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任擇議定書- 

聯合國版 

 

通過日期 聯合國大會 2008 年 12 月 10 日第 63/117 號決議通過並開放給各

國簽字、批准和加入 

生效日期 按照第 18(1)條規定，於 2013 年 5 月 5 日生效 

批准情況 查看簽署及保留聲明 

原始文本 查看聯合國大會第 63/117 號決議或聯合國條約科認證副本 

相關檔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序言 

  本議定書締約國， 

  考慮到根據《聯合國憲章》宣告的原則，承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

嚴及其平等和不可剝奪的權利，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 

  注意到《世界人權宣言》宣告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

人人有資格享受《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

言、宗教、政治或其他意見、民族本源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

任何區別， 

  憶及《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人權兩公約確認只有創造條件，使人人都可

以享有公民、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權利，才能實現自由人類免於恐懼和匱

乏的理想， 

  重申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關聯的， 

  憶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約》”）每一締約

國承諾單獨採取步驟或通過國際援助和合作，特別是經濟和技術援助和合作，

採取步驟，盡最大能力，採用一切適當方法，尤其是包括採用立法措施，逐步

爭取充分實現《公約》所承認的權利， 

  考慮到為進一步實現《公約》的宗旨，落實《公約》各項規定，應設法使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下稱“委員會”）能夠履行本議定書規定的職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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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定如下： 

第一條 委員會接受和審議來文的許可權 

  一. 成為本議定書締約方的《公約》締約國承認委員會有權根據本議定書

條款的規定接受和審議來文。 

  二. 委員會不得接受涉及非本議定書締約方的《公約》締約國的來文。 

第二條 來文 

  來文可以由聲稱因一締約國侵犯《公約》所規定的任何經濟、社會和文化

權利而受到傷害的該締約國管轄下的個人自行或聯名提交或以其名義提交。代

表個人或聯名個人提交來文，應當征得當事人的同意，除非來文人能說明未經

當事人同意而代為提交的正當理由。 

第三條 可受理性 

  一. 除非委員會已確定一切可用的國內補救辦法均已用盡，否則委員會不

得審議來文。如果補救辦法的應用被不合理地拖延，本規則不予適用。 

  二. 來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員會應當宣佈為不可受理： 

  ㈠ 未在用盡國內補救辦法後一年之內提交，但來文人能證明在此時限內無

法提交來文的情況除外； 

  ㈡ 所述事實發生在本議定書對有關締約國生效之前，除非這些事實存續至

生效之日後； 

  ㈢ 同一事項業經委員會審查或已由或正由另一國際調查或解決程式審查； 

  ㈣ 不符合《公約》的規定； 

  ㈤ 明顯沒有根據或缺乏充分證據，或僅以大眾媒體傳播的報導為根據； 



  ㈥ 濫用提交來文的權利；或 

  ㈦ 採用匿名形式或未以書面形式提交。 

第四條 未顯示處境明顯不利的來文 

  委員會必要時可以對未顯示來文人處於明顯不利境況的來文不予審議，除

非委員會認為來文提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嚴重問題。 

第五條 臨時措施 

  一. 委員會收到來文後，在對實質問題作出裁斷前，可以隨時向有關締約

國發出請求，請該國從速考慮根據特殊情況採取必要的臨時措施，以避免對聲

稱權利被侵犯的受害人造成可能不可彌補的損害。 

  二. 委員會根據本條第一款行使酌處權，並不意味對來文的可受理性或實

質問題作出裁斷。 

第六條 轉交來文 

  一. 除非委員會認定來文不可受理，不送交有關締約國，否則任何根據本

議定書提交委員會的來文，委員會均應當以保密方式提請有關締約國注意。 

  二. 收文締約國應當在六個月內向委員會提交書面解釋或陳述，澄清有關

事項及該締約國可能已提供的任何補救辦法。 

第七條 友好解決 

  一. 委員會應當向有關當事方提供斡旋，以期在尊重《公約》規定的義務

的基礎上友好解決有關問題。 

  二. 一旦達成友好解決協定，根據本議定書提交的來文審議工作即告結

束。 



第八條 審查來文 

  一. 委員會應當根據提交委員會的全部檔資料審查根據本議定書第二條收

到的來文，但這些檔資料應當送交有關當事方。 

  二. 委員會應當通過非公開會議審查根據本議定書提交的來文。 

  三. 委員會在審查根據本議定書提交的來文時，可以酌情查閱其他聯合國

機構、專門機構、基金、方案和機制及包括區域人權系統在內的其他國際組織

的相關檔資料，以及有關締約國的任何意見或評論。 

  四. 委員會在審查根據本議定書提交的來文時，應當審議締約國依照《公

約》第二部分規定採取的步驟的合理性。在這方面，委員會應當注意到締約國

可以為落實《公約》規定的權利而可能採取的多種政策措施。 

第九條 委員會意見的後續行動 

  一. 委員會在審查來文後，應當向有關當事方傳達委員會對來文的意見及

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議。 

  二. 締約國應當適當考慮委員會的意見及可能提出的建議，並應當在六個

月內向委員會提交書面答覆，包括通報根據委員會意見和建議採取的任何行

動。 

  三. 委員會可以邀請締約國就委員會的意見或建議所可能採取的任何措施

提供進一步資料，包括在委員會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在締約國隨後根據《公

約》第十六條和第十七條提交的報告中提供這些資料。 

第十條 國家間來文 

  一. 本議定書締約國可以在任何時候根據本條作出聲明，承認委員會有權

接受和審議涉及一締約國聲稱另一締約國未履行《公約》所規定義務的來文。

根據本條規定提交來文的締約國須已聲明本國承認委員會有此許可權，委員會



方可接受和審議此種來文。來文涉及尚未作出這種聲明的締約國的，委員會不

得予以接受。根據本條規定接受的來文，應當按下列程式處理： 

  ㈠ 本議定書一締約國如果認為另一締約國未履行《公約》規定的義務，可

以用書面函件提請該締約國注意此事，也可以將此事通知委員會。收函國在收

到函件後三個月內，應當以書面形式向發函國作出解釋或其他陳述，澄清此

事，其中應當盡可能和具體地提及已經對此事，即將對此事或可以對此事採取

的國內程式和補救辦法； 

  ㈡ 如果在收函國收到最初函件後六個月內，有關事項尚未達成有關締約國

雙方滿意的解決，任何一方均有權以通知委員會和另一方的方式將此事提交委

員會； 

  ㈢ 對於提交委員會的事項，委員會只有在確定已經就該事援用並用盡一切

可用的國內補救辦法後，方可予以處理。如果補救辦法的應用被不合理地拖

延，本規則不予適用； 

  ㈣ 在不違反本款第㈢項規定的情況下，委員會應當向有關締約國提供斡

旋，以期在尊重《公約》規定的義務的基礎上友好地解決有關事項； 

  ㈤ 委員會應當舉行非公開會議審查根據本條提交的來文； 

  ㈥ 對於依照本款第㈡項規定提交的任何事項，委員會可以要求第㈡項所提

的有關締約國提供任何相關資料； 

  ㈦ 委員會審議有關事項時，本款第㈡項所提的有關締約國有權派代表出席

並提出口頭和(或)書面意見； 

  ㈧ 委員會應當在收到本款第㈡項規定的通知之日後盡可能適當地權宜行

事，按照下列方式提出報告： 

1. 如果按本款第㈣項規定達成解決辦法，委員會的報告應當限於簡要陳述事實

及所達成的解決辦法； 



2. 如果未能按本款第㈣項規定達成解決辦法，委員會的報告應當列舉與有關締

約國之間問題相關的事實。有關締約國的書面意見及口頭意見記錄應當附於報

告之內。委員會也可以只向有關締約國提出委員會認為與兩國之間的問題相關

的意見。 

在上述情況下，報告應當送交有關締約國。 

  二. 根據本條第一款作出的聲明，應當由締約國交存聯合國秘書長，由秘

書長將聲明副本分送其他締約國。任何聲明可隨時以通知秘書長的方式予以撤

回。撤回不得妨礙對業已根據本條發出的來文所涉任何事項的審議；在秘書長

收到撤回聲明的通知後，除非有關締約國作出新的聲明，否則不得再接受任何

締約國根據本條提交的其他來文。 

第十一條 調查程式 

  一. 本議定書締約國可以在任何時候作出聲明，承認本條規定的委員會許

可權。 

  二. 如果委員會收到可靠資料，顯示某一締約國嚴重或有系統地侵犯《公

約》規定的任何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應當邀請該締約國合作研究這

些資料，並為此就有關資料提出意見。 

  三. 在考慮有關締約國可能提出的任何意見以及委員會掌握的任何其他可

靠資料後，委員會可以指派一名或多名成員進行調查，從速向委員會報告。必

要時，在征得有關締約國同意後，調查可以包括前往該國領土訪問。 

  四. 調查應當以保密方式進行，並應當在程式的各個階段尋求有關締約國

的合作。 

  五. 對調查結果進行審查後，委員會應當將調查結果連同任何評論和建議

一併送交有關締約國。 

  六. 有關締約國應當在收到委員會送交的調查結果、評論和建議後六個月

內，向委員會提交本國意見。 



  七. 依照本條第二款規定進行的調查程式結束後，委員會經與有關締約國

協商，可以決定在本議定書第十五條規定的委員會年度報告中摘要介紹程式結

果。 

  八. 依照本條第一款規定作出聲明的任何締約國，可以隨時通知秘書長撤

回其聲明。 

第十二條 調查程式的後續行動 

  一. 委員會可以邀請有關締約國在其根據《公約》第十六條和第十七條提

交的報告中，詳述就根據本議定書第十一條進行的調查所採取的任何措施。 

  二. 必要時，委員會可以在第十一條第六款所述六個月期間結束後，邀請

有關締約國向委員會通報該國就調查所採取的措施。 

第十三條 保護措施 

  締約國應當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在其管轄下的個人不會因為根據本議

定書與委員會聯絡而受到任何形式的不當待遇或恐嚇。 

第十四條 國際援助與合作 

  一. 對於顯示有必要獲得技術諮詢或協助的來文和調查，委員會應當酌情

在征得有關締約國同意後，將委員會的意見或建議，連同締約國可能就這些意

見或建議提出的意見和提議，送交聯合國各專門機構、基金和方案以及其他主

管機構。 

  二. 委員會也可以在征得有關締約國同意後，提請上述機構注意任何根據

本議定書審議的來文所引起的事項；此種事項可以協助它們在各自許可權範圍

內決定是否應當採取可能具有促進作用的國際措施，以協助各締約國在落實

《公約》確認的權利方面取得進展。 

  三. 應當依照大會相關程式設立一個依照《聯合國財務條例和細則規定》

管理的信託基金，以期在征得有關締約國同意後，向締約國提供專家和技術援



助，加強《公約》所載權利的落實，推動根據本議定書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

利領域進行國家能力建設。 

  四. 本條規定不妨礙各締約國履行《公約》規定的義務。 

第十五條 年度報告 

  委員會的年度報告應當摘要介紹根據本議定書開展的活動。 

第十六條 傳播與資訊 

  各締約國承諾廣泛宣傳和傳播《公約》及本議定書，為獲得資訊以瞭解委

員會的意見和建議，特別是涉及本國的事項的意見和建議提供便利，並在這方

面以無障礙模式向殘疾人提供資訊。 

第十七條 簽署、批准和加入 

  一. 本議定書開放供任何已簽署、批准或加入《公約》的國家簽署。 

  二. 本議定書須經已批准或加入《公約》的國家批准。批准書交存聯合國

秘書長。 

  三. 本議定書開放供任何已批准或加入《公約》的國家加入。 

  四. 向聯合國秘書長交存加入書後，加入即行生效。 

第十八條 生效 

  一. 本議定書在第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之日起三個月後

生效。 

  二. 對於在第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後批准或加入議定書的國家，議定

書在該國交存批准書或加入書之日起三個月後生效。 



第十九條 修正 

  一. 任何締約國均可以對本議定書提出修正案，提交聯合國秘書長。秘書

長應當將任何提議的修正案通告各締約國，請締約國通知秘書長，表示是否贊

成召開締約國會議對提案進行審議和作出決定。在上述通告發出之日起四個月

內，如果有至少三分之一的締約國贊成召開締約國會議，秘書長應當在聯合國

主持下召開會議。經出席並參加表決的締約國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任何修正

案，應當由秘書長提交聯合國大會核准，然後提交所有締約國接受。 

  二. 依照本條第一款的規定通過並核准的修正案，應當在交存的接受書數

目達到修正案通過之日締約國數目的三分之二後第三十天生效。此後，修正案

應當在任何締約國交存其接受書後第三十天對該締約國生效。修正案只對接受

該項修正案的締約國具有約束力。 

第二十條 退約 

  一. 締約國可以隨時書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退出本議定書。退約應當在秘

書長收到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後生效。 

  二. 退約不妨礙本議定書各項規定繼續適用於退約生效之日前根據第二條

和第十條提交的任何來文，以及退約生效之日前根據第十一條啟動的任何程

式。 

第二十一條 秘書長的通知 

  聯合國秘書長應當將下列具體情況通知《公約》第二十六條第一款所提的

所有國家： 

  ㈠ 本議定書的簽署、批准和加入； 

  ㈡ 本議定書和任何根據第十九條提出的修正案的生效日期； 

  ㈢ 任何根據第二十條發出的退約通知。 



第二十二條 正式語文 

  一. 本議定書應當交存聯合國檔案庫，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準。 

  二. 聯合國秘書長應當將本議定書經證明無誤的副本分送《公約》第二十

六條所提的所有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