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
强迫失踪？

违反本人的意愿而 
剥夺其自由（例如 

拘留、劫持或绑架）

执行者为政府
官员，或至少
经他们同意

事发后政府拒绝承认剥夺了失踪
者的自由，或拒绝透露有关失
踪者的命运或其下落的信息

强迫失踪由三个要素构成：

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为什么强迫失踪严重侵犯人权?

它是一种在社会中传播恐怖的
手段，并把人权捍卫者等人
与他们的家庭和社区隔离

它仍然是世界各地许多
政府普遍使用的手段

它将失踪者置于法律保
护之外，没有司法监督

自1980年以来，工作组处理
了约57,000件个案申诉，
其中只有20%得到澄清。

11,000

57,000



在国际法中，强迫失踪是被绝对禁止的。
这在联合国的两个关键文书中作出规定：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宣言 — 1992年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 2006年

60个国家已经成为这项公约
的缔约国，中国还不是。

每年8月30日是强迫
失踪受害者国际日。

什么是强制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强制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是联合国在1980年
创建的第一个特别程序任务（人权专家）。

这个工作组由五名来自世界各个区域的独立专家组成。 
它有两项作用：

人道主义：它作为失踪者家人和亲
属与有关政府之间的联系渠道。

预防：它监督各国履行1992年
《宣言》规定的义务的努力。

注意：强制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不直接调查个案，采取保护措施或 
作出判决。工作组帮助家人和亲属确定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

谁是受害者？

被失踪者：

面临酷刑和虐待以及其 
他人权侵犯的风险很大 
（如遭受性虐待或杀害）

因害怕被杀害并且知道家
人仍然无法了解其下落
而遭受严重的心理伤害

家人和亲属：

在寻求真相和补救时
可能面临极大风险

因不知道亲人的
命运或下落而遭
受精神痛苦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Documents/other_instruments/55.PDF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ED/Pages/ConventionCED.aspx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Disappearances/Pages/Disappearances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Disappearances/Pages/Disappearances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Disappearances/Pages/Members.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disappearances/pages/disappearancesindex.aspx


工作组可以做些什么？

向人权理事会提交关于其活
动的年度报告（每年9月）

进行 
国家访问

解释和界定1992年宣言的条款
（这称为“一般性意见”）

个案时间表

案件结案 
（受害人被
推定死亡）

案件待定（可以
提交附加信息）

案件得到澄清 
（明确失踪者的
命运或下落）

案例停止（家人不想
继续，或者投诉者
无法继续跟进）

提交信息

政府在6个月内答
复并作出澄清

工作组在每年 
三次会期之一（2月， 
5月，9月）进行讨论

工作组致
函政府

工作组将政府回应转给投诉者 投诉者在 
6个月内作
出回应，
有机会提
出异见

四种可能的结果：

就以下问题致函各国政府：

• 立法或政策
• 执行1992年《宣言》的障碍
• 个案，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紧迫程度，使用不同程序
	  紧急案件（发生在3个月内）
	  标准案件（发生在3个月以前）
	  对受害者亲属进行报复的案件

其他 
情况， 
3个月内

紧急案 
件或报 

复案件， 
1至 

2天内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Disappearances/Pages/Annual.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Disappearances/Pages/Visits.aspx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Disappearances/Pages/GeneralComments.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Disappearances/Pages/Sessions.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Disappearances/Pages/Sessions.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Disappearances/Pages/Annual.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Disappearances/Pages/Visits.aspx


我如何与强制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分享信息？

提交有关个案的资料，必须：

•  获得受害者家人或法定
代理人的明确同意

•  了解所涉风险（“不伤害”原则），
并在提交信息时要求对信息来源保密

•  将信息填写在这份表格中（伙伴
国际人权组织可提供中文版）

•  发送至wgeid@ohchr.org 
（此电邮地址未加密），或在 
此处提交信息（没有中文版，可通过 
伙伴国际人权组织提交信息）

安全提示：

•  每次提交信息都要评估受害者、其家人
或亲属以及其他相关人的潜在风险

•  提交时要求对投诉者的身份保密

•  注意使用非加密通信渠道的风险

•  请合作组织帮助提交信息

•  如果信息源、受害者家人或亲属面
临恐吓或报复，请提供相关信息。

工作组处理了哪些和中国有关的案件？

劳工活动人士付常国

2019年5月1日，工作
组和其他联合国专
家就5名劳工权利活
动人士向中国发出
联名信，其中包括
付常国，他因在深
圳佳士科技公司倡
导改善工作条件和
劳工权利而失踪。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去极端化条例》

2018年11月12日，
工作组和其他联
合国专家就这个
针对新疆维吾尔
人和其他突厥穆
斯林人的条例发
出联合信函。

指定居所
监视居住

2018年8月22
日，工作组和
其他联合国专
家就“指定居
所监视居住”
措施下强迫失
踪向中国发出
了联合信函。

自1980年以来，工作组已向中国政府

转交了145起个案，其中包括: 

截至2018年9月，中国尚未澄清45起个案。

李明哲 
刘霞 
高智晟 

王全璋 
江天勇 
李和平 

谢阳 
苏昌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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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disappear/docs/Communication_form_E.doc
mailto:wgeid@ohchr.org
https://spsubmission.ohchr.org/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516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182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182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3997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3997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3997


隔离监禁和强迫失踪有什么区别？

当 一 个 人 被 隔 离 监 禁
时，他们无法与外界沟
通，但他们不一定不受
法律保护。

只有当政府没有回答下
列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时，受害者才会 
被认定是被强迫失踪：受害者是否被拘留，被拘
留者在哪里，这个人是生还是死。如果任何一项
信息缺失，那么这个人被失踪，在法律保护范围
之外。

强迫失踪持续多长时间？

只要肇事者继续隐瞒失踪者的命
运和下落，强迫失踪就被视为持
续犯罪。这意味着在事实得到澄
清之前肇事者都应对这些行为负
责，即使受害者已经死亡。只要
失踪者的命运和下落没有得到澄清，政府就必须
继续调查。

政府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和停止强迫失踪？

我国政府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强迫失踪，无论这种行为是否
已经发生，必须终止这些行为。
这不限于具体的法律法规，还应
包括整个政府、行政机关和司法
机构。政府必须制定政策并尽其权职所能采取各
种措施预防和终止失踪。

法律应该如何禁止强迫失踪？

强迫失踪侵犯了受法律
保 护 的 广 泛 权 利 。 但
是，强迫失踪行为本身
必须明确地界定为一项
单独的刑事犯罪，以区
别于劫持、绑架和其他形式的剥夺自由。由于强
迫失踪罪行极端严重，应该通过判刑监禁予以制
裁，除非肇事者主动澄清案件。

如果我被剥夺自由，我有什么权利？

我有权待在官方承认的拘留场
所，例如警察局或军事建筑物。
政府不能将我关押在‘黑监狱’
或其他秘密拘留设施中，并且必
须立即通知我的家人或律师拘留
地点。此外，政府应保留所有被剥夺自由者的最
新登记记录，并广泛提供这些信息。

我也有权在被拘留后立即被带到法庭。在被指控
或者可以见到法官之前，对我的拘留必须尽可能
短，不超过几天。

我是受害者。我有权获得赔偿吗？

失踪者及其家人都
被视为强迫失踪的
完全受害者：他们
有权要求并获得对
其遭受的身体、心
理和其他形式伤害的适当赔偿。这不仅包括金钱
补偿，还包括医疗和心理护理，以及全面的身体
康复、法律纠正和社会康复。全面恢复和赔偿措
施还必须恢复受害者的个人自由、家庭生活、公
民身份、就业、财产，并允许他们返回家园。



政府为保护我寻求真相的权利必须做什么？

每个受害者都有权了解被失踪者的命运，失踪情况以及调查的进展和结果，包括肇事者
的身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我了解真相的权利，例如开展刑事调查，并向我提供详
细资料，说明为澄清案件而采取的具体步骤。在调查期间，政府必须保障我可以全面查
阅档案，并且必须确保我和其他受害者、证人、亲属和参与调查者得到充分保护。

必须向社会公布真相，了解真相也是一项集体权利。政府必须保持集体记忆免于灭绝，并防止否认有
强迫失踪存在或认为强迫失踪不重要的看法。政府可以通过公开承认和记忆强迫失踪，保存档案，传
播知识和创建“真相委员会”来揭示过去的人权侵犯并促进社会内部的和解。

总的来说，政府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促进真相，为受害者提供全面赔偿，在社会内部实现和解，并
确保今后不再发生强迫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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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否享有特别权利以保护
他们免遭强迫失踪？

儿童在强迫失踪的情况下
遭受特别严重的伤害：他
们可能在母亲被囚禁期间
出生，他们的父母或律师
可能会失踪，或者他们自
己可能被强迫失踪。他们可能会感到迷茫、被遗
弃、受到惊吓和遭受痛苦——与家人分离会产生
持久影响，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需要适当和全
面的心理护理。儿童可能会因性别、年龄、宗
教、种族或其他特征而受到不同的影响。必须充
分理解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提供特殊保护，并在
他们与家人分离时予以监护。

受害者享有的所有权利，以及保障真相、正义和
对受害者全面赔偿的所有机制和国家义务，也适
用于儿童。政府的政策和实践应该顾及儿童的特
点和需求，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并确保儿童的
参与，听取儿童的直接表述。儿童有权拥有合法
身份并了解自己真实的生身身份：他们的身份证
件不得被修改、伪造或销毁。各国政府须尽最大
努力寻找并确定在母亲失踪期间出生的儿童，并
将这些儿童归还其原来的家庭，同时顾及儿童的
最大利益。

我是女人。我是否享有特别权利
保护自己免遭强迫失踪？

妇女往往处于反对强迫失踪斗争的最
前沿，联合起来发掘真相并协助其他
受害者。当妇女被失踪时，这也是一
种基于性别的暴力形式，女性受害者
可能面临性暴力的特殊风险。这违背
了政府确保平等免受歧视的义务。

如果我是一个被失踪者的亲属，我受到的负面影
响不仅会是心理上的也可能是经济上的。例如，
如果我的丈夫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他被失踪
了，我的经济状况就会变得岌岌可危。政府应该
认识到这一点，并确保我的权利受到保护，确保
我和其他妇女可以为防止强迫失踪的政策做出贡
献。我有权和平抗议，政府不能因为我只是在为
受害者倡导或寻找亲人而攻击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