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大会 1965 年 12 月 21 日第 2131(XX)号决议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

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 

 

 
作者：王室法律顾问爱德华·麦温尼 

国际法教授 
 

1. 第 2131(XX)号决议的历史(政治法律)背景 

 

大会题为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的第 2131(XX)号

决议于 1965 年 12 月 21 日以 109 票对零票，1 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序言部分首段

指出，“国际情势之严重以及武装干预及威胁国家主权人格及政治独立之其他直接

或间接干涉对于全球和平威胁日增。”  

 

大会此前还采取了历史性行动，以 89 票对零票、但 9 票弃权通过了《给予殖

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即 1960 年 12 月 14 日第 1514(XV)号决议，两决议

之间的同源关系十分明显(见关于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的介绍性说明)。第

2131(XX)号决议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项，指出“各国间友好关系”以各

民族权利平等及自决之原则为基础，随后在序言部分明确援引第 1514(XV)号决议，

指出各国“有享受完全自由、行使主权及维持国家领土完整之不可剥夺之权利……

得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 

 

1965 年第 2131(XX)号决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反映了自第 1514(XV)号决议通

过后，非殖民化进程这几年显著加快，18 个新国家除其中 1 个国家(蒙古)外都曾是

典型国际法意义上的 “殖民地”，但在此期间都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中立国家

的数目被刷新，中立国家的非正式联盟或结盟在政治上显得格外团结，在法律方

面，它们的战术、往往还有战略当然也更加老练。这些联盟有的已经存在，有的则

刚刚成立，其中包括美洲国家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统一组织等正规组织。

万隆会议、77 国集团和不结盟国家等较为非正规的安排则由于随时可以进一步壮大

其队伍，也许反而在政治上更加有效。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超级大国以及

自冷战时期起支持它们的集团，在某些方面对这一切作出了合乎政治现实的反应，

迈入了自身和平共处的时代并逐渐趋于成熟，东西方以互惠和利益对等为基础，在

和平与安全、核试验和军备控制等具体领域形成高度务实、着眼于解决问题的缓和

关系，但其方式并非总是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舞台中新兴第三世界多数的迫切政治

需要相吻合。  

 

在正式协定投票一致的表象背后，拟订外交法律文书的艺术：即使用简洁、

优雅严谨的行文格式为这些文书今后在解释或具体适用方面的规范性模糊提供方

便，通常还在正式宣言正文结尾纳入“保留”条款，体现了这些矛盾在法律条文中

的彼此调和或妥协。中立不结盟国家是推动和积极主动支持第 2131(XX)号决议的力

量，但对于它们来说，必须就今后如何在具体情况下适用案文中高度抽象的原则达

成某种共识。当然，单方面武力干预的做法如证据确凿，就是这方面一个令人关注

的问题。军事以外的金融或经济性干预形式是一个同样严重但更加普遍的关切问

题，这种干预尚未在实证法中得到适当界定，也未经实证法予以充分规定——即经

济和金融胁迫或极端贸易压力或抵制，以及秘密或有时直接和公开鼓励或煽动某一

国家或地区的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分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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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会内部草订立法与谈判情况 

 

1965 年 9 月 24 日，苏联在其给大会主席的信中提出该决议提案，随后又于

1965 年 12 月 3 日大会第二十届会议上向第一委员会提出苏联的决议草案。美国随

后立即对苏联的倡议作出响应，提出了本国的修正案，英国随后也做出回应。不

过，具有政治决定意义的举措当属埃及代表 26 个会员国提出联合决议草案，哥伦比

亚随后代表 18 个会员国提出另一项联合决议草案，印度也参与其中。第 2123(XX)

号决议经过 18 天非常迅速的一连串行动，从苏联首次提出决议草案，经审议和处理

各项修正案后，获得大会通过。上文谈到该决议的行文简明扼要，是赢得协商一致

的一个因素。决议案文具有适当普遍性，笼统勾画出高度抽象的主要原则，而没有

详细规定次要原则及规则，允许今后具体适用时进行某种程度的利益交换，并在第

8 段内安置一个 后安全阀，明确捍卫《联合国宪章》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第六、七和八章，但没有对它们是否适用于未来冲突局势作出任何实际表示。 

 

3. 第 2131(XX)号决议的核心法律假设 

 

显然，第 2131(XX)号决议案文概括的核心法律原则将历史渊源不同、但目前

逐渐统一的两个法理学派，即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现代后非殖民化时期继承国的

迫切法律需要和早期(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卡尔沃理论和德拉戈理论指

导下——经过技术完善的拉丁美洲国家经典法学实际结合起来，拉丁美洲国家经典

法学究其渊源，也是早先 125 年前非殖民化和独立运动的产物。应当回顾的是，早

在 1945 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拉丁美洲各国代表因其共同的历史经验而形成

共同阵线，成为促使《宪章》第二条第七项获得通过的推动力量，该条款禁止联合

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从而在法律上成为一个主条款，使

不干涉成为当代国际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但其中也规定不应妨碍《宪章》第七

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  

 

第 2131(XX)号决议的以下各段特别值得注意： 

 

“1. 任何国家,无论为任何理由，均无权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

政、外交，故武装干涉及其他任何方式之干预或对于一国人格或其政

治、经济及文化事宜之威胁企图，均在谴责之列。 

“2. 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措施胁迫他国，

以谋自该国获得主权行使之屈服，或取得任何利益。同时任何国家亦均

不得组织、协助、制造、资助、煽动或纵容意在以暴力手段推翻另一国

家政权之颠覆、恐怖或武装活动，或干涉另一国家之内乱。 

“3. 使用武力以消除一民族之特性构成对于该民族不可剥夺权利之侵犯及不

干涉原则之破坏。 

[……]  

“5. 各国均有不受任何国家任何方式之干涉，自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

化制度之不可剥夺权利。 

“6. 所有国家均应尊重各民族及国家之自决及独立权利，俾能在不受外国压

力并绝对尊重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情形下自由行使，故所有国家均应致力

于各种形式与表现之种族歧视及殖民主义之彻底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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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段规定，“国家”一词 “兼指个别国家及国家集团”，这大概是向可能

出现的单方面或协同采取行动的(军事和(或)经济)干预国发出警告。 

 

4. 第 2131(XX)号决议对制订国际法“新”思维和不使用武力及不干预规则的贡献 

 

第 2131(XX)号决议草案是 1965 年 12 月初首次提出的，大会随即仅 18 天后一

致表决通过了这项决议，这已经表明争取实现非殖民化和独立的政治和法律斗争已

经取得胜利，从现在起需要启动政治和外交清理进程，同时还要施加压力，确保审

慎把握非殖民化进程速度，切实完成这项工作。  

 

第 2131(XX)号决议通过后采取的行动取得更加引人注目的成功，前德国殖民

地西南非洲实现非殖民化和独立就是其中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 1919 年

《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西南非洲成为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但随后被国际联盟

交由白人少数统治的南非联邦管辖。 

 

然而，随着殖民主义穷途末路，渐渐成为历史，第 2131(XX)号决议所载原则

开始显现自身的生命力并迈入新的方向。  

 

1979 年，大会决定将题为“柬埔寨局势”的项目列入议程，以着重解决 1978

年 12 月越南对该国的干涉问题，而且直到 1989 年越南撤出部队为止一直在处理这

个问题。在此期间，大会始终呼吁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柬埔寨，并提及不干涉和不干

预原则，但没有明确提及第 2131(XX)号决议。  

 

1980 年代中期，国际法院审理了尼加拉瓜政府提出问题，该国政府控诉美国

向尼加拉瓜境内反政府叛乱团体和其他行动提供军事、后勤和其他支持，包括在尼

加拉瓜港口和近海水域布雷，国际法院在其判决书中除其他外提及第 2131(XX)号决

议(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198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

编》，英文第 107 页，第 203 段)。  

 

1999 年初，北约未经安全理事会决议事先立法授权，对前南斯拉夫进行了武

装干涉，其政治后果也许表明，从较为现代而非陈旧经典国际法的角度对不受其他

国家或国家集团单方面干预或威胁的政治和经济自决权进行了重新审查和诠释，使

作为其部分内容的第 2131(XX)号决议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为响应对 1999 年北约对前南斯拉夫发动的行动是否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问

题所进行的法律辩论，国际法学会于同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后来改为拥有 4 个

小组委员会的四方实体)，负责就自卫、人道主义干预、应邀军事干预和联合国授权

使用武力等现代法律问题提出报告。虽然国际法学会迄今没有发布任何 终法律结

论和建议，但它从 1999 年起一直倡导以现代方式更新或重新诠释国际法，解决禁止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使用武力和不得干涉的问题，八年后至少产生了一个非

常显而易见的成果。国际法学会主席在其 2007 年会议上指出，该学会无法同意接受

“未经联合国授权、但标榜为制止种族灭绝、大规模侵害人类罪或大规模罪行而采

取的军事行动具有合法性”(《国际法学会年鉴》，第 72 卷，智利圣地亚哥会议，

2007 年，第 365-366 页)。  

 

另一个情况是，非洲联盟认可了国际社会在个别国家内保护人道主义利益方

面所发挥的作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实际上，2000 年 7 月 11 日《非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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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法》第四条明确规定，该组织有权根据非洲联盟大会的决定，对其任何成员国

内的严重情况——战争罪行、灭绝种族和侵害人类罪——进行干预。正如

Abdulqawi A.Yusuf 先生在 2007 年国际法学会辩论中指出的那样，区域层面的这种

事态发展尤其令人对非洲目前展现的未来感到鼓舞——“非洲大陆过去因出现过种

种暴行，一直是批评人道主义干预 起劲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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