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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8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688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瑩、許智傑、楊曜、蔡適應等 20 人，鑑於聯合國
大會於 1965 年 12 月 21 日通過「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
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我國於 1966 年 3 月 31 日簽署該
公約，表明我國反對種族歧視之立場。雖現在我國已不是聯
合國會員國，惟公約之主旨在消除一切形式之種族歧視、仇
恨及隔離，確保人權平等及自由行使，以促進種族間之諒解
與合作，用意至善，且與我國憲法第五條及第七條規定「民
族平等」及「種族平等」之精神相符。故為展現我國落實人
權保障，實踐國際社會責任，並與聯合國人權公約體系接軌
之努力，特擬具「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施行法草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陳

瑩

許智傑

楊

曜

蔡適應

連署人：鍾孔炤

黃秀芳

顧立雄

吳焜裕

吳思瑤

蔡易餘

陳亭妃

段宜康

周春米

黃偉哲

呂孫綾

吳玉琴

陳曼麗

張廖萬堅

王榮璋

王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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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施行法草案總說明
聯合國於 1965 年 12 月 21 日通過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CERD）（以下簡稱公約）係基於聯合國憲章規定
人類天賦尊嚴與平等之原則，及強調聯合國憲章規定全世界人民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均
應享有一切基本人權與自由之宗旨，以消除各種形式之種族歧視、隔離及不平等待遇，共謀人類之
精誠合作。
公約內容主要闡明人類不應基於種族、膚色、世系、宗教、語言、原屬國或民族起源，採取
任何區別、分離、排斥、限制或給予不平等待遇之措施；締約國應在政治、經濟、教育、立法及其
他各方面，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種族等一切歧視，並保障全國人民依法平等享受一切權利與
自由，此乃國際上人權保障體系不可或缺之一環。為保障及促進國內種族平等，消除一切種族歧視
，實有必要在我國實施公約，以具體落實各項基本人權之保障。
參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二九號解釋，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締結之條約，其位階等同法
律；惟鑑於我國並非聯合國會員國之一，考量「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完成交存聯合國
秘書長之手續有其困難度，故有必要制定施行法，將「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予以國內
法化，爰參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施行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施行法」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等立法例，擬具「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
際公約施行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揭櫫本法立法目的及明定公約揭示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效力。（草案
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適用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之解釋。（草案第三條）
三、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之規定，並應籌劃、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項；政府應與
各國政府及相關國際組織共同合作，以落實公約所建立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法律架構。
（草案第四條及第五條）
四、行政機關應設置專責單位推動公約相關事項，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立法及其他各方面
，採取有效措施，以消除種族壁壘。（草案第六條）
五、政府依照公約之報告機制，建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報告制度。（草案第七條）
六、執行公約所需經費，政府應財政狀況，優先編列。（草案第八條）
七、主管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公約規定者，各級政府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
（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第九條）
八、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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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施行法草案
條

文

第一條

說

明

為實施聯合國一九六五年消除一切形

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

式 種 族 歧 視 國 際 公 約 （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一○六 A 號決議通過消除對種族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此公約乃重要之人權法典，亦是國際上

Discrimination, ICERD）（以下簡稱公約）
，以消除一切種族歧視、隔離及不平等待遇

人權保障體系不可或缺之一環，其內容闡明人
類不應基於種族、膚色、世系、宗教、語言、

，確保人權之平等及自由行使，特制定本法
。

原屬國或民族起源，採取任何區別、分離、排
斥、限制或給予不平等待遇之措施。各國應在
政治、經濟、教育、立法及其他各方面，採取
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種族等一切歧視，並保
障全國人民依法平等享受一切權利與自由。

第二條

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種族平等之規

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俾明確其在我國法律體
系中之定位。

第三條 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
參照其立法意旨及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
會對公約之解釋。
第四條

明定公約所揭示之保障及促進種族平等規定，

適用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聯合國消
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對公約之相關解釋，包括附
錄、增補及決議等，以確保公約之落實。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時，應符合公約有關

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消除種族歧視，並積
極促進種族平等之實現。

人權保障之規定，除消極地避免種族歧視外，
應進而積極地促進種族平等之實現。

第五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法規規定
之業務職掌，負責籌劃、推動及執行公約規

一、公約雖對人權保障各面向有周延規定，惟
其落實則有賴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

定事項，並實施考核；其涉及不同機關業務
職掌者，相互間應協調連繫辦理。

監察院、考試院及各級政府機關依現行法
規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積極籌劃、推動

政府應與各國政府、國內外非政府組織
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以保護及促進公約所

及執行，並由各該政府機關列入考核，以
落實種族平等保障之推動，其有涉及不同

保障各項人權之實現。

機關業務職掌者，相互間更應協調連繫辦
理，爰明定第一項。
二、公約規定之落實，除應就公約規定事項協
調連繫辦理外，更有必要與外國政府及國
內外之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合作，以保
護及促進其所保障各項人權之實現，爰明
定第二項。

第六條

行政院應設置專責單位、推動公約相

一、除立法的層面外，消族種族歧視之實踐尚

關工作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公約之宣導與教育訓練。

須仰賴相關配套機制，因此設置為促進及
保障各種族平等之專責單位，應為本法施

二、各級政府機關落實公約之督導。
三、國內種族現況之研究與調查。

行後之首要工作之一，且該單位須為行政
院層級，以利跨部會之協調整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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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報告之提出。
五、接受涉及違反公約之申訴。

二、此專責單位之職責，應包括：(一)公約之
宣導及教育訓練，以促進各級政府機關與

六、其他與公約相關之事項。
專責單位應邀集相關學者專家、民間相

民眾對於各種族權利保障之意識與尊重，
並建立具有多元文化的素質；(二)對各級

關機構、團體代表、對各種族文化有相當程
度瞭解之專門人士及機關代表，協調、研究

政府機關促進各種族平等之措施及決策進
行監督，特別是各級政府機關落實公約規

、審議、諮詢及推動公約相關工作。
前項學者專家、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

定之狀況，隨時討論並提出建議；(三)定
期針對國內各種族之權利現況進行研究及

表及對各種族文化有相當程度瞭解之專門人
士之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二分之一。

調查，以反映公約落實之狀況並提出建議
；(四)負責提出國家報告；(五)此專責單
位有權受理涉及違反公約之申訴，並針對
該申訴案件提出其認為適當之處理建議；
(六)針對與公約相關之事項為諮詢並辦理
其他與公約相關之事項。
三、為推展與落實公約，規定政府應邀集學者
專家、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對各種
族文化有相當程度瞭解之專門人士及機關
代表，共同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
動公約相關工作，並且訂定學者專家、民
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及對各種族文化有
相當程度瞭解之專門人士之比例。

第七條

政府應參照公約規定，建立消除對種

一、公約第九條規定締約國之報告義務，締約

族一切形式歧視報告制度，於本法施行後二
年內提出第一次國家報告，其後每四年提出

國應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報告，供消除種
族歧視委員會審議，說明其為了落實種族

國家報告，並邀請相關學者專家、民間相關
機構、團體代表及對各種族文化有相當程度

人權所採取之各項措施，且締約國應於公
約生效後二年內提出第一次報告，其後每

瞭解之專門人士審閱，政府應依審閱意見檢
討、研擬後續施政。

四年定期提出報告。
二、為實現報告義務，應比照兩公約及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建立國際審查制
度，邀集國際種族人權專家進行國家報告
之審查。

第八條

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公約保障種族平等

執行公約保障種族平等規定所需之經費，在編

規定所需之經費，應依財政狀況，優先編列
，逐步實施。

列上應具有優先性，並依國家財政狀況，逐步
實施。

第九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
就其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於本法施行後

參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之立法，各級
主管機關應依公約之精神及規定，檢討所主管

二年內提出優先檢視清單，有不符公約規定
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規之增修

之法規及行政措施。如有不符公約規定者，至
遲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優先檢視清單之

、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並應於本法施行
後五年內，完成其餘法規之制（訂）定、修

改進，並應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完成其餘法規
之改進。

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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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前項規定完成法規之制（訂）定、
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前，應優先適
用公約之規定。
第一項法規增修、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
進，應徵詢相關學者專家、團體意見。
第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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