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代結論：人權委員會成效評估 

 

在瞭解了人權委員會對外運作的模式後，本章將就人權委員會的成效進行

評估，並就人權委員會的運作與成效進行總結。首先，將探討影響人權委員會

有效性之因素，究竟何種對外運作機制可以提高人權委員會的成效？其次，將

瞭解國家間的結盟及某些國家對於人權委員會運作的影響？再次，將探討調查

員的個人特質及技巧對於人權委員會的影響。最後，將就人權委員會的運作與

有效性進行總結。 

第一節 影響人權委員會有效性之因素 

一、 專題式監督機制的優勢 

在上一個章節中討論的人權委員會的兩種對外的運作模式：「國家調查機

制」（country mechanisms）與「專題式機制」（thematic mechanisms），究竟

何種運作模式可以提高人權委員會的成效呢？人權學者佛席茲認為，依據經社

理事會第1235號或第1503號決議案，人權委員會授權工作小組或特派員檢視

特定國家人權狀況，並回應有關個人對於大規模人權暴行的申訴案件，結果並

未達到預期的結果。因為第 1235號程序允許派遣觀察員針對某一國家進行調

查，將持續升高外交上的關注，導致被調查國家政治上的困窘。此外，佛席茲

認為，此一措施，也許可以短暫的改善人權狀況，卻未能提供確切的、系統化

的保護措施。1 

                                                 
1 Forsythe, David P.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0. 



至於眾所關注的第1503號決議案的效能如何？佛席茲認為，第1503號決

議案由個人或非政府組織所發動，中間經由人權委員會有關機構層層檢視，其

程序過於漫長，且相關國家因處於機密狀態，常免受大眾與論的關注，也降低

了預期的效能。佛席茲認為，最為有效的方式應是「專題式監督機制」（thematic 

mechanisms），例如人權委員會防止失蹤的監督機制，發展以緊急的、干預的技

術進行調查，改善了人權委員會的效能。2然而佛席茲也指出，無論是何種調查

措施，只要會員國無意進一步採取措施，人權委員會對於暴行國家所產生的衝

擊都是很小的。 

此外，佛席茲認為要評述人權委員會的保護角色十分困難，事實上，大部

分的國家均十分謹慎的看待人權委員會的相關程序，不願意人權委員會將目標

鎖定於他們他們身上，大多數的國家甚至採取積極的行動去杯葛、延遲、或弱

化人權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的批評。例如一九八０年代的阿根廷及一九九０年

代的中共即是相當好的實例，而許多國家儘管瞭解將面對外界的譴責或批評，

也持續為其人權暴行做好準備。3 

與「國家監督機制」相較「專題式機制」有什麼優勢呢？在羅伯森與梅若

爾（A.H. Robertson and  J. G. Merrills）於一九八九發表的世界人權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一書中認為，「專題式機制」的優勢在於：4 

一、 較大的地理範圍； 

                                                 
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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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某些特定的爭議，例如大規模驅逐、奴隸制度、原住民權利等議題，

必須以全球性的基礎進行考量。即使像酷刑、即時死刑都應該由以國

家為基礎所設計的調查揭露出來，這些都能夠由專題式機構所闡明。 

三、 「專題式機制」調查國家侵犯人權的能力，在聯合國中擁有政治聲

望。 

學者佛洛德（Patrick James Flood）在探討了人權委員會運作的相關的案

例後，也認為「專題式機制」較具效能。他認為專題式機構的程序顯示出，國

際團體決心以有系統、全球為基礎的方式，致力於打擊人權的事實。而專題式

機制的命令並沒有針對某一個國家的作法，更符合聯合國是國際性團體且服務

宗旨為全球性的意圖。而另一位聯合國人權系統研究學者羅查倫

（B.G.Ramcharan）於探討專題式機制（thematic mechanisms）的優缺點後認

為：「專題式機制使得全球性的暴行得以獲得檢視，並可透過全球檢驗的角度，

對於特殊暴行進行檢視，並在此範圍內確定全球性的行動策略及未來的標準」。 

然而，羅查倫以為，專題式機制也有其缺點存在，即可能將問題引領至過

度廣泛，以致於偏離了原應該專注的議題，亦可能導致對於特定的案例未能有

足夠的專注，降低了對於人權提供保護的質量；另也可能導致對於被關切的政

府未能施加足夠的壓力。儘管如此，羅查倫以為，專題式機制的優點仍是勝過

於缺點的，其優點是透過此一途徑，使聯合國得以對此一問題有所了解，雖然

研究的結果並非戲劇性的隔離此一問題，而是透過相關案例，累積性、長期性



地嚇阻及減輕相關問題的發生。5 

 

二、 國家聯盟的影響 

聯合國為一多元化之組織，許多關鍵性的決定來自於投票，因此國家間的

聯盟（State Coalitions）對於人權委員會的運作來說十分的重要。人權委員

會從初期否認自身有權權利進行調查，至一九六七年後積極從事國家調查工

作，即與聯合國中的國家聯盟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也可以說，國家聯盟的態

度與合作與否，影響了人權委員會的有效性。 

聯合國初期時，西方聯盟（Western coalition）控制了聯合國大會及安全

理事會程序的運作，使得國際人權法案（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有

效的於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六間協商並通過，此一階段對於促進國際社會承認

人權十分的重要。儘管當時的共產主義國家聯盟（Communist coalition）參與

協商並接受了人權的觀點，然在執行上卻是反抗人權的。6一九五九年，人權委

員會通過了自我否定的728F決議案，承認其對於任何有關人權的申訴，無權（no 

power）採取任何行動，也否定了對於特定國家中特定人權暴行調查的權力。當

時有關個人對於人權暴行的控訴抵達聯合國時，通常人權委員會即以漫長的調

查程序加以掩埋，形同一個複雜的垃圾桶。7 

人權委員會初期的績效不彰，美國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國際安全

                                                 
5 B. G. Ramcharan, Keeping Faith with the Human Rights, Dordrecht : Martinus Nijhoff, 1987, p. 140. 
6 Thomas G. Weiss, David P. Forsythe ,Roger A. Coate ed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pplying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Changing World Politics （Colorado :  
Westview Press,1997）, p. 185. 

7 Ibid., p. 157. 



與經濟的議題上，美國被視為一個支配性的強權，然而在人權的議題上，美國

卻從未扮演一個霸權（hegemonic power）的角色，對於人權建設的貢獻是十分

有限的。學者佛席茲分析，人權議題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敏感的議題，因為其

涉其到了合法性制裁美國種族歧視的問題，也涉及了美國國會恐懼其行政部門

將透過國際條約擴張本身職權的心態。8 

發展中國家於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０年間大量加入聯合國，改變了聯合國

人權機構的投票情況。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０年間的南北妥協（North-South 

compromise），也開啟了人權議題的可能性，此時人權委員會開始處理特定國

家、以及來自個人的請願的人權問題。有關檢視特定國家人權暴行的1235號程

序案，以及秘密審查的1503號程序案，皆在此一時期通過，人權委員會並依上

述決議案，開始派遣工作小組及特派員前往有關國家進行調查。 

此時發展中國家對於以色列以及南非的人權狀況加以施壓，西方國家則擴

大人權委員會的授權，使得希臘軍事政權（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四年）及海地

杜發勒王朝（Duvalier dynasty，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八六年）等國均成為人權

委員會活動的目標。以蘇聯為首的集團則針對智利皮諾契政權加以譴責，特別

是在該軍事政權推翻了馬克斯主義的總統安得烈後。此時聯合國產生了一個新

的外交上的景象，即試圖保護「某些國家」的「某些人權」狀況。9 

南北在人權問題上的互動，以及歐洲共產主義者通常與南方國家結盟，說

明了一九七０年至一九八五年間聯合國對於解決人權問題的進展。此一結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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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了為何某些人權暴行的國家未被人權委員會所譴責。例如聯合國對於烏干

達殘酷的的阿密(Idi Amin’s )政權，並未施予強烈外交上的壓力，其主因即是

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團結，以及共產國家的聽從。10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一年歐

洲共產主義國家跨台期間，此一聯盟有了轉變，有更多的民主政府加入了大會、

經社理事會及人權委員會。發展中國家的民主體制政府並未總是熱衷於聯合國

的人權保護活動，許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在人權委員會杯葛有關的議題，在經社

理事會投下棄權或反對票。發展中國家對於人權問題的態度是相當矛盾而複雜

的，因為人權問題將可能涉及到他們的國家主權問題。在聯合國大會中，大部

分的發展中國家在國家主權的前提下，拒絕通過有關人道援助的權力。11 

除了發展中國家外，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對於國際人權活動及人權事物的

態度常是勉強的。例如蘇聯葉爾辛政府對於聯合國譴責伊拉克及賽爾維亞政府

人權暴行的問題，表達公開保留的態度。中共並不支持有關國際人權保護的行

動，然在安理會中，中共通常選擇以棄權方式取代否決權，特別是在天安門事

件後，藉以避免刺激西方國家對於其本身人權狀況進行譴責。12在一九九三年維

也納世界人權會議（Vienna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中，大部分的發展

中國家以及前共產主義國家均再度確認了世界性人權（universal human 

rights）。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在未來是否具有足夠政治意願執行國際

承認的人權？也唯有國家聯盟願意具體化抽象的人權宣言或人權條約，才能使

得人權委員會的有效性獲得提升，而非僅是國家聯盟的對抗武器之一。 

                                                 
10 Ibid. 
11 Ibid., p. 187. 
12 Ibid. 



 

三、 調查員的個人特質及技巧 

在智利的案例中，人權委員會決定以具有相同之授權的特別記錄員

（Special Rapporteur）替換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並且指派另一位特

別記錄員研究並報告智利的失蹤人口狀況。智利政府反應相當激烈，並控告聯

合國欺騙。智利第一位記錄員塞內加爾籍的迪耶公開表示反對皮諾契政權對於

聯合國組織不合作的態度，結果是智利雖然不允許特別記錄員迪耶拜訪智利，

他的繼承者模里西斯籍的拉菈，採取了較為低調的態度，成功地在十年間造訪

三次。 

一個國家衡量是否和聯合國合作時，聯合國代表的人格的確會影響結果；

某個人被認為是對於某個國家存有偏見、反感時，或不可能接受合作時，被邀

請造訪國家的機率可預見是相當低的。學者認為，通常成功的特質在於客觀性、

公平性、均衡報導、清楚的人權的評論，而不是以狹隘的政治或地理政治眼光

來看待，可靠的判斷力、精力充沛、及不偏頗不過份消極的態度。此外，報告

員對於任務的詮釋也影響了工作的成果。學者佛洛德（Patrick James Flood）

在分別研究了「國家監督機制」智利、伊朗的案例，以及「專題監督機制」的

「宗教歧視與不相容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 on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以及「強迫或非自願性消失工作小組」（The Working Group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s）不同案例後認為，在「強迫或非自願性消失工作小組」

的前八年任務中發現了在前往祕魯的二位工作小組成員，除了採取較為詳盡的



報導外，並推翻了過去「不加以評斷」的風格，放棄過去其他工作小組所採取

的「非指控性」（non-accusatory）的研究方式，於報告中提出了應該負責的單

位，在調查技術上比起墨西哥以及玻利維亞的工作小組有著明顯的進步。因此，

人權委員會調查報告的內容與品質，與調查員的個人風格、人格特質，及對於

任務的詮釋，有著相當大的關係，為影響了人權委員會運作的有效性的重要因

素之一。 

 

第二節 人權委員會成效評估 

人權委員會代表係由國家指派，其任職係代表政府，而非以個人身份為之，

因此人權委員會的缺乏效力（ineffectiveness）及傾向於政治化（politicize）

經常受到批評。然而大部分的人都忽略了，人權委員會可以做到的已經超越了

國家所願意做的。人權委員會需要獲得更多信任，得以將人權議題轉移為國際

社會主要議程，並使得聯合國憲章中的人權的條款得以擴大合法範圍及適用。 

聯合國人權活動雖非是革命性的，亦是相當具有爭議性的，特別是其成敗

互見。首先，其最成功之處為建立世界性的國際性的人權標準，確立基本人權

價值，適用人權規範，決定何時、何地產生了人權暴行。目前各國政府原則上

均接受了人權規範，儘管實踐上並不然，至少已表面上施予口惠

（lip-service）。各國政府含蓄性的接受了「限制性的國際社會」已存在的假

定，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則更進一步憑藉相關人權規範，要求政府、並提醒政府



其假定已經存在的任務及國際義務。13 

其次，聯合國人權活動的第二個正面效果，為聯合國組織大量的蒐集並公

開有關各國執行人權的資訊，鼓勵了非政府組織的參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及

其特派員、條約機構大量的網路報導，使得非政府間國際組織擴張其匯集資訊

的能力，亦鼓勵如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國際法律學家委

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美國觀察家委員會（United 

Nations watch committees）等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活躍的監督聯合國及各國政府執行及保護人權。14一個成功的案

例即為國際特赦組織與聯合國間的關係。在一九八四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禁

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相關非政府組織即幫助傳遞相關人權規範的概念。15 

然而聯合國人權組織的缺點即在於，聯合國「執行」人權規範無法與監督

行動相提並論。我們可以指出何時、何地有人權暴行發生，卻無法保證聯合國

組織將以正面的態度予以回應。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在於人權委員會的各會員國

代表，儘管常發表虔誠的人權聲明，然實際上其代表的多為政治上的考量。過

去人權委員會高度重視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以色列對於佔領區的軍事行動，

然對於中共的天安門事件以及衣索比亞的問題，卻遲遲未採取聯合國有關措

                                                 
13 Peter R. Baehr,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s,” Human Rights : Universality in Practice ,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69. 
14 Peter R. Baehr, ibid, p. 70. 
15 Ibid. 



施，此舉明顯反映了人權委員會受到明顯的政治因素影響。因之，人權委員會

逐漸成為政府試圖防衛他們本身的行為、並譴責其他弱勢的國家的場域。許多

觀察者批評聯合國於處理人權問題上，經常適用「雙重標準」（double 

standards）。16 

此外，學者佛席茲提出，人權委員會無法發揮效能的主因為，人權委員會

無法與軍事、經濟及外交制裁相互連結，缺乏足夠有效的資源，以致於無法對

於國際上非偶發性、持續性的人權問題產生效力。17他建議安理會授權制裁，國

家及區域組織（如歐盟）提供經濟的資源，否則人權委員會文字上的譴責很難

達到效用。聯合國沒有辦法有效的逞罰違反人權的國家，也沒有辦法獎勵遵守

人權標準的國家。目前安理會也唯有確認此一人權暴行將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

時，才能採取行動。例如一九九一年安理會第688號決議案，認為伊拉克對於

境內庫德族（Kurdish）鎮壓活動，將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the 

consequences… threate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此一廣泛的

解釋，將人權議題與和平議題進行連結，也使得安理會採取制裁行動。 

然而，並非所有的人權暴行清楚地被認為威脅國際和平，另一方面，依據

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採取的制裁行動，將可能成為太過嚴重的命令，對於原本正

面臨困難的人來說，形成更困難的局面。例如過去對於南非隔離政策採取的經

濟制裁，嚴重的影響了當地大多數黑人的生活，而黑人領導者則傾向於以更有

                                                 
16 Ibid. 
17 Ibid. 



效的手段結束隔離政策。18因此，何種有效制裁措施可與人權委員會的決議相互

連結，促進人權委員會的效能，而又不傷害原本受害的個人，將是人權委員會

未來所要克服的最大困難。 

 誠如在聯合國大會第四十週年紀念會上，挪威外交部長史卓（Stary）所

表達的觀點：「儘管存在著人權國際法及條例的規定，人權的暴行依然在有預警

的狀況下不斷發生，人民的政治及公民的權力似乎僅為一法則，無法真正地對

抗種族歧視、酷刑人權暴行的發生… ..今日人權領域最需要去面對的問題是，

國家如何在已同意的標準下確實的執行；而國際社會首要的工作，即是加強聯

合國處理暴行的能力。」19 儘管於執行人權規範上，目前仍存在著許多困難，

聯合國人權活動的重要性仍需要被廣泛的了解。正如同法國大革命以及美國獨

立宣言的概念醞釀了超過了十數年，而後逐漸地形成法律付諸實踐，限制政府

的行為。同樣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可能性及人權規範未來的發展，是國際

社會所無法忽視而排除在外，並值得我們持續關注的。 

                                                 
18 Ibid. 
19 B. G. Ramcharan, Keeping Faith with the Human Rights, Dordrecht : Martinus Nijhoff, 1987, p.  

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