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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提交人权理事会用于 

普遍定期审议的国家报告 

一、方  法 

 1.  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编写的用于普遍定期审议的菲律宾国家报告，采用了编

写普遍定期审议资料的一般准则，并经过了与各方面利益攸关者广泛的磋商和参

与进程。1 

 2.  总统人权委员会作为人权方面的多机构协调单位，组织了技术工作组，与

有关的政府机构、独立机构和公民社会召开了情况介绍会及开展筹备工作。总统

人权委员会对技术工作组的投入进行了汇编整理，起草了菲律宾的国家报告，技

术工作组各牵头机构又对报告进行了编辑并予以通过。  

 3.  第 163 号行政命令  2 (A.O.163)中指定的所有机构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在

技术工作组中担任菲律宾已经加入或批准的各相应国际人权条约的组长。3 这些技

术工作组作为牵头机构，与政府和公民社会利益攸关方密切磋商，编写菲律宾国

家报告中他们各自负责领域的章节。在编写他们各自的投入时，这些技术工作组

遵循了以下考虑： (a) 国际人权文书的规定； (b) 国内法及其执行情况； (c) 《千

年发展目标》和对应的《菲律宾中期发展计划》；(d) 条约机构的结论性意见和联

合国特别程序的报告；和(e) 与多方面利益攸关者的磋商结果。  

 4.  菲律宾国家报告重点述及了一些弱势群体，如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

人、土著人、赤贫人口，以及一些特殊问题，如艾滋病 /艾滋病毒与人权、安全问

题和人权教育。一些与人权有关的相互交叉的问题，也在本报告中得到反映。  

 5.  这份菲律宾人权报告有两个目的――满足在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下对提交资

料的要求，和根据第 163 号行政命令，为《第二个菲律宾人权行动计划和方案基

线研究》提供一个框架。  

二、背  景 

 6.  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实行制宪、代表制、负责和总统制政府。

菲律宾是一个群岛，位于东南亚，面积大约 300,000 平方公里，由 7,107 个岛屿组

成，经常遭遇台风、地震和火山暴发。菲律宾是一个拥有多种语言、多民族和人



   A/HRC/WG.6/1/PHL/1 
   page 3 

口地域分布较广的多文化国家，2007 年估计人口 8,900 万人。在经济上，菲律宾

属于发展中的中等收入的国家。  

 7.  国家保护人权的规范框架，包括宪法、立法、法院决定或法庭判例，以及

习惯法和传统做法。  

 8.  菲律宾是第一批批准所有 7 个现行生效的核心国际人权条约  4 和其他人

权文书的国家之一。菲律宾现正通过总统人权委员会加强体制机构，确保菲律宾

的报告符合联合国条约机构的要求。  

 9.  对这些人权文书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载于 1987 年的《菲律宾宪

法》，特别是第 XIII 条第 17 节(1)，设立了独立的人权委员会(CHRP) 5 ，该委员

会的任务除其他外，包括监测政府遵守国际条约下的人权义务的情况。有关人权

委员会性质、任务和职能的规定，甚至早于 1991 年的《巴黎原则》。  

 10.  《宪法》是国家至高无上的基本法，规定了治理国家的总框架和总原

则。《宪法》是国家各项法律文书、政府行动和决定所依据和评估的标准。《宪

法》的重要内容，包括《权利法案》、关于人权和社会正义的条款、国家官员的

责任制、公民资格、选举权、国民经济和国家遗产等。  

 11.  《宪法》规定，建立政府的三个主要部门――行政、司法和两院制立法机

构，三权分立。6 《宪法》具体规定了负责增进和保护人权的主要机构的任务和权

利。  

 12.  《宪法》规定：“国会应高度重视颁布保护和增进所有人权利的措施，

享有人的尊严，减少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消除文化方面的不公平，公

平分配财富和政治权力，实现大同。(第 XIII 条，第 1 节)”  

 13.  政府对人权作出的最新承诺，还反映在总统 2006 年 12 月签发的第 163

号行政命令中，该命令扩大了总统人权委员会的人数，加强了它的作用，委员会

负责起草《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协调行政部门有关人权的政策和行动。  

 14.  菲律宾武装部队和菲律宾国民警察部队，以及国家调查局均已设立人权

办公室。现在全国所有的警察局和分局均已设立妇女和儿童保护和投诉科。  

 15.  全国乡村人权行动中心 7 的建立，是在基层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一项重要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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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还设立了处理各种人权关注的机构间委员会，其中包括机构间打击贩卖

人口委员会、对妇女儿童的暴力问题机构间委员会、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机构

间委员会和少年司法和福利委员会。  

 17.  刑事司法制度建立在五根支柱之上，8 即执法 9、检控 10 、司法 11、教养

和社区 12。刑事司法制度设有保护妇女、青年、土著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法律机

制。  

 18.  乡村司法制度(Katarungang Pambarangay System)，是根据 1991 年的《地

方政府法》建立的，帮助解决同村人之间的争端。它将采用非诉讼办法解决纠纷

的制度体制化  13 ，是实现友好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机制。  

 19.  各种建立在传统习俗基础上的土著人的司法制度和解决冲突的机构，在

《第 8371 号共和国法》中得到承认，该法也称为“1977 年土著人权利法”。  

 20.  《第 1083 号总统令》确定了《穆斯林属人法典》14 ，承认了以伊斯兰宗

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司法制度，从而承认了菲律宾穆斯林对民事关系中公正与合

法的认知，刑事犯罪则仍属《刑法典修正案》和其他法律的范畴，而不属伊斯兰

司法制度的范畴。  

 21.  菲律宾的公民社会活跃，拥有较大的舆论影响力，公民社会包括各种主

张的非政府组织、工会、信仰组织、媒体、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它们在国内的人

权制度中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既是实现问责制的工具，又是提供支助服务的

伙伴。国内的大气候为它们提供了多种渠道，发表报告、表达意见，和与它们的

选民、政府和国际社会发生互动。  

 22.  菲律宾国会颁布了各种人权和与人权相关的法律 15 ，包括维护弱势群体

和易受害群体权利和福利的法律，如妇女、儿童、土著人、移民和残疾人。  

三、履行人权义务的情况：成绩、最佳做法和挑战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23.  《菲律宾宪法》明文昭示，尊重保护、促进和履行人权。政策明文规定：

“国家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保证充分尊重人权”(第二条，第 11 节)。《宪法》第

XIII条专门论及社会正义和人权，规定建立独立的菲律宾人权委员会(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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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国家的政策是，在国家发展的所有阶段促进社会正义 (第二条，第 10

节 )，促进公正和有活力的社会秩序，确保国家的繁荣和独立，采取政策，提供充

分的社会服务、促进充分就业、提高生活水平，以及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使

人民摆脱贫困(第二条，第 9 节)。  

 25.  《宪法》的各项规定促进和保护妇女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确保所有人

在法律面前的基本平等；享有卫生保健的权利，平衡和有益健康的生态，工人的

权利和福利，妇女和儿童、老年人、土著文化社区和其他人的权利。《宪法》特

别重视家庭、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部门组织、重视农村发展和农业改革，土

著文化社区和人权。  

 26.  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努力，与实现菲律宾

《千年发展目标》的各项指标所制定的计划和方案密切相联，各项法律，如《劳

工法》、《社会改革议程法》和《家庭法》等，加上各种战略规划、政策和方

案，如《中期发展规划》和《反贫困战略》，确保了这些宪法规定的落实。  

 27.  在司法、行政和立法机构中，以及在一些独立机构中，如意见调查官和

菲律宾人权委员会等，均可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已将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问题作为其任务的一部分，监测政府履行国际义务的情况。在劳

工权利、性骚扰和驱逐等领域的司法管辖权已相当完善。  

 28.  菲律宾政府和平政策的总体框架，目的是结束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国内

武装冲突(包括在菲律宾南部)，同时通过保护和增进各项人权，解决武装斗争和社

会动乱的根源。总统和平进程顾问办公室监督政府落实和协调全面和平议程，包

括在受冲突影响地区的恢复和经济发展的举措，加强社区的能力，和与非政府组

织、公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合作方案。  

 29.  尊重和保护人权，是为公正和持久和平奠定基础的关键性重要因素。菲

律宾政府与民族民主阵线签订的《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全面协定》  16 中承

认了这一点。17 总统和平进程顾问办公室通过菲律宾政府与菲律宾共产党 /民族民

主阵线/民族解放军谈判的谈判小组(GPNP-CNN)，加强了政府监督委员会的人权监

测工作。  

 30.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开发署 2007/2008 年的人类发

展指数中，菲律宾在 177 个国家中列于第 90 位，属于“中等人类发展”类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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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范围内(人类发展指数 0.500-0.799)，菲律宾处于较高位置，人类发展指数值为

0.771。人类发展指数的趋势显示，自 1975 年以来菲律宾一直在稳步前进。国家已

接近“高人类发展”的门槛，在不久的将来即有可能实现跨越门槛。  

 31  根据按性别开列的发展指数，菲律宾在 177 个国家中排在第 77 位。女性

的预期寿命 (73.3)高于男性 (68.9)，成人的识字率女性 (93.6)也高于男性 (91.6)。同

样，女性的综合总入学率(83)也高于男性(79)。  

 32.  在收入或支出不平等指数方面，菲律宾的基尼系数  18 是 44.5, 与其他发

展中国家相比，这个数字还算较好。  

 33.  格罗莉亚·玛卡帕加尔·阿罗约总统 2008 年投入 100 亿比索用于减贫。

菲律宾政府执行了一项整体和综合的国家减贫战略，称之为“共同消灭贫困”

(Linking Arms Against Poverty)，这项战略的重点是资产改革、人类发展服务、就

业和民生、社会保护和参与治理。  

 34.  菲律宾政府执行了一些重要的方案和项目，计划与外国伙伴合作，将减

贫工作纳入快行道。得到外国援助的项目包括“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和平与发展

社会基金”、“城市贫困社区发展项目”、“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减少人类贫困

方案”，和“KALAHI(“Brethren”)一站式综合社会服务项目”。  

 35.  菲律宾政府开展了以下活动：(1) 微型信贷和生计服务，(2) 无贫困区方

案，(3) Unlad Kabuhayan 方案(“逐步改善生活”)，和 Ahon-Pamilyang Pinoy(“帮

助菲律宾家庭脱贫项目” )。还推出了“加速缓解饥饿计划”，结合下述方案解决

饥饿问题：自谋职业援助――Kaunlaran(“进步”)方案  19 ，Tindahan Natin(“我们

的商店” )项目，Gulayan ng Masa(“庭院种植” )和乡村食物终端方案，紧急公共

工程和工作换食物方案。  

 36.  《2005-2010 年菲律宾营养行动计划》，要求采取行动，缓解饥饿和营养

不良现象。通过体制化的地方营养委员会，国家营养委员会和其他国家机构能够

在地方协调制定计划，执行各种卫生和营养方案，如 Garantisadong Pambata(“儿

童保障供应” )，《全国碘盐法》、“食品强化”、营养教育、国家补充喂养计

划，和学校就餐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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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菲律宾政府建立了基于社区的监测制度，更好地发现哪些和在哪里有穷

人，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这套制度是一个贫困监测的制度，利用计算机处理，制

作出按住户统计的核心地方贫困指数。  

 38.  菲律宾人民在过去 20 年里也享受到了更好的健康，表明在实现国家《千

年发展目标》2015 年的健康指标方面取得了进步。总的婴儿死亡率和 5 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分别从 1998 年的 46/1,000 和 72/1,000 活产，下降到 2006 年的 24/1,000

和 22/1,000 活产。  

 39.  菲律宾政府的教育战略，源于基础教育的综合框架――《2015 年全民教

育方案》。对教育部基础教育部门改革议程下提出的改革，也作了微调，如“学

校第一计划”和给予地方社区改良教育的权力。  

 40.  教育部已在教育制度的初级和中级阶段列入基本人权教育。学校课程也

收入了人权价值和原则，促进人的尊严、人文主义、民族意识、职业道德和其他

相关的价值观。对非在校青年、儿童和成年人，人权教育采用非正规制度。还特

别强调了儿童和妇女的权利和对他们的保护。  

 41.  劳工和就业部在国家和地区范围内采取了各种促进就业的战略。2007

年，平均就业增长速度加快，达到 2.3%，失业率相应下降，2007 年 10 月为

6.3%。  

 42.  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指标方面，菲律宾政府以私营部门为伙伴，从

2000 年至 2006 年向 710,203 个家庭提供了住房权保障或有保证的住房单元(如房屋

和用地、单纯的房屋或单纯的用地 )。政府的主要房屋贷款设施放宽了要求、降低

了利率，并延长了偿还期。  

 43.  为了减少住房低于标准的菲律宾家庭的数量，由政府推出的国家住房方案

采取了以下措施： (a) 搬迁； (b) 改善棚户区； (c) 发展住宅区和服务； (d) 核心住

房； (e) 社区按揭方案；和 (f) 资产改革方案。一些私营部门的机构，如 Gawad 

Kalinga(“关心”)、“夫妇基督徒”计划和“人类住区”，也执行了一些住房项目。 

 44.  菲律宾政府推出了“FOURmula One for Health Program”，作为实施卫生

部门改革的框架，改进卫生工作，建立更有效的卫生系统，和提供平衡的卫生保健

资金。该方案的四个主要目标是：(a) 更高、更好和稳定的资金来源；(b) 确保高质

量和合理价格的管理；(c) 提供服务，确保普及；和(d) 通过管理改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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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到目前为止，政府通过补贴，在全国建立了一万个平价药店“Botika ng 

Bayan”。菲律宾立法机关现正考虑通过适当的法律措施，解决药品成本上升的问

题。  

 46.  《菲律宾艾滋病防治法》 (1998 年 )曾受到联合国艾滋病方案的表彰，被

很多国家用来作为国家应对艾滋病问题的立法样板。菲律宾的《艾滋病中期计

划》，包括艾滋病毒携带者 /艾滋病患者有权得到综合预防、治疗和护理，以及帮

助克服艾滋病所带来的鄙视和歧视。一些公司现已制定出他们的工作场所艾滋病

计划。  

 47.   社会福利和发展部与公民社会组织为犯罪活动的受害妇女和青年以及触

犯法律的妇女和青年开设了康复之家、收容所和社会服务中心。  

 48.  菲律宾政府认识到，残疾人是一个应当给予特别重视的弱势群体和人权

关注，政府通过法律和采取措施，为残疾人营造了一个“包容性的和基于权利的

环境”。在大量的扶持性法律中，最重要的是《残疾人大宪章》，这是一个标志

性法律，确定了这个群体受教育的权利、工作权、享有卫生保健和各种辅助服务

的结社权、表决权和被选举权。政府还积极主张通过基于权利的立法。  

 49.  2006 年，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亚洲太平洋残疾问题中

心 (APCD)承认，菲律宾的“残疾人无残障环境和掌握信息通信技术方案”的影响

很大，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是一项最佳做法。2003 年，菲律宾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部一道邀请了 13 个国家举行会议，通过了两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即《马尼拉

宣言》和《关于掌握信息通信技术的建议》。  

 50.  总统通过第 676 号行政命令，将国家负责残疾人工作的领导机构“国家

残疾人福利委员会”转移到总统办公室，进一步加强这个群体的各项权利。前不

久，2007 年 4 月，政府通过了第 9442 号共和国法，对《大宪章》做了修订，规定

这部分人在公共机构可享受 20%的折扣，类似于对老年人的规定，并增加了对这

部分人的保护规定，不得公开取笑和污辱。  

 51.  贿赂和腐败仍是令人严重关注的问题。因此，菲律宾总统确定的 5 个重

点优先领域之一，便是“通过良政打击腐败”，作为本届政府的基础。  

 52.  正在采取各种坚决的法律、管理和惩治性的反腐败措施，如 (1) 加强督

察员办公室的调查和起诉能力；(2) 菲律宾的反贿赂法庭 Sandiganbayan 20 采取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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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审判的作法；和 (3) 安装电子案件管理和信息系统。菲律宾的反腐败战略还包括

检查公共官员的生活方式，以及采购改革，公开政府项目供公众监督。  

 53.  政府的权利下放也对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工和财务责任造成了挑

战。大约 90%的地方政府依靠中央政府的国内收入分配制度。地方政府的部门应

承担责任，设法依靠自身吸引投资，刺激发展。  

 54.  菲律宾必须将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偿还债务。虽然经济增长强劲、贸

易自由化和便利措施扩大了贸易，货币坚挺，金融和经济的基本状况健全，使政

府的预算情况得到改善，但支持社会经济改革和政府改革还需更多的预算资源。  

 55.  解决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对经济的总体增长和未来的减贫工作都十分

重要。菲律宾政府的人口政策，包括提倡父母承担起责任和更好的卫生保健服

务，包括生育卫生服务。目标是在 2010 年将人口增长率降低到 1.9%。  

 56.  移民被认为既造成了“人材外流”，又造成了社会问题。鉴于大批菲律

宾人漂洋出海，估计大约占人口的 10%，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稳定及发展都造

成了严重影响。政府的方案建立在对移民现象采取整体的方针，包括发展、保护

人权、卫生和家庭服务，掌握技术和社会经济的重新融合。  

 57.  菲律宾正在努力克服数十年的国内冲突所造成的影响――在冲突地区妨碍

了稳定、发展、减贫和保护各项人权。但菲律宾政府所奉行的政策高度尊重、保

护和支持各项人权，既作为国家和平进程的一部分，也包括在所有国内安全和防

卫行动中。  

 58.  目前政府的办公机构人员不足、资金不足，设备不足，包括办公和技术

设备，也包括能力开发措施。公共部门的工资无法与私营部门的工资竞争，因而

造成很难吸引技术专业人员进入调查、监察、司法和人权服务部门。  

 59.  在确保维持这些生活和微型企业活动方面，以及在技术、产品 /服务、信

贷和信息技术等方面将它们与主流市场挂钩方面，也存在着各种挑战。  

 60.  社会福利方案和项目，必须更加明确对象，必须在战略上解决贫困和弱

势群体的需要，如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土著人。必须加强政府、公民

社会和地方中间角色之间的合作。  

 61.  工作场所需要应对的挑战，包括需要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增加劳

工状况督察员，加强执行；以及在职业卫生和安全标准方面大大提高遵守的比



A/HRC/WG.6/1/PHL/1 
page 10 

例。还应进一步鼓励集体组织，如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会和工人协会，扩大集体

谈判的覆盖面。  

 62.  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环和台风带上，容易遭受自然灾害。本可用于经济

发展和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资源，不得不转用于应付自然灾害和灾难所造成的

人类灾难的需要。  

 63.  尽管面临着上述各种挑战，菲律宾在人的发展(以开发署人类发展指数衡

量 )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在为菲律宾人民提供“较大自由中的生活水平的改

善”上，仍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64.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菲律宾在缩小性别差距方面取得了

进步，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 2007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菲律宾在 128 个国家

中排名第六。这个指数是对四个方面进行衡量的结果――经济参与和机会，受教育

程度，政治参与，和卫生和存活率。  

 65.  在妇女权利指数方面  21 菲律宾在 177 个国家中排名第 45。估计的女性

对男性劳动收入的比例是 0.61。女性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占总数的 61%)也多于男

性。国会中的妇女议员人数也有增加。  

 66.  菲律宾在妇女参与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在妇女获得权利方面有着长期的传

统。在政府的所有三大部门中，妇女都有充分的代表(两位总统是妇女)，在警察和

武装部队中也不乏妇女。有关妇女的标志性立法包括《妇女参与发展和国家建设

法》、在经济上鼓励妇女更多参与的法律，以及解决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的法律。 

 67.  33 年来，菲律宾妇女作用全国委员会确保了各种政策、计划、组织和机

制的建立和加强，保证性别问题纳入政府的主流。1995 至 2025 年的《菲律宾促进

两性平等发展计划》，其中的《妇女纲要计划》即属于这 30 年中的一个阶段，它

所列出的优先事项包括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妇女的人权，和注重性别问题的管

理。性别与发展预算政策要求至少将 5%的国家和地方政府预算用于妇女和两性平

等的方案和服务。  

 68.  在地方上，63 个地方政府的部门已经颁布了《性别与发展准则》，建立

了 1,650 个地方妇女委员会或性别与发展委员会。解决暴力侵害妇女和妇女卫生服

务等问题的方案，执行情况也得到改善。已在八个地区建立了地区性别与发展资

源中心，提供技术援助。  



   A/HRC/WG.6/1/PHL/1 
   page 11 

 69.  菲律宾妇女作用全国委员会和总统和平进程顾问办公室共同举办了促进

各利益攸关方合作的研讨会，认清问题，促进有关性别与和平的举措。妇女委员

会还与公民社会组织共同举办了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妇女、

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研讨会，力求提出一项落实该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  

 70.  随着妇女接受正规教育的情况得到改善，现在正将重点更多地放在通过

技术－职业培训和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执行的非正规教育方案扩大妇女的就业

选择。在上一个十年里，菲律宾妇女象男人一样越来越积极地实现她们的经济权

利，同时在照顾子女和其他家庭责任方面得到帮助。她们进入了所有类型的就

业，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国内的以及国外的工作环境。在过去十年里，劳动力大

军中妇女的人数增加，49%的妇女工作，男人的比例是 79%。  

 71.  在国外工作的菲律宾妇女几乎与男人数量相等。进入管理和经济决策位

置的妇女，比例也在增加。  

 72.  信贷方案已经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惠及到 100 多万妇女，包括经营中小型

企业的妇女 22。2007 年 3 月，总统指示有关机构与各种合作社和非政府组织合

作，扩大为妇女提供微型信贷的范围，并指示菲律宾信贷和金融公司向在政府中

工作的妇女提供微型信贷。  

 73.  通过了多项标志性法律，消除暴力侵害妇女现象，如性骚扰、强奸、贩

运人口和家庭暴力。 23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执行的各种防止暴力侵害妇女的方案，

为大量暴力侵害妇女现象的幸存者提供了帮助。对地方官员、警察、社会工作

者、卫生工作者和检察官处理暴力侵害妇女案件，制定了注重性别差异的执行标

准。  

 74.  最高法院成立了司法机关两性平等委员会。为加强执行《禁止暴力侵害

妇女和儿童法》，法院颁发了《关于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问题的规则》，力求保

护家庭和家庭成员的权利，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免遭暴力和对她们个人安全的威

胁，也使法院能够管理和监督这类案件。  

 75.  打击贩运人口问题机构间委员会监测各种预防、保护、康复和重新融合

计划的执行。宣传运动、执行禁止贩运人口的地方法令、对贩运活动的受害人和

受害家庭的生活援助始终没有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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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菲律宾警察和国家调查局在 2003 至 2005 年期间执行了 25 次救援行动，

并调查了 109 起贩运案件。司法部在 2005 年共接受了 114 起贩运案件，2004 年

60 起，2003 年 12 起。自 2003 年《禁止贩运人口法》颁布以来，已有 10 人被定

罪。24 

 77.  政府促进妇女生育卫生的政策包括：提倡“父母责任”；提倡间隔生

育，怀孕应有 3 至 5 年的间隔；尊重“知情选择”；和提倡“尊重生命”的卫生

服务，包括生育卫生服务，根据《地方政府法》，转到地方政府部门负责。迄今

已有 20 个地方政府部门颁布了生育卫生法。  

 78.  正在开展的方案，包括安全怀孕、避孕自主，和与非政府组织联网，开

展政策宣传、提高公众意识和提供服务。 25 为了降低产妇死亡率，卫生部在一些

重点卫生设施推出了妇女卫生和产妇安全服务的一揽子方案。 26 产妇和新生儿护

理配套办法，使母亲可以较容易地得到紧急产科护理服务。  

 79.  必须尽快建立一个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权利的法律框架。菲律宾需要颁

布一个综合的法律框架，通过《妇女大宪章》法案，将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纳

入国家制度。这将保证性别歧视问题纳入所有部门和所有领域，包括土著妇女和

穆斯林妇女。而且，通过《妇女大宪章》还将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使之拥

有权威、决策权和开展工作所必须的人力和财力，有效促进两性平等。菲律宾妇

女作用全国委员会还与各政府机构合作，制定和监测逐步实现妇女人权的各项指

标。  

 80.  发现的其他问题，包括需要将提供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服务的地点，与

按地区或省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发生率、暴力侵害妇女案件的普遍程度挂钩，以

及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做出性别敏感的司法和非司法干预行动。必须解决冲突结束

后处境困难和冲突地区妇女和儿童恢复的特殊需要和照料问题。  

 81.  虽然劳动力队伍中妇女为数不少，但妇女的主要问题是大量集中在非正

式经济和无报酬的工作上。在正规就业市场，她们的报酬低，工作无保障。因

此，需要创造有社会保护措施的工作和经济机会。  

 82.  《儿童权利公约》。在征求儿童的意见后发现，政府需要强化它的计划

和方案，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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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为此，儿童福利委员会通过了 2000 至 2025 年的“菲律宾儿童成长计划

国家战略框架”。也称为“儿童 21”。框架的目的是建立“儿童敏感和儿童友善

的社会”，作为国家在 21 世纪向菲律宾儿童作出的承诺。框架是一个路线图和指

南，使为儿童制定的计划和方案重点更加突出并且符合《儿童权利公约》的规

定、原则和标准。现行的“儿童 21”中期计划，称为“2005 至 2010 年国家儿童

行动计划”，采用了《千年发展目标》和《适合儿童生长的世界》中的相关目

标。2007 年 6 月 18 日又提出了《保护儿童综合方案》，对《国家儿童行动计划》

中有关儿童保护的部分做了进一步规定。  

 84.  根据内政和地方政府部制定的指南，在省、市和乡村组建、启动和加强

了各级地方保护儿童委员会，作为从体制上协调和监测地方执行《儿童权利公

约》的机制。截至 2006 年 12 月，在 81 个省中的 73 个、132 个市中的 126 个、

1,496 个省级市中的 1,365 个和 41,994 个村中的 40,994 个已经组建了这种地方委员

会，拥有不同级别的职能。  

 85.  菲律宾政府保护儿童不致卷入武装冲突，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机构间

委员会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其方案由总统和平进程顾问办公室和儿童福利委员会

共同主持。根据社会福利和发展部、国防部－菲律宾武装部队和非政府组织提出

的联合报告，2001 至 2006 年，186 人中已有 174 人解除武装，与家人团聚。300

名年龄在 9 到 17 岁之间的儿童参加了劳动和就业部的社区和平团项目，在 2005

至 2006 年期间接受教育、技术培训、得到就业和生活帮助。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还

为武装冲突的直接和间接受害儿童提供了社会服务，采取了保护和恢复措施。总

统和平进程顾问办公室监督有关机构，包括武装部队，遵守安排和处理解救和找

到的卷入武装冲突儿童的现行指南。  

 86.  应继续支持确保“儿童 21”发挥作用的体制和技术能力，以及称为“国

家儿童行动计划”的中期计划。执行“儿童 21”的网络和机制，要求在国家和地

方各级保障行之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加强地方保护儿童委员会。  

 87.  《保护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今天，菲律宾是世界上

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之一。2005 年有文件记录的海外菲律宾工人超过了 100 万，登

记的总人数为 1.205 百万。海外工人福利管理局为海外菲律宾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提

供的综合服务和方案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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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根据劳工组织关于建立一套国际制度维护社会保险权的有关公约  27 所

订立的标准向工人提供社会保险，菲律宾政府与下述国家签订了多项社会保险双

边协议：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魁北克、法国、西班牙、瑞士和联合王国。

与大韩民国的协定现正在谈判之中。双边协议的范围包括： (a) 在社会保险领域提

供相互协助； (b) 双方国家的国民平等待遇； (c) 社会保险金输出；和 (d) 在移民

接受国的方案和菲律宾的方案中累计参加时间。  

 89.  菲律宾政府利用一切可能的外交和法律手段及资源，向在国外遇到危难

的菲律宾移民工人/国民提供援助。  

 90.  《消除种族歧视公约》。土著问题全国委员会管理国家为土著人 /土著文

化社区制定的各种方案。该委员会确保土著人对土地的保有权，签发了 57 个祖传

产业的所有权证，覆盖土地 1,116,260 公顷，占全国测算的 600 百万公顷祖传土地

的 20%。委员会还签发了 172 个祖传土地的所有权证，涵盖面积 4,838 公顷，协助

制定了 21 项“祖传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计划”，另有 73 项此类计划正在制定

之中。土著问题全国委员会还以公民社会为伙伴，组建了 66 个省级咨询机构。委

员会还向 86,340 位教育援助的领取人提供了帮助，以及提供法律服务和各种社会

经济和文化项目。  

 91.  管理和制定祖传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计划，坚持基于权利的方针，由土

著人根据他们的习惯法、惯例、传统和体制，全面负责制定自己的祖传产业可持续

发展和保护计划。另一方面，土著人民协商机构――一个多层次的土著人首领的独

立委员会，作为土著人的共同代言人，在各级层次上表达他们的关注和愿望。  

 92.  土著问题全国委员会处理土著人 /土著文化社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采用

《土著人权利法》的有关规定、“土著问题全国委员会的规则和诉讼程序、做法

和程序”、土著问题全国委员会“关于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原则”(FPIC)，及

现有的正规法律文书。  

 93.  土著人有权进入主流管理机构，行使他们的自治权。1991 年的《地方政

府法》和《土著人权利法》均对土著人民的治理工作作出了规定，目的是提升他们

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卫生服务，以及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福祉。 

 94.  《土著人权利法》第 22 节对在武装冲突中尊重土著人 /土著文化社区的

权利作了具体规定。在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的和平努力中，挑选真正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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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公认的土著人领袖，尊重原有的领导结构和维护和平机制，以及在与政府签

订的《全面和平协定》中让土著人积极参与，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对土著人 /土著文

化社区造成的影响。  

 95.  土著人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是在经济发展所带来

的现代化面前，他们的体制能力和传统机构、领地和文化福祉的可持续性问题。  

 96.  克服这些挑战需要采取一些关键性的干预行动，特别是将土著人的知

识、制度和习惯纳入地方和国家发展框架；在政府的干预行动中利用已有的土著

人知识、制度和习惯及土著人的领导结构；加强文化敏感度和干预行动适应土著

人的视角和世界观；和加强土著人集体和个人权利的信息、教育和宣传。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97.  《宪法》第 3 条中所载的《权利法案》，在基本法中占有最首要的位

置。《权利法案》中所提出的各项保障，包括适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条款、不受无

端搜查和没收的权利、言论自由和信仰宗教自由权、不自认犯罪的权利，和要求

人身保护令状的权利。这些权利的范围和限制，主要由最高法院的决定确定，根

据《宪法》第 8 条第 5(5)节，最高法院还拥有完全的制定规则的司法权，可颁布保

护和加强宪法权利的规则。  

 98.  在《权利法案》之外，《宪法》还对公民权、选举权、公共官员的责

任、国民经济和国家遗产作了规定。《宪法》专门述及了社会正义、家庭、妇

女、青年、劳工、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部门组织、享有健康的权

利、保证生态平衡的权利、农村发展和农业改革、土著文化社区和人权等问题。  

 99.  对于侵犯人权的投诉，可通过司法、行政和立法程序作出有效补救，包

括通过法律展开调查，行政机构、警察和武装部队的内部行政纪律程序。一些独

立机构，如监察员办公室和菲律宾人权委员会，还有另外的投诉和补救程序。  

 100.  监察员办公室是由《宪法》设立的独立的、财务自主的机构，是“人民

的代言人”，负责调查和起诉公职人员，包括军人的贪污腐败案件。  

 101.  菲律宾人权委员会是一个警觉的、敢言的人权卫士，包括在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上，该委员会举行公共听证会、展开调查，和在具体案件及全国性问题

上，如保护人权问题上发表意见，即使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委员会向受害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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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帮助，建议对案件提出起诉和通过刑事司法系统对案件进展进行跟踪。人权委

员会还查访监狱，检查监禁条件和囚犯的待遇。对具体投诉展开的调查，包括由

人权委员会进行体检，报告公开发表。阿罗约总统拨出 2,500 万比索，增加人权委

员会的预算，确保在解决政治活动家和媒体工作者遭到暗杀的问题上能够独立行

使委员会的授权。  

 102.  最高法院通过《挑选和委任执行法官和规定他们的权力、特权和责任准

则》，在执行法官的任务中增加了探监的要求。  

 103.  对于没有能力支付律师费用的人，司法部下设的检察长办公室提供包括

起诉和辩护在内的广泛的法律服务。起诉是检察机关的责任，主要由两个国家机

构组成，即国家检察处――一个司法部下的单位，和监察员办公室。  

 104.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菲律宾政府倡导尊重生命权，谴责

一切形式的杀戮。菲律宾坚信人的生命价值和神圣不可侵犯，认为取消司法批准

死刑可加强对生命的保护。作为证明，菲律宾已废除死刑  28，批准了《旨在废除

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项任择议定书》。为了加强这项承诺，

菲律宾联合提出并起草了要求暂停执行处决的决议，联合国大会 2007 年 12 月 18

日通过了这项决议。  

 105.  菲律宾政府已采取坚决措施，解决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的问题。解决这

项极为紧迫的关注，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及防止今后发生这类杀戮，始终是政府

的一个优先事项。由于在 2007 年加大力度，采取了协调的、多机构的方针，政府

和公民社会都看到，过去一年里此类事件明显下降。菲律宾国民警察报告，杀害

政治活动家和媒体人士的事件从 2006 到 2007 年明显下降。  

 106.  菲律宾总统在 2006 年成立了独立的梅洛委员会，调查杀害政治活动家

和媒体人士案件。梅洛委员会的建议，以及由行政部门以及立法和司法机构通过

和实施的其他措施主要有：  

• Usig 工作队(起诉工作队)，2006 年 5 月 13 日在国民警察下组建，立

即调查不明原因的暗杀事件。据报告，在 141 起谋杀政治活动家和记

者的案件中，警方已在 80 起案件中对嫌犯提出指控；  

• 总统签发了第 181 号行政命令，成立法外处决问题工作组，一个司法

部的检察官特别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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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发的第 181 号行政命令(2007 年 7 月)，加强了国家检察处与政府其他

有关机构之间的合作，查明对政治和媒体人士谋杀案件并提出起诉； 

• 2007 年 10 月，菲律宾总统下令国民警察和菲律宾武装部队采取积极措

施，防止军警人员的侵犯人权行为。这项工作包括指示和培训，向所

有菲律宾警察和武装部队的人员重申，不允许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 

• 总统签发的第 211 号行政命令，成立了由多机构组成的“制止政治暴

力工作队”――“211 工作队”(2007 年 11 月)，加强了司法部、国防

部、总统人权委员会、调查和国家安全局，以及公民社会之间的合

作，力求尽快解决这类暴力事件  29。  

 107.  在加强证人保护方案和设立处理此类案件的检察官小组方面，阿罗约总

统向国会正式提出一项紧急立法，加强“证人保护方案”。总统正式提出的其他

紧急立法，还包括对政治谋杀案的案犯给以更严格的处罚，对从事这种谋杀的军

警人员则给以最严厉的处罚。  

 108.  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总统和平进程顾问办公室就指称的法外处决问

题，召开了机构间技术工作组会议，审查各种国内外组织收集的这类事件的名

单。工作组由政府挑选的代表和菲律宾共产党 /民族民主阵线 /民族解放军所选出的

代表组成。总统和平进程顾问办公室还为法外处决等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人和家

属直接提供人道主义帮助。  

 109.  作为菲律宾愿意与国际人权制度合作的一个具体体现，菲律宾在 2007

年 2 月对联合国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艾尔斯顿

教授发出了邀请。艾尔斯顿教授去年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感谢菲律宾政府在这

个重要的人权问题上与他接触。他还承认，在他的访问之后，菲律宾已经采取了

一些重要举措。  

 110.  政府行政部门对解决这个关注始终不渝的承诺，也得到了司法机构的支

持。最高法院指示所有法院，优先审理提交菲律宾法院的这类案件。它还召开了

“国家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问题磋商峰会”，峰会上提出的建议，已形成议案提交

国会，并颁布了“关于保护令状的规则”，30 和“关于资料保护令状的规则”31。

自颁布“保护令状规则”以来，已提出过 25项申请，签发了 20个保护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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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国会两院均已在各自的立法议程中列入了进一步改进处理投诉公共官员

程序的法律议案，包括某些行为的嫌疑人，哪些行为可能构成酷刑或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和法外处决。  

 112.  设立关于司法制度的机构间工作组，是一个具体机制，提供了在政策和

操作两个层面加强部门协调的渠道。  

 113.  刑事司法制度的所有主要部门与菲律宾人权委员会一道，积极推动建立

在权利基础上的刑事司法制度。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重要行动，包括探访监狱和

作出评估，独立的实况调查，和与教育部合作开展人权宣传和教育。  

 114.  为了进一步强调人权培训、教育和信息，颁发了第 258 号备忘录命令，

将执法人员、警察、军人和监狱管理人员的人权教育和培训制度化。  

 115.  虽然菲律宾批准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第一议定书的程序仍在进行之中，

但执行该议定书规定的措施已经写入了菲律宾武装部队的手册和指令，特别是有

关《交战和民兵行动标准规则》的指令。  

 116.  菲律宾武装部队和菲律宾国民警察的人权办公室，除继续开展人权教育

方案和人权规划外，也同样负有接受指称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正式投诉

的任务，以及展开适当调查的任务。国家调查局人权科也有一项主要任务，监测

侵犯人权的案件，接受侵权投诉，接受有关侵犯人权的情报，并与菲律宾人权委

员会互相协调。  

 117.  政府人权机构的所有军事和执法单位都纳入了培训方案的范围，与菲律

宾人权委员会密切合作  32。事实上，禁止酷刑已列入菲律宾国民警察培训课程。  

 118.  监察员办公室也开展了自己的关于腐败问题的教育和社区宣传方案。  

 119.  菲律宾在数年前即已废止《反颠覆法》，使菲律宾共产党合法化。所有

政治信仰的组织和利益群体均有机会在国会取得代表权，通过党派名单制度参加

主流选举。国家观察 (BantayBayan)――个公民社会组织，其成员曾参加过共产党的

反叛活动，该组织在有关本报告的磋商期间指出，与 1987 年的《宪法》之前的时

期相比，已经有了重大进步。  

 120.  菲律宾政府在努力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过程中，确保《宪法》保障的个

人权利受到保护，不打折扣。2007 年颁布的《人的安全法》，为保护个人权利不

受执法机关可能的侵犯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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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菲律宾人民的选举权已扩大到海外的菲律宾工人和其他在国外的菲律宾

国民，使他们能够根据 R.A.第 9189 号《2003 年海外缺席投票法》参加选举。之

后，菲律宾立法机关又通过了《双重国籍法》，以补充《海外缺席投票法》。  

 122.  针对公众的要求，政府还采取了措施，确保在投票站为残疾人提供行动

便利和其他方便。  

 123.  根据《宪法》，《菲律宾劳工法》明确授权保护所有和平的集体活动，

包括依法  33 展开的罢工  34 。虽然行使劳工权利在菲律宾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法律也根据国际标准对正当行使这些权利与公然的违法行为作了划分。  

 124.  在《宪法》的保护下，各种信仰均可自由和公开地在菲律宾实行。为了

确保棉兰老地区的长期和平，政府还积极营造了促进各种信仰之间对话的有益环

境。在国家层面上，政府 (1) 推动法律保护个人的宗教和信仰自由权，和 (2) 推动

各种方案，如“国家和平计划”、“反恐十六点方案”，和最近的“第 626 号行政命

令”，建立了不同信仰间合作全国委员会。在国际上，菲律宾在提出不同信仰间的

倡议方面站在前沿。菲律宾主张大力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促进不同信仰间对

话实现和平的决议，并带头倡导不同信仰间合作促进和平三方论坛。  

 125.  《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权。最高法院多次在重大案件上  35 维护了《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有关的权利。  

 126.  菲律宾是世界上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菲律宾拥有大量出版物、

广播节目和因特网的新闻网站。媒体可利用各种补救措施  36 和投诉机制，确保他

们的自由和独立。在国会讨论一项有可能对诽谤治罪的议案的同时，最高法院首

席法官鼓励所有法院，对定罪的诽谤案处以罚款而不是法律允许的监禁。  

 127.  公民社会正在不断提出新的倡议，将社区建设成强有力的、积极的力

量，既可提出要求采取适当的、公正的补救措施，也可帮助提供加强人权的司法

补救措施。  

 128.  公民社会组织提供各种有关人权的服务，包括基于社区的法律服务 (通

过乡村司法制度、自由法律援助小组、天主教律师协会和圣托马斯 ⋅穆尔和同仁

等)；和社区保安(通过菲律宾国民警察认可的非政府组织联合会，或在联合会按专

门关注领域，如毒品、色情、暴力侵害妇女等，制定的社区保安计划下 )。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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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区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对司法补救、司法复原、社区信息和教育，以及基

于社区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等要求提供援助。  

 129.  在增进和保护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前面所述及的众多挑战，也同样发生

在促进和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  

 130.  刑事司法制度的主要部门，以及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和意见调查官等独立

机构，都存在严重的资源紧张问题。政府认识到，必须设法加强司法机构的独立

性，特别是在提供预算和预算管理、技术人力资源和有形资源等方面。  

 131.  刑事司法制度在提供补救措施方面的总体效果如何，最终要由法院工作

情况的统计数字来确定。诉讼程序的速度和质量，受到一些不在司法机构控制范

围内的因素的影响――执法机构找到适当证人和提出证据及逮捕嫌疑人的能力；案

件准备工作的质量和速度，检方的初步调查和确定可能原因的线索；检察官和辩

护人的能力；证人能否到场、素质和是否给予合作；以及其他有关因素。因此，

法院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综合了刑事司法制度的综合绩效。  

 132.  在提供适当的司法补救方面，评估警察实际作出的贡献，因菲律宾国家

警察和国家调查局的现代犯罪和绩效信息能力不足而受到限制。必须尽快加强证

人保护方案，提升国家警察和国家调查局在法医和其他方面的能力。  

 133.  《禁止酷刑公约》。上面讲到的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行动和政策

也包括不受酷刑、残忍和非常待遇或处罚的权利，在此之外，菲律宾政府还采取

了一些行动和政策，履行它的《公约》义务。  

 134.  《菲律宾宪法》禁止使用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  

 135.  《修订刑法典》规定，所有施加酷刑的行为均属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

处罚。另外还通过了法律，防止可被认为属于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行为。如《少年司法与福利法》，《惩治性骚扰法》和《反欺侮

法》。  

 136.  监狱管理和刑罚局公布了《行政纪律措施》 (2003 年 )，惩罚“虐待和伤

害任何监管犯人”的工作人员，以及试图骚扰、威胁、恐吓或不正当地影响原告或

任何他/她的关键证人，令其撤诉或收回宣誓后所作陈述的雇员。  

 137.  菲律宾还加强了国内对批准《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的支持，注意

到各方面组织和群体的积极立场。内政和地方政府部作为菲律宾遵守《禁止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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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条约义务的牵头机构，启动了一个机构内的《禁止酷刑公约》执行和监测

工作组。  

 138.  目前已向菲律宾立法机关提出了一些法律措施，明确规定酷刑为刑事犯

罪。  

 139.  菲律宾政府加强了全面履行和执行《禁止酷刑公约》的体制机构，加强

了总统人权委员会，并指定内政和地方政府部作为遵守《禁止酷刑公约》工作组

的牵头机构。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种族歧视公约》  

 140.  菲律宾的刑事司法制度有保护妇女、移民工人、青年、土著人和其他弱

势群体的法律机制。在过去十年里至少通过了 15 项保护这些人权利的法律。菲律

宾国民警察和国家调查局建立了处理妇女、青年和儿童问题的机构。国民警察在

各警察所设立了妇女和儿童保护科，工作人员是受过相应培训的男女警察。前面

也曾讲到，社会福利和发展部和公民社会也开办了各种机构，解决触犯法律的妇

女和儿童或犯罪活动受害人的需要。  

 141.  到 2007 年为止，所有 15 岁以下触犯法律的儿童均已重新安排到更适当

的设施。仍面临的挑战，是在地方设立更多的拘留收容之家和康复中心。  

 142.  注意到《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 2005 年的

结论性意见中提出了需要审查、改革和颁布的法律空白和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a)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b) 同意性行为最低年龄， (c) 禁止酷刑， (d) 没有完整的少

年司法制度， (e) 对非婚生儿童的歧视， (f) 利用儿童从事色情活动，和 (g) 体罚

等等。  

 143.  预料 2006 年的《少年司法和福利法》每年将使近 10,000 名触犯法律的

儿童受益。该法的规定采用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文书，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

度标准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和《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

规则》。对儿童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案件，特别

是被监禁儿童的此类案件，通过颁布这项法律，也在法律上得到解决。  

 144.  2004-2006 年期间，还通过了一些其他法律，如：(a) 第 9255 号共和国

法，该法允许私生子女使用父姓；(b) 第 9262 号共和国法，或 2004 年《反暴力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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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妇女及其子女法》，该法保护妇女和他们的子女不受身体、感情、性、心理和

经济上的虐待；和(c) 第 9288 号共和国法，或 2004 年《新生儿检查法》，颁布了

一套完整的政策和国家制度，确保对所有新生儿的检查。  

 145.  最高法院还颁布了各种注重儿童权利的规定，特别是《儿童证人审查细

则》(2000 年)、《少年犯法处理细则》(2002 年)、《关于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子女的

细则(2004 年)，和 2002 年《关于依危险毒品法起诉的儿童的细则》(2007 年)。  

 146.  2007 年建起了一座大楼，现已收容 154 名违法儿童。在首都地区以及

在 IV-A 区和 7 区修建了三个监禁设施。  

 147.  截至 2007 年 12 月，所有 15 岁及以下的违法儿童已全部从监狱和监管

之家获释。拨出了大约 1,020 万比索在全国各地修缮城市、地区和市政的监禁设

施。采用“恢复性司法”的方针，也是囚犯改造、恢复和重新融入主流社会的有效办

法。  

四、路线图和国际合作的展望 

 148.  政府已经开展多部门磋商，制定第二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和纲领。根据

各方面利益攸关方作出的承诺，它将为下一个五年期间保护和增进人权，以及政

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确定方向。  

 149.  政府将继续加强努力，满足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基本需要。将进一步深化

在减贫和社会保护领域的保护、接纳和发展政策和方案。  

 150.  菲律宾政府将采取加强经济和帮助人民自力更生的政策： (a) 筹集国内

资源； (b) 增加就业机会； (c) 提高创汇能力；和 (d) 平等分享收入和财富。必须

尽快实施财政改革，预算改革计划必须优先基本社会服务。政府必须始终注意以

最佳的成本效益提供服务。  

 151.  在住房方面国家的重点优先项目包括： (a) 继续城市土地开发； (b) 通

过地方负责的计划，和评估新的收入来源； (c) 简化住房补贴制度； (d) 扩大私营

部门参与住房融资和建设；(e) 鼓励私人开发商建设更多的住房单元，并确保他们

的投资有适当的保险；(f) 与多方捐助机构建立伙伴关系。  

 152.  2008-2010 年，菲律宾政府将与劳工和管理层及公民社会结成伙伴关

系，加强努力，实现“所有菲律宾工人完全、尊严和生产性就业”的构想，提供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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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现以下四项战略目标的服务： (a) 有收入的就业劳动力； (b) 有全球竞争力的

劳动力；(c) 可靠的劳动力；和(d) 安全和健康的劳动力。  

 153.  菲律宾政府还将继续加强正在执行的各种方案，解决它所面临的卫生问

题，国家的重点优先事项主要是卫生资金、卫生管理、卫生服务和卫生工作管

理。  

 154.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菲律宾政府将在联合国促进落实消除对妇女

歧视委员会结论性意见联合方案的支持下，继续开展下述工作：(1) 通过《妇女大

宪章》，确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国家法律制度中的地位；(2) 审查并着手修

订国家法律中带有歧视性的规定，如关于婚姻不忠诚的规定，《穆斯林属人法

典》 (涉及一夫多妻、早婚和强迫婚姻 )，和卖淫； (3) 提高认识和开展公共教育运

动，消除陈旧的性别观念；(4) 改善妇女在非正式经济中的状况，为妇女营造创业

环境，经营微型和小型企业； (5) 制定妇女综合卫生计划，降低产妇死亡率； (6) 

特别注意农村妇女、土著妇女和穆斯林妇女的情况，以及她们的社会、经济和健

康需要；(7) 在性别敏感和根据权利提供解决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服务上，扩大和

加强执法人员、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和司法机构的能力。地方政府部门也将继续

在提供妇女卫生服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155.  卫生部通过设在政府医院中的妇幼保护科，向遭受暴力侵害的幸存妇女

提供综合的、有性别针对性的卫生保健服务。  

 156.  《儿童权利公约》――2006 年的《少年司法和福利法》 (1) 禁止残忍和

不人道待遇和处罚； (2) 实行了恢复性司法； (3) 提出了多项针对违法儿童的方

案；和(4) 禁止监禁年龄在 15 岁及以下的青少年犯。对管理违法儿童的人，政府

将为他们提供服务培训。全国的所有拘留中心均将修建设施，将儿童与成年人分

开。  

 157.  为了普及初级教育，菲律宾政府将继续在国家预算中对教育给予最高度

的优先地位，并相应地增加实际的学习计划，包括非在校学习制度，吸收校外青

年、卷入武装冲突的儿童和土著儿童参加。  

 158.  通过“光明儿童”――一个为儿童提供服务的“品牌方案”，将进一步

加强在学校、媒体和社区关于儿童权利的宣传运动，特别是对艾滋病的认识和禁

止虐待儿童、体罚、剥削和滥用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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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政府将通过地方政府机构提供充分的资金，特别是对贫困地区，采取行

动，减少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如免疫接种、微量营养素补充正常营养、去虫和净

化水等。  

 160.  政府将继续监督和确保维护儿童权利的法律得到正确执行，并争取通过

立法解决(1) 性行为同意的最低年龄/提高法定的强奸年龄；(2) 儿童色情活动；(3) 

家庭、学校和社区里的体罚和其他形式的暴力； (4) 寄养，和 (5) 法律承认低龄父

母所生的儿童。  

 161.  政府将与公民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和学术界一道，对管理受伤害、遗弃

和虐待的儿童，暴力和性剥削受害儿童的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  

 162.  政府还鼓励地方政府机构为 15-17 岁的违法儿童设立监管之家，将他们

与成年罪犯分开。社会福利和发展部为 2008 年确定的目标是，改善现有的青少年

康复中心和修建新的中心。另一个目标是在每个省和市都建立中心，解决违法儿

童的心理和社会需要。  

 163.  菲律宾政府将加强国内的支持和机制，继续与有关利益攸关方磋商，维

护残疾人的权利，将他们看作是受尊敬和有尊严的社会成员。  

 164.  政府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和人的发展，改善全国土著人的总体状况。

政府将通过承认、保护和促进土著人集体和个人的人权，提高土著人的地位。在

实现这些社会和群体目标的过程中，土著问题全国委员会将加强与政府的其他机

构和机关、公民社会以及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结成的伙

伴关系。  

 165.  土著问题全国委员会将把它的契约服务纳入快速通道，确保土著人对他

们祖传产业 /土地的所有权。将在政府机构和公民社会中大力倡导切实和有效落实

和平进程及各项人权举措，社会经济、卫生、教育、文化等，提倡土著人民通过

自治，和将传统与主流管理方法相结合，积极参与治理。  

 166.  菲律宾政府将强化发展服务，推动领导能力建设、社区组织、成立土著

人民协商机构、制定祖传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计划，和确保落实自由和事先知

情同意程序。  

 167.  菲律宾政府，特别是通过土著问题全国委员会，将继续采用各种方式提

供法律服务，如准司法服务、非诉讼方式解决争端、利用传统司法制度，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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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习惯法相结合的方式等。将继续努力制定、加强和统一各项法律和政策指

南、计划和方案，包括进社会－文化布局，取得土著人的分类统计数据。  

 168.  卫生部和菲律宾国家防治艾滋病委员会计划加强普及综合预防、治疗、

护理和帮助的方案，包括自愿参加的艾滋病咨询和检验，加强更多的反对歧视艾

滋病患者/病毒携带者的方案。  

 169.  菲律宾政府将始终把增进和保护人权放在其外交政策的首位。  

 170.  菲律宾政府将进一步实行依照宪法制定的政策，促进切实和合理参加管

理的权利，政府将继续与公民社会和其他有关方面接触，积极利用联合国的各种

人权机制，对在这些机制下提出的来文，尽可能按时提交答复。  

 171.  在区域范围内，菲律宾将继续完成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联络中心的任

务，努力打击贩运人口，促进妇女、儿童、移民工人等的权利，同时在国际恐怖

主义和跨国犯罪、移民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等方面纳入人权问题。  

 172.  菲律宾在 2007 年成功地举办了第 12 次东南亚国家联盟首脑会议和第

40 次东盟外长会议，又积极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 13 次东盟首脑会议，该次会

议承认建立东盟人权机构具有重要意义，菲律宾计划并准备在机构的成立和运作

中发挥积极作用。  

 173.  随着菲律宾加强在国内和国外增进和保护移民工人和他们家庭成员权利

的机制，接受国在批准《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和在当

地建立援助和服务机构方面给予合作，将是一项重大成果。  

 174.  菲律宾为改进人权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作出过贡献，它将继续

参加并促进理事会内的对话和合作。根据最近通过的《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

负责人行为守则》，将与特别程序制度进行合作，确保理事会成为各国的伙伴，

特别是要求国际援助，加强增进和保护人权能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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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Executive agencies, judiciary, legislature, Ombudsm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faith-based groups, media, and the academe.  

2 Last 08 December 2006, President Gloria Macapagal-Arroyo signed Administrative Order No. 
163, entitled, “Strengthening and Increasing the Membership of the Presidential Human Rights 
Committee, and Expanding further the Functions of Said Committee.” 

3 The seven cor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n human rights ar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CERD);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f Punishment (CAT);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ICMW). 

The National Report also took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nvention o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lbeit 
the fact that it has yet to enter into force.  

4 The seven cor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n human rights ar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CERD);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Executive agencies, judiciary, legislature, independent 
government bodies,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faith-based groups, media, and academia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f Punishment (CAT);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ICMW).   

5 The CHRP has the power to (1) investigate, on its own or on complaint by any party, all forms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volving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2) provide appropriate legal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of all persons and provide for preventive measure and legal aid services to 
the underprivileged whose human rights have been violated or need protection; (3) Exercise visitorial 
powers over jails, prisons, or detention facilities; (4) Establish a continuing program of research,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o enhance respect for the primacy of human rights; (5) Recommend to the 
Congress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and to provide for compensation to victims of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or their families; (6) monitor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s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human rights 

6 The Legislature, known as Congress is composed of two separate chambers,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lower house) and the Senate (upper house) 

7 The Barangay is the smallest geo-political unit, similar to a village 
8 The law enforcement pillar consists of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 (PNP) and the Nation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NBI). Local government units perform law enforcement as mandated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code. The prosecution pillar consists of two national government agencies, namely, the 
National Prosecution Service (NPS), an organic unit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 and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an independent agency responsible for graft and corruption cases.  The judiciary 
pillar, which adjudicates cases and renders judgment, consists of a four-tiered court system including the  
Supreme Court, Court of Appeals, Sandiganbayan (a special court, with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nd 
civil cases involving graft and corrupt practices and such other offenses committed by public officers and 
employees. Family courts are now well-established within the judicial system. The correction pilla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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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ed of two (2) major components: the institution-based and the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 
systems.  The institution-based corrections comprised of prisons and jails administered by the Bureau of 
Corrections of the DOJ, by the Bureau of Jail Management and Penology of the DILG, an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units. The PNP likewise maintains detention facilities police stations.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 pertain to probation and parole, which are being managed by the Parole and Probation 
Administration (PPA) of the DOJ.  

9 The law enforcement pillar consists of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 (PNP) and the Nation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NBI).  

10 The prosecution pillar consists of two national government agencies, namely, the National 
Prosecution Service (NPS), an organic unit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 and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an independent agency created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s the “peoples champion” to 
prosecute responsible for graft and corruption cases against public officials and personnel, including men 
in uniform. 

11 The judiciary pillar consists of a four-tiered court system including the  Supreme Court, 
Court of Appeals, Sandiganbayan (a special court, with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nd civil cases 
involving graft and corrupt practices and such other offenses committed by public officers and 
employees) and regional, metropolitan and municipal courts. Family courts are now well-established 
within the judicial system.  

12 The correction pillar is composed of two (2) major components: the institution-based,  
comprised of prisons and jails administered by the Bureau of Corrections of the DOJ, by the Bureau of 
Jail Management and Penology of the DILG, an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units,  and the community-
based corrections system, i.e. probation and parole, which are being managed by the Parole and Probation 
Administration (PPA) of the DOJ.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and Development (DSW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restorative part of the correction system. It maintains centers for the care and 
restoration of youth and women who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law.In the Philippines, the community is 
recognized as a pillar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 play an increasingly active role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13 The law likewise directs the active promotion on the use of ADR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speedy and impartial justice and de-clog court dockets.  The law defines ADR as any process or 
procedure used to resolve a dispute or controversy, other than by adjudication of a presiding judge of a 
court or an officer of a government agency, in which a neutral third party participates to assist in the 
resolution of issues. ADR includes arbitration, mediation, conciliation, early neutral evaluation, mini-
trial, or any combination of these schemes.  

14 Muslim justice is based on religion. Muslim tradition involves strong roles played by religious 
leaders in informally settling disputes. Justice is guaranteed to all regardless of any social and political 
biases. Among Muslim Filipinos, informal settlements particularly on cases involving family and 
property matters are preferred over the formal (court) processes. Shari’a court judges themselves have 
assumed the role of customary elders that citizens can seek help to resolve conflicts, an indication of the 
pervasive informal nature of Muslim dispute resolution traditions that are deeply imbedded in practice. 

15 the Human Security Act (Anti-Terrorism Law),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ct, Speedy 
Trial Act, Certain Rights of Persons Arrested, Detained and Under Custodial Investigation, Juvenile 
Justice and Welfare Act, Elimination of the Worst Form of Child Labor, Anti-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Anti-Sexual Harassment Law, Migrant Workers Act, Anti-Trafficking of Persons Act,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Act, Public Assembly Act, Anti-Wiretapping Law, Urban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Act, among others. RA 7309 An Act Creating a Board of Claims Under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for Victims of Unjust Imprisonment or Detention and Victims of Violent Crim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  For victims of unjust imprisonment/ detention and victims of crimes; RA 7438 Def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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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Rights of Persons, Arrested , Detained or Under Custodial Investigation as well as the Duties of 
the Arresting, Detaining and Investigating Officers and Providing Penalties for Violations Thereof – For 
arrested persons/detainees; RA 9257 Expanded Senior Citizen’s Act of 2003 – For Senior citizens; RA 
7877 Declaring Sexual Harassment Unlawful in the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Environment 
and for Other Purposes (Anti-Sexual Harassment Act of 1995); RA 6725 An Act Strengthening the 
Prohibition 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with Respect to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Amending for the Purpose Article One Hundred Thirty-Five of the Labor Code , as Amended; RA 6955 
An Act to Declare Unlawful the Practice of Matching for Marriage to Foreign Nationals on a Mail-Order 
Basis and for Other Similar Practices, Including the Advertisement, Publication, Printing or Distribution 
of Brochures, Fliers and Other Propaganda Materials in Furtherance Thereof and Providing Penalty 
Therefor; RA 7192 An Ac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as Full and Equal Partners of Men in 
Development and Nation- Building and for Other Purposes; RA 7322 An Act Increasing Maternity 
Benefits in Favor of Women Work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Amending for the Purpose Section 14-A of 
Republic Act 1161, as Amended, and for Other Purposes; RA 8353 An Act Expand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Crime of Rape, Reclassifying the same as a Crime Against Persons, Amending for the Purpose Act 
No. 3815, as Amended, Otherwise Known as the Revised Penal Code, and for Other Purposes; RA 9208 
Anti-Trafficking in Persons Act of 2003 – For Women and children; RA 7277  An Act Providing for the 
Rehabilitation, Self-Development and Self- Reliance of Disabled Persons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Mainstream of Society and for Other Purposes (Magna Carta for Disabled Persons) –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RA 7279 An Act to Provide for a Comprehensive and Continu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Program, Establishing the Mechanism for its Implementation and for Other Purposes (Urban 
Development Housing Act of 1992) — for  urban poor; RA 8371 An Act to Recognize,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Cultural Minorities/Indigenous Peoples, Establishing the Implementing 
Mechanisms, Appropriating Funds Therefor and for Other Purposes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Act of 
1997)– for indigenous peoples; RA 8042 An Act to Institute the Policies of Overseas Employment and 
Establish a Higher Standard of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Welfare of the Migrant Workers, Their 
Families and Overseas Filipinos in Distres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 for migrant workers; RA 9344, An 
Act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Juvenile Justice and Welfare System, Creating the Juvenile Justice and 
Welfare Council under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ppropriating Funds Therefore and For Other 
Purposes, (Juvenile Justice and Welfare Act of 2006)  – For children in conflict with the law; RA 9231 
Elimination of the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r Act of 2003 – For children; RA 9255 An Act Allowing 
Illegitimate Children to Use the Surname of their Father   – For children; RA 9262 Anti-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Act of 2004 – For women and children. 

16 This is the first substantive agreement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DF (1998).  
17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is the political wing of  the armed insurgent group the New 

People’s Army.  
18 Gini Index – where 0 = absolute inequality; 100 = absolute equality 
19 The SEA-K (Self Employment Assistance – Kaunlaran “Progress”) Program is a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 of the DSWD and Local Government Units, which aims to enhance the socio-economic 
skills of poor families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based associations for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It is open to disadvantaged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of depressed communities nationwide. 

20 The Sandiganbayan is a special court, which has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nd civil cases 
involving graft and corrupt practices and such other offenses committed by public officers and 
employees, including those in government-owned or controlled corporations. 

21 2007-2008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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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he Gender-responsive Economic Ac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 or the GREAT 
Women Project,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6 million over five (5) years from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DA) is being executed by the NCRFW in partnership with national agenc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units to enhance the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women to have better access to enterprise 
development with programs and services on credit, and training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market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social prot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3 These laws are: RA 7877 (Anti-Sexual Harassment Act of 1995); RA 8353 (Anti-Rape Law of 
1997); and RA 8505 (Rape Victim Assistance Act of 1998), RA 9208, (Anti-Trafficking in Persons Act 
of 2003) and RA 9262 (the Anti-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Act)  

24 These statistics refer to reported cases. 
25 a) Ligtas Buntis (Safe Pregnancy) Campaign which provided information and counseling on 

the use of Family Planning (FP) services to 4 million women and men; b) “Contraceptive Self-Reliance 
Strategy” which aims to help local government units (LGUs) provide FP services and commodities to 
their clientele.  This strategy includes the promo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s whereby the 
private sector helps in procuring the needed FP commodities as well as in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to 
augment the public sector.  It may also include commodity swapping procurement wherein the health 
department will procure essential health commodities to free other resources to procure FP commodities, 
and c) Networking with NGOs, such as the Family Planning Orga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which 
provide direct FP services to clients – Philippine Legislators Committe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productive Health Advocacy Network,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Resource Group which are in the 
forefront in pushing for the passage of the RH Bills in both Congress and Senate, as well as in advocacy, 
public awareness, and capacity-building of legislators and LGU officials, youth and other sectors. 

26 The strategy seeks to encourage women to give birth in strategically located facilities suitably 
equipped to render Basic Emergency Obstetric and newborn Care (BEmOC).  Complicated pregnancies 
and those needing caesarian sections and blood transfusions are referred to facilities rendering 
Comprehensive Emergency Obstetric and newborn Care (CEmOC).  .  To further this objective, DOH 
invests in selected facilities not only be towards their upgrading to model standards but shall also ensure 
their compliance with DOH licensing and PhilHealth accreditation requirements. 

27 No. 118 and on Equality of Treatment of nationals and Non-Nationals and ILO Convention 
No. 157 

28 Pursuant to R.A. 9346 (otherwise known as, “An Act Prohibiting the Imposition of Death 
Penalty in the Philippines”), the death penalty law in the country was abolished.   

29 Based on the report of Task Force 211, out of 144 EJK cases, 20 are pending with Prosecution 
Office; 58 have been filed in court; 35 were dismissed; 6 accused were convicted; 21 cases were archived; 
and 4 cases are pending with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30 The Rule on the Writ of Amparo is a remedial rule which places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security above violation and threats of violation thus providing the victims of extralegal 
killings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the protection they need and the promise of vindication for their 
rights. The rule also empowers the courts to issue reliefs that may be granted through judicial orders of 
protection, production, inspection, and other reliefs to safeguard a person’s life and liberty.  The writ 
shall hold public authorities, who took their oath to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enforce laws, to a high 
standard of official conduct and hold them 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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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The Rule on the Writ of Habeas Data is both an independent remedy to enforce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al privacy and the complementary “right to truth” as well as an additional remedy to protect 
the right to life, liberty, or security of a person.  The writ makes available to any person whose right to 
privacy in life, liberty, or security is violated or threatened by an unlawful act or omission of a public 
official or employee, or of a private individual or entity engaged in the gathering, collecting, or storing of 
data 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erson, family, home,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aggrieved party.” 
Reliefs include the deletion, destruction, or rectification of the erroneous data or information. 

32 The CHRP has conducted five Regional Workshops on the role of medical officers and jail 
personnel on the recognition, documentation and reporting cases of torture from November 2005 to 
March 2005. 

33 A legitimate strike requires notice, a ground recognized by law, observance of the mandatory 
cooling-off period, a secret strike vote and submission of the results to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DOLE).  Only union members who are proven to have knowingly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ission of unlawful acts during a strike can be penalized with dismissal and only after being 
accorded due process.  Only officers of the union who knowingly participate in an illegal strike are 
placed in jeopardy of dismissal, but again only after the observance of due process. 

34 Article 264(a) of the Labor Code. 
35 In the case of Bayan , et al. vs. Ermita, the Supreme Court sustained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Batas Pambansa No. 880 (State Law) requiring a permit to peaceably assemble and nullified the use of 
Calibrated Preemptive Response (CPR) in lieu of maximum tolerance.  In the event of public rallies and 
demonstrations, the police are now required to exercise “maximum tolerance” pursuant to Batas 
Pambansa 880. 

36 Members of the media have successfully filed petitions for restraining orders against the PNP 
and AFP against harassment when covering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When charged with libel, they are 
accorded all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including the right to bail, counsel, and humane treatment. More 
significantly, members routinely use the power of the free press to bring public attention to any 
perception of mistreatment sus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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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表  

A.O. Administrative Order  行政命令 

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法院外争端解决法 

ADSDPP Ancestral Domai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Plans 

祖传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计划 

AFP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菲律宾武装部队 

ALS alternative learning systems  非在校学习制度 

APCD Asia Pacific Center on Disability  亚太残疾人中心 

ARMM Autonomous Region in Muslim Mindanao  棉兰老伊斯兰自治区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BESRA Basic Education Sector Reform Agenda  基础教育部门改革议程 

BJMP Bureau of Jail Management and Penology  监狱管理和刑罚局 

CADT Certificates of Ancestral Domain Titles  祖传产业的所有权证 

CALT Certificates of Ancestral Land Titles  祖传土地的所有权证 

CARHIHL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全面协定 

CAT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禁止酷刑公约 

CBMS 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 System  基于社区的监测制度 

CEDAW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CERD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消除种族歧视公约 

CHRP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f the Philippines  菲律宾人权委员会 

CICL Children in Conflict with the Law  违法儿童、触犯法律的儿童 

CMW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保护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CPCP Comprehensive Programme on Child Protection  保护儿童综合方案 

CPP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菲律宾共产党 

CRC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儿童权利公约 

CWC Council for the Welfare of Children  儿童福利委员会 

DepEd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教育部 

DESA UN-Division on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事务部) 

DILG Department of Interior and Local Government  内政和地方政府部 

DOH Department of Health  卫生部 

DOJ Department of Justice  司法部 

DOL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劳工和就业部 

DSWD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and Development  社会福利和发展部 

EFA Education for All  全民教育 

EJK Extrajudicial Killings  法外处决 

EmOC Emergency Obstetric Care services  紧急产科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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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FAN Federation of PNP-Accredited NGOs  PNP认可的非政府组织联盟 

FLAG Free Legal Assistance Group  自由法律援助小组 

FPIC Free and Prior Informed Consent  自由和事先知情同意 

GAD Gender and Development  性别与发展 

GDI 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按性别开列的发展指数 

GEM 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妇女权力指数 

GPNP-CNN GRP Negotiating Panel for Talks with the CPP/NDF/NPA 

菲政府与 CPP/NDF/NPA谈判的谈判小组 

GRP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菲律宾共和国政府 

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人类发展指数 

HRE Human Rights Education  人权教育 

IACAT Inter-agency Council Against Trafficking  打击贩卖人口问题机构间委员会 

IAC-CIAC Inter-agency Council on Children Involved in Armed Conflict  

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机构间委员会 

IAC-VAWC Inter-agency Council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  

对妇女儿童的暴力问题机构间委员会 

ICCP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ESC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ICT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信息和通信技术 

IKSP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and Practices  土著人知识、制度和习惯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IPCB Indigenous Peoples Consultative Body  土著人民协商机构 

IPRA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Act  土著人权利法 

IPs/ICCs Indigenous Peoples/Indigenous Cultural Communities  土著人/土著文化社区 

JJWC Juvenile Justice and Welfare Council  少年司法和福利委员会 

KALAHI Kapit-Bisig Laban sa Kahirapan(Linking Arms Against Poverty) 

共同消除贫穷行动 

LCPC local council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地方保护儿童委员会 

LGC Local Government Code of 1991   1991年地方政府法 

LGU local government units  地方政府部门 

LPMC Local Protection Mechanism for Children  地方保护儿童机制 

MCW Magna Carta of Women  妇女大宪章 

MDG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千年发展目标 

NBI Nation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国家调查局 

NCIC 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rfaith Cooperation  不同信仰间合作全国委员会  

NCIP 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digenous Peoples  土著问题全国委员会 

NCRFW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Role of Filipino Women 

菲律宾妇女作用全国委员会(妇女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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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WDP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Welfare of Disabled Persons 国家残疾人福利委员会 

NDF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民族民主阵线 

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NPA National Peoples Army  民族解放军 

NPAC National Plan of Action for Children  国家儿童行动计划 

OAV Overseas Absentee Voting  海外缺席投票 

OFW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海外菲律宾工人 

OPAPP Office of the Presidential Adviser for the Peace Process  总统和平进程顾问办公室 

OWWA Overseas Workers’ Welfare Administration  海外工人福利管理局 

PCFC Philippine Credit and Finance Corporation  菲律宾信贷金融公司 

PHRC Presidential Human Rights Committee  总统人权委员会 

PLWHA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 

PNAC Philippine National AIDS Council  菲律宾国家防治艾滋病委员会 

PNP 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  菲律宾国民警察部队 

PNR  Philippine National Report  菲律宾国家报告 

PPGD Philippine Plan for Gender-responsive Development  菲律宾促进两性平等发展计划 

PWD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残疾人 

RBA rights based approach  基于权利的方法 

SFI Schools First Initiative  学校第一计划 

TFICP Tripartite Forum on Interfaith Cooperation for Peace  

不同信仰间合作促进和平三方论坛 

TWGs Technical Working Groups  技术工作组 

UN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UNDP 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 

UN-ESCAP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 

UNPFII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UPR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普遍定期审议 

VAW Violence Against Women  暴力侵害妇女 

VAW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子女 

VCT Voluntary HIV Counseling and Testing  自愿参加的艾滋病毒咨询和检验 

WFFC World Fit for Children  适合儿童生长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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