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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本权利制度变迁之国际人权法动因

戴瑞君

［提　要］“国际人权宪章”生效后的近４０年中，受到国际人权法的启发和影响，各国宪法基本权
利制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基本权利的主体从公民逐步扩展至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内容从公民及政治

权利扩展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基本权利的保障从传统的公权力保障扩展到有专门人权机构参与

的保障；基本权利的救济途径从普通的司法救济、宪法救济扩展到国际机构的救济。国际人权法日渐

增强的监督机制、各国对国际人权法的普遍接受、宪法对国际人权法的高度定位等因素，为国际人权

法促成基本权利制度的变迁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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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荷兰学者对１４２个国家的成文宪法与 《世界人权宣言》 （以下简称

《宣言》）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一部宪法中的规定与 《宣言》的规定相仿，

可能不是受国际的而是受国内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启发，还可能是受已有宪法的启发，甚至 《宣

言》的诞生也是导源于１９４８年之前制定的宪法。①此项研究采样截止时 （１９７６年３月３１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刚刚生效一周，②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生效不

足三个月；③其他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核心国际人权条约绝大部分仍处于起草阶段或尚未生效。

上述研究之后的近４０年里，国际人权法体系和各国宪法的基本权利制度均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人权法日新月异，法律体系日臻完善，成为国际法中发展最

快的法律部门。另一方面，各国纷纷调整宪法基本权利制度，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降，各国
宪法中基本权利的主体、权利类型、权利保障机构乃至权利救济制度等内容均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宪法基本权利制度最近４０年间的发展变迁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对照、呼
应关系，国际人权法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宪法基本权利制度的变迁，很值得再作考察。因

此，本文主要选取 “国际人权宪章”④生效之后制定或修订的宪法作为研究对象，以宪法基本权

利主体、基本权利类型、基本权利保障机构、基本权利救济途径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为线索，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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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变化同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考察国际人权法在宪法基本权利制度变迁进程

中的作用与贡献。

一、基本权利制度与国际人权法

本文在以下范畴内讨论国际人权法与基本权利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一）国际人权法

国际人权法是国际法的一个法律部门，它以国际人权条约和习惯国际人权法为主要法律渊

源，是人权国际保护的法律基础，也是国际社会监督国家履行人权保障义务的主要法律依据。国

际人权法规定个人或团体享有的人权、国家保障人权的法律义务、国际社会监督国家履行人权保

障义务的机构及程序等内容。

国际人权法主要由联合国层面的人权法律体系和区域层面的人权法律体系组成。联合国层面

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九项核心人权条约和其他普遍人权文件在内的内容较为完备的人权法律体

系。这九项核心人权条约分别是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以下简称

《妇女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下简称 《禁

止酷刑公约》）、《儿童权利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残疾人

权利公约》以及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在区域层面，欧洲、美洲、非洲也分别

形成了以 《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以下简称 《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和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为核心的区域人权法律体系。本文将着重考察上述核心人权条约对宪

法基本权利制度变迁的影响效力。

（二）基本权利与基本权利制度

基本权利概指一国宪法确认的个人或个人组成的群体所享有的权利。现代宪法作为人民权利

的保障书，几乎都包含一份基本权利清单。由于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至上性和根本法地位，

基本权利对个人而言具有根本重要性，从而区别于一般的法律权利。

概括而言，基本权利可以看作是国际人权法所言之 “人权”在国内法、特别是在一国宪法

中的反映。然而，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并不完全对应。国际人权法所确认和保护的 “人权”具

有享有主体的普遍性和权利内容的普遍性，即人权是每个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

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者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而均应享有的权

利，是每个人在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应享有的权利。因此，国际人权法

所确认的人权通常被称为普遍人权。相比之下，宪法的基本权利清单长期以来主要罗列的是

“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基本权利的享有以取得公民资格为前提；此外在内容上，各国宪法虽能

或多或少地反映国际人权法确认的普遍人权，但往往并不能全面覆盖普遍人权的内容。

宪法基本权利制度是以宪法基本权利清单为核心，以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为宗旨的法律制

度。它主要由基本权利的主体、基本权利的内容、基本权利的保障机构以及基本权利的救济制度

等内容组成。一般而言，各国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履行宪法职责的过程也是保障基

本权利的过程；同时，多数国家的宪法赋予了最高司法机关或者专门的宪法审判机关以救济基本

权利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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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权利制度变迁之国际人权法对照

近年来，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许多国家颁布了新宪法或对宪法基本权利制度加以完
善，基本权利的主体有所扩展，基本权利的内容不断丰富，基本权利的传统保障机制和救济途径

得到了扩展和延伸。基本权利制度各个方面的发展变迁展现出对国际人权法的明确呼应。

（一）基本权利主体的扩展与国际人权法

人权是每个人的权利。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为国际人权法反复申明。为此，国际人权法一方面

确认了人权为各国境内受其管辖的所有人，无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民族本源、社

会阶层、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一律平等享有的原则；另一方面逐条规定了各项人权的主体是

“人人”、“所有人”、“任何人”、“每个人”，而只在政治权利等屈指可数的极个别条款中出现了

“公民”是权利主体的规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往往只是 “公民”的 “特权”。如今，在一国领土内

生活的人不再只是公民，还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居住国宪法中 “公民的基本权利”

已难以满足这些人的基本权利需求。伴随国际人权法被各国广泛接受，国际人权法所蕴含的普遍

人权观念正在宪法基本权利制度中体现出来，基本权利的主体已经开始突破 “公民”的藩篱，

逐步扩展到更大范围的 “人”。

一些国家的宪法以总括性的条款规定，除特别说明外，基本权利为本国境内的所有人享有，

或者规定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也适用于本国境内的外国人。例如，乍得１９９６年宪法第１５条规定，
合法进入乍得共和国的外国人，除政治权利外，与乍得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捷克１９９２
年 《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宪章》第４２条第２款规定，外国人享有本章保障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除非法律明确规定某些权利或自由仅适用于公民。有些国家在宪法的具体条文中将权利主体逐条

规定为每个人。

有些宪法将基本权利的章节名称从过去的 “公民权利”修改为 “个人权利”、“人的权利”

或 “人和公民的权利”。例如，秘鲁１９９３年宪法第一章规定的就是 “人的基本权利”；俄罗斯

１９９３年宪法第二章规定了 “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还有些国家免去了对基本权利主体的限

定，直接规定 “基本权利”。例如，芬兰２０００年宪法取代了１９１９年颁布的 《芬兰宪法法案》，

新宪法第二章的题目由原来 “芬兰公民的一般权利和法律保护”改为 “基本权利和自由”，基本

权利的主体不再局限于芬兰公民。⑤

上述宪法已不再囿于对基本权利的传统理解，而将权利的主体逐步扩大到 “所有人”。这是

受到普遍人权观念影响的一个明证。鉴于这些宪法大多修订或制定于 “国际人权宪章”生效之

后，可以乐观地假设国际人权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宪法关于基本权利主体规定的积极变化。

（二）基本权利内容的丰富与国际人权法

对于哪个领域的权利是人权，或者某一领域内哪些权利属于人权，各国的认识并不一致。这

种认识分歧直接反映在宪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中。过去，各国宪法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轻

视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权利，妇女、儿童、少数群体的权利也很少直接体现在宪法中。相比

之下，国际人权法强调 “一切人权均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⑥它以列举不同

领域、不同群体人权的形式诠释了人权在内容上的普遍性。伴随越来越多的国家批准多项人权条

约，宪法基本权利的内容也日渐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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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宪法确认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基本权利地位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度被认为不应算作人权，而只是国家的社会政策。正如本文开篇提

到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荷兰学者的研究所展示的，被调查的１４２个国家的宪法中只有１０部宪
法用到了 “经济权利”这个词或是类似的词；只有５部宪法用了 “文化权利”这个词或类似的

词。⑦然而时至今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经拥有１６３个缔约国，即全世界８０％
以上的国家已经接受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属于基本人权的观念。这一变化在宪法中的体现就

是越来越多的宪法确立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基本权利地位。例如苏里南１９８７年宪法、哥
伦比亚１９９１年宪法、捷克１９９２年 《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宪章》、波兰１９９７年宪法、阿尔巴尼亚
１９９８年宪法、莫桑比克２００５年宪法等都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作为基本权利清单的一个独立
部分加以规定。

有的国家通过宪法改革不断增强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例如，巴西１９８８年宪法
第６条明确规定了社会权利，指出 “教育、健康、工作、休闲、安全、社会保障、保护母亲和

儿童、援助贫困者是本宪法规定的社会权利”；２０００年，该国第２６号宪法修正案增加了 “居住

权”作为社会权利的内容之一；２０１０年第６４号宪法修正案又增加了 “食品权”作为社会权利的

一项内容。⑧葡萄牙１９７６年宪法通过后，截止２００５年共进行了７次修订，工人的权利、健康权、
住房权等内容在修订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⑨

确立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基本权利地位，表明了各国对人权内容普遍性认知的提

升，对各类人权彼此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性质的肯定。这一进展，同 《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国际人权条约中的相关内容被各国广为接受密切关联。

２．宪法比照国际人权法强化了对特定群体权利的保护
各国宪法近年来的发展呼应了国际人权法对妇女、儿童、残疾人、少数人权利的专门保护。

此处仅以宪法对妇女权利、儿童权利的专门保护为例详加说明。

联合国通过的 《妇女公约》是保障妇女人权的国际纲领。目前，该公约已有１８８个缔约国，
这为公约对各国基本权利制度产生影响创造了机遇。该公约通过后，许多国家比照公约丰富和增

强了宪法对妇女权利的保障。例如，比利时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６日修正宪法时，为原来关于 “平等”

的第１０条增加第３款 “保障男女平等”。德国１９９４年第４２号基本法修正案修改了基本法第３条
第２款，在原来 “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句 “国家应促进男女平等的实际贯彻，

并致力于消除现存的歧视”。⑩埃塞俄比亚１９９４年宪法第３５条关于 “妇女权利”的规定更是全面

转述了 《妇女公约》的核心内容。宪法直接援用人权条约的语言来诠释基本权利，是人权条约

推进宪法基本权利最直接的体现。

关于儿童权利，１９９０年生效的 《儿童权利公约》得到了除美国和索马里之外的联合国所有

会员国的接受。该公约获广泛接受极大地推动了近年来宪法对儿童权利的保护。在各国的宪法规

定中，有的直接以 《儿童权利公约》来确定宪法保护的儿童权利的范围，有的在具体条款中体

现该公约的内容和原则。例如，根据哥伦比亚１９９１年宪法第４４条的规定，儿童 “应该享有宪

法、法律、哥伦比亚批准的国际条约所承认的权利”。柬埔寨１９９３年宪法第４８条第１款规定，
国家保护 《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的儿童权利，特别是生命权、教育权、战争中的保护以及免

受经济和性剥削。

区域人权条约和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在内容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二者相互巩固、相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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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共同促进宪法基本权利制度的完善。而某些区域人权条约包含的独到内容对缔约国宪法所产

生的独特影响则显而易见。例如，１９８１年生效的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 （以下简称 《宪

章》）以其内容涵盖三代人权，并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而著称，它不仅规定了内容广泛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且规定了自决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等集体人权。《宪章》通过后的十年

间，非洲各国纷纷制定了包含权利法案的新宪法。这些新宪法明显呼应了 《宪章》中关于人权

的主张。许多国家在宪法的序言中引用 《宪章》作为国家所保障的人权的根本依据。截至２００３
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规定而言，非洲５３个国家的宪法中，４３个国家
规定了贸易自由权，４９个国家规定了财产权，４０个国家规定了受教育权，４０个国家规定了劳动
者权或与劳动相关的权利，３２个国家规定了社会保障权，３４个国家规定了健康权。此外，非洲
大部分国家的宪法还规定了集体人权，其中３０个国家规定了自决权，２５个国家规定了发展权，
２８个国家规定了环境权。瑏瑡由此可见，区域人权条约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影响有时更加直接和明显。

（三）基本权利保障机构的扩展与国际人权法

由政府公权力保障基本权利是人权保障的传统模式。国际人权法要求国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保障人权的实现，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行政机关执行法律以及司法机关的

公正审判。然而，公权力本身易于膨胀和被滥用的倾向促成了新的人权保障机制的发展，即是政

府公权力之外的专门的人权保护机构。

１９７８年，联合国呼吁各国建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瑏瑢１９９１年 “关于国家人权机构地

位的巴黎原则”获得通过。瑏瑣１９９３年联合国大会鼓励国家根据 “巴黎原则”建立和加强国家人权

机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ＮＨＲＩｓ）。瑏瑤虽然国际人权法本身没有明确要求国家成立
国家人权机构，但是鉴于国家人权机构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各人权条约

机构纷纷通过一般性评论表达了支持的观点。例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第１０号
一般性评论中肯定了 “国家人权机构在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作用”，并认为建立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是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的一项重要措施。瑏瑥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建

议 “设立国家机构推动落实 《公约》”。瑏瑦儿童权利委员会肯定 “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是促进和确

保执行 《儿童权利公约》的重要机制”。瑏瑧

在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倡导和推动下，各国纷纷创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人权机构，并通过

宪法明确其地位和职能。例如，菲律宾１９８７年宪法、马拉维１９９４年宪法、阿尔巴尼亚１９９８年
宪法、匈牙利２００３年宪法均通过专章或专门条款来规定相应的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及职能。截
至２０１３年２月，世界范围内成立的１００余个国家人权机构中，已有６９个被国家人权机构国际协
调委员会确认为完全符合 “巴黎原则”的标准。瑏瑨国家人权机构在传统的公权力之外，通过整合

社会力量，形成了保护和促进基本权利的社会机制，在监督和协助政府执行国际人权法，保障普

遍人权方面已经和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基本权利救济路径的延伸与国际人权法

１．国际人权法充当基本权利之诉的审判依据
如上文所述，宪法基本权利在内容上正呈现出不断向国际人权法靠拢的趋势。与此同时，国

际人权法也被频繁地用来解释宪法的基本权利，有些国家的宪法法院在审理基本权利案件时甚至

直接援用国际人权条约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国际人权法所蕴含的精神不仅被宪法基本权利所吸

收，而且被宪法法院生动地诠释在具体的案例中，直接作用于对个人基本权利的救济。例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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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宪法法院曾于１９９１年明确援引 《儿童权利公约》第４０条第２（ｂ）款，据以判定少年法庭
以往采取的程序违宪。瑏瑩又如，哥伦比亚宪法法院于１９９２年根据 《妇女公约》第１１条的规定，
确立了家务劳动应有报酬的判例。瑐瑠再如，法国最高上诉法院在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８日的决定中第一次
以十分明确的方式适用了 《儿童权利公约》：“最高民事厅……在向涉案各方说明之后，决定自

动依据 《儿童权利公约》第３条第１款和第１２条第２款提出论点”，从而肯定了该条约超越法
国本国法律的地位。瑐瑡

２．基本权利救济途径向国际层面延伸
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个人申诉程序为个人或团体提供了用尽国内救济后进一步获得救济的机

会，以补充国内法对基本权利救济的不足。近年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权条约增设了个人

申诉程序，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宪法确认了个人在用尽国内救济后向国际人权机构申请

救济的权利。这使得对基本权利的救济途径从国内延伸到了国际。例如，俄罗斯１９９３年宪法第
４６条第３款规定，根据俄罗斯联邦缔结的国际条约，在用尽国内救济后，人人有权向政府间机
构提出保护人权和自由的申诉。秘鲁１９９３年宪法第２０５条规定，在用尽国内救济后，当事一方
如果认为自己由宪法赋予的权利仍然受到损害，可以向根据秘鲁批准的条约或协定建立的国际法

庭或机构申诉。

（五）国际人权法促成基本权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越来越多地国家构建起了较为完备的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制度：基本权利的主体正在从具有一

国国籍的公民扩展到每一个人；基本权利的内容正在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扩展到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基本权利的保障正在从传统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的保障扩展到由国家人权机构参

与的专门人权机构的保障；基本权利的救济途径正在从常规的司法机关的救济扩展到更高级别的

宪法救济，从国内救济扩展到国际机构的救济。在宪法基本权利制度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中，国

际人权法的启发和影响作用显而易见。

首先，国际人权法是新近起草的宪法中基本权利制度的标杆，指引着宪法基本权利制度改革

的方向。如果说人权条约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后制订的宪法间关系尚不明确，那么对于 “国际人

权宪章”生效后颁布的宪法，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制定的宪法来说，人权条约发挥着重要
的示范作用。在这些新宪法中随处可以找到国际人权条约的用语。

其次，与全球性人权条约相比，区域人权条约对缔约国宪法的影响也许更加直接和显著。这

不仅是因为相互毗邻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的文化传统以及存在组织结构较为紧密的区域组织使

得区域性的文件更易被属于该区域的国家接受和贯彻；还因为一些区域性人权条约规定了比全球

性条约更加严格的执行措施。

再次，国际人权法对宪法基本权利制度不同组成部分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其中，宪法基本

权利清单对国际人权法的呼应最为有力。相比之下，基本权利的保障机构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的影

响下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而且世界范围内一半以上的国家成立了专门的人权机构，但是真正独

立发挥有效作用的机构仍然有限。对基本权利的救济而言，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国家表示接受国际

机构提供的救济途径，但是将这项承诺在宪法中予以确认的并不多见。

三、国际人权法促成基本权利制度变迁何以可能

国际人权法是宪法基本权利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因。来自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原因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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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法在基本权利制度演进过程中发挥积极影响创造了条件。

（一）人权的国际监督机制为国际人权法在国内发挥效力提供制度保障

国际人权法不仅规定普遍人权和国家保障人权的义务，而且创设了促进权利义务得以实现的

国际监督机制。人权国际监督机制的关注点和落脚点是国际人权法在国内的落实情况，而完善的

宪法基本权利制度是实现国际人权法的首要一步，也是人权国际监督机制努力促成的目标之一。

为促进各国切实贯彻国际人权法，在全球层面，联合国建立了监督人权保障的宪章机制和条

约机制。宪章机制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核心机构，以普遍定期审查制度、特别程序和申诉程序

为制度依托，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履行国际人权法的状况进行定期的和经常

性的监督。人权理事会是由政府代表组成的政治性机构，其对国家人权状况的审查结论，在影响

力和执行力方面往往较专家组成的条约机制更为有力。

条约机制由依据国际人权条约成立的条约机构，通过审议国家履约报告、受理国家间指控和

个人申诉、赴缔约国实地调查访问等途径实现对缔约国履行人权条约状况的监督。每项监督活动

之后，条约机构均会发表指导国家履行人权条约的意见或建议。由独立专家组成的条约机构，其

意见或建议对缔约国来说虽然并不具有正式的法律拘束力，但实际上已逐步得到了各缔约国的重

视和不同程度的采纳。

近年来，为促使国家遵守和执行人权国际监督机制的审议结论，宪章机制和条约机制逐步形

成了各自的后续跟踪程序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不断跟进和督促国家执行审议结论，有力地
加强了人权国际监督机制在各国国内的实际影响力。此外，两套机制还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不

断向有强制力的机制发展。

区域层面的人权监督机制较联合国机制更为有力，其典型代表是欧洲人权机制。１９９８年改
革之后的欧洲人权法院瑐瑢具备了对 《欧洲人权公约》体系的发展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极大权限。这

是因为该公约第３２条授权人权法院对 “所有与公约的解释和适用相关的问题”享有排他的最终

决定权，也就是说人权法院实际上有权决定自己的管辖权范围。又据该公约第４６条，缔约国
“保证在其作为当事方的任何案件中遵守法院的终审判决”，判决的执行还有部长委员会的监督

作保障。这种制度上的安排，促使缔约国在国内认真贯彻 《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法院的

判决，并在必要情况下对宪法基本权利制度作出调整。

（二）国家广泛接受国际人权法为其影响基本权利制度创造现实条件

一般而言，国际条约只对缔约国产生法律拘束力。以国际人权条约为主体的国际人权法在世

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使得国际人权法能够对几乎所有国家产生拘束力。其中，联合国人权条约

得到了成员国的普遍批准。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批准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妇女公约》、《禁止酷

刑公约》、《儿童权利公约》这六项核心人权条约中的一项或几项的国家已占联合国１９３个会员
国的９０％以上。对个人申诉程序而言，目前所有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的条约机构均具备了受理
个人申诉的职能。其中，同意本国公民向人权事务委员会瑐瑣提交申诉的国家已达１１５个，占批准
该公约国家总数的６８％；另有１０５个国家同意个人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瑐瑤提交申诉，占批准

国总数的５６％。这些数字仍在不断攀升。瑐瑥

从国家对区域人权条约的接受程度看，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欧洲理事会４７个成员国均
批准了 《欧洲人权公约》；美洲国家组织３５个成员国均是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缔约国，其

９１２



中２５国批准了 《美洲人权公约》；非洲联盟５３个成员国全部加入了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

此外，区域人权条约下的个人申诉程序更具优势。以欧洲为例，接受欧洲人权法院的管辖对缔约

国来说是强制性的。欧洲人权法院发挥影响力的机会从其每年数以万计的受案数量即可略见一

斑。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欧洲人权委员会受理的案件是４９件，７０年代是１６３件，８０年代是４５５件。
１９９８年新的欧洲人权法院成立后案件激增到１８２００件，２００６年一年的受案数量更是高达５０５００
件之多。瑐瑦如此充足的案源，为该条约体系对各国的基本权利制度产生影响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三）宪法中凸显国际人权法的地位为其在国内得到实施提供坚实基础

过去，各国宪法一般只概括性地规定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较少专门规定某类条约的地

位。近年来，伴随国际人权条约影响力不断增强、普遍人权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国家

在宪法中对人权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如何在国内适用人权条约作了专门规定。有的

国家甚至赋予人权条约以等同于宪法的地位。例如，阿根廷１９９４年宪法第７５条明确规定 《美洲

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美洲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十余项国际人权文件具有宪法的效力等级。更多的国

家明确规定经批准的人权条约具有优于普通法律的地位。还有许多国家将国际人权条约作为解释

宪法基本权利的依据，这为国家根据国际人权条约来丰富宪法基本权利的内涵创造了机会。在宪

法中明确国际人权条约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是国际人权条约能够在国内得到正确适用，并

充分发挥影响力的坚实基础。

四、国际人权法对中国基本权利制度的影响

中国接受国际人权法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４日，中国批准了 《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这是对中国产生法律拘束力的首个国际人权条约。次年，中国批准了 《消

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随后，中国又相继批准了 《禁止酷刑公约》（１９８８年）瑐瑧、《儿
童权利公约》（１９９２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２００１年）以及 《残疾人权利公

约》（２００８年）等六项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尽管中国尚未批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义务保障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已经

签署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签署条约的法律效力意含签署国已初步同意受该条约

的拘束，在批准条约之前，签署国不得采取破坏该条约目的和宗旨的行动。瑐瑨另一方面，中国已

经批准的其他人权条约反复确认了所有人平等享有所有人权的原则。所以，根据已经接受的国际

人权法，中国承担了尊重、保护和实现在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人的普遍人权的国际法律义务。

接受国际人权法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宪法基本权利制度的走向？

中国现行宪法于１９８２年颁布之时将基本权利制度集中规定于第二章，定位在 “公民”的基

本权利，内容包括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以及特定群体的权利等方面的共２７项基本权利。这样的制度设计应该说更多地是承接了中
国历部宪法的传统并借鉴了相关国家的有益经验，瑐瑩尚难发现受国际人权法影响的直接证据。之

后，现行宪法经历了四次修订，历次修订均将基本权利制度向前推进一步。其中２００４年的第四
次修正从多个方面加强了对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此次修正的最大亮点是在 “公民的基本权利

与义务”一章增加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人权”这一词汇第一次出现在中国

的根本法中。“人权”入宪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人权入宪意义深远，它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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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了中国的人权主体观，从前的公民人权观被现在的一切人的人权观所取代；修正了宪法的基本

权利体系，将过去封闭的列举式权利体系变为开放的体系，为保障宪法中没有列举的人权提供了

依据；它还修正了中国的人权标准观，将人权标准从国家现行法律规定的标准扩展为国际人权条

约下接受的人权标准。瑑瑠

不难看出，学者们多以国际人权法中的普遍人权观来解读 “人权”入宪的意义。尽管 “国

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放在了 “公民”基本权利的章节，从条文结构上难以突破权利主体的局

限，但是学者们略带理想主义的解读并非空穴来风， “人权”入宪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自１９９１
年中国政府发布首份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首度公开表达中国对人权保护的立场以来，

中国就在不断对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做出回应，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的人权观。１９９１年，
中国政府强调人权的特殊性，指出 “人权状况的发展受到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

的制约，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瑑瑡１９９５年，中国政府在谈到人权实现的条件时指出 “和平与发

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实现普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国际合作的目标

是建设一个 “和平稳定、经济发展和普遍享有人权的世界”。瑑瑢承认人权普遍性的一面，即所有人

“普遍享有人权”。对于人权的国际监督，２０００年，中国政府认为递交履行人权条约的国家报告
是为了 “增进有关公约机构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了解”。瑑瑣２００３年，中国政府主张 “应

充分考虑和利用联合国现有的法律、人权文书和监督机制”，瑑瑤但是对于如何利用联合国的人权法

律并未详述。２００４年，中国政府表示要 “重视国际人权文书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的重要

作用，……采取一系列措施履行公约义务，并根据公约规定及时提交履行公约情况的报告，接受

联合国条约机构的审议”。瑑瑥中国政府认为履行国际人权条约和接受国际机构监督均是法律义务。

２００８年，中国政府再次确认要 “充分发挥国际人权公约在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权方面的积极作

用”。瑑瑦从２００９年开始，中国先后制定了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和 《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两份行动计划从结构到措辞与国际人权法的规定保持了一致，行
动计划中所规定的权利在很多方面超越了现行宪法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人权的

最新理解，这些理解更加全面，也是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理解。

综上所述，国际人权法对中国人权观念以及基本权利制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人权”入

宪是这一影响过程的集大成者，它为此后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完善基本权利制度、保障普遍

人权奠定了基石。

五、结论

联合国成立的前４０年，保护人权的国际规范体系迅速生成，但大量规范被束之高阁。而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降，情况发生了明显转变。联合国层面的人权条约被写入了各国宪法，人权条约
被当作标准应用到审判实践中。区域层面，如欧洲人权法院，其浩如烟海的判例为各国法院广泛

引用。种种迹象表明，国际人权法已经从最初的 “宣示型”规范发展为 “实施型”规范，甚至

显露出 “强制型”规范的端倪。受其影响，宪法基本权利制度呈现出不断向国际人权法靠拢的

趋势。

不可否认，宪法基本权利制度的发展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因素中，国际

人权法已经和正在产生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宪法基本权利制度的发展变化是在国际人权法已被

各国广泛接受的大环境下发生的；这些变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人权内容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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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特征是对国际人权法所蕴含的普遍人权观念的有力印证。

①荷兰学者该项研究选取的对象是１９７６年３月３１前

刊登在ＡＰ布劳斯坦和 ＧＨ弗朗茨编辑的 《世界各

国宪法汇编》中的１４２个国家的成文宪法。详细内容

参见 ［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

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北京：华夏

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②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于１９７６年３月

２３日生效。

③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 １９７６年 １

月３日生效。

④ “国际人权宪章”是对 《世界人权宣言》、 《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的总称。

⑤Ｔｈｅ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ｎｌ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ｆｏ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

ｆａｉ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ｎ

ｌａｎｄ，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ＶａｍｍａｌａｎＫｉｒｊａｐａｉｎｏＯｙ，２００１

⑥ＵＮＤｏｃＡ／ＣＯＮＦ１５７／２４（ＰａｒｔＩ），ＩＩＩＶｉｅｎｎａＤｅｃｌ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５，１９９３

⑦ ［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

《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３５页以下。

⑧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ＩＣ?ＯＤＡＲＥＰ?ＢＬＩＣＡ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ＶＡ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ＤＥ１９８８。该文本包含了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３日之

前的６６次修正。可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ｌａｎａｌｔｏｇｏｖｂｒ／

ｃｃｉｖｉｌ＿０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ｉｃａ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ｉｃａｏｈｔｍ，最近访问日期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２日。

⑨比较葡萄牙１９７６年宪法和经七次修订后的２００５年

宪法，可以看到，宪法增加了个人权利，减少了个人

义务，强化了国家的人权保障义务。可访问 ｈｔｔｐ：／／

ａｐｐ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ｏｐｔ／ｓｉｔｅ＿ａｎｔｉｇｏ／ｉｎｇｌｅｓ／ｃｏｎｓ＿ｌｅｇ／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ＶＩＩ＿ｒｅｖｉｓａｏ＿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ｐｄｆ，最近访问日期

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１日。

⑩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７日第４２号基本法修正案是 《德国

基本法》通过以来几个主要的修正之一。修正后的第

３条第２款确认了国家为实现男女平等可以采取特别

措施。ＳｅｅＳｕｓａｎｎｅＢａｅｒ，“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Ｌａｗａｔ６０－Ｅｑｕａｌｉ

ｔｙ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ＧｕｅｓｔＬｉｓｔｔｏ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Ｐａｒｔｙ”，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ｐｅ

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Ｌａｗａｔ６０］，ｖｏｌ１１Ｎｏ０１，２０１０

瑏瑡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Ｈｅｙｎｓ，（ｅ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Ｌａｗ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Ｖｏｌ２），Ｌｅｉｄｅｎ：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４

瑏瑢 ＵＮＤｏｃＡ／ＲＥＳ／３３／４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１９７８该文件

认可了关于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国家和地方机构的组成

和运行准则。

瑏瑣 联合国于１９９１年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关于国家人权

机构的国际研讨会，会上通过了 “关于国家人权机构

地位的原则”，简称 “巴黎原则”。参见 ＵＮＤｏｃＥ／

ＣＮ４／１９９２／４３，１９９１，ｐ４６

瑏瑤 ＵＮＤｏｃＡ／ＲＥＳ／４８／１３４，１９９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ｐａｒａｓ

１１＆１２

瑏瑥 ＵＮＤｏｃＥ／１９９９／２２，１９９８，ｐ１２２，ＡｎｎｅｘＶ，Ｇｅｎ

ｅｒ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Ｎｏ１０，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ｓ

瑏瑦 ＵＮＤｏｃＡ／４８／１８，１９９３，ｐ１１７，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ｃｏｍ

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ＸＶＩＩ（４２）ｏｎ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

瑏瑧 ＵＮＤｏｃＣＲＣ／ＧＣ／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ｍｏ

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

瑏瑨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网站，可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ｈｃｈｒｏｒｇ／Ｅ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ＨＲＩ／Ｐａｇｅｓ／

ＮＨＲＩＭａｉｎａｓｐｘ最近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２日。

瑏瑩 ＵＮＤｏｃＡ／５１／４１，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１９９６，ｐａｒａ２７０

瑐瑠 ＵＮＤｏｃＡ／５０／３８，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Ｅｌｉ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Ｗｏｍｅｎ，１９９５，ｐａｒａ６０６

瑐瑡 案例转引自ＵＮＤｏｃＡ／ＨＲＣ／Ｓｕｂ１／５８／５，Ｔｈ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ａ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Ｔｒｅａ

ｔｉｅｓ，２００６，ｐａｒａ５１

瑐瑢 １９９４年欧洲理事会通过了 《欧洲人权公约第十一

议定书》，议定书决定以单一、常设、全职的欧洲人

权法院取代过去由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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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双重人权保障机制。１９９８年，新的欧洲人权法院

成立。新法院不仅具备受理个人申诉、国家间申诉以

及发表咨询意见的权力，而且有权管辖在申诉或咨询

案中提出的与公约和议定书的解释和适用有关的所有

事项。

瑐瑣 人权事务委员会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是监督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实施情况的条约机

构。

瑐瑤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是根据 《妇女公约》设立

并监督该公约执行情况的条约机构。

瑐瑥 以上数据统计自联合国条约集，可访问 ｈｔｔｐ：／／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最近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２日。

瑐瑦 ＨｅｌｅｎＫｅｌｌｅｒ＆ＡｌｅｃＳｔｏｎｅＳｗｅｅｔ，（ｅｄｓ）ＡＥｕｒｏｐｅ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ＥＣＨＲｏ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０８，ｐ２０

瑐瑧 括号中标明的是中国批准相应公约的年份。

瑐瑨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１８条第１款规定：“一国

负有义务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之行

动：（甲）如该国已签署条约或已交换构成条约文书

而须经批准、接受或赞同，但尚未明白表示不欲成为

条约当事国之意思；……”。

瑐瑩 关于中国现行宪法基本权利制度确立历程的论述，

可参见韩大元： 《基本权利概念在中国的起源与演

变》，北京：《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瑑瑠 关于人权入宪的深远意义的讨论，可参见莫纪宏

等： 《人权法的新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９页；韩大元： 《基本权利概念在

中国的起源与演变》，北京：《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

６期；徐显明：《宪法修正条款修正了什么》，载中国

人权研究会编 《“人权入宪”与人权法制保障》，北

京：团结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４－４９页。

瑑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

状况》，１９９１年１１月。

瑑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人权事

业的进展》，１９９５年１１月。

瑑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００年中国

人权事业的进展》，２００１年４月，第七部分第二段。

瑑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０３年中国

人权事业的进展》，２００４年３月，第八部分第二段。

瑑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０４年中国

人权事业的进展》，２００５年４月，第七部分第二段。

瑑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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