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 年人权日 

 

启动《世界人权宣言》60 周年的全年纪念活动 

 

宣传活动 

《世界人权宣言》在 2008 年 12 月 10 日就 60 岁了。今天是 2007 年人

权日，联合国启动一个全联合国系统的全年倡导人权活动，纪念这个

重要的里程碑。这个活动是联合国秘书长倡议，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领

导，联合国各机构、部门、基金、和其他国际伙伴及各地伙伴支持，

纪念《宣言》和纪念“人人都有尊严和正义”的承诺，这项承诺使得

《宣言》具有坚强的持久性。 

 

全年的纪念活动将在 2008 年人权日达到高峰，其目的是继续提高对

《宣言》的认识及认识《宣言》对全世界人民息息相关。宣传活动期

望获得人们和机构—从全球性组织到基层倡导团体—的广泛参加，使

得《宣言》的目标对人人实现。《宣言》为巨大的进步开启了大门，

但是，我们几乎天天听到全世界关于侵犯人权的哀声，这告诉我们，

我们绝没有自满的余地。 

 

徽志 

周年的宣传是利用“世界人权宣言 60 周年”徽志：一个双臂张开的立

人形象。黄色和红色象征解放和平等。黄色是和平与温暖的颜色。人



形的纯色背景代表人权的基础。土红色增强人权，是基石，也是人类

的共同遗产。 

 

《世界人权宣言》60 周年徽志—彩色或单色—附有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或西班牙文文字。将在 2007 年 12 月 10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周年纪念期间使用。在 2007 年 12 月 10 日之前暂时禁

用。 

 

徽志可从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下载。关于使用准则，请联系：

60anniversary@ohchr.org。 
 
主题 

世界人权宣言 60 周年徽志附有《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人人都有

尊严和正义”。这个承诺加强了《宣言》的愿景，是国际上第一次承

认，基本权利和自由是全人类不可剥夺的固有权利，我们人人生而自

由平等。这句话也是一种号召，因为尊严和正义的承诺还远远没有对

每个人实现。《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个有生命的文件，不仅在冲突期

间和遭受迫害的社会里，并且也在成熟的民主社会和平时期争取社会

正义和人的尊严中，都很重要。不歧视、平等和公平—正义的主要因

素—构成《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不论你住在哪里，拥有多少金

钱，信仰什么宗教或拥护什么政治理念，《宣言》中的所有人权都对

你适用，不论在任何地方，永远永远。 

 
www.KnowYourRights2008.org 
 
联合国布鲁塞尔区域新闻中心设立了一个新的网站，

www.KnowYourRights2008.org，作为纪念人权年收集意见的中心。这

个网站是高度互动式，使全世界的人能够上载和下载多媒体档案，分

享他们所提关于人权宣言的项目和倡议。

www.KnowYourRights2008.org将在 2007 年 12 月 10日启动使用。 
 
 
《世界人权宣言》：全人类权利和自由的最重要文件 
联合国大会 1948 年通过的《宣言》包括一个序言和 30 条条款，规定

了广泛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这些权利，

没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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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是所有各区域各法律传统的代表所起草的。多年来已经被接

受为各国政府同本国人民的一项契约。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它。《宣

言》也是不断在扩大的保护人权体系的基础。今天这种保护的注意力

也延伸到残疾人、土著民族、移民工人等脆弱的群体。 
 
人权日 
《世界人权宣言》是在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后来这一天就订为全

世界的人权日。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是联合国的主要人权官员，她的机

构为每年纪念人权日的活动，发挥主要协调作用。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是全球主管人权的机构。代表世界对

人的尊严这一普遍理想的承诺，并获得专门授权去提高和保护所有各

种人权。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办事处，也在大约 40 个国家设分支机构。

联合国大会于 1993 年设立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职位，领导推动联合国

的人权工作。高级专员办事处发挥领导作用，以客观地位工作，举办

人权教育，采取行动，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协助各国维护人权。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咨询请上网

www.ohch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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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有生命的文件 
 
 关于《世界人权宣言》有许多话可说。它是国际人权法的基础。

是关于不可剥夺的人权基本原则的第一个普遍性文件，是所有人民和

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在这《世界人权宣言》即将 60 周年之

际，现在应当及时强调这个具有生命的文件持久不衰的现实意义、普

遍性、以及与我们人人都息息相关。今天，《宣言》比任何时候都更

具有现实意义。 
 
普遍性 
 将近 60 年前，《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承认今天已经成为普遍

的价值：人权是人人所固有的权利，为国际社会全体所关切。《宣

言》由所有各区域和各法律传统的代表所起草，经历了时间的考验，

抵抗了基於“相对主义”的攻击。《宣言》和它的核心价值，包括不

歧视、平等、公平、普遍性、对每一个人适用，不论在什么地方，永

远永远。《世界人权宣言》属于我们全体。 
 

在一个受到种族、经济和宗教分割所威胁的世界上，我们比任何

时候都更必须宣示和保卫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最早揭示的普遍原

则—正义、公平、平等。全世界人民不分国界，都深深拥抱这些原

则。 
 
 



持久不衰具有现实意义 
 人权不仅是超越文化和传统的共同普遍价值遗产，而且是各地方

价值和一国基于国际条约和本国宪法与法律所作承诺的精髓。 
 
 《宣言》代表各国政府同本国人民的一种契约，人民有权要求这

一个文件获得遵守。并不是所有的国家政府都已经成为所有人权条约

的缔约国。但是所有国家都已经接受《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继

续肯定世界上人类固有尊严和每一个人的价值，没有任何区别。 
 
不断进行中的奋斗 
 《世界人权宣言》保护我们全体，揭示了所有各种人权。《宣

言》的起草者憧憬着一个免于恐惧，也免于匮乏的未来。他们平等看

待所有的人权，并肯定人权是具有尊严的人生不可缺少的要素。 
 
 《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的愿景鼓舞了许多人权维护者，他们过

去 60 年来的奋斗，就是要实现那个愿景。我们要纪念从《宣言》所开

始兴建的现代国际人权广厦。但是全人类还没有平等地享有人权。 
 

奋斗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都是《宣言》的维护者和受益者，我

们都必须重新再掌握《世界人权宣言》，使它属于我们。虽然我们有

权享有我们的人权，我们也应当尊重他人的人权，协助实现我们全体

的普遍人权。我们的努力将成为《宣言》的力量：它是一个有生命的

文件，将继续鼓舞今后的世世代代。 
 
 



 
 

 
 
 

人人都有尊严和正义 
 
 “人人都有尊严和正义”加强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愿景，承诺

人人都有普遍的尊严和正义。这不是奢望，也不是空想。《宣言》和

它的核心价值：人固有的尊严、不歧视、平等、公平、普遍性，对人

人适用，无论在任何地方，永远永远。《宣言》是普遍性的，持久不

衰的，有活力的，因此是有生命的文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承诺 
 所有区域的代表参加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从全球不

同文化和不同社会的各种价值、信仰体系、政治传统汲取灵感。《宣

言》最初由全世界各国通过，认为是“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

的共同标准”，多年来被广为接受，认为是所有各国应当遵守的人权

基本准则。今天所有国家都接受了《世界人权宣言》，并一再重申他

们承诺其中所揭示的基本权利。 
 
 多年来，这一承诺已经转变为法律，以法律界定并保障人权。确

实由于《世界人权宣言》鼓励，已经制定了许许多多国际人权条约和

宣言、区域公约，以及各国的宪法。丰富的人权法体系代表着各国政

府同本国人民之间的契约。 
 
 
 



尊严 
 《世界人权宣言》要求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承认所有人权的不可

分割性和相互依存性，不论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如生命权、言论自由

权；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工作权、社会安全和受教育权利。

一个权利的提高有助于增进其他权利。同样地，剥夺一种权利会危害

其他权利。有权享有和实际享有所有的人权是具有尊严的人生不可缺

少的要素。 
 
 当我们听到基层人民声音的时候，《宣言》持久不衰的现实意义

更令人感到迫切。世界银行在 1990 年代后期调查“穷人的声音”，访

谈了乡村和地方社区的八万多人，调查他们的价值、需要、和最强烈

的愿望，其结果看来就像《宣言》中列举的日常权利。 
[贫穷的照片] 

 

正义 

 《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宣布，“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

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

基础。”这是第一个、也仍然是最重要的宣示：我们全体作为人的权

利和自由，没有任何区别。 

 

 《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列出的人权核心原则，如普遍性、相互

依存性、不可分割性、平等和不歧视等，都是争取获得正义最关键的

因素。例如，不歧视已经是贯穿所有人权法的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见

于所有主要的人权条约，是其中若干条约的中心宗旨，如《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残

疾人权利公约》。《宣言》激励并鼓舞订立了许多国际条约，成为丰

富的体系，致力于加强和保护人权。 

 

我们全体 

 《世界人权宣言》属于我们全体。不论你住在哪里，拥有多少金

钱，有什么信仰或政治理念，《宣言》中的所有人权都对你适用，同

你息息相关。是《宣言》在将近 60 年前第一次确定了今天已经成为普

遍的价值：人权是人人所固有的，是国际大家庭全体所关注的。人权

是每个人的事。 

 



 我们要纪念《宣言》所促成的令人惊叹的国际人权广厦。但是现

在还没有使全人类平等地受益。我们全体都是权利的所有者，我们必

须重新掌握《世界人权宣言》，使它属于我们。虽然各国政府负有提

高和保护所有人权的主要责任，非政府的行为者、其他有责任的人、

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在实现普遍享有人权的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联合国系统、联合国系统的国际伙伴和地方伙伴、各国的自主权

的共同努力，以及全世界各地人民的参与，我们可以真正看到“人人

都有尊严和正义”的愿景。 
 





 
 

 
 

 

《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法的基础 

 

我们都同意，《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人权法的基础。将近 60

年前通过的这项《宣言》，鼓舞签订了许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

权条约，全世界的人权得到发展。不论是在解决不正义的事件的时

候，在冲突期间，在忍受迫害的社会上，以及在我们努力争取普遍享

受人权的时候，《宣言》继续鼓舞着我们。 

 

《宣言》代表着普遍承认：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是全人类固有的

权利，不可剥夺，对任何人一律平等，我们人人生而自由、我们的尊

严和权利是平等的。不论我们的国籍、居住地点、性别、民族或种族

来源、肤色、宗教、语言、或任何其他地位，国际社会在 1948 年 12

月 10 日承诺，维护我们人人的尊严和正义。 

 

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奠定基础 

 多年来，这项承诺已经形成法律，其形式包括条约、国际习惯

法、一般性原则、区域协定、和国内法。通过这些法律，人权得到表

述和保障。在《国际人权宣言》的鼓舞下，已经产生了 80 多个国际人

权条约和宣言，许许多多区域人权公约，各国的人权法案和宪法条

款，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体系，提高和保障人权。 

 



 从《世界人权宣言》所取得的成绩出发，《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

公约》和《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在 1976 年生效。这两个

公约把《世界人权宣言》已经揭示的大多数权利加以发展，对于批准

两公约的国家切实具有约束力。他们规定了日常生活中的权利，如生

命权、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工作权、社会安全、受教育

权。这两项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构成国际人权法案。 

 

多年来，国际人权条约在所关注的问题和在查明需要保护的社会

群体两方面都更具有针对性，更专门。国际人权法不断增加，演变，

进一步详细规定了国际人权法案中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种族歧视、

酷刑、强迫失踪、残疾人等人们关切的问题，和妇女、儿童、移民、

少数群体、土著民族的权利。 

 

普遍的价值 

 《世界人权宣言》首先揭示的核心人权原则，如普遍性、相互依

存性、不可分割性、平等、不歧视、以及人权对有权利和有责任的人

双方同时产生权利和义务的观念，都已经在许许多多国际人权公约、

宣言、决议中一再重申。今天，所有联合国的会员国都已经批准九个

核心国际人权条约中的至少一个条约，百分之八十已经批准四个以上

的条约，从而具体宣示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的普遍性。 

 

 

国际法怎样保护人权？ 

    国际人权法规定了各国必须遵守的义务。各国成为国际条约的缔

约国之后，便根据国际法承担责任和义务：遵守、保护、和履行人

权。遵守人权的义务就是：各国必须不得干涉或限制对人权的享有。

保护的义务是要求各国保护个人和团体，免于人权受伤害。履行的义

务就是：各国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有利于享有基本人权。 

    各国政府批准国际人权条约后，便承诺在国内采取措施并立法，

以期符合他们的条约责任和义务。因此，国内法律体系对国际法所保

障的各种人权提供主要的法律保护。如果国内的法律程序不能处理伤

害人权事件，还有让个人和团体提出申诉的区域和国际人权申诉机制

与申诉程序，协助确保国际人权标准确实在当地得到遵守，执行，和

强制执行。 
 



 
 

 
 

《世界人权宣言》：全球第一次声明人人享有 

与生俱来的尊严和平等 

  

 在历史上，战争或民众揭杆而起的冲突，往往是反抗不人道的待

遇和不正义的迫害。1689 年起草英国《大宪章》，是由于英国内战之

后人民向往民主。恰恰 100 年之后，法国革命产生了《人与公民的权

利宣言》，并且宣布人人平等。但是，许多人认为，古波斯帝国居流

士大帝在征服巴比伦后，于公元前 539 年所颁布的《居流士石柱法

典》是第一个人权文件，而阿拉伯部落公元 590 年左右签订的《德者

公约》，被认为是最早的人权联盟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创立了联合国，国际社会矢志决不允许再

发生那次战争中的种种暴行。世界各国领袖决定，为《联合国宪章》

加上一个路线图，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无论在什么地方，永远永

远。 

 

 他们所考虑的文件，后来成为《世界人权宣言》，是在 1946 年

大会第一届会议中讨论的。大会审查了《基本人权和自由宣言》草

案，送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交人权委员会。。。在拟定国际人

权法案的时候审议。”人权委员会在 1947 年初第一届会议上授权委员

会成员拟定名为“一个国际人权法案的初稿”。后来这工作由一个正

式的起草委员会接办。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是考虑到地域分布而选出的

八个国家的委员会代表。 

 



描绘愿景的人士：《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 

 

人权委员会由不同的政治、文化、宗教背景 18 个成员组成。美国弗兰

克林·罗斯福总统遗孀罗斯福夫人是《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主

席。她的同事有：法国的勒内·卡辛，他起草《宣言》的初稿；黎巴

嫩的查尔斯·马利克，委员会报告员；中国的张彭春，副主席；加拿

大的约翰· 汉弗莱，联合国人权司主任，他准备《宣言》的蓝本。公

认罗斯福夫人是推动使《宣言》获得通过的动力。 
 
委员会在 1947 年第一次开会。罗斯福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张博
士是一位多元主义者，他动人地解释他的主张：最后的真理不止一
种。他说，《宣言》应当兼顾西方思想以外的其他思想，汉弗莱博士
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方针。虽然他是对汉弗莱博士说话，实际上这话是
对马利克博士说的。马利克博士立刻顶他，颇为冗长地阐述汤玛
士·阿基那的哲学。汉弗莱博士也热烈加入讨论。我记得张博士有一
次提示说，秘书处不妨花几个月工夫研究一下孔子的主要学说。” 
 
卡辛的定稿交给正在日内瓦开会的人权委员会。委员会把宣言稿送给

所有会员国征求意见，这个稿子通称日内瓦稿。 
 
有 50 多个会员国在最后定稿中参加了意见，于是在 1948 年 9 月提出了

《宣言》的一稿。1948 年 12 月 10 日，在巴黎开会的大会以第 217 
A(III)号决议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八个国家弃权，但是没有一个

国家反对。起草小组委员会的智利埃尔南·桑塔·克鲁斯写道：“我
清楚感觉到，我正在参加一个真正重大历史性的会议，在会上我们对
人的崇高价值获得共识，这个价值不是来自一个世界强权的决定，而
是来源于我们存在这个事实—这产生了生活免于困乏和免于迫害的不
可剥夺权利，以及充分发展个人人格的不可剥夺权利。在大会堂
里，。。。有一种所有各种思想的人真诚团结和同胞感的气氛，我再
也没有在任何国际场合看到这样的气氛。” 
 
《世界人权宣言》全文在不到两小时内编定。在世界分裂为东西阵营

的那个时候，就那一文件的精髓内容获得共同立场，确实是一件丰功

伟业。 
 



 
 

 
 

全球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的项目 
 

《世界人权宣言》60 周年长达一年的纪念活动，期望尽量多方面参

与，重点显示世界各地人民作为《宣言》的维护者和受益者的作用。

参加纪念的将包括联合国大家庭、政府和民间部门、媒体、学校、艺

术家、和全世界其他民间团体代表。以下是为 2008 年所计划的项目举

例。 
 
国际著名的导演们拍摄人权影片。2008 年全年将在各地连续放映由各

区域金奖制片人所导演的 18 部关于人权的一系列短片，这些短片合成

一部不长的故事片，将在罗马电影节首映。这些短片将作为公共服务

节目分发给全世界的电影院和电视网。这个节目是人权专员办事处、

非政府组织世界艺术会、多吉仁电影、欧洲委员会的合作项目。 
 
“人权卡通画”。2007 年 12 月 10 日将在罗马展览 17 位来自阿尔及利

亚、比利时、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法国、伊朗、以色列、日本、

巴勒斯坦、俄国、美国的艺术家所画的《世界人权宣言》卡通。最初

的倡议是法国讽刺卡通画家普兰图和纽约联合国新闻部。联合国的布

鲁塞尔区域新闻中心将牵头举办这次人权日特别展览。卡通选自已经

在布鲁塞尔、日内瓦、巴黎展出的和平卡通画项目。 
 
在亚太举行的人权培训。2008 年计划在亚太举办五次关于人权的能力

建设培训。这些培训由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所属非政府组织

“外交培训方案”主办。这个组织于 1989 年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若

泽·拉莫斯·奥尔塔创建，目的是在该区域推广人权知识，培养人权

维护者的技能。咨询请查网站www.dtp.unsw.edu.au。 

http://www.dtp.unsw.edu.au/


 
“人权素描”。最著名的国际卡通画家所画的一组发人深省的卡通

画，描绘《世界人权宣言》和纽约联合国总部。展览将在 2007 年 12
月 10 日人权日开幕，然后 2008 年全年将在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这

是卡通画家与作家协会展出的。 
 
第 61 届非政府组织年会在巴黎开会。2008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将首次在

纽约以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经联合国新闻部倡议，会议

的主题是“纪念《世界人权宣言》”。 
 
纽约关于人权的互动对话。2007 年 10 月到 2008 年 12 月，瑞士驻纽约

常驻代表团同人权专员办事处和非政府组织人权委员会合作，将举办

一系列关于人权的互动对话。主讲者将讨论如何在改进纽约联合国总

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会员国，联合国各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共同

协力中，应付人权面临的新挑战和提高人权的方法。 
 
瑞士学校放映纪录片。瑞士的所有学校将在人权日放映一部 40 分钟关

于人权的教育纪录片“只是权利和自由”，启动人权日的纪念活动。

这个倡议来自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以学校推动和平世界协会”。协会

今年已经在日内瓦电影节上放映了该片。资料咨询请见http://portail-
eip.org。 
 
和平使者城市的公众讨论会。国际和平使者城市协会是全世界 88 个城

市的组织，正组织在美国各城市举办全年的《宣言》公众讨论会以及

在全世界的其他活动。 
 
荷兰的非政府组织平台倡议。12 月 10 日将在全国举行一系列活动，由

荷兰正义与和平组织在海牙市政厅举办一次联合会议。今年纪念的主

题定为“四大自由”。设立了一个网站，www.60jaaruvrm.nl。即将组

成荷兰人权平台的民间组织（Breed Mensenrechten Overleg-BMO）。 
 
 

维也纳会议 15 周年。1993 年，世界人权会议在维也纳举行。171 个国

家重申对人权的承诺，他们要求设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职

权。奥地利政府明年纪念《维也纳宣言和行动计划》的 15 周年。 
关于最新日程表和其他活动，请上网www.ohchr.org。 
 

http://portail-eip.org/
http://portail-eip.org/
http://www.60jaaruvrm.nl/
http://www.ohchr.org/
http://www.ohchr.org/


 
 

 
 
 

世界上翻译文本最多的文件 
从几十亿人使用的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

文、俄文、西班牙文—到厄瓜多尔和洪都拉斯大约 50 个人使用的皮皮

尔语，《世界人权宣言》是世界上翻译文本最多的文件。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新闻部、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许多国家政府、学术

界、以及国际、区域和地方基层民间组织，设计进行一个项目，在世

界人权教育十年（1995-2004）期间，以及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50
周年，把《宣言》尽可能翻译成各种语言和方言。 
 
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收到 360 多种语文的翻译本，包括马拉维阿

里·菲里的翻译本。菲里是教师，富有在监狱、学校和偏远社区进行

人权教育的广泛经验，曾经以马拉维第三大语言的亚奥语翻译《世界

人权宣言》和《马拉维宪法》。菲里在乡村中分发了 1500 册《世界人

权宣言》，500 册《人权法案》。他同村民进行讨论，让他们学到怎样

获得人权。 
 
布隆迪布琼布拉一位大学教师巴卡南沃先生，把《世界人权宣言》翻

译成基隆迪语，分发给住在难民营的流离失所妇女。还分发了《世界

人权宣言》的录音带。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因此举办了一系列关于人

权的讨论会，有 200 名妇女参加。有些受过培训的妇女受到感召，决



定成为人权联络人，定期向难民营主任报告关于伤害人权和需要保护

的事件。 
 
亚奥文和基隆迪文的译本，都见于人权专员办事处的网站。人权专员

办事处拥有世界上翻译文本最多文件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全部翻译文

本见http://www.ohchr.org/english/issues/education/training/udhr.htm 。 
 

http://www.ohchr.org/english/issues/education/training/udhr.htm


 
 

 
 
 
 

有用的参考和联系 
 

有用的参考 
 
- 《世界人权宣言》60 周年徽志：见www.ohchr.org。关于使用准则，

请电邮联系： 60anniversary@ohchr.org 。 
 
- 关于《世界人权宣言》的一般资料，见人权专员办事处网站： 
http://www.ohchr.org/EN/Issues/Pages/UDHRIndex.aspx
 
- 《世界人权宣言》已经翻译成 300 多种语言，包括六种联合国语文的

正式译本：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http://www.unhchr.ch/udhr/
 
- 日内瓦大学的一个研究组出版了一种通俗法语的《世界人权宣言》版

本 ， 随 后 并 译 成 英 文 版 本 。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BCannexesen.pdf
 
- 联合国网络校车是“全球教学项目”的网上教学站，其目的是推动关

于国际问题和关于联合国的教育。全球教学项目为小学、初中、高中

教学和教师培训，出版高品质的教材和教学资料。网络校车的内容包

括一个《互动式宣言》，用通俗语言文本介绍《世界人权宣言》的每

一个条款，探讨主要的人权问题，定义，并提出关于教学和讨论的建

议。 
http://www0.un.org/cyberschoolbus/humanrights/index.asp 
 

http://www.ohchr.org/
http://www.ohchr.org/
mailto:60anniversary@ohchr.org
http://www.ohchr.org/EN/Issues/Pages/UDHRIndex.aspx
http://www.unhchr.ch/udhr/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BCannexesen.pdf
http://www0.un.org/cyberschoolbus/humanrights/index.asp


- 可以从以下链接看到产生《世界人权宣言》过程的图片展[链接

网站待插入] 
  

有用的联系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地址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Palais Wilson 
52 rue des Pâquis 
CH-1201 Geneva, Switzerland 
 
邮政地址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一般咨询 
电话: +41 22 917 90 00 
电邮: InfoDesk@ohchr.org 
网站: www.ohchr.org 
 
媒体资询/要求访谈 
Press-Info@的ohchr.org
+41 22 917 9602 
+41 22 917 9383 
 
各国机构咨询 
各国机构
niu@ohchr.org
+41 22 928 9663 
 
非政府组织咨询 
非政府组织联络官 
civilsocietyunit@ohchr.org
+41 22 917 9656 
 
捐款和对外关系组 
Charles Radcliffe 
Chief, Donor and External Relations Section 
cradcliffe@ohchr.org 
+41 22 917 94 38 

mailto:jdiaz@ohchr.org
mailto:niu@ohchr.org
mailto:civilsocietyunit@ohchr.org


 
 

 
 

 
演讲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大会所属机构，可以邀请世界各地许多最著名的

独立专家就广泛的人权问题或某一个国家的情况作报告。包括： 
 

• Miloon KOTHARI 先生(印度), 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足住房问题

特别报告员员  
• Leila ZERROUGUI 女士 (阿尔及利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 Juan Miguel PETIT 先生(乌拉圭)，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

情制品问题特别报告员  
• Vernor MUÑOZ VILLALOBOS 先生(哥斯达黎加)，教育权问题特

别报告员 
• Santiago CORCUERA CABEZUT 先生(墨西哥)，被强迫或非自愿

失踪问题工作组 
• Philip ALSTON 先生(澳大利亚)，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

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 Arjun SENGUPTA 先生(印度), 人权与赤贫问题独立专家 
• Jean ZIEGLER 先生(瑞士), 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 Ambeyi LIGABO 先生(肯尼亚), 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

题特别报告员 
• Asma JAHANGIR 女士(巴基斯坦), 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

员 
• Paul HUNT 先生(新西兰), 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

告员 



• Hina JILANI 女士(巴基斯坦), 负责人权维护者问题的秘书长特别

代表 
• Leandro DESPOUY 先生(阿根廷), 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

告员 
• Rodolfo STAVENHAGEN 先生(墨西哥), 土著人民人权和基本自

由情况特别报告员 
• Walter Kälin 先生(瑞士), 负责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权问题的秘书长

代表 
• José GÓMEZ DEL PRADO 先生(西班牙), 利用雇佣军阻止人民行

使自决权问题工作组  
• Jorge A. BUSTAMANTE 先生(墨西哥), 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 Gay MCDOUGALL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 
• Doudou DIÈNE 先生(塞内加尔), 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

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问题特别报告员 
• Martin SCHEININ 先生(芬兰), 在打击恐怖主义中提高和保护人权

问题特别报告员 
• Manfred Nowak 先生(奥地利),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 
• Okechukwu IBEANU 先生(尼日利亚), 非法运输和倾倒有毒和危险

产品及废料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 
• Sigma HUDA 女士(孟加拉国), 贩卖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问题

特别报告员 
• John Ruggie 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人权和跨国公司及其他企业问

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 Yakin ERTÜRK 女士 (土耳其), 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

题特别报告员 
 
联合国还主持一些专家小组，监测各国怎样遵守他们根据各项人权条

约所做的承诺。下列专家小组由独立的专家组成，他们可以向媒体提

供意见。 
 

• 反对酷刑委员会 
•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包括住房、教育等权利) 
• 儿童权利委员会 
•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 人权委员会 (公民和政治权利，如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 消除歧视妇女委员会 
• 移民工人问题委员会 

 
进一步咨询，或联系个别专家或各条约机构的代表，请联系人权专员

办事处通讯科媒体组：Press-Info@ohchr.org。 
+41 22 917 9602 
+41 22 917 9383- 
 
 

mailto:Press-Information@ohch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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