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号小册子 

少数群体、联合国和区域机制 

 

本套小册子旨在向少数群体成员提供实用信息，介绍联合国、其各种机构以及

在非洲、美洲和欧洲设立的区域机制的业务和程序。这篇介绍性小册子先概述联合

国的宗旨和结构，然后详细介绍可能在促进和保护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方面发

挥最重要作用的机制。第二节简要介绍人权规范和国际法，以便适当参照这些人权

规范和国际法理解少数群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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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系统概述 

摘要：联合国系一些单独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这些机构负责处理安全、社会、

人道主义和其他问题。《联合国宪章》规定了本组织的宗旨，包括维护和平与安全；促

进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合作；及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自 1948年通过《世界

人权宣言》以来，又通过一些其他条约和宣言，补充和发展了国际人权法。尽管这些

文件多数规定了与少数群体有关的权利，但专门处理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的文书

和程序，大部分只是在过去十年才制定的。  

联合国的成立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战胜国决定成立一个世界组织，防止再发生冲突

并协助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样的新组织即联合国创建于 1945年。联合国的创

建者认为本组织主要有三个宗旨：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及促进

遵守人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联合国建立了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网络，它们实际

上对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都产生着影响。  

联合国是由独立的主权会员国自愿组成的组织。其 189 个会员国几乎包括全世界

各个区域的每一个国家，并包括所有政治和经济制度。  

联合国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无权强迫其会员国采取特定行动，如遵守人权。这项

规则的一个例外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可以要求各国为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采

取某些行动。各国在加入联合国时，均同意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联合国的效力仅限于其成员政府的授权，只有经多数成员同意联合国才能采取行

动。然而，在各国授权的范围内，联合国能够向各国提供援助和建议，促进国际合作，

甚至通过联合国机关和机构向国家施加政治压力。 

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在联合国的审议中都不发挥任何决策作用。但是，非政府组织

对于联合国的工作至关重要，不论是为联合国方案提供支助，还是游说联合国及其会

员国采取新的倡议或更有效地采取行动都是如此。在某些层次，联合国确实允许非政

府组织参加会议，但最终决策权限于会员国。这项规则的唯一例外是国际劳工组织，

其独特的三方体系使工会、雇主组织和政府拥有平等的代表权。  

本系列小册子介绍了向少数群体成员开放的多种可能的途径，以便其影响联合国，

并从联合国提供的援助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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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结构 

由于联合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组织，熟悉联合国的整个组织结构不无益处。图 1

列出联合国中与少数群体特别相关的机构。  

 

 

 

 

 

 

 

 

 

 

 

 

 

 

 

 

 

 

 

 

 

 

联合国的最高机关是大会，每个会员国在大会有一个投票权。联合国大会每年 9

月至 12月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开会。它制定指导联合国所有活动的政策。它的决议可能

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它不能直接制定国际法或作出对会员国有约束力的决定，除

非决定有关于其内部事务，如联合国预算。 

许多人认为，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最有权力的机构，尽管其规模要比大会小得多。

顾名思义，安全理事会处理同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它有权作出对联合国会员国有

约束力的决定，如对某个国家实施贸易制裁，甚至授权进行军事干预。安全理事会由

十五个成员国组成，其中十个由大会每两年选举一次。其他五个国家（中国、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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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合王国和美国）称为“常任理事国”，只有经所有这五个国家同意，安全理

事会才能通过对其他国家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最近几年，安全理事会越来越愿意对侵

犯人权，其中包括侵犯少数群体权利的情况采取行动或提出建议。 

在大会之下，有许多附属机关，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裁军、经济发展、难民、

妇女问题、预防和控制犯罪、国际法、人权和环境。其中许多机关归属于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经社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联合国的核心人权机构即由 53个成员组成的人权委员会附属于经社理事会。它每

年在日内瓦举行为期六周的会议，以通过决议、听取报告、就全世界发生的人权问题

进行辩论。该委员会由政府代表组成，而促进与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则不同，它由委

员会选举的独立专家组成。这两个机构以及向它们报告的各种工作组和特别报告员，

是联合国系统处理人权问题的最重要机构。这些机构将在 4 号小册子中更详细地加以

说明。唯一一个专门处理少数群体问题的联合国机关是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它由五

名独立专家组成，向小组委员会报告。它的工作在 2号小册子中说明。 

联合国的公务员体系称为秘书处，它由来自世界各地的长期和临时雇员组成。多

数联合国官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但大部分人权工作和关于一些其他问题的工作

在联合国驻瑞士日内瓦办事处进行。最高级的联合国官员是秘书长，现任秘书长是科

菲安南先生。 

联合国首席人权官员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其办公室设在日内瓦。高级专员的工

作人员负责为几乎所有联合国人权机构服务，实施本套小册子说明的各种程序。高级

专员由秘书长任命。现任高级专员是玛丽·鲁滨逊女士。 

联合国系统还包括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它们与联合国有关，但拥有自己的结构、

任务和成员。这些机构称为专门机构，特别关心少数群体的专门机构包括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设在巴黎)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设在日内瓦）。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类似，因为他／她也由秘书长任命，办

公室设在日内瓦。现任高级专员是吕德·吕贝尔斯先生。 

联合国系统最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刑事法院。其职能包括：裁决接受其管辖

权的国家间的纠纷；解释因一项条约的解释而产生的国家间纠纷，其中包括一些人权

条约，这些国家须是缔约国；及应联合国机构如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或一专门机构的要

求，就法律事项提出咨询意见。只有国家才能成为法院的当事方；个人或非政府组织

都不能援用法院的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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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 

尽管《联合国宪章》本身没有专门规定，但非政府组织对于联合国的许多职能都

很重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作出安排，授予适当的非政府组织在经社理事会的“咨商

地位”，使这些组织能够接收联合国的文件并参加联合国的许多会议。只要关心与联合

国工作有关的问题，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都有资格申请咨商地位，目前大约有 1000

个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拥有咨商地位。 

申请咨商地位的组织必须填写一份调查表，提供有关其结构、财政和其他事项的

详细信息。申请程序和有关非政府组织的其他事项由纽约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事务部（经社部）非政府组织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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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人权原则 

摘要：人权通常理解为作为人所固有的那些权利。人权的概念基于相信每个单

个的人都有权享有他或她的权利，而不作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

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地位方面的不合理区分。人权受到

国际人权法的法律保护，该法使各国有义务保障它们已接受的条约或适用于所有国

家的习惯法规范所规定的权利。已建立许多机制和程序，以帮助保证人权规范得到

充分实施。 

 

下面是人权的一些最重要特点： 

人权建立在尊重每个人固有的尊严和价值的基础之上。 

人权是普遍性的，意指人权平等地适用，对所有人都不歧视。虽然应当牢记国家

和区域特性和各种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的重要性，但所有国家，不管其采取什么政

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人权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人们不能尊重一些人权而不尊重另一

些人权。在实践中，侵犯一种权利常常影响对其他一些权利的尊重；因此，应当将所

有人权看作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国际人权法 

自 1945年以来，联合国通过了许多国际人权条约和也被各国接受的其他文书。在

区域一级通过了一些区域文书，反映了有关区域特别关心的人权问题。每个国家的国

内宪法或其他法律也正式保护基本人权。在许多国家，用来宣扬人权的措辞直接引自

国际文书。 

条   约  

一个国家表示直接受国际法约束的最常见方式是批准一项条约。条约是各国间受

特定规则约束的正式协定。条约又可称为盟约、宪章、议定书、公约、协议或协定，

对同意受其条款约束的国家（称为条约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多数主要国际人权

条约的批准国家数已远远超过 100个；一些条约已接近普遍接受。 



联合国少数群体指南第 1号小册子 7 

一个国家通过本国法律所要求的正式同意方法以及根据条约本身的条件而成为条

约的缔约国。根据精确的时间安排和其他因素，这一过程可能导致批准、加入、支持

或继承一项条约。所有这些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仅仅签署一项条约表示该国打算在

随后批准它，但其本身并不约束该国遵守条约的全套义务。 

在批准一项条约时，一国可以对该条约提出保留。这些声明表明，虽然该国同意

受条约大部分条款的约束，但它并不同意受某些具体条款的约束。如果你试图让某个

国家对它所批准的人权条约负责任，就必须进行审查，看该国是否对该条约提出任何

保留，限制它接受某些义务。 

一项条约对一个国家国内法的法律效力视该国的法律制度而定。在一些国家，条

约是“自动生效的”，被视为优先于国内立法，甚至优先于宪法。而在另一些国家，条

约可能优先于国内法，但并不优先于宪法。在一些国家，条约在通过适当的立法程序

正式将其纳入国内法之前不具国内法律效力。不管一条约在国内地位如何，一国在法

律上有义务在国际一级遵守其规定。 

关于人权条约机构的第 4 号小册子提供更多的信息，说明如何可利用条约机构促

进和保护少数群体权利。 

习惯国际法  

习惯国际法一语用来描述由法律义务概念产生的各国采取的公认做法。顾名思义，

习惯法并不见诸文本，因此，对其确切内容有大量不同意见。然而，现今的大多数人

都同意，至少下列人权规范已成为习惯法的一部分：禁止灭绝种族、禁止奴隶制、禁

止酷刑和禁止有系统的种族歧视，如种族隔离。 

习惯法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但在其形成过程中提出异议的国家除外，不管它

们是否已批准任何相关的条约。 

联合国机构通过的宣言和决议  

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都无权制定对各国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规则，但它

们通过了范围广泛的宣言、通告、建议、准则和原则。这些声明，尤其是它们得到全

体一致或协商一致通过时，代表着各国的重要政治和道义承诺，可能影响它们在国际

关系中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声明通常称为宣言，如 1992年《联合国在民族或族裔、

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少数群体权利宣言》）。另一项重要宣

言是 1981年《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宗

教不容忍宣言》）。即使它们并不具有有约束力的法律效力，但这类正式声明可视为宣

布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原则，可指望支持其通过的国家履行它们自由作出的政治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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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界定 

编写或起草人权标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有关政府代表世界各地的人民，

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由于最有效的文书一般是那些得到一致同意

的文书，因此各国政府普遍倾向于就文本达成协商一致。这使得条约更有可能得到广

泛批准或者宣言更有可能成为各国的有意义的政治承诺。然而，即使以协商一致方式

通过的条约，也只有在一国批准条约后才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多数人权都不是绝对的；它们在特殊条件下可能受到限制。例如，如果在公正审

判后认为一个人犯了罪，国家可以通过监禁合法地限制他或她的行动自由。言论自由

并不延伸至诲辱和诽谤；集会自由也并不允许你在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聚集一群人。

虽然每项条约的条款略有不同，但在一国可以限制某些权利的行使的合法理由中，有

保护其他人的权利、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健康或公共道德。但是，国家对权利

的任何限制必须由法律来规定，而不能仅仅是行政命令，它们必须是实现一定目的所

必需的，并且符合民主社会的概念。 

在公开宣布的合法紧急状态下，一国可以采取措施中止或减损某些权利。不过，

这些减损仅在特定局势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并且绝不能涉及基于种族、肤色、

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歧视。某些权利称为“不可减损的权利”，永远不得中

止，甚至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免受酷刑、免

受奴役和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即使在武装冲突期间，在适用人道主义法律或战争

法时，人权法继续提供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也认为，各国不得减损保

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核心内容”的行动。 

实施和强制实施人权 

促进、保护和确保享有人权的义务，更经常地表达为尊重、保护和实行人权的义

务，这主要是国家及其政府的责任。多数人权必须由国家向其领土内的所有人保证，

不管他们是公民、外国人、旅游者甚至是非法移民。某些人权只适用于特定群体的人；

例如，选举中的投票权仅限于作为国家公民的人。一国的责任包括有义务采取纠正歧

视措施，确保人权得到保护，并避免干预某些权利的自由行使。各国必须为声称其权

利受到侵犯的人提供有效的国内补救措施。 

确保人权得到遵守也是国际社会所合法关切的事项。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55条，

联合国将促进普遍尊重和遵守人权，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承诺与联合国合作，采取联合

和单独行动，以期实现这一目标。另外，有 125 个以上的国家是三项有关人权的区域

公约之一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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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条约规定或因为国际组织采取的行动而建立了各种机制，以促进和保护人权；

本丛书其他小册子更详细地介绍其中许多机制。一些机制以各国根据各种条约承担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为基础。如果你认为根据条约规定你的权利受到侵犯，你可以

启用其中一个正式的条约机制。一些条约提供了提出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申诉的可能

性，多数条约使非政府组织能够至少协助非正式地审查一国遵守其条约义务的情况。 

其他机制以国际机构审议其权限范围内的事项的固有权力为基础。这些机制还提

供一种选择，个人或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交来文，指控一国内的侵犯人权行为（例如，

教科文组织和“1503程序”），也可以在联合国内“政治性”更强的论坛直接参加有关人

权的讨论，如人权委员会（见 4 号小册子）。2 号小册子介绍了联合国促进与保护人权

小组委员会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的情况，该工作组为那些关心少数群体权利的人提供

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审查联合国“《少数群体权利宣言》”的实际实施情况，探讨用

什么办法解决涉及少数群体的问题，并就采取什么措施促进和保护属于少数群体的人

的权利提出建议。 

表 2 概要列出与少数群体特别有关的一些国际文书，说明哪些文书有法律约束力，

哪些文书没有法律约束力。还指出根据各类文书可能采取的行动的范围，这取决于你

的国家是否是有关条约的缔约国。 

表 3 概要列出与少数群体特别有关的一些区域文书，指出根据各项文书可以采取的

行动的范围。不同区域机制的较详细说明载于关于美洲体系、非洲区域机制、《欧洲人

权公约》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框架公约》的小册子中，分别是 5, 6, 7和 8号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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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际人权文书种类 

文书种类 文书名称 就违反文书规定 

可能采取的行动 

具有法律约束力，

有申诉机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禁止酷刑公约》 

条约机构就正式申诉或来文作

出裁决 

对国家定期报告提出评论或批

评 

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没有申诉机制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 

对国家定期报告提出评论或批

评 

不具法律约束力 《世界人权宣言》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

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宗教不容忍宣言》 

联合国机构公开批评具体的侵

犯人权行为 

讨论少数群体关切的问题 

 

制定新的原则、准则等等，以

便影响国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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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区域文书种类 

 

文书名称 可能采取的行动 

《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法院根据正式申诉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

决。 

《欧洲少数民族框架公约》 缔约国提交定期国别报告；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基

于一咨询委员会向其提交的意见作出结论和建议。咨

询委员会在审议国别报告时，通常进行实地调查，并

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人协商。所有行动通常均公开进

行。 

《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

章》 

一个专家委员会审查缔约国提交的定期报告并起草报

告和建议以提交部长理事会。 

《美洲人权公约》 正式申诉先由美洲人权委员会审议，该委员会可能发

布附有建议的公开报告。对于已接受其管辖权的国家，

可以请求美洲人权法院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决。

一国可对另一国提出申诉，但这种情况仅在两个国家

都接受这种任择的国家间管辖权时发生。如果接到缔

约国或委员会的请求，法院还有权提出咨询意见。 

《美洲人权公约关于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附加议定

书》（“《萨尔瓦多议定书》”） 

有权就指控的侵犯《附加议定书》所规定的工会或教

育权行为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请求。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和《美

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美洲人权委员会可以就美洲组织任何成员国的人权状

况编写国家报告，或可以根据针对美洲组织任何成员

国提出的个别申请进行调查并通过报告和建议。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可秘密审议个别申请，并

最终将其决定和建议公诸于众。委员会也可以决定将

涉及“表明存在着一连串更严重或大肆侵犯人权和人

民权利行为的特殊案例”的来文提交非统组织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委员会公开审议国家提交的定期

报告。非政府组织如被承认为“观察员”可应邀出席讨

论其特别关心的问题的非公开会议。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

于建立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

院的议定书》 

在 15 个国家批准之后，将根据 1998 年议定书设立非

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该法院将有权就个别申诉作

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该议定书截止 2001年中尚

未生效。 



  

第 2号小册子 

少数群体与联合国：联合国少数 

群体问题工作组 
 

 

摘要：少数群体给所在国家带来的多样性有助于丰富国家和国际文化。然而，

纵观历史，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之间经常关系紧张。只是在最近，联合国才正式研

究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问题，自通过 1992 年《联合国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

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以来，人们对此的关注程度已大大提高。本

小册子论述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的工作情况，该工作组是为审查该宣言的执行情况

而设立的。 

 

简  史 

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境内都有一个或多个少数群体，这些群体因其族裔、语言或宗

教特性而区别于多数人。少数群体之间和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之间关系融洽以及尊重

每个群体的特性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满足少数群体的愿望并保证他们的权利，将承认

所有人的尊严和平等，促进参与性发展，并有助于缓和国内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直到最近，保护少数群体权利问题一直没有像保护其他权利那样引起联合国的重

视。然而，随着族裔、种族和宗教紧张状况升级（常常由侵犯少数群体的权利而引起），

人们加强了对影响少数群体的问题的关注。 

如今，侵犯少数群体权利的现象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存在。少数群体寻求得到其政

府的承认，希望获得保持其特性的权利、讲自己语言的权利、公开表示和信奉自己的

宗教的权利、享受自己文化的权利及建立和保留自己的社团的权利。他们还想参与公

共和政治生活，参与制定和实施影响自己的发展政策和项目。 

国际社会现在认识到，仅仅保证不歧视少数群体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保

护和促进少数群体的权利，特别是采取少数群体保留自己特性所必须的措施。只是在

过去十年，国际社会才采取了这些措施。这些措施包括１９９２年通过《联合国在民

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及随后设立联合国促进和保

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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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 

为了切实保护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当时称为

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于 1995 年设立了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工作组由 5

名专家组成，他们是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分别代表联合国用于在联合国机构分配席位

的五个地理区域。（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的成员情况可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网

址上查到：www.unhchr.ch/html/menu2/2/subwg.htm）。工作组每年在小组委员会两届会

议期间开会，为期一周，通常是五月份在日内瓦举行。工作组起草一份正式报告，提

交小组委员会在每年八月份开会时讨论。该报告也作为背景文件提交人权委员会。（关

于小组委员会和委员会的进一步资料，见第 2号小册子）。 

工作组的任务 

建立工作组的目的是审查促进和保护《少数群体宣言》所列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

权利的方式和手段。工作组的三大任务是： 

i  审查促进和实际实现《少数群体宣言》的情况； 

i  审查如何解决涉及少数群体的问题，包括促进少数群体和政府之间相互理解 

i  酌情建议采取进一步措施，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

数群体的人的权利 

 在工作组每届会议上，常常从不同权利或权利组合的角度讨论这三个部分。 

工作组提供了一个框架，在此范围内，非政府组织、少数群体或社团成员、学术

界、政府和国际机构可以聚集一堂，讨论关切的问题，努力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工作组希望这些会议及其所促进的对话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少数群体问题的不同方

面，增强少数群体之间及少数群体和政府之间的理解和相互容忍。工作组还提供了一

个论坛，鼓励采取和平和建设性的办法解决涉及少数群体的问题，讨论《少数群体宣

言》所载原则的实施、含义和范围。 

在上文所列主标题下，工作组的议程包括许多题目。在促进和实际实现《少数群

体宣言》项目下讨论的问题，包括审查《宣言》在各个国家的实施状况及《宣言》所

规定的具体权利的含义。前几届会议期间，工作组的主要活动之一是讨论工作组主席

起草的《关于少数群体宣言的评注》，将在另一个小册子中介绍该评注的情况。其他题

目包括语言权利、文化间和多文化教育和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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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特定国家少数群体状况的资料时，该国的代表可以作出答复。如果代表不

在场，工作组可将少数群体代表或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料转交有关政府，以便该政府

有机会提供补充资料。 

迄今，对如何解决涉及少数群体的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审查全国人权机构的作用，

媒体在保护少数群体中的作用，自治的好处及鼓励更加尊重少数群体权利的综合安排。 

与会者（而不仅仅是工作组的成员）提出的许多建议，载入工作组提交小组委员

会的年度报告。然后，小组委员会可能向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采取新

措施的建议供其采取行动，以便促进和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 

在其任务范围内，工作组还欢迎人们就如何提高效力或将来应研究哪些问题提出

建议。它还讨论如何能最好地利用作为背景文件在各届会议上提交的文件；建立关于

少数群体信息的数据库；及工作组与其他机构的潜在联系，如监督国际人权条约执行

情况的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国际机构、区域机制和国家人权机构。  

工作组还与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一起组织了一系列有关涉及《少数群体宣言》

或其中所载具体权利的各种题目的研讨会。研讨会的报告随后作为工作组届会期间进

一步讨论的基础。自 1995年以来，已举办研讨会讨论过文化间和多文化教育问题（瑞

士日内瓦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媒体在保护少数群体方面的作用（日内瓦）、少数群体

的有效参与（德国弗伦斯堡）、非洲的多文化主义（坦桑尼亚阿鲁沙和马里基达尔）和

美洲的非洲后裔问题。这些研讨会或讲习班的报告可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网

站查到（www.unhchr.ch）。 

参加工作组的会议 

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是它采取非常灵活的安排，鼓励所有

感兴趣者和能够促进其工作者参加届会。因此，除政府和国际机构外，有关的非政府

组织、少数群体代表和拥有少数群体问题专门知识的学术界，都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工

作组的届会，包括提交书面材料。对参加会议的唯一限制是，如果个人或群体倡导使

用暴力，如果在族裔基础上设立的非政府组织变成政党，则可能被拒绝参加。 

申请参加工作组会议的程序如下： 

１． 向工作组秘书处发一封短信或邮件，介绍你的组织、其在保护少数群体方面

的活动及你认为可能与工作组有关的任何其他情况。 

２． 根据所发信件，一般会授权你参加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会议（或者，在例外

情况下，会向你解释为什么拒绝你参加）。关于是否允许参加的决定通常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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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秘书作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向工作组主席提出请求，工作组主席可

与工作组中熟悉其所代表区域的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协商。 

３． 工作组开始开会的那天早上，你需要到靠近万国宫主入口的绿荫别墅去一趟。

如果你的名字在工作组与会者名单上，将向你签发在工作组开会期间有效的出

入证。得到出入证后，你应向联合国警卫出示证件，去会议室出席会议开幕式。

会议室通常设在万国宫 E 楼或新楼，开幕式通常在星期一上午 10时举行。 

工作组会议使世界各地的少数群体有机会聚集一堂，交流经验，探讨共同关心的

事项和共同的挑战。因此，少数民族利用工作组提供的这个机会非常重要。 

同时，也必须承认工作组的局限性。它不能对有关具体情况的询问立即给予回答

或立即找到解决少数群体问题的办法。工作组也无权就人们指控侵犯少数群体权利的

申诉采取行动。应将工作组视为探讨少数群体问题的一种补充机制，视为对侵权事件

和长期解决当前问题提供更有效纠正措施的过程的一个环节。 

参加工作组会议有三种主要方式：在工作组会议期间作口头发言；提供书面资料

和/或文件；就所关心的问题会见其他人和与他们交谈。 

口头发言 

如果能来日内瓦亲自出席工作组的年度会议，让国际社会关心你的问题的最好方

式是在会议期间作正式的口头发言。通过作这种发言，你关心的问题将被记录下来，

载入工作组报告中，该报告将提交小组委员会，并作为背景文件提交人权委员会。 

为使发言尽可能切实有效，应记住下列建议： 

• 如要求发言，你必须请求将你的姓名（如果你是学者的话）或你的组织的名

称登记在发言人名单上。然后主席将在先登记先叫的基础上，叫你的组织或

你的名字。如果你不在场，可能会错过而没有机会发言。如果你暂时离开会

议一会儿，尽量在你意外被叫到时让别人替你宣读发言稿。 

• 最好在会议开始前提前准备好发言。确保发言明确，符合逻辑，有事实依据

支持你试图阐明的观点。虽然你不应试图向工作组“申诉”，但你应使用具

体事例说明你对具体问题或关切事项的论述。然而，你应当避免情绪化或有

政治成分的措辞。发言应尽可能与你决定发言所在的议程项目有关，尽管这

些项目的范围常常是广泛的。在各种情况下，提及《少数群体宣言》所载权

利是有益的，因为宣言仍是工作组议程的主要基准。提出具体建议供工作组

进一步采取行动也是可取的。 



 

联合国少数群体指南第 2号小册子  5 
 

• 你必须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之一发言，即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

俄文或西班牙文。请记住，会议室的多数人不能流利地讲你所用的语言，因

此要依靠口译才能知道你发言的内容。如果口译有发言稿，他们的工作就容

易些，就能更加有效地表达你发言的要点。在叫到你发言之前，你应向他们

提供六份发言稿。你还应给秘书处两份发言稿供存档。 

• 显而易见，你的发言速度应慢一些，清楚一些。一些人在发言时过于激动或

动情，一般比平时说话快些。这常常意味着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们说的话，

因而降低了他们发言的影响力。如果你发现有些发言人似乎很擅长与人交流

意见，应尽量学习他们的技巧。 

• 分配的发言时间通常为五分钟，尽管根据会议期间讨论的项目数量和剩余的

时间而可能有所变化。应事先练习一下你的发言， 以保证在允许的时间内

能够读完。如果超过时间，主席可能打断你的讲话，请你结束发言。应首先

保证你表达了发言的最重要的要点，要作好准备，如果时间快用完了，可以

提出自成一体的结论和建议。 

• 在结束发言时，人们可能来到你座位前要你的发言稿。如果可能，最好准备 

２０份以上供分发。通常，最好给你们本国的政府代表一份。许多人对书面

材料反应较好，这也可以确保你发言时不在会议室的人能够了解你的发言要

点。 

提供资料和背景文件 

工作组进行的工作并不限于对年度会议期间所作发言作出反应。你可以用几种方

式提供补充资料。 

在每届会议上，工作组成员、非政府组织、学术界、政府和专门机构起草的短文

件为会议期间的讨论提供了基础。这些文件通常围绕某个主题，而不是考虑一个具体

国家。过去，这些文件涉及的题目有少数群体的定义和分类、教育权利、保护少数群

体领域的最佳做法、公民权和非公民的少数群体权利、保护少数群体的全球和区域机

制、少数群体的有效参与和代表权及语言权利等等。这些文件的详细清单可在高级专

员办事处网站上查到（www.unhchr.ch）。会议期间将分发这些文件。一些文件以联合国

所有六种正式语文分发，虽然多数只有法文、英文和西班牙文本。一些文件只以原来

使用的语文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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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人为工作组将来的届会准备文件。如果你想提交文

件，应与工作组一名成员联系，说明你想论述的题目。你应参考下届会议的议程，以

确保你的文件将得到讨论。秘书处将告诉你最后期限、文件的篇幅（通常限制在 6至 8

页）和其他技术问题。工作组并不保证你的工作将被其接受和分发，但就相关题目撰

写的好文件几乎总会受到欢迎的。 

联系和形成网络 

工作组届会使人们有机会会见许多本身是少数群体成员或参与少数群体问题工作

的人。鉴于许多国际机构、专门机构和人道主义机构总部设在日内瓦，在你逗留期间

也较容易约见这些机构的官员。当然，最好是在要提出具体问题或提供信息时会见这

些官员，虽然这些机构认为与少数群体组织保持联系是它们工作的一部分。与特定机

构内从事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的秘书处的详细联系办法，可在本系列的有关小册子中找

到。 

有几个总部设在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愿意向参加工作组会议的人提供帮助。在到达

日内瓦前或到达时应与他们联系。本小册子最后部分载有他们的联系办法。 

在为期一周的工作组届会期间，你会有很多机会非正式地会见许多人。你应毫不迟

疑地表达你的关切事项、与他人共享你的经验或寻求他人支持你的事业。你可以在离

会议室最近的咖啡厅约见想见的人，可以与他们共同进餐或在工作组届会期间通常保

留的接待室与他们谈话。通常最简便的方式是在会议开始前或结束后，在注意到与会

者和成员坐在会议室哪个位置之后找他们。如果想与工作组成员或政府代表谈话，最

好事先对你想说什么有清晰的想法。想想你希望表达什么意见，有一个明确的要点，

然后开门见山地进行交流。 

为了使人更加注意你所关心的问题，促进少数群体与政府的对话，你应鼓励本国政

府参加工作组会议。在要求政府对所提出的关切事项给予答复时，这点可能会证明尤

其有用，它甚至可能会鼓励本国主管当局采取行动纠正你所强调的情况。除特定国家

的情况以外，如果工作组的活动要更增加可见性和可信性，政府参与也是至关重要的。 

工作组的影响 

工作组的会议不大可能成为你的国家的新闻，如果没有人了解工作组，它不可能产

生任何影响。要确保这些会议为公众所了解，在很大程度有赖于参加这些会议者的努

力，必须鼓励媒体报道工作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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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日内瓦联合国建筑物内的新闻室为许多国际媒体组织服务。新闻室的工作人

员可以帮助你与驻地国际新闻代表或来自你本国的媒体代表取得联系。你只需将新闻

稿放入新闻室的鸽笼式文件架内，但如果想要使新闻稿吸引记者的注意力，事先与他

们进行私人接触常常很重要。在发言之前与驻日内瓦的媒体代表交谈，并保证他们有

发言稿的副本总是有益的，但你还需要使他们相信你的发言有新闻价值。 

你也需要国内的支持者与你合作。你在日内瓦期间，他们可以与当地媒体联系，事

先告知你将在工作组讨论的问题，鼓励他们报道整个情况。最好应提供有关工作组的

背景资料，以帮助当地媒体理解你发言所处的背景。要确保想与你联系的记者可以找

到你，并且要确保在新闻稿上提供电话和／或邮子邮件联系方式。 

虽然就多数人权工作而言宣传非常重要，但对于可能在本国非常敏感或可能刺激本

国政府对你或你所代表的群体进行报复的政治性问题应该当心。如果你担心发生这种

事情，不妨让工作组秘书处或主席注意到你担心的事情。然后，例如他们可以提请新

任的联合国秘书长的人权特别代表对事情进行调查或采取紧急行动。如果你或你的组

织因在工作组所作的发言而在回国后受到骚扰，应当通知工作组秘书处。 

非政府组织在两次届会期间发挥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在工作组届会结束之后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提及工作组的研究报

告、结论和建议来支持你的案件，增加对本国或另一国当局的压力。你还可以有利于

少数群体需求的方式协助制定规范和解释困难问题。 

你不妨采取下列行动： 

• 鼓励在地方和国家级别采取特殊措施，实施《少数群体宣言》所载的权利； 

• 协助执行工作组通过的结论和建议； 

• 提请政府当局、非政府组织和本国的少数群体注意工作组的工作和建议； 

• 组织讲习班和研讨会讨论关心的特殊问题； 

• 组织培训班，提高对宣言所载权利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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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资料和联系办法 

有关参加工作组会议或其他事项的所有信函应发往： 

Secretaria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Minoritie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8-14 avenue de la Paix 

1211 Geneva 

Switzerland 

电子邮件：wgminorities.hchr@unog.ch 

网址：www.unhchr.ch 

可为你在日内瓦逗留和参加工作组会议提供方便的非政府组织有：  

 国际人权服务社（提供所有联合国会议上有关少数群体问题报导的资料、培训和战

略）－ 电话：＋41 22-733-5123; 传真：+41 22-733-0826;  电子邮件：ishr@worldcom.ch;  

网址：www.ishr.ch 

 Mandat International (提供膳宿、文字处理、资料中心、办公空间、传真和电子邮

件服务和照相复制) － 电话：＋41  22-959-8855； 传真：＋41  22-959－88-51； 

电子邮件：info@mandint.org; 网址：www.mandint.org 

 日内瓦国际接待中心（提供膳宿和有关日内瓦的医院、医生、银行、餐馆和其他服

务的资料）－ 电话：＋41 22-918-0270；传真：＋41 22-918-02-79；网址：www.geneva.ch 

 少数人权利团体（帮助参加工作组会议） 

 国际秘书处，379  Brixton Road, London SW9 7DE 

 电话：00 44（0）20 7978 9498；传真：00 44（0）20 7738 6265 

 网址：www.minorityrights.org 

 除了学术界和活动家撰写的关于少数群体的许多书籍和文章，小组委员会成员也开

展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最著名的研究报告于 1979年第一次印刷，是 Francesco Capotorti

编写的《关于在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的研究》，联合国人权研

究丛书第 5 期，1991 年重印。最近值得注意的其他研究报告在人权专员办事处的网址

列出：www.unhchr.ch。 



 

 

第 3号小册子 

少数群体与联合国：建立在《宪章》基础上的 

联合国体系及如何利用该体系 

 

摘要：联合国负责少数群体问题的最重要机构是促进与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和

人权委员会。（促进与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的情况在第 2 号小

册子讨论）。其中每个机构都有一些途径，可以通过这些途径向联合国专家和政府

代表反映少数群体问题。此外，可以根据 1503 程序，提交来文，指控粗暴侵犯少

数群体人权现象。 

导  言  

联合国机构具有普遍地审议人权问题及特定国家的人权状况的权力和职能，其依

据或是一国可能是缔约国的多边条约，或是联合国本身的《宪章》所规定的权力。基

于条约的程序在第 4 号小册中讨论，本小册子概述通过联合国各机关建立的机制处理

联合国会员国内的人权状况的方式。这些机制通常称为“建立在《宪章》基础上”，因

为建立这些机制的权力来源于《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是一个政治机构，在多数层次上，它由政府代表组成。基于条约的机构由

独立专家组成，建立在《宪章》基础上的机构则不同，其成员接受政府的指示并相应

地采取立场。这种做法的唯一例外是促进与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下文

将对它进行讨论。此外，非政府组织可以接触许多此类机构，虽然没有表决权，但它

们可以各种方式参加有关人权问题的公开讨论。 

负责人权事务的联合国机构呈分级结构，从联合国大会一直到个人报告员和小型

工作组。（联合国的总体结构在第 1号小册子中说明）。在大会及其各组成委员会之下，

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经社理事会之下是人权委员会（委员会）、妇女

地位委员会和新设立的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小组委员会处于委员会之下。它每年八月

份举行为期三周的会议，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委员会每年 3 至 4 月举行为期六周的会

议。委员会向经社理事会报告，经社理事会在 6 月开会。大会年度会议通常于 9 月至

12 月在纽约举行。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开会，这里也是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办事处总部所在地。办事处是联合国秘书处负责人权事务的分支机构。 

本小册子介绍其中每个联合国人权机构的情况，并就少数群体如何参加会议以提

高人们对少数群体特别关心问题的认识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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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与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众所周知，小组委员会由 26名个人专家组成，这些专家由其政府提名，通过委员

会选举产生。小组委员会各个成员可以担任就特定问题为小组委员会起草研究报告的

“报告员”。小组委员会下设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来文工作组（下文进一步讨论）、

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和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工作组。 

设想小组委员会充当委员会的某种“智囊团”。其任务是确定、发起、实施和讨论

关于人权专题的研究。在 1999年以前，它一直被称为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但现在的名字更准确地反映了其广泛的职能范围。小组委员会每年的议程总是包括关

于保护少数群体的讨论，每年都收到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的报告，该工作组通常在 5

月份举行为期一周的会议。请参阅本系列的第 2 号小册子，该小册子详细介绍工作组

的情况。正是通过该工作组，许多少数群体问题得以提请小组委员会注意，虽然在小

组委员会每年 8月份的届会上也可以提出新的问题。 

小组委员会的活动包括一般性辩论—— 主要是主题辩论、向人权委员会提交的行动

建议和通过决议。许多非政府组织将小组委员会视为他们的论坛，因为拥有咨商地位

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参加讨论，利用出席小组委员会会议的机会就关心的问题向范围广

泛的人士发言。小组委员会成员都对有关少数群体的问题感兴趣；不以少数群体问题

为关注重点的非政府组织也可能准备从事少数群体事业。然而，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

采取的开放式核准参加方法并不适用于小组委员会。只允许在经社理事会具有正式“咨

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提交文件并在小组委员会届会上作口头发言。 

至于如何取得经社理事会的正式非政府组织地位，可向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非政府

组织科索取有关资料，地址是： Room DC1-1480,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10017,USA；电话：+1 212-963-4842; 传真：+1 212-963-9248。如在日内瓦，不妨与

非政府组织联络处联系，电话：＋41 22-917-21-27; 传真：+41 22-917-05-83。申请咨

商地位必须填写调查表，然后交给非政府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向经社理事会提出建

议，经社理事会作出正式决定。欲知详情，请查阅网址：www.unog.ch (联合国与非政

府组织)。 

不具备咨商地位对于希望在联合国系统开展工作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严重障碍，

但与核准参加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协商并向他们提供资料通常相对容易些。一些非政府

组织甚至乐意利用他们在有关议程项目下的发言机会提供你的资料。也许，从事少数

群体问题工作的最知名的非政府组织，是设在伦敦的少数人权利团体，它定期参加小

组委员会及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的届会。设在日内瓦的国际人权服务社也愿意帮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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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对联合国不熟悉或者想参加日内瓦或纽约的会议的人。其他可以向少数群体代表提

供咨询和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有：国际人权联合会（日内瓦和巴黎）、民族问题研究国际

中心（斯里兰卡科伦坡）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种族主义国际运动（日内瓦）。 

人们按照提出发言申请的顺序发言，但总是让小组委员会成员优先发言。因此，

应当尽快将名字填在有关项目下的发言人名单上。应当在预定发言时间前后几个小时

在场，以保证你在被叫到发言时在场。如果不在场，你就失去本轮发言机会。如果你

暂时离开会议室，尽量在你意外被叫到时让别人替你读发言稿。 

显然，出席小组委员会会议的主要好处，是有机会向众多人权活动家转达你对少

数群体问题的关切。利用这种机会的方式有：你不仅可以正式发言或向小组委员会提

交文件，而且可以在正式会议之外接触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其他感兴趣的代表和组织。

许多联盟关系是在喝咖啡或就餐时结成的，日内瓦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你可以在这

里与你希望与之讨论共同关切问题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交流经验。 

参加小组委员会会议须遵守一些规则（涉及口头发言和书面材料的长度、议程项

目等等），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应注意到这些规则。允许针对具体国家和具体问

题发言，尽量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协调战略以避免重复劳动，常常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但是，个人参加小组委员会会议耗时、费钱又花费大量精力，你应在征求有类似经验

者的建议并确定潜在利益超过成本后再着手这件事。 

人权委员会 

人权委员会是联合国最大和最重要的人权论坛。委员会的届会于 3 月和 4 月在日

内瓦举行，为期六周，期间有 3000 多人一般性地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由 53 个

成员国组成，每个成员国派一个政府代表团。多数联合国会员国作为观察员出席委员

会会议；他们有发言权。实际上代表着全球各项人权事业的大量非政府组织也参加委

员会的届会。 

（不应将委员会与人权事务委员会混淆，后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机构，系根据《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设立。它由独立专家组成，任务是监测遵守公约条款的

情况。有关情况在第 4号小册子中说明。） 

委员会的议程包括可以想象的几乎各种人权问题，委员会每年通过大约 100 项决

议和决定。这些决议表达对特定国家人权状况的关切甚至谴责，它们常常是各国政府

紧张的游说工作的对象。委员会会议的气氛更像是大会，而不像根据各项人权条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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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更加低调的人权机构（见第 4号小册子）。委员会的辩论工作包括几个小时的正式

发言，并分发数千页资料。 

如同在小组委员会那样，人们按照提出发言申请的顺序发言，但总让委员会成员

优先发言，接下来是观察员国家和组织，最后是在经社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

组织。因此，应将名字填在有关项目下的发言人名单上，并像在上述小组委员会那样

注意发言顺序。正式参加委员会限于各国政府和在联合国拥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虽然非政府组织在提供资料和施加政治和道德压力方面至关重要，但其在委员会的影

响远没有在小组委员会的影响那么重要。但是，与此同时，受非政府组织主动行动和

游说工作的影响，几年来委员会处理了许多程序创新工作和实质性问题。最了解委员

会工作方式的非政府组织往往是较大的组织，如大赦国际、国际人权联合会、人权观

察站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但是，注重单一问题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对委员会

施加影响，如果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得到精心准备的话。 

由于委员会处理广泛的人权问题，在辩论中少数群体权利很少放在最重要位置。

少数群体问题是委员会议程的一个分项，与它共用时间的有国内流离失所者、移民、

残疾人、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和有关易受害群体的其他问题。有关少数群体的问题常

常在其他议程项目下提出，如涉及种族歧视、宗教不容忍和发展的议程项目，因此少

数群体代表有充分的机会促进委员会的工作。 

各国政府决定着委员会的所有事项。你不妨将委员会作为一个启动与政府对话的

地点，可以在国内继续这样的对话。当然，你不必非去日内瓦以这种方式影响政府，

虽然需要密切关注这些问题。考虑到政府代表团常常是奉来自首都的指示行事，游说

外国政府各部常常与来日内瓦同样有效。另一方面，只有实际出席会议，才使你能够

对最新的事态发展或你所赞成的行动意外受阻时作出反应。 

在大会上正式发言可以吸引人们注意，因为委员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人权论坛。

但是，与此同时，你的发言将要与大量其他问题竞争各国政府和媒体的注意力。与在

小组委员会一样，委员会是与其他非政府组织会面并形成网络的巨大场所，这是一个

大好时机，可使你所关切的问题让更广泛的支持者知道，虽然进展常常是缓慢和难以

衡量的。但是，除非总部设在日内瓦，否则很少有人能够花钱出席整整六周的届会。 

许多要求小组委员会开展研究的建议，包括关于少数群体问题的建议，可能需要

人权委员会批准，因此非政府组织可能会发现关注委员会的决策工作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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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员和工作组  

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并不限于每年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委员会有许多工作组，它们

定期开会起草新的标准，如起草 1992年《联合国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

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的工作组，及现正在起草一项关于土著人权利的宣言的工作

组。这些工作组可以与委员会届会同时开会，也可在不同时间开会。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办事处的网站（www.unhchr.ch）提供会议日程。非政府组织参加工作组往往更加容

易，没有参加委员会全体会议那么正规。 

除了制定标准，委员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专题和国家机制”，它设立这些机

制是为了调查和报告人权问题，并提供拟采取措施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包括通过

技术援助。 

委员会审议特定国家人权状况可能有以下结果： 

• 任命关于特定国家的特别报告员，他将起草一份公开报告提交委员会明年的

会议； 

• 讨论并／或通过关于该国家的决议； 

• 通过关于该国家的“主席声明”； 

• 就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认真的辩论，期间该国代表可以行使答辩权，但

不采取行动审议正式决议。 

专题机制或国家机制通常包括个别专家或包括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工作组（按地域

分配）。个别专家有不同的称呼，最常见的是“特别报告员”。不管职衔如何，他们履

行类似的职能。其中一些机制涉及特定的国家，而其他机制则涉及特定专题问题，如

人权维护者、言论自由、移民、宗教不容忍、国内流离失所者、住房、粮食、教育、

发展权、即决处决和任意处决、酷刑、被迫失踪或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每位特别报告员从非政府组织或根据政府的特别请求收集信息。这种信息纳入一

份每年提交委员会的报告。这些报告常常包括相当全面的摘要，概述就特别报告员所

负责问题或国家的侵犯现象向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指控。同时，特别报告员可以经政府

同意访问一个国家，以便更加深入地审查某种局势。报告可以载有关于一国政府人权

行为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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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大约 15个“国家机制”和 20个“专题机制”，处理多种人权问题。这些机制

的清单可在人权专员办事处网站（www.unhchr.ch）“人权专员办事处方案，常规机制以

外的机制”。可以向每名报告员或工作组发送资料，由设在瑞士日内瓦的高级专员办事

处转交。其中几个专题机制提供提交资料的特定格式，包括其任务允许它们采取“紧

急行动”的专题机制。这些包括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被强

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言论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及人权维护

者特别代表。如若发送信息，请使用下列传真号：+41 22-917-9006或 9003。 

其他机制没有提交信息的特殊格式，虽然信息应尽量可靠和可信。如果你的关切

涉及个别受害人，要使用基本信息，如受害人的姓名（尽可能提供身份证号）、事件的

日期和地点及犯罪者可疑身份的一些迹象或其公务身份。请通过传真发送信息：+41 

22-917-9006。 

可在任何时间提交资料，但鉴于特别报告员想在报告中纳入政府对指控的答复及

报告必须提交 3 月至 4 月份的委员会会议，最好至迟在前一年的 10 月或 11 月份提交

资料。此后提交的资料在一年以后举行的委员会下届会议之前不会得到处理。 

应让报告员或工作组随时注意随后的事态发展，不管它倾向于不同意指控还是确

认指控。这有助于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避免犯错误。 

根据 1503 程序提交的机密性来文  

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向联合国控诉任何国家普遍的侵犯人权现象。该程序现在

简称为“1503程序”（因建立该程序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的序号而得名），于 1970

年建立，2000 年进行了修订，以便提高效力，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仍有可能对少数群

体有利。 

建立该程序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审议“人权一贯遭到严重侵犯而且有可靠证据证明

此种侵犯”的情况。它不处理单个侵犯事件或受害人，也不处理不够严重的侵犯事件。

最经常审议的侵犯事件是广泛的歧视行为、不公平审判、酷刑、政府当局的杀戮和任

意拘留（虽然 1503控诉不局限于这些侵犯事件）。 

如同其他人权来文一样，1503控诉应尽可能全面和有实际根据。审议 1503来文的

工作组首先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组织其工作，因此你应说明你认为《宣言》的哪些

条款被违犯了。许多材料包括概述指控的一个封面、来文的详细正文和列明有关文件

的附件、证人证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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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求指控一种形式足够严重的侵犯行为之外，没有什么程序要求难以克服。

如果你决定使用该程序，就可以使用；你是个人还是非政府组织，是受害人或仅仅是

“可靠了解侵犯行为”的某个人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所提供的资料不是完全基于媒体报

告就行。对提交来文者的身份没有限制，虽然知名的非政府组织更有可能使其来文得

到有利的考虑。来文应提交高级专员办事处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由支助事务

处转交，地址是：Support Services Branch, OHCHR-UNOG, 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1503 程序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完全是机密的；在理论上，它甚至不告诉申诉人对其

来文作了何种处理。该程序也可能耗时很长，因为来文最初要由小组委员会内五人组

成的工作组审议，该工作组每年在小组委员会 8 月份届会之后开会。然后，被接受的

来文转交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确定将哪些来文转交委员会，通常附上拟由

全体委员会讨论的建议。整个过程最少要用几个月的时间。 

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最终行动是启动对某种情况的彻底调查或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然而，后者需要得到政府同意，因此从未采用过。1503程序更加现实的可能结果有： 

• 在不需要进一步审议或采取行动时中断对该事项的审议； 

• 根据从有关政府收到的任何进一步资料和委员会根据 1503 程序可以收到的

任何进一步资料来审查局势； 

• 审查局势，任命独立专家； 

• 根据理事会第 1503（XL VIII）号决议的机密程序中断对该事项的审议，以

便根据理事会第 1235（XLII）号决议的公开程序对该事项进行审议。 

尽管这些潜在行动相对温和，各国政府还是尽力避免被置于 1503程序下的被监督

地位，也许是因为即使是提供资料的请求也表明有某种“粗暴侵犯行为”的证据。 

委员会主席每年发表公开讲话，说明哪些国家曾被秘密审议，哪些国家已不再受

到审议。遗憾的是，并不透露来文的实质内容。自该程序建立以来，委员会曾经审议

过 80 个国家的状况，平均而言，委员会每年召开两到三天的非公开会议审议 5 到 10

个不同的国家。 

整理将得到认真考虑的来文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最后的“判决”可能很简短。曾

根据该程序审议过少数群体状况；这是静悄悄地给政府施加压力的另一种方式。许多

非政府组织认为侧重于更加公开的行动可能会取得更大成果，但你应记住 1503程序，

特别是因为许多少数群体问题构成对少数群体的普遍歧视或官方对少数群体的歧视，

而不仅仅是个别的侵犯人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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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其他机构  

妇女地位委员会由 45个国家政府的代表组成，每年在纽约举行会议。其主要职能

是讨论、审查妇女问题和贯彻 1995年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建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是重要的决策机构，虽然无论是对普遍的人权问题还是

对特殊的少数群体权利问题，经社理事会一般采纳委员会的处理意见。大会和安全理

事会是联合国的最高机构，但个人或非政府组织很少可以直接在大会发挥作用。非政

府组织无权参与其辩论或其他活动。影响大会的最佳方式是在大会开会时向本国外交

部提出关切事项，鼓励本国政府对少数群体关切的问题采取支持的立场。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不在同一座大楼里，该办事处负责

为几乎所有联合国人权活动提供服务和支持。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是促进和保护高级

专员任务和其他任务中所界定的人权。不妨直接与秘书处有关官员联系，以听取咨询

意见。 

进一步的资料和联系办法  

可以与本小册子所述的所有联合国机构和特别程序联系，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转交： 

OHCHR-UNOG 

Palais des Nations 

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办事处的参观地址是 Palais Wilson, 52 Rue des Paquis, 1201 Geneva 1。 

就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情况与报告员联系的联合国“热线”是： 

 传真：+41 22-917-9006和 +41 22-917-9003 

高级专员办事处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网站，载有关于将要举行的会议、报告员名单

的信息和关于办事处所服务的建立在宪章基础和条约基础之上的机制的信息。如果你

想概括地了解联合国的人权活动，该网站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其网址是：www.unhch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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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你在日内瓦逗留和参加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届会提供方便的非政府组织有： 

国际人权服务社（提供所有联合国会议上有关少数群体问题报道的资料、培训和

战略） － 电话：＋41 22-733-5123;传真：+41-22-733-0826; 电子邮件：ishr@worldcom.ch; 

网址：www.ishr.ch 

Mandat International(提供膳宿、文字处理、资料中心、办公空间、传真和电子邮件

服务和照相复制) － 电话：＋41 22-959-8855；传真：＋41  22-959-88-51；电子邮件：

info@mandint.org; 网址：www.mandint.org 

日内瓦国际接待中心（提供膳宿和有关日内瓦的医院、医生、银行、餐馆和其他服务的

资料）－ 电话：＋41 22－918－0270；传真：＋41 22－918－02－79；网址：www.geneva.ch 

有几种出版物更详细介绍本小册子讨论的机构和程序。其中包括国际人权服务社

《一揽子信息：关于联合国人权程序的信息》(日内瓦，每半年更新一次)；G.Alfredsson 

和 E.Ferrer 所著《少数群体权利：联合国程序和机构指南》（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和拉

乌尔·沃伦贝格研究所,1998年）；H.Hannum《国际人权做法指南》（Transnational, 1999

年）。 

 



 

 

第 4号小册子 

少数群体与联合国： 

人权条约机构和申诉机制 

 

摘要：联合国基于条约的人权系统包括一些法律程序，少数群体成员可以通过

这些法律程序寻求保护其权利。本小册子说明六项主要国际人权条约，它们分别涉

及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种族歧视；酷刑；妇女权利；及儿童

权利。第一节概述所有人权条约共有的国家报告体系，并提出少数群体及其代表可

以哪些方式向国际条约机构提出他们关切的问题。第二节说明根据其中四项条约，

认为其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可以利用哪些申诉机制。 

联合国的人权条约  

联合国人权体系内主要有六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条约，涉及多方面的人

权（见下表）。要想利用这些条约，就必须知道你的国家是哪些条约的缔约国。每项条

约的全文都可在人权专员办事处网站（www.unhchr.ch）“条约”标题下查到；可以通过

每项条约文本上的连接点看到已批准条约的国家名单。 

这些条约中的每项条约都有一个监测委员会，负责监测缔约国以何种方式履行其

在各自条约下的人权义务。这些委员会又称为条约机构，规模在 10 到 23个成员之间，

由国际人权专家组成。委员会成员任期四年，虽然他们是缔约国选定的，但他们以个

人身份而非作为政府代表任职。成员一般不参加关于其自己国家的审议。委员会每年

举行为期几周的会议，通常是在日内瓦举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纽约开会；人

权事务委员会每年在纽约开一次会，在日内瓦开两次会。 

如果你的国家不是有关条约的缔约国，你就不能正式援用条约的程序纠正违反条

约所规定保护措施的现象。然而，在此类情况下，你也许能够使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和其他机构设立的基于《宪章》的程序，这些程序在本丛书第 3号小册子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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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条约及其监督机构 

人权条约 监督机构 

名  称 

成员 

数量 

届会次数 

和地点 

截止 2001年

5月 1日通

过的一般意

见或建议数 

截止2001年

5月 1日举

行的一般性

辩论的天数 

是否有个

人申诉程

序 

对严重或

系统侵犯

现象的调

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 

人权事务委

员会 

18 名

成员 

每年 3 届会

议；两届在

日内瓦， 1

届在纽约 

28 － 根据该公

约第一项

议定书， 

是的 

－ 

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

委员会 

18 名

成员 

每年两届会

议，在日内

瓦 

14 19 －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

歧视国际公约 

消除种族歧

视委员会 

18 名

成员 

每年两届会

议，在日内

瓦 

27，此外，

还通过两份

关于库尔德

人人权的声

明。 

1（关于罗姆

人） 

通过接受

该公约第

14 条，是

的 

－ 

儿童权利公约 儿童权利委

员会 

18 名

成员 

每年三届会

议，在日内

瓦 

1 9 －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 （消除

对妇女歧视公约） 

消除对妇女

歧视委员会 

23 名

成员 

每年两届会

议，在纽约 

24 － 根据该公

约任择议

定书，是的 

根据该公

约任择议

定书，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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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公约) 

禁止酷刑委

员会 

10 名

成员 

每年两届会

议，在日内

瓦 

1 － 通过接受

该公约是

22 条，是

的 

通过接受

该公约第

20 条，是

的 

 

监测委员会采用两种方式监测一缔约国执行其条约义务的情况。第一种方式是审

议各国政府定期提交的关于其执行条约情况的报告。各缔约国有提交这些报告的法定

义务，告诉监督机构该国为执行其在特定条约下的义务通过立法和其他方式所采取的

行动。 

这些委员会还通过审议根据特定条约规定其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提出的申诉（统

称为“来文”），监测遵守条约的情况。有四个条约机构处理这些申诉。下文更详细地

介绍这些申诉程序。 

此外，许多条约机构还通过一般性意见或建议，解释或阐述条约条款。其中几个

条约机构还就特定主题或就条约条款的内容举行一般性辩论日。偶尔，还将一般性辩

论日用来拟订和通过条约机构的一般性意见或建议。例如，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于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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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5 日和 16 日就歧视罗姆人问题举行了两次主题讨论。讨论之后，委员会通过

了关于对罗姆人歧视问题第 XXVII 号一般性建议，并指出它打算在将来的届会上组织

其他主题讨论。将定期起草和发布关于所有条约机构的一般性意见或建议的汇编。最

新的汇编载于 HRI/GEN/1/Rev.5号文件。 

受到保护的权利  

本节概述这六项条约中每项条约可能与少数群体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些条款。然而，

少数群体有权享受赋予生活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人的所有权利。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人

可在认为一国本可以在保证人权方面做得更好时，利用本小册子概述的机制，不管所

查明的问题是少数群体特有的问题还是更加一般性的问题。本小册子最后一页载有一

系列指南和网站，更详细介绍非政府组织如何向特定条约机构提供信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护广泛的权利，其中许多权利类似于国内法

中称为“民事权利”或“公民自由”权利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唯

一一部载有专门提及少数群体权利的全球性条约（直接涉及少数群体的欧洲机制在 XX

号和 XX号小册子中讨论）： 

第 27条：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

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

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本条从技术上仅适用于“……的少数人”，而不是少数集团或社会本身，尽管下一

句“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强调了这项权利的集体方面。与少数群体权利相

连接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有关特性和文化的领域，即文化权、自由信奉宗教的权

利和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不得否认”的措辞可能给人一种印象，即国家仅仅应克

制不要采取某些行动，而不是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或帮助少数群体行使他们的权利。

然而，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可以要求各国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保护其权利不仅

不受政府侵犯，而且不受其他人侵犯。可以参阅委员会关于第 27 条的第 23／50 号一

般性意见的全文，该一般性意见在 1994年通过。 

虽然第 27条的引语似乎不包括新到达的移民，但人权事务委员会从广义的角度解

释本条，以包括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其中包括移民工人和来访者。委员会还建

议一国可能必须确保“少数社会成员有效参与影响他们的决定”，以便保证他们充分享

受文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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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适用于所有个人的一般性保护之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

其他几种权利可能与少数群体特别有关。 

第 1条规定“所有人民”的自决权，其中包括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的权利和自

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所有人民还可以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

财富和资源。但是，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意见，这种权利本身并不属于少数群体，

即使可能难以区别“人民”和“少数群体”。 

第 2.1条保证公约所保护的权利适用于所有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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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这种权利适用于一国领土或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个人（又见第 18号一般性意见）。 

第 3条规定男子和妇女平等地享有所有权利（又见第 28号一般性意见）。 

第 12 条保证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可以自由迁徙和选择住所，以及

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并进入自己的国家（又见第 27号一般性意见）。 

第 17 条保护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干涉，以及其荣誉和名

誉不受攻击。 

第 18 条对于少数群体至关重要，保护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少数群体可以

公开或私下通过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父母可自由地确

保他们的孩子的宗教和道德教育符合自己的信仰（又见第 22号一般性意见）。 

第 19 条保护意见和言论自由。这对于少数群体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是

最基本的，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

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如同对于许多其他权利一样，言论自由可能最终受到法律的合法限制，但条件是这

些限制是保护其他人的权利或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公共道德所必

需的。 

第 20 条要求各国政府依法禁止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这些主张

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又见第 11号一般性意见）。 

第 22 条保证结社自由。虽然多数条款涉及工会，但本条也保护组成和参与少

数群体教育、文化、政治和其他组织的权利。 

第 25条规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选举和被选举和担任公职的权利和机会（又

见第 25号一般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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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条是一个一般性不歧视条款，保证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所有人受到平等保

护。这项权利不排除国家在各类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区分，如在某些情况下必须讲官

方语言，但禁止基于一个人作为少数群体成员的地位进行不合理的区分（又见第

18号一般性意见）。 

有关少数群体的进一步信息载于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德班反对种族主义世界会议筹

备过程中编写的材料（A/CONF.189/PC.2/14）。审理个别案件所产生的案例（即第 197

／1985、196／1985、167／1984、511／1992和 694／1996号来文）也可能有所帮助。

这些案例的全文可在人权专员办事处网站（www.unhchr.ch）条约机构数据库判例部分

查到。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明确列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同时，

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规定相比，它允许各国在

如何尊重这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换言之，各国在确定考

虑到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如何最好地保护这些权利方面享有更广泛的酌处权。 

公约第 2（1）条承认各国提供保健和教育等服务的能力有所不同。同时，第 2（1）

条规定各国承诺“尽最大能力采取步骤……，以便尤其包括用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

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 

虽然各国政府可以试图将“逐步达到”一语作为不采取行动的借口，但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明确指出，必须为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目标

采取具体步骤。特别是，任何国家如果提不出可以接受的理由，不得故意采取倒退措

施。委员会还指出，各国至少有义务确保提供与国家可处置资源相称的必需的基本粮

食、初级保健、基本住房和至少最基本的教育形式。《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还包括一个不歧视条款（在第 2[2]条），以保证在没有任何区分的情况下行使这些权利。

这种不歧视规定必须立即执行，而不是逐步执行。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还有其他条款与少数群体特别有关： 

第 3条要求各国确保男子和妇女平等享有所有权利。 

第 6 条和第 7 条涉及工作的权利，包括通过自由选择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

以及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 

第 11 条规定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的权利，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

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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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条要求各国确保能享有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包括必须降低

婴儿死亡率和使儿童得到健康的发育。 

第 13条和第 14条规定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包括一条规定，即初等教育应属

义务性质并一律免费。与少数群体特别有关的是“个人和机构”建立和指导教育机

构的权利，只要这些机构达到国家可能确定的最低标准。 

第 15条规定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和使其知识产权得到保护。 

为了澄清其中一些权利的含义，委员会通过了几项一般性意见，这些意见可在人

权专员办事处网站查到（www.unhchr.ch）。它们特别有助于界定住房权（第 4和第 7号

一般性意见）；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的权利，特别是获得食物的权利（第 12 号一般性

意见）；受教育的权利，包括初级教育（第 11 和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和享有健康的

权利（第 14号一般性意见）。 

委员会就特定专题和问题举行过几个一般性讨论日，其中许多讨论日与少数群体

代表和非政府组织直接相关。非政府组织定期参与这些讨论。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包括少数群体成员在内的许多人都犯一个错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消除一切形

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只适用于传统上人们所认为的“种族”歧视，即基于肤色予以歧

视的正式法律体制。事实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要广泛得

多，因为“种族歧视”被界定为“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

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

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揩体是后加的）。事

实上，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审查各国提交的定期报告时总是要考虑歧视问题，如果

少数群体代表想对一国政府对本国少数群体状况的说明提供补充或替代信息，歧视问

题应是他们关心的焦点。 

自 1993年以来，委员会制定了防止严重违犯公约行为的机制，称为预警措施和紧

急行动程序，前者旨在防止现有的问题升级为冲突，后者旨在解决需要立即给予关注

的问题。委员会还发表一些声明，如 1999年发表的关于库尔德人的人权的声明。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还特别允许各国采取“特殊措施”，确保某些种族

或民族群体或个人在实践中享有平等权利，条件是这些措施不导致不同的种族群体永

久性地保留单独的权利。这些措施通常称为“肯定行动”或“积极的区别对待”，采取这

些措施可能是为了纠正历史不公正并确保少数群体受到公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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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下的义务不仅涉及自己的行动和其他公共

当局的行动。它还必须禁止并终止任何人、任何团体或任何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第

2[1][d]条）。各国必须依法惩处传播以种族优越或仇恨为根据的思想者，必须禁止提倡

和煽动种族歧视的组织（第 4(a)条）。各国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尤其在讲授、

教育、文化及新闻方面，以打击导致种族歧视之偏见，并增进国家间及种族或民族团

体间的谅解、容恕与睦谊”（第 7条）。 

第 5 条规定了必须不加歧视地予以保障的权利，其他国际人权条约也规定了类似

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在司法机关面前的平等待遇、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和平等担任

公职的机会、移徙和居住的自由、表达意见和言论的自由以及进入任何公众使用的地

点或享受公众使用的服务的权利。 

儿童权利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有 191个缔约国，这是批准国家最多的人权条约。它侧重于提倡和保

护儿童权利（儿童被界定为 18岁以下的人），它将其他国际文书所保障的“每个人”应

享有的绝大部分权利扩展至儿童。下列条款可能属于与少数群体特别有关的条款： 

第 2条规定公约所载列的权利必须得到保证，除其他特性外，不因种族、肤色、

语言、宗教或民族或族裔而有任何差别。 

第 3条规定公约的基本原则，即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

首要考虑。 

第 6条承认儿童的生命、存活与发展权。 

第 7条要求儿童出生后应立即登记，有获得姓名和国籍的权利。 

第 12条承认尊重儿童的意见。 

第 17 条鼓励大众传播媒介在编制和传播来自不同文化来源的材料方面进行合

作，“特别注意属于少数群体的儿童在语言方面的需要”。 

第 20 条规定在必须将儿童安置在自己家庭以外的环境中时，应适当注意儿童

的族裔、宗教、文化和语言背景。 

第 24条承认儿童有权享有健康。 

第 28条规定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包括接受小学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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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条反映教育的基本目的，并且指出，除其他之外，儿童的教育应当旨在

培养对下列各方面的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他/她自己的文化特性、语言和价值

观；儿童所居住国家及其原籍国的民族价值观以及其他文明的价值（又见第 1号一

般性意见）。 

第 30条实质上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7条的规定扩展至儿童，

其中涉及享有自己的文化、举行自己宗教的仪式和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 

第 31条呼吁各国尊重和促进儿童参加文化和艺术生活的权利。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监督涉及妇女权利的本公约的执行情况。这些权利包括在法

律面前享受平等待遇的权利；在教育、参与政治、就业、保健和经济方面享受平等待

遇；不受性剥削；以及采取临时特殊措施以克服不平等现象的可能性。除了同意消除

“任何个人、组织或企业对妇女的歧视”外，各国还同意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修改

或废除”构成对妇女歧视的“现行法律、规章、习俗和惯例”(楷体是后加的)。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总是毫无顾虑地就武装冲突期间妇女的状况和基于性别的

暴力发表意见。1992年，委员会通过关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一般性意见（第 19号），

反映了国际社会关切的一个主要事项：妇女继续因其性别而受到多重歧视。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有些条款可能与少数群体妇女特别相关。例如： 

第 5条规定各国有义务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改变男女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模

式”，以消除“基于性别而分尊卑观念或基于男女任务定型所产生的偏见、习俗和

一切其他做法。” 

第 7条涉及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和担任公职的权利（又见第 23号一般性建议）。 

第 10条要求教育方案消除对男女任务的定型观念。 

第 12条要求消除在取得各种保健服务方面对妇女的歧视（又见第 24号一般性

建议）。 

第 14条涉及农村妇女面临的特殊问题，其中许多妇女是少数群体成员。 

第 16 条重申妇女和男子在有关婚姻和家庭的所有事务中应当平等，包括自由

地并在完全和自由同意的情况下结婚的权利。它还规定童年定婚或结婚没有法律效

力（又见第 21号一般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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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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群体成员与任何其他个人一样享有受到保护免遭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相同权利。《禁止酷刑公约》要求各国将酷刑规定为犯罪，并惩

罚或引渡一国管辖区内发现的被指控的实施酷刑者。 

如何利用报告制度 

所有主要国际人权条约，包括本小册子所讨论的条约，都要求缔约国每二至五年向

监督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说明本国政府是如何履行其条约义务的。每份报告应载有

详细的信息，介绍在哪些领域取得了进展，在哪些方面国家遇到了阻碍或问题。例如，

联合国的《人权报告手册》规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7条提交

的资料应查明本国存在的少数群体，说明各国为保留这些少数群体的特性而采取的“积

极措施”，并说明“为向少数群体提供平等的经济和政治机会”而采取的任何措施。 

有关的条约机构与来自有关国家的代表一起在公开会议上对报告进行审查。在审议

国家的报告之后，委员会通过“结论性意见”，这是评价该国表现的公开文件，它承认

积极的事态发展，强调关切的领域，并就具体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根据主要国际人

权条约应当审议和已经审议的最新国家报告清单载于 HRI/GEN/4/Rev.1号文件；“关于

国际人权 条约 缔约 国应提交报告 的形式和内容的准 则 ”的最新汇编载于

HRI/GEN/2/Rev.1号文件）。 

报告体系鼓励公开性和在国家与委员会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然而，在实践中确实

出现了问题。并非所有报告都得到及时审议；并非所有政府都对委员会的评论、意见

和建议给予充分重视；整个程序的公开性也不够。 

尽管如此，这种审查程序还是提供了一个机会，任何个人或团体可借此机会帮助条

约委员会更好地了解一个国家少数群体的状况。你可采取一些活动来最好地利用报告

体系，其中许多与上文讨论的所有条约机构有关。一些委员会的特殊规则或做法在有

关标题下提及，但你可以遵循下文的建议，向任何委员会提出问题。 

鼓励政府提出全面而准确的报告 

一个政府部门或机构，有时则是几个政府部门或机构，负责起草提交给有关监督机

构的国家报告。必须查明谁负责起草及何时起草这些报告。外交部通常协调国家报告

的起草工作，应当能够提供这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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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交给委员会之后，报告本身将成为公开的联合国文件，但并不正式要求各国与

本国公民讨论它们的报告，或者请外部的个人或机构帮助起草报告。但是，许多国家

政府确实允许甚至鼓励这种参与，少数群体个人和组织应当利用这种可能性。不管是

否有可能参与报告的起草工作，你都可以在媒体和别的地方公开这一事实，即有关人

权的政府报告正在起草中。一旦政府报告完成并送交有关委员会，特定的少数群体组

织或更加主流的人权非政府组织不妨向该委员会提出自己的补充资料。 

起草替代（又称补充、影子或平行）报告 

在一些国家，替代报告由特别关心条约所涉人权领域的知名人权或社团组织协调。

这使各种群体能够对报告作出贡献，并使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政府的表现。本文讨论

的大多数条约都包括少数群体特别关切的问题。你应当考虑如何在整篇报告的较大背

景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作出贡献。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适宜起草专门讨论少数群体关切问题的特殊替代报告。虽然这

有可能引起人们注意特殊的少数群体问题，但这也涉及到大量的工作和资源，包括财

政和人力资源。 

在两种情况下，替代报告都应直接述及有关条约的具体条款和政府报告所阐述的具

体意见。报告应具体、事实准确、没有不必要的政治评论。发表和提交一份替代报告

本身可以引起人们注意报告所讨论的人权问题。例如，作为第一步，可以发起媒体对

替代报告的宣传行动，然后不断强调国家报告中遗漏的地方，并公开继续存在的人权

问题。 

报告没有及时提交的事实并不妨碍少数群体参与报告程序。一些委员会在没有报告

的情况下审查没提交报告的缔约国的情况，明确地鼓励缔约国提交报告。在根据本程

序预定对一个国家进行审查时，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群体提供的资料可能对委员会有所

帮助。 

参加委员会会议 

通常将补充资料直接送给驻日内瓦或纽约的有关监督机构，不管这些资料涉及具体

问题，还是在非政府组织替代报告的范围内提交这些资料。即使政府没有公开正在起

草报告这一事实，也可以从高级专员网站得到委员会何时审查报告的时间表。重要的

是，要让有关委员会在开会审议国家报告很久之前，就能收到你的资料。你应当与日

内瓦的高级专员办事处或纽约的提高妇女地位事务局联系，以保证你希望提供的资料

及时得到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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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方式是与也就相同条约提供替代报告的其他组织协调资料。这将使委员会

了解对国家报告的全面的替代观点，而不是一堆不协调的资料。最好按照特定条约所

列权利的排列顺序安排你提交的资料。如果能够得到的话，你应当提及有关当局的支

持性材料，如统计方面的证据、官方报告、法院裁决或来自联合国系统其他机关（如

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或甚至其他条约机构）的材料。如果可能，应向有关委员

会送交 20份材料，同时书面请求在允许的情况下将材料发给所有委员会成员。 

尽管要花费相当多资源，但你也可以考虑在委员会开会审议国家报告时前往日内

瓦或纽约，以便直接向委员会成员提供资料。如果非政府组织或少数群体代表起草的

书面资料阐述的观点不明确，这种方式可能有助于澄清这些观点。 

关于非政府组织代表参与的规则因委员会的不同而各异。可能存在着向儿童权利

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书面和口头提交材料的广泛机会。 

儿童权利委员会接受书面资料，并且可能邀请非政府组织参加其会前工作组。非

政府组织可以列席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但并不参加这些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委员会将

与国家代表进行公开讨论。一个非正式的“非政府组织《儿童权利公约》小组”帮助

协调非政府组织参加委员会会议的工作，并起草一份有用的与会者指南，该指南可在

该小组的网站查到（www.defence-for-children.org）。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将每届会议第一日的下午分配用于听取非政府组织

的发言，非政府组织也可在委员会的会前会议发言。2000 年，委员会通过了一份关于

非政府组织参与问题的文件（文件号为 E/C.12/2000/6），该文件概述了非政府组织如何

能为委员会的工作作出最佳贡献。可通过网站www.cohre.org以电子文件方式获取关于

非政府组织如何利用该委员会的指南。 

即使委员会没有为正式参加会议创造条件，你也总是可以在正式会议之外找到委

员会个别成员，向委员会说出你关切的问题。虽然应当注意不要强迫或不必要地打扰

委员会成员，但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提供有益的、措辞适当的资料。 

如果可能，可以寻求设在日内瓦的经验丰富的非政府组织和有关组织的建议，这

些组织将会为你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提供便利。还有一些出版物，旨在帮助非政府组

织在联合国有效地开展工作（见本小册子最后的参考资料）。 

与条约机构一道工作并不总是要求作为在联合国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

正式认可，但获准参加委员会会议可能是有益的。如果你打算出席委员会会议，提前

与高级专员办事处或提高妇女地位司联系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样便会确保你知道目前

的做法。秘书处通常能够帮助你获准到达委员会开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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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委员会的评论并监测政府就委员会的建议采取的后续行动 

如果对条约机构工作结果的了解仅限于日内瓦或纽约，那么这些工作的意义就不

太大了。你应当考虑在每届会议结束时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发布之后，确信使你的国

家的媒体和公众尽快了解情况。你可以亲自索取一份委员会的结论，或通过联合国人

权网站或通过设在日内瓦的人权非政府组织获取。你也应该能够从有关政府得到委员

会的结论，虽然公布这些记录常常有耽搁。再重复一遍，与委员会评论国家报告有关

的所有资料都应当是公开的。 

委员会有关一国在保护少数群体权利方面的结论应当用来促进媒体和公众对该问

题的认识。如果在委员会审议之前已经与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联系，它们很有可

能想知道程序是如何进行的。你不妨在委员会的关注问题和建议发布之后，立即发布

一份新闻稿，强调委员会得出的积极和消极结论。 

一些政府对条约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回应，但另一些政府可能需要非政府组织和舆

论来鼓励它实施委员会的结论。虽然现在多数委员会试图对它的建议正式采取后续行

动，但公开政府的报告、委员会的意见和政府对委员会的答复可能更为有益。联合国

条约监测机制只有得到最希望看到它发挥效力者自己（即受影响的少数群体和组织）

的积极支持才能发挥作用。  

就侵犯人权行为提出申诉（“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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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

刑公约》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都设有机制，使个人可以向相应的委员会提出正

式申诉，通常称为“来文”，指控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但是，申诉机制是可选

择的，一个缔约国可以选择不许其公民或其他个人根据条约程序控告它。你应当确保

有关国家没有就条约任何条款提出保留，这种保留可能限制国家的义务。 

这些任择条款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项任择议定书》、《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14条、《禁止酷刑公约》第 22条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

任择议定书》中列出，后者于 2000年 12月 22日生效。所有四项条约处理申诉的程序

都类似；本小册子仅概述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该程序是准司法性的，受到各项条约特

定条款的限制，在提出申诉之前必须查阅该条约的确切措辞。 

在每个案件中，有关委员会对申诉连同有关政府的评论进行审议，通过是否发生

侵犯行为的“观点”或“意见”。（将委员会的结论称作“观点”或“意见”，强调了委员

会不能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决或裁决的事实。）委员会的结论以对书面资料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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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口头听证会为基础。即使一个委员会的“观点”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对这些观点置

之不理将使政府遭到国内和国际批评，批评它不遵守国际义务。委员会可以向政府提

出建议，请政府就已采取什么行动提供后续资料。 

有若干委员会已编制标准格式，以促进其对申诉进行审查；这些格式还可在人权

专员办事处网站（www.unhchr.ch）“人权专员办事处方案、公约机制、来文、申诉程序”

下查到。并不要求使用这些格式，但它们对来文应包括哪些资料提供了指导。每份来

文应明确说明要交给哪个委员会，并应发往日内瓦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委员会审议申诉的第一步是确定申诉是否可予受理。这意味着申诉满足审议的最

低要求。 

第一项要求是申诉人应是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和《禁止酷刑公约》只允许个人提出申诉；《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和《消

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允许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提出申诉。可以由律师或其他代理人代表

个人或团体。申诉必须指控具体的侵犯权利行为；不允许就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提出

一般性申诉。许多非政府组织曾帮助受害人与委员会接触。 

最苛刻的要求是有关国家的所有国内补救方法都已用尽。在提出国际级别的申诉

之前，如果可能，你应当向地方当局提出正式申诉或援用可以采用的司法程序。然而，

在下列情况下这是不必要的：国内补救方法被不适当地拖延，司法系统本身不公正或

运作不独立，或理论上可用的补救方法是无法使用的。例如，如果申诉一项法律具有

种族歧视倾向或现有法律没有适当规定使用少数群体语言，则可以不用完司法程序就

提出申诉，但前提是，例如，该国的司法机构无权宣布与国际规范相抵触的法律。如

果一国政府声称申诉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方法，须由政府具体查明它认为可以采取哪

些补救方法。 

还有一些关于可否受理的更加技术性的要求，尽管这些要求通常不会造成什么问

题。来文不得匿名，尽管如果你认为有遭到报复的危险，可以要求不将名字透露给有关

国家。但是，这可能使一个国家更难对指控作出答复。申诉不能采用污辱性或辱骂性措

辞；以及如果正在根据别的国际程序对同样的情况进行调查，则不能对申诉进行审议。 

在初次来文中，应载有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以便支持所作的实质性指控。这种

信息应包括申诉者、证人、家庭成员或掌握所提出问题的相关信息的其他人的陈述或

宣誓声明。如果牵涉到当局，应包括警察或安全部门的数量和种类、任何逮捕或搜寻

行动的细节等等。你应列入有关法律和指示的文本、法律判决和可能占有的任何出版

物或文件，将其作为附件。如果情况没有明显构成侵犯人权，你应尽力提及联合国系



 

联合国少数群体指南第 4号小册子 14

统内外相关的国际意见。虽然不作要求，但寻求了解联合国系统的某人提供法律咨询

意见通常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作出前后，都可以将有关申诉通知有关政府让其作出答复。

这应是任何来文的最低目标。如果该国作出答复，就将答复副本送给申诉人，然后申

诉人可以对国家的答复作出评论。委员会设定作出各种答复的时间限制。一国没有答

复并不妨碍委员会进行审查。 

如果认为申诉可予受理，那么委员会将对指控、国家的答复（如果有的话）和申诉

人的任何反答复进行审查。在某些情况下，可否受理问题可与案件的“是非曲直合在一

起”，以便同时就两个问题作出决定。委员会最终将通过其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在通过

这些观点和建议的会议之后立即将之公布于众，送给申诉人和政府。关于可否受理的多

数决定，即使是否定的，也都公布于众。所有决定都在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转载。 

也许个人申诉程序的最大好处是，它将个人申诉人和国家作为平等的主体对待，

并确立这项原则，即对个人针对政府的申诉进行正式国际监督是合法的。但是，从提

交申诉直到通过委员会的观点，整个程序非常费时；可能需要三、四年时间。此外，

委员会的审议是秘密的，没有机会像在国内法律一样召见证人或使政府参与口头辩论。 

虽然多数委员会指定其中一名成员跟踪一国如何对委员会的观点作出反应，但对

委员会建议的执行力度一直不那么有力。不过，情况正在缓慢地改进。 

尽管如此，对于为伸冤已用尽所有其他方式的少数群体来说，申诉机构是他们值

得尝试的最后希望。国家有时对该程序作出积极的反应，将有充分依据的案件提交其

中一个委员会，仅仅这件事就可以鼓励国家重新审查其政策或开始与少数群体代表进

行对话。虽然来文必须涉及具体侵犯行为，但可将来文作为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提

请人们注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正如委员会审查定期报告一样，利用申诉鼓励积极

变革的大部分责任，要由申诉人和与有效实施少数群体权利直接相关的其他人来承担。 

紧急案件  

如果某人的生命面临着切实而严重的危险，你可以请委员会采取临时措施，并立

即呼吁国家不要采取某些行动或采取某些行动保护该人。人权事务委员会、禁止酷刑

委员会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议事规则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各国虽没有遵守的义

务，但它们常常这么做。只有在你掌握逼近的危险的具体信息时才可采取这种程序，

例如，在行刑或驱除出境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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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资料和联系方法 

除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外，与本小册子描述的所有条约机构联系的通信都可由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转交： 

OHCHR-UNOG 

Palais des Nations 

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传真：＋41  22-917-9022 

访问该办事处的地址是 Palais Wilson, 52 Rue des Paquis, 1201 Geneva 1。 

你应当在信件和地址上明确你是给哪个具体委员会写信。 

有关《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所有通信应由纽约联合国总部转交： 

UN 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DC2, 12th Floor 

2 UN Plaza New York, NY 10017 USA 

传真：＋1 212-963-3462 

电子邮件：daw@un.org 

网站：www.un.org/womenwatch/daw 

一些著作说明上述基于条约程序的实际问题。这些著作包括 G.Alfredsson和 E.Ferrer

所著：《少数群体权利：使用联合国程序和机构的指南》（少数人权利团体和沃伦贝格研

究所，1998年），和 H.Hannum所著：《国际人权实践指南》（Transnational, 1999年）。 

其他有关特定条约机构工作的有益指南有 Atsuko Tanaka 与 Yoshinobu Nagamine 

所著：《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非政府组织指南》（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

种族主义国际运动以及少数人权利国际团体，2001年；Michael Banton所著：《反对种

族歧视：联合国与其会员国》（少数人权利国际团体，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司，《评

估妇女的地位：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进行报告的指南》（英联邦秘书处、

联合国和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2000年）。 

其他条约机构的非政府组织指南可在下列网站查到：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www.cohre.org/unframe.htm 

儿童权利委员会：www.defence-for-children.org 

国家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条约机构包括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替代报告的准则： 

www.apt.ch/cat/guidelines.htm 

反种族主义资料处：www.antiracism-inf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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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号小册子 

美洲人权体系保护少数人权利的情况 

 

摘要：美洲国家组织所有 35 个成员国都受美洲人权委员会管辖，该委员会有

权编写有关美洲任何国家人权状况的报告。它还接受并审议关于一国违反《美洲关

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或《美洲人权公约》条款情况的申诉。根据《美洲公约》

设立的美洲人权法院，可就指控违反《美洲公约》的案件作出有约束力的判决。本

小册子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少数群体可利用委员会和法院以保证其权利得到保护。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 

美洲组织创建于 1948 年，由西半球的 35 个成员国组成：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

廷、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

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危地

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

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区域性组织，关心广泛的政治、安

全和经济问题，自 1960年代以来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该组织总

部设在华盛顿。 

美洲组织所有成员国都受《美洲组织宪章》和 1948年《美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

宣言》约束。虽然后者是一项宣言而不是一项条约，但美洲组织认为所有成员国都负

有遵守其条款的政治义务。自 1969年以来，通过了许多更加具体的人权条约。其中包

括《美洲人权公约》（1969年）及其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附加议定书（1988

年，称为《圣萨尔瓦多议定书》）和关于废除死刑的附加议定书（1990年）；《美洲防止

和惩处酷刑公约》（1985年）；《美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1994年）及《美洲防止、惩

罚和根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公约》（1994 年）。只有正式接受这些条约的国家才受其条款

的约束。关于已批准这些条约的国家名单，可在美洲组织的网站查阅：www.oas.org。 

由于少数群体成员可能遭受酷刑或被迫失踪，少数民族妇女可能成为暴力行为的

受害者，美洲组织关于少数群体的最重要文书无疑是《美洲宣言》（宣言）和《美洲人

权公约》（公约）。截至 2001年初，有 24个国家批准了公约；其中 12个国家同时批准

了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议定书，8个国家批准了关于死刑的议定书。 

美洲组织与人权直接相关的两个机构是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下文分

别对其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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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保护的实质性权利 

如上所述，宣言适用于美洲组织所有成员国，而公约只对已经批准的国家具有约

束力。宣言处理广泛的人权问题，而 1969年公约主要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自那

时起，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附加议定书扩大了该公约的范围。必须牢记，

少数群体有权享有这些文书规定的所有权利。其中与少数群体关系最大的权利包括（条

款编号指的是宣言）： 

第 2条保证“不分种族、性别、语言、信仰或任何其他因素”，在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公约第 1 条规定各国有义务尊重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不得基于“种族、

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见解或其他主张、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地位、

出生或任何其他社会条件”而受到歧视。公约第 24条广泛规定法律“不受歧视地”

给予平等保护。 

第 3条保证宗教自由。公约第 12条也规定父母有权按照自己的信念对子女进

行宗教和道德教育。 

第 4条保证言论自由。公约第 13条也禁止鼓吹构成煽动暴力行为的民族、种

族或宗教仇恨。 

第 5 条保证法律将确保每个人的荣誉、名誉及私人和家庭生活不受攻击。公

约第 11条和第 14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第 8条保护移徙自由和选择个人居所的权利。公约第 22条规定了类似的保护。 

第 12条规定享受教育的权利，包括免费初级教育。公约中没有类似条款，但

《圣萨尔瓦多议定书》确立了受教育的权利，并规定教育应当促进“所有民族和

所有种族、所有族裔或宗教群体之间的理解、容忍和友谊。”议定书还确认父母有

权选择给予子女的教育类型及个人有权根据国内法设立教育机构。 

第 13 条规定个人参加社区文化生活的权利和保护知识产权。《圣萨尔瓦多议

定书》第 14条载有类似条款。 

第 18条规定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公约第 8条具体规定被告人有权在必要时

得到笔译或口译服务。 

第 20 条保证投票权和参与政府的权利，但公约第 23 条对这些权利设定一些

限制，包括以语言为基础的限制。 

第 22条保证结社自由，以“促进、行使和保护[个人]政治、经济、宗教、社

会、文化、职业、工会或其他性质的合法权益。”公约第 16条确立了类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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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人权委员会 

委员会由七名独立专家组成，这些专家由成员国提名，经美洲组织大会选举产生。

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通常为每年两次，每次举行两周或三周会议，在此期间举行口

头听证会或听取个人、非政府组织代表和政府的申述。委员会也可以举行特别会议，

经有关国家同意可以到现场访问。所有信函应发往委员会设在华盛顿的办公室。  

委员会的管辖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涉及美洲组织每个成员国，并扩展到编写具体国

家的报告和调查个人有关侵犯人权事件的申诉。委员会根据《美洲宣言》（适用于所有

国家）和《美洲公约》（仅适用于已批准公约的国家）行使类似的权力。作为一个法律

问题，你必须了解可以根据哪项文书请求委员会采取行动；但就两项文书而言，其做法

和程序是类似的。委员会的权力受其《章程》、《规章》和《议事规则》管辖，所有这些

文件的英文和西班牙文本都可在委员会的网站查阅到（也有葡萄牙文和法文本）。 

由于委员会规模小，工作人员少，程序可能被拖延，并且常常没有《欧洲人权公

约》规定得那么正规（见第 7号小册子）。不过，这种不正规性也使得很少了解国际法

律程序的人更容易接触该委员会。 

国家报告 

也许，委员会最不寻常而又行之有效的权力，是它能够或者根据个人或非政府组

织提供的资料或者自己主动，对美洲组织任何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调查。只有在委员

会多数成员认为必要时才开展这种调查。个人或非政府组织在此过程中都不发挥正式

作用，但委员会的结论恰恰以这些来源提供的资料为依据。 

委员会可以它认为合适的方式收集资料，包括举行听证会或听取直接的证言。它

通常请有关国家给予合作，为进行现场访问提供便利，在访问期间委员会成员将会见

个人、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代表。这种访问使少数群体有极好的机会直接向委员会陈述

他们的关切问题，常常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几乎总是要发表的，这些调查结论包括关于该国法律制度和社

会条件以及关于人们关切的人权问题的资料。调查结论还可以涉及一个国家少数群体

的状况。虽然国家没有义务直接就委员会的结论或建议作出反应，但委员会发表的公

开报告常常是一种施加政治压力的有力手段，迫使该国改进人权标准。在广泛存在歧

视少数群体现象的地方，不管这种现象是否受到法律制裁，你应当考虑与委员会工作

人员中的有关律师接触，探讨是否可能劝说委员会开展一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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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关于侵犯人权事件的申诉 

任何个人、个人组成的群体或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向委员会提出申诉，指控在美洲

组织成员国发生的侵犯人权现象。如果该国是《美洲公约》成员国，公约将成为管辖

法；如果不是，则受到保护的权利为《美洲宣言》规定的权利。在两种情况下，都不

要求申诉人是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尽管请求应提到被指控的侵犯现象的具体情况。请

求可能涉及单个事件或单个个人，也可以提出影响许多人的关切事项。 

申诉应尽可能详细地列明事实，包括受到质疑的政府行为或代理人以及他们侵犯

了哪些人权。如同其他程序一样，你必须解释你如何已用尽国内可以利用的一切法律

补救方法。但是，如果国内没有适当的程序，如果被阻止不能利用补救方法，如果国

内程序被拖延，得不到任何保证，或者如果申诉无法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则可能会

同意你不用尽当地补救方法。仅凭你在国内程序中未获成功不足以说明委员会有必要

参与，除非国内程序本身违反人权方面的保证。委员会并非复审国内裁决的上诉机构。 

委员会严格要求，必须在最后用尽国内补救方法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申诉（或者

如果没有可用的补救方法，在事件发生六个月内提出申诉）。 

委员会可以对也可以不对一项申诉可否“受理”提出正式意见，即它是否满足提出

申诉的正式要求。经委员会律师进行初步分析，通常提出以下意见：以请求“明显缺

乏依据”为由而加以拒绝（这常常意味着宣言或公约并不保证声称遭到侵犯的权利），

要求进一步提供资料或将申诉告知有关政府。如果情况紧急，你可以要求委员会采取

“预防措施”，请求防止该国的行为妨碍案件的最终结果。例如，委员会可以请求暂停

执行或暂停驱逐出境，或者请求政府不要采取使申诉变得无实际意义的任何其他行为。 

如果政府作出反应，申诉人将有机会作出书面答复。如果政府未作反应或只是一般

性地否认，委员会有权认为所指控的事实是真实的。申诉人（或政府）在任何时间可以

要求举行口头听证会，虽然委员会只在必要时才准许这种请求。委员会还将主动调解或

促使投诉人与政府之间“友好解决”，但只有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做。这

种解决可以包括例如支付赔款，释放某人出狱，甚至政府愿意修改法律或做法等。 

如果不能友好解决，委员会将举行秘密讨论，最后起草关于案件的报告，其中包括

结论和建议。在三个月的等待期之后，报告通常将发表并在委员会提交美洲组织大会的

报告中转载。委员会的报告对各国没有法律效力，委员会不能直接命令释放一名囚犯、

支付赔款或修改侵犯人权的法律。但是，它可以就任何这些选择或其他选择提出建议而

且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然后由该国决定是否遵照执行。各国是否遵照执行的记录差异很

大，可以由申诉人或非政府组织向国家施加压力，迫使该国采纳委员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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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资源使委员会无法迅速处理 1000件左右的未决案件。然而，委员会提出的赞

同意见代表着一种道义和政治方面的重大胜利，程序本身可能鼓励国家甚至在通过最

后报告之前便考虑满足申诉人的要求。事实上涉及少数群体问题的案件并不太多，尽

管不歧视、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是美洲体系内的基本人权，并且无疑是在适当情况下

提出的重要问题。 

美洲人权法院 

法院由七名法官组成，设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即使对于《美洲公约》缔约国来

说，接受法院的管辖权也是可以选择的，这样，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确认与你有关

的国家是否已加入公约。不能向法院起诉非公约缔约国的国家。 

法院受权就人权的各方面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包括国内立法与《美洲公约》是否

相容的问题。迄今，已提出将近二十份这样的意见。只有成员国和美洲组织的机关可

以请求提供咨询意见。虽然法院的咨询意见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们是判例的重要来

源，当涉及具体案件或问题时应当参阅法院的咨询意见。 

法院还在若干诉讼案件中作出了最终判决。只有在委员会提出报告之后法院才可

以审理这些案件。委员会自已或有关国家都可以将案件提交法院。在审议期间，法院

除倾听委员会和政府代表的意见之外，还可以倾听申诉人代表的意见，程序相当正规。

法院如认为必要，它本身也可以对事实进行调查和倾听证人的意见。 

法院作出最终判决的巨大好处是对国家有法律约束力。法院可以命令作出赔偿或采

取其他救济，也可以裁决由谁支付律师费和偿付各种费用。迄今为止法院的判例相当少，

虽然法院订有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规则，如国家对于强迫失踪和死刑所负的责任。 

进一步的资料和联系办法 

致委员会的所有信函应寄往：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1889 F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6  

USA 

电话：＋1（202）458-6000；传真：458-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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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你不大可能需要直接与法院联系，还是告诉你法院的地址：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San Jośe 

Costa Rica 

关于美洲体系，有许多书面资料，你可以容易地查阅到一些英文和西班牙文

资料。可在美洲大学华盛顿学院网站找到关于委员会和法院的非常有用的数据库：

http://www.wcl.american.edu/pub/humright/digest/index.html。 



 

 

第 6号小册子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规定的少数群体权利 

 

摘要：《非洲宪章》是一部区域性人权文书，旨在反映非洲的历史、价值观、

传统和发展状况。该宪章将非洲价值观与国际规范融为一体，它不仅倡导国际公认

的个人权利，而且宣扬集体权利和个人义务。本小册子概述该宪章中与少数群体特

别有关的权利，并介绍该宪章的监督机构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的工作。  

非洲统一组织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建立于 1963 年，最初主要致力于根

除殖民主义。如今，除摩洛哥以外，非洲所有国家都是非统组织的成员。 

《非统组织宪章》中关于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和强调国家主权的保证，意味着多

年来非统组织很少注意或根本不注意公然侵犯人权的现象。事实上，《非统组织宪章》

并没有专门规定促进人权为其目标之一。非统组织于 1981年通过了《非洲人权和人民

权利宪章》，1998 年通过了该宪章的议定书，其中规定在议定书生效时将建立非洲人

权和人民权利法院。非统组织还于 1999年召开一次人权问题部长级会议，首次将人权

纳入议程。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宪章）又称《班珠尔宪章》，由非统组织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会议于 1981年通过，并于 5年之后生效。与早些时候的《欧洲人权公约》

（在第 7 号小册子中说明）或《美洲人权公约》（在第 5 号小册子中说明）相比，该

宪章所涉及的权利更加广泛。正如标题所表明的那样，它包括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 

《非洲宪章》没有提及“少数群体”本身，尽管它确实提及不歧视原则。1994年，

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还呼吁“保护我们各国人民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族

裔、文化、语言和宗教特性，并创造有利于促进这种特性的条件”（《关于一项非洲国

家间关系行为守则的宣言》）。1999 年，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任命其三名委员

研究非洲的少数群体状况。最近，通过了一项关于非洲土著人民／社会权利的决议，

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由委员会两名委员和若干非洲土著人民问题专家组成。其任务

是审查土著人民和社会的概念，并且除其他问题之外，研究《非洲宪章》对于促进文

化发展和特性（宪章第 22条）以及自决（第 20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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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人权文书一样，该宪章的许多规定对于少数群体成员具有特别的意义。 

第 2条是基本的不歧视条款，它指出该宪章所规定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不因种

族、种群、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任何其他见解、国籍和社会出身、财产、

出生或其他身份等而受到歧视。”在迄今为止专门处理少数群体权利的唯一案例中，非

洲委员会解释了第 2 条的意义：“宪章第 2 条确立了对于本文书的精神至关重要的原

则，本文书的目标之一是消除各种形式的歧视并确保所有人之间的平等。联合国大会

通过的《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的目标与此相

同……因此，一个国家仅仅因为本国土著人的肤色而使他们受到歧视待遇，是一种不

可接受的歧视性态度，违反了《非洲宪章》的精神及其第 2条的文字。” 

第 3条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 

第 17 条规定，人人“可自由参加本社会的文化生活”，进而规定，“促进和保护

社会所确认的道德和传统价值是国家的职责。”在解释这一规定时，委员会指出，“语

言是文化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上，它构成文化结构的支柱和最主要的表达方

式。使用语言丰富了个人的生活，使他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及社会活动。剥夺个人的此

种参与权相当于剥夺他的特性。” 

该宪章接下来的六条规定人民的权利。宪章并未界定“民族”一词，不能自动假定

少数群体与民族是相等的。非洲委员会在有关扎伊尔加丹加人权利的来文中指出，“然

而，对于民族的定义和[自决]权利的内涵可能有争论。本案例的问题不是所有扎伊尔人

作为一个民族自决，而只是加丹加人的自决。 为此目的，加丹加人由一个族裔群体还

是多个族裔群体组成不是实质性的，也没有举出此种效果的证据。” 

第 19条规定，“一切民族均属平等；他们理应受到同样的尊敬，拥有同样的权利。

一个民族受另一个民族的统治是毫无法律根据的。”委员会还没有对本条作出解释；

而是根据第 2条的不歧视规定，处理了有关“统治”的指控。 

第 20 条声明一切民族均拥有生存权，宣布他们均享有“无可非议和不可剥夺的自

决权。他们应自由地决定其政治地位，并按照他们自由选择的政策谋求其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 2 款指出，“被殖民或受压迫的民族有权诉诸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任何手段

使自己摆脱统治权的束缚获得自由。” 

非洲委员会仅在一个案例中审议过自决权，即在上述代表加丹加人（在当时的扎伊

尔）提起的案件中。来文没有指控其他侵犯人权现象，委员会裁定，至少在这种情况

下，自决不能等同于分离。“由于缺乏具体证据表明侵犯人权行为到了应对扎伊尔的

领土完整提出异议的程度，由于缺乏证据表明加丹加人民被剥夺《非洲宪章》第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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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所保证的参加政府的权利，委员会认为，加丹加人有义务行使不损害扎伊尔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另一种形式的自决。” 

第 22 条规定各民族“在适当顾及本身的自由和个性并且平等分享人类共同遗产的

条件下”，均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权。 

最后，该宪章包括三个条款，规定了个人对社会的义务。 

第 28 条规定，个人“均有义务尊重和体谅其同胞而不加歧视，有义务维护旨在促

进、捍卫和增进互相尊重和宽容的关系。” 

第 29 条似乎努力在个人义务与社会和国家之间实现平衡，虽然其含义并不总是很

清晰。除其他之外，它规定个人有义务“维护和加强社会和国家的团结，尤其是当后

者受到威胁的时候……维护和巩固本国的国家独立及领土完整……并在与社会其他成

员的关系中，本着宽容、对话和协商的精神，维护和加强非洲文化的积极价值，并且

一般地为促进社会道德的健康作出贡献。” 

迄今为止，非洲委员会一直专门关注该宪章所保证的权利；它没有提及关于以任何

方式减损有关权利的义务的条款。 

《非洲宪章》包括几个“收回条款”，它们潜在地限制该宪章所规定的权利范围。

这些条款规定，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在法律范围内”、“以[个人]遵守法律为前

提”或“以服从法律和秩序为条件”行使这些权利。事实上，委员会指出“必须参照

国际规范解释‘在法律范围内’一语”。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由 11 名委员组成，他们“从享有最高声望且在人权和

民族权问题上以道德高尚、诚实正直、公正无私和能力胜任而著称的非洲人中”选举

产生。委员会委员以其个人身份任职，因此，他们可望在担任委员时能够独立行事。

他们由各自的政府提名，由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选举产生，任期六年，

可连选连任。 

委员会是执行《非洲宪章》的监督机构。它每年举行两届常会， 如果必要可以举

行特别会议。常会在 3 月／4 月和 10 月／11 月举行，为期 15 天。已在几个不同的非

洲国家举行过常会，其中包括贝宁、阿尔及利亚、卢旺达以及冈比亚。 



 

联合国少数群体指南第 6号小册子 4 

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冈比亚的班珠尔，靠非统组织提供资金和其他资源。非洲委员会

秘书由非统组织秘书长任命，他负责向非统组织总秘书处汇报财务和行政事务。 非洲

委员会每年向非统组织会议提供年度活动报告，并依赖该机构执行其决定和决议。 

非洲委员会的任务  

《非洲宪章》第 45 条授予委员会相对广泛的权力，以促进和确保保护人权和民族

权利。委员会可以收集文件，开展调查研究，组织研讨会和会议，制定国内立法可作

为基础的原则，与其他非洲和国际人权机构进行合作，解释宪章关于非统组织成员国、

非统组织或非统组织承认的非洲组织提出的请求的规定，并履行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会议可能授予的任何其他任务。它还努力“确保维护”宪章所规定的“人权

和民族权利”。 

促进活动  

促进活动是委员会任务的核心，各个委员在每届会议上都要报告他们在所分配的各

个非洲国家开展促进人权活动的主动行动。迄今为止，委员会还任命了未经司法程序

的处决、即决处决和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监狱和扣押条件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妇

女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目前正在审议建立另一个专题程序的建议，该建议涉及人权

维护者的条件。监狱条件问题报告员已访问过几个国家。 

委员会就非洲感兴趣的人权专题组织过几次研讨会、会议和讲习班，其中包括当代

形式的奴隶制、受教育和发展的权利、妇女权利、移徙自由与避难权、残疾人权利及

言论自由。这些活动视能否得到外部资金而定。 

定期国家报告  

第 62 条要求宪章每个缔约国每两年提交一份报告，说明为实施宪章所确认的权利

而采取的措施。委员会请各国与委员会一起举行公开会议以审议提交的报告，但委员

会不就报告发表详细的评论和意见。委员会努力鼓励各国参与该程序。非政府组织可

以提交对国家报告的评论；事实上，委员会在 1998年的一项决议中正式承认了这种“影

子”报告的价值。 

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申诉 

《非洲宪章》没有明确谈到“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申诉”，但使用了“其他来文”

一语，以将这些来文与各国提交的来文区别开来。第 47 至 54 条列出关于后者的详细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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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或组织可以提交来文。你不一定是非洲人，不一定是被申诉国的居民，甚至不

一定是受害人。事实上，非洲以外的国际组织和个人曾经提交过来文。少数群体的个

人成员可以代表自己或他们所属的群体提出申诉。 

可以代表作为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具体个人或群体提出申诉，或者申诉可引起人

们注意的普遍的侵犯人权行为。《非洲宪章》第 58条特别授权委员会将“显然是有关

揭露现存一连串严重或大肆侵犯”权利行为的“特殊案例”提交非统组织，委员会认

为它的职能不限于仅仅处理这类案例。申诉不必经所声称的受害人许可才提交来文，

但常识表明如果需要后者的合作的话，你应当征得这种许可。这使得非政府组织或其

他人在即使不知道所有受害人的情况下也可以提出申诉。委员会指出，“如果来文的

作者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情况是一起严重或大肆侵犯权利行为，作者收集每个受害人

的姓名也许完全不可能。第 56（1）条只要求来文标明作者，而不是受害者姓名，侵犯

权利行为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有无数受害人”。 

自然，只有已批准《非洲宪章》的国家才受其规定的约束。非统组织所有 53 个成

员国都是该宪章的缔约国，非洲大陆唯一一个不是非统组织成员国的国家是摩洛哥。 

考虑到申诉人可得到的资料有限，每份来文应尽量详细和全面。如果可能，应提交

申诉作者、证人、家庭成员或掌握关于所提出具体问题的相关情况的其他人的陈述或

书面证词。如果涉及当局，应列入警察或保安部门的数量和种类、任何逮捕或搜寻活

动的详情等等。应作为附件列入有关法律和指示、法律判决的文书和可能掌握的任何

出版物或文件的副本。如果情况并不明显构成侵犯人权行为，你应提及有关的国际意

见来支持你关于该行为违犯《非洲宪章》规范的指控。 

受理标准  

要想使申诉引起委员会注意，必须满足第 56 条规定的七项标准，虽然遵守多数标

准并非难事。 

来文不得匿名，尽管你可以要求不暴露你的身份。由于实际原因，委员会必须能够

与作者联系。  

来文必须指控《非洲宪章》所保障的权利受到侵犯，必须与《非统组织宪章》不矛

盾。这项规定令人信服地禁止任何分离要求，因为分离是与《非统组织宪章》重申尊

重各国的领土完整背道而驰的。 

来文必须没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不是用“毁谤或攻击性措辞”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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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不应仅仅以大众媒介传播的消息为依据，但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媒体报道是允许

的。委员会的意见是，“问题……不应是资料是否从媒体获得，而应是资料是否正确。”

申诉人应尽可能努力独立地证明媒体报道的真实性。 

来文必须“在地方救济办法悉已援用无遗之日起或从委员会了解此事之日起的一个

合理期限内”提交。尚未出现委员会因来文提交太晚而驳回的情况，它曾经宣布在国

内程序无效 16年多之后启动的来文可予受理。尽管如此，通常应尽早提交来文。 

委员会不应受理已由有关国家以其他方式解决的案件。然而，只有在解决办法所涉

及当事方和事实都与委员会所处理案件相同的情况下，这项规定才适用。 

用尽国内程序  

如其他国际来文程序一样，在向委员会提出案件之前必须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但

此程序显然已有不合理地拖延者例外”。委员会强调理论上可用的补救办法必须在实

践中可用、有效和充分。“一种补救办法在申诉人可以无障碍地使用时被视为可用，

在具有成功的可能性时被视为有效，在它能够对申诉人作出补救时被认为充分。” 

委员会还对两种案件作了区分，一种是涉及针对已查明个人受害人的侵权行为的申

诉，一种是申诉人可能无法查明所有受害人的严重和大规模侵权行为的案件。在后一

种情况下，不需要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委员会认为，必须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条件

不可以不折不扣地适用于某些案件，在这些案件中申诉人或受害人就每个侵犯人权案

件采取国内补救办法‘既不可行也不可取’。这就是有许多受害人的案件。” 

调查程序  

秘书处收到的所有来文都转交委员会，即使来文可能明显缺乏根据或超出委员会的

管辖范围。委员会根据上述标准决定是否审议来文。虽然第 55条授权委员会可以以简

单多数作出这种决定，但在实践中通常是以协商一致方式采取行动的。委员会将通知

申诉人它是否受理案件。个人来文都是机密文件，在非公开会议上对其进行审查。 

委员会并不总是明确区分可否受理和就案件的实质采取的行动，并可在任何阶段将

来文转给有关国家。委员会给予有关国家对指控作出答复的机会，申诉人可对有关国

家的答复作出书面回答。如果有关国家不作答复或不对指控提出异议，委员会可能认

为指控是真实的。如果申诉人不再与委员会通信，委员会可将作者的沉默视为他/她希

望撤回来文。然而，委员会将尽力确定这种沉默是表明缺乏兴趣还是反映出情况超出

个人的控制，妨碍他/她将申诉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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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宪章》第 46 条授予委员会广泛的权力，它可以在工作过程中“诉诸任何适

当的调查方法”。委员会通常邀请所有当事方出席或派代表出席就已宣布可受理案件

的实质举行的听证会。作者、他/她的法定代理人和国家有权派代表出席听证会。 

自 1994 年以来，委员会对来文进行过几次实地调查，尽管只有经有关国家同意才

能进行此种调查。实地调查的报告作为程序的一部分予以通过，也可能由委员会在就

来文作出最终裁决之前单独发表。委员会也可考虑到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提供的资料，

决定个别申诉所载的指控是否有充分的依据。 

在听取当事方的陈述并完成调查之后，委员会便进行辩论、作出决定并通过有关该

案件的报告。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然而，非政府组织如被承认是“观察员

则可被特别邀请出席处理与它们有特殊关系的问题的非公开会议。”委员会的结论对

国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委员会确实得出直接的结论，说明一个国家是否违犯《非洲

宪章》的具体条款。委员会通常并不建议一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如支付赔偿或释放

某人，尽管在特殊情况下它可以这么做。例如，在一项裁决中，委员会特别呼吁该国

进行独立问询，调查失踪事件，更换不当没收的国民身份证件，向受害人支付赔偿并

恢复不当解雇的工人的权利。 

《非洲宪章》第 58 条授权委员会，“经委员会审查发现有一件或数件显然是有关

揭露现存一连串严重或大肆侵犯人权和民族权利的特殊案件的来文时”，委员会应提

请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对这些特殊案件予以关注。然后大会可以请委员会进行深

入调查研究并就此提出报告。 

在任何时间，如果当事方达成友好解决办法，就可以结束一个案件。虽然《非洲宪

章》没有专门指示委员会寻求此种“友好解决”，但委员会明确指出这是首选办法。

“在处理来文程序中，委员会的首要目标是启动当事方之间将导致双方达成满意的友

好解决方案并纠正申诉所称的损害的对话。” 

如果委员会认为申诉表明存在紧急情况，它可以要求有关国家就其尊重似乎受到侵

犯的权利的情况提交临时报告。 

委员会工作的影响 

直到最近，人们对委员会在具体案件或国家为保护人权开展的主动行动还知之甚

少。根据《非洲宪章》第 29条，就非由国家提出的申诉采取的所有行动都应是机密的，

除非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决定采取别的方式。在开展活动的最初几年，

委员会从未透露过有关它所审查的个别申诉的任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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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 1994 年以来，委员会在其提交非统组织的年度活动报告中作为附件公布

关于个别申诉的可否受理和是非曲直的决定。这种做法的依据也许是《非洲宪章》第

59（3）条，该条规定“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经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审议之后，由委

员会主席加以公布。”遗憾的是，委员会的报告和决定既不在其通过时公布，也不在

每届会议结束、委员会发表公报时公布；在此阶段只列入了统计信息。 

委员会的报告和判例可从委员会秘书处得到。有关最近裁决的其他好的来源有：设

在冈比亚班珠尔的非洲民主与人权研究中心和非洲人权与发展研究所，后者自 1994至

1999年提供《非洲委员会来文裁决汇编》(web site:www.africaninstitute.org).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洲宪章》没有明确提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但《委员会议事规则》授权委员会

给予非政府组织以观察员地位。截止 2001年中，大约有 300个非洲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被授予委员会的观察员地位。 

授予和享受观察员地位的标准  

1999 年 5 月，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题为“关于授予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享

有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的观察员地位的标准”。申请观察员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应当有与《非统组织宪章》和《非洲宪章》所阐明的基本原则和目标相符的目标和活

动，自然应在人权领域开展工作。提出申请的非政府组织必须在委员会常会之前至少

三个月向委员会秘书处提交书面申请。非政府组织在申请表中必须列出“其章程、其

合法存在的证据、其成员名单、构成的组织、资金来源、最近的财务报表以及活动说

明。”活动说明应包括“该组织过去和当前的活动、其行动计划和有助于确定本组织

特点的任何其他资料、其宗旨和目标以及活动领域。” 

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委员会一直慷慨地授予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地位，此种地位应由非洲的任何少数群体

权利组织争取。享有观察员地位可使一个非政府组织有权收到公开文件，参加委员会

及其附属机构的公开会议。委员会可以与非政府组织直接磋商，也可以通过为此目的

设立的各种委员会进行磋商。非政府组织可以散发文件，可以在公开会议所审议的议

程项目下进行口头发言，并可以参加委员会设立的工作组。 

根据有关观察员地位的决议的附件第二章第 6段，观察员可以请求将它们特别关心

的问题列入委员会的临时议程。对于希望人们更多地关注少数群体权利和不歧视问题

的非政府组织来说，这点也许特别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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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规则》并不要求在非洲委员会届会之前向非政府组织散发临时议程以外的文

件。然而，在委员会届会期间，所有普遍分发文件都可以得到。因此，重要的是，非

政府组织必须努力关注它们所关心的项目并要求提供有关文件，以便能够准备在辩论

时发言。 

在国家向委员会报告执行《非洲宪章》的情况时，非政府组织不能发言。然而，如

上所述，它们可以而且已经就委员会审议的国家提出替代报告。同样，在就特别报告

员的报告进行一般性辩论期间，非政府组织可以发言。 

根据《非洲宪章》第 45（3）条，委员会受权“应缔约国、非统组织的机构或非统

组织认定的非洲组织之请求，解释本宪章之一切条款”（楷体是另加的）。尚不清楚

本规定是否包括非政府组织观察员，但今后值得采取这种方法。 

自 1991 年以来，在委员会届会之前都要召开非政府组织会议。以前，这些会议由

非洲委员会和设在日内瓦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组织。欲知这些会议的情况，现在请非

政府组织与设在冈比亚班珠尔的非洲民主与人权研究中心联系。这些会议对于非政府

组织和委员会来说都是重要的会议，是非政府组织协助加强这一机制的最有意义和最

切实可行的方式。这些会议的结论均已提交委员会审议。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 

非统组织于 1998 年通过了《非洲宪章关于设立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的议定

书》，该议定书将在收到十五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之后生效。截止 2001年中，只有塞内

加尔、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和马里批准了该议定书。设立可以下达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判决的非洲法院，将标志着为在非洲建立全面的保护人权区域机制迈出重要步骤。 

进一步的资料和联系办法 

有关委员会的所有来文应发往： 

Secretariat of th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Kairaba Avenue, 90 

P.O. Box 673 

BANJUL, The Gambia 

电话：+220 39-29-62；传真：+220 39-07-64 

电子邮件：achpr@achpr.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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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紧急呼吁可由非洲委员会秘书处转交有关特别报告员，或直接送给报告员

（截止 2001年中）： 

非洲监狱和扣押条件问题特别报告员 Vera Mlangazuwa Chirwa女士(马拉维) 

电子邮件：malawicarer@malawi.net 

未经司法程序的处决、即决处决和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Mohammed Hatem Ben Salem先生(突尼斯) 

非洲妇女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 Julienne Ondziel-Gnelenga女士 

(刚果，布拉柴维尔) 

其他有用的联系地址： 

非洲民主与人权研究中心，冈比亚班珠尔，  Kairaba Ave. K.S.M.D., Banjul,  

The Gambia. 电话：+ 220 394 525, 394961; 传真：+ 220 394 962  

电子邮件：acdhrs@acdhrs.gm ; 网址：http://www.acdhrs.org 

非洲人权与发展研究所(Institut Africain pour les Droits Humains et le Développement), 

P.O. Box 1896, Banjul, The Gambia; 电话：+220 496-421; 传真：+220 494-178;  

电子邮件：info@africaninstitute.org; 网址：www.africaninstitute.org.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PO Box 216, 81A avenue de la Chatelaine (Geneva), Switzerland; 

电话：+41 22 979 3800; 传真：+41 22 979  3801; 电子邮件：info@icj.org – 特别是 1990

年代在非洲委员会届会之前组织的非政府会议的信息。 

目前，二手来源也是了解委员会及其工作情况的好地方。非洲统一组织的网站

（www.oau.org）载有《非洲宪章》及《委员会议事规则》案文，后者在“各委员会”

的标题下列出。新闻公报和委员会提交非统组织的年度报告也可在明尼苏达大学人权

图书馆的网站查到（www.umn.edu/humanrts）,  并可在 Interights 的网站查到一些参

考文献  (www.interights.org/search.asp）。此外，最近有两本书介绍委员会的工作：

E. Ankumah 所著的《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做法和程序》（1996 年），和 

R. Murray所著的《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与国际法（2000 年）》。 

 



 

 

第 7号小册子 

《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少数群体权利 

 

摘要：《欧洲人权公约》是一项国际条约，它规定了欧洲区域内个人的基本权

利。声称这些权利受到条约缔约国侵犯者，可以申请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

院采取纠正措施。公约并不包括关于少数群体的具体规定，但享受平等待遇和不受

歧视的权利可以反映少数群体关心的许多问题。法院将审理根据公约要求采取纠正

措施的申请，并可能据此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决。 

导  言 

《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于 1953年开始生效，它率

先建立了第一个区域人权体系。《欧洲人权公约》经由一系列议定书被修订过若干次。

1998 年，欧洲人权法院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常设人权法院。欧洲委员会所有成员国都是

该公约的缔约国，只有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例外，预计这两个国家将在不久的将来批

准该公约。（本小册子最后提供缔约国名单。）个人申诉的权利是本公约体系建立伊始

就有的权利，法院的所有判决都对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 

法院的 41名法官由欧洲委员会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六年，可以连任。案件由七名

法官组成的法官办公室审理；重要案件可提交由十七名法官组成的大法官办公室审理。

部长委员会负责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情况，它有权在一国不遵守法院判决的情况下暂

停其作为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资格，或将其从欧洲委员会开除出去。 

在某些情况下，申请人可得到法院提供的法律援助，也可以收回在案件准备阶段发

生的费用，但只有在被告政府就申请可否受理出具意见之后，申请人才能够得到这种援

助。与一些国内法律制度的规定不同，不会让你承担你所控告的政府发生的诉讼费用。 

斯特拉斯堡体系（因法院和其他机构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而得名）已审理 40,000

多件个人案件和大约 20件国家间案件，其判例已有很多。本摘要仅概要介绍若想向法

院提出少数群体特别关注的事项，应当考虑哪些主要问题。虽然从技术上讲并不需要

法律顾问，但如果决定根据公约提交案件，应当寻求专业的法律意见。 

《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权利 

《欧洲人权公约》并不包含类似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7条有关

少数群体权利的规定。因此，少数群体成员不能直接向欧洲人权法院主张少数群体权

利。尽管如此，《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一些权利与少数群体有关。欧洲人权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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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欧洲人权公约》的基础上，也掌握了关于少数群体权利的专门知识，该公约已

在欧洲委员会 43 个成员国实施。（尽管它不包含个人或团体的申诉机制，欧洲委员会

1995年《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在第 8号小册子中讨论）。 

目前，唯一具体提及少数群体的地方是《欧洲人权公约》第 14条： 

“人人对本公约列举的权利与自由的享受，应予保证，不得因性别、种族、肤色、

语言、宗教、政治的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的出身、同少数民族的联系、财产、出

生或其他地位而有所歧视。” 

虽然“少数民族”一词未予界定，但以上述任何一种原因为由，在无合理和客观理

由的情况下以歧视方式对待“任何人、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组成的群体”，是与《欧洲人

权公约》背道而驰的。第 14条并不是一项独立的不受歧视权利，只能与指控的侵犯另

一项公约权利联系起来才能提出。（《欧洲人权公约》新的第 12号议定书已于 2000年

11 月开放供签署。在该议定书生效时，将普遍禁止在适用法律或任何公共机关保证的

任何权利方面加以歧视。） 

歧视并不限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比另一类似群体受到更糟糕待遇的情况。以类似

方式对待不同群体也可能是一种歧视：以类似方式对待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可能构成

对少数群体的歧视。而且，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如果一国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少数群体

的地位（例如，关于其参与民主进程），多数群体不得以这些措施为由声称受到歧视。

总之，“必须取得平衡，确保少数群体得到公正和适当的待遇，避免优势地位被滥用的

现象”。将来的裁决有可能审查一项法律的实际效果和影响，而非仅仅从字面上审查其

是否具有歧视性，但这方面尚没有可靠的法规汇编。 

根据《欧洲人权公约》提起的许多案件涉及语言权，但斯特拉斯堡机构始终认为，

在与政府当局打交道时无权使用特殊语言。然而，在法律诉讼中，每个人都有权以他

／她所理解的语言被告知为何被逮捕（第 5.2条）和任何刑事控告的性质（第 6.3.a条）。

如果被告不会说或不能理解法院使用的语言，还有权得到免费的口译服务（第 6.3.e条）。 

然而，第 10条所保证的言论自由权保护私下或在少数群体之间使用少数群体语言。

因此，少数群体有权出版自己的报纸或使用其他媒体，而不受国家或其他人干涉。国

家必须允许少数群体言论自由，即使这样导致对国家的政治结构提出异议。 

“容许批评的限度对于政府而言比对于公民私人或政治家而言要宽些。在民

主体制下，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必须不仅受到立法和司法当局的严密监督，而且

受到舆论的严密监督。而且，政府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使它必须对诉诸法律诉讼表

现出克制的态度，特别是在可以采用其他手段回应对手的无理攻击和批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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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少数群体特性的另一个手段是教育这个群体的儿童（第 1号议定书第 2条）。

但是，根据《欧洲人权公约》，没有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除非以前存在这种权利，而

国家则试图取消它。拒绝批准与少数群体有亲缘关系的国家编写的课本，可能构成侵

犯言论自由的权利。即使课本可能载有有亲缘关系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观，政府也必须

“说明已根据法律对课本进行了无可争议的审查或封锁，这样做是为了合法的目的，

如防止出现混乱。然后将由被告政府说明审查措施在民主社会是必要的。” 

个人的宗教权（第 9 条）包括信仰一种宗教的权利，这可使少数群体能够对社区

的宗教事务施加必要程度的控制。法院认为国家不得干预宗教的内部事务：“思想、良

心和宗教自由是本公约所述的‘民主社会’的基础之一。数百年来，来之不易的与民

主社会密不可分的多元化依据的正是这种自由”。 

国家只可以合理和客观的理由限制信仰少数群体的宗教。而且： 

“如果宗教社团的组织有问题，必须根据公约第 11 条解释第 9 条，第 11 条

规定国家不得不合理地干预社团生活。从这一点来看，信徒自由信教的权利包含

这样的预期，即宗教社团将被允许和平地活动，不受国家的随意干预。事实上，

宗教社团自主地存在是民主社会多元化所不可或缺的，因此这个问题位于第 9条

提供的保护的核心。它不仅直接涉及社区的组织，而且涉及所有积极的成员有效

利用宗教自由权。如果公约第 9条不保护社区的组织生活的话，个人宗教自由的

所有其他方面将容易受到损害”。 

少数群体需要能够有效参与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和公共生活（第 11 条和第 1

号议定书第 3条）。正式或事实上不允许人们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违背欧洲委员会所

支持的民主原则。允许提出和辩论不同的政治项目是民主的实质，即使这些政治项目

对国家的组织形式提出异议，前提是它们不损害民主或人权。 

法院认为，“原则上，少数群体有权”根据公约第 8 条，“要求尊重其在‘私人生

活’、‘家庭生活’或‘家庭’中的特定生活方式”。涉及罗姆人和北欧土著人的几个案

件寻求提出这种要求，虽然这类申请都没有取得成功。 

提交申请 

为成功地向法院提交案件，申请人必须符合某些受理标准。多数申诉在决定可否

受理阶段被驳回。由于不能就相同事实提出两次申诉，因此，在第一次申请时申诉必

须符合标准。 

法院有自己的申请表（有几种文本，可向法院书记官长索取），必须将这些表格填

妥送回法院。除了申请人及其法律代理人的个人详细资料，法院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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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的详细叙述  

• 关于声称受到侵犯的公约权利的详细意见  

• 已经在国家一级争取补救的证据，包括判决的日期和详情  

• 争取由法院采取的补救措施  

提交申请的同时必须提交所有证明文件的副本。法院不能接受匿名申诉；申请人

的名字不能不让有关国家知道。法院的程序是公开的，虽然在适当的案件中可通过仅

提及申请人的姓名缩写来保密。各国有义务不妨碍人们提出申请，并有义务对法院的

调查给予合作。 

为了根据《欧洲人权公约》提起诉讼，你必须指控一个缔约国侵犯了公约或其一

项议定书所保证的一项或多项权利。法院只能受理对一个国家的申诉。小册子最后列

出了有关国家的名单。申诉可以涉及国家本身或国家的机构所采取的行动，如武装部

队、警察部队、法院或其他公共机关。法院很少准许就私人当事方造成伤害提出的申

诉。这些申诉涉及下述情况：国家将某项政府职能授予私人机构，且国家有责任阻止

第三方采取这些行动。 

《欧洲人权公约》保护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每个人。申请人的国籍并不重要；事实

上，甚至无国籍人也可提出要求。如果一国采取的行动导致侵犯另一国的权利，即使

后者不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约方，也可以提出申请。这种情况最常见的例子是，

某个人寻求防止被驱逐或被引渡到他可能会遭受酷刑或被处死的国家。 

“受害人”要求 

只有个人受到所指控的侵犯行为之害的人才可根据公约提出一个案件。这可以是

国家行为的直接结果，例如，如果申请人个人遭受相当于酷刑的待遇或其宗教自由权

受到干涉。侵犯行为也可能给权利受到直接侵犯者的亲属造成人身伤害。在此，亲属

并非虐待的直接受害人，但也有资格作为侵犯行为的间接受害人。例如，如果孩子遭

受酷刑，父母可以提出要求。 

某些情况下潜在受害人也可以提出案件。法院接受这样的论点，即如果有受到国

家行动的直接影响的危险，申请人即是“受害人”。然而，申请人必须证明实际存在着

将来成为受害人的个人危险，而非仅仅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性。 

个人、个人组成的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交申请。如果团体或非政府组织提出

申诉，它仍然必须符合“受害人”要求。显然，组织本身是侵犯行为的受害人即已足够。

在向斯特拉斯堡提交的案件中，已发现有工会、公司、宗教机构、政党和城镇居民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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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受害人”要求。当团体或社团成员是受害人时，最好既提出个人申诉又提出团体申

诉。如果团体申诉在决定可否受理阶段未被通过，个人申诉的案件可能取得成功。 

并非只有经国家正式登记或承认的团体才可向斯特拉斯堡提出要求。此外，当未

获承认导致被拒绝向国内法院提出诉讼并妨碍少数群体捍卫自己的权利时，这可能相

当于拒绝给予公平审判或有效补救（分别见第 6 和第 13 条），可以根据公约对此提出

质疑。 

其他受理要求 

如同通常在国际人权程序中那样，申请人必须证明他们已经努力寻求有关国家对

指控的侵犯行为采取补救办法。在极少的案件中，可能对于侵犯特定的公约权利没有

合适而有效的补救办法。然而，如果本应由申请人寻求采取补救措施，而申请人并未

这么做，那么法院将宣布案件不能受理。必须用尽可以彻底纠正侵犯行为的“有效”补

救措施。通常这些措施既包括司法程序，也包括行政程序。一般而言不必寻求采取可

自由裁量的措施，如在判罪之后寻求宽大处理。 

一旦在有关国内诉讼中收到最终判决，申请人必须在六个月内向欧洲人权法院提

出申诉。如果正在实施的法律构成持续侵犯，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申请。如果申请人

最初没有意识到受到侵犯，则六个月的期限从他／她认识到受到侵犯之时开始计算。 

不能提交以前已向另一个国际调查机构提交的申请，如人权事务委员会。 

调查和裁决 

可能要就可否受理问题和申请的实质问题交换书面答辩。每个当事方都可以评论

另一当事方提出的意见。该程序通常只通过书面辩论进行，虽然法院也可以就可否受

理或实质问题或就两者举行口头听证会。还有，每次听证会都由各方代表出席，整个

程序中申请人和有关政府的地位是平等的。 

可能要求非政府组织提供专家证据或作为证人出庭，少数群体权利提倡者应当注

意到，如果案件值得特别关注，可以向法院提交法院临时法律顾问短函。该程序称为

“第三方干预”，一旦宣布案件可予受理即可寻求采用该程序。这使得有可能向法院提

供有益的信息，介绍对少数群体权利产生的直接影响可能超出手头特定案件的范围的

问题。有意进行干预的非政府组织应向法院院长写信要求准许干预一个案件。 

法院通过书面辩论审查案情实质，可以听取证人的证词，甚至在认为必要时到有

关国家去。法院将尽可能争取实现友好解决，但这必须以双方都同意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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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进行秘密辩论，但其判决是公开的，并立即告知双方。法院的判决限于确定

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现象，并在发现违反现象时就资金赔偿和费用作出判决。法院并

不向政府签发命令，例如命令其释放囚犯、修改法律或对犯有侵犯个人权利罪行者提

起刑事诉讼。如上所述，法院的判决对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公约第 46.2 条，由

部长委员会负责确保遵守法院的判决，尽管绝大多数国家乐意遵守法院的判决。 

在判决宣布以后无权提出上诉。然而，在案件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严重问题或影

响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问题时，由七名法官组成的法官办公室将把对案件的管辖权交

给由十七名法官组成的“大法官办公室”。 

紧急案件 

法院可以对紧急案件优先处理，但这种情况极其罕见。除非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否则不应请求优先处理一项申请。在申请人的生命面临急迫、切实和严重的危险时，

法院也可以提议采取临时措施。法院可要求国家不要采取可能有害的措施或者采取其

他措施来保护申请人。国家没有义务服从这种要求，但它们一般都这么做。寻求采取

的措施及其理由必须在申请表格上说明。 

斯特拉斯堡对少数群体权利的影响 

上述摘要介绍《欧洲人权公约》可以哪些方式保护少数群体权利，但是应当记住，

这并不是公约的主要任务。在许多方面，公约所处理的权利范围相当狭窄。有这样一

种危险，即如果少数群体试图主张“少数群体权利”本身，要求即可能因超出公约范围

而被驳回，并因此被认为“明显站不住脚”。此外，即使发现存在着侵犯现象，仍须由

有关国家来采取除损害赔偿金以外的补救措施，如修改立法中的冒犯性规定。法院不

能充当国内判决的上诉法院。法院仅仅考虑一国是否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而不考

虑它是否可能采取不同的甚至更好的政策。 

然而，与此同时，斯特拉斯堡也许是全世界保护人权方面最强有力的法律机制。

在完善程度和保持有关当事方平等方面，它类似于国内的法院程序。它不可能充当少

数群体求助的第一个法院，它不能考虑一个国家少数群体权利的普遍状况。尽管如此，

仍应将它视为适当情况下的一种可能的有益工具。 

《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

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

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摩尔多瓦、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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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圣马力诺、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瑞典、瑞士、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联合王国。 

进一步的资料和联系办法 

致法院的所有信函可发往： 

The Registrar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Europe 

F-67075 Strasbourg Cedex 

France 

电话：＋33  3-88-41-27-18；传真：＋33  3-88-41-27-30 

载有《欧洲公约》、《法院议事规则》和其他资料的主要出版物是：欧洲委员会出

版的《欧洲人权公约：全集》。法院作出的各项裁决和判决当时以平装版式发布，随后

收入《判决和裁决报告》，两种形式都可在欧洲委员会得到。欧洲委员会每年还出版《欧

洲人权公约年鉴》，载有部分最重要的案例和有关公约在国内法中适用情况的资料。 

法院判例文本和关于法院的其他资料可在其网址查到：http://www.echr.coe.int。 

“关于如何向 欧洲人权法院提交 申请的指导说明 ”可在 下述网址查到：

http://www.echr.coe.int/NoticesForApplicants/Noticeeng.htm。 

有许多书籍介绍斯特拉斯堡体系，既有关于具体权利的，又有关于整个体系的。

两项权威性分析报告是 D.J.Harris、M.O’Boyle 和 C.Warbrick 所著《欧洲人权公约的法

律》（1995年）和 P. Van Dyke和 G.J.H. Van Hoof所著《欧洲人权公约理论与实践》（1998

年）。 



 

 

第 8号小册子 

欧洲委员会《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 

 

摘要：《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是专门针对少数群体权利的最全面的国

际条约。该条约系由欧洲委员会主持通过，它阐明了一些原则，各国则根据这些原

则制定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具体政策。 

欧洲委员会 

欧洲委员会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其宗旨是： 

· 保护人权、多元民主和法治； 

· 促进提高认识并鼓励发展欧洲的文化特点和多样性； 

· 寻求解决欧洲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对少数群体的歧视、仇外心理、不

容忍、环境保护、克隆人、艾滋病毒－艾滋病、毒品、有组织犯罪等等； 

· 支持政治、立法和宪法改革，以帮助加强欧洲民主制度的稳定。 

欧洲委员会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由 43个国家组成：阿尔巴尼亚、安道尔、亚美

尼亚、奥地利、阿塞拜疆、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

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

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摩尔多瓦、荷兰、挪威、

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圣马力诺、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

典、瑞士、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欧洲委员会的管理机构是政府间的部长委员会和非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截至

2001 年 5 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是其议会在欧洲委员会

议会享有特别列席地位的非成员国。 

不应将欧洲委员会与欧洲联盟混淆，虽然欧洲联盟 15个成员国都是欧洲委员会成

员。 

《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 

《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公约）于 1994 年由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通过，于

1998 年开始生效。它是第一个专门旨在保护少数群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文书，

被视为迄今为止少数群体权利领域最全面的国际标准。它在很大程度上将 1990年欧洲

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哥本哈根文件》中的政治承诺转变为法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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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公约》可由欧洲委员会成员国批准，非成员国应部长理事会邀请也可加入。

对于申请成为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国家来说，加入公约至少在政治上是强制性的。截

至 2001 年 5 月，已有 33 个国家批准了公约：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奥地利、阿塞

拜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非成员国）、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

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列支敦士登、立陶

宛、马耳他、摩尔多瓦、挪威、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圣马力诺、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乌克兰和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公约的性质 

少数群体状况因国家不同而各异，因而要求采取不同办法。因此，公约起草者选择

采用确立原则和目标的“纲领性”条款，这些原则和目标应当为各国保护其少数人口提

供指导。为此，公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国家的一系列义务而非按照属于少数民族的

人的详细权利清单来安排结构的。必须在国家一级实现这些原则和目标，特别是通过

立法和政策。各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酌情设计适合本国情况的立法和政策。正是因为

这样，公约才被称为“框架公约”。 

纲领性条款的措辞采用笼统的术语措辞，常常含有限定条件的短语，如“大量”、

“实际需要”、“酌情”和“尽可能”等等。虽然这种笼统性似乎消弱了公约所保证的权利，

但它使缔约国可以灵活地把公约的目标转变为最适宜的国家法律和政策。然而，这种

灵活性并没有免除各国真诚地并以能够有效保护少数民族的方式执行公约条款的义

务。 

公约所载的两项重要原则是第 1条和第 22条，前者指出保护少数民族是保护人权

的组成部分，后者规定公约不得被用于降低现有的保护标准。因为公约意在补充现有

的对人权和少数群体权利的保护，因此必须将它与其他人权文书一起理解，如《欧洲

人权公约》（见 XX号小册子）。 

定  义 

公约没有界定“少数民族”的定义，因此，首先必须确定公约适用于哪些人。有几

个缔约国在批准公约时规定了本国关于“少数民族”的定义，其中有奥地利、丹麦、爱

沙尼亚、德国、波兰、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许多

此类声明将非公民和移民从公约所规定的保护中排除出去，一些声明确定了公约将适

用的具体群体。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马耳他是公约缔约国，但它们都声明其各自领

土内没有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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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国在决定公约适用于哪些人时可以行使一定的酌处权，但预计还将通过为

公约建立的国际监测程序对该问题进行评价。但是，对于希望参加监测程序的任何非

政府组织来说，第一步应是确定有关国家是否就适用公约的群体作出过声明。现有的

此类声明的清单可在有关本公约的网站上查到（www.humanrights.coe.int/minorities）。 

无论术语如何界定，本公约仅适用于少数“民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例如，1992

年《联合国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宣言》既适用于在“民族”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又适

用于在“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尚不清楚两者之间有多大区别，但

似乎公约的范围有意比《联合国宣言》窄一些。 

公约的实质性条款 

公约第 4.1条宣布了不歧视和平等的基本原则。第 4.2条明确规定，国家的义务可

能要求政府采取肯定行动，而不仅仅是避免采取歧视态度。各国“在必要时”应采取措

施，促进“属于少数民族的人和属于多数民族的人之间充分和切实的平等”，“适当考

虑”少数民族的“特殊条件”。第 4.2条是一个关键条款，因为它为随后更详细规定各国

在具体领域应采取措施的条款奠定了基础。第 4.3条澄清，为促进切实平等采取的任何

措施不应被视为歧视。 

公约其他实质性条款涉及广泛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可能要求各国采取特殊措施。

批准公约的国家同意： 

· 促进少数群体保持和发展其文化和特点的必要条件（第 5条）； 

· 鼓励生活在其领土上的所有人之间的容忍、相互尊重和理解（第 6条）； 

· 保护集会、结社、言论、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第 7、8和 9条）； 

· 促进利用主流媒体和促进建立和使用少数群体媒体（第 9条）； 

· 承认在私下和公共场合使用少数群体语言并用少数群体语言表达信息的

权利（第 10和 11条）； 

· 正式承认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姓和名（第 11条）； 

· “努力确保”在行政当局面前使用少数群体语言，以及在“传统上”或“大

量”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地区用少数群体语言展示双语地形标志的权利（第

10和 11条）； 

· 促进对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文化、历史、语言和宗教的了解（第 12条）； 

· 承认少数群体建立和管理自己的教育机构和学习自己语言的权利（第 13

和 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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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确保”在传统上由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或由“大量”少数群体人口

生活的地区，用少数群体语言告知适当的机会（第 14条）； 

· “为属于少数民族的人有效参与文化、社会和经济生活和公共事务，特

别是参与影响他们的公共事务创造条件”（第 15条）； 

· 避免采取措施改变少数群体居住地区的人口比例（第 16条）； 

· 不干预与境外人士保持联系和参加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的权利

（第 17条）。 

实施和监测 

公约第 24 至 26 条规定了公约的监测机制。至关重要的是，各国有义务定期提交

报告供审查。审查报告的最终责任在于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但有一个专家咨询委

员会向部长委员会提供帮助。与《欧洲人权公约》不同，《框架公约》没有规定允许个

人申诉的程序。 

第 97（10）号部长委员会决议详细规定了具体监测安排（可在欧洲委员会少数群

体问题网站查到其文本：www.humanrights.coe.int/minorities）。国家报告首先由咨询委

员会审查，该委员会对各国采取措施是否恰当进行评估，然后提出对于报告的“意见”。

接下来，部长委员会审查国家报告和咨询委员会的意见，然后通过自己的关于公约执

行情况的结论。委员会也可能酌情通过建议。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是机密的，直到部长

委员会提出其结论，此时将公布两个委员会的意见。 

咨询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最多由 18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由部长委员会从各缔约国提名的候选

人中选出。并非所有国家都有一个被提名人在委员会任职，因此未当选的候选人被列

入补充成员预备名单。在轮换制度的基础上，咨询委员会的组成将随着时间推移发生

变化。 

咨询委员会成员都是保护少数群体领域的知名专家。他们以个人身份担任委员会

成员，因而是独立和公正的。他们不代表各自政府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部长委员会

是由政府代表组成的政治机关。公正的专家机构参与评估少数群体问题可能有利于完

成部长委员会的任务；事实上，欧洲委员会的最高决策机构部长委员会有许多其他职

责，因此十分倚重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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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国家报告 

批准公约的国家必须在一年内提交第一份报告，然后每隔五年提交一份报告，无

论部长委员会是否要求他们这么做。咨询委员会可以请部长委员会要求提交特别报告，

介绍在缔约国提交定期报告的间隔期内可能发生的情况。欧洲委员会在收到报告后将

予以公开，并在其网站上公布（www.coe.int）。 

初次报告应当全面说明该国为实现公约原则所采取的立法和其他措施。部长委员

会在 1998年通过了国家报告的详细准则，具体说明各国就公约每条应提供的资料。有

关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可以评价国家报告是否提供了准则所要求的所有资料。 

咨询委员会受权从国家报告以外的来源收到信息，例如，它也可以组织与政府代

表和独立消息人士会面。咨询委员会在审查报告期间到各国进行访问，其间委员会将

会见政府、非政府组织、少数群体社团、学术界和其他有关当事方的人士。他们的访

问需要有关国家的邀请，但这种访问迅速成为委员会的标准程序。这种做法使委员会

能够更好地评估缔约国内少数群体的情况，并有机会在该国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委员

会可以请求该国提供补充书面资料。非政府组织和少数群体社团可随意主动提供资料。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通过参与实施和监测过程，对于全面实现公约的原则至关重要。 

在国内一级 

非政府组织可以鼓励按照公约规定原则修改国内立法和做法。它们可以就公约的

解释提出自己的想法，并提高公众对于公约所规定的政府义务的认识。例如，通过翻

译和传播公约文本和有关文件，可以提高公众的认识。有关文件应包括正式的国家报

告、非政府组织的评论及已经公布的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和部长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

通过提高公众认识，非政府组织可以帮助创造一种期望国家采取措施履行义务的气氛。 

非政府组织和少数群体社团也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报告的起草工作。应当查明哪个

政府机构负责起草报告，并且与该机构联系，看能否在报告定稿之前提供资料或意见。

各国甚至希望非政府组织参与起草报告。 

非政府组织应当考虑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想在正式的报告过程中给予合作，而不是

考虑有否可能向咨询委员会提出评论意见或替代报告。通过参与起草国家报告，非政

府组织可以帮助结合有关国家的情况解释公约的条款。然而，非政府组织可能担心，

它们的参与会被利用，使国家报告有一种没有保证的可信性，即使该报告并没有充分

反映非政府组织的观点。然而，参与起草一份报告与随后对它提出评论意见并不是相

互排斥的活动，你可以选择两件事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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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国家不是缔约国，则宣传和游说活动可以侧重于批准公约的必要性。鉴

于批准公约的进展很快，鼓励国家与欧洲委员会其他成员国一起加入成为缔约国应当

相对容易，就是以这种方式，预计欧洲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都将批准《欧洲人权公约》。 

国际监测 

监测过程必须确保咨询委员会从各种来源收到资料和分析才能有效，这些来源包

括非政府组织和少数群体社团。这将使咨询委员会更全面了解国家的情况，从而有利

于对其形成意见。 

非政府组织可在任何时间向设在欧洲委员会的框架公约秘书处发送信息。秘书处

将把信息转交咨询委员会成员。在咨询委员会正积极审议一个国家的报告时提交这种

信息往往最为有效。因此，非政府组织应当对报告进行研究——如果提交报告的国家

自己不在早些时候公开报告，委员会将在收到后尽快公开——并且决定应对政府提供

的哪些信息给予补充或提出质疑，并及时向咨询委员会提出评论意见，供委员会在审

查国家报告时进行审议。至于国家报告何时应提交及何时将被收到，有关信息可在欧

洲委员会网站查到（www.coe.int）。秘书处将告知接收非政府组织评论意见的最后期限，

以便咨询委员会可以对评论意见进行审议。如果可能，非政府组织应当用委员会的工

作语言法文或英文提供信息。 

如果有充分的时间和资源，你也可以起草一份完整的替代报告，系统地论述国家

报告所涉及的全部问题。 

不管提交评论意见还是提交完整的替代报告，你都应尽可能提到国家报告中可能

遗漏或不正确的任何具体信息。你所提供的信息应当以事实为依据、完整而详细，应

尽可能提及公约的具体条款。你还应列入其他国家或国际非政府组织、研究所和国际

组织的文件，如欧安组织少数民族问题高级专员和直接相关的联合国条约机构或特别

报告员的文件。也可从欧洲委员会其他机构获得信息，如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

委员会、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专家委员会和议会监测委员会。人口和统计信

息也很有价值，特别是如果国家报告没有提供这种信息的话，它可以帮助委员会比较

不同时代少数群体的状况。非政府组织也可就政府应采取哪些行动实施公约提出自己

的建议。 

如果你想提交一份全面的替代报告或“影子”报告，应当考虑与其他国家或国际非

政府组织合作。这将最大程度地减少重复劳动，并可提供更具代表性和更加全面的资

料，这种信息反过来使你的报告更加可信。至少，注意到其他非政府组织正在做什么

事情以避免提供相互矛盾的资料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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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长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公开之前，非政府组织可以进行宣传并在全国发起就

少数群体权利问题进行讨论。非政府组织还应监测政府对结论和建议所作的反应，包

括该国应部长委员会要求提供的后续行动信息。 

迄今为止，还没有公开过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或部长委员会的结论。因此，评价根

据公约设立的报告体系是否全面或有用还为时太早。但是，至少咨询委员会似乎创造

了一种有利于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少数群体社团之间进行交流的气氛。 

进一步的资料和联系办法 

有关《框架公约》的所有来文应发往秘书处： 

Secretariat of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uman Rights-DG II 

Council of Europe  

F-67075 Strasbourg Cedex 

France 

电话：＋33（0）3-88-41-29-63；传真：＋33（0）3-88-41-49-18 

电子邮件：nadia.khafaji@coe.int。 

欧洲委员会的主页是http://www.coe.int。有关少数群体包括《框架公约》的信息的

主页是http://www.humanrights.coe.int/minorities。在后一个网址可查到： 

· 《框架公约》的文本 

· 关于对公约的签署、批准、声明和保留的信息 

· 规定国家报告应在何时提交或已在何时收到的时间表和少数群体活动的

状况 

· 咨询委员会的组成 

· 《咨询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24至 26条所规定的监测安排规则 

· 咨询委员会活动报告 

· 国家报告全文 

· 已经公开的咨询委员会和部长委员会的意见、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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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向欧洲委员会索取印刷文本，包括： 

· 《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和解释报告，H（95）10 

· 应根据《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第 25 条第 1 款提交的报告的提纲，

ACFC/INF（98）1 

· 第（97）10 号决议，部长委员会根据《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第 24

至 26条通过的关于监测安排的规则 

· 《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的《咨询委员会议事规则》，ACFC/INF(98)2 

最后，一个有用的实践指南是《保护少数群体框架公约：非政府组织指南》，1999

年由设在伦敦的少数人权利团体国际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