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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8104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63/430/Add.2)通过]

63/171. 遏制对宗教的诽谤

大会，

重申所有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承诺，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

进并激励普遍尊重和遵守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回顾关于消除歧视的相关国际文书，特别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

约》、
1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

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3
《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权宣言》

4
和《在民族或族裔、宗

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5

重申一切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

回顾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在这方面的相关决议，

欣见大会在 2000 年 9月 8 日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
6
中表示决心采取措

施，消除许多社会中不断加剧的种族主义和仇外行为，进一步促进所有社会的和

谐与容忍，期待着《千年宣言》在各级得到切实执行，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60卷，第9464号。

2
见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3
见第 36/55 号决议。

4
第 40/144 号决议，附件。

5
第 47/135 号决议，附件。

6
见第 55/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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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强调，2001 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

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通过的《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
7
具有重要意义，欣

见在执行《宣言和行动纲领》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强调《宣言和行动纲领》是消除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的一切祸患和表现的坚实基础，

表示关切由于以种族主义、仇外和思想优越性纲领和章程为基础的政党和团

体重趋活跃，极力利用这些纲领和章程宣扬或煽动种族主义思想等原因，种族主

义暴力行为和仇外思想在世界许多地区，在政治界、舆论界和整个社会之中有所

增加，

深感震惊地注意到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歧视行为呈上升趋势，包括一些国家政

策、法律和行政措施以涉及安全和非正常移民的种种借口丑化属于某些宗教和信

仰的群体，因而使对他们的歧视合法化，以致妨碍他们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

由权利，阻碍他们在无需担心遭到胁迫、暴力侵害或报复的情况下自由信奉、实

践和显示其宗教，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 2001 年 9月 11日事件后，媒体对某些宗教进行负面报导，

有的国家制定和执行歧视性法律和行政措施，专门针对具有某些族裔和宗教背景

的人，特别是穆斯林少数群体，这些法律和措施很可能阻碍他们充分享受人权和

基本自由，此外，世界许多地区发生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不容忍、歧视和暴力行为，

并发生宗教或其他性质的极端主义挑起的恐吓和胁迫等严重事件，

着重指出诽谤宗教是对人格尊严的严重侮辱，导致非法限制信徒的宗教自

由，并挑起宗教仇恨和暴力，

又着重指出必须切实打击诽谤任何宗教的行为和一般煽动宗教仇恨的行为，

重申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是对人权的侵犯，是对《宪章》原则的否定，

关切地注意到诽谤宗教和一般煽动宗教仇恨的行为可能导致社会不和谐和

侵犯人权的行为，震惊地看到，一些国家未采取行动，及早遏制这种趋势和某些

宗教的信徒因而受到的歧视行径，

注意到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问题特别

报告员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届和第六届会议提交的报告，
8
其中提请注意诽谤任何

宗教的严重性质，并重申特别报告员的呼吁，请所有国家开展系统的宣传运动，

打击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的行为，在维护世俗主义和尊重宗教自由之间保持谨慎

的平衡，并承认和尊重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 在内的国际商定人权

文书所列一切自由的互补性，

  
7
见 A/CONF.189/12 和 Corr.1，第一章。

8
A/HRC/4/19 和 A/HRC/6/6。



A/RES/63/171

3

回顾《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9
的宣告，邀请各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

机构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并邀请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及民间社会协助执行《全球

议程》所载《行动纲领》，

欢迎不同文明联盟倡议努力促进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了解，并

欢迎即将于 2009 年 4 月 6 日和 7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办不同文明联盟第二

次论坛会议，

深信对文化、族裔、宗教和语言多样性的尊重以及各文明之间和内部的对话，

对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民族的个人和人民之间的和平、谅解和友谊至关重要，而对

属于不同文化、宗教和信仰的人表现出的文化偏见、不容忍和仇外心理则造成全

世界各民族和各国间的仇恨和暴力，

认识到所有宗教和信仰都对现代文明作出宝贵贡献，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可

促进对共同价值观的认识和了解，

强调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可促进容忍，使公众接受和尊重多样性，包括宗教

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并强调教育应切实帮助促进容忍和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歧

视，

重申所有国家必须继续在国内和国际上作出努力，加强不同文明、文化、宗

教和信仰之间的对话和扩大彼此之间的了解，并强调各国、区域组织、非政府组

织、宗教机构和媒体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容忍和尊重宗教和信仰，促进宗教

和信仰自由，

欢迎旨在促进文化间和信仰间和谐的所有国际和区域举措，包括信仰间合作

国际对话和 2008 年 7 月 16 日至 18 日在马德里举行的关于对话的世界会议，欢

迎这些举措为在各级促进和平及对话文化作出了宝贵努力，并赞赏地注意到联合

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这方面牵头的方案，

强调必须增加各级的接触，以加深不同文化、宗教、信仰和文明之间的对话

和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并在这方面赞赏地注意到 2007 年 9 月 3 日和 4 日在德

黑兰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国家人权和文化多样性问题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

动纲领》，
10

回顾大会 2007 年 12月 18 日第 62/154 号决议,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11

及其中所载结论；

  
9
见第 56/6 号决议。

10
A/62/464，附件。

11
A/6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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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切关注在世界各地仍然可以看到对宗教持负面定见的现象以及在宗

教或信仰问题上表现出的不容忍和歧视；

3. 极为痛惜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对他人采取的身心暴力和攻击行为及煽

动这种行为的言行，攻击他人企业、财产、文化中心和礼拜场所的这类行为，以

及攻击任何宗教的圣地和宗教标志的事件；

4. 深为关注极端主义组织和团体推行的旨在对某些宗教制造并继续维持

定见的计划和纲领，特别是政府纵容的此种计划和纲领；

5.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 2001年 9月 11日悲剧事件发生后发生的各种诽谤宗

教行动和一般煽动宗教仇恨的行为，包括对穆斯林少数群体采取的族裔和宗教定

性分析行动日益加剧；

6. 认识到在反恐背景下，诽谤宗教和一般煽动宗教仇恨的行为起了不良的

推波助澜作用，助长了对目标群体成员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剥夺，并助长了对他们

的经济和社会排斥；

7. 在这方面深为关注伊斯兰教往往被错误地与侵犯人权和恐怖主义联系

在一起；

8. 重申所有国家都承诺以综合方式执行 2006 年 9 月 8 日大会未经表决通

过并经大会 2008 年 9月 5 日第 62/272 号决议重申的《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12

除其他外，该战略明确确认，不能也不应将恐怖主义同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

族裔群体联系在一起，强调必须增强国际社会的承诺，以促进和平、正义和人类

发展文化、族裔、民族和宗教容忍以及对所有宗教、宗教价值观、信仰或文化的

尊重，并防止诽谤宗教的言行；

9. 痛惜利用平面媒体、音像和包括互联网在内的电子媒体以及任何其他手

段，煽动对任何宗教的暴力、仇视或相关的不容忍和歧视行为以及对宗教标志的

攻击；

10. 强调根据国际人权法规定，人人有权持有意见而不受干扰，人人有权享

有表达自由，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应承担特别义务和责任，因此可能会受法律规定

的限制，也受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保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健康或

道德方面必要的限制；

11. 重申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一般性建议十五(42)，
13

委员会在建议中规

定，禁止传播任何基于种族优越感或仇恨的思想，这种禁止不违背意见和表达自

由，并且同样适用于煽动宗教仇恨问题；

  
12

见第 60/288号决议。

1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8号》(A/48/18)，第八章，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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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欢迎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问题特

别报告员及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理事会 2008

年 3 月 28 日第 7/34号和第 7/36 号决议
14

规定的任务开展的工作；

13. 强烈谴责针对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及移徙者的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的种种表现和行为以及经常对他们抱持的定

见，包括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对他们抱持的定见，并敦促所有国家在出现此种

仇外或不容忍行为、表现或言论时适用并酌情加强现行法律，以根除实施仇外行

为或种族主义行为的人逍遥法外的现象；

14. 重申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制订必要立法，禁止宣传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

的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鼓励各国就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

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
7
采取后续行动时，将有关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少数

群体的各个方面纳入国家行动计划，并在这方面全面考虑到针对少数群体的多种

形式歧视；

15. 请所有国家将《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

言》
3
的规定付诸实践；

16. 敦促所有国家在各自法律和宪法制度内提供充分保护，使人们免遭由于

对宗教的诽谤和一般煽动宗教仇恨的行为而引起的仇恨、歧视、恐吓和胁迫，采

取一切可能措施提倡容忍和尊重所有宗教和信仰，了解其价值体系，并以知识和

道德战略来补充法律制度，消除宗教仇恨和不容忍；

17. 又敦促所有国家确保所有公职人员，包括执法机构工作人员、军人、公

务员和教育工作者，在履行公务时尊重人民，不论其宗教和信仰为何，不因宗教

和信仰原因而歧视任何人，并确保提供任何必要和适当的教育或培训；

18. 强调必须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规划和协调有关行动，通过教

育和宣传消除对宗教的诽谤和一般煽动宗教仇恨的行为；敦促所有国家在法律上

和实践中确保人人均能在尊重人权、多样性和容忍以及不加任何歧视的基础上平

等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包括所有男女儿童都能获得免费初等教育，成年人有获得

终生学习和教育的机会，并敦促各国不得采取任何法律或其他措施，在获得学校

教育方面造成种族隔离；

19. 吁请所有国家竭尽全力，根据本国立法和按照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

确保宗教场所、场址、殿堂和标志获得充分尊重和保护，并对容易受到亵渎或破

坏的这类场所采取进一步措施；

  
14

同上，《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53号》(A/63/5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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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吁请国际社会促进全球对话，以期在各级促进以尊重人权及宗教和信仰

多样性为基础的容忍与和平文化，并敦促各国、非政府组织、宗教领袖和宗教机

构以及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支持和促进这一对话；

21. 申明人权理事会应促进对所有宗教和文化价值观的普遍尊重，处理不容

忍、歧视和煽动对任何群体成员或任何宗教的信徒的仇恨行为，并推动采取各种

办法，汇集国际力量，消除这种令人愤慨的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

22. 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最近于2008年 10月 2日和 3日举行的

关于表达自由与煽动歧视、敌视和暴力的宗教仇恨宣传问题的专家讨论会采取的

举措，并请高级专员以此为基础，继续开展工作，以切实协力防止和消除一切形

式的此种煽动行为，并防止和消除对宗教或信仰及其信徒的负面定见对这些个人

及其社群人权产生的后果；

23. 注意到高级专员努力倡导人权并将人权内容纳入各项教育方案，特别是

大会 2004 年 12 月 10日宣布的《世界人权教育方案》，
15

并吁请高级专员继续这

方面的努力，特别注重：

(a) 各种文化以及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

(b) 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相关机构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协作，特别是与联合国

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办公室和秘书处内负责同联合国系统各实体互动并协调

其推动政府间进程工作的单位协作，举行联合会议，以鼓励不同文明之间对话，

并增进对人权普遍性的了解，推动在各级落实人权；

24.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提交报告，包括说明

对宗教的诽谤与世界许多地区煽动、不容忍和仇恨言行激增之间可能存在的关

联。

2008 年 12 月 18 日
第 70 次全体会议

  
15

见第 59/113 A 和 B号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