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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定書締約國， 

考慮到根據《聯合國憲章》申明的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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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下稱“《公約》”)締約國承認其中為在其管轄範圍內的每

一名兒童規定的權利，不因兒童或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種族、膚色、性別、語

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民族、族裔或社會出身、財產、傷殘、出生或其他身

份而有任何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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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申兒童作為權利主體和作為享有尊嚴並且能力在不斷發展的個人的地位， 

認識到兒童身份的特殊性和依賴性可能使之很難就侵犯其權利的行為尋求補救辦

法， 

考慮到本議定書將加強並補充國內和區域的機制，使兒童能夠就侵犯其權利的行為

提出申訴， 

認識到兒童的最大利益應當成為在就侵犯兒童權利的行為尋求補救辦法時的首要考

慮，而此種補救辦法應考慮到各級均需要有體恤兒童的程序， 

鼓勵各締約國建立適當的國家機制，使權利受到侵犯的兒童可在國內獲得有效的補

救辦法， 

回顧國家人權機構和負責增進和保護兒童權利的其他相關專門機構在這方面可以發

揮的重要作用， 

考慮到為加強和補充這種國家機制，進一步推動執行《公約》及酌情執行其《關於

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和《關於兒童卷入武裝衝

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應使兒童權利委員會(下稱“委員會”)能夠履行本議定書規

定的職能， 

議定如下： 

  

第一部分 

一般規定 

第 1條 



兒童權利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1. 本議定書締約國承認本議定書規定的委員會的職權。 

2. 委員會不應就侵犯本議定書締約國未加入的文書所規定權利事宜對該國行

使職權。 

3. 委員會不應接收涉及未加入本議定書的國家的來文。 

  

第 2條 

委員會行使職能時所應奉行的一般原則 

委員會在行使本議定書賦予的職能時，應奉行兒童最大利益的原則。委員會也應顧

及兒童的權利和意見，根據兒童的年齡和成熟程度充分重視他們的意見。 

  

第 3條 

議事規則 

1. 委員會應通過行使本議定書賦予的職能時所須遵守的議事規則。委員會在

制定規則時，尤其應顧及本議定書第 2條，以保證採用體恤兒童的程序。 

2. 委員會應在其議事規則中列入保障措施，防止代表兒童行事者操縱兒童，

並可拒絕審查它認為不符合兒童最大利益的任何來文。 

  

第 4條 

保護措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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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書與委員會的聯繫或合作而遭到任何侵犯人權行為或受到任何虐待或恐

嚇。 

2. 未經有關個人或群體的明確同意，不應公開透露其身份。 

  

第二部分 

來文程序 

第 5條 

個人來文 



1. 受締約國管轄的個人或群體，如聲稱是締約國侵犯其加入的以下任何文書

所載任何權利的受害者時，均可親自或由人代理提交來文： 

(a)《公約》； 

(b)《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 

(c)《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 

2. 代表個人或群體提交來文時，應當征得當事人的同意，除非提交人能說明

未經當事人同意而代為提交的正當理由。 

  

第 6條 

臨時措施 

1. 委員會收到來文後，在對案情作出裁斷前，可以隨時向有關締約國發出請

求，請該國從速考慮採取在特殊情況下可能需要採取的臨時措施，以避免

對聲稱侵犯人權行為的受害者造成可能無法彌補的損害。 

2. 委員會根據本條第 1款行使酌處權，並不意味對來文的可受理性或案情實

質作出裁斷。 

  

第 7條 

可否受理 

在下列情形下，委員會應當視來文不可受理： 

(a)匿名來文； 

(b)非書面來文； 

(c)來文濫用提交此類來文的權利，或不符合本《公約》和(或)其任擇議定書的規

定； 

(d)同一事項業經委員會審查或已由或正由另一項國際調查或解決程序審查； 

(e)未用盡一切可用的國內補救辦法。本規則不適用於補救辦法的應用被不合理拖

延或不大可能帶來有效的補償的情況； 

(f)來文明顯沒有根據或缺乏充分證據； 

(g)來文所述事實發生在本議定書對有關締約國生效之前，除非這些事實持續至生

效之日後； 



(h)未在用盡國內補救辦法後一年之內提交，但提交人能證明在此時限內無法提交

來文的情況除外。 

  

第 8條 

轉交來文 

1. 除非委員會在未徵求有關締約國的意見前即認定來文不可受理，否則對於

任何根據本議定書提交委員會的來文，委員會均應儘快以保密方式提請有

關締約國注意。 

2. 締約國應向委員會提交書面解釋或陳述，澄清有關事項，並說明本國可能

已提供的任何補救辦法。締約國應在六個月內儘快提出答覆。 

  

第 9條 

友好解決 

1. 委員會應向有關當事方提供斡旋，以期在尊重本《公約》和(或)其任擇議定

書規定的義務的基礎上達成友好解決。 

2. 一旦在委員會主持下商定友好解決辦法，根據本議定書提交的來文審議工

作即告結束。 

  

第 10條 

審議來文 

1. 委員會應當根據提交委員會的全部檔資料，儘快審議根據本議定書收到的

來文，但這些檔資料應當送交有關當事方。 

2. 委員會應當舉行非公開會議，審查根據本議定書收到的來文。 

3. 委員會如要求採取臨時措施，便應加速審議來文。 

4. 委員會在審查聲稱經濟、社會或文化權利受到侵犯的來文時，應審議締約

國 

根據《公約》第 4條採取的步驟是否合理。同時，委員會應注意到締約國為落實

《公約》規定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有可能採取多種政策措施。 

5. 委員會在審查來文後，應當及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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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條 

後續行動 

1. 締約國應適當考慮委員會的意見及可能提出的建議，並應向委員會提交書

面答覆，包括通報根據委員會意見和建議採取的任何行動。締約國應在六

個月內盡快提出答覆。 

2. 委員會可以邀請締約國就根據委員會的意見或建議採取的任何措施、或任

何友好解決協定的執行情況提供進一步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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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條、以及酌情根據《關於買賣兒

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第 12條或《關於兒童捲

入武裝衝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第 8條提交的報告中提供這些資料。 

  

第 12條 

國家來文 

1. 本議定書締約國可以隨時作出聲明，承認委員會有權接收和審議涉及一締

約國聲稱另一締約國未履行其加入的以下任何文書所載義務的來文： 

(a)《公約》； 

(b)《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 

(c)《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 

2. 委員會不接受涉及未作出上述聲明的締約國的來文，也不接受未作出上述

聲明的締約國提交的來文。 

  

3. 委員會應向有關締約國提供斡旋，以期在尊重本《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

規定的義務的基礎上達成友好解決。 

4. 根據本條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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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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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再接收任何締約國根據本條提交的其他來文。 

  



第三部分 

調查程序 

第 13條 

對嚴重或一貫侵犯人權行為的調查程序 

1. 如果委員會收到可靠資料，表明一締約國嚴重或一貫侵犯《公約》、或其

《關于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或《關於

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所規定的權利，則委員會應邀請該

締約國合作審查這些資料，並為此迅速就相關資料提出意見。 

2. 在考慮了有關締約國可能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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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速向委員會報

告。如有正當理由，在征得締約國同意後，調查可以包括前往該國領土訪

問。 

3. 此類調查應以保密方式進行，並應當在程序的各個階段尋求有關締約國的

合作。 

4. 在對此類調查結果進行審查之後，委員會應及時將調查結果連同任何意見

和建議一併送交有關締約國。 

5. 有關締約國應在收到委員會送交的調查結果、意見和建議後六個月內，儘

快向委員會提交本國意見。 

6. 根據本條第 2款進行的調查程序結束後，委員會經與有關締約國協商，可

以決定在本議定書第 16條規定的委員會報告中摘要介紹程序結果。 

7. 各締約國可以在簽署、批准、或加入本議定書時，聲明不承認本條規定的

委員會對於第 1款所列部分或所有文書所載權利的許可權。 

8. 根據本條第 7款發表聲明的任何締約國，可隨時通知聯合國秘書長撤回其

聲明。 

  

第 14條 

調查程序的後續行動 

1. 必要時，委員會可在第 13條第 5款所述六個月期限結束後，邀請有關締約

國向委員會通報該國為回應根據本議定書第 13條開展的調查所採取的和計

畫采取的措施。 

  



2. 委員會可邀請有關締約國就根據本議定書第 13條進行的調查所採取的任何

措施提供進一步資料，包括在委員會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在隨後根據《公

約》第 44條、以及酌情根據《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

題的任擇議定書》第 12條或《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

第 8條提交的報告中提供這些資料。 

  

第四部分 

最後條款 

第 15條 

國際援助與合作 

1. 對於顯示有必要獲得技術諮詢或協助的來文和調查，委員會可在征得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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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和計(規)劃署及其他主

管機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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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書審議的來文所產生的事項；據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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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進各締約國在落實《公

約》和(或)其任擇議定書確認的權利方面取得進展。 

  

第 16條 

向大會提交報告 

委員會應在其根據《公約》第 44條第 5款向大會提交的兩年期報告中，摘要介紹

根據本議定書開展的活動。 

  

第 17條 

傳播和宣傳任擇議定書 

各締約國承諾廣泛宣傳和傳播本議定書，通過適當、積極的手段，以無障礙的形

式，便利成人和兒童包括殘疾人瞭解委員會的意見和建議，特別是涉及該締約國事

項的意見和建議。 

  

第 18條 



簽署、批准和加入 

1. 本議定書開放供任何已簽署、批准或加入《公約》或其第一、第二項任擇

議定書中的任何一項的國家簽署。 

2. 本議定書須經已批准或加入《公約》或其第一、第二項任擇議定書中的任

何一項的國家批准。批准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 

3. 本議定書開放供任何已批准或加入《公約》或其第一、第二項任擇議定書

中的任何一項的國家加入。 

4. 向秘書長交存加入書後，加入即行生效。 

  

第 19條 

生效 

1. 本議定書在第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三個月後生效。 

2. 對於在第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後批准或加入本議定書的每一個國家而

言，本議定書自該國交存其批准書或加入書之日起三個月後生效。 

  

第 20條 

生效後發生的侵犯行為 

1. 委員會的許可權僅限於本議定書生效後發生的締約國侵犯《公約》和(或)其

第一、第二項任擇議定書所載任何權利的行為。 

2. 如一國在本議定書生效後成為締約國，則該國對委員會的義務僅限於本任

擇議定書對該國生效後發生的侵犯《公約》和(或)其第一、第二項任擇議定

書所載任何權利的行為。 

  

第 21條 

修正 

1. 任何締約國均可以對本議定書提出修正案，並提交聯合國秘書長。秘書長

應將任何提議的修正案通告締約國，並請締約國通知秘書長，說明是否贊

成舉行締約國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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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締約國會議，則秘書長

應當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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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由秘書長提交大會核准，然後提交所有締約國供

其接受。 

2. 依照本條第 1款的規定通過並核准的修正案，應當在交存的接受書數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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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條 

退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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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後生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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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條或第

12條提交的任何來文，以及退約生效之日前根據第 13條發起的任何調查。 

  

第 23條 

保存人和秘書長的通知 

1. 聯合國秘書長為本議定書的保存人。 

2. 秘書長應當將下列情況通知所有國家： 

(a)本議定書的簽署、批准和加入； 

(b)本議定書和任何根據第 21條提出的修正案的生效日期； 

(c)根據本議定書第 22條發出的任何退約通知。 

  

第 24條 

語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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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聯合國秘書長應當將本議定書經認證的副本分送所有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