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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的社/社团需要经过登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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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权
最佳作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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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结社是否经正式登记，均属结社自由保障之范畴
。参与未经登记结社之个人，也应同时被准许于该社
团中从事任何合法之举措，其中包括举办和参加和平
集会遊行等。这些行为不应被视为犯罪(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A/HRC/20/27, 第56段)。

结社自由适用于每个人吗？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明晰确认「
任何人」均享有结社自由 (公约第2条无歧视与人
权理事会第 15/21,21/16 and 24/5决议)此旨经人权
理事会决议在案。在决议24/5中，重申缔约国之义

系保护、尊重任何人和平且自由地集会之权利。至于结社性质无
论网络或实体结社、是否为选举活动之内容，或其宗旨系为少数
族群及异议者争取权利等，皆所不问(A/HRC/26/29,第22段)。立
法机关不得对行使结社自由设下特定限制，例如规定儿童、外国
人、种族或语言上之少数族群、多元性别者、女性等不得享有此
权利(A/HRC/20/27,第54段; A/HRC/26/29, p6-7, 第18段)。结社
自由权亦适用于法律上的实体之间，例如当两个社团合意统整为
单一组织的状况。

国家有义务促进结社自由吗？

国家有义务采取积极手段，建立及维持一个能使结
社自由充分实现的环境。参与结社之成员应免于一
切形式的恐惧与威胁，包括不受骚扰、任意拘捕及
留置、媒体抹黑、限制行动自由与任意处决等

(A/HRC/20/27, 第 63段)。此外，国家亦负有不得无

理阻碍结社自由之义务。结社之成员可自由决定其社团定位、组
织架构与活动等，并在无国家介入的情况下做出自主决策。尤其
，结社应享有表达意见及传播资讯之自由，并得在政府机关与国
际组织间倡议人权(A/HRC/20/27, 第64段)。

若欲成立具有法律资格的实体，国家可要求其登记注册吗？

 若欲成立具法人资格的实体，国家可以要求人民登记
。但官方必须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即时地、无挑选地做
出处分。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指出，最佳的登记程序应要
简单、不刁难、迅速且免费(A/HRC/20/27, 第57段; 

A/HRC/RES/22/6)。登记不应被视为一种许可请求的过程。

所以，「通知」(而非请求国家「恩准」)是在建立结社时，应被实行
的制度。在这样的程序下，当一个新成立的社团向政府机关提出成立
通知之际，就同时被授予法律上的人格。然而即便如此，登记仍不应
是一个结社有效存在的先决条件(A/HRC/20/27, 第58段)。此外，新
制定的法律也不得要求已依旧法登记之社团重行登记 (A/HRC/20/27, 
第62段)。

政府机关可以拖延登记申请，或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否准吗？

 受理登记的政府机关应该立即对申请做出回复，
相关法律的规定也应该缩短回复人民申请的法定期
间。在等待回复的期间中，该社团运作应被推定为
合法，除非嗣后经事实推翻。若政府机关未及在明

国家应平等对待结社与盈利利组织吗？

国家应避免对公民团体课予不当负担，诸如强加
繁琐之审核程序及规范，或其他针对公民团体却
不用于盈利组织的要求(A/HRC/23/39, 第24段)。
例如，向主管机关登记设立公民团体的程序，不

应比成立营利组织之程序更为严苛、费时(A/HRC/ 
26/29/Add.2, 第56-58段)。

结社意指任何个人组成的群体或法律上实
体，基于共同行动、表达、倡议、追求或
捍卫某种领域中的共同价值而进行的结合
(A/HRC/20/27, 第51段)。常见的结社包
括公民团体、俱乐部、合作社、非政府组
织、宗教团体、政党、工会、基金会及网
络结社等(A/HRC/20/27, 第52段)。

什么是结社自由？

简言之，结社自由保障人人有权组织或加
入一群理念相近社群，并进而组成社团的
权利。这种结社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
而且基于结社自由的行使，结社的登记成
立并不会有特别的要求(A/HRC/20/27 第
56段)。最后，两人以上就可成立结社。

结社自由为何如此重要？
结社自由是最重要的基本人权之一。它为
一种核心权利─与集会自由相同，都被用
来保护人们进行集合以为公益服务的行为
。结社自由是保障其它公民、文化、经济
、政治及社会权利得以有效行使的发动器
(A/HRC/20/27, 第12段)。此外，结社自由
在民主体制中亦扮演关键角色；它是一个
促进对话、多元、包容、开放的管道，并
使少数、不同意见及主张能被尊重
(A/HRC/20/27, 第84段)。

确的时间内回复，则使申请中的社团享有合法之推定
(A/HRC/20/27, 第60段)。否准的案件，政府机关须附具清楚理
由，并通知申请者。被否准申请的社团，应有权向公正、客观之
法院提出救济，以挑战该否准之决定(A/HRC/20/27, 第61段)。

什么是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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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权
最佳作法清单结社自由包括取得各种资源的资格吗？

寻求、取得及使用国内或国际资源的权利，是结社
自由内在、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A/HRC/20/27, 第
67段; A/HRC/23/39,第8段)。「资源」是一个相当
广泛的概念，包括财务支援、捐赠、物力、人力以

及更多其他资源(A/HRC/23/39, 第10段)。收受国内

外的捐赠并不须得到政府机关之允准(A/HRC/20/27, 第68段)，且
无论是经登记或未登记之团体，皆享有向国内或国际团体寻求、
募集国内外资源之权利(A/HRC/20/27, 第 68段)。欲取得更进一
步之资讯，请参考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关于保护公民空间及资源
近用权之一般原则」。此原则乃特别报告员与民主社群共同讨论
制定。

网络世界中的结社同样受结社自由之保障吗？

不论网络或实体之结社，国家皆负有尊重及完整保
护的义务(人权理事会决议 24/5)。在真实世界中
，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及其他取得资讯或沟通之
科技，乃促进结社自由不可或缺之工具。除了实体

结社外，人民同样得基于表达意见之目的，进行线上

结社(人权理事会决议 21/16)。国家必须保证网络在任何时间皆
维持畅通可用，即便处于政治动荡之际亦然(A/HRC/17/27, 第79
段)。任何封锁网络使用之决定，应该由适格的司法单位或不受
政治、商业或其他不正当影响力的独立机构来裁决(Id.)。

政府权力可介入人民结社的内部事务吗？

政府权力必须被禁止介入人民结社之内部事务，并
尊重各社团之隐私，《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17条定有明文(A/HRC/20/27,第65段)。此外，政
府权力被禁止从事下列行为：干涉社团之决定与活

动、介入理事会选举、以政府代表之身分影响理事、

要求社团于决策发布前先向政府提交资料、要求社团缴交工作计
[划画]并申请政府许可(Id.)。独立之机关有权检视人民结社之
组织架构，以确保其透明性与公信力。但此程序不得恣意为之，
须遵守不歧视及尊重隐私之原则(Id.)。

社团(或因结社)犯法，是否构成限制结社自由之正当原因？

侵占、诈欺、洗钱及其他犯罪固然牵涉国家正当利益
，但仍不为限制结社自由之充分理由。民主社会中，
限制结社自由须依法为之，并合乎必要性之原则。此
外，该限制程度应与欲达成之目的相衡，并且须为达
成目的之最后手段(A/HRC/23/39, 第23段;公政公约
第12条)。

选举期间，政府权力能对结社权进行特别限制吗？

选举时对国家而言属于特别期间，与民主制度之原
则有重大关联。在选举期间，限制结社自由之门槛
应较平时为高(A/68/299, 第25段)。若结社自由受
到限制，真实意义的选举即无法实施(A/68/299, 第
56段)。无论各结社之立场系支持或反对执政当局，
皆应被允许参与和选举过程有关之各项活动
(A/68/299, 第46段)。

当结社违反其报告义务或轻微违法时，
政府可暂停或解散社团吗？

当社团违反报告义务时，于此种轻微的违法状况下，
社团不应被关闭，其成员亦不应受法律诉追。相反地
，该社团应被要求迅速补正违法状况(A/HRC/23/39, 
第38段)。依照国际人权法规定，暂停社团活动及在非
自愿状况下进行解散之手段，唯有在明确、立即造成危

险、严重违法时始得为之。采取此种手段仍须符合比例原则，并
只能在使用较轻微之作法皆无法达成目的时方可实施(A/HRC/20 
/27,第75段)。另外，唯有公正之法院，才能使用此种强制行为
(A/HRC/20/27, 第76段)。

当结社权遭侵犯，有权寻求有效的渠道救济吗？

国家有义务建立可用、有效的申诉机构，且此机构须
有能力公正、迅速、完整地调查对于人权侵犯的指控
(A/HRC/20/27, 第 77段)。这当中也包括结社权。当
结社自由受到过度限制时，受害者应享有废弃不当限
制，并受合理赔偿之权利(A/HRC/20/27, 第81段)。

核心的国际规范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

1.人人有自由结社之权利，包括为保障其本身
  利益而组织及加入工会之权利。
2.除依法律之规定，且为民主社会维护国家安
  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维持公共卫生或 
  风化、或保障他人权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
  得限制此种权利之行使。本条并不禁止对军 
  警人员行使此种权利，加以合法限制。

其他参考：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
‧《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5条
   第6款
‧《儿童权利公约》第15条
‧《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29条
‧《人权捍卫者宣言》(权利义务宣言)第5条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编号 87,98,135

重要的区域准则：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第10条。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第8条
‧《美洲人民权利与义务宣言》第22条。
‧《美洲人权公约》第16条。
‧《欧洲人权公约》第11条。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12条。   

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马伊纳·吉埃 (2014年11月出版)

Unofficial translation; content not verified by the UN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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