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 年通過的 （ 或稱“ICCPR”） 是保護個⼈公⺠權利和政治權利《公⺠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的主要條約， 其中包括：

公平審判和正
當程序保障

禁⽌奴役⾃決權

該委員會每年在⽇內⽡開三次會議， 每次會議為期四到五週， 並與其他條約機
構 ⼀ 起被視為 ， 因為它源於具有法律約束⼒的條約。“準司法”機構

什麼是ICCPR？ 它主要保護哪些權利？

3
TIMES

⾏動⾃由 ⾔論⾃由結社⾃由 擁有家庭的權利 選舉權

少數群體的權利和平集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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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任意拘留隐私权

它由 �� 名 組成， 負責監督締約國對 （ ICCPR） 獨⽴專家 《公⺠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所保障的公⺠權利和政治權利的落實情況。

給⺠間社會團體的 ⼀ 份摘要

⼈權事務委員會

⼈權事務委員會是聯合國致⼒於公⺠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專家委員會， 也是聯合國
⼗⼤“ 條約機構” 之⼀  監督核⼼的九⼤國際⼈權條約。——

不歧視性別平等 ⽣命權 禁⽌酷刑

宗教或信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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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PR 是國際⼈權架構的基⽯ ： 它與 《經濟、社會和⽂化權利
國際公約》 《世界⼈權宣⾔》（ ICESCR） 和 （ UDHR）⼀ 起構成

《國際⼈權公約》的 ⼀ 部分。

截⾄ ���� 年 � ⽉， ICCPR 已被 ��� 個國家批准， 其中 
⼀ 些國家只簽署了該公約， 例如中國。

根據《 中英聯合聲明》 的規定， ���� 年英國批准的 ICCPR 在 
���� 年回歸中國後的⾹港仍然有效。

⾹港和澳⾨的情況如何呢？

����年， 中國還通知聯合國， ����年葡萄⽛批准的 ICCPR 
的領⼟適⽤範圍擴⼤到了澳⾨， 在葡萄⽛移交澳⾨後， 
ICCPR 也適⽤於澳⾨。

委員會如何對 ⼀ 個國家進⾏審查？

委員會定期審查各國對 ICCPR 的落實情況。 此 遵循不同的步驟：審查過程

�) 提交國家報告
所有締約國都有義務向委員會提交關於 ICCPR 規定的公⺠權利和政治權利如
何得到尊重、保障和落實的定期報告。 各國必須根據委員會的要求提交報告， 
通常每四到⼋年 ⼀ 次。

?

?

?

ICCPR

ICCPR ICESCRUDHR

⼀旦提交國家報告， 委員會在正式審查前的⾄少兩次會議上準備“ 議題清
單”：該⽂件強調委員會關注的問題， 政府對此必須提供更多詳細資料。

2) 通過議題清單（或稱“ LOI”）

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international-covenant-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rights
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international-covenant-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rights
https://www.un.org/zh/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periodic-reviews---what-do-the-treaty-bodies-do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engaging-prior-to-the-treaty-body-review


�) 通過結論性意⾒
這是審查的結果： 委員會發布其調查結果和建議 ⸺ 包括優先事項 ⸺ 以
改進該國對 ICCPR 的落實，同時也記錄下積極的發展。

⾹港和澳⾨的 於 ���� 年 � ⽉獲得通過： 委員會將在於 ⽉舉⾏的會議題清單 ���� 年 � 
議上對這兩個地區進⾏正式審查。

!

!

!

⺠間社會發揮著 ： 確保委員會在審查締約國時充分了解情況， 並確保委員會的建議涉重要的作⽤
及⺠間社會的主要關切點。  您可以通過以下⽅式參與審查：您是⺠間社會組織或代表嗎？

⺠間社會如何參與？

⾮政府組織可以在通過議題清單之前（截⽌⽇期：通常在會議開始前 � 週）和正式審查之前（截⽌⽇
期：會議前 � 週）向委員會 。提交書⾯材料

對於⾹港和澳⾨，這意味著⺠間社會可以 發送相關資料。在 ���� 年 � ⽉ �� ⽇之前

資料應關注⾃從議題清單（���� 年 � ⽉通過， 適⽤於⾹港和澳⾨）通過以來的新發展， 包括
法律和執⾏⽅⾯的差距。它還應考慮到 和 的結論性意⾒之間的差別。  政府的回應 上次審查

理想情況下， 書⾯資料的結構遵循 ICCPR 中的條款（或條款集群） 的順序， 或議題清單

委員會與該國代表團代表約有 � ⼩時的會議， 在此期間，政府根據其
對議題清單的答覆和⺠間社會的報告， 對委員會的問題作出回覆。

3) 正式審查

審查兩年後，會要求該國提供關於結論性意⾒中被定為優先建議的落實
情況的資料。根據國家和⺠間社會提供的資料，委員會隨後審查這些建議
的落實情況，並根據落實程度（從 A 到 E）在致政府的信中給予評級。如
果國家不發送資料，則會發送提醒信。

�) 後續流程

第 � 階段： 報告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engaging-prior-to-the-treaty-body-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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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I) 的結構。 您應該明確⽽清晰地指出您認為委員會應該向政府提出的具體建議：確保
它們脫穎⽽出！

提交的材料必須使⽤英語、西班⽛語或法語， ⻑度沒有正式限制， 但⿎勵提交簡明扼要的
內容（還有內容提要！）。 委員會建議每份報告最多 ��,��� 字。

如果您能與其他⾮政府組織聯合提交就更好了！  委員會的接受度會更⾼。

確保您清楚地確定您的資料和數據的來源（包括網⾴鏈接， 或如果可能的話，資料來源的
完整細節！）

可以向  提交材料。ohchr-ccpr@un.org

如果您認為⾃⼰因尋求與聯合國合作⽽⾯臨報復⾵險， 您可以：

與國際⾮政府組織合作， 代表您提交。

使⽤安全渠道，包括⽤加密電⼦郵件與聯合國或其他合作伙伴進⾏溝通。

要求委員會不要在其 上公開您的報告                                                           專⽤⾴⾯
（請注意， 如果政府發現了您的報告， 它仍然可以要求提供 ⼀ 份副本）。

注意

⾮政府組織可以參加委員會的兩種簡報會：

正式： 提交書⾯報告的⾮政府組織可以提前聯繫⼈權委員會秘書處， 與委員會成員        

⼀ 起參加正式簡報會，討論他們關注的關鍵主題。

⾮正式：公⺠與政治權利中⼼ （CCPR-Centre）作為 ⼀ 個⾮政府組織， 會在審查開始前， 
為感興趣的⾮政府組織和委員會成員， 在午休時間組織⾮正式會議。

如果您提及個⼈案件，您需要徵得當事⼈或其代表的同意（除⾮是公共案件）。

您可以通過  與國際⼈權服務社聯繫                  accreditations.ishr@protonmail.com
（注意：使⽤Protonmail 時，只有從另⼀個Protonmail 帳戶發送電⼦郵件的正⽂和附件才會加密，電⼦郵件地
址和主題⾏未有加密）。

第 � 階段： 參與審查

https://tbinternet.ohchr.org/SitePages/HomeZh.aspx?lang=zh
https://ccprcentre.org/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ngo-coalitions-and-coordination-with-other-actors


提供本國語⾔的版本， 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

與您的⺠間社會同⾏、⾮政府組織、外交官、記者和受您影響的社群分享這些結論性意⾒ 

⸺ 並解釋說明它們為何如此重要！

 與當局接觸
與有關當局分享結論性意⾒：

為他們提供指導並游說他們落實建議 ⸺ 從優先事項開始！

⿎勵他們通過⾏動計劃來落實建議

相關部⾨（外交、司法、專責部⾨）

國家⼈權機構或監察員

議會 ⸺ 包括您當地的代表！

繼續與委員會成員接觸
邀請他們進⾏後續訪問

向委員會報告當局的落實情況

將您的報告重新⽤於 的審查其他條約機構

在 ���� 年對這兩個地區的 中， 委員會：上⼀次審查

⼈權事務委員會對於⾹港和澳⾨說過些什麼？

揭露⾹港對⼤量家政⼯⼈的歧視性剝削， 以及反歧視法的不⾜

呼籲當局採取“  ⼀ 切必要措施”， 優先在⾹港實施“ 普選和平等選舉權”

宣傳結論性意⾒

第 � 階段：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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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年的後續評估 ⾹港沒有為 ���� 年的普中， 委員會表⽰很遺憾， 
選做出安排，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確保所有⼯⼈ - 即使是移⺠⾝份 - 都能
享有基本權利， 包括廢除“ 兩周規定” 並對雇主的虐待⾏為進⾏問責。

2020 年 � ⽉通過的議題清單涉及了強迫勞動、販賣⼈⼝和反歧視法薄弱等⻑期存在的問
題，委員會 ：還提出了 ⼀ 些緊迫的問題

《國家安全法》 的實施

《國家安全法》關於“ 分裂”、“顛覆” 和“ 恐怖活動” 的含糊不清的定義以及寬泛的規
定，其域外適⽤範圍，以及這項法律賦予新設⽴的執法機構的權⼒和豁免權

法律通過政策規範對武⼒的使⽤，例如在圍攻⾹港城市⼤學等場合使⽤武⼒， 以及
對過度使⽤武⼒的問責

保護⾔論⾃由， 包括對⼈權捍衛者和記者的威脅， 以及對學術⾃由的威脅

保護和平集會⾃由， 包括對⾬傘運動領袖曠⽇持久的法律訴訟， 以及 ���� 年 � ⽉
對⺠主⼈⼠的逮捕。

敦促⾹港確保根據《基本法》第 �� 條提出的“ 反顛覆”⽴法完全符合 ICCPR

2022 年 � ⽉，⼀名聯合國獨⽴專家 ，判定“ ICCPR 適致函當局
⽤於《國家安全法》的實施”，包括“移送中國⼤陸審訊、起訴和
司法程序”的案件。

?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INT%2fCCPR%2fFUL%2fHKG%2f24975&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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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7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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