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組織結構與運作模式 

 

聯合國依據憲章第六十八條，於一九四八年創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CHR），其創建之初僅有十六個會員國，在當時

強國的疑慮及投票運作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並未發揮其應有之功能，甚至通

過自我否定的法案，限縮其權限。直到一九七０年代末期，大量的第三世界國

家加入聯合國，改變了其運作的風格，最明顯的即是1235號決議案授權人權委

員會對於特定國家的人權暴行進行調查，以及1503號決議案對於「可能揭發大

規模人權暴行」的申訴文件進行秘密審查。這些改變使得人權委員會的功能獲

得彰揚。本章將就人權委員會的成立與發展、功能與職權，以及運作程序進行

探討。 

第一節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成立與發展 

現代人權關懷與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間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政府

（German National Socialist government）息息相關，正如同戰前的義大利

法西斯主義，德國納粹大規模地撲殺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以及其他

視為次等人類之人種，在德軍佔領下，非人權的暴行尤其嚴重。1當時聯合國的

目標之一，即是致力於日後不再發生相同情況，2聯合國憲章與國際聯盟規約不

同之處，即在於聯合國憲章包含了人權特別條款。 

一九四五年制定的聯合國憲章首先承認每個人有其基本人權及自由。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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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以人民（the people）的名義為之，在序言中聲明：「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

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

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第一條（宗旨）第三項規定：「促成國際合作，

以解決國際間屬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且不分種族、

性別、語言或宗教，助成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第五十五條規定：

「聯合國應促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

族、性別、語言或宗教」，第五十六條規定：「各會員國擔允採取共同及個別行

動與本組織合作，以達成第五十五條所載之宗旨。」 

其中最重的是憲章第六十八條規定：「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設立經濟與社會

部門及以提倡人權為目的之各種委員會，並得設立於行使職務所必須之其他委

員會。」3從法律的觀點而言，這些規定對各會員國具有法律的拘束力，然而仍

存在若干問題，如：憲章並無強制要求國家承諾保障人權的權利，4有關個人權

利保障的實施，仍須透過各會員國行使之。另個人無法以其一己之力主張國際

法上的權利，且憲章並未明確界定何謂「人權」與「基本自由」。 

為解決上述聯合國在人權規範上的缺點，一九四六年經社理事會於第一次

會期中創建人權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CHR），處理聯合

國憲章起草時尚未解決的相關人權議題，5並就以下內容向經社理事會提交提

案、建議書及報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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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人權法案； 

（二） 攸關人民自由、婦女地位、資訊自由之國際宣言或國 

際公約﹔ 

（三） 預防有關種族、性別、語言及宗教等歧視； 

（四） 任何其他與人權相關之事務未包含於上述各項者。 

聯合國憲章第六十二條授權經社理事會向大會提出人權問題的建議案和報

告，憲章第六十八條則委託經社理事會成立提倡人權為目的各種委員會，自一

九四六年四月聯合國經社理事會設立人權委員會迄今，一般學者均認為，聯合

國人權委員會仍為聯合國所有處理人權相關之機構中，負責處理綜合性及一般

性人權問題最大及最重要的功能性機構。7 

人權委員會最初由十八國會員國指派代表參加，其員額係依據政治地理的

區域平衡分配並逐年擴大，其會員國代表係由國家指派，任職代表政府，而非

以個人身份為之。從一九四六年創建時的十八個會員國，至一九六二年因為聯

合國第三世界國家的增加，激增為四十三個會員國，經社理事會並於一九九０

年，將人權委員會的成員擴大至五十三國（參見附錄一：2001至 2003 年聯合

國人權委員會一覽表）。8五十三會員國中依據地域平衡分配包括：非洲十五名，

亞洲十二名，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十一名，東歐五名，西歐及其他國家十名（參

見附錄二：人權委員會各大洲會員國一覽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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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委員會的成員任期三年，每年改選三分之一，可以連選連任。10人權委

員會成員由聯合國會員國選出，以其個人特有專長擔任政府代表，因此，人權

委員會可視為一個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人權委員會最常被學者批評

的即是以政治的角度，在人權委員會中討論人權問題，然當我們了解其構成時，

這樣的情形並不令人感到訝異。儘管他的效率低以及有意將聯合國人權計畫「政

治化」的傾向將常遭受批評，然不少批評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委員會不能做比

組織他的國家所願意做的更多的事。再者，因為人權委員會是一個政治機構，

所以其政治化的傾向是不足為奇的，雖然，這可能是令人遺憾的。然而委員會

在擴大聯合國的人權議程上的主要議題，及有效的擴大聯合國憲章人權條款的

法律範圍和適用方面，應該受到極大的讚揚。11學者巴爾（Peter R. Baehr）即

認為，早期人權的努力，促成了美國獨立及法國革命運動，為影響一個國家的

規模；歷史上的首次，聯合國為全人類建構了基本人權，並創建了聯合國人權

委員會。12 

 第二節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職權與功能 

一九四五年舊金山會議的與會者，建議聯合國憲章不僅應該促進

（promotion）人權，並且應該包含防護（protect）人權的觀念，這些提議在

會議中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來自英國及美國相信，如此將增加對於聯合國採

取人權行動之不必要的期望。一九六年二月聯合國辦公室開始設在倫敦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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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廈（Church House）時，即收到有關個人申訴的來文。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

七年間，聯合國收到了大約六萬五仟件類似來文。六０年代後這樣的來文繼續

增多，有時每年超過兩萬件，如何處理這樣的來文，便考驗了相關的國際人權

組織。13 

一九四七年一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設立了「處理來文小組委員

會」，由來自英國、黎巴嫩和烏拉圭的委員組成，小組委員會在致委員會的報告

中認為，委員會「無權」對投訴人權的來文採取行動，但建議聯合國秘書長將

所有來文編輯成冊，在委員會每屆會議前送交委員會，並通知作者來文將提請

來文將提請委員會注意。 

人權委員會在向經社理事會首次提交的報告中採納了小組委員會的意見，

並由經社理事會以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第75V號決議批准。決定了人權委員會

作為聯合國最主要負責人權的功能性機構，一開始其對人權事務的管轄能力就

是非常有限的。此外，還建立了對投訴加以分類的方法，規定把他們列入秘密

名單，接觸這個名單要受到嚴格的限制，以致於人權委員會的委員為了具體案

件的審議或其他需要，也無法使用名單中包含之資料。14 

因此，一九四七年新創建之人權委員會時即決定其「無權」（no power）對

於任何有關人權之申訴採取行動。經社理事會確認了此一地位，另要求秘書處

對於控訴文件於每年度提交清單。隨後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九年間，無數的

努力試圖改變人權委員會「無權」的規則，然而無一成功。這些努力反而導致

                                                 
13 拖馬斯著，潘維煌譯，國際人權法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 41。 
14 朱鋒，前引文，第 361-362頁。 



了經社理事會於一九五九年通過第 728F決議案重新確認了人權委員會的決

定：「他對於人權的任何指控無權採取任何行動」。15 

一九五九年經社理事會以728F決議案除再度確認人權委員會「無權」的地

位外，另結合了有關處理個人申訴的程序，即秘書長需準備有關處理個人申訴

人權問題的秘密清單，提交予人權委員會與其附屬機構暨「防止歧視及保護少

數小組委員會」（ Sub-Commiss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其中申訴之個人將不予公佈身分，相關清單以秘

密的方式進行。16 

依據經社理事會一九五九年 728號決議案（參見附錄三）：17 

(一) 經社理事會同意人權委員會承認其對於任何有關人權的申訴，無權（no 

power）採取任何行動。 

(二) 經社理事會要求秘書長在每一會期開始前，以機密方式準備並提供有

關處理人權申訴的簡要指示予人權委員會、其附屬機構及防止歧視及

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並在秘密會議中提交申訴清單，以避免洩露申

訴者之身分，除非申訴者陳述已經洩漏身分，或意圖洩漏身分，而無

意隱瞞。 

(三) 經社理事會要求秘書長通知申訴案件的作者，依據本決議案將處理其

申訴之相關問題，惟人權委員會對此問題，並無權（no power）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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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行動。 

(四) 經社理事會要求秘書長將所有申訴案件提交予有關之會員國，明白指

出在該國或領土管轄下之人權問題，惟對於申訴者之身分予以保密，

除非有上述（二）之狀況。 

(五) 秘書長得要求有關政府回答申訴者關心的問題，無論是簡要或完整的

答覆。 

當時，人權委員會未回應對於特定人權暴行的申訴，而致力於建立國際人

權規範，包括一九四八年國際人權宣言，一九六六年「公民及政治權利」與「經

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兩公約。當人權委員會於一九六六年完成其起草兩公約

的任務後，始要求經社理事會重新檢視其功能，並授權對於特定人權暴行提交

建議書。 

經社理事會於是請求大會同意人權委員會檢視自身組織，並將會期由四星

期展延至六星期。大會不久後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廿六日通過2144 A決議案，邀

請經社理事會及人權委員會重新考慮聯合國對於驅除人權暴行可能之行動。一

九六七年人權委員會通過第8號決議案（XXIII），要求對於依據728F決議案所

提出之申訴，具有特定審問之權利，並擴張了「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小組委員

會」（ Sub-Commiss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在少數民族問題上的司法權，允許其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

任何有合理根據顯示的暴行，並且對於任何合理來源有關違反人權及自由的資



訊，提出報告，人權委員會則可開始著手進行徹底的研究。。18 

人權委員會對於特定人權暴行的申訴未加以回應，採取「無權」的地位，

直到經社理事會的兩個決議案而引起改變。這兩個決議案相互補充，一個是經

社理事會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第1235號決議案（XLII），另一個是經社理事會

一九七０年五月廿七日第 1503號決議案（XLVIII）。以下即加以說明：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經社理事會通過1235號決議案（XLII），批准人權委

員會的要求，允許人權委員會對於依據728F決議案所發現的大規模人權暴行進

行審問（examine），並更進一步地授權人權委員會對於明顯存在的人權暴行進

行「徹底的研究」（thorough study）。第1235號決議案的通過，為一明顯的進

程，人權委員會首次被授權採取行動回應相關之申訴，並藉此弱化「無權」（no 

power）採取行動的教條。 

依據經社理事會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第 1235號決議案 

（參見附錄四）：19 

(一) 經社理事會歡迎人權委員會的決定，授權人權委員會每年審視在所有

國家、殖民地及特定國家或領土內，有關於違反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暴

行，包括了種族歧視政及種族隔離政策造成之分裂等，並向防止歧視

及保護小組委員會提出協助之要求。 

(二) 經社理事會授權人權委員會及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委員會依據 728F

決議案，於秘書長所提交之申訴清單中，調查關於大規模違反人權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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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基本自由之資訊，例如分離主義之政策及種族歧視政策等。 

(三) 經社理事會決定人權委員會在適當之案件中，得對於明顯存在之人權

暴行進行「徹底研究」（thorough study）。 

人權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依據第1235號決議案，於每年會期中，對於特定

之國家進行辯論。起初對於是否公佈國家名稱引起了相當的討論，其後，在一

九七0年代後期，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均接受以公佈政府名稱之方式，公開討論

被控訴之暴行。 

人權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並藉由以上之辯論，通過決議案，對於特定國家

之人權暴行表達關心。例如一九九五年人權委員會通過第16號決議案，提交特

定國家之人權狀況。美國首次在第1235號決議案下被提出討論，會議中除提案

派遣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前往美國研究種族歧視主義（racism）

及仇視外國人（xenophobia）問題外，並對美國長期存在之種族歧視問題表達

關心。此一決議案最後僅有三個國家投票贊成，大部分國家皆反對。20 

除了通過決議案外，人權委員會依據第1235號決議案發展了執行的機制，

以 指 派 特 別 報 告 員 （ Special Rapporteur）、 特 別 代 表 （ Special 

Representatives）、專家（experts）及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的方式，

監督特定國家的人權暴行，這些國家包括了阿富汗、玻利維亞、蒲隆地、高棉、

智利、古巴、薩爾瓦多、瓜地馬拉、海地、伊朗、伊拉克、緬甸、巴基斯坦、

波蘭、羅馬尼亞、盧安達、索馬利亞、南非、蘇丹、多哥、前南斯拉夫及薩伊

                                                 
20 Newman, Frank and David Weissbrodt op.cit., pp. 184 -185. 
另可參考 http://www.umn.edu/humanrts. 



等。 

一九九五年特別報告員或專家代表被指派前往十二個國家進行調查，這些

報告員及代表收集有關於人權暴行的相關資訊，並且準備向人權委員提交報

告，若有需要，並提交聯合國大會，相關資訊的收集來自於個人、團體、組織

或政府。這些專家或報告員常藉由親訪該國的方式獲取相關資訊，當一國政府

反對這些代表入境時，困難度相對的提高。 

儘管第1235號決議案與依據第728號決議案產生的申訴名單有關，人權委

員會仍無法與這些個人直接溝通，因為依據第728號決議案，相關名單應是機

密的。可以說第1235號決議案對於申訴案本身並無法提供機制進行審查。於是

防止歧視及保護小組委員會於一九六八年提出建議案，認為依據第728號決議

案進行的申訴案件須經由三階段審查的方式進行，即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小組、

小組委員會及人權委員會。人權委員會一九六九年第17號決議案（XXV）基本

上接受了小組委員會的建議，然給予政府一年時間進行考慮。一九七０年五月

廿七日經社理事會通過第1503號決議案建立一套程序，藉以和第1235號決議

案人權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公開討論的方式進行區別。21 

依據經社理事會一九七０年五月廿七日第1503號決議案（XLVIII）（參見

附錄五）：22 

(一) 經社理事會授權小組委員會指定一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人數

不超過五人，依照地域分配方式產生，以秘密會議方式每年集會一次，

                                                 
21 Ibid., p. 185. 
22 ＥCOSOC res. 1503（XLVIII），48 U.N. ESCOR Supp.（No.1A）at 17, U.N. Doc. E/4382/Add.1（1970） 



於小組委員會會期開始前召開。工作小組並依據一九五九年七月卅日

第 728F決議案，將秘書長提交之可能揭發大規模人權暴行的申訴文

件，併同政府之答覆，審議後提交小組委員會討論。 

(二) 經社理事會要求秘書長： 

1. 依據第728F決議案，每月提交小組委員會會員國一張申訴清單、

相關之簡介及政府之答覆文件； 

2. 準備工作小組開會時要求之相關申訴文件，並需依據 728F決議

案避免洩漏申訴者之份。 

3. 將工作小組提交小組委員會之文件送達小組委員會成員。 

(三) 經社理事會要求人權委員會於審視小組委員會提交之議案後，需決定： 

1. 依據第 1235號決議案，進行徹底調查（thorough study）或提

交建議及報告書予經社理事會。 

2. 指定一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進行調查。惟此調查需

經由當事國同意及協助下進行，且於進行任何調查前，需確認此

一議案（1）在國家層級內已用盡所有可救濟方式；（2）非聯合

國及其他特別機構正在處理之議案，或當事國基於區域性協定，

將提交於其他程序處理。 

(四) 所有正在由人權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處理中的議案，必須保持機密狀

態，直到人權委員會日後決定提交經社理事會為止。 

依據1503號決議案之程序，聯合國人權中心（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Rights）開始接受個人的請願，並於彙整後轉交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小

組委員會下之五人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工作小組於小組委員會每年會

期前，召開二週的會議，並決定請願溝通事項是否揭露了違反人權及自由的大

規模暴行，所有的溝通遵循此一程序，並列為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

之議程，工作小組的會議是不對外的，其決定並獲得相當的信任。23 

小組委員會對於工作小組提出的案件、政府的答覆及其他相關資訊，皆有

權復審。一但案件經由小組委員會復審，將轉由人權委員會五人小組，並於人

權委員會議程中提出。經社理事會一五0三號決議案授權人權委員會以下列四

個方式回應： 

（1） 因溝通並未揭發暴行，終止此一案件； 

（2） 為更深入考慮，保留至稍後的議程討論； 

（3） 毋需經由當事國同意，更深入調查此一案件； 

（4） 經由當事國同意，由個人專家組成之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深入調查。 

第1503號程序於一九七０年後展開，然並未授權採取新的執行措施，僅形

成一般的程序。例如，一九七四年人權委員會決定通知與小組委員會提交之人

權問題有關的當事國，並且邀請相關政府提交觀察報告。在同年，人權委員會

決定建立自身的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Situations），並於委員會每年

會期前聚會，審視有關小組委員會提交之議案，一九九０年經社理事會並決定

                                                 
23 Parra. Alan Mitchell.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 A Regime Analysis. Ann Arbor, Mich. :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Disssertation Services, A Bell & Howell Co., 1996, pp. 31 -32. 



常設性的成立此一工作小組。24 

一九七八年後人權委員會正式發展第1503號決議案相關執行措施。人權委

員會決定邀請小組委員會下設工作小組的主席參與會期，討論相關申訴案件，

委員會並給予被控訴的國家在委員會秘密會議中有回應之機會。更進一步地，

委員會決定小組委員會及其工作小組有接近（access）委員會機密記錄之途徑。

一九七八年人權委員會的主席首次公布在第 1503號決議案考慮下有關之當事

國名稱，然主席並未公開申訴內容及相關決議。至一九八四年人權委員會的主

席不僅公佈討論之當事國名稱，並且公開委員會是否將終結或繼續審議此一案

件。 

一五０三號決議案的秘密程序為其主要特徵，並成為瞭解及功能及有效性

的一大障礙；一九八五年及一九八六年，阿根廷、菲律賓及烏拉圭成功地要求

人權委員會向大眾公開他們希望瞭解之案例。此一案例可能使一五０三號決議

案形成新的演進，此外，人權的擁護者被給予了有效建議，透過一五０三號程

序進行申訴。25依據一五０三號決議案，相關程序進行約有一年之久。首先由小

組委員會檢視是否有任何申訴可能引起大規模人權暴行，其下設之五人工作小

組每年可收到數千件人權申訴文件，五人工作小組由小組委員會主席於每次會

期結束時諮商會員國產生，依據亞洲、非洲、東歐、南美、西歐和其他國家之

地域分配選出。 

工作小組於小組委員會每年八月開議前召開為期兩週之會議，工作小組檢

                                                 
24 Newman, Frank and David Weissbrodt, op.cit., , p. 187. 
25 Ibid. 



視一整年來所有申訴案件，包含了當事國的回應，工作小組每年可收到兩萬件

至兩萬五千件的申訴案件。其中約僅有廿四個案件獲得工作小組審慎的考慮並

獲得周全的準備。在這些信件中，工作小組僅檢視具有足夠事實顯示某一政府

必須對於其暴行負責之信件。 

工作小組於秘密會議中會晤，其中包括聯合國人權中心（Centre for Human 

Rights）負責申訴案件的成員出席，小組成員各負責聯合國人權宣言中不同領

域之申訴案件，例如西歐和其他國家（Western European and Other）的成員

可能負責酷刑、任意屠殺及其他有關對於個人完整性採取暴行的案件，非洲國

家可能負責種族歧視的申訴案件，東歐國家成員可能直接負責有關遷移權利的

申訴案件，惟這樣的分配並非僵固的，任何會員得要求審視任何相關申訴案件。

聯合國人權中心的成員則負責協助工作小組適當的區分各種申訴案件。工作小

組內採取多數決，以五票中超過三票方式決定是否將相關申訴案件提交小組委

員會，並將其結論以機密方式送交小組委員會。26 

小組委員會在每年八月下旬以秘密會議方式聚會二至三天，以審視工作小

組所提交的申訴案件。小組委員會以多數決方式決定是否提交或不予提交人權

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並已發展一個執行方式，將所有案件置於其審視下，直到

下一年度會期前為止。小組委員會的決定相對於投書的個人來說，是具機密性

的，投書的作者並無法收到正式的通知，瞭解其信件如何被處置。聯合國人權

中心並於每年十月通知相關之當事國，相關申訴案件已被送交人權委員會，或

                                                 
26 Newman, Frank and David Weissbrodt, ibid., p. 188. 



正由小組委員會審視中，並邀請當事國就此問題提交報告。 

人權委員會正如同小組委員會，發展出了一個二階段（two-stage）的程序，

人權委員會的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Situations)由五個會員組成，代表

不同地域分配之政府，工作小組於每年人權委員會會期前聚會一星期，對於小

組委員會提交之申訴案件，起草建議書；與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小組不同的是，

人權委員會的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Situations)並無權決定人權委員會

應審視哪一件申訴案件。27 

人權委員會於秘密會議中審視小組委員會依據第 1503號決議案所提交的

案件，從一九九五年開始，人權委員會從一月下旬或二月上旬聚會直到三月上

旬，一九九六年始，人權委員會從三月中旬至四月下旬集會，首先由人權委員

會工作小組的主席對於每一案件進行介紹，或由前一會期指派的特別報告員

(special rapporteur)對此一案件進行報告，相關當事國並被允許對此做出回

應。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小組主席也可能被允許參加會議，並要求對於提交此一

案件的原則進行解說。實際運作上，小組委員會的代表甚少被要求解說，對於

人權委員會採取的相關執行措施來說，其更傾向於為一觀察者的角色。另無論

人權委員會是否接受其工作小組建議的決定，當有關國家代表出席會議時，可

於人權委員會投票決定後發表評述。 

第一五０三號決議案授權人權委員會向經社理事會提交建議書、進行一項

徹底調查（thorough study），或更進一步採取措施成立特別調查組織（ad hoc 

                                                 
27 Ibid., p. 189. 



fact-finding body）。實例上，人權委員會僅在幾內亞及烏干達兩個案件上採

取徹底調查的措施，28然從未採取成立特別調查組織的方式為之。取而代之的，

人權委員會發展了另一項擴張的功能，包括向有關政府提交問題、派遣委員會

會員國與該政府直接接觸、或派遣聯合國職員前往該國、將該案列入檢視、轉

移此案件進入公開討論、取消此一案件，或採取其他步驟等。 

例如在一九八０年中期，人權委員會派遣特派員前往緬甸與政府進行接

觸，並且在人權委員會秘密會期中報告調查結果，然在數年的秘密報告中並未

產生具體的結論，緬甸政府亦甚少提供合作，於是人權委員會在一九九二年決

定依照1235號決議案，派遣特別報告員以公開程序進行調查。29當人權委員會

回到公開議程時，主席可公開被除名或繼續進行調查的國家名稱。這些被列名

人權委員會議程的國家，無論是否有新的申訴案件，將在接續的一整年中被檢

視。第 1503號程序案開始至今，人權委員會已討論至少五十個國家的人權狀

況。30 

然而，這樣漫長的審查程序，顯然未滿足相關請願者，除了一個案件的解

決需超過兩年的時間外，其審查程序依一五0三號決議案之規定，提出請願的

個人自始至終皆不得參與審查階段的，縱使此一案件已被終結，個人亦無法獲

得任何資訊。學者Howard Tolley對於人權委員會進行研究，估計其分配率為

每年約六至八個案件。31人權委員會一旦決定某國確有違反人權之暴行，唯一採

                                                 
28 這兩個案件為烏干達及幾內亞，幾內亞的案件後來轉移至公開討論程序，烏干達的調查在獲得 

具體結論前結束。 
29 Newman, Frank and David Weissbrodt, ibid, p. 189. 
30 Ibid.  
31 H. Tolley, The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取的行動，便是列入人權侵犯者，於每年報告中提交經社理事會；對於被判定

無違反人權情形之案件，並不向提案個人要求賠償。32 

自一九七五年起，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即運作調查違反人權暴行的個案，並

且衡量是否以公開方式進行相關程序。因之，第一二三五號決議案逐漸取代了

一五0三號決議案的相關程序規定，允許人權委員會指定特別工作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或特別紀錄員（special rapporteur），對於相關情況進行研

究，撰寫報告，並起草建議書。人權委員會有權公開討論相關重點，並轉交經

社理事會。33 

近年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實踐中更傾向於變通1503號程序，藉以靈活

處理第1235號決議中授權人權委員會可以處理的案件。即人權委員會越來越不

傾向完全以秘密會議方式使用1503號程序。一九九三年三月，人權委員會在其

年度報告中指出，委員會主席聲明，停止根據1503號決議對於蘇丹和扎伊爾兩

國人權狀況進行秘密程序下的審查。34這意味著人權委員會現在對於國際矚目的

人權案件，願意採取公開的審查制度，來改革1503號程序。如此，人權委員會

對於大規模侵犯人權的行為可以適用1503號程序，又可以避免1503號決議有

關秘密審查的限制。此被視為人權委員會在九０年代，特別是在維也納世界人

權會議後所實現的一項突破。35 

另安理會(Security Council)於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第36號決議案，授權

                                                 
32 Parra. Alan Mitchell.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 A Regime Analysis. Ann Arbor, Mich. :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Disssertation Services, A Bell & Howell Co., 1996, pp. 32 -33. 
33 Ibid. 
34 UN Doc.E/1993.23, E/CN. 4/1993/122, P. 376(1993). 
35 參見朱峰，前引文，頁 369-370. 



人權委員會協助安理會於聯合國體系內，協調有關人權相關活動，人權委員會

並被授權召集特別領域之非政府專家或個人組成特別工作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s），無須由安理會委託，僅需獲得安理會主席或秘書長同意即可進行。36為

清楚瞭解有關人權委員會的相關職權進展，茲列表 4-1如次： 

 

 

 

 

 

表 4-1：經社理事會對於人權委員會重要決議案  

時 間 決 議 案 職 權 內 容 

1959年7月30

日 

第 728F決議

案 

(一) 經社理事會同意人權委員會承認其對

於任何有關人權的申訴，無權（no power）

採取任何行動。 

(二) 經社理事會要求秘書長通知申訴案件

的作者，依據本決議案將處理其申訴之相關

問題，惟人權委員會對此問題，並無權（no 

power）採取任何行動。 

(三) 經社理事會要求秘書長將所有申訴案

                                                 
36 Parra. Alan Mitche, ibid., pp. 33 -34. 



時 間 決 議 案 職 權 內 容 

件提交予有關之會員國，明白指出在該國或

領土管轄下之人權問題，惟對於申訴者之身

分予以保密。 

(四) 秘書長得要求有關政府回答申訴者關

心的問題，無論是簡要或完整的答覆。 

1967年 6月 6

日 

第 1235號決

議案 

(一) 經社理事會授權人權委員會，每年審視在

所有國家、殖民地及特定國家或領土內，

有關於違反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暴行，包括

了種族歧視政及種族隔離政策造成之分裂

等，並向防止歧視及保護小組委員會提出

協助之要求。 

(二) 經社理事會授權人權委員會及防止歧視及

保護少數委員會依據728F決議案，於秘書

長所提交之申訴清單中，調查關於大規模

違反人權暴行及基本自由之資訊，例如分

離主義之政策及種族歧視政策等。 

(三) 經社理事會決定人權委員會在適當之案件

中，得對於明顯存在之人權暴行進行「徹

底研究」（thorough study）。 



時 間 決 議 案 職 權 內 容 

1970年5月27

日 

第 1503號決

議案 

(一) 經社理事會授權小組委員會指定一五

人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以秘密會議

方式每年集會一次，於小組委員會會期開始

前召開。工作小組並依據一九五九年七月卅

日第728F決議案，將秘書長提交之可能揭

發大規模人權暴行的申訴文件，併同政府之

答覆，審議後提交小組委員會討論。 

(二) 經社理事會要求人權委員會於審視小

組委員會提交之議案後，需決定： 

1． 依據第 1235號決議案，進行徹底調查

（thorough study）或提交建議及報告

書予經社理事會。 

2． 指定一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進行調查，惟此調查需經由當事國同意

及協助下進行，且於進行任何調查前，

需確認此一議案已用盡所有可救濟方

式；或非聯合國及其他特別機構正在處

理之議案。 

(三) 所有正在由人權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



時 間 決 議 案 職 權 內 容 

處理中的議案，必須保持機密狀態，直到人

權委員會日後決定提交經社理事會為止。 

1979年5月10

日 

第 36號決議

案 

經社理事會授權人權委員會，協助安理會於聯

合國體系內協調有關人權相關活動，並可召集

特別領域之非政府專家或個人組成特別工作小

組（ad hoc working groups）。 

資料來源：Newman, Frank and David Weissbrod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Policy, and  
Process, Ohio : Anderson Publishing Co., 1996, pp. 182-189. 

 

值得注意的是，第1503號程序並沒有在聯合國機構中程序中建立像人們通

常理解的個人申訴制度。這就需要瞭解第1503號程序與聯合國其他人權公約所

建立的個人申訴之間的區別。按照1503號程序，個人雖然可以有權向聯合國提

出個人請求或個人訴求，但是這一訴求被接受的根據不是簡單的個人人權受到

侵害，而是指證某一國、或某一地區「存在著大規模的、證據確鑿的持續侵害

人權的狀況」，個人來文只能作為整個人權侵害情況反應的一部份。因此，1503

號程序的著眼點不是個人權利的侵犯問題，而是只適用于「大規模的、系統的」

人權侵犯。這一點也是第1503號程序與聯合國有關公約所建立的個人申訴制度

的最大不同。37 

第二個區別是，在公約所建立的個人申訴制度中，個人應該是公約所規定

的人權條款受到違反的直接受害者。而1503號程序中，提出來文的個人並不一

                                                 
37朱鋒，前引文，第 366-367頁。 



定是受害者，只要他提供直接的、可靠的證據來說明確有大規模侵犯人權的現

象存在即可。38第三個區別是，聯合國人權公約中的個人申訴制度規定來文投訴

的「個人」是當事方，公約程序有義務為「當事方」的個人解決問題。但1503

號程序沒有義務為個人解決問題，個人投訴在該程序中只是情況反應人，而不

是直接的案件當事人。個人在該程序中受保護是「間接的」。為此，1503號程

序建立的是「請願－情況」制度，而不是聯合國人權公約所建立的「請願－求

助」制度。39  

 

第二節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內部運作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五十三個國家，每年固定於三至四月召開為期六星期

之會議，共有來自會員國、觀察員及非政府組織代表超過三千人參與。在每年

固定會期中，人權委員會處理包括決議案、結論及主席相關聲明等一百餘件有

關於個人在各地區面臨之人權問題，並由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委員會、工作小

組、獨立專家、特派員等加以協助，對特定議題進行報告。值得注意的是，人

權委員會可以邀請非成員國之代表、自由運動者（liberation movements）參

與非投票為基礎之會議，當某些會議主題與其有關時，特別機構及某些政府間

國家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之代表，除可以諮商之地位

（consultative status）參與會議之討論外，亦有權向人權委員會演說、參與

                                                 
38朱鋒，前引文，第 367頁。 
39朱鋒，第 367頁。 



辯論，並提交聲明，並成為聯合國文件。40 

    近年來國際特赦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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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提供大量有關人權暴行之資訊，特別是在許多國家中的公民

與政治權利問題，人權委員會亦將此列入議程，近年來並針對中非浦隆地、高

棉、海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緬甸、盧安達、蘇丹、剛果、及巴勒斯坦佔

領地等國家進行調查，雖然否些政府拒絕與之合作，最普遍的理由為「其為一

國內政之問題」，這些拒絕雖然是人權委員會調查工作的一大阻礙，然而卻未能

阻擋相關人權暴行證據的匯集。41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現今針對專題式的人權調查的議題包括：民族自決、種

族主義、發展權問題、經社文化權利問題、世界各地違反人權及基本自由問題，

及公民及政治權利問題、酷刑、任意拘留、司法獨立、婦女、兒童人權、外籍

勞工、原住民，以及有關人權委員會附屬組織、人權國家性機構及條約機構的

人權保護與促進、人權領域之資訊服務、技術合作等。42目前除人權委員會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外，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下設有其他四個功能

性委員會（Functional Commissions）包括，統計委員會（Statistical 

Commission）、社會發展人口委員會（Population Commission for Social 

                                                 
40 Peter R. Baehr,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s,” Human Rights : Universality in Practice ,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99, p.59. 
41 Ibid, p. 59. 
42 資料來源：http://www.unhchr.ch/html/menu2/2/chrintro.htm 



Development）、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及麻

醉藥品委員會（Commission on Narcotic Drugs）等。 

依據經社理事會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第一００號決議，通過上述五個

功能委員會相關程序法則 (Rules of Procedure)，由經社理事會審視後，於一

九五０年三月六日通過第二八九號決議案修訂，多次修正後完成現有之版本，

相關程序法則適用於所有功能委員會。43 

一、 會期： 

人權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會議，依據經社理事會一九九0年五月廿五日第

48號決議案，倘由會員國多數決定，人權委員會亦可於正式會期外召集特別會

議(special session)，以迅速的途徑，處理急迫(urgent)及尖銳（acute）的

問題，迄今人權委員會特別會議已於日內瓦召開過五次特別會議。此外，人權

委員會另於一九九三年通過第286號程序案，對於特別會議召開程序加以具體

化規定（參見附錄六：人權委員會「特別會議」召開程序）。44 

 

                                                 
43 現有版本經由下列修正案完成： 

（一） 經社理事會 1953年 4月 1日第 481號決議案(resolution)； 
（二） 1967年 6月 6日 1231號決議案； 
（三） 1968年8月2日第1561次會議決定(decision)； 
（四） 1969年月6月3日1393號決議案； 
（五） 1969年11月17日第1647次會議決定； 
（六） 1977年4月26日216號決定； 
（七） 1982年4月15日147號決定。 
本文有關功能委員會之程序法則(Rules of Procedure)資料來源為 :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83. 1. ，及網路資料: http://www.unhchr.ch/html/menu2/2/rules.htm。 
44 第一次特別會議：1992年 8月 13-14日，討論前南斯拉夫領域內人權狀況。第二次特別會議： 

1992年 11月 31日至 12月 1日，討論前南斯拉夫領域內人權狀況。第三次特別會議：1994 
年 5月 24-25日，討論盧安達人權狀況。第四次特別會議：1999年 9月 23-27日，討論東帝 
汶狀況。第五次特別會議：2000年 10月 17-19日，討論以色列對邊境巴勒斯坦人民大規模暴 
行狀況。資料來源：http://www.unhchr.ch/html/menu2/2/chrintro.htm 



二、 開會日期： 

人權委員會每次會議日期由經社理事會決定，並考慮委員會之提議及秘書

長之建議（Rule 2）。目前人權委員會於三月至四月間召開為期六週之會議。在

特別案例中，開議日期可由秘書長商議大會委員會（Committee on Conferences）

及委員會主席後更改，另秘書長必須通知委員會會員開會日期（Rule 4）。 

 

三、 開議地點： 

依據前述經社理事會通過之程序法則(Rules of Procedure)規定，功能委

員會會議必須於聯合國總部召開，除非經社理事會於諮商委員會及秘書長後決

定其他地點(Rule 3)，目前人權委員會每年於日內瓦召開會議。 

 

四、 暫訂議程：  

秘書長於諮商委員會主席後，起草每一會期暫訂議程（provisional 

agenda），暫訂議程必須包括下列所提交項目： 

(一) 人權委員會上次會期所提交項目； 

(二) 大會、經社理事會、安理會及託管理事會提交項目； 

(三) 聯合國會員國提交項目； 

(四) 人權委員會附屬委員會提交項目； 

(五) 人權委員會主席提交項目； 



(六) 依據第七十二條規定特別機構（special agency）提交之項目45； 

(七) 非政府組織(NGOs)46依據本條第四項規定提交之項目。47 

其中第（三）、（五）、（六）、（七）項必須於充足時間內提交基本文件予秘

書長，不得遲於開會前七週。另非政府組織所提相關議案需獲得人權委員會會

員三分之二多數決議，始得列入委員會議程中（Rule 5）。 

秘書長需於會期開議六週前，特殊情況下，可於四周前，將暫訂議程與相

關文件通知聯合國會員國、安理會主席、託管理事會主席、其他特別代理機關

及依據第七十四條規定之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及

名冊中第一、二類領域之非政府間組織（Rule 6）。秘書長並須於每屆會期中起

草下屆會期暫訂議程（Rule 9）。 

 

五、 正式通過議程： 

人權委員會必須在每一會期開始前，及選舉會員國後，依據第十五條規定

正式通過議程，並得於重要及緊急狀況下增列議程（Rule 7－8）。 

 

六、 會員國任期： 

依據前述經社理事會通過之程序法則(Rules of Procedure)規定，除非人

                                                 
45 這些特別機關指的是聯合國產生之機關，包括國際原子能委員會（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46本法則所指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亦即依據經社理事會第一二九六號 

決議案第三部分所指，與其具有諮商關係的非政府組織。 
47第五條第四項規定（Rule 5 Paragraph 4）：非政府組織計畫提交議案時，需於會議開始九週前知 

會秘書長，並審慎考量其所提議案將受秘書長審議。 



權委員會有其他決定，人權委員會的任期自委員會會員國選舉後一月一日開

始，並於會員國繼任後，於十二月卅一日結束任期(Rule 10)。人權委員會的成

員現任期三年，每年改選三分之一，可以連選連任。 

 

七、 會員國代表及指定代理人： 

每一會員國須與秘書長諮商後提交一位委員會代表，將再提交由經社理事

會確認後擔任（Rule 11）。每一委員會會員國，經與秘書長諮商後，可指派一

位指定代理人，在委員會任何會議中代理其職務，並具有相同之地位，包括相

同投票之權利。48人權委員會附屬機構的成員為政府指派的專家，並以其個人擁

有之專業能力任職，倘會員無法參與全部或部分會期，被指派之代表在附屬機

構中，具有相同之專家地位參與會期並具有投票權力（Rule 12）。 

 

八、 選舉主席： 

於固定會期開始後，需從所有代表中需選出一位主席及一位或多位副主

席，及其他所需之官員（officer）（參考附錄七：一九四七年至二００二年間

主席名單）。若主席於會期中缺席，將指派一位副主席擔任其職務，倘主席無法

執行其功能，或因終止擔任會員國代表終止其職權，將由副主席接任至新主席

選出為止，代理主席並擁有與主席相同的權利（Rule 15-19）。 

 

                                                 
48 惟此法則不適用於麻醉藥品委員會（Commission on Narcotic Drugs），因其代表由國家直接指 

派，不需與秘書長諮商或經由經社理事會確認。 



九、 主席的一般權力： 

主席宣布會議之開始及結束，並指導討論、確認規則的適用、依據權限發

言，將問題交予投票並宣布結果。主席並需維持會議的秩序，可提交發言清單，

限制會員國發言時間及就同一項目之發言次數（Rule 43）。 

會議中發言需獲得主席之同意，由主席依秩序請求發言，主席可於會議中

取得委員會同意後宣佈發言名單，於發言名單結束後終止會議（Rule 44）。 

致賀新任代表及慰問等，僅得由主席或由主席指派代表為之（Rule 46,47）。 

 

十、 主席投票權利：49 

委員會的主席，或代行職權之副主席，可授權指定之代理人於委員會中投

票，此時，主席或代主席無須參與相關過程，除非其依職權擔任會議主席（Rule 

20）。 

 

十一、 設置下屬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委員會於會期中經與秘書長諮商後，認為有必要時，可建立由委員會成員

組成之委員會（committee）或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並且指示這些組織

於議程中提交相關研究或報告（Rule 21）。 

當經社理事會與秘書長批准時，這些下設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得於委員會

休會時繼續進行相關工作（Rule 21）。 

                                                 
49 此原則不適用於由專家組成，以其個人能力任職之附屬機構。 



下設之委員會或工作小組的成員必須由主席指定，並提交委員會批准（Rule 

21）。 

 

十二、 設置附屬委員會（sub-commissions）： 

經過經社理事會的授權，委員會得設置附屬委員會，除非經社理事會另有

決定，委員會可決定每個附屬委員會的組成及功能。此外，除委員會另有決定，

附屬委員會得選出相關幹部，並適用委員會相關規則（Rule 22-24） 

 

十三、 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職責： 

秘書長除在委員會會議中扮演其角色外，並得指派秘書處一位成員擔任其

代表。秘書長必須提供並指導委員會所需人力，及負責會議所需之安排，並負

責告知所有會員國有關提交項目之任何問題（Rule 25）。 

秘書長或其代表得以口頭或書面向人權委員會陳述任何被關心問題（Rule 

27）。 

十四、 秘書處職責： 

秘書處職責包括下列：（Rule 26）： 

(一) 會議翻譯工作； 

(二) 接收並轉送相關文件； 

(三) 印刷及出版會議記錄、委員會的決議案及所需的文件等； 

(四) 保管相關檔案；執行一般需要之業務。 



 

十五、 經費支出： 

當一項提案由委員會批准，涉及聯合國預算時，秘書長得準備及提供委員

會執行相關提案所需預算，當此提案進行討論時，主席得提請注意及討論。當

委員會提交有關預算之提案予經社理事會時，必須指定欲達成之目標。（Rule 

28） 

 

十六、 非會員國（non-Member States）參與委員會 

人權委員會得邀請聯合國任何會員國且非為會員國者，及邀請其他任何國

家與會，協議有關該國家任何事務。委員會附屬機構亦得邀請任何國家且非會

員國者，參與協議有關該國任何事務者。被邀請國家無投票權利，然得提交議

案，經由任何委員會或附屬委員會會員國要求下，交付表決（Rule69）。 

 

十七、 國家自由運動參與委員會： 

委員會得邀請任何經由大會承認的國家自由運動（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與會，協議任何有關該運動之事務，惟無投票權利（Rule70）。 

 

十八、 聯合國特別機構的參與及協商： 

依據聯合國及其特別機構（specialized agencies）的協議，這些機關被

授與以下權利（Rule 71）： 



(一) 代表該機構參與委員會及附屬機構之會議。 

(二) 參與協議有關該機構之議題，不具投票權，然得提交議案，經由任何

會員國要求提交表決。 

當特別機構（specialized agencies）提出議案，並由秘書長安排於臨時

議程中提出時，秘書長需儘可能與該機構進行初步的協商（Rule 72）。當某一

提交議案包含於會期的臨時議程中，或包含某一提案需由聯合國負責新的活

動，並涉及一個或數個聯合國特別機構時，秘書長需與這些機構進行諮商，並

向委員會報告完成整合相關資源及各別機關之方法。 

當委員會提交一項新的議案需由聯合國執行，並直接與聯合國特別機關有

關時，秘書長得與特別機關代表諮商後，提交應注意事項予委員會（Rule 73）。 

 

十九、 政府間組織的參與： 

於大會擔任常設觀察員地位的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代表，及由經社理事會長期指派的政府間組織，或委員會邀請

之國際間組織，得以無投票權方式參與會議，審議有關該組織相關範圍的問題。

（Rule 74） 

 

二十、 非政府組織的諮商與代表： 

第一、二類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得指派授

權之代表以觀察員（observers）地位參與委員會或附屬機構的公開會議（public 



meetings）（Rule 75）。 

委員會得諮商第一、二類之非政府組織，以直接或透過下屬委員會

（committee）諮商方式為之，幾乎所有的諮商例案，皆由委員會邀請或由非政

府組織要求；另在秘書長建議或委員會要求下，名單中的非政府組織得於委員

會中聽證。（Rule 76）。 

二十一、 官方語言： 

阿拉伯語、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及西班牙文為官方語言，且英文、法

文及西班牙文為人權委員會之工作語言（rule 29）。 

 

二十二、 會議記錄： 

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公開會議（pubic meeting）之紀錄授權秘書處整理，

並儘速分交各會員國，及其他相關機構及會議之參與者，並於收到一週內校正

後再送秘書處。在特別的情況下，主席經與秘書長諮商後可對校正時間展期

(Rule 36)。 

 

二十三、 秘密會議紀錄： 

委員會之秘密會議記錄必須儘速送達至各會員及其他會議與會者。秘密會

議之記錄可能於未來由人權委員會決定公開。除非人權委員會另外決定，相關

會議應該公開舉行（Rule 37-39）。 

 



二十四、 向經社理事會提交報告： 

人權委員會必須向經社理事會提交報告，正常不得超過三十二頁，並須於

每一會期提交簡潔的建議及要求行動的相關聲明予經社理事會。其建議及決議

必須具可執行性，起草交由經社理事會批准(Rule 37)。 

 

二十五、 會議的中止或延長： 

會員國代表對於任何事務的討論可提出中止或延長會議的請求，除經由立

即投票外，無法准許（Rule48）。 

會員國代表可於任何時間提出就某項議案延長辯論的請求，並經由兩票的

同意為之，當另有兩票反對時，將提交由會議投票表決（Rule49）。 

會員國代表得於任何時間提出終止辯論之要求，並經由兩票的同意為之 ，

當另有兩票反對時，將提交由會議投票表決（Rule50）。 

 

二十六、 議案提交及修正： 

議案提交及修正必須正式書面提交秘書長，除非委員會另有決定，議案和

修正案需於送達各會員廿四小時後，必須提交討論並投票決定（Rule52）。 

當提案已決定接收或駁回，除非委員會決定，在同一會期中將不再行考慮。

再行考量的動議經由兩位代表反對後，交付投票表決（Rule55）。 

 

二十七、 投票及選舉：  



每一會員國皆有一票，當一議案或動議提出時，得經由任何會員國要求交

付投票，當無任何會員國要求投票時，委員會將接受不經由投票程序提出議案

或動議。除上開（Rule 5）規定非政府組織所提相關議案需獲得委員會會員三

分之二多數決議始得列入議程外，委員會的決定皆以多數決（majority）計算

（Rule56-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