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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在公共场所
穿戴蒙面服饰的最新法理
———基于“S．A．S．诉法国”案的分析*

毛俊响

内容提要:“S．A．S．诉法国”案涉及法国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服饰是否违反

《欧洲人权公约》的问题。在本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修正了相关判例法，驳回了法国有关

穿戴蒙面服饰与性别平等和人性尊严相关的主张。尽管如此，法院还是以比较宽松的标

准通过了对法国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一方面，法院对公约限制条款进行扩张解

释，支持了法国以“共同生活”为限制理由的合理性辩护; 另一方面，在评估立法禁止蒙面

服饰必要性的问题上，法院保持司法克制并授予法国宽泛的自由裁量余地。欧洲人权法

院扩张解释和司法克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欧洲社会现实、缔约国对特定国内情势下的

社会政策选择以及欧洲人权法院与缔约国关系，是欧洲人权法院扩张解释和司法克制的

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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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多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不同群体的宗教或文化的融合问题越来越困扰

着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家。宗教或文化融合问题往往投射到不同群体之间

的社会交往之中，承载了宗教或文化特征的行为或习俗的冲突，继而成为社会融合障

碍的显性表现。是否应该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服饰，逐渐成为部分欧洲国家公共

政策领域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先后通过相关立法禁止在公

共场所穿戴蒙面服饰，导致受影响的一些群体或个人针对此类立法提起司法诉讼。在

此背景下，欧洲人权法院( 下称“法院”) 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依据《欧洲人权公约》(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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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公约”) 对缔约国限制个人穿戴宗教服饰，特别是蒙面服饰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判

断。

“S．A．S．诉法国”案①是近年来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涉及穿戴蒙面服饰的重要案

件。在该案中，法院判决支持了法国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服饰的立法，引发了学

术界的讨论和批评。总体上，批评意见主要基于人权保护立场，认为法院对法国禁止

蒙面服饰的立法采取了宽松的审查态度，牺牲了公约所保护的具体的个人权利，是对

缔约国的政治让步。② 但是，欧洲人权法院法官斯帕诺( Robert Spano) 从欧洲人权法

院与缔约国关系角度为该判决辩护，认为在涉及缔约国国内公共政策时，欧洲人权机

制需要维护缔约国所坚持的主权特性。③ 上述两种对立意见实际上触及了问题的两

个方面，即欧洲人权体制下欧洲人权法院的定位以及欧洲人权法院与缔约国之间的关

系。本文拟对法院判决中的相关法理问题进行分析，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简

要评论这一判决的社会影响。

一 欧洲蒙面服饰立法的争议与“S．A．S 诉法国”案

( 一) “S．A．S 诉法国”案的欧洲背景

近年来，围绕蒙面是否侵犯基本人权以及是否应该在公共场所禁止蒙面的问题，

在欧洲存在较大争议。欧洲委员会( the Council of Europe) 内部首先就存在分歧。在

关于伊斯兰、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的 1743( 2010) 号决议和 1927( 2010) 号建

议中，欧洲委员会议会会议认为: 要求妇女蒙面否定了性别平等、妇女权利，与人性尊

严和民主标准不符，是一种妇女屈从男权的象征，限制了妇女的社会角色。④ 与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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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却认为，依照个人意愿选择服饰体现了政治、宗教多元和个人

自由决定，一般性限制妇女穿戴蒙面服饰的立法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①

目前，大多数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并没有通过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任何完全或实质

上遮住脸部服饰的全国性法律。对此问题，一些国家目前正处于社会讨论中; 已有的

司法判例也彰显出巨大分歧。比利时与荷兰先后在 2010 年 4 月和 2015 年 5 月颁布

了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服饰的立法。2014 年，意大利西北部的几个地区已经制

定了相关法规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伊斯兰面纱。2016 年 7 月 1 日起，瑞士提契诺州

( Ticino) 也全面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罩袍。②

尽管德国一家地方法院裁定学校可以禁止穿戴蒙面服饰的学生进入课堂，③但是

德国国内就是否需要通过立法来禁止在公共场所蒙面的问题存在争议。在西班牙，针

对莱里达( Lerida) 市政当局限制蒙面妇女进入市政设施的特别法令，最高法院认为:

不能认为上述限制是基于公共安宁、安全、秩序的目的，因为无法证明蒙面威胁这些利

益; 穿戴蒙面服饰与性别平等无关; 特别法令会给妇女带来负面效应，与确保社会团结

目标不符。④

( 二) 法国第 2010－1192 号立法与“S．A．S．诉法国”案

自 21 世纪以来，穿戴蒙面服饰的现象在法国愈来愈突出，引发了是否应该禁止在

公共场所佩戴蒙面服饰的讨论。2009 年，法国国民议会主席会议专门成立的一个委

员会在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后认为，蒙面与世俗主义不符，是对自由、友爱以及“共同

生活”( living together) 等法国价值观的侵犯以及对性别平等和人性尊严的否定。⑤

2010 年 1 月，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发布报告，认为通过立法一般性禁止在公共场

合佩戴服饰，会影响一些特殊群体的妇女进入公共场合的权利，世俗主义不构成立法

的充分理由。⑥ 2010 年 3 月，法国国家行政法院的报告认为，可制定明确的立法禁止

在公共秩序遭到威胁或进入特定场所需要表明身份而拒绝表明身份的行为，并对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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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蒙面服饰的行为施以刑事处罚。① 2010 年 5 月，法国国民议会在一项决议中强

调: 佩戴蒙面服饰等行为削弱个人尊严和男女平等，与共和国价值观不符; 表明宗教信

仰自由不能基于侮辱共同价值、忽视构成社会基石的价值、权利和义务的方式进行。②

尽管存在上述分歧，2010 年法国立法机构还是以绝对优势通过了该法案 ( No．

2010－1192) 。法案禁止任何人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服饰。上述禁令的例外包括: 基

本立法或次级立法所规定或授权的服饰穿着; 因健康或职业原因合理要求的服饰穿

着; 在举行体育、节日、艺术活动或传统仪式时的服饰穿着。违反者将被处以二级轻罪

等级的罚款，即 150 欧元; 违反者也会被单处参加公民课程学习的处罚，这种处罚可代

替罚款或与罚款并处。对于仅仅是基于性别的原因就通过威胁、暴力、强制、滥用职权

或权力来强迫一个人或多人蒙面，处以一年有期徒刑和 30000 欧元的罚款。如果强迫

未成年人蒙面，处罚将加重至两年有期徒刑和 60000 欧元。③ 2011 年 4 月 11 日法案

生效，由此，法国成为欧洲首个明令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服饰的国家。

2011 年，针对法国此项法案的诉讼案件“S．A．S．诉法国”被提交至欧洲人权法院。

在该案中，申 诉 人 信 奉 伊 斯 兰，并 且 根 据 她 的 宗 教 教 义 在 公 开 场 合 佩 戴“布 卡”

( burqa) 和“尼卡布”( niqab) 头巾。申诉人认为，法案禁止她在公共场合穿戴蒙面服

饰，侵犯了她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第 9 条和第 14 条所享有的隐私权、宗教信

仰自由和非歧视的权利。

( 三) 欧洲人权法院在“S．A．S．诉法国”案中判决的关键点

第一，合理性审查。首先，法国认为此项立法是保护公共安全所必需。公共安全

是《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 隐私权) 、第 9 条( 宗教信仰自由) 规定的限制理由之一。

法院在考察了一系列立法背景文件后，认为法国立法机关在立法时确实是出于身份识

别等公共安全的考虑。④ 其次，法国认为，禁止在公共场所蒙面还旨在“尊重开放和民

主生活中最低的价值”，具体而言就是保护性别平等、人性尊严和“社会中生活的最低

要求”或“共同生活”。法国认为这三项目的契合《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和第 9 条所

规定的“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一限制目的。对此，法院拒绝了前两项理由，⑤却支持

了法国的第三项主张，即“尊重社会中生活的最低要求”或“共同生活”。⑥

第二，必要性审查。法院认为，首先，法国并没有证明公共安全遭受穿戴蒙面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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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一般性威胁; 政府所声称的目标，通过在遭遇人身和财产安全风险时或者存在

身份欺诈的可疑情形时要求展示脸部并确认身份即可实现。因此，无法表明法国立法

施加的禁令是在民主社会中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的。① 其次，是否应当被允许在公众

场所穿戴蒙面服饰，是一项社会选择问题。② 法院认为，对于民主社会中存在各种合

理观点的一般政策事项，国内政策制定者具有特别的权重。换言之，法国政府具有较

大的自由裁量余地。这是因为，在欧洲委员会成员内部，对于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服

饰以及是否应该立法加以禁止等问题不存在共识。有些国家反对这一立法，有些国家

正在讨论之中，还有些国家不存在这一问题。③ 因此，法院认为法国 2010 年法案不存

在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和第 9 条的情形。此外，法院还认为，一项对特定群体

存在负面影响的公共政策或措施只有在不具备客观与合理的理由时才能被视为存在

歧视，本案中也不存在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14 条的情形。④

二 妇女穿戴宗教服饰的价值评判: 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法理转变

一直以来，对于妇女依照宗教教义穿戴特定服饰的现象，人们总是不自觉地从性

别平等和人性尊严的角度来进行批判。一项颇具说服力的主张就是，某一( 些) 宗教

教义要求妇女而非男子穿戴一些特别的宗教服饰，违反了性别平等原则; 一些特定的

宗教服饰，如蒙面，也与人性尊严不符。有国外学者认为，宗教规范或陈规观念“一般

不是系统剥夺平等的合理理由……，宗教原教旨主义所提供的辩解理由结果并不能满

足合理、公正以及基于客观标准的条件”。⑤2012 年，比利时最高法院在针对该国 2011

年蒙面服饰禁令的判决中认为，基于妇女尊严的考虑，立法有权为捍卫民主生活的基

本价值而排除强迫穿戴蒙面服饰。即使是自愿选择穿戴，也与妇女性别平等原则不

符。它剥夺了妇女的个人特征，而这是民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建立社会

交往的内容。⑥ 前述欧洲委员会议会会议 1743( 2010) 号决议、2009 年法国国民议会

的一份报告也基本持此立场。在“S．A．S 诉法国”案中，法国政府也认为: 2010 年法案

旨在保护男女平等，仅仅因为是妇女就应蒙面，否定了作为个人存在的权利; 蒙面使妇

女不受人关注，是不人道的，与人性尊严不符。

65 欧洲研究 2017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Case of S．A．S． v． France，ECHR ( Application No．43835 /11) ，Judgment of July 1st，2014，para．139．
Ibid．，para．153．
Ibid．，paras．154－155．
Ibid．，paras．161－162．
［美］凯利·D·阿斯金、［美］多萝安·M·科尼格:《妇女与国际人权法》( 第一卷) ，黄列、朱晓青译，北

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621－622 页。
Case of S．A．S． v． France，ECHR ( Application No．43835 /11) ，Judgment of July 1st，2014，para．42．



在此之前，上述国家的立场也能在欧洲人权法院相关判例中找到依据。欧洲人权

法院也曾从上述角度对妇女穿戴宗教服饰的行为进行了价值评判，认为妇女穿戴宗教

服饰与性别平等相悖。在 Dahlab v． Switzerland 案中，申诉人是一位改信伊斯兰教的

小学教师，她认为学校禁止她在教学活动中穿戴包头露脸的头巾侵犯了她的权利。法

院认为，此案中不存在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情形。法院认为，作为学校的代表，教

师在教学活动中穿戴宗教服饰会对小学生产生影响，这与公立机构的中立原则不符。

法院还认为:“基于古兰经的教义，头巾( hijab) 被施加于妇女身上，很难说是符合性别

平等原则。因此，教师穿戴伊斯兰头巾与向小学生传递的容忍、尊重他人和平等与非

歧视等信息实难共存。”①同样地，在 Leyla 爦ahin v． Turkeya 案中，法院援引 Dahlab v．

Switzerland 判决中的相关立场，认为缔约国禁止在公立机构穿戴宗教服饰，是保护世

俗原则和他人的权利，特别是男女平等合理目的所必需的。②

法院在上述案件中的判决意见遭到质疑。欧洲人权法院的托尔肯斯法官就在

Leyla 爦ahin v． Turkeya 判决的异议意见中指出:“法院不应该对这种类型的宗教或宗教

行为作出评估，正如法院不应该以一种一般性和抽象的方法来决定申诉人穿戴头巾的

意义或者给申诉人强加某种观点。……在缺乏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很难看出性别平等

原则能够成为禁止妇女穿戴某种宗教服饰的理由。”③

“S．A．S 诉法国”案与上述两案的不同在于，法国立法指向公共场所，而非仅仅局

限于公立机构，因此不涉及宗教与世俗原则。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欧洲人权法院

都从性别平等和人性尊严角度来做出价值评判。只不过，法院在本案中改变了它在上

述两个案件中的立场，不认为妇女穿戴蒙面服饰违反性别平等原则。法院认为，性别

平等可以成为限制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理由，国家可以以性别平等名义限制强迫穿戴的

行为，但不能由此限制自愿穿戴的行为。法院还认为，无论尊重人性尊严多么重要，都

不能以此合法地限制在公共场所蒙面的行为; 蒙面服饰是文化识别的一种表达，有助

于民主生活中内在的多样性。没有证据表明妇女蒙面是在追求一种特定的行为以抵

制她们遇见的人或冒犯他人尊严。④

法院的这一立场是值得肯定的。首先，抛开世俗主义原则等因素，社会不能( 或

者不应当) 基于人性尊严或男女平等原则对妇女在公共场所自愿穿戴特定宗教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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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意见或进行某种价值判断，因为这侵犯了妇女的个人自治权，本质上是侵犯妇女

人性尊严的体现。其次，即便如法国政府所言，在公共场所禁止妇女穿戴蒙面服饰是

为了维护人性尊严和男女平等。但是，为什么法国立法不能以此理由来限制妇女私下

的蒙面行为? 实际上，人性尊严和男女平等的保护是不分公私场合的。这就表明，法

国立法做出公私场合的区分，理由不应该是人性尊严或男女平等。其实，在公私场合

穿戴蒙面服饰，对于社会秩序、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影响是不同的。国家立法应该根

据在公私场合穿戴蒙面服饰的不同社会影响来决定是否有区别的对待。再次，不可否

认一些妇女穿戴特定服饰是基于宗教义务下的自我强加的宗教压力，因为这会使她们

觉得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信徒。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即使支持这种论点，也不

应该使妇女的个人决定变得无意义。因为，在所有个人决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

外部影响。实际上，外部影响是所有决策中的一部分，这不能否认个人可以借助自由

意志做出最终决策。①

总之，即便对于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服饰这种行为，法院还是倾向于认为，除非存

在强迫因素，个人选择在公共场所穿戴何种服饰，与男女平等或人性尊严等价值无涉。

这是法院对其之前判例的明显修正，法院强调尊重申诉人对于个人生活方式的自治权

利，避免从性别平等或人性尊严等方面对她的穿着方式和宗教信仰做出价值判断。②

三 “共同生活”: 合理性审查中的扩张解释

在合理性审查中，法国认为: 政府应确保对开放和民主社会中最低价值的尊重，这

包括“维持社会中生活的最低要求”; 脸部在人际交往中比其他部位起更重要的作用，

它表征个人作为独特主体的存在; 蒙面表明隔断社会联系并展示对“共同生活”的拒

绝态度。法国政府保护“社会中生活的最低要求”或“共同生活”的理由得到法院的支

持。不过，《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和第 9 条的限制条款并没有“共同生活”的表述，因

此，法院的上述判词在学界引发了较大争议: 如何理解“共同生活”的概念? 这一概念

与《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和第 9 条所明确承认的权利限制的合理理由，如“公共秩

序”和“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等，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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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共同生活”: 欧洲委员会的社会政策目标

“共同生活”这一概念不是法国政府或欧洲人权法院首倡的，比利时最高法院在

2012 年的判决中就引入了这一概念。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它较早出现在欧洲委员会

的文件中。在 2009 年，欧洲委员会就发布了一份名为“共同生活”的报告，旨在为媒

体推动社会团结、跨文化对话、理解、容忍和民主参与设定欧洲委员会的标准。在该报

告中，欧洲委员会通过以下三个领域来界定社会的“共同生活”的能力: 自由表达和多

元观点; 尊重人性尊严、文化多样性和“他人的权利”，以确保容忍和理解; 所有公民参

与公共事务，获取信息和接触媒体。① 2010 年，挪威前首相、欧洲委员会秘书长托尔比

约恩·亚格兰( Thorbjrn Jagland) 倡议欧洲委员会成立名人小组，就“21 世纪欧洲中

的共同生活”准备报告，以应对欧洲日渐兴起的不容忍和歧视所带来的社会挑战。最

终一个九人组成的高级别小组发布了一份名为“共同生活: 21 世纪欧洲多样性和自由

的结合”的报告。报告列举了欧洲当前面临的八大风险: 日渐兴起的不容忍、排外和

民粹主义政党不断受到支持、受歧视和实质性无法享受权利的人群的存在、共处但互

不交往的“平行社会”、伊斯兰极端主义、民主自由的缺失、宗教自由和表达自由之间

可能的冲突。报告认为，自由社会应该实现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的和平共

处，为此报告提出了战略层面和具体层面的建议。②

尽管上述两份报告都没有明确“共同生活”的内涵，但很明显，“共同生活”已被欧

洲委员会所借重。对欧洲委员会而言，“共同生活”与其说是用来描述不同背景群体

共处的生活方式，不如说是一种应对多元化背景下社会风险的公共政策选择或社会治

理目标。

( 二) “共同生活”在公约中的规范依据

( 1) “共同生活”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能否将“共同生活”纳入“他人的权利或自由”的范畴? 对此，一些学者表示质疑。

本案判决的异议意见认为，看不出“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中有哪一项具体权利能够推

导出“共同生活”的抽象原则或“社会中生活的最低要求”。③而有学者认为，“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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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自由”是一项个人利益，“共同生活”作为一般性社会利益，两者无法协调。① 在

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并没有在判例中提炼出“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包括的利益类

型。② 从法院的判例来看，“他人的权利或自由”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一国国内法所承认

的所有个人的权利或自由，如儿童照看方面的利益、法官的名誉等。

本案中，法院通过极为简单的推理来证明“共同生活”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之

间的关系。法院认为存在这样一种观点: 当个人处于对所有人开放的场所时，不希望

看到根本质疑开放人际关系可能性的行为和态度。根据一种普遍共识，这种观点形成

特定社会中社区生活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法院进一步认为，社会化场所使“共同生

活”更加容易，通过蒙面造成的壁垒是对处于这一场所的人的权利的侵犯。③ 确实，

“共同生活”涉及社会交往所要求的一般利益( 如社会秩序) 。但是，法院的上述判决

又表明“共同生活”属于个人权利从而可以被个人所援引，因为蒙面会引发处于同一

场所的其他个人的社会交往障碍。由此，“共同生活”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相关联。

实际上，在公约中，“公共秩序”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并列列举的两个合理理

由。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主要是针对个人的权利而言。但是，

本案中，涉及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及交往秩序问题的“共同生活”被法院纳入“他人的

权利和自由”的范畴，意味着法院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做出了扩张性解释，在这一

概念范畴下创造出新的合理性理由，超越了之前的范围，将之拓展至一般的公共利益

考虑。

( 2) “共同生活”与“公共秩序”

公共秩序是公约第 9 条限制宗教表达自由的合法理由，但却不是第 8 条限制隐私

权的合法理由。面对申诉人关于法国立法侵犯其第 8 条隐私权和第 9 条宗教表达自

由的指控，法国政府自然不能借助“公共秩序”来论证限制措施的合理性。尽管如此，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却考虑到公共秩序这一因素。

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中，公共秩序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 1993 年 Karaduman v Turkey 案中，欧洲人权委员会强调大学规章可以让学生明白

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一定场所和方式的限制，这种场所和方式旨在确保不同信仰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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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相处，以保护公共秩序和他人的宗教自由。① 同样，在 Sahin v． Turkey 案中，土耳

其不准申诉人在大学穿戴头巾，被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是确保不同信仰的学生和谐共处

所应当的，这涉及公共秩序和他人的权利和自由。② 本质上，和谐共处就是某种形式

的“共同生活”，是基于追求公共秩序和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合法目的。③ 就和谐共处

或“共同生活”而言，法院并没有表明哪一方面属于公共秩序的范畴，哪一方面属于

“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范畴。因而，在法院看来，至少在和谐共处或“共同生活”角度

上，维护公共秩序与维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是难以区分的。

这一思路为“S．A．S 诉法国”案判决所延续。在该判决第 122 段中，法院强调，蒙

面引发社会化场所中的社会交往壁垒，是对人际关系发展的阻碍。需要注意的是，欧

洲人权法院是在分析“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理由时做出此种判断的。公共场所中

的人际关系涉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也是公共秩序的一部分。在法院看来，蒙面阻碍

“共同生活”，实质上也是妨碍“公共秩序”的维护。可见，欧洲人权法院默认，公共秩

序如同“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一样，可以作为支持“共同生活”的法律依据。这在客观

上可以纾解法国不能借助“公共秩序”这一概念来应对申诉人基于第 8 条的指控的困

境。

( 三) “共同生活”作为限制理由的正当性

即使“共同生活”可以被解释为与“他人的权利或自由”或与“公共秩序”相关，一

些学者也不认同它作为限制理由的正当性。努斯贝格尔( Nussberger) 和耶德布卢姆

( Jaderblom) 法官在“S．A．S 诉法国”案判决的异议意见中指出，不存在一种免于被不同

模式的文化或宗教身份所震惊或激怒的权利。尊重隐私权也意味着不去交流的权利

和不进入公共场所与别人交往的权利，即成为局外人的权利。④ 有人认为，“共同生

活”确立了强加于个人意志之上的在公共场所与他人交往的义务。还有学者从社会

同化的角度来看，认为“共同生活”实际上确立了多数人感受的优越性，意味着少数人

屈从于多数者的喜好。多数人的权利作为一种社会凝聚和强制交往的措施被强加在

少数人身上。⑤ 由于“共同生活”隐含了对多数人感受的尊重和优越性的认同，因此，

16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服饰的最新法理

①

②

③

④

⑤

Karaduman v． Turkey，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 No．16278 /90) ，Commission Decision of 3 May
1993，DR 74，p． 93．

Case of Leyla Sahin v． Turkey，ECHR ( Application No．44774 /98) ，Grand Chamber Judgment of November 10，
2005，para．111．

Esther Erlings，“The Government Did Not Refer to It’: SAS v． France and Ordre Public at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6，No．2，2015，p．12．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Tulkens，paras． 7 － 9; Case of Leyla Sahin v． Turkey，ECHR ( Application No．
44774 /98) ，Judgment of 10 November 2005．

Hakeem Yusuf，“S．A．S v France，Supporting‘Living Together’or Forced Assimilation?”，International Hu-
man Rights Law Review，Vol．3，2014，p．285．



它追求一种社会同化的框架，实际上是借助立法来消除社会领域的多元化。

上述争议实际上涉及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社会融合及社会政策选择问题。一般

来说，尊重文化多样性与社会融合存在一定的正比关系。只有尊重各种文化之间的和

平共处并维护其独特性，文化群体的社会交往才可能处于一种健康的局面，这是社会

融合的必要条件。但是，多样性文化之间的共处并不必然导致社会融合。多元文化的

社会融合过程，或许存在着各种文化特征的趋同。基于社会大众的比较、选择、抵制或

认同，特定文化的某些方面或特征趋于弱化，最终可能成为一种历史现象。如果一些

文化群体在社会交往中不仅没有弱化自身文化特征，反而是刻意强化自身文化的某些

特征，这可能引发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排斥。这一点，在外来文化融入当地文化的

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相应地，在文化的社会融入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也因时而异。

一种是基于主动融入的被动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保持消极立场，为各种文化

的相处提供平等环境。另一种是基于融入困难的主动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

积极介入，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来应对各种文化的相互排斥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法国选择“共同生活”作为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服饰的理由，属于基于融入

困难的主动反应。从社会交往角度来看，在公共场所完全遮住面部会带来社会交往的

障碍，这也是欧洲委员会的“共同生活: 21 世纪欧洲多样性和自由的结合”报告中所明

确担心的“共处但互不交往的平行社会”的诱发因素之一。政府当然需要尊重少数者

的权利，但是也要顾及少数者行使权利时多数者的感受。面对这种两难的选择，很难

说哪一种价值需要被优先对待。人们当然可以从理论角度来进行价值评判，但政府需

要做的是对出现的价值冲突做出现实的政策回应和选择。不仅如此，“共同生活”还

逐渐成为欧洲范围内一种被视作协调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政策选择。本案中所涉立

法表明，法国选择强调“共同生活”，将社会和谐和社会成员之间凝聚力的维系作为优

先事项。上述背景，或许是欧洲人权法院对法国“共同生活”的社会政策内涵难以做

出明确界定而又需要谨慎支持的原因。因此，法院采取一种平衡的方法，或许为在公

共领域和工作场所的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宗教冲突提供了一种较小对抗的解决途径。①

( 四) 扩张解释背后的动态文本解释方法

在判决过程中，欧洲人权法院将一个原本不存在于公约文本之中却被欧洲委员会

日益借重的概念———“共同生活”扩张解释为属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范畴。本案

表明，“共同生活”的概念及其在公约中的规范基础是很模糊的，这是造成“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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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及其正当性争议的主要原因。

欧洲人权法院扩张解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建立在公约条款模糊性的基础上。而

公约制定者之所以对某些条款采取模糊处理的方式，是因为公约制定者无法预知将来

的情势发展。不仅如此，公约制定者还需要为将来条款的解释和适用预留发展空间，

以使公约条款获得持久的可适用性。在这种背景下，事实上行使着解释公约条款职能

的欧洲人权法院需要做到与时俱进，在具体案件中采用动态文本解释方法，使公约条

款的解释和适用契合欧洲现实发展和缔约国国内情势。

但是，动态文本解释方法在本案中遭到质疑的问题是，对于公约中权利限制条款

中的限制理由，法院本应该做出限制性解释，以防止缔约国滥用这些条款来实质性缩

减个人权利的范围，而扩张性解释不符合公约的宗旨和目的。对此，有学者认为，上述

质疑存在误区。首先，解释公约需要借助于条约法公约的规则，法院对公约的解释必

须服从于公约对人权的集体保障的目的，使得这种解释方式在现代欧洲社会中具有实

际意义和效果。其次，动态文本解释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解之上: 文本实际上反映公约

制定者的意图，这一意图需要由法院结合当前的条件来进行解释和适用。因此，不能

说动态文本解释方法背离了起草者原本意图。相反，采取这一原则本质上是起草者固

定公约文本，进而由缔约国接受和通过的方式。① 在本案中采用扩张解释，是欧洲人

权法院回应欧洲委员会当前主流思潮及法国多元背景下政策选择的司法策略。通过

扩张解释，赋予公约条款契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内涵，来实现公约动态调整社会现实

的目的。法院意在表明: 动态文本解释不仅仅基于公约文本，也基于公约在各国适用

的现实性; 动态文本解释方法的目的在于确保公约适应新的形势，特别是欧洲委员会

47 个会员国的国内形势，而不能仅仅基于公约制定时的社会政治和法律背景。

由上可见，法院在本案中通过对“共同生活”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和“公共秩

序”关系的扩张解释，将“共同生活”这一本来处于社会政策层面的概念转化为法律权

利，确立了“共同生活”在公约中的规范依据。与欧洲人权法院之前的相关判例比较，

这是本案最显著的不同之处，也是最具争议之处。

四 自由判断余地: 必要性审查时的司法克制

( 一) 自由判断余地: 从司法判例走向公约文本

自由判断余地( 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最先出现在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判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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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经过欧洲人权法院的不断采用，逐渐发展成为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极其重要的

原则。自由判断余地是“斯特拉斯堡机构( 欧洲人权机构) 在国内立法、行政和司法机

构准备宣布克减公约、限制公约或违反公约实质义务之前给予尊重的空间。它也可以

被界定为国际监督机构给予缔约国颁布或实施法律方面所拥有裁量权的边界”。①

在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经常会平衡掌握缔约国自由判断余地的范围。一般而

言，如果对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威胁更紧迫的话，法院的审查就会宽松，而缔约国的

自由判断余地就会更大; 反之，自由判断余地就小。② 此外，公约缔约国间法律和实践

的共性，③或者说是欧洲缔约国法律和实践中存在的“欧洲共同基础”，④也是法院评

判缔约国自由判断余地的重要考察因素。欧洲人权监督机构通常会就案件所涉及的

问题或领域寻找欧洲其他国家的法律和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共识或共同标准，据此来决

定给予缔约国自由判断余地的范围。

经过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的不断重申，自由判断余地和辅助性原则最终经由公

约第十五议定书，被纳入公约的序言，从而成为公约文本所确定的原则。第十五议定

书第一条对公约的序言修改如下: “重申缔约国根据辅助性原则，承担确保公约和议

定书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的首要责任，并且，为实现这一目的，它们享有在公约所建立的

欧洲人权法院司法监督下的自由判断余地”。

( 二) 本案中司法克制客观因素: 欧洲共识及缔约国公共政策选择

本案中，法院也借助自由判断余地原则来审查法国 2010 年立法是不是保护“公共

安全”和“尊重社会中生活的最低要求”或“共同生活”所必要的。但最终，只有保护

“共同生活”通过了必要性审查。

法院首先承认，在确保社会中生活的最低要求，或者是“共同生活”方面，缔约国

有较大的自主权。法院认为，保护个人在多元化社会中“共同生活”的环境是缔约国

的权力，政府在考虑个人之间交往方面具有优先性。⑤ 法院进一步认为，国家致力于

保护个人之间社会交往原则; 这一原则对于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表达多样性和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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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而言是重要的; 是否应当被允许在公众场所穿戴蒙面服饰，是一个社会选择问

题。① 当然，法院也承认，“共同生活”的概念存在伸缩性，有被滥用的风险，因而需要

仔细审查。② 尽管如此，法院仍认为，有必要在审查实施公约方面采取一定程度的克

制; 对于民主社会中存在各种合理观点的一般政策事项，国内政策制定者具有特定的

权重。③ 换言之，法国政府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从判决来看，两种客观因素制约

了法院司法审查的程度。

第一，欧洲社会现实———缺乏欧洲共识。欧洲人权法院之所以给予法国较大程度

的自由判断余地，是因为在欧洲委员会成员内部，对于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罩袍这一

问题存在较少共识。特别是，对于是否应该用立法予以禁止也存在较少共识。不过，

本案判决的异议意见认为，欧洲委员会 47 个国家中有 45 个国家没有立法，表明绝大

多数国家不认为有必要立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欧洲共识。④ 异议意见的观点是值得商

榷的。事实上，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不是认为不需要立法，而是内部尚存在争论: 有的国

家明确反对禁止性立法，有的国家正在讨论之中，还有一些国家尚不存在这一问题。

可见，欧洲委员会内部不存在普遍支持或反对立法的共识。在缔约国就相同问题的法

律规制存在较大异质性的情况下，法院选择采取一种较为克制的司法审查方法，给予

缔约国较大自由判断余地。

第二，缔约国政治现实———公共政策选择的质量与结果。法院在本案中详细梳理

了法国 2010 年立法的国内民主决策过程和投票结果( 以绝对优势通过) ，进而指出:

涉及国内一般政策制定时，国内机构比国际机构具有更直接的民主合法性来评估当地

需要和条件。⑤ 对此，欧洲人权法院法官斯帕诺评论道: 当决定是否给予以及在多大

程度上给予缔约国自由裁量以使其评估限制人权的必要性和比例性时，政策制定的质

量，无论是在立法阶段还是司法阶段都很重要，并最终在个案中是决定性的。⑥ 他进

一步解释了政策质量的三个要素: 其一，民主要素，即国内机构有直接的民主合法性;

其二，国内专长和知识要素，即国内机构更适合评估当地需要和条件; 其三，政策要素，

即涉及民主政策制定，法院需要更加注意尊重国内机构的优先权。⑦ 可见，法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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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一种较为克制的司法审查，尊重经过缔约国充分民主讨论的决策结果。

五 扩张解释背后的能动与必要性审查背后的克制: 对立还是统一

欧洲人权法院在公约条款方面的扩张解释与在对缔约国限制措施的必要性审查

方面的司法克制，形成一种有趣的对比。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规范解释

上的司法能动和规范适用上的司法克制? 这种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并存于同一案件

的判决中，背后存在何种因素? 它体现的是欧洲人权法院的逻辑对立还是法理统一?

( 一) 扩张解释的社会考虑

欧洲人权法院对公约条款进行扩张解释，也可称为立足于社会变化的“演进解

释”。公约的解释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对社会变化的反应。欧洲人权法院在适用和解

释公约时，会充分考虑当前的现实和态度，而非公约起草时的社会形势。法院多次在

不同的案例中提到，公约是活的文本，必须依照当前形势来进行解释。这种演进解释

也不是无原则的，它必须要与建立在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国内法、其他国际文件或欧洲

文件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基础上的欧洲共同标准联系起来。① 与此同时，法院的

职权是借助所受理的司法案件来解释和适用公约条款，使之具体化，而不是借此设定

公约中所没有的权利或义务。当然，演化解释或动态文本解释方法，如果过于脱离文

本的普通意义或偏离公约的目的，就会出现由法院来修订公约的危险。

演进解释或动态文本解释是法院的一种司法能动，它基于两种考虑: 首先，法院企

图让静止的公约文本在适应不断变化的成员国社会形势的基础上获得可持续的生命

力。因此，法院实际上获得了发展公约条款的主动权，在客观上也使得人权标准具有

长久和普遍意义。其次，这也是法院给自己留有余地以获得缔约国“承认”的重要方

法。公约是欧洲委员会范围内的普遍性人权标准。这种人权标准在抽象意义上是普

遍的，但是在适用意义上却是具体的。法院解释和适应公约，不是处于真空之中或完

全脱离缔约国实际的。在解释和适应公约有关权利限制条款的过程中，需要取舍与妥

协，法院的判决只能在特定社会及其法律制度中做出。这需要充分考虑缔约国国内情

势和现实关切、欧洲委员会范围内的社会认知发展或主流价值演变。在社会多元化日

益明显的欧洲，“共同生活”作为一种应对不容忍和歧视等社会挑战的社会政策，自然

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法院的立场。

( 二) 司法克制的现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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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合理性审查方面的扩张解释不同，法院在必要性审查方面，基于辅助性原则

而保持司法克制。在欧洲人权机制中，辅助性原则是指，尽管缔约国必须普遍遵守一

定的标准，但是每一个国家对人权保护负首要责任，国际监督机制只扮演辅助性角色。

该原则基于以下判断: 缔约国有关机构更了解国内情势，能比国际机构更好地判断限

制的必要性。① 在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时常借助自由判断余地这一工具，在必要时

保持司法克制，平衡缔约国国内机构和国际监督机制之间的关系。首先，法院需要采

取一定程度的司法克制，尊重并容忍缔约国国内民主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在“S．A．S

诉法国”案中，法院对法国立法背后所聚集的强烈的政治支持，特别是国会几乎一致

通过该项立法的客观情况比较敏感。不仅如此，深厚的国民共和价值渗入法国立法过

程的辩论，毫无疑问鼓励了法院的自我限制，唯恐它被指控与法国的宪政安排相冲

突。② 法院需要考虑判定法国立法不符合公约对于法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其

次，司法克制也是法院作为国际法庭的地位使然。在实施国际人权公约过程中，国际

法庭仅承担辅助功能。③ 在判断国内特定情势方面，国际法庭需要尊重国内机构的优

先权，这是妥善处理国际法庭与国内机构关系的基本原则。再次，这也是欧洲委员会

成员国社会生活多元化的要求。在宗教自由背景下，自由判断余地原则作为一项工

具，使得欧洲人权法院允许一定的国家在其宽泛的国家文化和传统的背景下享有空间

来解释宗教权利和自由。同时它也为法院提供了面对特定文化和政治敏感问题的退

出机会。④

( 三) 扩张解释与司法克制的统一

鉴于公约解释和适用方面的现实性，我们认为欧洲人权法院在本案中的扩张解释

与司法克制是内在统一的。一方面，法院承认法国所主张的“共同生活”在公约中的

规范地位，是对这一概念在欧洲委员会内部的主流价值地位的回应以及法国国内关于

这一问题的民主讨论结果和宪政发展实践的尊重。另一方面，法院尊重缔约国在“共

同生活”的利益与宗教信仰自由利益两者之间的取舍，认为国内机构在判断限制措施

是否是“紧迫的社会需要”方面具有优先权。

在其背后，是否存在所谓的欧洲共同标准或者说共同价值至关重要。在合理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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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Rights Religious Freedom Jurisprudence”，p．5．



查方面，考虑到欧洲委员会，特别是法国内部面临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挑战，“共同

生活”构成欧洲委员会及相关国家的价值共识，法院在规范解释方面进行有目的性的

扩张，为法国或者欧洲委员会所推崇的“共同生活”这一概念背书。在必要性审查方

面，法院认为，是否需要为保护“共同生活”这一共同价值而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

服饰，在欧洲委员会没有形成共识。因此，法院又以此为由保持司法克制，赋予缔约国

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进而尊重缔约国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的判断权。法院的宽松立场

是对法国国内禁令背后强烈的政治支持以及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服饰特殊性质的让

步。① 总之，法院既结合欧洲委员会现实来发展或解释人权规范，又顾及缔约国国内

现实来适用人权规范。对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具有拘束力，这一

现实反而使得欧洲人权法院总在努力平衡与缔约国的关系，以求它的判决得到当事国

的承认。②

六 结语

欧洲人权法院在本案判决中，既有判例法的转变，也有对公约条款的扩张解释，还

有司法审查的克制。上述现象都内在统一于欧洲人权法院自身定位以及与缔约国关

系定位之中。欧洲人权法院需要被看成是公约的守护者，对缔约国的一些主张采取严

格审查标准是巩固欧洲人权法院合法性的必要手段。但是，基于与缔约国关系的考

虑，欧洲人权法院又时常采取宽松的立场，对缔约国国内机构就社会政策问题做出的

决定采取一定的司法克制。

欧洲人权法院在本案中采取扩张解释和司法克制，实际上也是基于欧洲社会现实

及缔约国社会政策选择的结果。这种基于现实的司法审查方法总体上是合理的，它可

以防止公约脱离缔约国国内情势，增强公约的可适用性。但它也不免存在内在的模糊

性和明显的争议性，弱化了判决的法律性与权威性。在本案中，法院认同“共同生活”

这一概念，却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论述它的具体内涵以及它属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范畴的理由; 根据法国国内政策选择以及对其存在与否有较大争议的欧洲共识，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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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Myriam Hunter－Henin，“Living Together in an Age of Religious Diversity: Lessons from Baby Loup and SAS”，
Oxford 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2015，p．24．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第 8 段强调，对包括穿戴宗教服饰在内的宗教表达行为的限制，
必须基于明文规定的合理目的，不允许基于其中不曾规定的原因施加限制。因此，优素福( Hakeem Yusuf) 认为，
如果人权事务委员会处理这一案例，在涉及“共同生活”的法律依据问题上，会与欧洲人权法院不同。人权事务
委员会决定没有拘束力，这反而使得它不用顾虑决定是否会得到缔约国的遵守，进而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Ha-
keem Yusuf，“S．A．S v France Supporting‘Living Together’or Forced Assimilation?”，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Review，No．3，2014，p．288．



在必要性审查方面保持了明显的司法克制。法院对“共同生活”这一模糊概念进行扩

张解释的同时，却又采取宽松的必要性审查标准，构成了本案中最突出、最具争议的一

个方面。当然，法院在本案中驳回法国政府有关性别平等和人性尊严的主张并对保护

公共安全的必要性采取严格审查立场，又为法院赢得了法理层面的主动地位和声誉。

欧洲人权法院似乎致力于寻求维护人权和监督实施之间的平衡，尽管这往往难以如

愿。

从长远来讲，法院判决对于欧洲多元化社会状况，特别是宗教或文化融合进程将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法院顺应时势，将本来属于欧洲融合中社会政策层面的问题纳入

公约的框架，第一次以法律方式来确认“共同生活”作为公约权利的一部分。法院判

决在某种程度上暗合近年来欧洲检讨多元文化政策的思潮，①为法国乃至欧洲一些国

家所坚持的“共同生活”社会政策提供法律规范基础，巩固了“共同生活”在欧洲社会

中的主流价值地位。但是，法院对法国相关立法采取比较宽松的审查标准，打消了相

关国家或地区的顾虑，这无疑会刺激它们出台类似的立法或措施。② 在这种情况下，

鉴于欧洲此前尚未形成禁止蒙面服饰的普遍共识，这一判决不仅不能凝聚欧洲共识，

反而可能将这一争议显性化，并最终传导至受影响的群体，引发社会交往障碍。因此，

本案判决是有助于促进欧洲融合，还是会增加社会隔阂，仍有待观察。一方面，它取决

于相关国家在推动社会融合、促进“共同生活”方面的政治智慧、公共政策选择质量及

其实施效果; 另一方面，它还取决于不同群体之间社会融合的意愿与能力。因此，法院

判决虽然顺应了欧洲主流价值取向并尊重法国的现实关切，但却无法从根本上纾解欧

洲多元群体、宗教和文化之间的融合困境。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还在于社会多

元主体间的开放、包容与对话。

( 作者简介: 毛俊响，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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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多元文化政策受挫”，中国新闻网，http: / /www． chinanews． com /cul /2011 /03 － 01 /2876453． shtml，
2016 年 7 月 20 日访问。

例如，德国内政部长德迈齐埃 2016 年 8 月 19 日表示，支持禁止在德国部分地区穿遮盖面部的罩袍。参
见:“德国内长建议局部禁穿蒙面罩袍”，《联合早报》2016 年 8 月 19 日。



37 Integration，Discourse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 Tri-dimensional Per-
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Populism in Europe
CHU Yin
Brexit is a serious setback in the process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However，the current
populist crisis in Europe cannot be narrowly ascribed to the discomfort caused by the EU in-
tegration nor to the rebellion of the“losers”in the globalization． The anti－integration idea
is a reminder of both the severe imbalance within the EU integration and the grave legitima-
cy crisis faced by modern Wester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that
may explain the rising of populism in Europe，that is，the collapse of the balance in em-
ployee－employer relations，the lack of discourse due to the“end”of ideology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and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elite rule within the system of representative de-
mocracy resulted from the EU integration and worsened by the new media era． The ongoing
crisis may either result in the emergence of a certain strong－man rule in Europe or in a new
balance between the public and elite in the future political process．

52 The Latest Case－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on Prohibiting
Concealment of One’s Face in Public: An Analysis of Case“S．A．S． v． France”
MAO Junxiang
The Case S．A．S． v． France involves the issue whether the French law prohibiting the con-
cealment of one’s face in public places violates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In its judgment of this case，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ejects France’s argu-
ment that the law could be used to protect the values of respect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pro-
tection of human dignity． Nevertheless，the Court applies a loose standard in approving the
legitimacy and necessity review of the relevant French law． With the help of an expansive
explanation of the limitation claus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the Court
accepts the legitimacy of the“living together”claims by France． Meanwhile，the Court ex-
ercises a degree of restraint and gives France wid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when reviewing
the necessity of the French law prohibiting the concealment of one’s face in public places．
The combined use of the Court of both expansive explanation and judicial restraint in this
case is decided by the social realities in Europe，the social policy choice in Fr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rt and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70 A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with Marxist
Philosophy as the Methodology
DAI Bingran
With the help of Marxist philosophy as a methodology，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n explora-
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process and problems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regional integr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is one of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