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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第 2次國際審查諮詢小組會議第 2次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8月 2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地點：採線上視訊會議 

主持人：李委員兼執行秘書麗芬             紀錄：黃立青 

出（列）席人員：如後附出席名單 

壹、主持人致詞：略 

貳、業務單位報告：略 

參、業務單位報告： 

案由：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說明。 

決定： 

一、 洽悉。 

二、 為因應國際審查委員可能提前來臺，有關住宿安排等

事宜，屆時應配合彈性調整。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第 5位國際審查委員邀請順序，提請討論。 

決議：第 2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第 5位委員邀請順序

依序為Mikiko Otani、Marta Santos Pais、Ann Skelton

以及 Emma Grindulis。（附件 1） 

案由二：CRC第2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正式邀請函署名

層級案，提請討論。 

決議：比照兩公約第 3次國際審查、CRPD第 2次國際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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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簽請以行政院院長署名正式邀請函。 

案由三：第 2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議程（草案），提請討

論。 

決議：第 2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議程（草案）（修正處

如附件 2劃底線處），續與第 2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委員會確認。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3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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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兒童權利公約第 2 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邀請名單 

序號 推薦委員照片 委員姓名 國籍 現職 背景及經歷 

1 

 

Mikiko Otani 日本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

員會新任主席 

 國際人權律師 (專

長為家事法中的女

性與兒童權利) 

 講師/客座教授(國

際人權、婦女權利、

兒童權利) 

活躍於學術、研究、教學領域，特別關注：人權

教育，兒童早期發展，兒童參與，女童權利，童

婚，人口販運和移民兒童。1 

2 

 

Marta Santos 

Pais 
葡萄牙 

 國際反對死刑委員

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ICDP )委

員 

 

 聯合國暴力侵害兒童問題秘書長特別代表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SRSG〕)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委員 

 聯合國兒童基金(UNICEF) Innocenti 研究

中心主任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Evaluation, Policy and 

Planning主任 

 出版多部人權、兒童人權書籍；擔任 CRC 及

任擇議定書的聯合國起草工作小組成員2 

                                                      
1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CRC/Pages/Membership.aspx 
2 https://violenceagainstchildren.un.org/content/marta-santos-p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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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nn Skelton 南非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

員會現任委員 

 兒童權利律師 

 教授/客座教授(兒

童法、教育法、國

際兒童權利) 

 兒童法中心主任 

 

 南非法律改革委員會擔任《兒少司法》委員

會主席 

 《兒童法》起草委員3。 

4 

 

Emma Grindulis 未知 

 兒童權利連結專案

管理與兒童參與與

保障聯絡人4 

 從 NGO 的角度，致力於發展以兒童權利為

基礎的工作方法 

 現任瑞士兒童權利機構 Child Rights Connet

專案管理，曾於 Eurochild 及歐洲法院等擔

任與兒童權利相關的職位。 

 

                                                      
3 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staffmembers/ann-skelton#tab-2 
4 https://www.childrightsconnect.org/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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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華民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2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議程（草案） 

地點：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110.07.02 

日期 時間 活動 備註 

2022.11.13 

(日) 
19:00 ~ 20:30 歡迎晚宴 不公開 

審前會議 

2022.11.14 

(一) 

08:30 ~ 09:20 委員工作會議 不公開 

09:30 ~ 10:00 開幕式 公開 

10:10 ~ 11:00 委員與國家人權委員會、立法委員會議 公開 

11:10 ~ 12:30 委員與非政府組織會議 公開 

14:00 ~ 15:30 委員與兒少會議 不公開 

15:50 ~ 17:20 委員與非政府組織會議 不公開 

審查會議 

2022.11.15 

(二) 

09:00 ~ 12:00 審查 CRC第 2次國家報告(第 1章-第 4章) 公開 

14:00 ~ 17:00 審查 CRC第 2次國家報告(第 5章-第 7章) 公開 

2022.11.16 

(三) 

09:00 ~ 12:00 審查 CRC第 2次國家報告(第 8章-第 10章) 公開 

14:00 ~ 17:00 視情況繼續審查，或開始撰擬結論性意見  

擬具結論性意見與發表 

2022.11.17 

(四) 

09:00 ~ 12:00 擬具結論性意見 不公開 

14:00 ~ 17:00 翻譯結論性意見 不公開 

2022.11.18 

(五) 

10:00 ~ 11:40 結論性意見發表記者會 公開 

12:00 歡送午宴 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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