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譯文僅為母語為非英語或法語的加拿大人所發行。本譯文非《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的官方譯文。欲解釋和應用文件條款，必須查閱官
方版本。

加拿大立國之本乃鑒於承認上帝至高性與法治原
則：

權利與自由的保障
1.《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保障其中規定的權利與

自由；僅在符合法律規定、且在自由和民主的社會中確有正
當理由的前提下，方可對上述權利和自由加以合理的限制。

基本自由
2. 人人皆有下列基本自由：(a) 良知與宗敎自

由；(b) 思想、信仰、輿論與表達自由，包括出版與其他通訊
傳播自由；(c) 和平集會自由；以及 (d) 結社自由。

民主權利
3. 每―位加拿大公民皆有投票權選擧衆議院議員

或省議會議員，同時也具有被選爲議員的資格。4.(1) 衆議
院和省議會自議員大選規定票決日期起任期不得超過五年
以上。(2) 在真正發生或擔慮會發生戰爭、入侵、叛亂時，
衆議院可由國會延長及省議會可由立法機關延長至五年以
上，但前提是衆議院和省議會投票反對延長者不得超過全
體三分之一。5. 國會和各立法機關至少每十二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

遷移權利
6.(1) 每一位加拿大公民有權進入、 留居和離開加

拿大。(2) 每一位加拿大公民和每一位有永久居民身分的
人皆有權 (a) 移居到和定居在任何省；(b) 在任何省謀
生；(3) 在第 (2) 款中說明的權利須受下列法律條例的
制約：(a) 一省現行的一般性法律和慣例，但不包括那些
主要以現在或過去定居的省份爲由對人加以區別對待的法
律；(b) 任何法律爲了確定某人是否有資格享受公共杜會
服務而規定的合理定居條件。(4) 如果一省的就業率低於
加拿大的就業率，第 (2)、(3) 款並不排除該省爲了改善在
杜會上或經濟上處於劣勢的個人條件而制定的法律、計劃
或活動。

法定權利
7. 人人皆有生命、自由、人身安全的權利，且除根據

基本正義原則外不得剝奪其權利。8. 人人皆有保衛自己免
於無理搜查或扣押的權利。9. 人人皆有免於擅自拘留或監
禁的權利。10. 當被捕或被拘留時，人人皆有權 (a) 及時
獲知其原因；(b) 即刻聘請和通知律師，且獲知有其權利；
以及 (c) 根據「人身保護令 (habeas corpus)」法規確定
拘留合法性，如拘留非法則被釋放。11. 任何被控違法的人
皆有權 (a) 及時獲知具體的違法情節，不得無故拖延；(b) 
在合理的時問內受審；(c) 不被迫在個人違法案例的訴訟
上轉為證人；(d) 被假定無罪，直至在公平公開的聽證會
中，由獨立公正的法庭依法證實有罪；(e) 提出合理的保釋
要求而不被無理拒絶；(f) 在除觸犯軍法而必須在軍事法
庭受審的情況之外得到陪審團審訊，而違法之最高懲處爲
五年監禁刑期或更嚴厲懲處；(g) 不因任何作爲或不作爲
而被判有罪，除非上述作爲或不作爲在發生之時，根據加拿
大法律或在國際法上構成違法，或者根據國際公認的普遍
法律原則視爲刑事犯罪；(h) 在最後宣告無罪之下，不再受
審此案；如果最後因違法被定有罪並判刑，則不再重新受審

和再次受刑；(i) 在因違法被定有罪，但量刑標準在犯時和
判時有別時，可得較輕懲處之利。12. 人人皆有權不受任何
殘酷、異常待遇或懲處。13. 在任何訴訟中擧證過的證人，
均有權要求所述證詞不被用於其他任何訴訟中以構成該證
人的罪狀，除非此人被控製造僞證或提出矛盾擧證。14. 在
任何訴訟中，如一方當事人或證人不瞭解或不會表達訴訟
所用的語言或爲聽障人士，則有權獲得翻譯協助。

平等權利
15.(1) 人人在法律之前與法律之下皆為平等，且皆有

權在非岐視下得到法律平等的保護和利益，尤其是不該因
種族、原國籍或族源、膚色、宗教、性別、年齡、心智或身體
殘疾而受到歧視。(2) 上述第 (1) 款不排除任何旨在改善
處於劣勢之弱勢團體或個人（包括因種族、原國籍或族源、
膚色、宗教、性別，年齡、心智或身體殘疾而處於劣勢的弱
勢團體和個人）之法律、計劃或活動。

加拿大官方語言
16.(1) 英語與法語為加拿大官方語言，並在加拿大

政府和國會所有機關中使用時享有平等地位、權利和特
權。(2) 英語與法語為新不倫瑞克省的官方語言，並在新
不倫瑞克省的政府和所有立法機關中使用時享有平等的地
位、權利和特權。(3) 此憲章中沒有任何條款限制國會或
立法機關行使其權利，以促進英語與法語的平等地位和使
用。16.1 (1) 新不倫瑞克省的英語社區與法語社區享有平
等地位、權利和特權，包括對個別敎育機構的權利，以及
對需要保存並促進這些社區發展的此類個別文化機構的
權利。(2) 新不倫瑞克省政府和立法機關負有保存與促進
上述第 (1) 款中所述平等地位、權利和特權之職責已聲
明。17.1 (1) 人人在國會的任何辯論或其他議程皆有權使
用英語與法語。(2) 人人在新不倫瑞克省立法機關的任何
辯論或其他議程皆有權使用英語與法語。18. (2)  國會法
令、記錄、每日紀事應以英語與法語印行和發布，且兩種版
本具有同等權威性。(2) 
新不倫瑞克省立法機關法
令、記錄和每日紀事應以
英語與法語印行和發布，
且兩種版本具有同等權
威性。19. (1) 在任何由

國會建立之法庭上的任何訴願與案件答辯中，人人皆可以
使用英語或法語。(2) 在任何新不倫瑞克省法庭的任何訴
願與案件答辯中，人人皆可以使用英語或法語。20. (1) 加
拿大民衆的每一份子皆有權以英語或法語與加拿大政府或
國會任一機關的總部或中央辨事處聯絡，並接受所述兩種
語言提供的服務；在上述機關的任何其他辨事處，加拿大
民衆享有同樣的語言選擇權，只要 (a) 該辯事處根據要求
確有必要以此種語言（即英語或法語）聯絡和提供服務；或 
(b) 鑒於該辯事處的性質，以英語與法語兩種語言聯絡和
提供服務為合理。(2) 新不倫瑞克省民衆的每一份子皆有
權以英語或法語與新不倫瑞克省政府或立法機關的任何辯
事處聯絡，並接受所述兩種語言提供的服務；21. 第 16 至 
20 節不會廢止或違背英語和法語或兩者其一之現有、或根
據加拿大憲法的任何其他條款而繼續存在的任何權利、特
權或義務。22. 第 16  至 20 節不會廢止或違背非英語或
法語的任何語言在此憲章生效之前或之後獲得或享有的任
何法律、慣例或特權。

少數民族語言教育權利
23.(1)  加拿大公民 (a) 最初學會且至今還懂得語

言是英語或法語，而這種語言在其居住的省份屬於少數社
區使用的語言，或 (b) 其在加拿大小學接受英語或法語
敎育，而這種語言在其接受該教育所居住的省份屬於少數
社區使用的語言，有權在該省使其子女以該語言接受小學
和中學敎育。(2) 加拿大公民如有任何子女以英語或法語
在加拿大已接受或正接受中小學敎育，有權使其所有子女
以同樣語言接受中小學敎育。(3) 加拿大公民根據 (1) 和 
(2) 款有使其子女在以英語或法語作爲少數人口語言的一
省接受中小學敎育的權利。這一權利 (a) 適用於一省內
的任何地方，只要該處擁有這一權利的公民子女人數足夠
獲准來自該省少數民族語言敎育公費供應；以及 (b) 包括
子女人數獲准之情況下，有權接受少數民族語言敎育機構
的公費敎育。

執法
24.(1) 任何人受此

憲章保障的權利和自由受
到侵犯或拒絶時，可向有
管轄權的法庭申訴，以獲

取法庭酌情認定的適當補償。(2) 在根據第 (1) 款所進行
的訴訟中，法院若得出結論認為，證據是以侵犯或拒絶本憲
章所保障的任何權利或自由的方式獲得，在考慮到所有情
況後確定在訴訟程序中採納證據會使司法行政聲名狼藉，
則應將證據排除在外。

一般原則
25. 此憲章對於某些權利和自由的保障不得被解釋

爲廢止或違背屬於加拿大原住民的任何原生、條約規定的
或其他的權利和自由，包括 (a) 由 1763 年 10 月 7 日
《皇家宣言》承認的任何權利和自由；以及 (b) 加拿大原
住民根據土地所有權協議已享有或將獲取的任何權利和自
由。26. 此憲章中保障的某些權利和自由不得解釋成否認
加拿大現有任何其他權利和自由之存在。27. 此憲章應與
保存及弘揚加拿大多元文化遺産之解釋一致。28. 不論此
憲章中有何條文規定，其中所提及的權利和自由都將按照
男女平等的原則予以保障。29. 此憲章不會廢止或違背根
據加拿大憲法對於不同教派開辯的學校、獨立學校或其他
持異議的學校所保障的任何權利和特權。30. 此憲章中針
對一省、省議會或一省立法機關之引文出處，應視為包括針
對育空地區和西北地區或這兩個地區的適當立法當局之引
文出處（視情況而定）。31. 此憲章不擴大任何團體或當局
之立法權力。

憲章適用範圍
32. (1) 此憲章適用於 (a) 國會當局內的國會與加

拿大政府之一切事宜，包括育空地區和西北地區一切事宜；
以及 (b) 各省立法機關當局內的立法機關與各省政府之一
切事宜。(2) 儘管己有第 (1) 款，第 15 節僅在此節生效
後三年方可生效。33. (1) 國會或一省立法機關可在國會
法案或立法機關法案中明確聲明（視情況而定），其法案或
條款應執行其效力，儘管本憲章第 2 節或第 7 至 15 節
已包含一項條款。( 2 ) 根據本節聲明相關有效的法案或
法案條款應執行其具有的效力，而非為了聲明中所提及的本
憲章條款而執行。(3) 根據第 (1) 款做出的聲明在其生效
五年後或聲明中可能規定的較早日期即告失效。(4) 國會或
一省立法機關可重新制定根據第 (1) 款所作的聲明。(5) 
第 (3) 款適用於根據第 (4) 款重新刺定的聲明。

引用
34. 此部分可引用爲《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

「我們必須確立一套能使加拿大人團結一致的基本原則、基本價値觀和信
仰，以便在效忠於本地區之外，我們還享有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値體
系，使我們爲這個賦予我們自由和無比快樂的國家感到驕傲。」

《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

P.E. Trudeau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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