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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1998 年人權法之施行為分界，對英國人身自由保護法制的轉變作一

分析比較，以凸顯歐洲人權法院相關裁判對英國國內法規的影響。儘管國家機關

拘束人民人身自由之事由，並不限於刑事偵查目的之達成，也包括精神疾患等非

刑事犯嫌的人身拘束，但傳統上這些非刑事犯嫌的被拘束人受到的關注較少，法

律對其人身自由的保障亦較不足。因此，本文處理的重點主要落在非刑事犯嫌的

人身自由保護法制，尤其是精神疾患的強制住院以及無期徒刑受刑人的假釋准

駁，除了論述分析英國相關法規的變化，亦對照我國相關法律規定的現狀，提出

改革的建議。 

 

關鍵字 

人身自由、人身保護令、1998 年人權法、歐洲自由與權利公約第五條、 

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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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人權與基本自由是全人類與生俱來之權利，其保護與促進乃政府首要責任。」 

                                － 1993 年維也納行動宣言暨綱領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re the birthrights of all human beings; 

their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is the first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s”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1993) 

    自 1945 年聯合國(United Nations)成立以來，國際上對人權法議題的關心似

乎呈現一種前所未見的擴展1，並對「人權」所應包攝的範圍有了更細緻的論述

分析，各種國際法文件，從 1948 年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到 1966 年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2，一般性的世界人權法架構逐

漸清晰3。雖然對人權法的重視看起來不過是近六十年來的趨勢，但其實在此之

前不論是國際法或是國內法，長久以來4皆已有規範承認，國家權力的行使，尤

其是對個人所為之行為，受一定之限制5。除了前述一般性、普遍性的國際人權

法文件，就受保護的對象，另有針對某些處於特別弱勢的個人或群體的特別國際

法文件6；就受保護的特定權利，亦有更詳細、更具體的特別論述及規範7。上述

                                                 
ress, 1 Rhona K. M. Smith, Textbook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3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

2007), p.1. 

rd

2 三者合稱為「國際人權法典」(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陳隆志、廖福特，國際人權

公約與國內法化之探討，國家政策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頁 36。 
3 以聯合國體系為代表，其重要文件與機構組織可參考Rhona K. M. Smith，前註 1 書，Chapter 
4-5(pp.33-79). 
4 關於「人權」(human rights)這個概念，或可說是傳統法律原則的現代詮釋與擴充；其起源可以

追溯到十三世紀初的歐洲，尤其是當時哲學研究中關於「自由」(liberty)、「權利」(right)的探討，

並與部分憲政法律原則發生連結－權力的運作必須受到節制；於此同時也和自然法(natural law)
以及宗教教義(religious doctrines)的學說理論有所聯繫。更詳細的歷史背景介紹可參考前註 1 書，

pp.5-23. 
5 同前註 1。 
6 例如：針對保護原住民的「獨立國家原住民及部落人民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Indige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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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一般性、普遍性的世界人權法當然有其不可抹滅的重要性8，但現代人權法

在區域間的發展更是不容忽視，目前的區域人權保護架構中以歐洲、美洲及非洲

三者 重要9，其分別有各自的區域人權組織10以及人權公約或人權憲章產生，

但就司法實效性以及權利保護完整性而言，1950 年簽署、1953 年生效的「歐洲

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簡稱「歐洲人權公約」，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以及其後續制定的議定書

(Protocol)，無疑是當中 高度發展的人權法文件

 

                                                                                                                                           

11。歐洲人權公約及其議定書並

建立起相當成熟的司法機制12，透過判例法(case law)形成一套更細緻、更完整的

人權法的法律學說體系，對人權法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為明顯可見的即是其

各成員國為了要符合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的要求，已相當程度地修改其國內法13。 

    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14判例法所形成的法學體系，對各成員國國內法的影

 
and Tribunal People in Independent Countries)、 
保護婦女的「婦女政治權利條約」(Convention on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Women)、 
難民的「難民第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等等；條約文內容可參照陳

隆志主編，國際人權法文獻選集與解說。 
7 例如：禁止國家以刑事手段不當侵害個人權利的「反酷刑及其他殘酷、不人道或貶損人格的待

遇或處罰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e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條約文內容可參照陳隆志主編，國際人權法文獻選集與解說。 
8 區域人權保護架構顯而易見的優勢在於，國家數目較少，法律體系、語言、文化及地緣相近，

在從擬定一直到使國際法文件生效都比較容易達成共識，且有更高的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通

常也比較有可能確保相關條約規定能被執行(enforceability)，參見Rhona K. M. Smith,，前註 1 書，

pp. 80-82. 
9 其他區域(如中東地區、獨立國協以及亞太地區)的情形，可參考Rhona K. M. Smith，前註 1 書，

pp. 82-86. 
10 係指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及非洲團結

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陳隆志、廖福特，國際人權公約與國內法化之探討，國家政策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頁 40-42。 
11 Rhona K. M. Smith，前註 1 書，p. 106. 
12 依據公約及其議定書所成立的審理機構，1998 年 11 月之前是歐洲人權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以及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的部長委員會(Committee of Ministers)，1998 年 11 月之後第十一議定書生效後

則是永久性歐洲人權法院；參考陳隆志主編，國際人權法文獻選集與解說，頁 544-545；廖福特，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之 監 督 機 構 － 國 際 人 權 強 而 有 力 之 監 督 者， 司 法 改 革 雜 誌 第 三 十

九 期 ， 頁 41-43。  

。歐洲人權法院的歷史、組織可參考廖福特，歐洲人權法，頁 49-86。 
13 廖福特，歐洲人權法，頁 49。 
14 歐洲人權法院所在地，位處法國亞爾薩斯省的德法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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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範圍廣狹、深淺不一，且牽涉的議題甚廣15，各國法制度的轉變適應方式也不

盡相同16，本文將探討的對象集中在英國的人身保護法制度的轉變，即歐洲人權

公約第五條「自由權及人身安全」(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的保障要

求，對英國國內法所造成的衝擊。英國身為傳統的非法典化憲法國家，在人身保

護制度上有其光榮的歷史：人身自由(personal liberty)的保護首見於 1215 年大憲

章(Magna Carta 1215)，隨後在 1688 年的光榮革命之後有 1689 年權利典章(the Bill 

of Rights 1689)，而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更是誕生於英國－1640 年及 1679

年的人身保護法案(Habeas Corpus Act of 1640 and 1679) ，尤其 1679 年的人身保

護法案又較具有現代成文法典的意義17。儘管過去輝煌，英國在歐洲人權公約的

起草過程亦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英國向來總是自信公約所要求的人權水準早已

在其國內獲得充分地滿足，英國不需要額外建立特殊的機制－然而，當英國承認

了公約的個人申訴制度及人權法院的義務性管轄權後，許多以其為被告的案件卻

被人權法院認定違反公約，1995 年英國約有七十件案件在人權法院審理，其中

約有半數被認定違反公約，在原始締約國中僅次於義大利高居第二名；觀其被認

定違反公約的案件記錄，其中又以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六條的情形 多18。「1998

年人權法」(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可說是英國在史特拉斯堡接連遭逢挫敗之

後，對其國內法制檢討、反省，在考量各種不同意見、經政治折衝協調後的一個

成果19。 

                                                 
15 歐洲人權公約即包含生命權、自由權及人身安全、公平審判、表現自由.......等等，議定書又增

加如刑事案件上訴權、司法錯誤之賠償權......等等；廖福特，歐洲人權法，頁 18-22、28-46。 
16 例如：義大利的情形，可參考Vincenzo Militello著，林鈺雄譯，歐洲人權法院裁判對於義大利

行法秩序的影響；奧地利的情形，可參考林鈺雄，區域性國際人權法院與內國法之互動，－ 以

歐洲人權法院裁判對奧地利刑事法之影響與改造為例；以上文章均收錄於顏厥安、林鈺雄主編，

人權之跨國性司法實踐－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研究（二）。 
17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London: Sweet＆Maxwell, 2001), 

p.4; 

施育傑，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 以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為借鏡，檢討我國羈押與人身拘束制度，

頁 170-171。 
18 胡慶山，歐洲人權公約對英國憲法的衝擊－一九九八年英國人權法成立的成立與課題，台灣

國際法季刊，第二卷第四期，頁 84-86。 
19 胡慶山，歐洲人權公約對英國憲法的衝擊－一九九八年英國人權法成立的成立與課題，台灣

國際法季刊，第二卷第四期，頁 89-98。除了 1998 年人權法，歐洲人權公約與人權法院判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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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選定英國作為討論的重點，除了考量文獻的豐富性、可閱讀性，同時還

在於對於「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的興趣。 此制度濫觴於英國，賦予個

人對抗國家機關的人身拘束措施一定的對抗及救濟機制，而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

第四項亦可見人身保護令的歷史淵源。然而在史特拉斯堡許多以英國為被告的個

人請求案，正是控訴英國違反第五條「個人自由與安全權」規範的要求，英國國

內法制包括刑事法、警察法、移民法以及精神衛生法等牽涉人身自由的法規相對

應地做出檢討、修正。本文 主要的分析重點仍將聚焦於刑事程序中國家的為對

個人人身自由的干預以及相對應的保護機制，另外亦會論及非刑事手段(例如針

對精神病患、移民的相關法規)的部分。希望能以比較法研究的角度，藉由對英

國人身保護法制度的轉變為探討主題，讓我國在持續改善對人身自由的保護法規

時，得有更多參考對象。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論文架構 

由於本文是針對歐洲人權法院裁決對英國人身保護法制的影響為研究主題，但是

國內目前並無專書討論此議題，相關文獻亦非完備，故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是

分析英文文獻，包括教科書、專論、期刊文章以及實務見解，並輔以國內已存之

中文文獻。  

    英文實務見解的部分，除了歐洲人權法院的相關裁決，本文亦盡量將英國法

規的增修、國內法院的重要裁決納入整理，並參考行政部門、國會的研究報告以

及統計數據等，期能使這其間的轉變得以凸顯。 

    本文結構的安排是以 1998 年人權法為分界。第二章的主題是將 1998 年人權

法的立法背景、法規目的、法條內容等作一概括的介紹，如上所述，英國原本對

其原有的人權保障法制度甚有自信，本章首先將論述 1998 年人權制定以前英國

國內已存在的權利保護機制；次論及該法制定的時空背景、對該法制定贊成與反

                                                                                                                                            
英國國內人權法制上的影響是相當廣泛的，例如 2006 年平等法就被認為是繼 1998 年人權法後英

國 重要的人權立法，英國政府依該法並成立新的機關－「平等及人權委員會」，參見廖福特，

英國「平等及人權委員會」之探究，台灣國際法季刊，第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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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意見；接下來本章將對 1998 年人權法的法條內容作重點式的介紹，特別是

該法將哪些公約所保障的權利予以明文國內法之地位、及該法時之效力的爭議；

後本章將嘗試歸納人權法在適用時，法院所運用的解釋原則以及所產生的相關

爭議。 

    第三、四、五章是本文核心，分別探討人權法產生前英國原本的人身保護法

制、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規定以及歐洲人權法院的相關法律見解、及法案產生後

英國法制的轉變。如前所論，人身自由的保護在英國有其長遠的淵源，特別是所

謂的「人身保護令」制度，故本文於第三章先對人身保護令的發展、原則與程序

作一整理分析；除了人身保護令，英國同時有非法拘留的刑事、民事責任，此三

者可說是在人權法制定前英國國內即已存在之對人身自由之保護；其次本章將論

述英國國家機關對人身自由的拘束限制，包括警察機關與法院的處分或命令。 

    第四章的主題焦點集中於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規範內容以及歐洲人權法院

的相關裁判，公約第五條又分成五項，其規範內容包括國家機關應在實質理由、

程序形式都符合公約要求時方得限制人身自由；第一項列舉了國家得限制人身自

由的實質理由，其中第三款更針對刑事審判程序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拘束予以規

範，而第三項亦規範了受拘留的犯嫌得要求法院提審或交保的權利；歐洲人權法

院對公約第五條所為之相關裁判對英國法制產生許多影響，本章將一併整理分析

歐洲人權法院相關的裁判見解。 

    第五章將回到英國國內相應於歐洲人權公約所帶來之衝擊而為之調適，特別

是在人權法制定之後。本章首先探討分析人權法制定前，英國在史特拉斯堡爭

執，牽涉公約第五條之違反的案件，包括恐怖活動的案件、精神病患的拘留等等

不同類型的案件；其次述及英國國內對非法拘留的救濟程序，在人權法制定後產

生的轉變； 後本章對個別不同法領域內，關於人身自由拘束的規範、制度，受

到衝擊後產生的改變，分門整理歸納。第六章本文將回歸本國法人身自由保護的

整理與反省，對照比較英國法與歐洲人權公約的規範，提出修改方向的建議。

末，結論本文將綜合前述之探討，做一歸納總結，並展望未來的發展，包括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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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保護法制未來走向與後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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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歐洲人權公約對英國內國法的影響:英國 1998 年人

權法(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的誕生 

  第一節  概論:人權法案制定的背景 

 第一項 1998 年人權法施行前英國國內的人權保障狀態 

       第一款 英國法上的權利觀  

    1998 年人權法在 1998 年 9 月經英皇御准(Royal Assent)，但直到 2000 年 10

月方完全生效；當然，這並不代表在此之前英國國內不存在人權保障之機制，長

久以來，英國國內法不論是制定法或是判例法都有對人權的保障措施，而國際人

權法(未經過立法轉化為國內法者20)雖然在國內法院不能有直接的拘束力，卻間

接影響各國家機關所為之各種行為，故在 1998 年人權法生效施行後，英國國內

原有的機制不但未消失，而是和人權法有互相補充的作用21。 

    論及人權法制定前英國國內的人權保障狀態，可先從英國法傳統上對於「權

利」(rights)的概念開始論述22。在英國法中，權利的內涵、範圍究竟為何？傳統

上英國確立了一項法律原則，此原則建構了個人權利的基礎－只要個人未違反法

律規定或侵害他人自由，那他享有做任何他想做的事的權利23；進一步言，除非

獲得授權24，否則國家機關不得干涉個人自由，即國家機關任何幹預個人自由的

                                                 
20 這是由於英國通說對於國際條約在國內法效力的定位採「雙元論」(dualism)，但更根本的原因

還是在於英國對於「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參照注 24、27)的堅持。在議會主權

下，立法機關擁有 高性(supremacy)，而國際條約常常是經由行政機關制定，若直接允許國際條

約和國內法有相同效力，將破壞議會的 高性；參考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3rd ed., London: Cavendish Publishing, 2002), p. 101. 
21 Merris Amos, Human Rights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6), p. 3. 
22「人權」(human rights)是「權利」(rights)的一種類型，較其他一般權利不同之特殊處，在於其

「普世性」(universality)與「重要性」(importance)；關於「權利」的法律定義、「人權」的指稱

範圍，與權利(包括人權)所受之限制、個人和國家間權義關係，參考David Hoffman and John Rowe, 
Human Rights in the U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 (2  ed., nd London: Pearson 
Longman, 2006), pp. 9-17.          
23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Vol.1, p. 27. 
24 在傳統的議會主權下，議會掌握了 高權限，所有的授權 終仍必須回歸到議會，不僅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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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是被推定為違法的－除非該機關能證明其行為已得授權25；這種情況下，權

利的範圍是一種「反面」而非「正面」的描述，在扣除法所加諸於個人的限制後，

所剩下的部分都是個人有權主張自由的範圍，此即所謂「剩餘權」(residual rights)

的概念26。 

    以上這種描述似乎過於概括、籠統，在實踐上應如何進一步具體化實質內容

而有權利保護的實益？在 1998 年人權法制定以先，近代英國並沒有一獨立的成

文法文件來專門規定人民所享有之權利，正如前所述，傳統英國法上權利觀並非

採取正面直接描述的方式。著名的憲法學者A.V. Dicey曾謂：「大多數的外國立憲

者都是從權利宣言開始…… 相對而言於英國憲法27，使權利實現的手段和該權

                                                                                                                                            
機關受到議會制定法規範，法院在具體個案的裁決不但被法條文所限制，解釋條文時也必須呈現

法條背後的立法意旨，倘若議會將部分權限委託行政機關時，則法院須尊重議會的授權，審查行

政機關的相關行為時採取較為自製的態度，唯當行政機關超越其被授與之權限，法院才對其行為

宣告違法；參考Gordon Anthony, UK Public Law & European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2), 

pp. 26-27. 
25 實務的案例可參考Entick v Carrington & Ors [1765] EWHC KB J98，本案中行政機關(被告)對其

搜索扣押行為，無法提出使法院信服的正當化事由，而被法院宣告違法。 
26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Vol.1, pp. 27-28; T.R.S. Allan, Law, Liberty, and Justice: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constitution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136-143. 
27 非法典化(uncodified)是英國憲法的特點之一，其 重要的意涵在於立法機關享有 高或不可

挑戰的權威，國會是憲法 終的裁決者，此即所稱之「議會主權」；議會(或立法機關)擁有絕對

與 終權限，議會主權被認為是英國憲政的核心原則，其具體表現如非法典化的憲法，制定法優

於其他形式的法律、沒有議會可拘束其後繼者之慣例存在、等；參考Andrew Heywood原著，楊

日青等譯， 新政治學新論，頁 463-471；A.V. Dicey則指出，議會主權有三點特徵：其一，議

會有權修改任何形式的法律，不論該法內容是否涉及人民權利而實際上具有憲法性質，而且修改

程式並無差別(實質憲法的修改程式不會比較困難)，修改主體也仍為議會，其次，具憲法性質的

法律和其他法律就法地位而言並無明顯差異，故無法律位階次序的高低，其三，沒有任何司法或

是其他公權機關有權宣告議會制定的法律因違憲或其他理由而無效；參考A.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0  ed., th London: Macmillian, 1961), pp. 88-91. 但是議會

主權的傳統在英國加入歐盟之後已被弱化，可參照 1972 年歐洲共同體法(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第二條規定；參考：Chris Taylor,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Harlow: Pearson 

Longman, 2008), pp. 37- 38, Peter Cane, An Introduction to Administrative Law, (3  ed., 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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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間向來存在不可分割的聯繫，而這正是司法造法的優點。所謂的『有權利就有

救濟』法則……乃指，與其制定屬於英人的人權宣言……英人對提供特定權利救

濟手段使其得以實現，反而顯出更強烈的關心。因此英人致力於漸進形成一套完

整的法律原則(rule of law)與制度，即英人所稱之憲法。」28換言之，Dicey認為，

英國缺少一成文化的憲法法典29這點，非但不是弱點，反而是優點－在英國人民

權利若遭到侵害，人民並非倚靠文辭模糊的憲法法典，而是藉由一特定的司法裁

決給予受侵害者一特定的救濟30。從Dicey的見解可得知，英國傳統上並不認為

以法條明文訂定權利的內容是必要的，然這並非表示Dicey主張成文法典化的權

利宣言不能達成保護個人權利的目的，毋寧，乃在於強調英國的憲法實際上是由

判例法建構而成的31；和擁有成文化憲法法典的國家比較，這些國家的個人權利

是從其憲法規定的原則演繹推論而出，至於在英國，憲法原則是從法院所宣告的

個別裁決歸納、一般化所產生，所以英國的憲法其實是一種判例法憲法(comm

law constitution)－ 其內含的基本法律原則，其概念與價值都是根植並反映在法

院的裁決裡，而個人權利的實質保護到頭來還是從法院的裁判中得到清楚的界

定；Dicey因此認為英國法這種方式的好處，正是由於判例法在本質上和權利實

現手段是相連結的

on 

                                                

32。 

 
28 A.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0  ed., th London: Macmillian, 

1961), pp. 198- 199. 
29 本文之所以採用「非法典化」來描述英國憲法主要特徵的原因，在於相較於「成文」(written)
與「不成文」(unwritten)的區別，「法典化」(codified)與「非法典化」(uncodified)毋寧是更精確的

區別方式；參見Andrew Heywood原著，楊日青等譯， 新政治學新論，頁 460-462。 
30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3rd ed., London: Cavendish Publishing, 2002), p. 

101; K.D. Ewing and C.A. Gearty, The Struggle for Civil Liberties: Political Freedom and the Rule of 

Law in Britain, 1914-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 
31 A.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0  ed., th London: Macmillian, 

1961), pp. 188-189; Harry Street, Freedom, the Individual, and the Law, (5  ed., 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2), p. 312. 

 
32 A.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0  ed., th London: Macmillian, 
1961), pp. 195- 198; T.R.S. Allan, Law, Liberty, and Justice: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constitution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4-5. 有認為英國法和其他國外的法典化憲法

在保護權利方式上雖不相同，但是實質內容和意旨 後仍是殊途同歸。例如在Attorney Genera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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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過去英國保護個人權利的方式是透過司法裁決的累積，逐漸形成一

套法律原則，因此在權利的保障上英國法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3。然而也有不少

人對法院是否真的能發揮此功能產生質疑－ 即使法官們的公正是禁得起考驗

的，現實中仍有某些原因限制了他們透過裁判形塑個人權利的空間34。法院在此

方面的不足，近二十年來 受矚目的事件應屬發生於 1985-1991 年Spycatcher案

甚至引發一連串的後續效應(Spycatcher Syndromes)

，

                                                                                                                                           

35。 

Spycatcher 案的事實概要36: 

    “Spycatcher”其實是一本前英國情報單位幹員的回憶錄，作者是 Peter 

Maurice Wright，他曾是英國的國安情報單位 MI5 的成員，於 1976 年退休後移居

到澳大利亞，1985 年他在澳洲出版了這本回憶錄，揭露許多醜聞黑幕，包括 MI5

的違法竊聽、監視行為、威脅要破壞當時執政的左派政府、暗指 MI5 已經被外

國間諜滲透，甚至連當時的國安情報首長也是為蘇聯效力－ 由於 Wright 身分特

殊，加上該回憶錄內容牽涉敏感的英國國安機密，他本人依英國法律有義務在出

版前將書的原稿內容送交國安情報單位審查並取得同意，但 Wright 後仍選擇

在澳洲出版(1987 年後也在美國出版)，英國政府立即下達禁令禁止該書在英國境

內流通，並在澳洲法院企圖透過訴訟程式阻止這本書繼續出版，唯在 1987 年一

審敗訴，1988 年上訴亦告失敗。 

 

. 
ks, 

. 

Guardian Newspapers Ltd (No 2) [1988] UKHL 6 中Goff法官即認為，在本案情形，對表意自由

(freedom of expression)的保護，英國法和歐洲人權公約第十條規定其實並無扞格，只是公約的方

式是先正面言明表意自由權利本身，進一步再限定其範圍；英國法的方式則是先推定個人原則上

有此權利，隨後法院再判斷依法是否有例外存在。 
33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3rd ed., London: Cavendish Publishing, 2002), pp
101-104, Harry Street, Freedom, the Individual, and the Law, (5  ed., 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
1982), pp. 318- 319. 
34 例如，有鑑於過去法院曾在十九世紀時陷入政爭角力裡，為不再重蹈覆轍，現在法院即使和

行政首長意見相歧異時亦顯出一種遲疑的態度，尤其不願介入政策走向的問題；參考Harry Street, 
Freedom, the Individual, and the Law, (5  ed., 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2), p. 319, K.D. 
Ewing and C.A. Gearty, The Struggle for Civil Liberties: Political Freedom and the Rule of Law in 
Britain, 1914-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9-33. 
35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London: Sweet＆Maxwell, 2001), p

361. 
36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London: Sweet＆Maxwell, 2001), 
pp. 360- 378; BBC網站新聞 “1988: Government loses Spycatcher battle” (last visit: 2009/3/18),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october/13/newsid_2532000/2532583.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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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ycatcher 案導致的法律爭議－ 對表意自由的干預37: 

    關於本事件所引發的法律爭議，本文將討論重點集中在英國的國家機關當時

為了阻止該書內容在國內流傳而對報紙所下的命令－ 1986 年英國法院核准檢

察官之聲請，發出命令禁止各傳媒刊載Spycatcher的內容摘要，但於 1987 年部分

報業卻仍是不顧法院命令刊載了該書內容，檢察官於是對這些報紙提起藐視法庭

(contempt of court)的控訴，然這些控訴後被法院駁回，報業並對 1986 年的法院

命令提出上訴要求解除禁令，上訴法院在 1987 年 7 月決定解除禁令，隨後該決

定卻又在上議院被推翻，對於上議院決定維持該禁令，Bridge法官提出措辭頗為

嚴厲的不同意見書：『……由於沒有成文憲法，本國並無如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

條文的文件存在－ 甚至有人認為美國人太過崇拜言論自由。本國雖然是歐洲人

權公約的簽署國，卻並未將公約納為本國國內法的一部分，儘管有許多意見認為

應將公約國內法化，本人卻一直不甚贊成這種論點，主因正是本人對本國的判例

法體系保障自由社會中所必需的基本權利－包括公約第十條特別規範保護的表

意自由權－ 的能力充滿信心，然此信心卻因此次上議院所為之決定受到嚴重打

擊……言論自由在極權政權下總是第一個犧牲品，這類政權不容資訊和意見得於

其公民間自由流傳，出版監查就成了管制公眾所得獲取資訊的必備手段。而目前

本國企圖將公眾和國外可自由取得的資訊隔絕開來的作法，象徵著本國將往一條

險路前進。當越來越多Spycatcher流入並在境內流傳，維持禁令的決定更是顯得

荒謬，唯若政府依舊固執己見，那將來難免遭受歐洲人權法院的非難與羞辱……』

                                                

38 Bridge法官的看法不幸一語成讖，本案後來被控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十條而在

歐洲人權法院審理，儘管英國辯稱其國內對報業的禁令是保護國家安全和維持司

法威信的必要手段，人權法院 後仍認為，當Spycatcher已經在國外出版販售且

事實上在國內也可取得時，維持該禁令就無法達成該目的，故不符合適合性之要

求，倘若英國的目的是要阻止將來再有國安情報成員做出類似的事，人權法院認

 
37 同前注 36。 
38 Attorney General v Guardian Newspapers Ltd (No.1) [1987] UKHL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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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儘管這目的本身可能是合法正當的事由，所採取的手段卻仍是不具備比例性

39。 

    Spycatcher事件對表意自由保護的重要性固不待言40，但除此之外從另一角

度觀察亦可發現，這事件引發更多對英國判例法權利保護功能的質疑41。 

        

第二款 判例法與議會制定法(statutes) 

    除了上款提到的判例法體系本身在權利保護上是否仍有所不足的問題外，判

例法和議會制定法的關係則是另一重要爭點。在議會主權42傳統下，議會向來有

權立法限制甚至剝奪個人基本權，過去也的確有這樣的事例發生43，正由於議會

的立法權是不受限制的44，若議會制定法的內容涉及剝奪個人基本權時，法院在

保護基本權的相應手段就實效性上還是頗為有限，對此法院的作法是，除非條文

文字「明確」(expressly)規定了基本權利的剝奪，否則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對法條

的解釋上，會認定制定法條文內容並非剝奪基本權的規範，換言之，如果條文文

字只是「概括的字眼」(general terms)，那這些條文並不能成為干預人民權利的依

據，法院認為這種情況下，無法確認議會的真實意圖，所以也不認為有干預權利

的議會授權存在45。其實，法院是在解釋制定法時，原則上推定議會的立法本意

並非在干預人民權利，除非，制定法本身已用明確的文字，對這些干預行為予以

                                                 
39 Observer and Guardian v. UK , [1991] ECHR 49 
40 廖福特，歐洲人權法，頁 248-251。。 
41 相關討論例如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3rd ed., London: Cavendish 

Publishing, 2002), pp. 246 and 249;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Vol.1, pp. 28-29; T.R.S. Allan, Law, Liberty, and Justice: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constitution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150-151 等。 
42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參照注 24、27。 
43 例如: the 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 就藉由規定新的刑事罪名來限制人民的集

會權(right to assembly)。 
44 這也包括了基本人權的剝奪，1998 年人權法並沒有改變議會主權，議會若果真「恣意」 立法，

就法律上而言它的立法權是不受限制的，議會實際所面臨的限制是來自政治上的；參考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Simms [1999] UKHL 33 中Hoffmann法官的見

解，另可參考Madzimbamuto v Lardner Burke [1968] UKPC 2 中Reid法官的類似見解。 
45 參見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Pierson [1997] UKHL 37 中

Browne-Wilkinson法官、R. v Lord Chancellor [1997] EWHC Admin 237 中Laws法官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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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46。     

     如此看來英國議會似乎是將司法控制於其臣屬之下。但事實上，在八O、

九O年代英國的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傾向增強，許多裁判在保護個人權

利上都採取了更積極的態度，一般認為是國際人權法，尤其是歐洲人權公約對英

國司法產生了影響，英國法院藉由主張公約所保障的權利早已是英國判例法內被

承認應予保護的價值，間接使公約在英國國內產生法律效力，以避免在公約未被

國內法化的情形下，關於其國內法地位應如何定位而產生的爭議47。況且英國法

院向來認同，法院在解釋議會制定法的過程裡，如果涉及英國是成員國的國際公

約時，必須盡可能使法條解釋結果合於公約所定的義務，蓋立法者被推定不會訂

立違反國際義務的法律，因此即使在歐洲人權公約正式國內法化之前，法院的裁

決也應該將公約規定納入審判依據裡48。更有見解49認為，法官在為涉及基本權

保護司法決定時可以更積極(positive)，公權力都必須受到審查，由於基本權的規

範內涵與價值都是透過司法實踐才使個人得到保障，所以審查的任務由法院執

行，即使是議會亦不能免於此。 

其實英國在判例法發展的過程裡，也曾經有法院的見解認為若議會法的條文

和判例法所建立的基本價值相違，則該法應被法院判決宣告無效50，但在 1688

年光榮革命之後議會主權的傳統確立之後議會取得 高性51，這種見解已經被廢

                                                 
46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Vol.1, pp. 29-31. 
47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3rd ed., London: Cavendish Publishing, 2002), p. 

103. 
48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p. 113-114. 
49 T.R.S. Allan, Law, Liberty, and Justice: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constitutionalism (1993), pp. 

154- 162;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2000), Vol.1, p. 36- 39. 
50 參見 1610 年的Dr. Bonham’s Case中Coke審判長的見解；Sir Edward Coke, The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Sir Edward Coke, (ed. Steve Sheppard,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3). Vol. 1, Part 
Eight of the Reports, Dr. Bonham’s Case, via The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 
(http://oll.libertyfund.org/?option=com_staticxt&staticfile=show.php%3Ftitle=911&chapter=106343&l
ayout=html&Itemid=27, last visit: 2009/3/20) 
51 British Railways Board v Pickin [1974] UKHL 1 中Reid法官言：「……對任何一個稍具英國憲法

知識的人，認為法院有權忽視議會制定之法的見解，都是看起來怪異且令人詫異的……早年似乎

曾有法律人相信，如果議會制定法違背上帝的律法、自然法或自然正義(natural justice)時，忽視

該法是被容許的，然這樣的看法已在 1688 年的革命之後顯得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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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了。而主張判例法可基於保護基本權的理由而推翻議會制定法效力的見解，依

舊遭許多強烈反對，認為這種司法優越的主張有悖於英國的憲法原則以及自由民

主體制的基本信條52。 

 

第三款 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與行政行為(administrative action) 53 

    司法對行政權行使的審查和控制是一項極重要的保障個人權利機制，早在人

權法制定之前，英國司法長久一來都有司法審查的功能存在，由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Justice)中的行政法庭(Administrative Court)54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而法院

在司法審查上進行有無理由的審查時，主要先訴諸越權原則(ultra vires 

doctrine)，即檢視身為被告的國家機關的系爭行為是否已經超出其權限範圍，雖

然越權原則不能用來審查議會制定法，但由於議會制定法時有授權行政機關為一

定行為，法院此時就得確認系爭行為是否以超越議會制定法的授權範圍55，儘管

法院在考量行政行為是否越權時已累積相當多案例而形成一套標準，以提供不同

的審酌方向做為判斷的依據56，但其中頗能表現英國法院的審理傾向者應為所謂

                                                 

: 
rative Law, 

, (Oxford: 

52 例如Madzimbamuto v Lardner Burke [1968] UKPC 2 中Reid法官，或 Liversidge v Anderson 
[1941] UKHL 1 中Wright法官的見解。 
53 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一般是指，法院得檢驗國家機關公權行為的合法性(尤其是侵害個人

權利的情形)，並宣告該行為因違法而無效；但在英國議會主權的傳統下，英國法院和美國不同，

英國的法官們無權宣告議會制定法無效，就算是該法侵犯所謂人權或是憲法基本權亦如此，法院

對立法並沒有所謂違憲審查的權限；故英國司法審查審查的對象其實相當有限，主要是行政權運

作下所做成的各種決定，包括委任立法(delegated legislation，是議會制定法授權其他部門－ 通

常是行政機關，訂定一定的規則，其所冠名稱有rules、regulations或是codes of practice，相對於

議會制定法的名稱則通常冠以Act，由Act所建構起的原權立法primary legislation如前所述並不在

司法審查的範圍內)在內，judicial review事實上只是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然而卻

又不是所有行政行為當然都受司法審查，本款所將提及的行政行為僅以受司法審查審查者為討論

範圍；參考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14  ed., th Harlow
Pearson Longman, 2007), pp. 81- 92, Sir William Wade and Christopher Forsyth, Administ
(9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6- 30, Chris Taylor,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Harlow: Pearson Longman, 2008), pp. 58, 109-114；更多關於英國司法審查制

度的討論，請參考Simon Halliday, Judicial Review and Compliance with Administrative Law
Hart, 2004). 
54 參考http://www.hmcourts-service.gov.uk/cms/admin.htm (last visit: 2009/3/24) 
55 實務判決可參考McCarthy & Stone (Developments) Ltd v Richmond upon Thames LBC [1989] 
UKHL 4. 
56 例如：是否該行政行為在決定時有納入與本案無關的考量(irrelevant consideration)、解釋或適

用法律有無錯誤(errors of law)……等等，參考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p. 726- 738; Sir William Wade and Christopher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9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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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Wednsebury test57，法院的態度可說是相當保守而自制(judicial self- restraint)，

只有在受審查的行為已經事公然反於事理或公認的倫理準則，任何一個理性人都

不可能接受的極端情況下，該行為法院才會被法院認為是不合理(unreasonable, or 

irrational)的行為而無法通過司法審查58。 

    法院過去這種保守的作法也引起一些批評，如此受限制的司法審查對個人權

利的保護十分不利。故有見解59主張，如果系爭行政行為涉及侵害人民基本人權

時，法院必須採取更積極的作為、更嚴格的審查，來改善司法審查的權利保護功

能－ 如果行政行為對基本人權造成不利影響時，法院的司法審查首先必須堅守

立場主張，該行政行為的權限範圍僅限於為達成一定受允許的目的，而目的的合

法性是由法院來判斷，而且只有在客觀且充分的正當化事由(objective, sufficient 

justification)存在時，方能允許基本權保護的退讓，法院並根據該權利的本質、

重要性以即受侵害程度等等來判斷行政行為的正當化事由是否足夠，而且這樣對

權利的侵害僅限於達於目的所必需的情況，除此之外，法院必須要求該行政行為

的決定機關在對個人權利的不利衝擊和公共利益(general interest)之間必須達成

一個平衡，不能過分犧牲個人權利，該決定機關也有義務清楚具體，而非簡約空

泛地描述公共利益的內容，使法院得以進行審查。 

    上述這種見解其實可以看出是轉向「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 test)作為審

查標準，由於Wednsebury test的門檻太高，常被批評其根本就是在個人對行政行

為表示不服的救濟過程中造成一個難以跨越的障礙，法院倒不如改採比例原則還

更能發揮權利保護的功能，但英國上議院60並沒有接受這樣的看法，仍認為除非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53- 371. 
57 名稱由來是出自一著名的標竿性判決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Ltd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7] EWCA Civ 1，進一步的闡釋參見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3] UKHL 6. 
58 參考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3] UKHL 6 中Diplock法

官的見解。 
59 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736;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Vol.1, pp. 34- 36;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p. 107-110. 
60 英國的上議院(House of Lords)除了參與立法也擔負司法功能，是部分案件的終審法院；參考

http://www.parliament.uk/judicial_work/judicial_work.cfm (last visit: 200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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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權公約被納為英國國內法的一部分，否則法院不得以比例原則作為裁決的

依據61。  

 

    第二項 制定人權法的時空背景與過程 

       第一款 制定權利典章的籲求 

    1997 年 10 月，當時由工黨執政的英國政府宣佈計畫以一獨立權利典章(a bill 

of rights)的方式將歐洲人權公約正式納入英國國內法體系內，工黨政府的此項政

策加劇了 1960 年代62以來許多關於究竟英國法應採取何種形式來保護人權的爭

論，但無論如何人權法終究還是在議會通過，對英國的憲政史而言是個相當重要

的轉折點63。人權法使公約所保護的權利得以在國內法院有直接法效力，在此之

前，英國雖然是 先簽署並批准公約的國家，1966 年並承認了個人申訴制

(individual petition)，公約的規範始終未能如同國內法在英國國內擁有同樣的直接

效力；換言之，英國人民必須到歐洲人權法院提出個人申訴案才能使公約規範的

權利保護得以實現，其過程常是漫長又耗時耗費，而歐洲人權法院的相關裁決似

乎也再再顯明英國的人權保障法制有所缺憾64。 

    另一方面，許多與英國法頗有淵源的傳統判例法國家在人權保護上開始採取

更積極的對策，例如加拿大的 1982 年權利與自由憲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 1982)、紐西蘭的 1990 年權利法典(New Zealand Bill of Rights Act 

1990)：前者賦與司法審查立法的權限，法院因此得以挑戰和憲章有所衝突的國

會制定法；相對於此，紐西蘭的法院並未被授與違憲審查之權，法典只規定法院

有義務以不違反法典條文的原則下解釋國會制定法65。無論如何，這樣的國際趨

                                                 
61 參考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 Brind [1991] UKHL 4. 但在 1998 年人

權法制定之後情況有所轉變，詳見Gordon Anthony, UK Public Law & European Law, pp. 39- 44。 
62 主要源由正是導於 1966 年英國對個人申訴制和歐洲人權法院強制管轄的正式承認。 
63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13.  
64 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p. 431- 433; H.W.R. Wade 
and C.F.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pp. 162-163. 
65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 Brind [1991] UKHL 4; R v Ministry of 
Defence Ex p. Smith [1995] EWCA Civ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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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強化了英國國內制定一權利典章的籲求。 

    英國國內首先公開籲求藉由議會制定法將公約國內法化是在 1968 年提出

66，但似乎並未引起熱烈的回應或討論，一直到 1970 年代晚期情況才有所改變，

許多非政府組織(NGOs)67紛紛加入支持制定人權典章的辯論中，使贊成權利典章

制定的力量大為增強，其共同的訴求論點是出自對傳統「剩餘權」的權利保護觀

念的不滿，個人權利遭受國家機關濫權侵害時無法獲得完整的保障，這或許可以

從英國在史特拉斯堡的「輝煌」敗訴紀錄上得到證明68。 

 

       第二款 贊成或反對權利典章制定的正反意見 

    在 1998 年人權法生效之前，英國是歐洲理事會成員國中，唯一未將公約納

入國內法的西歐國家，頗諷刺的是，英國在公約的草擬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參與

者，公約的草擬者正是英國內政部的資深法律顧問Oscar Dowson69，但是英國在

人權法制定上卻呈現相對落後的狀態，在塵埃落定之前正反意見各提出其論點依

據，爭執不已。在正反兩方意見爭執辯論的過程中，一項非常值得注意的特徵是，

英國許多資深法官將他們的意見直接表達出來，他們的看法對後來人權法的規範

架構產生重大的影響，例如，Browme-Wilkinson法官採支持的立場，認為權利典

章的制定可以敦促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權利保護採更有利的解釋；Woolf則認為

可以採取紐西蘭模式，這樣就可以避免關於議會主權的爭議；Bingham更對英國

判例法已經對公約所訂權利提供充分保障的觀點提出質疑；但Mackay提出反對

的有力見解，認為人權法的制定無可避免會使法官的裁決政治化，甚至使法官擔

                                                 
66 Lord Lester of Herne QC and David Pannick QC (general editors), Huma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 
pp. 11-12. 
67 E.g. JUSTICE,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Centre, Liberty, 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nd Charter 88, etc, 其中又以Charter 88, Liberty以及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這三者

的倡議 重要，他們根據歐洲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其他重要國際人權法檔

案，對權利法案的內容提供不同版本的訴求；參考Merris Amos, Human Rights Law, pp. 4-6; Lord 
Lester of Herne QC and David Pannick QC (general editors), Huma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 
pp.12-14. 
68 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p. 429- 432; 胡慶山，歐洲

人權公約對英國憲法的衝擊－一九九八年英國人權法成立的成立與課題，台灣國際法季刊，第二

卷第四期，頁 84-86。 
69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Vol.1,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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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不適任的政策決定功能，從而危及司法獨立性與公正性70。 

    1978 年的上議院權利典章特別委員會(1978 House of Lords Select Committee 

on a Bill of Rights)製作了一份調查報告71，將正反兩方的意見整理作出摘要，但

是特別委員會 後並沒有作出結論，究竟人權典章的制定是否有其迫切需要；概

括言之，正方的贊成論點72大致有：其一，過去的經驗顯示傳統的判例法在人權

保障上有所不足；其二，有助於提升公眾對人權議題的認識與關心；其三，法院

裁決將受已被廣泛承認的人權保護法原則拘束；其四，順應國際趨勢並藉此將英

國法體系融入歐洲共同體，亦有助英國在歐洲整合的參與；其五，儘管公約的個

人申訴制已被承認，國內法院如被賦與處理相關爭議的權限，其實使救濟過程更

簡便容易。 

    相對地，反方的反對見解亦可作出幾點歸納73：其一，公約條文的措詞用語

過於概括廣泛，使之國內法化將使原本的國內法體係增添不確定性並使訴訟案件

暴增；其二，過去法院依判例法模式，是以漸進、實證的態度從個案經驗中逐漸

發展法律原則，如今若轉換成成文法典化的權利典章模式，法院卻是反過來以極

為抽象一般化的原則套用到個案，將使法院喪失過去發展判例法的功能；其三，

抽象一般化的條文無可避免使法官審理時有更大解釋空間，使法官的主觀標準更

容易進入裁判中；其四，英國原本的判例法體系所建立的法律原則早已將公約所

保障權利、價值包含在內；其五，將公約國內法化不見得能使個人權利或得更有

效的救濟，即使有也僅在少數非常邊緣的案例中。 

此議題在政黨之間政策的爭辯仍持續了多年，因此，1998 年人權法雖然是

英國對國內人權法制不足的檢討，卻也仍是政治協調與折衝的產物74，大抵而

                                                 

. 

70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Vol.1, pp. 48-50. 非經民選產生

的法官，其民主正當性也是爭執點之一，這在涉及法院是否應被賦與違憲審查(尤其是對具民主

正當性的議會制定法)的權限時特別明顯，參見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p
124-129. 
71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the Lords on a Bill of Rights (HL Paper No 176). 
72 另參照Maureen Spencer, Human Rights law in a Nutshell, pp.36-37. 
73 參照注 71、72。 
74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p. 11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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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保守黨採取較為反對質疑的態度，而工黨起初也擔心權利典章的規範會過於

空泛且實際上仰賴法院解釋而動搖英國的憲政傳統，故並不是完全支持權利典章

的制定，直到 1992 年的大選工黨敗選後，工黨新任黨魁John Smith改變黨的政

策，將「歐洲人權公約國內法化」納為工黨推行的政策之一，並在 1996 年公佈

了「迎回權利」(Bringing Rights Home )諮詢文件75。1997 年 5 月工黨順利贏得大

選，為了兌現競選承諾，新政府在同年 10 月公佈了「被迎回的權利」(Rights 

Brought Home)政策白皮書76，並附有一草擬法案，工黨政府視之為英國憲政改革

通盤政策中極重要的一環，這其實也是反映出英國國內對其原有法制度在人權保

護上不足之處已有意識並體認將公約國內法化有其必要77，何況當時英國在被控

違反公約規定的國家中，就頻率而言確實是名列前茅。 

    人權法案在歷經多次的議會辯論後，終於在 1998 年 11 月在上下兩院通過並

經英皇禦准，2002 年 10 月正式實行。    

 

  第二節 人權法的規範內容 

    第一項 概論  

    1998 年人權法總共有二十二個條文(Section)以及四個附表(Schedules)，而條

文規範的整體架構依章節順序可分成九個項目，分別是： 

序言(Introduction)：包括第一條公約權利(the Convention Rights)、第二條公約權

利的解釋(Interpretation of Convention Rights)。立法(Legislation)：包括第三條立

法解釋(Interpretation of legislation)、第四條不相容宣告(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以及第五條皇室的訴訟參與權(Rights of Crown to intervene)。公權

機關(Public authorities)：包括第六條公權機關行為(Acts of public authorities)、第

                                                 
75 由Jack Straw MP和Paul Boateng MP執筆撰寫，Bringing Rights Home: Labour’s plans to 
incorporate the European Comvention on Human Rights into UK’s Law (London, Labour Party, 1996). 
76 Home Office, Rights Brought Home: The Human Rights Bill (1997, Cm 3782), 參見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Vol. 2, pp. 23-35. 
77 Merris Amos, Human Rights Law, p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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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訴訟程式(Proceedings)、第八條司法救濟(Judicial remedies)、第九條司法行

為(Judicial acts)。救濟措施(Remedial action)：包括第十條採取救濟措施的權限

(Power to take remedial action)。其他各項權利與程式(Other rights and 

proceedings)：包括第十一條現有人權的保障(Safeguard for existing human 

rights)、第十二條表意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與第十三條思想、良心、宗教

自由(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免責與保留(Derogations and 

reservations)：包括第十四條免責(Derogations)、第十五條保留(Reservations)、第

十六條指定免責的有效期間(Period for which designated derogations have effect)、

第十七條指定保留的定期審查(Periodic review of designated reservation)。歐洲人

權法院的法官(Judges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包括第十八條歐洲人

權法院的法官指派(Appointment to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國會立法程

序(Parliamentary procedure)：第十九條國內立法與公約相容的聲明(Statement of 

compatibility)。附則(Supplemental)：包括第二十條本法以下的命令(Orders etc. 

under this Act)、第二十一條本法名詞解釋(Interpretations)以及第二十二條簡稱、

生效實施、適用與範圍(Short title, commencement, application and extent)。 

    人權法將歐洲人權公約所保障的權利賦與英國國內法的法效力，為人權內容

制定出明確的條文規範， 重要的規範內容就是要處理公權機關78侵害個人公約

權利的情形。根據人權法第六、第七條規定，公權機關的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

為)若違反公約權利利，權利受侵害者可提出違反公約的訴訟，或在個別的訴訟

程序中適用公約權利利規定，換言之，人權法使個人得以公約權利受侵害為由尋

求國內法院的司法救濟79。第二條規定法院在作成與公約權利相關的決定時，必

須審酌史特拉斯堡的相關法律見解，而依第三條法院被課與義務，在解釋英國國

                                                 
78 依人權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公權機關包括法院以及其他具有公職務特性之人，但不包括議

會的立法程序及相關行為。 
79 公約權受侵害人要如何尋求司法救濟、以及應尋求什麼型態之救濟(例如：侵害行為仍在進行

中或是處於可以預防之狀態，應請求法院發給命令阻卻該侵害行為；如果侵害行為已造成損害，

則應依損害賠償請求之程序)，請參考David Hoffman and John Rowe, Human Rights in the U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 pp. 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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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立法時必須盡可能使解釋的結果合於公約對權利保障的要求。但應注意人權法

並沒有顛覆議會主權的憲政傳統，如果國內立法和公約權利的規定呈現「不相容」

(incompatible)的狀態，英國司法80依照第四條規定雖然可以作出「不相容宣告」

(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卻顯然未被賦與違憲審查的權限，被宣告與公約

規定不相容的立法依然是具有完全法效力的法律81，雖然不相容宣告可能造成促

進法條修改的壓力，卻無法形成法律上義務82。這點也可以在人權法第六條第二

項得到印證：儘管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公權機關行為不得違反公約權利的規定，否

則該行為即為非法，但第二項卻規定，當公權機關除了遵守國內立法之外別無他

法，縱使該立法違反公約權利的要求，公權機關的行為仍不得認為為非法。。 

    至於人權法所保障的權利範圍，依照人權法第一條的定義，所謂「公約權利」

包含了公約第二條至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第一議定書第一條至第三條、第六議

定書第一條及第二條所保障的權利，另外人權法在第十二條和第十三條特別對公

約第九條和第十條所保障的思想、良心、宗教自由與表意自由作出個別的規範，

要求法院在作成決定時若與公約第九、十條所保障之權利有關時，必須特別考量

(particular regard)所涉權利的重要性(importance)。人權法第一條之所以未納入公

第一條、第十三條，這是由於公約第一條規範了簽約國有義務擔保在其司法管轄

區內的每個個人都享有公約所保障之自由與權利，而英國的人權法本身就是藉由

該法的制定使英國人民獲得保障；公約第十三條則規範了權利受侵犯的個人有藉

國內機制請求有效賠償之權，而英國的人權法藉由使公約保障權利相關的爭執得

以在本國法院提出以獲得救濟，來回應第十三條的要求83。人權法並未將公約及

其議定書完全納入條文規定中，且仍受到指定免責或保留(人權法第十四、十五

                                                 
80 有權作出不相容宣告的法院，依人權法第四條第五項規定只限於特定上級法院，若在下級法

院發生爭議只能上訴尋求救濟。 
81 人權法第四條第六項特別針對這點作出明文規定，不相容宣告不影響該立法的有效性。 
82 Dr Alastair N. Brown, Human Rights Act 1998 (Edinburgh: W. Green＆Son, 2003), p.9. 雖然無法

形成國內法上的法律義務，但這種立法事實上是違反了公約要求，如果不作出修正，相當有可能

未來會在史特拉斯堡繼續爭執，這種可能性因而造成立法修正的壓力；參考Lord Lester of Herne 

QC and David Pannick QC (general editors), Huma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 p.26. 
83 Dr Alastair N. Brown, Human Rights Act 1998, p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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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限制；根據公約第十五條的免責規定，成員國在緊急狀態下，必要時可以免

除公約義務，而公約第五十七條亦允許成員國提出保留，目前英國並沒有免責84

提出，但對第一議定書的第二條教育權提出了保留。 

    人權法制定的目的既然是要將公約權利國內法化，其中 重要的就是使人權

法下的公約權利被侵害時有一定的法效果。依人權法的規定，侵害公約權利的法

效果由於侵害行為性質的不同而異85： 

    若侵害行為是原權立法(primary legislation)86，英國法院無權廢棄該立法，儘

管根據人權法第三條法院必須盡 大可能以合於公約規定的方式來解釋制定法

(act)條文，但如果法院窮盡解釋可能仍無法符合公約規定，依人權法第四條法院

僅得作出不相容宣告，至於是否要作成宣告則完全取決於法院的裁量，即使法院

真的作成不相容宣告，該宣告對權利受侵害的當事人而言立即的實益其實不大，

蓋宣告本身不能挑戰制定法的效力；在侵害行為是委任立法(subordinate 

legislation, or delegated legislation)87時，人權法條文並沒有明文規定出法院得挑戰

其有效性，但從人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的條文內容來看，縱然原權立法不符

合公約要求時其法效力依然不受影響，至於委任立法的法效力在相同情況發生下

應如何處理，條文未明文寫出，再對照同項第三款規定，如果委任立法與公約權

利不相容的狀態是該委任立法的授權母法所造成，則該委任立法不因不相容宣告

而影響期法效性，由此可推論，如果委任立法侵害公約權利並非身為其母法的原

                                                 
84 英國曾經對公約第五條第三項提出免責，主要是為處理恐怖活動而制定的法令(例如 2001 年反

恐犯罪安全法，Anti-terrorism Crime and Security Act 2001)解套，但在 2005 年該免責被撤回，2001
年反恐犯罪安全法中關於不定期拘留的規定後來也被廢除，主要是因為在A & Other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4] UKHL 56 這份判決中上議院法官對 2001 年反恐犯罪安全

法部分中關於得不定期拘留恐怖份子的條文作出不相容宣告，後來英國政府便撤回了對公約第五

條第三項提出的免責，並對相關國內法作出修正。但是有學者認為，人權法並沒有賦與公約第十

五條、五十七條國內法地位，無論是公約的免責或是保留，都僅僅是國際責任的免除，故英國政

府提出免責或保留的行為並不在英國國內法院審查的範圍內；參考Merris Amos, Human Rights 
Law, p.14. 
85 Richard Gordon QC and Tim Ward,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 (London: Cavendish 

Publishing, 2000), pp. 11-16. 
86 參照注 53。 
87 參照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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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立法造成，法院是有權挑戰該委任立法的效力的；除了上述兩種行為以外的其

他公權機關行為，法院自然有權審查其合法性並給與受侵害者適當的救濟，但依

人權法第六條第二項，公權機關的侵害人權行為如果是基於原權立法規定而來，

該行為就是合法(lawful)行為，在這種情形下權利受侵害者即無法經由法院救濟

而獲得損害賠償，因為該公權機關行為是合法的行為。 

 

    第二項 人權法適用上的解釋原則  

       第一款 人權法第二條－公約權利的解釋  

    人權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法院在對與公約權利利相關的問題作出決定時，

必須將史特拉斯堡的相關法律見解88納入審酌考量(take into consideration)，而在

人權法這樣的規定下，英國法院通常也的確會將人權法院的判決以及人權委員會

的意見納入決定的審酌考量中， 後的決定也是和這些法律解一致89，甚至有些

實務見解認為，人權法第二條迫使法院即使不情願亦須審酌並遵守史特拉斯堡的

法律見解90。雖然在大多數的情況裡法院都願意審酌並遵守史特拉斯堡的相關法

律見解，但應注意史特拉斯堡的法理體系也是經過數十年的演變與累積，過去一

些法律見解在作成的當時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因素，到今日時空已有所轉換，若

還依照過去的見解作出相同的決定，究竟是否妥適，英國法院遇到這種爭議的作

法通常是，在裁判理由中陳明史特拉斯堡的見解在論理上有所不足、參考的證據

不夠周全、對英國法有錯誤的認識或理解，或是該見解適用到本案的結果顯有不

當之處，甚至在某些時候英國法院更直指史特拉斯堡的見解反而是偏離了公約權

利保護的解釋原則91。其實，人權法第二條第一項只規定了法院必須審酌考量史

                                                 
88 根據人權法第二條第一項，這些法律見解包括了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裁定、宣示或諮詢意

見，人權委員會依公約第三十一條作出的報告意見，人權委員會涉及公約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

條第二項所作的決定，以及部長委員會依公約第四十六條所作的決定。 
89 例如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3] UKHL 51，本案涉及公約第二條生命

權。 
90 詳見Alconbury [2001] UKHL 23 中Hoffmann法官的見解，本案涉及公約第六條公平審判權。 
91 參見Procurator Fiscal v Brown (Scotland) [2000] UKPC D3, R v Boyd [2002] UKHL 31, R v 
Lyons & Others [2002] UKHL 44，這三案都是涉及公約第六條公平審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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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斯堡的相關法律見解，但並未規定法院 後決定必須遵守之，英國法院92

也認為，史特拉斯堡的決定並不能直接取得英國國內法上的法效力，雖然國內法

院在審理公約權利相關爭議時必須參考這些法律見解，這些決定本身仍然只是一

種國際法，不能在英國國內直接執行，雖然會有違返國際法上義務的問題存在，

在國內並不必然就是違法。 

                                                

    另一個爭議是關於英國法院是否得對公約權利作出較史特拉斯堡更寬鬆、更

有利的解釋。實務上有肯定的見解93指出，人權法所保障的權利雖然和公約規定

採取一致的用語，這些權利是不折不扣的國內法權利，而非國際法權利，用以提

供人民對抗公權機關的侵害行為，而不是針對英國這個國家而來；贊同的看法94

也認為，在與公約權利要求不相違的情況下，英國法院當然得提供更完整的權利

保護。公約所規定的權利保障不過是 低限度的要求，而人權法第二條第一項之

所以僅規定國內法院必須將史特拉斯堡的法律見解予以「審酌考量」，就是要讓

國內法院在參酌史特拉斯堡的相關法律見解後，能夠發展出英國獨立的人權法

制，故英國國內法院所為之決定不必然得和史特拉斯堡亦步亦趨95。不過，反對

見解96則認為，公約權利既然是從公約規定而來，由於公約的規定無論如何還是

國際法文件，其規定的 權威解釋者仍是史特拉斯堡，如果要給與公約權利更廣

泛的保護，這個工作應該交由史特拉斯堡而不是任何一個成員國的國內法院完

成，蓋保持公約條文的解釋在各個成員國間的一致性是有必要的，國內法院的責

任是要隨著史特拉斯堡形成的法學理論體系俱進－ 不能少，但是也不能多；現

有的公約權利保障是否已不符合需要，擴張解釋的必要性是否存在，應由史特拉

 
92 參見In re McKerr [2004] UKHL 12, R v Boyd [2002] UKHL 31, R v Lyons & Others [2002] 
UKHL 44. 
93 In re McKerr [2004] UKHL 12, R v Boyd [2002] UKHL 31. 
94 參見R v 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 ex p BBC [2000] EWCA Civ 116, R v Housing 
Corporation [2004] EWCA Civ 1658,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ork & Pensions v M [2004] EWCA Civ 
1343. 
95 Stephen Grosz, Jack Beatson Q.C., and peter Duffy Q.C., Human Rights- The 1998 Act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London: Sweet＆Maxwell, 2000), pp. 20-21. 
96 參見R v Special Adjudicator, ex p Ullah [2004] UKHL 26, N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5] UKHL 31, R v South Yorkshire Police [2004] UKHL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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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堡決定，英國國內法院所參照的史特拉斯堡相關決定，就是參照原本的內容，

而不是依國內法院自己對公約權利的解釋來替代史特拉斯堡的見解。 

 

       第二款 以比例原則作為行政行為的審查標準 

    在人權法生效之前，英國國內法院要援用歐洲人權法院裁決所建立的法律原

則受到相當的限制，即使如此，比例原則還是引起相當的關注97。然而人權法制

定實施後，比例原則更對英國法院的司法審查產生重大影響，法院對於牽涉到侵

害公約權利的行政行為，審查標準逐漸從傳統的Wednsebury test轉向更嚴格的比

例原則。 

    例如，在R v A98這個案件中，Steyn法官就明白指出，在面對被告、被害人

以及公共利益處於衝突狀態的時候，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就須以比例原則來檢視對

公約權利的限制是否是任意(arbitrary)或是過當的(excessive)，以致無法達成公約

權利的保障要求。而在R(Daly) v Home Secretary99中，法院採取類似的見解，並

承認比例原則相較於傳統的Wednsebury test，更為準確細緻，而且審查的密度

(intensity)也更高，比例原則不但使審查法院得以檢視行為機關究竟是如何達成

利益平衡，而不是僅僅審查機關的行為是否在合理決定的範圍內，並使法院在涉

及不同利益、不同考量時，對注意程度的要求也就不同，就人權保護而言是更妥

適的審查方法。Alconbury案100中，Slynn法官亦主張，比例原則應該被承認是英

國國內法體系的一部分，且若還將比例原則的適用限於侵犯公約權利的情形是不

必要又令人困惑的，亦即，在非公約權利相關的案子中，也不該再繼續採用傳統

Wednsebury test。整體而言，雖然Wednsebury test的舊日光榮仍未完全燃燒殆盡，

                                                 
97 參見本章第一節第ㄧ項第三款。 
98 R v A [2001] UKHL 25, 本案涉及公約第六條的公平審判權，爭點在於強制性交罪被害人過去

的性經驗得否成為交互詰問的對象。 
99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 Daly [2001] UKHL 26, 本案涉及公約第八條

隱私及家庭生活權，爭議起於當時英國內政部對監所的管理政策。本案爭點主要是針對該政策授

權監方得禁止受拘留人於其監房(cell)遭搜索時在場，如果其合法通訊(包括和律師的通訊)在這種

情形下遭受搜索檢閱時，是否侵犯公約第八條第一項的規定，尤其引發爭議。 
100 Alconbury [2001] UKHL 23, 本案涉及公約第六條公平審判權，爭議行為是關於土地開發案的

行政決定做成過程，是否符合正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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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的確是往末路日漸衰微，但是，現在就要為Wednsebury test舉辦追思禮拜還是

早了些， 終的決定仍在上議院法官們的手中101。 

    比例原則事實上已經成為公約權利保障的重要機制，而這事實無可避免還是

引發了不少爭議， 主要集中在法院在應用比例原則的審查過程中，其在利益衝

突時的衡量上是否會侵犯行政機關甚至議會的權限102。通常行政行為的決定過程

中，行政機關首先調查事實，再根據發現的事實適用法律，審酌各種政策考量，

經過判斷、裁量後才做成的決定，這時如果有個人爭執該行政行為侵犯公約權

利，法院的職責是要確認系爭行為的決定是否正確解釋、適用公約的規定，而不

是取代原決定機關作實質決定，然而，法院為了要確認該行為是否合於公約要

求，必須檢視原決定機關所發現的事實以及政策考量的爭議，然後再權衡不同的

利害衝突來決定這種情況下干預公約權利是否有必要103，儘管英國實務見解104

強調，法院和行政機關的職責有根本上的差異，法院不能取代行政機關而成為實

質的代決定機關，但法院實際操作比例原則來決定公約規定是否被遵守時，還是

很可能涉入爭議，其界限的拿捏不易。 

                                                

    如此，法院似乎被賦予比以往更大的權力。在法院權限範圍的界線劃定上，

歐洲人權法院曾在Handyside v United Kingdom105一案提出「裁量餘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 的概念，乃指由於各國的國家機關在原則上，對於究竟什麼樣的權

利干預是有「必要性」，國內機關比國際法院的法官更適合做出決定，公約成員

國於是享有一定的決定自由，在此自由範圍內史特拉斯堡必須尊重各國國內機關

的決定，然這並非指成員國因此就取得了絕對的裁量權，法院對於會員國的行為

是否在裁量餘地內還是有 終決定權，各國的裁量餘地仍必須在史特拉斯堡的監

管下進行。裁量餘地的概念是否可以運用到國內法院的裁判上，特別是，當比例

 
101 H.W.R. Wade and C.F.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pp. 371- 372, 在Far Eastern Region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2003] EWCA Civ 473 中，上議院還是不承認比例原則已經具有英國

國內法之地位，而取代Wednsebury test成為英國國內司法審查行政行為的標準。 
102 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737. 
103 Merris Amos, Human Rights Law, pp. 86-88. 
104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 Daly [2001] UKHL 26. 
105 Handyside v United Kingdom (1976) 1 EHRR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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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的影響使英國國內法院對干預公約權利的行政行為進行更嚴密的審查時，這

牽涉到司法的功能以及權力分立的問題，對此，英國實務見解106 否認了裁量餘

地的概念可以適用到英國法院的裁判決定上，蓋國內法院和國際法院不同，不需

要考量不國國家有不同的法體系，公約的適用必須考量各成員國的需要和情況，

國內法院並無這種特殊考慮；但另一方面英國實務也承認，比例原則必然牽涉相

衝突利益的權衡取捨，這種困難的決定在某些領域範圍內，法院必須退步

(defer)，尊重其他國家機關的決定，這是由於在特定案件裡法院並不具備原決定

機關的專業與資訊，另外還有一些議題不適合由民主正當性較薄弱的司法涉入

107。 

    從結果來看，嚴格而言英國雖然是沒有將裁量餘地適用到國內法院，卻還是

承認法院在比例原則的審查時有一定的界線，至於要怎樣定出這條界線，有見解

整理了實務判決後提供了幾項衡量的標準108，包括：所涉公約權利的本質、是否

牽涉到社會、經濟或是政治因素考量而必須仰賴司法以外其他機關的專業或決定

(例如關於公共資源的分配或國際關係等議題)、是否涉及司法的特殊專業(例如刑

事訴訟程序)、權利是否具特別重要性以致有高度的憲法上保障需要、干預行為

的強度、原決定機關在憲政安排上擁有的裁量自由寬度......等。只是應注意無論

有哪些標準可參考，實際案例的 後決定權仍在法院手中，這點和歐洲人權法院

在裁量餘地的決定上是一致的。 

 

       第三款 人權法第三條－立法解釋 

    人權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法院在解釋並賦與原權立法及委任立法109規定法

效果時，必須盡 大可能(so far as it is possible)以合於公約權利規定的方式為

                                                 
106 Richard Gordon QC and Tim Ward,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 pp. 78-79; Stephen 
Grosz, Jack Beatson Q.C., and peter Duffy Q.C., Human Rights- The 1998 Act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pp. 18-20. 
107 Lord Lester of Herne QC and David Pannick QC (general editors), Huma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 
pp. 95- 100. 
108 Ibid. 
109 參照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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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雖然法院因此被課與了一定的解釋義務，但是實際上法院究竟應該如何盡可

能使立法解釋不違反公約權利，人權法的條文規定本身卻沒有提供進一步的標

準，有賴學說與實務的進一步闡釋。 

    第三條第一項的實質內涵究竟為何，在學說與實務110的闡釋下逐漸有較清楚

的輪廓浮現：如果法條規定有兩種可能的解釋方式，其中一種合於公約權利規定

而另一種則不合，則法院必須選擇合於公約權利的解釋方式；法院在解釋過程中

必須竭力在法條條文文義容許的範圍裡盡可能找出和公約規定一致的解釋，宣告

立法規定和公約不相容是 後的手段，只有在該條文極顯然不可能和公約規定相

合方不得已為之；更甚者，不單是法條條文存有抽象的解釋空間時法院要作出合

於公約的解釋，即使是不存在模糊文義(ambiguity)的法條，只要沒有明文對公約

權利加以限制，法院還是應作出符合公約權利要求的解釋111，雖然在人權法第三

條的規定下，法院必須竭力將立法解釋為與公約權利要求相合，但其實在一般情

況下，為了避免解釋結果出現荒謬不合理的情形，法院本來就對法條規定的用詞

可以不採一般正常的含義來解釋，而是根據上下文來合乎具體情況的需要，在絕

大多數情況下法院以這種解釋方式就能夠避免訴諸不相容宣告112。  

    但是第三條第一項的解釋可能範圍到底有多廣，應如何定出界限還是有很大

的爭議，法院參考不同的標準113嘗試要劃出較明確的範圍，其中頗值得注意的是

所謂「合於目的的解釋」(purposive construction)114，也就是為了要達成該立法的

整體法條規定所欲達成的目的，若部分條文所存在的缺陷是立法者無意間造成

的，如果要使該立法的立法目的得以達成，法院可以忽略甚至添加法條字句－ 如

果把這種解釋法應用到人權法第三條第一項上，的確是可以擴張法條的文義，但

似乎也很可能會造成實際上扭曲法條文義的結果。 

                                                 
110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Vol.1, pp. 154- 156; Dr Alastair 
N. Brown, Human Rights Act 1998, p.8. 
111 R v.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ex p Kebeline & Others [1999] UKHL 43 
112 參照R v. A [2001] UKHL 25. 
113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Vol.1, pp. 156-158. 
11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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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看來，人權法雖然在條文的規定上並沒有放棄議會 高性的傳統，但是

到具體個案的適用中，法院卻是步步進逼。依人權法第二條規定法院必須審酌考

量史特拉斯堡的相關法律見解，第三條更要求法院在解釋立法時必須盡量和公約

權利一致，從這兩條條文來看，史特拉斯堡的法律見解透過法院在裁決的解釋過

程中逐漸滲入英國法律體系裡，這當中一個頗值得關注的例子，就是比例原則的

適用日益擴張，有取代傳統 Wednsebury test 的態勢。由於人權法並無意直接打破

議會主權的憲政傳統，不相容宣告的作成權雖然在法院，宣告卻依舊不能挑戰立

法的法效力，但法院卻是透過擴張解釋範圍的方式實際上取得更大的審查權，表

面上是要達成立法目的，實質上卻有扭曲立法條文的嫌疑。不過，當立法法條規

定清楚明確刻意壓縮司法解釋的空間時，法院也只能藉由不相容宣告促成修法的

政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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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998 年人權法施行以前英國對人身自由的保護 

  第一節 概論：「人身自由」的權利保護內容 

     人身自由115在自由權的保障上實在不算是什麼新穎的概念。1215 年大憲章

第三十九章就規定：「任何自由人不得被捉拿、拘留、剝奪財產、除去法定權利、

放逐或損害，除非受同等之人合法判決或本地法律所允許。」(No free man is to be 

imprisoned, dispossessed, outlawed, exiled or damaged without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116雖然 1215 年大憲章的保護對象僅限於封建貴

族，卻普遍被認為是英國法中對人身自由保護的第一個成文法規定，是英國長久

以來所累積之法律原則的具體化，更反映出英國判例法持續不斷的發展演變，其

影響一直到如今117。此規範在 1640 年與 1679 年人身保護令法承繼，1679 年人

身保護令法並提出更精確的規範來保障受拘留犯嫌的受審權，以對抗國家的任意

拘留，而在 1688 年光榮革命之後，人民取得限制政府統治權力的權利，遂有 1689

年權利典章誕生，此典章將 1689 年人身保護令法的規範納入118。類似的文字也

出現在蘇格蘭的 1320 年阿柏斯宣言(Declaration of Arbroath 1320)以及法國的

1789 年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1789)中119。現代憲法中關於人

身自由保護的條文具相當重要性的，例如美國憲法第五增修條文即明文規定，任

何人不得在未經正當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120，其他如 1949

                                                 
115 從以下提及的各種國際法和國內法文件規定可知，人身自由權所保護的對象是個人的身體自

由(physical liberty)，不因國家機關的任意(arbitrary)逮捕(arrest)或拘留(detention)行為而遭剝奪

(deprived)，參見Mark W. Janis, Richard S. Kay, and Anthony W. Bradley,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Text and Materials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01-602, 610-614; 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p. 344- 
345. 請注意本文所提及之「拘捕」概念包含拘留和逮捕，「拘留」並不限於刑事程序中的羈押，

包括了刑事程序以外其他國家機關持續相當時間的人身自由剝奪行為，例如將精神疾患拘束於一

定醫療處所，或將非法移民驅逐出境前留置在特定收容所的行為等。   
116 J. C. Holt, Magna Cart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   
117 Anne Pallister, Magna Carta: the Heritage of Liber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p. 1-6. 
118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 4. 
119 Rhona K. M. Smith, Textbook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 226. 
120 Fifth Amendment: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except in cases arising in the land or naval 
forces, or in the Militia, when in actual service in time of War or public danger; nor shall any person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c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or limb; 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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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布的德國聯邦基本法、加拿大 1981 年自由權利與憲章也有類似的規定121。

而國際法文件裡如世界人權宣言第九條122以及政治與公民權利公約第九條123也

特別規定了人身自由的保護，特別是後者的規定更是詳細，除了要求非有法定事

由且經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拘捕任何人外，更進一步規定受逮捕之人應被立即告

知逮捕事由或被控罪名、受拘捕之刑事被告有權要求法院立即提審、要求法院究

查拘捕行為合法性的權利以及對非法拘捕的賠償請求權等等，藉由這些規定將保

護措施具體化、條文化，人身自由保護的基本內涵逐漸有一架構浮現。 

    人身自由的保護並不是指絕對不容許任何人身拘束的存在，而是禁止「任意

的」(arbitrary)的逮捕拘留124，換言之，在符合法律規定下人身自由的剝奪是可

以被允許的，而所謂的「法律規定」又可分成兩個部分，一是拘捕的實質理由

(grounds of detention)，二是拘捕的程序保障(procedural guarantees)，至於這兩者

的確切內容向來有很大爭議，不論是國內法院還是國際法院都有相當多的案例討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nor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http://caselaw.lp.findlaw.com/data/constitution/amendment05/ (last visit:2009/4/16) 
121 例如加拿大 1981 年自由與權利憲章第七條(Section 7):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the person and the right not to be deprived thereof excep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fundamental justice”和第九條(Section 9): “Everyone has the right not to be arbitrarily 

detained or imprisoned.” 參見Mark W. Janis, Richard S. Kay, and Anthony W. Bradley,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Text and Materials, p. 602. 
122 Article 9: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arrest, detention or exile.” 
http://www.un.org/Overview/rights.html#a9 (last visit: 2009/4/16) 
123 Article 9: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arrest or detention. No one shall be deprived of his liberty except on such ground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procedure as are established by law. (2)Anyone who is arrested shall be 
informed, at the time of arrest, of the reasons for his arrest and shall be promptly informed of any 
charges against him. (3)Anyone arrested or detained on a criminal charge shall be brought promptly 
before a judge or other officer authorized by law to exercise judicial power and shall be entitled to trial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or to release. It shall not be the general rule that persons awaiting trial shall be 
detained in custody, but release may be subject to guarantees to appear for trial, at any other stage of 
the judicial proceedings, and, should occasion arise, for execution of the judgment. (4) Anyone who is 
deprived of his liberty by arrest or detention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proceedings before a court, in 
order that that court may decide without delay on the lawfulness of his detention and order his release 
if the detention is not lawful. (5)Anyone who has been the victim of un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shall 
have an enforceable right to compensation.”                    
http://www1.umn.edu/humanrts/instree/b3ccpr.htm (last visit: 2009/4/16) 
124 這點在前注 122、123 中的條文文字內都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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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125。 

大抵而言，現代的人權法文件都承認，人權自由的保護至少包括了以下幾個

重要的面向，它們因此成為構成人身自由權保護的元素126：首先，任何人都享有

不受任意逮捕拘留的自由，此即除非符合法律規定，否則人身自由不被剝奪的權

利，而所謂符合法律規定，如前述又包括了實質理由與程序保障兩種層面；其二，

受拘捕之人有被立即告知逮捕理由的權利；其三，拘捕行為應受司法監控；其四，

受拘捕之人得探究拘捕合法性的權利；以及 後，非法拘捕受害者的賠償請求權。  

    如此，人身自由可能會牽涉到幾個法律爭議必須考慮127：一是在法院提審前

受拘捕人的權利－由於被拘捕人在法院提審前很可能會被警察機關或其他公權

機關拘束相當時間，這段時間的權利原則上包括律師接見權、要求法院立即提審

並究問拘捕合法性的權利等等，相關的爭議在恐怖活動犯罪的偵查上顯得特別棘

手；而當受拘捕之人被法院提審後、判決定罪之前這段期間，通常會涉及受拘捕

之人的保釋權，例如，關於在何種情況下保釋權會喪失或受限制，向來有熱烈的

討論；然無論法律怎樣規定權利的保護，唯有能夠迅速獲得法院救濟，才是使權

利獲得有效保障的方法，這部分的法律爭議在於，訴諸法院尋求救濟的可能性因

不同的情況考量而受影響的程度，以及法院針對拘捕行為合法性作審查的司法監

控應如何操作；除此之外，雖然現代的人權法文件都不再將人身自由剝奪的規範

限縮於刑事程序裡，但關於其他公權力的拘捕行為，其權力行使範圍，以及應在

何種情況要求下方容許這些公權力的拘捕行為，仍充滿爭議。 

    英國法在人權法以前對人身自由的保護，如本節第一段所敘，其成文法規定

可以溯及十三世紀的大憲章。1215 年大憲章雖然就英國的法制史而言有非常重

要的意義，但若是考量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1215 年大憲章其實稱不上是成功，

                                                 

, 

125 Rhona K. M. Smith, Textbook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p. 227-232. 
126 Paul Sieghart,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pp. 

139-140.  
127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Vol.1, p. 449. 

 36



蓋這份文件在當時是封建貴族們為了對抗國王、保障自己的權利而來，原本希望

以和平的方式達成目的， 後卻還是引發貴族與國王間的內戰，而其確實具有法

效力的時間也未超過三個月128。幸而 1216、1217 及 1225 年重新頒布了內容相同

的憲章，1225 年的版本更經議會確認、解釋而確立了其法律地位而在英國法院

中適用，直到今日其中仍有九章規定存在於英國制定法內－人身自由的保護亦位

列其中－這些現存法規或具體化、或隨時代變遷來修正了當初那些古老的規範，

但其淵源都可回溯到十三世紀129。著名的法學者Blackstone就認為，英國法對個

人權利的保護可以簡化成三個原則－人身安全權(right of personal security)、人身

自由權(right of personal liberty)以及私有財產權(right of private property)，這是所

有人生而取得之自然權利130。 

現代英國法制裡有三種人身自由的特別保護途徑，一是透過人身保護令的取

得(見本章第二節)；除此之外，英國法在刑事責任上，對無正當理由的干預人身

自由行為有刑事罪名的處罰；另外在民事責任上，非法剝奪個人人身自由可能構

成侵權行為的訴因(見本章第三節)。 

 

  第二節 英國人身保護令(habeas corpus)制度 

    第一項 人身保護令的發展歷史 

       第一款  起源－ 中世紀的人身保護令 

    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 ad subjiciendum; habeas corpus)是特權令狀

(prerogative writ)131的一種，這種令狀的目的是要使法院得以將被拘留的個人帶

                                                 
128 因此大憲章的前身被稱為男爵法案(Articles of Barons)，詳細的歷史經過可以參考J. C. Holt, 
Magna Carta, pp. 105-174. 
129 J. C. Holt, Magna Carta, pp.1-2. 
130 Blackstone著作中提到的人身安全概念比較廣泛，包括生命權、身體完整不受侵害權以及名譽

權；而人身自由的保護大致和本文所指稱的個人身體自由一致，強調除非符合法律要求否則不能

對任何人為拘捕行為，參考Sir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1803 ed., 

London: Wildy & Son, reprinted in 1967), pp. 129- 135. 
131 特權令狀是一種發源自英國的法制，過去是由皇室法院(the Court of the King)，現在則是由高

 37



至法官面前，這不但能讓法院能藉此探究該拘留行為是否有正當理由存在，若是

非法拘留的情況，遭受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的個人也能因此獲釋。討論人身保護令

的概念時，就不得不述及人身保護令的發展史，尤其是在十六、七世紀這段期間

人身保護令逐漸成為對抗行政權（王權）任意拘捕的手段，也是從這時候開始，

人身保護令取得現代法的形式，更成為奠定英國憲政的基石之一132。 

                                                                                                                                           

    在十三世紀前葉的英國，habeas corpus就常出現在民事程序裡，但是這並不

表示它是十三世紀才出現的，這個用詞很可能在更早的時代就已經存在，habeas 

corpus所代表的涵義在中世紀時其實和人身自由的保護並無甚關連，它只是一種

命令，要求訴訟案件的被告必須親自到法院前就審，至於被告被帶至法官面前時

是否要同時提出拘留理由這種問題在當時根本不存在，甚至根本就沒有什麼拘留

行為，法院的目的只是要被告本人親自在法庭上出現，並不是要審查拘留的合法

性，儘管也有一些文獻顯示habeas corpus曾出現在刑事程序裡，不過不管是民事

還是刑事程序，habeas corpus就只是一種將當事人帶至法院就審的方法，它比較

是一種附屬於審判的中間程序，而不具獨立性，和人身自由或正當法律程序的關

連都十分微弱133。 

 

       第二款 中世紀以後中央集權對人身保護令的影響 

    中世紀以後habeas corpus的轉變其實和英國走向中央集權脫不了關係，特別

是代表王權的中央法院和地方法院間的管轄權爭奪，然卻也是在這段期間，

habeas corpus從單純的保證訴訟當事人到庭命令，轉變成具有現代「人身保護令」

內容的令狀，也就是現代的habeas corpus ad subjiciendum令狀形式134。從十五世

紀開始，隨著中央集權的增強，英國的中央法院和地方法院間對司法控制權的角

 
等法院的皇座法庭(the Queen’s Bench Division of the High Court)行使，用以控制下級地區法院與

行政機關必須在其各自的權限範圍內活動；參考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760.  
132 R. 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2  ed., 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1. 
133 R. 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p. 1-3. 
134 “ad subjiciendum”意指「提出」(to submit)，即提出拘留的理由供法院審查這些理由是否充分；

參見R. 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 4. 

 38



力也進行著，中央法院藉由發出habeas corpus來對抗地方法院的管轄，藉此將訴

訟、連同訴訟費用等都移轉至中央集中管理之下，此時對訴訟當事人的人身控

制，不論是在程序進行中或在 後的制裁手段上都十分重要，還關乎法院命令能

否強制執行，故habeas corpus在這場角力中被司法者選作武器使用，初期habeas 

corpus還不是獨立的程序，而是和移審令或其他程序一起運作，中央的上級法院

用這種方式來消解地方下級法院的訴因，強化己身的管轄權同時尚能藉此奪取下

級法院的案件，有時也會以habeas corpus提審被告後又釋放之，所根據的理由就

是地方法院在所依之訴因上欠缺充足的權限－雖然一般認為這是一種爭權的手

法，但至少habeas corpus開始和法院的審查活動發生關連，縱使在這期間的「審

查」僅涉及下拘留命令的法院是否有充分權限的爭議，且habeas corpus依舊不是

獨立的程序－發展直至十五世紀中葉，habeas corpus才開始有了獨立性，並且產

生了近似現代habeas corpus的概念－拘留行為必須提出理由，且該理由的合法性

得成為審查對象，即或當初中央法院的動機是為了擴增其對司法權的掌控，結果

卻是使habeas corpus逐漸褪去單純使當事人到庭的輔助性程序色彩，越來越具備

釋放被拘留人的救濟功能135。  

    除了前段所述之司法權集中化對habeas corpus法制演變有重要影響，habeas 

corpus的發展過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漸漸成為一種對抗行政權的手段。早在

十六世紀，就有被樞密院(Privy Council)所發之命令拘留者，藉由habeas corpus

獲得保釋，之後隨著這類案件日益累積，樞密院感受到相當的壓力，故要求法院

必須說明釋放被拘留人所根據的法則，遂有 1592 年決議(Resolution of 1592)的誕

生，這份文件的重要性在於提出，無論是哪種案件的拘留，都必須基於實質的合

法正當事由136。十七世紀早期habeas corpus保護人身自由的發展，和行政權的拉

鋸對峙，前進的趨勢裡也參雜著後退，這和法官們對以habeas corpus挑戰行政權

時而出現的遲疑態度有關，但整體而言habeas corpus對人身自由的保護功能越來

                                                 
135 R. 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p. 4- 7. 
136 R. 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p.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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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穩固，尤其 1627 年發生的Darnel案(或被稱為五士案, Five Knights’ Case)在英

國憲政史上有著重大意義，不但促成了 1628 年權利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

也透露了十七世紀habeas corpus發展的程度

s)，

                                                

137。 

 

       Darnel案的經過概要與法律爭議138 

    案件的事實經過簡言之，即當時的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139在未經議會同

意下企圖增稅，他的軍隊更拘捕了拒絕繳納的臣民，其中有五個人尋求藉由

habeas corpus重獲自由。而整個案件的爭議關鍵在於：若拘捕者沒有提出實質的

拘捕理由，法院是否即有權釋放被告。本案法院在進行審查拘捕理由的程序時，

執行拘捕官員僅做簡單地聲明：「遵照陛下的特令」(per speciale mandatum domini 

regis)，除此之外並未提出其他拘捕理由的陳述；因此，被拘捕者曾有援引 1215

年大憲章第二十九章的規定，強調拘捕行為必須是「本地法律所允許」，但問題

是大憲章本身沒有定義到底什麼是「本地法律所允許」，該規定是否能用來限制

英王的權力也有爭議，蓋英王的命令也是「本地法律」之一。嚴格而言本案法院

並沒有做出 後決定，一開始法院雖然拒絕被拘捕者的保釋請求，卻顯然對這案

件的爭議尚未達成 後的共識，唯在 後決定出爐前議會對此次事件已做出反

應，那就是權利請願書的提出－ 其內容對英王的權力多加限制，當中也包括對

任意拘捕的反對。然而權利請願書本身的法地位受到許多質疑，它在正式法形式

上的缺陷使其效果弱化：一方面不具有一般制定法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和一般請

願書在嚴格意義上有落差，基本上它是一種政治妥協的產物，該文件的支持者也

堅稱權利請願書只是籲求英王遵守已存在許久的古老英國法而已，故重申舊權利

的意義遠大於創造新者，加上查理一世本來就無意服從請願書的限制，1629 年

 
137 R. 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p. 9- 15. 
138 Ibid. 
139 查理一世(1600- 1649)是英國史上唯一一位被送上斷頭台的國王，他在統治期間多次為了擴張

王權而與議會衝突，尤其是未經議會同意而自行增稅，之後更悍然解散議會，引發眾多反彈，1942
年內戰爆發，查理一世因為戰事失利被擒，在 1949 年被控叛國罪遭處死；

http://www.bbc.co.uk/history/historic_figures/charles_i_king.shtml (last visit: 200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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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仍多次違反請願書的要求，請願書的法拘束力恐怕遠不及政治象徵意義。 

 

       第三款 1640、1679 與 1816 年的制定法  

    在此之後對人身自由保護的重要進展是 1640 年人身保護令法的制定，該法

以明文規定限縮行政權下的拘捕權，廢除所有由樞密院控制的法庭，並特別要求

任何被英王或樞密院下命拘捕之人將可獲得人身保護令的救濟，移審至法院的過

程不得有遲延，且拘捕理由必須一併提出；而法院必須根據拘捕的合法性在三天

內決定是否釋放被拘捕人；違反規定的法官和其他官員將被課處高額罰金且必須

對受害者負起損害賠償責任140。人身保護令的救濟功能日趨成熟，在王權恢復時

代(the Restoration, 1660- 1688)之前地位已相當穩固，其間當然還是經歷不少挑

戰，不過前進趨勢已然是不可逆141。1679 年人身保護令法是另一重要里程碑，

人身保護令藉此取得現代法的形式，其主要目的在於透過議會制定法，修補存在

當時人身保護令程序中的一些瑕疵：首先，該法強化受拘捕之人的救濟不會因為

程序的不週全而受阻，像是被拘捕人尋求救濟的時、地便利性、程序速決要求、

禁止重複拘捕或任意更換拘留地點以逃避法院管轄、拘捕者必須提出拘捕令的複

本使法院得以審查其理由等都加以規定；其次，條文規定即使法院並未立即釋放

被拘捕者，也必須避免遲延、盡速開始正式審判程序142。唯由於 1679 年的法僅

適用於刑事程序，1816 年人身保護令法(the Habeas Corpus Act 1816)將人身保護

令的權限賦與民事程序的法官143。 

 

    第二項 人身保護令的程序
144
與相關爭議 

    無論是私法或是公法程序裡的剝奪人身自由行為，人身保護令在英國法上都

                                                 

C- 

140 R. 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p. 15- 16. 
141 主要還是來自行政權；R. 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 17. 
142 R. 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 19 -20. 
143 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781. 但在此之前民事程

序的法官已藉由判例法來彌補制定法的不足。 
144 英國人身保護令相關申請程序在制定法上的規定，參照Civil Procedure Rules, Schedule 1, RS
Order 54(CPR Sch Ord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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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項重要的救濟手段，除了刑事相關程序，包括引渡、移民、精神衛生以及未

成年人監護等領域亦皆涉及國家機關的拘捕權，法院透過人身保護令來達成對這

些機關拘捕行為的司法管控145。 

 

       第一款 人身保護令的取得程序 

    人身保護令的程序要如何開始，首先，必須先向皇座法庭的分庭(the 

Divisional Court of the Queen’s Bench)提出申請，若提出申請時沒有可以受理的分

庭，也可向獨一法官提出申請，即使當時沒有任何一位法官在法庭內，申請還是

可以向庭外任何一位法官提出，且提出的時間沒有限制146，但在未成年人的法定

代理人提出與子女監護相關的申請時，就必須向家事分庭(the Family Division)為

之147。提出申請時須附上受拘留人的證言或真實保證陳述書(affidavit)，如果該

受拘留人因拘留狀態而無法做出證言或真實保證陳述書，得由其他人代表其向法

官說明無法提出的狀態與原因，申請也不必以被拘留者的名義提出，任何人應被

拘留之人之請求皆得為之，唯仍同樣要向法官說明受拘留人無法親自提出申請的

事由148。由於申請通常是在短時間下倉促作成，法官初步的審核要求並不高，大

致上，只要申請內容足以引起法官對該拘留的合法性產生疑問，而有更進一步審

酌的需要時，法官就會受理申請149。申請被受理之後，如當初申請不是向皇座法

庭(而是向單獨法官)提出，在通常的情況下，此時申請案就會移轉到皇座法庭，

並相關當事人會接到法庭通知，拘捕機關必須具體說明拘捕的正當事由150，聽審

法庭得根據其對正當理由是否存在的判斷，來裁決該剝奪人身自由的狀態是否要

                                                 
145 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781. 
146 CPR Sch Ord 54, r 1(1). 
147 CPR Sch Ord 54, r 11. 
148 CPR Sch Ord 54, r 1(3). 
149 R. 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p. 218- 219. 
150 證明負擔(burden of proof)由拘捕機關一方負起，至於應依照何種證明法則(standard of proof)，
有認為既然涉及人身自由的安危，應採比較嚴格的「無合理懷疑」(beyond the reasonable doubt)，
但也有認為在人身保護令的審查程序採用這種證明法則太過僵硬，「相對可能性」(balance of 
probabilities)是比較有彈性也比較可行的要求，不過，究竟應採哪種證明法則，仍必須考量該拘

捕行為的基礎理由所適用程序之相關特殊法律規定(例如：引渡法等)；參考R. 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p.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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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 。151  

                                                

 

       第二款 人身保護令相關的爭議 

    儘管擁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並被譽為是「自由的支柱」(one of the pillars of 

liberty)152，人身保護令因其程序上的瑕疵也遭到不少批評。例如，在 1960 年以

前，若是牽涉刑事案件的拘留，其在人身保護令的申請如被駁回，並沒有進一步

的上訴或抗告程序可以挑戰該決定，相同的，當法院決定釋放被拘捕之人，一樣

無法針對該決定再提出爭執，這種情況直到 1960 年才透過制定法的修訂而或改

變153。除此之外，英國上訴法院在處理人身保護令時，又將拘捕合法性的爭議特

別區別為兩種情形，一種是「前提事實」(precedent fact)154的爭議，另一種是「先

存的基礎行政決定」(prior underlying administrative decision)的合法性，只有前者

才能成為人身保護令程序的爭執對象，後者必須藉司法審查程序尋求救濟，舉例

來說，若某個尋求政治庇護遭拒絕之人，被相關機關留置於某處待遣送出境，此

時他尋求人身保護令的救濟程序時所根據之理由，就是爭執前先存在的拒絕庇護

決定，那他的申請不會被准許，蓋他僅能以司法審查方式挑戰前決定的合法性；

問題是這種區分方法常使程序更加複雜，甚至陷入反覆的循環，故法院有時為使

程序能順利運行，會放棄對程序形式的堅持，直接在同一法庭進行程序的轉換，

而為了避免程序選擇錯誤而妨礙救濟程序的進行，尋求救濟人常常會同時對兩種

程序都提出申請；就結果來看，上訴法院的二分法其實沒有什麼意義，且既然人

身保護令制度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使被非法拘捕之人或得立刻的救濟，那只要拘捕

是非法的就有發動人身保護令程序的理由，況且這兩者的區分並非絕對，而是有

重疊的情形存在，因而爭議不斷發生 。 155

 
151 CPR Sch Ord 54, r 2&4.  
152 Liversidge v Anderson [1941] UKHL 1 案中，Atkin法官所言。 
153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1960 規定了上訴的程序，參見H.W.R. Wade and C.F.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p. 593. 
154 或被稱為管轄權事實(jurisdictional fact)，乃指必須有某種事實客觀存在，機關才有為一定行

為的權限，否則就是越權行為，參考H.W.R. Wade and C.F.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p.252. 
155 兩種程序對於時間限制和程序上的要求等都不同，對法官裁量權的拘束程度也有差異，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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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刑事程序從一發動開始，即時刻牽涉到國家機關對人身自由的各種干涉

行為，因此人身保護令在刑事程序中所發揮的功能在傳統上向來受到許多的關

注，自審判前的程序、直到審判的進行、乃至於判決作出，其間刑事被告156都有

被剝奪人身自由的可能，隨之而有人身保護令程序發動的可能157。審判前刑事程

序裡，人身保護令相當重要的任務首當屬對警察機關各種拘捕行為的控制，理論

上被警察機關拘捕之人從他人身自由被剝奪之時起都有申請人身保護令的可

能，所據理由可能是逮捕方式不恰當、逮捕之後未在適當時間內移送治安法官或

其他對拘捕合法性的質疑，但現實執行上被拘捕人很少有機會得以接觸律師或親

友，故儘管他可以委請其他人代為提出申請，然這種申請被准許無寧是例外，僅

在拘捕機關明顯濫權的極端情況158。不論是審判前還是審判中，人身保護令一個

重要的功能是使被拘留被告得以藉此程序獲得保釋，1679 年人身保護令法對此

即有所規定，在十九世紀之前人身保護令廣被承認是取得保釋的有效救濟程序，

但原本適用的程序逐漸簡化，而演變出一種新的程序模式，被拘留之人不必然必

須移至法庭就訊，其實就是種經過簡化後的人身保護令程序，專門適用於保釋申

請上159。然而，人身保護令在此階段的功能在 1984 年

。 

警察與刑事證據法(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1984, PACE)通過後，其保護人身自由的救濟功能，卻在該

法規定下的警察機關所為之拘留中大幅受限160

    除了對偵查、審判中的拘捕人身保護令有介入審查其合法性的可能，過去英

國法上也曾經有藉由人身保護令爭執有罪判決的合法性，雖然理論上這是可行

的，但在現代英國法中已經沒有類似案例存在，此緣於過去在十九世紀及之前的

時代，有罪判決幾乎沒有上訴的可能，只好透過人身保護令來達成近似的效果，

                                                                                                                                            
究竟適用哪種程序對申訴人權利的救濟是有影響的(人身保護令通常是比較快速的救濟程序)；參

見H.W.R. Wade and C.F.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pp. 597- 598. 
156 這裡的被告所包含的概念比較廣泛，包括起訴前偵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 
157 R.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p. 128- 155. 
158 程序規定見於the Rules of the Supreme Court, R.J. Sharpe, Ord 79, r. 9. 
159 R.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 134. 
160 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502. 關於 1984 年警察與

刑事證據法下的拘留規定，請見本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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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這在現代已經不成問題，目前若有罪判決有所爭執，救濟途徑應採上訴161。至

於根據有罪判決所課的刑罰而為之人身自由剝奪，儘管理論上，只要人身自由剝

奪狀態的合法性有疑議，該被拘留之人都有權利尋求人身保護令的救濟，但這些

發生在徒刑執行期間的爭議，英國法院的態度顯得保守，介入可能性大減，不論

是徒刑執行的方式如監所環境是否適當，或是關於受刑人的假釋申請，法院都偏

向尊重主管機關的監所管理權限及相關的裁量權限 。 162

 

  第三節 違法侵害人身自由的民事、刑事責任 

    除了上節所論及之人身保護令，非法侵害人身自由的行為在英國法上尚有刑

事和民事責任的追究。在刑事處罰的部分， 重要的罪名有兩項：非法拘留(false 

imprisonment)與綁架(kidnapping)163。所謂的非法拘留係指，在沒有正當事由情

況下，將一個人的人身自由置於剝奪的狀態下，包括將該人移往其他特定處所拘

留之，該處所並不限於監獄，包括私宅甚至是公共場所，也包括使被害人喪失離

開其原先所在之特定處所的自由的情形164。綁架則是無正當事由，以強迫或是詐

術，在違反被害人的意願下移動被害人的人身，常伴隨著非法拘留行為而發生

165。另外，1982 年人質法(Taking of Hostage Act 1982)166則是針對以迫使國家、

政府組織、或其他人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擄人行為予以刑事處罰的規定，及 1984

年略誘兒童法(Child Abduction Act 1984)的規定167，其保護對象是十六歲以下的

                                                 
161 R.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 145. 
162 R.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p. 150- 155. 雖然訴諸人身保護令救濟的可能性降

低，然尋求其他救濟途徑(如司法審查)並不受此影響，參見R v Parkhurst Prison [1988] UKHL 16 
163 Archbold, Pleading, Evidence, and Practice in Criminal Cases, (37 th ed., London : Sweet & 

Maxwell, 1969), pp. 889- 890.  
164 Archbold, Pleading, Evidence, and Practice in Criminal Cases, p. 889. 
165 非法拘留所造成的人身自由侵害是“confinement”的狀態，即受害人的人身自由，因為侵害人

加諸之的領域範圍限制而處於被壓縮至無法行使的狀態；綁架強調的是短時間的動作“taking, or 
carrying away”，對人身自由的剝奪還不到穩固的「範圍劃定」程度，但綁架之後常常會有拘留

隨之發生。  
166 第一條(Section 1)規定。 
167 第一條(Section 1)、第二條(Section 2)規定，包括父母中一方在侵犯另一方合法監護權的情況

下帶走未成年子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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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 

    至於民事責任的部分，非法拘留是侵權行為責任的訴因之一，也是保護人身

自由的重要機制168。構成侵權責任的要件包括：無正當事由，將一個人置於人身

自由遭完全剝奪的狀態，且不論是行為人積極地將被害人移往一定處所使之處於

受拘留的狀態，還是消極地使被害人喪失離開原先所在處所的自由均包含在內

169。非法拘留的行為態樣並不以物理上強制力量的使用為限，但須強調的是，非

法拘留是一種人身自由遭剝奪的狀態，僅是部分的限制並非拘留，例如禁止某人

往特定方向移動並不能構成非法拘留，因為該人還有其他方向可選擇，就不能算

是人身自由的剝奪170。 

    上述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的責任追究，在理論上應可對任何人提出，包括國家

機關的公務員，但若究責對象是法院的司法行為所為之人身自由剝奪決定，權利

受損人對決定法官的責任追究權利卻受到很大限制，即使該決定法官明顯欠缺案

件管轄權而使其決定程序不合法導致其剝奪人身自由之決定成為一非法決定，只

要法官善意(good faith)相信管轄權之存在，則該法官以及按其決定之指示而行為

之警察機關，皆得因此免責171。其實，過去許多法官所為之自由剝奪決定，之所

以是不合法的理由主要乃在於某些法定要件不具備，導致管轄權的欠缺或瑕疵，

這種情況裡法官是出於惡意者相當罕見，正因為法官非出於惡意，遭非法拘留之

人很難能向法官尋求損害賠償172。 

 

  第四節 警察機關所為之逮捕拘留 

    第一項 概論：1984 年警察與刑事證據法(Police and Criminal 

                                                 

000), 

168 R v Governor HM Prison Brockhill [1998] EWCA Civ 1042. 
169 R v Deputy Governor of Parkhurst Prison Ex p Hague [1990] UKHL 8. 
170 Bird v Jones (1845) 7 QB 742 
171 Sirros v Moore [1985] QB 118 
172 Frances Butler (editor), Human Rights for the Millennium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

p. 102. 並參照 1997 年治安審判法(Justice of Peace Act 1997)第五十一、五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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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1984, PACE) 

    警察機關行使公權力的過程中，使用的手段像是逮捕、拘留等都是對各人

人身自由的剝奪，儘管拘捕在許多時候是基於公共利益的考量，例如對犯罪的預

防或偵查。英國是現代警察體系的誕生地173，但在 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制

定(PACE)前，如警察機關在執行公務時到底有哪些權限、受到什麼樣的限制或

是應遵守什麼樣的程序等重要問題，英國法並沒有一套整體且全面的法規範對之

加以處理，只有藉由判例法的累積形成一些關於警察權行使的法律原則，以及少

數僅適用於大都會區或特定犯罪的制定法法條174。由於缺乏整體法規範導致相關

爭議發生時，該如何適用法條，時有矛盾、混亂或是難以確定的困擾，各方壓力

呼籲促請制定一套完整的規範以釐清相關問題，而警察與刑事證據法草案終於在

1983 年經議會通過，1984 年得皇室御准，但是大多數條文仍至 1986 年 1 月方完

全生效175。 

    自 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制定以來，規範警察機關執法活動的主要法律

都是藉由該法及其相關行政規則所建立。基本上，警察與刑事證據法賦與了警察

機關相當廣泛的裁量權，但又設下兩道主要防禦關卡控制該裁量權的行使，以免

警察機關濫權侵害人民權利：一是要求警察在行使裁量權時必須有某些特定的先

存事實，足以達成警察發動特定行動的門檻；二是明文規定對正當法律程序權利

的保障176。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所建構的規範體系，除了法的條文本身，

還包括施行細則(Codes of Practice)、指導準則(Notes for Guidance)以及內政部發

行之要點(Home Office circulars)。 

    施行細則共有五個，編號從A到E，細則A(Code A)規範警察的停行並搜索權

(powers of stop and search)、細則B規範搜索建築物及扣押、細則C規範警察機關

                                                 
173 十九世紀首先建立於倫敦，之後擴散至其他大都會區， 終到鄉村地區；參照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p. 81-82. 關於英國警察機關的組織體系介紹，可見

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p. 474- 478. 
174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p. 754- 755;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p. 94-95. 
175 Ibid. 
176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p. 754-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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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詢問及拘留、細則D規範指認的方式、細則E則是規範警詢時的錄音。在涉及

警察機關對人身自由的干預時，值得注意的是並沒有施行細則針對逮捕作出更細

緻的規範，關於逮捕的規定只有法條本身的規定177。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六十七

條第十項將法條本身規定與施行細則在法效力上作出清楚的區分，相對於違反法

條時會有刑事或民事責任的追究，警察機關若違反細則的規定並不會導致刑事或

是民事責任，但依六十七條第十一項和第七十八條的規定，法院在決定證據資格

時，若有警察機關違反施行細則的規定所取得之證據，假如採用該證據將破壞程

序的公正性，法院得排除該證據之使用，故違反細則規定一樣可能使取得之證據

被排除證據資格。 

    至於指導準則，雖然其文字是出現在施行細則裡，但卻不是施行細則內容的

一部分，且其法效力比施行細則更弱，僅被視為一種解釋方向上的指南，因為沒

有直接的法拘束力，違反這些原則，基本上看不出會對違反機關有什麼明顯的不

利結果，和施行細則不同，警察與刑事證據法並沒有要求法院在考量證據或其他

程序問題時必須將之納入審酌考量範圍，不過也有見解指出，指導準則的法效力

應該是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可能藉由法院關於證據問題的決定上將之納入裁量或

解釋標準時，其重要性就會獲得重視178。 

    除了施行細則和指導準則之外，內政部也發行了大量的要點到各警察機關，

其內容都是處理關於警察應如何執行公權的個別議題，它們的法律定位比指導準

則更曖昧不清，其重要性可能是表現在各警察機關與內政部當下的關係上，而與

證據資格等問體不會產生太大關連，法院也傾向在處理相關問題時不將這些要點

的看法納入考量，且若是與要點內容不符，並不因此受司法審查審查，蓋要點並

非正式的規則179。 

    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如前所述是對於警察機關執行公權的各種手段作

出整體性的規範，而其中與人身自由緊密相關的，如第一篇(Part I)的停行並搜

                                                 
177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p. 755- 756. 
178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 758. 
179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p. 758-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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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第三篇(Part III)的逮捕以及第四篇(Part IV)的拘留。 

 

第二項 停行並搜索(stop and search) 

    基本上，警察機關所為任何干預人民自由權的行為都必須在該人已遭逮捕之

後方得為之。從過去英國法院的判例可知，警察機關不能在未經逮捕下，就為了

查問該人的目的而將之拘留，如果該被拘束之人因此有反抗行為，不能論以妨害

公務執行罪名180。此外，警察機關也無權要求人民必須隨之一同前往警局以協助

完成可疑違法事件的警詢181。然而，停行並搜索其實是未經逮捕卻能干預人民的

人身自由的行為，過去判例法並不承認警察執行公務時有這種權限，但在後來有

許多制定法賦與警察機關在符合一定要件下即可為停行並搜索之權182。如 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其中的第一條規定即首次賦與警察機關概括性的停行並搜

索權183。唯若對警察機關這樣的權限不加設定一定的發動要件及遵守一定程序之

要求，勢必可能造成任意的停行並搜索，因此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一篇以及施行

細則A都有相關的規範184。根據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一條規定，當警察機關有合

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相信可疑對象有贓物或是違禁物攜帶在其人身上或

車上，得停止其行動並搜索該人、車及車上的物品。關於警察與刑事證據法所規

定之停行並搜索的重要概念與相關法定要件，分別論述如下： 

 

       第一款「停行並搜索」之概念內涵 

    儘管第一篇是以「停行並搜索之權」(Powers to Stop and Search)為名，第一

條條文本身卻並未出現「停行」的文字。表面上，從第一條似乎不能看出警察機

關有權命令個人停行，但第一條第二項又規定，為達成本條所規定之搜索，警察

                                                 
180 Kenlin v Gardiner [1967] 2 QB 510 
181 R v Lemsatef [1977] 2 All ER 835 
182 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479. 
183 過去已有某些特別法授權警察機關在特定要件下得停行搜索，例如 1971 年藥物濫用法(Misuse 
of Drugs Act 1971)，但 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賦與警察機關的是通則性的概括權限。 
184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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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得拘束該人之人身，因此應可推論警察機關的停行權必然包含在內，蓋若警

察無權命可疑對象停行，自然無法進行接下來的人身拘束和搜索。應注意的是，

停行後不必然隨之就會發動搜索，警察機關也可能在停行之後不進行搜索就讓該

人離去，即使如此，在命停行前必須已經先有合理懷疑存在，才是合法的停行命

令185。第一條的停行搜索原則上僅限於在公共場所進行，根據第一條第一項，規

定，公共場所係指任何公眾得以接近進入的場所，包括付費才能進入的處所如戲

院、博物館等。若是私人住宅或庭院內，警察機關原則上不能停行並搜索，在汽

車或是其他物件186若被當作私人住居時亦同(第一條第五項)，除非該可疑之人根

據警察的合理懷疑，並非該私宅的所有人或有合法權限的使用者，而是非法入侵

該私宅，則警察例外得為停行並搜索(第一條第四項)。警察認為有搜索之必要而

在停行之後決定進行搜索時，關於搜索的方式，若是在公共場所進行，僅能要求

被疑之人脫去外套、手套等外層衣物，但是不包括帽子和頭巾187。如果有更進一

步全面搜索之必要，必須在公眾視線所不及之場所，由相同性別之警察為之(施

行細則A之 3.5 節)，執行警察應盡可能將被搜人之羞恥不舒服感降到 低(施行

細則A之 3.1 節)，並應盡量取得被搜人之同意配合，非不得已不得使用武力(施

行細則A之 3.2 節)。為了防止警察濫權而侵害人民權利的情況發生，第二條亦規

定警察機關在搜索開始前有某些作為義務，包括：便衣警察必須出示身分之證

明、告知警察姓名和所屬警局、說明將要搜索之對象和發動搜索所依據之理由，

並且告知被搜人整個搜索過程原則上將會做成紀錄，被搜人有權取得該紀錄的複

本，除非在當下的情況要求製作紀錄有窒礙難行處，例外得不製作紀錄(第二條

第三項、第三條第七項和第八項)。上述這些關於搜索執行方式的規範都是要保

障該被搜索人日後得尋求有效救濟，並使法院能夠審查並監控警察機關的行為。 

 

                                                 
185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 763. 
186 例如貨櫃、大型紙箱等。 
187 考量到對某些宗教信仰者而言，命令其脫帽、頭巾將會是嚴重的侮辱冒犯。但依施行細則A
之 3A節(paragraph 3A)，警察可以請求被疑之人自願性地脫除帽子或頭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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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款「贓物與違禁物」 

    依據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一條，停行並搜索必須以警察機關合理懷疑有贓物

或違禁物品存在該人身上或車上為前提。至於所謂「違禁物」的範圍，包括所有

製造或改造用於特定犯罪的物件，這些犯罪包括夜間侵入住宅竊盜(burglar)、竊

盜(theft)、詐欺取財、毀損罪……等(第二條第七、八項)，還有攻擊武器(offensive 

weapon)均屬之。攻擊武器係指一切製造或改造用於傷人之物件，包括任何利刃、

尖刀等均屬之(第二條第九項)。然到底什麼是攻擊武器，還是須靠法院的判決的

累積形成更明確、更細緻的定義或範圍界定：例如，長度三吋以下的摺疊小刀是

否屬於攻擊武器，法院判決就認為，原則上並不屬之，但若該摺疊刀有特殊的固

定刀刃裝置，就仍可能被認定納入攻擊武器的範圍內188。有見解189進一步將攻

擊武器區分成兩類，一是本質上就是用於攻擊他人的目的190，則警方僅需證明攜

帶該物之人對該物之客觀占有事實，至於是否有攜帶武器的正當理由，攜帶者須

負擔證明之義務；如果該物件本質上之原本目的並非用於攻擊他人(例如剪刀、

螺絲起子)，則警方還必須舉出其他事證來證明攜帶者主觀上使用該物件從事非

法活動的意圖。 

                                                

 

    第三款 停行並搜索的發動門檻－「合理懷疑」要求 

    合理懷疑是一種不確定法律概念，是停行並搜索的發動門檻。究竟什麼樣的

情況才符合法條所要求的合理懷疑，向來是爭議的重點，如果解釋得太嚴格、狹

隘，執行上會造成許多困難，大部分的停行搜索很可能都被認為是違法的，導致

警察執勤更困難，但如果解釋得太寬鬆，又有警察機關容易濫權侵害人民自由的

疑慮，因此如何拿捏精準取得一平衡並非易事。施行細則A嘗試著要將合理懷疑

 
188 1988 年刑事審判法(Criminal Justice Act 1988)第一百三十九條；Harris v DPP [1993] 1 All ER 
562 
189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p. 100- 101. 
190 本文認為，這種區分還是很模糊，到底什麼東西是專門用來傷害他人？勉強可以想到的例子

可能是經過改造的武器(改造比較可能顯現出特定用途)之類？至於槍械或彈藥等武器，1968 年火

器法(Firearms Act 1968)有另外特別規定，該法第四十七條(Section 47)規定同樣賦與警察機關在一

定要件下的停行並搜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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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具體化，好讓相關機關在碰到這類爭議時能有參考的標準，例如施行細則

A之 1.6 節就指出，不同案件不同情況下，考量也會有所不同，但警察機關應將

時間、地點、被疑人的行為等作為是否構成合理懷疑的參酌因素，綜合考量後作

出決定，像是被疑人有警界的神情、企圖隱藏某些東西的行為，都可作為是否構

成合理懷疑的考量因素。另外施行細則A之 1.7 節又舉例說明哪些事項不應被當

作合理懷疑的考量標準，包括膚色、年齡、髮型、服裝風格或是前科紀錄，不能

單獨也不能相互補強後成為合理懷疑的基礎事由。2.2 節也強調，種族、外表等

個人特徵不能作為合理懷疑的事由，也不能根據對某些族群、團體或宗教信仰者

有容易犯罪的刻板印象而主張適合理懷疑的基礎。施行細則是釐清合理懷疑的輔

助參考，無論如何合理懷疑必須是根據某些客觀情狀，而不能只是一種主觀的情

感、直覺或是偏見。法院的實務見解也對合理懷疑的概念有所闡釋，像合理懷疑

必須是根據停行並搜索前就已經存在的事實，而不是停行並搜索的結果，在沒有

其他可疑事實存在的情況下，被疑人拒絕回答警詢不能達到合理懷疑的要求，故

警察因此對其所為之人身拘束和搜索都是違法的191。 

    合理懷疑的門檻限制究竟是否對警察機關的行為產生一定的克制效果，有研

究192認為，合理懷疑的要求對警察執勤實務的作法上，實際影響很有限，尤其當

執勤警察已經決定要採取干預措施時，他們通常不見得會感覺到受「合理懷疑」

的法定要件拘束，即使這可能影響接下來取得的證據是否能有證據資格、甚至是

否有被追究民、刑事責任風險；其實，法院的判例法對此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詮釋

也有許多不足，判斷標準更是有不準確或是前後不一致的情形193。     

    除了 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的概括性規定外，其他賦與警察機關停行並

搜索特別權限的法還有 1988 年的道路交通法(Road Traffic Act 1988)、1985 年運

動賽事法(Sporting Events Act 1985)、1971 年藥物濫用法(Misuse of Drugs 1971)

                                                 
191 Rice v Connolly [1966] 2 QB 414 
192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 765. 
193 例如，在Slade案，嫌疑人在某著名毒梟的房屋附近，將手插入口袋並露出微笑，法院認為綜

合當時各種情況，這就已符合了合理懷疑的要求，然在Black v DPP案，嫌疑人拜訪著名毒梟這

件事實並不構成合理懷疑的基礎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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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194。 

 

第三項 逮捕(arrest) 

    如前項所述，警察機關的停行並搜索對個人人身自由造成相當的干預，但逮

捕不僅對人身自由侵害的程度更嚴重，更可能導致人身自由遭剝奪的情況持續相

當一段期間，並使得被逮捕人的法律地位發生關鍵性的轉變，蓋逮捕經常是刑事

程序正式開啟的始點195－ 當然，拘捕必須基於合法之權限，無合法權限的逮捕

很可能被追究相關民、刑事責任。雖然英國法上逮捕的發動並非由警察機關壟

斷，某些逮捕是任何人都得為之，唯在今日的逮捕，絕大多數都是由警察機關執

行的196。逮捕的重要性在於，從逮捕完成時起，被捕人喪失了人身自由，且如果

是合法的逮捕，被捕人就被置於合法的拘留下197。 

    按是否有先取得令狀(warrant)，逮捕可區分成有令狀逮捕和無令狀逮捕。在

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規定下，逮捕相關的規定主要是集中在第三篇(Part III)

中，特別是無令狀逮捕(第二十四、二十五條)的規定198。 

 

       第一款 有令狀逮捕 

    這裡的「令狀」係指逮捕令(warrant of arrest)。逮捕令是用來表彰合法逮捕

權限的文件，逮捕令發給之對象因而取得剝奪該令狀指稱之特定人人身自由的權

限，大多數的令狀是由治安法官(magistrate)開立199。發給逮捕令的前提是，逮捕

對象已經犯罪或是被懷疑已經犯罪，相關證據已呈現在法官面前，這時有使該嫌

疑人到庭的需要，依據不同情況的需要法官有權裁量選擇以傳喚(summon)或是

                                                 
194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p. 103- 105.  
195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 778;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 105. 
196 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481. 
197 Ibid.  
198 這是指 2005 年修法之前的規定，2005 年修法將第二十五條刪除並修正第二十四條。 
199 1980 年治安法官法(Magistrates’ Act 1980)第一條(Sec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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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的方式使其到庭200。不論是傳喚令還是逮捕令，令狀的發給都必須經由要式

申請書提出申請，且必須有宣誓證實所載內容的真實性，否則法定形式要件有所

欠缺，申請將不被准許201。取得逮捕令之後，令狀發給的對象可以在英國境內任

何地區執行逮捕，或是交由其他任何警察機關在其管轄範圍為之202。甚至，只要

是有權執行逮捕令之機關203，即使令狀當時並不在其持有之下，依然可以執行逮

捕，但經被捕之人要求，必須盡可能在 短時間內取得逮捕令並出示之204。假如

逮捕令從表面形式來看是合法有效的令狀，但實際上開立逮捕令的治安法官並無

管轄權時205，執行逮捕令的警察若善意相信該令狀的合法性，則其侵害人民身體

自由的行為，仍然可根據 1750 年警察保護法(Constables’ Protection Act 1750)

第六條規定免責206。 

       第二款 制定法規定的無令狀逮捕 

    警察與刑事證據法規定了兩種無令狀逮捕，一種規定在第二十四條裡，另一

種規定在第二十五條裡。這兩條條文文字都相當廣泛，二十四條所定之逮捕是涉

及比較嚴重的犯罪207，二十五條卻是任何犯罪都得適用，不管該犯罪是多麼輕

微，只要符合法條所規定的某些情況要求即得為之。 

    第二十四條下的無令狀逮捕發動的前提必須是被捕人之行為涉及「可逮捕之

罪」，包括刑罰已由法律所固定之罪(例如謀殺罪，被定罪者的刑罰是終身監禁

                                                 
200 治安法官法第一條第一項。 
201 治安法官法第一條第三項。 
202 治安法官法第一百二十五條、1994 年刑事司法與公共秩序法(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第一百三十六條。 
203 除了前述正式的警察機關，治安法官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A(Section 125A)規定某些準警察機

關在符合一定要件下，亦得執行令狀。 
204 逮捕令此時已經存在，只是不在執行逮捕令的機關持有中，並不是先逮捕再申請令狀，否則

就是無令狀逮捕；治安法官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D。 
205 關於治安法官的令狀開發管轄權，參照治安法官法第一條第二項。 
206 McGrath v. Chief Constable of The 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 [2001] UKHL 39 
207 這是在 2005 年重大組織犯罪與警察法(Serious Organised Crime and Police Act 2005)對第二十

四條作出修正以前。該法刪除了第二十五條規定，並且將原本第二十四條「可逮捕之罪」(arrestable 
crime)和「非可逮捕之罪」(non- arrestable crime)的區別廢除，修正為無論輕重，只要犯罪即將發

生、正在發生或是有合理懷疑前述情況存在、或犯罪已然發生，警察機關皆有發動無令狀逮捕之

權限(修正後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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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五年以上徒刑之罪209、以及其他列舉在第二項中，對公共利益有重大影響

之罪，例如發行挑動種族仇恨之刊物等(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整體來看，

第二十四條所定之可逮捕之罪，不論就犯罪本身造成的影響或是處罰而言，都是

嚴重的犯罪，而且時常牽涉到有將犯嫌儘速與社區民眾隔離之保護公共利益必

要，或是犯嫌有逃匿或繼續犯罪可能的時間急迫性問題210。除了犯嫌的行為必須

是與可逮捕之罪有關，警察機關要發動無令狀逮捕，尚須該犯罪即將發生或是警

察機關有合理懷疑相信該犯罪即將發生始得為之(第二十四條第七項)，要在這種

犯罪即將發生的狀態發動逮捕，法條將此權限僅賦與警察機關，除此之外，若是

警察合理懷疑有可逮捕之罪已經發生，亦可逮捕其有合理懷疑認為是犯下該罪之

人(第二十四條第六項)。不過應注意，逮捕權限依法條規定並非全然由警察機關

壟斷，如果是犯罪正在發生或是剛完成或是有合理懷疑相信前述情形存在，任何

人均得逮捕該進行或是完成犯罪之人(第四、五項)。因此在此種情況下一般民眾

也可以逮捕犯嫌，不過若是預防犯罪的情形，仍然只有警察機關得為之。 

    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二十五條所規定的無令狀逮捕並不限於觸犯「可逮捕之

罪」為前提，只要警察機關有合理懷疑相信犯罪正在發生或是已經發生，任何罪

名的觸犯都有可能招致本條警察機關的無令狀逮捕。但是必須注意，此非指警察

機關僅須達到前述合理懷疑的門檻，即可無令狀逮捕犯嫌，仍必須符合一定的條

件，才能發動二十五條的無令狀逮捕。因此，本條逮捕之發動可以分成兩個步驟：

首先，警察機關有合理懷疑認為犯罪行為之存在，其次，發動逮捕前當時之情況

符合法條所定之特定條件211。而這些特定情況主要是考量要求處於此種狀況下的

警察去取得逮捕令或是傳喚令，毋寧是不切實際或欠缺妥適性，包括：該相關人

等之姓名、身分無法馬上辨識或警察合理懷疑該人所填之姓名身分資料並非真

實；該人無法提出送達所需之合法地址或警察合理懷疑其所提之地址非真實； 

                                                 
208 Archbold, Pleading, Evidence, and Practice in Criminal Cases, pp. 762- 764. 
209 單純的妨礙警察執行職務罪，依 1996 年警察法(Police Act 1996)第八十九條規定，是 高徒刑

六個月以下之罪，並不屬可逮捕之罪。 
210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107. 
211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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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合理懷疑認為若不逮捕該人，將會導致該人傷害自己或他人身體、身體受傷

害、毀損或破壞財物、違反公供善良秩序、造成公路阻塞或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

或弱勢者之必要等情況(第二十五條第三項)。二十五條列舉特定條件作為發動無

令狀逮捕之前提，目的仍在於限縮警察概括逮捕權之範圍，以免濫權侵害人民人

身自由的情形發生，法院判決也對這些特定要件作出相關解釋，例如關於姓名地

址資料真偽的問題，警察機關不能僅因認為犯罪者通常會虛報即發動二十五條之

逮捕，且必須先有犯罪行為存在的合理懷疑在前，不能僅因為懷疑姓名地址真實

性就進行逮捕，畢竟單純給予假名或假地址並非逮捕的合法事由212。 

    不論是第二十四條還是第二十五條的無令狀逮捕，逮捕是否合法的關鍵似乎

還是在於「合理懷疑」的門檻是否達到。唯在這裡的無令狀逮捕，不僅法條本身

沒有進一步的判斷準則，亦沒有施行細則或是指導準則等解釋輔助， 終還是必

須仰賴法院判例法在具體個案中的解釋，例如在Castoria v Chief Constable of 

Surrey案中，Wolf法官就曾提出甚有參考價值的判斷標準，分成三個審階段，幫

助法院在判斷是否達到合理懷疑要求時，能形成叫一致的見解：首先，先檢視警

查是否主觀上懷疑該事實之存在；如果答案是是的話，再進入下一階段，決定警

察是否提出客觀證來據明其主觀懷疑有合理根據； 後，若前兩階段都通過，警

察機關就有逮捕的裁量權，但是該裁量權之行使仍必須通過Wednesbury test213。

從英國法院相關的實務見解可得知，無令狀逮捕的發動依法條規定，必須先存在

某些根據，但究竟要不要逮捕是在警察機關的裁量權限內，而這裁量權必須經過

Wednesbury test的審查，雖然大多數時候警察機關的裁量通過此審查並非難事，

並不代表法院沒有判決是因為未通過此審查標準而被認為其逮捕違法214。 

 

       第三款 判例法的無令狀逮捕 

                                                 
212 G v DPP (1988) Divisional Court, 11 July 1988 
213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 114. 
214 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但隨著 1998 年人權法的制

定施行，法院在審查這些與人身自由侵害相關的案件時，逐漸轉採比傳統Wednesbury test更嚴格

的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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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二十四、五條所規定之無令狀逮捕外，判

例法中也還存有一些無令狀的逮捕，這類無令狀逮捕的淵源可以溯及中世紀，對

於破壞和平(breach of peace)者，警察機關有權逮捕之，但此逮捕權限並非專屬於

警察機關，而是任何公民皆得為之，蓋允許這種無令狀逮捕的目的是處理破壞和

平秩序的緊急狀態，而任何公民都有維持和平之義務，唯當警察這種專業機關出

現後，大多數的無令狀逮捕都是由警察機關實行215。至於什麼樣的情況下是「破

壞和平」而有發動逮捕之可能，英國實務見解216指出，破壞和平的範圍可說是相

當廣泛，不管是否事實上造成對人或對財產的損害，凡是因打鬥、爭吵、暴動、

非法集會或其他的混亂狀態而有受損害之虞者，均符合「破壞和平」的概念；而

在三種情況下可以發動這種無令狀逮捕：：一是逮捕人確實目睹了破壞和平的情

況正在發生；二是儘管破壞和平的情況尚未發生，逮捕人有合理事由相信破壞和

平的情況立刻即將要發生；三是破壞和平的狀態已結束，但逮捕人有合理事由相

信該情況會再次發生。由上述可知，判例法所允許的無令狀逮捕在某些部分可能

和制定法的規定有重疊之處，但也可能比制定法條文所容許的逮捕權範圍更寬

泛。但應注意，破壞和平的行為本身不必然會構成刑事責任，判例法亦僅要求某

些「危險」存在就可以發動無令狀之逮捕，故很可能被逮捕人到被逮捕之時，其

外在行為並無違法，因此一旦被逮捕人造成破壞和平狀態的危險已經解除時，就

必須立即釋放之217。 

 

       第四款 執行逮捕的方式 

    合法逮捕的前提是必須有逮捕的合法權限存在，此點固不待言，但是合法逮

捕的要件決不僅止於此，執行逮捕的方式也必須合乎法律要求，警察與刑事證據

法規定逮捕之時必須告知被捕人其被逮捕之事實以及逮捕理由，雖然不必在此階

                                                 
215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 106; A.W. Bradley and K.D. 

v Howell [1981] 3 All ER 383; 另參考Foulkes v Chief Constable of Merseyside [1998] 3 All ER 705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483. 
216 R 
217 Williamson v Chief Constable of the West Midlands Police [2003] EWCA Civ 337 

 57



段就鉅細靡遺地告知被控之確實罪名，至少要使被捕人知曉其究竟是因為哪個行

為而遭到逮捕218。告知必須在逮捕當時或是逮捕結束後儘速為之，否則逮捕將成

為非法的逮捕(第二十八條第一、三項)，且必須以被捕人可得理解之一般詞彙而

非專業術語來告知，關於其被逮捕所根據之法律和事實上基礎理由，但不必將所

涉案件之案情細節都向其透露，個別案件依其不同情況，警察機關告知內容須包

含哪些具體事實或事由亦隨之不同219。 

 

第四項 拘留(detention) 

     被逮捕之人在逮捕完成之後，人身自由即處於被剝奪之狀態，這時隨之而

來的問題就是這種狀態要持續多久，以及誰有權決定這種狀態是否要繼續。英國

法上承認警察機關在逮捕犯嫌之後，得維持這種對該被捕人人身自由的控制繼續

相當時間，這是考量到警察執行其職務，特別是在犯罪偵查活動時，如果不許其

在逮捕完成之後、正式控訴罪名提出前得以拘束留置該被捕人，則逮捕通常必須

延遲到警察機關已掌握到幾乎可以確定特定犯罪事實的確存在的充分證據，並能

肯定所控罪名時，才能發動，而要在逮捕後對犯嫌進行相關案情的警詢也顯得不

太可能(除非獲得該犯嫌之同意)，然此時期的警詢常是警察機關用來決定不利該

犯嫌的事證是否可信的重要措施，例如犯嫌是否有不在場證明或其他排除嫌疑的

有利事證提出，具有避免錯誤控訴的篩檢功能220。但另一方面，若不對警察機關

這種權限設下一定限制並建立保障被拘捕人的機制，很可能遭濫用，造成所謂「押

人取供」，甚至更嚴重的人身自由侵害。在 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以前，關於

警察機關對刑事犯嫌在起訴前的拘留權，不論是判例法還是制定法都沒有對警察

的相關權限範圍做出整體性的規範，1980 年治安法官法第三十四條雖然處理到

部分相關問題，仍是過分簡略且定義不甚明確，一直到警察與刑事證據法，才對

                                                 
218 Leachinsky v Christie [1947] UKHL 2 
219 Taylor v Thames Valley Police [2004] EWCA Civ 858 
220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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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做成比較完整的規範，包括一些細部的規則和程序，並建立一些過去判例法和

制定法都沒有的權利保障規定221。 

 

       第一款 拘留的處所 

    根據 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三十條的規定，逮捕如果是在警察局以外

的地方為之，應儘速將被逮捕人移往警察局(第一項)。原則上，被逮捕人的移送

警局應該是該轄區內的拘留指定警局(第三十條第二項)。由於考量到每個警局的

空間大小或設施配置不見得都適合作拘留用，因此法條要求每個轄區的警察機關

首長都必須指定在其轄區內某些警局做為拘留指定警局(第三十五條)。唯若逮捕

警察拘留被捕人的時間未超過六小時，或是該逮捕警察僅有一人，以致其單獨將

被捕人移送指定警局將使該犯嫌傷害自己、逮捕警察或是他人者，逮捕警察得將

被捕人移送至指定警局以外的其他任何警局(第三十條第三、五項)。但是如果被

捕人被移往指定警局以外其他警局，從到達時起算已在該警局被拘留達六小時，

就必須將之移送指定警局(第三十條第六項)。雖然原則上警察必須儘速將被捕人

移送至警局，然假如是因為意外、或為達成偵查目而必須立即取得可能馬上滅失

的證據而造成的合理遲延，例外被允許(第三十條第十項)222，不過遲延的理由和

事實基礎必須加以紀錄(第十一項)。 

 

       第二款 拘留後應踐行之程序－告知 

    當被捕人到達警局後，為了使被捕人了解他現在處於什麼樣的狀態、擁有哪

些權利，警察機關必須同時以口頭、書面的方式使其了解，施行細則C對此書面

的形式有訂定一特定格式223，內容包括法條第五十六條規定的通知他人其遭拘捕

事實之權利；第五十八條諮詢律師的權利，包括可從一獨立律師取得免費諮詢的

                                                 
221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p. 791- 793;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p. 134- 135. 
222 2003 年修法將條項順序和內容稍做調整變動。 
223 該書面的格式可參看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p. 136- 
137. 

 59



機會；查閱相關施行細則規定的權利；以及保持緘默之權。每當對被拘捕人是否

了解上述權利在其受拘留下所進行的程序中都仍有適用，有任何懷疑時，警察機

關就必須更新告知，又如果被拘捕人是未成年人或智識理解有障礙之人，且警察

機關對之告知時並無適當輔佐人在場，則必須俟該人到場後重新告知224。 

 

       第三款「監護官」的設置 

    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三十六條設置了「監護官」(custody officer) ，以確保

對被拘留被告進行的詢問、待遇等處分必須符合法條中第四、第五篇相關規定或

其他法律所定的權利保障規範(第三十九條)，設置監護官的目的是企圖以偵查警

察以外的另一較具中立性的他者來檢視程序進行的過程是否合法，因此拘留期間

警察機關的許多措施都必須有監護官參與。每個拘留指定警局都必須指派至少一

名監護官(第三十六條第四項)，若是在非指定警局，也必須至少有一名偵查警官

以外的其他警官擔任監護官(第三十六條第七項)，並且將此情況告知拘留指定警

局的官階在巡官(inspector)以上之警官，必要時該警官可以下令將被拘留人移送

到指定警局(第三十六條第九、十項)。但問題是，雖然偵查警察原則尚不能擔任

監護官的工作，並且監護官原則上是官階至少警佐(sergeant)以上的警官(第三十

六條第四、五條)，因此監護官本身仍是警察，而且其位階要求也僅是中階警官，

在許多時候偵查警察的官階都可能比監護官高，如果雙方意見不一致，定奪權在

於警司(superintendent)或更高階的主管職警官(第三十九條第六項)，監護官並未

被賦與推翻高官階偵查警察決定之權，故監護官究竟是否能發揮中立審查的功

能，備受質疑225。 

    根據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被捕人被移送到警局，但尚未提出

特定控訴罪名前，監護官必須決定是否有拘留該人的合理事由存在，包括為詢問

該人或是取得、保存相關事證之目的(第二項)，且必須將該理由加以紀錄，製作

                                                 
224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 806. 
225 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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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當時被拘捕人應在場並得被告知紀錄內容(第四、五項)。當已有控訴罪名提

出後，拘留是否要繼續，監護官必須決定是要釋放、准許保釋或是直接釋放該人，

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了監護官得繼續拘留被拘捕人的合理事由，其內容相當廣

泛，包括：被拘捕人遭控之罪名乃不允許保釋之重罪如謀殺、強暴罪等226；無法

取得被拘捕人之姓名、地址或監護官合理懷疑該人提供之資料非真；被拘捕人有

逃亡之虞；為了避免該人犯罪；被拘捕人有妨害司法程序執行或干擾偵查的可

能；或是為了保護該被拘捕人之安全，其內容可謂十分廣泛。當決定是否有第一

項的合理事由存在時，其考量因素和治安法官在決定是否要准許保釋時相同，包

括所控罪名嚴重性、定罪可能性、前科紀錄、過去是否有棄保或違反保釋令紀錄

及其他相關可參考事項(第二項之A)。監護官同樣必須將拘留理由製作成紀錄(第

三項)，被拘捕人應於紀錄時在場並得了解紀錄內容(第四項)。 

 

       第四款 定期複查拘留合法性與警察機關所為之拘留的期間限制    

    除了監護官以外，警察與刑事證據法還設置了複查官(review officer)，在控

訴罪名提出前是由監護官擔任，提出後則是由一未參與偵查的巡官以上官階之警

察擔任(第四十條第一項)。複查官必須定期重新審查拘留的合法性，首次的複查

必須在拘留決定後六小時內展開，之後每隔九小時就必須進行一次(第三項)227。

複查在例外情況下可以遲延(第四項)，但必須在障礙排除後儘速進行之(第五

項)，且之後法條所定之定期複查期限並不因之延後(第六項)，遲延事由亦必須做

成紀錄(第七項)；在複查程序中被拘捕人及其律師有權以書面或口頭方式陳述意

見，但複查官如認為這種陳述在複查程序中有不適合提出的理由，得否決之(第

十二、三、四項)。 

   至於警察機關所為之拘留的時間限制，在提出控訴罪名前原則上以二十四小

時為限(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該期間從到達警局之時開始計算，或是逮捕後二十

                                                 
226 對照 1994 年刑事司法與公共秩序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227 如果未適時複查拘留的合法性，將使警察機關接下來的拘留都成為不合法的非法監禁；參見

Roberts v Jones [1999] EWCA Civ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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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時，以在先者為準(第二項)。原則上是二十四小時，但四十二條又規定在有

一定合理事由的存在，官階為警司以上的警官得決定延長拘留，以 多再延長三

十六小時為限，所謂的合理事由包括：為了詢問該人或是取得、保存相關事證之

目的；該被拘捕人被逮捕之事由乃基於嚴重的可逮捕之罪；或警察先前的偵查以

竭盡努力、迅速而無遲延時(第一項)；但在做出此決定前，必須給予被拘捕人及

其律師有權以書面或口頭方式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決定警官仍得以陳述不適合提

出為由否決之(第六、七、八項)，決定警官亦必須將決定內容、理由做成紀錄(第

九條)。當四十二條所規定之三十六小時延長拘留期限到期時，如果警察機關認

為還是有繼續拘留的必要，此時就必須將該被拘捕人移送到治安法官接受聽審程

序，由法官決定是否要開立拘留令繼續拘留狀態(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根據第四

十三條規定，被拘捕人必須到庭，且有權委請律師代表其陳述之權利，若聽審當

時尚未委請律師，法官應被拘捕人之請求得休庭使其有時間取得律師協助(第二

項)。而法官得准許延長拘留申請的前提是，法官認為有拘留必續繼續的合理事

由存在，依法條第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這些事由和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所規定的

相同。該令狀所允許的拘留延長狀態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第四十四條第三項)，

故在控訴罪名提出前，警察機關的拘留總共可能長達九十六小時。一旦控訴罪名

已提出，如果被拘捕人仍被拘留在警局之中尚未獲釋，原則上警察機關的拘留必

須終止，應在控訴提出當日或隔日將被拘捕人移送至案件管轄法院，之後是否仍

要拘束該人人身自由、拘束方法等問題都交由法院決定(第四十六條)，至此警察

機關的拘留方告一段落228。 

    上述規範是在一般情況下，根據 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規定而來，但是

如果牽涉到恐怖活動229的情況，拘留期限可能更長。1989 年防治恐怖主義臨時

                                                 
228 但應注意 1980 年治安法官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的規定，為了調查他案之目的，法院得下令再次

將被拘捕人送往警察局進行偵查目的之拘留，期間 長可長達三天。 
229 1989 年防治恐怖活動臨時條款的規定是將這類犯罪當作是ㄧ種特殊的組織犯罪，條文第一篇

先定義哪些組織是恐怖組織，再定義參與這些組織的什麼活動會被認為是從事恐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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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Temporary Provisions Act 1989)230允許警察機關拘留

恐怖活動犯嫌達四十八小時，內政部長並可授權將拘留期限進一步再延長達五天

(第十四條)，且這種延長規定的適用擴及針對即將出境或入境之人，為確認其與

恐怖活動是否有牽涉所為，以檢查或確認為目的而為之拘留。    

       第五款 被拘捕之人的權利保障規範 

    如前段所述，在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的規定下，警察機關的拘留 長可達九十

六小時，既然被拘捕人可能被留置在警局裡長達四天，為將這段期間各種可能發

生的權利侵害風險降到 低231，法條分別規定了兩種保障機制，一是第五十六條

規定下被拘留的犯嫌自人身自由遭剝奪開始起，即有權要求其親友或其他被指定

之人被通知此事實，該通知應儘速為之，且當被拘捕人被移送往他處時必須更新

通知；二是第五十八條賦與被拘捕人有諮詢律師的權利，一旦人身自由被剝奪開

始起，被拘捕人就有權在任何時間要求和律師進行私下的諮詢磋商(第一項)，只

要該人有提出諮詢律師的請求，該請求就必須加以紀錄(第二項)，而警察機關就

應該儘速提供其諮詢律師的機會，即使因特定障礙存在導致合理的時間遲延(第

八項)，亦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第五項)，而被拘捕人應被告知遲延的理由，並將

該理由予以紀錄(第九項)232。 

    整體而言，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所賦與警察機關的拘束人身自由權限

不可謂不大，不論是停行並搜索、逮捕或拘留，從條文規範來看，警察機關的權

限是相當廣泛的，雖然條文對於各種干預行為的發動、執行等都有規範一定的法

定要件或程序要求，以及被拘捕人的相關權利保障機制，但若警察機關違反這些

條文規定時，則被拘捕人應如何尋求救濟？本章第二、三節曾提到，英國有三種

                                                 
230 2001 年已被廢止。 
231 然實際上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五篇關於被拘留人的待遇規定裡，賦與警察機關相當廣泛的權

限包括搜索其身體、所有物甚至是採集指紋、非私密(如頭髮、唾液)和私密性檢體(如體液)，並

不須經該人同意，這裡的法律爭議更牽涉到隱私權和資訊權之侵害，而有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八

條的可能；參考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p. 488- 489. 
232 除了法條本身的規定，實行細則C對於實務操作的細節也提供了關於被拘留人待遇的補充規

範，例如被拘留人得要求用電話和親友通話、拘留每二十四小時內，必須給予被拘捕人連續不間

斷至少八小時不被詢問、調查或是移送他處的休息時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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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人身自由保護機制，其中又以人身保護令是強調即時的救濟。然在 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的規定下，警察機關不但掌握部分的拘留決定權，其拘留更

可長達九十六小時，人身保護令的即時救濟功能此時很難不受到限制，又 1989

年防治恐怖主義臨時條款更將警察機關的拘留期間上限拉高到五天。但無論被拘

捕人是否能藉由人身保護令獲得立即的保障，或是成功追究警察機關違法監禁行

為的民、刑事責任，對於刑事程序中被拘捕的被告而言，如果其在本案的審判中

面對之不利證據，是出於警察機關違背法律規範的拘捕行為而來，則是否有排除

該證據在法庭上使用的可能？對此，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七十八條規定233，對於

控方所提出之證據，在考量各種情況，包括證據取得方法、使用該證據對判決公

正性的負面影響等後，法院有裁量權排除證據的證據資格。本條其實並沒有明文

規定法院排除所謂「不公平」證據之使用的標準為何，也沒有規定如果是基於違

法行為而取得的證據就必須排除。過去，英國法院實務曾有判決234認為，由於被

告在警詢過程中要求諮詢律師的請求被拒絕，導致其在警詢中一直無法和律師有

所接觸， 後承認了部分事實，因此此部分被告之自白陳述應被排除。不過，英

國實務235仍是強調，七十八條規定雖然賦與法院裁量權決定證據是否有證據資

格，並不代表警察機關取證或執法過程若有瑕疵就必然使相關證據喪失證據資

格，而是必須根據不同案件的不同事實情況，考量到對審判公正性的傷害後的個

案性決定。因此，在不同案件，法院對七十八條如何適用的決定可能都不盡相同

236。 

 

    第五節 法院的人身自由限制決定 

                                                 
233 對照七十六條第二項的規定，七十八條下可能排除的證據包括自白以及自白以外的其他證

據。七十六條第二項是針對藉由「強迫」(oppression)取得之自白，規定法院必須排除其在法庭上

做為證據使用，至於所謂的「強迫」定義為何，依第八項規定，包括ㄧ切刑求、貶損尊嚴的對待、

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等情況。如果是以其他不正方法，如詐欺，或是任何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情

形，則應適用第七十八條規定；參考Helen Fenwick,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pp. 881- 896.  
234 R. v Samuel [1988] Q.B. 615 
235 R. v Smurthwaite [1994] 1 All E.R. 898 
236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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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 概論：英國法院限制人身自由的決定方式 

    上節所提及之各種人身自由干預行為主要是由警察機關發動，其 主要的

規範見於 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內，然在英國法的規範裡，法院在許多情況

下也被賦與一定權限得剝奪個人的人身自由。第一種情況其實正是承接上節警察

機關的拘捕而來，當已有控訴罪名針對刑事程序中被拘捕之犯嫌提出，案件移送

至法院審理後，此時法院得決定是否要在案件繫屬中拘留被告；次者，如果刑事

被告經判決定罪，即可能因為判決所定之刑罰而被剝奪人身自由；第三，不限於

刑事程序，一般法院對被法院認定有藐視法庭(contempt of court)行為之人，亦有

廣泛的權限得剝奪該人人身自由一段相當期間； 後，1983 年精神衛生法(Mental 

Health Act 1983)的條文規定授權法院在符合特定要件之情況下，以法院做成之命

令將某些特定精神疾患收留在特定處所237。 

    由上段可知，英國法院剝奪人身自由的決定類型，主要還是在刑事程序裡所

為，無論是審判中的拘留或是有罪判決後的刑之執行。但除了刑事法庭，其他程

序的案件承審法院，也能以藐視法庭、或基於其他法律之授權，做成剝奪個人人

身自由之決定，此時權利遭剝奪的個人就不見得是刑事被告。 

 

    第二項 審判中之拘留 

       第一款 1976 年保釋法的原則性規定 

    當刑事案件已經移送法院，法院就有是否要拘束刑事被告人身自由的決定

權238。對此，如果是已經處於自由受拘束狀態之被告，英國法規定被告有申請保

釋的權利。1976 年保釋法(Bail Act 1976)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原則上當被告提出

保釋申請時，法院原則上應准許之，除非有該法附件表一(Schedule 1 )所列之情

形，法院例外得不准其申請。保釋法表一的第一篇(Part I)針對被控罪名有監禁刑

                                                 
237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Vol.1, p. 467. 
238 1980 年治安法官法第一百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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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的被告，列出保釋申請例外不被准許的幾種情況：法院有實質事由認為，如

果准許被告保釋申請，則被告會有棄保、在保釋期間再次犯罪、阻撓證人做證或

是其他干預司法程序進行的行為，法院得不准許其保釋申請。如果被控罪名的處

罰不至於監禁刑，第二篇(Part II)舉出被告保釋申請不被准許的例外情況則是被

告在過去的刑事程序中，曾有棄保或違反保釋時應遵守之義務的情形，法院因此

認為如果允許其保釋，被告將會有棄保行為。比較特別的是，不論是哪種罪名的

被告，法院也可以為了保護被告安全之目的，不准許其保釋請求，若被告是未成

年人，為保障其福利，法院也得拒絕保釋申請；除此之外，如果是因為他案而已

在監獄服刑之被告，其保釋申請也會被法院拒絕239。若法院在做成是否要准許保

釋的決定過程中，沒有蒐集相關資證的充足時間，或是法院為了調查案件而暫時

休庭，若不繼續拘留被告將無法取得決定准駁保釋的必要資證，則法院亦有權不

准保釋申請240。但是為了使被告有順利尋求救濟的機會，1976 年保釋法規定如

果法院做成拒絕保釋申請的決定，或是對保釋之允許課加條件、對保釋課加條件

或義務以及對前述條件或義務有所變更時，都必須在該決定中記載理由(第五條

第三、四項)。保釋法賦與法院有權在准許保釋的決定裡對保釋課加一定的條件

或義務，包括為了防止被告棄保逃亡、在保釋期間再次犯罪、在保釋期間不得騷

擾證人或是有其他阻礙司法程序進行的行為，或要求被告必須在法院為調查審理

本案而需其配合時到場等目的之達成，採取限制住居、宵禁、定期向警察局報到、

禁止和某些人連絡或參與某些活動等(第三條第六項)。 

    1976 年保釋法為刑事被告的保釋請求權做出原則性的規範，被告的申請原

則上應被准許，除非有法條規定的例外情況存在。但應注意 1994 年刑事司法與

公共秩序法卻對被告的保釋請求權做出許多限縮，若被告被控罪名是謀殺、謀殺

未遂、殺人、強暴或強暴未遂等罪且被告之前有這類犯罪的前科紀錄時，除非有

例外的(exceptional)正當保釋理由存在，法院始得准許保釋(第二十五條第一、二

                                                 
239 在這兩種情況下，表一的第一篇、第二篇都有相同規定。 
240 這種例外不准保釋的情形儘見於第一篇，因此只有當被告被控罪名有監禁刑處罰時才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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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241。換言之，1994 年刑事司法與公共秩序法針對某些嚴重犯罪的被告，將例

外倒為原則，使保釋原則上不被准許，只有當有正當事由存在時保釋申請才被准

許。 

       第二款 拘留期間的限制 

    雖然這時法院對是否要拘留被告，或是准許其保釋申請有決定權，但其拘留

仍有一定的時間上限。根據 1985 年犯罪起訴法(Prosecution of Offense Act 1985)

規定，內政部長得以規則(regulations)來對法院拘留刑事被告的時間設置上限(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且該時間限制得因考量不同地區、不同階段程序或是具某些

特性之被告的影響因素而做出不同長短的時間限制(第二十二條第二項)。依照制

定法條文的授權，1987 年犯罪起訴法關於拘留期間限制之規則(Prosecution of 

Offences(Custody Time Limits) Regulations 1987)，就分別對不同的決定法院242設

定不同的時間限制。當拘留及保釋的決定機關是治安法庭時，從被告首次到庭至

治安法官決定是否將被告移送至皇室法庭進行正式審判程序，期間不得超過七十

日243(1987 年規則第四點)，一旦移送皇室法庭之決定做成時起，到皇室法庭第一

次的審判期日，其期間不得超過一百一十二天(1987 年規則第五點)244。雖然 1987

年規則做出一定的拘留時間限制，1985 年犯罪起訴法卻授權決定法院在該期限

到期之前，若有充分正當理由，或是控方已經進全力為達成速審要求，而仍有延

長拘留之需要時，得延長該期間限制(第二十二條第三項)。唯應注意，既然稱為

拘留期間「上限」，原則上就是一個 高限制，而不是法院一定要拘留被告這麼

                                                 
241 第一條條文文字經過 1998 年犯罪與破壞秩序法(Crime and Disorder Act 1998)第五十六條修

正，主要是因為原本的法條規定完全剝奪有重罪前科紀錄之刑事犯嫌的保釋權，顯然和公約第五

條第三項規定有所牴觸；參照Frances Butler (editor), Human Rights for the Millennium, p. 93. 
242 控訴罪名提出後，刑事案件以及被告通常會先被移送至治安法庭(magistrates’ court)，治安法

官將先進行初級審訊(committal proceedings)，來決定是否有充足的事證資料顯示案件已達進入審

判程序的門檻，而可移送至皇室法庭(Crown Court)；參見 1980 年治安法官法第一篇的相關條文

規定。在案件移送至皇室法庭前，拘留與保釋決定權在於治安法庭，移送之後轉由皇室法庭決定。 
243 但在West Midlands郡該決定期間的上限是九十八天。  
244 這裡的ㄧ百一十二天拘留期間上限乃適用於被控罪名是「可公訴之罪」(indictable offences)
的情形，通常是ㄧ些比較嚴重的犯罪，而必須在皇室法庭審判。英國的刑事程序有公訴(indictment)
和簡易(summary)兩種，依被告被控罪名之輕重而適用不同程序，若為可公訴之罪，就必須適用

公訴程序，其他罪名則適用簡易或是兩者擇ㄧ(either way)程序；參見：

http://ccmf.cjsonline.gov.uk/adult/magistrates/magistrates_courts/first_hearing/ (last visit: 200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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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時間，能夠越快回復被告人身自由是越符合法律期待的，如單單指出被告被

控之罪名的嚴重性或是有為要保護公眾利益之目的，並不能滿足「充分正當理由」

的要求，尤其法規設置上限的目的正是促使法院能盡量縮短拘留被告的時間，即

使法院確實有充分合理之事由而做出延長拘留期限的決定，仍必須陳述其理由，

不能僅列出原因清單，而是必須加以具體說明245 。 

     

    第三項 基於有罪判決之人身自由剝奪 

       第一款 干預人身自由的刑事處罰類型 

    對於經判決定罪之刑事被告，英國法院被賦與廣泛的權限得決定其刑事處

罰，得依法規定剝奪其人身自由，然儘管所定罪名依法有監禁刑(custodial 

sentence)246處罰的規定，除非該法有明文規定該監禁刑有特定刑期或是終身監禁

刑，否則原則上法院所定之監禁刑處罰應在兩年以下247。雖然法院在刑罰量刑上

有相當大的權限決定是否要剝奪被告的人身自由做為處罰手段，卻也受到法條規

定之對其量刑裁量權的諸多限制，例如 1991 年刑事審判法(Criminal Justice Act 

1991)即規定，除非被告的犯罪行為情節嚴重，非以剝奪人身自由不能達到刑罰

目的，或是該犯罪是暴力或性犯罪，唯有將其監禁才能保護公眾利益，否則法院

不得處以監禁刑，且科刑法院必須經公開程序向被告說明處刑理由(第一條第

二、四項)248；法院在做出監禁刑的科刑決定前，必須先參酌「刑前報告書」(pre- 

sentencing report)，該報告書是由假釋官、當地社服機關之社工或其他與本案相

關的專家團體所做成，提供科刑相關資訊或建議，幫助法院針對該名被告做出

合適之處遇決定，雖然法院若未參酌刑前報告書即做成科處監禁刑的決定並不會

使該科刑決定因此違法而無效，但是被告可就科刑決定上訴，而上訴法院在自為

                                                 
245 R v Manchester Crown Court exp. McDonald [1999] 1 All ER 805 
246 包括將未成年被告拘留在監所之外其他處遇機構的決定，其定義與範圍請參考 1991 年刑事審

判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247 1967 年刑事法院權限法(Powers of Criminal Courts Act 1967)第一條、第十八條。但該法已在

2000 年廢止，代以新法－ 2000 年刑事法院權限法(Powers of Criminal Courts 2000)。 
248 本條在 2000 年已被刪除，新的條文規定置於 2000 年刑事法院權限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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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決定時必須參酌報告書(第三條)249。 

    監禁刑對人身自由的完權剝奪是顯而易見的，但除了監禁刑之外，1991 年

刑事審判法規定下英國的刑事處罰尚有其他對人身自由干預程度較輕微的型

態，例如「社區刑」(community sentence)，其型態例如交付觀護、社區服務、定

期出席特定照護機構等等(第六條第四項)，其中有一種「宵禁命令」(curfew 

order)，法院可以對十六歲以上的被告做出宵禁命令，即法院得決定被告在一天

的特定期間(不超過十二小時)必須被留置在特定處所，其期間和地點由法院決

定，但法院在做相關決定時，必須考量到被告的宗教信仰、或對其工作、教育的

影響，且法院在宵禁命令的決定中必須指定一監護人(monitor)來負責監管被告在

宵禁期間的行蹤，而得為監護人之資格由內政部長以命令定之(第十二條)，且為

了監管被告行蹤，法院得在宵禁命令中附加電子監控的決定(第十三條)。換言

之，當法院做出宵禁命令的決定時，被告的人身自由仍是遭到相當的限制，但強

度比監禁刑輕微。250另外，依 1982 年刑事審判法(Criminal Justice Act 1982)規定，

對未滿二十一歲之被告，原則上法院不得課處監禁刑或是做成其他將被告留置於

監所的決定(第一條第一項)，但如果被告已滿十八歲，且其被定之罪名有監禁刑

的處罰，法院得決定將該被告留置在少年犯處遇機構，該期間至少二十一天，

長以該罪原本監禁刑的法定上限為度(第一條之A)251。 

 

       第二款 假釋的決定機關與程序 

    受監禁刑之被告經法院判決定罪後而開始服刑者，除刑期業已服畢而被釋放

之外，尚可藉由假釋重獲人身自由。依 1991 年刑事審判法之規定，假釋之決定

乃由內政部長為之，但有一名為假釋委員會(Parole Board)252的特別機關得對釋放

                                                 
249 同前注 248。 
250 違反宵禁命令或其他社區刑決定的效果，請參考 1991 年刑事審判法附表二。 
251 但如果未成年人所犯之罪為謀殺罪，仍有可能被科處終身監禁刑之處罰。本法關於科刑的規

定都已刪除，改由 2000 年刑事法院權限法對刑事法院的科刑權限做一整體性之規範。 
252 假釋委員會之成立， 初是根據 1967 年刑事審判法( Criminal Justice Act 1967)，之後在 1991
年刑事審判法中又有更多補充或修正之規定，參考

http://www.paroleboard.gov.uk/about/history_of_the_parole_board/ (last visit: 200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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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的決定之適當性提供建議，該委員會在組織上是由內政部長任命，由一名

主席和其他至少四人以上委員組成，其成員背景必須包含法律、醫學以及矯治各

領域之專家(第三十二條、附表五)。根據所定刑期長短之不同，1991 年刑事審判

法對內政部長的假釋決定權做出不同的規範限制，若受刑人是被判未滿四年監禁

刑者，當其服刑滿所定刑期之半時，即取得獲得假釋之權利，但如果該所定刑期

是十二個月以上，其假釋仍必須經內政部長之許可(license)，刑期未滿十二個月

者則不必經許可而得當然釋放，其釋放也不能附加條件，當受刑人被定之監禁刑

是四年以上之定期刑時，服滿刑期三分之二時，同樣得經過假釋許可而獲釋(第

三十三條)。前述三十三條的受刑人假釋規定是對被判定期監禁刑的受刑人，若

被定之刑為終身監禁刑者，則情況稍為複雜一些，因為終身監禁刑又可分為「強

制性終身監禁刑」(mandatory life sentence)和「裁量性終身監禁刑」(discretionary 

life sentence)。前者係指，受刑人被定之罪為謀殺罪，而謀殺罪之法定唯一刑事

處罰就是終身監禁，故稱之為強制性終身監禁刑；至於在後者，受刑人被定罪之

罪名是謀殺以外的其他重大犯罪如謀殺未遂、殺人、強暴、縱火等等，這類犯罪

法定之 重但並非唯一的處罰是終身監禁，蓋其是否會被科處終身監禁刑是由法

院判決時之裁量所決定，因而稱為裁量性終身監禁刑253。   

    不論是哪種終身監禁刑，都有一 低服刑期間限制(tariff period)存在，即為

了應報(retribution)或是預防(deterrence)等刑罰目的之達成，受刑人至少必須服刑

一段相當期間才有可能獲得假釋，然縱使受刑人服刑時間已達 低服刑期限，並

不代表其當然取得假釋權利，還是必須經相關決定機關的許可，故其受監禁的時

間可能遠超過 低服刑期限254。至於將終身監禁刑區分成兩者 主要是由於兩者

在假釋方面有相當不同的決定方式。依 1991 年刑事審判法規定，若科刑法院所

定之刑罰是裁量性終身監禁刑，法院在為該科刑決定時必須一併決定該終身監禁

刑的 低服刑期間限制(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而當受刑人服刑時間已達該期限

                                                 
253 參考http://www.hmprisonservice.gov.uk/adviceandsupport/prison_life/lifesentencedprisoners/ (last 
visit: 2009/5/18)。 
254 同前注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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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該受刑人即得要求內政部長將其案件在假釋委員會提出，首次提出若被拒

絕，可再前申請案決定兩年後再次提出申請(第三十四條第五項)，若假釋委員會

認為已無繼續監禁受刑人的必要(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而做出應予假釋之決定，則

內政部長就必須給予該受刑人假釋許可(第三十四條第三項)。但對強制性終身監

禁刑的受刑人，內政部長卻有相當廣泛的裁量權限，根據 1991 年刑事審判法，

內政部長得在假釋委員會的建議下，諮詢司法大臣和本案審判法官的意見後決定

是否要許可該受刑人假釋，然假釋委員會的建議必須是在內政部長有向其提出特

定案件時方能為之(第三十五條)，換言之，假釋之准否全由內政部長為決定機

關，甚至法官對於 低服刑期間限制的意見對內政部長並無拘束力，因為強制性

終身監禁刑的本質和裁量性不同，後者的監禁刑其實可以分成兩部分，法院決定

的 短服刑期限是應對刑罰的懲罰(或應報)性而來，一旦滿足這個 低期限要

求，是否要釋放受刑人，其考量其實是基於防衛(保護公眾利益)之目的，但是強

制性終身監禁刑本質上就有強烈的懲罰性，對於謀殺罪科處終身監禁的刑罰毋寧

是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受刑人請求假釋獲准其實是一種優惠而非權利255。 

     

    第四項 法院所為之其他人身自由剝奪決定 

       第一款「藐視法庭行為」的制裁效果 

    前兩項所提及之法院決定都是在刑事程序中做成，但英國法院剝奪人身自

由的權限並不僅限於刑事程序中所為者，例如，對於有藐視法庭行為之人，法院

也有剝奪其人身自由的權限。事實上，所謂的「藐視法庭」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罪

名，其型態很廣，散見於民事和刑事法規中，起源雖是從判例法發展而來，確實

的始點卻已不可考，但至少在十八世紀時產生了一套具體的原則，而又在接下來

                                                 
255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 Doody [1993] UKHL 8;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ome Department, ex p Hindley [1997] EWHC Admin 1159. 歐洲人權法院判決接受這種

將終身監禁刑區分成兩種的方式，也承認這兩種刑罰在本質目的上即有所不同，參考Thynne, 
Wilson and Gunnell v United Kingdom (1991) 13 EHRR 666, para 73-76. (但人權法院在 2002 年時以

新的判決變更原本Thynne, Wilson and Gunnell案之判決的肯定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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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世紀被法院裁判或制定法進一步修改、細緻化，1981 年藐視法庭法(Contempt 

of Court Act 1981)的條文制定尤其是其中一次相當重要之修正256。簡言之，藐視

法庭的行為可以分成兩種型態，第一種型態是違反法院所為之命令，這種型態的

存在目的是為了強化受命令拘束人對法院命令的服從，特別是在民事程序中法院

命令被當作重要的保全手段；第二種藐視法庭行為範圍更廣，乃指各種干擾司法

程序進行的行為，個別行為本身還可能即構成刑事責任，像是威脅證人、在審判

期間公開被告之前的前科紀錄等257。不論是哪種類型的藐視法庭行為，法院都有

權決定將行為人監禁在監所裡一段相當期間，或是對之科處罰金的制裁，依 1981

年藐視法庭法第十四條規定，上級法院所定之監禁期間 長可達兩年，但下級法

院所定者 長以一個月為限(第一項)，唯法院也可改以罰金制裁代替監禁，只是

下級法院所定之罰金上限為兩千五百英鎊(第二項)，至於究竟要以剝奪人身自由

或是罰金作為制裁手段，法院有廣泛的裁量權258。藐視法庭行為的決定程序是一

個簡易程序，如果該行為是在庭期進行中法官面前所為，例如當庭對本案相關人

員(包括國家機關公務員)施暴或為侮辱、威脅性之言語動作，不服法院的審判指

揮等等，此時法院可當庭決定以監禁或是罰金的方式制裁行為人，究竟是否有藐

視法庭行為完全由法官判斷決定259。 

     

       第二款 精神疾患的強制住院－1983 年精神衛生法 

    不論是刑事程序中或是基於藐視法庭行為而為的人身自由剝奪決定，其目的

主要還是要使司法程序能夠順利進行，但除了這個目的，法院還可能出於其他原

因而被賦與剝奪人身自由的決定權，此中 明顯的代表例子就是 1983 年精神衛

生法(Mental Health Act 1983)的規定。精神衛生法將所謂精神疾患260依其進入醫

                                                 
256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p. 484- 485. 
257 Edwin Shorts and Clair de Than,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UK, p. 482. 
258 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562. 
259 所以決定法官等於身兼檢察官、證人、陪審團和審判官的角色；H.W.R. Wade and C.F.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p. 397 
260 關於精神疾患或精神異常之定義，請參照 1983 年精神衛生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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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處所診治之不同程序而分成兩個類別，第一種情況的疾患是經過要式申請而被

強制送入醫院接受住院治療(第二至五條)，第二種則是雖未經過申請，但是得該

疾患同意，或是無同意行為能力之人沒有反對之表示，亦得使之入院接受住院治

療，這是一種不要式的程序(第一百三十一條)。根據 1983 年精神衛生法的規定，

在下列幾種情況下精神疾患可能被強制入院診治：其一，經過書面申請，為了評

估精神狀態之目的，得將精神疾患留置於醫院 長達二十八天(第二條)；其二，

同樣必須經過書面申請，但是是為了治療之目的，得將疾患留置於醫院接受治療

(第三項)；如果有緊急住院的必要情形，經社工或是該疾患的 近親屬之書面申

請而為之，但是該申請的效力若未有其他進一步的住院申請提出時，僅持續七十

二小時；此外，如果經社工提出宣誓擔保之申請書，表示有合理懷疑認為某特定

人因為精神異常而無法自理生活或是未受適當之治療照護者，法院得依該申請書

發給警察機關令狀，授權警察機關得為尋找該疾患之目的進入、搜索特定場所，

並為將該疾患移往其他適當安全場所，以利接下來入院申請之提出或是為治療照

護之安排，警察機關可拘留該疾患 長七十二小時(第一百三十五條)；假如警察

機關是在公共場所發現疑似精神疾患之人，不論是為保護該人或其他人利益之考

量，警察機關得將該人移往其他適當安全場所，且為了接下來治療照顧之安排，

警察機關得拘留該人 長七十二小時(第一百三十六條)；這些住院申請是向當地

郡法院提出，而法院得對決定程序是否要公開、證據法則、探訪該疾患之指示等

自定規則(第三十一條)。 

    如果精神疾患剛好正繫屬於刑事程序，包括被控刑事罪名或是已經被定罪

者，精神衛生法規定得為了製作該人精神狀況之調查報告(第三十五條)或為治療

之目的而將該人拘留於醫院(第三十六條)，但不論是哪一種原因之拘留，每次

長期間以二十八天為限，總拘留期間加起來以十二個星期為限；如果某一刑事被

告已經定罪，且該罪是可處監禁刑之罪，當該被告有精神異常的情形時，則法院

得做出幾種命令強制被告住院並剝奪其人身自由，這些命令包括住院命令

(hospital order)或監護命令(guardianship order)(第三十七條)、暫時性的住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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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m hospital order)(第三十八條)以及拘束命令(第四十一條)。區分這些命令的

實益之一在於法效力之不同，不同命令所能拘束被告的時間限制長短有別，如第

三十七條和第三十八條規定之法院命令都有 高拘留期限的限制，第四十一條以

下規定之拘束命令卻沒有這種拘留期間的限制，換言之，法院的拘束命令可以僅

為定期的人身自由剝奪決定，也可以無限期地將該被告拘留於醫療處所。由於拘

束命令是一種嚴重剝奪人身自由的決定，1983 年精神衛生法規定只有皇室法庭

才有做成拘束命令的權限，且必須考量到被告所犯之罪與其前科，認為被告一旦

獲釋將有很高風險會再次犯罪，為保護公共大眾免於遭受重大損害，法院才能做

出拘束命令(第四十一條第一項)，一旦被告因法院的拘束命令而被剝奪人身自

由，只有內政部長(第四十二條)或是精神衛生審查法院(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才能決定釋放被告(第七十三條)；相對的，如果並非拘束命令而是基於

其他原因而被留置在醫療處所的精神疾患，該醫療處所之管理人即有准許該人離

院之決定權。 

    至於因法院決定而強制住院的精神疾患在住院期間要如何尋求救濟，精神衛

生法規定該人得在一定期間經過後向精神衛生審查法院提出複查申請(第六十六

條)，如果疾患本人沒有提出申請，其住院之醫療處所管理人就有義務代之向法

院提出申請，法院在收到申請後，若複查結果確定該住院者之精神異常情況已痊

癒，或是已無為了保護該人健康或安全、或保護他人利益之正當事由存在時，法

院應做成決定釋放之(第七十二條) 261。   

      

  第六節 其他國家機關所為之剝奪人身自由決定 

                                                 
261 1983 年精神衛生法規定下，由法院做成拘束命令，並且被拘束人也可以向法院尋求司法救濟，

然而在本法制定之前，原本的 1959 年精神衛生法(Mental Health Act 1959)第六十六條之規定賦與

行政機關相當大之自由剝奪決定權限，包括是否要釋放被拘束人，且即使被拘束人已經被釋放，

行政機關仍有廣泛之裁量權得決定是否再次將之移送回醫院留置。這種做法在X v United 
Kingdom (1981) 4 EHRR 188 遭挑戰，並被歐洲人權法院判決宣告被告國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

條之情形，英國因此在 1983 年的新法規定了被拘束人有向法院尋求司法救濟之機會，並廢止了

1959 年舊法六十六條及修正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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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院以及行政機關之外，英國法同時還賦與其他國家機關剝奪人身自由

的權限，像是基於移民法規之授權者。根據 1971 年移民法規定，當一個非英國

公民之人來到英國國境，除非是依法律規定或是有法律所准許的例外存在時，主

管機關不得讓其入境；但是如果是依法規定所准許，該人得經取得許可後而入

境，該許可得有一定時間的限制(第三條第一項)；准許入境的許可並得附加條件

限制，例如工作限制等(第三條第二項)；除具有英國公民身分者外，如果是擁有

英國居留權者亦有入境之權利(第一條第一項、第三條第九項)。因此，當一個人

來到英國國境時，移民官就必須確認他的身分，1971 年移民法附表二(Schedule 2)

對移民官的組織、職權以及執行職務時所擁有之權限加以規範，移民官有權對任

何藉由船舶或航空器入境之人，為確認其身分、是否有權入境或是否應給與入境

許可等目的而對之進行檢查(附表二第二點)；且移民官有權在檢查或以及是否准

許其入境的決定過程中，將該人拘留，假若該人身在船舶或航空器上，經移民官

授權，得將該人移送離開船機，如果移民官要求船長或機長不得使在其船機上之

人下船或下機且該人被拒絕入境，則機長或船長得將該人暫時拘留在船機上，直

到主管機關進一步的指令(第十六點)；在為檢查或等待進一步指令期間被拘留之

人可以申請保釋，但是該申請必須當被拘留人入境已滿七天方得提出(第二十二

點)。前述移民官之檢查並沒有期間限制262，但是當拘留狀態已達連續五天，接

下來若還有繼續拘留該入境人之必要，則必須移往監所、收容所、醫療處所或其

他安全處所263。 

    基於社會救助之目的，在特定情況下英國法授權各地政府的主管機關向法院

提出申請，以法院命令將具有特殊情況之人送往特定場所留置。1948 年國家救

助法(National Assistance Act 1948)第四十七條規定下，若有人罹患嚴重慢性疾

病、年老或肢體障礙且居住於衛生欠佳之環境，而無自理生活能力亦未有他人適

當之照護或協助(第一項)，為保護該人或其他人之利益，該人居住地之主管機關

                                                 
262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p. Thirukumar [1989] Imm AR 270. 
263 1996 年移民法指令(關於拘留處所)(Immigration (Places of Detention)Direction 1996)的規定，該

規定是 1971 年移民法授權由內政部長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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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當地管轄法院申請命令(第二項)，將該人帶離其原先住居，送往適當之醫療

機構或其他場所收留，該命令所准許的收留期間 長以三個月為限，但得由法院

命令延長之，該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另外，為保障公眾之身體健康，1984

年公共衛生法(Public Health Act 1984)授權衛生部長為防止傳染疾病之擴散，得自

訂相關規則，容許採取的手段包括隔離人員等措施(第十三條)；法院亦得經當地

主管機關申請，以命令將罹患可通報疾病之人移往可提供適當照顧之醫院(第三

十七條)，並將之留置其中，該留置期間應在命令中予以特定，但法院得延長該

期限(第三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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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對人身自由之保障 

  第一節 概論：規範的保障內容 

    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規定如下264： 

一、人人享有自由及人身安全權，無人應被剝奪自由，但於下列情況並依法定程

序而為之者不在此限： 

    (一)經有管轄權之法院判決定罪而為之合法拘留； 

    (二)因不遵守法院之合法命令或為確保法定義務之履行而為之合法逮捕或

拘留； 

    (三)為將合理懷疑其犯罪之犯嫌移送至有管轄權之司法機關，或合理認為有

防止其犯罪之必要，或防止犯罪人逃脫而為之合法逮捕或拘留； 

    (四)為教育督導而以合法命令拘留未成年人，或為將之移送有管轄權之司法

                                                 
264 Article 5 of the Convention provides: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No one shall be deprived of his liberty save 
in the following case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 procedure prescribed by law:  
   

(a) the lawful detention of a person after conviction by a competent court;  
  (b) the 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of a person for non-compliance with the lawful order of a court or 
in  order to secure the fulfilment of any obligation prescribed by law;  
  (c) the 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of a person effected for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him before the 
competent legal authority on reasonable suspicion of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ce or when it is 
reasonably considered necessary to prevent his committing an offence or fleeing after having done so;  
  (d) the detention of a minor by lawful order for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al supervision or his lawful 
detention for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him before the competent legal authority;  
  (e) the lawful detention of perso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the spread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f 
persons of unsound mind, alcoholics or drug addicts or vagrants; 
  (f) the 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of a person to prevent his effecting an unauthorised entry into the 
country or of a person against whom action is being taken with a view to deportation or extradition. 
 
(2) Everyone who is arrested shall be informed promptly, in a language which he understands, of the 
reasons for his arrest and of any charge against him. 
(3) Everyone arrested or de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c of this article shall 
be brought promptly before a judge or other officer authorised by law to exercise judicial power and 
shall be entitled to trial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or to release pending trial. Release may be conditioned 
by guarantees to appear for trial. 
(4) Everyone who is deprived of his liberty by arrest or detention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proceedings 
by which the lawfulness of his detention shall be decided speedily by a court and his release ordered if 
the detention is not lawful. 
(5) Everyone who has been the victim of arrest or detention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shall have an enforceable right to compensation. 

中文翻譯參考陳隆志主編，國際人權法文獻選集與解說，頁 546-547。英文版及其他語言版可在

歐洲人權法院網站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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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而為之合法拘留； 

    (五)為防止傳染疾病之散播而為之合法拘留，或對精神異常者、酗酒者、毒

癮者或遊民所為者； 

    (六)為防止未經許可進入國境，或為驅逐出境或引渡而正有程序之進行而為

之合法拘捕。 

二、任何被逮捕之人，均應立即以其所了解之語言告知其被逮捕之理由及被控罪

名。 

三、任何依本條第一項第三款逮捕或拘留之人，均應立即移送交法官或其他依法

執行司法權之人，且應有權於合理期限內受審或交保待審。交保得以出庭受審為

條件。 

四、任何被逮捕或拘留而遭剝奪人身自由之人，應有權藉由司法程序而使法院儘

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或為非法而獲釋。 

五、任何因違反本條規定之逮捕獲拘留而遭剝奪人身自由之人，應有可強制執行

之受償權利。 

    公約第五條規範是對人身「自由」與「安全」之保障，但在理解本條規範內

容時，應著重在人身「自由」，「安全」也必須以自由保護之考量下來解釋，之所

以條文會有「人身安全」的文字，實乃為強調不能以任意之拘捕侵害人身自由，

因此，第五條第一項之自由，是指不受任意拘留逮捕之自由，而人身安全的意義

從而在於，保護個人對抗任意干預自由之措施，故第五條規範保障之安全限於「身

體安全」(physical security)，而不及於經濟、社會安全265。儘管第五條所要求之

人身自由保護並非一絕對的保護，而是禁止「任意」剝奪人身自由，當個人人身

自由與其他重要利益相衝突時有時也不得不退讓，但即使要剝奪人身自由，國家

機關的行為也必須受法定程序規制，公約第五條之目的就是要嘗試界定出一個一

                                                 
265 Lord Lester of Herne QC and David Pannick QC (general editors), Huma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 
p. 162; 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p. 344- 345; Bozano v France (1986) 9 EHRR 297, para 54 and 60; East African Asians v 
United Kingdom (1973) 3 EHRR 76, E Com HR, para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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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標準，國家機關對人身自由的干預必須至少通過這個標準之要求，簡言之，

公約第五條之規範目的可歸納成三點：明文規定對人身自由之保障、為容許干預

人身自由的例外情況劃出範圍、以及國家干預人身自由時必須遵守的法治原則

266。歐洲人權法院更認為，本條在公約整體的人權保障規範架構上占有非常重要

之地位，概人身自由是 基本的權利之一，第五條規範正是要保護個人免受國家

對人身自由的任意干預，國家若要干預個人自由，必須嚴格遵守法治原則，此乃

民主社會之基本原則267。只有在符合第五條第一項所列舉的情形，才例外允許國

家干預人身自由，但是第五條也相對地提供個人程序保障，並使個人在權利被侵

害時有請求賠償之權利，尤其第五條相當明顯的特點之一是，以司法來控制國家

機關的活動，以合於公約之要求，國內法院是人身自由保護的第一道守衛，歐洲

人權法院則是第二道，在這層意義下國內法院受到人權法院的監督268。 

    公約第五條所要規範的對象是人身自由的「剝奪」(deprivation)，單純的「限

制」(restriction)並非第五條所要處理的問題269，而是公約的第四議定書第二條所

要規範者270。然問題是這兩者的區別有時候並不十分明顯，蓋其差異事實上只是

程度(degree)或干預密度(intensity)高低的不同而已，並非本質上有根本的差別

271。至於要如何決定對人身自由的干預已經達到「剝奪」之程度，必須綜合考量

一整體的決定標準，包括干預的方式、期間、效果以及實行方法等272。因為個別

案件的考量不同，某些自由干預在某些案件中會被認為是自由剝奪，類似的干預

在其他案件不見得會做相同的認定，不同的職業身分也可能影響法院的決定，例

                                                 
266 Mark W. Janis, Richard S. Kay, and Anthony W. Bradley,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Text and 
Materials, p. 608. 
267 Brogan v United Kingdom (1988) 11 EHRR 117, para 58; De Wilde, Ooms and Verspy v Belgium 
(1971) EHRR 373, para 65; Winterwerp v Netherlands (1979) 2 EHRR 387, para 37. 
268 Brogan v United Kingdom (1988) 11 EHRR 117, para 58；Mark W. Janis, Richard S. Kay, and 
Anthony W. Bradley,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Text and Materials, pp. 608- 609. 
269 Guzzadi v Italy (1980) 3 EHRR 333, para 92; Raimondo v Italy (1994) 18 EHRR 237, para 39; 
270 雖然英國並未批准議定書，但是議定書的條文仍可能對英國內國法產生間接的影響效果；參

考Lord Lester of Herne QC and David Pannick QC (general editors), Huma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 
p. 443. 
271 Guzzadi v Italy (1980) 3 EHRR 333, para 93; Ashingdane v United Kingdom (1985) 7 EHRR 528, 
para 41. 
272 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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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基於軍職義務要求而禁止軍人下離開營房，由於考量到身分職業的特殊性，同

樣的人身自由干預對平民很可能就會構成自由剝奪，對軍職人員則不必然如此

273。依照人權法院的見解，拘留地點並非決定是否構成自由剝奪的要素，不論是

私宅軟禁，或是在學校、醫院等場所，皆有可能成為自由剝奪的場所274。若僅是

宵禁或是禁止離開某特定區域的命令，則不能算是自由剝奪275；但如果該個人被

拘束在一小島上，且同時處於警察機關的監管之下，白天他只能在島上一小部分

區域活動，晚上更被限制在特定建築物內，而其與外界親友的接觸受到非常大的

壓縮，狀況幾乎和監獄受刑人相當，因此人權法院認為這已經構成人身自由的剝

奪276。類似的見解也指出，基於強制治療而被命令留置在醫院的精神疾患，雖然

是從原本的戒護病房改被安置在開放的病房，而且也被容許在某些情況下得無人

陪伴而外出，但既然該人不論在醫學或是行政決定上都被認為是應該不必繼續住

院而得自由離去，這些自由干預仍構成自由的剝奪277。 

    干預人身自由行為的期間長短雖然也是判斷是否構成自由剝奪的考量因素

之一，然法院似乎並不將期間長短當作是判斷的關鍵278，即使是為了強制性抽血

檢查而為之非常短暫的人身自由拘束279，或是搭乘交通工具移動的期間280，都

仍可能是自由之剝奪。相較於拘束期間久暫的問題，國家機關干預自由行為的目

的似乎引起更多的關注，例如，人權委員會就曾認為，將一個十歲孩童留在警局

進行兩小時的訊問，因為並沒有任何逮捕或拘留的行為樣式，就不在公約規範目

的內，所以不構成自由之剝奪，除非警察是為了刑事偵訊之目的而為之留置281。 

                                                 
273 Engel v Netherlands (1976) 1 EHRR 647, para 63. 
274 Lord Lester of Herne QC and David Pannick QC (general editors), Huma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 
p. 163; Jordan v United Kingdom (2001) 31 EHRR 201, para 25. 
275 Cyprus v Turkey (1976) 4 EHRR 482, para 235; Raimondo v Italy (1994) 18 EHRR 237, para 39. 
276 Guzzadi v Italy (1980) 3 EHRR 333. 本案的申訴人被義大利政府認定是黑手黨成員，其在被拘

留在小島前亦曾在義大利半島陸地上遭受相當程度的自由限制，只是該限制相較於小島上的干預

程度而言較為輕微，因此該段期間之限制不被認為是人身自由之剝奪。 
277 Engel v Netherlands (1976) 1 EHRR 647, para 42. 
278 X and Y v Sweden (1976) 7 DR 123. 
279 Application 8278/78: X v Austria 18 DR 154 (1979). 
280 Bozano v France (1986) 9 EHRR 297; X and Y v Sweden (1976) 7 DR 123. X and Y v Sweden 
(1976) 7 DR 123. 
281 Application 8819/79: X v Germany (1981) 24 DR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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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身自由干預的行為是取得被干預人之同意，則干預行為就不構成自

由之剝奪，但應注意，即使該個人一開始是自願進入警察局，如果之後他改變心

意希望離開，則仍得主張公約第五條之人身自由保護282。相同的，尋求庇護遭拒

絕者，被該國拘留在轉境區的期間，並不能僅因為這些尋求庇護人可以隨時離開

該國國境前往其他任何國家，就主張沒有自由剝奪存在283。如果自由被干預者是

未成年人，就還牽涉到法定代理人同意之問題，過去案例曾有一個十二歲未成

年，被送到國立醫院的精神科戒護病房強制住院長達五個半月，雖然這名未成年

人不願意住院，但是該強制住院的決定有取得其監護人同意，人權法院判決認

為，儘管十二歲的人已經具有充足的智識能了解他身處的情況，而且也有能力明

確表達其意願，公約第五條的保護當然也及於未成年人，然在一般情況下監護人

所做關於未成年人之決定，即使違反未成年人之意願，仍然是一有效的決定，不

過應注意的是，法院強調監護人的同意權並非沒有限制，而國家有義務提供充分

的保障機制來對抗濫用同意權284。人權法院的見解還認為，國家機關即使是在違

反被拘束人意願的情況下，將之強行送往安養機構留置，由於國家機關是根據法

律規定，為提供被拘束人必要的醫療照顧、合適的生活條件並達到基本的衛生要

求，換言之，是為了保護該人之利益，則國家機關的行為就不是第五條下的自由

剝奪，而只是一個有權機關所採取之合理手段285。 

    公約第五條的規範範圍及於所有公約成員國的國家機關行為，不論該行為是

在領域內還是在領域外發生286。但如果個人是由於非公約成員國的國家機關行為

而遭剝奪人身自由，即使他繼續在自由遭剝奪的情況下被送回公約成員國，仍不

                                                 
282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1971) 1 EHRR 373, para 64 and 65. 
283 Amuur v France (1996) 22 EHRR 533, para 48. 
284 Nielsen v Denmark (1988) 11 EHRR 175. 
285 H.M. v. Switzerland (2002) 38 EHRR 314, para 48. 兩位法官有不同意見，認為決定是否有自由

剝奪的標準不在於國家機關的行為是否是為了被拘束人的利益，而是取決於該行為對人身自由侵

害的嚴重性，本案的情況其實已經達到自由剝奪的程度，只是這並不代表被告國就必然違反第五

條規定，因為這種情況應該是符合第五條第一項列舉之例外，即便如此，仍不應提前否認自由剝

奪情形之存在。 
286 Cyprus v Turkey (1976) 4 EHHR 482; Freda v Italy (1980) 21 DR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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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對承繼該自由剝奪狀態的國家主張有第五條之違反287。 

 

  第二節 公約第五條例外容許之人身自由剝奪   

    第一項 一般適用原則 

    公約第五條對人身自由的保障並非絕對，正如上節所述，第一項條文規定

承認在符合特定要件下，剝奪人身自由是被容許的。而唯有符合三個要件之要求

時，才是公約所例外容許之合法(lawful)人身自由剝奪288：第一，必須遵守法定

程序；第二，必須是基於實質上法之正當理由；第三，必須有公約第一項列舉之

第一至六款情況存在。第一個要件其實就是從第一項條文所述之「依法定程序而

為之者」而來，而第二和第三個要件則可從條文所列之列舉事項，以及史特拉斯

堡相關的法律見解289中得知，必須通過這三個要件之要求，才是容許之自由剝奪。 

 

       第一款「依法定程序」   

     究竟應該怎麼做才是「依法定程序」，人權法院認為，「程序」並不僅限於

法院所為之司法程序，亦包括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行為，例如警察機關之逮捕決

定過程290。程序是否依法定，必須回歸到被告國的國內法規定，國家機關得自由

剝奪行為必須符合其國內法規定，但國內法之規定本身必須與公約規定不衝突，

而公約所要求之法定程序必須是一公正適當、非任意之程序291。因此，在檢視是

否遵守「依法定程序」之要求時，首先，必須確定自由剝奪在國內法規定下適合

法的，任何不符合國內法規的自由剝奪，當然就是違反公約的法定程序要求；其

次，若自由剝奪是遵守國內法規定的，仍必須檢視該自由剝奪是否和公約所要求

                                                 

C 
z, 

tion, 

287 Reinette v France (1989) 63 DR 98. 
288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p. 482; Lord Lester of Herne Q
and David Pannick QC (general editors), Huma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 pp. 166- 169; Stephen Gros
Jack Beatson Q.C., and peter Duffy Q.C., Human Rights- The 1998 Act and the European Conven
pp. 197- 199. 
289 例如：Herczegfalvy v Austria (1993) 15 EHRR 432, para 63. 
290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United Kingdom (1990) 13 EHRR 157. 
291 Winterwerp v Netherlands (1979) 2 EHRR 387, para 37. 

 82



者相符，雖然國內法院對自由剝奪是否依法定程序有第一次的裁決權，但究竟有

無違反公約第五條仍是由史特拉斯堡決定，而人權法院也有權審查國內法規定本

身是否和公約相符292。  

 

       第二款「基於實質上法之正當理由」且「有條文列舉的容許例外情形」   

    法定程序的要求當然不僅是形式上有法律存在，並且符合該形式就足以達

成，正如上述，除了形式上要有法律所規定之程序存在，還必須實質上也有剝奪

人身自由的正當理由，此二要件其實是有互補之作用，也唯有兩者兼具者才是合

法(lawful)的人身自由剝奪，人權法院在審查剝奪行為的合法性時有時候並不刻

意特別區分兩者，而是作一綜合的檢討293。人權法院除了審查人身自由剝奪行為

是否合於其國內法之法規，也會對該國內法是否達到公約要求加以檢視，該國內

法之適用必須是「可接近且可預見的」(accessible and foreseeable)294，換言之，

該法之規定必須具有法律明確性，否則很可能流於任意的判斷而遭濫用。人權法

院向來強調自由剝奪不能是任意而為的，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自由剝奪

之發動理由必須是為公約第五條第一項所列舉之例外情形295，而即使國家機關發

動自由剝奪行為確實是出於所列舉之正當事由，也必須合乎比例性296。總言之，

人權法院對「實質上法之正當理由」之要求，其實就是對法定程序實質內容在「品

質」上的要求297。 

    合法的人身自由剝奪除了必須依法定程序而為之外，公約第五條第一項列出

六項容許例外，這些例外是一窮盡(exhaustive)的列舉，而非例示規範，故只有符

                                                 
292 這並非歐洲人權法院對國內法規定或法院決定就有不受限制的審查權，蓋人權法院的裁判主

要還是在維持公約保護體系的整體一致性，而通常 能正確解釋國內法的還是國內法院，人權法

院也承認各成員國對其人權保障之措施有一定的「裁量餘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參考Lord 
Lester of Herne QC and David Pannick QC (general editors), Huma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 p. 166.  
293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p. 482. 
294 Zamir v United Kingdom (1983) 40 DR 42; Amuur v France (1992) 22 EHRR 533, para 50. 
295 Bozano v France (1986) 9 EHRR 297 一案中，被告國表面上的行為是合法的驅逐出境，實際上

卻是為了非法的引渡，因而被人權法院宣告該行為是一任意剝奪自由的不合法行為。 
296 Winterwerp v Netherlands (1979) 2 EHRR 387, para 39. 
297 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p. 348-349；施育傑，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 以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為借鏡，檢討我國羈

押與人身拘束制度，台灣大學碩士論文，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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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其中至少一項的情況時，才有可能成為合法的剝奪行為，並且在解釋這些例外

時，必須以嚴格限縮的方式解釋，如此才能達到公約的規範目的－保障個人免於

遭受任意之逮捕拘禁而喪失人身自由298。      

    第二項 第五條第一項列舉之容許例外 

       第一款 經有管轄權之法院判決定罪而為之合法拘留 

    第五條第一項所第一個容許的人身自由剝奪例外乃是經有管轄權之法院判

決定罪而為之合法拘留。須強調的是，合法拘留乃指「拘留」本身的合法性，也

就是拘留必須符合國內法和公約的規定，而非指定罪判決本身的合法性，換言

之，史特拉斯堡並不會審查國內法院的判決內容是否合法，就算之後判決因上訴

而被推翻或有變更，也不會回溯發生效力而使拘留變成不合法299，但無論如何拘

留都必須是根據法院的判決而執行300，且亦包括定罪判決後上訴期間對被告的人

身拘束301。本款的人身自由剝奪必須是經「定罪判決」而為之者，亦即被告的犯

罪事實經法院確認後，自由剝奪乃是該犯罪事實的結果，因此如果是事前「預防

犯罪」，則非本款所能容許之合法拘留302。 

    自由剝奪是否合法，雖說是取決於拘留行為本身合法性，但拘留合法性的關

鍵又在於是否「經」(after)法院判決，這邊當然不僅僅是指時間上的前後順序而

已，而是指判決和拘留之間必須有一連結存在，即拘留必須是基於判決而來，兩

者之間必須有因果關係303，並且這種連結必須在拘留期間都一直持續存在304。 

    拘留所根據之定罪判決必須是由具備管轄權之法院做成，這是第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所要求之司法保障，儘管不必然和公約第六條所要求者完全一致305，仍必

須是一獨立於行政機關、雙方當事人的中立機構306，並提供實質的司法程序307。

                                                 
298 Quinn v France (1996) 21 EHRR 529, para 42. 
299 Weeks v United Kingdom (1987) 10 EHRR 293, para 26; Krzycki v Germany (1987) 13 DR 57. 
300 C v United Kingdom (1985) 43 DR 177. 
301 Wemhoff v Germany (1968) 1 EHRR 55, para 23. 
302 Guzzardi v Italy (1980) 3 EHRR 198. 
303 Weeks v United Kingdom (1987) 10 EHRR 293, para 42; B v Austria (1991) 13 EHRR 20, para 38. 
304 Weeks v United Kingdom (1987) 10 EHRR 293; Erikson v Norway (2000) 29 EHRR 328. 
305 Engel v Netherlands (1976) 1 EHRR 647, para 68. 
306 Engel v Netherlands (1976) 1 EHRR 647, para 68;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19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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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所謂的有管轄權法院並不僅限於國內法院，也包括外國法院，不論該外國

法院是否是公約的成員國，且只要該法院所做成之判決沒有明顯的拒絕正義

(denial of justice)情況，就仍是符合第一款要求的法院判決308。 

 

       第二款 因不遵守法院之合法命令或為確保法定義務之履行而為之合法

逮捕或拘留 

    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例外容許之自由剝奪情況其實可以分成兩種：一

是不遵守法院之合法命令；二是為確保法定義務之履行而為者。在第一種情況

下，被拘束人之所以遭拘捕，是出於已做成之法院命令，而在第二種情況裡並沒

有法院命令存在，但被拘束人有一特定且具體之法定義務必須履行309。 

    基於對法院命令之違反而為之自由剝奪，該法院命令必須是由具有管轄權之

法院做成，而且必須是得強制執行者310，法院命令並不僅限於在刑事程序中所為

者，其他如法院的罰金支付311、身體檢查312、維持和平秩序的擔保313命令等都

是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下的法院命令。至於命令內容的文字明確程度，亦會影響

史特拉斯堡對被告國是否違反公約第五條之判斷，關鍵在於命令的拘束對象是否

能了解究竟哪些行為是法院命令禁止他去做的，在審查解釋該法院命令時，如果

有比較抽象不特定之文字，若配合命令做成之事實情狀，被拘束人應遵守的事項

是得以確定者，則仍在第二款容許的範圍內314。 

                                                                                                                                           

    本款第二種情況是關於確保法定義務之履行而為之人身拘束，而所謂「法定

義務」，並非指一般概括性的守法義務315，必須是「特定且具體」(specific and 

 
EHRR 373, para 77; Winterwerp v Netherlands (1979) 2 EHRR 387, para 64. 
307 Engel v Netherlands (1976) 1 EHRR 647, para 68;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1971) 1 
EHRR 373, para 78. 
308 Drozd and Janousek v France and Spain (1992) 14 EHRR 745, para 110. 
309 Engel v Netherlands (1976) 1 EHRR 647, para 69. 
310 Guzzardi v Italy (1980) 3 EHRR 333, para 101. 
311 Application 6289/73: Airey v Ireland (1977) 8 DR 42. 
312 Application 6659/74: X v Germany (1975) 3 DR 92. 
313 Steel v United Kingdom (1999) 28 EHRR 603. 
314 Hashman and Harrap v United Kingdom (1999) 30 EHRR 241. 
315 Airey v Ireland (1977) 8 DR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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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ete)之義務，例如服兵役或替代役之義務316、攜帶身分證或接受身分確認檢

查317等就是特定且具體之義務，相對的，概括性地要求被拘束人改變行為318，

就不能算是特定且具體之義務。此外必須注意，人身拘束必須是為確保法定義務

之履行而為者，不包括對違反義務者之制裁319或是為預防犯罪目的之拘捕320，

而且必須是在拘捕之前該法定義務就已經存在而對被拘束人有拘束力321。 

                                                

   

       第三款 為將合理懷疑其犯罪之犯嫌移送至有管轄權之司法機關，或合理

認為有防止其犯罪之必要，或防止犯罪人逃脫而為之合法322逮捕或拘留 

    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規定之人身自由剝奪之容許例外，是在刑事程序

中被普遍採行之手段，事實上本款所列舉之例外情況也僅限於在刑事程序中發動

者323。和本項第一款的區別在於，第一款的人身拘束是基於法院的定罪判決而

來，若是在判決前所為者，則屬於第三款規範的情形324。本款的自由剝奪必須是

基於要將被拘束人移送至有管轄權司法機關之目的，不管是本款所規定之為了訴

追其犯罪、防止其犯罪或是防止其脫逃三種情形的其中任何一種325。至於何謂「有

管轄權之司法機關」，其意義和本條第三項所規定之「法官或其他依法執行司法

權之人」相等326。 

    本款規定的三種例外事由都和「犯罪」327有密切關聯，也因此本款必然是與

 
316 Application 10600/83: Johansen v Norway (1985) 44 DR 155; Steel v United Kingdom (1999) 28 
EHRR 603. 
317 Application 8916/80: Freda v Italy (1980) 8 DR 42. 
318 Application 8278/78: X v Austria (1979) 18 DR 154; Ciulla v Italy (1989) 13 EHRR 346, para 36. 
319 Eggs v Switzerland (1978) 15 DR 35; Application 10313/83: Eggs v Switzerland (1984) 39 DR 231; 
Johansen v Norway 44 DR 155 (1985). 
320 Guzzardi v Italy (1980) 3 EHRR 333, para 101; Lawless v Ireland (1961) 1 EHRR 15, para 51. 
321 Ciulla v Italy (1989) 13 EHRR 346, para 36; Guzzardi v Italy (1980) 3 EHRR 333, para 101.  
322 這裡的「合法」(lawful)其實和一般適用原則所提到者是相同的概念，本來在公約第五條下所

有的拘捕當然就都必須是「合法」，即同時符合國內法和公約的規定，對照法文版的條文文字，

並沒有特別於本款再次強調合法性的文字出現，可知這裡的「合法」就是一般適用原則的複述而

已；參考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 354.   
323 Ciulla v Italy (1989) 13 EHRR 346, para 38. 
324 Crociani v Italy (1981) 22 DR 147. 
325 Lawless v Ireland (1961) 1 EHRR 15, para 15. 
326 Schiesser v Switzerland (1979) 2 EHRR 417, para 29. 
327 有些違法行為不一定是規範在國內法的刑事法內，是否屬本款的「犯罪」遂有爭議產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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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程序中發動之人身拘束有關。 而所謂「犯罪」，乃指國家必須具體且特定

地規範出犯罪行為，並不允許國家藉本款取得概括性的剝奪人身自由權利，以免

造成對公約基本原則的違犯結果328。然人權法院卻也曾在其判決中指出，出於被

拘束人的「恐怖活動行為」而為之拘留行為，雖然在其國內法內並非刑事罪名，

但因與本款所規定之例外情況之目的相符，且被告國在逮捕被拘束人之後立即針

對特定的罪名來訊問之，故並無違反本款規定之情形329。   

    本款條文文字雖然將容許例外又細分成三種類型：訴追其犯罪、防止其犯罪

或是防止其脫逃，其中第二種看起來似乎是允許「預防性」的拘留，但這樣的姐

是被人權法院的判決否認，如果只是單純的預防犯罪，而非為了使刑事訴追程序

之發動，仍不構成本款所定之例外容許事由330。因此，為預防犯罪之拘捕 終仍

必須是基於訴追犯罪而為者方可能是本款所舉之例外，造成的結果就是第一種和

第二種情況事實上會重疊，至於第三種情況，基於相同的理由，通常有會和第一

種情況有重疊的情況331。 

    正因為本款所規定之三種情況事實上有重疊，就結果而言審查的重點集中在

第一種情況，即為訴追犯罪而為之拘捕，特別是對其犯罪嫌疑的「合理懷疑」的

解釋332，本款規定「合理懷疑」做為發動拘捕的要件，透過人權法院的解釋形成

對任意拘捕的重要控管機制333。人權法院並未認為國家機關在發動拘捕時已經蒐

集到足以提出特定罪名的程度才是達到合理懷疑之要求，被拘捕之人也不必然

後有被起訴或是審判，人權法院並不否認國家機關得基於進一步偵查程序之發

                                                                                                                                            
權法院在這邊採用了自主的(autonomous)解釋方法，亦即人權法院雖然會參考國內法將某些行為

規定為刑事不法的體系脈絡，但並不受其拘束，而可根據進行程序之本質或該違法行為處罰的嚴

重性來決定案件到底是不是屬於本款之「犯罪」；參考施育傑，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 以歐洲人

權法院裁判為借鏡，檢討我國羈押與人身拘束制度，台灣大學碩士論文，頁 38。   
328 Guzzardi v Italy (1980) 3 EHRR 333, para 102; Lawless v Ireland (1961) 1 EHRR 15, para 14. 
329 Brogan v United Kingdom (1988) 11 EHRR 117, para 51. 
330 Lawless v Ireland (1961) 1 EHRR 15, para 14 and 15; Guzzardi v Italy (1980) 3 EHRR 333, para 
102. 
331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Vol.1, p. 490. 
332 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p. 357-358; Stephen Grosz, Jack Beatson Q.C., and peter Duffy Q.C., Human Rights- The 
1998 Act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pp. 204-205. 
333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United Kingdom (1990) 13 EHRR 157, para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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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確認或是釐清犯罪嫌疑等理由而拘捕刑事犯嫌，只是如果自由遭剝奪的時間

越長，對合理懷疑的要求門檻也會相對提高334，唯無論如何，是否有合理懷疑必

須根據拘捕當時所有的客觀在事實來認定，必須當時所呈現之資證，從一客觀觀

察者的角度來看，都會認為拘捕發動的對象可能有犯罪行為335，人權法院決定的

標準在於拘捕行為時成現在決定機關前的客觀資證是否充分顯示何懷疑之存

在，而決定機關本身決定標準是否合理、或是決定機關的懷疑是否出於善意，都

不是法院考量的主要依據336，即使是在與國家安全牽涉的犯罪也仍必須有構成合

理懷疑的客觀事證存在，但在這種情況人權法院的審查標準會比較寬鬆一些337。 

 

       第四款 為教育督導而以合法命令拘留未成年人，或為將之移送有管轄權

之司法機關而為之合法拘留 

    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是關於未成年人之人身自由剝奪，在史特拉斯堡與

本款相關的案件並不算多338。本款規定，為教育督導之目的，或是為移送有管轄

權之司法機關，得以拘束未成年人人身自由。而究竟「未成年人」是幾歲以下，

才會在本款所要規範之範圍內，本款賦與各成員國相當的裁量權來規定「未成年

人」之定義，唯歐洲理事會的部長委員會曾提出建議將未成年人定義為未滿十八

歲之人，不過事實上並沒有成員國將未成年的分界年齡定在十八歲之下，故基本

上未滿十八歲人都是本款下的「未成年人」，然由於各國國內法得以年齡來規範

訴訟能力之有無，未成年人是否能向史特拉斯堡提出申請案，仍取決於其父母或

監護人之態度339。 

    若是為教育督導而為之拘留，必須以「合法命令」為之，該命令並不必然得

                                                 
334 Murray v United Kingdom (1994) EHRR 193, para 55 and 56. 
335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United Kingdom (1990) 13 EHRR 157, para 32. 
336 同前注 335。 
337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United Kingdom (1990) 13 EHRR 157, para 34; Murray v United 
Kingdom (1994) EHRR 193, para 56. 
338 Stephen Grosz, Jack Beatson Q.C., and peter Duffy Q.C., Human Rights- The 1998 Act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p. 205. 
339 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 360; Lord Lester of Herne QC and David Pannick QC (general editors), Huma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 p.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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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院做成，也容許由行政機關做成，但必須符合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規定，被拘

留人得向法院尋求即時救濟，才是合法之命令340。既然是為達成教育監督未成年

人之目的，則國家採取的人身自由措施也必須和此目的一致，雖然人權法院並不

認為將未成年人留置在沒有教育督導之設施的監獄裡就必然違反公約第五條規

定，如果是為將該被拘留之未成年人移送到適當的教育督導機構的暫時性前置處

分，只要之後該未成年人被即時送到適於目的之收容機構，仍合於本款的容許例

外341。 

    本款所容許之第二種例外是「為將之移送有管轄權之司法機關」之目的而為

之自由剝奪，這裡的規範並非第三款的重複，而是為了將未成年人將對其有害的

環境中移出，因此，法院在未成年人安置命令的做成決定期間拘束該外成年人之

人身自由仍符合本款目的342，或是法院所做成之為精神鑑定報告之準備的拘留未

成年人命令343，並不違反公約之要求。  

 

       第五款 為防止傳染疾病之散播而為之合法拘留，或對精神異常者、酗酒

者、毒癮者或遊民所為者 

    本款所規範之人身自由剝奪是針對幾種本身有特殊情況的人，其中有好幾種

類型是與健康狀況，特別是與精神健康狀態有關的案件。之所以例外容許對這幾

種類型下之個人為自由剝奪，除了考量對公眾安全之維護，其實也是為了被拘束

人的利益，而使自由剝奪有其正當化基礎344，但如果純粹是為了被拘束人之利益

而剝奪其人身自由可能正當性會有所不足，除非該人的精神失常狀態已使其無自

為決定之能力，否則就必須是該人的特殊情況或因該情況所為之行為，對公眾利

                                                 
340 DG v Ireland (2002) 35 EHRR 1153, para 83. 
341 Bouamar v Belgium (1989) 11 EHRR 1, para 50. 本案的申訴人是一個有嚴重異常行為的十六歲

青少年，由於比利時政府當局沒有適當的容留機構卻又不願釋放之，而被拘留在監獄裡，總天數

長達一百一十九天。正因為拘留時間太長，人權法院認為比利時當局的拘留行為和教育督導目的

不相符，就算國家經費有所欠缺，公約成員國仍有提供被拘束之未成年人適當的教育督導機構之

義務，故比利時被人權法院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之情形。 
342 Bouamar v Belgium (1989) 11 EHRR 1, para 46. 
343 Application 8500/79: X v Switzerland (1979) 18 DR 238. 
344 Guzzardi v Italy (1980) 3 EHRR 333, para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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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有所損害或損害危險。 

    本款下這幾種類型裡，史特拉斯堡所處理之關於傳染病患、酗酒者以及毒癮

者的案件是相對稀少。基於防止傳染疾病散播之目的者，目前人權法院有做出判

決的案件僅一件345，至於拘束酗酒者人身自由的相關案件，人權法院對「酗酒者」

之定義，乃是根據公約的規範目的來解釋， 雖然就一般對「酗酒者」定義之理

解，乃是指對酒精成癮之人，但是在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的脈絡下，酗酒者不必然

是臨床診斷對酒精依賴成癮之人，而是指出於酒精影響，該人之行為對公共秩序

或是對他己身造成損害或威脅時，就是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下的「酗酒者」，總

言之，是不是酗酒者的判斷，其實和該被拘束人是否酒精成癮沒有必然關聯，取

決於該人對自己或對他人會不會造成傷害346。 

    第五款允許對「遊民」的拘留。關於「遊民」的定義，人權法院接受比利時

國內法的定義：「無固定住居所，亦無可資自我謀生的手段，也無常態性工作或

職業者」347。但是如果只是收入來源無法確認的黑手黨成員，人權法院並不認為

其為遊民348。 

    關於本款下「精神異常者」之拘留，人權法院有比較多的案件，也有比較詳

細的解釋，但其概念掌握不易，尤其「正常」和「異常」間的界線要如何劃分，

隨著醫學發展而可能不斷變動，唯無論如何，絕不能單單因為個人的行為想法與

其身處之社會主流常規顯然有所偏離就認為有本款「精神異常者」之容許例外適

用349。人權法院並嘗試建立一套審查標準350：首先，必須有可靠的醫學客觀證

                                                 
345 Enhorn v Sweden (2005) 41 EHRR 30. 本案申訴人是HIV病毒感染者，並以性行為使他人受感

染，瑞典的醫療機關因此根據其國內法規定，在取得法院命令後將之強制隔離在醫院裡，該隔離

期間並被延長多次。人權法院雖然不否認瑞典政府所採取之手段是基於防止疾病散播、保護公眾

健康利益之目的，但因為該授權隔離之國內法規範對於什麼情況下可以隔離病患，文字不夠明

確、欠缺可預見性，且該手段相較於所欲保護之公眾健康利益，對人身自由的限制顯得太過嚴厲，

故未能通過比例性的審查，人權法院 後認為瑞典的拘留行為是不合法的自由剝奪。 
346 Wiltold Litwa v Poland (2001) 33 EHRR 1267, para 60 and 61. 
347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1971) 1 EHRR 373, para 68. 
348 Guzzardi v Italy (1980) 3 EHRR 333, para 98. 
349 Winterwerp v Netherlands (1979) 2 EHRR 387, para 37 and 38. 
350 Winterwerp v Netherlands (1979) 2 EHRR 387, para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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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顯示精神上的異常，但在緊急狀態下，這種要求可能被捨棄351；其次，這些證

據所呈現出的精神異常類型與程度，必須足以正當化強制性的人身拘束； 後，

人身自由拘束的持續必須和精神異常狀態之繼續存在一致，因此，國家有定期審

查這種人身自由剝奪是否仍繼續有合法性之義務352。唯關於 後這一點之要求，

人權法院認為，即使精神異常狀態已不再存續，成員國還是有決定是否釋放被拘

束人的相當裁量權，因為精神異常的判斷方法並非非常準確的科學方法，國家必

須花費相當時間才能決定是否要結束對該人之自由剝奪，此外，人權法院也承

認，對於被釋放的精神異常者，國家還是得採取一定的監管手段，只要精神異常

有復發可能353。要適用這種容許例外，必須是拘束精神異常人乃出於對該人本身

或對公眾利益之保護，唯不必然代表被拘留之人有依本款請求受醫療之權利354，

不過，被拘留人的安置場所必須是「醫院、診所或其他適當處所」355，否則就是

不合法的自由剝奪。從人權法院的見解來看，公約第五條是要求自由剝奪必須是

在適當處所內為之，然並未要求成員國必須提供被拘留人適當的醫療。 

                                                

 

       第六款 為防止未經許可進入國境，或為驅逐出境或引渡而正有程序之進

行而為之合法拘捕 

    本款所允許之人身自由拘束可細分成三種類型：為防止未經許可而進入國

境、為驅逐出境或為引渡而為者，不過史特拉斯堡裡和本款相關之案件多數是對

後兩者之爭執，也就是驅逐出境或引渡程序進行中的自由剝奪356，關於非法入境

的案件相對比較少。在判斷該自由剝奪行為是否合法時，對於什麼是「未經許可」

而進入國境、或是構成驅逐出境或引渡之理由為何，都牽涉到國內法之規定，史

 
351 Winterwerp v Netherlands (1979) 2 EHRR 387, para 42. 
352 Winterwerp v Netherlands (1979) 2 EHRR 387, para 55. 
353 Johnson v United Kingdom (1992) 27 EHRR 296. 
354 但是有可能會違反公約第三條。 
355 Ashingdane v United Kingdom (1985) 7 EHRR, para 44. 
356 程序進行的結果可能是不引渡或不驅逐出境的決定，基本上該決定不會使程序中的人身拘束

變成不合法的行為；參見X v Germany (1983) 5 EHRR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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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斯堡的決定原則上都相當尊重各成員國各自的法律規範357，僅審查拘束人身

自由行為本身的合法性，而不干預國內法規要如何規定此等事由、或國內法院對

該類法規解釋及做成的決定358，但應注意，如果國家剝奪自由所欲達成之真實目

的和其表面上所進行的程序不一致時，例如以驅逐出境命令達成引渡效果者，還

是會被人權法院認為是不合法的自由剝奪359。拘捕行為的方式、時間長短、效果

與執行方式都會影響人權法院對該行為合法性之判斷，像是引渡或驅逐出境的決

定程序若是期間過長或遲延，就有被人權法院認為拘捕行為是不合法之行為360。

雖然不同案件下，事實基礎也不盡相同，人權法院的決定因而會有所差異，但若

涉及國家安全時，法院對成員國的國家機關行為之審查會比較寬鬆361。 

    基本上，只需要有上述六款中任何一款的正當化事由，公約成員國的自由剝

奪行為即得成為容許之例外362，但個人之所以被剝奪人身自由，也可能是根據超

過一款之列舉例外，這種情況可能是同時也可能是先後連續發生，例如原先依據

第三款來拘留刑事被告，在有罪判決之後改依第一款規定為之；雖然每一款例外

都有其不同規範目的與法定要件，但是仍有可能在同一案件的同一被拘束人同時

符合兩款以上的容許例外規定，在人權法院比較多的案例是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要

件同時符合363。 

 

                                                 
357 因此人權法院並不要求自由剝奪行為必須是出於防止被拘捕人犯罪、逃亡等情事發生之理

由；參見Chahal v United Kingdom (1996) 23 EHRR 413, para 112; Bozano v France (1986) 9 EHRR 
297, para 60. 
358 但是國內法條文仍必須是明確且可預見的，也就是具備法律明確性。Zamir v United Kingdom 
(1986) 8 EHRR 108, para 87; Chahal v United Kingdom (1997) 23 EHRR 413, para 112. 
359 Bozano v France (1986) 9 EHRR 297. 本案申訴人是一名在法國國境內之義大利國民，其因謀

殺罪被義大利法院下了有罪判決，但將之引渡回義大利的命令申請被法國法院駁回，之後法國政

府改以驅逐出境的方式將申訴人強行送到瑞士，在不被容許對該決定提出異議的情況下，申訴人

被送到瑞士後又馬上被引渡回義大利，人權法院判決認為該驅逐出境決定違反法國國內法規定，

拘捕該人的行為由此與國內法規牴觸，而被認為是不合法的。 
360 適當的程序決定時間長度受個別案件的複雜性影響；參見Application 8081/77: X v United 
Kingdom (1977) 12 DR 207; Application 10400/83: Z v Netherlands (1984) 38 DR 145; Quinn v 
France (1995) 21 EHRR 529. 
361 對照Amuur v France (1996) 22 EHRR 533和Chahal v United Kingdom (1997) 23 EHRR 413兩個

案子。 
362 當然還是必須符合合法性的要求，並提供第五條第二款以下的程序權上保障。 
363 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p. 365-366. 

 92



  第三節  人身自由被剝奪者應被保障之權利 

    第一項 公約第五條程序保護規範概論 

    公約第五條第二到五項規定了自由被剝奪者應被保障之權利，縱使是具備

第一項所列舉之容許例外事由，仍必須提供被拘捕人第二項以下規定之權利保

障，否則成員國仍會被認為是違反公約之要求。第五條第二項和第四項對任何自

由被剝奪之人都有適用，不論其是否為刑事犯嫌，而第三項則是特別針對因第一

項第三款事由的刑事犯嫌所做之特別規定，一旦確定國家機關的行為違反公約第

五條各項所定之要求，被剝奪自由之人就得依第五項請求損害賠償。 

     

    第二項 受告知的權利 

    公約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任何被逮捕之人，均應立即以其所了解之語言告

知其被逮捕之理由及被控罪名。」雖然條文的文字是規定被「逮捕」之人有受告

知其被逮捕之理由及「被控罪名」364的權利，但其實本條適用的對象及於一切被

逮捕拘留之人，亦不問其身分是否為刑事犯嫌365。唯逮捕機關的告知義務不單是

在被拘捕之人首次被剝奪人身自由的時候應為之，假若同一人經附條件之釋放後

又因故再次遭拘束，縱使其遭剝奪人身自由之基礎事由在前後都未改變，拘捕機

關仍必須重新告知，且即使被拘捕人未經釋放，若在人身受拘束期間，自由剝奪

的理由有所變更或有新的相關事實提出，亦必須踐行告知義務366。 

    告知不僅必須以被拘束人了解之語言367，亦應以淺顯、非專業術語的語詞為

                                                 
364 人權法院認為，從公約規範目的來看，當初公約的立法者原意並非要將第五條第二項的適用

限縮在刑事犯嫌的案件，因此即使是依第一項第五款下精神異常而被剝奪人身自由之人亦得適用

第二項規定；Van der Leer v Netherlands (1990) 12 EHRR 567, para 27-29; X v United Kingdom 
(1981) 4 EHRR 188, para 64-65. 
365 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p. 367-368; Lord Lester of Herne QC and David Pannick QC (general editors), Huma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 p. 183. 
366 X v United Kingdom (1981) 4 EHRR 188, para 63- 66. 
367 在Delcourt v Belgiumㄧ案中，以法語為母語之申訴人被逮捕時，儘管警方所依之逮捕令是以

荷蘭文寫成，但逮捕後警方立即以法語詢問該人，從警詢內容事實上即足以了解逮捕理由，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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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包括了其被拘束之事實上與法律上基礎事由，蓋既然公約第五條在於規範人

身自由的保障，被容許之例外亦必須被嚴格審視，是否符合公約所定之合法性要

件，因此被拘束人應有獲得相關資訊的權利，無論是事實面或是法律面，都有可

能影響到拘捕的合法性，又被拘捕人根據第五條第四款規定下之權利，得尋求法

院之救濟以究追拘捕是否合法並藉此重獲自由368，這也是公約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和第六條第三項第一款的區別之一，雖然這兩個規定在刑事犯嫌的案件中可能有

所重疊，然兩者規範目的不同，前者規定之告知義務乃是為保障第五條第四項下

究追拘捕合法性之權利，而第六條乃為保護被告在審判中的防禦權369。 

    被拘捕人應被告知其被剝奪人身自由的理由，在刑事案件尚應告知其被控之

罪名。究竟告知內容應詳細到什麼程度才是盡了第五條第二項所規定之告知義

務，由於不同案件中事實情況也都會不同，必須考量各案的差異，然無論如何至

少必須使被拘捕人知曉其遭拘捕之事實上與法律上根據370。單純的告知本案可能

適用之法條一般而言371並不能算是充分的告知372，如果被拘束人被拘捕的原因

是由於其被懷疑觸犯刑事罪名，不僅應告知該拘捕理由與罪名，亦應告知拘捕決

定所依據的事實基礎373，唯只要拘捕機關的告知內容已足以為拘捕提供充分正當

理由，則不必然一定須將被拘束人之後可能被控之罪名全部加以一一告知374。此

外，應特別注意的是，史特拉斯堡的見解認為，告知並非一定要以明示的方式告

知，如果被拘捕人得以推知的方式事實上了解被拘捕之理由和罪名，則告知義務

已算履行375。至於告知的方式，並無特定形式之要求，不須以文書方式提供，亦

                                                                                                                                            
人權委員會認為被告國並未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368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United Kingdom (1990) 13 EHRR 157, para 40. 
369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 Vol.1, p. 497. 
370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United Kingdom (1990) 13 EHRR 157, para 40. 
371 對恐怖份子似乎不見得如此，見注 375。 
372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United Kingdom (1990) 13 EHRR 157, para 41. 
373 Application 8098/77: X v Germany (1978) 16 DR 111. 
374 McVeigh, O’Neill and Evans v United Kingdom (1981) 5 EHRR 71, para 210. 
375 在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United Kingdom和Murray v United Kingdom兩個案子中，申訴人

都是被疑為涉及恐怖活動的北愛共和軍(IRA)成員，英國政府在逮捕當時僅對其告知其可能觸犯

的相關法條，卻未明確地提供任何其他關於拘捕理由之資訊，然人權法院判決認為，由於申訴人

根據當時所處之情況，以推論的方式得知悉拘捕的理由，故沒有第五條第二項之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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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口頭告知的方式為之376。 

    公約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告知必須「立即」為之，所謂「立即」，並非要求

告知一定要在逮捕進行當時的同一時刻踐行義務，只要是在逮捕完成後之適當時

間內，就算是在警詢之時為之亦無不可377，該適當時間之容許長度根據不同個案

也會不同，並無一固定上限378。   

 

   第三項 刑事犯嫌特別受保障之權利 

    公約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任何依本條第一項第三款逮捕或拘留之人，均應

立即移送交法官或其他依法執行司法權之人，且應有權於合理期限內受審或交保

待審。交保得以出庭受審為條件。」本項的權利保障是特別為刑事犯嫌而設，規

範目的在於藉由司法以控管刑事程序中行政機關的干預行為，將國家任意剝奪個

人人身自由的危險降到 低379。 

 

       第一款「立即移送交法官或其他依法執行司法權之人」 

    本項所提供權利保障之第一個面向，即被拘捕之人必須「立即」移送交「法

官或其他依法執行司法權之人」，由於拘捕通常是由行政機關(尤其是警察機關)

發動，而被拘捕人也不一定會在自由遭剝奪之後馬上被送交司法機關，本項如此

規定限制了被拘捕人被置於行政權控制下之拘束的時間，並且各公約成員國其國

內之相關機關必須「主動」移送交有管轄權之司法機關，而不待其他申請程序為

要件，否則將使本項所定之權利保障變質，何況這種主動移送之特點，也是第三

                                                 
376 Lamy v Belgium (1989) 11 EHRR 529, para 31. 
377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United Kingdom (1990) 13 EHRR 157, para 41; Murray v United 
Kingdom (1994) 19 EHRR 193, para 76. 
378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United Kingdom案中，三名申訴人裡， 長的間隔期間大約是七小

時，Murray v United Kingdom案比較短，大約是一個半小時，以上兩案人權法院都認為仍在合於

「立即」要求的範圍內；但在Van der Leer v Netherlands案中，間隔期間將近十天，就被認為不符

合條文所定之「立即」要求。   
379 Brogan v United Kingdom (1989) 11 EHRR 117, para 58; Bozano v France (1986) 9 EHRR 297, 
para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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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和第四項規定的區別之一380。「法官或其他依法執行司法權之人」的意義，與

第一項第三款之「有管轄權之司法機關」相等381，簡言之，人權法院要求的乃是

實質意義的司法機關，必須具備司法應有之「獨立性」，而非從屬於行政機關，

必須獨立於調查機關或檢察機關，具超然中立性，並且有權做出釋放被拘束人之

有效決定。人權法院並且在判決382中強調，即使是符合「獨立性」要求之司法機

關，還必須同時提供程序上與實質上之保障，方符合本項要求：就程序上而言，

該機關應將被拘束人帶至其面前進行聽審；就實質上而言，其應考量一切關於拘

捕，不論是贊成或反對之事實情況，並參照法所定之標準，做出應拘留或是釋放

之決定。換言之，該司法機關必須實質上有盡其義務，發揮其功能。 

    移送交司法機關必須「立即」為之，根據人權法院的見解，儘管是否符合「立

即」之要求，應根據不同案件事實的特定情況來衡量之，然無論如何應從本項之

規範目的解釋之，從而不同案件即使有個別不同情況，其被容許之彈性必須受到

相當的限制，以免違反公約所要求人身自由保障之 根本基礎383。人權法院並沒

有為「立即」下一個確切的天數做為衡量的原則384。原則上被拘捕人遭拘留的時

間越長，越有可能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385，除非成員國以國家面對之緊

急狀況為由而依公約第十五條提出免責386。     

 

       第二款 「應有權於合理期限內受審或交保待審」 

                                                 
380 McGoff v Sweden (1982) 31 DR 72; TW v Malta (1999) 29 EHRR 185, para 43. 
381 Schisser v Switerland (1979) 2 EHRR 417, para 29; Lawless v Ireland (1961) 1 EHRR 15, para 14; 
Ireland v United Kingdom (1978) 2 EHRR 25, para 199. 
382 Schisser v Switerland (1979) 2 EHRR 417, para 31. 
383 Brogan v United Kingdom (1989) 11 EHRR 117, para 58 and 59. 
384 Brogan v United Kingdom (1989) 11 EHRR 117, para 60. 本案的申訴人被警察機關根據 1984 年

反恐法拘留超過四天，人權法院判決認為這已違反第五條第三項「立即」送交法院的要求。  
385 例如，Koster v Netherlands (1991) 14 EHRR 396 (五天)、Duinhoff and Duif v Netherlands (1984) 
13 EHRR 478 (八天)、Aksoy v Turkey (1996) 23 EHRR 553 (至少十四天)、McGoff v Sweden (1984) 
8 EHRR 246 (十五天)都被認為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項。 
386 Brannigan and McBride v United Kingdom (1994) 17 EHRR 539. 本案申訴人因為涉嫌參與恐怖

活動而遭警察機關拘留長達七天，但被告國根據公約第十五條提出之免責為人權法院所接受，因

此未被認為違反第五條第三項；唯應注意，並非成員國提出免責就必然被人權法院接受，在Aksoy 
v Turkey案中，即使被告國一樣提出免責，然因為拘留期間超過十四天，又不受任何司法控管，

被拘束人被置於和外界無法通訊之情形，仍被人權法院判決違反公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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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規定的第二個權利保障面向，乃是被拘捕之刑事犯嫌「應有權於合理期

限內受審或交保待審」。解釋上應留意的是，這並非意指司法機關有權在合理期

限內提審或准許該犯嫌交保待審兩者之間擇一為之，本項之規範目的在於盡可能

縮短其被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間，該拘束狀態是否有存在之理由應受審查，因此該

犯嫌本來就有在合理期間內受審以及請求保釋的權利，使其在拘束已無正當理由

時得以獲釋387。儘管本項並非使受拘束之刑事犯嫌的保釋權受到絕對地保障，然

史特拉斯堡做成的見解指出，除非有「相關且充分之理由」(relevant and sufficient 

reasons)足以為拘留之繼續提供正當基礎，否則原則上在受審期間被拘束人應獲

得保釋388。該繼續拘留之理由應明確地顯示出保障公眾利益的真切需要，且該有

管轄權之國內司法機關必須將支持或反對保釋的理由均予以考量，並對無罪推定

原則給予適當之注意，且應對採信或不採信之原因做出論理之說明，該說明必須

提供具體的說理，而不能僅是抽象或僵固的詞句389。此外，是否准予交保之決定

過程，該拘留中刑事犯嫌之武器平等要求應受到保護，司法機關應使其有適當機

會得知控方所掌握之資證內容390。同時，繼續拘留的正當化基礎事由必須在整個

拘留期間都持續存在，否則繼續拘留即成為一不合法的自由剝奪狀態391。至於有

哪些理由是被人權法院認為是「相關且充分之理由」，可分成四者：該刑事犯嫌

有逃亡之虞、有干擾司法程序進行之虞、為防止其再次犯罪以及為保障公共秩序

之目的。  

 

       第三款 人權法院提出之四種「相關且充分之理由」(relevant and 

sufficient reasons) 

                                                 
387 Wemhoff v Germany (1968) 1 EHRR 55, para 4 and 5; Neumeister v Austria (1968) 1 EHRR 91, 
para 4. 
388 Wemhoff v Germany (1968) 1 EHRR 55, para 12. 
389 Letellier v France (1991) 14 EHRR 83, para 35; Yagcu and Sargin v Turkey (1995) 20 EHRR 505, 
para 52. 
390 Lamy v Belgium (1989) 11 EHRR 529, para 29. 
391 但在第一審有罪判決做出後，上訴期間內的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拘束，則非在本項規範範圍內，

蓋此時被拘束人處於是第一項第一款下得自由剝奪，而非第三款；Wemhoff v Germany (1968) 1 
EHRR 55, para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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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防止刑事犯嫌逃亡做為拒絕保釋的理由是可以想見的，這在許多國家的刑

事程序法規都有所規範，而在史特拉斯堡也有許多相關案件的被告國以此為訴

求，但人權法院的判決顯示，究竟是否有逃亡的危險必須綜合考量許多因素，然

後做出一整體判斷，認為相較於刑事犯嫌逃亡的風險，剝奪其人身自由是不得已

的兩害取其輕之做法時，方拒絕將其交保392。考量的因素包括該犯嫌的人格特

質、逃亡本身的可能性、其與進行刑事手段知該國的各種連結，如其住居所、工

作、資產、親屬關係等和該國關連的緊密程度等393，如果這連結越弱，犯嫌逃亡

的危險通常越高，支持繼續拘留的理由也會更充足394。除此之外，刑事犯嫌被控

罪名之刑罰輕重，亦為非常重要，但絕非唯一的考量因素，不能單獨成為拒絕交

保的事由395。如果被拘束之刑事犯嫌所面臨的可能刑罰是監禁刑，隨著繼續拘留

時間的流逝，由於該拘留時間會從將來可能的刑期中扣除，而該刑罰的長短對其

逃亡的刺激誘因也會下降，導致以刑罰輕重作為支持繼續拘留原因的力度將被削

弱396。若防止刑事犯嫌逃亡是拒絕交保的唯一基礎理由，只要有足夠的擔保確定

該犯嫌會出庭受審，司法機關就必須做出准許保釋的命令397。 

    如果有充足事證顯示，被拘束之犯嫌若獲釋將有干擾司法程序進行的風險存

在，司法機關也能據此做為拒絕交保的理由398。單純有潛在風險存在並不足以成

為拒絕交保的充分事由，必須有可資確認的事證構成支持的理由基礎399。干擾司

法程序進行的行為，包括勾串本案其他可能的犯嫌、騷擾或企圖影響證人、湮滅

證物等400。 

    為了保護公眾利益之目的，防止刑事犯嫌再次犯罪亦得成為繼續拘束該犯嫌

                                                 
392 Stögmüller v Austria (1969) 1 EHRR 15, para 15. 
393 Neumeister v Austria (1968) 1 EHRR 91, para 10; Letellier v France (1991) 14 EHRR 83, para 43; 
Stögmüller v Austria (1969) 1 EHRR 15, para 15. 
394 Stögmüller v Austria (1969) 1 EHRR 15, para 15. 
395 Neumeister v Austria (1968) 1 EHRR 91, para 10; Letellier v France (1991) 14 EHRR 83, para 43. 
396 Neumeister v Austria (1968) 1 EHRR 91, para 10. 
397 Wemhoff v Germany (1968) 1 EHRR 55, para 15. 
398 Wemhoff v Germany (1968) 1 EHRR 55, para 25. 
399 Clooth v Belgium (1991) 14 EHRR 717, para 44. 
400 Letellier v France (1991) 14 EHRR 83, para 39; Wemhoff v Germany (1968) 1 EHRR 55, para 25; 
Clooth v Belgium (1991) 14 EHRR 717, para 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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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由401。人權法院判決接受這種預防性的拘留，認為即使是受無罪推定之刑事

犯嫌，如果其確實有很高的危險可能再次犯下與其被控之罪名同一類型之犯罪，

則為了防衛公眾安全，是可以拒絕將其交保的402。並非所有案件都能以此為由來

拒絕保釋，該風險必須是明顯可見的，包括該犯嫌過去的犯罪紀錄403、人格特質

等都可成為判斷的參酌因素404。 

    如果允許刑事犯嫌之保釋將對公共秩序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繼續拘留之決

定是被暫時容許的405。唯必須是該刑事犯嫌被控之罪對社會公眾有特別廣深之影

響，而激起公眾對該罪相當的反應，例如恐怖組織的預謀犯罪造成死傷的情況，

才能認為是保釋的確有可能會對公共秩序造成破壞，並且這種可能隨著時間經過

而消退，如果危險已不存在，就不能再以此為由拒絕保釋406。 

    公約第五條第三項條文 後一段規定：「交保得以出庭受審為條件」。換言

之，即使保釋被允許，該保釋決定仍可附加條件或課與一定義務要該刑事犯嫌遵

守，目的在於確保其出庭受審。例如，命令該刑事犯嫌交出駕照或旅行所需之文

件407、限制住居408、提交一定金額的保釋金409等。保釋金金額數目之訂定應參

酌該犯嫌之資力，若為犯嫌以外之其他人提供之保釋金，除了考量此人之資力，

還必須考量其與犯嫌的關係410。  

       第四款「合理期間內受審」  

    即使刑事犯嫌在案件繫屬中被繼續拘留，仍應在「合理期間」內受審，如果

該案程序未以適當速度進行，將會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項規定。因為被拘束之刑

事犯嫌的保釋被拒絕，人權法院認為此時司法機關在本案程序中就必須盡「特別

                                                 
401 Wemhoff v Germany (1968) 1 EHRR 55, para 14. 
402 Matznetter v Austria (1969) 1 EHRR 198, para 9. 
403 例如過去曾被定罪、與本案罪名類似的犯罪案件，都可作為參酌；Clooth v Belgium (1991) 14 
EHRR 717, para 43. 
404 Clooth v Belgium (1991) 14 EHRR 717, para 42; Letellier v France (1991) 14 EHRR 83, para 39. 
405 Letellier v France (1991) 14 EHRR 83, para 51. 
406 Letellier v France (1991) 14 EHRR 83, para 51; Tomasi v France (1992) 15 EHRR 1, para 91. 
407 Stögmüller v Austria (1969) 1 EHRR 15, para 15. 
408 Schmid v Austria 44 DR 195 (1985). 
409 Wemhoff v Germany (1968) 1 EHRR 55, para 25. 
410 Neumeister v Austria (1968) 1 EHRR 91, par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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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special diligence)義務，該犯嫌有權要求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必須優先處

理該案件，唯相關機關在處理案件時仍必須顧及辦案的品質，而必須維持適當應

有的注意，至少應使司法機關認構釐清事實，以及檢辯兩造能夠在法庭上呈現其

論理爭點411。不過，人權法院並未劃定一確切的期限做為受審「合理期間」的上

限，必須根據不同案件事實與情況做個別的判斷，在某些案件中被告國刑事程序

所花費的時間，被人權法院認為是「合理期間」而未違反公約要求，不代表在另

一案件中，相當甚至更短的程序進行時間，法院就會做出相同的判斷412。有學說

413指出，早期史特拉斯堡在處理相關案件時，對「合理期間」的解釋避免採取太

嚴苛的解釋，即使刑事犯嫌在受審期間遭長期羈押，如果被告國能呈現出該案件

的複雜性而需要更長的審理時間，人權法院大抵而言不會認為有公約第五條第三

項之違反，然隨著時間推移，類似案件的累積，人權法院逐漸轉向較過去嚴格的

審查標準，單單訴諸案件複雜性不再能構成充足的延審正當理由，如果遲延是由

於被告國機關效率的問題，更不能因此將不利益歸給該刑事犯嫌承擔。  

 

   第四項 爭執拘捕合法性之權利 

       第一款 必須是「有效的」救濟     

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規定：「任何被逮捕或拘留而遭剝奪人身自由之人，應有

權藉由司法程序而使法院儘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或為非法而獲釋。」 與第

三項之規定不同，本項適用於一切被剝奪人身自由之人，無論剝奪自由的理由為

何，本項規範目的仍在於透過司法控管來達成人身自由權利之保障，確保合法的

                                                 
411 Letellier v France (1991) 14 EHRR 83, para 35; Clooth v Belgium (1991) 14 EHRR 717, para 36; 
Tomasi v France (1992) 15 EHRR 1, para 84 and 102; Wemhoff v Germany (1968) 1 EHRR 55, para 
17. 

412 例如，在W v Switzerland (1993) 17 EHRR 60 一案中，受審時間長達四年六個月，因法院認為

被告國繼續拘留該刑事被告是有充分理由，而且必須考量道該案件的複雜性，而認為沒有第五條

第三項之違反；然在Toth v Austria(1991) 14 EHRR 51 案中，受審期間約歷時兩年，卻被人權法

院認唯有違第五條第三項的合理期間要求。 
413 Stephen Grosz, Jack Beatson Q.C., and peter Duffy Q.C., Human Rights- The 1998 Act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pp. 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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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剝奪僅是例外容許之情況414。本項被認為是公約的「人身保護令」規定，要

求各成員國的國內法院必須建立適當的權利保護機制415，該機制必須是「有效」

的救濟416，提供自由被剝奪之人即時的司法救濟，亦即承認了自由被剝奪之人是

可以爭執自由剝奪行為合法性的，且國內法院有義務儘速解決此爭執417。法院並

不須要對該自由剝奪行為的每一個細節都做詳細的察究，但至少必須審查該行為

合法性之 基本的基礎，包括程序上之保障418。雖然一般而言人身自由剝奪行為

大多是由行政機關為之，但某些成員國的國內法規下，某些特定情況下的自由剝

奪是由法院為之，在這種情況中，人權法院認為，原則上該法院在決定時，被拘

束人要求爭執拘捕合法性之權利已在法院的決定過程中被納入保障，而無提供進

一步爭執機會之必要419。但即使 初的決定是由法院以司法程序做成者，對於下

級法院所做成之決定，拘束人仍應被給予向上級法院請求救濟的機會，上級法院

同樣應「儘速」做成判斷，否則仍有違反公約要求之可能420。本項雖然要求各成

                                                 

ara 

ed 

414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1971) 1 EHRR 373, para 76. 
415 必須給予被拘捕之人爭執拘捕合法性之機會且法院必須儘速決定，即使拘捕行為是合法的，

如果沒有給予符合第四項要求之救濟權保障，還是一樣會被認為是違反公約規定，因此本項是獨

立的保障，；參見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1971) 1 EHRR 373, para 73; Zamir v United 
Kingdom (1983) 40 DR 42. 
416 RMD v Switzerland (1997) 28 EHRR 224, para 54. 本案申訴人的拘留處所轉換多次，分別位於

被告國境內七個不同的州，雖然其依被告國國國內法，不論被拘留人身在任何一個州，都可以向

法院申請保釋，然由於國內法規定一旦轉換拘留地，該程序就必須重新進行，申訴人的案件一直

無法順利地在法院接受審查，致使人權法院認為這種司法救濟事實上沒有提供有效的救濟機會，

而判決被告國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 
417 Mark W. Janis, Richard S. Kay, and Anthony W. Bradley,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Text and 
Materials, p. 690. 
418 Ashingdane v United Kingdom (1985) 7 EHRR 528, para 52; E v Norway (1990) 17 EHRR 30, p
50. 由於各國國內法規的規定不同，對該司法救濟要採取怎樣形式的程序也會有所不同，人權法

院在審查各成員國是否符合第五條第四項要求時，重點不在於是哪個法院或以什麼樣形式的程

序，而是該國內法院有沒有提供充分之救濟，在幾個以英國為被告國的相關案件中，有些案件是

涉及以人身保護令做為救濟手段(例如X v United Kingdom (1981) 4 EHRR 188 和Brogan v Unit
kingdom (1988) 11 EHRR 117)，有些則是司法審查程序(例如Zamir v United Kingdom (1983) 40 DR 
42 和 Weeks v United Kingdom (1987) 10 EHRR 293)，人權法院對被告國是否符合第四項規定的

判斷關鍵還是在於進行相關司法程序是否提供有效的救濟，而非形式上是人身保護令還是司法審

查。像在X v United Kingdom案，人身保護令被認為並不符合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要求，蓋當因精

神異常而被拘留之人，對精神狀態之認定有所爭執時，人身保護令卻無法審查該爭執並提供有效

之救濟，做出釋放該人之有拘束力命令。但在Brogan v United kingdom案，對於被拘捕之刑事犯

嫌(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人身保護令就是符合公約要求的司法救濟程序。 
419 Engel v Nrtherlands (1976) 1 EHRR 467, para 77;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1971) 1 
EHRR 373, para 76. 
420 Luberti v Italy (1984) 6 EHRR 440, para 35 and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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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必須提供司法救濟的機會，但並未要求要提供對該司法決定上訴的機會，也

就是第二級的救濟，然若國內法有提供上訴救濟之規定，該上訴救濟程序還是必

須符合本項要求421。 

在本項規定下爭執拘捕合法性的司法程序中，應由拘捕者負起證明義務來證

明拘捕行為的合法性422。法院的審查並非要取代原本拘捕決定機關的裁量權，然

法院審查的範圍亦不能過分狹隘，至少，納入考量之範圍，必須足以使法院能夠

判斷，該決定是否符合使自由剝奪具有合法性的基礎法定要件之要求423，若法院

未對自由剝奪之決定做出任何實質的審查，像是是否有符合合法性要求的基礎理

由存在等，而僅審查決定機關形式上有無管轄權，就會被認為是違反本項規定之

要求424。 

 

   第二款 「法院」與「司法程序」的保障要求   

本項所定之「法院」，雖然其組織不必是個成員國國內司法體制下所定義之

典型(standard)法院，唯本質上同樣必須俱備獨立於行政機關與兩造當事人的超然

中立性，足以為爭執案件提供適當的程序保障425，並且有充分權限得以做出釋放

被拘束人的有效決定426。人權法院為確保法院的公正性，進一步認為，即使符合

獨立於行政機關、兩造當事人的中立性要求，但如果該案件的承審法官，之前曾

參與構成拘捕行為發動之基礎理由的決定，則仍會違反本項之要求427。 

除了對「法院」的公正獨立性有所要求，人權法院尚對自由被拘束人究追拘

捕合法性之權利提出更細緻的程序保障內涵，該救濟程序必須是一「司法程序」，

然不同基礎理由之拘捕因其個別案件性質不同，對「司法程序」的保障要求也會

                                                 
421 Toth v Austria (1991) 14 EHRR 551, para 84. 
422 Application 9174/80: Zamir v United Kingdom (1983) 29 DR 154. 
423 E v Norway (1990) 17 EHRR 30, para 50.  
424 Chahal v United Kingdom(1996) 23 EHRR 413, para 130. 
425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1971) 1 EHRR 373, para 76 and 77; Weeks v United 
Kingdom (1987) 10 EHRR 293, para 61. 
426 X v United Kingdom (1981) 4 EHRR 188, para 58-61. 
427 例如，在因為違反法院命令或法定義務(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而為之拘留，參與決定該

命令或義務之法官，之後在究追拘留合法性的司法救濟程序中，又擔任決定合法性之法官的情

形；Weeks v United Kingdom (1987) 10 EHRR 293, para 61. 

 102



不同428，不過，假若被拘束人所面臨之人身自由拘束期間可能是一段相當長的時

間，則其所享有之司法程序權利至少應和刑事程序之被告相當429。該司法救濟程

序必須符合「對抗制」的原則，尤其必須確保兩造當事人的武器平等，因此兩造

應有向法院提供意見或相關事證的相等機會，並且被拘束人應被給予適當機會得

以接觸控方提出之資證430，以及適足的合理時間以為該程序之提出做準備，該時

間的長度必須足以使救濟之具體實踐可能性不會因為準備時間過短而受到限制

431。   

直接審理原則是否是本項規定所要求之程序保障，或自由被剝奪之人是否有

權要求在法庭上法官面前直接陳述的聽審權，人權法院曾在相關案件的判決中表

示，原則上該自由被剝奪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應有參與聽審之權利432，不過，如

果法院的程序並未讓自由被剝奪之人參與聽審，卻僅根據其提供之書面來做成決

定，唯就算法院一開始就給予該自由被剝奪人聽審之機會，也無任何理由可使人

相信這會對法院的決定造成什麼影響時，則即使該人未在法官面前直接表達其意

見，亦不會違反公約要求之程序保障433。 

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的程序保障還包括提供必要的法律協助(legal 

assistance)，也就是被拘束人有受專業律師協助的權利，這是從武器平等原則要

求衍生而來，如果沒有專業法律協助則無法有效利用司法救濟來挑戰拘捕行為合

法性時，就有法律協助之必要性434，而在被拘束人精神狀態異常或尚未成年而導

致其無法有效地為訴訟行為時，更必須提供其特別的程序保障，得由律師協助或

                                                 
428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1971) 1 EHRR 373, para 78. 
429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1971) 1 EHRR 373, para 78 and 79. 
430 Toth v Austria (1991) 14 EHRR 551, para 84; Lamy v Belgium (1989) 11 EHRR 529, para 29. 
431 二十四小時的準備時間被認為過短，而對請求救濟人的權利造成不合理的限制；參見

Farmakopoulos v Belgium (1992) 16 EHRR 187. 
432 Farmakopoulos v Belgium (1992) 16 EHRR 187, para 46. 
433 Sanchez- Reisse v Switzerland (1986) 9 EHRR 71, para 51. 不過在本案中人權法院還是傾向認

為，請求救濟的被拘束人的聽審權應當是被給予保障的，Ganshog van der Meersch 以及Walsh法

官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表示，書面審理不符合公約之保障要求，聽審權應是基礎的程序保障之

一。除此之外，人權法院仍認為被告國並未達到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下武器平等原則之程序保障要

求。 
434 Bouamar v Belgium (1987) 11 EHRR 1, para 60; Megyeri v Germany (1992) 15 EHRR 584, para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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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其在法官面前陳述意見或進行言詞辯論435，且法律協助在聽審程序開始前就必

須給予436。如果法律協助有其必要，爭執拘捕合法性之被拘束人卻無資力尋求專

業法律協助時，國家必須主動提供協助437。 

 

   第三款「儘速」做出決定  

本項要求法院必須對拘捕合法性「儘速」做出決定，本項在時間迫切性的要

求密度上較第三項的「立即」為低438，這種「儘速」之要求可以分成兩部分：首

先，在拘捕行為之後，司法救濟必須「儘速」開始進入審查程序，其次，程序一

旦開始，法院就必須「儘速」做成決定439。至於究竟應當在怎樣長度的時間內達

成上述進度，才是符合公約之期待，史特拉斯堡並沒有提出絕對的時間上限，而

是根據不同個案之不同情況個別判斷，相關的參酌因素包括法院進行程序時所付

出心力的積極程度、可歸咎被拘束人的程序遲延或是其他相關考量事項440。若系

爭期間的長度從表面來看顯然給予人不符合「儘速」之期待時，必須由被告國來

負擔證明義務說明程序之所以延長的理由441。組織具有效率的司法體系以有效實

踐公約規定之要求，是各成員國的義務，因此法官工作負荷過重並不能成為程序

遲延的正當理由442。  

   第四款 自由剝奪狀態繼續中的定期合法性審查443 

公約第五條第四項所保障之權利，在自由剝奪狀態仍在繼續中，如果剝奪自

由的基礎理由有所改變或是事實情況有變遷時，則法院必須對該自由剝奪的合法

                                                 

1993) 

435 Bouamar v Belgium (1987) 11 EHRR 1, para 60; Megyeri v Germany (1992) 15 EHRR 584, para 
22; Winterwerp v Netherlands (1979) 2 EHRR 387, para 60; Magalhaes Pereira v Portugal (2003) 36 
EHRR 49, para 56.    
 
436 Woukam Moudefo v France (1988) 13 EHRR 549. 
437 Megyeri v Germany (1992) 15 EHRR 584, para 27; Winterwerp v Netherlands (1979) 2 EHRR 387, 
para 66. 
438 E v Norway (1990) 17 EHRR 30, para 28. 
439 De Jong, Baljet and Van Den Brink v Netherlands (1984) 8 EHRR 20; Herczegfalvy v Austria (
15 EHRR 432. 
440 Sanchez- Reisse v Switzerland (1986) 9 EHRR 71, para 56.  
441 Koendjbiharie v Netherlands (1990) 13 EHRR 820, para 29. 
442 Bezicheri v Italy (1989) 12 EHRR 210, para 24. 
443 這對遭受不定期自由剝奪之人，例如精神疾患和終身監禁刑受刑人，特別具有保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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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重新究查，例如因精神異常而被拘留之人，其精神狀態已經改善而使人身自由

剝奪的必要性有所爭議的情況，不論是合理期間經過後，即由法院自動定期重新

審查，或是須待該人提出申請後方得為之，公約成員國有使繼續受拘束之人在合

理期間經過後，再次藉由司法程序爭執自由剝奪合法性的機會444。 

前述關於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的權利保障，對於基於法院之有罪判決而遭剝奪

人身自由之人，原則上並無適用445，但是若是剝奪人身自由行為之目的具有預防

性(preventive)，亦即為防止未來可能發生之損害時，自由剝奪繼續的基礎取決於

危險是否繼續存在，因此應在合理期間內進行定期的合法性審查446。不過，依據

某些公約成員國的國內刑罰法規定，刑罰的處罰目的不單是出於應報，也有出於

預防之需要者，例如英國將終身監禁刑區分成強制性終身監禁刑與裁量性終身監

禁刑447，在裁量性終身監禁型的情形，受刑人通常是對社會有嚴重危險性之犯罪

人，而刑罰事實上是由兩部分的刑期組成，在 低服刑期間的自由剝奪乃是為達

成刑罰之應報目的， 低服刑期間後的監禁刑，就是種預防性的自由剝奪，此時

就必須給予該受刑人公約第五條第四項所保障之權利，藉由司法程序使其繼續之

自由剝奪的合法性得重新受法院定期審查448，只有當該受刑人對公共安全的危險

性依然存在而有繼續監禁的必要性，該自由剝奪才是合法的，如果沒有在合理期

間經過後給予由法院定期重審合法性之機會，就會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的要

求。上述情況對於未成年之受刑人一樣適用，歐洲人權法院並不否認為了保護公

眾安全之必要，得將未成年人置於不定期的自由剝奪情況，但由於未成年人的性

格與危險性，隨著年齡增長可能發生相當大的轉變，這是重新審查之法院所必須

                                                 
444 X v United Kingdom (1981) 4 EHRR 188, para 51 and 52; Keus v Netherlands (1990) 13 EHRR 
700, para 24 . 
445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1971) 1 EHRR 373, para 76. 
446 Winterwerp v Netherlands (1979) 2 EHRR 387, para 55. 
447 請參照本文第三章第五節第三項的相關論述。 
448 Thynne, Wilson and Gunnell v United Kingdom (1991) 13 EHRR 666, para 76. 英國對此之回應

就是 1991 年刑事審判法第三十四條之修正，要求假釋主管機關在 低服刑期間經過後，必須定

期審查(受刑人提出申請)是否有繼續監禁受刑人必要的基礎理由存在之義務，並且該 低服刑期

間之長度必須在一開始就由科刑之法院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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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留意的449。 

 

   第五項 遭不合法拘捕者的受償權利 

    公約第五條第五項規定：「任何因違反本條規定之逮捕獲拘留而遭剝奪人身

自由之人，應有可強制執行之受償權利。」本項規定任何因為違反公約第五條規

定而權利受侵害者得享受償之權利，且該權利必須是得強制執行者，這和公約第

四十一條450人權法院得對權利受侵害者給予合理的補償之規定並不衝突451，當

然也不是多餘或重複的規定。公約第五條第五項和第四十一條的關係，其差別在

於，第四十一條是賦與人權法院補償權利受侵害人的權限，而第五條第五項卻是

規定權利受侵害之個人有向違反公約第五條義務之國家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換

言之，第五條第五項既是個人權利，反面言之也是國家義務，本項的違反本身即

得成為向史特拉斯堡提出申請案的標的452。舉例來說明，假若一個被非法拘捕之

人，經向拘捕國之國內法院尋求司法救濟後(該救濟程序符合第五條第四項要求)

獲釋，之後其向該國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卻被拒絕，此時該國就有違反第五條

第五項規定的情形；相對於此，該人如果在自由被剝奪期間所受到之待遇，有和

公約第三條要求不合的情形，但是國家拒絕對其受損之權利做出賠償，則該人不

能依第五條第三項提出申請案，若要適用第四十一條，也必須人權法院已經先確

定有第三條之違反453。 

    當遭違法拘捕之申訴人除了第五項外尚還主張被告國有第五條其他項規定

                                                 
449 Hussain v United Kingdom (1996) 22 EHRR 1. 
450 在第十一議定書(1998 年 11 月開始生效)修正之前是第五十條，其規定為：「如果法院判決認

為有違反公約或亦訂書之情況，且如相關成員國之國內法僅能提供部分賠償時，法院應於必要時

判決給予受損害之當事人合理賠償。」(If the Court finds that there has been a vio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r protocol thereby, and if the internal law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y concerned allows 
only partial reparation to be made, the Court shall, if necessary, afford just satisfaction to the injured 
party.) 中文翻譯參考陳隆志主編，國際人權法文獻選集與解說，頁 551。 
451 Brogan v United Kingdom (1988) 11 EHRR 117, para 67; Ciulla v Italy (1989) 13 EHRR 346, para 
45. 
452 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 389. 
453 同前注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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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違反時，史特拉斯堡不但得審查拘捕合法性，尚一併對被告國是否違反第五項

做出判斷454。申訴人雖然可以單獨主張被告國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五項義務，而未

經史特拉斯堡的決定在先確認拘捕行為不合法，則除非該拘捕行為已被國內法院

宣告為一不合法行為，否則申訴人的主張通常不會被史特拉斯堡接受455。 

    請求賠償之人必須受有損害，該損害不限於財產上的損害，也包括非財產上

的損害，如身體或精神上的痛苦，賠償的方式也不限於金錢賠償，但不能以「釋

放」做為賠償的方式，蓋本來在第四項規定下被違法拘捕之人本來就有獲釋的權

利456。成員國的國內法如果規定，因權利受侵害而導致損害的範圍程度，必須由

請求受償之人證明時，並不違反第五項的規定457。 

      

    

 

 

 

 

 

 

 

 

 

 

 

 

 

 

 

                                                 
454 Ciulla v Italy (1989) 13 EHRR 346, para 43- 45. 
455 Application 10313/83: Eggs v Switzerland (1984) 39 DR 231. 
456 Eggs v Switzerland (1984) 39 DR 231; Application 9990/82: Bozano v France (1984) 39 DR 119. 
457 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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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98 年人權法施行後英國人身自由保護法制之轉變 

  第一節 概論：英國人權法制的轉捩點 

    在 1998 年人權法完權生效施行以前英國的權利保護概念已如第二章所述，

雖然英國沒有一部法典化憲法或是成文法以正面方式明文規定人民的基本權

利，而是採用「反面」描述的方式，個人只要沒有違反法律或侵害他人自由，在

此範圍之內，其都享有自由而為的權利，這就是所謂的「剩餘權」458。個人權利

並非絕對的權利，而必須受到法律的規範，這在人身自由的情況當然也不例外，

尤其在刑事案件中，警察機關被賦與了相當廣泛的干預人身自由權限，在某些狀

況下甚至得剝奪個人人身自由一段相當長的時間459。除此之外，英國又是一個有

著「議會主權」460憲政傳統的國家，司法對立法的制衡相當有限，英國國內許多

制定法的規範，都與歐洲人權公約有所衝突，人身自由尤其和公約第五條緊密相

關，英國也因此多次成為被告國461，並有為數不小的敗訴紀錄。這種外來的刺激

對英國原本關於人身自由保障之法規產生衝擊，儘管並非是在 1998 年人權法之

後才開始發生，唯由於人權法將公約規定予以國內法化，解釋國內相關法規時也

必須參酌史特拉斯堡的決定462，且人權法第六條規定國家機關的行為必須符合公

約規定下對公約權利保障之要求，若個人的公約權利受到國家機關非法侵害，受

害人可以尋求司法救濟(第七條)463，故人權法是英國人權法制上一個相當重要的

轉捩點，而只要是與人身自由保護相關聯的部分，不論是在行政法、刑事法或是

民事法領域內，都有可能順應此衝擊而有轉變發生。   

 

  第二節 人權法施行前英國在史特拉斯堡涉及人身自由侵害的案件 

                                                 
458 請參照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一款。 
459 請參照第三章第四節。 
460 請參照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二款。 
461 胡慶山，歐洲人權公約對英國憲法的衝擊－一九九八年英國人權法成立的成立與課題，台灣

國際法季刊，第二卷第四期，頁 84-86。 
462 請參照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 
463 請參照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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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 被人權法院判決違反公約第五條之案件 

     以英國為被告國的眾多申請案裡，其中被申訴人主張英國違反公約第五條

規定的案件，在 1998 年人權法正式完全生效之前，共有十一件被史特拉斯堡認

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規定： 

(1) X v United Kingdom464 

    本案被告國(英國)被人權法院判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申訴人是一精

神疾患，英國國內法賦與行政機關(內政部長)廣泛的權限裁量來決定是否釋放因

精神疾患遭剝奪自由之人，雖然被拘束之人可以經由人身保護令尋求救濟，但人

權法院認為該司法救濟所為之審查有限，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濟，所以有違反公約

第四項規定的情形。 

(2) Weeks v United Kingdom465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申訴人是一被判處裁

量性終身監禁刑的受刑人，關於是否應給予受刑人假釋許可、取得之後該許可是

否應予撤銷的決定過程中，假釋委員會只具有提供建議的諮詢功能，而非一能做

出具有法律拘束力決定的司法機關，決定權仍掌握於行政機關之手裡，故被人權

法院認為不符合公約第五條第四項「法院」之要求。  

(3) Brogan v United Kingdom466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項。申訴人是一恐怖活動

嫌疑犯，遭到逮捕後又被警察機關拘留長達七日，而被人權法院認為違反公約第

五條第三項「立即」移送交司法機關的要求。  

(4)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United Kingdom467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申訴人被懷疑是恐怖

組織北愛共和軍(IRA)的成員，而遭警察機關拘捕。儘管被告國主張該拘捕行為

                                                 
464 (1981) 4 EHRR 188 
465 (1987) 10 EHRR 293 
466 (1988) 11 EHRR 117 
467 (1990) 13 EHRR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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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容許之例外，唯因被告國未能提出充足的客觀事證能證

明，有合理懷疑認為申訴人犯罪，故被人權法院認為是不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一項

的不合法之自由剝奪。 

(5) Thyne, Wilson and Gunnell v United Kingdom468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申訴人是一被判處裁

量性終身監禁刑的受刑人，在 低服刑期間經過後，被告國並未使受刑人有機會

得藉由法院定期審查自由剝奪繼續的狀態是否合法，故被認為違反公約第五條第

四項。 

(6) Hussain v United Kingdom469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申訴人與上案類似，

是一被判處裁量性終身監禁刑的受刑人。比較特別的是申訴人是一未成年的受刑

人。 

(7) Johnson v United Kingdom470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五項。申訴人因為

精神異常而被剝奪自由，但是後來情況好轉，本來已無繼續剝奪其自由的必要

性，而須停止該自由剝奪之狀態，但卻由於無法找到合適的監管機構來處置該人

(雖然不須剝奪自由，然釋放決定之管轄法院仍必須考量是否有對其為一定監管

措施，來替代自由剝奪之需要)，申訴人被繼續拘留在原醫院，人權法院認為這

種自由剝奪不合法，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一項。 

(8) Hood v United Kingdom471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項。申訴人的身分是一職

業軍人，因擅離職守罪而遭拘捕，並在軍事法院受審。因為人權法院認為該軍事

法院不符合第五條第三項下對司法機關的「獨立性」要求，判決被告國違反公約

                                                 
468 (1990) 13 EHRR 666 
469 (1996) 22 EHRR 1 
470 (1999) 27 EHRR 296 
471 (2000) 29 EHRR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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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第三項。 

(9) Caballero v United Kingdom472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項。申訴人是一刑事程序

進行中的被拘留犯嫌，在待審期間中向國內法院申請保釋，法院卻不經審查逕行

駁回，只因為申訴人有犯罪前科紀錄，人權法院因此判決被告國違反公約第五條

第三項。 

(10) Jordan v United Kingdom473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第五項。申訴人的身分

是英國常備軍的士官，因被控濫用通行許可而被其上級指揮官以簡易程序裁處二

十多天的禁閉，之後申訴人仍繼續處於自由剝奪的狀態，蓋其又被控詐欺取財等

多項罪名。人權法院認為，從申訴人遭逮捕開始，到後來的調查、罪名起訴以及

是否要拘留被告等，上級指揮官都有廣泛的決定權限，而不論從職務本質或是相

關程序來看，上級指揮官都不具備「獨立性」，與公約第五條第三項的「司法機

關」要求不符合，故被告國違反第五條第三項；再者，被告國對於該不合法得自

由剝奪，並未提供可強制執行的受償權利， 而同時有第五條第五項之違反。 

(11) Curley v United Kingdom474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第五項。申訴人是一被

判處裁量性終身監禁刑之受刑人，在服滿 低服刑期間後提出假釋申請，儘管假

釋委員會建議准許其假釋，然究竟是否准許假釋仍取決於內政部，而非由「法院」

儘速做成決定，故人權法院判決指出這顯然有違反公約第四項的情形。同時被告

國也被人權法院認為未提供申訴人可強制執行的受償權利，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五

項之要求。 

    前述英國所涉及與公約第五條相關的案件中，明顯可見，有相當多情形被人

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規定，而本節依案由事實背景，大致分

                                                 
472 (2000) 30 EHRR 643 
473 (2000) 31 EHRR 6 
474 (2000) 31 EHR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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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三種重要類型來分別討論：與恐怖活動有關、與精神疾患有關、以及與終身監

禁刑相關的案件。 

 

第二項 與恐怖活動相關的案件以及相關法令的轉變 

    對英國而言，與所謂「恐怖活動」的對抗，伴隨而來的爭議，如國家機關

權力的擴增，對人民基本權的侵蝕，並不是在「九一一事件」後才開始的，至少

三十年的時間，英國政府所面對的「恐怖活動」乃是來自其國境領域之內的英國

公民，其中 活躍也是英國政府 棘手的團體，就是「北愛爾蘭共和軍」(IRA)，

英國許多反恐法 主要適用的目標，其實也是針對這些北愛的紛擾而來，本來應

該是在戰時或緊急危迫狀態下才被容許的國家機關之擴權，在英國的立法過程卻

被接受是一種經常的存在475。然而，英國政府在處理北愛的恐怖活動時，所採取

的手段，有許多是以人身自由剝奪的方式達成，形成和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所規

定之義務相衝突的情形，英國因此多次在史特拉斯堡成為被告國。雖然在早期的

一些案子中逃過敗訴的羞辱476，但在 1980 年代後期，仍舊躲不過史特拉斯堡的

非難指責477。 

    儘管，公約僅將非常少數的個人權利以絕對(absolute)權的方式規定，在此種

情形下國家因此被課與絕對的權利保護義務，大多數的公約權利仍允許成員國在

「符合法定程序」與「民主社會中有其必要性」時限制公約權利，但在人身自由

之保護上，公約第五條又規定更嚴謹的程序保障，例如第二項的「告知義務」、

第三項的「合理期間內受審」等，在與恐怖活動牽涉的案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

                                                 
475 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8), pp. 201-202. 
476 例如：McVeigh, O’Neill and Evans v United Kingdom (1981) 25 DR 15 案中，申訴人是在要從

愛爾蘭進入英國國境時，被拘留了四十八小時，拘留原因是為了要詳細檢查確認其是否是「恐怖

份子」，人權委員會認為這是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例外容許情形，故英國並未違反公

約第五條之要求。  
477 Brogan v United Kingdom案、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United Kingdom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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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家是否得依公約第十五條478，主張緊急狀態下的免責，藉此免除公約義務，

採取一些「非常」(extraordinary)手段，因為該手段通常是不被公約允許的，其侵

害自由之程度也較普通刑事程序更為廣泛深重，若要避免爭議案件在史特拉斯堡

敗訴，訴諸第十五條是成員國可採取的對策479。 

  

       第一款 公約第十五條「免責」之主張 

    公約十五條提供成員國暫時免除公約義務的機會。除了第十五條第二項所規

定之「絕對權」480不得主張免除外，在「戰爭時」或「其他威脅國家生存的公眾

緊急狀態時」(第一項)，公約權利的保障義務是得以免除的。不過，這並不是指

成員國得任意主張免責，成員國不但應履行第三項所規定的主張免責之程序義

務，到底是否符合第一項的法定要件「戰爭時」或「其他威脅國家生存的公眾緊

急狀態時」之要求，必須由史特拉斯堡監控審查之，然而，史特拉斯堡在處理這

方面的爭議時，並沒有為第十五條設下一具體的審查監控方式，毋寧，反而是採

取了盡量尊重各成員國的裁量餘地，不介入的審查方式，說來諷刺，正是這種所

謂的緊急狀態下，國家大幅擴權侵害個人權利的可能性通常更高，個人訴諸公約

權利的保障以資救濟的情況因而增多，史特拉斯堡卻是選擇採取保守的態度481。 

    英國在Brogan v United Kingdom482一案上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

第五條第三項之情形，然而，英國相應於此的態度，可以從隨後發生的Brannigan 

                                                 

ights, 

478 Article 15: “(1) In time of war or other public emergency threatening the life of the nation any High 
Contracting Party may take measures derogating from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Convention to the 
extent strictly required by the exigencies of the situation, provided that such measures are not 
inconsistent with its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2) No derogation from Article 2, except 
in respect of deaths resulting from lawful acts of war, or from Articles 3, 4 (paragraph 1) and 7 shall be 
made under this provision. (3) Any High Contracting Party availing itself of this right of derogation 
shall keep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fully informed of the measures which it has 
taken and the reasons therefore. It shall also inform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when such measures have ceased to operate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are again being fully 
executed.”  
479 Mark W. Janis, Richard S. Kay, and Anthony W. Bradley,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Text and 
Materials, pp. 702- 703. 
480 乃指第二條的生命權(不包括合法戰爭中之死亡)、第三條禁止酷刑、第四條第一項禁止奴隸

以及第七條的禁止非法刑事處罰。 
481 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
pp. 731-734. 
482 (1988) 11 EHRR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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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cBride v United Kingdom483案中得知，面臨順從人權法院判決將司法監控引

進恐怖活動相關之案件中，或是堅持原本的做法兩種抉擇裡，英國顯然不願放棄

其為反恐而為之自由剝奪手段。雖然在前案中，英國政府並未主張公約第十五條

之免責，但就在人權法院做成判決後不到一個月，英國就依照第十五條第三項向

歐洲理事會提出相關說明報告，主張免除部分公約義務，直到後案中，英國順利

地藉由第十五條之免責主張，獲得人權法院承認其反恐手段的特殊必要性484。這

案件其實也反映了人權法院在第十五條的審查上，對成員國採取了寬鬆的態度，

然而，仍有法官提出了不贊同的意見，例如De Meyer法官與Pettiti法官都指出，

既然人權法院在Brogan v United Kingdom案中已明白表示英國的自由剝奪行為是

違反公約義務的做法，英國必須改善其行為，將公約第五條第三項要求之司法控

管引入拘捕恐怖活動犯嫌的案件中，而不是藉由免責來逃脫當盡之義務，何況不

論是 1988 年以前還是以後，英國實際上並未處於第十五條第一項所要求的緊急

狀態下485。 

 

      第二款 九一一事件與 2001 年反恐犯罪安全法的誕生 

    一直至 2001 年 2 月，英國似乎認為，隨著和平談判的進展，來自北愛的恐

怖活動威脅已獲得舒緩，故撤回了 1988 年的免責，同時間並對相關反恐法令做

出修正486，像是廢止了 1989 年防治恐怖主義臨時條款第十四條，允許警察機關

拘留恐怖活動犯嫌四十八小時，內政部長並可授權將拘留期限進一步再延長達五

天之規定。然而，同年發生之「九一一事件」，對英國人權的保障卻又造成一股

逆勢反撲，2001 年 10 月英國政府提出新的反恐法構想，又轉而對恐怖活動犯嫌

採取嚴厲的手段，為了讓該法案構想能順利地實行，而不會遭遇違反歐洲人權義

                                                 
483 (1994) 17 EHRR 539 
484 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p. 745-746. 
485 P. Van Dijk and G.J.H. van Ho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p. 746-747. 
486 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pp. 202-203; 廖福特，“Rights to Liberty and Fair Trail: Sacrificed in the Name of Anti-Terrorism”，

收錄在廖福特，國際人權法：議題分析與國內實踐，作者自板，元照總經銷，2005 年，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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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責難，11 月時英國政府向歐洲理事會提出公約第十五條免責的說明報告，

主張「九一一」之後英國面臨「威脅國家生存的公眾緊急狀態」487。值得留意的

是，1998 年人權法第十四條規定，免責在英國國內發生效力，是由行政部門首

長以「指定免責」命令為之，然依十九條規定，如果行政部門要對議會提出其負

責擬出之制定法草案，在草案二讀前，部門首長必須向議會提出書面聲明，表示

該法案與公約規定是相容的(第一項)，如果無法做出相容聲明，則其必須向議會

陳明這種可能和公約規定不相容的法案為什麼還是應該被議會通過的原因(第二

項)，2001 年 11 月英國政府提出免責後，行政部門即依照 1998 年人權法第十九

條第一項提出相容聲明，表示 2001 年反恐犯罪安全法草案(Anti-terrorism Crime 

and Security Bill 2001)與公約規定相容，2001 年反恐犯罪安全法隨之順利在議會

通過，雖然就形式上而言，英國各國家機關以上這一切作為都是合法的行為，卻

也顯示出人權法第十九條所欲達成的議會審查，可能是象徵意義遠大過實質488。      

    2001 年反恐犯罪安全法包括一整套相當廣泛的反恐措施，包括沒收財產(第

一篇)、凍結資產(第二篇)、通訊監聽(第三篇)以及其他許多賦與警察機關、海關、

值法機關獲情報安全機關更多權限干預人民權利之手段，並課與人民更多的資訊

揭露義務，但 具爭議性的規定，卻是第四篇中關於被疑唯恐怖份子犯嫌之拘

留，法條賦與內政部長有拘留恐怖活動犯嫌的決定權(第二十一、二十三條 )，

該拘留期間 長可能是一種無上限的不定期人身自由剝奪(第二十九條)，不經法

院判決而逕由行政機關為之，雖然被拘留之犯嫌有上訴尋求救濟之機會，但該救

濟是由一特別組織機關－特別移民上訴委員會(Special Immigration Appeal 

Commission)管轄(第二十五條)，該上訴程序對被拘捕人的訴訟權利做出諸多限

制，被拘捕人接觸控方資證的機會，若是有國家安全或機密性的考量，可能被縮

減甚至剝奪(第二十八條)。    

    即使是以反恐為名，這樣的拘捕顯然還是相當嚴重的人身自由剝奪，因此也

                                                 
487 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p. 
204. 
488 同前注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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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眾多爭議，就有見解489指出，公約第十五條的免責，是一種必須高度嚴格解

釋的例外，該緊急狀態必須是威脅到成員國整個組織、群體之生存的嚴重情形，

照理而言，這是一種相當高的要求，是種和戰爭時狀態相等的危急情況，然而，

英國在 2001 年免責所據之理由卻是基於遠在大西洋對岸的恐怖攻擊，甚至當時

內政部長也承認，並沒有具體情資顯示，英國有遭受攻擊之立即威脅，何況，對

照其他公約成員國的做法，九一一事件對其他成員國的國民也造成相當的損傷，

英國卻是唯一一個以九一一事件做為理由提出免責之公約成員國，如果英國沒有

具體說明其有或得免責的特殊需要，否則實在很難令人信服英國的免責主張是有

正當性的。 

 

      第三款 英國司法對 2001 年反恐法規定的不相容宣告 

    面對不斷的質疑聲浪，英國的司法機關並非沒有察覺，並且終於在A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490一案中，判決指出，2001 年反恐犯罪

安全法第二十三條下對恐怖活動犯嫌之拘留，其非但不經司法機關決定，亦非將

該犯嫌移送交司法機關的暫時過渡措施，而實為一種不定期的自由剝奪，顯然和

公約第五條規定不符，這種牽涉到基本自由權利的嚴重干涉，法院有義務要以

嚴謹的標準來審查行政機關的行為，內政部當初做出之指定免責命令也不能使之

合理化，因此上議院法官們不但以法院命令撤銷該指定免責命令，亦對 2001 年

反恐犯罪安全法第二十三條，依 1998 年人權法第四條做出不相容宣告，英國司

法機關算是相當罕見地捨棄以往保守的態度，採取保障人權的積極立場491。 

    依人權法第三、四條規定，法院的不相容宣告若是對議會制定法而來，議會

制定法的效力不受影響，人權法本來就無意放棄議會主權，賦與司法機關優越的

                                                 
489 廖福特，“Rights to Liberty and Fair Trail: Sacrificed in the Name of Anti-Terrorism”，收錄在廖福

特，國際人權法：議題分析與國內實踐，頁 285-286；廖福特、李明峻，反恐與人權－以英美兩

國的立法為借鏡，台灣國際法季刊，第三卷第二期，頁 69-75。 
490 A & Other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4] UKHL 56 
491 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p.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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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地位，但可對議會修法提供一定的政治能量492。因應於此，英國議會在 2005

年 3 月做出回應，2005 年恐怖主義防治法草案(Prevention of Terrorism Bill 2005)

在上議院被否決了四次，並多次有改革計畫提出，以彌補A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判決所指出的缺失，同時，也是為了要避免將來可能在國際

法院遭受敗訴的羞辱，英國或許情願在國內層次就先自行解決掉這些爭議493。 

 

       第四款 2005 年恐怖主義防治法的新規定 

    2005 年恐怖主義防治法(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 2005)廢止了 2002 年反恐

恐中引生爭執之法條，另採取一套新的做法來因應恐怖活動的挑戰，也就是所謂

「監控命令」(control order)，監控命令雖然也是區分成許多不同之自由限制方

式，包括行動自由、通訊自由的限制等(第一條第四項)，不過，2005 年法將監控

命令依其對各人自由干預之程度，區分成「免責之監控命令」(derogation control 

order)及「非免責之監控命令」(non-derogation control order)。免責之監控命令是

包含比較嚴重的自由侵害行為，像是自由剝奪的措施，就是屬於以免責之監控命

令所為者。依照 2005 年恐怖主義防治法第四條規定，免責之監控命令必須由內

政部提出申請，經法院聽審程序後決定之(第一項)，不過該命令之做成還必須有

議會上下兩院的決議同意方得為之(第六條第三項)。換言之，對於恐怖活動犯嫌

人身自由之剝奪，英國法改採由法院而非行政機關做為決定機關，另外又加上立

法者的同意做進一步的控制。至於該自由剝奪期間有無時間上限，原則上以命令

做成後六個月內唯其效力發生上限，但是該命令得更新(第四條第八項)，更新同

樣必須由內政部提出申請後，經法院決定是否要更新命令(第四條第九項)。 2005

年恐怖主義防治法第四條第十一項又明文對法院在更新決定程序中，所必須納入

考量之事項加以規定，包括：更新命令對保護公眾免於恐怖攻擊是否有必要性存

在、剝奪該人身自由是否是達成命令目的的必要手段等。 

                                                 
492 請參照第一章第二節第一項。 
493 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pp.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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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剝奪人身自由的監控命令，雖然理論上而言是對人身自由造成重大的干預限

縮，但就其實既執行的有效性而言，似乎也不是密不透風，當 2007 年 6 月前，

十七個被命令拘束之人中，至少有四人成功從拘留處所逃脫494。 

 

第三項 精神疾患之人身自由剝奪相關案件 

       第一款 從 1959 年精神衛生法到 1983 年精神衛生法的法制轉變 

    英國第一件被歐洲人權法院判決違反公約第五條的案件就是和精神疾

患之人身自由剝奪有關。在X v United Kingdom495案中，申訴人因為精神異常而

被強制拘留在醫院裡，之後有條件地獲釋出院，卻又在三年後再次被送回醫院留

置，申訴人主張該送回醫院的決定是一不合法的自由剝奪決定，因為不但未提供

被拘留人自由剝奪的理由，也未給予其有效的救濟管道，換言之，英國政府有違

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的情形。 

本案496中所爭執之英國國內法主要是 1959 年精神衛生法第六十六條規定，

一但精神疾患的拘束命令做成後，內政部長不但負責該命令之執行，亦有權決定

是否要釋放該被拘束人，如果內政部長所做之釋放決定是一個有附條件之決定，

則只要是在拘束命令的有效期間內，內政部長仍可隨時重新將該人送回醫院加以

拘留，內政部長在做成這些相關決定時得請求精神衛生審查法院提供諮詢意見，

但是該諮詢意見對內政部沒有任何拘束法效力，同時被拘束人無法直接向精神衛

生審查法院尋求救濟或請求其提供諮詢意見，法院的諮詢意見也被歸類是保密性

文件，原則上不會向被拘束人或其代理人揭露。雖然英國政府向法院表示，被拘

束人可以另外藉由人身保護令來尋求司法救濟，因此並無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

之情形，唯人權法院顯然未被說服，其在判決中指出，要持續剝奪精神疾患的自

由，前提必須是該人精神異常之狀態繼續存在，對公眾安全有嚴重威脅而必須將

                                                 
494 同前注 493 書，p. 217. 
495 (1981) 4 EHRR 188 
496 同前注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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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強制留置在醫療處所，這種自由剝奪可能是不定期的，為確保這持續的自由剝

奪狀態是合法的，被拘束人有權得受定期之司法審查，根據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規

定，所謂「法院」，至少必須提供 基本的程序保障，並且對自由剝奪之合法性

為實質之審查。本案中人身保護令的國內管轄法院僅僅從事形式的審查，只要行

政機關之決定是在法條規定的權限範圍內，法院就不會為實質合法性之審查，逕

認為該行政機關之決定是一合法行為497，從而，本案中內政部的決定都是在國內

法法條賦與的權限範圍內所為，因此國內法院在人身保護令程序中並未進行實質

合法性的究查，即使被拘束人表面上有司法救濟之機會，然實際上該救濟根本不

是有效的救濟。 

本案之敗訴促使英國對相關法規進行檢討修正，將 1959 年精神衛生法的相

關法條廢除，而在 1983 精神衛生法第七十二條、七十三條規定中，提供被拘束

人直接向精神衛生審查法院尋求救濟的機會，法院不但有釋放被拘束人的決定

權，精神衛生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亦規定法院必須自為決定，決定程序必須是有

實際審查自由剝奪合法性基礎之過程498。應注意的是，1983 年所規定之第七十

二、七十三條條文，過去法院在適用上向來認為，被拘束人提出釋放請求的申請

時，必須由其負擔證明義務，提出資證來證明其精神狀態之恢復或危險性之不存

在，但這種見解在R (on the application of H)499被推翻，本案法院認為這種使被拘

束人負擔證明義務，和公約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保障個人人身自由之目的有所不

符，隨後，2001 年 11 月500開始生效之第七十二、七十三條修正條文，特別對這

種條文做出修正，取消被拘束人的證明義務。不過，1983 年精神衛生法保留了

內政部長釋放被拘束人之權限，包括有條件或不附條件之釋放決定，若是附條件

                                                 

nor 

497 這其實就是英國司法傳統上的「越權原則」(請參照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司法審查與行政行

為」部分) 審查方式，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審查範圍，基本上都是遵循該原則而為，人身保護令也

是如此，參見R.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 21.   
498 請參照第三章第五節第四項第二款。  
499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H) v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 North & East London Region & A
[2001] Lloyds Rep Med 302 
500 Mental Health Act 1983 (Remedial) Order 2001. 其規定的方式：當被拘束人依 1983 年精神衛生

法規定申請法院停止對其之拘束時，原則上法院應准許之，除非有相反的證據使法院相信有拘束

該人之正當理由與必要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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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釋放決定，內政部長仍得在拘束命令的有效期間內隨時將被拘束人重行移送回

醫院拘留，且法條規定並不要求內政部在做出決定前必須對被拘束人的精神狀況

做任何評估或鑑定(第四十二條第三項)。 

儘管英國對於精神疾患之自由剝奪相關規定，尤其是定期司法審查持續的自

由剝奪合法性，做出相當的修正改變，精神衛生審查法院對被拘束之精神疾患的

保護，卻仍有被歐洲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所不足，在Johnson v United Kingdom501

案中，申訴人主張其在拘束處分進行期間，即被拘留在醫院的期間中精神狀態已

經好轉，不再有精神異常的病兆出現，因此訴請精神衛生審查法院立即將之釋

放，但是法院在考量被拘束人的身心狀況之後，認為不適合做出立即獲得無條件

之釋放決定，尤其被拘束人之前有因病症發作隨意攻擊人的紀錄，加上精神疾病

本質上又有難以預測的特性，故審查法院做出有條件的釋放決定，該人仍必須受

到一定的住居限制，並且須接受復健治療，只有當被拘束人達成法院決定的上述

條件要求時，方得進一步不受條件限制地完全獲釋。人權法院雖然接受被告國的

前述論點，唯由於英國的國內管轄法院在做出這種附條件的決定時，無法在合理

的期間內覓得適當處所安置被拘束人，以執行相關條件之要求，導致後來被拘束

人獲釋的可能時間不斷被延後，遲延長達三年半的時間，儘管管轄法院已經盡了

適當努力儘速來安排適當的安置場所，卻受限於資源不足而無法順利取得，對

此，人權法院認為，這種遲延狀態下的自由剝奪繼續是不合法的，違反公約第五

條第一項之要求，蓋這種資源不足的不利益，不能歸咎於被拘束人，亦不該由其

承擔後果，何況，由於法院要求之條件一直無法達成，被拘束人的釋放申請就一

直被延後，等於是仍處於一種不定期拘留之狀態。 

 

   第二款 英國司法對歐洲人權法院相關判決的回應 

在上述Johnson v United Kingdom案，英國會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

第五條第一項之原因主要在於，英國無法提供適當的安置場所，導致被拘束人的

                                                 
501 (1999) 27 EHRR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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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不斷被延後，雖然這不見得是因為英國國內法規有所欠缺或牴觸公約第五

條，而是實際執行上受到國家資源不足之限制，精神衛生審查法院其實也很難在

被拘束人未完成法院要求之條件的情形下，直接使其重獲完全自由，畢竟法院還

必須考量到公眾安全之權衡。只是，三年半的等待確實漫長，對被拘束人的身心

所造成之負面影響，似乎都使支持這繼續中自由剝奪狀態的合法性的理由，弱化

而有所不足了。在R (on the application of IH)案502裡，類似的問題仍舊發生，精

神衛生審查法院所做成之附條件釋放決定，要求該人必須在其居住之社區中，接

受指定之精神科醫師或社工人員監護，然而法院卻一直無法找到適合的指定監護

人員來執行該條件要求，結果被拘束人持續被留置在戒護醫院中，直到兩年半之

後，上訴法院做出一決定認為，被拘束人還是應該繼續在戒護醫院中接受治療，

被拘束人因此主張這兩年半的拘留是不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一項之不合法自由剝

奪，然上議院法官在本案判決中表示，雖然有社區監護可能替代戒護醫院內之拘

留，前提必須是替代方案是有實現可能性的，如果現實條件不允許，且被拘束人

的精神狀態，仍使其不宜在沒有適當監護下回到社區生活，則繼續拘留的決定並

非不合法之自由剝奪。歸結言之，上議院法官的論點是，被拘束人的精神異常狀

態繼續存在，對公眾安全仍有威脅，替代醫院拘留的社區監護既然實際上不可

行，則拘留該人是不得不為之做法。 

公約第五條第四項503規定被剝奪自由之人必須「儘速」獲得司法救濟，英國

國內法院亦有判決回應公約之要求。在R (on the application of C)504案裡，主要爭

執的事實在於法院安排案件處理時間的方式：當被拘束之精神疾患向審查法院依

照 1983 年精神衛生法請求司法救濟時，法院在實務操作，對於案件的處理順序

安排上，通常會將新提出之申請案排在申請後八個星期後才開始進行聽審程序。

對於精神衛生審查法院這種慣行，上訴法院在本案判決裡提出質疑，認為除非這

                                                 
502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IH)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 Anor [2003] UKHL 59 
503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三款。 
504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C) v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 London South & South West Region 
[2001] EWCA Civ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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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星期的時間是法院在考量個案具體情況事實後，所得出之唯一可行的合理準備

時間，否則將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規定之疑慮。上訴法院 後指出，本案中

的「八星期」顯然不是合理考量具體個案後所特別訂定的時間，毋寧，是一種行

政作業上的便宜措施。應注意這並非主張聽審準備時間一定要短於八星期或在更

短時限之內，而是要求，申請案必須在符合個案情況之合理期間內儘速開始審查

程序。因此，精神衛生審查法院在本案中被認為有違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規定。 

 

第四項 與終身監禁刑相關之案件   

   第一款 假釋決定機關的相關改革 

在史特拉斯堡控訴英國違反公約第五條的案件中，有許多是與終身監禁刑的

刑事處罰有關。在Weeks v United Kingdom505一案裡，申訴人因為攜帶武器搶劫

而被判處終身監禁刑，在服刑約十年之後，內政部長依 1967 年刑事審判法之規

定，經假釋委員會之建議，准許其假釋，但申訴人在假釋期間又犯下多起刑事案

件，假釋許可因而被撤銷，申訴人再次被送回監所服刑。該人並不爭執 初基於

有罪判決之十年服刑期間的自由剝奪合法性，而是爭執該假釋許可撤銷決定不符

合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被告國則主張，撤銷假釋許可並非一新的自由剝奪決定，

蓋自終身監禁刑的定罪判決開始執行以來，受刑人的人身自由就一直處於失喪的

狀態，就算獲得假釋許可，在假釋期間判刑之效力依舊存在，受刑人得離開監所

僅僅是出於內政部所給予的一種優待，並非其有重獲之人身自由權得主張。不

過，被告國的論述主張未被人權法院接受，人權法院認為，公約第五條是規定「人

人」(everyone)享有人身自由，無論該人是否處於自由剝奪的狀態下，公約成員

國都必須提供足夠之權利保障，確定整個自由剝奪都是合法之行為，這當然也包

括定罪判決後的服刑期間。至於申訴人的假釋許可被撤銷，其決定之合法性，在

英國國內法下是沒有疑問，但是否符合公約第五條之要求，則不無疑問。雖然人

                                                 
505 (1987) 10 EHRR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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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院認為，假釋許可撤銷之後，受刑人是因為原本的終身監禁刑而繼續被剝奪

自由，這仍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的容許例外情形，因為在英國法下，英國法院

在定罪科刑時已將終身監禁的特殊性質納入考量，既然該定罪科刑判決的合法性

未被爭執，隨著該判決而來的自由剝奪並無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一項。儘管未被宣

告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一項，英國仍被宣告違反第四項規定，問題出在假釋委員會

的功能，雖然人權法院並未質疑其可擔任獨立、公正的角色，然其卻只是諮詢建

議的機關，無法做出具備法拘束力之決定，真正有實質決定權限的還是內政部，

雖然內政部的決定，受到行政法院司法審查的審查，但司法審查的審查範圍仍受

限於「越權原則」，故仍不符合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要求。 

    上述對假釋委員會功能的質疑，在Thyne, Wilson and Gunnell v United 

Kingdom506、Hussain v United Kingdom507、Curley v United Kingdom508等案中都一

樣發生，英國都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其中，在Thyne, 

Wilson and Gunnell v United Kingdom509案中，人權法院一個相當重要之觀點就是

承認英國國內法將終身監禁刑區分成裁量性和強制性終身監禁刑510，由於裁量性

終身監禁刑是種帶有預防性的自由剝奪，必須給予該受刑人公約第五條第四項所

保障之權利，使該繼續之自由剝奪的合法性得受法院定期審查，唯當該受刑人對

公共安全的危險性依然存在，而有繼續監禁之必要，自由剝奪才是合法的，若未

在合理期間內給予由法院定期重審合法性之機會，就會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的

要求。人權法院這份判決促成 1991 年刑事審判法第三十四條的修正，主要使裁

量性終身監禁刑受刑人得定期接受審查其自由剝奪的合法性511。不過，在該法條

之規定下，行政機關(內政部長)才是假釋是否許可的實質決定者，這仍和人權法

院所指出的公約第五條第四項「司法救濟」要求有落差，也因此不斷成為爭執的

                                                 
506 (1990) 13 EHRR 666 
507 (1996) 22 EHRR 1 
508 (2000) 31 EHRR 14 
509 (1990) 13 EHRR 666 
510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第四款。 
511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 H [1995] QB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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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為了解決這些爭議，英國的假釋委員會歷經漫長的改革之路，歐洲人權法

院的相關判決顯然是促進轉變的動力之一，改變的部分包括增加假釋委員會的自

主性、增加財政預算和人力資源等， 重要的立法上變革乃是 2003 年刑事審判

法(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512，假釋委員會從原本僅具有提出建議的諮詢功

能，變成能做出有法拘束力決定的決定機關513，該法的第二百三十九條、附表十

九(Schedule 19)明文規定假釋委員會的地位，是一獨立於行政機關以外之法定組

織，負責處理假釋申請是否應予許可或許可是否要撤銷。不過應注意，在 2003

年法的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五、六條規定下，假釋委員會在執行其假釋相關決定業

務時，內政部長除了得對該程序制定一定的規則(rules)外，尚得對其考量之因素

制定指示規則(directions)，該規則的內容主要是關於保護公眾安全之必要性、避

免再次犯罪之發生等事項514，到底內政部此時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會不會成為假

釋委員會的指導機關，而損害到假釋委員會應具有之司法獨立性，有見解515認

為，該法條之規定不必然會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仍必須從內政部所訂定之相

關規則內容來判斷，是否已有干涉假釋委員會司法判斷的可能存在，如果僅規定

一些行政事項，並無侵犯司法獨立性之情形，就不會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516。 

 

       第二款 與終身監禁刑相關的爭議 

    前述終身監禁刑受刑人的公約第五條第四項權利，本來並不適用於強制性終

身監禁刑受刑人，然而，人權法院在Stafford v United Kingdom517一案裡改變了之

前將終身監禁刑區分成兩者之做法，本案申訴人是因謀殺罪被英國法院判處終身

監禁，在長達二十年的監禁後獲得假釋，然其假釋許可附有條件，要求受刑人要

                                                 
512 該法對英國的監獄法有很大的轉變，廢除原本 1991 年刑事審判法第二篇中關於假釋的規定，

對假釋制度在新法裡重做一整體之調整。 
513 http://www.paroleboard.gov.uk/about/history_of_the_parole_board/ (last visit: 2009/6/25) 
514 1997 年犯罪(刑罰)法(Crimes(Sentences) Act 1997)第二十八條有類同的規定。 
515 Merris Amos, Human Rights Law, p. 257. 
516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Day)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4] EWHC 1742 一

案中，法院就認為內政部訂定的相關規則無損假釋委員會的獨立性。  
517 (2002) 35 EHRR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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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假釋官的要求，除非假釋官同意，否則不得離開英國國境，受刑人卻在未得

同意下離境前往南非，假釋許可因此被撤銷，回國之後又因使用偽造護照被逮

捕，其在重回監所服刑二年後再次提出假釋申請，假釋委員會認為，該受刑人離

開監所回到社區的這段時間內，並沒有犯下任何暴力犯罪，因此建議內政部長准

許其假釋，但是遭拒絕，儘管內政部長也承認該人並無再次犯下暴力犯罪的具體

危險，卻主張由於受刑人是被科處強制性終身監禁刑，所以即使其無暴力犯罪之

再犯危險，只要仍有可能犯下非暴力之其他犯罪，即使 低服刑期間已滿，仍可

將之監禁。內政部的拒絕假釋許可決定後來在法院接受司法審查，法院判決認為

1991 年刑事審判法賦與內政部長廣泛的裁量權限，決定是否要准許該受刑人之

假釋許可，因此該決定並無不法。唯史特拉斯堡在本案中變更了先前在Thyne, 

Wilson and Gunnell v United Kingdom518的見解，表示只要不損及法律可預見性、

確定性和公平性，人權法院並不受判決先例拘束，必須隨著時代變遷修正其審查

標準。人權法院在本案判決中表示，允許不定期之自由剝奪的前提，必須是自由

被剝奪人對公眾安全的嚴重威脅，非將之隔離無法達成保護他人之目的，如果該

人的危險性已不存在，自由剝奪就不在有合法性，因此，即使是強制性終身監禁

刑的受刑人，亦應得主張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權利。換言之，人權法院不再將終

身拘禁刑區分成兩者，而於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上給予差別待遇。本案中英國內政

部長不但不具備公約第五條第四項所要求之司法獨立性、中立性，申訴人其實也

沒有對公眾安全遭成重大威脅的危險，故人權法院判決認為，英國有違反公約第

五條第四項。 

    如前所述，歐洲人權法院變更了先前的見解，這對英國國內法制造成了相當

衝擊，上議院法官隨即在R (on the application of Anderson)519案中，採納了人權法

院的變更見解，對相關法條做出不相容宣告。在 2003 年刑事審判法中，立法者

也給予正面的回應，使強制性終身監禁刑的受刑人享有和裁量性終身監禁人相等

                                                 
518 (1990) 13 EHRR 666 
519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Anderson)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2] UKHL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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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釋權利(第二百六十九、二百七十五條)。 

 

  第三節 對保障人身自由之救濟程序法制的影響 

    在第三章第一節曾提及，英國原有的人身自由保護法制，包括了人身保護令

以及民、刑事責任之追究。其中，人身保護令制度是發源於中世紀的英國，而到

如今，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的淵源都可溯及至此520。不過，歐洲人權法院

對人權保障之要求似乎比傳統之英國人身保護令更嚴格，致使英國這個人身保護

令的發源國屢遭人權法院判決宣告違反了公約第五條第四項521。其中，很大一個

爭議是出在英國法院對行政機關各種行為的審查方式，英國法院在受理人身保護

令程序時，僅審查行政機關所為之行為在形式上是否合法，換言之，法院儘就法

制定法之法條是否賦與該機關為該行為之權限加以檢視，並不於具體個案中，對

系爭行為的決定過程、執行方式有無正當理由來做實質的審查，而不論行政機關

在法條授權下，其自由裁量之界限，這就是「越權原則」522，法院對行政行為的

審查範圍，基本上都是遵循該原則而為，人身保護令也是如此523，但這種審查範

圍的限縮，使法院救濟的功能受到限制，個人藉由司法救濟重獲自由的機會因而

減損，人權法院在X v United Kingdom524案中表明這不符合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

保障要求。 

    在 1998 年人權法開始生效實施之後，英國司法這種傳統開始發生轉變，逐

漸傾向「比例原則」靠近，比例原則在後人權法時代取得優勢525，法院的判決也

顯現出這種趨勢526，若這種趨勢 終成為法院審查行政行為時所採之標準的定

調，相較於傳統的越權原則，改依比例原則應該是對人身自由提供更有效的保

                                                 
520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一款。 
521 請參照本章第二節第一項。 
522 請參照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中「司法審查與行政行為」部分。  
523 R.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 21.  
524 (1981) 4 EHRR 188 
525 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p. 
154. 
526 請參照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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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亦合於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下「有效救濟」之要求。 

    公約第五條第五項規定，人身自由遭非法剝奪之人有得強制執行的受償權利

527。原本在英國國內法的侵權行為民事責任，即有使遭非法拘留之人得請求損害

賠償之規定528。不過， 1998 年人權法第八條529規定了公約權利受侵害之人得尋

求救濟，第一項規定了法院的管轄權，得給與公約權利利受侵害人各種不同方式

之救濟但值得注意的的是，第三項規定下，法院所給與之損害填補救濟必須是為

了「合理賠償」(just satisfaction)之必要時方得為之，法條這理所採用的文字 “just 

satisfaction”其實是和公約第四十一條530使用者相同，卻引發解釋上的爭議與困

難，因為「合理賠償」(just satisfaction)這個概念先前並不存在英國法的法理中，

完全是在歐洲人權公約之後才引入英國法體系內531。有認為，本項規定其實也透

露立法者對公約權利受損者之損害填補有限縮的傾向，因此加上了本項之限制，

唯當法院認唯有必要須給與權利受損人「合理賠償」時，公約權利受侵害人才有

可能藉此獲償，「合理賠償」必須是基於強烈使人信服(compelling)之理由，無論

如何，歐洲公約的規範目的是要保障人民權利，而不是要促進鼓勵人民向國家求

償的文化氛圍，同此，1998 年人權法制定的 大目的，毋寧，是要加強行政機

關遵守公約權利相關規範的行為誡命標準532。人權法的規定是否是創造了一種新

的侵權行為之訴因(cause of action)，亦引起爭議與討論，不過，無論這是一種法

                                                 
527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五項。 
528 請參照第三章第三節。 
529 Section 8 (Judicial remedies): “(1) In relation to any act (or proposed act) of a public authority 
which the court finds is (or would be) unlawful, it may grant such relief or remedy, or make such order, 
within its powers as it considers just and appropriate. (2) But damages may be awarded only by a court 
which has power to award damages, or to order the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in civil proceedings. (3) 
No award of damages is to be made unless, taking account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ncluding— (a)any other relief or remedy granted, or order made, in relation to the act in question (by 
that or any other court), and (b)the consequences of any decision (of that or any other court) in respect 
of that act,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the award is necessary to afford just satisfaction to the person in 
whose favour it is made. (4) In determining— (a)whether to award damages, or (b)the amount of an 
award, the court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inciples applied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relation to the award of compensation under Article 41 of the Convention.” 
530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五項。 
531 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p. 
271. 
532 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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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新創設之侵權行為態樣，或者是另一種國家機關在違反法條時所必須負擔

的法定責任，不管是哪一種分類，都是要使公約權利受侵害人有一損失得受填補

之機會，然而，從法院實務的經驗來看，權利受侵害人得依 1998 年人權法規定

獲償之機會似乎是例外情形下才可能發生533。英國司法實務在R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fiel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534中的見解

就顯示，確認被告有違反公約(本案所牽涉爭議者是公約第六條)這份確認判決本

身，就已經是對原告的合理賠償，本案中並沒有必須要特別給與原告金錢賠償之

事由。  

    如上所述，人權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是從公約第四十一條而來，第八條第四

項亦規定，法院在決定應否判給「合理賠償」、以及賠償金額時，必須參酌人權

法院所適用之決定原則，這是因為公約第四十一條並不在人權法第一條第一項所

納入之公約規定範圍內，否則就有人權法第二條之適用，故人權法第八條第四項

在此做出特別的解釋原則指導規定535。本來，「合理賠償」就不是英國法原有的

法律概念，該如何解釋勢必得參照史特拉斯堡的相關決定，只是，到底史特拉斯

堡在「合理賠償」這個概念的解釋上運用了什麼樣的法律原則，幾乎絕大多數的

英國法學者都認為，要從人權法院過去累積的判決中，找出適用公約第四十一條

的原則，是非常難行的，人權法院在這部分並未提出堅強的說理，也未提供一致

性的說明，況且，公約第四十一條其實不是賦與被侵害人一項得主張之主觀權

利，而是出於衡平(equitable basis)的考慮，人權法院的裁量，根據個別案件的個

別事實情況都會有所不同536。經過法律委員會(Law Commission)對史特拉斯堡的

判例進行廣泛的調查研究後，提出了一份報告，認為人權法院在適用公約第四十

一項時會考量到至少幾點原則：權利受侵害而導致的損失程度、違犯公約規定情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fiel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5] UKHL 14 

533 同前注 532 書pp. 270-271. 
534 R
535 同前注 532 書p. 271. 
536 同前注 532 書pp.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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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之輕重、被告國的行為(包括之前的違犯公約紀錄等)以及申訴人的行為537。  

    1998 年人權法開始實行後，根據人權法規定確實獲得「合理賠償」的案件

少得可憐，總共只有三個案件538。其中與人權公約第五條之違反有關的是 R(on 

the application of KB) v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539一案，本案其實是八個原

告的合併訴訟案件，這些原告都是依 1983 年精神衛生法規定被留置在醫院之

人，他們主要是主張精神衛生審查法院違反了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要求，在審查

拘留何法性時有不合理的遲延，導致原告經歷精神上的「挫折與沮喪」(frustration 

and distress)， 後高等法院在本案裡，判決原告應獲得「合理賠償」，損害填補

之部分包括程序遲延對原告身體造成之損害外，也包括了精神上損害的部分。不

過，原告律師曾經在本案540訴訟過程中主張，如果被告所侵害之公約權利是公約

第五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相關的權利，由於公約第五條第五項提供權利受侵害人

一特別之受償權保障，這和公約第四十一條做一對照，可知公約第五條第五項有

一特別保障之意義存在，不必是限於「必要時」，而是只要公約第五條確實被違

反，侵害者就必須負起損害賠償責任，如此方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五項要求之「得

強制執行之受償權利」，然而，英國高等法院並未接受原告律師的上述主張，相

對於此，法院仍就是回歸到國內制定法本身的條文規定，從 1998 年人權法第八

條第三、四項之規定來看，即使確實有侵害公約權利的事實，被侵害人也不必然

會獲得「合理賠償」，蓋法條明文規定法院得裁量是否要給與「合理賠償」以及

決定合理賠償之數額，可見如果非出於「必要」，法院不見得一定會判給原告合

理賠償541。 

    1998 年人權法中與公約第五條第五項規定特別有關的還有第九條第三項542

                                                 
537 同前注 532 書p. 273. 
538 分別是R (on the application of Bernard) v London Borough of Enfield [2002] EWHC 2282, Van 
Colle v Hertfordshire Police [2006] EWHC 360 (QB) and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KB) v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 [2003] EWHC 193.    
539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KB) v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 [2003] EWHC 193.    
540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KB) v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 [2003] EWHC 193. 
541 不過本案原告是有獲得法院判給人權法第八條第三項之合理賠償。 
542 Section 9 (Judicial acts): “... (3) In proceedings under this Act in respect of a judicial act done in 
good faith, damages may not be awarded otherwise than to compensate a person to the extent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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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本來在英國傳統的侵權行為民事責任上，像是非法拘留等，侵權行為的損

害賠償請求對任何行為人都得提出，然非法拘留如果是出於法院的司法行為而違

者，即使是缺乏管轄權這樣明顯的瑕疵，只要法院善意相信有管轄權，就得免除

民事賠償責任543。但在人權法第六條規定下，所有的國家機關在人權法規定下都

有義務保障公約權利，不違反人權公約的相關規定，法院也包括在內，只是第九

條第三項將法院所為之司法行為侵害公約權利時的損害責任，限制在非出於善意

的情形，除非是為要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五項所要求之保障範圍。本條立法有打破

過去應判例法所建立之，法官善意所為之非法拘留不必負民事賠償責任的傳統，

不過仍必須有更多具體實踐的實務案件，才能確定本條立法之效果544。  

 

  第四節  刑事法領域內相關法規範之轉變 

   第一項 關於警察機關的人身自由干預權限 

    人身自由之保護向來與刑事法脫離不了干係，蓋刑事手段通常是國家干預

個人自由的各種型態中，廣度和深度都 大者。人身自由之剝奪不必然是在法院

的有罪判決之後才開始，從偵查程序之發動開始，人身自由就處於可能遭遇國家

機關干預限制之狀態。尤其，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制定(PACE)賦予了警察

機關相當廣泛的強制處分決定權限545。1984 年法規定了警察機關的「停行並搜

索之權」，這樣的法律規範是否會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一項曾引發爭議。主要是因

為：公約第五條第一項所定之自由剝奪的例外容許事由乃一種窮盡的列舉規範

                                                                                                                                            
by Article 5(5) of the Convention.” 司法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所以也包括程序遲延，參照R (on 
the application of KB) v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 [2003] EWHC 193. 
543 請參照第三章第三節。 
544 在原本的人權法草案裡，第九條第三項是將司法行為所導致的民事賠償責任完全排除，但因

為這樣的立法顯然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五項，才將原本的草案修正成現在通過的條文版本；參照

Frances Butler (editor), Human Rights for the Millennium, p. 102. 

 
545 並非在 1984 年本法制定後警察機關才取得這些權限，只是過去並無整體的制定法規範，為了

釐清並解決爭議，遂有本法誕生；請參照第三章第四節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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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停行並搜索」是否能符合這六項容許例外，不無疑問547。 

    在英國國內法下，停行並搜索和逮捕乃是不同的強制處分，停行和搜索許多

時候是先於逮捕而為，不過這並不代表停行並搜索必然會導致逮捕之發動548。雖

然停行並搜索的時間通常很短暫，換言之，即便停行搜索確實會剝奪被干預人的

人身自由，侵害之時間長度一般較逮捕和拘留來得短，但這無法否定停行並搜索

依然是構成人身自由之剝奪。史特拉斯堡相關的法律見解549就認為，干預時間之

長短並非當作是判斷是否構成自由剝奪的關鍵。既然停行並搜索亦會構成人身自

由之剝奪，就必須有公約第五條第一項所列舉之容許例外事由，否則就是不合法

之自由剝奪。歐洲人權法院曾有見解550認為，英國警察的停行並搜索是符合公約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下之「確保法定義務之履行」551，然由於所謂「法定義務」

必須是「特定且具體」相對的，概括性地要求被拘束人改變行為，就不能算是特

定且具體之義務。人權法院在McVeigh, O’Neill and Evans v United Kingdom552的

見解似乎與其在其他案件中的法律論理出現不一致的狀況553，畢竟，1984 年警

察與刑事證據法的規範是否已經是「特定且具體」之義務，或者只是抽象概括的

守法義務，還是頗有疑義的。 

    另外一個可能則是，停行並搜索是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554之情形，

只是該款事由必須是基於要將被拘束人移送至有管轄權司法機關之目的，無論是

該款所規定之為了訴追其犯罪、防止其犯罪或是防止其脫逃三種情形的其中任何

一種555，英國警察機關的停行並搜索權發動的前提門檻，必須是警察機關有「合

                                                 
546 請參照第四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款。 
547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Vol.1, pp. 522- 523. 
548 請參照第三章第四節第二項。 
549 Application 7376/76: X and Y v Sweden (1976) 7 DR 123; Application 8278/78: X v Austria (1979) 
18 DR 154. 
550 McVeigh, O’Neill and Evans v United Kingdom (1981) 5 EHRR 71 
551 請參照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 
552 (1981) 5 EHRR 71 
553 Guzzardi v Italy (1980) 3 EHRR 333, para 101;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Vol.1, 523. 
554 請參照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 
555 Lawless v Ireland (1961) 1 EHRR 15, par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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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懷疑」犯罪事實之存在556。基本上，單從 1984 年法條規範來看，該法規定是

可以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一項要求的，問題是警察機關在具體個案的實踐是否會依

照法條規定而為，若是有濫權，則該警察機關的行為還是可能被認為違反公約第

五條第一項。  

    除了停行並搜索之外，1984 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尚對警察機關的逮捕、拘

留權限做出相當多的規範557，該法規定下警察機關的權限是相當廣泛的，即使對

於各種干預行為的發動、執行等，法條都有規範一定的法定要件或程序要求，被

拘捕人的相關權利保障機制亦有堪稱詳細的規範，唯 大的問題還是在於如何確

保警察機關會遵守這些規範而行， 終還是必須回到法院的司法控管功能上。英

國法院對此所採取的態度，毋寧是是否符合公約要求之關鍵所在。再者，對照公

約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基於刑事程序而被剝奪自由之人受公約第五條特別關

注，刑事犯嫌被該項規定給與不同於其他自由遭剝奪之人的特別保障558，被拘捕

之人必須「立即」移送交「法官或其他依法執行司法權之人」，但由於人權法院

並沒有對此設下特定的時間上限，而是必須考量具體個案的個別情形，至於英國

國內法院的相關見解如何，仍必須有待更多相關案例判決之累積。 

 

    第二項 刑事犯嫌請求保釋的權利  

    公約第五條第三項的保障面向可分成兩部分，一是如上所述之「立即移送交

法官或其他依法執行司法權之人」，二是「於合理期限內受審或交保待審」559，

這裡牽涉到刑事犯嫌請求交保之權利，英國國內法主要的一般規範是規定在

1976 年保釋法中，但其他法也散見一些特別規定560。在 1998 年人權實施之前，

公約第五條規定對英國保釋法規的重要影響，例如 1994 年刑事司法與公共秩序

                                                 
556 請參照第三章第四節第二項第三款。 
557 請參照第三章第四節第三、四項；例如，關於公約第五條第二項所規定之告知義務，1984 年

法第二十八條就有十分詳盡的規範。  
558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 
559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 
560 請參照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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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該條原本規定是完全禁止曾經犯下某些特定重罪之刑事犯

嫌之交保，然因為這種完全禁止保釋之規定顯然不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三項規定，

1998 年時英國立法對此做出修正，確依然對這些有重罪前科之刑事犯嫌的保釋

權利做出重大限制561。Caballero v United Kingdom562一案中人權法院也指出，法

院不能逕以刑事被告的前科紀錄之存在為由，不經審查即駁回其保釋申請。唯

1998 年之修法雖然不再絕對剝奪有重罪前科之被拘捕人的保釋權，仍有相當限

制，即規定，除非例外有應與保釋之正當理由存在，法院始得准許保釋。換言之，

法條將例外倒為原則，使保釋原則上不被准許，僅當有正當事由存在時保釋申請

才例外被准許。這樣的規定是否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三項的規範目的，不無疑問

563，蓋該項主要是要藉由司法機關，確保有「相關且充分之理由」存在，方使繼

續之拘留有其正當性564，但 1998 年修法等於是將證明義務轉由被拘捕之人負

擔，既然公約第五條第三項的規定是被拘捕之刑事犯嫌有保釋「權利」，儘管這

不代表保釋請求絕對要准許，然既然是權利，那國家就有保障義務，侵害或干預

應該是例外始得為之，而這種例外的合法性理當由國家負責證明才是。因此，英

國 1998 年的修法似乎仍和公約之期待有落差。  

    1976 年保釋法的規定是否和公約第五條第三項相符，大致上仍端賴法院實

務之操作。唯法條規定本身就可能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項者，應該是其有規

定，不論是哪種罪名的被告，法院也得為保護被告安全之目的，拒絕其保釋請求

565。問題是，人權法院所承認之保釋拒絕理由中，並沒有「為保護被拘捕人安全」

者566。雖然有I A v France567案對此有所提及，但應注意，此案並非重要案件，

                                                 
561 同前注 560。 
562 (2000) 30 EHRR 643. 
563 歐洲人權法院隨後就在S.B.C. v United Kingdom (2002) 34 EHRR 21 案中(請參照本章第五

節)，認為這種情形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項。 
564 Wemhoff v Germany (1968) 1 EHRR 55, para 12. 
565 請參照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 
566 人權法院判決承認之正當事由包括：該刑事犯嫌有逃亡之虞、有干擾司法程序進行之虞、為

防止其再次犯罪以及為保障公共秩序之目的等，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三款。 
567 I A v France (1998) ECHR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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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探討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適用之文獻也未將之列入參考，況且本案的審查重

點，事實上也不是在被拘捕人的人身安全是否受威脅上，之後也未見人權法院在

其他判決主張相同理由來正當化自由剝奪，更何況，若該人的安全處於立即之危

險，而向國家尋求保護時，既然是出於該人之同意，應該就無「自由剝奪」之存

在，威脅假使是從他人而來時，自由的限制應針對該他人而為，無論如何不應該

反而加諸被威脅之人568。 

 

    第三項 英國司法實務的見解 

    綜上所述，英國國內法制是否能通過人權法院的檢視，仍必須在具體個案中

由司法機關來進行對行政機關(尤其是警察機關)的控管，確保其各種干預人身自

由行為的合法性。1998 年人權法實施之後，法院有義務要將歐洲人權法院的法

律見解納入考量標準(第二條)，各國家機關也都有遵守公約權利規定之義務(第六

條)569，法院確實在一些判決中回應了法條之要求，例如在R (on the application of 

Laporte) v Gloucestershire Constabulary570判決裡，本案的原告是參與反伊拉克戰

爭遊行的示威者，該遊行目的是要前往空軍基地抗議，但在距基地五公里外抗議

民眾所搭乘的其中三輛巴士就被警察攔下，車上民眾連車帶人在警察陪同下被帶

回倫敦警察局留置，警察所持之理由是要維持遊行的和平抗爭性，並預防暴力事

件發生，如果不在巴士抵達空軍基地前將之攔下，暴力衝突恐怕一觸及發，然而

警察機關提出之理由並未完全說服法院，法院承認警察在巴士到達基地前就先將

之攔下是有正當理由的行為，但接下來將民眾帶往警局拘留，法院就不認為此時

警察機關之行為是有「合理懷疑」之基礎為依據，對車上民眾不加區別逕行拘捕，

也顯然是種不符合「比例性」之要求，故警察的行為不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一項。

比例原則在前述案件中成為法院審查的標準，當然，在不同案件的不同事實中情

                                                 
568 施育傑，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 以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為借鏡，檢討我國羈押與人身拘束制

度，台灣大學碩士論文，頁 105。 
569 請參照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 
570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Laporte) v Gloucestershire Constabulary & Ors [2004] EWCA Civ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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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法院也可能認定行政機關之行為並無違反公約第五條要求。對照Austin v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571判決，原告一樣是參與抗議遊行的

民眾，因為闖越封鎖線而遭警察逮捕拘留，法院認為此時警察機關之行為，是符

合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形，認為警察是有防止犯罪發生的合理基礎事由

存在，因此並無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的不合法自由剝奪。 

 

    第五節  其他法領域內相關法規範之爭議 

    1998 年人權法在刑事法之外其他領域也可能對原有法制產生影響。像是移

民法相關的規範，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款亦特別對移民做出規範。或許是出於

對各成員國主權之尊重，人權法院對各國的移民法規範基本上都相當尊重572。英

國法內關於移民的相關法規573就整體而言，應該是大抵上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一項

之要求，而英國國內法院過去的判例法見解基本上和史特拉斯堡的相關法律決定

並無相違背574。不過，移民法規範 可能和公約第五條有所不合的部分應該是關

於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要求，依 1971 年移民法附表二第二十二點規定，被拘留

之人儘管可以申請保釋，但是該申請必須當被拘留人入境已滿七天方得提出。因

此，被拘留人公約在第五條第四項規定保障下之保釋權利，受到該國內法規相當

的限制，這是否符合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的「儘速」要求，顯然頗值懷疑。對此，

在R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adi)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

UKHL 41

2002] 

                                                

575判決中，上議院法官並未質疑該行政規則之合法性。  

    與移民法相關規範的有關爭議之外，英國法中還有基於社會救助目的之達成

 
571 Austin v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2005] EWHC 480 (QB) 
572 請參照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第六款。 
573 請參照第三章第六節。 
574 Richard Clayton and Hugh Tomlinson, The Law of Human Rights, Vol.1, pp. 519- 520. 
575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adi)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2] UKHL 41. 本

案原告是四名尋求庇護的庫德族土耳其人，在入境後被拘留在入境管制機關的收留中心，期間長

度分別從七天到十天都有。當時的移民主管機關為了處理大量的難民庇護申請案件，而制定一特

別處理程序，但適用此程序的申訴人在其申請案做出決定前會被拘留七到十天，上議院法官在本

案判決中表示，主管機關依法有擬定相關政策、制定特別程序之權限，這都仍在 1971 年移民法

之授權範圍內，該拘留之目的是為了要使庇護申請之案見得儘速決定，且該期間長度並不違反比

例性之要求，因此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款之容許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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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之自由剝奪容許法規，例如 1948 年國家救助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576，授權

地方政府的主管機關將有特殊情況之人移往特定場所留置。本條規定可能引發的

爭議在於，公約第五條第一項容許之列舉例外中，看來並沒有任何一款可以適用

到本條規定之情形，故英國政府依該條規定所為之人身自由剝奪行為，將來若有

被剝奪自由人對此有所爭執，英國很可能會被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一項。 

 

    第六節 1998 年人權法施行以後英國被人權法院判決違反公約第

五條之案件 

    1998 年人權法是英國在經歷歐洲人權公約所帶來的影響與轉變後，所做出

的反應與調整，雖然英國國內法制相應於外來的挑戰有做出改變，但變化的過程

畢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達成，況且英國是一個重視傳統的國家，偏好漸進，而

非革命式的更新過程。在人權法開始完全實施到 2009 年為止，已經過大約九年

的時間，人權法提供英國一個契機，檢視國內法對人權的保障，改善有所不足的

部分，以達到人權法院要求的水平，這段期間英國國內的人權保護法制發展也不

是依質都非常順遂的，許多案件持續在歐洲人權法院爭執，其中與公約第五條相

關者，就有十二個判決認為英國有違反公約第五條要求之情形577。 

 

    第一項 案由與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見解 

(1) S. B. C. v United Kingdom578 

    本案被告國(英國)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第五項之情

形。申訴人因殺人罪之定罪判決遭科處三年監禁刑，服刑兩年之後獲得假釋，但

在假釋期間被控對其女兒有亂倫與性侵害之行為，隨後申訴人因此遭到逮捕，並

                                                 
576 請參照第三章第六節。 
577 這些判決雖然是在 1998 年人權法開始施行後方做成，但該爭執行為在國內所經過之相關程序

可能都還是依照原本舊的英國國內法而為，蓋在行為當時 1998 年人權法法條或是新修正的相關

法規尚未正式施行生效。 
578 (2002) 34 EHRR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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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治安法庭決定將之拘留，申訴人提出保釋申請，都被治安法庭依照 1994 年刑

事司法與公共秩序法第二十五條規定579駁回，申訴人持續處於拘留狀態下約十

年，法院才開始審理其被控之罪名，申訴人所有被控之罪名皆被判決無罪，申訴

人隨之獲釋。 

    申訴人爭執該國內法法條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項，且由於法官依法條所為之

決定在國內法上是一完全合法之決定，權利受害者無法獲得可得強制執行之受償

權，故同時有公約第五條第五項之違反。人權法院認為，系爭被告國國內法條文

規定確實已經使公約第五條第三項所保障之司法控管無由發揮其作用，且申訴人

的確也因為國內法院是依照國內法之規定所為之決定，而無法獲得賠償，所以被

告國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第五項。 

(2) Hirst. v United Kingdom580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情形。申訴人因

殺人罪之定罪判決遭科處終身監禁刑，審理法院所諮詢的精神鑑定報告指出，申

訴人有精神異常的情況，嚴重到使之無法遵守規範之程度，即使該精神異常狀態

可能會隨著時間經過而改善，但是要將之釋放回到社區生活的過程必須是漸進、

經謹慎評估的。監所內執行監禁刑的場所，依照戒護嚴寬的情形可以分成 A、B、

C、D 四類，申訴人剛入監服刑時，由於有高度的危險性與逃脫可能性存在，被

安排進入戒護 森嚴的 A 類監房，服刑期間申訴人接受獄方的矯治計畫，包括

情緒控制與社交技巧訓練等，其攻擊性有相當程度的減輕，故被轉置到 B 類監

房。申訴人在服滿十五年的 低服刑期間後，提出假釋申請，假釋委員會提出的

諮詢報告建議，雖然不宜馬上准許其假釋，但應將之移往 D 類的開放性監房，

或是暫時先移往 C 類監房，伺一段觀察期間後再重新評估，內政部長根據該建

議做出暫且移至 C 類監房之決定。假釋委員會重新評估其狀況後，認為申訴人

                                                 
579 依該條規定，因本案申訴人曾有殺人罪的犯罪前科，原則上法院會駁駁回其保釋的請求，只

有在例外情況才會准許其保釋，至於例外是否存在，則由申訴人負擔證明義務；請參照第三章第

五節第二項。 
580 [2001] ECHR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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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危險性已大為降低，但是仍還不適合立即復歸社區生活，故建議將之移往

D 類監房。唯該建議被內政部長拒絕，理由是申訴人的社會危險性仍未降低到適

合 D 類監房的程度，申訴人的行為依舊有難以控制的強烈攻擊性，必須接受更

進一步的矯治療程，如此的程序反覆進行了數次，直到申訴人對內政部長之決定

向上訴法院提出司法審查之程序申請，但該申請遭上訴法院駁回。 

    申訴人主要是爭執被告國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儘速」之要求。人權法院

並不否認被告國以漸進方式，依申訴人社會危險性減輕的進展來改善自由受干預

的程度，而且只要受刑人配合矯治計畫，將來獲釋是可以預期的，但是人權法院

強調，對其危險性的評估必須是合理期間內定其為之，而本案中申訴人的重新複

查 長曾間隔兩年，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本案申訴人配合被告國的受刑人矯治計

畫，危險性已有顯著下降，可見其精神異常狀況改善良好，兩年的期間間隔並無

必要，不符合「合理期間」的要求，故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  

(3) Stafford v United Kingdom581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情形。本案申訴

人是強制性終身監禁刑的受刑人，在長達二十年的監禁後獲得假釋，然其假釋許

可附有條件，要求受刑人要配合假釋官的要求，除非假釋官同意，否則不得離開

英國國境，受刑人卻未得同意離境前往南非，假釋許可因此被撤銷，回國之後旋

遭逮捕，其在重回監所服刑二年後再次提出假釋申請，假釋委員會認為，該受刑

人離開監所回到社區的這段時間內，並沒有犯下任何暴力犯罪，因此建議內政部

長准許其假釋，但是遭拒絕，儘管內政部長也承認該人並無再次犯下暴力犯罪的

具體危險，卻主張由於受刑人是被科處強制性終身監禁刑，所以即使其無暴力犯

罪之再犯危險，只要仍有可能犯下非暴力之其他犯罪，即使 低服刑期間已滿，

仍可將之監禁。內政部的拒絕假釋許可決定後來在法院接受司法審查，法院判決

認為 1991 年刑事審判法賦與內政部長廣泛的裁量權限，決定是否要准許該受刑

人之假釋許可，因此該決定並無不法。 

                                                 
581 (2002) 35 EHRR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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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訴人爭執其依公約第五條第四項應受保障之權利受到侵害，值得注意的是

人權法院在本案中變更了先前在Thyne, Wilson and Gunnell v United Kingdom582的

見解，認為即使是強制性終身監禁刑的受刑人，亦應得主張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

權利，不論是哪種終身監禁刑， 低服刑期間本質就已經帶有應報的色彩。換言

之，人權法院不再將終身拘禁刑區分成裁量性或強制性，而據此在公約第五條第

四項上給予差別待遇。英國內政部長不但不具備公約第五條第四項所要求之司法

獨立性、中立性，申訴人其實也沒有對公眾安全遭成重大威脅的危險，故人權法

院 後判決認為，英國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 

(4) Benjamin and Wilson v United Kingdom583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情形。第一個申

訴人 Benjamin 因為強制性交的定罪判決被判處裁量性終身監禁刑，其在服刑期

間有著嚴重的精神異常症狀(妄想、異常行為等)，內政部認為有將之移送戒護醫

院接受治療之必要，在 低服刑期間屆滿之後，根據 1983 年精神衛生法取得之

拘束命令，將之送往醫院留置，申訴人在住院期間向精神衛生審查法院提出釋放

之申請，但被駁回，直到 2001 年提出的申請法院才准許其申請。第二個申訴人

Wilson 則是因為跟蹤騷擾女性而被判處終身監禁刑，但在判決科刑時法院就發現

其有精神異常之病症，精神鑑定報告建議申訴人應受住院命令與拘束命令限制，

但由於當時無適合的戒護醫院，法院改做成終身監禁刑的科刑判決，於判決裡指

出，一旦有合適的戒護醫院，必要時應將該人送到醫院留置。申訴人開始服刑後

不久即被移送到醫院，接下來數年多次往返於監所和醫院之間， 後在住院期間

其向精神衛生審查法院提出釋放之申請，然未被准許。 

    人權法院在判決中指出，雖然申訴人得向精神衛生審查法院請求審查拘束命

令的合法性，且依 1983 年精神衛生法第七十三條法院得做出釋放該人之決定，

唯在內政部所制定的監獄管理政策下，如果精神異常之人是終身監禁刑的受刑

                                                 
582 (1990) 13 EHRR 666 
583 (2003) 36 EHR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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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使法院將之釋放，內政部依然可將之送回監所獲其他醫療機構，法院雖然

可以對內政部的決定提出建議，但該建議並無證事法拘束力。內政部的上述政策

也被英國法院確認其合法性，結果導致這種精神疾患是否得從醫院獲釋事實上取

決於行政機關而非法院，這種情形和公約第五條第四項所要求之「司法」不合。

人權法院還特別強調，即使兩造當事人都同意在 1998 年人權法實行後，內政部

的決定如果違背法院之建議依英國國內法將會是不合法的行為，仍無法改變法院

並不是有做出據法拘束力決定機關的事實，故英國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要

求。 

(5) Waite. v United Kingdom584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第五項。申訴人在

十六歲時因殺害其祖母而被判處終身監禁刑，其 短服刑期間定為十年，但一直

到申訴人滿二十九歲後方被允許假釋。在假釋期間，申訴人和一十六歲少年同居

並發生性關係，也有持有和使用毒品的情形，並且沒有照其假釋官之要求與其會

面，之後申訴人飲藥企圖自殺未遂，出院之後和假釋官接觸並會談，承認自假釋

以來就開始使用毒品，不過其和該少年已不再發生性關係，只是仍維持同居行

為。假釋官因而做成報告表示，申訴人復歸社區生活的狀況不甚理想，不但有自

我毀滅的傾向，對未成年人也有相當程度的危險。假釋委員會在處理申訴人的假

釋案時，建議應撤銷其假釋許可，該建議被內政部長接受，申訴人隨即重回監所

服刑。對此，申訴人向假釋委員會提出書面說明，表示其未再和少年有性關係，

且為了解決藥物濫用的問題，已經配合其居住社區內的相關機構的協助。對此，

假釋委員會並未進行聽審程序，仍維持原本的建議支持撤銷假釋許可，下次的假

釋准駁審查，必須待檢察官做出是否要起訴申訴人牽涉毒品等罪名後。檢方的不

起訴決定後假釋委員會重開審查，這次經過聽審且申訴人有在場，假釋獲得許

可，然約在一年後申訴人因持有毒品遭逮捕，假釋委員會建議撤銷假釋被接受，

該人又重回監所。 

                                                 
584 (2003) 36 EHRR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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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之所以會被人權法院認為有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違反的主因在於，假釋

委員會在先前審查申訴人的假釋撤銷案時，沒有進行聽審程序，申訴人無法對不

利於其的資證提出質問或反對意見，加上該人親自到場也有助審查機關觀察其行

為，對判斷其是否適合社區生活，具有重要意義，不經聽審顯然使審查程序的公

正性有所欠缺，人權法院因而判決英國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且因為當時依英

國國內法申訴人確實無法獲得可強制執行的受償權利，故亦有第五項之違反。 

(6) Von Bülow v United Kingdom585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申訴人因為謀殺

警察而被判處強制性終身監禁刑，另外還有兩個謀殺未遂罪的十五年監進刑合併

執行。在強制性終身監禁刑的 低服刑期間(先是二十年，後延長到二十三年)已

經服滿之後，假釋委員會開始審查申訴人的假釋案，但至 2001 年 3 月時(服刑已

長達約二十六年)，申訴人獲得通知，假釋委員會並不建議使其獲得假釋，認為

申訴人儘管行為有所改善，然其當時的狀況暫時還不適合移往更開放的空間。 

    本案被告國之所以被人權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主因，仍是當時假

釋委員會的權限不足(無法做成有拘束力的假釋決定)，和假釋審查程序上的瑕疵

(不經聽審)這兩點，換言之，被告國未提供公約第四條所規定之司法救濟程序保

障。 

(7) Wynne. v United Kingdom (no. 2)586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第五項。申訴人因

謀殺罪之定罪判決而遭科處強制性終身監禁刑，在服刑約十六年後獲得假釋，然

卻在假釋後犯下殺人罪，遭法院判決科處另一裁量性終身監禁刑，法院如此科刑

主要是考量到申訴人對社會大眾安全有極高的危險。同時，申訴人先前的強制性

終身監禁刑的假釋許可亦被撤銷，其因此重回監所服刑，並被移送至戒備 森嚴

的 A 類監房。約九年經過後，後案所定之終身監禁刑 低服刑期間屆滿，申訴

                                                 
585 [2004] ECHR 721 
586 (2004) 38 EHRR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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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此提出假釋申請，之後假釋委員會在審查申訴人的假釋案時，並未經過聽審

程序，就做出結論認為申訴人有強烈的攻擊性，對社會大眾仍有極大威脅，故不

建議准許其假釋，也不建議將其移往環境較為開放，戒護程度較低的監房。 

    本案被人權法院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第五項之原因與上案Waite. v 

United Kingdom587類似，雖然本案申訴人和上案申訴人不同，其身分上還兼為強

制性終身監禁刑受刑人，但人權法院強調在Stafford v United Kingdom588 案中人

權法院已表明強制性終身監禁刑的受刑人一樣同受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保障。被告

國被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的另外一個原因在於，假釋委員會並不是有做

出法拘束力決定權限之機關，是否要假釋 終取決於行政機關(內政部長)，這和

公約規定所要求的「法院」顯然不符。 

(8) Hill. v United Kingdom589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第五項。申訴人因

謀殺罪定罪判決而遭法院科處強制性終身監禁刑， 低服刑期間定為十二年。申

訴人 近一次之假釋申請是在服刑約二十年後提出，當時其被置於 C 類監房。

假釋委員會在審查其假釋案後，建議應將之移往 D 類監房，並在兩年後再重新

評估是否要繼續服刑，但該建議不被內政部接受，其理由主要是根據精神鑑定報

告，申訴人對社會大眾依然有著威脅性。申訴人曾企圖要對內政部的決定提出司

法審查請求，但被其律師勸阻，蓋勝訴機率微乎其微，假釋委員會提出之建議的

文字模糊曖昧，內政部長的決定又有看來頗有說服力的報告支持。不過，假釋委

員會直到 2003 年 11 月之前的審查程序都未經過聽審程序，而且事實上為讓申訴

人完成精神報告所列出的矯治療程計畫，聽審延到 2004 年才開始。 

    本案被人權法院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第五項之原因與上案Wynne. v 

United Kingdom (no. 2)590大同小異，聽審程序的欠缺，以及假釋委員會沒有做成

                                                 
587 (2003) 36 EHRR 54 
588 (2002) 35 EHRR 1121 
589 [2004] ECHR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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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法拘束力決定權限這兩點，是導致人權法院判決英國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

的主要論理依據。 

(9) H. L. v United Kingdom591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一、第四項。申訴人自

出生就患有自閉症，有言語及理解上的障礙、異常行為和情緒不穩，以及多次自

傷的紀錄，長達三十年的時間申訴人都住在國立醫療機構中。不過，基於試驗療

程，申訴人離開該機構與兩名看護同住，但申訴人仍必須每星期定期出席當地政

府負責之日間照護中心。然大約三年過後，申訴人在日間照護中心做出情緒激動

下的自傷行為(以頭撞牆)，中心的員工無法和其看護連絡上，只好連絡當地的醫

師，之後並在該照護中心管理者的建議下將之送往其原本居住之醫療機構的急診

部門住院。之後申訴人依 1983 年精神衛生法第三條(以治療為目的)被留置在醫

院，但住院的程序是依同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的不要式程序。申訴人的代理人向精

神衛生審查法院請求審查該留置行為的合法性，之後申訴人被允許出院，繼續和

其看護同住，但仍必須每星期固定回診、接受藥物治療，並有相關社區機構的支

援，這段住院持續時間總計約六個月。不過，在住院開始後約三個月，申訴人的

代理人就請求對該醫院的住院決定進行司法審查，同時也申請人身保護令，並主

張非法拘留的民事侵權責任。程序經高等法院、上訴法院並 後到上議院， 後

法院認為該住院決定是一合法行為。 

    人權法院認為，英國國內法院之所以認為該住院決定是合法的，其衡量判斷

標準是根據國內判例法對非法拘留侵權行為的認定，而不是依照公約的要求。對

於本案的住院決定是否構成「自由剝奪」也有爭執，主要爭點是在於申訴人有無

同意或是否有同意能力這個問題上：人權法院將本案與H.M. v. Switzerland592區

分，兩案的事實情況不同，在H.M.案中申訴人雖然同意能力有欠缺，但其曾明示

願意待在該醫療機構，何況該機構基本上是一開放可以和外界接觸的空間，這和

                                                 
591 [2004] ECHR 720 
592 (2002) 38 EHRR 314  

 143



本案申訴人所受的人身拘束明顯有別。對照Nielsen v Denmark593案的申訴人雖然

是同意能力有欠缺的未成年人，但是有其母親行使親權下而為之同意補足，這和

本案是由醫療機構決定不同，本案的住院決定是構成人身自由之剝奪。至於自由

剝奪是否有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五像容許例外的情形，人權法院認為雖然申訴人

確實有嚴重的精神異常行為，但由於被告國的國內法制未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

換言之，不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的「法定程序」，仍然是不合法之自由剝奪，

蓋本案申訴人是經由不要式程序而入院，整個住院決定過程並沒有特定的程式要

求，甚至究竟是誰做成決定、決定理由、評估考量過程等都沒有明確可資辨認的

形式，就連住院目的也不必明文指出，而且該住院並沒有特定的時間上限。 

    關於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的部分，被告國雖然主張申訴人可依司法審查和人身

保護令程序請求司法救濟，但人權法院認為，這兩種程序都不是符合公約第五條

第四項要求之有效救濟，因為英國國內法院在審查時基本上仍是基於判例法上之

傳統(越權原則)來做為審查標準，而不去探究人身自由剝奪的合法基礎，故判決

英國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  

(10) Lloyd and others v United Kingdom594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一、五項。申訴人都是

未能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人(包括稅金、法院課處的罰金等)。因未能按期

支付，治安法庭經聽審程序後認為，申訴人不是出於故意而拒繳，就是出於可歸

責於己的過失而欠繳，因此做成將之收監的命令。但在入監之後，其中一個申訴

人代表全體向高等法院請求司法審查，獲得相當的成功，上訴法院撤銷原治安法

庭的決定，申訴人隨之獲釋。申訴人主要是爭執治安法庭的命令乃係不合法之人

身自由剝奪行為，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一項，且在英國國內傳統侵權法下，法官的

非法拘留行為除非是非出於善意的超越法授權行為，否則免於民事賠償責任595，

                                                 
593 (1988) 11 EHRR 175     
594 [2005] ECHR 147. 除了公約第五條，本案被告國還被人權法院判決有違反公約第六條公平審

判權的規定。 
595 這部分相關論述請參照第三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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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請人無法取得可強制執行之受償權，故主張有公約第五條第五項之違反。 

    人權法院在審查被告國是否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一項時，認為本案可能適用

的容許例外是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但人權法院也強調縱然有容許例外之情

形，公約成員國仍必須遵守法定程序，才是合法行為，至於合法性的判斷方式，

首先必須是符合國內法規定，若在國內法上就不合法則當然是不合法行為。本案

被告國之所以會被人權法院認為有違反第五條第一項，治安法官的命令和英國國

內法本身就有違反，包括：法官做成收監命令前並未依法確實調查申訴人的資

力、做成收監決定前未考量其他干預程度較輕微的手段、聽審程序前未給予適當

的通知等。在申訴人的案子被認為有公約第五條第一項違反之情形時，英國僅表

示 1998 年人權法開始實行後，申訴人受公約保障之人身自由權若受到侵害，將

可藉該法使其損失獲得填補之機會。但本案國內的司法救濟程序結束之時，該法

仍尚未實行，申訴人也無法藉由國內法取得任何賠償(這點兩造都不爭執)，因此

人權法院判決有公約第五條第五項之違反。 

(11) Blackstock v United Kingdom596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第五項。申訴人因

為射傷警察與拒捕而被定罪，遭判處裁量性終身監禁刑， 低服刑期間定為十七

年。1998 年 6 月該期間服滿之後，假釋委員會開始審查申訴人的假釋案，當時

申訴人服刑的場所是 B 類監房，通常受刑人在獲釋前會逐步移往戒備較寬、環

境較開放的監房，因此原則上這次審查的重點在於是否要將申訴人從 B 類移至 C

類監房，但是申訴人透過他的律師表示，他希望能直接被移往 D 類監房，假釋

委員會從申訴人的期望做出如此建議，但是不被內政部長接受，內政部長仍決定

只將其移往 C 類監房。原本預定的 C 類監房，申訴人遷入後發現該監房對其接

受社交探訪造成不便，故請求移往其他 C 類監房，然因為於其時沒有其他適當

的 C 類監房，直到 1999 年 4 月申訴人才被移往另一 C 類監房，同年 11 月申訴

人對內政部拒絕將之移往 D 類監房的決定所提出之司法審查被高等法院駁回，

                                                 
596 (2006) 42 EHR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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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內政部的決定是按照一般常規的做法，並無不合理之處。2000 年 4 月假

釋委員會再次審查申訴人的假釋案，建議將其移往 D 類監房，同年 6 月內政部

准許該建議。到了 2002 年 4 月，假釋委員會在審查之後才建議准許申訴人之假

釋。 

    申訴人在本案中爭執被告國對其假釋案的審查有延遲的情形，不符合公約第

五條第四項由法院「儘速」決定之要求。申訴人的假釋案第一次和第二次受審查

的時間間隔了二十二個月，儘管被告國抗辯程序會拖這麼久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中

監申訴人要求換監房所導致，但此主張未被人權法院接受，人權法院認為第二次

審查的延後主要是因為行政作業上的延誤，被告國未盡義務使審查程序「儘速」

為之，又依國內法規定申訴人的確無法獲得賠償，所以被告國有違反公約第五條

第四、第五項。   

(12) Gault v United Kingdom597 

    本案被告國被人權法院判決認為有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項598。申訴人被控教

唆、幫助謀殺其丈夫，謀殺罪起訴後，申訴人獲得交保，返家照顧其三名年幼子

女，當時處理本案之警察與檢察官都未對此提出異議，這次審判(第一次)進行過

程中申訴人都一直處於交保狀態下。陪審團在第一次審判無法達成一致的決定，

法院准許申訴人得在檢方考慮是否要提出另一次起訴的進行期間內繼續交保，檢

方未反對法院此決定。後來檢方決定重新起訴申訴人，此次審判(第二次)期間申

訴人仍維持交保狀態，結果陪審團做出申訴人有罪的決定，而法院不但判處申訴

人終身監禁刑，同時還決定將其拘留。本案上訴至上訴法院，上訴法院發現第二

次審判的承審法官對陪審團指示錯誤，且此錯誤影響到陪審團的判斷，故撤銷原

定罪判決，將案件發回重新審判。申訴人上訴同時請求上訴法院准許其交保，檢

方並無反對，然為上訴法院拒絕，申訴人原本企圖進一步對此拒絕交保決定繼續

在上議院爭執，但是並未成功(遭上訴法院在程序上駁回)。申訴人處於拘留之狀

                                                 
597 (2008) 46 EHRR 48 
598 儘管人權法院認為本案應適用的法條應該還包括公約第五條第一項，但由於申訴人僅爭執公

約第五條第三項之違反，故人權法院並未審查被告國是否遵守第一項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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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一直持續到重新審判(第三次)開始後，承審法官准許其交保請求為止，申訴人

在此第三次審判獲得無罪判決。 

    人權法院判決認為被告國違反公約第五條第三項的主要理由乃在於，被告國

上訴法院所做成之拘留、拒絕交保決定，都未提出公約規定所要求之相關且充分

之理由。本案英國上訴法院決定裡提出之第一個理由是，第三次審判在短時間內

馬上就會開始，唯人權法院明白表示，公約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之「應有權於合理

期限內受審或交保待審」這並非意指法院有權在合理期限內提審或准許該犯嫌交

保待審兩者之間擇一為之，刑事犯嫌本來就有在合理期間內受審以及請求交保的

權利599，上訴法院的第一個理由顯然無法說服人權法院。上訴法院所持之第二個

理由，乃是主張上訴法院在考量第三次審判前各種事實情況後，認為第三次審判

和之前的審判不同，上訴法院合理懷疑申訴人有高度的逃亡可能性。不過，人權

法院認為，從頭到尾國內程序進行期間，控方都未對申訴人的交保提出異議，上

訴法院除了以謀殺罪之重刑可能提高逃亡可能外，似乎也舉不出其他任何更有力

的說服論理。從而，人權法院結論認為，被告國確實有公約第五條第三項之違反。 

 

    第二項 判決簡析 

    從上述的判決可以發現，有相當高比例的案件是和終身監禁刑有關，十二件

裡占了八件之多，申訴人主要的爭執點集中在公約第五條第四項，對英國國內法

而言就是對假釋審查制度的質疑，尤其是行政機關(內政部長)事實上擁有准駁假

釋之權限，顯然和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要求之「法院」不符合600。人權法院也不再

將終身監禁刑區分成強制性和裁量性兩種而給予不同待遇，同樣都有公約第五條

第四項之適用601。事實上，英國國內並非未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論學界

或實務界都有相當的共識，必須對終身監禁刑受刑人的假釋審查方式做一整體的

                                                 
599 人權法院其他相關判決的同樣見解，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 
600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 
601 Stafford v United Kingdom (2002) 35 EHRR 1121. 

 147



改革，遂有 2003 年刑事審判法的制定602。2003 年刑事審判法是在 2003 年 11 月

20 日制定通過，然其條文並非於當時即完全生效，像是第二百三十九條、附表

十九等關於假釋委員會的職權功能之規定，一直到 2005 年 4 月方完全生效。假

釋委員會的獨立審查地位在本法終於被確立，將行政權的干預盡量排除，這主要

還是為了使英國的假釋委員會與假釋決定之過程可以符合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要

求，該項所定之「法院」，組織不必是個國內司法體制下所定義之典型法院，但

獨立於行政機關與兩造當事人的超然中立性，足以為爭執案件提供適當的程序保

障是其不可欠缺應具備之特質603，並且有充分權限得以做出釋放被拘束人的有效

決定604。假釋委員會雖然和典型法院的組織型態不盡相同，但並這不使其不符合

公約第五條第四項，重點仍是在於其是否有獨立性，以及決定假釋之實在權限，

這也是英國法改革所欲達成的目的。 

 

  第七節 小結 

    1998 年人權法基本上是英國為因應歐洲人權公約與人權法院所帶來的壓力

與衝擊而制定，不過，其條文本身規定具體實踐的成效，人權保護法制的進展狀

況，相當程度還是和司法在審查具體個案時所採取的態度脫不了干係。尤其是人

權法第四條賦與司法的新功能－不相容宣告605的做成，對英國傳統憲政上分立的

各權力間原本的平衡，逐漸產生一種微妙的變化－因此有學說606認為，人權法雖

然未使司法取得優越的違憲審查地位，卻是在不同部門間形成一種制度化的正式

「合作」(co-operative) 的關係，共同建構促進公約權利保障的改革路線。當然，

1998 年人權法的規定並非剝奪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依其職權主動採取措施促成

                                                 
602 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pp. 198-199. 
603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1971) 1 EHRR 373, para 76 and 77; Weeks v United 
Kingdom (1987) 10 EHRR 293, para 61. 
604 X v United Kingdom (1981) 4 EHRR 188, para 58-61. 
605 請參照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 
606 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pp. 115- 118. 

 148



法令的改變，然而司法的在具體個案中做成的不相容宣告，卻是蓄積能量的契

機。況且，公約權利的保護法制究竟要如何發展，國內現行法是否有違反公約規

定及應如何改正，都必須先對史特拉斯堡的相關法律見解有著正確的理解和解

釋，要達成這樣的任務，司法機關的參與勢必不可欠缺。雖然，單從人權法本身

條文作文義解釋來看，難以否認立法者仍有權拒絕來自司法不相容宣告的「挑戰」

(或提醒)，唯若從人權法施行以來實際的情形觀察，當司法做成不相容宣告時，

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會獲得其他部門的正面回應607。 

    本文認為，1998 年人權法仍然是相當新的法規，從正式施行完全生效到現

在還不滿九年的時間，因此目前這種重視不相容宣告的態度，並不是受到拘束而

必須為之的穩定狀態。但若對不相容宣告的尊重若長久行之，很可能形成新的憲

政慣例608而具有法之拘束力，儘管仍和「違憲審查」的強度有差別，但英國司法

的司法審查權限，至少在與公約權利的保護相關這部分，應會獲得加強與提升。  

    至於人身自由保護法制事實上發生轉變的部分，由於與人身自由相關的法規

分散在個別不同法領域，轉變發生時影響範圍可能是相當廣泛的。只是，法院的

不相容宣告是從具體個案而生，通常是針對特定的法令規定而為，相對的改變範

圍也會較小。英國過去曾被歐洲人權法院判決宣告違反公約第五條的案件，從第

一項到第五項的違反都有，但說來頗諷刺609，其中第四項的違反占 大宗610，

顯示在人身自由的保護上，人權法院顯然認為英國法院的司法控管功能有所不

足，這在與不定期自由剝奪相關的案件－如精神疾患、終身監禁刑受刑人假釋等

爭議上611特別明顯。 

                                                 
607 法令的修正、未來修正的承諾等，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pp. 118- 119.  
608 英國憲法是非法典化的憲法(參照注 27)，其憲法相關法律規定散見在制定法、慣例或是判例

法中，雖然理論上基於議會主權，立法者有權以制定法改變舊有的法規範，但就事實上的實踐(de 
facto)而言，由於英國對傳統的重視、偏好漸進而非激進的改革方式，其法制的轉變通常是經過

相當的沉澱累積後發生，慣例的形成自然也不例外。請參照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 
609 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的淵源與英國人身保護令的關係，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 
610 人權法施行前的十一件中有五件；施行後的十二件中有八件；請參照本章第二節第一項、第

六節。 
611 請參照本章第二節第三、第四項，以及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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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98 年人權法施行以前，英國法制在與精神病患的人身自由剝奪相關的

轉變， 重要的當屬 1983 年精神衛生法第七十二條、七十三條的增修，改變舊

法中法院無權做出有法拘束力之決定以釋放精神狀況已恢復之被拘留人的情

形，以符合公約第五條第四項「有效」司法救濟的要求612。在人權法施行之後，

英國國內司法對公約要求，即使相關的判決仍不多，但可看出英國司法在審理與

公約權利相關的案件時，更注重史特拉斯堡的見解，並納入國內法的解釋適用中

613。 

    至於牽涉到終身監禁刑受刑人假釋相關爭議的部分，英國國內法制的轉變可

說是明顯受到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的影響。人權法院變更先前見解，否認了英國國

內法原本將終身監禁刑加以區分成強制性或裁量性，而在假釋上給予不同處理的

方式，而英國法院從而對相關國內法做出不相容宣告，促成新法 2003 年刑事審

判法，放棄舊法區分二者的做法614。另一方面，英國同一時期進行相關法規的修

改，將假釋決定權將行政機關(內政部)手中轉交給一具備獨立性的準司法機關(假

釋委員會)，以符合公約第五條第四項「法院」之期待615。從前述可知，至少在

終身監禁刑受刑人假釋這個議題上，英國國內法算是相當順從歐洲人權法院的見

解，做出不少改革。 

    然而，在涉及恐怖份子的案件，或許是由於關於敏感的國家安全，英國顯然

採取不同的態度，藉由公約十五條所規定的免責，迴避歐洲人權法院的譴責，在

九一一事件之後甚至制定爭議更大、對人身自由侵害更甚以往的 2001 年反恐犯

罪安全法，該法的許多措施招致質疑、批評，而英國司法這次倒是直接以不相容

宣告挑戰立法與行政部門， 終促使法條的修正616。   

   1998 年人權法的施行，對英國國內人身保護法制到底能產生多大的影響，由

上論可知，法院在整個改革的過程裡占有關鍵的地位。雖然，法院受限於個案的

                                                 
612 請參照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款。 
613 請參照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二款。 
614 請參照本章第二節第四項第二款。 
615 請參照本章第二節第四項第一款。 
616 請參照本章第二節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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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只能針對個案中所觸及，與公約權利相關的法令解釋、適用等爭議，亦無

法主動發動，即使做出不相容宣告也必須仰賴立法者的配合。但就目前的情況來

看，至少在人身保護上，法院的意見都獲得正面的回應，立法與行政部門多次做

出大幅度的法令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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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對於我國人身保護法制的省思 

  第一節 概論：國際人權條約對我國法制的影響 

    2009 年 3 月底，立法院通過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同時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617。這對台灣人權法制的發展，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象

徵意義。自 1987 年解嚴以來，台灣人權保障的情況有大幅改善，其中促進的因

素包括執政者政策的轉變、公民社會的倡導、新聞媒體的傳播與政府部門的實踐

等618。儘管自解嚴以來台灣對人權的重視有長足的進步是值得肯定的，卻仍有很

大的改善空間，諸如對生命權、財產權、人身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勞工權利之

保障等，都仍有不足之處619。 

    上段所述及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與「世界人權宣言」三者合稱為「國際人權法典」(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乃聯合國 重要、 基礎之人權法文件620。事實上，就歷史角

度而言，台灣曾與國際人權之發展有密切的互動，曾積極參與國際人權法典之草

擬，在聯合國成立當時，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不但成為聯合國之創始會員國，

也是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成員國，儘管後來因為特殊的時

空背景，使我國曾經參與國際人權法建立的經歷，未能轉化成國內人權保障的基

礎，之後退出聯合國更對國內人權的發展造成負面衝擊，儘管當時國際人權條約

卻正產生突破性之發展621。 

    立法院已於今年通過了兩項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該國際公約產生什麼樣的

                                                 
617 http://www.epochtimes.com/b5/9/3/31/n2480877.htm ( last visit: 2009/8/17) 但施行法的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另訂(第九條)。 
618 魏千峰，解嚴後台灣人權之發展及其限制－兼比較亞洲人權，思與言，第四十六卷第四期，

頁 3-18。 
619 同前注 618 文，頁 19 以下。 
620 陳隆志、廖福特，國際人權公約與國內法化之探討，國家政策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頁 36。 
621 廖福特，人權政策與立法，全國律師，第七卷第十二期，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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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效力，可以分成國際法上與國內法上兩個面向。在國際法上的部分，我國立法

院的議決通過雖然是完成公約批准的程序，但批准書是否為聯合國秘書處接受存

放，仍有可能遭遇相當的阻礙，而使該公約對我國是否有國際法上的法效力將來

可能會有爭議發生622；但就國內法而言，由於該公約經立法院議決623通過，依

憲法第三十八條、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六十三條與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三九二

號解釋624，這兩個今年才經立法院議決通過之公約有國內法之效力，其位階等同

法律。理論上，台灣批准國際人權公約後，該公約就有國內法之效力，然就實際

面來看，國際人權公約幾乎對國內法制沒有實質的影響力，因此學者625有主張參

考國外立法例，除了批准或加入之外，另外再以國內特別法的立法方式，使國際

人權公約得以落實於其國內法制中。 

                                                

    非法典化憲法國家或法領域中，以特別立法方式將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是

十分常見的，包括紐西蘭626、加拿大627、香港628以及本文討論焦點的英國皆採

這種方式629。國外立法的經驗值得參考，卻不見得能直接複製到我國國內法中，

尤其我國法體系和前述國外立法有很大的差異。英國的 1998 年人權法是基於英

 
622 廖福特，實 踐 國 際 人 權 法 典 之 方 式 － 批 准 、 加 入 或 國 內 法 化 ，律師雜誌，第二七二

期，頁 48。 
623 依憲法第六十三條，這是憲法賦予立法的權限。 
624

「憲法所稱之條約係指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所締約之國際書面協定，包括用條約

或公約之名稱，或用協定等名稱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家重要事項或人民之權利義務且具有法律上

效力者而言。其中名稱為條約或公約或用協定等名稱而附有批准條款者，當然應送立法院審議，

其餘國際書面協定，除經法律授權或事先經立法院同意簽訂，或其內容與國內法律相同者外，亦

應送立法院審議。」  
625 例如：廖福特，實 踐 國 際 人 權 法 典 之 方 式 － 批 准、加 入 或 國 內 法 化 ，律師雜誌，第

二七二期，頁 49；陳隆志、廖福特，國際人權公約與國內法化之探討，國家政策季刊，第一卷

第二期，頁 55；廖 福 特 ， 人 權 政 策 與 立 法 ， 全 國 律 師 ， 第 七 卷 第 十 二 期 ， 頁 23； 胡

慶山，歐洲人權公約對英國憲法的衝擊－一九九八年英國人權法成立的成立與課題，台灣國際法

季刊，第二卷第四期，頁 107-109。 
626 1990 年權利典章法(Bill of Rights 1990)  
627 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是高於普通法律而有憲法位

階之法。 
628 香港 1991 年人權典章行政命令 
629 陳隆志、廖福特，國際人權公約與國內法化之探討，國家政策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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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本身獨特的法律體制而制定，例如，英國司法並無違憲審查之權限，無權否定

議會制定法的效力，因此人權法第十九條另外特別設計「不相容宣告」的規定。

相對而言，我國的司法卻有違憲審查的權限(憲法第七十八條、增修條文第五

條)，這和英國法就有相當大的不同。此外，1998 年人權法的立法時空背景，和

歐洲人權公約是一有強制力的國際人權法文件，並且相對地設有有實質拘束力量

的監督機構，確實提供成員國的個人直接提出申訴的機制630，是密切相關的，歐

洲人權公約的成功更促成其成員國修正國內法規。而在我國的情況，立法院通過

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儘管就規範內容而言，許多核心內含與歐洲人權

公約是一致的631，唯聯合國並無強而有力的人權監督機構，對於公約的簽署國或

成員國並無法產生如同歐洲人權法院所達成的拘束力632，況且，歐洲人權公約累

積了相當豐富的個案裁判，其具體的指出各國國內法規的缺失，這也使各國在檢

討修正國內法時有更明確的方向。 

                                                

    不過，即使「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無強而有效的監督機制，甚至在

我國的情況，該條約是否在國際層次上確實對我國有法拘束力都有疑問，人權公

約已經立法院議決批准，至少在國內就有我國國內法之效力。然則，進一步特別

立法仍有需要，這是為使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能真正在國內落實可採取的措施之

一。我國如要另外訂定一特別人權法，就必須要考慮到法律位階的問題633。有見

 
630 廖福特，歐洲人權公約－世界上第一個有強制力的人權條約，司法改革雜誌第三十八期，頁

26-29；廖福特，歐洲人權公約之監督機構－國際人權 強而有力之監督者，第 三 十 九 期 ， 頁

41-44。 
631 請參照第三章第一節、第四章第一節。 
632 廖福特，實 踐 國 際 人 權 法 典 之 方 式 － 批 准 、 加 入 或 國 內 法 化 ，律師雜誌，第二七二

期，頁 40-41。 
633 廖福特，實踐國際人權法典之方式－批准、加入或國內法化，律師雜誌，第二七二

期，頁 49。若從已經三讀通過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

法」規定來看，法律位階的問題仍待解決，施行法第八條僅僅規定：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

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

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而未說明這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和其他

同位階法律(國會立法)的適用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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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認為634，最理想也最符合我國法律體系的運作方式，應該是依照人權公約之精

神與內容，大幅修正憲法中關於權利保護之規定，使人權公約規定具有憲法位

階，將人權公約憲法化可免除公約規定與國內其他相同位階之法律牴觸時，應如

何適用的問題，即使在尚未能依國際人權公約大幅修改憲法之前，我國亦可透過

釋憲機關(大法官)的解釋，將國際人權標準具體實踐到我國憲法體系內。不過，

由於修憲所牽涉的影響層面較廣，程序上亦較困難，先以一特別法，賦與其優先

其他法律適用之地位，應該是較為可行的做法，法務部曾參考世界上重要的國際

人權法文件，擬出「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635，可惜至今仍未獲立法院三讀通過。  

    以修憲或國會立法的方式，來為我國整體地建構一套完整的人權法體系(或

法典)，引進國際人權法標準，短期內看來不是件容易達成的任務。但轉變的發

生可以是一漸進的過程，中間或許經過長時間的能量累積，而國際法文件或是國

外立法例也是能量累積的來源之一。本文雖然認為國外的立法經驗不見得能完全

複製於我國國內，卻在前面幾個章節花了相當長的篇幅，介紹與人身自由保護制

度相關的歐洲人權公約、英國法規定以及裁判、解釋等，就是希望能為我國法正

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轉變，提供一些比較法觀點上的貢獻。事實上，我國大法官

在釋憲時就時常參考國外立法或是國際法文件，做為判斷法律命令是否違憲的論

理依據636。 

    從本文第二、三、四章的論述可知，英國國內法中與人身自由保護相關的法

規分散在不同法領域，而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與史特拉斯堡相關法律見解對英國

法產生的影響，也是非常廣泛且分散的，本章接下來的論述重點，將放在公約第

五條第四項規定與英國國內法之互動情形，作為我國法比較參考之重點。選擇如

此做的原因，在於英國身為「人身保護令」的發源母國，卻屢屢被歐洲人權法院

                                                 
634 廖 福 特 ， 人 權 政 策 與 立 法 ， 全 國 律 師 ， 第 七 卷 第 十 二 期 ， 頁 22-23。  
635 同前注 634 文，頁 15-20。 
636 例如，大法官會議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中，就引用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規定、人權法院的

判決以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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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有違反號稱「公約版的人身保護令」的第五條第四項637，這對英國而言是一

大諷刺，卻也促使英國檢討其國內相關法制，尤其是精神疾患的人身拘束審查方

是、終身監禁刑受刑人的假釋等議題上638更是明顯，故本章將以此部分做為討論

的重點。  

  

  第二節 非因犯罪嫌疑的人身自由拘束與憲法第八條規定的保障 

    近代國家的憲法大抵上皆可分成兩主要部分：人民的基本權利與政府組

織，而我國憲法在第二章即規定人民的基本權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遷徙自由、

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基本權利，其中第八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

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

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

問、處罰，得拒絕之。(第一項)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

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

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

之機關提審。(第二項)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

機關查覆。逮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第三項) 人

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不得拒

絕，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法處理。(第四項)」639相較

                                                 
637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 
638 請參照第五章第二、三節。 
639 本文認為，關於人身自由保護法制的討論上，至少在程序上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首先是國

家機關在發動拘束人民人身自由前應踐行的程序，包括決定權限歸哪個機關(像是否要法官保

留)、可發動之要件等；其次是執行字由拘束行為時應遵守的程序和方式； 後是人身自由已遭

拘束後的救濟程序，人身保護令就是屬於拘束後的救濟。然我國憲法第八條的規定不甚清楚，難

以做明白的劃分，解釋上也容易產生爭議，尤其是在非刑事犯嫌的人身自由保護上，是否和刑事

犯嫌受同等密度的程序保障，或是如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區分不同原因的人身自由拘束，而為

不同之處理；參見李壽星，傳染病防治法對人身自由限制之探討，東吳大學碩士論文，2006 年，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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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二章中其他憲法基本權的簡潔規定640，第八條並非僅簡單規定「人民有身體

自由權」或「人民身體自由應與保障」，而是具體規範應有之程序保障內涵。大

法官亦曾針對憲法第八條做出不少相關的解釋641，可見立憲者與釋憲機關的重

視。人身自由被認為是各種基本權利的基礎，蓋若人民隨時身處喪失人身自由的

恐懼，其他自由、權利均無所附麗642。人身自由既係人民各項基本權利不可或缺

的前提基礎，其在憲法基本權利自居於 重要地位，應受 周全之保護，故在解

釋各種法律規定時皆必須貫徹此意旨643。 

    然則，憲法第八條規定的解釋上，若純粹從第八條的文字來看，似乎容易使

人認為該條的保障對象僅限於刑事犯嫌644。第一項規定「……除現行犯之逮捕由

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

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第二項又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條文中的「現行犯」、「警

察機關」、「逮捕拘禁」等，都給予人一種屬於刑事追訴程序的印象。關於非刑

事犯嫌人自由遭拘束之情形，是否有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適用，在大法官第三八

四號645、五八八號646解釋中，大法官明白宣示即使是非因犯罪嫌疑人身自由遭

                                                 
640 例如第十條：「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第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應予保障。」   
641 例如：大法官第一六六號、二五ㄧ號、三八四號、三九二號、四三六號、四四三號、四七ㄧ

號、四七六號、五二三號、五三五號、五四四號、五五ㄧ號、五六七號、五八二號、五八八號……
等。 
642 鄭宗玄，論人身自由之保護，政大法學評論，第四十八期，頁 244；黃俊杰，人身自由與檢

警權限之探討，軍法專刊，第四十ㄧ卷第十ㄧ期，頁 30-34。司法院大法官五八八號解釋亦謂：

「……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 
643 張慕貞，及時強制法規範之研究－以人身自由干預措施為中心，中正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

頁 52。 
644 本章提到的「刑事犯嫌」，採取比較簡便的定義方式，包含刑事訴訟法的犯罪嫌疑人及被告，

所謂的非刑事犯嫌，即指非因犯罪嫌疑而成為刑事追訴對象者而言。  
645「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其所稱「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

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

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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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者，該自由拘束所應踐行之程序亦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647之要求。另

外，從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648亦可推知，憲法第八條第一項的「逮捕拘禁」，

只是描述人身自由遭剝奪的態樣，而非僅限縮在刑事程序中的人身自由拘束行

為，而是包括一切剝奪人身自由的行為。換言之，憲法第八條第一項的保障在非

刑事犯嫌人的情形下仍有其適用。 

                                                                                                                                           

    然而，憲法第八條第二項以下之規定，是否適用非刑事犯嫌而遭剝奪人身自

由者的情形上，則不無疑問。學說649在解釋憲法第八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時，認為

 
646「……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所稱「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除須有

法律之依據外，尚須分別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始得為之……」  
647 關於正當法律程序與第八條第一項的解釋，可參照陳愛娥，正當法律程序與人權保障－以我

國法為中心－，憲政時代，第二十九卷第三期，頁 358-385。 
648 「……所謂「逮捕」，係指以強制力將人之身體自由予以拘束之意；而「拘禁」則指拘束人

身之自由使其難於脫離一定空間之謂，均屬剝奪人身自由態樣之一種。至於刑事訴訟法上所規定

之「拘提」云者，乃於一定期間內拘束被告（犯罪嫌疑人）之自由，強制其到場之處分；而「羈

押」則係以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為目的之一種保全措置，即拘束被告（犯罪嫌疑人）身體自由

之強制處分，並將之收押於一定之處所（看守所）。故就剝奪人身之自由言，拘提與逮捕無殊，

羈押與拘禁無異；且拘提與羈押亦僅目的、方法、時間之久暫有所不同而已，其他所謂「拘留」

「收容」「留置」「管收」等亦無礙於其為「拘禁」之一種，當應就其實際剝奪人身（行動）自

由之如何予以觀察，未可以辭害意...... 」；另參見大法官第二五一號解釋。  
649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民，2003 年 4 月初版，頁 197-202；許志雄等合著，現代憲法

論，元照，2002 年 10 月三版，頁 161-163；黃俊杰，人身自由與檢警權限之探討，軍法專刊，

第四十ㄧ卷第十ㄧ期，頁 31-33。有認為，第二項並不僅只適用於刑事犯嫌，只有該項「二十四

小時」的移審限制是僅適用於刑事犯嫌，李建良，論人身自由之憲法保障－兼論SARS的防疫措

施的合憲性，思與言，第 41 卷第 4 期，頁 130-131、林超駿，概論限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正

當法律程序－以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與精神衛生法為例，憲政時代，第二十九卷第四期，頁 558；

有認為，第八條第二、三項是適用在刑事犯嫌，第四項則是適用在非刑事犯嫌的情形，陳英鈴，

SARS 防治與人權保障－隔離與以情發布的憲法界線，憲政時代第二十九卷第三期，頁 409-410。

大法官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蓋第二項後段與第三項關於「提審」之規定，係仿自英美

之「人身保護令狀」（Writ of Habeas Corpus），考之此一制度，唯有審判機關之法院方有提審權

之可言，檢察機關之無此一權限，本屬無可爭議，即聲請人等與關係機關（法務部）於此亦不爭

執。至於同條第四項既係承續第三項而來之規定，且又明定為「追究」，非「追訴」，自不限於刑

事程序。是憲法第八條第二項（不論前段、後段）與同條第三項、第四項所規定之「法院」均屬

同義，亦即指法官所構成之審判機關─法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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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八條第二項以下規定的提審制度，就是源自於英國的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不過，學者們在探討憲法第八條第二項以下規定之提審制度時，多是

以刑事犯嫌受拘束人的角度出發，鮮有論及非刑事犯嫌之情形，然英國的人身保

護令適用的對象並不限於刑事犯嫌，所有國家機關發動之拘捕，原則上都有人身

保護令程序的適用650。而我國雖然有提審法之規定，法院實務中的提審案件卻不

多見，學說651就曾指出，我國自行憲以來，法院受裡提審之案件不但少之又少，

真的因提審而獲釋的人，更是聞所未聞。而且，法院的見解652認為，「……有台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情形，並依同條例

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警察局執行該項「收容」，並非因相對人犯罪嫌疑所

為之拘禁，而係逕行強制出境之前置作業，即非屬憲法第八條規範所得聲請提審

之範圍。」如果不是由於犯罪嫌疑而遭拘捕，照法院的見解應該是不能聲請提審

的，但如果是因為犯罪嫌疑遭拘捕，刑事訴訟法另外有規範，也不必適用提審法

規定。若從提審法本身條文規定來看，第一條規定：「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

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乍看之下，

應該是不論出於什麼原因，任何遭法院以外其他國家機關拘捕之人都得聲請提

審。但從法院受理案件的情形來看，實情顯然並非如此。 

    若從提審法本身法條的規定來看，提審法第一條規定：「人民被法院以外之

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第

二條規定：「人民被逮捕拘禁時，其執行機關應即將逮捕拘禁之原因，以書面告

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本人或其親友亦得請求為

前項之告知。」從條文的「逮捕拘禁」用詞來看，讓人直接聯想的通常會是刑事

程序下的人身自由拘束，然而，提審法雖然是根據憲法第八條而設立之規範，關

於刑事犯嫌的人身拘束，刑事訴訟法中分別以逮捕、拘提以及羈押等規定，做出

                                                 
650 請參照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一款。 
651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民，2003 年 4 月初版，頁 198。 
652 新竹地院 92 年提字第 2 號。類此見解：台灣高院 94 年抗字第 496 號。這樣的見解與大法官

第三九二號解釋的見解頗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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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提審法更詳盡的規範。相較於刑事犯嫌在刑事訴訟法已有較詳盡的規範保障，

非刑事犯嫌的其他被拘束人的請求救濟權是否已藉由提審法獲得充分保障？若

從實務的實行觀之，正如上段653所述，提審案件不但在法院裡十分罕見，真的藉

此成功獲釋更是未曾聞見。事實上，本文認為，雖然提審法條文規定裡有「逮捕

拘禁」等字樣，為既然刑事犯嫌已有刑事訴訟法另作詳細規範，則解釋「逮捕拘

禁」時，亦不必以辭害意，限縮在刑事追訴程序中的人身自由剝奪654。    

    我國非刑事犯嫌的人身拘束相關法制，相對於刑事犯嫌相關者而言，設計的

完善程度較低，受到的關注也比較少，一樣是人身自由遭到拘束，但非刑事犯嫌

長久以來卻未獲得應得的關注655。提審法雖然可以在解釋上應可適用於所有人身

自由遭國家機關剝奪之個人，整個提審法卻僅有十條的簡單規範，亦不在實務操

作中受法院重視，個人得因此獲得之救濟極其有限。然而，相較於刑事犯嫌，非

刑事犯嫌的人身自由拘束的範圍反而是更廣，干預程度也不下於在刑事追訴程序

中所發動者，例如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的拘提管收、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九條的

即時強制、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二條的強制住院以及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六條第

二款、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的收容裁定656等，都是非因刑事訴追之理由而為

之人身自由拘束。 

                                                 
653 參照注 651 以下。 
654 參照注 648，大法官第三九二號解釋。 
655 林超駿，概論限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以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與精神衛生法

為例，憲政時代，第二十九卷第四期，頁 544、554-557。 
656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少年法院於必要時，對於少年得以裁定為左列之處置：

一、責付於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家長、 近親屬、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或其他適當之機關、團體或

個人，並得在事件終結前，交付少年調查官為適當之輔導。二、命收容於少年觀護所。但以不能

責付或以責付為顯不適當，而需收容者為限。」又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少年法院審理

事件，除為前二條處置者外，應對少年以裁定諭知左列之保護處分：一、訓誡，並得予以假日生

活輔導。二、交付保護管束並得命為勞動服務。三、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輔導。四、

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但大法官第六六四號解釋文認為「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六

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就限制經常逃學或逃家虞犯少年人身自由部分，不符

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亦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少年人格權之意旨有違」，解釋理由書中

亦指出「……依上開第二十六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使經常逃學或逃家而未

觸犯刑罰法律之虞犯少年，收容於司法執行機構或受司法矯治之感化教育，與保護少年 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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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照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的規定與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657，該項規定

適用於一切被剝奪人身自由之人，無論剝奪自由的理由為何，目的在於透過司法

控管來保障人身自由，和同條第三項僅適用於刑事犯嫌之特別保障不同658。公約

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對於人身自由遭不定期拘束之人特別有重要意義659，像精神疾

患或是終身監禁刑受刑人660，皆處於一種期限不確定的自由剝奪狀態下，原因都

在於他們對社會有一種不確定的危險，這種狀態成為自由剝奪的正當事由，一但

這樣的情形已不存在了661，拘束的合法基礎就解消了，此時如果還繼續居留該

                                                                                                                                            
之意旨已有未符。而上開規定對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施以收容處置或感化教育處分，均涉

及對虞犯少年於一定期間內拘束其人身自由於一定之處所，而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拘

禁」，對人身自由影響甚鉅，其限制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查

上開第二十六條之規定，旨在對少年為暫時保護措施，避免少年之安全遭受危害，並使法官得對

少年進行觀察，以利其調查及審理之進行，目的洵屬正當。同條第二款雖明定收容處置須為不能

責付或責付顯不適當者之 後手段，惟縱須對不能責付或責付顯不適當之經常逃學逃家少年為拘

束人身自由之強制處置，亦尚有其他可資選擇之手段，如命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

使少年人身自由之拘束，維持在保護少年人身安全，並使法官調查審理得以進行之必要範圍內，

實更能提供少年必要之教育輔導及相關福利措施，以維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上開第四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之保護處分，旨在導正少年之偏差行為，以維護少年健全成長，其目的固屬正當；惟就

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而言，如須予以適當之輔導教育，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

構，使其享有一般之學習及家庭環境，即能達成保護經常逃學或逃家少年學習或社會化之目的。

是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就限制經常逃學或逃家虞

犯少年人身自由部分，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亦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少年人格權，

國家應以其 佳利益採取必要保護措施，使其身心健全發展之意旨有違……」   
657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一款。 
658 根據不同的自由拘束情況而分別做成不同的規範，非刑事犯嫌不必一定要和刑事犯嫌受到一

模一樣的保障，而必須區分不同的事件性質並相應採取不同的處理，但這不代表非刑事犯嫌的人

身自由就可以任意處置，不受控管；林超駿，概論限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以兒

少性交易防制條例與精神衛生法為例，憲政時代，第二十九卷第四期，頁 563；陳英鈴，SARS 防

治與人權保障－隔離與以情發布的憲法界線，憲政時代第二十九卷第三期，頁 414-415。 
659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第四款。 
660 刑罰雖然還有應報的目的，但難以否認也有社會防衛的性質，因此歐洲人權法院雖然認為經

定罪判決之受刑人並不適用第五條第四項，唯若應報的目的已達成，就仍有本項規定適用；請參

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 
661 就算精神疾患的病兆還是存在，如果對自己或他人不構成危險，就不能對該精神疾患進行不

定期的拘留。美國 高法院的判決也指出，不定期的拘留之所以被容許，前提是有週延的定期審

查程序，審查精神疾患是否應繼續被拘留，也就是必須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參見林超駿，概論

限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以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與精神衛生法為例，憲政時代，

第二十九卷第四期，頁 576；黃進興，精神病患醫療人權之研究，中正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

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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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然就是不合法的人身自由剝奪，因此即使一開始的人身自由拘束決定是有

正當理由且合乎法定程序要求，只要自由剝奪狀態持續進行時，就有定期審查該

狀態合法性的必要性，但是，我國法對這方面並沒有整體的保障法制，而各別法

規的規定亦尚有不足之處662。 

 

    第三節 我國法制下精神疾患強制住院決定 

    我國在民國七十九年公布的精神衛生法，授權精神科專業醫師對於有嚴重

精神障礙、對社會造成嚴重威脅的病人，做成強制其住院接受治療的決定。依該

法二十一條規定，只要有二位以上專科醫生的鑑定，並做成書面證明有全日住院

之必要，該精神疾患就會被強制住院就醫。這種做法引發「侵害人權」的批評，

而民國九十六年間精神衛生法經大幅修改，強制住院的規範條文終於有了重大的

轉變663。 

    在民國九十六年條文修正之前，精神衛生法下的強制住院要件664規定在第二

十一條665。依該條規定，具有危險性的精神疾患，在程序上只需要兩名專業醫師

的鑑定書面證明即可將之強制住院。又依同法第二十三條規定666，除去七天的鑑

定期間，一旦依第二十一條做成強制住院的決定，該強制住院可長達三十天，但

                                                 
662 國內學說也指出，在人身自由的保護上，我國法對於非因犯罪嫌疑而遭人身拘束之人，大都

欠缺法院介入審查的程序保障；參見李震山，檢肅流氓條例與留置處分－不具刑事被告身分者之

人身自由保障，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五十二期，頁 185-186。 
663 吳秉祝，整體法秩序對精神障礙犯罪者之處遇與對待，東吳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30。 
664 關於各個要件的解釋，請參照張麗卿，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元照，

2001 年 8 月初版，頁 282-286；吳秉祝，整體法秩序對精神障礙犯罪者之處遇與對待，東吳大學

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22-124；黃進興，精神病患醫療人權之研究，中正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頁 116-119。 
665 舊法第二十一條：「嚴重病人如有明顯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或有傷害行為時，經專科醫師診

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保護人應協助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第一項) 前項

嚴重病人不接受全日住院治療時，應由二位以上專科醫師鑑定，經書面證明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

要者，應強制其住院；其強制住院，應在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精神醫療機構為之。(第二項)
前項鑑定，以全日住院方式為之者，其住院鑑定期間，以七日為限。」  
666 舊法第二十三條：「依第二十一第二項規定之強制住院，其期間以三十日為限。(第一項)但經

二位專科醫師鑑定，認有必要繼續住院治療者，應留院治療。(第二項) 嚴重病人不接受時，應

強制其繼續住院，並通知其保護人或家屬及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強制住院期間，每隔六個月，應

依上述程序重新評估。(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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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間可不斷延長，雖然每隔六個月必須重新評估是否要繼續強制住院，但評

估過程和強制住院的延長程序仍然是僅由兩名專科醫師決定，而且被強制住院的

精神疾患或其家屬、法定代理人等都無法主動提出重新評估的要求，只能被動地

等待六個月期間經過後由醫師開啟的定期審查。 

    舊法的上述措施引起不少爭議。首先，在強制住院決定的程序上，只需要兩

名專科醫師的鑑定書面，這是否符合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顯

然頗有疑問。為了解決這個爭議，行政院在研擬精神衛生法的修正草案時，本來

是將強制住院改由法院負責審查決定，唯考量到法院的資源和人力無法負荷，以

及強制住院審查牽涉到醫學上的專業，另設置依獨立委員會負責審查決定強制住

院，應該會是比較妥適的做法667。民國九十六年新法第四十一條668從而將強制

住院的審查決定權限轉由一審查會負責，依新法第十五條669規定，審查會是由專

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

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士組成，取代舊法下僅由兩名醫師審查決定的規定。

本文認為，在決定精神疾患是否有強制住院的必要時，不必非得由典型意義的法

                                                 
667 吳秉祝，整體法秩序對精神障礙犯罪者之處遇與對待，東吳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27。 
668 新法第四十一條：「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

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第一項) 前項嚴重病人

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並交

由二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但於離島地區，強制鑑定

得僅由一位專科醫師實施。(第二項) 前項強制鑑定結果，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經詢問嚴重

病人意見，仍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應即填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並檢附嚴重病人

及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院；強制住院可否之決定，應

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第三項) 第二項之緊急安置及前項之申請強制住院許可，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之；緊急安置、申請強制住院之程序、應備文件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四項)」 
669 新法第十五條：「精神疾病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精神疾病強

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以下簡稱審查會）審查。(第一項) 前項審查會成員，應包括專

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

相關專業人士。(第二項) 審查會召開審查會議，得通知審查案件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到場說

明，或主動派員訪查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第三項) 審查會組成、審查作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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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做為首次的決定機關，不論是從專業本質、職務分工或是法院目前的裁判實務

作業情形670來看，另成立獨立的審查委員會是更適合我國法的做法。對照歐洲人

權公約第五條第一項各款列舉的容許例外671可知，歐洲人權公約並未僵固地要求

一切拘束人身自由的決定都必須由傳統典型的法院為之，比較第一款和第五款，

就可發現公約對不同事件的程序要求寬嚴也有彈性地不同規定。不過，在精神疾

患的情形，本文認為更需要關注的是一旦做出強制住院決定後，該精神疾患是否

有完整的救濟管道爭執該決定的合法性，以及在自由持續遭到限制的情況下，是

否有充分的定期審查程序保障。舊法在這個問題上很明顯的是有所欠缺的，不但

病人或其代理人無法主動發動審查程序，由醫師為之的定期審查更長達六個月，

更沒有其他具中立性、獨立性的機關介入，扮演制衡與控管的角色。對此，新法

第四十二條672已經有所查覺，做出相當大幅度的修正，對審查會的決定不服者，

病患、病患保護人或是經認可之一定公益團體，均可以依四十二條主動向法院請

求救濟；審查會首次做成的強制住院決定最長以六十日為限，並且每次延長強制

住院期間以六十日為限，同樣必須經審查會審查決定後，方能為之。 

                                                 
670 黃進興，精神病患醫療人權之研究，中正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頁 128-129。 
671 請參照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 
672 新法第四十二條：「緊急安置期間，不得逾五日，並應注意嚴重病人權益之保護及進行必要

之治療；強制鑑定，應自緊急安置之日起二日內完成。經鑑定無強制住院必要或未於前開五日期

間內取得強制住院許可時，應即停止緊急安置。(第一項) 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六十日。但經

二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鑑定有延長之必要，並報經審查會許可者，

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每次以六十日為限。強制住院期間，嚴重病人病情改善而無繼續強制住

院必要者，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為其辦理出院，並即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強制住

院期滿或審查會認無繼續強制住院之必要者，亦同。(第二項) 經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之嚴重病

人或其保護人，得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嚴重病人或保護人對於法院裁定有

不服者，得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聲請及抗告期 

間，對嚴重病人得繼續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第三項) 前項之聲請及抗告期間，法院認有保障

嚴重病人利益之必要時，得依聲請以裁定先為一定之緊急處置。對於緊急處置之裁定不得聲明不

服。(第四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病人權益促進相關公益團體，得就強制治療、緊急安置進

行個案監督及查核；其發現不妥情事時，應即通知各該主管機關採取改善措施，並得基於嚴重病

人最佳利益之考量，準用第三項規定，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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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六年修正的精神衛生法，對於強制住院的決定程序與救濟程序，至

少在法規上對於人身自由的保護，已有明顯的改進673。尤其第四十二條對於首次

強制住院決定做成之後，審查會必須定期審查是否有繼續強制住院的必要，病人

與其權益代表機關對審查會的決定不服時，也可以向法院請求救濟。只是，這裡

規定的「法院」究竟是哪個法院？換言之，應該是由刑事、民事還是行政法院管

轄審理？精神衛生法並非基於被拘束人的犯罪嫌疑才將之強制拘留，因此顯然不

宜由刑事法院管轄；又根據修法理由，立法者有意將此類事件的救濟與行政救濟

方式區別，另做處理，加上新法的規定其實是參考兒童少年福利法法第三十八條

而來，因此本法下審查會強制住院決定的救濟應該是由民事法院依民事程序處理

674。 

    本文認為，強制住院的決定機關之所以另設獨立的審查會，部分重要原因就

是考量到專業判斷的問題，普通法院是否有能力審查審查會的強制住院決定，是

頗值得思考的。法院是否會淪為形式的審查，而無法對審查會的決定有實質的判

斷，目前尚無法查知，但若要使司法審查能確實落實，或許可以專庭處理此類事

件，如同英國法下的精神衛生審查法院。 

     

    第四節 我國法制下無期徒刑受刑人的假釋決定 

    依照我國刑法第三十二、三十三條規定，刑事處罰分成主刑和從刑，主刑又

可分成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和罰金。又依刑法第七十七條675規定，

                                                 
673 新法公布後一年開始施行，目前尚未有法院依新法規定審理強制住院相關決定的裁判(用關鍵 
「精神衛生法」在司法院法學資料庫檢索結果)。 
674 吳秉祝，整體法秩序對精神障礙犯罪者之處遇與對待，東吳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34。 
675 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逾

二分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第一項) 前項關於有期徒刑

假釋之規定，於下列情形，不適用之：一、有期徒刑執行未滿六個月者。二、犯最輕本刑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罪之累犯，於假釋期間，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

意再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三、犯第九十一條之一所列之罪，於徒刑執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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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期徒刑必須執行滿二十五年，且符合法條規定的其他要件676之後，受刑人才有

假釋的機會。我國學說677認為，假釋在本質上是一種附條件的行刑措施，一方面

達成刑罰的應報效果，另一方面也是要使徒刑的執行能實現受刑人再社會化的構

想，因此，假釋可以被當作是完全釋放前重返社會的準備程序。 

    至於假釋的程序，依照監獄行刑法第二十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十三至

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對於刑期六月以上之受刑人，應分為數個階段，以累進方

法處遇之，而累進處遇分成四級，自第四級依次漸進。從刑法第七十七條、監獄

行刑法第八十一條第一、二項規定678可知，假釋的決定機關是法務部，受刑人的

假釋是否核准，由執行刑之監獄考核之後，報請法務部審查，法務部不論做出准

駁決定，皆屬於法務部職權內裁量事項，即使不予假釋核准，亦無所謂裁量不當

的問題679。受刑人在假釋核准出獄後，其假釋仍有可能被撤銷，刑法第七十八條

第一項680就規定了假釋撤銷的事由。但假釋撤銷的審查決定機關與相關程序，我

國法卻未明文規定，只有法務部公布的「辦理假釋應行注意事項」(民國九十二

年八月修正)第二十一條規定681中，將假釋撤銷的審查決定權交由法務部執掌。 

    從上述論述可知，我國的假釋准核、撤銷的決定權都在法務部。假釋的准核

是由獄方依其考核結果報請法務部審查決定，受刑人並不能主動提請假釋核准審

                                                                                                                                            
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其再犯危險未顯著降低者。(第二項) 無期徒刑裁判確定前逾

一年部分之羈押日數算入第一項已執行之期間內。(第三項)」 
676 關於法定要件的解釋，請參見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作者自版(台大法學院圖書部經銷)，
2008 年 1 月增訂十版，頁 570-572；林鈺雄，新刑法總則，作者自版(元照總經銷)，2006 年，頁

654-655。 
677 林山田，同前注 676 書，頁 569-570；林鈺雄，同前注 676 書，頁 653；劉邦繡，假釋與撤銷

假釋程序之探討，法令月刊，第五十三卷第十期，頁 15。 
678 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一條第一、二項：「對於受刑人累進處遇進至二級以上，悛悔向上，而與

應許假釋情形相符合者，經假釋審查委員會決議，報請法務部核准後，假釋出獄。(第一項) 報

請假釋時，應附具足資證明受刑人確有悛悔情形之紀錄及假釋審查委員會之決議。(第二項)」 
679 張麗卿，假釋制度的回故與展望，收錄在：甘添貴等著，刑法七十年之回顧與展望論文集(二)，
元照，2001 年，頁 83。 
680 刑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於判決確定

後六月以內，撤銷其假釋。但假釋期滿逾三年者，不在此限。」 
681 該條規定：「假釋出獄人有應予撤銷其假釋之情事者，應由原執行監獄速為處理。監獄辦理

撤銷假釋事件，應檢具撤銷假釋報告表函報法務部核辦。撤銷假釋報告表格式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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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而對於獄方的考核以及是否符合假釋要件報請法務部審核、法務部准駁假釋

的決定和撤銷假釋的決定，受刑人並無參與程序更無尋求司法救濟的可能，蓋受

刑人和監獄屬於「特別權力關係」之一種，在此特別權力關係的範圍內，司法不

宜介入682。 

    我國法關於受刑人假釋准核的程序受到學說683的質疑：現行法下假釋的決定

機關是法務部，但是法務部的主管官員基本上從未接觸過受刑人，只能依獄方呈

報的考核結果書面做成決定，加上受刑人數量眾多而法務部的主管官員人力有限

684，因此事實上決定假釋的應該是監獄的主管官員或委員會，結果導致我國假釋

制度屢被濫用，往往成為解決監獄受容「人滿為患」的手段685。雖然依監獄行刑

法第八十一條規定，監獄在報請法務部之前必須先經假釋審查委員會決議，該委

員會的組織，依監獄組織通則第二十條686之規定，雖然乍看之下將各領域之學者

專家或是社會公正人士納入，但這些人士並非當然的委員會成員，也不一定有實

際從事個案研究或接觸，其遴選也仍由監獄報部延請，亦未加入負責受刑人假釋

後負責保護管束的觀護人、出獄後預定居住社區的更生機構或警察機關687。簡言

之，我國的假釋程序完全由行政機關主導，其中，名義上法務部是決定機關，但

實際來看，監獄才是真正的主事者，假釋決定過程並無任何獨立、中立的機關介

                                                 
682 劉邦繡，假釋與撤銷假釋程序之探討，法令月刊，第五十三卷第十期，頁 19-23； 
劉邦繡，假釋與撤銷假釋程序上救濟疑義之探討(一)、(二)、(三)，分別刊載於法務通訊第二一二

二期、二一二三、二一二四期。 
683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頁 573；林鈺雄，新刑法總則，頁 653。 
684 法務部矯正司的編制實際上只有三至五人，而每年假釋申請案則約有兩萬件，自然法務部主

管官員對獄方考核書面資料僅能做形式審查；參見林順昌，論假釋處分之撤銷與救濟，警大法學

論叢，第十三期，頁 86。 
685 林順昌，論假釋處分之撤銷與救濟，警大法學論叢，第十三期，頁 86。 
686 監獄組織通則條例第二十條：「監獄設假釋審查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一人，除典獄長、

教化科科長、戒護科科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典獄長報請監督機關核准後，延聘心理、教

育、社會、法律、犯罪、監獄學等學者專家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擔任之。(第一項) 關於監獄受

刑人之假釋事項，應經假釋審查委員會之決議。(第二項)」 
687 林順昌，論假釋處分之撤銷與救濟，警大法學論叢，第十三期，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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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參與，這導致我國假釋制度諸多缺陷688，改正方向應該是將假釋決定改由法院

689或是設置獨立的委員會690專司假釋的審查決定。 

    至於假釋撤銷的決定機關與程序，還存在另一個大問題，就是其在立法上有

所缺漏。刑法和監獄行刑法僅規定假釋的准駁決定是由法務部負責，卻未規定撤

銷的決定機關，因此法務部公布的「辦理假釋應行注意事項」，是沒有法律授權

的行政規則，卻能自行決定假釋的撤銷。而受刑人對假釋撤銷的決定在現行法下

並沒有任何表示不服或尋求救濟的可能，甚至也沒有參與決定過程的機會691。總

而言之，從整個假釋、撤銷假釋的程序來看，可以發現從頭到尾受刑人都是處於

被動的地位，不能主動提出假釋申請，對於假釋准駁、撤銷假釋的決定，也沒有

救濟的機會，這顯然是特別權力關係觀念在作祟。 

    上述與假釋相關的問題並不是無期徒刑的受刑人才會面臨，但本章將焦點放

在無期徒刑受刑人的假釋問題上，以期和英國法相關規定有所對照比較。英國法

的作法是由科刑法院訂出最低服刑期間，服滿該期間之後受刑人才有假釋的機會

692。因為終身監禁刑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在於，這類刑罰具有不定期拘束人身自由

的可能，所以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要求這種不定期的自由剝奪必須有定期

的合法性審查機制693。不過，刑罰是有應報的目的，歐洲人權法院因此認為第五

條第四項並不適用於遭有管轄權法院定罪因而服刑的受刑人(第五條第一項第一

款)694，但對終身監禁刑，人權法院認為這種刑罰是同時有應報和社會防衛的目

的存在，一旦最低服刑期間服滿之後，刑罰的應報目的已經達成，這時候如果要

繼續拘束受刑人的自由，考量的應該是該受刑人是否有危險性，就這點而言，其

實和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列之例外容許規定的理由是相似的，因此也適用

                                                 
688 林順昌，論假釋處分之撤銷與救濟，警大法學論叢，第十三期，頁 86。 
689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頁 653；柯耀程，刑罰相關修正方向，月旦法學雜誌，第九十二期，

頁 75；林順昌，論假釋處分之撤銷與救濟，警大法學論叢，第十三期，頁 96。 
690 劉邦繡，假釋與撤銷假釋程序上救濟疑義之探討(三)，法務通訊第二一二四期。 
691 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明文規定排除受刑人適用行政程序法的可能。 
692 請參照第三章第五節第三項。 
693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第四款。 
694 但是正因為刑罰的嚴厲性，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的例外容許事由，其法定程序的要求也比較

嚴格；請參照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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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第五條第四項，必須由具中立性、獨立性機關介入審查繼續監禁受刑人是否

有必要695。英國再多次遭人權法院宣告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後，已對終身監禁

刑的假釋相關程序規定作初大幅度的修改，不再由行政機關(內政部)作為假釋准

駁或撤銷的決定機關，而是改由具獨立性、中立性的準司法機關(假釋委員會)負

責696。 

    相對於歐洲人權法院的見解，我國法採取「特別權力關係」的觀點，否認受

刑人是權利主體。其實，我國刑法七十七條也有規定無期徒刑受刑人必須服刑滿

二十五年後才有假釋的機會，雖然和英國以科刑法院決定最低服刑期間697不同，

但應該還是可以作和歐洲人權法院及英國法相同的解釋698，認為我國刑法七十七

條的規定同是要達成應報的目的，法條所定之二十五年刑期服滿後，無期徒刑受

刑人是否應獲假釋，所考量的重點在於受刑人和矯治機構外社會的互動關係，也

就是受刑人是否適合回到社會生活？對社會、對受刑人本身是否會造成什麼負面

衝擊？我國法不論是假釋決定還是撤銷假釋決定，都是由行政機關負責，而且受

刑人沒有尋求司法救濟的可能。如果我國對無期徒刑的刑罰特質採取和歐洲人權

法院相同的解釋，認識到這種不定期的持續人身自由剝奪應該是讓司法機關定期

審查，那首先我國假釋核准和撤銷的決定機關就必須改變。本文認為，「司法機

關」699不一定是典型意義的法院組織，而且假釋決定其實牽涉到法律以外的專業

判斷，又目前法院人力是否能消化每年兩萬件的假釋案都還有問題，其實，可以

參考英國法的假釋委員會700，改革我國的假釋審查委員會的組織，加強其成員的

                                                 
695 必須是有效的救濟，該審查機關除了成員組織具有中立性、獨立性，審查進行的程序也必須

是公正的程序，必須具有「司法性」，像是讓當事人有參與程序、陳述意見、接觸不利於其的資

證等；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一、二、三款。  
696 英國的假釋委員會也是到 2005 年才真正取得準司法機關的地位，過去假釋的准駁和撤銷決定

權是在行政機關(內政部)手中，假釋委員會並沒有做出有法拘束力決定的實質權限，英國因此多

次被人權法院宣判違反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請參照第五章第二節第四項、第六節。 
697 請參照第三章第五節第三項第二款。 
698 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擔心監獄人滿為患，所以人關了二十五年就要放出來？不過，就算這是

一個正當目的，合乎目的達成的規定方式應該是規定所有無期徒刑的受刑人，頂多服刑二十五年

就一定必須釋放，這樣才是解決「監獄太擠」的問題。  
699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二款。 
700 同前注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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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中立性，同時並修正假釋程序的相關規定，改變過去由行政機關(尤其是

矯治機關)獨斷的作法，讓受刑人有參與程序，表達陳述意見的機會，以及其他

公正程序的保障701。 

 

  第五節 小結 

    不論是精神疾患的強制住院，還是無期徒刑受刑人的假釋，本章所舉的這兩

個例子，都是想凸顯我國法在人身自由保護法制上，長久以來對於非因犯罪嫌疑

而被拘束人身自由者，欠缺完整的事後保障。然而，這兩種自由拘束相較於刑事

犯嫌，更有「不定期」702的特性，就算初次的自由剝奪決定是合法有正當理由，

定期審查之後持續的自由拘束是否有合法理由存在仍有必要。歐洲人權公約第五

條第四項規定這樣的審查必須由「法院」依「司法程序」為之，人權法院有許多

判決703對此兩項概念加以解釋、具體化。之所以必須由司法機關以司法程序審查

決定，一方面除了因為這些事件涉及對人身自由的重大限制，必須用更慎重的程

序審查決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時審查決定的事項，其實是個人自由利益與社

會大眾安全利益間的權衡，決定機關由是被要求組織上是具備中立性、獨立性

的，決定過程的程序上也必須給予受拘束人充分的程序保障。 

    精神衛生法在民國九十六年的修正，對於前述問題的解決已經有所回應，只

是由於新修正法開始施行到今日的時間還不是很長，法院實際如何操作未可觀

察，這部分仍待日後實務裁判的補足。而無期徒刑受刑人的假釋制度，直到現在

都還是在「特別權力關係」的支配下，由行政機關掌控，因此衍生許多弊端。本

文認為，解決之道應是將此權限收回至司法下控管，具體的作法可以參酌英國法

                                                 
701 同前注 695。 
702 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審判中重罪羈押，也可能在反覆的更審來回間，實際演變成「不定期」

羈押的結果，不過這個問題涉及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並非本章所欲討論的重點，故不贅述。  
703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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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法，改革我國的假釋審查委員會組織，將假釋相關決定的權限轉由其負責，

並以法律明定假釋准駁審查、假釋撤銷決定過程應有的程序保障704。  

    

 

 

 

 

 

 

 

 

     

 

 

 

 

 

 

 

 

 

                                                 
704 直接改由當初定罪科刑的刑事法院做為假釋相關決定的決定機關也是可能的作法，不過，假

釋案量每年高達兩萬件，負擔已重的刑事法院是否有能力消化，不無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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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本文從第二章開始，先論述 1998 年人權法誕生的背景，以及 1998 年人權法

施行前英國國內法已有的人權保障。在這部分，英國憲政體制上具有「議會主權」

的特徵，導致英國司法並無違憲審查的功能存在，1998 年人權法的規定也沒有

改變這種傳統。但是 1998 年人權法授權英國法院，對於不符合歐洲人權公約關

於公約權保障的議會制定法得做成「不相容宣告」，儘管不相容宣告不能影響議

會制定法的效力，卻往往成為促動議會進行修法的政治動力。本文在第五章中也

提到，截至目前為止，英國立法者對於司法的不相容宣告都是從善如流，如此長

遠來看，是否可能會形成新的憲政傳統，而成為有拘束力的不成文法法源，值得

期待。又，本文第二章、第五章曾提到，1998 年人權法對司法、行政兩者間的

權力制衡，亦有相當值得注意的變化，尤其是司法對行政行為的審查，在與公約

權利相關的裁判解釋上，由「越權原則」逐漸轉向「比例原則」，這種趨勢雖然

尚未成為定論，卻有日益強化取得優勢的傾向。 

    1998 年人權法對英國立法、司法、行政三者間的互動所產生的影響，簡要

說明如上。回到本文的討論重點－人身自由的保護上，英國是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的發源國，人身保護令之後被廣泛地引用到其他國家，並獲得進一步的發

展深化，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規定也是從人身保護令而來，但英國被歐洲

人權法院宣告違反公約第五條的判決中，卻有相當高比例就是被認為違反公約第

五條第四項。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規範的目的乃是為使人身自由受拘束之人，得以

在合理期間內獲得司法救濟，爭執該自由拘束行為是否合法，而英國被認為有違

反該條規定的案件裡，當中有許多申訴人並非基於犯罪嫌疑而遭自由剝奪，在這

些非刑事犯嫌遭自由剝奪的情形，本文以精神疾患與終身監禁刑受刑人為討論核

心，根據歐洲人權法院相關判決的法律見解，精神疾患與終身監禁刑受刑人所面

臨的自由剝奪可能是不定期的，因此公約第五條第四項所給予的保障是，不定期

 172



的自由剝奪必須每隔一段合理期間，就對該繼續中的自由拘束合法性進行定期的

審查。英國國內法受到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的影響，其人身保護法制 顯著的改變

即為終身監禁刑受刑人的假釋審查。過去英國的假釋是由內政部為假釋准駁的決

定機關，而在以英國為被告國許多申訴案裡，英國因此遭歐洲人權法院判決認為

不符合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規定的「法院」要求；英國 終對國內相關法規作出大

幅度修正，使假釋的准駁權限，轉交由具有準司法機關地位的假釋委員會負責，

以符合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要求。此外，英國也放棄將終身監禁刑區分成「強制

性終身監禁刑」和「裁量性終身監禁刑」而在假釋上給予差別待遇的做法，使終

身監禁刑受刑人在假釋上都同樣由假釋委員會定期審查決定。 

    從比較法上的角度觀察，英國的人身保護法制與歐洲人權公約的互動，可能

為我國法帶來的啟發，本文同樣將論述著重於非刑事犯嫌的人身拘束。我國非刑

事犯嫌的人身拘束相關法制，相對於刑事犯嫌相關者而言，設計的完善程度較

低，受到的關注也比較少，一樣是人身自由遭到拘束，然非刑事犯嫌長久以來卻

未獲得應得的關注。憲法第八條對人身自由的保護雖然有所規範，歷經多次大法

官解釋確定了第一項的保障同樣適用於非刑事犯嫌的被拘束人，第二項以下的規

定，更被認為是我國憲法上具有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的精神，但探討憲法

第八條第二項以下規定的國內學說，多是以刑事犯嫌受拘束人的角度出發，鮮有

論及非刑事犯嫌之情形。對照英國的人身保護令，適用的對象並不限於刑事犯

嫌，所有國家機關發動之拘捕，原則上都有人身保護令程序的適用。對照歐洲人

權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的規定與人權法院相關判決，該項規定適用於一切被剝奪人

身自由之人，而不論剝奪自由的理由為何。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對於人身自由

遭不定期拘束之人特別有重要意義，像精神疾患或是終身監禁刑受刑人，皆處於

一種期限不確定的自由剝奪狀態下，原因都在於他們對社會有一種不確定的危

險，這種狀態成為自由剝奪的正當事由，一但這樣的情形已不存在了，拘束的合

法基礎就解消了，此時如果還繼續居留該人，自然就是不合法的人身自由剝奪，

因此即使一開始的人身自由拘束決定是有正當理由且合乎法定程序要求，只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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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剝奪狀態持續進行時，就有定期審查該狀態合法性的必要性。我國法在這方

面，雖有提審法規定的存在，長久以來卻遭到實務漠視，個人實際上無法藉之獲

得救濟；而各別法規的相關規定亦有所欠缺。 

    我國法下精神疾患的強制住院決定，在民國九十六年精神衛生法修正之前，

只要有二位以上專科醫生的鑑定，並做成書面證明有全日住院之必要，具有危險

性的精神疾患就會被強制住院，九十六年新法改由各方專家代表組成的審查會負

責。對審查會的決定不服者，病患、病患保護人或是經認可之一定公益團體，均

可以依新法主動向法院請求救濟；審查會首次做成的強制住院決定最長以六十日

為限，並且每次延長強制住院期間以六十日為限，同樣必須經審查會審查決定

後，方能為之。民國九十六年修正的精神衛生法，對於強制住院的決定程序與救

濟程序，至少在法規範面已有明顯的改進，唯本文認為，為使司法能對審查會的

決定有實質的判斷，目前尚無法查知，或許可以成立專庭處理此類事件，如同英

國法下的精神衛生審查法院。 

    相對於精神疾患的強制住院決定，本文認為我國無期徒刑受刑人的假釋決定

法制有更多不足、亟待改進修正。我國的假釋准核、撤銷的決定權都在法務部，

假釋的准核是由獄方依其考核結果報請法務部審查決定，受刑人並不能主動提請

假釋核准審查，對於獄方的考核以及是否符合假釋要件報請法務部審核、法務部

准駁假釋的決定和撤銷假釋的決定，受刑人並無參與程序更無尋求司法救濟的可

能。相同的，受刑人對假釋撤銷的決定在現行法下並沒有任何表示不服或尋求救

濟的可能，甚至也沒有參與決定過程的機會。然而，法務部的主管官員基本上從

未接觸過受刑人，只能依獄方呈報的考核結果書面做成決定，加上受刑人數量眾

多而法務部的主管官員人力有限，因此事實上決定假釋的應該是監獄的主管官員

或委員會，結果導致我國假釋制度屢被濫用，成為許多問題的根源。本文認為，

如果我國對無期徒刑的刑罰特質採取和歐洲人權法院相同的解釋，認識到這種不

定期的持續人身自由剝奪應該是讓司法機關定期審查，那首先我國假釋核准和撤

銷的決定機關就必須改變，參考英國法改革後的假釋委員會，重整我國的假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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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員會的組織，加強其成員的獨立性，並修正假釋程序的相關規定，改變過去

由行政機關獨斷的作法，讓受刑人有參與程序，表達陳述意見的機會，並提供其

他公正程序的保障。 

    舉上述兩例來說明的目的，都是為要凸顯我國法在人身自由保護法制上對於

非因犯罪嫌疑而被拘束人身自由者，長久以來欠缺完整法制，保障受拘束人的司

法救濟權。相較於刑事犯嫌，這類人身自由拘束，更有「不定期」自由剝奪的特

性，即使首次做成的自由剝奪決定是合法有正當理由，定期審查之後持續的自由

拘束是否有合法理由存在仍有必要。而在我國法的情形，無期徒刑受刑人的假釋

決定尤其有檢討改進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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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998 年人權法 

 

Human Rights Act 1998 

(1998 CHAPTER 42) 

 

ARRANGEMENT OF SECTIONS 

 

Introduction 

1. The Convention Rights.  

2. Interpretation of Convention rights.  

Legislation 

3. Interpretation of legislation.  

4. 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  

5. Right of Crown to intervene.  

Public authorities 

6. Acts of public authorities.  

7. Proceedings.  

8. Judicial remedies.  

9. Judicial acts.  

Remedial action 

10. Power to take remedial action.  

Other rights and proceedings 

11. Safeguard for existing human rights.  

12. Freedom of expression.  

13.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Derogations and reservations 

14. Derogations.  

15. Reservations.  

16. Period for which designated derogations have effect.  

17. Periodic review of designated reservations.  

Judge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18. Appointment to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Parliamentary procedure 

19. Statements of compatibility.  

Supple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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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Orders etc. under this Act.  

21. Interpretation, etc.  

22. Short title, commencement, application and extent.  

Schedules: 

Schedule 1－The Articles. 

Part I  The Convention. 

Part II  The First Protocol. 

Part III  The Sixth Protocol. 

Schedule 2－Remedial Orders. 

Schedule 3－Derogation and Reservation. 

Part I  Derogation. 

Part II  Reservation. 

Schedule 4－Judicial Pensions. 

 

An Act to give further effect to rights and freedoms guaranteed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o make provision with respect to holders of certain judicial offices who become judge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for connected purposes. 

[9th November 1998] 

Be it enacted by the Queen’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by and with the advice and consent of the Lords 

Spiritual and Temporal, and Commons, in this present Parliament assembled,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ame, as follows:— 

 

Introduction  

1 The Convention Rights  

(1) In this Act “the Convention rights” means the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set 

out in—  

(a) Articles 2 to 12 and 14 of the Convention,  

(b) Articles 1 to 3 of the First Protocol, and  

(c) Articles 1 and 2 of the Sixth Protocol,  

as read with Articles 16 to 18 of the Convention. 

(2) Those Articles are to have effec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subject to any 

designated derogation or reservation (as to which see sections 14 and 15).  

(3) The Articles are set out in Schedule 1.  

(4)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by order make such amendments to this Act as he 

considers appropriate to reflect the effect, in relation to the United Kingdom, of a 

protocol.  

(5) In subsection (4) “protocol” means a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a) which the United Kingdom has ratifie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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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hich the United Kingdom has signed with a view to ratification.  

(6) No amendment may be made by an order under subsection (4) so as to come into 

force before the protocol concerned is in force in relation to the United Kingdom.  

 

2 Interpretation of Convention rights  

(1) A court or tribunal determining a question which has arisen in connection with a 

Convention right must take into account any—  

(a) judgment, decision, declaration or advisory opin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b) opinion of the Commission given in a report adopted under Article 31 of the 

Convention,  

(c) decision of the Commission in connection with Article 26 or 27(2) of the 

Convention, or  

(d)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taken under Article 46 of the Convention,  

whenever made or given, so far as,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or tribunal, it is relevant 

to the proceedings in which that question has arisen. 

(2) Evidence of any judgment, decision, declaration or opinion of which account may 

have to be taken under this section is to be given in proceedings before any court or 

tribunal in such manner as may be provided by rules.  

(3) In this section “rules” means rules of court or, in the case of proceedings before a 

tribunal, rules mad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a) by the Lord Chancellor 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n relation to any proceedings 

outside Scotland;  

(b)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n relation to proceedings in Scotland; or  

(c) by a Northern Ireland department, in relation to proceedings before a tribunal in 

Northern Ireland—  

(i) which deals with transferred matters; and  

(ii) for which no rules made under paragraph (a) are in force.  

 

Legislation  

3 Interpretation of legislation  

(1) So far as it is possible to do so, primary legislation and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must be read and given effect in a way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onvention 

rights.  

(2) This section—  

(a) applies to primary legislation and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whenever enacted;  

(b) does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continuing operation or enforcement of any 

incompatible primary legis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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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oes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continuing operation or enforcement of any 

incompatible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if (disregarding any possibility of revocation) 

primary legislation prevents removal of the incompatibility.  

 

4 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  

(1) Subsection (2) applies in any proceedings in which a court determines whether a 

provision of primary legislation is compatible with a Convention right.  

(2) If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the provis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a Convention right, 

it may make a declaration of that incompatibility.  

(3) Subsection (4) applies in any proceedings in which a court determines whether a 

provision of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made in the exercise of a power conferred by 

primary legislation, is compatible with a Convention right.  

(4) If the court is satisfied—  

(a) that the provis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a Convention right, and  

(b) that (disregarding any possibility of revocation) the primary legislation concerned 

prevents removal of the incompatibility,  

it may make a declaration of that incompatibility. 

(5) In this section “court” means—  

(a) the House of Lords;  

(b) the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c) the Courts-Martial Appeal Court;  

(d) in Scotland,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iary sitting otherwise than as a trial court or 

the Court of Session;  

(e) in England and Wales or Northern Ireland, the High Court or the Court of Appeal.  

(6) A declar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a 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  

(a) does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continuing operation or enforcement of the provision 

in respect of which it is given; and  

(b) is not binding on the parties to the proceedings in which it is made.  

 

5 Right of Crown to intervene  

(1) Where a court is considering whether to make a 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 the 

Crown is entitled to notice in accordance with rules of court.  

(2) In any case to which subsection (1) applies—  

(a) a Minister of the Crown (or a person nominated by him),  

(b) a member of the Scottish Executive,  

(c) a Northern Ireland Minister,  

(d) a Northern Ireland department,  

is entitled, on giving notice in accordance with rules of court, to be joined as a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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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proceedings. 

(3) Notice under subsection (2) may be given at any time during the proceedings.  

(4) A person who has been made a party to criminal proceedings (other than in 

Scotland) as the result of a notice under subsection (2) may, with leave, appeal to the 

House of Lords against any 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 made in the proceedings.  

(5) In subsection (4)—  

“criminal proceedings” includes all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urts-Martial Appeal 

Court; and 

“leave” means leave granted by the court 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 or 

by the House of Lords. 

 

Public authorities  

6 Acts of public authorities  

(1) It is unlawful for a public authority to act in a way which is incompatible with a 

Convention right.  

(2) Subsection (1) does not apply to an act if—  

(a) as the result of one or more provisions of primary legislation, the authority could 

not have acted differently; or  

(b) in the case of one or more provisions of, or made under, primary legislation which 

cannot be read or given effect in a way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onvention 

rights, the authority was acting so as to give effect to or enforce those provisions.  

(3) In this section “public authority” includes—  

(a) a court or tribunal, and  

(b) any person certain of whose functions are functions of a public nature,  

but does not include either House of Parliament or a person exercising func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proceedings in Parliament. 

(4) In subsection (3) “Parliament” does not include the House of Lords in its judicial 

capacity.  

(5) In relation to a particular act, a person is not a public authority by virtue only of 

subsection (3)(b) if the nature of the act is private.  

(6) “An act” includes a failure to act but does not include a failure to—  

(a) introduce in, or lay before, Parliament a proposal for legislation; or  

(b) make any primary legislation or remedial order.  

 

7 Proceedings  

(1) A person who claims that a public authority has acted (or proposes to act) in a way 

which is made unlawful by section 6(1) may—  

(a) bring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authority under this Act in the appropriate cour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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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nal, or  

(b) rely on the Convention right or rights concerned in any legal proceedings,  

but only if he is (or would be) a victim of the unlawful act. 

(2) In subsection (1)(a) “appropriate court or tribunal” means such court or tribunal as 

may b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rules; and proceedings against an authority 

include a counterclaim or similar proceeding.  

(3) If the proceedings are brought on an application for judicial review, the applicant 

is to be taken to have a sufficient interest in relation to the unlawful act only if he is, 

or would be, a victim of that act.  

(4) If the proceedings are made by way of a petition for judicial review in Scotland, 

the applicant shall be taken to have title and interest to sue in relation to the unlawful 

act only if he is, or would be, a victim of that act.  

(5) Proceedings under subsection (1)(a) must be brought before the end of—  

(a) the period of one year beginning with the date on which the act complained of 

took place; or  

(b) such longer period as the court or tribunal considers equitable having regard to all 

the circumstances,  

but that is subject to any rule imposing a stricter time limit in relation to the procedure 

in question. 

(6) In subsection (1)(b) “legal proceedings” includes—  

(a) proceedings brought by or at the instigation of a public authority; and  

(b) an appeal against the decision of a court or tribunal.  

(7)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a person is a victim of an unlawful act only if he 

would be a victim for the purposes of Article 34 of the Convention if proceedings 

were brought in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respect of that act.  

(8) Nothing in this Act creates a criminal offence.  

(9) In this section “rules” means—  

(a) in relation to proceedings before a court or tribunal outside Scotland, rules made 

by the Lord Chancellor 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or 

rules of court,  

(b) in relation to proceedings before a court or tribunal in Scotland, rules made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ose purposes,  

(c) in relation to proceedings before a tribunal in Northern Ireland—  

(i) which deals with transferred matters; and  

(ii) for which no rules made under paragraph (a) are in force,  

rules made by a Northern Ireland department for those purposes, 

and includes provision made by order under section 1 of the [1990 c. 41.] Courts and 

Legal Services Act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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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n making rules, regard must be had to section 9.  

(11) The Minister who has power to make rules in relation to a particular tribunal may, 

to the extent he considers it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 tribunal can provide an 

appropriate remedy in relation to an act (or proposed act) of a public authority which 

is (or would be) unlawful as a result of section 6(1), by order add to—  

(a) the relief or remedies which the tribunal may grant; or  

(b) the grounds on which it may grant any of them.  

(12) An order made under subsection (11) may contain such incidental, supplemental, 

consequential or transitional provision as the Minister making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13) “The Minister” includes the Northern Ireland department concerned.  

 

8 Judicial remedies  

(1) In relation to any act (or proposed act) of a public authority which the court finds 

is (or would be) unlawful, it may grant such relief or remedy, or make such order, 

within its powers as it considers just and appropriate.  

(2) But damages may be awarded only by a court which has power to award damages, 

or to order the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in civil proceedings.  

(3) No award of damages is to be made unless, taking account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ncluding—  

(a) any other relief or remedy granted, or order made, in relation to the act in question 

(by that or any other court), and  

(b) the consequences of any decision (of that or any other court) in respect of that act,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the award is necessary to afford just satisfaction to the 

person in whose favour it is made. 

(4) In determining—  

(a) whether to award damages, or  

(b) the amount of an award,  

the court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inciples applied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relation to the award of compensation under Article 41 of the 

Convention. 

(5) A public authority against which damages are awarded is to be treated—  

(a) in Scotland,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3 of the [1940 c. 42.] Law Reform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Scotland) Act 1940 as if the award were made in an 

action of damages in which the authority has been found liable in respect of loss or 

damage to the person to whom the award is made;  

(b)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1978 c. 47.] Civil Liability (Contribution) Act 1978 as 

liable in respect of damage suffered by the person to whom the award i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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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 this section—  

“court” includes a tribunal; 

“damages” means damages for an unlawful act of a public authority; and 

“unlawful” means unlawful under section 6(1). 

 

9 Judicial acts  

(1) Proceedings under section 7(1)(a) in respect of a judicial act may be brought 

only—  

(a) by exercising a right of appeal;  

(b) on an application (in Scotland a petition) for judicial review; or  

(c) in such other forum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rules.  

(2) That does not affect any rule of law which prevents a court from being the subject 

of judicial review.  

(3) In proceedings under this Act in respect of a judicial act done in good faith, 

damages may not be awarded otherwise than to compensate a person to the extent 

required by Article 5(5) of the Convention.  

(4) An award of damages permitted by subsection (3) is to be made against the Crown; 

but no award may be made unless the appropriate person, if not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is joined.  

(5) In this section—  

“appropriate person” means the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the court concerned, or a 

person or government department nominated by him; 

“court” includes a tribunal; 

“judge” includes a member of a tribunal, a justice of the peace and a clerk or other 

officer entitled to exercise the jurisdiction of a court; 

“judicial act” means a judicial act of a court and includes an act done on the 

instructions, or on behalf, of a judge; and 

“rules” has the same meaning as in section 7(9). 

 

Remedial action  

10 Power to take remedial action  

(1) This section applies if—  

(a) a provision of legislation has been declared under section 4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a Convention right and, if an appeal lies—  

(i) all persons who may appeal have stated in writing that they do not intend to do so;  

(ii) the time for bringing an appeal has expired and no appeal has been brought within 

that time; or  

(iii) an appeal brought within that time has been determined or abandone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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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t appears to a Minister of the Crown or Her Majesty in Council that, having 

regard to a finding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made after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is section in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United Kingdom, a provision of 

legisl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an obliga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rising from the 

Convention.  

(2) If a Minister of the Crown considers that there are compelling reasons for 

proceeding under this section, he may by order make such amendments to the 

legislation as he considers necessary to remove the incompatibility.  

(3) If, in the case of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a Minister of the Crown considers—  

(a)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mend the primary legislation under which the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in question was made, in order to enable the incompatibility to be removed, 

and  

(b) that there are compelling reasons for proceeding under this section,  

he may by order make such amendments to the primary legislation as he considers 

necessary. 

(4) This section also applies where the provision in question is in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and has been quashed, or declared invalid, by reason of incompatibility 

with a Convention right and the Minister proposes to proceed under paragraph 2(b) of 

Schedule 2.  

(5) If the legislation is an Order in Council, the power conferred by subsection (2) or 

(3) is exercisable by Her Majesty in Council.  

(6) In this section “legislation” does not include a Measure of the Church Assembly or 

of the General Synod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7) Schedule 2 makes further provision about remedial orders.  

 

Other rights and proceedings  

11 Safeguard for existing human rights  

A person’s reliance on a Convention right does not restrict— 

(a) any other right or freedom conferred on him by or under any law having effect in 

any pa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r  

(b) his right to make any claim or bring any proceedings which he could make or 

bring apart from sections 7 to 9.  

 

12 Freedom of expression  

(1) This section applies if a court is considering whether to grant any relief which, if 

granted, might affect the exercise of the Convention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2) If the person against whom the application for relief is made (“the respondent”) is 

neither present nor represented, no such relief is to be granted unless the court is 

 188



satisfied—  

(a) that the applicant has taken all practicable steps to notify the respondent; or  

(b) that there are compelling reasons why the respondent should not be notified.  

(3) No such relief is to be granted so as to restrain publication before trial unless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the applicant is likely to establish that publication should not be 

allowed.  

(4) The court must have particular regard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vention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where the proceedings relate to material which the 

respondent claims, or which appears to the court, to be journalistic, literary or artistic 

material (or to conduct connected with such material), to—  

(a) the extent to which—  

(i) the material has, or is about to, becom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r  

(ii) it is, or would b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for the material to be published;  

(b) any relevant privacy code.  

(5) In this section—  

“court” includes a tribunal; and 

“relief” includes any remedy or order (other than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13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1) If a court’s determination of any question arising under this Act might affect the 

exercise by a religious organisation (itself or its members collectively) of the 

Convention right to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it must have 

particular regard to the importance of that right.  

(2) In this section “court” includes a tribunal.  

 

Derogations and reservations  

14 Derogations  

(1) In this Act “designated derogation” means—  

(a) the United Kingdom’s derogation from Article 5(3) of the Convention; and  

(b) any derogation by the United Kingdom from an Article of the Convention, or of 

any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which is designat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in an 

order made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 The derogat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a) is set out in Part I of Schedule 3.  

(3) If a designated derogation is amended or replaced it ceases to be a designated 

derogation.  

(4) But subsection (3) does not preven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om exercising his 

power under subsection (1)(b) to make a fresh designation order in respect of the 

Article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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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ust by order make such amendments to Schedule 3 as he 

considers appropriate to reflect—  

(a) any designation order; or  

(b) the effect of subsection (3).  

(6) A designation order may be made in anticipation of the making by the United 

Kingdom of a proposed derogation.  

 

15 Reservations  

(1) In this Act “designated reservation” means—  

(a) the United Kingdom’s reservation to Article 2 of the First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and  

(b) any other reservation by the United Kingdom to an Article of the Convention, or 

of any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which is designat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in 

an order made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 The text of the reservat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a) is set out in Part II of 

Schedule 3.  

(3) If a designated reservation is withdrawn wholly or in part it ceases to be a 

designated reservation.  

(4) But subsection (3) does not preven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om exercising his 

power under subsection (1)(b) to make a fresh designation order in respect of the 

Article concerned.  

(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ust by order make such amendments to this Act as he 

considers appropriate to reflect—  

(a) any designation order; or  

(b) the effect of subsection (3).  

 

16 Period for which designated derogations have effect  

(1) If it has not already been withdrawn by the United Kingdom, a designated 

derogation ceases to have effec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a) in the case of the derogation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4(1)(a),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of five years beginning with the date on which section 1(2) came into force;  

(b) in the case of any other derogation,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of five years beginning 

with the date on which the order designating it was made.  

(2) At any time before the period—  

(a) fixed by subsection (1)(a) or (b), or  

(b) extended by an order under this subsection,  

comes to an e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by order extend it by a further period of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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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n order under section 14(1)(b) ceases to have effect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for 

consideration, unless a resolution has been passed by each House approving the order.  

(4) Subsection (3) does not affect—  

(a) anything done in reliance on the order; or  

(b) the power to make a fresh order under section 14(1)(b).  

(5) In subsection (3) “period for consideration” means the period of forty days 

beginning with the day on which the order was made.  

(6) In calculating the period for consideration, no account is to be taken of any time 

during which—  

(a) Parliament is dissolved or prorogued; or  

(b) both Houses are adjourned for more than four days.  

(7) If a designated derogation is withdrawn by the United Kingd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ust by order make such amendments to this Act as he considers are required to 

reflect that withdrawal.  

 

17 Periodic review of designated reservations  

(1) The appropriate Minister must review the designated reservation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5(1)(a)—  

(a) before the end of the period of five years beginning with the date on which section 

1(2) came into force; and  

(b) if that designation is still in force, before the end of the period of five years 

beginning with the date on which the last report relating to it was laid under 

subsection (3).  

(2) The appropriate Minister must review each of the other designated reservations (if 

any)—  

(a) before the end of the period of five years beginning with the date on which the 

order designating the reservation first came into force; and  

(b) if the designation is still in force, before the end of the period of five years 

beginning with the date on which the last report relating to it was laid under 

subsection (3).  

(3) The Minister conducting a review under this section must prepare a report on the 

result of the review and lay a copy of it before each House of Parliament.  

 

Judge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18 Appointment to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1) In this section “judicial office” means the office of—  

(a) Lord Justice of Appeal, Justice of the High Court or Circuit judge, in England and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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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judge of the Court of Session or sheriff, in Scotland;  

(c) Lord Justice of Appeal, judge of the High Court or county court judge, in Northern 

Ireland.  

(2) The holder of a judicial office may become a judg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the Court”) without being required to relinquish his office.  

(3) But he is not required to perform the duties of his judicial office while he is a 

judge of the Court.  

(4) In respect of any period during which he is a judge of the Court—  

(a) a Lord Justice of Appeal or Justice of the High Court is not to count as a judge of 

the relevant court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2(1) or 4(1) of the [1981 c. 54.] Supreme 

Court Act 1981 (maximum number of judges) nor as a judge of the Supreme Court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12(1) to (6) of that Act (salaries etc.);  

(b) a judge of the Court of Session is not to count as a judge of that court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1(1) of the [1988 c. 36.] Court of Session Act 1988 (maximum 

number of judges) or of section 9(1)(c) of the [1973 c. 15.]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1973 (“the 1973 Act”) (salaries etc.);  

(c) a Lord Justice of Appeal or judge of the High Court in Northern Ireland is not to 

count as a judge of the relevant court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2(1) or 3(1) of the 

[1978 c. 23.] Judicature (Northern Ireland) Act 1978 (maximum number of judges) 

nor as a judg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Northern Ireland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9(1)(d) of the 1973 Act (salaries etc.);  

(d) a Circuit judge is not to count as such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18 of the [1971 c. 

23.] Courts Act 1971 (salaries etc.);  

(e) a sheriff is not to count as such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14 of the [1907 c. 51.] 

Sheriff Courts (Scotland) Act 1907 (salaries etc.);  

(f) a county court judge of Northern Ireland is not to count as such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106 of the [1959 c. 25 (N.I.).] County Courts Act Northern Ireland) 1959 

(salaries etc.).  

(5) If a sheriff principal is appointed a judge of the Court, section 11(1) of the [1971 c. 

58.] Sheriff Courts (Scotland) Act 1971 (temporary appointment of sheriff principal) 

applies, while he holds that appointment, as if his office is vacant.  

(6) Schedule 4 makes provision about judicial pensions in relation to the holder of a 

judicial office who serves as a judge of the Court.  

(7) The Lord Chancellor 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by order make such transitional 

provision (including, in particular, provision for a temporary increase in the maximum 

number of judges) as he considers appropriate in relation to any holder of a judicial 

office who has completed his service as a judge of th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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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liamentary procedure  

19 Statements of compatibility  

(1) A Minister of the Crown in charge of a Bill in either House of Parliament must, 

befor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a)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effect that in his view the provisions of the Bill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Convention rights (“a statement of compatibility”); or  

(b)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effect that although he is unable to make a statement of 

compatibility the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wishes the House to proceed with the Bill.  

(2) The statement must be in writing and be published in such manner as the Minister 

making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Supplemental  

20 Orders etc. under this Act  

(1) Any power of a Minister of the Crown to make an order under this Act is 

exercisable by statutory instrument.  

(2) The power of the Lord Chancellor 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make rules (other 

than rules of court) under section 2(3) or 7(9) is exercisable by statutory instrument.  

(3) Any statutory instrument made under section 14, 15 or 16(7) must be laid before 

Parliament.  

(4) No order may be made by the Lord Chancellor 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under 

section 1(4), 7(11) or 16(2) unless a draft of the order has been laid before, and 

approved by, each House of Parliament.  

(5) Any statutory instrument made under section 18(7) or Schedule 4, or to which 

subsection (2) applies, shall be subject to annulment in pursuance of a resolution of 

either House of Parliament.  

(6) The power of a Northern Ireland department to make—  

(a) rules under section 2(3)(c) or 7(9)(c), or  

(b) an order under section 7(11),  

is exercisable by statutory rule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S.I. 1979/1573 (N.I. 12).] 

Statutory Rules (Northern Ireland) Order 1979. 

(7) Any rules made under section 2(3)(c) or 7(9)(c) shall be subject to negative 

resolution; and section 41(6) of the [1954 c. 33 (N.I.).] Interpretation Act Northern 

Ireland) 1954 (meaning of “subject to negative resolution”) shall apply as if the power 

to make the rules were conferred by an Act of the 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  

(8) No order may be made by a Northern Ireland department under section 7(11) 

unless a draft of the order has been laid before, and approved by, the 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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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nterpretation, etc  

(1) In this Act—  

“amend” includes repeal and apply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s); 

“the appropriate Minister” means the Minister of the Crown having charge of the 

appropriate authorised government department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1947 c. 

44.] Crown Proceedings Act 1947); 

“the Commission” mean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the Convention” means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greed by the Council of Europe at Rome on 4th November 

1950 as it has effect for the time being in relation to the United Kingdom; 

“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 means a declaration under section 4; 

“Minister of the Crown” has the same meaning as in the Ministers of the [1975 c. 26.] 

Crown Act 1975; 

“Northern Ireland Minister” includes the First Minister and the deputy First Minister 

in Northern Ireland; 

“primary legislation” means any— 

(a)public general Act; 

(b)local and personal Act; 

(c)private Act; 

(d)Measure of the Church Assembly; 

(e)Measure of the General Synod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f)Order in Council— 

(g)made in exercise of Her Majesty’s Royal Prerogative; 

(ii)made under section 38(1)(a) of the [1973 c. 36.] Northern Ireland Constitution Act 

1973 or th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 of the Northern Ireland Act 1998; or 

(iii)amending an Act of a kind mentioned in paragraph (a), (b) or (c); 

and includes an order or other instrument made under primary legislation (otherwise 

than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for Wales, a member of the Scottish Executive, a 

Northern Ireland Minister or a Northern Ireland department) to the extent to which it 

operates to bring one or more provisions of that legislation into force or amends any 

primary legislation; 

“the First Protocol” means the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agreed at Paris on 20th 

March 1952; 

“the Sixth Protocol” means the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agreed at Strasbourg on 

28th April 1983; 

“the Eleventh Protocol” means the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restructuring the 

control machinery established by the Convention) agreed at Strasbourg on 11th Ma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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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dial order” means an order under section 10;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means any— 

(a)Order in Council other than one— 

(b)made in exercise of Her Majesty’s Royal Prerogative; 

(ii)made under section 38(1)(a) of the Northern Ireland Constitution Act 1973 or th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 of the Northern Ireland Act 1998; or 

(iii)amending an Act of a kind mentioned in the definition of primary legislation; 

(e)Act of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f)Act of the Parliament of Northern Ireland; 

(g)Measure of the Assembly established under section 1 of the [1973 c. 17.] 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 Act 1973; 

(h)Act of the 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 

(i)order, rules, regulations, scheme, warrant, byelaw or other instrument made under 

primary legislation (except to the extent to which it operates to bring one or more 

provisions of that legislation into force or amends any primary legislation); 

(j)order, rules, regulations, scheme, warrant, byelaw or other instrument made under 

legislation mentioned in paragraph (b), (c), (d) or (e) or made under an Order in 

Council applying only to Northern Ireland; 

(k)order, rules, regulations, scheme, warrant, byelaw or other instrument made by a 

member of the Scottish Executive, a Northern Ireland Minister or a Northern Ireland 

department in exercise of prerogative or other executive functions of Her Majesty 

which are exercisable by such a person on behalf of Her Majesty; 

“transferred matters” has the same meaning as in the Northern Ireland Act 1998; and 

“tribunal” means any tribunal in which legal proceedings may be brought. 

(2) The references in paragraphs (b) and (c) of section 2(1) to Articles are to Articles 

of the Convention as they had effect immediately before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Eleventh Protocol.  

(3) The reference in paragraph (d) of section 2(1) to Article 46 includes a reference to 

Articles 32 and 54 of the Convention as they had effect immediately before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Eleventh Protocol.  

(4) The references in section 2(1) to a report or decision of the Commission or a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include references to a report or decision 

made as provided by paragraphs 3, 4 and 6 of Article 5 of the Eleventh Protocol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5) Any liability under the [1955 c. 18.] Army Act 1955, the [1955 c. 19.] Air Force 

Act 1955 or the [1957 c. 53.] Naval Discipline Act 1957 to suffer death for an offence 

is replaced by a liability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or any less punishment authorised by 

those Acts; and those Acts shall accordingly have effect with the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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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cations.  

 

22 Short title, commencement, application and extent  

(1) 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  

(2) Sections 18, 20 and 21(5) and this section come into force on the passing of this 

Act.  

(3)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Act come into force on such day a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by order appoint; and different days may be appointe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4) Paragraph (b) of subsection (1) of section 7 applies to proceedings brought by or 

at the instigation of a public authority whenever the act in question took place; but 

otherwise that subsection does not apply to an act taking place before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at section.  

(5) This Act binds the Crown.  

(6) This Act extends to Northern Ireland.  

(7) Section 21(5), so far as it relates to any provision contained in the [1955 c. 18.] 

Army Act 1955, the [1955 c. 19.] Air Force Act 1955 or the [1957 c. 53.] Naval 

Discipline Act 1957, extends to any place to which that provision extends.  

 

SCHEDULES 

Section 1(3). 

 

SCHEDULE 1 The Articles  

Part I The Convention  

Rights and Freedoms  

Article 2 Right to life  

1 Everyone’s right to life shall be protected by law. No one shall be deprived of his 

life intentionally save in the execution of a sentence of a court following his 

conviction of a crime for which this penalty is provided by law.  

2 Deprivation of life shall not be regarded as inflicted in contravention of this Article 

when it results from the use of force which is no more than absolutely necessary:  

(a) in defence of any person from unlawful violence;  

(b) in order to effect a lawful arrest or to prevent the escape of a person lawfully 

detained;  

(c) in action lawfully taken for the purpose of quelling a riot or insurrection.  

Article 3 Prohibition of torture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to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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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4 Prohibition of slavery and forced labour  

1 No one shall be held in slavery or servitude.  

2 No one shall be required to perform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ur.  

3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the term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ur” shall not 

include:  

(a) any work required to be done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detention imposed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5 of this Convention or during conditional 

release from such detention;  

(b) any service of a military character or, in case of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in 

countries where they are recognised, service exacted instead of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c) any service exacted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or calamity threatening the life or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d) any work or service which forms part of normal civic obligations.  

Article 5 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No one shall be deprived of 

his liberty save in the following case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 procedure prescribed 

by law:  

(a) the lawful detention of a person after conviction by a competent court;  

(b) the 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of a person for non-compliance with the lawful order 

of a court or in order to secure the fulfilment of any obligation prescribed by law;  

(c) the 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of a person effected for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him 

before the competent legal authority on reasonable suspicion of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ce or when it is reasonably considered necessary to prevent his committing an 

offence or fleeing after having done so;  

(d) the detention of a minor by lawful order for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al supervision 

or his lawful detention for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him before the competent legal 

authority;  

(e) the lawful detention of perso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the spread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f persons of unsound mind, alcoholics or drug addicts or vagrants;  

(f) the 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of a person to prevent his effecting an unauthorised 

entry into the country or of a person against whom action is being taken with a view 

to deportation or extradition.  

2 Everyone who is arrested shall be informed promptly, in a language which he 

understands, of the reasons for his arrest and of any charge against him.  

3 Everyone arrested or de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c) 

of this Article shall be brought promptly before a judge or other officer authorised by 

law to exercise judicial power and shall be entitled to trial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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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lease pending trial. Release may be conditioned by guarantees to appear for trial.  

4 Everyone who is deprived of his liberty by arrest or detention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proceedings by which the lawfulness of his detention shall be decided speedily 

by a court and his release ordered if the detention is not lawful.  

5 Everyone who has been the victim of arrest or detention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shall have an enforceable right to compensation.  

Article 6 Right to a fair trial  

1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his civi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r of any criminal charge 

against him, everyone is entitled to a fair and public hearing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by an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 established by law. Judgment shall be 

pronounced publicly but the press and public may be excluded from all or part of the 

trial in the interest of morals, public order or national securit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where the interests of juveniles 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ivate life of the parties so 

require, or to the extent strictly necessary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where publicity would prejudice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2 Everyon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shall b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d 

guilty according to law.  

3 Everyon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has the following minimum rights:  

(a) to be informed promptly, in a language which he understands and in detail,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accusation against him;  

(b) to have adequate time and facilitie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his defence;  

(c) to defend himself in person or through legal assistance of his own choosing or, if 

he has not sufficient means to pay for legal assistance, to be given it free whe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so require;  

(d) to examine or have examined witnesses against him and to obtain the attendance 

and examination of witnesses on his behalf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as witnesses 

against him;  

(e) to have the free assistance of an interpreter if he cannot understand or speak the 

language used in court.  

Article 7 No punishment without law  

1 No one shall be held guilty of any criminal offence on account of any act or 

omission which did not constitute a criminal offence under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when it was committed. Nor shall a heavier penalty be imposed than 

the one that was applicable at the time the criminal offence was committed.  

2 This Article shall not prejudice the trial and punishment of any person for any act or 

omission which, at the time when it was committed, was criminal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recognised by civilised nations.  

Article 8 Right to respect for private and fam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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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respect for his private and family life, his home and his 

correspondence.  

2 There shall be no interference by a public authority with the exercise of this right 

except such a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is 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safety or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the 

country,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order or cri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ealth or morals, 

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Article 9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this right 

includes freedom to change his religion or belief and freedom, either alone or in 

community with others and in public or private, to manifest his religion or belief, in 

worship, teaching, practice and observance.  

2 Freedom to manifest one’s religion or beliefs shall be subject only to such 

limitations as are prescribed by law and are 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the 

interests of public saf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order, health or morals, 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Article 10 Freedom of expression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is right shall include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and to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without interference by 

public authority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 This Article shall not prevent States from 

requiring the licensing of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or cinema enterprises.  

2 The exercise of these freedoms, since it carries with it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may be subject to such formalities, conditions, restrictions or penalties as are 

prescribed by law and are 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ublic saf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order or 

cri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ealth or moral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tation or 

rights of others, for preventing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received in confidence, 

or for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and impartiality of the judiciary.  

Article 11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to freedom of 

association with other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form and to join trade un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 interests.  

2 No restrictions shall be placed on the exercise of these rights other than such as are 

prescribed by law and are 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or public saf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order or cri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ealth or morals 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This Article 

shall not prevent the imposition of lawful restrictions on the exercise of these rights 

by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olice or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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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2 Right to marry  

Men and women of marriageable age have the right to marry and to found a family,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laws governing the exercise of this right. 

Article 14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The enjoyment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set forth in this Convention shall be secured 

without discrimination on any ground such as sex, race, colour, language, relig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or social origin, association with a national 

minority, property, birth or other status. 

Article 16 Restrictions on political activity of aliens  

Nothing in Articles 10, 11 and 14 shall be regarded as preventing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from imposing restrictions on the political activity of aliens. 

Article 17 Prohibition of abuse of rights  

Nothing in this Convention may be interpreted as implying for any State, group or 

person any right to engage in any activity or perform any act aimed at the destruction 

of any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set forth herein or at their limitation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is provided for in the Convention. 

Article 18 Limitation on use of restrictions on rights  

The restrictions permitted under this Convention to the said rights and freedoms shall 

not be applied for any purpose other than those for which they have been prescribed. 

Part II The First Protocol  

Article 1 Protection of property  

Every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is entitled to the peaceful enjoyment of his possessions. 

No one shall be deprived of his possessions excep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provided for by law and by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receding provisions shall not, however, in any way impair the right of a State to 

enforce such laws as it deems necessary to control the use of proper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interest or to secure the payment of taxes or other contributions or 

penalties. 

Article 2 Right to education  

No person shall be denied the right to education. In the exercise of any functions 

which it assumes in relation to education and to teaching, the State shall respect the 

right of parents to ensure such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conformity with their own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convictions. 

Article 3 Right to free elections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undertake to hold free elections at reasonable intervals 

by secret ballot, under conditions which will ensure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 opin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choice of the legislature. 

Part III The Sixth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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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The death penalty shall be abolished. No one shall be condemned to such penalty or 

executed. 

Article 2 Death penalty in time of war  

A State may make provision in its law for the death penalty in respect of acts 

committed in time of war or of imminent threat of war; such penalty shall be applied 

only in the instances laid down in the law an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rovisions. The 

State shall communicate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at law. 

Section 10. 

 

SCHEDULE 2 Remedial Orders  

Orders  

1 (1) A remedial order may—  

(a) contain such incidental, supplemental, consequential or transitional provision as 

the person making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b) be made so as to have effect from a date earlier than that on which it is made;  

(c) make provision for the delegation of specific functions;  

(d) make different provision for different cases.  

(2) The power conferred by sub-paragraph (1)(a) includes—  

(a) power to amend primary legislation (including primary legislation other than that 

which contains the incompatible provision); and  

(b) power to amend or revoke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including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other than that which contains the incompatible provision).  

(3) A remedial order may be made so as to have the same extent as the legislation 

which it affects.  

(4) No person is to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solely as a result of the retrospective effect 

of a remedial order.  

Procedure  

2 No remedial order may be made unless—  

(a) a draft of the order has been approved by a resolution of each House of Parliament 

made after the end of the period of 60 days beginning with the day on which the draft 

was laid; or  

(b) it is declared in the order that it appears to the person making it that, because of 

the urgency of the matter,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order without a draft being so 

approved.  

Orders laid in draft  

3 (1) No draft may be laid under paragraph 2(a) unless—  

 201



(a) the person proposing to make the order has laid before Parliament a document 

which contains a draft of the proposed order and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and  

(b) the period of 60 days, beginning with the day on which the document required by 

this sub-paragraph was laid, has ended.  

(2) If representations have been made during that period, the draft laid under 

paragraph 2(a)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statement containing—  

(a) a summary of the representations; and  

(b) if, as a result of the representations, the proposed order has been changed, details 

of the changes.  

Urgent cases  

4 (1) If a remedial order (“the original order”) is made without being approved in 

draft, the person making it must lay it before Parliament, accompanied by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after it is made.  

(2) If representations have been made during the period of 60 days beginning with the 

day on which the original order was made, the person making it must (after the end of 

that period) lay before Parliament a statement containing—  

(a) a summary of the representations; and  

(b) if, as a result of the representations, he considers it appropriate to make changes to 

the original order, details of the changes.  

(3) If sub-paragraph (2)(b) applies, the person making the statement must—  

(a) make a further remedial order replacing the original order; and  

(b) lay the replacement order before Parliament.  

(4) If,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of 120 days beginning with the day on which the 

original order was made, a resolution has not been passed by each House approving 

the original or replacement order, the order ceases to have effect (but without that 

affecting anything previously done under either order or the power to make a fresh 

remedial order).  

Definitions  

5 In this Schedule—  

“representations” means representations about a remedial order (or proposed remedial 

order) made to the person making (or proposing to make) it and includes any relevant 

Parliamentary report or resolution; and 

“required information” means— 

(a) 

an explanation of the incompatibility which the order (or proposed order) seeks to 

remove, including particulars of the relevant declaration, finding or order; and 

(b) 

a statement of the reasons for proceeding under section 10 and for making an ord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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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terms. 

Calculating periods  

6 In calculating any perio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chedule, no account is to be taken 

of any time during which—  

(a) Parliament is dissolved or prorogued; or  

(b) both Houses are adjourned for more than four days.  

Sections 14 and 15. 

 

SCHEDULE 3 Derogation and Reservation  

Part I Derogation  

The 1988 notification  

The United Kingdom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Council of Europe presents his 

compliments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ouncil, and has the honour to convey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obligations of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under Article 15(3)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signed at Rome on 4 

November 1950. 

There have been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recent years campaigns of organised 

terrorism connected with the affairs of Northern Ireland which have manifested 

themselves in activities which have included repeated murder, attempted murder, 

maiming, intimidation and violent civil disturbance and in bombing and fire raising 

which have resulted in death, injury and widespread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As a 

result, a public emergency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5(1) of the Convention 

exis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Government found it necessary in 1974 to introduce and since then, in cases 

concerning persons reasonably suspected of involvement in terrorism connected with 

the affairs of Northern Ireland, or of certain offences under the legislation, who have 

been detained for 48 hours, to exercise powers enabling further detention without 

charge, for periods of up to five days,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ese 

powers are at present to be found in Section 12 of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Temporary Provisions) Act 1984, Article 9 of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Supplemental Temporary Provisions) Order 1984 and Article 10 of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Supplemental Temporary Provisions) (Northern Ireland) Order 1984. 

Section 12 of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Temporary Provisions) Act 1984 provides 

for a person whom a constable has arrested on reasonable grounds of suspecting him 

to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under Section 1, 9 or 10 of the Act, or to be or to have been 

involved in terrorism connected with the affairs of Northern Ireland, to be detained in 

right of the arrest for up to 48 hours and thereafter, wher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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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s the detention period, for up to a further five days. Section 12 substantially 

re-enacted Section 12 of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Temporary Provisions) Act 

1976 which, in turn, substantially re-enacted Section 7 of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Temporary Provisions) Act 1974. 

Article 10 of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Supplemental Temporary Provisions) 

(Northern Ireland) Order 1984 (SI 1984/417) and Article 9 of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Supplemental Temporary Provisions) Order 1984 (SI 1984/418) were both 

made under Sections 13 and 14 of and Schedule 3 to the 1984 Act and substantially 

re-enacted powers of detention in Orders made under the 1974 and 1976 Acts. A 

person who is being examined under Article 4 of either Order on his arrival in, or on 

seeking to leave, Northern Ireland or Great Britain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whether he is or has been involved in terrorism connected with the affairs of Northern 

Ireland, or whether there are grounds for suspecting that he has committed an offence 

under Section 9 of the 1984 Act, may be detained under Article 9 or 10, as appropriate, 

pending the conclusion of his examination. The period of this examination may 

exceed 12 hours if an examining officer has reasonable grounds for suspecting him to 

be or to have been involved in acts of terrorism connected with the affairs of Northern 

Ireland. 

Where such a person is detained under the said Article 9 or 10 he may be detained for 

up to 48 hours on the authority of an examining officer and thereafter, wher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extends the detention period, for up to a further five days. 

In its judgment of 29 November 1988 in the Case of Brogan and Others,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eld that there had been a violation of Article 5(3) in respect 

of each of the applicants, all of whom had been detained under Section 12 of the 1984 

Act. The Court held that even the shortest of the four periods of detention concerned, 

namely four days and six hours, fell outside the constraints as to time permitted by the 

first part of Article 5(3). In addition, the Court held that there had been a violation of 

Article 5(5) in the case of each applicant. 

Following this judgmen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informed 

Parliament on 6 December 1988 tha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errorist campaign, 

and the over-riding need to bring terrorists to justice, the Government did not believe 

that the maximum period of detention should be reduced. He informed Parliament that 

the Government were examining the matter with a view to responding to the judgment. 

On 22 December 1988,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urther informed Parliament that it 

remained the Government’s wish, if it could be achieved, to find a judicial process 

under which extended detention might be reviewed and where appropriate authorised 

by a judge or other judicial officer. But a further period of reflection and consultation 

was necessary before the Government could bring forward a firm and fin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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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judgment of 29 November 1988 as well as previously, the Government have 

found it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exercise, in relation to terrorism connected with the 

affairs of Northern Ireland, the powers described above enabling further detention 

without charge for periods of up to 5 days,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xtent strictly required by the exigencies of the situation to enable necessary 

enquiries and investigations properly to be completed in order to decide whether 

criminal proceedings should be instituted. To the extent that the exercise of these 

powers may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obligations imposed by the Convention the 

Government has availed itself of the right of derogation conferred by Article 15(1) of 

the Convent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until further notice. 

Dated 23 December 1988. 

The 1989 notification  

The United Kingdom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Council of Europe presents his 

compliments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ouncil, and has the honour to convey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n his communication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23 December 1988, reference was 

made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exercise of certain powers under section 12 of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Temporary Provisions) Act 1984, Article 9 of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Supplemental Temporary Provisions) Order 1984 and Article 10 of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Supplemental Temporary Provisions) (Northern Ireland) 

Order 1984. 

These provisions have been replaced by section 14 of and paragraph 6 of Schedule 5 

to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Temporary Provisions) Act 1989, which make 

comparable provision. They came into force on 22 March 1989. A copy of these 

provisions is enclosed. 

The United Kingdom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avails him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to 

renew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the assurance of his highest consideration. 

23 March 1989. 

Part II Reservation  

At the time of signing the present (First) Protocol, I declare that, in view of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Education Ac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principle affirmed in the 

second sentence of Article 2 is accept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only so far as i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provision of efficient instruction and training, and the avoidance 

of unreasonable public expenditure. 

Dated 20 March 1952 

Made by the United Kingdom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Council of Europe. 

Section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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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4 Judicial Pensions  

Duty to make orders about pensions  

1 (1) The appropriate Minister must by order make provision with respect to pensions 

payable to or in respect of any holder of a judicial office who serves as an ECHR 

judge.  

(2) A pensions order must include such provision as the Minister making it considers 

is necessary to secure that—  

(a) an ECHR judge who was, immediately before his appointment as an ECHR judge, 

a member of a judicial pension scheme is entitled to remain as a member of that 

scheme;  

(b) the terms on which he remains a member of the scheme are those which would 

have been applicable had he not been appointed as an ECHR judge; and  

(c) entitlement to benefits payab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heme continues to be 

determined as if, while serving as an ECHR judge, his salary was that which would 

(but for section 18(4)) have been payable to him in respect of his continuing service 

as the holder of his judicial office.  

Contributions  

2 A pensions order may, in particular, make provision—  

(a) for any contributions which are payable by a person who remains a member of a 

scheme as a result of the order, and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payable by deduction 

from his salary, to be made otherwise than by deduction from his salary as an ECHR 

judge; and  

(b) for such contributions to be collected in such manner as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administrators of the scheme.  

Amendments of other enactments  

3 A pensions order may amend any provision of, or made under, a pensions Act in 

such manner and to such extent as the Minister making the order considers necessary 

or expedient to ensure the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any scheme to which it relates.  

Definitions  

4 In this Schedule—  

“appropriate Minister” means— 

(a)in relation to any judicial office whose jurisdiction is exercisable exclusively in 

relation to Scotl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b)otherwise, the Lord Chancellor; 

“ECHR judge” means the holder of a judicial office who is serving as a judge of the 

Court; 

“judicial pension scheme” means a scheme established b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 

pension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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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sions Act” means— 

(a)the [1959 c. 25 (N.I.).] County Courts Act Northern Ireland) 1959; 

(b)the [1961 c. 42.] Sheriffs' Pensions (Scotland) Act 1961; 

(c)the [1981 c. 20.] Judicial Pensions Act 1981; or 

(d)the [1993 c. 8.] Judicial Pensions and Retirement Act 1993; and 

“pensions order” means an order made under paragrap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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