礎之難民類型、

以「從無死刑的國家驅回有死刑的國家」為基礎之難民類型，以及以「原籍國迫

害宗教自由」為基礎之難民類型，耙梳歐洲人權法院審理實務上提出之觀點及論

述。 

除歐洲人權法院庇護相關判決、歐盟實際提供難民庇護的系統及指令外，

就法官或決策者實際審理難民申請庇護案件時之程序、審酌要件、可信度判定等

要素，本章以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所提出對於審理難民申請的建議流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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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身分之認定、來源國資訊的確認、申請人可信度評估之程序標準以及難民之

特別脆弱性要件，盼能提供受理難民庇護申請請案件時，更為具體的審理標準。 

第四章 歐盟行政體系建構之共同庇護系統-以不遣返原則探討 

本章主要論述《都柏林公約》（Dublin Convention）下，主權條款以及人道

條款之運用以及產生之問題，並就歐盟各國在接收四面八方遷徙而來的難民時，

根據《都柏林公約》，而實際衍生之行政管理模式，如歐盟指紋系統((Eurodac 

Regulation, Regulation (EU) No 603/2013))、庇護程序指令(Asylum Procedure 

Directive, Directive 2013/32/EU)、身分認證指令(Qualification Directive)、收容標

準指令(Reception Conditions Directive)，盼提出除法院判決之外，進一步落實之

難民庇護。 

第六章 附論：2003 年內政部難民法草案評析 

本章將討論我國難民法草案內容，並針對草案內容是否能落實不遣返原則

以及充分保障難民人權，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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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難民問題與相關保護規範之建構 

第一節 近代難民潮 

1929 年，難民諮詢委員會確定了被列為難民的人的基本特徵，即「沒有正

常的國籍，因此被剝奪了對一國普通公民的正常保護之人」。但與此同時，發生

一些事件導致歐洲人口流離失所。1917 年 10 月革命後，有超過一百萬俄羅斯人

逃離俄羅斯，許多來自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逃離，以避免在 1920 年代早期遭受

迫害。由於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發生的事件導致類似的難民流離失所，這

些事件首次使得需要在事實上承認難民是社會和政治事件之外無助的受害者。由

於難民在本國失去保護，而需要國際干預的控制，而承認需要進行這種干預的國

際文書，是針對受影響的群體的具體緊急情況，而提出的特別規定，因此在時間

和地理區域方面受到限制。13
 

關於難民地位的的變化始於 1945 年《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和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這些文件雖然具有普遍性，但都沒有任何

執行條款。其他主要一般人權文書是 1948 年《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1966 年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1966 年《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1969 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1979 年《消除對婦女歧視

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1984 年《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下稱禁止酷刑公約）和 1989 年《兒童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3
Allan Mackey, John Barnes，同註 8，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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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所有國家都根據國際法規定了對締約國的義務，但它們不是缺乏受害

者個人投訴的可能性，就是限制此類投訴，這種限制大大降低了國家執行其各自

條款的可能性。然而，儘管存在這些難以執行的問題，但聯合國內部針對與《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消除對婦女歧

視委員會以及特別是禁止酷刑委員會有關的聯合國組織都提出了有助於定義及

解釋各公約的文書。14本章將在眾多國際公約中，就涉及難民保護層面上，具有

核心實質意義之不遣返原則及程序意義上之權利保護之公約進行說明。 

第二節 與難民相關之公約－不遣返原則之確立 

難民的特點就是缺乏國家保護或被拒絕保護，所以必須由國際法取代其原籍

國不能保護或拒絕保護的真空地位15。為了避免難民遭受迫害，使人人享有在他

國尋求並享受庇護之權利，聯合國於 1948 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1951 年通

過《難民地位公約》、1967 年通過《難民地位議定書》、1984 年通過《禁止酷刑

公約》等規範。 

《禁止酷刑公約》是第一個人民在酷刑威脅下，明確地制定禁止驅回的條約。

根據《禁止酷刑公約》第 3 條規定，驅回禁令涵蓋了人民（包含外國人和公民）

從一個司法管轄區到另一個管轄區的所有形式的強制性離境：這包括任何形式的

驅逐和引渡。且公約引用了《難民地位公約》中的「返還」一詞（refouler），以

明確表示非法入境或在邊境被截獲的人也應受到保護。16然而《禁止酷刑公約》

第 3 條中的不遣返原則，主要限於第 1 條第 1 項17意義上的防止酷刑行為。從《禁

止酷刑公約》第 16 條18的意義上來說，不適用於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

                                                 

14
Allan Mackey, John Barnes，同註 8，頁 21。 

15
Goodwin-Gill,Guys S.著，王福邁譯，國際法與難民，正中，1990 年，頁 44-45。 

16
Fanny de Weck, Non-refoulement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 the assessment of individual complaints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under article 3 ECHR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under article 3 CAT, 

41(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ed. 2016). 
17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7 點。 
18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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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在起草《禁止酷刑公約》期間，許多代表認為，不人道待遇的概念過於模糊，

無法用有利於全世界所有法律制度的條款加以界定。因此決定，並非《禁止酷刑

公約》規定的所有義務都應提及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19
 

其中直接對難民地位為直接保障的指標性公約，即《難民地位公約》，此公

約係聯合國大會決議召開之聯合國難民與無國籍人地位全權代表會議，於 1951

年 7 月 28 日所通過，並於 1954 年 4 月 22 日正式生效。然公約之目的僅在處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地區的難民保護，而不適用於 1951 年 1 月 1 日以後的難

民，亦不適用歐洲地區外的難民20，可知《難民地位公約》適用對象有其侷限性

21。與《歐洲人權公約》和《禁止酷刑公約》相反，《難民地位公約》禁止驅回

的根源不在於酷刑或不人道待遇，而在於《難民地位公約》第 1 條第 1 項第 2 款

所定義的個人作為難民的地位。根據這一規定，難民是指由於種族，宗教，國籍，

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或政治見解而有受到迫害的充分理由及恐懼，在其國家不能

或由於這種恐懼而不願受到該國的保護。22
 

根據《難民地位公約》第 1 條第 1 項第 2 款的定義，禁止驅回的保護僅限於

其國籍或慣常居住國以外的個人。《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和《禁止酷刑公約》

第 3 條則無此限制。《歐洲人權公約》和《禁止酷刑公約》規定的不推回義務適

用於具有一定犯罪背景的個人或被認為對當地社會構成威脅的個人。然而，《難

民地位公約》禁止驅回的保護在其他方面可能更廣泛。例如，《難民地位公約》

認可的某些形式的迫害不一定等同於歐洲人權法院或《禁止酷刑公約》所指的酷

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例如出於政治原因的拘留或侵犯不同人權的行為，

並不構成酷刑或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23
 

                                                 

19
Fanny de Weck，同註 16，頁 41-42。 

20《難民地位公約》，上網日期 2019 年 11 月 17 日，檢自：

http://www.ohchr.org/CH/Issues/Documents/other_instruments/82.PDF  
21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24 點。 
22

Fanny de Weck，同註 16，頁 45。 
23

Fanny de Weck，同註 16，頁 47。 

http://www.ohchr.org/CH/Issues/Documents/other_instruments/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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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難民人數攀升，限制難民產生時間、產生地區之《難民地位公約》

在各國處理難民議題上，顯然已經產生保護不足之情況，因此，在 1966 年通過

之《難民地位議定書》亟欲解決此一問題，為使《難民地位公約》適用範圍得以

擴大，聯合國於 1967 年通過關於《難民地位議定書》，使所有符合公約定義的難

民均享有同等地位24，取消了地域和時間的限制25，將原公約保護擴大至全球範

圍，議定書於 1967 年 10 月 4 日正式生效，適用至今。 

《難民地位公約》中對難民最初步的保障，即是公約第 33 條的「不遣返原

則」，內容如下： 

禁止驅逐出境或送回(推回) 

一、任何締約國不得以任何方式將難民驅逐或送回(推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因

為他的種族、宗教、國籍、參加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而受

威脅的領土邊界。 

二、但如有正當理由認為難民足以危害所在國的安全，或者難民已被確定判

決認為犯過特別嚴重罪行從而構成對該國社會的危險，則該難民不得要

求本條規定的利益。 

此原則係由《世界人權宣言》第 13 條：「人人在各國境內有權自由遷徒和居

住。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權返回他的國家。」、第 14

條：「人人有權在其他國家尋求和享受庇護以避免迫害。在真正由於非政治性的

罪行或違背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的行為而被起訴的情況下，不得援用此種權利。」

等條款中所衍生。 

《難民地位公約》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締約各國除因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理由外，不得將合法在其領土內的難民驅逐出境。」、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任

                                                 

24葉麗媛，後冷戰時期迄今歐洲難民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34-35。 
25《難民地位議定書》，上網日期 2019 年 11 月 17 日，檢自：

http://www.ohchr.org/CH/Issues/Documents/other_instruments/83.PDF 

http://www.ohchr.org/CH/Issues/Documents/other_instruments/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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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締約國不得以任何方式將難民驅逐或送回(「推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因為其種

族、宗教、國籍、參加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而受威嚇的領土邊界。」

此即所謂的「不遣返原則」，且已被視為一般國際法原則，也是難民保護規範的

最低限度法律原則26。其目的是為了確保難民能享受基礎的保護、庇護、居住或

對其提供其他實用的政策或措施，透過國家的實踐，不僅是驅逐出境、送回，甚

至包含引渡、拒絕入境等行為都須受到不遣返原則所拘束，並且在適用對象上，

也擴展《難民地位公約》第 1 條及《難民地位議定書》中對「難民」的定義，包

含未越過國界但不受原籍國保護的「流離失所之人」(displaced persons)
27。此外，

不遣返原則的內涵，亦應包含若將難民移往第三國將危及其基本權或將受到迫害

時，也不能將其移往該第三國28。或者，將難民移往第三國最終仍會受到驅逐或

遣返，也會構成所謂的「間接遣返」(indirect refoulement)而違反不遣返原則29。

綜上所述，唯有暫時性將難民留在其已抵達而尚稱安全之國家，再討論或進行接

下來是否接受庇護申請以及等待審理庇護申請之結果，才具有難民權利保護的實

質意義。 

在國際人權法的體系之中，亦納入了不遣返原則，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 7 條:「1.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任

何締約國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2.為了確定這種理由是否存在，

有關當局應考慮到所有有關的因素，包括在適當悄況下，考慮到在有關國家境內

是否存在一貫嚴重、公然、大規模侵犯人權的情況。」與《禁止酷刑公約》第 3

條:「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非經本

人自願同意，尤不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都納入不遣返原則，因此若

                                                 

26丘宏達，國際公法，2011 年，頁 428；鄭煌濱，從國際法論我國難民保護法制規範之研究，海

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50。 
27

Guy S. Goodwin-Gill, Non-Refoulement and the New Asylum Seekers, 26 Va. J. Int'l L. 902, (1986). 
28林依靜，難民人權保障國際規範內含與實踐之研究，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69。 
29

William Thomas Worster,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Status of the Right to Receive 

Asylum, Int J Refugee Law (2014) 27 (3), 49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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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驅逐、遣返、引渡之行為，導致當事人將會遭到酷刑、侮辱或不人道之待遇，

雖非由接待國之行為直接導致，但仍會被評價為未能有效履行公約之義務。是故，

也有國際法學者將禁止酷刑、非人道或侮辱處遇條款衍生出不遣返原則，稱為「連

鎖保障」30。 

然，雖前開之公約及議定書對於難民地位的確立有重要的貢獻，但對於庇

護的詳細規定仍付之闕如，有鑑於此，聯合國也在同年(即 1967 年)通過「領域

庇護宣言」(Declaration on Territorial Asylum)，認為給予難民庇護乃國際社會所

應共同正視之事31，同時鼓勵締約國採行人道庇護32，且基於尊重人權、人道主

義應保護人人追求並享受庇護的權利，其中第 3 條33也再度強調不遣返原則之重

要性。 

當許多國家受《難民地位公約》及其議定書所拘束的同時，仍有其他國家尚

未成任何條約的會員，而這些國家在實際上即不能保證給予難民免於遣返回遭受

迫害國家之基本權利。此時若不遣返義務具有習慣國際法地位，任何國家無論是

直接或間接的遣返行為，都會由於違反國際義務而被禁止。換言之，國際習慣法

可拘束所有國家，無論他們是否受相關條約義務拘束34。因此，也有學者主張，

不遣返原則的拘束力來自傳統與國際習慣法35，且在 UNHCR 於 2007 年針對上

開公約及議定書對於不遣返義務公布之諮詢意見中，也認為不遣返原則具有國際

                                                 

30翁燕菁，國門前的難民─不遣返原則與難民法，月旦法學雜誌，250 期，2016 年 3 月，頁 160-161。 
31領域庇護宣言(Declaration on Territorial Asylum)中提到「確認一國對有權援用世界人權宣言第

14 條之人予以庇護，為和平之人道行為，任何其他國家因而不得視之為不友好之行為」、第 2

條後段「第 1 條第 1 項所述之人之境遇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懷之事。」檢自：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b00f05a2c.html 
32鄭煌濱，從國際法論我國難民保護法制規範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2011

年，頁 20。 
33領域庇護宣言第 3 條： 

凡第一條第一款所述之人，不得使受諸如下列之處置：在邊界予以拒斥，或於其已進入請求庇

護之領土後予以驅逐或強迫遣返其可能受迫害之任何國家。 
34林依靜，同註 28，頁 68。 
35

Guy S. Goodwin-Gill，同註 27，頁 902。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b00f05a2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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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法的地位36。在難民保護權利上應站在保障人性尊嚴的立足點上，將不遣返

原則視為國際習慣法擴及未批准《難民地位公約》及其相關條約之國家。 

第三節 難民程序及權利保護規範 

在不遣返原則建立國家不得任意推回、遣送難民之保障後，有關難民其他基

本權的保護，則在《難民地位公約》中有所規定，如對於庇護尋求者遷徙自由之

保障規定於《難民地位公約》第 31 條第 2 項，對於庇護尋求者之遷徙自由不得

加諸必要以外之限制，亦不得因為難民非法入境加以刑罰，及《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 9 條規定對於庇護尋求者人身自由不得以不正方法限制之；而難民

的遷徙自由則依《難民地位公約》第 26 條，其國內遷徙自由及居住權原則上不

應限制，且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2 條，國境內合法居留的難民

其遷徙自由及居住權益應受保障，此外，《難民地位公約》第 28 條則為應發給難

民旅行文件之規定，使難民得旅行於國際間，因此難民遷徙自由的保障得以擴及

至國際層面37。實際上，在許多方面，防止遣返的保護應比難民保護範圍更廣、

能力更強，因為此種保護在於防止對國家管轄範圍內的個人，進行蓄意的國家脅

迫（驅逐）行為。38然而，在難民權利保護的實踐上，《難民地位公約》未規定

監督其執行的國際司法或準司法機構。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即聯合國難

民署）對《難民地位公約》的解釋和適用具有監督職能。但是，卻沒有提供正式

實踐《難民地位公約》的工具或執行機制。而在歐洲，《難民地位公約》最主要

的作用是用來諮詢和協商，且由於各國各自負責執行《難民地位公約》，因此難

                                                 

36
UNHCR, Advisory opinion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non-refoulement obligations under 

the 1951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and its 1967 Protocol, 26 January 2007, §15: 

UNHCR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prohibition of refoulement of refugees, as enshrined in Article 33 of 

the 1951 Convention and complemented by non-refoulement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satisfies these criteria and constitutes a rul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認為，1951 年《公約》第 33 條所載禁止驅回難民的規定，以國際

人權法規定的不遣返義務為補充，滿足了這些標準，並構成了習慣國際法的規則。 
37鄭煌濱，同註 32，頁 103-104。 
38

Cathryn Costello, The Search for the Outer Edges of Non-refoulement in Europe: 

Exceptionality and Flagrant Breaches, Human Rights and the Refugee Definition,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182-18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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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利保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意願。39以下將就難民程序及實質權利保障，

是如何運作的，以實務為例說明之。 

在難民程序的保障上，本文以難民語言不通為例，歐洲人權公約締約國管轄

範圍內的任何人，都不應因為難民不會使用其申請庇護國家的官方語言，而在核

心程序方面受到不利的對待，語言問題至關重要，因為語言構成了享有公平聽證

權利的基礎，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發表意見的權利。正如《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2 項40和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41的規定：每個被逮捕或被指控犯有刑事罪名

的人，都有權立即得到用其可以理解的語言所闡述的通知。42
 

這方面的案例如 Shamayev and others v. Georgia and Russia
43，法院審查了喬

治亞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44、第 2 項45和第 4 項46的情況，法院裁

定，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47原則，2002 年 8 月 3 日至 10

月 4 日在喬治亞拘留申請人是合理的，因此喬治亞沒有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之規定。但是，法院認定，全部申請人中，只有 10 名申請人與喬治

亞檢察總長辦公室的實習檢察官會面，並且這些申請人並沒有收到相關根據《歐

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2 項的規定而將受到引渡的訊息。因此違反了《歐洲人權

公約》第 5 條第 2 項之規定。法院同樣指出，雖然《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2

項並無要求將案件檔案全部提供給當事人，但當事人仍必須能夠獲得足夠的訊息，

以便能夠提出質疑及檢視其案件的合法性。 

本案中 Nadareishvili 女士為檢察長辦公室內負責本引渡案件者。2002 年 8 月

23 日，她與 Darbaydze 先生一起在第比利斯監獄的調查室會見了五名申請人。鑑

                                                 

39
Fanny de Weck，同註 16，頁 48。 

40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6 點。 
41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8 點。 
42

Christoph Grabenwarter, Seminar - Dialogue betwen judges.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36 (2017). 
43

Case of Shamayev and others v. Georgia and Russia (Application no. 36378/02), 12 April 2005. 
44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4 點。 
45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6 點。 
46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7 點。 
47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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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五個人拒絕合作，他們決定不按原計劃，而要求將其他申請人帶至他們的辦

公室。Nadareishvili 女士和 Darbaydze 先生希望能夠獲得申請人的出生日期、出

生地及其國籍的相關訊息，於是他們告知申請人，其正在為檢察長辦公室處理他

們的引渡問題，而且告知申請人他們不是調查人員。申請人最初假裝不會說俄語，

但後來用俄語表示不想返回俄羅斯，並且其中一些申請人有喬治亞國籍，然而重

點是此次談話是在沒有律師或翻譯人員的情況下進行的，除了對於申請人程序保

障不足之外，也未在調查過程中使用申請人能夠理解的語言48。除了基本程序保

障之外，國家官員應有責任確保翻譯的準確性。 

另一個確保翻譯正確性的案件是 Hermi v. Italy 案件49，1999 年 11 月 28 日，

申請人被發現藏有一個裝有 485 克海洛因的包裹，而被羅馬警方逮捕，而後因販

賣毒品案件被起訴，其中申請人和他的兩名律師出席了聽證會，聽證會記錄顯示，

在場沒有翻譯人員50；在 2002 年 1 月 24 日的判決中，最高上訴法院駁回了申請

人的上訴，但指出申請人有權得到口譯員的免費協助，以便能夠理解對他的指控

並遵循訴訟程序的進行。51法院從一開始就明確表示，《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

第 3 項第 5 款52的權利是絕對性的，並且也適用於預審程序，並在適當情況下適

用於上訴程序、口頭陳述以及某些書面文件。《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53的基本

原則是公約中所賦予的權利必須「確實有效」。個人在受到警察機關拘留期間的

任何訊問，法院應合理地解釋相關法律，說明口譯員對訴訟程序公正性的重要性。

簡而言之，其目的不僅僅是實現形式上的平等，而且還要抵消因缺乏語言技能而

導致的任何不利因素。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權利在其內容和目的方面形成了最強

有力的保障。54 

                                                 

48同註 43，第 171 段。 
49

Case of Hermi v. Italy (Application no. 18114/02), 18 October 2006. 
50同前註，第 13 段。 
51同註 43，第 13 段。 
52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8 點。 
53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8 點。 
54

Christoph Grabenwarter，同註 42，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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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 Shamayev v. Georgia and Russia 案件及 Hermi v. Italy 案件，歐洲人權法

院在難民程序權利保障上，明確指出需有合適的翻譯人員協助申請庇護者瞭解其

權利及審理程序，可看出歐洲人權法院在《歐洲人權公約》的實踐上，致力於消

彌申請庇護者，因為其慣常使用之語言與審理庇護申請國之不同，而造成的種種

不利因素，以保障申請庇護者實質參與審理的權利。 

除程序保障外，關於難民的實質權利，如難民的工作權保障規定於《難民地

位公約》第 17 條至第 19 條55，不論是受雇者或是自營業的工作權，皆應受到保

障，且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56中，更規定享有公平與良好之

工作條件之權利。此外，難民受保障之權利尚包含家庭團聚權，由於家庭是組成

社會的最小單元，應受到國家及社會的保護，而家庭團聚權的重要性在於，確保

難民與其家庭成員得在受庇護之一國內團聚，避免被遣返回原籍國，且家庭團聚

權亦是人人與生俱來的權利57。在《難民地位公約》之中缺乏具體保障家庭團聚

權的規定，然而透過其他國際公約，仍能確立對難民家庭權的保障，依《世界人

權宣言》第 16 條58規定，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應受社會或國家保

護，《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7 條59則揭示家庭不得受到非法破壞，並受

有法律保護； 

在《兒童權利公約》第 9 條60及第 10 條61則規定了兒童與家長的家庭團聚權，第

22條第 2項62則規定國家為達成申請難民身分的兒童與其父母間家庭團聚權的實

                                                 

55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26-28 點。 
56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0 點。 
57

Erika Feller, Volker Türk and Frances Nicholson, Refugee Prote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UNHCR‘s Global Consultations on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556、581(2003). 
58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3 點。 
59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2 點。 
60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4 點。 
61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5 點。 
62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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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應對該等兒童提供保護與援助，並與其他政府間合作，獲得必要資訊使其家

庭團聚63。 

然而，實務上的情況，以瑞典為例，1980 年開始，如果申請庇護者之配偶或

伴侶、子女的伴侶或父母居住在瑞典，則認為其已獲得居留許可，當時的家庭團

聚主要指的是來自歐洲及南美洲一些國家的家庭，後來範圍擴大到來自中東的家

庭。這些申請者的共同點是，他們均來自行政管理相當完善的國家，因此可以輕

易地出示護照和其他官方文件，以證明其身份和其他與申請具有相關性的情狀。

所以瑞典關於難民的立法和實踐，係建立在這文件具有完善性的假設之上。但是，

在過去的 25 年裡，有許多人來到瑞典，而這些人來自那些根本沒有行政管理制

度、文件缺乏管理或申請者提出之文件讓人無法信賴的國家，這導致了有關家庭

團聚的種種案件，這些案件提出了全新的問題。64可以說，如果申請人來自於行

政管理功能失靈的國家，對申請人而言，要求其出適當的文件以證明相關資訊之

正確性，可能是無法實現的要求。 

在瑞典，移民上訴法院強調，必須以比例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權衡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員的團聚權與國家利益，以控制非國民在其領土上的入境

和停留。如情況為家庭成員之一獲得庇護之前，其家庭已經建立的情況下，家庭

重新團聚的權利大於國家的利益；法院還指出，在家庭成員其中之一獲得庇護之

後才建立的家庭關係中，其家庭團聚的權利不能被視為比國家控制權更重要。65

從瑞典移民上訴法院的例子來看，即使在申請人主張家庭團聚權的情況，實務上

也未必能如上述公約所稱之方式保障申請庇護者的權利。 

法院指出，根據歐盟家庭團聚指令，家庭團聚權利應按照成員國普遍採用的

價值觀和原則進行，特別是必須考慮婦女和兒童的權利。因此，在涉及一夫多妻

制時，設有限制是合理的。法院還審議了對「一夫多妻制」的限制是否與歐洲人

                                                 

63鄭煌濱，同註 32，頁 105。 
64

Anita Linder, Seminar - Dialogue between judges.“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42 (2017). 
65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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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公約第 8 條66所稱尊重家庭生活的權利相衝突。1992 年 6 月 Bibi v. the United 

Kingdom
 67的案件作出決定：在本案的情況下，委員會認為，本案中的家庭生活

權益並不大過於拒絕一夫多妻制的移民政策的合法性考量，而是旨在維持英國在

這方面的文化特性。因此，干涉申請人家庭生活的權利是符合法律規定的，並且

在民主社會中，有必要保護普世道德和他人的權利及自由。因此，移民上訴法院

駁回了妻子的申請，指的是國家對防止一夫多妻制的政策意向。該決定認為，限

制一夫多妻制並不違反兒童的最大利益原則和尊重家庭生活的權利。68在難民實

質權利保護上，如前所述，歐洲國家在各自執行《難民地位公約》，仍有一定空

間解釋及適用，因締約國間國內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在實踐上，往往也大不相同。 

    難民的實質性權利保障，例如保護家庭生活的權利、言論和結社自由的權利、

財產權、程序保障等，國家在實踐上應有有效的保護措施。如果阻止家庭團聚，

外國公民就無法有效融入社會，《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第 5 條和第 6 條的權

利將受到損害。69所有移民都受到國際人權法的保護，然而有兩個例外，即投票

權、被選舉權以及進入和留在一個國家的權利。即使是這些例外情況，也必須遵

守程序保障措施，以及不遣返原則、不歧視原則、兒童的最佳利益和家庭團聚權。

其他的權利都擴展到所有人，包括所有移民，無論其行政地位如何。這包括平等

和不歧視的權利。因此，在享有基於國籍或移民身份的基本權利方面的任何區別

都必須是合理的：否則，應將其視為歧視。70難民的其他權利，如訴訟權、宗教

權、教育權、財產權、公共福利及行政協助的提供，在《難民地位公約》中皆有

明確的規定，同時經由其他公約對基本權的保障，交錯適用形成難民基本權利的

保護網71。 

                                                 

66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9 點。 
67

Case of Bibi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19628/92), 29 June 1992. 
68

Anita Linder，同註 64，頁 43。 
69

Bruno Nascimbene - Seminar - Dialogue betwen judges. “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50(2017). 
70

François Crépeau - Seminar - Dialogue betwen judges. “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11(2017). 
71林依靜，同註 28，頁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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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遣返原則之運用實務 

為探究不遣返原則之實務應用，本文以為應透過案件具體判決，從中歸納出

相關的應用準則。於此前提下，本節將先概述歐洲人權法院如何運用歐洲人權公

約與相關人權保障規定（如難民地位公約），實踐不遣返原則於其判決中；再進

一步於第三章探討相關個案，耙梳案件背景與判決理由，歸納不遣返原則下實務

運用之難民類型。 

歐洲人權法院運用不遣返原則的概念始於著名的 Soering v. the United 

Kingdom 案件72，承認將某人送回其可能遭受酷刑或受到不人道待遇的第三國，

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在 Soering 案件之後，此概念在 1990 年代，很快延伸

至庇護案件：Cruz Varas
73、Vilvarajah

74以及 Chahal
75的判決。歐洲人權法院從 2008

年起在此類案件中作出許多判決，可從相關判決中確定以下四種主要方向： 

（1）對原籍國的訊息進行適當性評估，特別是考慮到聯合國難民專員辦事處關

於遣返時風險建議的重要性（見 Na v. the United Kingdom
76）; 

（2）對「普遍風險」問題進行適當解釋以及如何適用《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

（見 Sufi and Elmi v. the United Kingdom
77）; 

（3）將《歐洲人權公約》適用於歐洲共同庇護制度（見 M.S.S. v. Belgium and 

Greece
78和 Tarakhel v. Switzerland

79）; 

（4）《歐洲人權公約》與 1951 年《難民地位的公約》之間的關係，相關案例為

Hirsi Jamaa and Others v. Italy
80，該案件直接涉及不遣返的概念。81

 

                                                 

72
Case of Soering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14038/88), 07 July 1989. 

73
Case of Cruz Varas and others v. Sweden (Application no. 15576/89), 20 March 1991. 

74
Case of Vilvarajah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13163/87; 13164/87; 

13165/87; 13447/87; 13448/87), 30 October 1991. 
75

Chahal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22414/93), 15 November 1996. 
76

Case of Na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25904/07),17 July 2008. 
77

Case of Sufi and Elmi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s nos. 8319/07 and 11449/07), 28 June 

2011. 
78

Case of M.S.S. v. Belgium and Greece (Application no. 30696/09), 21 January 2011. 
79

Case of Tarakhel v. Switzerland (Application no. 29217/12), 4 November 2014. 
80

Case of Hirsi Jamaa and Others v. Italy (Application no. 27765/09), 23 Febru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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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 Hirsi Jamaa and Others v. Italy 案件說明如下，本案案件事實為申請

人當時在約 200 名難民之中，2009 年搭乘船隻離開利比亞，目的地為義大利的

海岸，2009 年 5 月 6 日，當船隻在馬爾他搜救區域內時，被義大利警方以及海

岸警衛隊的船隻攔截，被截獲船隻上的乘客被轉移到義大利軍艦上，並返回的黎

波里。申請人表示，在此次航行中，義大利當局沒有告知他們目的地，也沒有對

他們採取任何識別措施，抵達的黎波里港後，移民即被移交給利比亞當局。申請

人稱他們反對被移交給利比亞當局，但被迫離開義大利，上述事件發生後，兩名

申請人在不明情況下死亡。 

法院認定，申請人屬於義大利的管轄範圍。依據義大利航行法所載，在公海

上航行的船隻受其所懸掛國旗之專屬管轄。因此，認為此侵權行為的事件屬於義

大利管轄範圍，法院同時也注意到許多組織提出關於利比亞境內非正規移民待遇

令人不安，法院認為非正規移民和尋求庇護者之間沒有區別，他們在觀察員稱之

為不人道的情況下被逮捕和拘留，特別是酷刑案件，非正規移民有可能隨時被遣

返回原籍國。法院認為，國內法和保障基本權利的國際條約本身並不足以充分確

保非正規移民免受虐待的風險，此外，義大利與利比亞簽訂的雙邊協定所產生的

後續義務，無法用以規避義大利遵守歐洲人權公約的責任。 

由於利比亞的情況眾所周知，義大利當局在決定遣返申請人時，已知或應知

這將使得申請人受到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的待遇；申請人未能明確提出或要求庇護

此一事實，並不能使義大利免於履行其義務，法院注意到各國所因國際難民法而

產生之義務包括「不遣返原則」。此外，法院認為，義大利當局通過將申請人轉

移至利比亞的決定，是在充分了解事實的情況下，已知申請人將遭受違反歐洲人

權公約的待遇，法院最終的結論認為，當申請人被轉移到利比亞時，義大利當局

已知或應知沒有足夠的保障，以保護申請人免於被任意遣返回其原籍國的風險，

                                                                                                                                            

81
Ledi Bianku, Seminar - Dialogue betwen judges.“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17-1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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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政府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以獲得利比亞當局的保證，即申請人不會

受到與《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不相符的待遇或任意遣返。 

其後，在 2016 年 8 月 J.K. v. Sweden
82案件判決中，歐洲人權法院提出了在

此種情況下要考慮的法律標準。該案涉及三名伊拉克國民向瑞典尋求庇護，這是

典型的庇護案件，本案重申並系統性地鞏固庇護案件中所應適用的原則，法院在

分析了歐洲法院和聯合國難民專員辦事處的指導原則後，列出了以下適用於庇護

案件的一般性原則清單： 

1.確定《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義務的一般性性質，並強調本條為絕對權利之保

護。 

2.對存在風險的國家不直接或間接驅回，以符合不遣返原則。 

3.提醒各國在控制外國人入境、居留和遣返的權利之後，關於在遣返案件中適用

《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的一般原則，但在目的地國家有遭受酷刑或類似酷刑待

遇的情況除外。 

4.應考量受到私人團體虐待的風險，而不僅僅限於國家或公部門當局。 

5.對一般情況和個人情況進行例外評估的原則。 

6.輔助原則。 

7.評估真實風險之存在。 

8.分擔舉證責任。 

9.過去的虐待行為是風險的提示。 

10.目標群體的成員資格。 

本案列舉了 10 項適用於庇護案件的一般原則，由此可知，《歐洲人權公約》

第 3 條之下用於審查和評估庇護案件的標準，儘管不遣返原則只是其中 10 項原

                                                 

82
Case of J.K. v. Sweden (Application no. 59166/12), 23 Augus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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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一，但不應忽視的是，如果此一原則未受到遵守，則所有其他原則都將有被

違反的風險。83由此可知，不遣返原則是處理庇護案件最首要且核心的原則。 

  

                                                 

83同前註，頁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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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歐洲人權法院之案例與不遣返原則之運用 

在政治層面上，存在著削弱尋求庇護者、難民和移民權利的趨勢。許多國家

都出現對任何「外國人」的仇外行為增加的現象。如果這種態度成為常態，任何

關於權利、多樣性和一體化的有意義討論都變得不可能。在沒有任何政治支持的

情況下，移民權利的唯一真正的防線是法院、法庭、國家人權機構、監察委員或

其他具獨立性的爭議解決機構，這些機構的特徵不受民意調查的影響，但是其對

於維護法律制度的一致性具有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對於維護人權原則的重視。84

本章將就歐洲人權法院在移民、難民及申請庇護者案件上，如何扮演此種角色，

以案例的方式進行討論。 

《歐洲人權公約》源自歐洲理事會，其規範涵蓋範圍比歐盟更為廣泛，其中

有 47 個成員國批准了歐洲人權公約及其議定書。1950 年成立之初，其與其他國

際人權文書的不同之處，在於根據其規定設立了歐洲人權法院。然而，最初個人

沒有向法院提出申訴的權利，歐洲人權法院與歐洲人權委員會合作，該委員會了

規範了在個人申請的情況下，如何向法院提交申請的機制；其後，隨著第 11 號

議定書於 1998 年 11 月 1 日生效，委員會被廢除，歐洲人權法院成為一常設機構，

個人可以向歐洲人權法院聲稱有任何締約國侵犯其在《歐洲人權公約》中所被保

護的權利，並聲請補救措施。法院的管轄權成為具有強制的性質，這使得案件數

量大大增加，當然也帶來了其許多的問題，但歐洲人權法院在相關國家當地的補

救措施已經用盡時，提供申請者國際上的補救措施方面是獨一無二的，可以說歐

洲人權法院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對應者，並對 1948 年《世界人權

宣言》中首次闡明的權利有加以保護的效果。85
 

《歐洲人權公約》由歐洲理事會起草，於 1950 年 11 月 4 日開放簽署，當時

理事會中 15 個成員國主要為西歐國家，經其中 10 個國家批准後，人權公約於

                                                 

84
François Crépeau，同註 70，頁 14。 

85
Allan Mackey, John Barnes，同註 8，頁 2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79

26 

 

1953 年 9 月 3 日生效。這份國際文件代表著在歐洲層次的集體保障，保障內容

主要出於 1948 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的公民及政治權利清單。這份

自由權利清單稍後則由公約諸多議定書加以擴張保障範圍。在公約通過之初，其

主要被視為是對抗當時歐洲極權主義的集體盟約，經歷納粹及法西斯主義崛起，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結果之後，抱持相同見解的歐洲國家認為，為了避

免歷史重演，有必要於國際層次建立保障個人權利的機制。86
 

1949 年歐洲理事會只有 10 個成員國，1990 年增至 23 個，所有成員國均批

准《歐洲人權公約》且完全接受其監督機制，此後，所有國家在加入歐洲理事會

前，皆須承諾將在加入後，於短時間內批准《歐洲人權公約》。故今日歐洲理事

會共有 47 個成員國，這 47 個成員國同時也都是《歐洲人權公約》的締約方。87

歐洲理事會及其機構完全不同於歐盟，儘管，包括國際執法和人權都有密切的合

作。根據《歐盟運作條約（TFEU）》的條款，歐盟將成為歐洲理事會所有現有成

員國的簽署成員，歐洲公民所聲稱的任何侵犯人權行為都將在歐洲人權法院中，

以與已經適用於成員國相同的方式進行審理。歐洲人權法院在訴諸於那些聲稱其

人權遭到簽署國違反國際條約義務追索權方面是獨一無二的，由於所有歐盟成員

國都受到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的約束，歐洲法院在審理與之前歐洲人權法院審理

過的問題相關時，通常遵循並適用該判例。88
 

時至今日，根據歐洲人權法院官方統計，其收到申請的案件從 2007 年的

41,600 件，到 2017 年整年度件數成長達到 63,350 件89，雖 2018 年以及 2019 年

案件下降至 43,075 件及 44,500 件90，13 年間每年件數或有消長，但整體而言，

                                                 

86
Andrew Drzemczewski, The role and authority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歐洲人權法

院之角色與權威)，大法官 107 年度國際學術研討會-「憲法法院與人權保障」，頁 133，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FYLawRsrchContent.asp?lrid=15&lrtype=

0001（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2 月 4 日）。 
87

Andrew Drzemczewski，同前註，頁 135。 
88

Allan Mackey, John Barnes，同註 8，頁 59。 
89

The Public Relations Unit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facts & figures 2017, 5 (2017). 
90

The Public Relations Unit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facts & figures 2019, 4 (2019).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FYLawRsrchContent.asp?lrid=15&lrtype=0001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FYLawRsrchContent.asp?lrid=15&lrtype=00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79

27 

 

案件量仍然是保持著隨著時間增加而增長的趨勢。近年來，歐洲人權法院一直專

注於審查複雜類型的案件，並從中加入某些相似法律問題的申請案，以便同時審

議。2017 年，法院就 15,595 份申請作出了 1,068 項判決，比上一年度成長了 709

％；同時，法院也完成了對 85,951 件申請的審查，並作出判決或裁決，或將案

件列入審理清單，這比上一年增加了 123％。91雖 2018 及 2019 年法院作出的判

決較 2017 年減少（各為 1,014 件及 884 件）92，然整體而言，歐洲人權法院的判

決數量仍然呈現持續穩定的判決數量。在 1958 年與 1972 年間，法院平均每年做

出 1 件判決，1981 年至 1985 年間每年平均做出 11 件判決，2004 年的判決數高

達 718 件，到了 2017 年，法院已作成超過一千件（1068 件）的判決。93隨著時

間過去，歐洲人權法院受理的案件量都遠比 1959 年成立時增長甚鉅，隨著判決

數量的增長，其影響面也更廣。 

在 2019 年歐洲人權法院統計分析報告中，針對所申請的案件類型，歐洲人

權法院於 2019 年作出的判決中，近四分之一的違法行為涉及《歐洲人權公約》

第6條公平聽證的權利，其中包括涵蓋程序的公平性以及程序進行的時間。此外，

接近 15％的違法行為涉及嚴重違反《歐洲人權公約》中生命權、禁止酷刑和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即《歐洲人權公約》第 2 條和第 3 條）。94申請人要求

法院採取臨時措施，而不屬於歐洲人權法院法院規則（Rules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第 39 條95的範圍的案件中，有 49％的請求涉及驅逐或移民案件。

96從以上數據觀察，歐洲人權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幾乎半數是針對難民申請庇護案

件的程序面及實體面進行審理。 

因此，本章提出歐洲人權法院的案例，研究在不遣返原則下，如何運用歐洲

人權公約的規定來決定難民的去留。本章彙整歐洲人權法院審理難民以「健康因

                                                 

91
The Public Relations Unit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同註 89，頁 6。 

92
The Public Relations Unit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同註 90，頁 6。 

93
Andrew Drzemczewski，同註 86，頁 135。 

94
The Public Relations Unit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同註 90，頁 7。 

95參見附錄（二）法律條文第 7 點。 
96

ECHR, Analysis of Statistics 2019, 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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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為基礎之難民類型、以「從無死刑的國家驅回有死刑的國家」為基礎之難民

類型，以及以「原籍國迫害宗教自由」為基礎之難民類型，試圖按圖索驥，釐清

歐洲人權法院准駁與否的考量因素究竟為何。 

第一節 以「健康因素」為基礎之類型 

第一項 D. v. The United Kingdom97
 

1. 案件背景： 

本案件起源於 1996 年，D 向英國提出的申請。申請人出生於聖基茨島，並

且在此地生活。D 的家人從 1970 年開始搬到美國。1991 年，D 因涉藏古柯鹼而

被捕，並在美國被判入獄；一年後 D 獲得假釋，並於 1993 年 1 月 8 日被驅逐到

聖基茨島。1993 年 1 月 21 日，D 抵達倫敦；在機場 D 被發現持有大量的古柯鹼。

1993 年 5 月 10 日，D 因持有毒品被英國法院判處 6 年有期徒刑。1994 年 8 月，

在服刑期間，D 確診為愛滋病患者，此感染推測是在他到達英國之前發生的。 

1996 年 1 月 23 日，D 的律師為其提出請求以獲准留在英國，理由為若 D

被移送到聖基茨島，將導致無法接受醫療，從而縮短了 D 的預期壽命。該請求

被法院拒絕，D 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審查的請求也遭到拒絕，上訴法院駁回了他

再次提出的申請。根據申請人的醫療報告，他的預後非常差，壽命僅於 8 月至

12 個月之間，如果將他移交給聖基茨島，他的病情將因為沒有適當的醫療，估

計壽命將降至不到一半。此外，D 在聖基茨島除了一位表弟外，沒有家人可以照

顧他，並且 D 在聖基茨島沒有經濟來源、住所或獲得社會資源的機會。 

2. 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理由： 

歐洲人權法院主的判決主要的考量點是《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規定「不

得對任何人施以酷刑或者是使其受到非人道的，或者是有損人格的待遇或者是懲

罰。」法院表示，締約國有權控制入境、居留和驅逐外國人，同時也注意到本案

                                                 

97
Case of D.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30240/96),2 Ma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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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所犯罪行的嚴重性，並指出對參與販毒的人必須施以嚴厲制裁，包括驅逐

像申請人這樣販毒的人是合理的。但是，締約國仍必須考慮到《歐洲人權公約》

第 3 條規定：絕對禁止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申請人認為，將他從英國驅逐，將使他在沒有親人、沒有適當醫療的情況

下遭到痛苦，不僅會加速他的死亡，而且在他的生命結束時，會造成不人道和有

辱人格的狀況。法院指出，英國應確保申請人源自《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的權

利，而無論其罪行的嚴重程度如何。法院強調判決所稱的未來損害不是來自政府

當局或非國家機構的蓄意行為或不行為，而是來自於自然發生的疾病，以及在接

受國缺乏足夠的資源來處理疾病的事實。 

法院根據目前的醫療狀況，而評估申請人搬遷一事是否會帶來真正的與歐

洲人權公約第 3 款相反的治療風險。法院認為突然將申請人撤出治療設施，讓其

離開在英國的醫療人員，將加速申請人的死亡；並且在聖基茨島，存在著嚴重不

足的醫療條件，這將使申請人受到嚴重和精神上的身體痛苦。鑑於申請人的特殊

情況並及處於致命疾病的關鍵階段，若實施驅逐申請人，將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第 3 條的規定，構成不人道待遇。法院強調，這是非常特殊的情況以及以及基於

迫切的人道主義考量而作出的決定。 

第二項 Yoh-Ekale Mwanje v. Belgium98
 

1. 案件背景： 

申請人為喀麥隆國民，於2002年離開該國，前往荷蘭尋求庇護，但荷蘭拒絕

了其之庇護申請。其後，申請人於2006年與居住在比利時的荷蘭國民申請結婚，

此次申請被拒。2009年9月，比利時的外國人辦公室命令申請人離開該國，因為

申請人未持有有效的居住證件，以及持有假護照。申請人被拘留，並準備將其驅

逐到喀麥隆。然而申請人以其於2003年被診斷為愛滋病末期，對遭受要求其以非

常緊急的程序離開比利時，而提出上訴，申請人稱若其遭驅逐回喀麥隆將違反歐

                                                 

98
Case of Yoh-Ekale Mwanje v. Belgium(Application No. 10486/10), 20 December 20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79

30 

 

洲人權公約第3條，因為其將無法獲得必要的治療藥物，導致縮短預期壽命而提

早死亡。 

2. 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理由： 

法院指出，聲請人稱在喀麥隆愛滋病的治療僅為一小部分人所提供，如果沒

有這些藥物，其健康狀況就會惡化。但是，這種情況不足以構成違反第3條，因

為締約國沒有義務向無權居留權的外國人提供免費及無限的醫療服務，以緩解醫

療差距。法院認為此一案件並不涉及D v. The United Kingdom案件中，令人信服

的人道主義考量。 

第三項 N. v. the United Kingdom99
 

1. 案件背景： 

申請人為烏干達國民N.，其於1998年3月入境英國，其後被確診為愛滋病毒

陽性，並且完成了庇護申請。2001年3月，醫生出具專家報告表示如果沒有定期

接受治療和監測，申請人的預期壽命將少於一年。而在烏干達，申請人所需要的

藥物稀少，並且須花費相當可觀的費用。 

2.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結果 

1998年，申請人被診斷為患有愛滋病。由於在英國接受的治療，她的病情現

在已經穩定。只要她繼續接受需要的基本治療，她就適合旅行並保持健康。然而，

相關證據證明，如果申請人被剝奪現在的藥物治療，她的病情將迅速惡化，並且

在幾年內她將面臨不適、疼痛和死亡。 

在烏干達，治療愛滋病的藥物僅有部分的人可以得到。申請人聲稱，因治療

的藥物稀缺且昂貴，其無法負擔治療費用，而且在其所居住農村地區無法也獲得

有效的治療，其在烏干達有家庭成員，但申請人稱如果她病重，家庭成員不願意

也無法照顧她。 

                                                 

99
Case of N.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26565/05),27 Ma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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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當局在申請人申請庇護的九年期間內，向其提供了必要的醫療和社會援

助，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英國有責任繼續為申請人提供服務。法院認為，如果申

請人返回烏干達，確實她的生活品質及預期壽命將受到影響。然而，申請人目前

尚未病危，且考慮到全世界關於愛滋病治療法不斷增加以及變化的情況，申請人

回到烏干達後病情將遭受的惡化速度、能夠獲得的醫療方式以及包含親屬在內的

支持和照顧後，法院認為，將申請人移交給烏干達的決定不會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第3條的規定。 

第四項 S.J. v Belgium100
 

1. 案件背景： 

S.J.是一名尼日利亞國民，2007年她7歲時來到比利時，當時她已經懷孕8個

月。後來，她陸續在比利時生了三個孩子。在她抵達時即提出庇護申請，該申請

被駁回。與此同時，S.J.被發現患有愛滋病，需要特殊的藥物治療。鑑於在尼日

利亞，缺乏對愛滋病有效的治療方式及設施，她以需在比利時進行醫療為由，提

出了居留許可申請，但遭到拒絕。S.J.女士和她的三個孩子隨後被要求離開比利

時，在對該決定提起上訴時，比利時國內法院也駁回了其提出關於中止其驅逐的

申請。 

在此基礎上，S.J.向法院援引《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的規定，認為根據該條

規定其有不受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權利。S.J.聲稱，如果她

和她的三個孩子被驅逐出境，因為她的疾病可能會日漸危急，以及她在該國無法

獲得愛滋病的正確治療，她將會在尼日利亞面臨死亡的風險，同時其並請求法院

考慮到她的未成年孩子們（年齡為2歲至6歲），因為他們在尼日利亞並沒有其他

家族和社交網絡，孩子們都可能成為孤兒。 

2.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結果 

                                                 

100
Case of S.J. v. Belgium, (Application no. 70055/10),19 Marc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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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中認為，由於申請人並非處於危重症狀態，且能夠旅

行，故尚未達到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所規定的嚴重程度。因此，法院認為將申請

人及其三名子女驅逐回尼日利亞不會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的規定。 

從上述歐洲人權法院審理難民以「健康因素」為由，申請庇護或居留的權利

的案例觀察，這四件案例的共同點為申請庇護者均患有愛滋病重症，且其原籍國

對於治療該疾病的藥物、治療方法及照顧病人身心的措施均具有稀少或缺乏，若

申請人被驅逐回原籍國，則有很大的可能因愛滋病無法得到妥善的治療而面臨死

亡的風險。 

然而，從以上四個案例中可以看出，歐洲人權法院對於患有重病亟需先進

醫療的申請庇護者，究竟是否得主張依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而免遭驅回，法院

的主要審查依據如下： 

一、申請人所患疾病是否面臨即將死亡的風險： 

在D. v. the United Kingdom的案件的判決書中，法院注意到申請人的致命疾

病目前已達到疾病的晚期，並即將進入生命的末期階段101，認定若突然不提供其

在英國現有的治療設施，對申請人而言將會產生最嚴重的後果102，法院認定，驅

回申請人存在著嚴重危險，即在聖基茨島等待著他的逆境，將進一步降低申請人

的預期壽命，並使他遭受嚴重的身心痛苦。因此，最後得出的一致結論是，執行

將申請人移交給聖基茨島的決定，將構成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的不人道

待遇103。 

在N. v. the United Kingdom案件中，最終支持法院驅回決定的主要理由之一，

即為申請人的疾病目前尚未達到病危的階段104；在S.J. v Belgium的案件中，歐洲

                                                 

101同註 97，第 51 段。 
102同註 97，第 52 段。 
103同註 97，第 53 段。 
104同註 99，第 5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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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法院亦將申請人的病情是否面臨即將死亡的風險作為主要考量：申請人的病

情一直保持穩定，他們並非危重病的患者，而且仍然適合旅行。105
  

然值得注意的是，在Yoh-Ekale Mwanje v. Belgium的判決中，雖然最後歐洲

人權法院仍認為申請人應被驅回原籍國，但由6名法官出具的不同意見中認為：

法學要求的是極端的事實情景，即個人必須處於疾病的最後階段、甚至接近死亡，

就像D v. The United Kingdom案件一樣，才能主張此驅回的決定違反歐洲人權公

約第3條的規定，鑑於權利的基本和絕對性質，這決定與第3條的文字和精神不相

符，也沒有充分尊重人的完整性和尊嚴。106
 

二、締約國無義務減輕其與原籍國間之醫療差距： 

在N. v. The United Kingdom案件中，歐洲人權法院的主要考量點在於將申請

人所患愛滋病的惡化視為一種是疾病自然會發生的傾向。而對於接受國缺乏足夠

的治療資源這點，則認為各國之間醫學科學的進步程度以及社會和經濟本身就會

存在著差異。當然，申請人在締約國和原籍國可獲得的醫療水準可能具有非常大

的差異性，但考慮到《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的基本性，以及法院在非常特殊情

況下能保有一定程度的靈活性的前提下，認為《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並沒有規

定締約國有義務減輕所有無權居留的外國人，其在締約國與原籍國間之所接受的

醫療差距，並提供免費和無限制的醫療保健措施，這將會給締約國帶來太大的負

擔107。 

在Yoh-Ekale Mwanje v. Belgium判決中，申請人所需要的治療方式，在喀麥

隆僅提供給一小部分民眾使用，如果無法取得這些藥物，她的健康狀況就會惡化。

                                                 

105同註 100，第 120 段。 
106

European database of asylum law, Observations/Comments: 

The jurisprudence required an extreme factual scenario where a person is at the final stage of a disease, 

near death, as was the case in D v UK in order to find a violation of Article 3. They  considered that 

this wa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letter and spirit of Article 3 given the fundamental and absolute 

nature of this right, and did not adequately respect the integrity and dignity of the person, 

http://www.asylumlawdatabase.eu/en/content/ecthr-yoh-ekale-mwanje-v-belgium-application-no-1048

610-20-december-2011(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 月 31 日)。 
107同註 99，第 44 段後段。 

http://www.asylumlawdatabase.eu/en/content/ecthr-yoh-ekale-mwanje-v-belgium-application-no-1048610-20-december-2011
http://www.asylumlawdatabase.eu/en/content/ecthr-yoh-ekale-mwanje-v-belgium-application-no-1048610-20-decembe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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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院引用N. v. The United Kingdom案件的見解，認為這種情況不足以構成違

反第3條的情況，因為締約國沒有義務通過向無權居留的外國人提供免費和無限

的醫療服務來緩解醫療差距。108
 

三、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所欲保障之範疇，僅限於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 

歐洲人權法院在N. v. The United Kingdom案件中對《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所

欲保障的範圍進行限縮，認為儘管《歐洲人權公約》中保障的許多權利具有社會

性或經濟性的影響，但《歐洲人權公約》主要是針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提供保

護。整個《歐洲人權公約》的內容是在總體利益的要求與個人基本權利的保護之

間尋求公平的平衡109。 

四、小結： 

從上述四個案例來看，歐洲人權法院自1997年的D. v. The United Kingdom案

件中樹立了「申請人之病情必須嚴重到即將來到人生的終點」之審查標準，方可

主張驅回決定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之規定，並且在其之後以健康問題申

請庇護的案件中，不斷地被視為最主要的審查標準。 

對於各國在愛滋病治療方法、藥物的取得難易度以及支持體系的照護間的差

異程度，歐洲人權法院將之視為自然的現象，認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醫療資源本

具有差異性，而此差異性並非《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所欲保障的範疇。甚者，

歐洲人權法院更將《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所欲保障之範疇進行限縮，認定公約

的保障僅限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將個人因疾病（例如，在上述四個案例中，

申請人所患均為愛滋病）提出的庇護申請權利，移出公約的保障範圍。 

                                                 

108
European database of asylum law，同註 106：The Court noted that the treatment the applicant 

required was only accessible to a small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in Cameroon, and without these 

drugs her health would deteriorate. However, this situation was insufficient to constitute a violation of 

Article 3, as Contracting States were not obliged to alleviate gaps in medical treatment by providing 

free and unlimited healthcare to foreigners who did not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N. v UK). 
109同註 99，第 44 段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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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續Paposhvili v. Belgium
110案件中，在這種情況下，患有嚴重疾病且病情

危及生命的申請人不希望被驅逐回喬治亞。法院認為，如果比利時當局沒有對申

請人在喬治亞面臨的風險進行任何評估，並適當考慮到申請人的健康狀況以及目

的地國家（即喬治亞）是否存在適當的治療方式，本案中比利時沒有提供足夠的

訊息以確定申請人一旦返回喬治亞，將不會產生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規

定的實際及具體的風險。Lemmens法官在此案中提出了意見，指出N. v. The United 

Kingdom案件中未能保護「尚未接近死亡」的重病患者。111
Lemmens法官進一步

指出，比利時的國內判例法傾向於偏離N. v. The United Kingdom案件中提供的嚴

格解釋112，除了生命危險（對生命或現實生活的真實及現實危險）之外，還存在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風險。113
 

Paposhvili v. Belgium案件的判決對於評估的方式及內容提出了重要的解釋，

評估工作主要針對的是國家當局，他們必須制定適當的程序，以評估驅逐出境時

的風險。評估也必須考慮到接收國的一般情況和申請人的具體情況，如申請人返

回接收國，其社會和家庭網絡的狀況、為獲得所需醫療而必須移動的距離，必須

要確保申請人可以獲得醫療服務、藥物和治療。114
 

第二節 以「從無死刑的國家驅回有死刑的國家」為基礎

之類型 

第一項 Soering v. the United Kingdom115
 

1. 案件背景： 

申請人與他的女朋友，加拿大籍的伊麗莎白海索姆，均為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的學生。兩人於 1985 年在維吉尼亞州失踪，其後在 1986 年 4 月於英格蘭，因為

                                                 

110
Case of Paposhvili v. Belgium (Application No. 41738/10),13 December 2016. 

111同前註，Lemmens 法官之意見第 3 段。 
112同註 110，Lemmens 法官之意見第 5 段。 
113同註 110，Lemmens 法官之意見第 5 段。 
114同註 110，第 189-190 段。 
115同註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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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支票欺詐案件而被捕，隨後申請人承認在貝德福德郡殺害了海索姆的父母。

1986 年 8 月 11 日，美國要求依據 1972 年和英國簽訂的引渡條約，引渡申請人

和海索姆。1986 年 10 月 29 日，英國大使館向美國提出請求，要求其保證如果

申請人被移交至美國並被判有罪，不會被判處死刑或執行死刑。 

德國政府鑑於申請人的國籍為德國，德國政府要求根據 1872 年德國和英國

的引渡條約，將申請人引渡至德國。雖然申請人已向德國檢察官提出申請，但英

國通知德國，認為該案件應在美國繼續進行，由於英國沒有判決及執行死刑的制

度，因此英國亦向貝德福德郡表達該意願。然而，在訴訟過程中，維吉尼亞州當

局通知英國，貝德福德郡的檢察官確實希望求處死刑。 

2.判決結果 

法院審查了英國的引渡法，法院有權撤銷將逃犯送到確定存有非人道或有辱

人格待遇嚴重風險的國家的決定，雖然英國的做法是接受美國相關州檢察機關的

保證，即希望不判處或執行死刑，但法院指出，從未有過任何案件中與此類相關

的書面承諾是保證可被執行的。 

法院談到申請人聲稱被英國拒絕，涉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之規定，本案

中，違反禁止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規定，來自於申請人將面

臨的所謂「死囚現象（death row phenomenon）」116。申請人被引渡到維吉尼亞州

後，被判處死刑。法院首先解釋，歐洲人權公約不包含禁止引渡的權利（見第 5

條第 1 項第 6 款）。但是，如果一締約國將申請人交給另一個有充分理由相信申

請人將面臨遭受酷刑危險，或面臨遭受非人道待遇風險的國家，那麼這將與歐洲

                                                 

116死囚現象，參考 European database of asylum law 網站：「The alleged breach of the prohibition on 

torture or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was derived from the applicant’s exposure to 

the so-called “death row phenomenon” which may be described as the combination of circumstances 

which the applicant would be exposed to if, after having been extradited to Virginia, he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https://www.asylumlawdatabase.eu/en/content/ecthr-soering-v-united-kingdom-application-no-140388

8-7-july-1989（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1 月 30 日）。 

https://www.asylumlawdatabase.eu/en/content/ecthr-soering-v-united-kingdom-application-no-1403888-7-july-1989（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www.asylumlawdatabase.eu/en/content/ecthr-soering-v-united-kingdom-application-no-1403888-7-july-1989（最後瀏覽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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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公約的基本價值觀不符。因此，締約國對於引渡的決定可能會引起第 3 條規

定的問題。117
 

在對當前案件提出申請後，法院認為「死囚現象」的可能性足以使第 3 條發

揮作用。法院解釋根據其判例法的規定，虐待和懲罰必須達到最低程度，不得超

出第 3 條的範圍。雖然《歐洲人權公約》第 2 條第 1 項在某些條件下允許死刑，

但法院指出，仍必須根據此時此刻的狀況來解釋「公約」，事實上，在目前的各

簽約國的狀況，死刑已經不復存在，也由於這些顯著的變化，死刑已被納入為禁

止根據第 3 條而進行的處罰。但是，最終歐洲人權公約應整體解釋，其中的每個

條款都必須相互協調，因此，第 3 條不能被直接解釋為禁止死刑。但是，與死刑

有關的情況仍可能會引起第 3 條的問題。118
  

法院隨後審查了本案的具體情況：第一、確定被判處死刑的囚犯將因維吉尼

亞州複雜的審判程序，必須忍受多年的痛苦以及生活緊張。第二、在美國的死囚

特別制度的條件，也是導致第 3 條問題的因素。第三、申訴人當時年紀尚輕以及

考慮到其犯罪當時的精神狀態，傾向於提供治療。第四、考量到其被引渡到德國

的可能性，這可以解除不遭受懲罰的風險也可避免其在死囚牢房中將遭受到的痛

苦。最後，法院認為如實施將申請人引渡到美國的決定，將導致違反第 3 條規定。

119
 

關於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歐洲人權法院在本案中首次遇到此一問題：犯有

謀殺罪的申訴人反對將其引渡到美國，理由是因為其在美國有可能被判處死刑。

申請人稱此引渡程序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的規定，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

其將在死囚監獄中待上很長一段時間，才會被處決。 

3.小結： 

                                                 

117
European database of asylum law，同前註。 

118
European database of asylum law，同註 116。 

119
European database of asylum law，同註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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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問題點並不在於申請人可能被判處死刑，因為公約本身並未禁止死刑，

而在於執行死刑的實際情況，重點在於法院如果確定要引渡申訴人，是否確實會

造成其未來將遭遇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因而產生違反第3條的風險。因此，

委員會做出裁決的依據並不是對申請人是否處以死刑，而是死刑是在何種情況下

執行的。 

歐洲人權法院在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定義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時指出，虐待必須達到最低限度之嚴重程度，方能屬於第 3 條的範圍。而

在涉及有死刑或嚴重違反公正審判、驅逐出境以及遞解出境的風險的引渡案件中，

在何種條件下將允許被請求國在外交保證的基礎上，將一人移交給另一國，已由

國際、區域和國家法院進行了審查。審查後制定了明確的標準，現已明確確定，

只有在以下情況下才能夠使用外交保證：一、外交保證是消除有關個人危險的適

當手段；二、被請求國真誠地認為外交保證是可靠的。120
 

第二項 Babar Ahmad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121
 

1. 案件背景： 

申請人係因美國的各種恐怖主義指控而被起訴。申請人分別屬於美國聯邦法

院三件不同獨立刑事訴訟的程序： 

第一件：第一位申請人 Ahmad 和第三位申請人 Ahsan； 

第二件：第二位申請人 Aswat 和第四位申請人 Abu Hamza； 

第三件：第五位申請人 Bary 和第六位申請人 Al Fawwaz。 

根據起訴書，美國政府要求英國引渡上述所有的申請人，同樣地每位申請人均

在英國法院的訴訟程序中，各自對其引渡決定提出異議。 

                                                 

120聯合國，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締約方會議臨時議程：在加快引渡進程方面面臨的

挑戰，包括處理健康與安全及其他人權問題，以及被告為阻延解決引渡請求而採取的訴訟策略，

2018，頁 11。 
121

Case of Babar Ahmad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s nos. 24027/07, 11949/08, 

36742/08, 66911/09 and 673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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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位和第三申請人的起訴書 

2004 年 10 月 6 日，康乃狄克州對第一位申請人起訴，稱 1997 年至 2004 年

8 月期間申請人犯下四項重罪：共謀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質支持、為恐怖分子提供

物質支持、共謀殺害、綁架、傷害他人以及洗錢。2006 年 6 月 28 日，第三名申

請人亦受到相似的起訴，但不包括洗錢指控。 

（2）第二位和第四位申請人的起訴書 

第四名申請人於 2004 年 4 月 19 日被紐約南區的聯邦陪審團以十一種不同的

犯罪行為起訴，其中包括三組事實。 

第一組事實認為申請人於 1998 年 12 月在葉門劫持 16 名人質，其中 4 人在

部隊進行救援任務期間死亡，起訴書中指出第四名申請人串謀劫持人質，並在相

關事件之前，就與人質劫持者領導人 Abu Al-Hassan 進行接觸。 

第二組事實認為申請人涉及 2001 年在阿富汗進行的暴力聖戰。起訴書稱，

第四名申請人向其追隨者提供了物質和財務援助，並安排他們在阿富汗會見塔利

班指揮官。起訴書的指控其向恐怖主義分子和外國恐怖主義組織提供物質支持以

及向塔利班提供物資和服務。 

第三組事實指在 2000 年 6 月至 2001 年 12 月期間，申請人在俄勒岡州建立

聖戰訓練營。指控第四位申請人向恐怖分子以及外國恐怖組織（基地組織）提供

物質支持和資源。 

2005 年 9 月 12 日第二位申請人被指控並起訴為第四名申請人的同謀；2006

年 2 月 6 日，又被起訴，該起訴書涉及第三人 Oussama Abdullah Kassir，2007 年

9 月，Abdullah Kassir 從捷克被引渡至美國，2009 年 5 月 12 日，Abdullah Kassir

因涉及俄勒岡州布萊市的聖戰營地陰謀而被定罪，其也因與恐怖網站的營運有關，

而有其他六項罪名。2009 年 9 月 15 日，法官對 Abdullah Kassir 判處了每項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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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可判刑度，由於其中兩項罪名中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因此 Abdullah 

Kassir 實際上處於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狀態。122
 

（3）第五和第六申請人的起訴書 

1999 年，聯邦大陪審團起訴奧薩馬賓拉登以及包括申請人在內的二十個人，

第五名申請人被控共謀殺害美國國民、串謀摧毀建築物和財產，以及共謀攻擊國

防公用設施；第六名申請人被控犯有二百八十五項的犯罪行為，其中包括二百六

十九項謀殺罪。 

2. 關於終身監禁不得假釋與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間之關係 

本案在判決過程中，對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3條，以R. (Wellington)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8] UKHL 72
123案件進行討論。案件中，美國

要求從英國引渡申請人 Ralston Wellington，以進行兩項謀殺罪的審判。申請人對

於引渡進行上訴，認為引渡決定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因有可能遭受到遭受

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終身監禁而不得假釋。 

本案作出判決時，法官發現存在「強有力的刑罰理論論據（powerful 

arguments of penal philosophy）」，這說明了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本質上違反了《歐

洲人權公約》第 3 條的規定。廢除死刑在很多方面都受到稱揚，但必須至少建立

在以下前提：即每個人的生活，無論多麼墮落，都具有不可剝奪的價值。在一些

特殊情況下，例如自衛或只是戰爭，可以接受對生命的破壞；但懲罰性的刑罰永

遠無法證明其合理性。一個沒有釋放希望的囚犯在很多方面就像被處以死刑一樣，

他永遠無法贖罪，然而，他可能會將他的監禁作為改變生命的時間，懲罰只會在

囚犯的最後一口氣中耗盡。被監禁的生活時間長達數十年，這可能與根據歐洲人

權公約第 3 條所受到的責難是不成比例的。當然犯罪令人髮指，永遠不會達到贖

                                                 

122同前註，第 15-16 段。 
123

R. (Wellington)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8] UKHL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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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目的。但在這種情況下，囚犯生命不可剝奪的價值，僅僅是因為他的生存而

減少。124
 

2008 年 12 月 10 日，法院受理了申請人對該判決的上訴，上訴理由的核心

概念來自法院於 1989 年 7 月 7 日在 Soering v. the United Kingdom 判決的第 89

段，法院指出有利於引渡的考慮因素： 

「......還必須包括在解釋和適用引渡案件中，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

罰概念時應考慮的因素。」125
 

法院指出在引渡的背景之下，還必須區分酷刑和較輕微形式的不人道待遇。

亦即當存在真正的酷刑風險時，絕對是禁止引渡的，並且沒有衡平考量的餘地。

但是，就《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適用於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而不是酷刑的

規定而言，該條僅以相對的形式適用於引渡案件。引渡的可行性的決定，是在於

接受國所可能實施的懲罰是否達到「最低嚴重程度」，是否會使引渡決定變得不

人道和有辱人格。126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有提出不同意見，即沒有假釋的無期徒刑就僅僅是「以

牙還牙、以眼還眼」（lex talionis），沒有期限的無期徒刑是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

因為它剝奪了囚犯贖罪的可能性。127
 

2. 小結 

法院一直將酷刑與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懲罰區分開來是正確的（例如，見

Ireland v. the United Kingdom, 18 January 1978, § 167, Series A no. 25; Selmouni v. 

France [GC], no. 25803/94, §§ 95-106, ECHR 1999‑V）。但是，法院認為，案件範

圍僅在國內，比案件在國與國之間更容易區分，在審查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所提出的申訴時，要求法院評估或描述已經發生的行為，如同在域外範圍內

                                                 

124同註 121，第 65 段。 
125同註 121，第 66 段。 
126同註 121，第 67-68 段。 
127同註 121，第 7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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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需要進行前瞻性評估，但事實上，法院並不總是能夠確定接收國可能發生

的虐待，是否足夠嚴重，以進而確定會有酷刑的發生。128
 

因此，只要法院發現擬議中的遣返決定，係由於接受國有意施加的真正的虐

待風險，而將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的規定，則法院通常就不考慮虐待應

定性為酷刑或是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例如，在 Chahal v. the United 

Kingdom
129的案件中，法院沒有再繼續區分第 3 條所禁止的各種形式的虐待，在

其判決第79段中指出：「公約絕對禁止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

法院在第 80 段中也同樣指出：「第 3 條禁止虐待的禁令在驅逐案件中同樣適用。

因此，只要有充分理由相信某個人如果被移交給另一國，將面臨違反第 3 條的待

遇的真正風險，則締約國有責任保護其免受此類待遇」。130
 

法院認為，人權事務委員會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所載禁止

酷刑和虐待的做法可以提供更多的解釋性援助。委員會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131明

確指出，存在真正的酷刑風險及其他形式虐待的真正風險時，適用第 7 條禁止驅

回的規定。此外，最近對法院和人權事務委員會採取的做法的確可以在《歐洲聯

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 19 條

132中規定，任何人都不得被驅逐到將面臨遭受死刑，酷刑或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處罰風險的國家，第 19 條的措辭明確指出，適用時不考慮引渡背景，

也不區分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在這方面，《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19 條

完全符合法院上文所述的對第 3 條的解釋，也符合上文第 79 段引述的歐洲委員

會關於人權和打擊恐怖主義的準則133。最後，法院對第 3 條的解釋，人權事務委

                                                 

128同註 121，第 170 段。 
129同註 75。 
130同註 121，第 171 段。 
131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7 點。 
132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23 點。 
133歐洲委員會人權和打擊恐怖主義準則，部長委員會於 2002 年 7 月 11 日通過，載有關於驅回

和引渡的下列規定： 

十二、庇護，驅回和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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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的解釋，以及《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

章》第 19 條均符合《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第 3 條134和第 16 條第 2 款135，特別

是在後者：本公約各項規定不妨礙其他國際文書或國家法律中任何關於禁止殘忍、

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或有關引渡或驅逐的規定。136
 

在考量是否有虐待囚犯的情況下，下列因素對法院認定是否違反歐洲人權

公約第 3 條具有決定性作用： 

（1）存在著預謀。 

（2）該措施可能是為打破申請人的抵抗而設計的。 

（3）該措施意圖貶低或侮辱申請人；或者如果沒有這種意圖，而該措施的

實施方式仍然引起恐懼，痛苦或自卑感。 

（4）所採取的措施沒有任何具體理由。 

（5）採取措施的時間長度。 

（6）施以某種程度的痛苦或艱難，其程度超過了拘留所不可避免的苦難程

度。 

法院認為以上要件都著重於案件的事實，因此在引渡或驅逐背景下，並不

容易符合要件。137最後，除了涉及死刑的案件外，如果申請人被引渡到一個長

期尊重民主的國家，只有少數的情況下，才會被認為違反第 3 條的規定。138
 

第三節 以「原籍國迫害宗教自由」為基礎之類型 

                                                                                                                                            

一國收到庇護申請的義務是確保申請人可能返回（驅回）其原籍國或其他國家不會使其面臨死

亡懲罰、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此規定同樣適用於驅逐情況。 

十三、引渡 

引渡是有效開展反恐鬥爭國際合作的重要程序。 

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以下情況，可能無法引渡： 

被要求引渡的人將受到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 
134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8 點。 
135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9 點。 
136同註 121，第 175 段。 
137同註 121，第 178 段。 
138同註 121，第 17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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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Razaghi v. Sweden139
 

1. 案件背景 

申請人 Ali Reza Razaghi 是一名伊朗國民，出生於 1974 年，根據歐洲人

權公約第 3 條提出申訴，稱由於他與已婚婦女間有性關係，若返回伊朗後可

能會因冒犯公序良俗而被判處鞭刑，以及將因為其信仰基督教而遭受酷刑和

死刑，其之申訴也涉及《歐洲人權公約》第 2 條140以及第 6 號議定書第 1 條

141的問題。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142，申請人進一步指出，對其之刑

事指控不會在伊朗的受到公正的審判，最後他提出因信仰基督教的而遭受的

懲罰風險涉及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9 條143所規定的宗教自由。 

2. 小結： 

瑞典承認伊朗有發生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但是，仍必須確定申請人是

否面臨《歐洲人權公約》和第 6 號議定書相關條款的真正風險，在審查此一

問題時，申請人的可信度至關重要，瑞典提出國家移民局的結論，在與申請

人進行了三個小時的面談之後，對於評估申請人的可信度是有利的，也因此，

瑞典不認為該名婦女可能會以申請人描述的方式進行性關係，特別是考慮到

該名婦女在伊朗的地位以及嚴厲懲罰的風險。 

瑞典對於兩份伊朗文件的真實性提出異議，指出 1998 年的通知並未表

明案件繫屬於哪個法院，而且 1999 年的通知據稱是由「公共秩序警察」發

出的，儘管伊朗對其的官方名稱是「公共秩序部隊」。根據伊朗法律，這兩

份通知應該由同一法院發出，此外，法院從未在出庭的通知中指出報告犯

罪的人，而且伊朗法院無法以第二次通知所指稱的任意方式確定此類刑事

案件。 

                                                 

139
Case of Razaghi v. Sweden(Application no. 64599/01),11 March 2003. 

140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2 點。 
141《歐洲人權公約》第六號議定書第 1 條：廢除死刑。任何人不得被宣判這種刑罰或死刑執行。 
142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8 點。 
143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2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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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申請人沒有提供任何資料，以說明在 1999 年 12 月或 2000 年 1

月的聽證會上發生了什麼，以及是否已經安排了任何更進一步的聽證會，

或是申請人是否已定罪和判刑，瑞典政府認為這些事項表明了這兩項傳票

不是真實的，並質疑此案件是否確實存在。至於申請人的遣返，瑞典政府

同意外國人上訴委員會提出的理由。承認皈依伊斯蘭教的人會因違反規則

而被判處死刑，但在實踐中，皈依者通常不會受到當局干預或其他騷擾的

任何風險。申請人承認，由於證據相關的規定，他並不會因與已婚婦女的

關係而面臨死刑風險，也不會因通姦行為而被鞭打。然而，他面臨的會是

因為冒犯公序良俗而被判處鞭刑的處罰，確實這在伊朗經常會發生。 

而關於受到質疑的伊朗文件，申請人認為，伊朗只有一個主管法律和秩

序的機構，即發布 1999 年通知的 nirue entezami，被稱為「警察」或「武力」，

但只是翻譯的問題。申請人指出，未能出庭的陳述通常會被認為是默認供

述，這是常見的做法。他指出，這兩個通知都將法院的所在地指定為

Modjame Ghazai（即司法區）Abivardi，建築物編號為 1，房間號為 24。 

申請人還認為，由於他信仰基督教，他有充分理由擔心遭受迫害，法院

根據當事雙方提交的意見認為，該申訴引起了《歐洲人權公約》規範之下

重大的事實和法律問題，確定需要審查案情。經過審理後，關於申請人的

宗教自由權，法院認為，就申請人所稱的信仰基督教對伊朗造成的任何指

稱後果達到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禁止非人道待遇的程度，均根據該規定予

以處理。 

法院首先指出，這些投訴引起的問題是，將申請人驅逐回伊朗是否會

引起瑞典政府根據這些規定，而對申請人未來可能在伊朗遭受的待遇而有

責任。法院不排除在被驅逐者遭受或有可能在接收國公然拒絕公平審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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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驅逐決定可能會有問題，但是，本案中申請人提出的資料並未顯

示他將面臨這樣的風險。因此，該申訴明顯沒有根據，必須予以駁回。144
 

第二項 Z. and T. v. the United Kingdom145
 

1. 案件背景: 

申請人姐妹為巴基斯坦的基督徒。他們的父母活躍於巴哈瓦爾布爾

（Bahawalpur）的基督教社區，父親 M 先生 30 多年來一直擔任衛理公會的

牧師。1990 年，第二位申請人 T 與堂兄結婚，T 的堂兄是牧師的兒子並且

是一位基督徒，1999 年開始，T 在教會學校擔任教師。第一位申請人 Z 則

是於 1997 年與一名基督徒結婚。 

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發生一起機槍掃射巴哈瓦爾布爾教堂的事件，

許多信徒被殺或受傷，M 夫人是受重傷的人之一。M 夫婦及其兒子 H 逃到

英國，為了讓 M 夫人獲得足夠的醫療服務，H 的家族成員均獲得庇護，2004

年，第一位申請人 Z 帶著孩子前往英國，探望身體不適的母親，不久 M 夫

人去世，第二位申請人 T 帶著家人來英國參加葬禮。 

    在第二位申請人 T 抵達英國後的第二天，第一位申請人 Z 與她的丈夫

和女兒提出庇護申請，申請的理由為 2002 年他們在蘇庫爾的教堂遇到一起

炸彈威脅事件，在 2003 年 10 月，T 的丈夫及其兄弟遭到極端分子的襲擊。

在 2003 年的事件中，並無人在槍擊事件中受傷，但襲擊者奪取了她丈夫的

摩托車潛逃。後來她與丈夫也接到了威脅電話。 

    但英國拒絕了庇護申請，因為認為第一位申請人 Z 並未因她的信仰而直

接受到攻擊或虐待，並且她並未在教堂炸彈威脅事件現場出現，拒絕的理由

指出，基督徒是巴基斯坦憲法規定的公認少數群體，而其巴基斯坦政府正在

                                                 

144同註 139，頁 9。 
145

Z. and T.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Application no.27034/05), 28 Febr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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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措施遏止宗教暴力行為，並且願意及能夠採取行動保護基督教教會和社

區。 

    第一位申請人 Z 的上訴也被駁回，理由為巴基斯坦當局確有為教堂提供

保護措施，襲擊基督教教堂的男子最後也被定罪。理由中指出，第一位申請

人 Z 本人並沒有親自或直接受到暴力威脅，而且她居住在距離巴哈瓦爾布爾

有一段距離的地方，此地與教堂事件毫無直接關係。並且，2003 年襲擊她

丈夫的事件為搶劫事件，其中並沒有任何基於宗教的動機。 

2004 年，第二名申請人 T 與她的丈夫、子女一起申請庇護，聲稱她擔

心如果其返回巴基斯坦，將因為她是而基督徒，而受到穆斯林極端分子的攻

擊。她提到在巴哈瓦爾布爾教堂事件發生後，在夜間接到了令人感到不舒服

的電話，英國再次拒絕其庇護申請及上訴，第二位申請人 T 在 2001 年襲擊

時，並沒有申請庇護，而在巴基斯坦待了三年。雖然她聲稱接到了不愉快的

電話，但她能夠透過將電話關機來處理，並沒有發現任何跡象表明在教堂以

及她工作的學校，其保全的設施是不足的。 

2. 判決理由： 

在本案中出現的問題是，面對申請人主張其基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9 條146的權利時，應採用何種方法評估驅逐可能造成的風險。法院確實強調，

思想、宗教和良心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礎，個人的宗教信仰，包括試圖說

服其他人信仰此種宗教，都是宗教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締約國國內

所應適用的標準，包括致力於民主理想、法治和人權，然而，締約國對其

他司法管轄區域的人還有義務，即 1951 年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和《歐

洲人權公約》第 2 條和第 3 條。如果一個申請人聲稱在返回自己的國家時，

他的宗教信仰會受到超越禁止程度的限制，那麼第 9 條有可能可以提供有

                                                 

146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2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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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援助，根據第 9 條規定，締約國有責任作為其他國家信仰自由的間接

擔保人。 

若在接收國存在公然違反的 9 條的風險，難以想像不會有涉及違反第

3 條的待遇。本案中兩位申請人未能以宗教理由，認定其有遭受迫害或確有

違反第 2 條或第 3 條的風險。兩位申請人實質上均未遭受任何人身攻擊或

無法堅持信仰的風險，雖然兩人都聲稱接到過不愉快的電話，並感到有被

攻擊的風險。在過去幾年裡，以巴基斯坦的總體局勢來看，確實一直有攻

擊教堂和基督徒的行為，然而，英國當局重視的是巴基斯坦是否對於基督

教社群有官方的禁令，事實上，巴基斯坦的執法和司法機構分別採取了措

施保護教堂和學校的措施，並逮捕、起訴且懲罰那些進行襲擊的人。147
 

法院指出，在涉及移民的情況下，不能逕自認為《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148規定是國家有義務尊重移民選擇居住國的權利，以及必須授權移民與

在其領土上的家人團聚。作為一項既定的國際法規範，國家有權禁止非國

民進入其領土，此外，儘管將個人從其直系血親所在的國家驅逐，在某些

情況下可能會引起第 8 條的問題，但成年親屬間的關係之下，則不一定會

適用第 8 條。法院指出，目前申請人為成年人，並有自己的家人，且在 2001

年發生巴哈瓦爾普爾教堂襲擊事件時，他們與父母及兄弟姐妹分開居住。

當申請人的父母和兄弟離開後，他們仍繼續在巴基斯坦生活了三年。在這

種情況下，法院並沒有發現任何涉及申請人與現在居住在英國的家庭成員

之間的正常情感關係的依賴關係。149
 

3. 小結： 

在本案中，雖申請人係以《歐洲人權公約》第 9 條之宗教理由提出申

請，從上述兩個案例觀察，但法院認為不能單以宗教因素判斷，應以申請人

                                                 

147同註 145，頁 2。 
148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9 點。 
149同註 145，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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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遭受人身攻擊或返回原籍國之後有無法堅持信仰的風險作為實質判

斷的基礎，而如若原籍國對於其宗教信仰有採取實質上的保護措施，則在法

院的判斷上傾向認定申請人返回原籍國並不構成《歐洲人權公約》第 9 條之

違反。 

第四節 附論：難民申請案件司法審理原則 

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的成立來自於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成立以來，

為了替遭受迫害的人提供保護，在這 67 年間，特別是過去 10 年以來尋求庇護者

的巨大增長，讓《難民地位公約》的解釋和適用，引起許多國際法上的爭議。有

越來越多簽署《難民地位公約》的國家、以及未簽署公約但無法自外於難民潮的

國家，向法院提出解釋和適用難民法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國際難民法律法官協

會（IARLJ）於 1997 年在華沙成立，2019 年 3 月，改名為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

協會（IARMJ）。150
 

本節將針對「難民身份認定」及「提供附屬保護」兩大議題，歸納並探討該

協會所提供之檢視架構、審理原則及衡量標準，探討其與不遣返原則之連結，期

能在實質審理難民申請案件時，提供明確參考準則。 

第一項 難民身分認定原則 

在絕大多數難民的申請中，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根據申請人提出的客觀事

實，以及如果一旦返回原籍國，其將面對的困境。針對申請人是否應該獲得難民

地位及附屬保護，以落實不遣返原則，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建議法官或決策

者透過以下正確的順序151進行必要的調查，以保障難民權利： 

一、初步詢問（Preliminary enquires） 

作為第一個步驟，在難民和其相關的請求中，對於每一位各自具有獨特概況

的申請人來說，法院需考慮以下層面： 

                                                 

150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https://www.iarmj.org/iarmj/the-association。 
151

Allan Mackey, John Barnes，同註 8，頁 28。 

https://www.iarmj.org/iarmj/the-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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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設難民所提出申請的全部事實基礎被無條件地接受，然而這些被完

全接受的事實是否能符合相關法律和 QD
152？如果提出的申請和返回

原籍國後對未來的恐懼僅僅是歧視，而不是迫害或嚴重傷害，則其難

民申請不能成立。 

2. 另一方面，可信度並不總是或必然成為決定成立難民保護的主要因素。

雖然可信度是每項申請的核心，但有時可能會因上訴人的原籍國的情

況而讓其有資格獲得難民或附屬保護身份，這僅僅因為他們具有特定

的年齡、性別或種族，例如索馬利亞（Somalia）某些少數民族部落的

成員過去一直處於這樣狀況。 

二、確定申請人過去和現在的事實（The believability box，可信度評估架構） 

法官或決策者必須在此階段客觀評估申請人的全部或一部分故事作為案件

的事實背景，是否可被視為具有「可信度」？此架構中的評估，係要求法官列出

申請人故事中，被發現或被接受為可信的重要事實、被拒絕相信的事實以及其對

於做成審核結果的合理推理，在此階段所需要考慮的證據和方向如下： 

1. 評估申請人在提出過去和現在事實時是否可信。 

2. 申請人提出之證據的相關細節，其書面、口頭以及針對問題和質疑的

回答。 

3. 其他證人支持或反對申請人案件的證據。 

4. 審議專家證據，包括評估此類證據所附帶的適當權重，以及其與申請

人提出之證據的相互關係。 

三、是否經過客觀評估，以認為作為申訴人事實背景的申訴人故事的全部或部分

被認為是「可信的」？ 

                                                 

152在此指的是： 

2004 QD：Council Directive 2004/83/EC of 29 April 2004. 

其中規定第三國國民或無國籍人作為難民或需要國際保護者的資格以及地位的最低標準以及所

提供保護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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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或決策者在決定中列出了完整的可信度評估結果，包括對作為核心重要

事實的合理推理，這將包括已接受、未被接受的過去以及現在的事實的說明。然

後，法官可以根據該評估確定申訴人的「被接受的概況（accepted profile）」。因

此，這個「被接受的概況」，其中包括：完全接受申請人所有的證據、部分接受

某些證據和拒絕其他證據，或者可能完全或幾乎完全拒絕申請人提出所有的證

據。 

其後此項「被接受的概況」會成為之後風險評估的核心部分，進行下一步評

估其返回的風險。 

四、建立「有充分理由的畏懼」或真正的風險（風險評估架構，The risk box） 

根據申請人的情況和所有其他相關因素，客觀評估申請人返回其國籍國或以

前的居住地將遭遇的預期困境是什麼？在此，法官或決策者必須注意，申請人對

於返回的恐懼的主觀評估，幾乎總是他們的故事或主張的一部分，但在此法官所

作的評估測試必須是客觀的，只有當主觀主張或其恐懼完全符合客觀證據時，由

法官對該證據進行評估時，這些主觀因素才能成為「發現的事實（facts as found）」

的一部分。 

這個步驟是案件的結尾，針對申請人返回原籍國的風險進行評估，通常這被

稱為「真實（real）」風險，這相當於歐洲人權法院對返回是否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第 3 條的風險。在承認難民的申請案件之中，確定的風險是指有理由擔心申請人

會面臨《難民地位公約》及議定書所稱之情況而遭受迫害，在附屬保護案件中必

須表明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請人將面臨真實如 2004 年 QD 第 15 條153、第 2 條第 6

項154所定義的將遭受嚴重傷害的風險，然而實務上在前述任一種狀態下所要求的

風險程度，彼此之間並無差別。 

                                                 

153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6 點。 
154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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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步驟，法官所下的的結論將基於申請人的概況和下列所提出的所有證據

進行適當加權評估，申請人概況的公認事實，以及由所有經適當權重的其他證據

構成之「發現的事實（facts as found）」，將根據適用的「證據標準（standard of proof）」

進行風險評估，關於風險評估中應考慮的證據如下： 

1. 申請人在評估時的概況。 

2. 其他證人所支持並接受的證據。 

3. 適當評估證明權重的專家證據。 

4. 相關的來源國資訊（根據來源國資訊指南進行適當評估和加權，例如

HHC 和 IARLJ 的指導原則）即適用於 QD，APD，歐洲聯盟法院、

歐洲人權法院以及國際庇護法的相關法律框架。 

5. 歐洲法院、歐洲人權法院以及其他成員國之國家法院的相關具有拘束

力的判例法，以及來自非歐盟法院的相關判例法。 

6. 學術論文研究和其他評論。 

五、風險 

在對上述四（風險評估架構之決定）進行分析和總結，通盤檢視相關的證據

以及適用的法律、判例，以評估申請人是否具有充分理由的恐懼或有任何重大原

因須加以考量（即比較現實評估與返回風險，這個被廣泛運用的方法），法官必

須轉而考慮申請人是否有資格獲得承認： 

1. 難民身份。 

2. 附屬保護。 

六、公約和難民身份認定的關連性（理由評估架構，The reasons box） 

如果關於風險架構的評估結果為「是」，則接下來必須討論： 

1. 申請人是否有《難民地位公約》中之原因而有遭受迫害的風險（如

QD 第 10 條155中所述）？如果沒有的話： 

                                                 

155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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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人是否有資格獲得附屬保護（QD 第 15 至 17 條）？ 

在此法官或決策者要適用的證據和法律有： 

1. 所有相關的 QD、歐盟法律、具關連性的國內法律、與聯合國難民事

務高級專員署相關的規定、和公約有關的其他國際性具有指導性之意

見。 

2. 歐洲聯盟法院、歐洲人權法院、國內和非歐盟層面相關具有約束力或

有說服力的判例。 

3. 適當加權和評估與之相關的學術指導和評論。 

七、關於適用性認定的決策（Decision on inclusion recognition） 

結論應記錄申請人在條款的適用範圍之內或之外、是否符合資格而可適用於

輔助保護狀態。但法官必須注意，某些成員國的國內法可能不允許法官於承認難

民資格時，同時作出裁決，而僅允許上訴或申請撤銷先前的主要決定，並要求重

新評估申請案。 

八、停止（Cessation） 

如果出現停止（QD 第 11 條156）的規定，法官必須確定停止的問題為何。 

九、排除（Exclusion） 

如果出現排除（QD 第 12 條157）的規定，法官必須確定排除問題為何，必

須注意的是，在一些成員國根據其國內法，在處理實際風險及適用問題之前，應

先處理排除的問題。 

第二項 來源國資訊的確認 

基於不遣返原則前提下，來源國資訊係評估申請人是否獲得難民身份或附屬

保護之重要依據，本項旨在探討如何根據系統化的程序判準，協助法官或決策者

針對來源國資訊做出客觀評估。 

                                                 

156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4 點。 
157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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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國資訊應源自於有信譽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人

權觀察、國際危機、國際救援組織等。 

為確保客觀性以及可信度評估的核心要素，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提出以

下標準，且這些標準被視為是最佳做法158： 

一、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關於申請人聲明中的一致性或差異

的調查結果，以及申請人在處理申請或申訴至最終處置間所有階段的首

次會議、申請人個人訪談和審查中提出的其他證據都需具有內部一致

性。 

二、外部一致性（External consistency ）：關於申請人之陳述與所有外在客

觀證據之間的一致性或差異的調查結果，包括適當加權的來源國資訊、

專家意見和任何其他相關證據。 

三、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調查結果是根據客觀的內部或外部證據所

決定的，需證明申請人提出的所謂「事實」是不可能（或接近於此）發

生的。例如：相關日期、地點和時間、數據、科學或生物學事實。 

四、可信度（Plausibility）：關於合理性的調查結果，必須包括申請人對所

謂的過去和現在「事實」的解釋、申請人是否對於事實有所增減、接受

這些事實是否是能夠被相信的。 

五、在一輪程序中（In the round）：評估可信度的實質性結果，包括給予上

述問題的權重，應根據證據的總體「全面性」的進行，並考慮到上述一、

二、三項的評估結果。 

六、細節充分（Sufficiency of detail）：除少數例外情況外，申請人提出的申

請應至少就關鍵的重要事實能夠實質上提出足夠、詳細的說明，以表示

其申請並非明顯沒有根據。 

                                                 

158
Allan Mackey, John Barnes，同註 8，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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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及時性（Timeliness of the claim）：遲交資訊及證據可能會對一般可信

度產生負面影響，除非能夠提出有效的解釋。 

八、個人參與 （Personal involvement）：即便滿足上述所有標準，仍需確保

申請人的確參與其所提供的「故事」或有證據支持所述。 

第三項 可信度評估之程序標準 

如果因為錯誤或不適當的程序，使得申請人沒有機會公平合理地提出請求和

證據，那麼可信度評估可能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關於程序上應遵守的標準，國

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也提出了以下原則159： 

一、確保口譯員在場（Interpreter assistance provided） 

    在合理可能的範圍內，申請人必須能夠獲得稱職和無偏見的口譯員協助，且

口譯員必須有足夠的有效溝通能力，法官應盡可能確保申請人能夠獲得稱職和無

偏見的口譯員（特別是涉及性別、宗教或血仇暴力）。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在

口譯員無能力或其偏見確立的情況下，才能確定產生需再經審查的法律錯誤。 

二、 訴訟代理人（Legal representation） 

    實務上，某些會員國或各級司法審查機關無法對庇護申請人提供法律援助或

代理人，法官應確保庇護申請人可以獲得合法及適當的法律代理。無人代理的庇

護申請人必須符合最高公平標準，並認識到儘管提出案件的責任在於申請人，但

決策者也必須共同負擔此一責任，這對於屬於弱勢群體的庇護申請人尤為重要。

法官應該採取更加積極主動和參與的角色，以確保進行公正務實的面談和評估。 

三、 時間限制的影響（Effect of time limits） 

對申請作出不合理的時間限制，用來應對相互矛盾、提供情況變更或來源

國資訊的新證據，可能違反基本公平原則，這些原則可能導致整個決定或評估不

具有持續性。 

四、 面談設施（Interview facilities） 

                                                 

159
Allan Mackey, John Barnes，同註 8，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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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下，未能提供合理的面談環境會違反基本的公平原則及保密原

則，這相當於法律上的錯誤。然而，即使在非常糟糕的設施或環境中仍然舉行公

平聽證會（例如在監獄內），也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 

政府、法庭、法官或個人決策者需在合理可能的情況下，提供有利申請人

的自然環境或設施，其中包含可以與申請人進行面談或上訴的聽證會（包括提供

專業設施），提供符合兒童、弱勢申請人以及法官、口譯員所要求的性別。 

五、 偏見、無能和利益衝突（Bias, incompetence and conflict of interest） 

程序性和實質性問題確實出現的情況下，任何關於可信度以及所有其他問

題的調查結果在法律上都是錯誤的。這些問題不應出現在管理良好的系統中，因

為這將違反歐洲人權公約或行政法原則。 

第四項 難民之特別脆弱性 

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提出審理難民申請案件時，對於難民的特別脆弱

性之通用標準，此標準並非為每種已知類型的脆弱性或敏感性設定特定標準，個

別申請人的脆弱性往往可能有許多層層交疊的原因，法官在評估證據時必須考慮

到申請人身心困境的全部情況：160
 

在評估弱勢（Vulnerable claimants）或敏感申請人所提出之證據的可信度時，

未能適當考慮其特定的脆弱性可能導致法律適用之錯誤，特別脆弱或敏感的申請

人的困境，需要在可信度評估中仔細理解和反思。 

在評估脆弱程度、個人受影響的程度以及這些因素對可信度評估的影響時

應考慮的層面包括： 

1、心理健康問題 

2、社交或學習困難 

3、性傾向（LGBTI） 

4、民族、社會和文化背景 

                                                 

160
Allan Mackey, John Barnes，同註 8，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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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內教育和就業情況 

6、身體缺陷或殘疾。 

以女性申請人而言，其經歷往往與男性申請人的有很大不同，例如，其在

原籍國的政治抗議、行動主義和抵抗可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 

在解釋歐盟和國際公約時，法官必須認識到婦女以及其他弱勢和敏感申請

人的經歷並不能以男性申請人的經歷等同視之，這一點必須反映在對可信度的評

估中。其政治見解的表達可能不會通過傳統方式表現出來，例如拒絕遵守歧視性

法律。除非法官能理解這種行為可能是基於政治觀點的表現形式或被視為政治觀

點，否則即可能被錯誤地歸類為個人和私人行為。 

法官在評估申請人的情況時應牢記，在其原籍國壓制弱勢申請人的行為可

能基於最廣泛意義上的政治見解，這可能在以後根據《難民地位公約》及其議定

書之規定以評估關係時具有相關性，雖然確定脆弱性的主要責任在於申請人，但

法官應該保持警惕，認識到這些問題可能源於申請人個人概況的全部性質，脆弱

性及其對可信度評估的影響必須得到承認並反映在評估中。 

法官應對具有脆弱性之申請人考慮私下舉行聽證會，以避免公開或隱蔽的

恐嚇，應減少不正當或激進的交互詰問，以避免騷擾、恐嚇或羞辱的發生。提出

的問題應該具有公開性，並且適合證人的年齡、成熟程度、性別、理解水準，並

符合個人情況和屬性。 

兒童在回憶經歷時，往往無法提供與成年人一樣多的細節，並且可能與成

人相當不同地表現出恐懼。此外，兒童某些形式的殘疾和創傷可能導致記憶不完

整，並且兒童提出證據的方式可能受到精神、心理或情感創傷或殘疾的影響。酷

刑和其他的迫害會讓兒童產生深刻的羞恥感，這種羞恥的反應可能會是披露事實

過程中的重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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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必須特別考慮到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有其特殊需要，最重要的是兒童

必須有適當的代表來協助提出證據。161在評估兒童，特別是年紀更小兒童的可信

度時，應採用經修正的、限制較少的方法，而不是使用與成年人相同的方式考量，

更應仔細考慮所有可獲得的客觀證據。 

應注意申請人的家屬，重要的是不要假設弱勢和敏感的申請人的家屬只是

該案件中具附屬、衍生性質者。實際上，這些申請人根據其自身的相關證據可能

會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更強勢的主張。例如，女性申請人的丈夫提出申請係基

於政治性因素，然而該女性可能基於在其返回原籍國時所會面臨到的家庭暴力、

家族榮譽或潛在的嚴重傷害等理由提出單獨的申請，而這些申請的可能來源是當

地習俗或規範。 

家庭成員在任何面談或聽證會上的存在，可能有助於或不利於訊息披露，

關於家庭成員是否應該參加面談的詢問，必須是基於申訴人的最佳利益的決定。 

第五節 小結 

在以「健康因素」為基礎之難民類型的 4 個案例觀之，歐洲人權法院似以避

免締約國支出過多醫療費用為出發點，進而樹立這些管制標準，以管制庇護申請

者援引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來申請居留或庇護，並在該國享有昂貴稀有的愛滋病

醫療資源。僅僅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如即將面臨死亡），才能防止國家驅

逐生病的申請人，但以人道主義的理由來看，這樣的遣返是不恰當的，也因此引

起了批評。162
 

在以「從無死刑的國家遣返回有死刑的國家」為基礎之難民類型中，歐洲

人權法院針對執行死刑是否直接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規定的議題上，認

為公約第 3 條不能被直接解釋為禁止死刑，但是，與執行死刑之前，申請人所遭

                                                 

161
Council Directive 2005/85/EC of 1 December 2005 establishing minimum standards on procedures 

in Member States for granting and withdrawing refugee status, or Assessment Procedures Directive 

Article 17 Guarantees for unaccompanied minors. 
162

Guido Raimondi, Seminar - Dialogue betwen judges. “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5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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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待遇仍可能會引起第 3 條的問題，因此，應就在接受國此階段的實際情況，

例如可能實施的懲罰是否達到「最低嚴重程度」，是否會使引渡決定變得不人道

和有辱人格做出決定。 

在以「原籍國迫害宗教自由」為基礎之難民類型中，申請人以宗教因素，認

為返回原籍國將遭受人身自由侵害、不能持續信仰所信仰之宗教，歐洲人權法院

檢視的重點為原籍國對於保護申請人所信仰之宗教是否有採取實質上的保護措

施，如原籍國對於該宗教確實有實行保護的政策，則歐洲人權法院傾向於認定返

回原籍國之決定並不侵害《歐洲人權公約》第 9 條所欲保障之宗教自由，反之則

不應將申請人遣返回原籍國。 

上述歐洲人權法院之案件，性質上雖非全為與申請難民資格直接相關之案件，

然本文認為以上案例所揭示的人權原則，可運用於審理難民申請案件之中。 

從難民申請案件審理程序角度，申請人是否應該被視為難民以獲得地位或附

屬保護地位，是最基礎的問題。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提出審理時需考量的三

個核心架構：可信度架構、風險架構及理由評估架構，以利在審理程序中有所依

循；在來源國資訊的確認上，因難民申請庇護案件，往往受到環境因素或是各種

戰亂原因，導致申請人所提出的證據或是文書正確性有疑問或不齊全，需要特別

仰賴具公信力的報告及相關資訊（COI）。國際難民和移民法官協會對此提出 8

個為確保客觀性以及可信度評估的核心要素，以確保法官以及決策者做出高品質

的決策。 

在難民議題上，歐洲人權法院最大的任務以及挑戰就是如何具體審酌各種難

民的情狀，以決定是否該難民申請人是否應遣返。不論是難民身份認定的三個架

構、來源國資訊的評估還是可信度評估的程序標準，都是在確保審理難民申請案

件符合不遣返原則，以保障申請者的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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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決定難民得否居留在接受國的案件中，不遣返原則是《難民地位公約》的

基礎，也是其基石：如果《難民地位公約》沒有包含防止強迫遣返，則它對難民

而言將是虛幻的。163
 

  

                                                 

163
Cathryn Costello，同註 38，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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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歐盟共同庇護系統-以不遣返原則探討 

第一節 歐盟共同庇護系統之沿革 

歐盟共同庇護系統作為一套涵蓋多項措施和立法的綜合法律體系，是歐盟理

事會為促進成員國針對難民問題時得以合作解決的產物164。在 1958 年歐洲經濟

共同體成立後，為求建立「內部市場」，人員在內部之自由遷徙遂成為目標，力

求廢除內部邊界檢查同時建立共同外部邊界。是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德

國與法國於 1985 年時簽訂《申根公約》（Schengen Agreement），廢除五國間共同

的邊境檢查，在 1990 年時則由各國簽署《申根公約施行協定》（Schengen 

Implementation Convention，通稱為《第二申根公約》），內容以廢除內部邊界檢

查、實施共同外部邊界檢查並建立申根資訊系統為主165，而在申根公約中亦有與

難民庇護相關之規範，如庇護申請的負責國家與尋求庇護者之定義、尋求庇護者

於申根地區內活動之處理、建立申根資訊系統以立庇護申請資訊之交換等原則性

規定166。 

在形成歐洲共同庇護系統前，歐盟體制內對於難民的庇護申請應如何分配會

員國間的審查責任及應遵守之規範，則規定於 1990 年簽定的《都柏林公約》中，

其功能在於補足《申根公約》中對難民庇護之規定不足之處167。此時的《都柏林

公約》，其問題在於內容僅規定審查責任的分配標準，但各國國內的庇護、收容

等程序，各國仍享有立法與行政自主性，易言之，在當時的歐體內，庇護程序仍

然欠缺一個一致的系統168。 

                                                 

164黃云松，國際難民法之殤：歐洲共同庇護制度中的「都柏林主義」，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第 195 期，2014 年，頁 131。 
165陳麗娟，歐盟「自由、安全與司法區域」，載:歐盟法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展(上) ，2015 年 5

月，頁 349-350。 
166魏庭楨，歐洲聯盟難民庇護政策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頁

18-20。 
167魏庭楨，同前註，頁 22-26。 
168施眉綺，邁向歐盟共同庇護政策，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頁 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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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2 年訂定的《馬斯垂克條約》將歐盟體制區分為三大支柱，當時的難

民庇護程序即歸入「司法與內政事務」的第三支柱中，採取政府間合作的形式。

而 1997 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將屬於第三支柱的移民、庇護等程序，移入第

一支柱，也就是將人員自由遷徙的政策改以共同體模式進行決策169，同時也採行

歐洲議會與理事會雙軌的民主立法模式、執委會具有難民庇護政策提案權，且針

對難民庇護事件歐洲法院有司法審查權限170。到了 2007 年後的《里斯本條約》

時期，三支柱的事物架構停止適用，多數司法內政事務皆已由共同體模式進行決

策，因此，歐盟的庇護政策亦以共同決策模式進行之，並希望藉此調和各會員國

間對於庇護事務的合作與法律規範基準171。事實上，自 1999 年起為了達成邊界

開放與人員自由流動的目標，同時兼具對難民的照拂，歐盟即致力於建立歐洲共

同庇護系統(A Common European Asylum System - CEAS)並改善庇護法制172。依

據《日內瓦公約》、《歐洲人權公約》的意旨，除了《都柏林公約》，在共同庇護

系統下也發展出歐盟指紋系統、新身分認證指令、庇護程序指令、收容標準指令

的規定，作為共同庇護程序的實行依據。 

歐洲共同庇護系統的法律依據主要來自於 1997 年 10 月 2 日《阿姆斯特丹條

約》中的建立《歐洲共同體條約》的合併版本（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EC）第 63 條173，該條約於 1999 年 5 月 1

日生效。自 2009 年 12 月 1 日起，有關歐洲共同庇護系統持續發展的相關規定源

於《歐洲聯盟基本條約》（Treat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 78 條與《歐洲聯盟

基本權利憲章》，作為歐盟法律的主要來源，歐洲共同庇護系統不僅限於承認司

                                                 

169楊舒涵，歐盟非法移民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117-118。 
170陳麗娟，同註 165，頁 353。 
171林伊凡，後里斯本條約時代之歐盟移民與庇護政策的變革與實施，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4，頁 47-50。 
172歐盟於 1999 年通過之坦佩雷計畫(Tampere Framework)，內容即包含建立歐洲「難民共同庇護

制度」及「難民基金」。 
173參見附錄（三） 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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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機構主要關注的國際保護需求問題，它的範圍更廣，延伸到一般的移民政策。

174
 

歐盟共同庇護系統的運作包括在短期內負責分配審查庇護申請的國家、建立

公平有效的庇護程序的共同標準、尋求庇護者的共同最低接待條件和明確可行的

決定，對於難民地位承認的措施應有輔助保護形式的措施，為任何需要此類保護

的人提供適當的地位。到目前為止，這些都是共同體條約能力範圍內的問題。從

長遠來看，共同體條約致力於給予在歐盟中獲得庇護者共同的庇護程序和一致的

地位。歐洲共同庇護系統從「最低標準（minimum standards）」發展到「統一地

位（uniform status）」的第二階段反映在《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 78 條175中，該條款通常被稱為「里

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該條約在「生效條約」後生效，隨後，坦佩雷的

歐洲理事會在會員國之間的團結基礎上，就流離失所者的臨時保護問題達成協議。

176
 

第二節 都柏林公約 

《都柏林公約》於 1990 年簽訂，此後，並於 2003 年與 2013 年分別簽定《都

柏林第二公約》177與《都柏林第三公約》178。在都柏林公約中規定進入歐體內的，

來自第三國的難民，其庇護申請處理原則─由難民「第一抵達國」負責安置與處

理難民申請，此系統的運作是基於假設會員國對難民而言符合「安全國家」的定

義，避免會員國將難民驅逐或推回其他國家，以致違反不遣返原則179。具體而言，

                                                 

174
Allan Mackey, John Barnes，同註 8，頁 51。 

175參見附錄（三） 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20 點。 
176

Allan Mackey, John Barnes，同註 8，頁 53。 
177即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343/2003. 
178即 Regulation (EU) No 604/2013. 
179

Violeta Moreno-Lax, Dismantling the Dublin System: M.S.S. v. Belgium and Greece, 2(2012).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UTO/?uri=celex:32003R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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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第三公約》闡述 28 個歐盟成員國，以及 4 個非歐盟成員國（冰島、挪

威、瑞士與列支敦斯登）之間，對接收難民的責任及協調機制。180
 

第一項 主權條款(sovereignty clause) 

《都柏林第三公約》成立後，最大的特點在於給予各國在難民收容上更大的

裁量權，成員國得決定是否受理申請庇護的案件，即便該案件在都柏林第二公約

規定下，該案件將不在其負責範圍內。此規定即所謂的主權條款（sovereignty 

clause）181，尊重有些成員國憲法中有規定並需要提供庇護的責任，同時確立都

柏林系統僅為一個定義成員國彼此之間責任分配的機制。182
 

但在現行庇護申請案件量龐大之狀況下，卻反而形成部分國家濫用主權條款，

不積極行使裁量權而構成裁量怠惰的情況，在歐洲人權法院處理的 M.S.S. v. 

Belgium and Greece
183案可以看出此一趨勢： 

1.案件背景： 

2008 年 12 月，阿富汗難民 M.S.S.抵達希臘，並於 EURODAC 指紋資料庫留

下資料後，輾轉到了比利時，並申請庇護，但比利時政府認為依都柏林公約，應

由希臘負責審核庇護申請，故將 M.S.S.收容於非法入境外國人收容中心裡，後在

2009 年 6 月將 M.S.S.遣送至希臘，並於希臘的機場再度被關了兩次。 

2.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理由如下： 

(1)比利時基於主權條款（sovereignty clause）明明對遣送與否有裁量權卻不使用。 

(2)遣送此阿富汗難民並不是比利時基於國際條約或法律一定要盡的義務。 

                                                 

180沈旭暉，《都柏林公約》名存實亡之後，香港信報財經新聞，2015 年 9 月 17 日，

https://forum.hkej.com/node/125844。 
181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29 點。 
182

Silvia Morgades-Gil, The Discretion of States in the Dublin III System for Detemining 

Responsibility for Examing Applications for Asylem: What Remains of the Sovereignty and 

Humanitarian Clauses After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CtHR and the CJEU?, 27 (3)Int J Refugee 

Law,437(2015). 
183同註 78。 

https://forum.hkej.com/node/12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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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歐洲人權法院早先在 TI v.s United Kingdom 案184，就已經承認推定的可

推翻性（refutability of the presumption）185，也就是針對都柏林架構，推定所有

成員國在難民處理這個議題上，都是一樣安全且符合相關基本權法令的，這個假

設是可以被推翻的，而在 M.S.S. 本案的判決更突顯不遣返原則（non-refoulement）

這個概念的重要性。 

歐洲人權法院認為，在類似M.S.S.之情況，若將該難民移送到另一個成員國，

會使其暴露在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186的風險中，那就必須適用主權條款，直

接受理該難民的申請。 

3.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結果： 

（1）希臘部分： 

 M.S.S.因於希臘機場被不當關押兩次以及其關押的環境十分惡劣，違反《歐

洲人權公約》第 3 條：「不得對任何人施以酷刑或者是使其受到非人道的或

者是有損人格的待遇或者是懲罰」。 

 基於庇護處理程序的嚴重缺陷，與將其推回原籍國(即阿富汗)的風險，均未

充份考量受庇護者申請庇護之利益及有效的司法救濟途徑，違反《歐洲人權

公約》第 13 條獲得有效救濟的權利：「在依照本公約規定所享有的權利和自

由受到侵犯時，任何人有權向有關國家機構請求有效的救濟，即使上述侵權

行為是由擔任公職的人所實施的」。 

（2）比利時部分： 

 比利時因明知希臘在庇護程序有嚴重瑕疵，還是讓該難民暴露在極大的風險

中以及造成 M.S.S.遭受拘留，而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之規定。 

                                                 

184
Case of T.I.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43844/98),7 March 2000. 

185
Silvia Morgades-Gil，同註 182，頁 439。 

186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1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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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時缺乏對難民處境完整且嚴謹的司法救濟途徑以判定是否該遣送該

難民到希臘，而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13 條有效獲得國內司法救濟之

權利。 

從本案的判決結果，吾人可以發現，主權條款成為都柏林系統中對人權維護

的保障，因為若移轉庇護申請人至原庇護審查負責國將意味著對人權的實質侵犯，

此時會員國具有該庇護案件之審查義務。對歐洲人權法院而言，在 M.S.S.案，也

就是會員國移轉庇護申請人的行為將會導致其受到《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所規

定的嚴重風險待遇的案例類型，人權條款的發動具有強制性。 

法院對都柏林邏輯的合法性提出質疑，引起了對歐盟內部對不遣返原則適

用的擔憂。2014 年，法院在 Sharifi and others v. Italy 案187裁定，義大利和希臘都

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和第13條。2014年11月，在Tarakhel v.s. Switzerland

案188中，法院裁定瑞士拒絕審查阿富汗家庭成員的庇護申請，並決定將他們送回

義大利，但不保證他們的權利得到保護。法院認為，此舉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並討論了義大利制度中的系統性缺陷。2011 年，在 M.S.S v. Belgium and 

Greece 案中，法院認為，儘管庇護和社會保護規定存在系統性失誤，但比利時仍

將阿富汗移民驅逐到希臘，從而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189這樣的見解，

在歐洲人權法院後續的案件，都再度被鞏固190。 

從目前歐洲難民危機可見，都柏林架構難以解決難民第一抵達國確實符合

相關公約標準，也無法避免難民抵達的第二個國家未審視難民具體情況而逕行移

送難民。而都柏林系統整體是有缺陷的，因為此系統是奠基於一個來自錯誤基本

假設的原則，亦即，假設歐盟指令構成的歐洲共同庇護系統，使得所有會員國內

                                                 

187
Case of Sharifi and others v. Italy and Greece (Application no. 16643/09). 

188同註 79。 
189

François Crépeau，同註 70，頁 12。 
190

Silvia Morgades-Gil，同註 182，頁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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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庇護機制都是等量的，並且都是會高度尊重人權與國際難民的機制191。但從案

例中顯示並不然，許多庇護申請審查責任分配問題的產生，皆來自於會員國內不

充足的庇護程序與非人道的收容條件，顯見庇護機制在現實與理想的假設間有相

當大的落差，法律適用上，主權條款也因為會員國間的裁量怠惰，未考量個案情

況移送至其他會員國遭受到的風險，形成庇護申請權與享受權落實的漏洞，讓庇

護申請人繼續淪為人球。 

第二項 人道條款(humanitarian clause) 

歐盟會員國對於難民庇護申請的裁量，考量的要件除了前述的《都柏林第二

公約》的第 3 條主權條款外，依照相關判決顯示，同時應斟酌第 15 條的人道條

款192。 

與此相關的案例為 K. v. Bundesasylamt 案193，本案事實為，當事人 K.為一名

非法進入波蘭進而向該國提出庇護申請的婦女，但在她的申請核准前，她離開波

蘭並非法進入奧地利，欲與其在奧地利受益於難民地位的子、媳及三名孫兒會合，

是故 K.復向奧地利聯邦庇護局(Bundesasylamt)遞交新的庇護申請，但該局不予受

理，認為波蘭才是該庇護申請裁量的負責國。本案特殊之處在於，K.的媳婦是所

謂的極度脆弱的人(extremely vulnerable person)，因為她有新生兒、本身有嚴重且

眾多的健康問題、並受苦於過去的創傷事件，且只有她的婆婆 K.知情，簡言之，

K 對其媳婦而言，由於家庭關係的連結，是她的知己或朋友這樣重要的身分194。 

針對本案，奧地利是否有責審查K之庇護申請，庇護法院(The Asylgerichtshof)

考量的兩個主要爭點為，第一，初步判斷不是負責處理庇護申請的國家，是否在

庇護申請人具有重病的媳婦（在奧地利）或考量文化因素而處於危險，因而依照

15 條自動成為負責處理的國家；第二，《都柏林第二公約》第 3 條第 2 項在本案

                                                 

191
Silvia Morgades-Gil，同註 182，頁 441。 

192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30 點。 
193

Case C-245/11, K. v Bundesasylamt ,CJEU,2012. 
194

Silvia Morgades-Gil，同註 182，頁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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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否被解讀為，初步非負責審理庇護申請的國家，因為《都柏林第二公約》另

有規定，而因為本案的事實狀況自動變成負責的國家，將會導致侵害《歐盟基本

權利憲章》第 4條195及第 7條的規定196。歐盟法院對於上開爭點只回答了第一個，

認為第 15 條是特別法，在國家審理庇護申請時得優先於其他一般規定適用，因

此法院沒有裁定第二個問題的必要，此外，歐盟法院更進一步認為重點毋寧是在

於都柏林第二公約第 15 條第 2 項應該被視為分配責任時的標準且優先於其他規

定，或只是裁量條款197。而歐盟法院更提出以下四個因素判斷人道條款是否得以

作為課予會員國負責審理庇護申請的法律依據: 

1. 《都柏林第二公約》第 15 條第 2 項（下稱系爭規定）是適用於在申請人

已經存在於申請人基於家庭團聚(family reunification)等理由而希望申請庇

護的國家； 

2.系爭規定可以讓國家當具有基於人道的理由的時候，允許申請人攜帶家庭

成員一起； 

3.即使是媳婦、孫子這樣的親屬關係，也是受到系爭規定所謂的「其他親屬」

(another relative)的文義所涵括； 

4.系爭規定的「通常維持」(normally keep)顯示一種義務，即會員國對於使相

關人等團聚權利的義務減損，只能在這個減損是因為有特殊情況而有理由

的時候198。 

《都柏林第二公約》第 15 條揭示的人道條款，在個案應如何適用、適用效

力如何，都圍繞著一個重要的爭點，即前述的:人道條款究竟是分配審查責任時

的裁量事項(discretionary factor)或是要件(criterion)？法院認為，《都柏林第二公約》

第 15 條第 1 款，是一種任意條款(optional provision)，賦予會員國對於庇護申請

                                                 

195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21 點。 
196參見附錄（一）國際公約第 22 點。 
197

Silvia Morgades-Gil，同註 182，頁 447。 
198

Silvia Morgades-Gil，同註 182，頁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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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家庭成員及其他親屬的攜帶(bring together)，在基於人道理由時，具有自由

的裁量權；而第 2 款則是分配審查責任的要件(criterion)，並且是針對家庭生活中

具有依賴性(dependency)的狀況，基於家庭或文化的理由，會員國的裁量空間將

被限縮。此外，若以下三個要件皆符合： 

1.確實有依賴性(denpendency)的狀況存在。 

2.在原本國家就具有家庭連結。 

3.有關的人已經出現在會員國，所謂會員國有「通常」(normally )義務使人們

團聚，是指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通常被要求要符合條款裡的任務，並且此種通常

義務僅在有合理的例外情況時始得減免。因此，歐盟法院認為第二條款是是檢驗

庇護申請責任分配的「標準」(criteria)，意味著申請的基本權，優先於其他標準199。 

在《都柏林第二公約》後，於 2013 年通過的《都柏林第三公約》，其中有部

分即關於人權條款的重構。原先在《都柏林第二公約》中的人權條款，在《都柏

林第三公約》中則成為三個條款分別規定，即第 8 條、第 16 條與第 17 條，第 8

條是關於庇護申請主體為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unaccompanied minors)時的適用

規定，具依賴性的情況則透過第 16 條規範，而第 17 條則是使國家享有裁量權的

概括條款。上開條文在申請人具依賴性的狀況下，成為分配責任的額外要件。 

對於家庭組織(family unit)的保護，在《都柏林第三公約》之中修改了第二條

(g)項的家庭成員(family member)的定義並予以擴張，例如「申請人或其伴侶的具

依賴性的未成年子女」被刪除，關於「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段落則被兩個段落所

取代，第一個是尋求庇護者，第二個是國際保護的受益人。其中最重要的改變是

安排標準的改善，及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他們的家庭團聚可能性增加，不僅是

跟所謂的依法出現在會員國領土中的家庭成員，甚至包含兄弟姐妹或其他親戚，

                                                 

199
Silvia Morgades-Gil，同註 182，頁 45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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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配偶未合法出現在會員國內的已婚未成年人，與父母、兄弟姊妹及其他成

年人團聚的可能性也會增加200。  

除了家庭成員的認定範圍擴張，《都柏林第三公約》相較於第二公約而有所

突破的，也包含對於未成年人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及依賴性(dependency)的考

量，在分配未成年人庇護申請的審查責任時，除了依據其他要件，亦應考量其脆

弱性，即《都柏林第三公約》的第 6 條與第 8 條；此外依照《都柏林第三公約》

第 16 條也需要考量依賴性，是以，這兩個考量因素在《都柏林第三公約》中，

針對未成年人的特殊個案都成為一種必須遵守的要件201。 

《都柏林第三公約》的第 17 條則是裁量概括條款(discretionary clauses)，其

中第一部分包含《都柏林第二公約》中第 3 條第二項的「主權條款」內容但做了

文字的修改，第二部分則是人道條款的相關內容涵括了適用結果的考量與相關程

序的規定。然而系爭規定美中不足的是，在超出家庭之外的概念，未規定國家裁

量時應考量因為文化或家庭因素而應將同一家庭的成員團聚一起的義務，將構成

基本權的侵犯。即便如此，畢竟家庭團聚的個案情況多樣化，難以被特殊條款所

涵括，因此裁量條款仍然有其存在必要性202。 

第三節 歐盟共同庇護系統相關指令 

第一項 歐盟指紋系統(Eurodac Regulation, Regulation (EU) No 

603/2013) 

歐盟指紋系統(Eurodac Regulation，即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725/2000) 

於 2000 年通過，2003 年開始實施，而新規定(即 Regulation (EU) No 603/2013)

則於 2015 年 7 月開始適用。本系統的設置是為了因應《都柏林公約》的實施，

協助各會員國更容易的分配難民庇護申請之審查責任，因此針對十四歲以上的庇

                                                 

200
Silvia Morgades-Gil，同註 182，頁 452-453。 

201
Silvia Morgades-Gil，同註 182，頁 453。 

202
Silvia Morgades-Gil，同註 182，頁 45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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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申請人或非法入境或非法居住於會員國內者建立指紋比對數據庫，每當有人提

出庇護申請，不論在任何會員國申請，其資料都會被集中建立在 EURODAC 的

中央系統(Central Unit)
203。此種集中管理庇護申請人身分資料的方式，即是在履

行都柏林公約中，難民在歐盟內僅能向單一會員國進行一次庇護申請之限制，避

免重複的庇護申請，導致庇護投機(asylum shopping)的現象發生204。 

是以，歐盟指紋系統規範了包含系統得記錄之個人資訊，依據新的 Eurodac 

Regulation 第 11 條規定，中央系統得記錄的個人資訊包含: 1.指紋資料、2.庇護申

請人申請的會員國、地點及日期、3.性別、4.申請會員國使用的編號、5.指紋採

集的日期、6.資料傳輸至中央系統的日期、7.操作者的 ID、8. 在適用第 10 條(a)、

(b)款的情況，申請人成功被移轉後的抵達日期、9. 在適用第 10 條(c)款的情況，

申請人離開會員國領土的日期、10. 在適用第 10 條(d)款的情況，申請人離開或

從會員國領土被移除的日期、11. 在適用第 10 條(d)款的情況，決定審查申請的

日期；此外包含指紋的採集、傳輸、保存、刪除、利用與資訊當事人之權利等都

有相應的詳細規定。 

第二項 庇護程序指令(Asylum Procedure Directive, Directive 

2013/32/EU) 

庇護程序指令是歐盟用以建立有效且公平的共同庇護程序保障的規定，架構

授與及撤銷難民地位與庇護的必要最小共同標準，包含在邊境或各會員國內遞交

的庇護申請皆受到指令的規範。其內容同時涉及庇護申請之提出、審查與准駁、

拘留、個人面談、過境程序、法律援助的提供、上訴程序等。庇護程序指令最早

的版本在 2005 年通過並適用205，而目前最新的版本則於 2015 年 7 月通過生效

206。 

                                                 

203
Steve Peers, EU Justice and Home Affair Law Third Edition 363 (2011). 

204魏庭楨，同註 166，頁 73-74。 
205即 Council Directive 2005/85/EC. 
206即 Directive 2013/32/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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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庇護程序指令第 2條 b項，申請人可以取得的權利地位包含「難民地位」

(Refugee Status)與「輔助保護地位」(subsidiary protection status)
 207，兩者為相異

的分類，各自有其保護領域，依指令第 10 條第 2 項，當機關審查庇護申請時，

該機關應先確定申請人是否符合難民身份，若不符合，則確定申請人是否有資格

獲得輔助保護。指令第二章則是關於庇護申請處理的基本原則，如第 10 條第 1

項即規定，成員國應確保，庇護申請不得以無法盡速裁決為理由而拒絕或排除裁

決。對於庇護申請人及其家庭的申請權之保障則依指令第 7 條第 1 項，會員國應

確保具有完全法律能力的庇護申請人自行申請庇護的權利；同條第 2 項，會員國

得提供讓申請人代替受扶養人申請庇護的程序，若是受扶養的成年人(Dependent 

Adult)，會員國應確保其同意被代為申請，否則他們應有權利自行申請；第 3 項

則是關於未成年人的庇護申請，會員國應確認未成年人有自行申請庇護的權利，

當他依據會員國相關法律在程序上具有完全法律能力，或透過其家長或其他成年

家屬，或依照會員國法律或實務操作得做為負責人的成年人或透過代表時。第 4

項則是會員國應確保無成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由他人代為提出庇護申請權的保障

之規定208。第 5 項則規定會員國得立法決定的事項，包含：未成年人得以自己名

義申請的狀況、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由代表依 25 條 1 項代為申請的狀況及庇護

申請之提交被視為同時構成未婚未成年人庇護申請提交之狀況209。 

    2015 年 7 月通過生效的新法對於庇護程序公正性與效率的要求更為明確，

也增強對於庇護申請人程序權利保障的規定，如機關處理程序的時間限制，依指

令第 31 條第 3 項，遞交庇護申請後，庇護審查程序原則上不得超過六個月。而

關於個人面談(Personal interview)的程序保障則是增強申請人陳述意見之權利，

如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會員國應確保申請人針對其庇護申請於面談時具有陳述意

見之權利，且依第 17 條第 2 項，在面談結束後，庇護申請被決定前申請人有提

                                                 

207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13 點。 
208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14 點。 
209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1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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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意見和解釋的權利210。對於需要特別程序保障的申請人與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亦有其特別規定211，且依據指令第 31 條第 7 項，對於有脆弱性或無人陪伴的未

成年人，成員國得優先審查其庇護申請。其他規定如上訴程序的明確化，當庇護

申請人對申請結果提起上訴時，會員國應確保申請人停留在境內的權利，等待上

訴結果212。新法在法律援助方面也有修正，從指令第 20 條至 23 條皆為法律援助

之規定，第 20 條第 1 項明定在上訴程序中，會員國應確保申請受法律扶助之權

利。 

雖然新法具有上開的重要突破，但不免有論者提出質疑，如法律援助方面之

規定，對於無人陪伴之未成年人，在審查程序中仍然欠缺免費的法律援助，因為

未成年人的脆弱性，在審查程序中可能對於法律程序的認知或事實的陳述受有限

制，導致一個對其不利的審查結果，因此不應限於在上訴程序時國家始有保障法

律援助的義務，在審查程序中有關程序進行、文件提出甚至個人面談，申請人皆

應享有受免費法律扶助之權利213。 

第三項 身分認證指令(Qualification Directive) 

歐盟最早的身分認證指令在 2004 年通過並生效，目的是為了建立難民地位

或受輔助保護地位的共同判斷標準214，因此身分認證指令也是歐盟共同庇護系統

中居於核心地位的法規，其最新的版本則於 2011 年頒布生效，內容主要包含難

民與受輔助保護人的明確定義與資格認定、國際保護(international protection)申請

之評估與行動，及國際保護的內容，如對難民與受輔助保護地位之人的不遣返原

則、家庭團聚權、居留權、就業機會、受教育機會之保障、醫療保健與社會福利

權利的維護等。 

                                                 

210
Samantha Velluti, Reforming the Common European Asylum System -Legislative Developments 

and Judicial Activism of the European Courts, 56(2014). 
211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16-17 點。 
212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18 點。 
213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15 點 
214

Guy S. Goodwin-Gill，同註 27，頁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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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地位與受輔助保護地位之認定，源於《難民地位公約》第 1 條第 1 項對

於「難民」的定義，但指令中的定義相較於公約有顯著的擴大，並有更精確的闡

釋215，而 2011 年的新指令與舊版本相較，資格認定的「最低標準」(minimum 

standards)刪除最低二字，修正為「標準」(standards)，文義之修正顯示在里斯本

條約生效後，歐盟對庇護政策權限的變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指令中仍然保留

各會員國在難民資格認定方面的立法自主權216，致使各國得以制定或保留高於指

令的認定標準，但不得違反指令的要求217。其他的修正例如對於庇護申請人應予

保障的基本權，其隨行家屬亦須得到保障218，考量到家庭成員的依賴性，家庭成

員的定義亦應擴大219，執行指令時，對於兒童應考量其最佳利益與家庭團聚權，

未成年申請人的福利及社會發展、安全等因素，也需要就其年齡與成熟度一同考

量220。 

雖然家庭成員定義在新法中予以擴大221，但美中不足的是此次修正並未包

含離開原籍國後形成的家庭，因為此種家庭仍需要社會與法律的保護。而有關家

庭團聚權與其他基本權，在新法 23 條以下的規定已將受輔助保護地位人與其家

屬納入，因此對於這些人的基本權維護已非會員國的裁量權範圍，而成為一種義

務222。然而在社會福利提供方面，對於受輔助保護地位人的社會福利提供，指令

第 23 條第 5 項仍給予會員國裁量空間，因此即便此等人的就業權受到保障，然

而在現實生活仍失業的情況，若未能獲得社會福利的援助，仍舊不能改善其生活，

導致指令維護其基本權的美意落空223。 

                                                 

215
Samantha Velluti，同註 210，頁 50。 

216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12 點。 
217

Steve Peers, Legislative Update 2011, EU Immigration and Asylum Law:The Recast Qualification 

Directive,14 Eur. J. Migration & L. 204 (2012). 
218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8 點。 
219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10 點。 
220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9 點。 
221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11 點。 
222

Steve Peers，同註 217，頁 215。 
223

Steve Peers, The revised Directive on Refugee and Subsidiary Protection status Steve Peers 

Statewatch Analysis, The revised Directive on Refugee and Subsidiary Protec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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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收容標準指令(Reception Conditions Directive) 

    收容標準指令的適用對象是在歐盟邊境或會員國境內提出庇護申請人及其

家屬，也就是其身分地位是被允許留在境內的「庇護申請人」的時候，會員國應

依據指令提出之共同標準，確保庇護申請人享受有尊嚴的生活品質224。指令的內

容包含收容標準的一般規定、拘留、庇護申請人及其家屬的權利保障，包含居住

遷徙自由、家庭團聚權、醫療、健康照護、教育及就業權利的保障等。舊版本的

收容標準指令在 2003 年通過施行，而新的版本則在 2015 年 7 月生效。 

    新法修正的內容，首先隨著身分認證指令的修正，收容標準指令中家庭成員

的意義也隨之擴大225；同時也新增了詳細的拘留(detention)相關規定，如指令第

8 條規定庇護申請人得被拘留的理由，第 9 條被拘留人的權利保障，第 11 條規

範具脆弱性的申請人之拘留應符合的要求及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不得被拘留，但

在指令中缺乏對拘留的時間限制226。其他的修正如第 14 條對受教權的保障，在

庇護申請提出後三個月內即應使需受教育人進入教育系統，必要時，應提供未成

年人預備課程包含語言課程，在特殊個案無法進入第一項規定的教育體系時，會

員國應依法律或慣例提供其他教育安排。在就業方面，依第 15 條規定應保障庇

護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後至遲 9 個月內得以進入勞動市場， 當主管機關為對庇護

申請做決定且機關之推遲不可歸責於申請人。雖然收容標準指令在對庇護申請人

及其家屬的權利保護有所進展，但最大的缺漏則是相較於遣返指令中對於拘留期

間限制的明確規定227，收容標準指令欠缺拘留時間限制的規範，對受拘留人的人

身自由之保障是相當不利的的影響因素。 

第四節 小結 

                                                                                                                                            

http://oppenheimer.mcgill.ca/IMG/pdf/b_Peers-The_Revised_Directive_on_Refugee_and_Subsidiary

_Protection_Status.pdf（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 月 11 日）。 
224

Steve Peers，同註 203，頁 368-369。 
225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19 點。 
226

Steve Peers，同註 203，頁 374。 
227參見附錄（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第 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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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行政體系所建構之共同庇護系統，係由歐盟會員國共同分擔難民的庇護

責任，然而，由於各會員國間之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程度，與法制系統完善

程度的差異，使得歐盟共同庇護系統在實際執行時，在收容、遣返難民的審查上

產生種種問題。其中，難民第一抵達國必須負責難民審查的責任分擔規定，也使

得鄰近難民來源國之歐洲邊境國家，在此標準之下，承擔較多的責任以及衍生較

多的財政花費，也造成較多的社會問題。 

由於第一抵達國承擔大多數難民收容、審查的工作，在前述都柏林公約規定

之下的庇護機制在現實與理想的假設間的落差，法律適用上，主權條款也因為現

行庇護申請案件量龐大之狀況下，導致為消化申請案件數量，僅以程序面進行審

查，而未一一審酌個案移送至其他會員國將遭受到的風險，形成庇護申請權與享

受權落實的漏洞，在相關案例探討中可發現，難民申請者因前述主權條款漏洞，

淪為各成員國之間的人球，不但無法提供公正的審查並維護其基本權利，亦不符

合不遣返原則精神。除此之外，庇護申請的裁量亦應考量人道條款，審慎評估個

案家庭團聚、脆弱性及依賴性等因素，以落實不遣返原則。 

在前述歐盟指紋系統中，利用指紋系統以確保難民在歐盟內僅能向單一會

員國進行一次庇護申請之限制規定，雖可避免庇護投機現象，然而恐造成形式上

將大量難民歸屬於第一抵達國，而無法實質審查難民的個別情況，造成如同前述

主權條款的漏洞；在庇護程序指令中，雖對於無人陪伴之未成年人加以優先處理

之保障，然對於實際上未成年人在庇護申請程序中，能否獲得有效的法律性協助，

則仍有待商榷，對具有特別脆弱性的個案應有更周全之規定；在身分認證指令的

規定之中，雖放寬對於家庭成員的認定，但於庇護申請人家庭成員而言，接受國

仍保有出於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原因，可以拒絕、減少或撤回所保障權益之裁

量權，對於難民的家庭團聚權保障仍具有不確定性；收容標準指令規定應保障庇

護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後至遲 9 個月內得以進入勞動市場，當主管機關為對庇護申

請做決定且機關之推遲不可歸責於申請人，此一規定使得庇護申請人進入勞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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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時間，產生不確定的延遲，以及實際上並未能就庇護申請人與該合法居住者

在勞動市場上的就業競爭，進行實質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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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論：2003 年內政部難民法草案評析 

第一節 草案內容 

行政院內政部最早於民國 92 年擬定難民法草案，且自立法院第 7 屆第 1 會

期起，陸續曾在第 8 屆228、第 9 屆229部分會期中皆被交付審議，由此可知立法與

行政部門已具備建立難民庇護法制的意識，惟立法工作的推展尚待努力230。行政

院版難民草法案內容要點如下： 

一、難民之認定 

依難民法草案第 3 條規定，得向我國申請難民認定者，係指「外國人或無國

籍人，因戰爭或大規模自然災害被迫離開其原國籍國或原居住國，致不能受該國

保護者；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因種族、宗教、國籍、屬於特定社會團體或持特定

政治意見，離開其原籍國或原居住國，且有充分正當理由恐懼受迫害，致不能受

該國之保護或因恐懼而不願返回該國者，得向我國申請難民認定；外國人有前兩

項所定事由，且具有兩個以上國籍者，以有充分正當理由不能在各該國籍國生活

或受各該國籍國保護者，或恐懼受迫害，致不能受各該國籍國之保護，或因恐懼

而不願返回各該國籍國者為限」（難民法草案第 3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3 項）。 

二、程序規範 

草案第 4 條則為難民申請認定之方式，申請人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在國外者

由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受理，並轉報主管機

關辦理；於我國國境線或機場、港口尚未入國者，由檢查或查驗單位受理，並轉

                                                 

228
1010406 立法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行政院函請審議「難民法草案」案決議交內政、

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b9b300E2409011000900D00000001000000^000000A5000

0000DA23f2a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1 月 17 日） 
229

1061229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5 次會議時代力量黨團擬具「難民法草案」，請審議案，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133f002AE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A02000

101004D3d80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1 月 17 日） 
230

1070511 立法院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12 次會議，時代力量黨團提議變更議程提案，增列難民法

草案為討論事項第十三案，然經記名表決結果，並未通過：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450f002A000000000A00000000^000001000000100000110

004D2E3f86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1 月 17 日）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b9b300E2409011000900D00000001000000%5e000000A50000000DA23f2a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b9b300E2409011000900D00000001000000%5e000000A50000000DA23f2a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133f002AE20000000000000000000000%5e00000100A02000101004D3d80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133f002AE20000000000000000000000%5e00000100A02000101004D3d80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450f002A000000000A00000000%5e000001000000100000110004D2E3f86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450f002A000000000A00000000%5e000001000000100000110004D2E3f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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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主管機關辦理；已入國者，由主管機關受理並辦理之（第 1 項）；提出申請者，

應由本人親自辦理，其配偶及未滿 20 歲之子女得隨同辦理。但有特殊情形，經

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主管機關之審查組織與審查程序規定於第 5 條，於接獲難民申請後應先經初

步審查；認為應予受理者，應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其他社會公正人

士招開審查會，並於六個月內做成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並通知申請人（第

1 項）；前兩項審查會組成、審查要件及程序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 3 項）。 

第 6 條則規定申請人審查時的協力義務及陳述權，主管機關審查難民認定案

件得要求申請人舉證因戰爭或大規模自然災害無法於原籍國或原居住國生活或

受其保護，或有其他充份正當理由恐懼受迫害，不能受該國之保護或因該恐懼而

不願返回該國之事實、接受面談、到場陳述意見、按捺指紋及其他必要措施。 

第 10 條規定申請難民認定不予許可之情況，包含:一、曾從事國際條約或協

定所規定之侵略罪、戰爭罪、滅絕種族罪或違反人道罪。二、已受其他國家或原

籍國保護。三、曾途經或來自可受理難民申請之第三國。四、有危害我國利益、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五、曾有重大非政治性犯罪紀錄或曾遭拒絕入國、限

期令其出國或強制驅逐出國。但犯罪紀錄係當次未經許可入國者，不在此限。 

第 14 條則為許可認定為難民後，撤銷或廢止許可之規範，在符合下本條各

款情形時，得撤銷或廢止許可；第 15 條則為不予許可或許可經撤銷或廢止者，

德限期令其出國或屆期未出國得強制驅逐出國之規定，但符合特定情形時得暫緩

執行。 

三、權利保障規範 

草案第 7 條規定申請期間難民之權利義務與法律地位，依同條第一項，審查

期間得給予申請人在台灣地區停留許可；第二項則規定申請人於審查期間，享有

法律諮詢、醫療照顧及維持基本生活權利，且有遵守我國相關法規之義務。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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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期間內，依同法第 8 條，主管機關得對申請人暫予指定住居或安置，在符合所

列特定情形時，始得強制驅逐出國。 

第 13 條為難民認定的法律效果，取得難民身分者，主管機關應發給難民證

明文件(第 1 項)；持有難民證明文件者，得申請外僑居留證及難民旅行文件，並

得依法申請永久居留或歸化(第 2 項)。第 7 條所定難民申請人及經許可認定為難

民者在我國之停留期限、法律地位、相關權利義務、核發證件種類、效期及其他

應遵守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第 3 項）。 

第二節 草案內容評析 

從本文第二章以下的討論中，確立《難民地位公約》中，對難民而言最初

步的保障，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原則：第 33 條不遣返原則，我國《難民法》草案

中，對於不遣返原則未見明確規範，且草案條文中對於難民身份之認定、申請難

民認定之方式、主管機關審查程序、申請人協力義務以及難民認定之申請，得不

予許可及得撤銷或廢止許可之情形，均有討論空間，以下段落將就我國《難民法》

草案條文進行評析。 

在《難民地位公約》及《難民地位議定書》中對難民的定義僅包含保護受

人為政治迫害的「政治難民」，不包含因戰爭或自然災害而形成之難民，然而基

於人權保障與人道援助之觀點，此種難民應有權享有與政治難民同等之保護。是

以，草案第 3 條對難民認定之定義配合國際上武裝衝突、內戰、環境難民等普遍

化的現狀予以放寬，殊值肯定，然參照本文第三章關於難民特別脆弱性之討論，

本文以為對於因性別、性傾向而受到迫害之難民亦應納入草案保障之對象。此外，

以比較法觀點角度視之，建議可參酌本文於第四章針對人道條款的討論，將人道

層面納入考量，例如將未成年人最佳利益、申請人之家庭團聚權或特殊的文化因

素等，並於草案中建立審查標準，以落實不遣返原則。 

草案第 4 條第 3 項規定申請人及其配偶與未滿 20 歲之子女得隨同辦理難民

認定申請，此規定是為對難民家庭權之保障。本條規定僅規範未成年子女得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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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申請，而漏未規定無人陪伴之未成年人申請難民認定之程序。雖草案有規定

針對個案特殊情形得經主管機關同意，但從維護家庭團聚權與兒童最佳利益之角

度而言，針對無人陪伴之未成年人提出難民申請之情形，應有更明確之規定，本

文建議草案相關規範可參酌歐盟庇護程序指令第 7 條第 2 項以下規定定之。 

草案第 5 條第 3 項規定審查會組成、審查要件及程序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本文以為針對審查會組成或審查程序，授權子法規定，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惟審查要件涉及難民身分之准駁，草案授權子法來規定，將影響申請人受庇護權

及其他基本權利之保護，應以法律定之。本文以為，應參酌前述第三章難民身份

認定原則之建議，申請者應由法院或專門獨立之委員會審查，並且草案中應設立

對於審查結果之救濟制度，以實質保障申請者之權利。 

草案第 6 條為申請人協力義務與陳述意見之規定，本文以為，草案第 6 條

規定主管機關得要求申請人舉證因戰爭或大規模自然災害無法於原國籍國或原

居住國生活或受其保護，或有其他充分正當理由恐懼受迫害，不能受該國之保護

或因該恐懼而不願返回該國之事實的規定，未能考量難民多數因為逃亡、顛沛流

離、其原籍國因戰亂、自然因素或行政系統紊亂等狀況，導致難民往往難以取得

具可信度之證明文件，因此，僅在草案第 6 條中要求申請人舉證，此舉證規定恐

流於日後駁回難民申請的最大利器，因此，本文以為應參酌第三章第四節關於來

源國資訊的確認以及評估程序標準，詳加規定，以避免違反不遣返原則。 

針對面談、陳述意見、按捺指紋等行政行為，由於將限制當事人部分權利，

因此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草案中應有相關權利保護規定，子法中亦應針對細節

性事項擬定合於程序上正當法律程序之規定。本文以為可參酌都柏林第三公約第

5 條第 3 項以下以及庇護程序指令第 14 條至第 17 條之規定定之，如面談應以申

請人可理解且能溝通的語言進行，必要時應提供通譯人員、應確保面談是由具法

定資格者進行等相關規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79

82 

 

關於面談程序，我國現行法有所規範者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實施面談

辦法與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台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然而此兩部法令較為簡要，

對當事人權利保障顯有不足，因此有論者以為，即使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2

項外國人面談程序排除行政程序法之適用，然而若類推同條第 7 項對人事行政行

為範疇之解釋，若對公務員權益有重大影響者仍應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是以，

對上開兩部法令有關面談程序的權利保障顯有不足的部分，應參酌行政程序法之

規定，如第一章第四節迴避、第五節程序之開始、第六節調查事實及證據等等231。

本文亦認為行政程序法系爭規定之限制不應使外國人於面談程序中權利有所減

損，因此對於難民法草案第 6 條的面談程序，不論是適用現行法規或未來由難民

法授權子法規定，都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有關指紋之採集，難民法草案僅規範採集指紋之目的，而漏未規定指紋採

集的正當程序與資訊的利用、傳輸限制及指紋的保存與刪除，亦無授權子法定之

232，由於指紋資料為個人重要資訊，應受資訊隱私權之保障，本文以為可參考第

四章歐盟指紋系統的相關規定，予以規範233。 

草案第 10 條為申請難民認定不予許可之情形，草案第 14 條則為難民許可撤

銷或廢止之情形，其中針對草案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對於途經或來自可受理

難民申請之第三國者，認定為不予受理庇護申請之對象，然台灣為一四面環海之

島國，難民未經第三國，直接抵達台灣之情形殊難想像，此條款一經立法，所有

渡海前來台灣尋求庇護之難民，實質上恐幾乎不可能有成功申請庇護的可能性，

將導致違反不遣返原則。 

有關難民實質權利的保障，主要規範於草案第 7 條第 2 項與第 13 條第 3 項，

然而對於權利保障的種類、範圍過於貧乏，如草案第 7 條第 2 項僅包含申請人於

審查期間的法律諮詢、受醫療照顧與維持基本生活權利，草案第 13 條第 3 項僅

                                                 

231陳正根，移民署面談工作之人權保障，法學新論，第 37 期，2012 年 8 月，頁 65-70。 
232目前我國對於非本國人指紋資訊有關的規範僅有「大陸地區人民按捺指紋及建檔管理辦法」。 
233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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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申請人及經許可為難民者之法律地位、相關權利義務應訂定法規命令規範之，

更為空泛234。本文以為，難民基本權應有更明確之保障，例如居住遷徙自由、工

作權、宗教權、教育權等，亦應列入難民基本權利的清單之中。本文以為相關規

定可參酌收容標準指令中對於難民基本權之規定，如第 7 條居住遷徙自由之保障；

第 8 條至第 11 條則拘留之理由、受拘留人權利保障、不得受拘留者之類型以及

拘留的時間限制等；第 14 條關於受教權的規範，使需受教育之難民在庇護申請

後 3 個月內得進入教育體系以及特殊個案之教育安排；第 15 條以及第 16 條關於

難民勞動權之規定，使申請人於提出庇護申請後 9 個月內得進入勞動市場之權利

以及勞動訓練等。 

大陸地區人民若以受政治迫害等因素來台，依照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17 條第 4 項235，與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

許可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236，在政治因素等考量下，得專案許可大陸地區人民在

臺灣地區長期居留，是以，現行法制對於大陸地區人民之入境，係以專案居留方

式審查，而非法入境者除了被收容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外，甚至無法適用上開規

定尋求庇護，換言之，即使透過長期居留方式，若無法確定大陸地區來台人士之

難民地位，仍難以取得完整之居留、工作、家庭團聚等權利保障237。 

關於香港、澳門人士申請來台，近年來香港反送中運動，不少香港人企圖

來台灣尋求庇護，但是礙於台灣沒有《難民法》，無「法」給予來台避難的香港

人正式的政治庇護238。牽涉其中的法律包括《香港澳門條例施行細則》第 20 條

第 1 項第 3 款239以及《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9 條

                                                 

234李晏榕，台灣需要怎樣的難民法？蘋果日報，2015 年 9 月 7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907/686692/。 
235參見附錄（二）法律條文第 2 點。 
236參見附錄（二）法律條文第 1 點。 
237翁燕菁，同註 30，頁 169。 
238邱伊翎，真的假的？台灣無「法」提供難民政治庇護？，報導者，2019 年 11 月 26 日，

https://www.twreporter.org/a/mini-reporter-taiwan-refugee-law。 
239參見附錄（二）法律條文第 5 點。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Q006000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Q0060003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907/686692/
https://www.twreporter.org/a/mini-reporter-taiwan-refugee-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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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0 款240，然其中對於「涉嫌重大犯罪」、「現（曾）有事實

足認為有犯罪行為」或「現（曾）有危害國家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善良

風俗或從事恐怖活動之虞」者得不予許可，此類因政治抗爭因素而亟需前來我國

尋求難民庇護者，往往在香港因參與抗爭活動而被其母國視為進行犯罪行為，造

成在我國進行難民庇護審查時，增加認定其為難民之困難性。 

香港、澳門人士係根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香港澳門條例施行細則》

及《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等三部法律，於港澳居民

因政治因素受到迫害時得申請必要之協助241，然此一申請須通過陸委會的「專案

審查242」，方能取得難民之地位，此一專案審查缺乏明確的配套規定，並無具體

的申請資格、要件、資料、時程等等的規範，使欲申請者無所依憑。更值得注意

的是，若有港民依此申請遭駁回，現行法制也未規定救濟程序，更未有相關的法

律扶助，可能使受難者陷入無處申冤的狀態243。在缺乏相關配套規定的「專案審

查」中，申請的准駁決定由行政機關自由裁量，裁量結果為行政處分，然依行政

程序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排除「外國人出、入境、難民認定及國籍變更之

行為」之適用，在港澳居民的身分認定以及庇護申請上，將無法有妥適的實質保

障。 

第三節 小結 

當代難民潮在跨國界的流動下，即便是地理位置如我國，或許處理大規模

難民的機率較低，仍有部分個案型的難民在流離失所，成為沒有身分甚至無國籍

之人時，期待我國伸出援手。依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法第 2 條第 9 款，

難民之認定、庇護及安置管理系屬移民署職掌事項，然而對於入境我國之難民案

                                                 

240參見附錄（二）法律條文第 3 點。 
241參見附錄（二）法律條文第 4 點。 
242參見附錄（二）法律條文第 6 點。 
243吳景欽，港澳條例與難民法的兩難，美洲台灣日報，2019 年 12 月 12 日，

https://www.taiwandaily.net/%E6%B8%AF%E6%BE%B3%E6%A2%9D%E4%BE%8B%E8%88%8

7%E9%9B%A3%E6%B0%91%E6%B3%95%E7%9A%84%E5%85%A9%E9%9B%A3-%E5%90%

B3%E6%99%AF%E6%AC%BD/。 

https://www.taiwandaily.net/%E6%B8%AF%E6%BE%B3%E6%A2%9D%E4%BE%8B%E8%88%87%E9%9B%A3%E6%B0%91%E6%B3%95%E7%9A%84%E5%85%A9%E9%9B%A3-%E5%90%B3%E6%99%AF%E6%AC%BD/
https://www.taiwandaily.net/%E6%B8%AF%E6%BE%B3%E6%A2%9D%E4%BE%8B%E8%88%87%E9%9B%A3%E6%B0%91%E6%B3%95%E7%9A%84%E5%85%A9%E9%9B%A3-%E5%90%B3%E6%99%AF%E6%AC%BD/
https://www.taiwandaily.net/%E6%B8%AF%E6%BE%B3%E6%A2%9D%E4%BE%8B%E8%88%87%E9%9B%A3%E6%B0%91%E6%B3%95%E7%9A%84%E5%85%A9%E9%9B%A3-%E5%90%B3%E6%99%AF%E6%AC%B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79

85 

 

例，移民署卻陷於無法可循的窘境；且在我國批准兩公約並通過兩公約施行法後，

對於普世人權的落實刻不容緩，在 2013 年我國兩公約初次審查報告的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中，審查委員亦指出不遣返原則於我國移民法制之落實同時應盡速修訂

難民法以因應難民問題，保障難民之基本權利244。 

我國難民法草案仍在立法院靜待審查通過，除過於簡要的條文反映草案整體

偏重難民身分認定與其他程序規範外，未見難民保障最重要且最基本的不遣返原

則，且難民基本權利保障之規定過於貧乏與空洞。即便是程序規範亦欠缺明確性。

透過歐盟庇護系統的比較分析後，我國難民法草案在實質權利方面應細緻化權利

保護之規定，例如遷徙自由、工作權、受教育權等權利的明定，同時應注重程序

權的保護，在難民認定申請與救濟程序，以及審查期間的面談、陳述意見、按捺

指紋等程序皆應有相應而明確之規定，以求合於正當法律程序。 

在難民法尚未通過的當下，對於我國目前遭遇的難民處遇問題，例如大陸地

區民運人士、在台流亡藏人等實質上具備難民身分者，在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條

文245修正通過，或難民法通過施行之前246，應透過現行法制以專案庇護之方式處

理，同時給予必要的生活輔導與協助，而非漠視兩公約之精神，不予受理系爭案

件，或動輒收容、驅逐出境，才是建立完善庇護法制應循的路。 

是以，本文以為在現行台灣地區或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香港澳門關係

條例及相關規定中，大陸地區及港澳地區人民將無法依現行法令，進行有效之庇

護申請及受到實質權利保障，故本文以為在未來難民法草案中，應訂定大陸、港

                                                 

244各機關落實 78 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

意見與建議跨部會點次審查會議第 1 場次（議題：其他 1），106 年 8 月 30 日，頁 16。 
245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初審通過《入出國移民法》第 16 條修正草案，依草案

第 16條第四項:「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前入國之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

未能強制其出國，且經蒙藏事務主管機關組成審查會認定其身分者，移民署應許可其居留。」

將來三讀通過後可望使 105 年 6 月 29 日前入台之藏人取得長期居留之權利。 
246邱伊翎，同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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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地區人民符合難民資格者納入本法適用對象之規定247，以直接適用未來通過之

難民法，解決在兩岸政治敏感的現實下，實際存在需受政治庇護人民的問題。 

  

                                                 

247在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4 次會議，委員提案第 18464 號由民進黨黨團提出的難民法草案

第 16 條即有此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有第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情形者，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依本法規定辦理。前項所定人員經許可認定為難民者，如係未經許可入

境，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六條規定。第一項所定人員經許可認定為難民者，其申請居留、長期

居留或定居之期間，適用外國人居留、永久居留及歸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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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及未來展望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起始於我國過去曾處理過的難民問題，諸如：1975 年，我

國政府曾接納來自越南、高棉、寮國等國難民約 3000 人、1976 年，我國政府推

行仁德專案、海漂專案。仁德專案接納越南難民約 6000 人，海漂專案接納中南

半島難民約 2000 人、2014 年，由於《難民法》遲未通過立法，政府以專案許可

發給 9 名滯留台灣多年的中國大陸民運人士及法輪功學員長期居留許可、2014

年及 2018 年皆有來自敘利亞的庫德族持假護照欲轉機至歐洲尋求庇護，卻遭內

政部移民署遣返，足見，我國並無法自外於難民議題，且在《難民法》未完成立

法的背景之下，本文盼能借鏡面對及處理難民議題具有豐富經驗之歐盟行政體系

以及歐洲人權法院對於難民申請庇護之判決，以在國內實踐兩公約保障人權之觀

點、健全難民庇護法制的目標之下，提出建議，以下臚列本文之研究結論： 

1. 不遣返原則已被視為一般國際法原則，也是難民保護規範的最低限度法

律原則，驅逐出境、送回、引渡、拒絕入境等行為都須受到不遣返原則

所拘束。 

2. 不遣返原則之擴張，應包含當難民移往第三國將危及其基本權或將受到

迫害時，也不能將其移往該第三國，以及將難民移往第三國最終仍會受

到驅逐或遣返，也會構成所謂的「間接遣返」，因而違反不遣返原則。 

3. 在難民程序的保障上，本文以難民語言不通為例，指出在程序面如何保

障難民公平聽證權利的基礎。以口譯員在場為例，說明口譯員的設置目

的不僅是實現形式上的平等，而且還能抵消因缺乏語言技能而導致的任

何不利因素，以保障申請庇護者實質參與審理的權利。 

4. 在難民的實質權利的保障上，本文以家庭團聚權的保障為例，觀察到如

若難民來自缺乏完善行政管理，或難民所提出之文件來自於讓人無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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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的國家，此時要求難民提出適當的文件以證明相關資訊之正確性，實

務上具有困難性，在審核過程中應予以考量。 

5. 以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為基礎，區分 3 種類型，判決考量因素如下: 

（1） 以「健康因素」為基礎之類型: 

歐洲人權法院對於患有重病亟需先進醫療的申請庇護者，是否得

主張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而免遭驅回之要審查依據如下： 

申請人所患疾病是否面臨即將死亡的風險、締約國無義務減輕其

與原籍國間之醫療差距以及重申《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所欲保

障之範疇僅限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2） 以「從無死刑的國家驅回有死刑的國家」為基礎之類型： 

歐洲人權法院認為只要遣返決定，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請人被移交

給另一國，將面臨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的待遇的真正風

險，則締約國有責任保護其免受此類待遇；而此風險在於接受國

所可能實施的懲罰是否達到「最低嚴重程度」，是否會使遣返決

定變得不人道和有辱人格。 

（3） 以「原籍國迫害宗教自由」為基礎之類型： 

歐洲人權法院認為不能單以兩國宗教信仰不同直接判斷決定違

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9 條之規定，而應以申請人是否有遭受人

身攻擊或返回原籍國之後有無法堅持信仰的風險作為實質判斷

的基礎，而如若原籍國對於其宗教信仰有採取實質上的保護措施，

則在法院的判斷上傾向認定申請人返回原籍國並不構成公約第9

條之違反。 

6. 自 J.K. v. Sweden 案件之後，歐洲人權法院系統性地列出庇護案件中所

應適用的 10 個原則，雖然不遣返原則僅是其中 10 項原則之一，但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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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返原則未受遵守，則所有其他原則都將有被違反的風險，不遣返原則

乃是處理庇護案件最首要且核心的原則。 

7. 在難民身分認定原則中，法官需以可信度架構、風險評估架構及理由架

構評估申請人提出之申請，以客觀判斷是否給予難民身分或附屬保護 

8. 在來源國資訊的確認章節中，在處理是否將申請人送回原籍國的案件上，

法官對於來源國資訊必須取得完整充足的知識，特別是與人權表現相關

的資訊在難民與保護評估及申請上是重要的證據，這些資訊有助於可信

度、可能造成的傷害、風險以及原因上的評估。法官必須公正地接受這

種評估，儘可能減少其固有的主觀性。 

9. 在可信度評估之程序標準章節中，若因為錯誤或不適當的程序，使得申

請人沒有機會公平合理地提出請求和證據，那麼可信度評估可能存在著

根本性的缺陷，關於程序上應遵守的標準，如確保口譯員在場、訴訟代

理人制度、是否有合理的時間限制、妥適的面談設施以及過程中是否有

其他諸如偏見、無能和利益衝突的狀況以影響評估。 

10. 對於在評估弱或敏感申請人所提出之證據的可信度時，其特定的脆弱性

可能導致法律適用之錯誤、特別脆弱或敏感的申請人的困境，需要在可

信度評估中仔細理解和反思。 

11. 本文第四章探討歐洲共同庇護系統的運作，其內涵包括在短期內負責分

配審查庇護申請的國家、建立公平有效的庇護程序的共同標準、尋求庇

護者的共同最低接待條件和明確可行的決定，對於難民地位承認的措施

應有輔助保護形式的措施，為任何需要此類保護的人提供適當的地位，

以落實不遣返原則。 

12. 《都柏林公約》確立來自第三國的難民進入歐體之後，其庇護申請處理

原則─由難民「第一抵達國」負責安置與處理難民申請，此系統的運作

是基於假設會員國對難民而言符合「安全國家」的定義，避免會員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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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驅逐或推回其他國家，以致違反不遣返原則。然而，都柏林架構下，

產生庇護申請審查責任分配問題，來自於會員國內不充足的庇護程序與

非人道的收容條件，顯見庇護機制在現實與理想的假設間，有相當大的

落差，法律適用上: 

（1） 主權條款:因會員國間的裁量怠惰，未考量個案情況移送至其他

會員國遭受到的風險，形成庇護申請權與享受權落實的漏洞，讓

庇護申請人繼續淪為人球，以致違反不遣返原則。 

（2） 人道條款: 將《都柏林第二公約》第 15 條第 1 款，定性為任意

條款，賦予會員國對於庇護申請案中家庭成員及其他親屬的團聚

權，於符合人道條款時，具有裁量權。 

（3） 《都柏林第三公約》確立在分配未成年人庇護申請的審查責任時，

除了依據其他要件，應特別考量其對於未成年人的脆弱性及依賴

性。 

13. 歐盟國家為落實都柏林公約建立之共同庇護系統，其行政體系之實踐包

括歐盟指紋系統、庇護程序指令、身分認證指令以及收容標準指令: 

（1） 歐盟指紋系統旨在確定不論在任何會員國申請，每件庇護申請的

資料都會被集中建立歐盟指紋系統之中，確保難民在歐盟內僅能

向單一會員國進行一次庇護申請之限制，避免重複的庇護申請，

導致庇護投機的現象發生。 

（2） 庇護程序指令涉及庇護申請之提出、審查、准駁、拘留、個人面

談、過境程序、法律援助的提供以及上訴程序等執行細節，並確

定申請人可以取得的權利地位包含「難民地位」與「輔助保護地

位」，並進一步檢視此二種地位之內涵。 

（3） 身分認證指令主要包含難民與受輔助保護人的明確定義與資格

認定、國際保護申請之評估與行動，及國際保護的內容，如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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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與受輔助保護地位之人的不遣返原則、家庭團聚權、居留權、

就業機會、受教育機會之保障、醫療保健與社會福利權利的維護

等權利。 

（4） 收容標準指令的內容包含收容標準的一般規定、拘留、庇護申請

人及其家屬的權利保障，包含居住遷徙自由、家庭團聚權、醫療、

健康照護、教育及就業權利的保障等項目。 

14. 由於《難民法》仍尚未立法通過，草案通篇未見對於難民最重要的保障：

不遣返原則之相關規定，且草案內容仍有許多不足之處，我國在面對歷

史上數次難民申請庇護的案件，以及本文撰寫之時，中、港、澳人民因

社會運動，亟需向我國申請庇護之時空背景下，我國仍未有明確之立法

時程以確立難民申請庇護之標準及配套措施，本文以為應加速立法，以

不遣返原則為基礎並借鏡歐洲相關法令及行政制度，完備法案內容。 

第二節 未來展望 

本文以為近年來歐洲難民危機顯非歐洲本土戰亂所造成，而是由於境外國家

難民湧入，因此，歐洲國家在整合難民收容政策、相關法令上，應主動對於第一

線面臨難民衝擊之國家提供協助，以將資源集中於第一線國家，對難民給予完善

的管理以及迅速有效的難民地位審核程序，以消彌難民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感，利

於其未來融入接受國的生活。 

而對於取得難民地位者，我們需要進一步了解對移民權利的集體理解。在許

多問題上，移民與其他人相比，不應該有受到區別的對待，而應該平等保護他們

的權利。為了能夠讓移民說出來並爭取維護自己的權利，不能讓移民擔心與當局

聯繫，使移民能夠自由地與公共部門交談，如醫療保健、教育、當地警察、社會

服務、公共住宅，勞動監察和其他公共服務機構，而不必擔心遭到管理移民機關

的譴責、拘留和驅逐，這是關鍵確保此類服務能夠對所有相關人員執行任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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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沒有這種「防火牆」，移民將永遠不會報告侵犯人權行為，犯罪者將在實踐中

受益。248
 

從勞動力的角度來看取得難民身份者，以德國為例，依據德國官方統計資料

推估，到 2030 年，德國高齡人口將佔比 29%（平均年齡為 43 歲），到 2060 年則

為34%（平均年齡為50歲）。因此人口老年化的新問題加上勞動力不足的舊問題，

其實一直讓德國必須務實的接收或吸納外來人口249。對於人口老化的德國等歐洲

國家，如能在接納難民的相關政策上能夠落實教育、工作培訓等方面，對於積極

想在接受國重新開始生活的難民而言，能夠確保其生活的安定；另一方面，對於

接受國本國人民，如也可同步進行相關的教育及宣導，使其更加瞭解難民的背景、

故事，消彌同一社會中不同族群的隔閡，更能有助於難民與接受國人民共同生活

的可能性，也更增加社會文化的多元性。 

  

                                                 

248
François Crépeau，同註 70，頁 15。 

249陳品臻，弱者限定：德國的難民與移民政策，全球政治評論，第 62 期，2018 年，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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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憲法法院與人權保障」，頁 133，上網日期：2018

年 12月 4日，檢自： 

3. Ben Hubbard, Rick Gladstone，阿拉伯之春，送走獨裁迎來動盪，上

http://www.unhcr.org/hk/14211-forced-displacement-worldwide-at-its-highest-in-decades.html
http://www.unhcr.org/hk/14211-forced-displacement-worldwide-at-its-highest-in-decad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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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日期 2020年 6月 4日，檢自：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30815/c15spring/dual/ 。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133f002AE2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100A02000101004D3d80。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FYLawRsrc

hContent.asp?lrid=15&lrtype=0001 。 

4. 內政部，難民法草案總說明，上網日期 2016年 3月 12日，檢自：

http://www.moi.gov.tw/chi/chi_Act/Act_detail.aspx?sn=2 。 

5. 台灣人權促進會，《移民法》落日條款 流亡藏人成國際孤兒，上網

日期 2016年 6月 24日，檢自：http://www.tahr.org.tw/node/1628 。 

6. 台灣人權促進會，中國籍尋求庇護者終獲得身分，〈難民法〉亟待

通過，上網日期 2016年 3月 12日，檢自：

http://www.tahr.org.tw/node/1412 ；大紀元，受中共迫害 9人獲我政

治庇護，上網日期 2016年 3月 12日，檢自：

http://www.epochtimes.com.tw/n91576 。 

7. 台灣人權促進會，針對移民法第十六條通過 延長落日期限，上網

日期 2016年 11月 6日，檢自： 

http://www.tahr.org.tw/node/1757。 

8. 立法院第 8屆第 1會期第 6次會議，行政院函請審議「難民法草案」

案決議交內政、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上網日期 2019年 11月

17日，檢自：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b9b300E2409011000900D00

000001000000^000000A50000000DA23f2a 。 

9. 立法院第 9屆第 4會期第 15次會議時代力量黨團擬具「難民法草

案」，請審議案，上網日期 2019年 11月 17日，檢自：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30815/c15spring/dual/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133f002AE20000000000000000000000%5e00000100A02000101004D3d80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133f002AE20000000000000000000000%5e00000100A02000101004D3d80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FYLawRsrchContent.asp?lrid=15&lrtype=0001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FYLawRsrchContent.asp?lrid=15&lrtype=0001
http://www.moi.gov.tw/chi/chi_Act/Act_detail.aspx?sn=2
http://www.tahr.org.tw/node/1628
http://www.tahr.org.tw/node/1412
http://www.epochtimes.com.tw/n91576
http://www.tahr.org.tw/node/1757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b9b300E2409011000900D00000001000000%5e000000A50000000DA23f2a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b9b300E2409011000900D00000001000000%5e000000A50000000DA23f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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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立法院第 9屆第 5會期第 12次會議，時代力量黨團提議變更議程

提案，增列難民法草案為討論事項第十三案，然經記名表決結果，

並未通過，上網日期 2019年 11月 17日，檢自：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450f002A000000000A00000

000^000001000000100000110004D2E3f86。 

11. 李晏榕，台灣需要怎樣的難民法？上網日期 2016年 3月 28日，，

上網日期 2019年 11月 17日檢自：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907/686

692/。 

12. 沈旭暉，《都柏林公約》名存實亡之後，上網日期:2016年 1月 13

日，檢自：香港信報財經新聞: https://forum.hkej.com/node/125844  

13. 邱伊翎，來到台灣的庫德難民，上網日期 2016 年 3月 12日，檢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1103/499

359/ 。 

14. 邱伊翎，新政府要面對難民人權，上網日期 2016年 3月 12日，檢

自： http://www.tahr.org.tw/node/1684。 

英文部分 

（一）書籍 

1. Erika Feller, Volker Türk and Frances Nicholson, Refugee Prote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UNHCR’s Global Consultations on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2003).  

2. Steve Peers, EU Justice and Home Affair Law Third Edition, Oxford 

European Union Law Library (2011). 

3. Samantha Velluti, Reforming the Common European Asylum System 

-Legislative Developments and Judicial Activism of the European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450f002A000000000A00000000%5e000001000000100000110004D2E3f86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450f002A000000000A00000000%5e000001000000100000110004D2E3f86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907/686692/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907/686692/
https://forum.hkej.com/node/125844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1103/499359/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1103/499359/
http://www.tahr.org.tw/node/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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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s,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4). 

4. Fanny de Weck, Non-refoulement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 the assessment 

of individual complaints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under 

article 3 echr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under 

article 3 CAT,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2016).  

（二）專書論文 

1. Cathryn Costello, The search for the outer edges of non-refoulement in 

europe: exceptionality and flagrant breaches in human rights and the 

refugee definition 180-209（brill | nijhoff ed. 2016）.  

（三）期刊論文 

1. Guy S. Goodwin-gill, Non-Refoulement and the New Asylum Seekers, 

26 Va. J. Int'l L. 484-902 (1986).  

2. Silvia Morgades-Gil, The Discretion of States in the Dublin III System 

for Detemining Responsibility for Examing Applications for Asylem: 

What Remains of the Sovereignty and Humanitarian Clauses After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CtHR and the CJEU? 27 (3)Int J Refugee 

Law,439-455 (2015). 

3. Steve Peers, Legislative Update 2011, EU Immigration and Asylum 

Law: The Recast Qualification Directive,14 Eur. J. Migration & L. 

204-215 (2012).  

4. Jennifer R. Treadway, Residual Doubt' in Capital Sentencing: No 

Doubt It Is an Appropriate Mitigating Factor, Case Western Reserve 

Law Review, Volume 43 | Issue 1, 215-216 (1992). 

5. William Thomas Worster,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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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Right to Receive Asylum, Int J Refugee Law 27 (3),493-494 

(2014). 

（四）會議專刊或研討會論文 

1. Ledi Bianku, Seminar - Dialogue between judges.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17-18 (2017). 

2. François Crépeau, Seminar - Dialogue between judges.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12-15 (2017). 

3. Christoph Grabenwarter, Seminar - Dialogue between judges.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36-41 (2017). 

4. Anita Linder, Seminar - Dialogue between judges.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42-43(2017). 

5. Allan Mackey, John Bar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fugee Law 

Judges Assessment of Credibility in Refugee and Subsidiary Protection 

claims under the EU Qualification Directive Judicial criteria and 

standards 20-59(2012). 

6. Bruno Nascimbene, Seminar - Dialogue between judges.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50-51(2017). 

7. The Public Relations Unit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facts & figures 5-7 (2017). 

8. Guido Raimondi, Seminar - Dialogue between 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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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59-60 (2017). 

9. Carlo Ranzoni, Seminar - Dialogue between judges.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47-48 (2017). 

10. Georges Ravarani, Seminar - Dialogue between judges.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24-25 (2017). 

11. UNHCR, global trends report-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3-4 (2017). 

12. Ganna Yudkivska, Seminar - Dialogue between judges. 

“Non-refoule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ts implementation” 7-8 (2017). 

（五）網際網路資料 

1. ECHR, Analysis of Statistics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Stats_analysis_2017_ENG.pdf, 

（last visited 4/6/2020）. 

2.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fugee and Migration Judges, 

available at: https://www.iarmj.org/iarmj/the-association, （last: visited 

4/6/2020）. 

3.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fugee and Migration Judges, 

IAMRJ, constit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fugee and 

migration judges (iarmj)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iarmj.org/images/2019/constitution_2019/IARMJConstitut

ion_English_Final_19March2019.pdf, （last visited 4/6/2020）. 

4. Steve Peers, The revised directive on Refugee and Subsidiary 

Protection status Steve Peers Statewatch Analysis, The revised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Stats_analysis_2017_ENG.pdf
https://www.iarmj.org/iarmj/the-association
https://www.iarmj.org/images/2019/constitution_2019/IARMJConstitution_English_Final_19March2019.pdf
https://www.iarmj.org/images/2019/constitution_2019/IARMJConstitution_English_Final_19March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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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ve on Refugee and Subsidiary Protection status, available 

at:http://oppenheimer.mcgill.ca/IMG/pdf/b_Peers-The_Revised_Directi

ve_on_Refugee_and_Subsidiary_Protection_Status.pdf, l（last visited 

4/6/2020）. 

5. The Public Relations Unit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facts & figures 2017. （last visited 

4/6/2020）. 

6. The Public Relations Unit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facts & figures 2019. （last visited 

4/6/2020）. 

7. Adam Withnall, If these extraordinarily powerful images of a dead 

Syrian child washed up on a beach don't change Europe's attitude to 

refugees, what will? , available at: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if-these-extraordina

rily-powerful-images-of-a-dead-syrian-child-washed-up-on-a-beach-do

n-t-change-10482757.html （last visited 4/6/2020）. 

附錄 

（一）國際公約 

1.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任何人不得遭受酷刑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 

2.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7 條：一、任何人之私生活、家

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

法破壞。二、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3. 《世界人權宣言》第 16 條：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的

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立家庭。他們在婚姻方面，在結婚期間和

在解除婚約時，應有平等的權利。只有經男女雙方自由和完全的同

意，才能締結婚姻。家庭是自然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

國家的保護。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if-these-extraordinarily-powerful-images-of-a-dead-syrian-child-washed-up-on-a-beach-don-t-change-10482757.html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if-these-extraordinarily-powerful-images-of-a-dead-syrian-child-washed-up-on-a-beach-don-t-change-10482757.html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if-these-extraordinarily-powerful-images-of-a-dead-syrian-child-washed-up-on-a-beach-don-t-change-10482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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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兒童權利公約》第 9 條：一、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

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

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

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

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二、前項程序中，應

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三、締約國應尊重與

父母一方或雙方分離之兒童與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

的權利。但違反兒童最佳利益者，不在此限。四、當前開分離係因

締約國對父母一方或雙方或對兒童所採取之行為，諸如拘留、監禁、

驅逐、遣送或死亡(包括該人在該國拘禁中因任何原因而死亡)，該

締約國於受請求時，應將該等家庭成員下落的必要資訊告知父母、

兒童，或視其情節，告知其他家庭成員；除非該等資訊之提供對兒

童之福祉造成損害。締約國並應確保相關人員不因該請求而蒙受不

利。 

5. 《兒童權利公約》第 10 條：一、兒童或其父母為團聚而請求進入

或離開締約國時，締約國應依照第九條第一項之義務以積極、人道

與迅速之方式處理之。締約國並應確保請求人及其家庭成員不因該

請求而蒙受不利。二、與父母分住不同國家之兒童，除情況特殊者

外，應有權與其父母雙方定期保持個人關係與直接聯繫。為利前開

目的之達成，並依據第九條第一項所規定之義務，締約國應尊重兒

童及其父母得離開包括自己國家在內的任何國家和進入自己國家

的權利。離開任何國家的權利應僅受限於法律之規定且該等規定係

為保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權利和自

由所必需，並應與本公約所承認的其他權利不相牴觸。 

6. 《兒童權利公約》第 22 條第 2 項：二、為此，締約國應配合聯合

國及其他政府間的權責組織或與聯合國有合作關係之非政府組織

所作之努力並提供其認為適當的合作，以保護和援助該等兒童並追

蹤難民兒童之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以獲得必要的資訊使其家庭團

聚。如無法找尋其父母或其他家屬時，則應給予該兒童與本公約所

揭示之永久或暫時剝奪家庭環境兒童相同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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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禁止酷刑公約》第 1 條第 1 項：為本公約目的，「酷刑」指為自

特定人或第三人取得情資或供詞，為處罰特定人或第三人所作之行

為或涉嫌之行為，或為恐嚇、威脅特定人或第三人，或基於任何方

式為歧視之任何理由，故意對其肉體或精神施以劇烈疼痛或痛苦之

任何行為。此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其他行使公權力人所施

予，或基於其教唆，或取得其同意或默許。但純粹因法律制裁而引

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帶之疼痛或痛苦，不在此限。 

8. 《禁止酷刑公約》第 3 條：1.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

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任何締約國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

該國。2.為了確定這種理由是否存在，有關機關應考慮所有相關因

素，包括在適當情況下，考慮到相關國家境內是否存在一貫嚴重、

公然、大規模侵犯人權的情況。 

9. 《禁止酷刑公約》第 16 條：締約國應承諾在該國管轄之領域內防

止公職人員或任何行使公權力人員施加、教唆、同意或默許進行未

達第 1 條所定義酷刑程度之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

處罰之行為。包含於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及第 13 條涉及

酷刑之義務，亦適用於其他形式之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

或處罰。本公約各項規定不妨礙其他國際文書或國家法律有關禁止

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或有關引渡或驅逐之規

定。 

10.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第 7 條：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

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尤須確保：（一）所有工作者之報酬使

其最低限度均能：（1）獲得公允之工資，工作價值相等者享受同

等報酬，不得有任何區別，尤須保證婦女之工作條件不得次於男子，

且應同工同酬；（2）維持本人及家屬符合本公約規定之合理生活

水平；（二）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三）人人有平等機會於所就

職業升至適當之較高等級，不受年資才能以外其他考慮之限制；（四）

休息、閒暇、工作時間之合理限制與照給薪資之定期休假，公共假

日亦須給酬。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79

103 

 

11. 《領域庇護宣言》第 3 條：凡第一條第一款所述之人，不得使受諸

如下列之處置：在邊界予以拒斥，或於其已進入請求庇護之領土後

予以驅逐或強迫遣返其可能受迫害之任何國家。 

12. 《歐洲人權公約》第 2 條：1. 任何人的生命權應當受到法律的保

護。不得故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但是，法院依法對他所犯的罪行

定罪並付諸執行的除外。2. 在使用武力是絕對必要的情況下，其

所導致的對生命的剝奪不應當視為與本條的規定相抵觸:(a) 防衛

任何人的非法暴力行為；(b) 為執行合法逮捕或者是防止被合法監

禁的人脫逃；(c) 鎮壓暴力或者是叛亂而採取的行動。 

13. 《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不得對任何人施以酷刑或者是使其受到

非人道的或者是有或者是有損人格的待遇或者是懲罰。 

14. 《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前段：每個人都享有自由和人身安

全的權利。 

15. 《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6 款：為防止某人未經許可進入

國境或者為押送出境或者是引渡，而對某人採取行動並予以合法的

逮捕或者監禁。 

16. 《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2 項：應當以被逮捕的任何人所瞭解的

語言立即通知他被逮捕的理由以及被指控的罪名。 

17. 《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4 項：因被逮捕或者拘留而被剝奪自由

的任何人應當有權運用司法程序，法院應當依照司法程序對其被拘

留的合法性作出決定，如果拘留是不合法的，則應當命令將其釋

放。 

18. 《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1.在決定某人的公民權利和義務或者在

決定對某人確定任何刑事罪名時，任何人有理由在合理的時間內受

到依法設立的獨立而公正的法院的公平且公開的審訊。判決應當公

開宣佈。但是，基於對民主社會中的道德、公共秩序或者國家安全

的利益，以及對民主社會中的少年的利益或者是保護當事人的私生

活權利的考慮，或者是法院認為，在特殊情況下，如果公開審訊將

損害公平利益的話，可以拒絕記者和公眾參與旁聽全部或者部分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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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2.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在未經依法證明為有罪之前，應當推定為

無罪。3.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權利：(1) 以他所

瞭解的語言立即詳細地通知他被指控罪名的性質以及被指控的原

因；(2) 應當有適當的時間和便利條件為辯護作準備；(3)由其本人

或者由其所選擇的律師協助替自己辯護，或者如果其無力支付法律

協助費用，則基於公平利益考慮，應當免除其有關費用；(4) 詢問

不利於其之證人，並在與不利於其之證人具有相同的條件下，讓有

利於其之證人出庭接受詢問；(5)若其不懂或者不會講法院所使用的

語言，可以請求免費的譯員協助翻譯。 

19. 《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人人有權享有使自己的私人和家庭生活、

住所和通信得到尊重的權利。公共機構不得干預上述權利的行使，

但是，依照法律規定的干預以及基於在民主社會中為了國家安全、

公共安全或者國家的經濟福利的利益考慮，為了防止混亂或者犯罪，

為了保護健康或者道德，為了保護他人的權利與自由而有必要進行

干預的，不受此限。 

20. 《歐洲人權公約》第 9 條：一、人人有思想、良心以及宗教自由的

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其宗教或信仰以及單獨地或同別人在一起

時，公開地或私自地，在禮拜、傳教、實踐儀式中表示其對宗教或

信仰之自由。二、表示個人對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僅受法律所規定的

限制，以及在民主社會中為了公共安全的利益，為了保護公共秩序、

健康或道德，或為了保護他人的權利與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21. 《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4 條：禁止酷刑，禁止不人道的或貶低人

格的刑罰或對待。 

22. 《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7 條：私生活與家庭生活受尊重的權利。 

23. 《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19 條，遣返、遣送、引渡之限制：(1) 不

得集體遣送出境。(2) 若當事人在將被遣返、遣送、引渡之目的國

家裡，有嚴正風險會面臨死刑、酷刑、或其他不人道或貶低人格的

刑罰或處遇者，不得送往。 

24. 《難民地位公約》第 1 條第 1 項第 2 款：本公約所用難民一詞適用

於下列任何人：(二) 由於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以前發生的事情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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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當理由畏懼由於種族、宗教、國籍、屬於其一社會團體或具有

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由於此項畏懼而不能或

不願受該國保護的人；或者不具有國籍並由於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

經常居住國家以外而現在不能或者由於上述畏懼不願 返回該國的

人。 

25. 《難民地位公約》第 1 條第 2 項第 1 款:本公約第一條(一)款所用『一

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以前發生的事情』一語，應瞭解為：(一)『一九

五一年一月一日以前在歐洲發生的事情』；或者(二)『一九五一年

一月一日以前在歐洲或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締約各國應於簽字、

批准、或加入時聲明為了承擔本公約的義務，這一用語應作何解

釋。 

26. 《難民地位公約》第 17 條：一、締約各國對合法在其領土內居留

的難民，就從事工作以換取工資的權利方面，應給以在同樣情況下

一個外國國民所享有的最惠國待遇。二、無論如何，對外國人施加

的限制措施或者為了保護國內勞動力市場而對僱用外國人施加限

制的措施，均不得適用於在本公約對有關締約國生效之日已免除此

項措施之難民，亦不適用於具備下列條件之一的難民：（1）已在

該國居住滿三年﹔（2）其配偶具有居住國的國籍，但如難民已與

其配偶離異，則不得援引本項規定的利益（3）其子女一人或數人

具有居住國的國籍。三、關於以工資受償的僱佣問題，締約各國對

於使一切難民的權利相同於本國國民的權利方面，應給予同情的考

慮，特別是根據招工計劃或移民入境辦法進入其領土的難民的此項

權利。 

27. 《難民地位公約》第 18 條：締約各國對合法在其領土內的難民，

就其自己經營業、工業、手工業、商業以及設立工商業公司方面，

應給以盡可能優惠的待遇，無論如何，此項待遇不得低於一般外國

人在同樣情況下所享有的待遇。 

28. 《難民地位公約》第 19 條：一、締約各國對合法居留於其領土內

的難民，凡持有該國主管當局所承認的文憑並願意從事自由職業者，

應給以盡可能優惠的待遇，無論如何，此項待遇不得低於在同樣情

況下所享有的待遇。二、締約各國對其本土以外而由其負責國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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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領土內的難民，應在符合其法律和憲法的情況下，盡極大努力

使這些難民定居下來。 

29. Article 3.2 of the Dublin II : By way of derogation from paragraph 1, 

each Member State may examine an application for asylum lodged 

with it by a third-country national, even if such examination is not its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criteria laid down in this Regulation. In such an 

event, that Member State shall become the Member State responsible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Regulation and shall assume the oblig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at responsibility. Where appropriate, it shall inform 

the Member State previously responsible, the Member State conducting 

a procedure for determining the Member State responsible or the 

Member State which has been requested to take charge of or take back 

the applicant; Article 17.1 of Dublin III: By way of derogation from 

Article 3(1), each Member State may decide to examine an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lodged with it by a third-country national or 

a stateless person, even if such examination is not its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criteria laid down in this Regulation. 

30. Article 15 of the Dublin II: 1. Any Member State, even where it is not 

responsible under the criteria set out in this Regulation, may bring 

together family members, as well as other dependent relatives,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based in particular on family or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In this case that Member State shall, at the request of 

another Member State, examine the application for asylum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The persons concerned must consent.2. In cases in 

which the person concerned is dependent on the assistance of the other 

on account of pregnancy or a new-born child, serious illness, severe 

handicap or old age, Member States shall normally keep or bring 

together the asylum seeker with another relative present in the territory 

of one of the Member States, provided that family ties existed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3. If the asylum seeker is an unaccompanied minor 

who has a relative or relatives in another Member State who can take 

care of him or her, Member States shall if possible unite the mino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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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or her relative or relatives, unless this i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minor.4. Where the Member State thus approached accedes to the 

request, responsibility for examining the application shall be 

transferred to it.5. The conditions and procedures for implementing this 

Article including, where appropriate, conciliation mechanisms for 

settling differences between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the need to 

unite the persons in question, or the place where this should be done, 

shall be adop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7(2). 

（二）法律條文 

1.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

第 18 條第 1 項：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

有下列情形之一，申請長期居留者，主管機關基於政治之考量，

得予專案許可：一、對臺灣地區國防安全、國際形象或社會安定

有特殊貢獻。二、提供有價值資料，有利臺灣地區對大陸地區瞭

解。三、具有崇高傳統政教地位，對其社會有重大影響力。四、

對國家有特殊貢獻，經有關單位舉證屬實。五、領導民主運動有

傑出表現之具體事實及受迫害之立即危險。 

2.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7 條第 4 項:內政部得

基於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科技或文化之考量，專案許可大

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申請居留之類別及數額，得予

限制；其類別及數額，由內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 

3. 《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9 條:香

港或澳門居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許

可；已許可進入者，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入出境許可

證：四、現（曾）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為；十、現（曾）有危

害國家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從事恐怖活動之

虞。 

4.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8 條：對於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

由受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提供必要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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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澳門條例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款：本條例第十

四條第三項第三款所稱有危害國家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

從事恐怖活動之虞，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三、有事實足認涉嫌

重大犯罪或有犯罪習慣。 

6.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主管機關於有本條例

第十八條之情形時，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報請行政院專案

處理。 

7. 《歐洲人權法院法院規則》第 39 條：1.分庭或根據本條第 4 款

任命的分庭庭長或根據本條第 4 款任命的值班法官在適當情況

下，可應當事方或任何其他有關人員的請求，或自行決定向當事

人為他們的利益或訴訟的適當進行應採取的任何臨時措施。2.在

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可立即將具體情況下採取的措施通知部長委

員會。3.根據本規則第 4 款任命的分庭或該分庭庭長或適當時由

該庭庭長任命的值班法官，可要求當事各方提供與執行所示臨時

措施有關的任何事項的信息。4.法院院長可任命各科副庭長為值

班法官，以決定採取臨時措施的要求。 

（三）歐盟相關條約及指令 

1.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rticle 63:The Council,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7, shall, within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fter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Treaty of Amsterdam, adopt:(1) 

measures on asylu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va Convention of 

28 July 1951 and the Protocol of 31 January 1967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and other relevant treaties, within the following 

areas:(a) criteria and mechanisms for determining which Member 

State is responsible for considering an application for asylum 

submitted by a national of a third country in one of the Member 

States,(b) minimum standards on the reception of asylum seekers in 

Member States,(c) minimum standards with respect to the 

qualification of nationals of third countries as refugees,(d) minimum 

standards on procedures in Member States for granting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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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drawing refugee status;(2) measures on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within the following areas:(a) minimum standards for giving 

temporary protection to displaced persons from third countries who 

cannot return to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and for persons who 

otherwise need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b) promoting a balance of 

effort between Member States in receiving and bea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receiving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3) 

measures on immigration policy within the following areas:(a) 

conditions of entry and residence, and standards on procedures for 

the issue by Member States of long term visas and residence permits, 

including those for the purpose of family reunion,(b)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illegal residence, including repatriation of illegal 

residents;(4) measures defining the rights and conditions under 

which nationals of third countries who are legally resident in a 

Member State may reside in other Member States.Measures adopted 

by the Council pursuant to points 3 and 4 shall not prevent any 

Member State from maintaining or introducing in the areas 

concerned national provisions which are compatible with this Treaty 

and with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Measures to be adopted pursuant 

to points 2(b), 3(a) and 4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the five years period 

referred to above. 

2. 《Council Directive 2004/83/EC of 29 April 2004》, Article 2: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irective (f)‘subsidiary protection status’ 

means the recognition by a Member State of a third country national 

or a stateless person as a person eligible for subsidiary protection. 

3. 《Council Directive 2004/83/EC of 29 April 2004》, Article 10:1. 

Member States shall take the following elements into account when 

assessing the reasons for persecution:(a) the concept of race shall in 

particular include considerations of colour, descent, or membership 

of a particular ethnic group;(b) the concept of religion shall in 

particular include the holding of theistic, non-theistic and atheistic 

beliefs, the participation in, or abstention from, formal worshi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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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or in public, either alone or in community with others, other 

religious acts or expressions of view, or forms of personal or 

communal conduct based on or mandated by any religious belief;(c)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ty shall not be confined to citizenship or lack 

thereof but shall in particular include membership of a group 

determined by its cultural, ethnic, or linguistic identity, common 

geographical or political origins or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pulation of another State;(d) a group shall be considered to form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 where in particular:members of that group 

share an innate characteristic, or a common background that cannot 

be changed, or share a characteristic or belief that is so fundamental 

to identity or conscience that a person should not be forced to 

renounce it, and that group has a distinct identity in the relevant 

country, because it is perceived as being different by the surrounding 

society;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 might include a group based on a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sexual orientation. Sexual orientation cannot be 

understood to include acts considered to be criminal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law of the Member States: Gender related aspects 

might be considered, without by themselves alone creating a 

presumption for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Article; (e)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opinion shall in particular include the holding of an opinion, 

thought or belief on a matter related to the potential actors of 

persecution mentioned in Article 6 and to their policies or methods, 

whether or not that opinion, thought or belief has been acted upon by 

the applicant. 2.When assessing if an applicant has a well-founded 

fear of being persecuted it is immaterial whether the applicant 

actually possesses the racial, religious, national, social or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 which attracts the persecution, provided that such a 

characteristic is attributed to the applicant by the actor of 

pers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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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uncil Directive 2004/83/EC of 29 April 2004》, Article 11: 1. A 

third country national or a stateless person shall cease to be a 

refugee, if he or she:(a) has voluntarily re-availed himself or herself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untry of nationality; or (b) having lost his 

or her nationality, has voluntarily re-acquired it; or (c) has acquired 

a new nationality, and enjoys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untry of his or 

her new nationality; or (d) has voluntarily re-established himself or 

herself in the country which he or she left or outside which he or she 

remained owing to fear of persecution; or (e) can no longer, because 

the circumstances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he or she has been 

recognised as a refugee have ceased to exist, continue to refuse to 

avail himself or herself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untry of nationality; 

(f) being a stateless person with no nationality, he or she is able, 

because the circumstances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he or she has 

been recognised as a refugee have ceased to exist, to return to the 

country of former habitual residence. 2.In considering points (e) and 

(f) of paragraph 1, Member States shall have regard to whether the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is of such a significant and non-temporary 

nature that the refugee's fear of persecution can no longer be 

regarded as well-founded. 

5. 《Council Directive 2004/83/EC of 29 April 2004》, Article 12: 1. A 

third country national or a stateless person is excluded from being a 

refugee, if: (a) he or she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Article 1 D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 relating to protection or assistance from organs 

or agenc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other than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When such protection or 

assistance has ceased for any reason, without the position of such 

persons being definitely sett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se persons shall ipso facto be entitled to the benefits of this 

Directive; (b) he or she is recognis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he or she has taken residence as hav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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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and obligations which are attached to the possession of the 

nationality of that country; o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equivalent to 

those. 2. A third country national or a stateless person is excluded 

from being a refugee where there are serious reasons for considering 

that: (a) he or she has committed a crime against peace, a war crime, 

or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s defined in the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drawn up to make provision in respect of such crimes; 

(b) he or she has committed a serious non-political crime outside the 

country of refuge prior to his or her admission as a refugee; which 

means the time of issuing a residence permit based on the granting 

of refugee status; particularly cruel actions, even if committed with 

an allegedly political objective, may be classified as serious 

non-political crimes; (c) he or she has been guilty of acts contrary to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s set out in the 

Preamble and Articles 1 and 2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3.Paragraph 2 applies to persons who instigate or otherwise 

participate in the commission of the crimes or acts mentioned 

therein. 

6. 《Council Directive 2004/83/EC of 29 April 2004》, Article 15: 

Serious harm consists of:(a)death penalty or execution; or (b)torture 

or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of an applicant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 or (c)serious and individual threat to a 

civilian's life or person by reason of indiscriminate violence in 

situa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 internal armed conflict. 

7. 《Directive 2008/115/EC》 , Article 15(5): Detention shall be 

maintained for as long a period as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paragraph 1 are fulfille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successful 

removal. Each Member State shall set a limited period of detention, 

which may not exceed six months. 

8. 《Directive 2011/95/EU》, new sixteenth recital in the preamble to 

the Directive: (16) This Directive respects the fundamenta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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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bserves the principles recognised in particular by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particular this 

Directive seeks to ensure full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and the right 

to asylum of applicants for asylum and their accompanying family 

members and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1, 7, 11, 14, 15, 

16, 18, 21, 24, 34 and 35 of that Charter, and should therefore be 

implemented accordingly. 

9. 《Directive 2011/95/EU》, new eighteenth recital in the preamble to 

the Directive. (18)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hould be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of Member States when implementing this 

Directive, in line with the 1989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In assessing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Member States should in particular take due account of the principle 

of family unity, the minor’s well-being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afety and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and the views of the minor in 

accordance with his or her age and maturity. 

10. 《Directive 2011/95/EU》, new nineteenth recital in the preamble to 

the Directive. (19) It is necessary to broaden the notion of family 

member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ifferent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dependency and the special attention to be paid to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11. 《Directive 2011/95/EU》, Article 2(j):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irective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shall apply: ‘family members’ 

means, in so far as the family already existed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 

the following members of the family of the beneficiary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who are present in the same Member State 

in relation to the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the spouse of the beneficiary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r his or 

her unmarried partner in a stable relationship, where the law or 

practice of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treats unmarried coupl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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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ay comparable to married couples under its law relating to 

third-country nationals, 

—the minor children of the couples referred to in the first indent or 

of the beneficiary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n condition that they 

are unmarried an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were born in or out of 

wedlock or adopted as defined under national law, 

—the father, mother or another adult responsible for the beneficiary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whether by law or by the practice of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when that beneficiary is a minor and 

unmarried. 

12. 《Directive 2011/95/EU》, Article 3:Member States may introduce 

or retain more favourable standards for determining who qualifies as 

a refugee or as a person eligible for subsidiary protection, and for 

determining the content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in so far as those 

standards are compatible with this Directive. 

13. 《Directive 2013/32/EU》, Article 2:(j)‘refugee status’ means the 

recognition by a Member State of a third-country national or a 

stateless person as a refugee;(k) ‘subsidiary protection status’ 

means the recognition by a Member State of a third-country national 

or a stateless person as a person eligible for subsidiary protection. 

14. 《Directive 2013/32/EU》 , Article 7(4): 4.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the appropriate bodi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0 of 

Directive 2008/11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December 2008 on common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in Member States for returning illegally staying third-country 

nationals have the right to lodge an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n behalf of an unaccompanied minor if, on the basis of 

an individual assessment of his or her personal situation, those 

bodies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minor may have protection needs 

pursuant to Directive 2011/95/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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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irective 2013/32/EU》 , Article 7(5): 5.Member States may 

determine in national legislation: (a) the cases in which a minor can 

make an application on his or her own behalf; (b) the cases in which 

the application of an unaccompanied minor has to be lodged by a 

representative a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5(1) (a) ; (c)the cases in 

which the lodging of an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is 

deemed to constitute also the lodging of an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for any unmarried minor. 

16. 《Directive 2013/32/EU》 , Article 24: 1.   Member States shall 

assess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after an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is made whether the applicant is an applicant 

in need of special procedural guarantees.2.   The assessment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may be integrated into existing national procedures 

and/or into the assessment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2 of Directive 

2013/33/EU and need not take the form of a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3.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where applica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applicants in need of special procedural 

guarantees, they are provided with adequate support in order to 

allow them to benefit from the rights and comply with the 

obligations of this Directive throughout the duration of the asylum 

procedure.Where such adequate support cannot be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rocedur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31(8) and 

Article 43, in particular where Member States consider that the 

applicant is in need of special procedural guarantees as a result of 

torture, rape or other serious forms of psychological, physical or 

sexual violence, Member States shall not apply, or shall cease to 

apply, Article 31(8) and Article 43. Where Member States apply 

Article 46(6) to applicants to whom Article 31(8) and Article 43 

cannot be applied pursuant to this subparagraph, 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at least the guarante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46(7). 

4.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the need for special procedural 

guarantees is also addres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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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such a need becomes apparent at a later stage of the procedure, 

without necessarily restarting the procedure. 

17. 《 Directive 2013/32/EU 》 , Article 25: 1.With respect to all 

procedures provided for in this Directive an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14 to 17, Member States shall: (a) take 

measure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ensure that a representative 

represents and assists the unaccompanied minor to enable him or her 

to benefit from the rights and comply with the obligations provided 

for in this Directive. The unaccompanied minor shall be informed 

immediately of the appointment of a representative. The 

representative shall perform his or her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nd shall have the 

necessary expertise to that end. The person acting as representative 

shall be changed only when necessary. Organisations or individuals 

whose interests conflict or could potentially conflict with those of 

the unaccompanied minor shall not be eligible to become 

representatives. The representative may also be the representative 

referred to in Directive 2013/33/EU; (b) ensure that the 

representative i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inform the unaccompanied 

minor about the meaning and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the personal 

interview and, where appropriate, how to prepare himself or herself 

for the personal interview.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a 

representative and/or a legal adviser or other counsellor admitted or 

permitted as such under national law are present at that interview 

and have an opportunity to ask questions or make comments, within 

the framework set by the person who conducts the interview. 

Member States may require the presence of the unaccompanied 

minor at the personal interview, even if the representative is present. 

2.Member States may refrain from appointing a representative where 

the unaccompanied minor will in all likelihood reach the age of 18 

before a decision at first instance is taken. 3.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a) if an unaccompanied minor has a personal interview 

on his or her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s referred to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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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14 to 17 and 34, that interview is conducted by a person 

who has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of the special needs of minors; (b) 

an official with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of the special needs of 

minors prepares the decision by the determining authority on the 

application of an unaccompanied minor. 4. Unaccompanied minor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shall be provided, free of charge, with legal 

and procedural information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9 also in the 

procedures for the withdrawal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provided 

for in Chapter IV. 5.Member States may use medical examinations 

to determine the age of unaccompanied minor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xamination of an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where, following general statements or other relevant 

indications, Member States have doubts concerning the applicant’s 

age. If, thereafter, Member States are still in doubt concerning the 

applicant’s age, they shall assume that the applicant is a minor. Any 

medical examination shall be performed with full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s dignity, shall be the least invasive examination and shall 

be carried out by qualified medical professionals allowing, to the 

extent possible, for a reliable result. Where medical examinations 

are used,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a) unaccompanied 

minors are informed prior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eir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in a language that they understand or 

are reasonably supposed to understand, of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ir 

age may be determined by medical examination. This shall include 

information on the method of examination and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the result of the medical examination fo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e consequences of refusal on the part of the unaccompanied minor 

to undergo the medical examination; (b) unaccompanied minors 

and/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consent to a medical examination being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the age of the minors concerned; and (c) the 

decision to reject an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by an 

unaccompanied minor who refused to undergo a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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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shall not be based solely on that refusal. The fact that 

an unaccompanied minor has refused to undergo a medical 

examination shall not prevent the determining authority from taking 

a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6.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hall be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for Member 

States when implementing this Directive. Where Member States, in 

the course of the asylum procedure, identify a person as an 

unaccompanied minor, they may: (a) apply or continue to apply 

Article 31(8) only if: (i) the applicant comes from a country which 

satisfies the criteria to be considered a safe country of origin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Directive; or (ii) the applicant has introduced a 

subsequent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that is not 

inadmissibl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0(5); or (iii) the applicant 

may for serious reasons be considered a danger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r public order of the Member State, or the applicant has 

been forcibly expelled for serious reasons of public security or 

public order under national law; (b) apply or continue to apply 

Article 43,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s 8 to 11 of Directive 

2013/33/EU, only if: (i) the applicant comes from a country which 

satisfies the criteria to be considered a safe country of origin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Directive; or (ii) the applicant has introduced a 

subsequent application; or (iii) the applicant may for serious reasons 

be considered a danger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r public order of the 

Member State, or the applicant has been forcibly expelled for serious 

reasons of public security or public order under national law; or (iv)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to consider that a country which is not 

a Member State is a safe third country for the applicant, pursuant to 

Article 38; or (v) the applicant has misled the authorities by 

presenting false documents; or (vi) in bad faith, the applicant has 

destroyed or disposed of an identity or travel document that would 

have helped establish his or her identity or nationality. Member 

States may apply points (v) and (vi) only in individual cases where 

there are serious grounds for considering that the applican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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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ing to conceal relevant elements which would likely lead to a 

negative decision and provided that the applicant has been given full 

opportunit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pecial procedural needs of 

unaccompanied minors, to show good cause for the actions referred 

to in points (v) and (vi), including by consulting with his or her 

representative; (c) consider the application to be inadmissibl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33(2)(c) if a country which is not a Member 

State is considered as a safe third country for the applicant pursuant 

to Article 38, provided that to do so is in the minor’s best interests; 

(d) apply the procedur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0(3) where the 

minor’s representative has legal qualific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law. Without prejudice to Article 41, in applying Article 

46(6) to unaccompanied minors, 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at 

least the guarante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46(7) in all cases. 

18. 《Directive 2013/32/EU》 , Article 46(5):5.Without prejudice to 

paragraph 6, Member States shall allow applicants to remain in the 

territory until the time limit within which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an 

effective remedy has expired and, when such a right has been 

exercised within the time limit, pending the outcome of the remedy. 

19. 《Directive 2013/33/EU》 , Article 2(c):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irective: (c) ‘family members’: means, in so far as the family 

already existed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 the following members of 

the applicant’s family who are present in the same Member State in 

relation to the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the spouse of the applicant or his or her unmarried partner in a 

stable relationship, where the law or practice of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treats unmarried couples in a way comparable to married 

couples under its law relating to third-country nationals; 

—the minor children of couples referred to in the first indent or of 

the applicant, on condition that they are unmarried and regardl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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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y were born in or out of wedlock or adopted as defined 

under national law; 

—the father, mother or another adult responsible for the applicant 

whether by law or by the practice of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when that applicant is a minor and unmarried. 

20.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78:(ex 

Articles 63, points 1 and 2, and 64(2) TEC) 1. The Union shall 

develop a common policy on asylum, subsidiary protection and 

temporary protection with a view to offering appropriate status to 

any third-country national requiring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suring compli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This 

policy must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va Convention of 28 

July 1951 and the Protocol of 31 January 1967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and other relevant treaties. 2.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 1,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inary legislative procedure, shall adopt 

measures for a common European asylum system comprising: (a) a 

uniform status of asylum for nationals of third countries, valid 

throughout the Union; (b) a uniform status of subsidiary protection 

for nationals of third countries who, without obtaining European 

asylum, are in need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c) a common 

system of temporary protection for displaced persons in the event of 

a massive inflow; (d) common procedures for the granting and 

withdrawing of uniform asylum or subsidiary protection status; (e) 

criteria and mechanisms for determining which Member State is 

responsible for considering an application for asylum or subsidiary 

protection; (f) standards concern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reception 

of applicants for asylum or subsidiary protection; (g)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with third countries for the purpose of managing 

inflows of people applying for asylum or subsidiary or temporary 

protection. 3. In the event of one or more Member States being 

confronted by an emergency situation characterised by a su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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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ow of nationals of third countries, the Council, on a proposal 

from the Commission, may adopt provisional measur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ember State(s) concerned. It shall act after 

consulting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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