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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公約》 

任擇議定書 

序言 
  本議定書締約國，  
  重申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為被禁止之行為，構成

對人權之嚴重侵犯，  
  確信必須採取進一步措施實現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

或處罰公約(以下稱公約) 之目的，必須加強保護被剝奪自由者使其免受酷刑及其

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顧及公約第 2 條及第 16 條要求締約國採取有效措施，防止在其管轄之任何領

域內出現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行為， 
  確認各國負有執行此等條款之首要責任，加強保護被剝奪自由者和全面尊重其

人權是各方之共同責任，國際執行機構發揮補充及加強國內措施之作用，  
  顧及為有效防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應進行教

育，並綜合採取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措施，  
  又顧及世界人權會議明確宣告，杜絕酷刑之工作首應注重防止，並要求通過一

項公約任擇議定書，以建立定期訪查拘禁處所之防制制度，  
  確信以定期訪查拘禁處所為基礎之預防性非司法手段，可加強保護被剝奪自由

者使其免受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茲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部分：一般原則 

第一條  

  本議定書之目的為建立獨立國際機構及國家機構對被剝奪自由者之處所進行

定期訪查制度，以防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第二條  

 1.應於禁止酷刑委員會內設立防範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

或處罰小組委員會(以下稱防範小組委員會)，履行本議定書所規定之職權。  

 2.防範小組委員會應在聯合國憲章之架構下工作，並遵循其宗旨、原則以及聯合

國關於被剝奪自由者待遇之規範。  

 3.防範小組委員會應遵守保密、公正、非針對性、普遍性及客觀性原則。  

 4.防範小組委員會及締約國應合作執行本議定書。  

 



第三條  

  締約國應在國家層級設立、指定或維持一個或多個防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之訪查機構(以下稱國家防制機制)。  

 

第四條  

  1.締約國應依據本議定書，允許第2條及第3條所指機制，對其管轄及控制下任

何遭受或有遭受因公務機關之命令或教唆而被剝奪自由之虞，或在其同意或默許

下被剝奪自由之處所(以下稱拘禁處所)進行訪查。進行訪查之目的在於必要時加

強保護使其免受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2.根據本議定書之目的，剝奪自由是指任何形式之拘禁或監禁，或因司法、行政

或其他公權力機關之命令，將特定人置於公共或私人拘束環境下，不得隨意離開。 

 

 

第二部分：防範小組委員會 

第五條  

 1.防範小組委員會應由十名成員組成。在第五十個國家批准或加入本議定書後，

防範小組委員會成員人數應增加到二十五名。  

 2.防範小組委員會成員人選應具備高尚品格，並確實具有司法行政領域之專業

經驗，特別在刑法、監獄或警務人員管理或與被剝奪自由者處遇有關領域。  

 3.防範小組委員會之組成應適當考慮地區公平分配原則以及締約國間各種不同

文化及法系。  

 4.防範小組委員會之組成，應根據平等及不歧視原則考慮性別代表之平衡。  

 5.防範小組委員會中不得有二名成員為同一國家之國民。  

 6.防範小組委員會成員應以個人身分任職，維持獨立及公正，有效率地為防範小

組委員會服務。  

 

第六條  

 1.締約國依照本條第2項得提名具備第5條所規定資格並符合其要求之候選人，

最多二名；同時應提供關於被提名人資格之詳細資料。  

 2.(a) 被提名人應具有本議定書締約國之國籍；  

 (b) 二名候選人中至少應有一名具有提名締約國之國籍；  

 (c) 任何締約國獲得提名之國民不得超過二名；  

 (d) 任何締約國在提名另一個締約國之國民前，應徵求並獲得該締約國同意。  

3.聯合國秘書長應於進行選舉之締約國會議舉行日至少五個月前致函締約國，請

其在三個月內提交提名人選。秘書長應提交依姓氏英文字母次序編製之被提名人

名單，同時標明提名之締約國。  

 

 



第七條  

  1.防範小組委員會成員應以下列方式選出：  

 (a) 首要考慮應符合本議定書第5條之要求及標準；  

 (b) 初次選舉最遲應在本議定書生效後六個月內進行；  

(c) 締約國應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防範小組委員會成員；  

 (d) 防範小組委員會成員之選舉應由聯合國秘書長在每兩年召開一次之締約國

會議中進行。締約國會議以締約國三分之二出席為法定開會人數，得票最多

且獲得出席並參加表決之締約國代表所投票數之絕對多數者，即當選為防範

小組委員會成員。  

2.若在選舉過程中有一締約國之二名國民取得擔任委員會成員之資格，得票較多

之候選人應成為防範小組委員會成員。二名國民所得票數相等時，適用以下程序：  

 (a) 二名候選人中只有一名是由締約國本國提名情況下，該國民應成為防範小

組委員會成員；  

 (b) 二名候選人均為締約國本國提名時，應進行另一次無記名投票決定何者成

為防範小組委員會成員；  

 (c) 二名候選人均非由締約國本國提名時，應進行另一次無記名投票以決定何

者成為防範小組委員會成員。  

 

第八條  

  若防範小組委員會之成員死亡或辭職，或有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職責時，提名該

成員之締約國應考慮到在各相關領域之適當均衡能力，提名另一名具有第五條所

規定資格並符合其要求之合格人選擔任成員，其任期至召開下一次締約國會議為

止，但須得到締約國過半數之同意。除非半數以上締約國於收到聯合國秘書長提

名通知後六周內表示反對，否則視為同意。  

 

第九條  

  防範小組委員會成員任期四年，再次被提名者，得連選一次。第一次選出之半

數成員任期為二年；第7條第1項(d)款所指會議之主席在第一次選舉後應立即抽

籤確定成員名單。 
  

第十條  

 1.防範小組委員會應選出主席團成員，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之。  

 2.防範小組委員會應自行制定議事規則。該規則中應特別規定事項： 
 (a) 半數加一名成員為法定人數；  

 (b) 防範小組委員會決議由出席成員以多數決為之；  

 (c) 防範小組委員會會議不公開。  



 3.防範小組委員會首次會議由聯合國秘書長召開。首次會議之後，須於議事規則

所定時間召開會議。防範小組委員會及禁止酷刑委員會每年至少應有一屆會議同

時舉行。  

 

第三部分：防範小組委員會之職權 

第十一條  

  防範小組委員會應：  

 (a) 訪查第4條所指處所，並就保護被剝奪自由者免受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向締約國提出建議；  

 (b) 對於國家防制機制：  

    (i)必要時就此等機制之設立向締約國提供諮詢意見及協助；  

(ii)與國家防制機制維持直接聯繫，必要時秘密聯繫，並為其提供訓練及技術

援助，加強其能力；  

(iii)在評估需求及必要措施方面向此等機制提供諮詢及援助，加強對被剝奪

自由者之保護，使其免受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

處罰；  

(iv)向締約國提出建議及意見，以加強國家防制機制防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之能力及職權；  

 (c) 為全面防止酷刑，與相關聯合國機關及機制合作，並與致力於加強保護所

有人免受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之國際、區域及國家

機構或組織合作。  

 

 

第十二條  

  為使防範小組委員會能夠行使第11條所列職權，締約國承諾：  

 (a) 在其境內接待防範小組委員會並准予訪查本議定書第4條所指之拘禁處所；  

 (b) 提供防範小組委員會可能要求之一切相關資料，供其評估需求及應採取之

措施，以加強保護被剝奪自由者使其免遭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

待遇或處罰；  

 (c) 促進及協助防範小組委員會與國家防制機制聯繫；  

(d) 審視防範小組委員會之建議並就可能之執行措施與防範小組委員會進行對

話。  

 

第十三條  

  1.防範小組委員會應為執行第11條所定任務制定對各締約國進行定期訪查之

計畫，並以抽籤方式決定首批受訪之締約國。  

  2.在進行磋商後，防範小組委員會應將訪查計畫通知締約國，使締約國能立即

為訪查進行必要之實際安排。  



  3.訪查應由防範小組委員會至少二名成員負責進行。必要時，可由經證明具備

本議定書相關領域專業經驗及知識之專家陪同進行訪查，此等專家應從締約國、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以及聯合國國際預防犯罪中心提出之建議專家

名冊中選出。在編制專家名冊時，相關締約國最多可提出五名本國專家。有關締

約國可反對某一專家參加訪查，在這種情況下，防範小組委員會應提議另派專家。  

 4.若防範小組委員會認為適當，可提議在定期訪查之後進行一次較短之後續訪

查。  

 

第十四條  

  1.為使防範小組委員會能夠履行職權，本議定書締約國承諾准許小組委員會：  

 (a) 不受限制取得關於第4條所指之拘禁處所內被剝奪自由者人數，以及關於拘

禁處所數目及所在位置之一切資料；  

 (b) 不受限制取得關於此等人之處遇及拘禁條件之一切資料；  

 (c) 在下列第2項之限制下，不受限制查看所有拘禁處所及其裝置與設施；  

 (d) 有機會單獨或在認為必要時由翻譯人員協助，於無旁人在場情況下單獨詢

問被剝奪自由者以及防範小組委員會認為可提供相關資料之任何其他人；  

 (e) 自由選擇所欲訪查處所及詢問對象。  

  2.反對防範小組委員會訪查特定拘禁處所，必須基於國防、公共安全、待訪查

處所發生自然災害或嚴重動亂以致暫時不能進行訪查之緊急及迫切理由。締約國

不得以已宣佈緊急狀態之事實，作為反對訪查之理由。 

  

第十五條  

  對於向防範小組委員會或其成員提供任何資料之人或組織，不論其資料之真偽，

任何機關或官員均不得因此命令、施加、許可或容忍對該人或該組織為任何處罰，

而該人或該組織亦不得因此受到任何形式之不利。  
 

第十六條  

  1.防範小組委員會應以不公開之方式將其建議及意見送交締約國，並在相關情

況下，以相同方式送交國家防制機制。  

  2.防範小組委員會應在有關締約國提出請求時公布報告以及與該締約國相關

之任何評論。如果該締約國僅公布報告之一部分，防範小組委員會可公布報告之

全部或其中之一部分。但個人資料非經有關個人明示同意不得公布。  

  3.防範小組委員會應向禁止酷刑委員會提交公開之年度活動報告。  

  4.如果締約國拒絕依照第12條及第14條與防範小組委員會合作或拒絕依照防

範小組委員會之建議採取步驟改善情況，禁止酷刑委員會得應防範小組委員會之

要求，於該締約國提供陳述意見機會後，以委員多數同意下就該事項發表公開聲

明或公布防範小組委員會之報告。  

 



第四部分：國家防範機制 

第十七條  

  締約國最遲於本議定書生效或其批准或加入一年後，應維持、指定或設立一個

或多個獨立之國家防制機制，負責在國家層級防止酷刑。為本議定書之目的，在

符合議定書規定之前提下，分散於各單位所建立之機制亦均得指定為國家防制機

制。  

 

第十八條  

  1.締約國應確保國家防制機制職權之獨立性及其人員之獨立性。  

  2.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國家防制機制之專家具備必要之能力及專業知

識。締約國應致力於性別平衡以及國內民族及少數群體之適當代表。  

  3.締約國應承諾為國家防制機制之運作提供必要資源。  

  4.締約國在設立國家防制機制時應適當考慮到有關促進及保護人權國家機構

地位之原則(巴黎原則)。  

 

第十九條  

  國家防制機制應具備以下基本權力：  

(a) 定期檢查於第4條所指拘禁處所被剝奪自由者之待遇，以期必要時加強保護，

使其免受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b) 參照聯合國之相關規範，向有關機關提出建議，以期改善被剝奪自由者之待

遇及條件，防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c) 就現行立法或立法草案提出建議或意見。  

 

第二十條  

  為使國家防制機制能夠履行任務，本議定書締約國承諾賦予此等機制：  

 (a) 取得關於第4條所指拘禁處所內被剝奪自由者之人數、拘禁處所之數量及其

位置之一切資料；  

 (b) 取得關於被拘禁者之待遇與拘禁條件之一切資料；  

 (c) 查看所有拘禁處所與其裝置及設施；  

 (d) 得以在無他人在場下，單獨或於必要時由翻譯人員協助，詢問被剝奪自由

者以及國家防制機制認為可提供相關資料之其他人；  

 (e) 自由選擇所欲訪查之處所與詢問之人；  

 (f) 有權接觸防範小組委員會、傳送資料及與其會晤。  

 

第二十一條  

  1.對於向國家防制機制提供任何資料之人或組織，不論其資料之真偽，任何機

關或官員均不得因此命令、施加、許可或容忍對該人或該組織為任何處罰，而該

人或該組織亦不得因此受到任何形式之不利。  



 2.國家防制機制蒐集之機密資料應予保密。個人資料非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不得

公布。  

 

第二十二條  

  國家各主管機關應檢視國家防制機制提供之建議，並就可能採取之執行措施與

國家防制機制進行對話。  

 

第二十三條  

  本議定書締約國承諾公布並發送國家防制機制之年度報告。  

 

第五部分：聲明 

第二十四條  

  1.締約國在批准本議定書時，可聲明延遲履行第三部分或第四部分規定之義務。  

  2.延遲期不得超過三年。在締約國作出適當陳述並與防範小組委員會磋商後，

禁止酷刑委員會得將延遲期再延長二年。  

 

第六部分: 財務條款 

第二十五條  

  1.防範小組委員會執行本議定書之經費由聯合國負擔。  

  2.聯合國秘書長應提供必要之人員及設施，以使防範小組委員會依照本議定書

有效行使職權。  

 

第二十六條  

  1.應依據大會有關程序設立特別基金，依照聯合國財務條例及其細則加以管理，

以資助落實防範小組委員會在訪查後提出之建議，及開展國家防制機制之教育方

案。  

  2.特別基金之經費可來自各國政府、政府間組織及非政府組織及其他公私立機

構之自願捐款。  

 

第七部分: 最後條款 

第二十七條  

  1.本議定書開放供所有已簽署公約之國家簽署。  

  2.本議定書須經已批准或加入公約之所有國家批准。批准書應存放聯合國秘書

長。  

  3.本議定書開放供已批准或加入公約之所有國家加入。  

  4.加入於加入書存放聯合國秘書長時生效。  

  5.聯合國秘書長應將每一存放之批准書或加入書，通知所有已簽署或加入本議

定書之國家。  



 

第二十八條  

  1.本議定書於第二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存放聯合國秘書長之日後第三十天開

始生效。  

  2.對於在第二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存放聯合國秘書長後批准或加入之國家，本

議定書在該國存放批准書或加入書之日後第三十天開始生效。  

 

第二十九條  

  本議定書各項規定適用於聯邦國家之全部領域，無任何限制或例外。  

 

第三十條  

  締約國不得對本議定書作出保留。 

 

第三十一條  

  本議定書之規定不影響締約國依據建立訪查拘禁處所制度之區域公約所承擔

之義務。鼓勵防範小組委員會與依據此等區域公約設立之機構進行磋商及合作，

以避免工作重複，並有效促進實現本議定書之目的。  

 

第三十二條  

  本議定書之規定不影響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內瓦四公約及其一九七七年

六月八日附加議定書之締約國義務，也不影響任何締約國准許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在國際人道主義法未涵蓋之情形中訪查拘禁處所之可能性。  

 

第三十三條  

  1.任何締約國得隨時以書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退出本議定書；秘書長隨後應通

知本議定書及公約之其他締約國。退約在秘書長收到通知書之日起一年後生效。  

  2.退約並不免除締約國依據本議定書下列義務：在退約生效日前可能發生之任

何行為或情況；防範小組委員會已經決定或可能決定對有關締約國採取之行動；

不影響防範小組委員會繼續審理退約生效日前已審議之任何問題。  

  3.締約國退約生效之日後，防範小組委員會不應進行審議有關該國家之任何新

事項。  

 

第三十四條  

  1.本議定書之任何締約國均可提出修正案並提交聯合國秘書長。秘書長應立即

將修正案通知本議定書各締約國，請締約國向秘書長表明是否贊成召開締約國會

議以審議此項提案及進行表決。於發出通告之日起四個月內，若有三分之一以上

締約國贊成召開會議，秘書長應在聯合國主持下召開會議。修正案在取得出席並

參加表決之三分之二多數之與會締約國通過後，應由秘書長提交所有締約國接受。  



  2.根據本條第1項通過之修正案經本議定書三分之二多數締約國依據該國憲法

程序予以接受後即行生效。  

  3.修正案一旦生效，即對接受修正案之締約國具有約束力，其他締約國則仍受

本議定書各項規定及該國以前接受之任何修正案之約束。  

 

第三十五條  

  防範小組委員會委員及國家防制機制成員應享有獨立行使職務所必要之特權

及豁免。防範小組委員會委員應享有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聯合國特權及豁免公

約第二十二節所規定之特權及豁免，但須遵守該公約第二十三節之規定。  

 

第三十六條  

  防範小組委員會成員在締約國進行訪查時，在不妨害本議定書之規定、目的、

應享有之特權及豁免之情況下：  

 (a) 應遵守被訪查國家之法律及規章；  

 (b) 應避免任何不符合其任務之公正及國際性質之行為或活動。  

 

第三十七條  

  1.本議定書之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及西班牙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應存放聯合國秘書長。  

  2.聯合國秘書長應將本議定書之核證副本轉發給所有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