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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反恐中心)组织，本文件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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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平衡和全面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都必须认

识到，恐怖主义受害者有权获得我们的支持。在

很多情况下，受害者不得不默默忍受痛苦，因为

即使他们的生活已完全被毁，但其周围的世界仍

照旧继续。而这只会加剧他们的创伤。我们必须

做更多工作，保护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权利，并提

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秘书长潘基文 

联合国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门户网站 

启动仪式，2014 年 
 

 

会员国于 2006 年 9 月 8 日通过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战略》)。《战略》是

以一决议及所附《行动计划》(A/RES/60/288)形式出现的，是一项独特的全球文书，在

四个支柱下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反恐努力。支柱一(详述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

和支柱四(关于需要尊重人权和实行法治，作为反恐斗争根基)强调会员国对恐怖主义受

害者的重视，并认识到若没有受害者的参与，就不可能全面地击败恐怖主义。 

 

然而，尽管《全球反恐战略》对受害者予以强调，但是会员国往往不能将受害者纳

入其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随着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越来越聚焦于恐怖主义行为的影响，

包括对受害者的影响，会员国最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防止恐怖主义工作“软”的方面。

最近两份关于对《全球反恐战略》审查结果的决议，即 2012 年和 2014 年的两份决议(分

别为 A/RES/66/282 和 A/RES/68/276)强调了受害者在反宣传方面发挥的作用，并强调了

需要为受害者提供支助和加强会员国的努力。然而，由于缺乏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强有力

和可持续的支助，受害者及其支持者只能继续艰难地努力为自己在反恐辩论中寻求一席

之地。 

 

反恐执行工作队办公室通过其支助和关注恐怖主义受害者工作组，与联合国系统其

他行为体合作，推动执行《战略》关于恐怖主义受害者问题的内容。工作组的这些实体

开展的活动有助于推动促进恐怖主义受害者权利及对他们的支助。 

 

通过此次促进和保护恐怖主义受害者人权大会，能够按《战略》中的设想，促进在

国际、区域和国家一级更多地了解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人权，并有助于在这一领域制定完

善政策和法律。2016 年，适逢《战略》通过十周年，此次会议也提供了关于恐怖主义受

害者问题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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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会议力求阐述国家一级的相关措施，旨在按《战略》支柱一的设想，解决

恐怖主义受害者需求，以及按支柱四的设想，促进恐怖主义受害者权利，即鼓励在采取

刑事司法手段应对恐怖主义行为过程中尊重法治及评价恐怖主义行为对受害者及其家属

的影响。会议还落实了《战略》的支柱二，即鼓励各国充分遵守其人权义务，就其对涉

嫌或被控犯有恐怖主义行为者的刑事调查活动和起诉进行协调合作。 

 

此次会议由反恐执行工作队办公室和联合国反恐中心主办，并与反恐中注意增进与

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协同举行，会议参照了特别报告员关于保证恐怖主

义受害者的人权的框架原则的报告(A/HRC/20/14)。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建议制定一项具有

法律约束力和国际公认的国际文书，旨在维护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人权。但是，在没有这

样一项文书的情况下，该报告鼓励会员国履行其相应的国际义务，以便确保这些权利，

具体列入了 14 项框架原则。 

 

本报告简要谈及与会者在会议期间分享的关键想法。本报告还力求向决策者、实务

工作者和公众提供关于下列方面的观点和见解：会员国如何能够通过履行其国际人权义

务，维护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人权。此外，报告提出了十二项全球一级、区域一级和国家

一级的主要建议，旨在在增进和保护这些权利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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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和开幕会议 
 

 
 

 
 

恐怖主义受害者人权大会期间默哀一分钟 

从左至右：联合国反恐中心/反恐执行工作队主任 Jehangir Khan 博士；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反恐执行工
作队主席和反恐中心执行主任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西班牙常驻代表团参赞 Javier García-Larrache  

Olalquiaga 先生；伊拉克常驻代表、大使穆罕默德·阿里·哈基姆先生阁下。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反恐执行工作队主席和反恐中心执行主任杰弗里·费尔特

曼先生致开幕辞，正式宣布会议开幕。他强调，联合国有工作人员在恐怖袭击中丧生；

因此，本组织对全世界受害者感同身受，予以声援。他强调，联合国在这一重要领域有

三个责任：(1) 使受害者能够发出声音；(2) 确保他们的人权得到充分尊重；(3) 确认恐怖

主义受害者在让其他公民不加入恐怖主义团体和成为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方面是最有力、

最真诚且最令人信服的盟友。 

 

他先呼吁默哀一分钟，以悼念所有受害者，然后讲述了一个巴黎袭击受害者的故事，

强调恐怖主义行为的残暴性以及受害者承受的痛苦之重，在袭击当时以及此后很长一段

时间都是如此。他要求不要遗忘受害者(特别是年轻人和脆弱者)的需求。联合国已确保

受害者始终是一个优先事项，并努力实现秘书长对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承诺，具体而言：

秘书长在 2014 年启动了联合国支助恐怖主义受害者门户网站，反恐执行工作队的恐怖

主义受害者机构间工作组继续开展工作，以及制定实施反恐中心的五年工作方案。 

 

恐怖主义团体无视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犯下可能完全够得上战争罪和危害人

类罪的践踏人权行为，所以受害者的人权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

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为加强对受害者权利的支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认识

到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承认受害者的权利，特别是要为此加强现有法律框架，提供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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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疗、心理和法律服务，以及获得赔偿的渠道，并更好地处理受害者在刑事司法程序

中的需求。 

 

费尔特曼先生指出，通过将受害人的视角纳入反恐努力，国际社会才能确保采取一

个多层面、包容性和综合的办法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蔓延。这反映在秘书长的《防止

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之中，其中强调对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保护和支持，特别是为此

制定国家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其中必须考虑到并加强受害者的权利。通过《全

球反恐战略》，国际社会已表明其对受害者的声援和支持。《战略》不久将迎来其十周

年，值此之际，仍然至关重要的是要让受害者在所有反恐战略具有核心角色。 

 

伊拉克常驻代表、大使穆罕默德·阿里·哈基姆先生阁下指出，达伊沙对人口所有

各阶层都犯下暴力，这造成不稳定，损害全国团结，并导致暴力和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

平民、设施和基础设施都成为了直接的攻击目标。暴力极端分子利用手无寸铁的平民作

为人盾，绑架、奴役和性虐待成千上万的儿童、女孩和妇女，并残暴地袭击宗教少数群

体。 

 

在这一背景下，并鉴于该国面临的相应严重刑事和安全挑战，伊拉克政府已致力于

保护平民不受军事的伤害，并避免财产损失。大使强调，在反恐行动中保护平民是该国

政府的一个优先事项。该国政府开设了流离失所者的庇护所，但他说，保护工作是国际

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采取紧急行动。需要会员国加强国际合作，并履行安全理事会多

项决议规定的义务。 

 

大使指出，伊拉克政府通过经修正的第 20(2009)号法律，为保障恐怖主义受害者及

其家属权益作出了相关规定。根据这项法律，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负责对受到恐怖

主义影响者予以补偿，具体而言是为身体或心理伤害提供物质赔偿、设立一养恤金、建

造一个公寓或向其家人提供土地或提供赠款，用于建造房屋。在国际一级，来自伊拉克

的暴力极端主义受害者阐述了其立场，特别是最近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进行了阐述，着

重介绍了数十位受害者所遭受的不人道待遇。他强调说，该国政府定期呼吁国际社会协

助开展让恐怖主义受害者重返社会和恢复正常生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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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将其遭破坏的社区的重返社会和恢复正常生活工作

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并促请[......]世界所有专家协助开展

伊拉克恐怖主义和过度暴力受害者的重返社会和恢复正常生

活工作，为此开展协商和培训方案，使他们能够克服身体和

心理遭受的破坏性影响，重点是需要特殊治疗的年轻女孩、

妇女和儿童，帮助他们再次和平地生活于自己的社区之中。” 
 
 

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穆罕默德·阿里·哈基姆先生阁下 

 
 

Javier García-Larrache Olalquiaga 先生代表代表西班牙大使兼常驻联合国代表罗

曼·奥亚祖恩·迈凯思先生阁下发言，指出，西班牙政府坚定地致力于支助恐怖主义受

害者。此外，他强调西班牙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声援恐怖主义受害者，特别是通过在线平

台，例如联合国支助门户网站声援。García-Larrache Olalquiaga 先生指出，受害者是对

暴力极端主义的最有效防御者，而且他们的经验可用于批驳恐怖主义的理论。通过受害

者的证词及它们传播的信息，我们能够看到宽容和尊严的原则。恐怖主义袭击令人发指，

而受害者展现给我们的是活生生的人，有助于制止仇恨的循环。正因如此，《全球反恐

战略》反映了对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声援，并鼓励会员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援助，

以确保他们的记忆得以适当保存、尊严得到适当维护、正义得到应有的伸张，真理得到

应有的维护。正因如此，在 6 月份对《战略》的审查过程中，必须继续将受害者置于各

国打击恐怖主义工作的核心位置。反恐斗争必须遵循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García-

Larrache Olalquiaga 先生指出，尊重人权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本质所在。若抛

弃了这一点，即等于是拱手让恐怖分子初战告捷。 

 

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本·埃默森先生发言谈到维

护人权和法治的重要性，指出了旨在保障恐怖主义受害者人权的 14 项框架原则，并阐

述了各国在保护这些权利方面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特别报告员提出建议，即各国应采取

步骤，将这些权利纳入具体的国际法律文书。然而，在没有达到这一目标的情况下，

《框架原则》旨在叙述现有法律规定，以及叙述某些领域的应有法律规定。对受害者作

为基本人权受到侵犯的个体的人给予国际承认，并把这一核心原则纳入一项具体的关于

受害者权利的国际协定，将大大加强在争取实现有效的《全球反恐战略》方面的国际努

力。 

 

埃默森先生全面阐述了《框架原则》中规定的实质性义务，指出国际人权法的一项

核心原则是跟上世界的变化。在这方面，他敦促会员国和国际社会承认“在恐怖主义行

动过程中，非国家行为者故意使用致命的暴力，在导致死亡或严重人身或精神伤害的任

何情况下，均构成严重侵犯受害者的人权行为，不论涉及直接或间接国家责任。”在今

天的世界上，一些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是由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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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进一步详细说明《框架原则》，指出这些义务所审视的是国家在保护生

命权方面的法律义务；在调查和起诉方面，包括恐怖主义受害者参与刑事司法制度的问

题方面的法律义务；民间社会组织在积极推动受害者议程方面的作用；以及获得赔偿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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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会议 
 

 
 
 

国家当局有义务防止和应对恐怖主义行为 
 

各国有不同的办法来打击和防止恐怖主义的蔓延，但是，所有行动的依托是必须维

护其人民的生命权。《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 条明确规定，各国有义务保护在

其领土上的个人的生命权，这项义务必须始终是会员国应对和防止恐怖主义行为的行动

之核心。预防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包括了国家的一项行动职责，依照其人权义务，采取

一切合理措施，防止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发生。国家可以根据公认的国际、区域和国家

法律标准采取适当行动，在其境内保障个人的生命。 

 

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探讨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国际社会应鼓励像我国这样的国家抛弃一种显然存在的理
念，即通过纯粹的军事办法可行之有效地对付 [叛乱分
子]......且若不力求理解在反恐的名义下平民所遭受的践
踏......,则将无任何改观和进展。” 

 

 
 
 

“无声人民之声”创办人 

Hamsatu Alhaji Nashe Allamin 女士 
 
 
 

在框架原则报告第 67 段中，特别报告员就各国应如何采取步骤履行其义务，以保

障其领土内的个人的权利，阐述了两项子建议。1 一位与会者要求说明该建议如何在两

个方面付诸实际行动：一是通过《武器贸易条约》，因为其中有些规定具体涉及预防恐

怖主义。根据该条约第 7 条的规定，出口国应防止可能被用于实施或协助实施恐怖主义

行为的武器出口。这也意味着，即使有可能因出口武器而导致恐怖行为，所以出口缔约

国不应提供武器。正如该与会者指出，许多恐怖袭击是通过来自某个地方的武器、弹药

和爆炸物和有关材料而实施的——值得重申或规定《武器贸易条约》内和外的国家的这

一法律义务。 

 

 

__________________ 

 
1
 国家有义务保护和保障生命权，这包括有职责采取适当步骤保障其管辖范围内的人的生命。因此，㈠ 国家

根据国际法有义务制定有效的刑法条款，以遏制煽动、准备和实施恐怖主义罪行的行为，并在执法机关支

持下防止、打击及处罚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和㈡ 相关公职人员按明文规定，若知道或应知道在相关时间存

在对已查明的个人或群体生命的真实直接风险，但未能在其法定权力和可用资源范围内并按国家承担的国

际义务采取按合理判断可能避免这种风险的措施，则在行动方面有职责采取防止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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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在第 67 段下的第二条子建议，许多与会者指出，一个国

家如何应对恐怖行为对其保护和保障其公民生命的能力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位与会者

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详细说明规划不周的国家反恐行动如何导致由于国家行动而产生

的直接和间接受害者。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国家负有一项国际人权义务，即行使其依

明确规定应承担的排除受害者不必要生命损失的职责。”这将确保对国家没有充分谨慎

计划且没有采取必要的慎防措施避免平民死亡，予以追责。因此，国家当局必须提前计

划一项活动，以便更好地准备进行应对，更好地政府机构之间合作，甚至加强国家之间

的合作。 

 

对这一“明文规定的行动职责”的概念，与会者在描述其国家政府的打击恐怖袭击

能力和安全部队最大限度地减少受害者不必要的生命损失的能力时，进行了进一步的讨

论。举一个例子，一位与会者指出，历届政府当局应对一个极端主义团体的兴起的举措

采取了不同形式，包括利用民兵团体发挥警察的作用，而这导致虐待行为发生以及国家

未能保护和捍卫公民生命。这一情况，加上政府没有能力充分解决贫困、高失业率、暴

力极端主义思想问题以及其他因素，削弱了政府的应对举措，最终导致了军事行动，因

而多年来发生了大量平民伤亡和大量侵犯人权行为。 

 

尽管对这些团体的军事行动已变得更加严密，且各国的介入举措更有针对性和有重

点，但是平民继续被打死或打伤，在这些团体“蔓延”超出边界，导致区域应对行动的

情况下尤其如此。在协调采取区域对策遏制暴力极端分子，防止阻止他们跨越国界及造

成大规模伤亡方面，需要考虑到各国有承负其对当地和邻近社区人权职责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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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会议 
 

 
 
 

刑事司法程序内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权利 
 

受害者并非一个单一化同质群体；他们有不同的需要、期望和优先事项，“有些人

想获知真相，有些人则希望有罪必罚，还有的人是要获得补偿，”因此国家采取的应对

办法必须是多层面和综合的办法，其中考虑到受害者们在刑事司法系统内的权利。在各

次会议上，与会者均指出，不同的法律框架中均涵盖了恐怖主义受害者，但许多人也承

认，很少有法律框架专门有针对性地涵盖恐怖主义受害者本身。通常，法律框架确保恐

怖主义受害者，特别是暴力犯罪受害者(恐怖主义受害者往往划入其中)可参与刑事司法

程序。然而，正如许多与会者所指出，且特别报告员的框架原则报告也提出，对待恐怖

主义受害者应有别于其他受害者，因为他们的情形不寻常，故而也有着特殊的需要和要

求。对受害者而言，参与刑事司法程序是一种治愈性手段，受害人可借以亲眼看到责任

追究机制发挥作用，看到作为嫌犯的恐怖分子如果被判有罪，则得到应有的惩罚。正如

一位与会者所指出，在一特别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案件中，受害者的家人无法参加审判，

因此也没有出庭，这是“极其不应该的。” 

 

 
 

“关于打击恐怖主义行为的第 15/2003 号法律是首部承认恐怖主义

受害者权利的法律：第一，如果受害者是证人，[那么]他们可以参

加证人保护方案；其次，受害人有权获得赔偿、复原和康复。” 

 

 
 
 

印度尼西亚证人和受害人保护局局长 

Abdul Haris Semendawai 先生 
 
 

根据一些国家的法律，国家规定了对证人和受害者的法律定义，以及在刑事司法程

序从调查到惩处各个阶段的相应保护水平。有一些国家的法律确定了让受害者参与刑事

司法系统的良好先例。这些法律具体考虑到受害者在审判期间和之后的权利，包括补偿、

复原和康复的原则，并确保审判往往以受害者为关注重点。一位与会者特别介绍了他所

在的机构在与司法和执法系统其他部门互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促进更大程度的合

作，从而改进国家为受害者采取的行动。 

 

 

 

https://undocs.org/ch/A/RES/15/200


 
联合国恐怖主义受害者人权大会 

 

13                         17-16133 (C) 
 

 

与会者指出了一些良好做法，例如国家立法设立一个机构负责在刑事案件法庭诉讼

程序的所有阶段对证人和受害者予以保护和保障；负责保护证人和受害人，以及向证人

和受害人提供补偿、复原和援助。在一个国家案例中，该国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受害者

事务的机构，由其“决定向受害者和/或证人提供何种支助或保护，以及[他们]是否有权

享有某些权利。” 

 

许多与会者指出，对受害者而言，在恐怖主义审判作证，可能特别有压力，而许多

国家试图确立“最低危害的原则。”这一原则的适用可能导致再次沦为受害者，因而发

生再次创伤。许多国家都了解这一点，并实施了有效措施，例如在审判程序期间不让受

害者出庭。其他一些国家已建立机制，由法庭来保护和维护受害者尊严、隐私和安全。 

 

在一个会员国中，证人和受害者都有资格获得许多保护措施，包括人身安全和家人

安全、财产安全、保密安排，以及新住处。与会者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受害者都能得

到法律咨询，并定期获悉案件进展和所作任何司法裁判情况。因此，可以在诉讼的所有

阶段获得保护。 

 

一位与会者还提到受害者协会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即通过配合计划、予

以声援以及代言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对受害者提供支持。 

 

然而，挑战依然存在。许多国家没有制定将受害者置于刑事司法进程中心地位的法

律和体制框架。恐怖主义受害者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继续被认为是传统上的角色，即作

为证人，而不是作为一类独特的有自己权利和需求的个人。正如一位与会者所指出，

“必须摒弃这一认识并促进转变或文化变革。”并非许多变革或改革需要大量财政资源，

而常常只需要改变体制做法和政治意愿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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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会议 
 

 

向恐怖主义受害者提供恐怖主义行为赔偿 
 

赔偿问题仍然是一个敏感和复杂的议题，做法上大相径庭。然而，记忆原则、尊严

原则、正义原则和真相原则必须成为为受害者采取的每一项行动的基石，特别是对受害

者的赔偿的基石。所有与会者一致认为，会员国有必要采取一致和持续的努力，制订有

效的赔偿救济办法。在框架原则报告中，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五个不同类别的赔偿，即

《联合国关于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

偿的权利的基本原则和导则》中所列五类赔偿，包括(1) 复原；(2) 补偿；(3) 康复；(4) 

抵偿；(5) 保证不再发生。会员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正在开展赔偿机制。然而，许

多与会者注意到，特别是经济赔偿通常最难以确定，因为许多会员国常常缺乏确立货币

补偿的资源和机制。 

 

 

“各国政府的医疗服务和支助往往局限于身体受伤，许多受害者在

孤单和沉默中继续遭受苦痛。[他们]有巨大的医疗需求。到目前为

止，[我们]并没有实施适当的康复方案，我们所做的是尝试制订政

策，将之分享给政府立法部门，使它们能够制定适当的康复方案。” 
 

 

肯尼亚恐怖主义受害者组织(VOTK)代理总干事 

Eliud Mulama 先生 

 
 

 

与会者介绍了不同国家的观点，强调会员国所采取的做法多种多样，以及在制定可

持续救济机制方面所遇到的困难。这些国家视角包含了一些良好做法，例如赔偿可如何

成为和平谈判的组成部分；关于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法律，其中包括赔偿规定；其中一个

例子是，有一个会员国采取了将受害者的需要加以“个人化”的办法，即以把每一受害

者区分开。一个国家根据一套由若干部委，包括社会治理和公共健康部和内政部参与制

定的标准提供赔偿。一些与会者强调，民间社会团体关于赔偿问题的活动十分重要，例

如，许多组织提供道义和财政支持，特别是那些由丧偶妇女主持的组织提供培训支持和

就业支持。所有与会者都同意，民间社会的参与是成功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受害

者的需求以综合的方式得到满足，并鼓励政府各部门与受害者团体之间进行更好的互动。 

 
 

所有与会者均同意，受害者仍然必须是该工作的核心，而且必须让受害者在地方、

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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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以便考虑到受害者的具体需求，如许多与会者所指

出，这需要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帮助改善女孩和妇女的权利，更好地满足她们的需求。

因国家未能为受害人充分提供保障，一些民间社会组织开展研究，设法探求如何更好地

使政府做好准备，以制定适当的关于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且维护其权益的政策。公共政策

不能以短期为视野，尽管需要提供短期紧急护理，但是有关治疗如果没有不延续更长时

间，对心理伤害予以支助，则可以完成，则终将一无所成。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受害

者的需求和苦难是独特的，因此将影响所需的赔偿类型，而赔偿旨在对受害者的生活产

生重大和转变性的影响。虽然认识到受害者的需要是不同和独特的，但同样，许多需要

大致属于相同的类别，例如就业、住房、教育和社会心理支持。与会者一致认为，基本

需要必须满足，包括医疗和补偿性支助。 

 

各国政府给予恐怖主义受害者短期支助，一般是心理社会支助，是通常的做法。然

而，一旦身体伤害已经痊愈，许多受害者便不再得到支持，而是在孤单和沉默中承受苦

痛。在具体取决于受伤性质的前提下，受害者往往有很巨大的医疗需求，而由于缺乏确

定的医疗支助计划，他们往往长期得不到治疗。例如，一个会员国制定了一个有效的制

度，借以向受害者提供免费心理健康应急准备服务。受害者可进入设在精神健康中心和

医院中的康复中心接受治疗。此外，初步治疗后，他们也可以在家接受后续治疗。与会

者一致认为，赔偿过程可以在两个层面：个人和集体层面，从而解决冲突给社区、社会

和政治团体造成的伤害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人都同意，还应将所有形式的支助

扩大到次级受害者，包括其家庭成员。 

 

对补偿资金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因为这对许多国家来说继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许多受恐怖主义影响的家庭遇到非常严重的财政问题，因为它们承担为受恐怖袭击影响

的家庭成员提供后续治疗的费用压力，后续治疗往往包括心理支助。一个会员国说明它

如何对恐怖主义受害者予以支持，具体而言，即通过满足恐怖主义受害者家庭的经济和

补充性需求，而补偿分成不同类别，包括身体伤害、财产损失、物质损失，以及社会和

就业方案。 

 

为了获得某种形式的赔偿，受害者往往必须等待民事诉讼程序完成后获得补偿或作

为刑事诉讼的当事方寻求补偿，而往往各国没有资源予以支付。正如一位与会者所指出，

为了获得补偿的唯一渠道是诉诸法院，而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且很少能够如愿

以偿，因为司法系统缺乏审理索赔案件的意愿。虽然，在某些案件中，已经通过法律建

立了有关机制，借以为受害者提供支助，例如设立了一个补偿基金，但是往往由于缺乏

资源，基金不能运作。一个会员国的立法中覆盖了国内和国外受害者，并建立了一个框

架，承认受害者的权利，包括建立了一个补偿系统、获得服务及赔偿框架，并促进民间

社会的参与，促进受害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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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会议 
 

 

受害者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角色 
 

恐怖主义受害者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作用问题贯穿于以前许多次会议之中，

许多与会者强烈表示应将受害者的需要和权利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并予以支持，而在要

让受害者在提出替代暴力极端主义的言论方面发挥更突出的作用的情况下，则尤其如此。

有一位与会者提醒注意一点，他强调指出，在认识到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工作的空间有必

要聆听许多不同的声音，不应假定受害人将“制度化地纳入”用于推动反宣传议程。这

得到了许多仅谈及想倡导变化的受害者的与会者赞同。 

 

会议讨论了与特别报告员在框架原则报告中所提类似的各个类别受害者，以及他们

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作用。在所有案件中，受害者，不论是直接的，次要的，还

是间接的，其可信的声音都是对反宣传辩论的补充，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从政策制定

到预防、干预领域都是如此，而且，正如一位与会者所指出，在支持离开监狱、需要去

激进化的前战斗人员“重入”社会方面也能发挥作用。受害者独特的观点“可被用来破

坏极端分子意识形态吸引力，从而凸显其自相矛盾之处，揭露利益不相一致之处，并能

够质疑使用暴力作为替代手段的理由。”因此，许多与会者同意，受害者应享有特殊地

位，这一地位将加强其所发出的信息和加强受害者参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蔓延工作的力

度。 

 

作为可信的“信使”，受害者可发挥多种作用。一位与会者认为，受害者是“和平

大使”，他们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即维护国家和平与统一，“恢复[我们]宽容

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凝聚力原则，以超越威胁着[我们]国家统一的那些分歧。在国内输

入和平共处的文化。”受害者还可以发挥其他作用，如教育工作者、劝说者和榜样和导

师的作用。 

 

许多受害者和受害者协会在反宣传辩论中提出主张、分享信息并发出声音，因而至

关重要的是，要共享经验教训和良好做法，以便可以积累贯穿各领域的经验，给受害者

和受害者协会的支持可以得到加强，良好做法能够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具体情况而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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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动员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家庭，分担他们的悲

痛和悲哀......并维护受害者的记忆。我们代表恐怖主义受害者确

保了这一社会阶层既不被边缘化，也不受到鄙视。” 
 

 

Fatima-Zohra Touil 女士 

阿尔及利亚恐怖主义受害者全国组织——主席 

 

 

 

 
 

一位与会者指出，在他的国家受害者所开展的一些活动，例如在监狱中通过社会媒

体网络，通过宗教和文化中心，以及在学校中开展的活动已建立起活动分子网络；人们

能够慷慨激昂地公开谈论自己的经验。通过采集受害者证词，使人们能够讲述自己的故

事(无论是直播或视频)，也可促进讨论。 

 

这些预防性活动，如受害人的证词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表明恐怖主义影响到不同的

人民和宗教，受害者表达的信息具有全球意义。受害者的故事是充满情绪的，研究表明，

利用在复述故事时流露的情绪可以激活大脑的不同部分，让此类故事引起的反响和影响

更大。 

 

视频让受害者能够讲述他们的故事，特别有效，且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利用，例

如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这一办法尤其有用，因为受害者并不总是能够进入课堂或与被拘

押者面对面。虽然这些证词的重要性不能低估，但面对面的互动仍然是最有效的。 

 

一位会员国的代表强调，最重要的预防方法之一是通过建立纪念馆，以纪念和维护

受害者的尊严——纪念馆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即说明为什么无辜个人陷入恐怖袭击时

可能发生什么。纪念碑是可以看得见的提示，让我们记得一个悲剧曾降临许多人的头上，

本身也是一象征，提醒那些走向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人其行动的后果。 

 

然而，受害者如何在参加各国反恐活动的同时适当地让伤口愈合？通过这些活动，

发表有关意见和分享他们的故事，提供恐怖主义袭击后果问题的人性化方面，这些活动

可无限期地延缓了结之日。受害者进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空间时，会带来新的挑战，包

括隐私和安全问题。重述故事对有些人而言是重新经历创伤，因为受害者必须每天生活

于痛苦之中并加以处理，这是不能低估的。正如一位与会者所指出，不能通过他们在某

一时刻经历的创伤来界定的其身份认同，他们应能在任何时候自由离开反恐怖主义“现

场”，恢复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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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会议期间多次提出的话题是如何避免将受害者当作象征“使用”，以及避免受

害者再次沦为受害者。正如一位与会者所指出，关键问题是如何让受害者能够向社会提

供某种东西，同时他们自己的权利和需求也得到尊重。一些与会者指出，亲自并积极参

与其中，有助于愈合过程。一位与会者提出了一个许多受害者经历的分三步走的过程，

其中最后一步即是开展具体取决于个人的倡导工作和反宣传：㈠ 受害者需要恢复为一个

正常人。他们需要找到自己的人性，因为作为陷入袭击的无辜者，他们被用来对人类进

行攻击，因此他们被非人化；㈡ 必须恢复成为公民，包括恢复相关的一切权利；㈢ 让

有此意愿者成为活动家，以便“[我们]再次找到尊严，……积极利用[我们]曾经的创伤

和经验，造福社会。”这还可以帮助受害者愈合和继续活得有尊严和自豪感，而不感到

那种会让许多受害者压抑窒息的伤害枷锁。 

 

往往建立受害者协会，是旨在提高对受害者的困境的认识，并提供充分的短期、中

期和长期的个人支持，包括心理和物质上的支持。然而，其中许多协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能够大声疾呼，为受害者代言，在更广泛的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悲伤和悲痛，并在此过程

中维护他们的权利和他们的记忆。它们是让受害者发出声音的重要平台，采用那些正在

重塑自身的人的强有力的话语，这些平台使受害者能够创造必要的空间，平等地从自己

的角度讨论他们面临的挑战，以便挑战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正因如此，仍然必须

加强这些协会——以便声援和支持受害人并成为他们发声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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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词 
 
 

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伊万·西蒙诺维奇先生正式宣布会议结束，他强调，恐怖

主义给人类造成的代价巨大，世界各地继续感受到这一代价，而恐怖主义受害者，包括

其家庭成员继续遭受严重创伤。他指出，联合国大家庭也遭受了这些暴力行为造成的惨

痛后果，因此对这些恐怖行为的影响，包括给幸存者及其家属带来的长期痛苦，感同身

受。 

 
 

西蒙诺维奇先生对此次的性质予以肯定，特别是关于继续提高对往往被忽视和排斥

的受害者权利的认识这一点。虽然受害者权利正日益得到重视，有很多法律上的缺失需

要弥补，且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进一步满足受害者的需求。国际社会必须向受害人提

供法律、心理、物质和财政支助，还需要树立一种尊重和尊严的文化。 

 

 

 

 

“根据秘书长防止可能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计划，
其中强调必须采取“全社会”办法处理这种暴力的驱动因素，而各
级机构政府必须联接上所有受害者，不仅为他们提供一个分享经验
的平台，还要认真听取这些经验，并在制定政策和措施，以防止进

一步的暴力行为时，加以考虑。” 
 

 

 

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 

伊万·西蒙诺维奇先生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最初恐怖主义行为，以及随后采取的反恐措施对受害者的影响。

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仅承认个人和其家人是受害者，以及更重要

的一点，要确保他们获得司法救助和有效救济，以及获得全面的支助服务。应分享在所

有这些领域的良好做法，那些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受害者必须有机会有效地参与司法程序和其他问责机制并表达其意见。那些选择参

与的受害者必须得到保护，免受恐吓、报复和任意干涉，并且其隐私权须得到保障。让

恐怖主义受害者能够发声是预防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经其同意，更多遭受恐怖主义祸

害的人的声音也应得到听取。这些声音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和最典型现象最强有力

的证言，应得到听取、尊重和保护。发出这些声音的人也正具有最高的道德感召力来呼

吁在反恐的同时保护人权，因而有助于打破暴力和伤害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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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西蒙诺维奇先生提到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他强调，只有

通过遵守其国际法律义务，各国才能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并将他们的权利和利益置于每

一项行动的核心。 

 

在总结时，西蒙诺维奇先生提出了四个要点：㈠ 要建立一个人人免受恐怖的社会，

则有效的反恐措施必须是统筹的和全面的，覆盖处理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各种条件；

㈡ 各国必须继续在打击恐怖主义过程中履行其本国和国际人权义务；㈢ 受害者的声音

必须得到听取和尊重；㈣ 要制止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各国应对所有反恐行动均采

取全面和基于权利的方法。他最后说，我们服务于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最佳方式是结束目

前这种使恐怖主义永久化的暴力循环，并首先要有效防止恐怖主义。 

 

正如秘书长的《行动计划》所强调，只有通过采取全面和符合人权的办法来进行所

有反恐工作，我们才能实现有效预防。恐怖主义受害者在道义上的权威应引导我们沿着

这条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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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联合国恐怖主义受害者人权大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借以在一个全球平台上

探讨恐怖主义受害者权利问题，它将受害者协会、专家、学术界、会员国和民间社会汇

集一堂，交流经验和良好做法。讨论的重点是：需要采用一个多学科和多层面的方法更

有力地维护受害者的权利。虽然这将需要在行动层面进行巨大的改变，但与会者认识到，

会员国还需要进行文化和态度上的转变，这样才能有效地落实。 

 

联合国恐怖主义受害者人权大会继续了秘书长对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承诺，提供了一

次机会，可借以开展进一步对话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 

 

这次会议实现了三个主要目标。首先，会议强调必须确保会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和防

止暴力极端主义蔓延的努力是以受害者为中心的，而且这些努力继续保护受害者的尊严

和不受侵害性，从而显示国际社会对受害者的声援。 

 

其次，有关认识得到提高并构成了讨论的基础，即都认识到必须确保受害者的生命

权以及他们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权利和在赔偿问题上的权利得到维护和保护。通过这些

讨论，国家、区域和国际努力可长期付诸行动，向恐怖主义受害者提供支持。 

 

第三，会议反映会员国日益重视恐怖主义受害者，促请会员国在所有反恐战略中继

续强调受害者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特别在即将产生的《全球反恐战略》第五次审查决议

的审议过程中考虑到这一点。会议还有助于在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

中凸显恐怖主义受害者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凸显一点，即支持、聆听和声援受害者是在

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蔓延方面的全球承诺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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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全球一级 
 

• 给予恐怖主义受害者特殊地位，最好是通过一项国际文书承认他们的需要和权利。 
 

• 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包括支持妇女受害者协会，以确保她们全面参与国际、

区域和国家各级进行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蔓延的努力，并确保她们的权利和声音得

到尊重。 

 

• 摸索总结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支持恐怖主义受害人的良好做法，并与各国以及区域和

国际组织分享。 

 

• 建立赔偿和复原机制，以向恐怖主义受害者提供短期、中期和长期帮助，包括满足

他们基本的社会需求，让他们获得就业等等。 

 

• 应向尚无充分运行的机构的国家提供支助，帮助其建立适当赔偿制度，包括建立适

当、充分运行、资源充足的康复方案。 
 

 

区域一级 
 

• 制定指导方针，用于支持希望参与反宣传的恐怖主义受害者，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和

恢复过程不受损害。 

 

• 通过培训和能力建设援助，培养和加强受害者的反宣传技能，制定这方面切实有效

的长期交流战略。 

 

• 开展研究，让恐怖主义受害者、民间社会团体和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的非政府组织

参与其中，汇编关于特定受害人需求的数据，特别是要考虑到妇女和女童的需求，

尤其是恐怖主义团体性暴力受害者的需求，以发展和建立复原机制，并拟订适当的

针对其短期、中期和长期需求的相关政策建议。 
 

 

国家一级 
 

• 承认受害者权利并将之纳入国家反恐措施，确保所有会员国的有关努力和做法继续以

受害者为中心。 
 

• 制作供受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影响的社区使用的资源包，其中提供关于如何应

对恐怖主义袭击的信息，并向社区提供有关良好做法的指导意见，指导社区在经历

恐怖袭击后制订实施有复原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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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国为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在审判过程中作证的证人提供各种形式的保护，包括生

理和心理保护。 

 

• 确保各国对所有恐怖主义行为进行独立、迅速、公正和有效调查，让恐怖主义受害

者充分参与刑事司法程序的所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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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日程 
 

上午会议 

10:00–11:00 欢迎辞和开幕会议 

主席：政治部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费尔特曼先生 

•  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罗曼·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阁下 

•  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穆罕默德·阿里·哈基姆先生阁下 

•  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本·埃默森先生 

 

11:00–12:00 第一场会议：公共当局有义务采取合理的谨慎态度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行为 

主席：Sue O’Sullivan 女士，加拿大犯罪受害者事务联邦监察员 

•   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国际公法教授 Andrew Clapham 先生 

•  “无声人民之声”组织的 Hamsatu Alhaji Nashe Allamin 女士 

•  “911 之声”组织的 Mary Fetchet 女士 

12:00–13:00 第二场会议：刑事司法程序内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权利 

主席：蒂尔堡大学国际受害者学研究所主任 Letschert 女士 

•   印度尼西亚证人和受害人保护局局长 Abdul Haris Semendawai 先生 

•   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的 Javier Argomaniz 先生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方案干事 Philip Divett 先生 

13:00–15:00 午餐 

下午会议 

15:00–16:00 第三场会议：向恐怖主义受害者提供恐怖主义行为赔偿 

主席：西班牙恐怖主义受害者支助总局局长 Sonia Ramos 女士 

•   哥伦比亚关注和赔偿受害者事务中心主任 Paula Gaviria 女士 

•   肯尼亚恐怖主义受害者组织主任 Mulama Eliud 先生 

•   泰国精神健康部第 12 精神健康中心(南部分支)主任 Pechdau Tohmeena 女士 

 

16:00–17:00 第四场会议：受害者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角色 

主席：UNCTITF/反恐中心主任 Jehangir Khan 先生 

•   阿尔及利亚全国恐怖主义受害者组织主席 Fatma-Zohra Flici 女士 

•   法国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主席 Guillaume Denoix de Saint Marc 先生 

•   Muflehun 执行主任 Humera Khan 女士 

17:00–17:45 闭幕词 

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 Ivan Šimonović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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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发言者简历 
 

开幕会议和欢迎辞 
 

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 

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反恐执行工作队主席兼联合国反恐中心执行主任 

 

来自美国的杰弗里·费尔特曼 2012 年 7 月 2 日就任主管政治事务
副秘书长。他由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作为副秘书长兼政治事务部
负责人，费尔特曼先生就全球和平与安全问题向秘书长提供咨询
意见，监督“斡旋”活动以及在非洲、中东和中亚开展缔造和平、
预防性外交和建设和平活动的外地政治特派团。他还监督联合国 

每年向数十个会员国提供的选举援助。在加入联合国之前，费尔特曼先生在美国外交部
门任职近三十年，主要负责中东和北非事务。他前一工作职务是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
务卿，他从该职务退休时级别是职业部长。费尔特曼先生此前担任美国驻黎巴嫩共和国
大使，再之前则在巴格达、埃尔比勒、耶路撒冷、突尼斯、特拉维夫、布达佩斯、太子
港等地担任一系列外交职务，并负责协调美国给东欧和中欧国家的援助。费尔特曼先生
通阿拉伯语、法语和匈牙利语。他获得保尔国立大学的历史和美术学士学位，以及塔夫
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的法律和外交硕士学位。 

 

 

 

罗曼·奥亚尔孙·马切西阁下 
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 

 

 

奥亚尔孙·马切西大使自 2013 年以来担任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
兼大使。在此之前，他曾在阿根廷(2012 至 2013 年)担任大使级职
务，2008 至 2012 年担任西班牙常驻联合国副代表。2006 年，奥
亚尔孙·马切西大使任马德里的外交与合作部礼宾司副司长，此
前则在外交部担任若干职位，包括外交部负责国际合作和拉丁美 

洲事务副部长的办公室主任(1996 年)以及裁军和不扩散事务司副司长(1994 年)。奥亚尔
孙·马切西大使在下列各地担任过外交职务：纽约(2001 年)、阿根廷(1998 年)、比利时
(1991 年)、乌拉圭(1987 年)、叙利亚(1985 年)。他获得德乌斯托大学法学学位和外交学
院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奥亚尔孙·马切西大使获得过很多荣誉，包括杰出公民勋章和天
主教伊莎贝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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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阿里·哈基姆阁下 
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 

 

自 2013 年以来，穆罕默德·阿里·哈基姆大使一直是伊拉克常驻联合
国代表、大使。他自 2006 年起在外交部任大使一级的职位，曾负责海
湾和欧洲地区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组织等事务。自 2010 年至 2013 年，
哈基姆大使任伊拉克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此前，2005 年，他
被选为第一届伊拉克国民大会代表，并且是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宪 

法小组委员会委员。2004 年 6 月，大使任通讯部长兼代理财政部长。2004 年至 2005 年，
他担任阿拉伯国家通信和信息部长论坛主席。2003 年 7 月大使被任命为伊拉克理事会副
秘书长，在那里又被任命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助理。哈基姆大使有经济和统计学士学位、
理科硕士学位和管理学博士学位。 

 
 

 

本·埃默森先生 
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特别报告员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就职。作为执业律师，他在伦敦有 25

多年经验的国内和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国际刑法从业
经验。埃默森先生处理诉讼案件广泛，包括国内法院、欧洲人权法院、
国际法院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案件，其中包括国内和国 

际上的恐怖主义案件。他的特别顾问曾担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和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
(红色高棉法庭)上诉分庭特别顾问。本·埃默森发表许多著作，授课众多，内容涉及国
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并参与编辑和编写若干刑事法和人权法实务手
册。 

 
 

第一场会议：公共当局有义务采取合理谨慎态度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行为 
 

 

Susan (Sue) O’Sullivan 女士[主席] 

加拿大联邦犯罪受害者监察专员办公室联邦监察员 

 

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SueO’Sullivan 一直在倡导安全和健康的社
区，以及增加对受害者的服务。O’Sullivan 女士杰出的职业生涯始于
1981 年从事警务，在 30 年的警务生涯中多次担任领导职位，直到从
警察局副局长(渥太华)职位上退休。2010 年 8 月 16 日，O’Sullivan 女
士被任命为加拿大联邦犯罪受害者事务监察员，得以继续推进她的工 

作，并利用自己的背景和兴趣协助那些受犯罪影响的人。2013 年 7 月，她获连任，任
期三年。在她担任监察员期间，O’Sullivan 女士一直特别强调要确保受害者的声音在联
邦一级获得聆听，并推动在加拿大发生与犯罪受害者相关的积极改变，包括就立法和政
策修订向加拿大政府提出建议。Sue 具有法学和社会学(专业方向为犯罪学和惩戒学)学
士学位(卡尔顿大学)，并毕业于(OACP 和多伦多大学)警察领导方案和反恐怖主义领导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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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Brian Clapham 先生 

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国际法教授 

 
Andrew Clapham 是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国际法教授，曾于 2006

至 2014 年担任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学院第一任主任。他是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委员。他曾于 2003 年在伊拉克担任已故联合国秘
书长特别代表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学术顾问，
他也曾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滨逊的工商业与人权问 

题特别顾问。他是伦敦 Matrix Chambers 律师事务所的非合伙律师。他的著作包括：
Brierly’s Law of N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th edn) (2012)、与 Paola Gaeta 及 Marco Sassòli 共同编辑的 The Oxford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in Armed Conflict 、  Human Right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2nd edn (2015)，以及他最近与 Paola Gaeta 及 Marco Sassòli 共同编辑的 a 

Commentary to the 1949 Geneva Conventions (2015)。 

 
 

Hamsatu Alhaji Nashe Allamin 女士 

“无声人民之声”(Voices of the Voiceless People)创办人 

 
Hamsatu Allamin 女士是一名职业教育工作者，有 32 年的公共教学
和教育管理以及项目管理经验。她是一个性别平等问题先锋活动家、
倡导者和人权维护者，为非洲妇女和青年提供了指引。Allamin 女
士发起将博尔诺州和约贝州(东北部的两个州，是 JAS 叛乱活动猖獗
地带)的和平问题民间社会组织网络以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网络 

建立成为“无声人民之声”组织。她在尼日利亚德高望重。她最近的几个职位包括：
废除核武器国际运动的区域倡议——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妇女活动家网络的国家代表(尼
日利亚)；英国国际发展部/英国文化协会尼日利亚东北部建设和平活动方案的区域协调
员、顾问和冲突分析员(她仍在任此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网络首席专家/顾问。
Allamin 女士在国际上发表讲话和讲授课程，在国家和国际活动中提供了数十篇关于冲
突和性别平等问题的研究深入的论文，并为在非洲工作的一些国际民间社会组织提供
咨询。Allamin 女士也是尼日利亚穆斯林妇女联合会和非政府组织东北人道主义保护行
动工作组的地区协调员。她还发起并参加了几次对话活动，主张用替代办法应对博科
哈拉姆叛乱。 

 
 

Mary Fetchet 女士 

“911 之声”组织创始主任 

 

2001 年 24 岁的儿子 Brad 在世界贸易中心丧生后，Mary Fetchet 共同
发起创立了 911 之声。Fetchet 女士有 20 年临床社会工作人员经验，
这影响了 911 之声的创新做法，即创造一种新的提供长期支助服务
范式。她利用社会工作做法，指导制定有关方案，旨在为受害者家 

庭、救援响应人员和幸存者提供持续照顾，促进他们的复原力。在她的领导下，911 之
声启动了活的纪念碑项目，该项目是一个广泛的数字档案库，存有 70 000 多幅照片和
个人纪念物品，借以记录近 3 000 个遇难的生命。该资料登载于 911 之声网站，是纽约
市 911 纪念碑和博物馆的 In Memoriam 展览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Fetchet 女士还通过
2014 年启动的 911 之声社区抗灾能力英才中心，帮助各社区在其他创伤性事件后实现
愈合。911 之声英才中学正在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实施教育举措，开展培训和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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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记录最佳做法，并帮助社区有效地规划如何满足受影响者的长期需求。Fetchet 女士
是受害者家属和幸存者权益和有关加强国家安全的公共政策改革的大力维护倡导者，
她曾在 911 委员会和国会作证，共达五次。她的工作得到了国家一级的承认，包括获
得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颁发的“康州英雄”奖、被评为美国广播公司年度新闻人物，
以及获得全国广播公司“杰出新闻”奖。Fetchet 女士也被列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
学院的名人榜。 

 

 

第二场会议：刑事司法程序内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权利 
 

Rianne Monique Letschert 女士[主席] 

INTERVICT 主任，国际法和受害者学教授 

 
D Rianne Letschert 博士是蒂尔堡法学院国际法及受害者研究学教授，
兼国际受害者学研究所主任。此外，她担任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专
家顾问，为受害者事务股的法律代表提供咨询。Letschert 博士共同
编辑了“Assistance to Victims of Terrorism; Towards a European 

Standard”一书。她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评估国际 

罪行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的影响，其中案例研究涉及柬埔寨、
刚果、塞浦路斯和苏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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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 Haris Semendawai 先生 

印度尼西亚证人和受害人保护局局长 
 

Semendawai 先生在日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大学法学院(UII)完成本科学
业(1991 年)，后获美利坚合众国芝加哥西北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学位
(2014 年)。在完成 UII 的学业后，Semendawai 先生 1991 至 1993 年加入
人民权利研究所(Lekhat)。1994 至 1998 年在日惹担任执业律师。1998

年，他搬到雅加达，作为律师加入了政策研究和倡导研究所(ELSAM)， 

随后成为该所一外地办事处的副主任。2000 至 2003 年，Semendawai 先生还曾任“雅加达
TAPAL”的能力建设协调员。2008 至 2014 年，他曾任“茂物 Sawit 观察”的观察机构协调
员。2006 至 2008 年，他曾担任刑法修订倡导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并参加了由帮助起草法
律的法律和人权部的司长组建的一个团队成员。2008 以来，Semendawai 先生被选为印度
尼西亚证人和受害者保护机构的成员，并随后被任命为负责人，他现仍在任此职。 

 
 

Javier Argomaniz 先生 

联合王国(圣安德鲁斯大学)Handa 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讲师 
 

Javier Argomaniz 是圣安德鲁斯大学 Handa 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
(HCSTPV)讲师，在那里他曾发表许多关于国家、非国家和平民应对政
治暴力办法的著作文章。他的著作发表于《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
《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合作与冲突》、《情报与国家安全》以及 

若干其他同行评审期刊。他共同指导了由欧盟资助的两个单独国际和多学科项目，分别
关于恐怖主义受害者的需求以及受害者在预防冲突方面的作用。Argomaniz 先生是 Post-

911 European Union counter-terrorism: Politics, Polity and Policies (Routledge, 2011)一书的作
者，是 Victims of Terrorism: A comparat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Routledge, 2015)一书
以及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ictimis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Palgrave, 2015)一书的共同编辑和撰稿人。 

 

 
Philip Divett 先生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方案干事 
 

Divett 先生是维也纳总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一名
方案干事，职责包括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及发展专门资源，以协助
会员国在刑事司法框架内更好地支持恐怖主义受害人。在加入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之前，Divett 先生在新西兰有丰富的从业实践经验，包括
担任刑事审判和上诉律师、担任新西兰司法部(刑法和国际法主管)和新 

西兰警察(国家政策主管)管理职位，负责主管向各部部长以及内阁议会委员会提供咨询意
见的工作，咨询涉及的领域有各种刑事司法问题，包括打击恐怖主义、资助恐怖主义、反
洗钱、引渡和司法协助、反腐败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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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会议：恐怖主义行为赔偿 
 

Sonia Ramos 女士[主席] 

西班牙内政部恐怖主义受害者支助处处长 
 

Sonia Ramos 女士自 2012 年 1 月担任恐怖主义受害者支助处处长。这包
括与受害者及其家属以及与受害者组织建立有关方案，以执行相关措施，
确保受害者及其家属权利。这些方案包括：向受害者提供相关咨询意见，
促进受害者在公共行政中的就业，提供心理方案，具体而言是开发一个 

网络，用于改善受害者及其家庭的心理健康、采取有关法律措施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在
公开仪式和学校中利用受害者的证言，提高认识，以防止暴力激进化现象的发生，通过
社会方案补贴和技术支助促进与受害者协会，以及拟写一封关于欧盟恐怖主义受害者权
利的信。2004 年至 2011 年，Ramos 女士是恐怖主义受害者援助事务助理主任，负责监
督对 3 月 11 日袭击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支助和赔偿并协调受害者协会方面的公共政
策。在此之前，2000 至 2004 年，Ramos 女士是地方行政事务助理主任，并且自 1997

年成为西班牙政府的一名高级公务员。Ramos 女士拥有 Comillas Pontificia 大学的法律
学位。 

 

 

Paula Gaviria 女士 

哥伦比亚关注和赔偿受害者事务中心主任 
 

Gaviria 女士自 2012 年以来，协调了按照《受害者和土地归还法》执行哥
伦比亚受害者公共政策的工作。Gaviria 女士还在社会基金会(Fundación 

Social)担任人权与和平顾问办公室主任。她曾在宪法法院担任通信部门主
管，还曾在监察员办公室负责《全国促进和宣传人权指引》工作。她是一
名律师，曾修学通信领域的研究生课程。 

 
 

 

Eliud Mulama 先生 

肯尼亚恐怖主义受害者组织(VOTK)代理总干事 
 

VTOK 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汇集了肯尼亚多次恐怖袭击的恐怖主义受害者。
Mulama 先生负责设计、领导和协调 VTOK 的所有项目及活动。他的任务
包括与该国政府、区域、国际和其他机构和组织进行联络，以便开展恐怖 

灾难干预和援助工作，共同努力促进恐怖行为幸存者的有尊严的生活。他目前正在监督
汇编所有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幸存者数据库的工作，旨在妥善制定全面援助措施，包括制
定康复和赔偿政策。他曾代表该组织出席国际平台上的活动，并是 Dandora 中学最近的
前一任理事会之友主席。他是 1998 年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事件的幸存者，当时，他是
AFC 猎豹体育俱乐部的协调员。该俱乐部是东非一十分受欢迎的俱乐部，并使其成为全
国的佼佼者，而这一业绩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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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hdau Tohmeena 女士 

泰国精神健康部第 12 精神健康中心(南部分支)主任 
 

Pechdau Tohmeena 博士是泰国精神健康部第 12 精神健康中心(南部分支)

主任，她是那拉提瓦省 Narathiwat Rachanakarin 公主大学医学院的一名顾

问和客座讲师。她曾担任 Songkla王子大学 Pattani校园心理学和指导系教 

育学院的一名顾问；以及泰国最南端民间社会理事会的顾问。此前，2005 至 2012 年，她

担任过全国和解理事会委员会以及总理办公室南部冲突受害者救济和赔偿委员会委员。

2012 至 2013 年，Tohmeena 博士还曾是关于在南部边境省份根据文化风俗解决问题和进

行恢复性发展行动研究和后续的特设议会委员会副秘书。她曾担任儿童基金会受最南部

省份动荡局势影响的儿童心理支助和网络加强项目经理。Tohmeena 博士获马来西亚

Kebangssan 大学博士学位，以及曼谷 Thammasart 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她还获得

Prajadhipok 国王学院促进和平社会高级证书，并参加过瑞士和平组织 2013 年的和平调解

课程。Tohmeena 博士最近于 2015 年成为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受害者心理咨询和康复专家。 

 
 

第四场会议:受害者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角色 
 

Jehangir Khan 先生[主席]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工作队主任 

 

JehangirKhan 博士是设于联合国秘书处政治事务部(政治部)内的联合国反

恐怖主义中心(反恐中心)及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的主任。他曾以不同身

份在联合国任职 30 多年，包括担任驻联合国代表(9 年)，以及作为联合

国秘书处官员(21 年以上)。他曾任政治部中东和西亚司的代司长，副司 

长，在此之前担任亚太司的代司长，副司长。Khan 博士从 2003 年战争开始还担任过政

治部伊拉克小组负责人和联合国伊拉克行动组(日内瓦各国际组织)主席，为时五年，并

为先后六任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工作和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的工作提供了支

助。在此之前，他还曾担任政治事务部政策规划部门的副主管。在 1992 年加入联合国秘

书处之前，Khan 博士曾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办公厅主任，再之前他曾担任沙特阿拉伯驻

联合国大使的政治顾问。Khan 博士是巴基斯坦国民。他本科毕业于伦敦大学，后从弗莱

彻外交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 
 

 

Fatima-Zohra Touil 女士 

阿尔及利亚恐怖主义受害者全国组织——主席 

 
Flici 女士自 1995 年以来担任 NOVT 的主席，她的丈夫 Flici 博士是阿尔
及利亚作家和医生，1993 年成为恐怖主义受害者。自那时以来，Flici 

女士成为国家和国际一级专家和活动家，致力于保护恐怖主义受害者的
权利。她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她的信念是其力量来源，有助于她开展反恐 

斗争。她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恐怖主义受害者争取特殊地位。她还致力于保护恐怖主义
受害者的记忆和权利，并呼吁设立一个恐怖主义受害者世界日。全国恐怖主义受害者组
织代表，并支持阿尔及利亚恐怖主义受害者。Flici 女士继续在国家和国际论坛上强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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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保护和促进人权、基本自由、民主和法治，旨在有助于促进和保护恐怖主义受害者
的权利。 

 

 

Guillaume Denoix de Saint Marc 先生 

法国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创始人兼执行主任 
 

Denoix 先生自其父亲死于一次恐怖袭击后开始参与支持受害者和打击暴
力极端主义。1989 年 9 月 19 日，UTA772 航班在尼日尔南部撒哈拉沙漠
上空爆炸，机上 170 人遇难。事件发生后，他设立了“Les Familles de 

L’Attentat du DC-10 d’UTA”，即此次袭击的受害者协会。他目前仍是该
协会主席兼发言人。他通过六年期间的工作，为获得赔偿并分发给坠机 

事件遇难者的 1 625 名受益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7 年，Denoix de Saint Marc 先生
牵头在坠机现场建造了一座 UTA772 号航班爆炸事件纪念碑。这一纪念碑从空中完全可
见，并已有一部关于其修建过程的纪录片。2009 年，Denoix de Saint Marc 先生创立了法
国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简称 AfVT.org，目前担任其执行主任。今天，AfVT.org 支持法
国和国外不同恐怖袭击的 2 000 多名恐怖主义受害者。他还共同牵头欧洲联盟委员会的警
惕激进化现象网络(RAN)的“RAN–通讯与宣传”工作组。 

 

 

Humera Khan 女士 

Muflehun 执行主任 

 

Humera Khan 是智囊机构 Muflehun 执行主任，该机构专门从事防止激进
化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Khan 女士拟定实施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与
之有关的方案，旨在预防、干预、拦截和改造暴力极端主义，Khan 

designs and implements CVE-specific and CVE-relevant programs 重点是意 

识形态斗争。她在若干个国家向政府、多边机构和执法机构提供咨询服务。Khan 女士是
全球社区参与和复原力基金的国际灾后复原平台主席，并因她杰出的工作获得联邦调查
局局长颁发的社区领导奖。Khan 女士 16 年的安全战略工作经验以及神学知识使她具备独
特的专门知识，对设计反宣传话语大有裨益。她开展具体的反暴力极端主义培训活动以
及训练培训员活动，面向青年、妇女、社区和宗教领袖。她的工作包括为美国国务院设
计和启动 Viral 和平方案，旨在培训青年领袖利用社交媒体建设社区和打击极端主义的战
略。Khan 女士持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四个学位：技术和政策硕士、核工程硕士、艺术和设
计学士以及核工程学士。她还获得了华盛顿神学联合会神学院下属伊斯兰和社会科学学
院的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 

 

闭幕词 
 

 

Ivan Šimonović 先生 

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 

 
伊万·西蒙诺维奇 2010 年 7 月 17 日就任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领
导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驻纽约办事处。在加入
联合国前，他自 2008 年担任司法部长。再之前，西蒙诺维奇先生曾担
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纽约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其中 2001 至 2003 年，他
担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副主席、主席。西蒙诺维奇先生为克罗地亚 

公民，曾任萨格勒布大学法学院教授，他在那里先后任若干职位，包括法律理论部主任、
副院长和负责国际合作的副校长。他有丰富的经历，并在国际关系、法律、人权和国家
机构发展领域发表许多著作文章。西蒙诺维奇先生以专家身份，担任欧洲委员会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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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现民主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委员、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ECRI)委员，
以及克罗地亚共和国在联合国国际法院审理的案件中的代理人。还从事过其他非政府组
织活动，如他曾担任克罗地亚联合国协会会长。西蒙诺维奇先生获得萨格勒布大学法律
学士学位、公共行政硕士学位和政治学博士，并且曾是格拉茨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访问学
者。西蒙诺维奇先生 1959 年出生于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他已婚，育有两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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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恐执行工作队办公室 

 

 
 

 恐怖主义受害者人权大会 2016 年 2 月 1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会议由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反恐中心)在反恐执行工作队的支助和关注恐怖主义受害者
工作组主持下组织举办。 
 
 
 会议的目标是，提高对恐怖主义受害者权利的认识，并研究各国如何能够加强本国立法、
程序和做法，以更好地保护和支助受害者、其社区和家庭。此外，会议还探讨了受害者在防止
恐怖主义蔓延方面可发挥的作用。会议将政府代表和专家、学术界、民间社会、国际组织和区
域组织以及受害者协会汇集一堂。 
 
 
 会议是在《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框架内举行的，其中认识到必须保护、支持和声援恐
怖主义受害者。 
 
 
 会议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关
于“保证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人权的框架原则”的报告(A/HRC/20/14)。该报告提出了一套 14 项
建议，供会员国审议，以履行其有关国际义务。 
 
 
 反恐执行工作队设立于政治事务部内，旨在支持会员国执行《全球反恐战略》。工作队通
过十一个工作组开展工作，以促进协调和一致性。2011 年在联合国反恐中心内设立了反恐执
行工作队，是为了向会员国和区域组织提供能力建设，以便它们能够支持执行《联合国全球反
恐战略》的所有四大支柱。 

 

详情请恰： 

电子邮件：uncct@un.org 

http://www.un.org/victimsof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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