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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于特別使市因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一任摔決定中草案 ..⋯⋯⋯⋯.

第 2● 32次全洪

1989年 7月 6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頁 次

59。

6°

。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袋完)

起草委員套提以二旗的奈款草案(妓完)

第 32朵 (本奈款同其他公的和林定的夫系)(袋完)和

夫于特別使市因信使和邯袋地位的第一任摔決定中

草案〔袋完)“⋯⋯⋯⋯⋯⋯⋯⋯⋯⋯⋯⋯⋯⋯⋯⋯⋯⋯⋯⋯⋯⋯⋯.

夫于普遍性囝豚組坎信使和郎袋地位第二任摔決定串草案”⋯⋯⋯.

二旗通逍奈款草案 ..⋯⋯⋯⋯⋯⋯...⋯⋯⋯⋯⋯⋯⋯⋯⋯⋯...⋯⋯⋯.

目豚法委員舍的建洪草案 ..⋯⋯⋯......⋯ ⋯⋯⋯⋯⋯⋯⋯⋯⋯⋯⋯⋯.

目豚法委員舍的決以草案“⋯⋯⋯⋯⋯⋯⋯⋯⋯⋯⋯⋯⋯⋯⋯⋯⋯⋯.

第2133次舍洪

1989年 7月 9日 星期五上午 1。 吋

回家和固豚姐數同的夫系(寺題的第二部分)

特別根告長的第四次拫告”⋯⋯⋯⋯⋯⋯⋯⋯⋯⋯⋯⋯⋯⋯⋯⋯⋯⋯.

固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鏷完)

特別根告長的第五次拫告〔致完)

奈款草案的第七和第八部分 :

第 24奈 (航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同的夫系;在使用中

沒有优先地位)和

第 25奈 (目 豚水道的淍市×臻完) .......⋯ ⋯⋯⋯⋯⋯⋯⋯.........”

6。4

6U9

6● 4

6﹁ 6

6● 9

619

一 X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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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次

第 2● 34次舍洪

型壨生二旦里日星期二上午里生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筌完)      

〡...⋯⋯...⋯ ...⋯⋯⋯⋯⋯∴......  626
美洲法律委員舍現察長的友言”⋯⋯..

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現察真的友言∞⋯⋯⋯⋯⋯⋯⋯⋯⋯⋯⋯⋯⋯⋯.  6盟 .

危害人共和平反安全治罪法草案(生 )

起革委貝舍提洪的奈款草案

第 13、 14和 ﹁5無

第 13奈 (侵略的威跡)..⋯⋯⋯⋯⋯⋯⋯⋯⋯⋯⋯⋯⋯⋯⋯⋯⋯⋯.  638

第 2135次舍快

型壨生二旦里日星期三上午里生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生)

起草委長舍提洪的奈款草案(生)

第 13朵 (侵略的威跡)｛窒完) .⋯⋯⋯⋯⋯⋯⋯⋯⋯⋯⋯⋯⋯⋯⋯..  643

第 14奈 (干涉)∞⋯.....................⋯ ⋯...⋯⋯...⋯⋯⋯⋯..........  654

第 2136次套洪

型ㄓ生二且上日星期四上午里生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窒完)

起草委員套提洪的紊款草案(筌完)

第15朵 〔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  66U

第﹁6朵草案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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烎 次

第2139次舍洪

1989年 7月 14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

法目革命二百周年“∞ 671

目怀法委長套第四十一屆套以工作根告革稿

第六幸 目象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A 手言“......⋯...⋯ ........●●●●●●●●●●...⋯⋯⋯.........●●●●●.......⋯ .......  691

B 本屆全洪常坡遠介寺題的情況⋯⋯⋯⋯⋯⋯⋯⋯⋯⋯⋯⋯⋯⋯⋯.  672

第 2138次套洪

1989年 7月 14日 星期五下午 3吋

因隊法委員舍第四十一屆舍洪工作根告草稿(致
)

第六章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絞
)

B 本屆套以常以遠介寺題的情況(袋 )‥⋯⋯⋯⋯⋯⋯⋯⋯⋯⋯⋯⋯.  689

第 2139次套洪

1989年 9月 17日 星期一上午 1U吋

因怀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屆舍洪工作拫告草稿(緻
)

第六幸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袋完)

B 本屆舍以常快速介寺題的情況(袋完)⋯⋯⋯⋯⋯⋯⋯⋯⋯⋯⋯⋯  7U1
第五章 夫于目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韻害性后果的因狋女任

A 專言‥⋯............⋯ ..................⋯............⋯ ............⋯ .......  9U5

B 本屆套以常快速介寺題的情況∞⋯⋯⋯⋯...⋯⋯⋯⋯⋯⋯...⋯⋯.  9U6

第 214U次舍洪

1989年 7月 ●7日 星期一下午 3吋

回豚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屆舍洪工作報告草稿(象
)

-xVm一



瓦 次

第五幸.大于固豚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拉害性

后果的回隊女任(扶 ) .⋯⋯⋯⋯⋯⋯⋯...⋯⋯⋯⋯⋯...⋯⋯”

B 本屆舍洪申快速介寺題的情況(鎮完)⋯⋯⋯⋯⋯⋯⋯⋯⋯⋯⋯⋯

第刉 4﹁ 次舍扶

1989年 9月 18日 星期二上午﹁°吋

因怀法委長套第四十一屆舍快工作根告車稿(絞 )

第五幸 夫于目怀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振害性

后果的固豚責任(致完) .⋯⋯⋯⋯⋯⋯...⋯⋯⋯⋯⋯⋯⋯⋯∞

第七幸 固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 早言 .................⋯⋯⋯........................⋯ ⋯......................

B 本屆套洪常快速介寺題的情況”⋯⋯⋯⋯...⋯⋯⋯⋯⋯⋯...⋯⋯.

第 2● 42次套洪

η989年 7月 18日 星期二下午 3吋 ●U分

固怀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屇全洪工作根告草稿(絞 )

第一章 舍洪的鈕豕⋯⋯⋯⋯⋯⋯⋯⋯⋯⋯⋯⋯⋯⋯⋯⋯⋯⋯⋯⋯...⋯

第九章 委長舍的其他決定和緒淹

A 委貝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

B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

c 第四十二屆套洪的日期和地羔∞⋯⋯⋯⋯⋯⋯⋯⋯⋯⋯⋯⋯⋯⋯.

第 2● 43次舍快

1989年 9月 19日 星期三上午 1。 耐

固怀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屇套以工作拫告草稿(袋 )

第九幸 委貝舍的其他決定和錯淹(換完)

712

71之

72B

72B

725

7B4

7B●

741

7日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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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D.出席大套第四十四屆套洪的代表 ..⋯⋯⋯⋯⋯⋯⋯⋯⋯⋯⋯⋯⋯.

E.目豚法排刁舍 ..⋯⋯⋯⋯⋯⋯⋯⋯⋯⋯⋯⋯⋯⋯⋯⋯⋯⋯⋯⋯⋯.

F 希本籬托 .阿馬多紀念啡座 “⋯∞

第七幸.回拆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絞完)

B 本屆套坡常洪速介寺題的情況(袋完)⋯⋯⋯⋯⋯⋯⋯⋯⋯⋯⋯⋯

c 夫于目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紊款車未 ∞⋯⋯⋯⋯⋯⋯⋯⋯⋯⋯.

D 清求提出坪淹的同題”⋯⋯⋯⋯⋯⋯⋯⋯⋯⋯⋯⋯⋯⋯⋯⋯⋯⋯.

第二章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

D 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荼款草案

第 1各 (本奈款的范目)的泙注 ..⋯⋯⋯...⋯⋯⋯⋯⋯⋯⋯⋯⋯⋯⋯.

第2奈 〔不扁于本奈款范目的信使和郎袋)的泙注 .⋯⋯⋯⋯⋯........

第3奈 (用 活)的坪注 .⋯⋯⋯⋯...⋯⋯...⋯ ...⋯⋯...⋯⋯......⋯ ...∞

第4奈 (公夯通訊的自由)的坪注 .⋯⋯...⋯⋯......⋯ ⋯⋯⋯⋯⋯⋯∞

第5奈 (尊重接受固和避境回法律和規章的叉夯)的泙注 ....⋯∴.⋯ ..

第6奈 〔不歧視和村等待遇)的坪注 .⋯⋯...⋯ ...⋯⋯⋯.........⋯⋯∞

第7奈 (委派外交信使)的坪注 .⋯⋯⋯⋯⋯⋯⋯⋯⋯⋯⋯⋯⋯⋯⋯∞

第刉44次套以

1989年 9月 19日 星期三下午 3肘

固豚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屆套以工作報告車稿(袋 )

第二幸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換
)

D 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奈款草

案(致
)

第9奈 (委派外交信使)的坪注(緻完) .⋯⋯⋯⋯⋯⋯⋯⋯⋯⋯⋯.....

第8奈 (外交信使的江件)的坪注 .⋯⋯⋯⋯⋯⋯⋯⋯⋯⋯...⋯ ......∞

第9奈 (外交信使的因籍)的坪注 .⋯⋯⋯⋯⋯⋯⋯⋯⋯⋯⋯⋯⋯⋯∞

944

744

945

946

746

746

747

749

949

754

754

955

757

759

76U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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烎 次

第﹁U無 (外交信使的取夯)的泙注∞⋯⋯...⋯⋯⋯⋯⋯⋯⋯⋯⋯⋯⋯.  ’62

第●●朵〔外交信使取夯的結束)的坪注∞⋯⋯⋯⋯⋯⋯⋯⋯⋯⋯⋯⋯.  764

第12朵 (外交信使被宣告力不受9A迎或不能接受的人)的坪注 ..⋯⋯.  765

第η3奈 (蛤予外交信使的便利)的泙注 ......⋯ ⋯⋯⋯⋯⋯⋯⋯.⋯.....  766

第●4朵 (送入接受目或避境目的領土)的呼注“⋯⋯⋯⋯⋯⋯⋯⋯⋯.  963.

第●5朵 (行功自由)的坪注”⋯⋯⋯⋯⋯⋯...⋯⋯⋯⋯⋯⋯⋯⋯⋯⋯.  969

第16無 (人身保伊和人身不可侵犯)的坪注”...⋯⋯⋯⋯⋯⋯⋯⋯⋯.  77。

第﹁7紊 (恪 吋住赴的不可侵犯)的泙注 ..⋯⋯⋯⋯⋯⋯⋯⋯⋯⋯⋯⋯.  99●

第 2145次套以

1989年 二旦塱 日星期四上午里 生

固伓法委長套第四十一屆全洪工作根告草稿(緻 )

第二章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抻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國

D 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廿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奈款草

案〔緻)

第19無 (帖吋住楚的不可侵犯)的泙注”⋯⋯⋯⋯⋯⋯⋯⋯⋯⋯⋯⋯.

第18紊 〔管轄豁免)的泙注”⋯⋯⋯⋯⋯⋯⋯⋯⋯⋯⋯⋯⋯⋯⋯...⋯ .

第19朱 (免除夫稅和捐稅)的坪注 ..⋯⋯⋯⋯...⋯⋯⋯⋯...⋯⋯⋯⋯.

第2。無(免除粒查和粒驗)的評注”⋯⋯⋯⋯⋯⋯⋯⋯⋯⋯⋯⋯⋯⋯.

第21奈 (特叔和豁免的幵始和錯束)的泙注”⋯⋯⋯⋯⋯⋯...⋯⋯⋯.

第22無 (放井豁免｝的坪注 ..⋯ ...⋯⋯⋯⋯⋯⋯⋯⋯⋯⋯⋯⋯⋯⋯⋯.

第23奈 (受托送交外交郎袋的船故或机故的地位)的泙注“⋯⋯⋯⋯.

第24奈 (外交郎袋的氓別)的坪注.⋯⋯...⋯⋯⋯⋯⋯⋯⋯⋯⋯...⋯ .

第25奈 (外交郎袋的內容)的泙注”⋯⋯⋯.⋯⋯⋯⋯⋯⋯⋯⋯⋯⋯⋯

第26奈 (以郎政或任何逐輸方式侍送外交郎袋)的泙注‥⋯⋯⋯⋯⋯.

第27朱 (外交邯袋的安全和迅速送交)的怦注“⋯⋯⋯⋯⋯⋯⋯...⋯ .

774

77寫

779

779

78U

781

783

986

789

78▼

9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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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奈 (外交郎袋的保伊)的坪注”⋯⋯⋯⋯⋯⋯...⋯⋯⋯⋯⋯⋯....

第29朵 (免除夫稅和捐稅)的坪注∞⋯⋯⋯......⋯⋯⋯●..⋯...⋯ .......

第3U朵 (遇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況吋的保伊措施)的坪注 ..⋯⋯.⋯

第3● 朵〔不承汏回家或政府或沒有外交或領事夫系)的泙注 ..⋯⋯....

第32紊 (本奈款同其他公的和林定的夫系)的汗注∞⋯⋯⋯⋯...⋯⋯.

第刉46次舍洪

1989年 7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3吋

回你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屆套以工作報告革稿(袋
)

第二章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袋完)

D 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奈款草

案(袋完)

第12奈 〔外交信使被宣告力不受砍迎或不能接受的人)的坪注(袋完)

夫于特別使市困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一任摔決定中草案的坪注”⋯⋯⋯.

夫于普遍性因隊組象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二任摔決定串草案的坪注 ..⋯ .

A 早言 ..⋯ .......● ●●●●⋯●●●●..........●●●●⋯⋯⋯........●⋯⋯⋯⋯.....●⋯●

B 委長套的建以 ..⋯⋯⋯⋯⋯⋯⋯⋯⋯⋯⋯⋯⋯⋯⋯⋯⋯⋯⋯⋯⋯.

C 委員套通避的決以

烎 次

989

788

788

789

989.

792

993

794

795

996

第三幸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A 專言”⋯........ 998

799B 本屆套快常快速介寺題的情99L”⋯⋯⋯⋯⋯⋯⋯⋯⋯⋯⋯⋯⋯⋯.

第幻47次舍洪

1989年 7月 21日 星期五上午 1。 吋

回妳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屆舍洪工作技告草稿(袋
)

第三幸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革集(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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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次

812
B 本屆舍洪申以遠介寺題的情況‘鎮完)⋯⋯⋯⋯⋯⋯⋯⋯⋯⋯⋯⋯

c.夫于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奈款革宋

第﹁分市〔委長舍至今力止哲吋通避的奈放草案案文)....⋯⋯⋯⋯∞

第2分市(委貝舍第四十一屆舍洪哲吋通道的第13、 14和 15朱草案

案文及其坪注)⋯ ...⋯ ...⋯ ...⋯ ...⋯⋯⋯⋯⋯⋯⋯...⋯⋯⋯⋯⋯

第﹁3奈 (侵略的威跡)的坪注 .⋯⋯...⋯⋯⋯⋯⋯⋯⋯⋯⋯⋯⋯⋯∞

第 14奈 (干涉｝的坪注 .⋯⋯⋯⋯⋯⋯⋯⋯⋯...⋯⋯⋯⋯...⋯⋯⋯∞

第15奈 (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目統治)的泙注 ..⋯⋯⋯⋯⋯⋯⋯.

815

815

816

82U

823

第 2148次套快

●g89年 二旦生 日星期五下午三壁零旦分

囝坏法委長套第四十一屆舍洪工作拫告草稿(鏷完)

第三幸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鎮完)

c 夫于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紊款草案(緻完)

第2分市(委 貝舍第四十一屆套以哲吋通道的第13、 14和 15朵草案案

文及其坪注×缺完) .⋯ ......⋯ ⋯⋯⋯⋯⋯⋯⋯⋯⋯⋯⋯⋯⋯”  825

第15無 (殖民統治及其他形式的外圍坑治)的泙注(墩完).⋯⋯⋯⋯..  825

第四幸 固家責任

A 專言”......⋯...⋯.....................⋯ ⋯⋯⋯............................  831

B 本屆舍洪申以速介音題的情況 ..⋯⋯⋯⋯⋯⋯⋯⋯⋯⋯⋯⋯⋯⋯.  8s.

c 委長舍至今力止哲吋通道的第二部分紊款草案案文 ..⋯⋯⋯⋯⋯.  835

第八幸 回家和因豚鈕銀同的夫系(寺題的第二部分)

A 早言 .....●●●⋯⋯.....●●●●●●●●●●............⋯⋯......● ●●.........⋯ ..........  836

B 本屆套洪常快速介寺題的情況 ..⋯⋯⋯⋯⋯⋯⋯⋯⋯⋯⋯⋯⋯⋯.  836

套洪閉幕 ..⋯⋯⋯⋯⋯⋯⋯⋯⋯⋯⋯⋯⋯⋯⋯⋯⋯...⋯ ...⋯⋯⋯⋯⋯⋯.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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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舍委員

姓名

博拉 .阿德赤姆博 .阿吉博拉素王

侯寨因 .巴 哈納先生

奧恩 .哈索內先生

里巫茲 .西 哈茂德 .薜米 .H9L西先生

加埃塔渃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胡利奧 .巴水沃≠先生

朱里 .巴 水甜戈夫先生

的翰 .艾佮 .比斯利先生

穆罕默德 .本努幼先生

布特多斯 .布特多斯一加利先生

卡洛斯 .卡菜多 .′德里格斯先生

菜昂幼多 .迪正斯 .因 菸雷新先生

古茲蒙迪水.埃里克松先生

芳雷水 .B弗朗西斯先生

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弟朗西斯 .馬 洪 .海斯先生

素你赫 .E伊留埃卡先生

安德烈正斯 .J雅科籬德新先生

阿卜杜勒 .G科多馬先生

艾哈近德 .馬希馬先生

斯蒂芬 .C友卡弟里先生

弗〨克 .× 恩詹加先生

小木曾本雄先生

斯坦尼斯瓦夫 .帕夫拉克先生

一 XX∥i 一

回籍

尼日利工

巴林

的旦          .
伊拉克

意大利

阿根廷

赤維埃社舍主又共和目朕盟

加李大

摩洛哥

埃及

巴西

委內瑞拉

冰島

牙妥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因

爰本主

巴李馬

塞浦路斯

塞拉利昂

阿水及利工

美利里合尒回

肯尼正

日本

波〨



姓名 固籍

6口 湛ε
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芛 .拉奧先生

馬送加新加
埃迪小只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法因
保多 .勒奉先生

希腊
埃馬努埃卡 .年庠納斯先生

塞#本 .塞普水籬送 .古扶雷斯先生        墨西哥

中目
史久佛先生   ‘

秘害
路易斯 .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

塞內加示
社杜 .錫正姆先生

德意志耿邦共和固
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保加利工
JZㄞ 山大 .切科夫先生

主席困成長

主席:伯 思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第一副主席:彭 馬拉朱 .斯里尼瓦蘚 .拉奧先生

第二副主席:埃馬努埃卡 .害庫鈉斯先生

起草委貝套主席:卡洛斯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根告長:穆罕默德 .本努納先生

法律事夯斤編暴司司故弗拉基米你 .S科特放水先生代表秘半故并捏

任委貝舍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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玟   程

委員舍在 1989年 5月 2日 第 2U95次套以上通避了如下以程:

1 本屆舍洪的工作安排.

2 回家責任.

3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特豁免.

4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妒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

5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6 固妳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7 夫于固狋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韻害性后果的目豚責任.

8 目家和回你鈕坎同的夫系 (寺題的第二部分)。

9 委員舍的汁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1U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11 第四十二屆套洪的日期和地羔.

12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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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隊法院裁央集》

《固狋常沒法院 A輯》

窮 略 悟

歐洲豋湃委員套

歐洲銍洴共同体

夫稅及與易患林定

固豚法院

釭十字固豚委長舍

回豚法林套

固怀旁工姐欽

固豚貨市基金鈕券

北大西洋公的鈕坎

美洲回家鈕躲

非洲統一組班

銓渀合作与友展組珠

固豚常沒法院

球合固坏境規划署

朕合固教育、科苧及文化鉏抓

万因郎政秩盟

世界知枳戶杈鈕欽

圄狋复共幵友銀行

*

《固怀法院判決、咨掏意兄和命令集》

《固抔常沒法院判決集》

(第 1-24集 :直到并包括 193U年 )

*

夫于引文的說明

在引文中,以斜体排印且后接有星咢的洞句或段落在原文中并不是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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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所引用的多迪公的

人杈

《防止及恁治天免种族罪公的》 (鈕的,1948年
12月 9日 )

《公民叔利和政治叔利回狋公的》(組的,1966
年 12月 16日 )

《銓汫、社合、文化叔利目豚公的》 (鈕 的 ,

1966奇三12月 16日 )

《找爭罪及危害人英罪不适用法定時效公的》
(鈕的,1968年 ●●月 26日 )

《禁止并恁治种族隔萬罪行目隊公的》 (組的,

1973年 11月 3U日 )

特杈与豁免,外交夫系

《琺合回特杈及豁免公的》 (俺 敦,1946年 2月

13日 )

《寺ㄇ机构特杈和豁免公的》〔鈕釣,1947年 11

月 21日 )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 (維也鈉,1961年 4月
18日 )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 (維也納,1963年 4月
24日 )

《特別使市公的》(鈕的,1969年 ,12月 8日 )

《夫于防止和愆赴侵害庄受固豚保伊人長包括外
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的》 (組的,1973年 12月
14日 )

《籬也納夫于回家在其肘普遍性固隊姐象夫系上
的代表杈公的》 (籬 也鋪,1995年 3月 14
日)

●

來源

耿合目,《奈夠集》,第 78
卷,第 277更 .

同上,第999卷 ,第 19●

更.

同上,第 993卷 ,第 3頁 .

同上,第754卷 ,第 73
〕9::.

同上 , 第 1U15卷 , 第 243
烎。

同上,第 1卷 ,第 15更 .

同上,第 33卷 ,第 261

:9:「 .

同上,第 5UU卷,第 95
烎.

同上,第 596卷 ,第 261

:9日

「
.

耿合 目,《 1969年 法律年
盤 》 (出 售 品 編 母 :

E71V4),第 125頁 .

耿合 目 ,《 恭的集》,第
1U35卷 ,第 167頁 .

耿合 固,《 1975年 法律年
鈭 》 (出 售 品 編 咢 :

E97V3),第 87更 .

- XXV:I 一



各的法

《籬也鈉奈的法公的》 (錐也納,﹁ 969年 ,5月
23日 )

《
窒嶲篘蒙玩良象彘早平鬖誓苦3靖:Π畬男緊拏弩賀
21 日)

海洋法

《領海及毗達Σ公的》 (日 內瓦,1958年 ,4月

29日 )

《公海公的》 (日 內瓦,1958年 4月 29日 )

《
馬嘗́ 掔秀離 黯

物資源公的》 (日 內瓦 ,

《大陪架公的》 (日 內瓦,1958年 ,4月 29日 )

《耿合固海洋法公的》 (蒙特哥只,1982年 ,12
月 1U日 )

核活功和外居空同活功所造成板害的責任

陼蠥吾早;聲:言:諱 ;吾︴要:資:韋嬿 、
,1古

::曾:

月 刉 日)

《
窣老贊考緇

民事責任公的》 (籬也納, 1963

璩灃鰼韜驊駻:驁狀之爹首胖

嗨早日在莒蹺繪
汸軸6.

同上,第 45U卷 ,第┐1

頁.

同上,第 559卷 ,第 285

:9日:。

同上,第499卷 ,第 311

頁 ,

CUNF62/122.

耿篹早
,登鬼色幫鋅擺

頁.

同上 , 第 1U63卷 , 第 265

英.

同上,第 961卷 ,第 189

瓦.

�絁
�笲

畤
�祫

芬
ㄚ
畤
Ｍ

穴
眽畤眱

�
邪
畤
�翍

眹�紩犬
眹畤

≒

翼
�紺畤
ㄘ

�祧〨
畤畤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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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第四十一屆舍以文件一芃表

林 題 各 注

A/CN4ˊ 418  嗨吋以程           油印本.夫于所通避的洪程,

兄上文第 頁.

A/ CN4/419 特別報告長杜杜 .錫工姆先生編 特載 于 《1989年 ”..” 年
〔和 CUrr1〕 和  耳的失于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  盤》,第 二卷 〔第一部
Add.1      治罪法草案的第七次技告    分).

A/CN4/42U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 同上.

交郎袋的地位:仄各回政府收到的

坪淹和意見

A/CN4/421〔和 特別根告長斯蒂芬 .友卡弗里先生 同上。
C°

「1、 2和 4)  編耳的夫子固防水道非航行使用
和Add1和 2    法的第五次技告

A/CN4/砭 2〔和 特別拫告貝小木曾本雄先生編耳的 同上。
C°π1〕 和 Add1  夫子目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的
〔和Add1/    第二次報告
Corr┐ )

A/CN4/砭 3〔和 特別拫告貝胡利奧 .巴水沃芛先生 同上.

C。「1和 幻     編与的大于目隊法不加禁止的行

力所戶生的韻害性后果的目狋黃

任的第五次拫告

A/CN4/424〔和 特別根告員菜昂幼多.迪正斯 .因 同上.

c。π1〕       芛雷斯先生編耳的夫于回家和因

豚組奴同的夫系 (寺題的第二部

分)的第四次報告

A/CN4ˊ 砭5〔和 特別根告貝加埃塔渃 .阿〨焦一會 同上.

C。
「
●〕和 Add1  伊斯先生編弓的夫子回家責任的

〔和Add1/    第二次拫告

Corr1〕                 一xxix一



文 件 杯 題 各 注

A/CN4/└ 4B●    秘串赴躺 的大舍第四十三屆套 油印本

洪期同第六委見舍討站固豚法

委長舍報告的寺題摘要

A/CN4/∟4S2   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 兄第2● 2B次套快 (第﹁6段起

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奈款草  各段)、 第 2129次舍洪

案.起革委長舍二旗通道的杯  (第 ﹁-● U3段)和第 2● SU

題和案文:第 1至第 32奈及  次至第因鈕次全洪的筒要 .

. 第一和第二任捀以定半草案   圮承。

A/CN4/L433   夫于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兄第2● 翱次舍快 (第的段起各

草案的奈款草案:起草委長舍  段)、 第 因∞次套以及第

通避的柝題和案文:第 13、 第  因SU次舍吠 嘮印〢〢她 的

14和第15奈.        筒要瓩孔

A/CN4/└ 4田   目怀法委貝套第四十一屆舍洪工 油H口9札 夫于所通造的案文,兄

作才艮告草稿:第一章 (舍洪的鈕  《大舍正式兌乳 第四十四屆

套洪 ,朴 編第 ●U母 》
多分民)

rA/聑 /1U9。 撮后案文載于

KK●喲 年 .⋯準崟》,第踡

(6算寫
「一
二二j官H6t9〕‵).

A/CN4/└435和  同上:第二章 (外交信使和沒有 同上。

Add1┤ 〔和     外交信使抻送的外交郎袋的地

Add4ˊ C。π1〕     位)

A/CN為 /∟436和  同上:第三章 〔危害人美和平及 同上.

Add﹁＿s       安全治罪法草案)

A/CN4/└ 4S’   同上:第四璋 〔回家責任)    同上.

A/CN4/∟43B   同上:第五幸 (夫于固怀法不如 同上°

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掘害性后

果的固豚責任)

A/CN4/L439和   同上:第六章 (回家及其財戶的 同上.

Add1和 2      管轄豁免〕 一XXX一



文 件 杯 題 各 注

A/ CN4/ L們   同上:第七章 (回 豚水道非航行 同上.

〔和 Coπ 1〕 和   使用法)

Add1和 2

A/CN4/L聑1   同上:第八幸 (回家和目沶姐象 同上.

同的夫系 (寺 題的第二部

分))

A/CN4/L聑2   同上:第九章 (委員套的其他次 同上.

定和結淹)

A/CN4/Sn2Ug5  第2Ug5次套以至第2UHB次舍以的 油印本。最后案文載于本卷.

〝 /CN4/     帖吋筒要圮暴

S日 21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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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昹法委員合

第四十一屇舍坡筒要圮最

”釸年 J月 2日 王 7月 刀 日在日內瓦拳行

第 2U95次舍以

1989年 5月 2日 星期二下午 3吋 15分

卸任主席:菜昂納多 .迪巫斯 .网 菸雷斯先生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水沃芛先生、巴本甜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布特多斯一加利先生、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弟朗西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錄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与先

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庫幼斯先

生、塞普你籬送 .古鈇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

姆沙特先生、物科夫先生。

套以幵始

1 卸任主席宣布目隊法委員舍第四十一屆套洪幵始,并且向委員套委員、秘

串赴人長,特別向委員舍新任秘半弟拉基米水 .科特敕水先生表示砍迎.

卸任主席的啡活

2 卸任主席悅,他受目隊法委員舍的委托,出 席了大套第四十三屆舍洪,以

一 I-



便向第六委員套介紹委員舍第四十屆套扶的根告 (A/43/1U)1 .委 長舍委員

們可查岡他在六委所友表的汫活的案文
2 ,六委討稔目怀法委貝舍根告的泥暴;

以及秘中於編弓的寺題忖梵摘要 (A/cN4/L431).他 們可以看到,第 四十屆

套快的根告所引起的辯淹患的悅來是私板的,友言的代表因大部分都肘因怀法委貝

舍的〦作友表女同的意兄.

3 不避,六委討梵中的某些方面值得在此介紹一下.首先,位垓指出,有些

代表田,冬管是很少數代表因,以更多的吋同去批泙委員全的程序和工作方法,而

不是肘委長舍 4U年來正是位用遠些方法所取得的成果迸行客現的患緒.可是,在

肘委員舍的程序和工作方法送行避速祥多的忖淹以后,現在位垓很明昱,委員套使

用的程序和工作方法,冬管并不理想,半竟是最道庄它的需要和特魚,因 此是最有

效的程序和工作方法.

4 此外,必須指出,只有很少數代表困晌位因豚法委長舍按照大舍的要求向

它們提出的呼吁,即 吁清它們肘于固豚法委長舍希望汏各目政府得到必要指示以便

送行其工作的具体同題提出泙淹和意兄.卸任主席在其在六委的啡活中逐特意提到

速一魚.

5 而且,夫于委貝舍的根告,透有一羔淏舍,很多代表在友言中所提到的并

不是委員舍拫告本身,而是特別才艮告長的根告或者起草委長套的建以.也件速介淏

套是由于委員舍根告提出的方式而戶生的.庄 些強琱速介事央:委員合向大舍提交

的,是它的全体舍洪甘淹的錯果,也就是委員套全体所通逮的建以、奈款草案和砰

注.如果六委的坪淹針肘的是与委員舍全体在拫告中所通避的建洪相反的建洪,那

是不能容忤的.今后必須避免在送一羔上戶生任何淏舍 .

6 夫于目怀法委員舍的工作方法同題,需要消除另一介淏套,有 一些代表

困,出于不大清楚的原因,將速介同題作力主要的淹題.有些人确其似乎是林目隊

法委員舍是六委的一介工作姐的原則出友的,他們不了解或者裝做不了解委長舍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

《大套正式記彔,第 四十三屆套洪,第 六委貝舍》,第 25次舍洪,第

�羛
�羛
�紿
眭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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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羔.委員套蛗然是大套的一介附扁机构,但它具有相些程度的狂立性,有它自己

的章程,它 的委長是以介人身分些逸的,而不是作力政府的代表些逃的,因此它有

叔制定自已的決事規則.

7 送少數代表因友出的批評之一是什村目隊法委員套的戶量以及它利用分配

給它的吋同的方式的.遠种批坪來自一今并不以准吋著林的委員套,确 共有些奇

怪.有人黃各目狋法委員套提出的拫告大故,特別是有失不同寺題的厊史背景的叔

迷大故,同 吋又抱怨悅如果不多年注意委員全的工作就很雅准确理解拫告的內容,.

因力不了解報告中各項建洪的來尤去林,速也有些自相矛盾.各因政府出席耿大的

代表确央吋常更換,也件固豚法委員套庄垓考慮一下如何解決以下同題:它 怎祥才

能履行它肘大套的叉夯,以本可能完整和合理的方式介紹它的工作成果,以便向各

回政府提供一切必要的材料,使政府能肘它提出的建以表明念度,与 此同時又要能

移确信,正如它有叔期望的那祥,大套特以庄有的注意和汏真的杰度未申查它的拫

告?在此不座忘圮,委員舍的拫告也是很受固狋法令家螢賞的一介工具,甚至因豚

法院的判決也引用委員舍的拫告.

8 卸任主席村于速今同題可以提出兩介解決亦法,些然,如果委員套本屆合

洪決定再度建立規划小姐的活,速介同題就位垓由規划小組送行常洪.第一介亦法

也忤是由六委在報告提交的下一年而不是些年來常查因豚法委員舍的根告,送祥就

可以使各目政府有足銘的吋同深入研究委員舍的根告,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奈件下向

其代表因友出必要的指示.速祥的亦法昱然有介缺焦,即特別拫告貝和委長舍本身

都元法在其下屇套以上考慮六委所提出的意兄.力 了妳朴速介缺羔,委員舍可以交

錯或乾換常以提交給它的不同寺題.另 一介可能的亦法就是由各回政府在相些短的

期限內以中面形式提出意兄,以便使秘串赴能耳出一介摘要,但速并不妨得出席六

委套以的代表因在必要吋在套以上皮表其意兄.

9 至于第六委員舍根据大套 1987年 12月 7日 第42/156母決洪第 6段規

定淡立的特淡工作組,卸任主席悅在銓避若干次舍洪后,它不得不承汏速介明昱的

事央,即 它不可能以外因你法委員套的方法和程序制定准則或友出指示作力自己的

-3-



目杯,速些同題已由委貝套的幸程加以規定.垓工作姐主席致六委的拫告
3 全文

已銓分友給委員舍的委員們.

1U 在提及-● 其他机构的合作同題吋,卸任主席通知委長舍悅,他作力現察

長,出 席了 1988年 11月 至 π2月 在斯特拉斯堡半行的歐洲法律合作委長舍舍

洪,在舍上有人提以在固杯法委員舍升套的同時,半行一次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的

套以,以便研究兩介机构共同夫心的同題.他逐代表委員舍出席﹁989年 2月 在內

步半犖行的工非法律怭商委員舍套快.些 吋瑞典和芬生的法律碩同建洪,在瑛合固 .

的主持下,在大套第四十四屆舍快期同,犖行一次正非法律怭商委員舍所夫注的同

題的忖梵套,即 夫于污染和坏境的忖梵套.

●● 科多凸先生兵!代表委員舍參加了非洲豋洴委員舍 1989年 1月 在正的斯

正只巴組銀的一次甘梵河流和湖泊流域友展同題的套洪.帕夫拉克先生代表委長舍

參加了1988年 8月 在牛沙拳行的固隊法林套舍洪.

12 科多馬先生悅,他螢成卸任主席的大部分意兄,不逍他以力,六委的批

坪也是促使委貝套改造其活劫方法的一种方式.他在非洲銍渀委長套鉏班的舍以上

洋鉬介紹了固跡法委長套夫子目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令題的工作,他注意到与舍者

戶泛焚同委長全在遠介同題上所提的建洪,速很令人鼓舞.

下午 4吋全洪暫停,4吋 2U分复套.

逸犖主席困成長

舍洪以鼓掌方式逸拳格雷夫拉特先生力主席.

格雷夫拉特先生就任主席.

13 主席感謝委員舍逸犖他捏任主席所給予他的固家及他本人的菜替以及肘

他所表示的信任.他將努力效法各前任主席樹立的客現性和公正性的榜梓.他力卸

任主席在主持上屆套洪的工作以及代表委長舍出席大全第四十三屆套以中所表現的

才能向他表示感謝,他相信規划小組將充分考慮卸任主席提出的很有意〤的建洪.

3同上,第 4。 次套快,第 1U┤ 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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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他意洪到逸拳他捏任委員舍本屆舍玟主席的意又,本屆舍洪正值回豚法
委貝舍tll立 四十周年之怀.目妳法委員套的紊款草案和建洪,以及其特別報告長的
報告,都是肘目狋法的友展和村些代因豚社舍的法律秩序的板力重要的貢就.央豚
上委員舍在其 1949年第一屆套以上就在送行緝朵的寺題中确定了兩項至今仍是委
員套工作中心的寺趣,即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特豁免和國家女任.委員舍逐指定一介
特別根告長久青草似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速是仍列入委員套快程的另
一今寺題.送三介寺題特別具有能加強回怀法律制度的性廣.          .

15 也是在第一屆舍以上,委員套似汀了各固叔利和〤夯宣言草案.4 亥
草案深刻地影晌了以后所送行的工作,速些工作早致通避各固依朕合目先章建立友
好夫系和合作的因狋法原則宣言,5 垓宣言中載有一系列一直具有現央意〤的規
｝疋!.

16 主席表示相信,由 于委員們的才能、銓駩和合作,委 員套本屆舍洪特套
取得令人滿意的迸展.

套以以鼓掌方式逸拳斯里尼瓦祥.拉奧先生力第一副主席.

舍洪以鼓掌方式逸犖害庠納斯先生力第二副主席.

套以以鼓掌方式逸帶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力起革委員套主席.

套以以鼓掌方式逸拳本努納先生力報告長.

通道以程(A/CN4/418)

17 主席靖委員舍通遊喵吋以程 (A/CN4/418),但 有一項涼解,此項央
定不影晌各寺題常洪的次序,垓次序粹在道些吋候确定.

佑吋坡程(A/CN4/418)通避

18 主席提靖委長們注意大舍 1988年 12月 9日 第43/169咢決洪,他提
以垓決以第5段 中提出的要求在洪程項目9(委員套的汁划、程序、工作方法及其

4兄
《1949年⋯⋯年盤》,第 286更 以及下列文件。

s大
套 197U年 1U月 24日 第 2625(××V)咢映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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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工作)內 申快,垓項洪程已送交規划小組討淹.

就遠祥決定.

本屆舍快工作安排(洪程項目1)

19 主席悅,拼大的主席目的組成人貝除本屆舍洪的主席困成長外,逐包括

特別被告長和曾拉任委長套主席的委貝,即 阿生焦一各伊斯先生、巴水沃#先生、

迪工斯 .因 菸雷斯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錫JE姆先生、物科夫先生、
.

弗朗西斯先生和勒泰先生.

2U 科多耳先生悅,最好將來在委員套每屆合洪幵始吋就能有一介筒要的迸

度表,指明它要常洪的各份甘艮告編耳迸展的險段.

下午三生生 分舍以哲停,旦 生坒 坌复舍.

刉 主席說明委長套要討淹的報告的分友情況.有四份根告逐沒有友出,將

在 5月 17日 至 6月 1日 之同友出.委長舍逐特收到小木曾先生夫于回家及其財戶

的管轄豁免的第二次根告,它將同時忖淹小木曾先生的初步拫告和現在送份拫告,

迪去的報告上一屆全以未能甘梵。

考慮到以上拫告粹先后友出,廿大的主席因建洪委長舍按下列嗨吋順序申洪洪

程中的項目:

1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項 目ω ⋯⋯⋯⋯⋯⋯⋯⋯ 7次舍洪

2 國家責任 (項 目2) ⋯⋯⋯⋯...⋯⋯⋯⋯⋯⋯⋯⋯⋯⋯⋯⋯⋯ 7次舍洪

以后再拳行

2次舍洪

3 夫于目狋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拍害性后果的固豚責任

(項 目7) ⋯⋯⋯...⋯⋯⋯⋯⋯⋯⋯⋯⋯⋯⋯⋯⋯⋯⋯⋯⋯⋯ 5次舍快

以后再犖行

﹁次套洪

4 回家及共財戶的管轄豁免 (項 目3〕  ⋯⋯⋯⋯⋯⋯⋯⋯⋯⋯⋯ 7次舍洪

5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項 目6) ⋯⋯⋯⋯⋯⋯⋯⋯⋯⋯⋯⋯ 6次舍以

6 回家和固豚組奴同的夫系 〔音題的第二部分)〔項目8) ⋯⋯⋯ 2次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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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套將用 4次舍快未常查起草委員舍的根告,逐將拔出必要的吋同接待同它保

有瑛系的其他法律机构的代表.                 .
22 如元反肘意兄,主席將汏力委員合同意通避遠介嗨吋工作卄划.

就送祥決定.

委員舍的卄kll、 程序和工作方法

及其文件工作

〔以程項目9〕

拼大的主席目的規划小組成長

23 主席悅廿大的主席困提決規划小組組成如下:斯里尼瓦辨 .拉 奧先生
(主席)、 阿吉博拉素王、凱西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並斯 .网 祥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伊留埃卡

先生、雅科籬德新先生、馬希与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
害庫幼斯先生、錫正姆先生、托姆沙特先生和揚科夫先生.規划小組不限制舍以參

加人數,委員舍其他委員也可參加其舍洪.

就速祥決定。

24 主席提醒委員套,它 曾在上屆套洪
6 

吋決定淡立一介工作＿ql,久 黃提

以有哪些寺題可以列入委員舍的故期工作汁划.抃大的主席困建洪扁于五介地區小

組的委員分別幵套,各提名一介代表參加垓工作組,由工作組逸出其主席.

下午 6吋 3U分散舍.

6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1U頁 ,第 5S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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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U96次舍洪

1989年 5月 3日 星期三上午 1。 吋

主席: 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e9L西先生、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水沃≠先生、巴你甜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布特多斯一加利先生、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 .

斯 .因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籬德斯先

生、科多馬先生、耳希為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

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庠納斯先生、塞普你籬送 .古扶雷斯先

生、史先生、索拉里 .目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物科夫先生.

起草委貝合

1 卡菜男 .男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銓造+.i商 ,他提以下列

人長力起草委員合成長: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巴水磞戈夫先生、比斯利先

生、迪正斯 .因 伊雷斯先生、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

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塞普你籬送 .古釱雷斯先

生、史先生和索拉里.困德拉先生.本努納先生作力固豚法委長舍的根告長,將力

起草委長舍的些然成長.

就送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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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1

(A/CN4/411,2 A/CN4/4︳ 9, 3 A/CN4/L431, D市
,

︳LC(XL︳ )ˊ C。 nf日 oomDoc3)

〔以程項目5〕

特別報告長的第七次報告

第 13朵 (找爭罪)和

第 14朵〔危害人哭罪)

2 主席遨靖特別拫告員介紹其有失本昔題的第七次披告 (A/CN4/419)
及第 13和第 14奈草案

4 ,速
兩奈案文如下:

第二章 构成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力

‘
第●3奈 找爭罪

第一各逸案文

(a) 任何 〔尸重〕連反找爭法規或刁慣的行力,均构成我爭罪.

(b9 在本治罪法意叉范園肉,‘找爭
’
一洞指1949年 8月 位日日內瓦四

1治
罪法草案由回豚法委員舍在其 1954年第六屇舍以上通逍 (《 1954年

⋯⋯年盤》,第二卷,第 151至 第 152頁 ,文件 A/2693,第 54段);特載于

KK● 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丌 ,第 18段 .

2特
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3特
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4由
特別根告貝在其 1986年第四次報告中分別提交的第 13和第 14奈草案

的修汀案文 (《 1986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85至第 86丌 ,文件

A/CN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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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共同的第 2奈和遠些公的 1999年 6月 8日 第一附加以定中第 1奈第 4

款所界定的任何目豚性或非固怀性武裝沖突.

第二各逸未文

(a) 在本治罪法意又范日內,任何 〔尸重〕達反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固

怀法規則的行力,均构成找午罪.

(b9 ‘
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固坏法規91ll’ 一悟指坤爽各方筌汀的目怀怭定 .

所規定的規只j,′ 以及道用于武裝沖突的普遍公汏的固狋法原則和規則.

第 14奈 危害人爽罪

下列行力构成危害人榮罪:

1 又銫种族,即 蓄意全部或部分消火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群体的任

何行力,包括:

〔一) 茶害垓群体的成長;

(二) 肘垓群体的成長造成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尸重仂害;

(三) 故意使垓群体承受某种生活狀況,意困使其全部或一部分在

肉体上被消又;

〔四) 強制采取措施,意 困阻止垓群体內的生育;

(五) 強迫特移垓群体的儿童至另一群体.

2 第一各逸案文

种族隔南,即在1973年 《禁止并恁治种族隔南罪行的目杯公的》第二奈

中所界定的行力,以及一般而言,建立基于种族、民族或宗教歧視的任何政府

制度的行力.

2 第二各逃案文

种族隔南位包括 〔如在南部非洲所央行的〕种族分萬和种族歧視的政策和

亦法,是指力建立或維持一介种族群体肘任何其他种族群体的統治,并且有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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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地汪制其他种族群体而央施的下列不人道行力:

(a) 用下列方式剝李一介或一介以上种族群体的成長的生命和人身自
由的叔利 :

(一) 茶善垓群体的成長;

(二) 使垓群体的成長受到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尸重仿害,掘害

其自由或尊尸,或使其道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楚何;                .
(三) 任意逮捕和非法盟禁垓群体的成長;

(b9 故意使垓群体承受某种生活狀況,意 困使垓群体的全部或一部分

在肉休上被消火;

(c9 采取任何立法措施及其他措施, 旨在阻止垓群体參与垓目的政

治、社套、銓漭和文化生活,以及故意創造奈件,阻止垓群体的充分友展,特
別是剝李垓群体盹成長的基本人叔和自由,包括工作的叔利、組象銓承汏的工

舍的杈利、受教育的杈利、南幵和返回本目的杈利、享有回籍的杈利、自由迂

徙和居住的叔利、自由友表意兄和言淹的杈利以及自由和平集合和錯社的叔

利 ;

(d) 采取任何措施,包括立法措施,意 囿用下列方法按种族界我分化

人民:建立各群体分別的保留地或集居Σ,禁止不同群体的成長之同遇婚,和

沒收厲于种族群体或其成長的地戶;

(e9 剝削种族群体的成長的芳功,特別是村其央行強迫芳功;

°  迫害反9I种族隔高的組欽和令人,剝李其基本叔利和自由.

3 奴豪制和所有其他奴役形式,包括強迫芳功.

4  〔a) 粹居民杕其領土上班逐或強迫特移;

(b9 使移民在占領領土上定居;

(c) 改交外因領土上的人口姐成.

5 因社套、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理由而肘任何居民或介人犯下的所有其

他不人道行力,包括茶害、放逐、消火、迫害和大規模破坏其財戶.

6 村堵如人美坏境等人美至力重要的資戶的任何蓄意尸重韻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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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炅)悅 ,他的第七次報告 (A/cN4/419)封梵

找午罪和危害人美罪,送是委員套已洋冬甜稔避的同題.垓報告的目的主要在于提

出兵体奈文,即 米于找爭罪的第13紊草案和夫于危害人共罪的第14奈草案.垓

報告遜何要釵迷了有失遠一主題的理站性甜梵和早先的几次辨梵,主要是力了扯委

貝舍那些新些逸的委長了解情況,因力他們未能參加委員套夫于本音題的所有甜

梵.他們些然可以提出与夫于第 13和第 ﹁4奈草案的封站相夫的原則同題,但不

可能再重新送行一般性辦淹.                        .
4 第 13奈草案提出三介同題:定叉、用活和构成找爭罪的行力是否須具有

某种程度的尸重性同題:

5 夫于第一介同題,須在洋冬元遺地列半我爭罪和一般性定又同做出逸捀.

然而,幵列一介真正洋冬的清草央怀上是不可能的.19U7年 海牙公的 (第

四)5 必須求助于著名的馬板斯無款 (同 上,第 5段 ),依照馬頓斯奈款,如果

垓公的沒有明确列拳的行力達背了固隊法原則,也可被視力違反找爭法規的行力.

委貝套在 1954年的治罪法草案中避免了列犖的亦法,而是依照些吋特別報告長已

故球 .斯皮多普洛斯先生的建洪通道了一介找爭罪的一般定火,即 ‘
逮反找午法規

或刁慣之行力
’(第 2奈第 12款〕,斯皮多普洛斯先生极力主張由法官去決定他所

常理的是不是找爭罪 〔同上,第 7段 ).

6 一般的定叉符合鈕俺堡固怀軍事法庭判決半,6 根据垓判決串,我爭法

可以杕逐漸荻得普遍确汏的刁慣和慣例中,以及球法苧家所座用和軍事法庭所道用

的一般法律原Jl(l中 找到.肘垓同題送行研究的主要法苧家也汏力,幵列一介找爭罪

的洋冬清草是不可他的.盤于上迷所有原因,他提出了我于第 13奈 (a)款兩介

5 Convention respecting

Uct。 ber19。7 〔seeJ B Sc。 tt,

the LawsandCustomS。 fVVar on Land, 
。
f18

ed, theHagueC。 nvent︳ onsandDec︳ a了ati。 nS

of1899and19U7, 3了 ded  (Newㄚ
。
rk, Uxford∪ niversityPress, 1918〕 ,

P1。 U〕 .

6兄
耿合固,《鈕俺堡法庭組絮法,ㄞ史和分析》 (秘中故的各忘最)(出售品

編景:1949V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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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逸案文中的找爭罪一般定〤.

7 第二介同題是用活.有人曾指出,‘找寺罪
’
一洞已避吋,‘ 找爭

”
一詞垃代之

以
‘
武裝坤突

’.但許多公的和其他回豚文半都使用了‘
找爭法規或刁慣

’
速一侍筑用

活,此用活特別可見于 ﹁9。7年的海牙公的,《組俺堡法庭姐數法》’  (第 6荼
(b9)和 《迒未因豚軍事法庭姐班法》(未京法庭)B  (第 5(b9奈 ).在就第

13奈提出的第一各逸東文中,使用了
‘
我爭

’
速一侍琬用活.在第二各逸案文中,

他使用了
‘
武裝坤突

”
概念以取代

‘
找爭

’
概念.兩介各逸案文逃摔那一介特由委員舍 .

決定.

8 第 13奈 出現的第三介同題是,某一罪行被視力找寺罪是否須具有某种尸

重程度.在 19U7年海牙公的或鈕俺堡法庭和球京法庭的組象法中均未提及罪行的

尸重程度同題.盟 回管制委員套第 1U母 法9 和 1954年 的治罪法也未提及.尸

重速一杯准出現在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
’° 及其第一附加決定爭中,﹁  垓洪

定串規定,“尸重
”
破坏人道主〤法的行力构成找爭罪 (同 上,第 18-19段).在

1954年 治罪法通避以前的忖淹中,委員舍研究了其委員之一,已 故曼利 .U赫德

’
附加于 1945年 8月 8日 控坼和愆效歐洲軸心目主要找犯的佮敦林定的先

幸 (琺合日,《奈的集》,第 82卷 ,第 279更 ).

8DUcuments onAmeⅡ
canFore︳gnRe｜ at｜on, vo︳ V∥ ｜〔Ju｜v1945一 D年

cember1946) (Pr｜ nceton∪ niversⅡvPress, 1948), PP354etseq.
9Lawre︳

at｜ngto thepunishment ofpersUnsgu︳ 〡tvofwarcⅡ mes: c〢mes

aga︳ nst peaceandaga｜ nsthuman｜ tγ , enactedatBe〢 in on2UDecember1945

(A︳︳iedcontro｜ CouncⅡ , M｜｜︳tarvGoˇern mentLeg︳ s｜ ation (Ber｜ ㏑, 1946)).
’°1949年 8月 12日 保妒找爭受堆者日內瓦四公的 (耿合回,《奈的集》,

第 75卷〕.

11保
伊固隊性武裝沖突受堆者的第一決定半,1979年 6月 8日 在日內瓦遇

避 (同 上,第 1125卷 ,第 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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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先生的提洪.他建送在找等罪的定火中加速尸重程度的因素.〞  些nl的 特別

報告長琮 .新皮多普洛斯提出反村,他汏力
‘
達反出手法規的每一种行力都构成罪

行
’..3

9 他介人的意凡是,必須重新忕真申洪送一同題.第二次世界大找后立即做

出的一些司法裁決把較力輊微的犯罪行力都視力找爭罪,但遠可以八兩方面水解

釋,一是些吋普遍存在的情緒;二是法院渴望冬可能多地恁罰找等中有劣透的人.

現在情況不一祥了,速一同題庄以不同的心理狀杰未炎理.‘罪行
口
一詞再也不能按 .

第二次世界大找期同姒汀的文串所賦予它的戶泛含〤未使用了.就本治罪法草案

言,其 目的在于制裁特別尸重和可惡的罪行.較駤的犯罪庄排除在
“
找爭罪

”
定〤的

范園之外,些 然,速并不意味著遠些犯罪行力位不受恁赴°
‘
尸重

”
一洞耳在第 η3

紊 (a)款兩介各逸案文的方括咢內.委員套將必須決定它是否愿意在
‘
找爭罪

’
的

定〤中保留遠一形容洞,放而保留尸重速一杯准.

1U 至于第 14系草案,1954年的治罪法草案內既沒有
“
危害人美罪

’
一浯 ,

也沒有
‘
种族又銫

’
一洞,冬管鈕俺堡和未京法庭的組象法以及盟目管制委長舍第

1U手 法 (同 上,第 37段)有 ‘
危害人美罪

’
一浯.鈕俺堡法庭判決串中些然使用

了
“
危害人榮罪

’
一洞,委 員套 195。 年似汀的組俺堡目防法原則第六 (c9項 原

則
14 

也使用了垓洞.因 此,遠一遺漏位予填朴,泣在治罪法草案中使用
“
危害人

美罪
’
一悟.危害人美罪与找寺罪有很大匡別,找等罪是以武裝沖突的狀怒力前提

和針外交我中的致人犯下的.危害人美罪可在任何時候,可肘任何人,特別是可肘

本因公民犯下.

●● 第 14奈草未第 1款的各項列出了构成种族天免的具体行力.不庄扒力

‘
危害人美罪

’
只是指野查和人身虐待的行力.送一用活也包括侮辱性或有辱人格的

12兄 《195。 年⋯⋯年盤》,第一卷,第 148-149烎 ,第 6U次舍洪,第 1?

和第 21段 .

13同 上,第 149英 ,第 15段 .

14鈕
俺堡法庭組欽法和法庭判決半所确汏的固怀法原則.案 文特載于

㏎985年⋯⋯年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2頁 ,第 4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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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在遠方面,可 以指出在德目的英因管匡最高法院的一介判決 (同 上,第 45

段〕.

12 大規模侵犯財戶被法院視力危害人美罪.至于侵犯人身罪,各回豚軍事

法庭的姐執法逐涉及大規模罪行和村介人的罪行.至于
“
大規模

’
的杯准是否將侵犯

財戶的犯罪視力危害人美罪的唯一必要朱件,遠介同題仍然愚而未決.

13 种族隔南被列入第 14朱草案,因力冬管存在某些原則上的保留意兄,

但整介委員套都完全同意,种族隔南位被視力危害人大罪.位某些委員的靖求,他 .

逐在分別奈款中列入了奴秉制和把整批人口八領土上班逐的行力.

14 最后,他相信,委 員舍持不舍回避來再迸行一般性辦淹,而是將把村梵

集中在他剛才介紹的奈款草案上.

15 托穆沙特先生嫈揚特別拫告長的第七次報告 〔Aˊ CN4ˊ 419)何 明扼

要,他的口共介紹也很清楚.

16 他完全焚同有必要在第 13奈草案中肘找爭罪下一介一般定〤.列拳罪

行永返不可能洋思元還,速特別是因力人道主〤法正在迅速友展.

17 在所提的第 13朵的各逸案文中,他傾向于第二介集文.首先,哉 爭不

是人道主叉法所能道用的唯一現象°所有最近的文半中正确引迸的武裝沖突概念將

有助于避免任何淏解.最好沿用速一些代用悟,本治罪法草案最好提武裝沖突,思

管特別報告見解舉悅,“找爭
’
一洞包括一切形式的武裝沖突.傾向于第二各逸集文

的另一介理由是,盤于人道主火法規已瀣避戶泛的編集,最好不要提及
‘
找爭刁

慣
”,而只提及适用于武裝沖突的規則.在最好具有成文規范的頗力敏感的刑法領

域尤其如此.

18 但是,如果委員套變成第一各逃案文,(b)款的措洞則垃根据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

ns 
共同的第 3奈和第一附加以定中

16 
第 ●奈第 4款 ,重新加以

研究.据他的理解,上迷文爭是將武裝坤突和侍琬意叉的因狋沖突等同起來的.至

15兄
上文腳注 1U.

16兄
上文腳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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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固豚性沖突,最好提一下第二附加決定半,n, 冬管由于忤多回家尚未批准

垓決定爭,可能全引起午洪.

19 他同意有必要在第 13奈草案中采用尸重性的林准,但夫于速一羔他要

指出,法文ㄅ︳
。
︳ajongrave’一好在英文中被澤力%e∥ousVi。︳aIon’ ,而附加洪定

中中提到的是
‘graveb了 e● Ch’ .如果治罪法草案法文文本沿用附加快定串的措洞,

英文文本也位如此.

2U 在附加決定中和治罪法草案之同逐戶生另外一介林琱同題.將任何尸重‥

違反道用于武裝坤爽的規Jlll的 行力都悅成找寺罪可能舍超出附加決定半措洞的范用

以外,因 力送兩項決定爭給尸重達反行力下的定〤板力狹窄.因此,委長舍必須央

定,治罪法草案是位与速兩項附加以定爭取得一致呢,或是采用
一
介更力一般的提

法要好一些呢?

21 的确,涉及又免种族罪的第 14奈 (1)款的措洞不庄背商 《防止及恁治

又免种族罪公的》的措洞,垓公的央狋上已衣得刁慣法的效力.

22 夫于第 2款所涉及的种族隔商同題,情況就比較困雅些了,因 力 《禁止

并愆治种族隔南罪行的目隊公的》尚未得到所有回家的承汏.他基本上同意 (2)

款的第一介各遊案文的措洞,即种族隔萬系
‘
建立基于种族、民族或宗教歧視的任

何政府制度的行力气 种族隔商是一种正在消失中的現象:納米比亞不久特荻得猶

立,成力耿合固全長固,南非的种族隔离也可望消失.因此,在速种情況下,采用

更加泛泛的措洞似乎好一些.然而,起草委貝舍可能希望忕真地常快垓同題并考慮

送种板其先筑的措洞將包含哪些具体的例子.

23 冬管特別根告長想依照第 3款的規定禁止奴素制的用意是可嘉的,但同

題在于,根括多數目家的法律,奴康制是一种普通罪行,因 而庄按普通罪行加以愆

治.只有在一今日家央行奴素制吋,速一行力才成力危害人美罪.因 此,委員舍必

須決定治罪法草案是位佷仗包括普通法律所規定的罪行,逐是也位包括固家以送祥

或那祥的形式參与犯下的罪行.禁止強迫旁功在目豚旁工組銀中些然是一介故期注

1’
夫于保伊非目豚性武裝沖突受雎者的第二決定串,1979年 6月 8日 在日

內瓦通道 (耿合回,《茶的集》,第 1125卷 ,第 6U9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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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同題,但垓鉏象的裁決中給予
“
強迫芳功

’
的一种板力先筑的解釋,在他看來,

在治罪法草案中是元法采用速介解猙的.

24 第 4款包括三种罪行,其犯罪性辰故期以來已得到承汏,附加于 19U7

年海牙公的的陪找法規
18 

趺第43奈起各奈也村此獄示承汏,根据垓公釣,占領

目必須尊重居民的叔利.根括些代的思想,把人口趺共領土上班逐或強迫特移第 4

款 (a9就 等于違反一國人民的自決叔,因力它毀又了行使送一叔利的根本基砒,

即居住在一直厲于他們的土地上.夫于速一庶,他指出,思管 1945年八未部領土 .

上大規模班逐德固人口是肘希特勒德目所犯哉爭罪行做出的反位,但速种特移在依

照 《耿合目先章》特別是垓先章第三十三恭和平解決爭端的更加美好的世界中,是
很堆找到辦解理由的.此外,大套一直在不斷遊黃速种行力,元梵是友生在近末、
塞浦路斯、南非、柬埔寨,逐是在其他地區,而且爪未因政治考慮而功搖避.因

此,他全力支持第 14紊草案第 〔4)款 .

25 第 5款存在兩介同題.第一介同題是堆能犯下所悅的
“
不人道行力‵

Ig54年治罪法草案第 2奈 (ll)款指出,“一日些局或受其教唆或數容之介人
〞
可

犯下速些行力.本革集沒有速一內容,因 而可能被解釋力也包括任何私人的行功.

可以推測,送并非特別根告長的本意,因此垃在案文中澄清速一魚.

26 第二介同題是,是否有必要使用
“
大規模

”
遠一杯准.他興同特別報告長

根告中的說法,即 ‘
如果大規模的成分不存在的活,則 一种介別行力必須是一奈鐽

中的一介坏市,厲 于一介制度或一項汁划的一部分
’

〔A/CN4↙ 419,第 67

段).送一羔至夫重要,也庄反映在垓奈的案文中.

27 他逐變同有必要保伊文化財戶和ㄞ史遺述,但在這里,特別報告長的意

困似乎也沒有明确反映在案文中,所 以庄拼大垓款內容,肘文化、建筑及其他遺戶

提供特別保妒.

28 第 6款涉及刑法同題,因 而必須冬可能地具体.只 提及
‘
人美坏境

’
就姼

了,泣省略
‘
人美至力重要的資戶

’
速种非常先筑的提法,八而使垓茶款与夫于回家

18兄
上文腳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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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任的奈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19朱形成明昱的相村位的規定.19

29 告庫納斯先生悅,他肘特別報告長第七次根告 (A/cN4/419)及垓

報告力甜梵找爭罪和危害人美罪同題提供的又一次机舍表示放迎.現在,他只限于

就找午罪同題友表意兄,在遠方面,他大致螢成特別拫告長采取的方法,思管他要

重申送祥的現羔:治罪法草案在一般定叉的后面逐庄附有一介有失罪行的清車.思

管他承扒特別根告長友表的支持所提出的各逸來文的梵羔是合理的,但垓草案必須

保持平衡.因 此,就找寺罪而言,最好能同危害人爽罪相村泣,后者就幵列了一介
.

罪行清草,此外,最好逐要強琱一下垓文中具有威惙力的方面,即便象一些人指出

的那祥有些重复也元妨.

3U 使用第 13奈草案第一各逸案文 (b9款中所我的定叉是不道些的,因 力

具体提到 1949年 日內瓦四公釣和第一附加洪定爭持起到限制委員套工作日杯的作

用.此外,第一決定半第 1奈第 4款曾引起解釋上的因堆,而且人們肘
“固隊性武

裝沖突
’
定〤的意兄分歧很大.因 此,避免直接提及那些文串更力可取.

31 找爭罪的概念逐涉及另一介同題.誠然,找爭罪概念和尸重違反人道主

〤法概念之同有一些重憂之赴,但位垓汜住,‘尸重違反
”
的概念自1949年 四公的

通迪以來,一直是固豚立法的一介組成部分.● g77年 的決定串重申了速一概念,

因此力确保達致性,速介概念是必要的。此外,有理由汏力,并非所有的
“
尸重達

反行力
’
都包括在所渭我爭罪的范時內.

32 夫子第 13奈 〔a)款第一各逸案文中提到的找手法規或刁慣,可 以拳例

援引
‘上致命令

”
遠一具体情況:些然送一概念冬管沒有列入第一附加快定中,但很

堆斷言,它不受刁慣法的支配.很明昱,沒有具体集文并不意味看刁慣法的規則就

不道用.

33 他不能不螢同速一羔,即 罪行的尸重性庄予強琱.最好的亦法是使用一

种措洞形成,既反位找爭罪概念,又保留
‘
尸重

’
一洞和

‘
武裝沖突

’
一活.在多數情

況下,找午罪涉及人道主火法所規定的尸重罪行.本治罪法草案涉及危害人美和平

及安全罪,所 以案文位明确指出,遠种罪行是最力尸重的.采取垓亦法將符合近几

19 ㏎ 98。 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U更起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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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豚社舍的典站走向.

34 最后,委 員套泣廿梵一下是否列入‘
武裝沖突

’
一浯,因 另它不仗意指

1949年 的日內瓦公的或第一決定串中所提到的回豚性沖突,思管它在垓決定爭中

使用吋的范田更ㄏ泛一些,而且逐指非回杯性坤突,如 內找.如果使用第｛3無第
二各逸案文的 (ω 款,Jll需汰其考慮武裝坤突的概念,思管他本人螢同垓未文.

35 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悅,他傾向于第 13紊草案第二各逸案文中的找爭罪

定火,垓定〤明确提到回隊法.盤于一些回家避去曾村其找爭法規送行編無,所 .

以,第一各逸案文中使用的措洞形式有魚模糊不清.然而,最好說明,可道用的回

豚法規則既包括朵的,也包括刁慣,所以,他建洪增加“
成文和不成文

〞
速桿的修佈

┤坊吾;.

36 他同意汏力,由 于高速友展的新技木,很堆幵列构成找爭罪行力的洋思

元遺的清車,任何送美清草都必須提及刁慣法在朴充成文法方面所起的作用.至于

我爭罪的尸重程度同題,程序性和央辰性的內容都必須維持原祥:成力速种罪行受

害者的交找固必須保留村罪犯追坼的杈利.按他的理解,特別拫告員把
“
尸重

”
一洞

放在方括咢內的目的在于确保象現行体制那祥,可把所有違反找爭法規的行力都鋪

入找爭罪的范時.

37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祝安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報告 (A/cN4/●●9)

清楚明了,而且昱然村主題已銍充分掌握.

38 在第 14無草案中,特別根告長耳迸了一介构成危害人美罪行力的清

草,但在第 13奈草案中卸沒有幵列一今熒似的找爭罪清草.些 然,幵列一介洋思

旡遼的清革是不可能的,但幵列一今提示性清草逐是可以使兩項奈文同恢复平衡

的.

39 至于第 14奈草案,界定危害人熒罪沒有多少困雅,因力委員舍 1986年

的第三十八屆套坡已肘此送行逍討站.m 而且,某些速美罪行已在草狙的奈的

中予以禁止,速些奈的洋鈿列拳了遠失罪行.因此只須象起草在上一屆套以上哲吋

’U兄 《1986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43頁 起各更,第
81-1。 2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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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的第 12奈 (侵略)田  吋所做的那祥,在治罪法草案相位的奈文中照最那些

清草就足姼了.

4U 1986年 ,特別根告貝在共第四次根告
” 中悅,在 1954年治罪法草

案夫于天地种族同題的第 2朵 (1U9款中所列的行力清草是洋冬元遼的,而夫于

不人道行力的第 2紊 〔●●)款中所列的清車兵!只是拳例悅明性廣的.例如,1986

年的革未未草狘提及奴求制,但現在又被列入第 14朵 (S9致革未,同 時列入的

遜有如下三介新罪行:將居民爪其領土
一
班逐或強制特移;使移民在占領領土上定 .

居;以及改交外國領土上的人口組成(“)款).新的罪行反映了目狋法的些代友

展.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共罪的分界我逐有待于迸一步研究.至于不人道行力的概

念,他同意垓概念既道用于肘人身的犯罪,也道用于村財戶的犯罪.

41 至于第﹁3奈草案案文,的确有必要明确第一各逃案文中使用的
‘找爭

”

一洞的含〤.‘任何固杯性或非固豚性武裝沖突
’
一悟好在它在 1949年 日內瓦四公

的和第一附加決定爭第 1荼第 4款 中都做了明确規定.垓款逐提到民族解放斗

爭.第二各逸案文比第一介更明确,但沒有足姼清楚地說明,褚如:民族解放逐劫

肘殖民統治送行的武裝斗爭送祥的非目狋性沖突也包括在內.此外,“沖突各方筌汀

的固怀+.1定
’
〔(b9款)的字祥似乎排除了非回家的央体.

42 夫于找爭罪的尸重程度同題,他 同意特別報告長的現魚,即 第 13奈包

括的那些根据囝內刑法加以禁止的行力只是那些与找爭罪有失的行力.禁止使用某

些作找方法如使用核武器的規定已反映在固怀林定和刁慣固豚法中,以及大全的決

以中,因 此,送榮方法元須在找爭罪的定叉中提及.

43 把第 14朵草案同第四次報告
2s 中提出的第 12奈草案的危害人美罪

的非洋思元遼的清車相比較,他建洪村新朴充的罪行加以強琱.然而,肘第 1款

中又免种族行力的列半主要是非洋思元遺的方式重复了1954年治罪法草案第 2奈

刉 《﹁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9● -72瓦 .

η 《1986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53頁 ,文 件

A/CN4/398.
23兄上文腳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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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的措洞,速似乎是一介道些的解決亦法.同祥的清革出現在 《防止及愆治

天免种族罪公的》第二茶中.

44 第 2款的第二各逸案文所我的种族隔商行力的定〤比較可取,因 力它照

彔了《禁止并恁治种族隔南罪行的目狋公的》第二朵的相位規定.采用垓各逸集文

特有助于在起草治罪法中保持達貢性,因力第 12朵 (侵略)是用同祥方法似汀

的.速种清草有助于使治罪法本身有完各的規定,思管有人反村把种族隔南罪包括

迸來.

45 夫于第 3款 ,他肘強迫芳劫的列入也同祥持保留意兄,強迫芳功是固豚

勞工組數公的
扭 中已銓涉及的一介十分戶泛的概念.至于第 4款,起草委員舍

位力垓款列半的各种罪行似一今共同的棒題.

46 第 5款 中提到的
‘
不人道行力

’
是根据 1gs4年 治罪法草案第 2奈 (11)

款的措洞,又增加了大規模破坏居民的財戶的內容.侵犯財戶的概念不是新概念;

文化財戶已豋得到教科文組象的制定規范活功和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第一母附加

以定串第 85奈第 4(d925 款的保伊.最近友生避忤多因政治、种族或宗教理

由而大規模毀人家園的情況,盤于遠介原因,他螢成所提出的第 5款的措詞.

47 他也支持在第 6款 中提及
‘
肘渚如人美不境等人美至力重要的資戶的任

何蓄意尸重韻害
’

.

48 最后,他汏力泣將第 13和第 14奈送交起草委員舍.

49 布持男斯一加利先生悅,他螢同那些支持在第 13奈草案中幵列成爭罪清

草的委長的意兄.其主要原因是非法律性的,有必要村公人典站送行教育,公尒輿

淹將套接受速一清草.昱然,垓清草只能是犖例說明性的,而不是洋冬元遺的.

5。  告庠納斯先生悅,毫元疑同,第 13無車棄兩介各逸案文村找爭罪下的

定叉都涉及有民族解放迋功參加的武裝沖突中所犯的行力.央豚上,若干速失逐功

留
禁止強迫芳劫公的和夫于皮止強迫旁功的公的,由 回豚芳工鈕欽大全分別

于 193U年 6月 28日 和 1957年 6月 25日 通道 (目 怀芳工局,《公的和建坡半,

1g.9＿ 1966年》 (日 內瓦,1966年 ),第 155丌和第 891更〕.

25兄
上文腳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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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固怀人道主〤法文串的締的方.

51 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悅,托穆沙特先生汏力納米比正的解放持專致南非

放井共种族隔商政策,遠或汻避于珠現了.作力危害人美罪而肘种族隔南下的定〤

必須包括今后可能出現的情況.央狋上,种族隔商已銓是多种罪行与犯罪的結合,

所以,垓定又必須是全面的.

52 錫JE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正是由于送介原因,第 ﹁4奈第 2款第

二各逸案文把
‘
如在南部非洲所央行的

’
字祥放逮方括母中.           .

下午 1吋散舍.

第 2U97次舍洪

1989年 5月 5日 星期五上午 1U耐

主席:伯 思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你沃伊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布特多斯一加利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伊雷斯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雅科籬德薪先生、科男馬先生、馬希与先生、

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年庠鈉斯先生、塞

普小籬送 .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目德拉先生、錫●2姆先生、托姆沙特

先生、物科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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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攻 )

(A/CN4/411, 2 A/CN4/419, 3 A/CN4/

L431, D市 , ︳Lc(XL｜ )ˊ C° nfΠoomDoc3)

〔以程項 目ω

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根告(玟
)

第 13無〔找爭罪)和

第 14奈 (危害人英罪)4 (袋 )

1 巴水澍戈夫先生悅,特別扳告長的拫告特魚是針村常以中的同題的央廣提

供了几种各逸案文.不梵人們是否同意他的錯梵,都必須承汏特別拫告員力富有成

果的交換意兄打下了基砒.

2 特別拫告長在其第七次根告中提出的一介最重要的同題是我爭罪和危害人

美罪的定叉和速种罪行的內容.他本人已豋表明,他藜成制汀思可能完整准确的定
又和清草.在送一羔上,他同意害庠納斯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和布特多新一

加利先生的意兄 (第 2。96次舍洪),人力速祥的清草在助長典淹、甚至防止速种
罪行方面都可能友捍重要的作用.然而,清草必須有具体特焦和固定不交的分爽杯

准作力依据.每一柝題 (危害和平罪、找午罪、危害人美罪)必須准切地說明它包

含哪些行力,以便在政治和法律方面使治罪法更加具体有效.除非能下精确定〤,

确定每一共包含哪些行力,否 Jll只 持罪行分力三美,或拭目持某一行力月于某一拆

Π
回狋法委員套 1954年 在其第六屆舍以上通避的治罪法草案 (《 1954

年...⋯ 年盤》,第二卷,第 ●51-152丌 ,文件 A/2693,第 54段〕,特載于

φ985年⋯⋯年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更 ,第 18段 .

2特
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3特
栽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4案
文兄第 2。96次舍坡,第 2段 .

一 因 -



題之下,是毫元意〤的.

3 夫于找爭罪,特別根告長提出了第 13朵草案的兩种各逸案文.第 一种以

η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共同的第二朵和公的第一附加快定中第一朵第4款所載的定

火力基砧.他本人希望能將兩种各逸案文錯合在一起作力解決亦法:送包含固怀找

寺也包含与人民解放有夫的武裝沖突,并且按照第二种各逸集文 (b9款采用的亦

法,提及達反我手法或找爭刁慣.

4 制汀一份洋冬元遺的找H(.罪清草是板力困堆的任努,但也須朝送介方向努

力.特別是,只 列拳某些美型的罪行而不列犖其他是不能接受的,必須用村待其他

罪行同祥的方法肘待找爭罪.治罪法草案如果只提已鎰生效的公的和奈的,作用比

較軟弱.第 13紊最好与第 14無第 1款同祥做法,垓奈第 1款洋知說明了种族又

免的各介方面,第 2款的第二各逸案文則列犖了构成种族隔高的行力.

5 冬管第 14奈草案危害人榮罪用了他本來希望第 13奈采用的形式,但垓

恭并未載有一項患的危害人奘罪的定〤,而速定火是委員套未來工作的夫鍵.只有

村
‘
危害人美罪

’
一活下定〤之后才能具体确定速一美罪行的內容.

6 俄文如同英文和法文一祥,它 的
“human〡 tV’ 既可以指

“人失
”,亦可指其

反意洞力
‘不人道

’
的道德概念.遠一用悟之模棱兩可清楚地表明存在看概念上的同

題.要消除含混,就必頷追本湖源.特別報告長在共拫告 (A/cN4/419,第

35段)中淡到了1943年成立耿合固我午罪委貝套,提出粹速美罪行定名力
“
危害

人美罪
’,因 力汏某些方面看,它們的最初特羔有別于找午罪.央豚上,遜必須更

迅地追溯到﹁g.5年 ,那 時,馬克斯 .普朗克研究所出版的固怀公法百科全中就首

次將
‘
危害人榮罪

”
一悟用于描迷土耳其政府村待工美尼工人民的行力.些 吋送介措

洞是指什么呢?俄目、法固和大不列頗政府打算出面干預以便結束村正美尼工人的

屠茶,因 此于 ●915年 5月 13日 友表了同祥的芹明,其 中將所迷的罪行按照

‘
c㎡ mesaga｜ nst mank︳ nd’ 的含火定性力

“
c〢mesagainsthuman｜ tV” .最初俄文本

持它斥責力
‘
危害基督教世界和文明罪〞,八而加入了一些宗教色彩.法目和英目由

于各自的帝固中包含忤多穆斯林人,因 此希望速介定〤更戶一些.1915年 5月

24日 俄國同意修改其案文,用 ‘
危害人共和文明罪

”
(cr｜ mesagainsthumanitv

anddvi｜眨ati。n)送一措洞代替上述措洞.因此
‘mank︳ nd” 的概念被接受.

一 因 一



9 3。 年后,在起草姐俺堡法庭組數法5 吋,俄文中的措洞改了,似乎是

由于翻烽有淏.罕卒法庭的定罪杕而具有了‘
人道主火

’
的色彩.   .

8 今天,在俄文本中仍能兄到達种混我的錯果,即使在官方文件中也昱示出

用用不明确.元淹如何,‘ human｜ tv’指的是
‘人英

’.思管在其他悟文中也汻不那么

明昱,但也可以友現同祥的矛盾.例如,所申決的根告既提到‘不人道行力
’
的概念

(同 上,第 43段),也提到村整介人美的危害的概念 (同 上,自 第47段起各段).

9 因此,交換意兄十分重要,以便消除任何模稜兩可,保怔在所有悟言文中 .

都使用相同的措洞.即使伴有暴行,把种族天地、种族隔商、破坏文化遺戶或坏境
等罪行筑你力‘不人道

’
也是不移的.事央上,速美行力有可能不準涉暴行,不使用

大規模屠紊或暴力而用复染狡猾的手段去消天文化或杯境因素,因此而消天一介社

套.ㄞ史上曾出現避由于追求較好前景而人口大規模迂徙的事例.此外,也有友生
混淆的可能,因 力所有找爭必然都是不人道的.化苧武器和核武器就是很好的共例
說明.基于

“
不人道

’
林准如何區分找爭罪和种族又免呢?通常悅道,‘每一种罪行都

是不人道的
’,沒有那种罪行比達反找爭法更不人道.

1U 特別根告長指出 (同 上,第 4U段),找爭罪伋仗是在找吋犯下的,而危

害人美罪可以在找吋也可以在和平時期犯下.此外,不伙肘于別固人口,而且肘于

本目的岔民也可以犯下送种罪行.如果使用速种林准,那就必須提到
“
找吋罪行

’
和

‘
和平時期罪行

’
.

11 在 1954年治罪法草案中,委員套肘种族又飽和列于第 2奈 (11)款中

的
“
不人道行力

”,例如謀茶、迫害或放逐加以明昱的E別 .昱然,這些不人道行力

也出現在种族又地中,因此本身就是
‘不人道

’
行力.然而,种族又免和找爭罪在原

則和目杯方面是有匡別的,早在 1954年委員去就确汏了速种匹別.

︴2 除了這些措洞上的考慮之外,他打算提出一份更力具体的法律分析.危
害人美罪目的在干部分或全部消天人美的一部分 (如种族天地一祥),即 使有失目

家的日內立法不加世黃,所有回家都有〤夯村此控沂.速項原則在回隊法中是有先

例的:些海盜肘全世界的利益构成威跡吋,海盜行徑即被汏力危害整令人美社套.

6兄
第 2。96次套以,腳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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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回家均宣布海盜力歹徒,所有船只都有責任村他們送行斗爭.即使在 1958年

公海公的
6 第 14荼中也能找到送一概念.

13.基于所有送些因素,委長舍庄些按照危害人美罪的合火制汀一項危害人

爽罪的定〤.由于速一措詞包括种族又免和种族隔南,所 以必須表明,人爽所受到

的危害是消天一部分人以保怔某領土受另一夫人的免肘銃治.遠梓做就比較容易匡

分同一主題所概括的各种罪行.

14 特別技告貝建快粹
‘任何村人天女戶,例如人榮坏境的尸重固怀危害

’作

力一項危害人爽罪胃入第﹁4奈第 6款 .在遠方面,他指出,按照赤秩的理梵,固

怀安全的概念包括生杰坏境的安全.將姒快的送一款耳入治罪法元疑有助于保障生

杰坏境的安全.遠种行力也甘泣特別作力一共生杰坏境罪行走理,但由于它們同時

危害到汻多人口群体,甚至全人染的生命和健康,因 此也可以將其視力危害人美罪

列入恩的定〤.

﹁5 种族又免和种族隔南与第 14無第4款 中提到的行力有密切的耿系,即

將人口汏其領土上班逐或強迫特移;在被占領的領土上殶立居民魚;改交某一外固

領土上的人口組成°ㄞ史表明遠些行力也出現在种族天免行力中,或者作力手段

(殖 民化或放逐),或者作力目的 (改交某領土內的人口組成).正如 《防止及愆治

火免种族罪公的》所表明,种族又免不一定友生在固外領土,也有可能友生在目界

之內,因 此他建快將第 4款 (c)瓨或者改力
‘
改交某一外固領土上或本固境內某

一領土上的人口組成
’,或 改力

‘
改交一人口群体領土上的人口組成

〞,以便明确地

表明也可以在一國境之內犯下遠种罪行.夫于將人口汏其領土上放逐、班逐或強迫

持移,鈕俺堡軍事法庭裁決中載有明确的規定.然而必須考慮如何將和平定居汁k)l

下的人白特移同力种族又免目的特移人口加以區分.

16 最后,在“破坏財戶
〞
一活中,‘財戶

’
兼指

‘
被調有的物体

’和
‘
烡戶

”.然

而,在危害人美罪遠一情況下,必須确定破坏的范園和程度.特別根告長在其技告

(同 上,第 48段 )中悅可以同送种破坏共性廣是否尸重到作力危害人榮罪肘待 ,

現有的文中未具体淡及肘財戶的破坏.特別根告長遜指出 (同 上,第 49段 ),法

6秩合圄,《奈的集》,第 45U卷 ,第 11頁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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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界比較主救將大規模破坏財戶作力犯罪村待,他犖了i938年村德因狁大人強制

央行集体恁坷便是一例.特別根告貝恰些地找出了第 14朵第 5款 ,垓款規定位些

把大規模破坏財戶作力危害人美罪看待.垓款逐提到了
‘
因社舍、政治、种族、宗

教或文化理由
’
村任何人口群体或介人犯下的不人道行力.他本人扒力,‘理由

〞
一洞

含有主現因素,最好使用
‘

a︳m『或
‘porpUseS’ 一詞.恩之,必須提到破坏財戶和

种族天地之同的耿系,要考慮些一介民族受种族又免或种族隔南的迫害、土地和住

所被剝香、被強迫移徙、人口組成被政交、一今民族群体被消天吋央沶所友生的情 .

●9::.

19 他逐汏力摘毀某一人口群体的ㄞ史紀念文物也位同种族隔南和种族又免

一祥視力危害人美罪.速可能是一美特殊的罪行,即危害文明罪,但即使在遠种情

況下,它也与消又种族和宗教群体的罪行有著密切的朕系:均扁于危害人美罪,也
就是肘全人美的犯罪.

18 卡菜 多 .多 德 里格斯先生指 出,特 別報告長在共第七次根告

fA/CN4/419)中所提出的第 13和 第 14無草案并不是全新的,因力它們在做

了某些改功之后分別照搬了1986年提出的第四次根告
’ 中似洪的第 12和第 13

奈.

19 他的友言伋針肘第 13奈草案。草案提出了兩介各逸案文,它們均將用

以修佈
‘
違反

’
的

‘
尸重

’
速介形容洞放在方括咢里,与第四次報告中提出的寨款草案

不同.他汏力,速一形容洞庄予保留,以保近駤度違反武裝沖突規則的行力并不扁

于治罪法的范園.在遠方面,他提醒各位委員,委員舍曾作出避原Jll決定:危害人

大和平与安全罪是最尸重的罪行.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
8 

村尸重達反行力同達

反規定的其他行力也作了E分,列拳了每一美本身的法律后果.遠些公釣的第一附

加決定串
9 

重申了遠一匡別,在第 85奈第 5款中迸一步規定:‘在不妨磚各公的

及本決定半的道用的奈件下,村速些文半的尸重破坏行力,垃親力找爭罪
’

.

兄第 2U96次全洪,腳注 4.

同上,腳注 1U.

同上,腳注 11。

眹畤畤畤硒畤畤畤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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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 特別根告長肘找午罪尸重程度的常以以及玵找等罪和尸重達反行力所作

的匡別 (同 上,第 15-27段 )很有意〤,但并未得出錯梵,有 時他把注意力放在

并未涉及同題核心的枝市上.例如,是否有必要午梵悅,尸重達反人道主火法构成

找等罪,反之兵!不构成?央你的同題是:輊度達反是否垃視力找爭罪?特別拫告長

沒有迸一步用迷送一現焦,卸似乎得出了正确的錯站,因力他 (同 上,第 22段 )

指出:‘
⋯⋯把不是高度尸重的行力視力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是雅以想象的

’.他

同志速种現羔,主錄元淹采用哪一介各逸宋文都位刪掉第 13奈中的方括咢.   .

刉 且然 1986年提交的朱款草案提供了一份构成我爭罪行力的參考清草,

特別報告貝在他的第七次根告中仍然只接受意的定〤一一而遠是他自已也焚成的.

即使在本屆套以上主依釆幼清革的委長們也不得不承汏,遠种清草旡法做到洋冬元

遺.一份純粹扁于參考性的清草則作用很小,也缺乏法律目的,因力它元法送到刑

法所需要的那种精确程度.因 此,他扒力委員套位些滿足于一份患的定〤,不要去

承袒一項元法完成的任夯。

22 他不淡一些可由起草委長舍決定的某些起草方面的同題,在提出的第 13

朵的兩介各逃案文中,他比較喜玖第二介.出 現在第一各逸案文中的
‘找爭法規或

刁慣的行力
’
是一侍筑用浯,不再能令人滿意,因力隨看目豚法的友展,現在的

‘
我

午
”
概念已銓廿展到按照遠一洞的侍統意火不扁于找寺的情況.所 以,除非按照若

干固豚文串肘它附帶送行解釋,否則元法理解送一措洞.相反,‘武裝沖突
’
一活清

楚准确,元須做解釋.以違反
‘
适用于武裝沖突的固怀法規則

”
作力找爭罪定〤,既

包含你的 (成文)法,也包括刁慣 〔不成文)法,以及能姼道用目怀法的所有美型

的武裝沖突.如果釆鋪第二各逸案文,告庠鋪斯先生所淡到的目怀性和非圄豚性武

裝沖突的匡別 (第 2U96次套以),且然有其意火,也就不褒存在:在送种情況

下,如果用固怀法規則去衡量一武裝沖突,那 么,旡站沖突是否扁于目怀性辰,只

要任何行力尸重達反遠些規則,就构成找爭罪.

23 如果果鈉第一各逸案文,粹找等罪定力達反
‘
找手法規或刁慣的行力

”
,

肘
“
我寺

〞
一洞的解釋就必須加以具体注明.然而,第一各逸案文 (b9款中所作的

-28一



解釋是不移的,逐必須提到日內瓦四公的的第二附加以定半
1°  ,而且可能遜要

提到速四項公的所共同的第 3奈 ,因力正是在那一無中可以找到有失非回防性坤

突的規定.第一附加以定中涉及村目豚武裝坤突受害者的保#,換言之,也即涉及

日內瓦四公的所共同的第 2朵提到的情況,但也涉及人民反村殖民主火統治和外

因占領、或行使人民自決杈反村种族主火政叔的遠榮武裝沖突第 1紊第 4款 ,后
者已力決定串所加以

‘
目拆化

’.第二附加以定串涉及村非目狋性武裝沖突受害者的.

保伊,它友展和朴充了日內瓦四公的共同的第 3奈 ,适用于節約固領土上友生的 .

坤突.但卷入速种沖突的必須有節的目的軍陝和在血寅筑率下91垓方一部分領土行

使控制杈、杕而使其能送行持久而林琱的軍事行功并執行本決定中的持不同政兄的

武裝部臥或其他有組欽的武裝集因
’(第 1奈第 1款).然而,它 并不道用于日內

劫說的局勢,例 如暴孔和暴力行力,速一行力不被袂力是武裝沖突 (第 1奈第 2

款).

24 然而,如果第二各逸案文中提出的定〤被釆鈉,就不需要作解釋.甚至

第二各逃案文中的 (B9款都不一定有必要,因力
‘
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回豚法規則

’

是各方必須遵守的,或者由于它們明确表示同意速些規Jll或者因力速些規Jll扁 于一

般目狋法的一部分,速是昱而易兄的.

25 出于已絰說明的理由,他熒成持第 13奈的第二各逃案文送交起草委員

舍.

26 帕夫拉克先生悅,既然 《秩合因先幸》已宣布找爭和侵略力非法,除 了

合法的草拙或集体自工 (第五十一奈)之外,禁止村任何回家的領土主叔或政治猶

立使用或威跡使用武力 (第二黍第四項〕,也汻有人汏力指早我爭行力的規則似乎

沒有必要,委長全力給找爭罪下定叉而做的工作也純粹是紙上淡兵而已.然而,央

狋上并非如此,公扒的事央是禁止武力并不足以防止找爭.因 此,一車找爭爆友,

就必須按照找爭規貝j送行,速些規則中最重要的就是有夫人道主又同題的規定.村
子目与目同的沖突和內我銫有必要道用同祥的規則,因力兩种沖突使用的手段相同

或大致相同,所 以速些規則泣些同祥道用于沖突的所有各方,換言之,即适用于侵

1°

同上,腳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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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者也道用于受害者.

27 此外,在确定找爭罪吋,庄 些考慮到些今的世界形勢,因力回家之同的

找爭已逐漸力兼有內外武裝斗爭的地方或匡域沖突所取代,例如印度支那找等,或

者象非洲和中美洲某些地區的沖突那梓.‘武裝坤爽
’
一詞比

‘
找午

’
含意要戶,因 此

更道用于后者.

28 他是螢成使用一般和戶泛的找令罪定叉的,包含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

和第一附加以定中所指的一切武裝沖突中犯下的罪行,所 以他比較袋成采用特別根
.

告貝提交的第 13朵草案的第二各逸案文,但需做某些起草方面的修改,遠可由起

草委長舍去做.然而,他愿提靖特別根告長注意 1968年 《夫于找爭罪及危害人美

罪不道用法定央效公釣》,特別技告長在其第七次根告 (A/cN4/419)未 引用

垓公的,而研究一下垓公的可能有助手解決定〤上的某些同題.

29 重要的是泣些圮住,武裝沖突的各方元杈使用隨便任何手段.根据著名

的耳頓斯奈款 (同 上,第 5段),即使元具体恭款規定,平民和參找者均受第一附

加以定中,第 1寨第 2款所迷固豚法原Jll的 保伊和管轄.而且,在武裝沖突中,

使用的手段庄些佷限于找爭的主要目的,即打敗敬人.並然,位 些特別保伊沖突各

方的人口,什村平民的罪行是板力尸重的.

3U 最后,他焚成使用
‘
武裝沖突

’
一洞,位 些持送一洞解釋力包括日內坤

突,但并不包括恐怖主〤或土匪行力.至于找午罪的尸重性,他忕力沒有必要用

‘
尸重

’遠一形容洞來修佈違反找手法規或刁慣或适用于武裝沖突的規則的行力:所

犯罪行的尸重性有待法院來裁決.

31.大于危害人爽罪的第 ●4奈草案,他悅,在玝多方面他同意巴本澍戈夫

先生失于
‘
人美

’
一洞含叉的意几.他逐支持特別技告長在其第七次技告村遠一同題

采取的患的做法,以及特別根告炅在根告第 32段中所表明、在第 43、 46和 5U

段中所迸一步罔明的意兄.出于特別報告長已銍說明的理由,同 時也由于波〨曾銍

遭受近 6年鋼粹德目的占領,他人力不人道行力概念可以用于肘介人和村財戶的

侵犯.全世界決不能再目睹波〨曾銍遭受到的班辱、沒收和毀火.

32 夫子針肘第 2款提出的兩介各逸案文,他樊成第二介.第 3款中提到的

‘強迫芳功
”
可作力一今題目草列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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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夫于第 4款 ,他要作兩魚坪梵.首先,八法律現魚看,‘他們的領土
’
一

洞比較含糊:到底是指
“
被占領的領土‵ 逐是指

‘
他們回家的領土’,逐是指那些人

口的
‘土地η 他按成使用

‘
技占領的領土”

一詞.其次,托穆沙特先生力支持
‘班除

人口’
一洞所引用的例子 (第 2U96次舍以)并不妥些.如果他的理解正确的活,

托移沙特先生汏力德因人口放
‘
末歐領土上

’
被大規模班逐,是達反了19U9年的海

牙公的.然而,央豚上斯大林、杜告ㄇ和文德札 1945年 8月 2日 筌署的波斯坦

林洪既沒提到大規模班逐,也沒有提到
‘
本歐領土

’,只是波
‘
特移留在波〨、捷克 .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三目的德目人口或其一部分.’就波〨而言,人 口持移是盟因因Rll

分德波遊界、肘由此戶生的領土同題所作的和平解決的一部分.根据波斯坦林以和

遵照盟目与波生些局同意的決定,波〨境內的全体德因民族被有汁划地特移到亦占

匡和英占匡內.1946年 有 1632万德目人商幵波〨;1949年 538万人萬幵;

●g48年 42万人南幵.遠一人口特移冬管很痛苦,卸是按照目隊柲洪執行的,因
此不能視力是治罪法草案所包含的罪行.

34 布特步斯一加利先生悅,村子第 i4奈第 2款提出的兩介各逸案文他逸摔

第二介,因力符合他在上次套以上所悅的夫于一份說明性清車的說服作用.但是他

扒力方括景中的洞句,即 ‘
在南非所央行的

’
等字,出于兩介原因,位 些刪掉.第一

介原因是,种族隔南有一天可能舍杕世界的速
一
部分地方消失.第二介原因是有一

种部落式或刁慣性的
‘
第三世界种族隔商

’,有別于制度化的种族隔南.速就是某一

种族集困侍銃地視自已优于其他种族,以此力基砧,自 林村別族掘有某种主宰叔.

如果
“
劣等

’
种族被禁止參加政治生活,其子弟入苧受到渚多奈款的束,其絰洴活功

也受到种种限制,甚至生命可能被仿害的活,速种形式的种族隔南就已交成力制度

化.速美回家的先法元疑宣林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它們的立法規定可能元懈可岳,

然而,在避去的一年中友生的某些局勢的尸重性怔明了他确共有理由失注遠魚.

35 這些考慮促使他提出兩介同題:力什么很少人重視‘
刁橫性种族隔南η

可以向特別報告員提出什么祥的建洪,使他注意速一現象?

36 他汏力,村第一介同題的回答有可能是村南非央行的种族隔商的正些的

憎惡,因力它持白人、黑人和有色人种匡別肘待 (刁 慣性紳族隔南Jll不 同,它是基

于故期的風俗刁慣,基于大家确扒的同一种族肉不同成長之同的匿別).遠
一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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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在于:有人害怕,如果羔明那些銓常首先避黃南非、而本身卸央行刁慣性种族隔

有的回家的活,反村南非种族隔寓的斗爭就有可能被削弱.

37 夫于第二介同題,他悅,思管特別根告長提出的第 2款的第二各逸案文

十分明了,但它并未注意种族隔南的刁慣性的分支持构.因 此 ,他建洪位些廿大

第二各進來文的范目,提到使某些隔商合法化的部落刁憤或刁恨法.即使南非的种

族隔萬有一天被消又,很雅悅种族隔南不合以其他形式在其他地方出現.

38.馬希為先生淡到第 13奈草案吋,悅,在一般定〤和一份城等罪行清草 .

之同逸摔是一今棘手同題.一般定叉能使治罪法道庄未來的友展,而且不必討梵哪

些罪行位列入清草.但他并不完全銘成送介亦法.有人悅,申洪的同題可能友生交

化,新公的可能舍將某些非犯罪行力定力找午罪.速介淹魚不能完全成立.央豚上

只要把第 13紊汀得松一魚,以便接受新友展就足姼了.与共悅遠是原則同題,不

如悅是一介起草同題.如果新公的禁止某一共型的行力,違反遠一公的將扁于治罪

法的范目,因 力特別報告貝提出的第二各逸案文提到
‘任何違反道用于武裝沖突的

固豚法規則的行力
”.因 此遠不是反肘起草一份清革的決定性淹羔.就一份找爭罪

清車送成一致很雎.在刑法中,有一份參考性清草是否ㄓ已足姼,逐是必飯列擊所

有的罪行?最好的方法是似汀一份元一遺漏的清草,遺憾的是,送种做法并不可

行.

39 在遠种情況下,力什么不采取參考列犖的方法,使用
‘
特別是

”
遠祥的措

洞?委 長舍 195U年久黃編暴鈕俺堡原則
11 

一任秀吋就是遠么耳的:按照原則

六 (b〕 ,找午罪是
“
達反找爭法規則或刁慣的行力,它包括但并不伿限于⋯⋯”

°

因此,委長套可以列群一些不套引起爭梵的罪行,又姶清草保留余地,正如在上一

屆套以上哲吋通避的第 12奈第 4款 (侵略)位  那祥 〔尤其是〕任何下列行力

⋯⋯构成侵略行力⋯⋯’,垓款中出現的方括母元疑反映了一种不同的考慮:第 12

朵中的方括孤可解釋力:大全村侵略下了定〤,13 但遜需要有象安理套那祥中

同上,腳注 14.

《1988年⋯⋯年盤》,

大套 1974年 12月 14

η1

12

13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71-72烎。

日第 3314(××︳X)母決洪:附件.

-笓 一



机构加以朴充遠一定火,而且除垓無列半的之外,法官元杈將任何其他行力定力侵

略行力.其央,在速一情況下,委員合同意按照現行公的授叔法官將某些行功或某

爽行力定性.也忤起草委員舍位些決定什么是第 13紊的最佳方式,但他汏力,幵
列清革狄法律角度上排并非金元道理.

4。  是否垃些考慮所有達反武裝沖突規則的行力透是只考慮那些最尸重的行

力?他傾向于后一种主救,它是基于找寺罪、尸重破坏和尸重違反三者之同的匡

別,它們不伙帶來了木活上的同題而且也帶來了內容方面的同題.特別根告長在他 .

的第七次報告 〔Aˊ cN4/419,第 25-26段 )中淡到找爭罪同尸重破坏二者的

耿系吋正确地指出,找 爭罪的概念更力戶泛,因力它包括了尸重破坏.然而,即使

在悅到 1949年 的日內瓦四公的和它的附加決定半吋,特別報告長村違反和破坏概

念所做的分析也并不十分清楚.在送些文串中,速兩介概念吋常按同一含叉使用,

只是在第一附加以定半
竹 的一奈中速兩介洞才可以悅有所厎別:夫于目防央況

淍查委員套的第九十奈第 2款 (c)(● 規定,垓机构有取叔‘
村被控力杕事尸重破

坏各公的和本洪定半規定的行力或其他尸重違反各公的或本決定半的任何事央送行

琱查
’.然而,同題在于達洞

‘
或

’,速是反映匡別逐是反映其共性?速一同題值得

村梵,而肘此坪注并沒有作出澄清,只在其中提到了一名固豚法寺家,埃里奇 .庫

新巴資.他是一份夫于目豚央況琱查委員舍研究報告的作者,他作了如下的匡分:

尸重違反是坤突放方的責任,并不造成介人的目坏責任,只有尸重破坏才造成送一

种目怀責任.’
s 

只有在速吋,悅尸重達反逐是尸重破坏就是起決定作用了.

41 速是特別根告長和委員舍的其他委員垃常洪的同題,需要他們采取一种

明确的立切.他令人不反肘下意的找爭罪定火,隨后提出一份被汏力屈于找爭罪的

活助和行力的并非洋思元遼的清草,用 ‘
特別

’
一詞幵首,或者用上迷鈕俺堡原則的

原則六 (b9的 措詞:‘它包括,但并不依限于
’.他汏力,如果委員舍保留尸重性

14兄
第 2U96次舍以,腳注 11.

15匚 KuSSbach,“ Comm︳ ssiUn｜ nternaⅡ Una｜ed’ 彥tab︳︳ssementd」 sfaⅡsen
droit︳ nternationa︳ human忙 aire’ , TheM︳︳什arvLawan° Law。fVVarRev｜ew
〔Brusse｜ s), v。〡××, Nos1-2 (1981), p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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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准用以決定某些行功或某种美型的行力是否构成找爭罪,而且打算將送些罪行同

不執行力和駤度違反分幵,不考慮后者的活,那么央狋上它就必須接受速种述摔的

最終遻輯,不能不起草一份有失送些罪行的即使是非洋冬元遼的清革.此外,正如

特別根告長指出的,第一附加以定串栽有一份針肘某些人或財戶而犯下的、被扒力

是尸重破坏的行力清草,清革并不很故,而且自我規限.冬管道些行功和行力有可

能作力一份定性力找爭罪的行功和行力的非洋冬元遺清單的基砧,但速并不意味看

治罪法本身必須局限于 1949年 的日內瓦四公的和第一附加以定串中所列半的行功 .

和行力.力 了要林琱一致而安成似打清草的另一介理由是,由委長舍喵吋通道的第

12奈我有一份被汏力是侵略行力的非洋冬元遺的行力清草,由特別報告貝提出的

第14奈的案文也栽有明五力有限的危害人美罪的行功和行力的清草.

42 淡到第 13紊草案所使用的措洞,他指出,特別叔告貝肘于
“找手法規或

刁慣
〞遠一用悟是否恰些并元把握,到 目前力止,委長舍的委員們在遠一羔上也各

持已兄.些 然,遠一用悟被普遍使用在淬多固豚公的和許多因家法律中都能移找

到.然而,有一羔位些汜住,就是,1977年第一附加快定中以前的那些案文大多

使用
“道用于武裝沖突的目怀法規Jll” 第 2紊 (b9一洞.遠已成力棒准的格式.所

以現在也位使用它,特別是盤于大多效武裝沖突法規則已編集威力各种公的,.而且

最好是參照各奈的法,其中,第一附加以定爭体現了各固之同在遠方面的最新的林

商一致意兀.在速一魚上似乎已不必再辦梵了.

43 出于所有速些原因,他汏力,位 些持第 13奈草案的第二各逸案文提交

起草委貝舍,要求起草委長合作出下列修改:〔a)項 中,在患的找爭罪定〤之

后,位 些提出一份根据 1949年 日內瓦四公釣和第一附加以定串被扶力是找爭罪主

要活功和行力的清草,可能的活,最好是一份非洋思的清草;位 些保留 (。 項,

或許要作几尖修改;位 些增加一今新的 (c9項 ,栽有夫于
‘武裝沖突

’
一洞的定

火,其基砧位些是第一各逃案文 (。 項的內容:‘
‘
武裝沖突

’
一洞指日內瓦四公釣

⋯⋯所界定的含火
’,速梓,‘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回怀法規Rll’和

‘武裝沖突
’二洞就具

有明确的定火了.

44 夫于第 14奈草案,他悅,整于他已在 1986年第三十八屆舍以上就速一

款的內容作避志的坪淹,他只淡特別拫告長列犖的并提出作力肘危害人失罪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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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

45 特別報告的解釋說服了他,因 此他同意位些持种族又免罪列于首位,其
定又位取自《防止及恁治又飽种族罪公的》中的定〤.

46 夫于第 2款 ,他 同意布特多新一加利先生的現焦,不泣些將种族隔商仗

限于南非所其行的政策和做法,因力現在有可能已存在或將來有可能存在其他形式

的种族隔南.此外,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第二各逸未文重迷了《禁止并恕治种族隔南

罪行因豚公的》的定火,若干既可用于南非央行的种族隔南,也可用于在其他社套 .

或其他回家已銍存在、或有可能存在的其他形式的种族隔商.因此,位 些刪去垓各

逃案文中的方括母中的內容.些然,逐套有其他方面的同題,因力在一項目狋文串

中已存在有失种族隔南的定火;是否泣些、以及如何政迸它垃由委長套決定.

47 村于第 3款中的
‘奴康制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奴役,包括強迫旁功

’
速种用

悟他感到有些怀疑,因力
‘
奴役

”
和

‘
強迫芳劫

”
速种措洞不精确,而且可用于在治罪

法草集中不涉及的行力.因此,垓款的措洞泣些修改以便使它更有限制性.

48 在第 4款 中,特別根告真正确地考慮到了委員舍和琺大六委的甜淹,沒
法將某些很有可能友生的強求行力列入治罪法草案.(a)、 (b)和 (c9項 中列拳

的活功和行力有可能全部列在一款之中;速介同題可交起革委員舍解決。
49 夫于第 5款,他指出,特別報告長基本上照搬了 1954年 治罪法革集的

相同奈款 (第 2奈 (● ●)款 ).他砍迎增加一介新的內容,即 ‘
大規模破坏其財

戶
”

.

5U 第 6款的新案文是肘 1986年提交的相位素文
’. 

的改造,因力它增加

了失鍵的蓄意速一概念,將意外和蓄意尸重韻害坏境加以Σ分是非常重要的.然
而,垓款的措洞垃些更加有力精确,而且庄些＿●夫于回家責任的奈款草案第一部分

第 19奈草案
n, 

的措洞更加接近.垓款立些明确地悅人天坏境是全人大麩承的共

同財戶,因力半竟送一羔是整介同題的夫鍵.

51 最后,他建快將第 13和第 14奈草案提交起草委員舍.

第四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12紊草案第4款 (兄第2U96次舍以,腳注 4).

兄第 2U96次套以,腳注 19.

眵畤畤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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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指出,委長舍的一些委員在淡到第 13朵草案吋螢成

增加
‘
尸重程度

”
遠一概念,他悅他在上一次套洪就速一魚作了坪梵,現在想再作一

些朴充.

53 本來,遠种想法是不錯的.他意味到治罪法原則上是用于村付危害人共

和平与安全罪,因此位些只涉及那些最尸重的罪行.然而,位 些指出,委員舍采納

了三种美型的罪行 (危害和平罪、找爭罪和危害人爽罪),遠在 1945年的俺敦怭

洪
1日  中提到逍,而垓林以又是鈕俺堡和其他地方申判找等罪的基詘.至于尸重

.

程度的概念,一介多世紀以來在任何大于恁田找爭罪的回怀法中都元法找到.按照

目前生效的固豚法規則,一介交找固抓到敬方達反某些找手法規則的軍人,元淹速

种違反是在瞄地、海上逐是在空中,均有杈91他送行申判,即使送种違反行力情市

技輊.些然,愆罰位些与所犯的違反行力成比例.他并不是要辯解說,情市不重的

違反行力也位些列入治罪法,但他扒力,委見套,特別是起草委貝套,位避免喊韻

找爭法規則的效率,即使接受其存在,因力它們是意的目怀法的一部分,特別是如

果
‘
找等

’
一洞道用于所有失型的敬村行力的活.

54 主席洗,玉然他理解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的夫切,但并沒有人悅避要肘

‘
找爭罪

’
一洞的通常含叉或道用于找爭罪的法律作任何修改.委長全只是在治罪法

草案的含火內村梵
‘
找等罪

”
.

55 科歹馬先生悅,他同意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的活.些 然可以理解治罪法

草案患的只涉及最尸重的行力.然而,尤其是在我等罪速种情況下,存在看适用于

找爭罪的制度,元需知道一种達反找午法規則的行力是否尸重到達祥的地步,即央

定它是否构成找爭罪.尸重程度速一因素,如果有必要的活,只 涉及定性險段友揮

作用,決不涉及定火.此外,如果定〤中增加尸重程度的概念,速意味看治罪法的

道用在某种程度更力主現,使起坼人一一也就是說,交找固一一成力法官.且然是

由起坼人提出達反找爭法規則的程序,但是違反的尸重程度卸由法官判定.

56.他支持巴本謝戈夫先生村
“
危害人美罪

’
一悟的分析,遠位些理解力

‘
危害

全人共罪‵ 即危害全人榮共同信守的价值.

18同 上,胂注 7.

一 筘 -



59 最后,他 同意最初由每庫鈉斯先生提出的建坡 (第 2。96次舍以),也汏

力泣些以一份參考性清草朴尤第 13奈車未中的哉爭罪定火.

58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提靖科多馬先生注意速祥一介事央,即在治罪

法革未的含火內一項并不很尸重的違反有可能被扒力是找爭罪.● 949年 日內瓦四

公的的第一附加以定中第 26和第 29奈裁有一瓨使用匡夯弋机朵件的定又,第 28

朵第 4敖更規定,‘在送行第 26和第 27無所指的
、
行●i,匡夯弋机除与敬方事先

迷成怭以外,不位用以搜尋仿者,病者和遇船堆者..如果一架區分弋机的机故旡視 .

遠些規nll決定搜尋仿者,病者或遇船雅者,是否可以悅他犯有找午罪?

59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悅,他所夫心的并不是卡菜步 .多德里格斯先生引

用的例子是否位些包括在治罪法草案內,思管他主張泣些包括,但是,如果情市較

駤的違反行力被排除在治罪法之外,委員舍就可能不必悅明速种逮反行力仍然是達

背找爭法規則,而且現行目豚法村它們已銓作出了規定的.速一同題位些由起草委

員舍來赴理,消 除任何模棱兩可的措洞.

下午 1吋散舍.

第 2U98次舍洪

1989年 5月 9日 星期二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巴水沃茫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

生、迪正斯 .因 薜雷斯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新先生、科多馬先生:耳希馬先

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告庫幼斯先

生、塞普休籬送 .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囿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

穆沙特先生、物科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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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1  (袋

)

(A/cN.4/411,2  A/CN.4/4﹁ 9, 3  Aˊ CN4/

L.431, D市 , ︳Lc(XL︳ )ˊ C。nfR。
。
mDoc3)

〔洪程項目S〕

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報告(致
)

第 13奈 (找寺罪)和

第 14奈 (危害人美罪)4 (緻 )

﹁.勒泰先生在坪梵第 13奈草案吋悅,他更喜砍第二各逸案文,并扒力庄以

非常明确一一比特別拫告長提出的兩介各逸案文都更明确一一的悟言描迷定力我爭

罪的行力的必要的尸重性.但他堅決反肘將构成找等罪的各种行力的清草列入治罪

法草案的意凡。

2 委員套正在村淹十分尸舜的洪題,它提出了有失委員套的作用的同題.某

些奈款草案仍是元法接受的,并可能危及整介草案.委 貝套的任夯不仗是沒卄堵如

固怀刑事法庭之美的取司机构9I找 爭罪送行起坼.也不是确定在哪些情況下各目位

常判或引渡罪犯.(在速方面,他想指出,肘于建立因怀刑事常判机iA● 的沒想,各

固政府的杰度也忤比表面上的更炅活°)但肘多數目家的政府未悅,委 員舍的任奔

是一項內容更戶的任夯,即考慮与我爭罪有失的央辰性的規則并鎗新的找爭罪下定

〤.

1固 豚法委員全 1954年第六屆舍以通逮的治罪法草案 (《 1954年⋯⋯年

盤》,第 二卷,第 1S● -巧2瓦 ,文件 Aˊ 2693,第 54段 ),特載于 《1985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英 ,第 18段 .

2特
哉于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3特
栽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4案
文兄第 2U96次舍洪,第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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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員全是否打算在治罪法草集中把下迷火夯強加給各固,即接受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第一和第二附加以定半.根括最近的消息,﹁ 66今回家已批准了上

述公的,但速些固象并未都批准速兩介以定串.一些拒地批准,并向回狋釭十字舍

代表隊逑了理由,而速些理由和惰性或豌懶元夫.因此,他不可能同意由委員舍通

道一介戶林某一項決定串体現了刁悅法規則的未文.委員舍可以規定,任何接受治

罪法草案的回家,都有火秀成力遠些以定中的些卒方:但是,國家在未表示同意的

情況下是不受的京的.至少他里映反肘任何速祥的想法:借 口最近的公的或耿大決
.

定表逑了刁慣回豚法而將其作力治罪法的基拙.第 13奈草案的第二各逸未文逐有

一介困堆之赴,即接受治罪法而不是速兩介決定半些李方的各因作力些事回持承捚

略有不同的又夯.遺憾的是,委員套沒有糾正速些缺羔的叔力.

4 他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提及所有現行的有失奈的規定和日內法的亦法來強琱

找爭罪的尸重性:每介回家都有某一熒罪行被汏定是尸重的.在速方面,法院力肘

引渡的要求作出央定也需要有幸可循:可能出現速祥的情況,即某回要求引渡一名

罪犯,但垓犯的罪行在受要求固并不屬于同一罪行失別 .

5 他以委員套的取能是代表各目政府行事力由,反村幵列一份构成找爭罪的

行力的清草.它如同第六委員舍或大合那祥,不是可以自由地就囝隊罪行的內容友

表宣言的政治机构.委長套的任夯也不在于村典淹作出反座,而在于肘找爭罪送行

央辰性的編慕工作,或許逐要給新的找爭罪下定火.

6 夫于第 14奈草案,他汏力危害人爽罪不泣包括
‘
粹居民汏共領土上強迫

特移
”
第 4款 〔a).盤于世界上有避忤多孩人听同的屠茶事件,力 了拯救他們免于

必然的死亡.不能禁止各回特移人口或同意遠共的特移.

9 夫于种族隔南制度同題,已絰指出有些回家不接受現有的公的:因 此委員

舍必須在治罪法草案中洋幻具体說明罪行的性辰.事央上少數人枳利速介同題是十

分微妙的:歐洲委長套明智地加以回避,而耿合國則不作正面赴理.草案的內在因

堆又是清單元法包括所有的罪行.他希望委員舍不要滿足于依伙洋幼列群罪行,特

別是涉及到那些多少是新的、但又不明确界定的罪行吋.委員舍不可能赴理所有的

罪行,因 力危害人榮罪的完整的編集工作很可能需要 25年或 3U年 .但是委員舍

可以赴理其中一些罪行,尤其是那些最使人痛恨的罪行,如种族隔南制度:至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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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罪行,委員套可以在其報告中幵列它仍掃解決的同題的清草.

8 另一介同題是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同題,遠介同題必須列入治罪法;但化苧

武器和造成大規模破坏行力的行劫的同題又如何呢?村罪行作洋冬元遼的編集是板

其困堆的,但是采用一介倚車的公式也不是解決亦法.委真全位仔幻研究犯罪意

困,它是一介所有刑法体系共有的概念,遠也玝能肘定叉同題提供一些解決亦法.

9.何而言之,他反村列出罪行清草共辰上是扁于方法方面:正确的編泰是必

要的,但所需耐同大故.例如,委長套自η963年就幵始村回家錴承速一寺題升始 .

工作,但直到非殖民化送程已有相些迸展之后才耳出草案.委員舍在其肘第 13朵

和第 14奈草案的根告中泣解釋其碰到的困雅并努力找出不足之楚.此外,他完全

知道特別根告真正在征集各委貝村速一同題的現魚,并肘其力惆和各方歧兄作出的

努力表示螢黃.

1。  揚科夫先生悅,他將只肘第 13紊草案友言,并悅他的現焦在若干方面

与勒泰先生的高站不思一致.

11 夫于
‘
找等罪

’
一洞的范固和內容,甜淹中出現了兩种傾向:一种傾向是

主張下介一般的定〤,另 一种則主水特构成找爭罪的具体行力列出清草.在遠方

面,似汀奈的的技木方面的一項重要友展是值得注意的.几十年前,固 狋奈的中通

常含有一無題力
‘
定叉

’
的奈款.今天,速一荼款現在已被

‘
用浯

’
朵款所取代。作出

遠一改交,是由于扶泬到送行界定避程中所含的危險.

12 建快的第 13奈的兩种各逸案文都我有找午罪的一般定〤,速是一种新

的做法,因 力特別根告長在其 1986年第四次根告中的第二种各逸案文里列拳了构

成找等罪的各种行力凡下文第 15段 .特別報告長現在在第七次報告中提出的淹羔

是基于以下想法:有失我爭罪的法律不是固定不交的,位不新修汀,以适位交化中

的世界的需要,以及在卄多情況下,奈的只是表送和界定了現行法律的原則

仈/CN4/419,第 9段);許 多杰出的作者都扒定不可能持各种找寺罪洋思元遺

地列出一份清革 〔同上,第 1U段 ).

13 任何找寺罪的清草都不能充分地反映道用法的劫杰,送种看法也卄是肘

的,但是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美罪也是如此.然而,委 長舍在上一屆舍以上哲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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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的第 12朵 (侵略)5 以及特別報告長現在提出的夫于危害人爽罪的第 14奈

仍然沿用了逐朵列出垓行力的方法.在制汀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的治罪法吋,人們

瀣常要求委員套冬可能采用編泰刑法使用的方法:最重要的是确定介人違法的情

況.送就使主管法院能砂确定某种行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垃受怒赴的犯罪行力.村子

目沶法規定的不法行力,送一患要求更力道用.在他看來,在村有失找爭罪奈文的

范園得到明确的解決前,位确定是否有足移的根括列出构成達犯我爭或武裝沖突的

法規和刁慣的行力清革,能否將列帶的亦法＿●下一介一般定叉的做法相錯合,以便 .

肘找爭罪有全面的法律概念.                .
14 力解決第一介同題,垃村 19U7年海牙公的、i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

1997年 附加以定半以及其他有失文中之前和之后的因豚奈的和案例法所昱示的囝

家慣例送行一次全面的琱查.余所周知,鈕俺堡法庭鈕象法6 第 6紊 (b9列拳

了找爭罪的一系列重要內容,即達犯找爭的法規或刁慣,包括但不限于媒染、虐待

被占領土的或被占領土內的平民人口或力了送行奴素芳功或其他目的特其班逐出

境,謀茶或虐待找俘或海上人員,茶害人廣,掠寄公共或私人財戶,恣意破坏城鎮

或多村,或不能以罕卒需要力理由的尸重破坏.鈕俺堡法庭姐銀法和鈕俺堡法庭的

判決中所承人的目你法准則
’ 已由固隊法委員舍在 195U年予以肯定.

15 特別根告員在其 1986年第四次拫告中所提交的第 13奈草案
8 

中,采
用了逐紊列逑的亦法,并提出了下列构成找爭罪的行力清草:

(一) 村人身和財戶的尸重侵害,包括蓄意茶人,酷刑,不人道待遇包

括生物拭驗、蓄意肘身体健全或健康造成巨大痛苦或尸重仿害,不是力了軍事

上的需要而且以非法或寺橫方式大規模數坏或占用財戶;

(二) 非法使用武器,特別是具有不加匡別地攻古罕事日杯和非軍事日

5《●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71-72丌 .

6兄
第 2U96次舍洪,腳注 7.

’
同上,腳注 14.

8同
上,腳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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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的性辰的武器,后果不能控制的武器和大規模毀天性武器 〔尤其是首先使用

核武器).

16 他扒力禁止大規模破坏性武器位是免村的,不位只限于首先使用遠种武

器.他剛剛援引的尸重連犯行力可以作力肘找寺罪列途的第一部分.力 了在治罪法

草案中确保
‘
找爭罪

’
一洞的全面性,清草之后可加一項一般性的奈款說明:送一洞

句包括一切其他肘找手法規或刁憤的尸重違反,村武裝沖突各方所同意的道用于垓

坤突的因豚法准Jll的尸重達犯,以及肘遠一法律的公放原則和准則的尸重違犯.送 .

祥的朵文將把具体指明介人行劫与找等罪的一般概念結合起來.它可使侍筑的找%(.

概念与可能包括民族解放斗爭与內我在內的些代武裝沖突現象更超接近.此外,尸

重性是找午罪概念的一介必不可少的內容,‘尸重
’
一洞泣耳入將要通避的任何提法

中.

19 最后,些 把第 13奈提交起草委長舍吋,委員套庄表示傾向于一一或者

至少表示可能采用一一共中栽有一份尸重達犯的清草,并有一項概指任何其他行力

的一般性定〤的案文.遠祥做的想法是考慮到有可能解決法院的体制性同題一一元

淹是因家法院或特沒或常淡固豚法院.

18 塞普水籬送 .古鈇雷斯先生汫到第 14恭草案吋悅,他螢成按特別根告

長精呆的第七次才艮告 (A/cN4/419)的亦法,列 出一份危害人美罪的清草.他

也扒力有必要在草案的某赴加入一無夫于
‘人美

”
一月的定ㄨ;否 Jll就堆以明确理解

‘
危害人美罪

’
的概念。

19 提及在第 1款 已予正确界定的又免种族罪行是完全恰些的.(一 )至

(五)項准确地用迷了构成送一罪行的各种行力,其豚上也就是世界典淹所最重視

的那些行力.

2U.夫于种族隔南制度的第2款 ,位予以保留,因 力它是針村
一
种不幸地正

有增元已的現象.因此外种族隔南罪的規定和禁止位不留任何漏洞.然而由于明昱

的政治原因也由于速祥的犖例不符合良好的起草技木,第二各逸案文中方括景內的

‘
如在南部非洲境內推行的

”
一悟可予刪去.

21 夫于
‘奴彔制和所有其他奴役形式,包括強迫旁功

’的第3款是不能完全

令人滿意的°‘奴彔制
’的提法些然垃予保留,但‘所有其他奴役形式

’的提法欠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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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首先,它似乎喊駤了奴束制的尸重性:其次,速祥的行文不能表送
‘
其他奴役

形式
’
遠一概念的內涵.‘ 強迫旁功

’
的概念位予保留,但垃明确指出是哪种強迫芳

劫,即不同于因你芳工理數有失公的所我列的強迫旁劫.9
22 第 4款 〔a)中 ‘

仄共領土
’
一活垃予保留,因 力速一提法并元含糊之

赴.第 5敖的措洞且然可以接受,但泙注垃解猙‘
不人道行力

’
送一概念的含〤.

盤于第 6款的重要性,其內容位更确切,并要和國狋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

強害性后果的回怀賠借責任有些碟系.                    .
23 最后,第 14朵庄加入一款夫于赴理頡坏和占用已威力人英文化遼戶的

一部分的物品.耿合回教科文組銀已力保伊速种逾戶做了重要的工作,速些遺戶包

括珍貴的出土文物,甚至于包括整介村庄和城鎮.毀坏送种財戶是村人英ㄞ史犯下

的罪行.出 于政治、种族或宗教的劫机而肘它的任何尸重、有意的侵害立厲于危害

人美罪的范時.

24 他快力第 14奈草案可以提交起草委員套.

25 史先生悅,特別報告長清晰而淵博的第七次叔告 (Aˊ CN4/419)也
合成力他 1986年提出的第四次報告有夫部分的有益朴充.1°

26 且然看來委員舍在初期肘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遠一概念是否具有統一

性曾有分歧,但銓逍故吋同辦梵后已決定特其迸一步分力危害和平罪、找爭罪和危

害人美罪,速一決定已絰大舍批准.速祥迸一步匠分在鈕俺堡法庭姐數法和本京目

豚法庭鉏象法中都有切其的根据,委員全本身早在 195U年在鈕俺堡原只1的第四原

nll中 也采用了同祥的分美法°﹁ 他同志速一分法,冬管速三介部美,尤其是找

爭罪和危害人美罪有時有重登.

27.一般地說,危害人榮罪是由于政治、回家、民族、种族、宗教或其他美

似原因而犯下的.在遠方面,他 同意第四次報告引用的亨利 .米洛籬茨的活,‘人

9同
上,腳注 24.

1° 《9g86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53丌 ,文 件 Aˊ

CN4/398.
11兄

第 2。96次舍洪,腳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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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
一洞有文化和人之尊尸的含〤,根告長括此在垓根告中坎想危害人爽罪可作三

居意〤的理解:殘酷村待人之生存、剝各人之尊尸和摧毀人爽文明.”  功机也

是重要的,否 Jlll‘人共
’
一洞可能不足以區分危害人美罪与找爭罪的特焦,尤其是找

吋犯下的危害人爽罪.由于功机速一因素,一介行力的大規模或系筑化性演蛗然是

重要的,但在決定什么构成有別于普通罪行的速一共罪行吋也卄逐不是決定性的杯

准.

28 建快的第 13朵草案的兩介各逸案文都沒有包括构成找爭罪的行力清

革.委長套內村于是否需要送么一份清革看法有分歧,玉然兩派意几都扒洪到不可

能列出一份洋冬元遠的清草.但他的看法是,力 了与有失其他兩美罪行的柔款取得

平衡,在一般性定〤之后位有一份指示性的找午罪清草.

29 就名詞而言,他與成第 13無的第二各逸未文.找午作力一种法律現念

按照侍統的目狋法力交找目帶來了杈利和文夯,速种現念已銓迪吋了,而且由于找

午作力一种政策手段已被禁止,找爭規Jll和 刁慣的存在、侵略我爭的友功者有叔利

和火夯等已成力反常的挑象.而且速哭找爭的皮功者往往以
‘
事件

’
或ㄅ中突

’之共的

洞悟未防止道黃和排除村受害者央行找寺的規Xll和 刁慣.因 此第二各述案文中的

‘
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回怀法規Jll” 提法昱然肚于第一各逸案文中的

“
我爭的法規或刁

慣
’
一悟.此外,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成后的有失法律文中,武裝沖突的概念現在不

伙包括主杈回家之同的武裝沖突,而且包括人民力行使自決杈向殖民銃治、外因占

領和种族主火政杈送行斗爭的沖突,也包括某圄目內內我的武裝沖突.然而,如果

委長套保留第二各逸案文,委長位考慮垓朵的杯題
‘
我等罪

’
是否适些,或是否代之

以拷如
‘達犯道用于武裝沖突之固怀法規則的罪行

’之美的新杯題.

3U 仍然存在速祥的同題:构成找午罪的行力是否必須達犯或
‘
尸重

’
達犯了

适用于武裝沖突的目豚法規Jl1.些然,根据一般的別法,肘于一項具体罪行的怨赴

取決于犯罪的情況和尸重性.謀茶便是一例,按某些國家的刑法分力一圾和二數洋

茶罪,給予相位的恁赴,然而,委員全已決定治罪法只庄什村性嚴最尸重的罪行,

12兄 《●e86年 ⋯⋯年整》,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56瓦 ,文件

A/CN4/398,第 1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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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使他明确地扒定只有尸重的連犯行力或尸重的毀的行力才构成找爭罪.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第一附加以定中第 85奈第 5敖.s 

的确載明了速一魚,垓無規定
‘
尸重達犯速些文串持技視力找爭罪.’

31.第 14朵草案忠的悅是可以接受的.他女成把天免种族作力危害人英

罪,由于共性辰尸重和國沶社舍同芹遊黃,送祥做是有道理的.‘又免种族
’
一月在

第●款具有道些的地位,遠是正确的;他不知道 1954年治罪法革來第 2奈第 1。

敖中力什么沒有使用垓洞.                         .
32 在許多法律文串中,种族隔南已被扒力是危害人英罪.將种族隔南包括

在內的目的是力了更新 1954年 的治罪法草案.在提出的第 2款的各逸案文中,他

傾向于第二各逸案文,垓案文复逑了《禁止和恁治种族隔高罪行固狋公的》第二奈

的規定.由于若干回家仍未加入遠一公的,如果不提它也忤更容易被接受.方括景

中
‘
如在南部非洲境肉推行的

”
一悟可予刪去,因力治罪法草案是普遍執行的,而今

后很有可能出現与南非現行的形式不同的种族隔南.但他肘近期內在南非結束种族

隔商能不水現.目狋社套的确位決定采取更有效的秩合措施根除南非的送种做法.

33 且然他不反肘將奴表制 (第 3款)列 力一种危害人美罪,但重要的是垃

澄清奴素制的有夫形式,以有別于汻多回家普通法律定力有罪的形式.他也同意,

“
強迫旁劫

’
是一介含意很ㄏ的洞,在垓段行文中位予澄清.

34 他忕力第 4款的三項措洞大先統,文字工作需要改造.除此之外,他肘

第4款不持昇洪。

35 夫于第 5款‘
不人道行力

’
的确垃包括侵犯人身和侵犯財戶罪.特別報告

真正确地將毀坏財戶列入危害人美罪,并正确地強琱了必須保伊袂視力人英遺戶一

部分的財戶.在速方面,位圮住一介回家的人民或民族的文化遼戶是全人英文化遺

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 此,第 5款除了一般地提及財戶之外,逐位具体提及

財戶是一种文化遺戶.此外,特別技告長逐指出,如果不是由于功机速一因素,垓

款所提到的行力也并同各因刑法所指汏的普通罪行堆以區分.

36 最后,他 同意第 6款位予修改,使其同夫于回家責任的紊款草案第一部

13兄
第 2U96次套洪,腳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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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第 19奈第 3款 〔d9更加一致.n4

37.主席提洪委貝舍休舍,以便起草委貝舍幵套.

就速梓決定.

上午●●吋 3。 分散套.

.4同上,腳注﹁9.

第 2。99次全洪

1989年 5月 1U日 星期三上午 1。 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巴小沃菸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

网薜雷斯先生、弟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馬先生、小木曾先

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庠納斯先生、塞普本堆

迷 .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目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切科夫先生.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1  (生

)

(Aˊ cN4/411, 2  A/cN4/419, 3  A/CN4/├

η
目杯法委長舍 1954年第六屆全洪通避的治罪法草案 (《﹁954年⋯⋯年

盤》,第 二卷,第 1S● -152英 ,文件 A/2Sg3,第 54段 ),特栽于 《1985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英 ,第 18段 .

2特
我于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3按
載于 《1989年 ......年 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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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第13無 (找爭罪)和

第14黍〔危害人美罪)4

D市 , ︳Lc〔XL︳ )/C°nfRoomDoc3)

〔洪程瓨日 5〕

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報告(致｝

(劣爽)

1.巴水沃伊先生力特別報告長的第七次報告 (A/cN4ˊ 419)的廣量和他

的介紹性友言向他表示祝女.

2 淡到第 13奈草案,他指出,特別報告貝在 1986年提坡的相位奈款第二

各逸案文
5 

載有找爭罪的通常定又,并 附有构成我爭罪的行力清草,即 (a)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
6 

和其第一附加以定爭
’ 中提到的一切犯罪行力,換言

之即
‘
尸重違反

’
的行力;(b)其他行力,特別是使用某些武器、蛗不是上迷的

‘
尸

重逮反
”,但仍然构成找爭罪.除 了速兩美以外,逐有第三美找爭罪,但正如特別

拫告長所指出 (同上,第 24段)的 ,送些罪行不矽尸重,不必列入治罪法草案.

3 特別報告長在本屆套以上提以的兩介各逸案大都未列找爭罪的清草,他在

其報告 (同上,第 4段 )中解釋了他力何要速祥做;因 此,紅十字固你委員套嫈

成馬板斯奈款 (同上,第 5-6段 ),垓無款的优焦在于更力道合不斷焚化中的現央
(同 上,第 9段 ).可是委員舍的几位委長已銓表示避他們傾向于列一介清草,主

要是因力按照刑法的幵明現羔,特別是元法律即不构成犯罪、法元明文者不研的原

則、要求有明确具体的規定.速些委長的中心思想是,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只垃針肘尸重的連反行力.委員套其他委員并不拒銫遠种淹魚,但他們愿意留待法

官來确定所涉行力的尸重程度.事央上,送部分委員和那部分委員肘于
‘
尸重

’
一月

4案
文兄第 2U96次套決,第 2段 .

5兄
第 2U96次舍坡,腳注 4.

6同
上,腳注 1U.

’
同上,腳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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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是不一祥的,遠一淏舍必須解決.

4 必須在尸重犯罪行力和尸重達反行力之同迸行Σ分.前者之所以尸重是因

力行力本身固有的尸重性,比如茶人是比作蝙更尸重的犯罪行力,因 力茶一介人比

偷去他的我更力尸重.速些然也反映在所判的別上面:在日內法中,刑法規定的刑

罰反映了犯罪行力的尸重性.但是一种達反行力,根据有失的具体情況,加重爽罰

情市或喊輊赴珂情市,可被視力尸重程度不等的一介和同一介犯罪行力.在速种情

況下,判斷
‘尸重

’的程度主要是屈于法官的叔限,完全取決于兵体的情況.一般悅
.

來,法官有叔根据具体情況量刑.例如阿根廷刑法肘草先森人罪規定的刑罰是狄 8

年到 25年的徒刑,法官可在此限度內量刑.

5 所以,委長套夫心的位些是犯罪行力而不是違反行力的尸重性:如果治罪

法只是針村尸重犯罪行力的,但作力立法机夫的固狋法委員套位些村犯罪行力的尸

重程度同題表明杰度,不能特送今同題留待法院裁量決定,否 Jlll舍大大有頡于刑法

的幵明原Jll的 .因 此,就需要由固隊法委長套來區分尸重的犯罪行力和不那么尸重

的犯罪行力,力 此,就要列一介具有必要尸重程度,可 以視力找寺罪的犯罪行力清

草.至于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所捏心 〔第2U97次舍洪)的 因力特比較不尸重的犯

罪行力不列入治罪法可能影晌到現行找爭法規Jlll的 危險,可 以送祥來防止、即在治

罪法草案中增加一奈,說明其規定并不妨得村草案中未列的犯罪行力的愆赴.正如

特別根告長指出的 (A/cN4/419,第 9段),遠祥的解決亦法确央違背夫于一

介能跟上我寺法的演交的文串的概念,而找爭法并不是靜止不交的.但是如果找爭

法友生演交,如果出現新的位予冬炎的行力,解決亦法就是通避紊的或刁慣的通常

途徑,村新的犯罪行力加以規定,遠些犯罪行力將作力治罪法以外的找爭罪加以愆

′

一

l二 .

6 另一介可能的亦法並然就是連幵犯罪行力的尸重性的概念,在治罪法中村

找爭罪作一介
‘志的

’
規定,采用第●3紊草案第一各逸案文,不逍不要放在方括咢

內的
‘
尸重

’
一洞.速祥法官就能姼愆赴所有能构成找爭罪的犯罪行力.另 外,遠就

是其怀上的馬板斯紊款,它肘于尸重的找等罪和不尸重的找午罪不加匡分.

7 巴水沃#先生則螢成只幵一介清草,不要一般的定〤.他不可能同意任何

一介各逃案文中所提洪的那祥一种定〤,再加上一介依供是提示性的清革,甲 力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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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賦予法官他本不具有的肘治罪法未列的犯罪行力的尸重性送行汗斷的叔力.夫于

第 12奈 (侵略),8 委員套曾哲吋通避一介廉文,包括侵略的定又和构成侵略

行力的拳例說明的行力清草,但是情況是不相同的,來文夫于侵略罪的定火,并不

是何草地參照其他概念,而是一介真正的一般定又,附有大于有失行力的例子.相

反,夫于第 13奈 ,特別報告長所提以的只是持找午罪界定力違反找手法規和刁慣

的行力,送只是參照另一介概念,垓概念本身并沒有定火,而且夫于坪新犯罪行力

尸重程度的1.9題也完全沒有涉及.                      .
8 最后,巴水沃芛先生汏力可以保留第 13奈車未現有的杯題

‘
找爭罪’,但

是在案中要使用
‘
武裝沖突

’
用悟來代替

‘
找爭

口,以便將治罪法位垓道用的各种美型

的沖突都包括迸去.

9 泣垓承汏,在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范時內,找爭罪有其特殊的性

辰.夫于遠一庶,巴水沃薛先生曾在委員全第三十八屆舍以上指出,他始終扒力在
‘
和平及安全

”
林題之下很雅有統一的、同廣的內容.9 除其他特蕉外,找爭罪的

特魚是,它之所以列入治罪法并不是因力要保工和平,因力只有在找爭狀杰而不是

和平狀念的奈件下,才可能有找爭罪.甚至逐可以提出速祥的同題,厲于找爭罪概

念范時的行力堆道真村人榮安全造成韻害喝?         .
1U 淡到第 14紊草案,巴你沃芛先生悅,夫于危害人美罪和夫于找爭罪一

祥,‘人哭和平及安全
’
概念作力治罪法所要保妒的肘象,是有同題的.在遠里,也

必須知道
‘
危害人美罪

’
的意火究竟是什么.首先提出的向題就是,遠介用浯本身是

否已銓超越了治罪法患的主題事項的范日呢γhumanitv’ 一洞似乎比
‘
人英安全”

一

活的意又要戶泛得多,特別是因力
‘humaΠ itv’ 一詞不俠可以理解力

‘
人美

’,逐可

以理解力
‘
人道的

’
感情,第 5款規定愆治

‘
不人道行力

’
也汻就是基于速今原因.

巴水甜戈夫先生似乎指出 (第 2U97次舍以〕避,八厊史上看,‘ hum各 n;tv’ 一詞是

寺ㄇ作力
‘人美

’
的同火洞未解釋的.元站如何,‘ humanitv’ 一洞的含〤昱然要比

‘人美安全’
一悟戶泛得多,因力村人英有影晌的不一定全都危及人共的安全.因此

《﹁988年 ...⋯年盤》,

《1986年.⋯..年盤》,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71-72烎 .

第一卷,第 163烎 ,第 1969次舍洪,第 64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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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得出錯站悅,本寺題的林題与垃些列入治罪法的犯罪行力的內容并不完全一

致.正如巴你沃#先生在第三十八屆套以上就曾指出的那祥,速种不一致
‘
是ㄞ史

造成的,厊史威予委長舍的一种用悟是來自弗朗西斯 .比德水法官致杜年鬥患銃的

一今根告...⋯遠介用活也許更符合些吋特有的一种精神狀念,而不符合選輯推

理
’
.1°  巴水沃#先生些吋同道,委 長舍是否位孩力治罪法草案另外逸一介林

題.今天在他看來更重要的是冬力力
‘人共和平及安全

’
一悟正式下一介定叉.在妥

善法律基砧上制定的速介定火可以我入特別根告長在其 1986年第四次根告中提以 .

的題力
‘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的种爽

’
的第 1U無車宋,11 速祥它也舍使第 1U

奈真正具有存在的惹火.

11 巴本沃伊先生分析了特別根告貝提洪的构成第 14恭 中的危害人美罪的

行力,他悅他肘于种族又免 (第 1款)沒有什么泙梵.夫于种族隔南 (第 2款 ),

他熒成第二各逸案文,只是將方括咢內的字祥即
‘如在南部非洲推行的

’
一悟刪去,

以便使遠种犯罪具有普遍的性廣.夫于強迫芳劫 (第 3款 ),他 以力庄垓考慮托穆

沙特先生 (第 2U96次舍以〕、咼希馬先生 (第 2U99次套快)、 塞普水籬迷 .古扶

雷斯先生 〔第2U98次舍以)的意兄以及固狋芳工組欽在遠方面所确定的規則.

12 夫于第4款 ,他很高共特別根告長接受了他和其他一些委長的意兄,在

治罪法草案中加速遠祥一些規定.直到今天,全世界逐可以看到班逐居民、在占瓴

領土上建立移民羔或改交一坎領土上的人口組成所引起的有時是忤多世先的后果和

痛苦.在所有送美行力中,巴你沃#先生只半出一介仿害其回家感情的例子,即馬

本籬納斯群島的例子,那里的阿根廷居民,曾在一艘英囝炮飆的威勝下被班逐,代

之以英目的移民,今天垓由仍在依菲一支強大的罕臥的保伊.

13 至于在治罪法草案中提到不人道行力,元疑志可以提出不少理由悅明庄

垓列入,但是如果村
‘humanitV” 的概念不下一介定〤的活,是否位列入就合成力

鬥題.如果央豚上‘human｜ tV’ 只是指人榮,而不是指人道的感情,那 么就可以怀

┐°
同上 .

11《 1986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一部分 ),第 83更 ,文 件

A/CN.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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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第 5款所升肘的速美行力是否真正影晌到人天的安全.送就是委員套必須重新

中洪治罪法草案的林題或者草案的确切范目的另一介理由.

14 最后,巴水沃菸先生只能螢同在第 6歉 中列入遠朵規定,思管他放力速

奈規定大先統.必須确切地知道委長舍汀送一各是要保伊什么.就人美不境而言,

情況是清楚的,但是要确定什么是
‘
人大至力重要的財富.卸

不屈于法院的取叔范

目.因此,委員套需要指出其掞害須受到恁爽的人美至力重要的財富究竟是什么.

15 小水曾先生就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報告 (A/cN4/4︴ 9)向共表示祝
.

賓后悅,他哲吋只限于第 13奈草案友表意兄,他保留以后肘第﹁4奈草案友言的

叔利.

16 夫于找爭罪的定又,小木曾先生以力位垓明确包括三魚內容: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及其附加決定半中所界定的人道主文法規則,送祥就可以粹找爭和武

裝沖突都包括迸去;找 爭的刁慣,速今用悟已得到一定效量的公的和軍法典的确

扒;以及其他禁止使用某些武器尤其是大規模毀天性武器的回拆林定中所我的規

則.然而,他指出,特別報告長所提洪的第 13奈第一各逸未文沒有寺ㄇ提到禁止

使用某些武器的回隊文串,而在第二各逸案文中
‘
固狋法原則和規則

’
只是默示地涉

及找爭的刁慣.小木曾先生因此扒力,泣垓按照他剛才指出的方式,重新改耳速兩

介各逸案文.

17 至于构成找爭罪的犯罪行力的尸重性同題,他承汏有必要村上迷行力加

以限定.委員套曾銍忖淹避速介同題,它似乎只愿意將最尸重的犯罪行力定性力危

害人熒和平及安全罪行,其他違反目豚法規Jll及找爭刁慣的行力,特別是技求性的

達反行力,可以由目家的罕事法庭恁赴.可是,如果特別投告貝汏力匆rave’ 一洞

由于其在日內瓦公釣第一附加決定串
’2 

中的含叉而不宜使用的活;他可以使用

%e而 UuS’速介形容洞.

18 然而他逐有一焦保留.如果央狋上要由法官來确定具体的違反有力的‘
尸

重性
”,回家法院和目狋法院所做出的裁央就套有很大差昇.一介因豚法庭受到的

心理因素的影晌較小,它肯定有較好的系件做出客現的判央.速介同題位垓在將來

12兄
第 2。96次套洪,腳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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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屆套以上送行村梵.

19 至于找爭罪的可能的清草同題,小 木曾先生表示同意特別技告貝的看

法:想要似汀送祥一介清草,即使是非洋冬元適的,即便是出于央用的理由,也是

不可取的.首先,不知道治罪法如何能提及日內瓦四公的及其附加以定串的全部重

要原nl1.其次,列犖
‘找等的刁慣

’
要求有非常寺ㄓ化的能力.最后,不站是日內瓦

四公的逐是遠方面的其他固豚文串,必須況住有很多締的因都曾做出保留,或者在

筌措吋附有解釋性芹明.在速种情況下,能否以筒革明确的詞悟將遠些公的的規則
.

移到治罪法草案中,是不能肯定的.然而,如果委長全大多數委員表示女成列清

車,他 Rll希望特別報告長能提出一介兵你的、也許非洋冬元遺的清草,委長會可以

以此力基袖考慮哪些行力构成罪行.小木曾先生保留屆吋再次就清草友言的杈利.

2。  弗朗西斯先生悅,夫于第 13朵草案他比較傾向于特別投告長提出的第

二各逸案文.一方面,垓朵 (ω 款指明,必須是尸重的達反行力才构成找午罪,

送与委長舍已通造的、銓大套扒可的決定的精神是一致的.另 一方面,(b)款的

范園要比第一各逃案文 〔b9款的范園戶
一
些,因力它不依包括的束沖突些事方的

固豚怭定,而且逐包括道用于武裝沖突的、一般公汏的固怀法原則和規則.送种耳

法的好赴是,提到現存的、夫于遠介同題的重要的法律志体,特別是不明示地提及

1949年 的日內瓦四公的,送祥在道用治罪法方面就可以有更多的伸窮性.

刉 且然第二各逸案文因此欲力可取,但 (b9款逐是以放在治罪法草案的

另一部分比較合适.例如,可 以將它的內容持到侍琬上夫于定〤的奈款中.正如耳

希与先生 〔第 2U99次套快)所建洪的,最后一句可以分幵,肘于
‘武裝沖突

’
一活

是什么意思可以草另下一介定〤.

22 不述,正如有几位友言人所悅的那祥,第二各逸案文如果不附加一介非

洋思元遺的找午罪清草,那 逐是不完各的.特別根告長在其第七次報告

(A/CN4/419,第 4-1U段 )中 ,以文串、苧悅和目怀法令家的意兄力依据 ,

已銓潮明在他看來可以阻止采取遠种做法的理由.但是,至少有兩介因素促使采取

送种做法.首先,治罪法的位用可能不俱仗是由一介目豚机构水位用,而是、而且

主要是在普遍管轄杈的基砒上庄用.可是,回家的法院卸不大可能有許多目豚法的

寺家,如果找÷1.罪不以非常具体的洞悟界定,治罪法就不合頩利地其施.而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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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ㄞ史所表明的,違反找爭法的不俠仗是罕陝:只 要想一想目前在中末、在拉丁美

洲和在正洲所友生的事件,就知道所涉及的不止是軍人,另 外逐有平民,甚至逐有

几童.所 以列出清草的好赴就是址所有的人都明确知道,什么是犯罪行力什么不

是.力 此,他汏力,第 13無垃垓思可能我有一介非洋冬元遼的找午罪清革.

23 在淡到构成找爭罪的達反行力的
‘
尸重性

.送
今天鍵伺題吋,他悅遠种罪

思是一种
‘
尸重

’
的罪行,至少八主現上看是如此.可是如果要使治罪法具有央狋意

叉的活,就必須承汏有几种不同的尸重程度,送是特別根告五所建洪的.在一介扯 .

共因犯餓一板皈的士兵和一介肘因犯使用酷別的士兵之同必須加以厎分.遜可以華

出忤多其他的例子來說明可能的違反行力是多种多祥的:需要根据其尸重程度未村

找爭罪定性正是由干達反行力种美之多所決定的.

24 他在坪淹第 14奈草案,特別是种族隔南吋悅,在村垓罪下定叉吋,第 2

款第一各逸案文中的第一句
“
建立基于种族、民族或宗教歧視的任何政府制度的行

力
’
可以用作一介幵共浯,以下接著洋幼列拳构成种族隔高的政策和措施.需要指

出:就 目前來悅速些政簾和措施是未來治罪法已在每一魚上道到達犯的唯一事例°

此外,逐要圮住,思管秩合目送行了干預,但速种現象逐一直延致了4U年 ,昱然

种族隔商必須列入治罪法.

25 夫于奴素制,第 3款中的
‘奴東制和所有其他奴役形式,包括強迫芳功

’

的洞浯似乎不大清楚.比如,有一介奴素制与奴役的夫系同題,速二者的夫系并不

是相互村等的美系.力避免任何混孔,也汻最好是只提奴求制,必要吋可將奴役和

強迫芳功放在草案內其他地方.

26 特別根告長夫于建洪的無款草案的泙站是很好的,特別是夫于侵犯財戶

的那凡段 (同上,第 47-58段 ).力支持速些意兄提出了充央的理由;侵犯財戶位

垓列入治罪法送是很村的.夫于在非洲的奴素制送介ㄞ史現象的看法 (同 上,第
9段)也很有現央意〤.特別報告貝已豋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危害人美罪的大規

模、有卄Rll地迸行的性辰,可 以象他 (同 上,第 69段)那祥得出錯站悅,介別的

行力,且然缺乏任何大規模的因素,但是如果它是一奈達鎖中的一介坏市,是一今

体系或卄划中的一部分,也可构成危害人美罪.

27 他建洪將第 13和第 14奈草案送交起草委貝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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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科多馬先生悅,夫于第 13茶草案,特別報告貝要求委長全集中討淹三

介同題:我寺罪的定〤,用悟和尸重性的杯准.

29.夫于第一介同題,委長舍有些委長扒力只耳一介找爭罪的一般定〤較好

一些,而另一些委長Rll安成在定叉以外加上一介犯罪行力的清車.速兩种立切并不

是根本肘立的,因 力不用說遠种清草半克只可能是提示性辰的.如果委貝舍決定起

草速祥一介清草,它 可以以姐俺堡法庭鈕無法
’B 作力基砧,正如切科夫先生

(第 2。98次舍快)所指出的,垓組奴法村找寺罪所下的定叉是
‘
達反找手法規和刁

慣
”,然后列了一介找爭罪的非洋冬元遺的清草:碟茶、虐待、放逐平民,等等

(第 6朵 (b9款).可是,他 以力,只 要委貝舍大多數委員都同意,以一介相些戶

泛的一般定〤作力基砧,也沒有任何尸重的缺羔.但是在那時就套戶生用悟的同

題.

3U 且然今天的找爭法主要是來源于公釣,但 刁慣的重要性也不位垓忽視°

不依夫于陪找法規和刁慣的 1899年和 19U7年海牙公的
∥ 現在仍然有效,速兩

介公的逐栽有有夫保伊平民的規定,而且 1949年夫于遠介同題的日內瓦公的甚至

被忕力是肘附加于 19。7年海牙公的的規定第二和第三市的朴充.19U7年海牙公

的的序言悅,

在汀立更完各的找爭法典以前⋯...肘于本公釣奈款所沒有包括的情況⋯⋯居民

和交找者仍庄受在文明日家之同确立的慣例、人道主叉法和公尒良心的要求所戶生

的目怀法原則的保拼和支配°

正如特別報告貝在其第七次拫告 (A/cN4/419,第 9段 ),所提醒的,鉏伶堡

法庭正是基于以上原則些持扶力,我爭法不快仗來源于奈釣,而且來源于銓逍苧說

和軍事法庭判例逐漸和普遍承扒的慣例和刁慣.确央法律并不是靜止的,法律通道

不斷的改造道位,才能跟上交劫中的世界的需要.

31.他 因此焚成小木曾先生的現魚,汏力委員舍通道的定火既要考慮刁慣

法,也要考慮找午法的公的,逐要考慮夫于武裝沖突的公的和一般法律原則.所以

13同 上,腳注 7.

14兄 JB.斯科特前引半 (第 2U96次舍洪,腳注 5),第 1UU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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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守愿逸摔第 13奈草案似洪的第二各逸未文.他也汏力用
‘
武裝坤突

”
的提法而不

用
“
我爭

’
的提法很重要,送梓找爭罪的定又中就不合出現法律上的漏洞了.力履行

其逐漸友展法律的任夯,委員舍需要采用力整介回坏社舍所接受的新的用悟.

32.夫子尸重性的杯准同題,他汏力尸格悅來速介同題是恁研的同題而不是

定叉同題.事央上,任何達反找爭法的行力,不淹行力的尸重性如何均构成找爭
罪,犯罪人位無民法和刑法上的責任.正如特別根告貝所指出,‘尸重違反

’
的概念

最初使用于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遠种達反行力如果是孤立的或較小范目的行力

則构成找爭罪,如果是大規模的行力則构成危害人美罪,而不同共尸重性如何.速
祥尸重性就不是与行力的性廣耿系起來,而是与行力所赴的坏境耿系起來.以上現

魚己力日內瓦四公的所怔央, 日內瓦四公的力速美罪行建立了普遍管轄杈.所以他

樊成持第 13朵草案中放在方括手內的
‘
尸重

〞
一洞刪去.

33 在淡到第 14朵草案吋他悅,他很變成特別根告長再次甘梵危害人美罪

速一概念,他 以力肘危害人失罪下一介定火是有用的.而且,速介定又的所有必要

的因素都可以在第七次報告中找到.在他看來,最重要的因素是,速种犯罪垃垓是

村全人美、村人美本身所犯的罪行.如果委員套決定通道一介定〤,它 可以趺鈕俺

堡法庭組象法第 6奈 (c9款得到店友,垓款夫于危害人美罪的定火是
‘
在找爭前

或在找爭中,謀茶、又免、奴役、放逐任何平民及肘其施加其他不人道行力,或基

于政治、种族或宗教原因而送行迫害⋯⋯’
.

34 他人力沒有人套反肘特种族天免和种族隔商9J入危害人美罪一美.此
外,忤多回家已絰批准 《防止及愆治天地种族罪公的》.种族隔南故期以來己受到

回豚社套的普遍道黃,被忕力是肘回杯法的公然達反,是危害人美罪.例 如 1968

年的 《我爭罪及危害人英罪不适用法定吋效公的》ls 
中,除 了鈕俺堡法庭組象

法所界定的危害人美罪以外,逐加上
‘
以武裝攻士或占飯迫使迂商及因种族隔南政

策而起的不人道行力,即使此等行力并不蝕犯行力所在地的日內法’
第Γ奈 (b9°

同祥,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第一附加以定串
’s 

第 85朱第 4款 (c9項也將:以

1s耿
合目,《奈的集》,第 754卷,第 73烎 .

16兄
第 2U96次套洪,腳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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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歧視力依括侵犯人身尊尸的种族隔南和其他不人道和侮辱性亦法
’
視力尸重犯

罪行力.

35 談到夫于种族隔南的第 η4無第 2款兩介各逸案文,他比較傾向于第二

各逸集文.思偕它央豚上是逐字照暴 《禁止并恁治种族隔南罪行目狋公的》的第 2

奈,而送介公釣.我們不位垓忘圮,是銍迂全世界的免大多數目寒通道的,但第二

各逸未文并沒有指明是引自垓公的,送祥就可能使更多的回家可以接受遠介案文.

出于同梓的理由,他逐扒力在第二各逸案文中逐可保留提及南部非洲的洞活,冬管

他在原Jll上 些然也不反肘持其刪去.所提及的行力确央在世界上其他地區也友生

迪,但是只有在南部非洲种族隔南才成力一种官方的政笨:在存在送种同題的其他

回家中,都在努力克服它.如果特定〤的范目拼大一些,也忤就較雅得到各目的接

受.

36 他也焚成特奴彔制和奴束販與列入危害人爽罪,焚成持班逐或強迫居民

爪其領土上特移以及改交一坎領土的人口組成列入危害人美罪.在世界上一些地區

逐有遠祥的事,以友展的名〤,持 些地居民起出他們的領土或強迫特移,或者以村

所有人造成巨大痛苦力代价使外來的移民在垓領土上定居.委 貝套91此現象加以進

黃可能起到有益的作用,可能有助于制止遠种殘酷的行侄.

37 最后,他悅他同意將侵害有文化价值的財戶的行力列入治罪法草案.

38 卡菜多 .〞 德里格斯先生悅,他將看重淡危害人共罪.但在廿淹特別拫

告長提洪的奈款之前,他想友表一些一般性泙梵,速些怦梵也可道用于治罪法草案

的其他部分.

39 草案分力三介部分一一危害和平罪,找午罪和危害人美罪一一速介分法

是有用的,但遠只是力了方便起兄:遠今分失法八別的方面來看是沒有合理根据

的,因力同一今行力完全可以定性力不同美別的罪行.所以致好的亦法是持
‘
危害

和平罪↖‘
找午罪

’
、
‘
危害人爽罪

’
洞悟只作力治罪法草案各部分內的

一

市的杯題.

治罪法最好象大部分別法典那梓在升共有一介患則部分,然后有一介夫于构成罪行

的行力的部分.委 員套位垓堅持每一种罪行車另列一無的想法,特別是第 14無草

案內所列的罪行,速些罪行集合起來可以”入
‘
危害人美罪

”
速介杯題之下.

4U 奈款草案的措洞也要努力做到一致.第二部分的每一系草案座垓涕明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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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治罪法范目的垓項行力,而不是說明一般性的概念或情況.力 了便于革似工作起

兄,可 以先耳一今前言性奈款,如 ‘
本部分所迷行力构成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

行
’
,‘本部分所逑行力系依本治罪法垃予恕治的行力

’.或 ‘
本部分所迷行力构成危

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庄受到各奈中規定的恁研
’.(假定委員舍將在治罪法草案

中耳迸夫于位央施的刑田的規定).迄今力止在送介同題上送行的工作是不移的,

正是因力委員舍尚未決定在草案中是否要規定怨珂,是留待回家的法院去确定愆研

遜是在法集中規定恁珂同題參照各目的立法.他的看法是,一介法律文中如元夫于

恕田的規定就不能悅是一介法典.

羽 他同馬希与先生 (第 2U97次舍洪)一祥,也忕力第 14奈草案并未引起

任何特殊的央廣同題.夫于所列的六介罪行,沒有什么反肘意見,也沒有人提以增

加其他的罪行.唯一的同題涉及如何肘罪行加以界定的方式;要送成一介案文使委

員舍大多數委員都能接受位垓不雅做到.因此,夫于危害人美罪的主要任夯是要由

起草案委長套來承袒的.

42 在肘共兩介罪行,即 种族又飽和种族隔寓下定叉吋,委員全可以八各項

紊的中得到店友.央你上,在肘治罪法中所列的罪行加以界定吋,委員套一般悅來

垃垓冬可能不与現存的固妳文中友生歧昇.所 以特別報告長做得村,他尸格仿照

《防止及愆治又鉋种族罪公的》的案文,遠介案文很有用,因 力其第二奈列舉了五

項构成天地种族的行力.然而,他不清楚第 14奈草案第 1款中的
‘
包括

’二字究竟

是什么意思,因力冬管有速兩介字,但其后所列的清草卸昱然是洋思元遺的.又免

种族罪公的第二奈所我的清草的措洞确共是含有洋思元遺的意思.

43 夫于种族隔南 (第 2款 ),《禁止并恁治种族隔商罪行的目豚公的》就不

那么有用,因力种族隔南罪行包括一些
‘
政策

”,遠介洞需要加以澄清.委員套可以

沒法肘公的第二奈所列的行力加以界定,使其措洞更清楚一些,或者也許是明确提

及在种族隔高的朵件下所犯的行力.

44 逐有一些夫于奴求制 〔第 3款)的公的,但公的指的是制度,案文需要

改耳以便具体指明哪些行力厲于奴素制速介美別.他和其他委員一祥,党得在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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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強迫旁功

’
吋需要申慎.奴蒙制公的第 5恭’’ 确央提到強迫芳劫,但公的只

是說公的些字固有〤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強制或強迫旁功友展威力熒似奴彔

制的收現.因 而,公的更多提到的是強迫芳功有可能交成奴彔制的危降而不是強迫

芳功.些然,垓公的是在 1926年 時筌汀的,它确央容玝力公共目的使用強制或強

迫旁劫.以后有兩瓨制度,債夯奴役制和摔奴制,已被宣布力非法.強迫旁功本身

已由固怀芳工姐鋇 1959年 第 1。5母公的
ns 度除.以上文件可以作力委長套工

作的基袖,不逍要村其案文加以改耳,肘治罪法禁止的行力下一今明确的定又.

45 他扒力第 14奈草案第 4款不怎么尸密,首先,因力 (a,項中
‘
其領土

’

三介字的意思不清楚,用 ‘
占領的領土

”
就好一些.其次,因 力

‘
改交外國領土上的

人口組成
”(〔c9項 )只 可能是班逐或強迫特移居民或者使移民定居的錯果,或 同

時采用以上兩种做法的錯果。夫于垓款委員舍也可以參考一介目豚文中,即 1949

年日內瓦四公夠第一附加以定爭.19 垓決定中第 85奈第 4款 〔a)頂提到下列

构成尸重犯罪行力的行力,即 “占領目達反第四公的第 49無的規定,將其本圄平

民居民的一部分迂往其所占領的領土,或將被占領領土的全部或部分居民驅逐或移

送到被占領領土內的地方或粹其班逐或移送到被占領領土以外
’

.

46 第 14奈草案第 5款是很好的出友羔,但是其中所列的一切行力,特別

是大規模破坏財戶,需要銓述仔知的申洪.以便弄清遠些行力是否厲于遠一款的范

圍,近需要清楚地說明其原因.

47 最后,他象委貝舍的其他委長一祥,人力
‘
人熒至力重要的資戶

”(第 6

款)的概念大模糊了.如果委貝舍決定保留速介用悟,就需要更精确地加以界定.

反正村文化財戶的尸重有意掘害透是列迸第 5款或車列一無力好,不宜列遘尸重

有意頡害坏境的無款.在遠里,也可以汏第一附加洪定串第 55奈第 1款得到有益

的指早,垓款悅道:‘在作找中,位注意保伊自然坏境不受ㄏ泛、故期和尸重的韻

1’ 固豚耿盟,《奈的集》,第六十卷,第 253頁 .

n8兄第 2U96次舍洪,腳注 24.

19同 上,腳注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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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委員套逐可以參考夫于回家責任的奈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19奈.m

48 科多馬先生曾悅村日內瓦四公釣的任何達反均构成我爭罪,他升村科多

馬先生的梵魚指出,速与第一手附加快定串第 85朵第 5敖夫于違反行力的制裁的

悅法是不相同的,第 5款的規定是 :‘在不妨磚各公的和本決定串的适用的奈件

下,村速些文件的尸重破坏行力,泣視力找爭罪..所以,根据垓款,必須是
‘
尸重

’

的破坏行力才构成罪行.然而他同意巴你沃#先生在速介同題上的現魚,速与日內

瓦四公的和附加以定半提及的尸重違反概念是符合的,特別是第四公的的第 149

奈,21 垓朵規定 :

‘
上朵所迷之尸重破坏公的行力,位系肘于受本公的保伊之人或財戶所犯

之任何下列行力:故意紊害,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苧拭驗,故意使身

体及健康遭受重大痛苦或尸重仿害,粹被保妒人非法班逐出境或移送,或 非法

禁園,強迫被保伊人在教目翠陝中服秀,或故意剝香被保伊人依本公的規定事

之公允及合法的常氓之叔利,以人力辰,以及元軍事上的必要而以非法与橫暴

之方式村財戶之大規模的破坏与征收.

49 日內瓦四公的和附加決定半昱然不止是提到達反行力和尸重達反行力,

它們而且具体指出哪些行力构成尸重違反行力.委員舍可以杕中得到肩友,比如悅

起草一介罪行清草,冬管他本人村送祥一介清革是否可取是有怀疑的,因力編一介

完整的清革是不可能的,而一介提示性的清羊在法律上又沒有多大意火.如果委長

套要提到尸重的違反行力,它 至少可以仿效以上文中的例子,指出哪些行力构成尸

重逮反行力.

5U 巴水甜戈夫先生悅,他 以力如果委員套的委員們更多地了解耿合回其他

机构的工作情況,肘于委員全本寺題和其他寺題的工作是套有好赴的.例如防止歧

視及保伊少數小組委員舍故期以來一直赴理种族又免同題,它逐迸行了一些力加強

《防止及愆治又免种族罪公釣》的效能的研究.他本人村子各回力反村种族又免果

z.同上,腳注 19.

211949年 8月 12日 《夫于我吋保伊平民的日內瓦公的》(瑛合回,《恭的

集》,第 75卷,第 287更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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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行劫不是很/fh現 : 自公的通避后曾友生許多种族又先行力,公的八未付堵執

行.不迪,正是因力送介原故,防止歧視及保伊少數小組委長舍才若重研究送介同

題.他想知道秘串炎能否向委員套的委員們分友 1978年夫于防止及愆治种族天銫

罪行同題的研究根告,”  以及 ﹁985年 惠特克先生鏞胃的垓研究報告的修訂增

朴本,田  或至少分友后一介文件 .

51 主席悅,星然規划小姐在上屆舍洪吋討梵避送介同題,但也忤逐是泣垓

再提一下,因力力參考目的提供一定的文件可能是有益的,遠些文件包括巴水謝戈

夫先生提到的研究報告,另 外逐有圄豚刑法林舍編的固坏法典草案,不兄得委長舍

的所有委貝都了解遠一草案.他提洪在特未清特別根告長向秘中楚提供一介清草,

即委長們在研究其根告吋可能需要參考的文件清草.

52 卡菜男 .男 德里格斯先生回llZi悅 ,在 1983年,秘中赴曾編耳造一介有

失治罪法草案的固怀文#洭編.∥  如果秘半赴元法分友垓洭編所提到的所有文

件,也許可以根据最新情況持其加以朴充.

53 主席指出,在 1988年 曾銓按其原來的形式分友避送今洭編.

54 科妥巧先生悅,他看到文件 比C(×ㄩ)/CUnfBUUmDUc2的倒數第

2段提到
“不浪安秘串赴的資源

”
党得很惊奇.委長舍并沒有浪妻供它支配的資源的

刁慣.送句活暗含有批泙委貝舍的意思,位垓刪去.

下午 1吋散舍.

22

23

24

E/CN4/Sub2/416.

E/CN4/Sub2/1985/6牙.C。 rr1.

文件 A/CN4/368和 Add1(油 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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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UU次套洪

1989年 5月 11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巴你沃#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

生、迪正新 .因 芛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步馬先

生、馬希与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
會庫鈉斯先生、塞普水堆送 .古鈇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目德拉先生、錫正

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物科夫先生.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1  (妓

)

(A/CN4/411, 2  A/CN4/419, 3  A/CN4/└

431, D市 , ｜Lc(× L︳ )/C° nfF● oomDoc3)

〔洪程項目5)

特別報告貝的第七次報告(絞
)

第 13奈 (找 爭罪)和

第 14奈 (危害人美罪)4 (紋 )

1 害庫納斯先生在談到第 14寨草案吋悅,在分析所提洪的案文吋,他和巳

1固
狋法委員舍 1954年第六屆全快通道的治罪法草案 (《 1954年⋯⋯年

盤》,第 二卷,第 ●51-152頁 ,文件 A/2693,第 54段 ),特載于 《1985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烎 ,第 18段 .

2特
載于 《●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3特
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4集
文兄第 2U96次套洪,第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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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甜 戈夫先生一祥禁不住找出來朕合固人叔机构戶生的失于又先种族罪的其他文

件.1985年力防止歧視及保伊少數小姐委長套編耳的夫于送介同題的最新報

告
s 昱示,不幸的是,又免种族罪不依伿友生在避去.正如布特多斯一加利先生

在早先的一次全快 (第 2U97次舍洪)上指出的那祥,在有些情況下只有在事件友

生后才能姼劫真起世界典淹.另 外,1948年的《防止及愆治又免种族罪公的》彳艮

少在法院里被援引:在 1985年 的根告里,只提到一次公的被援引的案例.

2 特別根告長赴理第 14奈的亦法有很大优羔,至少有一魚是,他在第 1款

所列出的又免种族罪之前加上了
‘包括

’
一洞.根括 1948年的公釣,此美案件的申

理杈仗扁于指林的行力所友生的因家或領土的法院.大舍 1973年 12月 3日 第

3U74次 (×XV｜︳!)咢夫于在偵查逮捕、引渡和愆治犯有找爭罪和危害人英罪的人

吋送行固豚合作的原則的決以并沒有完全消除速一限制.申洪中的治罪法草案你朴

了遠些缺魚,拼大了又免种族罪概念的范園,使它包括了企囡全部或部分毀天一介

回家、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的行力.

3 1948年公的中的概念并沒有包括所有又免种族的行力,但另一方面,《禁

止并恁治种族隔南罪行目隊公的》卸被一些國家政府批評力范圍大戶.在他看來,

所建以的第 14荼第 2款的第一各逃案文不位使用,其原因他已在就第 13奈草案

的第一各逸案文友言 (第 2U96次舍洪)吋 已作迪解釋.在不明确提到垓公釣的情

況下采用同公的悟言一致或美似的悟言并在坪注部分里作必要的提及,速是完全亦

得到的.在第 2款的第二各逸案文里,刪 除方括手內的
‘
按南部非洲其行的

”
等詞

活似乎更力明智,遠是力了使早言部分同以下的敘途一致起來.央隊上,村垓奈的

整介早言部分可送行重新中查.

4 在奴彔制同題第 3款上,由于目豚法院夫于所有回家所承拉〤夯的附帶意

兄豋常被引用,戶生了包多戶泛的文就.然而,因隊法院明确說明,至少有三种罪

行是位普遍受到制裁的.並然,速介方面庄在草案里提到.委長套可以在兩介奴東

制的概念中迸行逸擇,一介是 1926年 禁奴公的
6 所我的侍銃概念,另 一介是

5E/CN4/Sub2/1985/6牙怕Co了r1.

6兄
第 2U99次套洪,腳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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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朴充公釣
’ 中的更戶的概念,后者站及

‘
奴求制⋯⋯以及英似于奴求制的

制度和做法
”.琺合目主管机构、特別是防止歧視及保伊少數小組委長合肘-● 奴康

制有夫的同題送行了研究,它們的報告可能村草案的制定有所影晌,因力近年來奴

彔制概念的范日已瀣拼大,包括了債夯束每和各种其他形式的剝削.

5 村子強迫芳功概念的范目也位加以注意,秩合回系統內各鈕玖以及有失的

囝豚文串村此的汏氓各不相同.例如因隊旁工局肘因豚旁工生珠夫于庾止強迫旁功

的第 1U5咢公的
日 往往給予鬼泛的解釋.也忤位垓悅

‘
奴彔制或爽似于奴求制的

強迫芳功╮ 速祥便可以突出兩种剝削形式的琺系;逐位垓指出兩者都是危害人美

和平及安全的罪行.

6 夫于班赶居民的同題 (第 4款),他在前一屆舍以上曾提到 1949年 日內

瓦四公的第一附加以定半
9 

第 85朱 ,但也庄垓提到被普遍接受的第四項日內瓦

公的
1°  的第 147奈 ,垓奈涉及尸重違反鬥題.1956年皮克特編丐的泙注﹁

提供了速方面的洋鉬情況.村公的夫于班逐、引渡以及撤高的第 49奈的分析表明

了禁止的范園.另 外,施瓦曾人格按照 19。7年海牙公的以及有失的刁慣法解釋了

速种情況,悅‘
其非法性被視力些然

’.12

7 最后,特別報告員在其第七次根告 (A/CN4/419,第 47段起各段〕

中分析了攻古財戶的同題,恰些地區分了武裝沖突吋財戶被破坏的情形和財戶被毀

坏但沒有友生武裝沖突的情形.他螢同特別扳告長的大規模杯准,也焚成提到又鉋

’ 《度上奴求制、奴求販美及美似奴素制的制度＿●刁俗朴充公的》〔駁合固,

《紊的集》,第 266卷 ,第 3更〕.

8兄
第 2U96次套洪,腳注 24.

9同
上,腳注 11.

1°

兄第 2U99次舍以,腳注 21.

11JSPictet, ed, CommentaFv一
「
ourthGenevaConven石 on(transh

G∥ ff｜ nandCVVDumb︳ eton〕

12 GSchwarzenberger,

(︳ CRC, 1958〕 .

︳nte了 nati。 na｜ Law (London, Stevens & Sons,

1968), vo〡 Ⅱ, 了heLawofArmedCon引 ict, 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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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文化罪,1948年 的天免种族罪公的沒有包括速一罪行.同 祥,位垓強惆的

是,1954年的 《夫于在武裝沖突情況下保伊文化財戶的公的》
’a 

其目林也包括

在和平時期保伊速榮財戶.而且需指出的是,﹁ 972年教科文鈺銀 《保妒世界文化

和自然遺戶公的》
14 同攻古文化財戶的同題也有失,因力它含有失于已登記并

且被确汏力厲于人榮共同雞承之財戶的特定財戶的奈數.

8 索拉里 .目德拉先生悅,他攻迎特別根告真的建快,但雎以接受第 13奈

革來的第一各逸案文,因力它提及
‘
找爭法規或我爭刁忮

’
一活,送就引起了一介木

活同題,因力它表示的概念已落后于有夫人道主〤法律的友展.找午本身是被琺合

固先章判定力非法的,因而遠种提法是避吋的.第一各逸未文也提出了一介央廣性

同題,因 力提及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的第一附加決定爭有可能給不是咳公的鍗釣

目的回家造成因堆.

9 然而如果呆幼第二各逸案文,就庄垓有一瓨掠解,即所提到的固杯林定是

那些被具有代表性的多數目家支持的柲定:強琱有失文件必須是普遍被接受的,速

粹力治罪法本身的編無和普遍接受放置障磚.

1。  在起草案文吋,位垓既提供一介一般的出手罪定〤,又列出遠一美罪,

即使沒有全部列出。速种做法持符合公汏的慣例.

●1 在夫于危害人美罪的第 14奈草案上,特別寺艮告長的赴理亦法是不一祥

的.固 隊刑法不斷在友展,現在包括了堵如种族隔南、破坏人美坏境以及班逐居民

罪一一而速些在 1954年的治罪法草案里都沒有包括一一因此有必要采納一介狄重

的定火,既具一般性,又含說明性.

12 他大致上女同在第 1款中所列的天地种族罪的范目,此范園同 《防止及

恁治又免种族罪公夠》以及 1954年治罪法草案第 2朵第 1U款是一致的.

13 在夫于种族隔高的第 2款的各述案文里,第二案文較力洋鈿,因 此比較

道用.由于遠介木活源自南部非洲所央行的制度,他扶力沒有理由不在孩奈的坪注

13琺合固,《奈的集》,

14琺合固教科文姐扒,

日至11月 21日 》,第一卷,

第 249卷 ,第 因5瓦 .

《大舍圮最,第十七屆舍洪,巴黎,1972年 1U月 19

《決洪,建洪》,第 ﹁35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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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具体提到那介地區.

14 村于夫于奴求制、束縛和強迫旁功的第 3款須作一些澄清.在治罪法草

案里垓款包括了速祥的犯罪行力:既違反人道主文法律也构成危害人美罪,即遠些

罪扁于回坏刑事法中最尸重的一榮犯罪.未文庄垓更明确一些,以表明哪些行力构

成遠美犯罪.

15 由垓紊恰些地提及班逐居民于其領土之外的同題 (第 4欺).他 自已的

回家就在二十世紀絰厊迪送爽情況.持遠种罪列入車未中有助于防止將來友生速种

罪行.夫于不人道行力的第 5款在原則上可以接受,但肘所提到的迫害种美需提

供更多的幼市。迫害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16 最后,第 6款 目的力恁治破坏重要的人天資戶如人美坏境的罪行,垓款

規定,只 要速种行力是尸重的和故意的,即可將其視力危害人美罪.目前有一种要

把遠美罪行列入刑法中的是勢:比如法固將要修改刑法,其 中有夫于坏境罪行的一

市.至少委員套一位委員也曾強琱,如提出的案文所規定的,必須把故意的因素作

力r,h定送美罪行的一介奈件.

17 在找爭時期有意破坏坏境的行力可以毫元因雅地定力找爭罪和危害人失

罪:核攻苦或使用化苧武器持兼有速兩种罪行.然而,在和平時期以及在找爭吋期

都可犯下危害人失罪.但是,在和平時期肘坏境的破坏卸雅以定性,因力即使破坏

程度尸重,但在許多情況下,其本意并非要破坏坏境.例如,李生戶含氣氛煙而破

坏了臭氧居并有可能使地球成力不毛之地一例來悅,其用意也并在于追求商╨利

潤;或者在于追求技木迸步,比如核斌驗.在速兩种情況中,元梵捐害央隊上有多

么尸重,其本意都不是要破坏或振害坏境.因此,素文不必明确說明有此意囿,而

泣規定此种行力必須是故意或在明知的情99L下破坏重要的人美烡戶＿

18 治罪法的目的不仗依是恁,.9而且也是防止,只有送梓才能更好地央現保

伊重要的人美資戶速一日林.

19 迪JE斯 .因 菸雷斯先生悅,第七次根告 (A/cN4/419)是特別報告

長早先的根告以及本委員套和第六委員套有失本寺題的辦站的合乎遻輯的延狹.

2U 夫于第 13奈草案,他想指出,《耿合固完章》載有肘找午的道黃,因 而

在治罪法草案里提及
‘
哉手法規或找爭刁憤

’
似乎不合道.因此他傾向于采用此朵的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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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逸案文,但奈件是必須使用第一各逸未文中所我的定又并明确規定,‘武裝坤

爽
’既包括固豚沖突也包括非因隊沖突.

2● .村國怀法規則的
‘
尸重達犯

’,或尸重達反,遠一概念銓ㄞ了很大友展,

并由組俺堡法庭和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定力目豚罪行.違反的尸重性含有主現因

素,不容易界定.因 此他安成遠祥的意兄,即位列出并非洋唇元遺的找午罪祥例清

單;速祥的清單位同危害和平罪及危害人奘罪清草相平行.然而力使希望將某特定

罪行列入清革的每介人都滿意,需要做忤多工作.肘造反的尸重性加以界定遠是介

理淹同題又是今央杯同題.他想知道每次茶死兩介或三介的一連串謀茶比把全村人

赶到一起然后向他們升椅是更尸重的犯罪呢,逐是技駤的犯罪.假如人效相等,那

么茶人的錯果也將一祥.

22 村子第二各逸案文,仍有某些困雅需要克服.至于
‘
找爭法規或我爭刁

憤
”
一悟,可 以改力

‘
目隊法原Jll和規則

”
.

23 夫于第 14奈草案,他同意布特歹斯一加利先生 (第 2U97次舍以)的看

法,人力种族隔高作力制度化的做法并不仗限于南非.事央上拉丁美洲也有送祥的

情況,那 里的土著人民被消天,力 的是威得其領土并幵友土地用于其他目的.送种

事例构成耿重的犯罪:又免种族罪和危害人美罪,因 力坏境和生怒系統已被破坏.

在北美洲也有,那里的少數人民被圈到保留地.杕法律上悅,依据悟言或文化理由

剝李人民事受文明成果的板利是一种罪行.因 此,他傾向于采用所建洪的第 2款

的第二各逸案文,遠項案文更加具体并包含了构成种族隔高的行力的非究思清草°

方括手內的
‘在南部非洲央行的

’
等洞悟位刪除.

24 至于其他危害人美罪,有些并沒有出現在清草里,例 如販迋毒品,而根

据現有的一系列回豚公的,販逐毒品是回豚犯罪.作力肘全部人大的健康的破坏,

販逐毒品位視作危害人美罪.其他的爽似犯罪是在和平時期使用核子裝置摧毀坏

境,以及在武裝沖突期同使用具有濫茶能力的化苧武器.

25 在危害人共罪清草里列入奴彔制并非不合吋宜.而且,● 926年的禁奴

公的和﹁956年 的《庾止奴彔制扑充公的》以及 1982年 《琺合固海洋法公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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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奈’s 
都禁止奴求制.因 此在草案里位提到奴求制,但是定火位加以更新.肘

于把居民八他們的領土上班逐或強迫特移,泣把送作力危害人美罪,如特別技告長

所建洪的提法 〔第 4款)那祥.速一羔是板力重要的.拉丁美洲依然遭受若殖民

主火者送行的速种強迫特移的后果.未文里也位垓有強迫芳功的內容,因力強迫旁

功也是殖民主叉制度的一部分.有時力了改交一坎領土的人口构成便肘人口迸行特

移,正如在耳你籬納斯 (福克〨)群由友生的那祥.那介群由上的全部居民被赶

走,由定居者取而代之.

26 第 5款列拳的不人道行力庄包括村家囥的摧毀以及村財戶的大規模破

坏.他 同意第 6款的說法,特別是同意把故意的因素包括迸來,速在所有刑法体

系中是基本的來西.村重要的人哭烡戶的故意破坏也忤逐可包括村一令人种群体的

坏境和財戶的破坏.

29 最后,委 員舍虛淡法把夫于回家責任的奈款草案
’U 

第一部分的第 13

和 14荼的內容同第 19奈的內容朕系起來.

28 巴水甜戈夫先生回願悅,些委員套第三十九屆套洪申以特別技告長的第

五次報告吋,他 曾指出作力犯罪的兩介主現构成因素即
‘
功机

’
和

‘
意困

’
在提出的治

罪法草案里并沒有加以恰些的Σ分,且然在所有法律体系中它們都是被分別界定

的.1’  意困作力渚如又先种族和种族隔高速英犯罪的构成因素是一介早已确定

的概念.然而,在淡淹危害人美罪吋是否把
‘
功机

’
用作犯罪的主現构成因素,象以

前的根告那祥,遠一魚并不明了.在第 14奈草案中,特別報告貝似乎把功机的存

在作力行力是否构成犯罪的決定因素.他因而希望澄清主現因素在危害人美罪特別

是天地种族和种族隔南罪中的意〤.

29 根据 1988年 防止歧視和保伊少數小組委員舍編耳的夫于种族天地阿題

15《
第三次瑛合因海洋法套洪正式泥最》,第十七卷 (琺合固出版物,出 售

品編早:E84V3),第 ●51烎 ,文件 A/cUN「 62/122.
16兄

第 2U96次舍洪,腳注 19。

n7兄 《1987年⋯⋯年盤》,第一卷,第 46更起各頁,第 1999次套以,第
15段起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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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拫告:nB

正是全部或部分地毀又一介特定集困的意困送一因素把大規模屠弟罪和危

害人美罪提高力又免种族的特別罪行.⋯⋯另一方面,沒有指出功机也是有失

的. 〔第 38段).

提供主現意目遠方面的江据琴比送行客現拭驗困堆得多 (第 39段〕;其他又免种

族的案例不可能象納粹些局送行的天地种族行力那祥有完各的怔据.因此法院必須

能姼球足移多的近据中推斷出必要的意囡.在某些情況下速也汻遜包括具有一定程

度的犯罪性避失或疏忽因素的行劫或不行功,必須合理地假定被告曾意伿到他的行

力的可能后果.遠是在又銫种族罪同題上人們普遍持有的現羔.皮特本 .德 多斯特

在 1959年夫于又免种族同題的研究拫告中悅到,在沒有任何相反的洞浯的情況

下,1948年防止及恁治火免种族罪公的的案文沒有提供任何托洞可据以推定垓罪

行的定〤中存在看未耳出的附加要素.ns 不梵犯罪的理由如何,不梵村受保妒

的群体的生命采取的行力或措施有何公斤或秘密的劫机,如果垓群体的成長被毀

天,就犯下了又免种族罪.

3U 而且,《禁止并愆治种族隔高罪行固狋公的》第三紊
m 

規定:

任何介人、組珠的成長⋯⋯不淹出干什么助机,如有下列行力,即位久固

坏罪黃,⋯ ...:

(a) 蝕犯、參与、直接煽功或共同簾划本公的第二奈所列拳的行力

在肘第 〡4奈草案所包括的火免种族、种族隔高以及所有其他同榮罪行作出界定吋

必須考慮到達一重要規定.

S●  委長套的一些委員提出反肘意兄悅,第 14朱第 1款列半了包含在又銫

1B兄
上文腳注 5.

19P‘ NDrost, ┬he

「
reedoms ofPerso nsand

Genoc︳ de, p84

Cri「ne of State: Pena︳  P了
。
teCtiUnfor 

「
undamenta︳

Peop｜eS (Leyden, AllV SVth。 ff, 1959) b。
。
k Ⅱ,

第 1U15卷,第 243頁 .∞
碟合固,《奈的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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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定〤內的行力,速种方式不妥些,因力它給人的印象是清草并非洋思元遺.速

一批坪是沒有道理的,首先因力,在他看來,速介批評沒有根括.其次并且更重要

的是,因力 1948年 的天免种族罪公釣的起草者們并沒有把构成天地种族罪的所有

行力列在公釣內.在似定垓公的吋,大套第六委長舍的一些代表曾指出似出一介洋

冬元遺的清革是不可能的,因力又銫种族速介概念是新的概念,沒有亦法頂兄天地

种族行力者可能采用的全部方法.這些代表逐援引鈕俺堡法庭組象法支持速祥的惹

兄:除 已絰界定力找爭罪的以外,其他罪行都可作力天地种族罪常判.另 外一些代

表表示遠釋的意兄:如果沒有一介洋冬元遼的清草,法旡明文規定者不用之原則將

受韻害.有速祥的一种感党,即仗伙一介提示性的清草很容易引起解釋上的同題:

同祥的行力一介回家可能視力罪行,而另一介回家也可能不視力罪行.速些代表逐

悅,以后肘清草加以更新恙是有可能的,即使在現有的政治奈件下村清草作扑充的

可能性非常狹小.后一种考慮終于占了上風.

32 因受第二次世界大找中友生的各种事件的影晌,垓公的是在匆忙中似汀

的.垓公的淡能考慮到汻多╨已存在的事例.送些事例是,剝李所有居民的基本生

存手段,例如土地和水,八而消又他們,或者強迫他們迂移回外一一速些做法消除

了整介群体,本公的被通避后逐找到了近明速些做法的充分怔据.而且,行力和不

行力都有同祥的效果.他所提到的 (上文第 29段)1985年 的報告解釋悅,列于

公的第二奈和第三奈中作力又鉋种族罪予以愆研的行力包含的全都是作出某些行

力,但是同第二奈 (b9和 (c)款 中提及的那些行力相美似的結果例如可通遊有

意氓的行力或故意的不行力 (第 4U段)來其現.在某些情況下,故意的疏忽或逍

失足以全部或部分地摧毀某一群体,例如可通道仇荒或疾病來央現.公釣的第二奈

在第 14紊草案里得到反映.毫元疑同,垓奈草案第 3款 中的提法‘
故意使垓因体

赴于某种生活扶兄下,以 囿使其全部或局部又免
”,包括了整介群体在由所渭的班

逐造成的冷、俄、或疾病而死亡的情況.

33 昱然,回家安全或找爭狀杰都不能作力將整介群体班逐的理由.勒泰先

生 〔第 2。98次舍洪)悅班逐有時是兩害相杈取其駤,他不能同意速种看法.的

确,班逐有時是在回狋林定的基砒上友生的,例如在和平奈的的情況下交換人口.

但是委員舍現在常快的不是速种班逐.ㄞ史上曾有速祥的先例:因宗教或种族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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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了消除或摧毀一介民族群体而蓄意迸行班逐.送爽班逐有忤多确古的怔据.速美

怔据有些可以在德國駐奧托旻帝國領事和外交代表所耳的根告中找到,汰他們肘班

逐的描与來看,送种班逐元昇是大規模毀又.另 一介客現的炎料來源是美因大使亨

利 .庠根索先生的回llL彔 .速种班逐成力摧毀少數群体的十分有效的方法,以至引

起納粹的效法,他們特大批人民起迸集中當然后加以摧毀.遠也是把送爽班逐界定

力固怀罪行的基砧.

34 他同意特別根告長和會庠鈉斯先生的看法,即 大規模強制性班逐本身就

是危害人美的因豚罪行.同 時,委員套不位元視班逐与又鉋种族罪之同的琺系.起

草委員舍位垓考慮到速种可能性.即 因民族、种族或宗教理由而企困班逐所有居民

的行力可能构成天地种族.

35 他汏力第 13和第 14茶草案可以送交起草委員舍,由 它按照委員舍委員

們所提的意兄迸一步送行常洪.

36 海斯先生悅,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技告 (A/cN4/●●9)很 出色,涉

及它我迷了志的看來困堆和微妙的寺題的一介困堆和微妙的方面.它是免若特別根

告長平素的苧氓、以炅巧的方式耳成的.

37 他贊賞特別報告貝肘危害人美罪概念的分析 (同 上,第 33-42段)及肘

速一概念的ㄞ史、尤其是其逐步与找午罪概念分商情況的釵迷.肘上迷兩种罪行所

作的區分 (同 上,第 4U段)十分令人信服.他女同遠一結淹,即 ‘
危害人美罪

”
速

一名林,庄草狂列力一共罪行,即使遠方面的某些行力也可扁找÷(.罪之列.

38 肘于第 13朵草案,他愿逸用第二各逸案文.他扶力,位保留
‘找爭罪

”

速一央抔名林,因力垓名林意味看罪行的性廣.第二各逸案文也用了
‘
武裝沖突

’
速

一更力現代的表送方式,然而,在他看來,榮文也保留了括以氓別垓爽罪行的ㄞ史

依据.但是,位在一般定〤后面附加一份清草,并說明清草并非洋思元遺,而只是

提示性的.可 以林各种現行文串中找到此种清車所需的資料.

39 ‘
尸重

’
一洞元疑位些保留.委 員套的錯淹是:垃只將尸重的罪行視力危

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的罪行而將其包括迸治罪法草案.送一錯梵按理肘各美此种罪行

均道用.他理解那些人所持的現魚,即 :違反有夫目坏規則的任何行力,均須視力

找爭罪.但同時他又扒力,只有尸重的違反才庄包括迸治罪法本身.稍輊微的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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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庄由固內法和日內管轄大理.此种區分在某种程度上源自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

中的
‘
尸重達犯行力

’
的概念.但他同志特別報告長的主救 〔同上,第 ﹁9段),即

第 13奈草案立使用
“
尸重達反行力

’
一悟,而不是

‘
尸重違犯行力

’,因力速兩今概

念是不一祥的.

4U 夫于第 14奈草案,他堅決支持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 (第

2。99次舍快),即有必要基于行力而不是政策或亦法蛤罪行下定〤,冬管行力的

确可能是一种政策和/或部分亦法的錯果.而此种政策或亦法可使行力交得更加尸

重.第一款中的种族又銫定叉支持送一站魚,因力序款使用了
‘
行力

”
一洞,并且,

分款 (一)至 (五 )中 的清草构成了一系列的行力.夫于种族隔高的第 2款的第

一各逸案文,也 与速一現魚相一致。但是,出 于其他原因,他愿逸用第二各逸案

文.垓案文需作修改,然而此种修改不合大困堆.同其他委員一祥,他汏力庄刪去

方括咢內提到南部非洲的有失內容.

41 夫于第 5款 ,“不人道行力
〞
前面的

‘
其他

’
一洞很重要,因力速种表迷方式

十分清楚地表明,种族又免和垓奈前几款提到的其他罪行也扁不人道行力.在速些
‘
其他不人道行力

〞
方面,特別根告長是否村遠一焦感到滿意,即第 5款的集文充

分反映了他在拫告 (A/CN4/419,第 44-46段)表送的想法,以及速些坪淹

是否能足以确保肘規定的解釋能按照特別根告長的要求送行,了解速兩魚將是很有

意思的.

42 第 6款肘本奈中所列的罪行清草是很好的朴充.最后,根据封淹情兄,

第 13和 第 14奈均可送交起草委員舍常以.

43 托穆沙特先生悅,銓避故吋同的辦淹,日繞找爭罪定火之后是否位附一

份清草速一同題,已較容易形成一种意兄.他汏力,委員套旡需再制定人道主火法
一一垓法律在第二次世界犬找結束后不久,以 1949年 4介 日內瓦公的

4 
的出

現而成形,隨后,由 1977年的第一和第二附加以定爭
〞 肘其迸行朴尤.

44 其中,第 一附加以定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因豚社舍的怭商一致意兄.

2’

兄第 2U96次套洪,腳注 1U.

〞
同上,腳注 11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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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然,在一些堆魚上,分歧沒有消除,因此有相些多的回家不批准第一決定串.但

就他所知,第 85無不是有午洪的紊款之一.垓朵款符合夫于找犯待遇的第三日內

瓦公的第 ﹁四 和 13。 朵以及夫于找吋保伊平民的第四日內瓦公的第 146和 147

朱.所有道些文中的夫鍵概念是
‘
尸重

’
造反的概念.日 內瓦四公夠的制定者在采用

尸重性的杯准之前,仞底常查了速一同題.速一林准后未明确地体現在第一附加快

定串的第 85奈第 5款中,以表示找爭罪的特羔.‘找爭罪
’
的概念元需拼大.治罪

法草案位只涉及最尸重和重大的違反行力.輊微的犯罪行力,或肘找寺法的技木上

的達反,則 与目前討淹的同題元夫.

45 接看出現的同題是如何限定尸重性.遠祥做有兩种方法.一是依罪行的

性嚴而定;另 一种則是按照犯罪的具体情況考慮罪行后果.日 內瓦四公釣和附加洪

定串明昱采用了第一种方法.這些犬中根据某些連反行力的特羔,特這些行力悅成

“
尸重的犯罪行力

”.此外,速些文半所載清草是洋冬元遺的.再者,如某一种達反

行力戶生尤力尸重的后果,此种違反則不扁
‘
尸重的犯罪行力

’
定叉之列.

46 与先前的法律相比,上述几羔也卄是新的主張.芳特水帕赫特在其 《目

豚法》中,并未提及
‘
尸重的犯罪行力

”,而是將找等罪限定力
‘
違反找手法的犯罪

行力
”3 遠是一介迪吋的定叉,因 力日內瓦四公的己得到几乎所有回家的批准.

位加上遠一焦,即 ,固 隊法院在尼加拉瓜一來判決中汏力,存在看刁慣規則或

“〔日內瓦〕各公釣只是作出具体表迷的一般的人道主又法律的原因
’.24 他汏

力,重要的是使有失治罪法草案方面送行的工作与日內瓦四公的的人道主〤法律相

一致.

49 夫于找爭手段同題,夫于遠一寺題的公的未載有失于武裝力量成長介人

23 LUppenhe︳m, ︳nternati° na｜ Law: A┬了eatISe7thed, HLauterpacht,

ed (LUndon, Longmans, Green, 1952〕 , vU︳ Ⅱ, D︳ Sputes, VVarahdNeutra一

itV, p569, para251

外
在尼加拉瓜和針村尼加拉瓜的軍事和准軍事活劫 (尼加拉瓜坼美固案),

其辰同題,1986年 6月 27日 判決,《 1986年 囝豚法院裁決集》,第 114更 ,第

22U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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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的任何紊款.部分原因是,某些公的是在回杯法上的令人責任尚未出現之時汀

立的.此英公的有:夫于炸裂彈的 1899年的海牙宣言
巧 和 1925年的 《禁止在

找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幻菌作找方法的決定串》.加  更近一些,

有 1972年的 《夫于禁止友晨、生戶和儲存幼苗 (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銷毀此种武

器的公的》2’  和帶有決定串的﹁98。 年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扒力具有避

分仿害力或濫茶濫仿作用的常規武器公的》2B .庄
些考慮到,上迷公的禁止的

是某些武器本身,并未考慮其后果如何.因 此,不妨考慮持 1925年 日內瓦以定串

中的各項禁止列入目前治罪法草案的找爭罪的清草中.然而,在報复行力方面,卸

出現了一介同題.如禁止使用某些武器,Jll也有必要載列夫于村抗措施及共限制的

奈款.速是介服巨的任夯,卸是不得不面情的.

48 村于治罪法草案的制定,委五舍可逃摔炅活或尸格的亦法.如用戶格的

亦法,今后就不能肘其送行隨意修改.然而,作力一介折衷的解決亦法,可 以沒想

列出四今日內瓦公的和第一附加坡定半第 85朱定力尸重犯罪行力的一切行力就移

了.有夫的奈款,可被汏力是反映了遠方面的刁慣法.

49 夫于帕夫拉克先生在第 2U99次套以上洋幻討淹的某些同題,令人欣慰

的是,197U年 12月 7日 的牛沙林定,解決了泰瑛和波〨之目的迪界同題,使兩

目的夫系得到了正常化.德意志琺邦共和固在垓林定中芹明,它肘波〨沒有道界要

求.然而,粹德目人班赶至奧得河一尼斯河以來,卸是如第 14奈草案第4(a)款

所悅的,“杕其領土上班逐或強迫特移人口”
的一介明昱的例子.他完全承忕希特勒

帝目使波〨和亦朕人道受的痛苦:些 吋被占領土上的人民道受了最我酷的寺制銃

治.然而,速并不能力將全部人口杕其祖先生活了數百年的領土上走走提供根据.

速的确是一次班赶,即 便 1945年 8月 2日 的波茨坦紊的中用的不是
‘班逐

’二字.

小
兄斯科特,前引爭,(第 2U96次套洪.腳注 S9,第 227瓦 .

26回
豚耿盟,《奈的集》,第九十四卷,第 65頁 .

η
朕合回,《 1971年法律年盤》 (出售品編景:E73V1),第 118更 .

28瑛
合因,《●98U年法律年整》 (出 售品鷂手:E83V1〕 ,第 113更起各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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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遠些人被逐出的領土,是德回領土,同 盟固不能7呈送一領土.在他看來,

在一介禁止使用武力、人民有自決板的世界上,強行特移人口些扁一种最尸重的罪

行.他不曾信服勒泰先生揖出的駁梵 (第 2U98次舍洪),即 :通造兩圄同的朱的

交換人口,完全不同于草方面的強行特移.

5U 在法律苧悅中,許多作者提出疑同:強制法規Rll是否与夫于固隊罪行的

基本規則不同.昱然,情況并非如此.兩圄可以采取行劫,而送种行功如由其中一

日單方面采取,Jll將 達反有失回家責任的奈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9朵 .四  此外,

治罪法規定,在后一种情況下,達反者可能要承捏介人罪黃.

51 他的現羔,是得到委長套編集的組俺堡原則
sU 第六奈、19U7年 的海

牙公夠附加規定第 43茶起各奈、
印
 年四日內瓦公的第 49奈以及第一附加決定

半第 85朵第 4(a)款的支持的.在遠方面,他想強琱,他支持沒立一介目狋別

事管轄机构的主張.垓机构的任夯是愆治治罪法所列之罪行.一介公正、客現的裁

決机构是很有必要沒立的,速祥做可避免不同的目家各自按照自已的法律,肘同一

种達反行力作出不同的赴理.治罪法狄志体上排有看高度的政治內容.原則上,速

一羔不庄些叮倒法苧家.例如,先法就是一份政治文件.然而,在刑法上,卸有必

要避免迪分的政治化。委長套泣思力速祥做.一介目坏刑事法庭必須作出免肘客現

的裁決.治罪法是由遠祥一介法庭來執行的,因 而將成力完全符合法治要求的干

具.

52 勒泰先生悅,他想解釋一下,即他望毫沒有力爪他們的領土上班逐或特

移人口辨伊.相反,他扒力送是可惡的.央怀上,他 自己的家庭在遠方面也受了

苦.他只是想悅,如委貝套想要 〔看來它必須送祥做)形成禁止此种班逐或特移的

主球,那么,元站在道火上逐是在法律上,他都銫不合扒力有〤夯道黃某些在板力

尸重和非常的狀兄下力籬持和平而締錯的固豚林定.他更不能道黃一
介耿邦回家,

因力垓固力了取得全面和平、連免流血,不得不鼓肋某些人口迂徙一一送些然是在

29

3°

31

兄第 2。96次合以,腳注 19.

同上,腳注 14.

同上,腳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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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的恭件下送行的.力 了不阻磚委長舍的工作,他愿同意老元例外地肘遠种做法

迸行全面的遊黃.然而,也套出現某些情況,冬管非常有限,即 ,速祥做是兩害相

杈取其輊.托移沙特先生固然不信服他的淹魚,他本人也不能接受托替沙特先生肘

無的和可憐分析后得出的某些結梵 .

53.他不想就各种罪行列一份清草,速是因力他所想的,不伙仗是一份清

車,博玝不仗仗是一項奈款.他不安成某些恪吋的法律奈款,而螢成一种似汀好的

無款.委員舍展行其取黃,不能俠俠是將堵如种族隔南和种族又銫等某些泀丏入治

罪法草案,而粹洞意的解釋留給辟典,尤其是,如需涉及新的罪行一一委長舍大多

數委員似板希望送祥做.

54 他感謝托穆沙特先生提出了一介他在不斷思考的鬥題,即根复行力.速

是委長舍至少位快快到的同題.他袒心,就找爭法而言,各目政府現在接受速一主

強:它們可用于村付他們所用的方法相同的方法作出反庄.然而,第 14荼草案在

人叔和回隊司法判決方面涉及的,是另一同題,根据送一奈,村等規則未被确汏力

一种借口.例如,沒想 A目 肘其領土上來自B目 的少數民族采取了行功,而所用

的方式构成了危害人美罪,那 么,B固有叔以同梓的方式村其領土上的 A目 的少

數民族采取行功喝?或者再淡想,一日粹共扣留的找犯的手砍了,那 么,找犯所扁

固有杈作出同祥的行劫喝?在速兩种情況中,杕遻輯上作出的答复似乎是否定的.

他相信,委員套在逐項制定罪行清草吋,套考慮到遠一同題并決定其是否想解決或

的确能移解決速一同題.

55 比新利先生林熒特別報告長的第七次報告 (A/cN4/419)及他在微

妙和困堆的領域做的出色工作.

56 在常以夫于送一寺題的各次授告時,他采用兩介杯准.第
一
介林准,是

各項朵款草案及村其所作的坪滼肘圄豚法規限有制度,及在目前情況下村人道主〤

法和基本叔利作了多大的貢就.以 此力基拙,第七次報告村音題的用途相些透砌.

他的第二介杯准,是一項具体奈款如何切央執行.在遠方面,他提出的同題一貫

是,目 前沒有合适的法庭未适用法律.淡立一日狋法庭可能需較故吋同,因此,他

傾向于汏力,位使用回家法庭.但位考慮到,遠些法庭位有因豚成分參加:到庭

的,垃有原告目的一名法官;被告目的一名法官,并且,垃有至少一名或兩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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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此

穋

上、來自其他不同的申判机构的法官.

57 他同意特別根告貝在元需列一份罪行清革方面提出的梵焦.然而,他必

須悅明,在他自己看來,遠方面有某些不合選輯之楚,因力,如用一份清車代替一

無一般的定火,他 自已党得舍更好一些.些然,送祥做思是有一無件,即 :送不是

一介洋思元遺的車子,任何回家法庭都可加以朴充.

58.另 一介璀題是,委員全拭目村子因怀公的已笙涉及的同題迸行立法的程

患的來悅,他同意遠一魚,即委貝舍不快有杈利、而且央怀上有〤夯友展法

但同時,在肘先前的案文的措司作修改吋,它又必須做到十分瑾慎、十分准

59 一介次要的同題是根据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及第一附加以定串區分找

爭罪和尸重犯罪行力遠兩介概念.他傾向于同意特別報告長的主救,即 :兩者同是

有區分的,如特別根告貝 (同 上,第 4U段 )指 出的,一介草獵行力既可指找爭

罪,也可指危害人爽罪.

6U.在他看來,有 必要研究赴理肘財戶本身的攻士同題.例 如,在某一地

區,所有的房屋,或渚如整介供水或供屯系統速祥板力必要的淡施,都可能被毀。

他确信,肘生存坏境的攻古,在某种情況下舍构成一种板力尸重的罪行一一一种危

害人熒的罪行,而非本辰上的找午罪,冬管他不排除后者.

61 特別根告長提出的第 ﹁3系草案的兩介各逸案文,央怀上并非相互排

斥.起草委貝套不妨起草一份將第一各逸案文 (b9款并入第二各逸案〩 (。 和

°)款的案文.在遠祥做的時候,委員全得赴理區分找午罪和尸重違反人道主火

法罪行的同題,冬管遠方面不一定有什么不足之赴.他不是很愿意看到用堵如
“
尸

重
’
送祥主現的洞洭,即使他很了解

‘
尸重的犯罪行力

”
速祥的措洞的來ㄞ:他傾向

于用如
‘
蓄意

’
或

“
重大逮失

口
等措洞.而‘

尸重
’
送一概念,Jll庄 耳入坪站的案文中.

确定犯罪或元罪,及庄受何种愆判,Rll是法庭的卒,只 要委員套同意波立此种法

庭.昱然,伿依參照海牙法律或日內瓦法律已不再可能了.但是,合并和區分就昱

得很有必要.力 反映遠一羔,第 13奈也許可以重新起草.

62 至于第 14朱 ,他 同意將种族又地概念和垓洞本身都包括送去.种族隔

商的奈款也是如此,冬管不宜寺ㄇ提及某一介首創并多年來因央踐速一概念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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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破坏的回家.委長套位力粹永立法,而不依仗是力避去和現在.垃迸一步考慮

奈款使用先前來文的程度,委員套在使用取自現有文件的各項定火吋尤位瑾慎.

63 村子第 2款,他傾向于使用第二介各逸素文,但他因編入一份洋冬元遺

的清草可能全出現不利情99L而肘最終未文持有保留意兄.速种不利情99L,前 面已絰

有人提到了.

64 最后,他依然汏力,英回普通法中使用的犯罪意困速一概念是重要的,

听了巴本甜戈夫先生的意兄以后,他更汰力,功机不在爭淹之列.移得上被列入口

前治罪法草案的尸重罪行,其犯罪意困是很重要的.在速一庶上,委員合成長同的

分歧似已減少.

65 帕夫拉克先生悅,他 同托穆沙特先生一祥,砍迎波〨和德意志瑛邦共和

固之同于 197。 年 12月 7日 筌汀的怭定.垓林定是爭取歐洲安全及改善兩因灰述

夫系的一介重要因素.然而,他党得有必要澄清几蕉.第一,托穆沙特先生 (第

2U97次舍洪)曾 銓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找后,德 目人口被放波〨迂徙到德目.速

些活,趺第 14奈草案第 4款來看并不相干.正如他本人解釋的 (第 2U97次套

坡),垓次迂徙,是按 1945年 8月 2日 的波茨坦林定的基本目林送行的.根据垓

朵約,趺波〨遣返德回人是一种叉夯.

66 第二,作力解決迪界同題的部分措施,人 口的迂移或迂徙,并不是一种

根复行力.速是一因在找后將其部分領土割社給另一目的固隊捇定.

67 第三,按照波茨坦怭定送行的人口特移并不是非法的,因力特移是在盟

目的管理和控制下送行的,而且,盟目的有夫人長得向其政府江根特移情況.

68 最后,197U年 π2月 7日 的柲定,是波、德兩固有失迪境同題的第二介

紊的,第一介奈的于 195U年 7月 6日 在波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目之同筌汀.兩

介紊的在提到波〨和德目的現有迪境吋,均 以 1945年 8月 2日 的波茨坦林定确

定的力准.

下午 1吋零 5分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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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
1次舍洪

1989‘F5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π
。
吋

主席:伯 思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巴水沃≠先生、巴小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

生、迪正斯 .因 祥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雅科籬德

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馬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瓦德拉朗博

先生、勒泰先生、害庠鈉斯先生、塞普水籬迷 .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

目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物科夫先生.

危害人熒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n

(A/CN4/411, 2  A/cN4/4﹁ 9, 3

(多言〔)

A/CN4/└ 431,

D市 , ︳Lc (× L〡 ) /C° nfB。
。
mDoc3)

〔以程項目 5〕

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報告(窒 )

第 13朵 (找 午罪)和

1 
固怀法委長套 1954年第六屆全快通迪的治罪法草案(《1954年⋯⋯年

盤》,第 二卷,第 1田 一π52頁 ,文件 Aˊ 2693,第 54段),特我于 《﹁985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丌 ,第 18段 .

2 
特栽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3 
特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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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奈〔危害人大罪)4 (緻 )

1 雅科籬德斯先生悅,隨看治罪法革榮的完成,委員舍將向固狋社舍提供一

項制止和慫赴的文半.

2 夫于第 13奈草案,他悅特別根告貝已表示,引 起的同題是有失找爭罪的

定〤、名洞和尸重性的概念.他同意,位給找等罪下今一般的定〤,并位由法官根

据法律的演交和逐漸友展來逐案決定垓定叉是否道用.找手法是汏一些逐步得到承

快的刁慣和慣例中衍生出來的,也是爪法律工作者所承汏和軍事法庭的央踐所汏可

的一般司法原則衍生出來的.因 此,它不是一項固定不交的法律,而是在不斷修訂

的避程中适立世界交化的需要的法律;奈的大多只是已銓存在的法律原則的表迷和

界定.

3 夫于名詞,他人力
‘
找爭

’
与
“
武裝沖突

”
之同的逸摔不移清楚.由于采用了

鯄 合日先幸》和其他目狋文中所載強制性法規,找爭在理梵上已被宣告不合法,

“
武裝沖突

’
一詞更符合些今的用浯.然而,件多現行回豚公的和回家法律中的

‘
找

爭的法規或刁慣
”
的提法不位舍荓,但有一介了解:使用速一提法并不是批准找

爭.

4 他變物特別拫告貝在界定找爭罪吋使用了尸重性的概念.他汏力,如同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和第一附加決定爭那祥,治罪法草案位區分尸重達的和其他

達的,而且如要治罪法有效,庄只适用于前者.許多委員里持在草案的英文本中,

本寺題的林題庄用匆了imeS” 而不是
‘

。
仟enceS’ ,原 因之一就在于此.因 此,他汏力

特別報告貝提出的第 13奈第一各逸案文 (a)段中方括景位予刪去.

5.但恙的悅來,他似乎傾向于第 13朱第二各逃案文,因力它使用了更現代

的和与編慕的人道主〤法更接近的名詞.

6 第 14系草案中所站及的最初与交找狀杰相瑛系的危害人美罪,現在与找

等罪分幵.毫元疑同,同 一行力可以既是找爭罪又是危害人英罪,但危害人美罪的

概念更戶泛,因 力找爭罪只是找耐在交找回之同犯下的.

4 
案文兄第 2。96次套以,第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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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夫于不人道行力,特別根告長在其第七次根告 (A/cN4/419,第 43

段起各段)中正确地指出了在侵害人身和侵害財戶的情況中,特別是侵害褚如耿合

目教科文組舉划分力扁于人美遙戶的具有ㄞ史、建筑或芭木意〤的古述的情況中,

存在若忤多有等以的杯准,堵如道德的、意伿形杰的、方法苧的和民族的等等.已

有若干在我吋与平時保伊芭木和科苧机构以及ㄞ史古述的公的.由 于道受外因占

領,塞浦路斯鎰ㄞ避村其文化侍筑有系統的破坏,其元价之宜的古述和具有宗敬意

人的物品道到掠李井在黑市上販美.

8 他肘第 14無所列危害人美罪清車,患 的未悅表示同意,但保留再次更洋

鈿淡淹遠一同題的叔利.又先种族就是速祥一种罪行,《防止及恁治天地种族罪公

的》村此已作了明确規定,而垓公的可以被扒力是宣示了刁慣法.同祥,种族隔离

制度和患的悅來任何以种族、民族、或宗教歧視力基砧的政府体制昱然都扁于遠一

榮罪行.他相信,南非央行的种族隔寓制度將套改交,最近納米比正的事杰友展肯

定是值得砍迎的.然而,由于捏心在世界其他地區建立美似的政制,他感到筒短而

措洞先琬的第 2款第一各逸案文更道合作力普通道用的法律.

9 奴素制和其他形式的奴役按固怀法些然都是罪行,在忤多情況下厲普通法

律管韓;但是如果涉及回家,奴蒙制便可列力危害人失罪.速肘于第4款所列罪

行同祥道用,速些罪行力目豚生活或固隊法所不容,但塞浦路新人如同中求和南部

非洲某些回家的人民一祥在速一方面卸有避痛苦的銓ㄞ.最后,第 5、 6兩款所提

及的行力也許有必要悅得更具体.                     -
1U 委長套的任夯即將錯束.他肘特別報告長在遠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感

毋,相信委員舍的集体努力終將成功.他放迎遠些固豚气氛改善的述象:重振琺合

目、承汏秩合國籬持和平部叭的价值、甘大國怀法院的管轄杈和超教大固在与恐怖

主〤、販毒、污染迸行斗爭方面增加合作一一所有遠些村于委長舍致力于建立一介

更有效的法律秩序方面都可能戶生更私板的效果.

.● .埃里克松先生悅,肘治罪法草案的制汀已做了許多工作,可 以得出兩項

中期錯淹了.第一,最后的錯果不合是一部回家常判机构抈有的法典:特有不完善

和概略之炎,同 時力了便于各方接受不得不在普遍性和范田方面作出一定程度的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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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例 如,本車菜第 4無 (常判或引渡的火夯)第 1款5 
預先假定各固之同意

兄一致:因 此可能需要提供某种机制以确保不因次要同題而影吶送成送种意見一

致.在遠方面可以記住人杈公的的模式.

12 第二今錯梵是,如果未文具体說明所列各瓨罪行的后果,各無的革似工

作粹套更加完善.換言之,村罪行的定性不必要是梵找性、宣言性或逆黃性的,不

管速祥做在道火和政治上可以看到什么优庶.

13 他在提及第 13朵草案可能列出或不列出的找爭罪清車同題吋悅,他杕

來不焚成速种解決亦法.而且,他此前曾建快侵略庄仍按第 12朵 (侵略)第 2款

現有的詞句予以界定.6

14 夫于村罪行的定性,垓案文未明确悅明危害和平罪、危害人美罪和找爭

罪之同的匡別造成的結果.由于治罪法使用的起草技木方面的原因,各分幸的柝題

中仍虛保留速种E別 ,但不位在定火中出現.

15 夫于定〤和恙的方面,他悅他同意速种意兄,即扒力委員套在工作中垃

注意不要韻害治罪法以外已有的法律.

16 夫于另一介一般性同題,他悅位特有名林的罪行 (凡有名林的罪行位使

用遠些名林)和其他罪行加以匡別.因此,一方面有种族火銫、奴東制和侵略,另

一方Jlll有 第 ●4奈草案第 4、 5和 6款所提及的罪行.辦梵表明
‘
找爭罪

’
一洞介于

速兩美之同.至于种族隔商,也許有必要避免使用速介字眼作力它所代表的罪行的

通林.事央上,种族隔南政策不久將被根除,肯定是永迅根除.因此座找到一介更

通用的名林.

17 由于遠些原因,他建洪泣將第 13朵列入林題力
‘
我爭罪

’
的分幸,措泀

如下:‘本法适用于任何違犯武裝沖突方面所道用的固隊法規則.’

速一措詞是以特別報告長提出的第二各逸案文 (a)項 的措洞力基拙的.他不

能肯定垓第二各逸集文 (b9項是否必要,其內容可在泙注中提及.

18 第 14奈草案可在題力
‘
危害人爽罪

’
的分幸中分力八奈.第 1奈力:

5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7段 .

6 
同上,第 71-9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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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道用于种族火先.本法中

‘
种族又銫

’
指以全部或部分毀天一介圄

家、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力目的任何行力.’

第 2無力:

‘
本法道用于任何以种族、民族或宗教歧視力基拙的政府体制之建立.’

第 3奈力:

‘
本法道用于奴蒙制及一切其他爽似奴素制的体制和做法.”

‘
共似奴求制的做法

’
一活也玝遜要重新研究,但旡梵如何

‘
強迫芳功

’
的提法是欠妥

的.

19 接著便是第 14奈草案第 4款 中提到的三項罪行,分耳成三奈,每奈的

起句均力
‘
本法道用于⋯⋯”.其后的第 7無力:

‘
本法适用以社舍、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理由危害任何整批人口或介

人的一切其他不人道行力.’

第 8朵亦即最后一無行文如下:

‘
本法道用于村人榮坏境的任何尸重和有意的抽害.”

2U 上屆套洪哲吋通述的第 12奈 (侵略)位列入杯題力
‘
危害和平罪

’
的分

章,措洞如下:

“
本法适用于侵略.在本法之中,侵略指一介國家使用武裝力量侵害另一

目的主杈、領土完整或政治狙立,或 以不符合 《球合固先璋》的任何方式使用

其武裝力量.’

送祥,案文的新文本就完整了.

2●  最后,他悅第 13奈和 14奈草案位送交起草委員全.

22 主席 以委長舍委員的身分友言悅 ,特 別報告真的第七次根告

(A/CN4/419)考 慮到了委長全和大舍第六委貝全上提出的忤多建坡,元疑將

加速治罪法草案的工作.

23.人們正越來越扒氓到治罪法是琺合國安全体制中的一介不可缺少的因

素,速一体制的基砧是禁止威跡或使用武力、各目在防止友生和解決爭端和可能威

跡回豚和平与安全的局勢中送行合作.友展固豚刑事法以便林琱各固有肘尸重目坏

犯罪行力送行斗爭的政策,是送科合作的一部分,而在世界更加相互依存、各目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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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外因干涉和大規模目豚犯罪行力之害、執行人美生存所需要的因阡規則已极力必

要的情況下尤其如此.治罪法可有助于加強因沶社舍共同的基本价值現念,建立以

法治力基砒的因豚法律秩序.

24 他在指出各种罪行環好各有一項車狙的奈數草案之后悅,他也傾向于第

13奈革廉的第二各逸案文,垓案文提及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因隊法規則.速一提法

有几介好爽.它 避免了往往造成鬥趣的
‘
找爭

’
一詞,沒有引入‘

囝豚性或非回隊性

沖突
’
的概念,而村遠一概念的解猝易生午快,并可能戶生在日內武裝沖突中犯下

的罪行在多大程度上可定力找爭罪的同題.它 只表迷了同題的共廣,并在 (a)款

中以假定各方或法官就道用于上迷武裝沖突的某些固隊法規則作出了決定力前提.

力此,最好不加入界定武裝沖突的一款.速也就是力什么,他希望不用
‘
尸重連的

’

一洞,因力垓洞帶有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的痕適而不能包括所有找爭罪,甚至不

能包括所有尸重的找爭罪.而 ‘
尸重達犯〞

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回隊法規則的提法——

即各項公的中的規則、刁慣法規則或沖突各方林破的規則一一卸可概括所有找爭

罪,并可按本治罪法的意思將其限定力最尸重的達犯.

25 第二各逸案文第一部分已足以确定垓奈款的适用范園,元需再以 (b)

款來澄清 〔a)款 .事央上,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囝豚法規則來源可能各不相同,并

取決于有失的武裝沖突的性辰.有些規Xll,如馬頓斯奈款 (同 上,第 5段 ),可以

以公汏原Ill的形式予以接受.但元站如何,規則而不仗是原則位作力刑法的基砧.

因此
‘
規則

’
一洞也道用于那些

‘
原則

’
.

26 必須力尸重程度定出拆准.力 避免与ㄓ已确立的夫于找爭罪的回家和固

狋杯准混淆,委員套位明确規定哪些找爭罪扇于本治罪法的范日.

29 第 13奈幵共就位有一項包含三介要魚的定火,即道用的回狋法規則、
武裝沖突和違法行力的尸重程度,并附有罪行清草:在遠方面,最好清揚科夫先生

特其建洪 (第 2U98次舍洪,第 ●6段)以 #面提交委員舍.他也同意螢成列出清

草的所有坡淹.由于委員套廿站的是刑法,它不能滿足于一項空泛的定火、相互參

照其他法律文件或刁慣法、或滿足于一批案例.位具体描迷它所考慮的是哪种或哪

介哭型的達法行力.不管案件最終由回家法院或因豚法庭判決,都不能把任何事情

留交法官酌赴.因此,就連法行力的美別而言,清單位是洋冬元遺的,但是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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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清草些然不可能是洋思元遺的.力 此目的,委長套可仿效鉏俺堡法庭姐欽法、

π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或第一附加以定中的模式,但元需具体提及速些文串.

28 他建洪第二各逸案文的 (。 款加上一介包含三今瓨的新款:第一項是夫

子侵害受保伊人長 (仿者、病者、平民、找俘、淡判代表或已退出找斗的士兵)

罪;第二項是夫于毀坏受保伊物品,‘物品
’
一月比‘

財戶
口
好,因其含意更ㄏ;第三

項夫于非法使用某些武器和作找方法.每一項都附有一份有失行力的提示性清草.

他已按照送一想法草似了案文,將送交給特別拫告貝.

29 他汏力,遜有必要列入一無說明使用大規模毀天性武器,尤其是核武

器,构成尸重找等罪或更正确地悅,构成危害人美罪.速些然是介有爭以的同題°

然而,1981年瑛大曾通述 《夫于防止核浩劫宣言》,7 其中宣告:首先使用核武

器的回家和政治家犯有最尸重的危害人美罪,肘于決定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治家決

不能力共迸行任何辦解或給予任何赦免.委員舍位特別起草一瓨有失送榮罪行的奈

款,支持送一立場:它在肘待送一重要同題上庄注意到它肘于回隊法的逐漸友展和

編集作出貢敵的責任.速一責任在委長舍甘梵肘回杯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無的固你

黃任以及水道和坏境吋銓常提到,些 它面唯一介村子人共生存來悅其重要性不正于

坏境保伊的同題吋,也不位忘記送一責任.

3。  夫于危害人美罪同題似乎已有了相些普遍的怭商一致意兄.尤其是又免

种族和种族隔萬位耳入治罪法草案.村速兩者,委員全都不位提及先前的公的,而

位在描迷有夫罪行時負迷速些公的的其辰內容.它逐位注意不要干涉速些文串的适

用范園.由于世界其他地區也可能央行种族隔南,夫于种族隔商的規定不庄只限于

南非.因 此他傾向于第二各逃案文第 14朵草案第2款 .

3﹁  第 3款可以采用更尸瑾的措洞予以改造.在 《公民叔利和政治杈利目豚

公的》8 中,奴豪制与奴役有別于強迫旁劫.公的第8奈第 3款表明,肘‘強迫

旁功
’
一活不能在元較明确規定的情兄下使用.奴彔制与奴役和找午罪以及其他危

害人大罪一祥,其罪行可能在于下令采取遠一行功或本身采取了速一行功;但它也

大套 1981年 12月

球合目,《奈的集》,

9日 第36/1UU咢決洪.

第 999卷 ,第 ●91頁 .

硈畤畤畤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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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更戶的含意,而且象种族隔萬一祥,可能來源于立法.因此,也忤有必要使

速一無款泛指使速些做法合法化或合理化的任何措施,包括立法措施.

32 他同意特別報告長在第 4款采取的提法,但汏力最好將措洞含火逍于戶

泛的 (b9分項与 〔c9分項合并.此外,速一系款的范園虛限于被占領的領土,

而且行文吋位注意不合被引用未袒伊在策划侵略吋曾作力第五致陝的整批人口,使

他們撰脫侵略目位承捏的表任所帶來的后果.

33 他支持送祥的意兄:‘人哭至力重要的財富
’
位包括被忕力居于人英文化遼

戶的物品.但是,由于目的不在于保伊某項文化珍品.而在于保伊人美免于喪失遼

戶,(b)款的措洞泣更精确.在遠方面,他 同意巴水甜戈夫先生肘
“
人美

’
一洞的

泙梵第 2U97次套洪.坏境同題也是如此.有人建以位使第 (b)款的措洞与夫于

目家責任的奈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19朵草案
9 

的措洞一致.也庄考慮日內瓦四公

的第一附加以定半
’° 第 55恭,垓奈目的在于保伊自然坏境,使其免受可能搵害

整批人口健康与生存的戶泛、故期和尸重的破坏.其措洞垃包括在政治、軍事或銓

洴崗位上的久黃人長,他們通避命令下坡人貝尸重達反一項庄由回家承拉的火舟、

本人尸重違反送种又夯或促成村速种叉夯的尸重違反而村人美坏境造成了ㄏ泛、故

期和尸重的破坏.

34 他淡到履行治罪法速一困堆同題吋說,委員套位尋求可行的、易力各日

接受的和能姼順利執行的解決亦法.那些汏力治罪法是一今有用的工具的人,必定

希望有效地履行治罪法°尋求在最近將來元法送成的理想的解決亦法是元用的:那

特使治罪法草案根本元法生效.需要的是以現行固隊法和因家慣例力基砧的一种現

共的做法.

35 在上屆舍以上,委員舍基于治罪法將由回家法院執行的沒想,曾 暫時通

避第 4朵 (常判或引渡的叉夯〕.iπ  速是在那一盼段最可行的提法.然而,委員

舍在其村垓奈的坪迷中,也 已說明它不愿排除其他提法.它在提及第 4奈第 3款

9 
兄第 2U96次合洪,腳注 19.

1° 同上,腳注 11.

∥ 《1988年⋯⋯年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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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曾指出
‘
第 4無采取的管轄叔方案并不妨時委員舍在适些時候考慮似汀回豚刑事

法院規的的同題.’
n2 

朕大已注意到送一提法,而且汰其討梵中可以清楚看出固

怀社舍已准各考慮危害人共和平与安全的目隊治罪法的央萍執行同題.村于委長舍

一再提出的夫于治罪法的執行同題,它 六年來第一次至少得到了部分回答.在

1988年 ﹁2月 9日 第 43/164咢 決洪中,大套鼓肋它
‘
就遠介同題 〔指定司法些

局來執行治罪法系款〕速一步探討一切可能的替代亦法
’(第 2段〕.

36 造憾的是,件多人似乎汏力委員舍只有兩种可供逸捧的亦法:回家法院

的普遍管轄杈或目怀法庭的寺厲管轄杈.有時有人提到特別或特淡法庭的想法,后

者些然有可能引起其它同題.沒有什么固家忕伿到委長全在它91第 4朱的呼注中

曾提到另一可能性,即 ‘
固豚常判机构和回家法院并存.’

’.3

37 他放力,幵始吋央行普遍管轄板是合理的,因 力第 4奈正基于速一沒

想.然而,送一并不新穎的解決亦法卸沒有解決某些同題.力 了确保罪犯不至于逍

遇法外并力了怭琱各回家法院的決定,各固之同需要送行紫密的合作.因此,委長

舍在其工作的后一險段可能需在草案中加入一些有失執行治罪法的具体奈款,例如

考慮采取特回家法院的普遍管轄叔与目豚刑事法庭的管轄杈相錯合的亦法.

38 圄隊刑事常判机构委員舍似汀的 1953年固豚刑事法庭奈例草案
14 

和

目拆法林舍 1984年似汀的 《固怀刑事法院親的》’s 已具有速一做法的某些內

容.遠些案文明确規定的不是固隊法庭的音厲管轄杈,而是固家法院和目隊法庭共

有的管轄杈,并沒有把二者作力相互排斥的逸摔.例如,根据目坏法律”套案文第

23紊 ,固 家可以自行決定在回家法院中常判一名嫌疑犯或持其交付固豚別李法

庭.

i2 
同上,第 68頁 ,坪注第 5段 .

’. 同上,第 69頁 ,坪注第 1段 .

.4 ‘固怀刑事常判机构委貝舍,﹁ 953年根告,﹁ 953年 9月 27日 至 B月

2U日
〞(《大套正式圮最,第九屆套以,朴編第 12景》(A/2645)),附 件.  

′

15 
目怀法怭舍,《第六十一次全洪的根告,巴黎,1984年》(俺敦,1985

年),第 25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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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后一方案解決了普遍管轄杈的某些同題,但不幸的是卸因使回家在送一

向題上可作逸摔而引入了一介不安全的因素.而且,它并未解決与一申回豚法庭有

失的一些同題.因此,吸取普遍管轄杈与因豚刑事法庭管轄叔速二者的秋板面,考

慮沒立作力友常法庭的目狋刑事法院也件是介欲好的亦法.有叔交申回家法院終常

判決的目狋法院的存在元淹如何粹能解決他剛剛提及的同趣的一大部分.可向速一

法院提出中坼的只限于其回民曾受外因法院申判的回家和曾有其領土上犯罪或犯罪

是什村泫因而罪犯卸曾由另一日常判的回家.些速兩今日家之一扶力圖外的常判不

符合治罪法,它 可以向日豚法院上坼,目 豚法院的決定粹是最后的決定.也可以允

許受理一項扁于治罪法范田之內的案件的回家法院,就目狋刑事法同題要求目豚法

院友表有的束力的意兄.

4U 他提供委員舍考慮的速种解決亦法的好赴在于可以依賴回家的現有机

构.它將使各目更容易接受沒立固狋刑事法院;它將避免不必要的引渡罪犯;它不

需要公共杜察官或拉察院或建立回豚監獄和圳緣目豚法央施工作人見.同 時,具有

复常叔的目豚刑事法院將在找法逍程中大大加強客現性和公正性,并粹怭調各回家

法院的案例法.,I一有失回家未悅,它特是村回家法院執法不公或濫用司法杈的有

效妳朴手段.最后,速逐將是力建立固豚刑事法院而近出可行的一步.

41 速种炅活的做法可以有效地執行治罪法,促迸各固在向回豚犯罪行力作

斗爭中相互合作并确保目豚法的基本准則得到貢仞.因 此它特加強日豚夫系中的法

律秩序和法治.

42 最后,他再次強琱解決的亦法不只一介,不是只有普遍管轄杈一种替代

亦法:逐有可以同普遍管轄叔相錯合的︴多亦法以确保客現、公平、公允地執行治

罪法.

43 科步馬先生在波到申洪中的特別報告長第七次技告 (A/cN4ˊ 419)

第 23段吋悅,持可怕的人身仿害作力可予改正的犯罪行力的例子是不合适的,因

力至少根据普通法那是一介位些尸加愆治的犯罪行力.速也汻只是一今烽文的同

題,但元站如何垃再斟酌.

44 格雷夫拉特先生夫于管轄叔的坪梵很值得深思,但他目前只提一介回

題:假定目狋刑事法院是介复常法院,它 能否受理一介曾受其祖目的法院常判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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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些地的一切朴救亦法的介人的申拆?

45.夫于在找等罪的定火中耳入尸重程度的概念以及哪些罪位定性力找寺罪

的同題,最好等到特別拫告長村甜淹情況作了”納之后再重新甘淹.

46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基本上同意迪正新 .因 #雷 斯先生的建洪 (第

刉U。 次舍洪〕,即 販逐毒品位作力一介危害人天罪列入治罪法車未.他在前一次

汫活 (第 2U99次套洪)中 曾打弊提出版迋毒品遠介不依肘第三世界各回、而且肘

全世界各目都是至失重要的同題.然而,他決定哲圾提出而先送行磋商,特別是同

委員套的拉美各固委真磋商,但也要同不久就要到迷的表卡弗里先生以及同勒泰先

生磋商.委員舍是否將再次甘梵送一同題?

47 主席靖弗朗西斯先生相信,委具合將再次討淹速一同題.

48 勒泰先生悅,格雷夫拉特先生似乎排除了委炅舍位些肘反措施或根复同

題表杰速一想法.在遠方面,他本人曾表示逮,如果委長舍不甘淹送介同題,就泣

毫不含糊地送么悅,并表示它不愿或不能解決送一同題.他不同意特使用核武器或

大規模毀天性武器的責任”于首先使用者,原 因之一是那就元昇于村根复同題同接

作出了決定.

49 他在悅明了巴都涕戈夫先生 (第 2﹁ UU次舍洪)以及其他委長曾提出避

功机和意困的同題之后,告城委員套不要在送介同題上陷入理淹性的探討而迷失方

向.遠方面的同題在于各圄法律用悟中使用的名洞几乎元法澤成其他悟言,因力它

們反映了某介特定法律体系中的某些具体的概念.然而,村子即將与入治罪法草案

的各項罪行,委長套必須決定垓罪行的定火是否位包括心理因素.在速一魚上,它

不能制汀任何一般化的規只1.例如,曾 友生避由于元意的鈿菌污染而造成的种族火

銫:在速种情況下,可 以淡想追究普通的民事責任,但肯定不能追究刑事責任.在

找爭罪方面也存在看同題,例如軍事的必需,而速是委貝舍元杈五之不理的.

5U 小木曾先生悅,据他了解,特別報告長并不特別熱心提出一份附在第 13

奈草案之后的罪行清草.但他如果力了板八几介委長的意愿而提出速份清草的活,

最好不要持案文直接送交起草委員套,而位先由委員全全套常洪,以便委員們至少

能姼作些一般性泙梵.

S● .主席悅,如將清草直接提交全套,就要重幵正在常快中的快程項目的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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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因此他建洪似起草的未文庄向各委員分友,由他們持看法提交起革委貝套.

52 錫正姆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他肘于清革同題沒有定兄.他本人曾提

出避若干建坡,甚至提逮一份清草車某,其 中涉及的使用核武器同題引起了歧兄.

因此如果必須有一份清革,他將迸行修改,直至迷成怭商一致意兄.力 了不打孔日

程和工作卄划,遠份清草可以提交起革委員舍,由它起草一份喵吋東文送委員舍坪

以.

53 托發沙特先生悅,他也扶力准各清革是件相些敏感的工作,只有在全合 .

上各委員才能各抒已兄.特別根告員不妨就速介具体同題似介附件附在他的技告之

后.

54 主席悅,根据討梵情況,他將要求特別報告長提交一介提示性的找爭罪

清草草案,并將另找吋同,使每介希望友言的委員就此同題在下周全体套以上皮表

意兄.

就遠祥以定 .

55 就分友委員舍套洪筒要圮暴的日期交換了意兄之后,主席悅,他大致汏

力委員舍已同意靖副秘半長兼法律碩同弟菜施蒙本先生要求耿合回日內瓦亦事赴的

技木部ㄇ加速送些文件的出版,并特別位巴示甜戈夫先生的要求,加速出版有巴水

甜戈夫先生友言的筒要圮最的俄文本.

就送祥決定.

56 主席建洪委員套休舍,以便起草委員套幵套.

就遠梓決定.

上午 11吋 3U分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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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U2次套洪

﹁989年 5月 16日 星期二上午 1。 壁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本沃菸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布特多斯一加

利先生‵卡菜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JE新 .因 #雷新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

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男馬先生、馬希与先生、表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帕

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告庫納斯

先生、塞普本維送 .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固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

托穆沙特先生、揚科夫先生.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1 (妓

)

(A/CN4/411, 2  A/cN4/419, 3  A/CN4/L431,

D市 , ︳Lc (× L︳ ) /C° nfR。
。
mDoc3)

〔洪程項目的

特別根告貝的第七次報告(欲
)

第π3奈 (找 爭罪)4 (妓 )

1 
目豚法委長套 1954年第六屆舍洪通避的治罪法草案(《 1954年 ..:⋯年

盤》,第二卷,第 1S● -152丌 ,文件 A/2693,第 54段 ),特栽子 《●985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瓦 ,第 ●8段 .

2 
特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3 
特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4 
案文兄第 2U96次舍洪,第 2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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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奈 (危害人英罪)5 (袋完)

●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五)在意錯有失遠一瓨目的封淹情況吋感甜各位委

員村丰富多彩的辦梵所作的室安烎就.他首先泙淹涉及文字措詞而不是共辰性內容

的兩介次要同題,他悅,他同意每瓨罪行原則上都垃垓威力革狌一無的寺題,并汏

力起草委長全已絰作出了遠祥的決定,但送一同題位垓在央辰性同題解決以后再加

以赴理.

2 村有失找爭罪的第 13朵草案的討站集中子定火同題和尸重性的概念,因

此他的意兄限于遠一方面.汏辯梵來看,安成一般性定〤的人和舞成即使不是洋冬

元遠地列拳,至少也是提示性列犖出罪行清革的人之同昱然存在分歧.前者的現魚

是,由于找爭罪已豋成力法典編慕的寺題,而且許多公的已豋表明遠一方面的央在

法,因此列出罪行的清草沒有多大用赴,因力它不避是反映了現有的法律.特別是

些某些同題仍然有待于各目之同商定的時候,如果委員套狄事的工作牽涉到法律的

逐步友展,遠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很危險的.但送是委員舍有待于解決的一介同

題.同祥有人悅,罪行清草如不洋思元遺則元多大用赴,因力它不符合元法律即不

构成犯罪的原則.事央上,送种清草八未似定避,也元法制訂:送就是馬恢斯奈款

裁入 19U7年 海牙公的,并 在 1949年 日內瓦四公釣的第一附加以定半 (兄

A/CN4/羽 9,第 5段)中得到重申的原因.他汏力,正是速些理由使一些委員

相信最好是采用一般性定又.

3 其他委員汏力,一般性定叉是不移的,庄垓半出一些提示性事例,使法院

了解找爭罪可能具有的范園.然而夫于速一庶的甜站永迒不合終止.在很故時期

內,人們并未令人滿意地斌田制汀夫于找爭罪的洋冬元遺的清草;仗叔就其体同題

制汀了介別公的,例 如 1868年的圣彼得堡宣言、1899年夫于裂幵彈 〔送姆彈〕

的海牙宣言、1922年 的牛盛板朵的和 1925年的日內瓦以定串 (同上,腳注

21).只 是在很久以后,各固才斌囡全面地編泰如 19。7年海牙公的和 1949年 H

內瓦四公的以及附加以定串中所反映的找手法.不避遠些公的所采用的方法有所不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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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例 如,● go7年 的海牙公的沒有制訂一介一般性定〤,而佷伿提出一份非洋思

元遺的清草,提到我手法規刁慣.鈕俺堡法庭姐扒法提到找手法規或刁憤,并提出

了一份非洋思元遺的清草,而球京法庭鈕數法Jll仗伿提到達反找手法規或刁慣的行

力,沒有編入任何清草.因 此在同一時期力了同一目的制訂的兩份文件采用了完全

不同的方法.

4 此外,列入日內瓦四公的以及附加快定半的几份清革依俠涉及人道主又

法,除了重复強琱在使用找午方法和手段方面沒有任何毫元限制的杈利速一非常眛

1● 的規定以外,只 字未提非法使用武器等其他找午罪.因 此一旦涉及清草,同題就

交得比較复染了.列犖違反人道主〤法的行力比較容易,可 以提及現行公的,但列

半有失非法使用武器的罪行Jll比較困堆,因力新的武器不斷在友明.因 此,紅十字

回豚委員舍曾明确指出,第一決定半未載有正式禁止特定武器的任何規定。

5 樊成非洋冬清草的一些人提到固隊刑法怭舍似汀的清草.正如他在前几份

技告中所解釋,他忕力元法連循遠一清草,因力它伿仗提到人道主叉法,而找午罪

元疑超越人道主〤法的范園.

6 他自已的立切几次改交.他曾在 1986年第四份拫告所我的第一份草案中

提出了第 13奈的兩介各逸案文.6 与第一介各逸案文不同,第二介各逸案文既

包括一介一般性定火,又包括了送份清草.委 長套在常查遠份清草吋,一直面愉看

使用核武器的同題,并耗費了大量吋同考慮是否提到遠美武器.因此他決定起草一

份清草,把使用核武器放在括咢內;但速也引起了一些委長的強烈反肘.他因此次

定最好把核武器擱置一道,于是提出了目前的草案,但送一草案沒有列入清革.

9 委見們肘于尸重性概念的立切是相些明确的.有些人扒力,它不庄垓作力

k)l分各种找午罪行的一种因素.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汏力 (第 2U97次套快〕,不庄

垓打破尒所周知的找午罪概念不可分割的原則,他強凋悅,他是一長速梓被教早

的.但世界己銓友生了交化,尸享性的概念用于找等罪定〤已有很故吋同.例 如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提出了尸重達釣的概念,并制汀了一介分界我:各固只有在

出現尸重達的的情況下才能提出泝忪,而在出現其他連的的情況下,由它們自已決

6 
兄第 2。96次套洪,腳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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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采取何种行功.夫于圖象責任的朱款車未
’ 第一部分第﹁9恭也根据尸重性划

分罪行和違法行力,在速一方面,他特別提清注意速一無的第 3款.第 19朵尚未

最后通道,但尸重性的內容已銓成力央在法的組成部分,因力有些已鋄生效的公的

匡分尸重達釣和其他達的的情況.正如弗朗西斯先生 (第 2U99次舍快)所正确地

指出,村一天不性士兵吃飯的人和使士兵道受酷別的人給予同祥尸厊的道黃,送是

不可能的.

8 科多馬先生 〔第 2U97次舍快)援引的另一今站焦是,位垓由法官而不是 .

法律肘某一行力的尸重性作出判決.在速一方面,行力的定又和行力的定性并不是

一回事.定又包括敘迷行力的具体特魚,而定性則有所不同.在固內法中,由立法

者肘避失茶人、謀茶和紊害 (暗弟)送行界定和匡分.避失茶人涉及某种元意地造

成死亡之行力、煤茶涉及某种故意造成死亡之行力,茶害 (暗茶)則 涉及到頂媒.

些某人受起坼吋,法院肘垓行力定性,并根据送一匡別把被告的行力划”其中一

共.因此尸重性本身是由立法者确定的.在目狋法中情況也是如此.种族又飽和种

族隔高的定又在各項公的中确定,由 目豚法院或受理案件的任何其他法院來決定垓

行力厲于公的中所列半的哪一美.速是一介微妙的同題,但委員套必須努力作出必

要的匡別.

9 夫于用悟同題,大致上一致同意第 13奈的題日位保留
‘
找÷I.罪

”
速一提

法,多數委員焚成垓奈第二各逸案文.包括比斯利先生 (第 21UU次全洪)和小木

曾先生 (第 2。99次套洪)在肉的有些委員建以不妨粹兩今各逸案文結合起來.速

也是需要委員合作出決定的一介同題.

1U 至于夫于危害人美罪的第 14奈草案,他在第四次根告
8 

中解.F.了 ,‘人

炎
’
一洞不位八博爰或慈善意〤上加以理解,而位爪尊重人的价值和夫注保伊人英

免道野查行力的角度加以理解.必須确保人大不致陷入道德洽落的境地,并堆伊作

力世界文明之基砧的价值現念.巴 你甜戈夫先生第 2U97次舍以正确地提清注意

’ 同上,腳注 19.

8 《1986年⋯⋯年整》,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56-59烎 ,文件

A/CN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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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 5月 法目、英固和俄國夫于奧托旻政府屠茶工美尼JE少數民族事件的耿合

宣言.速瓨宣言之重要不供因力它采用了
‘
危害人爽罪

’
速一提法,而且因力它第一

次在目怀法中提出了刑事責任的概念,包括介人的刑事衣任.但垓宣言沒有把危害

人美罪的概念引入共在法,因 力在巴黎和平大舍上,‘危害人天罪
’
遠一提法受到美

利坐合八固政府的反村,因而被放井.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找以后,由于在那次找

午中所犯下的罪行,美固在俺敦找爭罪同題大舍上才同意采用遠一提法.

●● 巴水澍戈夫先生 (第 21。U次舍洪)逐提到意目和功机之同的匿別.正 ‘

如勒泰先生 (第 2﹁ °1次舍洪)表明的那祥,送种Σ別也卄主要是不同法律体系呆

用的木悟同題.就他最熟悉的体系而言,意囡和劫机是很容易匡別的.意困是指帶

有意氓和決心行事,以及打算使某人的行力戶生后果.他完全同意意囡是所有罪行

的組成因素,元梵是危害人榮罪逐是一般罪行.但功机是另一日事.它 涉及感情,

因此其本身构成一种區分危害人美罪和一般罪行的因素,而意困則不同,意 困不能

作力匡別的依据,因力所有罪行都是以犯罪意目力前提的.就功机而言,馨如有力

了當利犯罪、力了情欲犯罪、以及出于最卑鄙功机的犯罪:而后者正是治罪法草案

所包括的,即 因力种族、宗教或政治仇恨而犯的罪行.要把某种罪行定性力危害人

美罪,遠种罪行必須是侵害了人美的根深蒂目的感情.他汏力,速就是匡別意困和

功机的杯准.但是逐是虛垓由起草委貝舍來決定是否可以找到某种提法,反映所有

有失法律体系.

12 夫于第 14奈規定的具体罪行,他指出,加入 《防止及愆治火毠种族罪

公的》的回家數目已豋增加,美固政府已生于 ﹁987年底加入了垓文爭.他所提以

的有失火免种族罪的規定的一介具体特羔是,它我有的清草不是洋思元遺而是提示

性的,速是一种慎重的做法.他逐決定把又免种族罪和其他不人道行力匡別升來,

在速一方面,他汏力 1954年治罪法草案缺乏一定程度的精确性.天地种族罪本身

是一种不人道行力,但它已豋列入車猶的奈款,因 力央你上它是典型的危害人美

罪.

13 有些委員希望拼大种族隔商定〤的范目,因 力他們汏力,似以的奈款可

能套使人戶生遠梓的印象,即种族隔南只限于南非.他把
“
如在南部非洲所央行的

”

放在第二各逸案文中的方括咢內,以便提清委貝舍注意只把南非包括在內送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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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但他不想把种族隔南交成普通的木悟.些然,存在若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視,或

忤可以通避
“
种族隔南和其他形式的种族歧視

’
速一提法持其包括在內.但‘

刁俗的

种族隔南
’
速一提法不能接受,只 能引起混孔,特別是因力刁憤已絰成力固泳法的

淵源之一.不泣列入刁憤种族隔南送种提法,必須找到其他的提法.

14.《禁止并恁治种族隔南罪行的公的》至今尚未得到普遍接受,因此必須

找到道些的措詞,以便不至力各回迸一步加入沒且陣時.勒泰先生 (第 2。98次套

以)提到 《夫于國家在奈的方面的盤承的維也納公的》,以此說明編集避程如何漿
.

慢.但愿最后确定和通迪治罪法草案不需要速么故的吋同,种族隔商很可能在速期

同消失了:如果委員套友現自已正在打交道的是
‘
幻影

’
或

“
化石’,那是令人遼憾

的.此外,他汏力,种族隔南是一种違反強制法的行力.

15 村于攻缶財戶的不人道行力的概念的道用同題,迸行了故吋同的忖梵 ,

他友現自已忠的來悅同委長舍的其他成長意兄一致.但他扒力,垃垓匿分日內瓦四

公的第一附加以定串第 85恭 已具体涉及的作力找爭罪的攻缶財戶和构成車狂同題

的作力危害人榮罪的攻缶財戶.我吋禁止攻古財戶的規定是相村的,因力它有例外

情況,例 如力了軍事需要毀坏財戶或財戶靠近軍事日杯.此种限制不适用于被作力

危害人美罪的攻古財戶的行力:在遠种情況下,禁止是銫肘的.

16 韻害坏境的同題引起了忤多非常复染的同題,特別是有夫意日的同題°

在送一方面,夫于回家責任荼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19柔引起了并多保留意見,因此

他在本草案中拭困采用不同的措洞.同題在于意困因素:由于各目的合法活功有時

造成坏境抽害,究竟位垓采取何种林准未匡別造成速种韻害的是蓄意行力逐是元意

行力呢?第 ﹁4奈草案佷仗涉及具有犯罪意目的行力所戶生的坏境板害.但在有些

領域,即使法院十分了解情況,也堆以确定送种意田.但象尸重錯淏或避失速祥的

有罪行力可月入犯罪意困概念的范園內.找 吋造成坏境板害的行力已在第一附加以

定半第 35柔第 3款中所涉及,并元淹如何扁于第 ●3朵草案的范園.另 一方面,

在和平時期肘坏境的攻古位垓作力革狙一款的主題.有人要求他澄清第 14奈草案

第 6款 中所采用的
‘
至力重要的人美資戶

’
速一提法,他汏力,遠就是

‘
9+生命板力

重要
’
的意思,除此之外,很堆确定速一用悟的定叉.但如果大家肘此不滿意,他

愿意接受夫于改造措洞的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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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954年治罪法草案把奴役列入固豚罪行清革,但位給予奴束制更加突

出的地位,因 此他將其作力草狂一款的主題.也忤庄垓匡別奴豪制作力找爭罪和作

力危害人美罪.

π8 辯站中也提到了大規模班逐的同題,特別是夫于
‘
特移

’
一洞 〔第 4(a)

欺)的合火同題.托穆沙特先生、帕夫拉克先生和勒泰先生都提到庄道些考慮某一

特定地區的某些事例.同祥,庄垓匿什力人道主叉原因的持移和治罪法草案所提及

的特移.在前一种情況下,特移的性辰是一目的非本國居民受到酷刑或死亡的威跡 .

吋的一种救援行劫.第二种情況是把居民狄原籍囝強迫特移到另一囝:此种特移昱

然是不人道的行力,庄垓列入治罪法的范目.

19 銍迪委貝套的忖淹,他在毒品圄隊販逐方面的立切已銍交得不那么里

定.回 坏販毒者的功机元疑是卑鄙的,如果他們的行功成功地在各目造成不穗定的

局面,就訂被視力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但必須把遠些劫机同构成确定危害人美

罪柝准的那些功机匡別幵未.

2U 有些委員強惆了建立回豚刑事法庭同題的重要性.他本人并沒有假淡世

界性的管轄体系位予以排除,但他不合忽視在委貝舍以后的居舍上提出道些的一奈

或一款草案的可能性.大舍在送一方面沒有明确的指示.

2●  最后,如果委員舍送么決定,第 13和第 14紊草案可以送交起草委貝

舍.作力特別報告長,他特參考委貝全各位委長的建洪,提出一份找爭罪清革供委

貝套村淹.

22 主席悅,他 的理解是委員舍希望把無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員套,委 員套各

位委員持在以后几天中把他們夫于罪行清草的建洪特交起草委貝舍主席.

23 巴妳沃≠先生悅,他汏特別技告長的患錯中得出的錯梵是;他 (巴你沃

芛先生)被汏力反肘列入找寺罪的尸重性杯准.如果遠祥,遠是不正确的.他同委

長舍其他委員一祥,忕力列入尸重性概念,同 時也列入有失罪行的清草是十分重要

的,如果不速群做,就元法确定哪些罪行扁于治罪法的范圍,遠項任夯元梵如何不

能留給法院或法官未完成°

24 他同意把奈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員套.夫于將由委長套常洪的罪行清草,

如果吋同不姼,位垓把編集清草的工作推退到下一屆舍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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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悅,他在村不道些使用找爭罪尸重性或尸重程度的

概念提出疑以 (第 2U97次舍洪)吋 ,也汻沒有充分明确地表迷自已的意兄.毫元

疑同,在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方面,把治罪法的范日限于最尸重的罪行是比較容

易的,但村技本上狹火的我爭罪而言,Rll因堆得多.夫于武裝沖突期同所犯找爭罪

同題,某些公釣和文半依靠尸重程度作力林准,但他不准各同意速祥的意兄,即 治

罪法只庄設想在尸重罪行情況下的交找目追坼和恁赴的杈利或叉夯.交找目或交找

目武裝部臥或人口受到尸格意叉上的找爭罪的仿害吋,垓固根据現行法律有杈追坼 .

或不追坼被俘的罪犯,元梵其違反的尸重程度如何.治罪法免不位限制垓杈利,引

迸狹叉的找爭罪尸重性概念.此外,治罪法最后提出的追坼和恁罰的〤夯庄明确道

用于有失罪犯是垓日本身武裝部陝成長的情況.速介同題不仗依是一介美苧同題,

即是否保持找爭罪概念統一性的同題,而且逐是垃垓送交起草委員套迸一步申洪的

其辰性同題.

26 主席悅,他汏力意圈并不是要改交找爭罪患的概念.相反,速是委員合

汏力何种找爭罪位垓包括在治罪法草集中的同題.

29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攻迎特別拫告長的全面的患錯和炅活的杰度.可 以

回厥到,在前一次套以上,他要求先有時同同委貝舍其他委員,特別是友卡弟里先

生送行磋商,然后再就提交委員全全体舍以的罪行清草送行任何迸一步友言°由于

他尚未完成送些磋商,他轉推退友表述一步的坪梵.

28 迪JE斯 .因 芛雷斯先生指出,特別報告貝在夫于种族隔商罪行方面指

出,必須避免采用隨若吋同的推移可能舍避吋的那些概念.然而委員舍在起草第

14奈吋斌困以普遍用浯立法:即使种族隔南將在南非消失,送并不意味若它就一

定持球地球表面上完全消失.就天地种族而言,例如納粹的信徒仍不乏有之,因

此,不能汏力速种罪行已銓又銫.同梓,冬管非殖民化的迸程基本上已經完成,但

有些民族仍然沒有充分享受其自決叔.因 此他汏力,庄垓把第 2款第二各逃集文

中的方括咢去掉,以便特未一旦出現种族隔南,速种罪行就可以受到位有的愆赴°

最后,他汏力第 13和第 14奈款草案垃垓送交起草委員全.

29 巴水謝戈夫先生悅他非常感毋特別根告長所作的特別有趣和洋幼的患

結,他基本上同意速介患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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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 他得出的印象是,意因和功机作用方面的因堆已銓大大縮小.他扒力,

普遍的一致意凡是,意目因素必須体現在有失罪行的定〤中.如果沒有意囿因素,

限定罪行的方式可能就舍完全不同:例如,如果匡生元意茶死了一位病人,他仍然

犯有迪失罪.夫于
‘
意困

”
因素与具有大規模和系統之性廣特庶的罪行的夫系,唯一

有等梵的同題在于是否有必要怔明其存在.而肘于劫机因素Jll存在不同意兄.以下

中央戶生了因堆:法文文本銍常提到
‘
mobi︳ e.一洞,此洞有時被烽成

‘
功机

’,但

更多地被蜂成‘意田’
.

31 送是介翻烽同題,但迸一步的因堆牽涉到央辰性同題.每介罪犯都有功

机 (例 如色情謀茶罪中的妒忌),因 豚罪行也有功机,但如果把劫机作力送种罪行

的构成因素,就意味若,只有在可以近明有失罪行明确是力指林的功机而犯下的吋

候,才能姼肘罪犯予以起坼.幸逗的是,肘于天地种族或种族隔高等尸重罪行,固

抔社套已商定不必肘功机加以考慮:因 此又地种族的行力是否力了圄家利益,或者

出于种族和其他功机,送是元夫紫要的.遠是同題的夫鍵,所 以他夫心治罪法草案

不位垓把一介主現性因素引入危害人美罪的定〤.

32 他砍迎特別根告長罔明了扁于治罪法草案范目的班逐居民或將居民強迫

特移.特別根告長采用的亦法是令人滿意的,因力据理解,速是指將居民強迫特移

出其領土,不淹速种特移的理由如何,而不是指根据和平紊的或規章送行的特移.

采用的亦法使得有可能連免一介非常棘手的鬥題,即治罪法草案范園內的班逐居民

是在本固領土逐是在被占領的外固領土內的醒逐.他人力,把 同題限于后者是一項

非常負染的作法.具有班逐因素的种族隔商或又免种族等罪行通常是在有夫人口的

領土上犯下的,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找中有速祥的事例:村某一民族又銫种族

在犯罪日本國領土上升始,隨后在郜目的領土上鈺旗.特別拫告長的措用力解決一

今板力笈染的同題幵辟了充滿希望的前景.

33 夫于制止林醉品因狋販逐的同題,他同意非法販逐同題确央板力重要.

可以速祥悅,思管販逐者是出于媒利的劫机,但其罪行的結果是肘整介人美的攻

古.因此位垓在危害人共罪范日內村販毒同題加以常以.

34 最后在淡到危害人爽罪速一概念的ㄞ史吋,他現,特別根告長夫于美目

不接受速一概念的說法 (前面第1U段)是不正确的.久所周知,美目并沒有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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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夫于正美尼正大屠茶的宣言,共豚上垓宣言是由美因向奧托旻政府特交

的,些 吋美圄堅持中立的政策.

35 各庫納斯先生在提到作力危害人美罪的大規模毀坏財戶行力吋悅,他安

同特別根告五村找吋毀坏財戶和和平時期毀坏財戶的匡分.央狋上,找爭罪可包括

以大規模毀坏財戶形式出現的危害人美罪.此外,速些罪行逐具有廣量和數量方

面,以便包括并不一定是大規模的毀坏財戶的行力.考慮到社套上村人熒共同遼戶

的人氓正在不新友展,他想知道特別報告貝是否同意,介別物件,例 如教科文鉏象 .

指定力村人美具有板大价值的紀念物,位垓受到特別的保伊.

36 海新先生指出,持居民強迫特移引起了凡介尸重的同題.根据特別報告

長的解釋,它不包括力人道主火原因的特移,而仗伙是指把人們特移出其原籍固,

他不知道在何种情況下特移外因人可能是合理的.他特別迫切地想澄清外目人需要

保留多次吋同外回僯民的身份才能成力新的居住目的公民.假如強迫特移可以因人

道主〤的理由被怔明是合理的,那么完全可以村外國人制造人力的威跡,以便創造

一种假定可以怔明有理由特移他們的局勢.此外,是否可以以仇荒的理由,例如非

洲最近几年友生的仇荒,來怔明特移居民是合理的?強迫特移的定叉并沒有明确悅

明遠一魚.

39 科男馬先生悅,他仍然不能肯定強迫特移是指回家之同、領土之同逐是

兩者之同的特移.特別是在南部非洲,送种特移的情況很多,成千上万的人被林祖

侍的肥沃土地上特移到他們不得不以腐物力生的介瘠地帶.遠种以絰渀友展名火迸

行的特移并不限于南部非洲.他汏力,送些行力完全泣垓”入又免种族和种族隔萬

的范日之內.速些然不依但是一种剝李自決叔的行力.作力規划小組忖梵的一介項

目,他建洪委員套今后常以的一介洪題庄垓是夫于回家內部或回家之同有夫人口流

功的法律 .

38 錫正姆先生 (特別撤告長)在提到迪正斯 :因 芛雷斯先生所作的坪梵時

悅,他相信种族隔萬忌有一天套消失.些然,只有一介回家,即 南非系統地推行种

族隔南.速是第 14朱草案中提到的作法;提到的其它事例都是种族歧視的情況.

作力肘海斯先生的答复,他解釋悅,將居民強迫特移伙伿是指汏原籍目向另一目的

特移,不是指日內特移,元淹是出于銓洴原因逐是其它原因.作力肘巴本甜戈夫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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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答友,他根据自已樣迪的中回llL悅,在第一次世界大找期同,美利墜合尒固由

于其央在法的侍筑,根据元法律即不构成犯罪的原Jll,不 愿接受危害人共罪的概

念.

39 主席建洪將第 13和第 14無草案送交起草委長套,留 下吋同在下一次舍

以上申快似洪的我爭罪清草.

就達梓洪定.9

回家責任 (A/CN4/羽 6和 Add1,Π°

A/CN4/L431, G市 )

〔洪程項目的

恭款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
n1

特別才艮告貝的初步根告

9 
有失委長舍討淹所提洪的找爭罪清草的情況,兄第 21U6次和 21U7次全

洪.

Π° 特載于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 一樣通道的奈款草案第一部分 (回 家責任的起源)第 1至 35奈 ,載于

KK● 98U年⋯⋯年鈭》,第二卷 (第三部分),第 3U兵起各瓦.

委長全第三十五和三十七屆套快哲吋通避的草案第二部分第 1至 5恭 〔目怀

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栽于 《1985年⋯⋯年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4-25兵 .第二部分其奈的奈款草案第 6至 16朵的案文,由委員全在其第三十六

屆和三十七屆套以上送交起草委貝套,同 上,第 2。-21頁 ,腳注 66.

委長套第三十八屆套洪常洪了第 1至 5奈和草案第三部分的附件 〔固沶責任

的
“
執行

’
和解決爭端)并 ..n其 送交起革委貝舍.案文兄 《1986年⋯⋯年盤》,茅

二卷 〔第二部分),第 35-36面 ,腳注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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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新的第 6和 第 9朵

4U 主席回碩悅,特別拫告長在上一屆套洪
12 

上已介紹了共有失速一寺題

的初步報告 (A/cN4/4﹁ 6和 Add● ,但由于吋同不銘,垓根告尚未得到常

洪.他清委員舍申洪垓拫告以及報告中所栽革朱第二部分新的第 6和 7紊,第 6

和 7奈未文如下:

第 6紊 停止持袋性的目狋不法行力

其作力或不作力构成 〔具有〕持裝性 〔的〕圄狋不法行力的回家仍然有火

夯停止遠种作力或不作力,而不影晌其已銓久有的責任.

第7奈 恢复原狀

1 受害固有杈要求犯有目隊不法行力的回家村它因此所道受的任何抽害

央行恢复原狀,但速种恢复原狀具有以下奈件和限制:

(a) 恢复原狀并非其怀上不可能做到的;

(b) 恢复原狀不合造成違反根据一般固隊法強制性規范所戶生的叉夯;

(。  恢复原狀不合肘犯有目你不法行力的回家造成避分況重的久袒.

2 恢复原狀不位忕力是避分沉重的久捏,除非:

(a) 恢負原狀的久拉与不法行力所造成的韻害很不相林;

(b9 恢复原狀尸重危害犯有目隊不法行力的回家的政治、篷洴或社舍制度.

3 在不妨時本紊第1款 (c9項 的朱件下,來 自犯有因豚不法行力的回家

日內法的任何障時本身均不位排除受害目要求恢其原狀的叔利 .

4 受害回可及時要求以 〔等值賠僕〕〔金伐賠僕〕全部或部分代替恢褒

原狀,但速种逃摔叔不得擷害犯有回豚不法行力的回家杕而使受害目得到不正

些的利益,或造成達反根括一般目狋法的強制性規范所戶生的叉夯.

’2 
兄 《1988年⋯⋯年盤》,第一卷,第 265丌起各頁,第 2U81次套洪 ,

第 39-57段 ,和第 2U82次舍洪,第 1-2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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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提靖各位委員注意,他的初步根告

(Aˊ CN4/416和 Add1)載 有似以的有失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工作的意大鋼

(第一幸),以及停止不法行力 (第二幸 B9和恢交原狀 (第二幸 c)的忖梵.他建

快玵本寺題的申以位八后兩介同題升始,然后再若手研究恩大鋼.

42 他的即將完成的第二次根告一一以后常快一一及其初步根告特包括不法

行力的所有共辰性后果,即犯下固豚不法行力直接戶生的后果,以別于受害回村行

力所采取的措施.然而,初步報告伿依提到停止和恢反原狀,而第二次根告將增加
.

等值賠僕、金找賠伴、朴僕和不重犯的保近,瓜此朴全了央辰性后果.

43 巴小沃≠先生祝賓特別拫告長編丐了一份板力卓越的初步拫告

tA/CN4/引 6和 Add1).但令人遺憾的是,西班牙澤文中有一些錯淏,他將

向秘串楚提出糾正.

44 特別技告長打算在草案第二部分新的第6和 7朱草案中涉及停止和恢复

原狀.前任特別根告長提出的第 6奈案文銓避重大修改后作力送新的兩項奈款的

基拙.正如第 24段所解(H.,人們扒力,整今青題庄垓得到更力洋鉬地罔迷,特別

位包括等值賠僕、朴僕并肘物辰掘害的賠僕和精神描害的賠僕加以區分.特別報告

長逐提洪分幵炎理固杯連法行力和目豚罪行兩者的法律后果,因 力速兩者的法律后

果是否具有共同特性速一羔并不完全明确.

45 沒有理由反村特別報告長的送种做法,力 了委長舍目前任秀的目的,特

別根告貝并不辰疑委長舍肘固怀黃任的概念和固豚不法行力所戶生的法律夫系和狀

況的定火的逸摔 (同 上,第 16段 ),他速重要的隊迷意味若委貝舍持速祥的現

魚,即 受害固有叔要求賠儅,不法行力者可以受到受害目或第三方的想田.達反火

夯戶生兩种法律夫系速一基本概念因此得到了保留.特別拫告貝逐提洪在草案夫于

目狋違法行力和固狋罪行的后果的章市中用途
‘
央施

’,并平行地用迷送些違法行力

和罪行所戶生的央旗性叔利和〤夯.所建洪的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工作大鋼似乎

是切合央豚的.

46 根告第一部分用很大篇幅用迷停止同題,得 出了某些重要的錯淹.首

先,停止
“
本身

’
具有恢复原狀、賠儅或朴催所不同的朴救功能 (同 上,第 22

段).它遜不同于賠儅概念中所包含的朴救措施,因 力它涉及不法行力本身,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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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律后果 (同 上,第 31段 ).停止不龍”于不法行力所戶生的次圾規則的效

果,而是好于不法行力所達反的初數規Jll的 雞欲和正常的央施情況.停止的意叉主

要在于不法行力是否具有持袋的性辰 (同上,第 32段 ).停止逐必須与賠僗明确

區分幵來;后者符合回豚法院在翟茹夫工ㄏ朱中所确定的要求,即位垓消除違反目

狋〤夯村行力目和受害目之同夫系的所有后呆 (同 上,第 39段).停止的定火沒

有确定,但很明昱,它 沒有取消不法行力的任何法律或央狋后果;其村象是不法行

力本身,換言之,天任的來源 (同 上,第 4。 段).               .
49 特別報告長也提到 (同 上,腳注 59)注意琱解委員套 1955年 3月 5日

肘法固固菅缺路公司案作出的裁決.昱然,特別報告貝汏力,把釱路材料杕意犬利

送逐法固是不法行力的
‘
停止

’.消 除后果,換言之,使材料恢复到原來未受技害吋

的狀念,是賠僕.但在速种情況下肘行力及其后果送行法律匡分又有何央豚目的

呢?停止也可以同其它后果一祥是不法行力的一种法律后果,即 意大利有〤夯使材

料恢复其原有的狀杰.

48 他汏力,停止主要是達反初圾〤夯的一种法律后果.它 央不是肘那項〤

夯的央豚遵守:村遊守來悅,它有看一种完全不同的含又.力 了說明速种匡別,我

們可以假定,A固被汏力肘扣押 B因大使倌的成長作力人廣久有責任.A目 的初

教〤夯是不梖害具有外交身份的人長的介人自由,具体未悅,是不韻害 B目人長

的自由.此時 B目將要求立即停止速种局面,以便 A目 必須送逐人廣.遠就是停

止的內容:送逐人廣.但送逐人廣完全不同于不把他們送入盟獄,即初級〤夯的內

容.停止的內容是要求不法行力固采取的行力一一速种行力完全不同于初教火夯所

要求的行力.

49 昱然,如果沒有達反初級〤夯,就不能要求停止.因 此速是違反初圾〤

夯的后果,連守夫于停止的要求并不意味若初敏火夯已絰得到履行.道到達反的初

級又夯在停止以后雞箋赴于被違反的狀杰.不法行力友生以后,違反叉夯的行力就

完成了.停止要求的行力不同于初圾〤夯要求的行力.在他所犖的例子中,人廣重

新荻得了初級火夯被違反以前所享有的自由,但如果汏力捀放他們就是履行了初級

叉夯,那是一介板犬的錯淏.

5。  如果螢成特別根告長的現羔,達反火夯的法律后果在法回和意大利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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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國目菅扶路公司未送种案件中就必須”于兩介不同的來源:送逐缺路材料是初

躲〤夯的緒果,恢友垓材料的原狀別是次躲叉夯的結果.速种現魚除了共性廣含糊

不清以外,逐特在初躲和次圾親則的區分方面戶生概念的分裂.根据定火,初豕規

Jll的范園在違反〤分之前,而次圾規nll的范日在違反叉分之后.遠正是委貝套使因

家責任寺題狂立于肘外目佈民待遇的責任的寺題所依据的考慮之一.因 此如果接受

特別根告真的立切,元疑舍引起概念上的混孔.

51.因 此停止似乎是賠儅的一介組成部分.在賠僕的其他組成部分得到遵守 .

以前,即違反行力的其他后果被消除以前,不法行力仍然是不法行力.特別報告貝

在其根告中扒力,停止既适用于私板的作力,也道用于不作力,因 此既可以有
‘逖

致作力
”,也可以有

‘雞絞不作力
”.但央豚上,不遵守有所作力的任何〤夯 (行力

〤夯)就意味若雞笨不作力,那么停止适用于此美叉夯.然而停止是一种消板概

念,如果附加于其他不作力的消极概念之上,持傾向于狄重否定.各目是要求停止

不遵守不作力〤夯的行力,逐是伙快要求具体履行受到達反的〤夯?在速些情況

下,甚至在一回未能通迪根据其固豚又夯有責任制汀的法律的情況下,停止似乎并

不是一种有益的工具.

9.拉 扎凡德拉 朗博先 生悅 ,在 村特別報告長卓越 的初級拫告

∥/CN4ˊ 416和 Add1)加以坪站之前,他想提清注意編排方面的某些缺魚.

特別是把所有腳注都集中放在最后的做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遠些腳注必須与案文

中与共有失的段落一起加以同樣,每一介腳注都位垓放在有失瓦次的下部.

S3 他基本上同意特別報告貝夫于草案第二部分大鋼的提洪以及夫于奈款草

案的提洪.特別報告貝透正确地指出,委員套暫吋通道的第二部分第 1至 5荼位

孩予以保留,可以作力第二部分的一介哲定章市,其題目可哲定力:“ 一般原則
”

.

他頗有米趣地看到,特別拫告貝打算重新修改原特別根告長編与的第二部分第°

至16奈草案和第三部分第1至 5朵草案.盤于速些朵款在由本屆委長姐成的委貝

舍的任期升始之前已銍送交起草委貝套,新的委員位垓有机套村囝怀責任的內容、

形式和程度以及和平解決爭端的同題友表兄解.

54 最令人感共趣的創新是特別根告貝宣布准各編寫夫于固防達法行力所戶

生的法律后果和夫于圄豚罪行所戶生的法律后果的兩介韋市.他建以出于方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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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和力了瑾快起兄分別申查違法行力的后呆和罪行的后果,速祥他就背寓了原特

別根告長采用的方法.原特別拫告貝在第二部分第 6至 13奈草案中患的味迷了不

法行力的各种后果,速些后果既道用于達法行力也适用于罪行.因此特別根告貝似

乎已回到委長舍在朵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9朵的坪注第 53段 中所采用的方法,委

員全在垓段中強琱:‘如果人力些代目隊法中只有一种女任制度╮ 可不加匡別地
‘
普

遍道用于各种目狋不法行力,那免村是錯淏的
’.13

55 特別報告長 (同 上,第 14段 )夫于區分各种形式賠儅 (其廣性同題).

和旨在确保賠僕的各种措施 (程序同題和形式同題)的分析非常中肯,因力它有助

于昱示出違法行力的情況和罪行的情況之同的差別.它遜有助于怔明把停止及賠僕

同題和受害回采取措施有失的同題分幵赴理是合理的.

56 至于特別技告長夫于常洪草案第三部分中失于和平解決爭端而不是
“
執

行
〞
方面的內容的建以,委員舍早在 1975年就汏力執行同題是与和平解決爭端有

失的一介阿題.1. 自放那時起,速兩介同題就被汏力是不可分割的.原特別拫

告貝根据 1969年 《籬也鈉奈的法公的》第 65和 66奈 以及附件的規定,在第三

部分第 1至 5奈草案和附件中把自已限于解決爭端同題.現特別報告長只是仿效

前任,但提出比較正确的題日:‘和平解決爭端
”.特別根告長提出的理由 (同 上,

第 19段)似乎是令人信服的.就他本人而言,Jll愿 意走得更近一庶,悅在有失外

因併民待遇的回隊同題和些地朴救措施耗冬的同題 (第 22荼 )的情況下,履行固

杯責任不依厲于草案的第二部分而且也厲于第一部分.

59 初步拫告的第二幸迷及目拆不法行力的兩种法律后果:停止和恢复原

狀.原特別投告見在第二部分中用一來,即 第 6奈草案迷及91違反回豚法行力的

速兩种朴救措施,但現特別根告長扒力,伿有速一無是不妨的,速一同題位垓得到

更洋幻、更深入的田迷.篷避肘有失法律著作和目隊司法和仲裁慣例送行透砌的分

析以后,特別根告見得出遠祥的錯梵,即停止不是一种賠佳形式,思管它往往与恢

13 《1976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17頁 .

14 
兄 《1975年⋯⋯年鈭》,第二卷,第 56更 ,文件 A/1UU1U/日 eV1,

第 4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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笈原狀混淆在一起.停止和收复原狀在性辰及共作用和目的方面都有所不同:恢褒

原狀超越了停止不法行力的范園,要求把仰体央抔上恢复到合法物主被剝李叔利之

前的狀杰,即恢負原狀 (同上,第 52段〕.

58 因此,特別根告真建洪固豚不法行力的停止位垓成力草拙一無的主題,

同有失其他形式的賠僕、特別是恢反原狀的分幵,送是正确的.新提出的第 6朵

草案的題目是:‘停止持袋性的回豚不法行力‵ 但既然固豚達法行力和國怀罪行持

分幵田迷,一介技好的杯題庄垓是:‘停止持換性的回狋達法行力
’.       .

59 新的第 6奈草案是杕行力目的〤夯角度似汀的,与 受害目的叔利旡夫,

因此停止不法行力的火夯起源于道到達反而且先于受害目的索賠要求之前而存在的

初圾規則.他樊成“.⋯”回家仍然⋯⋯有火夯停止⋯⋯”速釋的提法并指出法悟的

怕Sttenu’ 沒有充分表送出英活
‘
remain’ 一洞的微妙差別.另 一方面,他肘

“作力

或不作力
”
的提法表示怀疑,送种提法委員套只是在由

‘
一系列行功或不行劫

〞組成

的行力或由
‘
一連串行功或不行功构成的變來行力

’的情況下才采用,即草案第一部

分第 18朵第4款和第 5款以及第 25栥第 2款和第3款中分別迷及的情況.

6U 如果目的是表明停止既道用于違反狀事某种作力 (不作力)的〤夯,也

道用于違反連免某种作力 (行力)的叉夯,那么仗仗淡到
‘
持袋性

’
的因隊不法行力

是不姼的.另 外逐位垓提到在第一部分第 25朱第 2款和第 3款中提及的
‘
复合行

力
’
和

‘
复染行力

’.速祥將套大大增加第 6無草案案文的篇幅,因 此最好的亦法也

忤是采用第 25朵題日中所使用的提法,并提及其作力或不作力已构成一項
‘
有時

同延袋
’
的因怀不法行力的回家.

61 此外,由于停止的火夯是在賠僕和隨之戶生的法律夫系的范園之外,特

別拫告長不同于其前任,村此准各分幵用迷,因 此位垓表明,它并不影晌不法行力

已豋戶生的黃任的法律后果.但特別根告長在第 6朱中力此目的采用的措洞
‘而不

影晌其已豋久有的責任
’
并不完全令人滿意.它可以改力:‘ 与已銓久有的黃任元

夫
’

.

62 然而,正是在各种形式的賠借同題上,＿●前任特別拫告貝提出的第6和

7奈草案的紊款比起來,特別根告長提快速行最重大的修改.他爪法律著作和回家

慣例中汲取了丰富的材料來支持他的結站,指 出恢复原狀的重要意又.他肘恢复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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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的定火的解拜是可以接受的,所采用的亦法把賠僕的因素同朴僕的因素結合起

來.遠种方法符合一般法律原Jll,速种法律原則迫使不法行力者承但〤夯,通道恢

褒如果沒有友生連法行力可能已絰存在的局外,肘其不法行力的所有后果作出賠

僕;遠近明尸格意又上的恢欠原狀以及必要的板外銓蓱朴儂是合理的.

下午1吋零 5分散舍.

第 21U3次舍以

1989年 5月 17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休沃辨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祥雷新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

生、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与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

先生、斯里尼瓦辨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庠納斯先生、塞普你維

迷 .古釱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物科夫先生.

回家責任 (鎮〕(A/cN4ˊ 416和 Add1,

A/CN4/L431,G市 )

〔洪程項目2〕

1 
特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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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款草案第二和第三部住
2

特別根告真的初步根告 (鎮 )

第6朵 (停止持致性的目豚不法行力)生

第9奈 (恢笈原狀｝6 (生)

1 拉扎几德拉朗博先生:錴墩他在上一次舍以的友言,悅,特別根告真不樊

成其前任在第二部分第 7奈草集中夫于建立一种制度,寺 ㄇ赴理違反外併待遇規

則行力的建快.特別根告貝忕力,采取任何停止肘外併不法行力措施均厲于肘村方

回家賠僕韻害、恢复央物原狀的范時.些然,根害在程度上有不同.例如,逮反外

併待遇規則有可能同時是有意板害肘方回家的行力.在送种情況下,也許可以林之

力
‘直接振害

’.第三世界移民工人的公民、銓漭、社舍和文化杈利往往就在遠种情

況下受到侵犯.然而,在任何情況下,肘不法行力或犖止的結果原則上只能、而且

只位些規定一种形式的賠僕.因 此,特別根告長建洪特恢复央物原狀視力一項一般

規則是正确的.

2 夫于送項規則的例外,特別報告長的初步報告 (A/CN4ˊ 416和

Add1)栽有某些令人感共趣的夫于元法恢复其物原狀例子的站据.他村此表示同

2 
一旗通迪的奈款草案第一部分 (回 家責任的起源)第 1至 35奈,載于

KK● 98。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 更起各頁.

委長舍第三十五屆和三十七屆舍洪暫時通道的草案第二部分的第 1至 5奈

(回 坏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我于 《1985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

分),第 24-25更 .第二部分其他奈款草案第 6至 16朵案文,委員套在其第三十

六屆和三十七屆套以上已送交起草委員舍,同 上,第 2U-21瓦 ,腳注 66.

第 1至 5奈和草案第三部分的附件 (回 狋責任的
‘
執行

’
和解決爭端)銓委員

舍第三十八屆舍洪常以,已 送交起草委貝舍.案文兄 《1986年⋯⋯年崟》,第 二

卷 〔第二部分),第 35-36瓦 ,腳注 86.

3 
案文兄第 21U2次舍洪,第 4U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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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如同特別根告長一祥,他汏力不能引用因內法作力法律上的障磚.他的前任汏

力,行力回不必承受与其日內法律相抵蝕的恢友央物原狀火夯,而特別報告貝反村

速蕉,速是正确的.遠一梵据 (同 上,第 89段)完全令人信服.但是,特別根告

長在新的第 7奈草集中也建快位允并行力目在代价避重吋不必一定恢炙央物原

狀,以避免破坏在某种情況下出現的利益平衡.速一定洪央現了賠僕的辰量和數量

垃与破坏和板害的尸重性成比例的原nl1.例 如,恢笈央物原狀可能舍尸重危及一日

的政治、銓游或社舍制度.速介建洪的目的在于籬伊回杯穗定与和平,促迸固妳法

的逐漸友展,是值得支持的.

3 特別根告長逐建洪了另一項具有重要意叉的革新,就是,址受敬固有叔在

恢友央物原狀和金找賠借之同作出逸摔,而行力回必須同意速种逸摔,因力,象特

別報告長所指出,肘拐害久黃的庄是行力固.至于速項建洪是否与恢复原狀庄取決

于是否必要恢复不法行力若未友生本位存在的情況速一概念相抵蝕,他本人也感到

怀疑.特別技告貝力支持他的建決引逑了霍茹夫工ㄏ案 (同 上,第 11U段 ).其央

速并元最后定性,因力在遠一案例中,工ㄏ要求賠僕吋情況与其被接收吋已完全不

一祥:因 此是一介元法汏物辰上做到恢复原狀、而不是索僕回真正愿意放井恢复原

狀的案例.

4 元梵怎么悅,受襁回逃摔上的自由很可能早致濫用叔利.即使特別拫告長

提出了附加奈件,說明不位不公正地使行力目赴于一种不利地位,速种奈件是很雅

滿足的.元疑,最好是規定受板固和行力目能姼就金找賠儅迷成一致以代替恢复原

狀.力 此目的,修改第 7奈草案第 4款的幵共部分即已足鉹,用 “
同意

”
一月代替

‘
索賠

”
一洞,用 ‘

酌情
’
或

‘
在所有情況下

’
代替

‘
及時地式

’
一洞.

5 最后,他汏力新的第 6和 7柔草案可送交起草委貝套.

6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慈 的悅來他同意特別拫告長在其初步根告

(A/CN4/引 6和 Add1)中就奈款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大鋼提出的修改.特

別是,報告真正确地建洪分別村待因狋達法行力和圄狋罪行的后果.与其尋找速兩

美行力的最基本的共性,首先不如通避夫于連法行力的奈款,而后再決定在何种程

度上也适用于罪行.

7 他逐扒力,至少肘于目前來悅,委貝套庄些遊照特別拫告長的建洪,并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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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三部分的用意視力和平解決國家交任的爭端,而不視力
‘
執行

’(同 上,第

●9段〕.因 此,前任特別報告貝提出的某些無款,特別是第 1、 2和 3各 ,立汏第

三部分移到第二部分.

8 夫于特別拫告長提出的大坰 〔同上,第 2° 段).迄今只就草案第二部分

第二章 (固 狋達法行力所戶生的法律后果)第 ﹁市 〔受韻目的央辰性叔利以及行

力目的相位叉夯)提 出了兩紊新案文.

9 冬竹二者之同沒有央辰上的不同,但特別報告真就夫于停止的第 6奈所提

出的案文比前任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第 6朵草案第 ﹁款 (a)更 力准确,更令人滿

意.根告 (同 上,第 39段 至 63段)中 的淹羔使他感到非常信服,就是:停止本

身固有其特性,有別于賠僕.在速一羔上,他不同意巴水沃#先 生的意凡 (第

刉U2次套以).正如特別根告長所悅的,基本考慮是初致火夯的盤絞存在,違反

遠种〤夯构成不法行力而停止不法行力只是遠一初躲叉夯的錯果.但他忕力,第稻

奈草案不位放在夫于回豚違法行力所戶生的法律后果的第二部分第二章,而位些列

入第一章一般原則之下.特別根告長在他的根告 (A/cN4/416和 Addn,特

別是在第 31和第 4U段 )中提出了螢成送一建洪的淹据.然而,決定性的逐是其

你的理由.特別根告長指出,凡涉及賠僕,‘只有銓受害回決定,‘次致
’法律机制才

幵始行劫.如受害固未提出任何賠僕要求,‘ 次數
’
法律夫系就不合戶生

′(同 上,第

55段 ).可 以推斷第二章的規定不适用于送种情況.相反,按照特別拫告長的意

凡,必須扒力停止的〤夯
‘不快存在,而且依据

‘
初妖

’
規則央怀ㄓ已存在,完全不

敢次于受害目的任何抗洪或要求
’(同 上).因 此,有失停止的奈款垃列入第一章.

1U 淡到有失恢負原狀的新的第 7無草案,他悅,如特別根告長 (同上,珶

●●4段)指出的,恢其原狀居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賠僕之首,因 力它能姼以一种
‘
珀

然
’
、
‘
直接

”
和

‘
完整

’
的方式朴救受到的掘害.然而,夫于恢复原狀的概念并未有:銃

一确定.某些人汏力,它意味著恢負不法行力友生以前原來存在的狀況,另 外

一

些

人lll汏力,它意味若恢复不法行力假若未友生本位存在的狀況.他比較焚成后
一
懈

釋,速似乎也是特別根告長和委員全中某些肘遠一題目友表達串面意凡的委員、
.包

括勒泰先生和格雷夫特先生的看法.但速方面逐是有一空白,因 力特別報告貝在銘

9朵草案中并未具体說明位些采用哪一种解釋.元梵如何,最好避免
‘
恢复原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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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因 力它不移明确.前任特別報告長提出的第 6奈車束第﹁(c9款 中使用的措

洞提及
“
重新恢反行力之前原來存在的狀況’

的〤夯.速一措詞冬管更力合适,但有

兩赴不足:一、它只道用于不法行力是行力,而不道用于不法行力是不行力的情

況;二、它意味若接受了
‘
恢欠原狀

’
一月的第一种解釋.或并可用,例如,‘重新恢

笈不法行力假若未友生本位存在的狀況’
.

∥.如同特別拫告貝一祥,他扒力,恢交原狀是一种賠僕形式,立 些冬可能

戶泛和普遍地适用,而不必象前任特別報告長在其提出的第7奈草案中所建洪的 .

那祥針村達反外併待遇規則汀出一項特別的制度.在遠方面,報告 (同 上,第

1。4段至 1U8段和 12● 段)提出了具有悅服力的淹据.思管恢复原狀适用于所有

不法行力,但它不能用于所有情況.最大倚草的方式是說,不可能央現吋,恢复原

狀就不道用,速是特別根告長使用的措詞 (同上,第 85段).如果由于事件本辰

及其抽害的結果,央隊上不可能做到恢褒原狀,速羔自然不言自明的:事央上的不

可能造成了法律上的不可能.然而,由此而引起的同題是:如果央狋上可能恢臭原

狀,法律上是否仍然存在不可能性呢?特別根告貝在新的第7朱車集 (第 1(b)

款)中承汏,如果恢笈原狀舍違反一般固狋法的強制規范一一例如,《耿合固完

幸》一一的活,速种不可能性是存在的.冬管速种情況不大可能友生,他仍然同意

遠一現魚.除非強制規范的初級火夯与規范本身相抵蝕,否則很雅想象恢复原狀如

何全能違背強制規范.果真相抵蝕,則持不存在法律后果,也就不套引起同題。
﹁2 另一方面,特別報告長卸不汏力恢复原狀違反行力回肘第三目的火夯或

違反行力目的日內法是法律不可能性的例子.他本人完全螢同速种意見.然而,他

不同意第9奈草案第●款 (c9和 第2款規定的例外情況,其中汏力:如果恢复原

狀肘行力因造成‘
避分沉重的久拉

’,如果
‘
恢炙原狀的久捏与不法行力所造成的韻

害很不相林
’,或者如果它尸重危害行力目的

‘
政治、絰游或社舍制度

’,則不允汻

恢复原狀.但是,恢复原狀,悅穿了,不避是特別報告貝在遠方面提出的一种避期

追朴的履行又夯 (同上,第 99-1UU段 ),所 以缺乏悅服力.夫于賠佳數量庄与韻

害的尸重程度成比例的原則 (同上,第 1U3段),它 只能立用于受害回和行力因之

同的次圾火夯夫系;恢复原狀〤夯如設想力初圾又夯避期追朴履行的活,那 么,就

不得取決于速羔.而且,如果恢复原狀舍造成避分況重的久捏,那 它只表明履行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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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叉夯本來就不容易‵而金俄賠僕效額也是很大而已.

﹁3 而且,必顏記住,委貝舍曾銓暫時通避草案第一部分第 33奈 ,其中些

規定行力固遇有不法行力屈于:‘籬伊根本利益⋯...防止尸重和即將來帖的危險的唯

一手段
’
吋行力回可援引危急狀況 (第 1放 (a)).7于第 7紊草案第 2款 (。 所

提情況的目家可能有理由援引第 33朵的親定,不承扒行力的不法性,并且將送羔

同賠僕抽夫的同題分幵 (第一部分第 35奈).因 此他不螢成社恢負原狀造成避分

沉重久袒作力不必收复原狀的理由.

14 最后,夫于受害回肘恢象原狀和金找賠僅是否具有逸摔杈 (同 上,第

1U9至第 113段〕,他焚成哲吋采納特別根告長的意兄等到他就金俄賠催提交一
碩

奈款草案吋重新研究速介同題的意凡.然而,他并不快力在能姼充分做到恢复原狀

吋受害固有叔接受以金找賠僕代替部分恢褒原狀.

15 馬希為先生銳,委 員們一定很好地利用了爪特別拫告長杰出的初步報告

(A/CN4/416和 Add1)的提出到擬告的申快之同送段吋同.

16 在淡柔款草案之前他愿先作一般性的泙淹,他指出,除有介別例外,特

別根告長肘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所采取的做法与其前任的做法是一致的,也符合委

長套 1975年在其第二十七屆套以上就垓寺題通道的恩的卄划.4 然而特別報告

貝也提出了一些方法上的琱整,遠就意味若必須肘第二部分作特別改功.第一种凋

整涉及到肘目怀罪行后果和目怀達法行力后果所作的匡分.他玖迎遠一做法,特別

是拫告長已表明,如果友現速种做法作用不大,就可隨吋放井.根告 (同 上,第

18段)在遠一羔上很明确,強惆說明:委長套的工作方法不庄影吶其辰內容的逃

摔.其他琱整涉及到寺端的解決。在速一羔上,特別報告貝多少脫高了前任的立

切.前任將兩种也卄是不同性辰的同題合在一起:一、受害因在肘行力圖采取法律

行功之前必須滿足的無件;二、解決爭端的央豚程序.央豚上,最好是持速兩介同

題分別楚理,因 力有待滿足的奈件扁于草案第二部分,而解決爭端的程序扁于第三

部分.

4 《1975年⋯⋯年盤》,第二卷,第 55-56更 ,文件 A/1UU1U/Rev1.,

第38-4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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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淡到紊款草案時他指出,特別投告貝有充分的理由扒力委員舍和起草委

長套在前任特別根告長提出的第二部分的第 6奈革集中遇到的困雅源于匡分了停

止和其他形式的朴僕速一同題.在研究了法律著作和央踐之后,特別技告長得出下

列錯淹:第一,草案必須肘停止作出明确規定;第二,必顏明确界定它的范田;和

第三,必須用一無与其他形式的賠僅元夫的荼款草案中肘它作革狙赴理.他本人肘

錯淹中的第 1和 第 3朵并元昇快.然而,停止的范田是今更加徹妙的鬥題.在速

方面,特別根告長半出了央例,強惆了停止和恢久原狀的同一性,和在某些情況下 .

的混淆,例 如,他提到
‘
視察停止本身的明昱因雎

’(同 上,第 31段 ).他遜指

出,停止不庄些”力次圾規則的拭行,而位”力初級規則的執行.如果事央是送

祥,就不庄些在第二部分赴理停止.然而,特別拫告貝逐承汏:‘汏狹又上悅,停止

思管因此不扁于賠僸和不法行力法律后果的范時,但杕ㄏ火上說,卸屬于不法行力

的法律后果
”(同上,第 32段).八遠一立切出友,停止因此厲于第二部分紊款草

案.在遠方面,巴本沃≠先生 (第 21U2次舍洪)提出了令人感共趣的理淹同題,

但他本人卸想回避,以免分散委員套村些前同題的注意.制汀一項有失停止的規定

比較迫切,朵款位置的同題不妨留待以后決定.

18 然而,特別根告長的分析中有一魚泣予注意,他提出了初期險段的行力

或不行力有可能手致不法行力,迫使有可能受到仿害的回家不得不采取肘策的速一

看法 (A/CN4/416和 Add1,第 38段結尾).他特別是告告可能的行力回千

万不要友起初期險段,以致需要承捏責任.思管他理解特別根告長的夫切,但他感

到很堆在草案中考慮速一同題,因力速是一今防止的同題.速魚涉及到目隊責任的

方面,与 巴本沃芛先生久黃的音題有失.患而言之,初期盼段速一概念更容易引起

同題而不是解決同題,令他很雅接受,因力要确定已受仿害的回家本來就十分困

堆,不要悅确定可能的受害固了.

19.夫于恢复原狀,特別報告貝所作的工作有助于更明确的了解指早委長舍

工作的基本內容.患 的求悅,他同意根告貝的淹焦,其中修改了他村前任報告貝的

分析,乃 至委員套本身所作的一些坪站.例如,他力恢复原狀优先于所有其他形式

的賠儅遠是合遻輯的 (同上,第 116段 ).如特別報告長提出的新的第7奈草案第

1款所赴理的那祥,具体說明不可能恢复原狀的情況也是正常的.然而,在某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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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上他仍存在一些疑忠,未能完全打消.

2U 例如,特別根告貝汏力,除強制規范所戶生的〤夯外,恢复原狀的〤夯

既不受行力固日內法法律陣得的影喃,亦不受存在另外一种目狋〤夯的影晌.力 了

說明第二种情況,特別根告長半出一例悅:A固肘 B固有恢复原狀的〤夯,但力

了連守村 c目 的〤夯,結果沒有送祥做.速是一种
“
卒央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障

時
’(同 上,第 87段).力什么要把第一种悅成是法律上的情況,而把第二种悅成

是事央上的情況呢?A因根据什么在面嗨兩种又夯吋給其中一种以优先地位呢?央

怀上,遠兩种火夯似乎是相等的,沒有貼切的理由悅 A因 沒有逸擇杈.也 #同題

是,在速介例子中,特別根告貝沒有考慮到叉夯的性辰和目的,承管速是庄些考慮

的,否 Jll堆 以确定哪一种美似的固豚火夯位些占优先.例 如,如果 A目插害 B目

的行劫只受到形式缺陷的影晌,而恢复原狀有可能影晌A固 9lc目 同祥重要的〤

夯,速种形式上的缺陷套專致整体恢复原狀喝?因此,死板地引用整体恢复原狀的

規Jll是套出現自相矛盾的.

2● .至于所渭的目內管轄規則,它特別涉及固有化的同題,特別報告長的立

切与他的前任不同,并不快力日內管轄肘恢复原狀〤夯是一种可能的例外.他并不

接受直接和同接仿害的匿別,汏而否汏了他的前任就外僯待遇方面提出的例外.他

本人也同意送种現羔:直接或同接仿害的匡別并未构成一种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不

能成力恢复原狀〤夯的一种例外.其其,前任特別報告長自已似乎也不完全堅持速

介理由.前任特別根告貝提出的另一魚是:如達反固隊法規則而其行的固有化,是

否位些承忕恢复原狀?遠是一介很現央的、不能逃連的同題.現任特別報告貝意法

到了送魚,力 了不受整休恢笈原狀規則的硬性的束,他提出了一今基于造成避分尸

重久袒的解決亦法:他汏力,速一杯准能姼保怔各固自由地送行他們忕力必要的銓

游和社舍改革.然而,事央上必須注意,各目的政治、銓渀和社舍逸摔并不是那么

受到述分沉重久袒的威跡.因此,拭困將恢其原狀的例外情況和避分況重久袒兩者

相琺系,是相些孽強的,最好特速种例外建立在尊重各目的政治、銓湃和社舍制度

的基砧上.事央上,速也就是特別報告貝在新的第 9奈草案中的做法,把兩种形

式都包含在內.患 而言之,冬管特別報告長似乎未能清楚地解釋案文的根据,但他

同意遠一案文.此外,在垓朱第 2款 (ω 中,‘危害
’
一洞不銘恰些;代之以恢复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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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狀一●行力目的政治豋游或社舍制度
‘
不相符合

’
Rll更力常用.

22 他人力,可將新的第 6和 9紊革集提交起革委員套.

23 年庫納斯先生村特別根告貝在其初步根告 (A/CN.4/叫 6和 Add1)

中所作的优秀的綜合工作表示祝次,并發同他所采用的方法.送种方法根据的是委

員舍的草案第一部分第﹁9朵肘
‘回狋罪行

’
和‘回沶達法行力

’
所作的匡別.垓奈分

別申洪了送兩种不同夫型的達法行力的法律后呆,一方面澄清了各方肘不法行力各

种形式的賠供和停止的杈利和責任,另 一方面澄清了受苦囝保陣得到賠催和/或給 .

村方以制裁的叔利和能力.冬管某些人士村此有疑慮,然而,力 了澄清速一同題,

遠祥願位囝狋法走勢,照碩到理梵和文戌兩方面逐是比較合理的.

24 淡到目你不法行力的停止送一同題,他悅,承管可以看到有些吋候存在

若根本性的意兄分歧,但趺原Jll和 回狋央踐角度看,特別報告長提出的根告十分貼

切,他找出了新的第 6奈草案中的規則.他先驗地變成速一建以,也汏力:停止

是一种＿.H正 ,它 的法律根据不同于賠僕,因 此,立作力另一革狘奈款.就在遠方

面,他提清人們注意肘巴本沃≠先生在上一次舍洪 (第 21U2次套洪)上肘
“
初級

”

和
‘
次圾

’
〤夯所作的分析.他逐指出,特別報告長在其報告 (A/cN4/416和

Add1,第 61段)中表明停止并不一定与初圾〤夯或次數〤夯有失.此外,据孔

巴索和阿〨德悅,停止火夯是
‘
初級〤夯的代替物

’:5 既不是初圾火夯也不是次

數〤夯.所 以,他本人得出的結淹是,最好粹第 6奈草案放在寺ㄇ梵迷一般原則

的紊款草案中,而不是放在夫于固豚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正文那一部分中.

25 他注意到特別根告長划分了持紋行力和后果在持緻的行力兩者之同的界

我,并指出一旦跨避不法行力的界我,即允并提出停止的要求.他悅,他也象馬希

与先生一祥,扒力很雅要求一介不法行力回家承汏其行力套友展成力因狋不法行

力,假殶一目的固內立法有時舍助故不法行力,速是很危臉的.遠种做法可林之力

5 J CombacauandD A｜
｜and,‘ ‘

P〢 marv’ and‘ SecUndarv’ ru｜ es in the

Law of State responsibi︳ Ⅱγ:  Categor｜ z︳ ng  ︳nternat〡 ona︳  ob∥ gat︳ ons’  ,

Nether｜ andsㄚearbook of ︳nternat︳ ona｜ ︳aw, 1985 (theHague), vo︳ ×̌ 〡,

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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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豕的

’
一元淹,或有可能在歐洲銍洴共同体中采用,但垓姐象究竟是一介例外,

其法律秩序也是一介例外.按 目前現狀,他本人怀疑固狋社舍是否愿意走得速么

j●【:.

26 遜有一羔令人感共趣的是,他注意到特別根告貝爪根本上划清了另一

魚,扒力要求停止回豚不法行力的杈利,只要不法行力仍在雞坡,也就一直存在,

但一旦行力停止,遠种叔利也就隨之消失.速和要求賠催的板利是完全不同的.后

者是即使不法行力已銓停止,但只要沒有答久賠僕要求,送种叔利仍然存在.

27 夫于特別根告長肘帖●I措施的不同作用和停止固豚不法行力所作的泙

站,他悅,遠些措施目的在于:只要存在元法你朴的頡害危險,就位确保能使不法

行力停止,以便保伊有失方面的叔利.但速取決于受理案件的机构是因怀法院逐是

安理套.受害固可要求采取帖吋措施,停止目豚不法行力,但有失机构卸可能不同

意遠祥做.卒央是,即使沒有帖吋措施,受害目要求停止的杈利、行力固停止固隊

不法行力的〤夯,都仍然存在.

28 他忕力,增 列一荼夫于停止固隊不法行力的規Jll之所以正确,逐有另外

一介理由,因力涉及到法律利益.根据回坏法院編來的判例法,与 回家的普遍叉夯

相村庄,委長舍針肘固怀不法行力构成因抔罪行的情況,在哲吋通道的第二部分第

5奈第 3款中力所有
‘
受害固

’
确立了一項杈利.遠祥,如 出舞固抔不法行力,确定

采取法律行功的能力就取決于不法行力的本身,看它到底是固防違法行力逐是固隊

罪行.如果垓行力是罪行,所有回家均有杈要求停止,但并不是所有回家都享有賠

僕叔 .

29.最后,他注意到特別報告長特有失停止的親nll列 入炎理固狋達法行力法

律后果的奈款草案 (第二部分第二幸)〔同上,第 2。 段〕,他指出,如果不持速一

規則移至一般原則部分 〔第一幸),那就必須以同祥形式,將速規Jll在 回狋罪行法

律后果的那一部分 (第 三幸)中再重迷一道.

上午●●吋3U分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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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4次舍快

1989年 5月 18日 星期四上午 1。 吋

主席:伯 思哈德 .格雷夫拉持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生焦一午伊斯先生、巴水沃芛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

比斯利先生、卡菜步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薛雷新先生、埃里克松先生、

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与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

生、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害庠納斯先生、塞普本籬迷 .

古缺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目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物科

夫先生.

回家責任 〔妓〕(A/CN4/416和 Add1,

A/CN4ˊ L431, G市 )

〔洪程項目2〕

奈款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
2

特別報告長的初步技告 (袋 )

1 
持載于 《1988年⋯⋯年整》,第二卷 (第一部分〕.

2 
一決通遊的奈款草案第一部分 (國 家責任的起源)第 1至 35紊 ,哉于

《98U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 頁起各π.

委貝舍第三十五屆和三十七屆舍洪哲吋通道的草案第二部分的第 1至 5奈

〔因豚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載 于 《1985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

分),第 24-25烎 .第二部分其他朱款草案第 6至 16奈案文,委員套在其第三十

六屆和三十七屆舍以上已送交起草委員舍,同 上,第 2U一刉 丌,腳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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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奈 (停止持墩性的目狋不法行力)和

第7朱 (恢久原狀)3☉ (致 )

1.托秘沙特先生悅,特別根告長的主要革新可能是使案文更加明确和具体

化.前任特別根告貝在原第二部分第 6奈草案中提出的規Jll遊 于何草地涉及了固

豚不法行力的后呆,致使垓恭可能仗仗成力一項筒革的清草,而未能提供固怀社舍

期待汏委貝舍草案中荻得的指早.現任特別拫告真正确地看到,有必要使案文更力
.

洋冬.

2 至于似以的草案結构,似乎略有不同.特別根告炅在其初步報告中提出的

大鋼 (A/CN4/416和 Add1,第 2。 段)中 ,提出了哲吋力草案第二部分的各

小市,但上迷各小市的柝題并未出班在垓報告載有新的第 6和 第 7奈草案 (同

上,第 132段)的那一部分中.然而,這些杯題是十分有用的,所 以位予保留.

3 垓意困是把目怀達法行力的法律制度同道用于固抔罪行的法律制度區分

幵,然而采取遠种方法是否可取值得怀疑.首先,力不法行力起草的第 6奈如果

是力圖怀罪行起草的也不套有什么匹別.昱然,停止的火夯村罪行而言是存在的,

央狋上同不法行力相比,它 更位有速种〤夯.遠些考慮同祥也大致道用于第 7奈

草案.夫于遠方面,他不焚同特別根告長的梵羔 (同 上,第 1U段起各段)中 多少

帶有寺辦性的內容,他的梵羔把最低共同杯准的概念悅成是相些消板的概念.一介

共同杯准未必就是一介較低杯准.他确信,一介道用于所有固隊不法行力的ㄏ泛制

度是存在的,目 怀罪行將戶生某些附加后果一一委長舍持不得不作力一介法律政策

同題來确定這些后果.

4.把目狋罪行制度同固沶違法行力制度分割幵逐有另外一今弊端.目 前把更

(注 2撲 )

第 1至 5奈和草案第三部分的附件 (固 狋責任的
‘
執行

’
和解決爭端)銓委強

舍第三十八屆套快申洪,已送交起草委貝套.案文兄 《1986年⋯⋯年鈭》,第二

卷 (第二部分),第 35-36瓦 ,腳注 86.

3 
案文几第 21。2次舍快,第 4U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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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尸重的罪行放置一旁,就是故意忽視肘因狋責任具有某种限制遠一事共.回家并

非仗仗是抽象的央体;它們是由人組成的社舍.例 如,《非洲人叔和人民杈利先

璋》4 第 2U奈規定:‘所有人民庄享有生存的杈利.⋯ ...’ 确定目怀不法行力的

后果所使用的措詞不得否扒一日人民生存的叔利.以伊朗和伊拉克不久前的武裝坤

突力例,即便可以很有把握地确定哪一方力侵略方,但 由此而戶生的后果也未必能

早致一种等于使被宣布力侵略者的人民陷于財政混亂的情況.

5 至于目隊判例法,目 狋法院和仲裁庭的裁決仗涉及一介有限的領域,主要

是肘外因人的仿害,而其特性特別技告貝是不愿意承汏的.速种法院和法庭申理的

多數未例都涉及造成物廣韻害的情況,因力只有在速种情況下,回家才在固隊法院

提出起泝.然而,各目外交部的法律司曾赴理避并多其他不涉及物辰韻害的案例.

在速方面,夫于本寺題的前任特別根告貝阿戈先生确汏,韻害不是責任的先決奈

件,委員套在力困編集固豚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中是以送一方法力出友焦.凡

乎每天都在友生違反渚如林商〤夯或合作〤分之熒的目怀又夯的情況.必須記住,

夫于目家責任的奈款草案也包括速些違反行力.在委員舍的工作一幵始吋就泣考慮

到速些行力.

6 至于第 7奈草案,他不敢十分肯定是否每一連反目狋火夯的行力都套引起

真正意ㄨ上的固豚責任并使似汀的所有奈款草案幵始道用.坏境法可以說明他的疑

慮.夫于速一同題的目狋規范近十年來一直在不斷增加,但各固迄今力止基本上接

受了初數防范火夯:它們村尚未得到泣有注意的規定恢負原狀或金找賠僕的次圾規

范表現得沒有什么共趣,或者悅毫元共趣.《耿合因人共坏境舍洪宣言》(斯德哥

水庫宣言). 第 21和第 22奈原則便是明怔.些然,他并不是里持扒力不庄有

遠方面的責任;他只想表示,他村責任和賠僕〤夯,元梵是央物賠儂逐是金找賠

僕,兩者之同是否有自然朕系感到怀疑.

4η 981年 6月 26日 在 內 男 半 通 道 (兄 非 銃 姐 躲 ,文 件

CAB/LEG/69/3/Rev5).
5 《耿合目人美坏境舍洪的拫告,斯德哥本摩,1972年 6月 5日 至 ┐6

日》(耿合因出版物,出售品編咢:E93∥ A14和更正),第一部分,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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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別報告貝撒幵圄豚罪行制皮同題不淡的策略央豚上存在一介漏洞.第 7

奈草案淡到
‘
受害囝‵ 送祥的回家根据第 1款有叔要求恢复原狀,根据第 4款有

叔要求以金找賠僕代替收欠原狀.送里出規一介确定堆是受害目的同題.草案第二

部分第 5奈沒有在直接受害固与只是
‘法律上

’
受害固之同作任何匡分.共隊上,

第 5奈的規定將肘后面的所有規定戶生重大影晌.速祥一來,就保抻人叔的多迪

無的而言,每一鍗的方均可戶林受到一种達反行力的仿害.因 此,遠方面所涉及的

夫系八一幵始就不單單是取道夫系,速一事央姶垓寺題增加了巨大困堆.元淹如

何,有一羔是明确的,沒有道受任何物辰掘害的回家不能享有与成力物廣上受害者

的回家相同的杈利.第 5奈本位洋冬罔明遠一匡別.

8 另一介同題是特別根告真是否將提出一介夫于利息同題的奈款.一些法庭

裁決判定給予利息粹其視力金找賠僕的一介組成方面,而 另一些裁決卸沒有速梓

做.些然,委員舍可以下錯梵悅,肘送一同題送行編無尚不成熟,但他人力,垓同

題庄予研究.

9 夫于停止同題,提 出初躲火夯是否因違反行力而終止的同題可能昱得十分

幼稚,但回答卸泣垓是里決否定的.如可駤而易犖地通避遠一方法逃避目坼火秀,

那么整介固豚法制度就將成同題.除 了一些造一段吋同后履行原始〤秀己不可能的

特殊情況外,初豕叉努特依然存在.

1U.特別根告貝將停止〤夯同兩美回家行力,即作力和不作力耿系在一起.

至于不作力,情況只是受害固通避要求達的固履行其〤夯而要求得到履釣的板利.

送里不涉及新的火夯.如果通道司法程序謀求強制執行,受害固也不合堅持同被告

目未能連守的杈利不同的杈利.在遠一方面是否存在
‘
停止

”
同題,是值得怀疑的.

受害日本來所期待的只是履行原始〤夯.在速羔上,他焚同巴你沃#先生的意兄

(第 21。 2次套洪).

11 停止侵犯其他回家杈利行力的火夯必須狀稍微不同的角度看.特別是速

种火夯是在遠祥一种情況下戶生的,即 由于達反禁止使用武力和送行干涉的規定,

另一回家的主叔叔力受到侵害.在速种情況下,停止的〤努具有使共同有失初躲規

則匹分幵來的特殊性辰.尊重其他回家的主板杈力可林力是各因主板方面札尚往來

的一般火夯.然而,遠种主板只要受到尊重就不合戶生肘其他回家的任何要求.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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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達反行力友生吋,才戶生特定的和具体的叔利,即受害回要求停止非法干涉并

賠僕任何后果性頡害的叔利.

12 著名的特雷都冶燋ㄏ案
6 

是一介很好的例子.加李大一向有火夯尊重

美利里合森目領土完整.但在特雷本冶煉ㄏ升始共有害工ㄓ活功之前,美固并未在

遠方面肘加李大提出兵体要求.速种要求是由于排放毒姻越迪兩回道界而戶生的.

另外一介例子是有失美固蛙德黑〨的外交和領信人長一未,在送一來例中,伊朗根

据 ●961年 的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9奈承捏的一般火夯特交力
‘立即停止

非法拘留
”
美回外交和領信人長的特定又夯.’  逐有一介例子是尼加拉瓜案:在

裁定美回有〤夯
‘立即停止和避免作出

’
被扒力构成達反法律〤夯的行力的

‘
所有行

力
’B 

吋,回 隊法院仗仗提到美因政府的作力的行力,而未提及任何不作力的行

力.所 以,人們完全可以把要求停止的叔利定力一項厲于次圾規則的
“
新板利

”
.

13 在遠方面,他愿提清大家注意歐絰共同体奈的第 169朵9 
規定的歐洲

共同体法院判例法.如果歐洲銓洴共同体的某一成長固沒有遵守其執行垓共同体所

友布的指示的又夯,而且垓共同体法院友現存在違反多馬奈釣的行力,則垓法院將

責成垓回采取道些措施以執行其判決.速种判決戶生了一項新〤夯.

14 第 7奈草案似乎只涉及出現物廣韻害的情況.特別根告員提出的大鋼

(A/CN4/416和 Add1,第 2U段 )建洪將在草案第二部分的呀卜儅
’〔第二章

第 1市 b(三 )〕 送一杯題下涉及純粹法律掘害的情況.然而,速一魚本可在垓奈

° 夫于 1938年 4月 16日 和 19羽 年 3月 11日 的仲裁裁決,兄耿合固,

《固妳仲裁裁決集》,第三卷 (出售品編母〕,第 19U5更起各更.

’ 198° 年 5月 24日 判決,《 1988年 回狋法院裁決集》,第 3英 ,兄第 44

頁,第 953(a)段 .

8 
在尼加拉瓜和針肘尼加拉瓜的軍事和准軍事活劫 (尼 加拉瓜坼美固案),

其廣同題,1986年 6月 27日 判決,《 1986年 固隊法院裁央集》,第 14頁 ,兄第

149頁 ,第 292(12)段 .

9 See┬
reatiesestab!｜ sh︳ngtheEUropeanCommuniJes(Luxemb。 vrg,

Uff｜ ceforUfficia︳ Pub︳ ications oftheε uropeanCommun︳ t｜eS, 1987), p2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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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得到十分有益的明确用逑.

15 夫于恢笈原狀央豚上不可能的同題,他決不相信,固 肉法元夫緊要而可

全然忽視.些然,日 內法不能排除回狋黃任,但恢反原狀的〤夯可能不道用于某些

爽的行力.根括歐洲人杈公的第 5U朵 1°  ,國家判決的情兄就是如此.特別報告

長在報告中提到垓同題 (同 上,第 94段〕,但他扒力,速不立影晌恢欠原狀的一

般規Jl1.遠种方法意味著日內法院作出的有失達反回豚法的判決位予取消或度除.

然而,根括歐洲人叔公的第 5U奈 ,如果日內法不允并采取送种行劫,Jll位 向受害

方提供公正的朴佳.特別根告貝提出的夫于速一羔的理由并非完全令人信服.同題

不在于一日是否能通避援引日內法來逃連固隊責任.同題涉及的是某一日豚不法行

力所戶生的后果.如果一項判決不符合目豚法,可責成有失回家強制執行目豚火

夯,但垓目可不承捏取消自已判決的〤夯.垓 固确共有火夯給予受害方公平的朴

僕.肘整介送一同題昱然必須加以更加汏真的研究.

16 主席,以委長舍委貝身分友言吋悅,他 同其他委長一祥,祝袈特別拫告

長的初步根告 (A/CN4/416和 Addη )內 容丰富,資料洋央,垓寺艮告將肘委

貝舍夫子回家責任的工作戶生新的推動力.考慮到垓寺題日益增故的重要性,如果

特別報告貝在今后的根告中能騴肘其提出的草案大鋼中的所有各章,至少各市都加

以淹迷,并在委員套套洪幵幕前几周提交他的根告,那將是很有助益的.

17 特別根告長提到,有 三羔他打算有別于委貝套以前沒想的大鋼.首先,

特別根告貝打算把不法行力和罪行更明确地區分幵,以便強惆圄豚罪行的特殊法律

后果,并用車狂一幸寺ㄇ站迷因豚罪行戶生的法律后果.他所主張的速种方法特有

助于正在重新起草第二部分第 14和 第 15紊草案,耿大曾十分正确地批坪了速兩

無欠妥.他 同意有必要更加汏真地精心似汀一介夫于固隊罪行法律后果的幸市.但

垓章的起草位避免使速些后果与施行恁研等同起來,因力把夫于最尸重地違反固穌

〤夯的行力的國家黃任的特殊制度視力一种刑事表任是十分危險的.其央,委員全

狄一幵始就在有意避免速种措洞,它最好能堅持同一种方法.最好不要把村抗措施

’° 《保伊人杈与基本自由公的》 (歹 馬,195U年 11月 )(耿合回,《奈釣

集》,第 213卷 ,第 221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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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拫复的目的視力施行愆坷,也不要把愆研性賠佳金看作一种賠僕形式.前特別拫

告長所采取方法的优魚之一是,他淡法連免了遠些模糊不清的措詞,因力速共措洞

將力玩弄強杈政治提供切所.

18 在草拙一幸中涉及目狋罪行的法律后果套在起草朵款吋戶生同題,因 力

汻多后果很可能是村已絰确定的回狋達法行力的后呆的朴充.因 此,‘另外
’
一詞9I

于避免不必要的和否則元以避免的重笈可能十分有用.不避,些 目狋罪行的法律后

果确定下來后,遠一起草同題便可得到解決.

19 第二,特別報告長建洪把央辰性后果和他林力的程序性或手段性后果匿

分幵,他並然汏力,按照委員套迄今力止的理解,執行措施可被汏力是程序性的或

手段性的,位垓在草案第二部分中涉及.特別根告貝遜忕力,第三部分可仗限干涉

及解決爭端同題.

2U 他同意特別報告長的現羔,即 其廣性和手段性后果之同的匡別并不是銫

肘的.因此,他不能接受速祥的現魚:位把賠僕視力央廣性后果,而把堵如其行根

复的杈利仗俠視力程序性的,因力它是力了确保停止、賠僕和保近不重犯.速种引

起爭洪的分美位予避免,而且耳在草案中也元必要.

刉 此外,賠佳和肘抗措施均扁后果性叔利并有著許多共同特魚,采用哪一

种取決于一項ㄓ已确定的違反固隊又努的行力,而且在兩种情況下都須道用程序性

規則.賠供不是不法行力的唯一法律后果,也不是林力回家責任的夫系的唯一內

容.受害目也有叔采取肘抗措施,冬管速一杈利并不是元限度的,村抗措施也是不

法行力的法律后果,施行速些措施即便不是完全地,也是主要地取決于賠僕要求是

否得到滿足.逐可使用村抗措施以強行停止某一不法行力,防止不可妳扑的韻害,

早致另一方接受商定的爭端解決程序等等.

22 因此,他肘下逑現魚持重大保留,即把賠伴視力不法行力的唯一共廣性

法律后果,把村抗措施視力旨在強制執行賠僕的唯一手段性或程序性后果.遠將套

重新采取逍去民法肘回家責任的亦法,同 時早致使尸重違反目隊法的行力成力罪

行.在 回隊法的特殊錯构中,火夯和規則是回家同林洪的戶物,速种緒构意味看 ,

責任必須有包括賠僕和采取肘抗措施的叔利在內的特定內容,速兩者都是旨在保怔

原始叉夯和在出現違反行力吋确保執行送一火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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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特別報告長打算有別于前大鋼的第三介同題是夫于兩种不同的程序性規

nll:一种程序性規lll同 賠僕要求的執行和肘抗措施的央施有失,另 一种同解決爭端

有失.至于肘抗措施和賠儅要求,兩者都必須要有兵体規定來确定它們的道用茶

件.前特別根告真正确地提出了央行賠佳的程序性朵件,大意是說,要求賠儅的固

家必須特其要求通知据林作出固杯不法行力的回家,而且垓通知必須說明需要采取

的措施及其理由 〔第三部分第﹁荼草案).然而,遠种程序性規則可同草案第三部

分夫于解決爭端的規則合并在一起,因力任何等端都是以某頂要求力先決無件,或

并有必要洋尿元遠地用途在援引固象黃任迪程的所有險段所适用的解決爭端的程

序.

24 因此,力 明确速一固坏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救以央施的迪程,最好的亦

法可能是在第二部分規定法律后果,在第三部分規定央施遠些后果以及解決在遠一

避程中任何時候可能戶生的任何爭端的程序.在前任特別根告真的草案中和委員套

本身將遠些朵款送交起草委貝舍吋沿用的都是送一方法.1969年 《維也納奈的法

公的》第五部分第 3和 第 4市 也采用了美似的方法.但其他一些荼的則使用了一

种不同的方法,如最近締錯的 《規范南板亦戶女源活功公的》﹁ ,垓公的洋鉬

敘迷了央施有失杈利的程序性步驟并在一介草獵章市中列入了解決爭端的規則.賠

僕要求和采取肘抗措施的杈利具有不同于解決爭端規只1的 央辰性和程序性方面,因

此,他村特別報告貝在央廣性和程序性法律后果之同所作的區分以及扯第三部分仗

限干涉及解決爭端的規nll的 意圈并不都感到滿意.他傾向于沿用委貝舍迄今力止所

采用的方法,在第二部分集中确定作力回狋不法行力法律后果而戶生的杈利和〤

夯,并在第三部分特央施速些后果的規nll同 解決在速一迪程中出現的爭端的規則合

并在一起 .

25 在報告 (同 上,第 62段)中 ,特別根告長曾征求委貝舍肘第二部分夫

子停止的新的第 6紊草案及其在垓草集中的位置有何看法.按特別根告貝所悅 ,

不能把停止視力賠伴要求的一部分,因力停止不法行力的〤夯不是由所渭
“
次圾

”
規

則戶生的回豚責任的內容的一部分,夫于停止的規定只位強琱,有不法行力的回家

﹁ 《目拆法律資料》 (年盛頓〕,第二十七卷 〔1988年 ),第 868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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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綣欲連守初級叉夯.

26 誠然,一項停止的要求可能是由于雞袋違反那項〤夯而戶生,但狄一定

意〤上排,夫于回家責任的整介夫系都是如此:除了道到達反的〤夯外,也戶生旨

在确保執行的杈利.然而,他汏力,作力賠佳要求的一部分,至少緊密結合速一要

求來甘梵停止固狋不法行力的要求是很有道理的.正如特別根告員本人指出的那

祥:‘事央似乎是,一介回家在汻多情況下面嗨若綜合性的朴救方法,特別是停止和

恢复原狀⋯⋯’(同 上,第 49段)而且,力 央行賠僕,特別是恢复原狀采取的措

施常常必然包括停止不法行力.

27 正如安全理事舍和目隊法院曾下迷停止命令的一些例子所表明的那祥 ,

要在停止与恢友原狀之同划一紊尸格的界我是板不自然的.例如,他所想到的有失

如下內容的決定:要求南非牢陝撤出安哥拉和以色列罕陝撤出黎巴嫩,要求釋放在

南非和納米比正的政治犯,要求結束种族隔南制度和肘納米比並的占領,要求立即

釋放美因駐德黑〨犬使倌的外交人貝,以及要求終止肘尼加拉瓜的軍事活功和准軍

事活功.汏送些決定中可清楚地看到,每些達反行力持致一段吋同和停止至少部分

地涉及恢复法律狀杰吋,停止達反行力的要求就全在很大程度上同恢复原狀的要求

吻合在一起.但遠种情況可能專致迸一步提出賠僕韻害的要求,些 下送一項停止不

法行力的法院強制令的同時提到賠借〤夯吋常常涉及到速种要求.因 豚法院夫子尼

加拉瓜一案
12 

和有失美回蛀德黑〨的外交和領倌人貝一案的
竹 判決就是典型

的例子.

28 夫于停止和恢复原狀的要求都源于道到達反的那項火夯的雞殘存在,但

速并不位由此而下錯站悅,夫于停止的規定的根本央辰是強琱原始叉夯思管道到達

反印依然存在.采取送种板端的立場就套忽視停止的要求所包含的新的方面.安全

理事套和目狋法院的判洞清楚地表明,尊重某些叔利的一般性要求与停止被汏力達

反那些叔利的特定行力的要求是有匡別的.停止的要求不俠仗是肯定原始〤夯的盤

致存在,因 力它涉及到依垓項杈利道到破坏的方式而戶生的新的內容.速种要求針

l2 
兄上文腳注 8.

is 
兄上文腳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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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某一美行力并表明送一美行力是固豚不法行力,送是停止可通道制裁強制央行速

一事央所派生的.停止的要求所含的新內容是由于某种不法行力而戶生的,其 目的

是制止某一連反因豚〤夯的活功,所 以送些新內容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

29.由于停止的要求所具有的特殊性放,些 然有理由革狂制汀一介夫于停止

的朵款.他扒力,第 6無草案位維持原狀,而不庄納入有失患Jlll的 那一幸.送种

要求是賠僕要求的一部分,至少是其前提,因此最好不要粹它同賠僕同題不道些地

分隔幵并位銘圮它們具有的共同內容.速也是同普遍固豚央跩相符合的.

3U 第 6奈仗仗規定行力因仍然有停止的叉夯是不姼的.他傾向于強琱由于

垓項〤夯的盤袋存在及其特殊形式而戶生的新的方面.力 此可以提及受害目要求立

即停止不法行力的杈利.誠然,如果違反了一項普遍道用的火夯一一速可能是一項

柔的〤努一一所有鍗的圄都可能要求停止違反行力,除非垓奈的另有決定.他并不

是堅持忕力,它們不能要求法律恢复原狀意叉上的賠僕,但迸一步賠儅物辰掘害的

要求只有除道受一般違反行力的板害外,逐道受特別搵害的受害固才能提出°

31 另外一羔是把第 6無規定限制在
‘
持攻性

〞
不法行力范日內的同題.特別

拫告長使用了几种不同的措洞,其 中包括
“
以吋同上的持鎮力特羔的不法行力

’
和

“
在吋同上延致的不法行力

’
等.而委員套則在草案第一部分夫于第 18奈的坪注中

使用
‘
持鐓一段吋同的行力

”
一悟來指如下三种不同的行力:持墩性行力;由 一系列

行劫枸成的行力;以及复合行力
n. .力包括送三美行力,第一部分第 25奈的杯

題使用了
‘
垓固在吋同上持袋的行力

〞
一悟.他村在草案第一部分中是否有必要保留

肘速些都持袋一段吋同的行力所作的速种幼微匟別感到怀疑.然而,把停止的要求

仗限于一美行力,即 持坡性行力特使第 6朱草案的范園避于狹窄.在圄隊法院的

裁決中和各回央踐中,也承汏在友生一系列行力和复合行力的情況下可以要求停

止.例如,法院沒有理套 1984年 共几介月期同在尼加拉瓜的國內和目怀水域或領

土布雷以及 η983和 1984年肘尼加拉瓜領土的一些攻告是屈于持鎮性行力,逐是

一系列行力:它裁決有〤分立即停止和連免所有速美行力盤于可能常常友生不得不

把一系列行力或复合行力完全視力持妓性行力的情況,所 以,最好按如下措洞肘第

1‘ 兄 《1976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8兵 ,坪注第 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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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奈重新似汀,以便包括所有持袋一段吋同的行力:

‘
受害固有叔要求其行功构成一項持緻性圄豚不法行力的回家立即停止垓不法

行力.’

32 夫于恢笈原狀的新的第 7奈革未力起革委長舍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砒,

但它立回答送梓一介同題,即恢炙原狀的要求是旨在恢友以前扶怒,逐是一种如不

友生連反行力便套存在的假淡的狀杰.由于提出賠僕要求的目的是消除不法行力的

后果,所以,‘ 恢其原狀
’
一詞或許不泣予以大戶泛的解猙.由于央豚原因并仿效

《規范南板亦戶資源活功公的》.s 
第 8荼第 2款 a項和 d項 ,恢复原狀要求泣

仗限于恢复以前狀杰,因力以前狀念可以清楚确定,而且不合韻害肘韻失利潤的任

何〕〔言爭1t吉:。

33 思管他螢成特別拫告長的現魚,即 不能援引日內法本身來排除恢复原

狀,但有必要作一些限制以便确保恢复原狀的要求不合被外因人用來限制一固人民

的自決杈.他螢同第 9系草案第 1款 (c)項和第 2款采取的方法,不避措洞可修

改一下.

34 最后一魚,根据第 7荼第 4款 ,如果受害方逸捧賠僕而不是恢复原狀,

并特造成肘強制性規范所戶生的叉夯的連反,則速种逸摔的自由特受到限制.垓荼

逐泣提到送种逃摔除造成肘多道公的所戶生的普通道用的叉夯的違反,因 而將影晌

垓公的其他締的目杈利的情況。特別報告長在其報告 (同 上,第 113段 )中提到

的速一魚不垃放在夫于罪行的法律后果的那一章中.

35 巴小甜戈夫先生感甜特別被告長板其洋思和有趣 的初 步根告

(A/CN4/416和 Add1),垓技告反映出高度的寺ㄓ水平和精湛的法律兄解.

盤于速是他首次就回家黃任的寺題在委員舍友言,他感到立垓指出,他 自已及赤朕

理梵村回隊不法行力的圄家責任同題所采取的方法是以加強固豚法制和法治的政策

力基砒的.自 狄亦耿幵始央施其改革方案以來,送一政策占据了更加昱著的地位.

正是出于速种夫切,他肘委員套內美于速一寺題的工作迸展緩慢感到不滿:前兩年

几乎沒有取得迸展,本屆舍洪也不可能取得重大送展.

is 
兄上文腳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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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特別根告長在提交草案第 2部分共于停止和恢笈原狀的新的第 6和 第 7

朵草案吋靖求委員舍只限于申快固豚達法行力,思管速兩項朵款的措洞道用于所有

回豚不法行力.他解猙悅,遠一方法只是一种以下途卒央力基拙的工作方法:肘達

法行力的法律后果同題爭快技少,而且遠是一今技力熟悉的洪題.垓根告提到遠种

方法一一特別根告長些然有杈采取送种方法一一的故赴,但只字未提送一方法昱然

存在的消板方面.他同年庫納斯先生 (第 21。3次舍以)一祥,村在申快中人力地

i)l一朵界戮,即只討梵違法行力,不提及罪行的做法是否妥些表示怀疑.達法行力

是通逍提及罪行而确定的:根据一樣已銍通逮的草案第一部分第 19奈第 4款,固

怀達法行力系那些未构成因隊罪行的固豚不法行力.另 一方面,一項罪行的后果必

須根据達法行力的后果而确定,所使用的公式是,一項罪行的后果等于一項達法行

力的后果加上道用的法律的錯果。

37 每种不法行力都有其特定后果,送些后果依情況不同,不伙可根据其尸

重程度不同,逐可根据,而且主要是根据其性廣和內容的不同而加以匡別.如不考

慮速种匡別,在逸棒朴救方法吋,更重要的是在根据央豚情況确定送种朴救方法的

央辰吋特出現因堆.

38 所采取的遠种方法可能肘委貝舍夫于送一音題的工作造成拖延,遠在目

隊局勢力送一步加強國怀法制和法治提供了一介良好机舍的時刻是令人遺憾的。

39 他汏力,不位把違法行力和罪行區分幵,二者都是破坏固豚法規范的行

力,只是在規模或尸重程度上有所匡別.使甘淹只限于連法行力同題,而不涉及所

有不法行力共有的同題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雅的.

4。  共豚上,所有回家刑法典都是按照如下模式制汀的:首先潮明罪行的基

本要素,然后根据尸重程度的不同規定刑弱.速种程序在目前的情況下將是困堆的

和耗表吋同的,但最終特怔明是正确的.然而,盤于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利弊,所 以

需要委員舍在使用特別根告長采取的方法吋冬力而力.

41 在淡到新的奈款草案戶生的具体同題吋,他悅他人力,停止不法行力的

先決奈件是必須确定停止的法律意又,并將其定力一項法律朴救方法.他愿強琱犯

有不法行力回家的〤努和受害圄及因豚社舍要求停止垓不法行力的板利.

42 固怀法的責任概念以戶生一項新的次數火努力基砧,垓項火夯包括做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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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行力的目宗扑救由此而戶生的情況,換言之,即消除孩行力的后果.垓項火夯

意味看要充分履行初圾叉夯,即 它并不使做出不法行力前存在的,以一方的具体板

利和另一方的具体火夯的形式呈現出的初圾法律大系消失.達反法律并不尋致法律

本身的皮除.正是以速种主班叔利及其基于的規范力基砧,才戶生回到初圾叉夯上

來以消除達反狀況的要求.沒有法律基袖,就很雅淡到停止不法行力的叉夯.

43 停止不法行力或罪行作力一介狙特的朴救方法同隨后的恢复原狀、愆罰

或制裁的可能性緊密相瑛.如在央狋停止不法行力本身与垓回司法上停止破坏行

力、達法行力或罪行之同划一無界我,停止与恢复原狀及其他朴救方法之同的耿系

就更加清楚了.一固司法上停止破坏行力、違法行力或罪行只有在同題完全得到解

決后才套其現,速一解決可能包括恢复原狀或其他法律朴救方法.

44 思管停止不法行力和其他朴救方法同的匡別是相村的,但他同意特別根

告長的看法,即 它也有其私板的方面,而送主要在于停止不法行力的有害后果和縮

小有害行力后果的規模.昱而易兄,不 法行力或罪行越尸重,确保立即停止速一行

功就愈加重要.

45 按照特別報告貝的現魚,停止不法行力,特別是持欲性不法行力之所以

必要,其原因在于,任何不法行力除了造成有梖于受害目的昱然直接和具体的有害

后果外,也村不法行力者的不法行力所破坏的規則本身形成威勝.換言之,如果目

家本身友展的固豚法規范由于一些回家的連反行力而受到破坏,那 么速些規范就舍

更易遭到破坏.正是由于遠一原因,正在常啵的朴救措施才交得极力重要,也正是

由于送一原因,停止不法行力的意火才超出了放道夫系的范目,而涉及到不法行力

圄同作力固狋社合成長的所有其他回家之同的夫系.

46 特別技告長似乎把停止不法行力的火夯放在初級和次數規則
‘
之同

”.特

別根告長汏力,停止不法行力,作力一項〤夯和一項違反固怀法行力的朴救方法,

必須与不法行力所達反的
‘
初級

’
規則的延袋性正常效力相耿系,而不位同由于做出

不法行力而荻得法律效力的所渭次躲規則的效力相耿系.如果承汏有失避程既是相

互耿系又是并行不悖的,那 么大家就有可能變同速一立切.停止不法行力的火夯是

以一种特定方式行力的火夯的另一方面.換言之,‘正些行力
”
規則可以用

‘
不做不正

些行力
”
的形式表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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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由此自然得出的錯梵是,力 了提高肘不法行力送行法律扑救的功效,座

垓保留停止不法行力和恢笈原狀送兩种彼此不同,但又相互瑛系的朴救形式以朴救

村目狋法規范及固豚又夯的蝕犯.

48 可以將夫于停止的第 6奈草案的規定放在建洪的草案第二部分的大鋼

tA/CN4/4﹁ 6和 Add1,第 2。 段)第一幸 (一般原Jll)中 ,但放在第二章可

能更好.同 9I有 必要明确停止的法律含〤:第 6朵似乎只限干涉及了停止的央怀

內容.

49 特別報告貝粹恢笈法律狀況的同題同恢复原狀耿系在一起,在草案第 7

奈第 3款中指出,犯有目防不法行力的回家不得以日內法方面的任何障得本身剝

香受害固要求恢复原狀的叔利.

5U 堵如停止的性辰遠失基本同題不位受到忽視.紊款草案庄載有速祥一項

規定:特道破坏的狀怒恢复原狀不仗以央怀停止垓行力力先決奈件,逐要以取締旨

在達背固怀法的固隊范園內和回家范日內非法的官方奈例力先決奈件.遠些奈例自

頒布之吋起即位被汏力元法律效力.凡達反目怀法規則的目家法律、行政朵例和法

院判決都垃予取締、度除或修改.速种方法是以承忕固狋法高于固內法和各目的目

豚〤夯居优先地位力基砧的.八速一現羔來看,冬管第 7紊草案第 3款的規定就

其本身而言是元可非以的,但送一規定仍然有不足之赴.

51 如果悅停止同題似乎比較筒草,恢复原狀同題卸并非如此.在速方面,

由于速一概念具有私法形式因而戶生了一些具体同題,他忕力,遠种私法形式套早

致混淆兩榮概念一●制度一一一爽是夫于具有公法性廣的法律夫系的概念和制度;另

一共Jll是 夫于民事私法的概念和制度.思管他崇拜男馬的法律天才,而且非常尊重

多馬民法,但不可能元限度地持垓法律的概念延伸到截然不同的回家同夫系領域,

因力村送些概念的涵火粹全戶生相些大的昇快.

52 恢笈原狀是否也道用于固狋罪行尚不清楚.如果恢复原狀戶〤地悅是指

恢复連反行力友生前的狀況,那 么就全戶生遠祥的同題:其含叉是鈍粹物辰的,金

我的透是有失財戶的,或者悅它是否可具有公法或政治法的性廣?因 此,重要的是

要弄清所涉及的是何种目家責任以及恢負原狀的內容是什么.位垓圮住的一羔是 ,

汰理梵上啡,有兩种形式上不同的責任:物廣責任和非物廣責任.委 員舍必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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忕,在央豚情況中,一項違反行力的賠僕需考慮到具体情況的多祥性,而速一焦即

使爪狹〤上啡也沒有其隊反映出來.

53 一种解決亦法是將物辰上的恢友原狀同法律上的恢复原狀區分幵;但必

須要理解作速种匡分的目的是什么和法律上恢久原狀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力解決遠

些同題,必須有一介統一的概念,垓概念所基于的字其是,回家大任的形式就是不

法行力所破坏的法律狀念救以复原的手段,而不法行力的性廣又決定了回家責任所

采取的形式.

54 在拷如兼并等情況下,特回家領土方逐受害目即是恢友原狀喝?在友生

褚如种族又瑰、強行迂移人口或改交外圍領土上人口构成速美回豚不法行力的情況

下,恢复原狀概念又具有何种含又呢?在送种情況下,金找賠儅可被汏力是一种恢

寞原狀的道些形式喝?死者怎么能死而复生呢?堆道泣些奘賞犯有种族又先罪的目

家,把由子它所犯下的罪行而使土著居民淹力少數民族的那坎領土送給它喝?法律

往往在速些同題上城默不言,因力在速些方面尚未制訂可道用的規則.委員舍的目

的泣垓是制汀在速种情況下可以援引的規則.

55 夫于目你達法行力也存在美似的同題.一切都取決于被破坏的是何种目

隊〤秀和所牽涉的同題是否扁于扣押船只或拘捕外目公民等情況,逐是回家同政治

一一法律夫系所引起的板力复染的同題.送种同題值得特別研究并位在制訂通則時

予以考慮.

56 現在已豋決定不申坡有失因豚罪行的同題,但忽視速些同題可能套使常

坡交得空洞元物、脫商現共和易被歪曲.

57 夫于恢笈原狀的范園同題,他悅他焚同作力一項法律朴救方法給予恢复

原狀更加戶泛和全面的取能.如果不把速一同題局限在民法或多馬法的規則与制度

的范園內,在遠方面尚有許多采取新方法逸摔机套.此外,遜泣注意到,有必要在

恢复原狀和央豚違反法律的行力之同确立相互耿系,速粹确保不把央行恢复原狀作

力施加政治汪力的手段.然而,速并不意味著一介犯有目狋不法行力的回家能銘以

恢复原狀舍肘其政治、銓洴或社套制度构成尸重威勝力理由而逃避其責任.

58 帕夫拉克先生在淡到委員舍在 1975年第二十七屆套以上通道的垓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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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鋼要
1. 吋悅,委 長套夫于垓草案第一部分的工作取得了私极的成果,垓部分

用明了國防責任的淵源。他支持第一部分第一幸所确定的原則.第 1、 第3和第4

無林志若在編無回家黃任的基本規Jlll方 面取得了重大迸展.

59 然而,第一部分的原Jll迒通沒有充分利用源于回家其域和固隊法院裁決

的固豚刁慣法的全部財富.每一回家都抈有自已的杈利和〤夯,達反一項〤夯將專

致追究垓目的黃任.同祥,每一國家有又夯玤重其他國家叔利,也有叔利要求其他

目家尊重其自已杈利.目 杯法院在其●949年 4月 11日 的失手力耿合固供取而受

到仂害的賠僕同題的咨淘意凡中回碩了常沒法院的裁決:‘違反一項承甘吋即位承袒

以道些形式作出賠借的火夯,送是一項目隊法原則
’
.1’  由此可以推斷悅,甚至

得到高度泙价的孩草案第一部分也值得委員舍在二旗吋加以仞底常查,以便确保其

奈款能反映些前固坏刁慣法 (如現代回家央跩和耿合固央跩)和固豚奈的法 (如切

都渃只利文害友生后通道的籬也納公的)中道用的原則与規范.

6U.至于涉及目豚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的草案第二部分,他螢同特別根

告貝采取的患方法.志 的來排,前報告長所作的革新和修改看來是有道理的。他不

完全焚同肘固隊罪行和固隊違反行力的法律后果加以分別常決的建洪,冬管垓建洪

可能有助于加快委員套的奈款起草工作.特別根告貝提洪把夫于停止的回家杈利和

又夯同夫于各种賠僕的回家杈利和文夯區分幵,速項建快可以采納,以作力目前的

工作淡想.他透女同特別報告長夫于用整介草案第三部分寺ㄇ淹迷解決爭端同題的

淹;║≒〔.

61 新的第6和第7奈草案构成特別根告長在其初步根告 (A/cN4/416

和Add1,第 2U段)中建破的新的第二部分大鋼的第一險段.村送兩無需要杕概

念的角度和八統一草案措碎的角度加以忕真分析.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迄今力止向

委員套只提交了兩瓨奈款.

62 把新的第 6無草案同前特別報告長提出的第 6奈草案第 1款作一比較,

π6 《1975年 ⋯ ⋯ 年 盤 》,第 二 卷 ,第 ” 頁 起 各 烎 ,文 件

A/1。
。
1U/Rev1,第 38-51段 .

1’  ㏎ 949年 因怀法院裁央集》,第 174更 ,凡第 184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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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看出,停止現已成力一介草狙的法律概念.前任特別根告貝央隊上建坡由受害

因決定停止因豚不法行力,而現任特別根告長Jlll力 困給行力因規定一項在其作力或

不作力构成目豚不法行力吋停止速种作力或不作力的一般〤夯.速一方法可專致得

出速祥的錯淹:停止的火夯不是一瓨固狋達法行力或罪行的法律后果,而位被視力

一項目家黃任的一般原則.如果是速祥,停止的叉夯位列入垓草案的第一部分井狹

措洞上作相位的似汀.不淹村受害因而言,或是肘其他依靠并捍工有失的回豚法初

圾規Jll以 籬妒其利益的回家而言,停止的規則都是重要的.

63 患的來悅,他鍵同停止位包括任何持鎂一段吋同的不法行力,而不仗叔

包括達法行力.因 此,他不能完全螢同特別拫告長的現魚,即 其豚上村固狋違法行

力和目隊罪行可分別似汀停止規則.肘停止送兩美固隊不法行力庄采取同祥的方

法.

64 特別拫告長在新的第 7恭草案中似乎只夫心國家責任的物演方面.遠里

需要采取更加戶泛的方法.回家央跩已村回家所犯囝隊不法行力的政治、物廣和道

〤責任作了切央的區分.仄政治現魚汫,受 因狋不法行力板害的目家可采取非物辰

性步驟,如同行力目斷免外交夫系.違反回豚法的行力本身就可能具有政治、物廣

或道〤方面的內容.第二次世界大找期同,有數百万人被強行八被占領土逐到德日

去充些強制旁劫力.肘送些罪行的物辰賠僕至今尚未仞底央行,但是,速些罪行的

恢复原狀只限于物廣方面是非常不姼的.侵略行力是最尸重的達反固隊法的行力,

所以速种行力的后果迒近超出物廣賠僕的范目.一次武裝沖突中的肚利目可肘找敗

目的主根央施限制,如 占据共領土,确保賠僕和采取旨在消天垓目侵略軍的措施

等.速些措施可創造奈件,确保找敗因此后能依照因狋法奉行一項和平政策.在起

草第二部分的奈款吋所有這些非物廣方面均位予以考慮,恢負原狀同題肯定不位俠

限于其物廣方面。

65 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感澍各位迄今力止提出的各种惹

兄.其 中一些意兄涉及他的初步拫告 (A/cN4ˊ 416和 Add1)尚 未提到的鬥

題,但速些同題持在他卄划向本屆套洪提交的第二次根告中得到充分的淹迷.第二

次根告將我有夫于等值賠儅、朴僕和不重犯的保怔等幸市.他遜希望涉及避錯同題

以及賠僕在何等程度上涉及迪錯和拐害的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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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在新的第 9恭草案中明确涉及道火板害同題是不可能的.但垓奈的确提

到
‘
拍害

’,韻害一月包括受害固回民索受的任何板害或抽失,旡站是物辰的或道〤

的.肘一日造成的道叉板害速一同題本身也包含在恢友原狀的規定中,并將在第二

次根告中得到強惆.因 此,恢久道〤板害的同題枚忽略的說法并不正确.有人斷言

悅,大于停止和恢友原狀的無款未把坏境列力受回家責任規則保伊的同題,遠种悅

法也是不正确的.坏境保伊些然是一介庄垓提出并列入委員舍故期工作方案的寺

題,而且垓寺題必須在進出供固狋法完善与幼朵的各寺題中占首要位置.有人悅 ,

初步根告和所建快的新的奈款沒有涉及利息同題,但利息同題昱然立些与金找賠僕

同題一起材淹,而不庄与根告中所界定的恢复原狀同題放在一起.至于一位委長就

人杈鬥題所作的友言,他并不理解遠在根告和所忖梵的茶款草案中究竟指的是什

么。

69 垃垓承扒,特別根告長在上屆套洪和本屆舍洪提交報告的吋同都是不能

令人滿意的.但是,委員舍各位成長都很清楚,在目隊法各青題的逐漸友展与編集

中存在一些固有的困堆.爪幵始編暴遠一寺題到一旗通道草案第一部分,避去了忤

多年.此外,委托前任特別根告見里普哈根先生和他本人久黃的垓草案的那些部分

元疑都是最力困雅的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垓寺題中的
‘
固定的

’
方面,即 固抔不法行

力的定火,而第二和第三部分別是要涉及送种行力的后果,即 回家責任的規則及其

執行的核心同題.突出的例子一一在堵多方面中仗犖一例一一是肘連法行力和罪行

的匡分.思管在第一部分第 19奈 中很容易作出了送种區分,但人們要在第二和第

三部分中必須确定涉及規定力罪行的行力的具体后果和執行送些后果的規則吋,同

題就不那么倚革了.前任特別根告長和現任特別報告長迄今力止得出的唯一錯淹

是,有失違法行力和罪行的制度在一定時期范日內是相同的,但他們確都未能确定

狀何吋幵始出現制度的差別.回家央踐和理淹几乎沒有在固肝罪行的后果同題上提

供任何指早.

68 要他在第三次根告 (199U年)中提出第二部分的第 15奈草案和第三部

分的五朵草案是不大可能的.任何送爽芸拭必然都套由于村有夫理站、裁決和外交

央踐缺乏足姼的研究而使案文戶生缺陷.夫于朴借同題的外交其跩尤其力罕兄.有

待于委員合作出的決定是:它可以提供足姼的吋同送行研究,也可以決定加快各項

——
︳3一



奈款的起草,但如果速祥,是不合在逐漸友展和編朵垓寺題方面取得什么重大迸展

的.至于即將提出的第二次叔告,投告將集中淹迷目杯不法行力的央廣性后果,它

們不同于受害目采取的措施或反措施.

69 他同意扒力,肘停止提出一介准确的定又和理站不是容易的事情,在草

案中泣把它放在何赴尚不完全清楚.但速一概念庄匡別于恢复原狀、等值賠僕、朴

僗和不重犯的保汪的同題.

7U 巴水甜戈夫先生同,特別報告長是否同志速祥的現羔,即在有失同題的

工作未送入起草險段前,哲不把遠些新的朵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員套,速粹更力合

理.其次,他想知道特別報告員在其今后的工作中是否打算列入回隊罪行的具体案

例,如草案第一部分第 19奈草案第 3款所半的案例.

9. 埃里克松先生同,特別投告貝是否打算在其工作的下一險段涉及根复的

作用同題.

72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回答巴水甜戈夫先生的鬥題吋

悅,盤于起草委員舍已絰收到原來的第 6和 第 7奈草案,它最好也能得到新的奈

款草案.些起草委長舍准各常洪送些奈款草案吋,它逐特收到即將提交的第二次根

告所提出的奈款草案,即 夫于金找賠僕、道歉和不重犯的保近的奈款草案.起草委

員套將收到足移的材料送行常以.第二,夫于具体罪行同題,現在尚不清楚如何根

据回家責任來确定回家罪行,思管停止肘罪行而言比肘達法行力更力重要.他 些然

也打算列入固隊罪行的案例,渚如蓄意掘害坏境等.

73.至于埃里克松提出的同題,根复同題將連同措施一一他放力
‘
措施

’
一悟

比‘
村抗措施

’
好一一同題在第三次根告 (199。 年〕中一并站及.

74.主席淑看巴本甜戈夫先生提出的同題同,把有可能全部修改的奈款送交

起草委員全有何意〤.

——I“一



委真套的什划、程序和工作方法

及共文件工作 (撲完).

〔洪程項目g,

75 主席宣布,申以委長舍故期工作卄k)l〔 凡第 2U95次舍以,第 24段)的

工作鈕將由如下成長組成:哈索內先生、迪正斯 .因 #雷新先生、咼希与先生、帕

夫拉克先生和托穆沙特先生.垓工作鈕庄進出自己的主席,并在道些的時候向規划

小組提交一項根告.

96 科多馬先生悅,他 以力最好在垓工作姐的成長決定之前同他商量一下。

本屆套洪的工作安排(鎮).

(快程項目 1〕

77 主席悅,委 長舍將在下星期申洪列入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

罪行清草同題 (兄第 21U2次舍以,第 39段).

下午 1時零 5分散舍.

第 21U5次舍洪

η989年 5月 19日 星期五上午里 壁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巴水沃≠先生、巴本甜

戈夫先生、比新利先生、卡菜歹.男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芛雷斯先生、埃里

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多乃先生、馬希馬先生、小木曾先生、帕

. 
致自第 2U95次舍洪.

-︳“一



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各庠納斯先生、塞普

水籬迷 .古鈇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目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

生、切科夫先生.

回家責任 (袋)(A/CN.4/416和 Add1,Π

A/CN4/L431, G市 )

〔以程項目的

奈款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
2

特別根告長的初步拫告 (袋 )

第6奈 (停止持袋性的固怀不法行力)和

第9奈 (恢复原狀)3 (緻 )

1 錫正姆先生悅,他的友言仗限于垓寺題的三介方面:仿害;目 隊罪行和目

1 
特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2 
一旗通道的朵款草案第一部分 (回家責任的起源)第 1至第 35泰 ,載于

《98U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U丌起各烎.

委員套第三十五屇和第三十七居舍洪哲吋通避的草案第二部分的第 1至 5奈

(固 狋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載 于 《1985年 ...⋯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

分〕,第 24-25瓦 .第二部分其他奈敖草案第 6至 16奈案文,委員舍在其第三十

六屆和三十七屆舍以上已送交起草委員舍,同上,第 2U-21頁 ,腳注 66.

第 1至 5柔和草案第三部分的附件 〔固豚責任的
‘
拭行

’
和解決爭端)銓委員

套第三十八屆套以常以,已送交起草委貝套.案文兄 《1986年⋯⋯年盤》,第二

卷 (第二部分),第 35-36兵 ,腳注 86.

3 
案文兄第 21。2次舍快,第 4U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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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達法行力的匡別;和停止回坏不法行力.

2 夫于仿害,可 以速祥同,特別根告長在草案中給予它什么祥的位置°第一

次就孩寺題提出的朵款草案引起了很大的爭梵,到 目前力止遠种等淹且已喊弱但并

沒有完全平息.新任特別拫告長可以悅是蝕在一輛幵功的列車上,他感到現險段的

工作道合于再次提出遠一同題.他力草案第二部分提了一介大鋼 (A/CN4/416

和 Add1,第 2。 段),但速一部分的幵共位些是失于仿害概念的某些奈款,汏而

与第一部分連接在一起.水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的造沒是以受害目的概念力基拙

的,而且假淡仿害已銓友生,冬管尚元有失送种仿害的性廣、特羔或限度的紊款。

特別投告長最好是澄清他在遠一羔上的立切.

3 在第一部分中,力 了分析和分美的目的村固杯罪行和固豚達法行力做了匟

分.然而,特別是八后果的現羔看,兩介概念之同沒有截然的分界我.有些后果是

罪行和違法行力所共有的,而其他一些后果則是罪行所特有的.因 此,庄 些首先赴

理共有的結果:停止不法行力,如持欲違反或者反笈友生或性辰复染的行力的叉

奔;和 以各种形式提供賠僕,即恢笈原狀、扑儅或清僕的〤努.在扁干罪行所特有

的后果的情況下,首先肘所有回家有普遍的影晌:玵 由罪行造成的局面 (占領、兼

并等)不 予法律承汏的又秀;不給行力固以援助的火夯;和援助受害目的相位〤

奔.在遇有侵略的情況下,逐有 《琺合國先章》所規定的所有杈利和叉夯.如果特

別投告長采取一种基于划清送兩共行力界我的方法,其第果將必然是相互重疊或重

复的.

4 因此,他提出下列第二部分大鋼:〔1)罪行和達法行力所共有的后果:停

止、恢复原收、村等措施、根复、等等:(2)因豚罪行所特有的后果:各目普遍

受到的影咱.而且,速是前任特別根告長在第二部分第二朵中提出的,并被委貝套

所嗨吋采納,其內容是 :

⋯⋯本部分各項規定⋯⋯道用于一目的任何回坼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但

那些法律后果已由寺ㄇ有失垓目狋不法行力的固豚法其他規則所确定者不在此

例 .

其后,第二部分第 14和 15朵草案昔ㄇ淡到固怀罪行.因 此,他保留村目前特別

報告長所提出方法的立切,直至剩奈朱款起草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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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淡到針村停止持欲性目狋不法行力所提出的新的第 6紊草案吋,他回碩

了委員套就速一概念的性辰所作的洋冬的忖梵:它是厲于初致又夯,次數〤夯遜是

一种特殊的法律形式?元淹怎么悅,仍然存在若在奈款草案的整介錯构中如何安排

垓朵款的位二同題.他汏力,位 些逐把它放在第二部分:首先,停止友生在所犯不

法行力之后,因 此与之有若琺貢性;其二,因力把停止和某些其他概念,例如恢复

原狀,區分幵未可能有因堆.例如,如果有失罪行是村領土的占飯或兼并,結束送

种占領或兼并就是恢复原狀的一种形式.因此將停止放在有失黃任的法律后果一部

分中似乎更力妥些.

6 夫于新的第9恭草案,它确定了恢复的基本原則并列帶出若干例外,它直

接采用了現有的固豚法.可 以接受所提出的送种形式,但有可能要做文字上的修

改.

7 塞普本籬送 .古扶雷斯先生村特別根告長的初步報告 (A/cN4ˊ 416和

Add1)的准确性及其所我的充其內容表示砍迎,盤于垓寺題所具有的雅度,遠些

性廣肘起草一份能力目豚社套所接受的紊款是至美重要的.目 前委員套已能确定一

套与現代形式的回家責任有夫的基本原則了.

8 患的來悅,思管肘連法行力的法律后果和罪行的法律后果做了區分,但他

仍然同意特別根告長哲吋就草案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提出的工作大鋼 (同 上,第

2U段).遠份大鋼至少可使委員舍的工作取得送展,速并不妨磚在后期可能取消速

种划分.

9 特別整于前報告長村外併待遇所給予的避分重視 (第 7奈〕,特別根告貝

在其報告 (同 上,第 3段)中談到了村其前任提出的第二部分第 6和 9奈草案加

以改迸的可能性.在遠方面,他回碩到,外併待遇同題曾引起很大的爭淹;而且夫

子混合索賠委員套取能的某些慘痛的往事仍然記llZi扰 新.

1。  他汏力不庄些區分
‘
初圾

’
火夯和

‘
次圾

’
〤夯,因 力正如巴水沃芛先生

(第 刉U2次舍洪)和其他委長所悅,遠只能使同題裝染化.

9I 新的第 6和 9紊草案是可以接受的,但逐有些保留.在第 6朵 中,“持袋

性
′
遠一概念不能令人信服:元梵怎么悅,正如格雷夫拉特先生在上次套玟 (第

21U4次套以)上正确指出的,它近不如特別根告長所想的那么明确。逐有一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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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奈放在草案中什么位置的同題.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第 21U3次舍快)

建洪可將它放在第二部分第一幸的
‘
一般原則

口
中;遠是一介很好的解決加法,因 力

將其列在賠僕的無款中只能使同題其染化.

12.夫于第7朵草案,特別拫告長作出了令人林道的努力,在行力目的利益

和受害目的利益之同保持了合理的平衡.因此,遠一無原Rll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它

可更具体地涉及將外國財戶固有化的同趣,在 目前速是一介十分頻繁友生的同題.

13 第 7無第 2款 (b9項林恢交原狀如果尸重危害必須恢久原狀的國家的

政治、篷渀或社舍制度,則汏力造成速度的法律〤夯,送种說法不移明确.正如馬

希与先生 (同 上)正确地悅迪,如果一固被迫格外因財戶固有化以确保其人口的生

卄,甚至是生存,庄汏力送种情況減少或排除了垓目的責任.

14 第 3款甚至規定固肉法中的任何障磚均不能排除受害因恢复原狀的杈

利.然而,盤干事情的性辰,某些不可違反的固內法原則必頦得到遵守.此外,任

何遠种強制性的規Jll都舍使某些回家璀以接受各款草案.毫元疑同,需要村具体的

例外情況做出規定,但他保留重淡送一同題的扠利.

15 特別拫告長打算把草案第三部分音ㄇ用于淹迷和平解決爭端的同秤,遠

是完全位垓的.垓法律領域銓常被政治考慮所因扰;送就要求采取創造性的亦法找

到迅速和可接受的解決亦法,速种亦法不仗促成爭端的迅速解決,而且逐保伊弱者

的利益并促迸和平和建沒性的目豚夫系.

16 肘于特別報告長就
“直接

”和
‘同接

’
責任所作的划分及其就一日需要承袒

責任而另外一固有杈要求賠借所作的泙淹,他感到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他准各在后

期再來淡遠些同題.

19 他扒力第6和 7奈車某可送交起草委貝舍.

η8.海斯先生悅,特別報告貝在共初步根告 〔A/cN4/416和 Add● 9中

提出的新的第 6和 7紊草案是91以前奈款所作的可喜的改造,因 力它們更力洋冬

和周密,但帶來了一介方法上的同題.且然回隊達法行力的后果和固豚罪行的后果

位些分別予以考慮,但在草案范日內如何肘它們作結构上赴理的同題上,逐不泣作

出最后的決定一一是列入不同的朱款逐是采用前任特別報告貝螢成的解決方法,即

用
“此外

’
速种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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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6茶草案中所涉及的停止同題早致了在下迷同題上的高苧木水平的意

兄交換,即如特別報告貝所汏力的停止是否不同于賠僕,前者被汏力与
“
初圾

’
規則

有夫,后者Jll被 汏力与
‘
次圾

’
規則有失 (同上,第 31段).在辨淹中出現了几种

考慮:首先,力 了案文清晰流物而周密地把速些概念都包括迸去,速是比較理想

的,但很堆做到.第二,在遠方面所做的努力遇到了陣得,其原因是在回家的共踐

中受害回更失心的是要求綜合性的朴救措施而不是找然分幵的車狙的朴救措施.第

三,甚至法院也更力夫心肘扑救措施作出判決而不是匡別速些朴救措施的根据.最

后,正如特別技告貝本人指出的 (同 上,第 48段),在某些情況下同一行功具有

停止和恢复原狀的兩种性辰,有失美回蛙德黑〨外交和領倌人長一案
4 

的情況就

是如此。

2U 然而,至少必須部分地解決送介同題.特別報告長的站魚比較具有說服

力,特別是他的緒站,即可持停止的親fll視 力赴于初級和次圾規Jll‘之同
’
的一項奈

款 (同 上,第 61段 ).杕速兩种現焦看,一項具体的停止規kll是 奈款草案的一介

基本要素并且泣些与賠僕朱款分幵.遠并不意味若它位些象一些人建坡的那祥放在

草案第一部分,因力速祥作就舍使它避近地脫南賠催一市.正如特別根告貝所建洪

的那祥,最好是持它以不同的杯題列在第二部分.

因 正如根告所指出的,恢复原狀扁于
‘
次數

”
叉夯.而且,恢复原狀必須优

先于其他形式的賠僕 (同 上,第 114段起各段).由 恢笈原狀的性辰所戶生的速种

优先在央域中得到怔央并非易事,而且肘于它是否意味若恢复先前原有的狀況逐是

建立假如不法行力沒有友生本來位些有的狀況各目些局持有不同看法.他汏力委員

套立些呆鋪符合后一种含火的恢复原狀定火,即使速祥做帶有某些逐步友展的成

分.正如特別叔告員 (同上,第 67段 )所悅的,位 些有一种
‘
筑一的

’
恢复原狀的

概念,其中恢复原狀和賠儅的內容已融力一体.

22 特別報告長考慮了行力圖法律上元法做到恢复原狀的三介理由,并否定

了其中兩介理由.些然可以同意遠祥悅:強制法規則构成不可能性.肘第三目的叉

夯或回內法的某項規定原則上不能成力一日逃避恢笈原狀的叉夯的借口,但需要更

4 
兄第 21U4次套以,腳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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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地研究送些情西.在第一种情兄下,一日必須保怔不肘另外兩介國家造成相互

矛盾的火夯.速兩介回家都不合同意因彼此在相互竟爭而放井收友原狀.然而,假

沒 A固表現元法肘 B固恢复原狀,因力遠將達反它肘 c目 的〤夯,隨之又戶生 c

目的第二种相互沖突的收友原狀的杈利,杕央豚意〤上看,速是不可能的情況.如

果确央可能出現速种情況,那就必須加以考忠.

23 特別根告長淡到恢炙原狀的另外一介陣得,他指出 (同 上,第 9U段 ),

思管狄原Jll上悅國內法不能影吶一目的目杯〤夯,但一日政府有可能感到本身受一

种法律規則的的來,遠一法律規則也汻是以先法紊款或最高法院裁決的形式出現

的,至少它元法作追溯性改交.些然,可 以悅要靠速介回家本身未免于落到遠种赴

境:元淹怎梓,必須考慮速种可能性.

24 速兩介同題都涉及原則,其本身完全是可以辯伊的,在兩种朴救措施之

同作出逸摔的是受害固,唯一的的束是避重久捏的不可能性。然而,他怀疑造成遊

重久但是否就手致一种解決亦法.在肘逍重無拉作出坪价吋,如果決定性的因素是

破坏或妨害的尸重性,速往往使它不能成力解決同題的亦法.如果另一方面他所指

的障得汪倒了尸重性送一概念,遠些障磚央隊上交成了不可能的狀況.使任秀复染

化的正是送些同題,但同時又是必須解決的同題.

25 他同意不位些把某种美型的不法行力草狙挑出來,因 而汏力前特別拫告

長提出的夫于外併的前第 7紊草案立些刪去.

26 夫于特別根告貝提出的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的新的大鋼 (同 上,第 η

段),他悅他感到委貝們位些連八特別根告長的愿望,同 意他所逸摔的研究方法和

向委貝套提出根告的方法.元淹怎祥,大鋼力麩袋工作提供了一介十分合理的基

袖,同 時并未板害奈款草案的最后結构.但他〺匿分目隊違法行力的后果和回隊罪

行的后果持保留杰度.肘有失執行的恭款的位置他同祥持保留杰度,因 力速不便依

只是一种方法同題.他想知道第二部分的大鋼第四章 (最后規定)是否包含速些荼

款的同題.

27 他希望以后再就此寺題友表更加ㄏ泛的意凡.

2B 物科 夫 先 生感 甜 特 別 拫 告 長提 清 大 家注 意他 在 初 步 拫告

(A/CN4/416和 Add1,第 2。 段)中 所制定的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大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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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送釋一介复染同題事先有一种未來車未的牯廊是很重要的.而且大套第六委員舍

逐要求本委貝套通避它所常決的所有寺題的程序.         、

29 然而,村子一今委長套已絰常洪了三十多年的寺題,人們希望有一介更

力洋期的大翔.此外,大鋼本身逐缺少平衡,冬管提出的某些內容比較具体,但其

他內容Jlll十分粗略.而且第二部分中的林題也有某些不一致:第二幸第 1市提到
‘
央体叔利

”,而第三幸第 1市 則只何草的提到
‘
杈利

’.是否是有意造成速种匡

別?最后,王然放某种程度上悅分渧回豚罪行和目狋達法行力似乎是有一定道理

的,但 同題是它們所帶來的法律后果是否如此重要以致值得將它們分作兩章赴理.

即使決定保留送种划分,也許可將它們放在同一幸的不同奈款中赴理.速并不是說

似洪的大鋼本身可隨意批泙,重要的是不要使人們村第三章的內容抱述分的希望.

3U 第二部分新的第 6奈草案引起了兩今同題.停止不法行力是否具有一种

使其匠別于所有其他形式賠儅的作用,因 而值得放在革狂一項奈款中?如果是速

祥,在草案中送一奈位些放在什么位里?他 同意特別拫告長的意兄,即冬管停止与

其他形式的朴僕同祥具有一种妳朴作用,但它本身逐具有自已的特性.但是,重要

的是不要走得大逅,正如海斯先生所指出的,划分停止和其他形式的賠僕之同的界

我常常在回家其跩和裁決避程中被忽視.根告的确指出 (同 上,第 49段〕,在央

踐中停止有時与其他形式的賠僕相結合,但速一魚位些迸一步強淍.位 些強琱的另

外一魚是在持紋性的不法行力中,持致吋同本身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在作出一行力

之后可能自功戶生停止的〤夯,例如作力一項哲定措施安理舍決定位些停止某一切

武裝沖突.

31 夫于第 6奈的央隊措詞,一些委員建洪垃些在前任特別報告長提出的第

6紊草案第 1款 (a9項的基袖上迸一步洞色.他本人扒力,早先的未文更明确地

田明受害固有某些叔利而与速些叔力相91位 的是不法行力目的某些〤夯.新的案文

栽有
‘
根据速一〤夯仍......’送祥的措洞,有助于強琱火夯的持致性.不然的活他是

套變成新的第 6奈草案的,且然他看到提出特垓奈放在第二部分第一章一般原則

中的淹魚有其次赴,但他汏力,垓奈位些放在夫于目豚達法行力所戶生的法律后果

的第二章.

32 淡到新的第 9奈 ,他悅,他 同意遠种意兄,即 恢复原狀厲于賠僕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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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以及恢負原狀的叉夯戶生于次數規則.思管特別報告見所引用的大部分摘最是

定〤,因 而理淹意〤超迪央怀意〤,但他肘夫于垓同題的理梵和判例作出了值得使

搦的分析.中央上,元梵恢复原狀的定叉是恢反在不法行力友生以前存在的狀況逐

是恢复假使不法行力沒有友生本位存在的狀況,可速祥扒力,爪賠供的視魚看最終

的結果是一祥的.且然不位些低估法苧理梵的重要性,但不位些忘記委長舍的任夯

是建立旨在指早固与固之同夫系的目怀公法規則.

33 此外,紊款草案不依伿涉及回狋違法行力,而且正如草案第一部分第 19

奈第 3款所規定的,它透涉及囝豚罪行,換言之,它逐涉及尸重違反9I籬伊目抔

和平与安全、捍工民族自決杈和保伊介人或保伊人美坏境至夫重要的固狋〤夯的行

力.在所有速些情況中,恢复原狀爪范圍到內容含叉都是板力戶泛的,依考慮到它

的物廣方面是不移的.特別根告長公升指出,其后的奈款將肘其他形式的賠禮作出

規定,但即使就恢复原狀本身而言,逐泣些作迸一步的分析.特別才艮告貝遜正确地

悅道,冬管恢笈原狀具有某些特定的法律持羔,但它是戶〤上履行次圾賠催火奔的

一种方式,星然它必須有別于其他形式的賠借,特別是停止,但不能忽視所有遠些

因素之同的耿系。

34 第 7奈草案力委員舍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砧.但只有了解了与其他形

式的賠僕有失的奈款草案內容如何,才能确定其各款是否全面.然而,他可以悅他

肘第 2款特別是 〔b)項的規定板力重視,他汏力它具有公共政策奈款的性辰,如

果垓款尸重危害行力目的政治、銓渀或社舍制度,那么在法律上就不可能做到恢翇

原狀.

35 新利尼瓦≠ .拉奧先生說,他作力委員舍中一位較新的成長在淡回家黃

任遠祥其染的寺題吋,汏力在考慮遠一同題的某些具体方面之前先淡一下位些解決

的主要同題比較妥些.

36 首先位些确定根据固防法如何确立國家責任:遠是全迪程的第一介險

段,最終需決定采取适些朴救措施以朴敬因不法行力而受到的妨害.确定目防責任

是固豚法最棘手的一介方面,因 力村回家的杈利和〤夯的解釋是多种多祥的,在不

同的情況下要杈衡不同的考慮和不同的因素.然而,所申以的奈款草案确央不必涉

及那介方面,因 力奈款草案是在責任确定后幵始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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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未村固狋和平与安全或各國之同的友好夫系构成直接和尸重破坏的行力

理所些然地位些与其他行力Σ別幵來,委貝套在草案第一部分第 ︳9奈中确定回隊

罪行和國怀違法行力吋已做了划分.事央上位些匡別村待送兩种不同美型的因萍達

法行力,速主要是因力确立罪行的存在比确立達法行力的存在更力因堆.然而,在

送兩种情況下,确定是否友生了不法行力有時可能需要几年的吋同.在速种情況

下,揪汀中的朵款草案完全可以以某种良活的杰皮肘待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和朴救

方法.因 此,力 了改迸朵敖草案并且力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提供扎央的基站,必須

考慮到确定不法行力友生所包含的央杯困堆,以及固家在尋找共同立切和确定責任

方面所具有的范目戶泛的逸摔.

38 第二,他肘特別報告見肘回隊法規兵!的分美感到有些困惑.他感到雅以

理解把回你法原則划分力初級規則、次毅規則和一般原fll的 必要性和速几英原則之

同的夫系.肘速一寺題采取不避于偏重理站和形式的做法特有助于人們肘所涉基本

原則的理解.

39 肘于特別根告長力怔明位就停止草列一奈,特別是就需要保怔使目坏秩

序不合受到破坏草列一奈而提出的站魚,他悅,他同意特別根告長的夫切,但感到

特別叔告貝避分強琱了同題的速一方面.停止有吋造成了其他的同題:例 如,在某

一特定時期被汏力是目豚不法行力而有可能在別的時期卸被汏力不是因隊不法行

力.

4U 力加速垓寺題的工作并完成賦予它的任秀,委 貝舍必須在已銓完成的工

作的基砧上再接再厊.特別根告長确央是在朝看速一方向努力.然而,在起草奈款

吋避免造成解猙方面的同題也是十分夫鍵的.例如,他汏力特別投告貝避分強調了

固豚不法行力的
‘
持久性或持致性

’
.

4﹁  正如他已銓指出的,特別報告長持停止与不法行力戶生的其他〤夯匡別

村待速是正确的.然而,他本來也套按成前特別拫告長所采用的方法,但他元法斷

定停止的概念是否在每一种情況下都是一介完整和道些的概念:停止且照碩到了不

法行力的消板后果,但它也件未能成功地滿足作力速一行力后呆所泣采取的秋板行

功的需要.他逐怀疑將停止作力其他朴救方法的先決奈件是否恰些,甚至怀疑停止

和其他朴救方法是否患能區分幵來。垓規則能否道用于所有情況?他砍迎就所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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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要羔作出澄清.

42 夫于恢負原收,看來可能有兩种定〤,即 收交成原狀和重建原有的狀況

并附帶賠催.他感到冬管速种微妙的差別令人感共趣,但并不具有汪倒一切的重要

性.五然,必須冬一切可能重建不法行力之前存在的那种狀況.然而,事其上可能

很雅完全重建原有的收兄,既然尸格來悅恢袈原狀是不可能的,那么賠僕怔明患是

有必要的.特別根告長在确立了收褒原狀原則和其优先性的原Jll之后肘其道用規定

了某些無件,送就造成了某些混孔.堆到不能找到某种不規定一种免村原R(l而 允卄

有例外情況的方式來制定新的第7無草案喝?

43 在淡到特別根告長建快的肘恢炙原狀規定的限度時,他悅他可以同意物

辰方面的不可能性.然而,在不作澄清和不以央例怔明淹羔的情況下他很堆接受

‘法律方面的
”
不可能性速梓的例外,特別是由不達反一般回豚法規則的叉夯遠一要

求戶生的不可能性一一除非在他看來的确是唯一
‘
更高

”
規則的強制法規則一一和恢

复原狀肘行力目將帶來迪重久捏而造成的不可能性.同梓,涉及喊輊赴研情市的其

他例外則在它們可力人們所接受之前,需要仔鉬和瑾慎的肘待:他考慮到那些有夫

固內管特或因內法或以法律面前各目平等原91l力 名的那些涉及行力目政治、銍洴和

社全制度的例外,思管可以考慮一目的銓湃友展水平.事央是犯有目怀不法行力的

回家有賠僕的〤簽,恢复原狀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如果馬上肘送一原則作例外規

定,那 么确定恢复原狀〤夯的优先性就毫旡意火.必須确定恢复原狀的奈件和形

式.

44 科多馬先生感甜特別根告長的高辰量的初步根告 (Aˊ cN4/416和

Addπ ),他扒力大套第六委長全一定全球中荻益.

45 出于央坏原因他哲吋焚同特別報告真將目怀不法行力的津律后果按照遍

法行力和罪行遠兩失在草案第二部分中分作面幸於理的意兄.然而,遠介同題位些

在晚些時候迸一步常洪,必須确定目杯達法行力的法律后果是否与目怀犯罪行力差

別很大,泣 些草拙楚理.送种做法將能銘确定各方夫于各种形式賠催中叔利和文

夯,如有可能,逐包括停止固怀不法行力的杈利和又夯以及肘最初的逮反行力送行

朴救的方式.

46 但有一些情況,例 如領土或道境爭端,它們所引起的圄豚責任并不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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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豚違法行力或固狋罪行而引起的.因此,特別根告長位些把分析廿大到包括遠介

灰色Σ域的情況,以便确定由這些情況引起的法律后果.

47 在現險段特別報告貝建快 〔同上,第 4段)區分各方夫于停止和賠僕以

及力确保停止或賠僕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叔利和又夯是符合遻輯的,因力速有助于

搞清楚确定回拆不法行力的央廣和程序性法律后呆速一敏感同題.速是很重要的一

羔,因力在某些情況下程序性同題可能影呴到央辰性同題:使思些地各种朴救亦法

的規則就是一介例子.送祥,委貝套就套肘其前迸方向有了清醒的扒氓.

48 夫于草案第三部分是否只涉及爭端的和平解決逐是也庄些包括央施的內

容速一同題他尚元确定的看法:兩种解決亦法都有待改迸.

49 作力一項志的錯淹,他螢同特別報告長提出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初步大鋼

(同 上,第 2U段〕,并确信特別根告貝肘于其任夯的緊迫性和固隊社套的期望是十

分夫注的.

5U 夫于停止固豚不法行力以及作力肘違反因豚規則或火秀的朴僕形式恢复

原狀同題,他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意兄,即停止系不再雞袋仍在送行的不法行力并重

新确立被破坏的初圾規則的正常行劫的一种又夯.他逐同意,尸格地悅停止不是一

种賠僕形式,它戶生于各回必須履行的停止某一行力的初級〤夯,而其所依据的同

一規則所賦予各目的原始〤夯遭到了達犯.正是因力在停止情況下的又夯被扒力是

一种初圾規則,因 此停止必須列在第二部分第一章一般原則中.汏力停止的〤夯寺

ㄇ指持鎮達反也是有道理的.換言之,將停止視力出現違反初圾火夯吋的一种草狂

的賠僕形式是有充分道理的,但速并不意味若停止不能与其他形式的賠伴結合在一

起.事央上,正如特別根告長和委長舍中的其他委員所指出的,存在若忤多遠种結

合的先例.

S●  如果第二部分新的第 6朵要成力一項
‘強制規則

”(速一用活并非按其通

常意〤使用),它就必須由特別根告長或由起草委員舍加以修汀.例如孩無可以宣

布,其行力或不行力构成違反目豚法或因狋〤夯的因家不垃些影晌它承拉已銍引起

的責任和根据又夯停止送种行力或不行力的責任.事央上,特別報告見已經考慮了

速种措洞的可能性,但盤于他在根告中所解釋的原因又放卉了速种措洞.他汏力,

必須強琱〤夯包含立即停止違反行力或不法行力和恢复初圾規則,而不是強惆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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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的持欲性.換句活悅,停止的目的就是要立即終止不法行力,而不淹遠种行力

是否具有持鎮性.然而,特別拫告貝提出的未文未能十分清楚地表送緊迫性速一概

念,荋他本人提出的措洞具有如下長7,即規定立即停止不法行力八而恢袈初象規

則,同 時又力執行由于違反而戶生的次教〤夯的可能性敝升了大ㄇ.

52 夫于新的第7奈草案,他悅日內法中的恢友原狀与回怀法中的恢笈原狀

有昱著的匡別.例如在國內法中,根括普通法恢友原狀的要球尸格地說不能算作賠

僕拉失的要求:其 目的不是村損失作出賠僕,而是肘造反叔益一方的剝寄,換言

之,是使及方赴于如未盤汀合同情況下本位赴的那种地位.而在固豚法中,恢复原

狀的首要考慮就是恢复原先扶念.逐可以悅,在因內法中,至少是根据普通法,恢

复原狀的錯果是合同夫系不存在,而在固豚法中,正如回豚常淡法院在霍茹夫工ㄏ

一來
5 的判決所表明的,則力困消除不法行力的一切后果并恢复到如果逮反未曾

友生本位存在的狀況.在遠方面,他悅,他不同意特別根告貝 (同 上,腳注 7U〕

所引用的「
A旻的泙梵,一般來悅恢复原狀

‘在普通法中并非是罕凡的
”;它 只是

力一种不同的目的服夯。

53 他遜注意到特別拫告長安成91恢复原狀的取能采用固隊法的方法,但 9I

它作出了限定:不能要求作出造反行力的回家在物辰上元法作到或在涉及元法逆索

的情況下恢复原狀;不能要求回家作違反強制法規則的恢笈原狀;而且恢負原狀不

能肘不法行力固构成沉重的久拉或達反其意愿.所有道些紊件似乎特別道用于其行

力涉及租界或固有化速美情況,其中受害一方,除例外情況外,元叔要求恢复原

狀:唯一的朴救就在于抽害賠伴.特別根告長正确地釆鈉了遠一立切,因 力恢复原

狀作力一种賠借形式主要道用于在物辰上或政治上可能的情況下引用:按照目家央

政,即 使考慮到肘霍茹夫工ㄏ一來的判決,冬管有特別根告長 (同 土,腳注

12U)引用的其他例子,但恢复原狀通常只被扒力是估价金我賠僕的最初步驟.因

此,他汏力患的悅特別根告貝在笫7茶草案中保持了平街.

5 1928年 9月 13日 第 13景 判決 (央廣同題〕,《固隊常淡法院A輯》,第

17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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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最后,在堵如常洪中的根告速祥一美文件中,其 中腳注的內容有吋比集

文本身更力丰富,位 些把注釋放在有失更次的下端而不是放在文件的寢后部分.

55 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員)感甜委員們所作的坪淹.較力妥善

的方法是他村甘梵作一意錯并回答就他即將提交的第二次根告提出的同題,速份技

告具体涉及其他朴救方法的形式,送些方法的形式及它們一9停止和恢交原狀的失

系.事其上法官們村下迷情況并非患是加以匟別的:停止不法行力和恢复原狀.恢

笈原狀和朴僕,朴佳和保並不再重犯.很明昱,所有送些朴救方法有遠祥或那祥的

側重羔在他的第二次拫告中他特肘說明速种狀志的司法裁決作出分析.

56 針肘哈索內先生和迪正斯 .因 薜雷斯先生提出的同題,主席回答悅,如

果吋同允汻,未能就垓寺題友言的委員套委員可在本屆套洪結束之前友言.

下午 1吋 15分散套.

第 21U6次舍以

1989年 5月 23日 星期二上午 1U吋

主席:伯 思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巴休沃祥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多 .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JE斯 .因 芛雷斯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馬先

生、馬希与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拉奧

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害庫鋪斯先生、塞普水籬送 .古扶雷斯先生、史先

生、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錫JE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揚科夫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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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鎮

) 1

(A/CN4ˊ 411, 2  A/cN4/419和 Add〡 , 3  A/cN4/

└431, D市 , ︳Lc (XL︳ ) /c° nfn。omDUc3)

〔洪程項目5〕

特別報告長的第七次報告 (妓 )

第13奈 (找等罪) 4  (窒 )

1 主席悅,特別報告長現已編好一份找爭罪提示性清草,用 于放入治罪法草

案第 13恭草案.就此以題友述言的委員套委長大多數都焚成果幼垓朵第二介各逸

案文.有的委貝悅,加上一份找爭罪清草,特力起革委貝套提供有益的指專。

2 他靖特別才艮告長介紹第 13朱 的第二介各逸案文 (A/CN4ˊ 419/

Add﹁ )的 (c9款 ,案文如下:

(c) 以下行力特別构成找爭罪:

(一) 村人和財戶的尸重仂害,包括故意茶人、酷刑、扣押人辰、將平民

法占領領土上放逐或特移、不人道待遇、其中包括造行生物斌驗、

故意造成很大的痛苦或尸重振害身体完整或健康,非 因軍事需要的

正些理由,大規模非法或者橫地毀坏或剝香財戶;

(二) 非法使用武器和作找方法,特別是使用按其性辰不加匡別地打缶軍

事和非軍事目柝的武器,使用元法控制其效果的武器,以及使用大

.坡
自第 21U2次舍以.

1目 豚法委員套 1gs4年第六屆舍洪通避的治罪法草案(《 1954年⋯⋯年

鈭》,第二卷,第 151-152瓦 ,文件 A/2693,第 54段 ),特載于 《1985年⋯

⋯年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瓦 ,第 18段。

2按
載于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3特
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

4案
文兄第 2U96次套以,第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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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毀天性武器。

3 錫JE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銳,在編与 (c)款 中的找爭罪清革吋,他 曾

面嗨好几种逸摔.他本來可能全文最用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的第一附加以定

半
5 

第 85奈 ;垓奈包含了全部
‘
尸重犯罪行力

’
清草,本可作力第一項的央辰

內容,列 出所有侵害受保伊的人和財戶的行力.第二項便可梵及非法使用武器同

題.然而他不愿采用整介第 85奈 ,因 力某些國家表示避保留.況且,有些回家逐

沒有接受第一和第二附加快定串.因此所提出的清草來源于多赴,其中包括第一洪

定串、盟因管制委員套第 1U咢 法 6 
、鈕俺堡法庭姐欽法 ’ 、1954年的治

罪法車集和委員套委長提出的一些建坡.清單純粹是提示性的,意在作力工作文

件.罪行些然是可增可刪的.

4 (c)(一 )款列拳了村根据找爭法受保伊的人和財戶的侵害,即使速些侵

害在第一附加以定串第 85奈里沒有提到.‘人和財戶
”
一浯之前可加上修佈浯

‘
受保

伊的∴ 逐可提及不恰些地使用保伊性林志的同題。

5  (c)(二)款淹及非法使用武器和作找方法同題,遠是兄于日內瓦和海牙

堵公的的厊吋已久的概念.由 于定叉上的困雅,他沒有拭困把具体美型的武器列

入。具体美別的武器是否位明文禁止,速將由委員套決定.

6 巴本沃≠先生悅,特別報告長提出的清革基本上与他在 1986年所作第四

次報告 (第 13柔 ,第二各逸案文)中 的清草相同. 8 它在目前第二各逸案文

的 (a)敖和 (b)款之后,幵 共加上一句,即 “
以下行力特別构成找爭罪

”.換言

之,(a)款的未文不交,但庄去掉限定
‘
違反

’
一洞的

‘
尸重

’
一洞的方括咢.因

此,垓奈例有一今患的部分,并在非洋冬元遺的清草中華出一些具体例子.尚未列

入清草的其他犯罪行力如果
‘
尸重

’,并將列入治罪法.力 了把送种犯罪行力列入治

罪法,其尸重程度留待法院泙定.

兄第 2U96次合以,

同上,腳注 9,

同上,腳注 7.

同上,腳注 4.

腳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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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忖梵第七次根告 (A/cN4/419和 Add1)里 的第 13奈草案兩今各

逃案文吋,特別根告長肘叫巴罪行力
〞
和

‘
違反行力

’
作了區分.罪行本身就是呵己罪

行力
’
,‘違反行力

’
一活用于表示法律祝Jll要 求的行力与央隊友生的行力之同的差

昇.‘尸重程度
’
概念也隨其是否用于呵巳罪行力

’透是
‘
達反行力

’
而友生交化:象茶

人送美犯罪行力要比象偷盜遠爽犯罪行力更尸重,因 力保拼人命要比保伊財戶重

要.在一种和同一种犯罪行力中,一些違反行力要比其他違反行力尸重,遠取決于

央怀行力与法律規Jlll所 要求的行力的尸重程度有多大差別:例如,桑人罪与情市尸

重的茶人罪相比,偷盜一籠巨款与偷盜一小芼款相比.治罪法中的
‘
尸重行力

”
是指

其尸重程度足以破坏人共和平及安全的行力.很清楚,泙定逮反行力的尸重程度狀

根本上悅是司法机夫的取能,而評定犯罪行力的尸重程度則是立法机夫的取能.因

此在第 13奈里最好不使用
“
達反行力

’,而用
‘
犯罪行力

’°(a)款可重新起草,行

文大致如下:“
⋯⋯下列違反道用于武裝沖突的目坏法規則的行力,均构成我爭

罪
’
。
(a)款后道跟若是現有的 (。 款以及罪行清革.清草不庄是提示性的,因

此位去掉
“
特別是

’
一浯。

8 有人悅,一介概括性的定〤,加上具体的梓例,就足姼了.遠是在界定侵

略吋使用的亦法.然而,在速种情況下,如果一介具体行力求被列入,要确定垓行

力是否厲于侵略的概括性定火范目肉是不雅的.相 比之下,所提出的找爭罪清草沒

有加上任何概括性定〤,只是提到了其他圄隊文爭或刁慣,速些文半或刁慣沒有提

供送种概括性定叉,依仗規定某些行力明确构成找爭罪。提及具体罪行并不能替代

概括性定火.些 法院必須确定未列入清草的某一具体行力是否找爭罪吋,法院不得

不比照尸重程度相近的罪行作出決定,而送种做法根据自由的刑法体系是不容許

的.有人洗,治罪法必須炅活一些,以便把今后可能出現的所有犯罪行力包括在

肉.然而,固 內法中的刑法既沒有界定每一种可想象的犯罪,也未規定涉及將來的

罪行,比照明有罪行加以推斷,速种比照推新是刑法中所禁止的.至于所希望的炅

活性,一部法典既有其优焦,就不可能沒有其缺羔.

9 他不明白,似汀一介洋思的清草力什么成了不可克月艮的因雅.現有的尸重

的犯罪行力被漏掉的可能性半克是很小的,將來的犯罪行力基本上套依照刁慣确定

(和 現在一祥),一直到汏大家商定的以后某一天起將它們列入治罪法中.提 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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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草中有一今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所沒有的缺陷:沒有指明哪夫人貝受保妒.其

結果可能是混淆不清,因力找爭必然是以針村人和財戶、以其作力罕事目杯的.村

人和財戶的尸重侵害以及故意茶人是禁止不了的,除非消除找爭本身.在 1986年

馬菜克先生在第三十八屆套以上曾提出避一介找爭罪清草; 9 那今清草考慮到

了受保伊者,或汻可用作新清革的基砒.

1U 史先生悅,他充分扒氓到,姒汀我爭罪行洋思清草即使不是不可能、也

是板其田堆的任夯.特別根告長在 (c9款 中提出的清革是提示性的或示例性的,

基本上是肘其 ﹁986年 的第四次根告中的清草略予改功.

●9 他汏力,罪行位以一罪一款的方式列出,以便同起草其他美別罪行的案

文吋使用的格式一致。其次,他怀疑作找吋扣押人辰是否泣列力找爭罪.鈕俺堡法

庭組欽法第 6奈 (b9款把茶害人廣定力找爭罪,但并沒有把扣押人廣定力找爭

罪.第三,‘爪占領領土班逐或特移平民人口”
送一概念遊于模糊.在鈕俺堡法庭姐

欽法第 6奈里,＿UE逐之目的是构成犯罪的重要因素.在交哉期同力确保平民安全

而特他們特移,速不能成力找午罪.鈕俺堡法庭組數法所禁止的是力奴役等目的而

送行的＿9E逐 .再者,‘破坏財戶或持其据力己有
’
一悟位代之以鈕俺堡法庭組象法第

6奈里的
‘
9I公共或私人財戶的任意破坏 〔或⋯⋯〕掠香‵ 速祥的提法表明,根据

現在的治罪法,是破坏的尸重性使找爭罪成立.

12  (c9(二 )款可以刪除.非法使用武器同題討編暴來說是一介困雃的同

題.而且,目 隊公的已部分覆蓋了速介向題,裁軍舍以也特送一步加以甘梵°

13 他扒力所建洪的罪行清草可送交起草委員套.

14 小木曾先生悅,特別技告貝起初肘于把加迸一份罪行清草感到狁豫,他

也有同感.他仍然人力指示性清革肯定舍帶來同題.例 如,(e)〔二)款提到η├

法使用武器和作我方法
”,送就引起什么是叫�法使用

’
的同題.而且,提到武器和

作找方法便引起大規模毀又性武器的同題.昱然,清草造成的因堆多于它拭因解決

的困雅.

15 然而,如果第 13紊草案里找爭罪的定又后面确要附上一介清草的活 ,

9《 1986年⋯⋯年整》,第一卷,第 95更 ,第 1958次套洪,第 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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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羔需要給予筒要坪淹.首先,(旦)(二 )欺沒有提到村平民人口的侵害.肘于

速一同題,η 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的第一附加快定串第 85荼第 3(a,款 已有涉

及.tc)(一)款同接提到此事,但用明确的悟言規定禁止村平民人口的侵害是十

分必要的.

﹁6 (c9〔二)款梵及非法使用大規模毀天性武器的地方也有速祥的同題。

垓款淡到
‘
按其性辰舍不分皂白地攻古軍事目杯和非軍事日杯的

”
武器;然而用于攻

古軍事曰杯的武器也可仿害平民人口.庄垓明确禁止用于攻古和摧毀整介城市的武

器.

17 他逐吃惊地友現,肘于找俘受虐待或非人道待遇克一字未提.在 (。

(一)款或 (。  (二)款里或草列一小款提及速一犯罪,是十分必要的.在交找期

同和之后,肘找俘施以非人道待遇,包括使用找俘杕事強迫芳功,元疑庄定力找午

罪。

18 罪行清革是否有助于使目前的洪題取得迸展,是值得怀疑的°史先生建

以刪除 (c)(二 )款 ;但垓款所我的規定是找爭罪的重要組成成份,并反映了自

第二次世界大成結束以來在送介同題上取得的迷展.垓款位予保留,但他肘于在垓

款里加速一介洋冬的找爭罪清草敦清大家持瑾慎忞度。

19 卡菜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表示樊質特別根告長力晌位一些委長的愿望而

提出了一介找爭罪清草,送不依肘他們有用,而且9+不 螢成在第 13奈草案里加迸

清草的委貝們包括他本人也有用.然而所有委員都同意,似汀洋冬的清草其怀上是

不可能的,主要是由于存在若忤多道用的文串.例 如,﹁ 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及其

兩介附加快定串解決的是构成找爭罪的尸重達的行力.肘某些武器的禁止源自數目

尒多的固杯林定,其中有些怭定ㄞ吋已故迭一介多世紀.迸一步的罪行位作力正在

揪汀中的目怀立法的成果予以增朴.

2U 因此找等罪清草的另一介不利之效是:它有把找爭罪概念珠錯在某一特

定時刻的作用,而 些每一新的行力被确定力非法吋,便須修汀清革.布特〞斯一加

利先生 (第 2U96次舍洪)曾提出,加速清草是劫貝世界典梵的工̄黃手段.然而重

要的一羔是,指示性清草肘法律目的即委長套主要考慮的目的來悅价值不大.公共

夫系是第二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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刉 特別報告貝提出的第 13奈草案的兩介各逸案文只在用活上有Σ別:第
二介各逸案文使用了

‘
武裝沖突

’
而沒有使用

‘
找爭

’
一洞.兩款的規定英廣上是完全

相同的°形容洞
‘
尸重的

”
是可接受的,因力它同日內瓦四公的肘犯罪行力和尸重犯

罪行力所作的區分是相呼位的.巴本沃芛先生在他的商淹中村尸重違反行力和尸重

犯罪行力作了有益的匡分.

22 最好的亦法是,由委員舍在第四日內瓦公的第 149奈的基砧上似汀一項

他在第 2U99次舍洪 (第 48段 )上 曾絰悅到的有助于委員套解決其現在面恪同題

的重要奈款.日 內瓦四公的村尸重犯罪行力和其他犯罪行力作了重要區分.在此基

砒上,第 四公的第 149奈 以及其他公的的相位奈款規定,‘尸重破坏公的行力,

⋯⋯位系所犯之任何下列行力⋯⋯”.接若是所悅行力的洋冬清草。
23 第 147奈里的洋思的行力清草并非名副其其的我午罪清草,而是一介行

力清單.速些行力如果是在某一特定行力逍程中迸行的,便使垓行力成力
‘
尸重犯

罪行力
’,需指出的是,第 147奈頻繁地使用

“
任意

”
和叫├法

’
兩洞.在淡及任意茶

害吋,重魚是在茶害被保伊人上,不淹被保伊人是因犯逐是平民,因 力速是村我爭

法規和刁慣的連反。昱然,“任意茶害
’
速介泛泛的用活并不合道,除非加上以下的

限定悟:‘如果行力針肘的是受本公的保伊的人或財戶
”

.

24 他既不反肘保留也不反村刪除特別報告貝提出的清草里的 (c)〔 二)

款,但是要指出,垓款所指的是某些武器和作找方法的┤�法使用
’.因此垓款梵及

的是受現行回隊文半禁止的行力。它并沒有蝕及首次使用速种武器的同題°

25 正如巴你沃辨先生正确指出的那祥,第 13朵草案并沒有包含一介真正

的找爭罪定〤,只提供了一介指示.些 然只有尸重的違反行力才构成找午罪.

26 他自已的建洪是,第 13朱庄按下列方式似汀:首先是 (a)款按特別拫

告長提出的第二介各逸案文;其次,如果愿意,可按第二介各逸案文中的 (b9款

的內容似汀一款.速一款不是必不可少的,因 力它仗伙說明了一介不言自明的事

央.速兩款后面緊接若是一介新的 (c)款 ,案文如下:“力了上途 (a)款 目的,

尸重的違反行力位系所犯之任何下列行力⋯⋯”,接若是第四日內瓦公釣第 147奈

所列的行力.送祥的做法是把巴水沃≠先生建洪的亦法同第四日內瓦公的所使用的

亦法錯合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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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很昱然,委 長套即使就一介提示性清草送成一致意兄也是很困堆的.木

活 的同題也舍 出現。例如,我們現在常洪的清草使用的是
“
蓄意茶人

’

(‘ ︳ntenuona｜ homicide’ )一 詞 ,送 昱 然 是 杕 法 文 原 文

‘hUmoc︳de ︳ntenuonne︳
”
翻竫迪來的.而 日內瓦四公的英文正式文本使用的是

‘
任意紊害

’.速种差昇肯定套帶來困堆.

28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討巴水沃伊先生的友言印象深刻.巴水沃#先生梵

近了清草的明昱必要性,至少是由于如果沒有清草,日 內法院便元法有效執行垓治

罪法.如果治罪法是由回肺法庭使用,則犖例悅明性的我爭罪清革便元必要。日內

法院,由 于不熟悉目豚法,需要有所指早。他也堅決支持巴水沃#先生夫于似汀一

介定〤的呼吁.

29 他想建洪,販逐毒品位列力危害人美罪,速是第 14奈草案的主題。勒

泰先生早在 1985年就提出迪速介同題,他是有失管制痳醉品和同販逐毒品作斗爭

的固豚文串的主要叔威之一。

3U 主席建快位在本次忖淹的最后提出垓項建洪。

31 巴本謝戈夫先生悅,制定一份准确的找-=,罪 清草昱然免非易事,然而,

卸銫村有必要送祥做。因而,我們必須看手送行速項工作.在遠方面,特別根告貝

的工作很出色,他提出了第 13奈草案的 (c)款 ,使委貝舍常洪有夫的同題有了

良好的基絀.在速些同題上,分歧是免不了的,我們送行的忖梵已表明了遠一焦.

32 夫于清草的目的,有人忕力甜梵中某些友言的意思是:清草只是在使與

梵得到一种印象方面有价值,在法律上則沒有意〤.他不同意上迷看法.委炅套夫

注的是法律的防范功能,即法律和正叉的基本任夯.

33 特別根告長提出的清單元疑是可以改造的.起草委員套特根据本委貝套

的甘淹情況村其造行修改和朴充.本看遠种建設性的精神,他想友表一些泙淹 .

34 在他早些時候所作的友言中,他螢同似定一种确切的定叉,并列出一介

冬可能全面的、根据治罪法构成找午罪的行力的清草°在他看來,送一做法是使治

罪法行之有效的先決奈件.并多委員也許同意他的看法.寺題中的碓魚,特別根告

貝已提到了.遠些雅羔是与所引起的复染的政治同題相耿系的.因 此,現在的同題

是委長舍庄采用何种方法。它些然可以不碩面喵的同題,打消制定一份清草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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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制定一份反映 19世兒末、2U世紀初的普遍狀況的清草一一些時人們的主

要夫切是防止使用堵如炸裂彈速种使人道受不必要的痛苦的武器,以及其他美似的

同題:但是,今天的世界面嗨的是完全不同的同題.人們已友明了新的作找方式,

并已幵始采用大規模毀天性武器.尤其是在使用核武器速一同題上,許多法苧家不

依將其視力一种找爭罪,也特其視力一种种族爽免的手段.現在,有 了大規模毀天

性武器,就有可能消又整令人大.在法苧文猷的寺著中,出現了
‘
技本上的种族又

免
’
和

‘
患毀天

’
速祥的說法.依靠技木,就有可能

‘
我若白手套ㄐ已下這些罪行.

35 多年來,特使用核武器列入罪行清草,一直是洪程上的項目之一.但困

雅在于斷定:是只特首先使用視力罪行,而特反告視力合法的自工;逐是垃禁止任

何人使用核武器.各位舍長都熟知焚成和反村上逑主張的淹魚,而 同題的夫鍵是委

員舍尚未解決遠一同題.特別根告貝建洪,可將
‘
首先

’
一洞置于方括手中,汏而使

遠一同題仍有忖淹的余地。但是,特別根告貝悅,速梓做舍元限期地延故辯稔,妨

得治罪法的通避.因此,現在特別報告長建坡采用一介更力戶泛的提法,包括不分

皂白地裴缶軍事和非軍事目杯的所有大規模毀天性武器.送是一介有外交手腕的做

法,不易引起非洪,因力它能打破僵局,使工作取得迸展.其缺陷是不具休,可能

在何力此种武器的叫�法使用
’
上,出現爭洪。忤多人套同意,將某种武器用于反士

并不達法.然而,遠又是首次使用是否合法的同題,即又回到了最初的鬥題.

36 最重要的,不是事后可能出現的任何差別,例 如在使用核武器之后;同

題是未能根据治罪法粹此种武器的使用定力達法遠一羔,削 弱了治罪法的防范作

用.且然特別拫告貝元疑愿意用一些較力具体的措洞一一道套有助于防止此种罪

行,但是,他遵循的是肘現其情況的考慮,想到的是多年來就遠一同題辦梵的結

果.

37 然而,時代交了,新思維正日益向原來似乎沒有改善前景的目狋夫系的

各介領域滲透.以前,些人們赴理速共同題吋,各囝以及苧者和法律昔家,都是在

猜疑和不信任的基詘上行事的;但是,速种猜疑和不信任現在正日益被信心和信任

所取代°今天,明智者是不合將使用核武器視力合理的.有必要八速一立足蕉出友

看待速一同題,并狄更戶的角度未考慮.

38 如果有的委員忕力,“首先使用
’
速一提法肘禁止使用核武器、使此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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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力位受治罪法愆治的罪行來悅,是一种障磚,那 么,本若日益信任的精神,他建

快,庄在不特使用核武器局限于首先使用速一概念的情況下,將肘此种武器的使用

列入找午罪清車.遠粹是委員合力保工人炎、加強和平与安全而采取的一介央怀步

驟.他完全理解遠涉及一些元法由委長舍最終解決的帶有政治意又的同題;以及必

須考慮到裁軍淡判的錯果.然而,他汏力,在遠方面,如同在委員工作的其他方面

一祥,委長們可提出各种倡快,只 要此种倡以是力了加強法律、法律秩序及和平.

39 除上迷几魚外,他想提一些涉及限制性或禁止性堆則肘于反殖民主火和

民族解放迋功的道用性的其他同題.找 H,.法 的人性化不位仗适用于固家同的找HJ..

在他看來,不可能特治罪法的适用限制在被占領土,而根本不提及例如不人道地肘

待平民的犯罪性廣,持他們放逐,以及在由生活在殖民統治下或道受其他形式的外

來統治的人民居住的領土上,并肘他們的財戶送行的毀坏。

4U 他同意位將特別根告長提出的集文和辦淹中所作的泙梵提交起草委長

套。

41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也汏力,有爭洪的同題,位依照央施治罪法將采用

的方式解決.如預卄治罪法將由一日豚刑事法庭央施,那么,一紊患的定〤不合造

成什么因雅,因力速祥的法庭舍有庄用定〤所需的寺╨知快,它所作的裁定特是前

后一致的.然而,不熟悉目坏法、尤其是找手法規和刁慣的回家法庭,卸不大可能

作出前后一致性的裁定,因而也就堆以形成一部統一解釋和庄用治罪法的法律。

42 有人悅,在更多情況下,是由回家法庭,而不是目豚刑事法庭久黃位用

和解釋治罪法.如果送祥,那 么,由于他避去曾提出的原因,前景將是可怕的.如

果沒有一介各締的固能賦予杈威、爪而能村任何違反治罪法的行力作出裁定的具体

法庭,就不可能确保治罪法各項規定,包括有失找午罪的規定得到解釋和執行.

43 他人力,起草一份我午罪清草,就等于打升潘朵拉之盒.遠涉及一介十

分寺1● 的領域,要求逐用涉及楚理敬村行力的現行慣例方面的寺ㄇ知法.委貝舍在

斌田制定一份提示性清草吋,將面喵兩介同題.第一介同題,是垓清草存多大程度

上背南所有固坏文件中最力普遍采用的 1949年的日內瓦四公的.背南送些公的全

使人肘其是否麩致有效戶生怀疑,而送不大可能是委員舍的本意.第二介同題是 ,

如果委員套決定制定的清草不是快仗提到速些公的,而是自己另搞一套,那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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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用相些多的吋同和力量來更新公的,以便碩及現代的找午技木.

44 因此,他 同小木曾先生以及其他委貝一祥,很不愿意制定清草.他承

汏,他的立場有些自相矛盾,因力他也汏力,如果沒有清草,并且如果是由回家法

庭執行,有可能造成危險的局面.但是,如果制定清草,它 些然不合是洋思元還

的:委長合力量不足,而且即使有力量,到治罪法生效吋,清草可能已避吋了.

45 所建洪的 (c9款 的案文說明了編朵找手法清草的困堆.例 如,有人建

快,‘被保抻
”
一洞泣插在

‘
者

’
一洞的前面.如果速意味著受到道用于武裝沖突的目

隊法規fll的 保伊,那 么,也忤有必要作送祥的具体悅明.另 一种亦法是,泣肘
‘
受

保伊者
”
和

“
財戶

’
兩洞下定又。也有人恰些地指出,‘故意榮人

”
一洞几絰觀烽,洞意

已有些走梓.也需9+“放逐或持移占領領土上的平民
’
送句活送行仔幼推敬,同 時圮

住:根据日內瓦四公的,速一罪行是以各种方式受到限制的,并且,庄提到班逐的

目的。逐有,“不人道待遇
”
速句活,可有多种解釋.最后,“剝李他人財戶

”
速句活,

其确切合又有忤多同題,在他看來,委貝舍更力夫切的位是財戶的破坏而非財戶的

侵占.

46 另一介困堆來自于清羊比日內瓦各公的又迸了一步.的确,治罪法本身

不是在重迷各公的的規定,而是斌日确定舍威跡和危害人美和平与安全的連反上逑

各項公的的行力.他不准各淡核武器的首先使用的同題,速央隊上是介政治同題,

因此淡梵遠一向題元任何益赴.有人建洪委員套根据日內瓦各公的确定重大或尸重

的達反行力,速一建坡值得研究,也許位送一步常洪.

47 由于所有速些原因,他很不/f,意粹所建洪的清草提交給起草委員舍.他

螢成制汀一介更先筑的定〤,在遠方面,似可參照有失回家責任的荼款草案第一部

分第 19奈 . Π° 此种定〤也并可与日內瓦各公的朕系起來,使庄用治罪法的固

家法庭有所遊循.他想初步提出堵如下列的措洞供迸一步常以:‘本治罪法含又內的

找爭罪,系指村找手法規和刁慣的大規模、尸重的違反行力
’,也許在速些措洞之

后可參照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上文第 26段 )提出的洞句,加上一介定又,

說明什么是尸重的連反行力.

1°

兄第 2U96次舍洪,腳注 19。

——b9-



48 科多再先生感甜特別根告貝9i委 貝套夫于制定一份找爭罪清草的要求作

出了迅速的反泣,思管垓清草是提示性的.制定清草的愛染性和重要性是相林的。

清革的重要性不工于整今治罪法車集的重要性.他同意友卡弗里先生的看法,要成

功地制定清草,就需要吋同和寺ㄇ知法,尤其要根据現代武器技木的友展來制定。

49 例如;与鈕俺堡原則
11 

中列出的找爭罪清革相比,委真套甘梵的清

草的确是筒要的.委員套在遠方面的做法位是一些不有的,因 此,除 1949年的日

內瓦四公的之外,逐庄思力找到各种有失的資料,以便向固豚社套提供一份杈威性

的、即便并非洋冬元遼的清革.

5U 不位忘記找切上的士兵和平民都可能犯下有失的我爭罪行;而且委貝舍

已決定在治罪法草案的工作中只限于注意介人的刑事責任,而排除回家的刑事責任

同題.仄起草的角度看,也許最好用
“
除其他外

”
代替 (。 款的序言柔款中的

“
特

別
’,因 力現在送一洞易造成速一印象:所列之罪行力最尸重美別的找爭罪.而遠

并非草案的本意。

51 尸重性同題,且然銓述故吋同甘淹,仍板力重要,因 力人們知道一介回

家或固隊法庭有可能村找爭罪案件提起刑事坼忪.如肘尸重性采用一种杯准,就可

能加入某种主現因素:例 如,一 日將能自行決定某一罪行是否尸重得足以迸行起

坼.他仍汏力,任何介人,不淹是軍人逐是平民,只 要犯下了逮反有失武裝沖突的

目豚法規定的行力,均泣作力找犯而受愆兩:此种推斷排除了尸重性的杯准.巴本

沃≠先生悅避,尸重性遠一概念不是指行力本身,而是指肘目坏法規則的背寓.燃

而,他介人汏力,行力本身构成了達反固杯法的背南,因 此,他党得行力和背南同

的匡別避分微妙.半竟,如在刑法中,偷窈仍是偷窈,不梵犯罪程度如何,而且,

犯法者泣受相位的愆引.如卡菜〞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坡的 (上文第 26段〕,最

滿意的做法也件是确定一介意的定〤,并具体說明根据治罪法定力找爭罪的行力°

然而,定〤本身不位悅明,某种違反行力必須
‘
尸重

”
才能构成找爭罪.

52 (c)款 (一 )頂談到了
‘
故意茶人‵ 遠是一介不貼切的說法,位 改力

“
蓄意茶人

’
.一遠一羔元須洋＿1m忖梵,因 力只是介文字的同題,同梓,每一行力均位

π1同 上,腳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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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草狙的分段來梵迷的已提出的建快是有益的,但也是介文字性的同題。

53 他不大愿意淡及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日題,因力垓同題爭洪很大.冬管囝

你社舍相些多的人扒力,首先使用核武器持构成最尸重的罪行,然而,委長舍卸不

是忖站速些同題的環力合道的排妘.但在他看來,(c)款 (二)一般涉及各有失

的固豚文串禁止的武器的使用.肘垓項的理解庄是:它尤其指渚如含有窒息性气体

的禁用射彈,如菌武器,以及肘不沒防城鎮和村庄的友炸.

54 最后,他想知道委貝套是否愿意#大 (c9款 (一)的范田,以包括在尸

格意又上不具生物性廣的斌驗.然而,要速祥做,就須借助某些外來的寺口技未知

法。

55 比斯利先生肘特別報告長考慮了他本人未必要同的規魚的做法表示熒

賞°委員舍在赴理一介最重要的洪題,尤其是在特案文提交起草委貝舍方面,垃呆

用美似的做法.

56 在特案文提交大套第六委員套常洪或供固隊社舍各囝常查吋,也件最好

能有逃捀的奈地,因力患存在看由立法取能交成准司法取能的危險°在逐步友展和

編祭固豚法的早期做法中,如在制定 1974年 的侵略定火
12 

或 《夫于各固依耿

合回先章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目隊法原則宣言》 n. 吋,耿合回机构的立法取

能和耿合固机构的准司法或司法取能的界限是清楚的.而治罪法草案則不是如此,

因此,委員套須時刻圮住速一同題,即 ,由什么法庭來執行或垃用治罪法。

57 呈然可以汏力,由 回家法庭位用一份非洋冬的罪行清草是板危險的,但

是,向 回家法庭提供一奈逍于一般或普遍的找爭罪的定叉,同祥是危險的.遠方面

牽涉的同題一一如犯罪意困、元罪推定及引渡吋,很复染,范園又戶,除非因隊社

套給予某种指早,否則委員舍的工作可能好于元效.治罪法如何央施,不庄由委長

套決定.

58 同時,在就治罪法草案的范目取得共汏方面,已取得迸展.╨ 已商定 ,

治罪法赴理回家和介人之同的美系而不是各目之同的夫系;并且,正如巴水甜戈夫

12大
舍 1974年 12月

13大
套 197U年 1U月

14日 第 3314(××︳×)手央以,附件.

24日 第 2625(××V)景決洪,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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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指出的,央施治罪法的目的,主要是防范性的.

59 夫于尸重性或尸重程度的同題,他汏力,持某項罪行列入治罪法草案本

身就意味若垓罪行已尸重得足以迸行起坼.然而,就患体而言,速位是介司法上的

同題,而非立法同題.在遠方面,他同意巴你沃#先生和卡菜多.妥德里格斯先生

提出的現羔,尤其在淡到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特別是第四項公的第 147紊的

重要性吋友表的現羔.他們提出了解決尸重性的柝准所引起的同題的亦法.

6U 瓜特別根告長提交的 (c9款中的清草中,可明昱地看到指示性罪行清草

所固有的同題;然而,唯一重要的同題,是某些板力尸重的罪行是否被遺漏了.使

用化苧武器本可被寺ㄇ提及,但是,一旦非洋冬的清草的基本原91l已 銍決定,昈 日

持久的村淹就沒什么意〤了.

61 思管委員舍面略若干同題并需得到某些寺ㄇ知伿,然而它的工作卸仍在

取得送展.如果所建以的案文要列入一介清革,那 么將其提交起草委員舍似力吋避

早,但他不反肘遠祥做.他希望,在將委貝套的建以提交第六委長套常以之前,有

時同來估价結果.

62 切科夫先生悅,他也想感掰特別報告長,感謝他在 (c9款 中提交了清

草。根据他的理解,委 長套目前的工作是決定清草加上一荼患定〤的形式是否可

行,如可行,再确定如何將一般和具体的因素錯合起來.

63 定〤位包含更多的組成要素.介人的尸重達反行力不庄被視力罪行的例

子,而位視力我爭罪的法律概念的基本組成部分,視力違反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固怀

法規則的行力.送一做法似乎不大現其,但他汏力是合理的,送不仗因力可用日內

刑法炎推,也因力任何法庭都必笯能姼引怔一些基本的規則,遠些規則不仗包括一

份提示性清革,也包括休現在治罪法草案本身中的找寺罪的法律定〤.在制定速一

定叉吋,鈕俺堡原則
∥ 和 η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提供的原始資料并未被取代.

庄重新村其送行仔幻的研究.

64 似宜耳入一項保障荼款,說明定叉涉及肘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回隊法摡則

的任何其他尸重的違反行力,但定〤本身位包含我爭罪的法律概念的所有基本要

14兄
第 2U96次舍洪,腳注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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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65 特別根告長建洪的清草力甘梵提供了一介有益的基砒,但清草需得到迸

一步常查和充央.尤其是,受保伊者的待遇垃具体包括找斗貝和非找斗長.同梓,

《妞俺堡法庭鈕玖法》涉及的放逐以及摧毀不沒防城鎮和村庄同題,也庄包括迸

去,逐庄包括提及被禁用的武器及找爭方式.夫于大規模毀天性武器同題,似有不

同的意兄.他本人的現焦是,大規模數天性武器的現代法律和道火上的概念位些清

楚地反映在案文中,亦法是提及
‘
核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數天性武器

”.遠一同題确有

政治含叉,但他汏力,八現共和防范的現魚出友,明确包括核武器是重要的.

66 最后,泣粹特別投告長建洪的文本及辦梵中提出的建洪送交起草委員全

常洪。

下午 1吋零 5分散舍。

第 21U7次全以

1989年 5月 24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

主席:伯 思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巴水澍戈夫先生、比新利先生、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

生、迪正斯 .因 芛雷斯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男馬先生、馬希与先

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拉扎凡

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塞普水籬迷 .古鈇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囿德拉

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切科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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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1

(A/CN4/411, 2  A/CN4/4﹁ 9矛竹Add︳ ,

L431, D市 , ︳Lc (Xㄩ) /C。 nfRoom

(劣吏)

3 A/CN4/

Doc3)

〔以程項目5〕

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根告 (袋完)

第 13奈 (找爭罪) ‘  (鎮完)

1 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生說,因力他未能參加一般性辦梵,所 以,他特在淹

及特別根告長在 (c9款 中提出的罪行清草前就找爭罪同題淡几羔意兄.

2 首先,委員舍可將
‘
我爭罪

”
一洞視力一介木悟,同 時在泙注中作出如下解

釋:垓洞可被理解力指任何武裝沖突,元淹它是否被扒力是侍銃意〤上的
“
找爭

’
。

逐座注意到的是,正如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 (第 21°U次舍袂)指 出的那祥,根据

刁慣法和 《耿合固先章》第 2奈第 4款 ,找爭作力一項目家政策的工具和一項法

律制度是遭到禁止的.

3 第二,治罪法草案位象委長舍已決定的那祥,只 涉及
‘
尸重

’罪行,但正象

一些委員建洪的那梓,垓草案也可道用于根据其肘人共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晌可被

視力具有尸重性的罪行,即便垓犯罪行力本身并未帶來直接尸重后果。

4 第三,垓治罪法草案庄載有一介找午罪清草,垓清草的起草將以有夫武裝

沖突法的文中,如 1949年的日內瓦四公的及其 ﹁977年的附加以定中等力基拙,

但也庄考慮到大多數目家的意凡和利益,以确保速一清草得到承可能普遍的接受.

1固 豚法委員套 1954年第六屆套洪通道的治罪法草案(《 1954年⋯⋯年

盤》,第二卷,第 151-152丌 ,文件 A/2693,第 54段 ),特載于 《1985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烎 ,第 18段 .

2特
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3特
載于 《1989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4案
文兄第 2U96次舍洪,第 2段 ,和第 2﹁ U6次舍洪,第 2段 .

——“4-



5 第四,即便起草找爭罪清革是困雅的,即便垓清草必須具有足銘的炅活

性,以便今后可包括某些將被回豚社套視力不法行力的行力,即便人們承汏,垓清

草永返不可能是全面的和洋思元遺的,要想使垓治罪法送到威惙的目的,也必須幵

列遠种清車.由于速一原因,他同意先給找午罪下一介一般定火,隨后列出一今清

革,垓清革幵共悟中特使用
‘
除其他外

’
一悟,而不是

‘
特別

’
一悟,以避免造成任何

优先次序的印象.在遠方面立注意到,在第 13朵草案第二各逸來文那种措詞后面

不能附有罪行清草,因力它沒有作出定又:它只提到各种因狋文中,只不避說明了

一些昱而易几的情況。因此,要想使垓治罪法成力一項有任何价值的法律文半的

活,其內容就必須思可能的全面.

6 至于 (c9款 中提出的找爭罪清草,他悅,他也汏力
‘
故意茶人

’
一悟泣改

力
‘
蓄意茶人

’,另 外,在确定㎏了aVe breaches” 的特征吋,借用第四日內瓦公

釣
5 

第 147奈 所列的行力將是十分有益的,即 便特別根告長喜砍使用
‘
se〢 ous v︳ o〡 aton” 一泀也元妨.坯垃根据各有失固狋文中,汏其分析 (c)款

(一)項所栽清草,以便重新修汀速些案文和冬可能如央地反映固隊林商一致的意

兄.速項任秀可交給起草委員舍.同祥,委貝合逐位肘軍事上必要性理梵加以汏真

仔知的研究,不伙要研究垓理站中有失剝李財戶的內容,遜要研究以垓理站力借口

毀坏財戶的行力以及如果沒有速种理淹力之辦伊則可被視力造成避渡仿害和韻害并

引起不必要痛苦之
‘
罪行

’
的另一些行力.泣根据最近人道主叉的友展趙勢和弦治罪

法本身的內容研究速一概念.村“
痛苦

”
速一概念也庄速祥做,首先因力某些作找方

法不仗村找斗長造成直接的、避渡的和不必要的
“
痛苦

’,逐套肘坏境和自然資源造

成長期賴害,其次因力速种
‘
痛苦

〞
可能持袋一段吋同或在一段吋同后方才出現.送

些因素可作力确定某一造成巨大痛苦的行力是否构成我爭罪的杯准.

7 思管委員全的确沒有必要重新友明日豚人道主火法,而垃主要限于八事編

朵工作,但它也不庄狁豫不決,不敢肘目前的潮流和因杯社套的愿望迸行創造性的

分析.促迸目豚法的逐漸友展半竟也是委員舍的任夯,如果它不村
“
軍事必要性

’
和

“痛苦
’
的概念送行必要的反复研究,就是沒有思到取黃。

5兄
第 2。 99次套以,腳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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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至于 (。 款 (一)項 ,他的第一反庄是,正如其他委長建洪的那祥,它

泣成力一項單狘朵款,而不庄列入 (。 款 (一)項。tc)款 (二)項所列各种罪

行扁于特殊爽型.特別拫告長91速一做妙同題采取了連慎的方法,他制汀速奈規定

所使用的措洞含〤十分概括,思管他也可提到核武器,化苧武器和知菌武器速些人

們一致汏力具有垓規定所描逑之后果的武器.如果垓項規定可得到大多數委真的汏

可,如果反肘具体提到核武器、化苧武器和細菌武器的委長們比較能姼加以接受,

他本人愿意接受遠項規定.

9 但是,使用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毀天性武器的合法性同題是委長套元法逃

避的尸重同題,如若逃避,必將因此而受到道責.人所共汏,速基本上是一介政治

同題,但不能否汏,它逐是一介具有法律性辰的同題,許多文就已近明速一魚,遠

些文猷爪下列几介方面9I同題送行了洋冬的分析:武裝沖突規則的道用和解釋、人

道主叉法、人共生存、种族又銫以及把核武器等同于毒气和細菌武器或其他不如匡

分地給人美造成不必要的,或元以忍受的痛苦并鈴坏境造成故期影晌的武器等,肘

送一同題送行了洋冬分析.他汏力,不依可以把使用核武器視力找爭罪,逐可以把

它視力危害人染罪和危害和平罪.委長套甚至可特其視力同時蝕犯三失罪行,而不

只是其中的某一共.因 此,他焚同一些委長的做法,即敦促委員舍抓住解決送一重

要同題的良好吋机,利用各因同新的惊解与信任的气氛、世界與梵紂核事故所造成

的危險乃至核找爭所將造成的文雅的苦党、以及回豚社全人士想要生活在沒有核武

器的世界中的強烈愿望。早些時候提出的有限核找爭的理梵已友生重大交化,與淹

目前正在給各固政府施加厜力:迫其放卉送种概念.作力固防政策合法手段制造核

武器的做法必須社位于禁止生戶和使用速美武器以及銷毀遠美武器的佑存的做法.

力了避免核文堆,必須消除故意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并通道禁止在世界任何地區逐

送核武器造而消除任何意外爆炸的危險.世界領專人都承人有此必要性。委員合作

力一介村固杯社舍久有黃任的机构,也必豕努力位付速一新的挑找.

1U 海斯先生感謝特別根告長在板短的耐同里提交了一項似汀得清楚明确的

我爭罪清草,遠是雅能可黃的.他是委貝套中要求增加速項工作的委長之一,他們

堅持汏力,垓治罪法除載有第 13荼草案所提出的找等罪的一般定〤一一而且垓定

叉就狹又而言并不是一介定火一一外,逐位包括其他一些內容.位給各法院一一元

一 l“-



站它們扁于何种法院一一提供更力具你的准測,以便使垓治罪法得到筑一道用,因

力遠些法院粹被要求常理垓治罪法意〤范日內的找爭罪.

●● 委長們已肘回家法院的解釋可能大相侄庭表示夫切,送些法院的背景各

不相同,法官的豋驗也有很大的差別,八而早致治罪法在道用上的不一致并因此而

削弱治罪法的地位.即便是草一的法律管括區域也堆以道用一介一般定又,特別是

确定所犯行力的尸重性的.他人力,尸 重性是找午罪的一介基本組成部分,因 此在

第 13紊 中必須保留
‘
尸重

’
一詞,冬管肘垓無可能作出各种不同的解擇.幵列找爭

罪清草特有助于法院坪价尸重性,并有助于其肘
‘
尸重

’
一泀作出解釋,遠項任夯厲

于各介具体案例涉及的法院.

12 事央依然是似乎很雅就一介清草送成一致意兄:它泣垓是提示性的,逐

是洋思元還的?夫于甚至在一介提示性清草中列入哪些行力,仍未形成任何一致意

兄.因 此考慮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在上次舍洪 (第 26段)上提出的建洪特是

道宜的,速一建以是:參照 1949年第四日內瓦公的第 147奈 ,列 出构成尸重破

坏行力所必要的因素。速种清草有兩介好赴:第一,它特就垓治罪法所涉行力的性

辰力法官提供指早;第二,新的達反行力可包括在垓一般定又中,而且這些行力的

尸重性可根据所列因素加以确定.八遠一意叉上汫,垓清草是洋冬元遺的。

13 速項任夯可能比看上去的更力因雅,但垓建洪可作力解決同題和琱和委

員套委貝中意兄分歧的一項方法°委員舍在特垓同題送交起草委員舍前,些 然位研

究一下速种可能性有多大.

14 主席在作力委長套委員友言吋回碩說,在辦淹中,他 自已和另一些委員

曾指出,幵列一介非洋冬元遺的找爭罪清草是必要的,以便力第 13無草案所我的

抽象定火增添央廣內容.委員套必須具体描迷垓治罪法持包括哪些達反行力,元站

案例是在回家法院,逐是在固狋刑事法庭判決.由于遠一原因,鈕俺堡法庭鈕欽法

載有一介提示性的我爭罪清草;持一切都留待法官赴理是不可能的.

15 然而,不虛忘圮,正如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曾几次指出的那祥,道用于

愆珂找午罪的規則已銓有了,即便治罪法不載列遠方面的規定,也可以道用現行制

度.哉爭罪同時也厲于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及其第一附加決定爭中所指的尸重破

坏公的的行力,根据垓制度它們將受到回家法院普遍管轄板的管制.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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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些然,委長舍不必重复日內瓦四公的所我的肘
‘
尸重破坏

”
的定叉,也不

能仗限于照搬送些公的所提供的破坏行力的清草,因 力根据其他文中和目坏刁慣

法,逐有忤多其他
‘
尸重的

”
找等罪.但是,委員套也不能肘日內瓦四公的和第一附

加快定串中已被定力尸重破坏的行力,如扣留人辰 (第 四公的
6 

第 147奈 )和

把平民人口班逐出或迂移到被占領土之外或之內的行力 〔第一附加以定串, ’

第 85紊第 4款 (a))等提出疑同.由 此可兄,要求委長舍所做的工作既不是确定

新罪行,也不是确定某些行力是否扁于找爭罪:速項工作ㄓ已完成.它 只需要決定

已銍定力找爭罪的罪行是否尸重到可列入垓治罪法的程度.

17 如果第 13奈象第二各逸案文建洪的那梓,幵始先提出一般定又,那 么

后面可附上具体行力,表明有哪些達反行力已送到足銘的尸重程度,可被視力垓治

罪法所指的我爭罪。至于垓清草的結构,如他在向委貝分友的文件中所隊迷,他建

洪將我午罪分力三美。

18 在第二各逸案文 (a)款后面紫接看列上 (b9款 ,垓 段措洞如下 :

“(a)款所指尸重達反行力特別有下列行力:’ .然后把侵犯人身的罪行列力一

項,其措洞如下:

“(一)故意茶人,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其 中包括送行生物拭驗,故意造

成很大的痛苦或戶重撮害身体或健康,非法禁同、扣留人廣,如果上迷行力針

肘的是受保妒人 (作者与病者、找俘、淡判代表、失去我斗力的士兵、如女、

儿重等)的活,以及把平民人口班逐出或近移到被占領土之外或之內‵

η9 第二瓨持涉及找切上達反找等規則所犯的罪行,但不援引出赴.垓段措

洞如下:

‘〔二)使平民人口、介別平民或其他受保伊人成力攻古目林,友劫不加

匡別的攻缶,爪而影晌平民及其他受保伊人和受保伊日杯,明知肘內含危險力

量的工程或沒施迸行政士粹造成人長死亡或肘受保伊人造成妨害.仍 友功送种

攻古,非 因軍事需要的正些理由,大規模破坏和剝寺財物
”

.

6同 上.

’
兄第 2。96次套洪,腳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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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 第三項將包括使用已被禁止使用之武器构成的所有罪行.它將以現有法

律力基砧,其措洞可以送祥:‘ (三 )非法使用武器和作找方法,特別是使用由其性

辰所決定將造成不必要痛苦或不加Σ別地打士軍事和非翠卒目杯的武器和作找方

法;不忠央地使用釭十字套特定拆志或其他保妒性杯志
’

.

刉 他所提出的只是一种革似清革的可能方式,肘垓清革可隨意修改或甜

市.它 的优蕉是可使一般性定火更加确切,而又未提出新的找午罪或同現有文半友

生扺蝕;就象組俺堡的情況那祥,垓定火只是說明垓治罪法所包含的內容.

22 正如他已悅避的那祥 (第 21U﹁ 次舍洪),他傾向于汀立一介特殊朵款,

將使用核武器定力尸重的找爭罪和危害人美罪.速祥做一方面可村普遍禁止使用速

美武器的重要性加以強琱,另 一方面又可肘垓治罪法加以朴充,因力將速种罪行遺

漏是不可思洪的。如果哪些回家不愿意接受速一規定,就庄說明速种立切。

23 最后,他建以靖起草委員套在考慮到辦淹中提出的各項建洪的情兄下,

完成起草垓清草的工作.

24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在淡到
“
違反行力

”
与叫巳罪行力

”
之同的Σ別吋悅,

已豋有人指出,“尸重
”
一洞包含主現泙价的因素、只有

‘
達反行力

”
才可具有遠种因

素;所 以,泙价
“
達反行力

’
的尸重性是一項司法取能,而泙价ηt罪行力

”
的尸重性

別是一項立法取能.就下迷事央而言,速一現羔是可以接受的,即達反行力是一种

由于作力或不作力而破坏某一規則的行力,而犯罪行力印是一介复染概念,它具有

司法內容和若干組成因素 (如達法行力和罪行).由 此可兄,違反行力和犯罪行力

是同一來西的兩介不同方面,但犯罪行力可索性被視力一項達法行力的后果.

25 因此,‘尸重造反行力
”
是很可能以

‘
尸重犯罪行力

’
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因

力很雅理解,‘尸重違反行力
’
只套是駤微的犯罪行力.在任何情況下,違反找爭法

行力的尸重程度都是找爭罪的必要奈件,換言之,都是被定力
‘
找爭罪

’
的犯罪行力

的必要奈件.因 此,元淹垓治罪法載有一介以尸重杯准力基砒的半例說明性或指示

性罪行清草也好,逐是根本未載有任何清草也好,‘尸重
”
一洞在垓治罪法草案中都

是至失重要的°

26 特別根告長提出的第 13奈 (c)款存在某些缺陷.(一)項提到
“
肘人的

尸重仿害
〞,后又提到

“
尸重頡害身体完整和健康

”.但速可能只是文字上的同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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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委員舍是能銘加以解決的.

27 遜可提出疑同的是,在 (一)項 中提到
‘
尸重仿害

”
和在 (二)瓨 中提到

‘
非法使用

’
是否道宜.根据他在友言之初提出的推理方法,尸重性的概念已包含在

違反行力中,按照定又,垓清草中所列罪行都是尸重犯罪行力.因此,村人的仿害

自然必定是尸重仿害.同祥,叫≒法
’
速一形容洞也是不必要的,因 力很雎理解,使

用不加匡別地打缶軍事和非罕字目杯的方法舍被視力
‘
合法

’.特別根告長可能一直

在考慮自工的同題.但是,非法的概念已銓体現在
‘
尸重達反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固

怀法規則
’
一活中°

28 逐可能提出的另一介同題是,在涉及某些罪行吋是否必須提到故意送一

因素.造成很大痛苦就位是故意的,而韻害身体等情況就庄是非故意的,遠种說法

恐怕是沒有道理的。此外,“故意茶人
’
一洞的使用不甚道宜,因力它使人想到一介

人村另一介人犯下的行力.最好象在鈕俺堡那祥,只提謀茶或茶人.

29 淡到一些委員要求在夫于武器和作找方法的 (二)項 中載逑核武器的使

用同題,他人力垓規定已含蓄地包括了速一魚.但是,如委員全希望特別提到核武

器,他將不予反村。

3°  格雷夫拉特先生剛剛力垓清羊提出一介洋冬的和吸引人的罪行清革的案

文 (上文第 18-2U段),他保留就垓案文向起草委長套提出自己意兄的叔利.他剛

才提出的意兄完全是有夫形式同題的:至于央演同題,他完全安同特別根告長的做

法.

31 最后,他建以持所建以的罪行清草送交起草委員舍.

32 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悅,他村在 〔c)款的引言奈款中使用
‘
特別

’
一洞有

些意几.正如科多馬 (第 21U6次舍洪)所悅,使用
‘除其他外

’
一悟更好:現在根

本元法肯定垓清草是否全面列拳了最尸重的罪行,八速
一
現羔看來,‘特別

’
一洞十

分含糊,令人元法接受,而‘
除其他外

’
一悟Jll可連免速一同題.

33 至于所建洪的清草的內容,史先生 (同 上)正确地指出,列今某些罪行

是否妥些值得怀疑′因力垓治罪法位伙包括最尸重的罪行.盤于染害人放与扣留人

廣在程度上的Σ別以及其他情況,委員套必須在二者同作出逸捀。

34 在 (c9款 (二)中 ,叫├法使用武器和作找方法
’
一悟的使用只有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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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叉中
“
尸重

”
一洞的方括母去掉才有道理.否 ill,有 可能把尸重程度不移的行力也

包括迸去.此外,叫

一

法
”
一洞鈴人的印象是,某些武器或遠些武器的某些使用方法

是合法的,如送行自工.速是一今冒險的方法,但委員套不泣害怕采取送种方法.

35 最后,他悅他同意弗朗西斯先生的建決,即位把販美毒品列力危害人美

罪.速祥做是板力可取的,因力目前垓罪行已同治罪法草案所包括的恐怖主叉達在

一起,八而构成一些回家中一种所渭
‘
販毒恐怖主〤

’
的新罪行.

36 托磣沙特先生悅,編集垓罪行清車的工作恰恰表明起草一介洋思元遼的

案文是何等的因雅。委貝舍越考慮速合同題,戶生的疑慮就越大,速特別是因力元

法律即不构成犯罪的原則意味看它必須十分瑾慎。使垓同題交得更加复染的是,必

須确保今后的治罪法不与已生效的文中友生沖突.弄清速一魚是十分必要的;委員

套是通避照搬現有文爭的措洞或患的提到它們來忠央地沿用遠些文爭呢?逐是將制

汀新規定,甚至限制速些文串的范園呢?委員合作出的逸摔是沿用現有文本。在侵

略向題上就是速祥做的,特別技告貝正建洪在种族又銫同題上和他就种族隔萬月題

提出的一介各逸案文中也速祥做 .

37  “)款中提洪的罪行清草的內容并不十分清楚.它所載有的找爭罪的例

子都取自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在速方面,他援引了几項奈款.但是,第 四公的
8 

在第 ●47奈 中提到
‘
扣留

’
人辰,而 正如史先生 (第 21。6次舍以)指 出

的那祥,鈕俺堡法庭組欽法 (第 6奈 (b))只提到
“
榮害

”
人辰。第 147奈逐提到

“
村財戶⋯⋯之破坏一●征收

”,而不是
‘
毀坏或剝李財戶

’
。

38 此外,所提出的兩項的幵共用悟超出了日內瓦四公的的范園,(一)項提

到
‘
村人和財戶的尸重仂害

’,(二)項提到η├法使用武器和作找方法‵ 他扒力,

‘
尸重

”
和叫�法

’
速兩介形容洞垃垓刪除.

39  (二 )項也使他戶生某些昇洪,因 力冬管其措詞同日內瓦四公的第一附

加以定半
9 

第 51奈 中使用的措洞非常相似,其用悟卸不是十分精确.例 如,

垓項提到
“
軍事和非軍事目柝

”,但很雅理解在找吋舍有非軍事
“
目柝

”:送是用洞上

8兄
第 2U99次舍洪,腳注 21.

9兄
第 2U96次套以,腳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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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介矛盾.此外,正象格雷夫拉特先生指出的那祥,垓款未提到可以想象得到的

最尸重罪行之一,即第一附加決定串第 85紊第 3款提到的
‘
使平民居民⋯⋯成力

攻缶的肘象
’

.

4。  大于核武器同題,他建洪瑾慎行事.他汏力,只要各因尚未執行免村禁

止使用核武器,甚至在自工情況下都禁止使用送种武器的規則,他扒力要把使用核

武器作力一种罪行,并力此規定草租的刑事責任是不可能的.

41 日內瓦四公的已銍生效并构成一介既道用又可行的制度.根据遠些公的

的恭款,回 家法院肘找爭罪具有管轄杈,元淹犯下遠种行力者是垓因回民,逐是外

回人.要想庾除或限制垓制度是不可能的.然而,沒有必要含促行事.特別根告見

提出的罪行清草需要迸一步參照格雷夫拉特先生 (上文第 18-2。 段)提出的案文

加以申快°速項工作是困堆的,但不是不可能完成的.

42 哈索內先生悅,到 6U年代第四版的 《找爭的法律效果》一中出版吋,

使用
‘
武裝沖突

’
一活已比使用

‘
找爭

’
一洞更力吋共.在垓串序言中,作者引迷了的

翰.哈林板爵士的活 :

叛逆球未風行,原 因何在?

因力如果叛逆風行,也就旡人敢林之力叛逆. 1°

他也汏力,找爭呈仍在送行,但元人敢林之力找爭。因此,他汏力使用
“
找爭

”
一洞

遜是使用
‘
武裝沖突

〞
一悟是品味的同題.

43 至于确定罪行特性的同題,他忕力元淹采取何种方法一一元站是下一介

定叉,遜是升列一介清草一一速一同題都永近不合得到仞底解決。他扶力,幵列清

草的方法存在三介同題.第一,在把某一罪行列入清草同題上志套存在意見分歧.

第二,沒有哪一清草是洋母元遺的,送元可避免地舍戶生委長舍正在努力起草的清

草最終有元用燕的同題.第三,各种罪行同存在幻微匡別,但速些匡別在交化,承

快速些幼微匡別的文中本身便是一种時代的反映.如果目的在于反映所有送些幻徽

匡別,就不得不照搬已銍生效的那些文串的确切措洞.但速祥一來,治罪法不迪是

1° A D McNa︳ r and A D Watts, ㄒhe Lega︳ Effects °fVVar, 4th ed

(Camb而 dge,ㄒhe∪ n︳veisitVPress, 1966), p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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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規定的倚編翣了,而速并不是它的目的°

44 他自已本來傾向于采取下定〤的方法.然而,通避道些的法律起草,些

然是可能將垓定火同一介清車結合在一起的.所有道些同題都可在起草委員套得到

解決,所建決的案文位送交垓委員套.

45 迪JE斯 .因 伊雷斯先生祝交特別報告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要求他

起草的找爭罪清革.他悅,委員全不位忽視大舍交給它的任夯,即起草一今治罪

法.因此,按照合法性原Jll一一根据垓原Ill,元 法律即不构成犯罪一一它必須決定

哪些行力构成找爭罪.昱然,只 有以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等現已生效的目隊文爭

力基硝,才能做到速一羔.但是,正象哈索內先生剛剛指出的那祥,它 的工作不仗

仗是編集現有文半.

46 夫于速一寺題的工作一幵始,特別拫告貝就提出一系列滼魚,以說明尸

重逮反道用于武裝沖突的法律的行力均庄被視力找爭罪.特別報告長使用尸重的杯

准來匠別找爭罪和普通罪,速一杯准取自日內瓦四公的.在遠四公的中首次把違反

行力和犯罪行力區分升來.他人力,速是一介极其細微的差別,因力遠兩介洞其隊

上是同火的.然而, 日內瓦四公的涉及的是已存在的火夯,而委員舍的工作是起草

一項戶生回家火夯的文串,送一火夯即不得犯下被定力罪行的行力.既然找午罪已

被界定力最尸重的罪行,委員舍就沒有必要去遊同它們的尸重程度同題或考慮确是

哪些法院特适用治罪法的同題.元淹何种法院,些 它不得不考慮某行力的尸重程度

同題時,只是力了決定是否承汏喊輊赴罰情市或加重赴研情市,而不是力把某行力

定力罪行,因力速正是治罪法垃垓做的事情.

47 他本人既不支持、也不反村幵列清草的方法.他也許特焚成制汀一介把

一般定火同指示性清草結合在一起的荼款,但奈件是,垓紊款不是仗仗援引、或提

及現有文爭,而是要反映出力送成一介定叉作出的汏真努力.正如史先生 (第

21U6次套以)建以的那祥,委 員舍可采用夫于回家責任的紊款草案
11 

第一部

分第 19奈所使用的方法,力每一被定力罪行的行力草猶沒一項.元梵怎么悅,重

要的是在治罪法中确定哪些行力构成罪行,因 力送瓨定性工作不垓留給道用治罪法

’1兄
第 2U96次套坡,腳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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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去赴理.

48 至于特別根告貝在 (c9款中提出的清草 (二)瓨,他指出,委貝套已銓

致力洋冬地甘梵迫使用核武器的同題.送的确是一介多方面的同題:有人已提到根

复的同題,此外逐存在若自工的同題.也可以悅,治罪法并不力了道用于回家,而

是力了道用于介人,但很堆想象介人能銘使用核武器.但是,如果最可惡的出爭方

法,最不人道的大親模毀又的方法不包括在我午罪的治罪法中,則 固豚社套是不能

理解的.因此,他汏力,委長全庄把使用核武器列力一項罪行.有人提到的政治民

險的确存在,但象委員套送祥的法律机构不必造多地注意速种民險.

49 至于將提出的清草送交起草委員舍的同題,他汏力,委長舍不位一遇到

棘手同題就持其送交起草委貝舍,元淹垓委長套有哪些值得林頌之赴°些遇到遠种

基本同題吋,位垓在全体套以上銓迪非常仞底的甘梵加以解決.

5U 錫正姆先生 (特別寺艮告見)在村委員就第 13奈草案的 (ω 款提出的意

凡作出答复時悅,找手法是制定得最尸密的昔題之一,夫于我爭罪的規定并不缺

乏。因此,他滿可以輊易地收入所有送些規定,但他汏力,送行速种編集工作不合

有多大意火.城然,在垓草案中涉翠危害人美罪的那一部分,他几乎全文照暴現有

公的的奈款。但是,冬管幵列危害人美罪清草是可行的,但肘找爭罪而言卸并非如

此,第二次世界大成后拭困速祥做的人都不得不放葬送一想法。冬管他沒有逐字逐

句地重复現有公的的奈款,但他至少已銓弄清楚沒有背萬那些荼款,因 力在遠一領

域拭困杯新立昇是不明智的.找爭罪是由一套侍坑規則規定的,送套規則內容洋

央,規定明确并构成找午法的一部分,而垓找爭法由于其朵的和刁慣規則,已在固

豚法中享有一席公扒的位置.

S●   (c)款 中所提出的我爭罪清草主要以第四日內瓦公的第 147朵力基

砒,但也依据了●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的其他紊款.他扒力,在起草同題上逐是不

要背商遠些公的的朱款力好.因此,他汏力一些委長提出的某些建洪,特別是巴小

沃芛先生 (第 21U6次套洪)肘達反行力和犯罪行力所作的匡別是危險的.至少在

法固法律中,送兩介洞是同火的,最好是避免那种可能扰孔現成用悟的創新。盤于

日內瓦四公釣第一及其附加決定串所規定的
“
尸重犯罪行力

’
具有特定技木含〤,肘

垓洞的使用位保留給那些文串中所尸格規定的罪行.此外,正如他在其第七次拫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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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4/419和 Add1,第 19段)中解釋的那梓,“ 找爭罪
’
的概念比日內瓦四

公的所指的
‘
尸重破坏公的的行力

’
的概念意又要ㄏ,因 力它也包括達反域爭法的行

力;因 此,他建快使用
‘
達反行力

’
一洞,但不要拭困在違反行力和犯罪行力之同确

定一般的匡別.

52 各委員提出的其他意凡主要涉及的是起草同題.格雷夫拉特先生建洪在

垓清草朴列另一些罪行,起革委員套不雅做到速一魚,因力所提出的案文并未悅是

洋冬元遺的.

53 一些委員同 (c9款 (一)項包括哪些人和財戶.答案很筒草:所有受日

內瓦四公釣保伊的財戶和人一一因此,首要的是平民人口。
‘
故意茶人

’
一悟受到了

批泙.在垓項中,冬管垓洞的使用在英文中可能不太道宜,但法文本是狄日內瓦四

公的中照搬避來的,在遠魚上,速些公的比鈕俺堡法庭組絮法——垓姐致法只規定

了茶害一一包含內容更加全面.在 (c9款 (一 )項 中,提及
‘
毀坏或kll李

”
比
‘
毀

坏和剝李
’
好,因 力一种行力的友生可不附帶另一种行力.遠也是一介可由起草委

員舍加以解決的同題.

54 正如已豋指出的那祥,肘 (c9款 (二)項 ,特別是根复同題有很多內容

可以汫.但所有送些考慮都已耳入各奈款的坪注,而不是案文本身.

55 委員舍多數委員都汏力泣將所建以的清草送交起草委長套.至于他本

人,他不想再次忖梵起草委員套和委貝套各自杈力的同題.如果有必要等到垓清草

得到所有委員一致同意的時候,那么垓清草特永迒不合送交起草委員全,除非特其

付渚表央,而速是違背委員套慣例的.速一慣例是把委貝舍不能送成一致意兄的任

何奈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員舍.在送种情況下,它如何向大套第六委員套解猙力什么

正在常以的案文尚未送交起草委員套呢?委員舍必須決定,它是否需要一介清草.

他逐是完全愿志服八委貝舍的決定.但汏力不垃垓針村速一特定奈款提出委員們未

送成一致意兄的梵魚.

56 主席建洪特所建洪的罪行清草送交起草委員套,起草委員套位努力根据

討稔中提出的各种意兄和建玟似汀一介能社本委員套可以更加建沒性的方式加以討

淹的案文.

57 迪正斯 .因 芛雷斯先生悅,他不反肘垓建以.然而,他要針村特別根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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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意凡指出,委長舍向第六委長套提交的來西是它自已的工作鎗果,而不是起

草委貝套的工作錯果.

58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不反村特所建洪清草送交起草委長舍.但是,一般

悅來,一介同題最好是先在全体合以上洋冬甘站,以便使起草委員套掌握所有必要

信息.

59 弗朗西斯先生建洪治罪法草案立包括非法販美毒品,勒泰先生曾在

i985年提靖委長舍注意送一同題, 〞 巴本塞戈夫先生 〔第 21U2次套以)和

索拉里 .困 德拉先生指出,冬管販美毒品已包括在一些現有文串中,它也位同侵

略、种族又銫和尸重罪行一祥列入治罪法草案.他簽同送一意凡,并人力起草委貝

舍位常坡垓同題,速一同題既可在危害和平罪的杯題下,也可在危害人失罪的柝題

下加以赴理.

6U 正如勒泰先生在 1985年指出的那祥,非法販美毒品肘某些回家,特別

是小因具有破坏性影晌,并阻磚固豚夫系机制的平穗迋特。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固

家在付出代价以后才扒氓到達一魚.他感到遺憾的是,由于一些委員缺乏共趣,直

到現在近未在委貝套內討淹迪遠一同題°然而,近几年來,他搜集到的一些資料表

明垓同題已友展成力一介板其重大的同題.例 如,几年前,拉丁美洲的販毒者曾向

久黃管制販毒活劫的官真出价 3化多美元,要他們停止其管制活劫,幸好,送些

販毒者的明菋沒有得逞.避了一些時候,些某一歐洲回家的海夫人長劫荻大量毒品

后,垓 固些局不得不要求海陪空三軍不斷送行監視,以 防止有人企日迸口毒品。侍

播工具上的送爽事例比比皆是.委長套的委長不能村垓同題漠不失心,而且他們作

力公民庄垓承拉超他們的責任,考慮一下是否可特垓罪行列入治罪法草案,因 力除

了其破坏安定的方面一一速使它构成危害和平罪一一外,它最近又表現出危害人炎

罪的特征 .

61 夫于速一羔,他悅,起初販美者出口的毒品都是美給自愿灼共毒品的吸

毒者的,但現在的情況不一祥了.港在的異主再也不仗但是自愿吸毒者了.他們采

12《 1985年⋯⋯年鈭》,第 一卷,第 9-1U頁 ,第 1879次舍洪,第 31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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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新找略是建立一种社套,在送介社套里,人們不是自愿地,而是強迫地吸毒成

癮;在送介社舍里,他們鼓扇几童和年青人吸毒,以便使他們具有源源不斷的成年

主願.因此,他們用摻有毒品的
‘
併干

’
、糖果和伙料及用井入吸入的物辰引發年青

人,所有送些來西都舍專致吸毒成癮.括他曾漾避的一篇根籤上的文章啡,亞洲大

城市中每十人口就有一人吸毒.在其他地區,一名 8步 的几童因力逐送烈性毒品

而被監禁.在一今加勒比海回家里,兩名被強迫吸毒的不滿 7步 的儿重不得不力

戒毒而接受精神治疔.毒 品巨商昱然正在推行一項找略,采取把注意力集中在年青

人身上的亦法,企囿延坡吸毒文化,那些年青人在用迂毒品后,自 己便再也不能決

定是否愿意沾染遠一惡刁了,而且除非他們有机舍接受治疔,便終身不能自拔.

62 最后,他援引了 1961年 《痳醉品草一公的》 ’3 
序言部分第三段 :

“...⋯ 吸痳醉品成癮肘介人构成尸重禍害,并村人美的社舍和篷洴充滿危險
’.此

外,根据垓公釣第 36奈第 2款 (a)項 (四 )日 ,‘ 旡淹本固回民或外目人所犯

⋯⋯尸重罪行均庄由罪行友生地的締夠回或罪犯所在地的鍗的固坼究⋯⋯”.委 長

舍可杕速些奈文中受到肩示.

63 勒泰先生提醒各位委員,1988年 12月 2U日 在維也幼筌署了《耿合回

禁止非法販逐痳醉品和精神葑物公的》. ’. 
垓公的的基本內容是确立普遍管轄

杈和各回村引渡或起坼的〤夯.垓公的已由64介回家筌署并座在 199。 年晚些吋

候生效°它沒有涉及委員套正在討淹的罪行,即作力回家代表的介人所犯的罪行.

然而,它力所以那美行力的
“
尸重性

”
下了定叉,并指出,一項罪行將由于如下車央

被視力
‘
特別尸重

’
:‘罪犯捏任公取,且其所犯罪行与垓公取有失

’(第 3奈,第 5

段 (e9).第 4、 第 6、 第 7、 第 8和第 9朱分別涉及管轄叔、引渡、相互法律林

助、移交拆忪和其他形式的合作和培圳等同題.肘委員全委見而言,上迷凡奈可能

比較重要,把垓公的的文本友給他們持是十分有益的.

64 故期以來,人們汏力,在海上非法販逐毒品的同題上,立垓确立普遍管

131961年 《痳醉品草一公的》,銓 1992年 3月 25日 的決定串修正 (耿合

國,《朱夠集》,第 976卷 ,第 1U5更 ).

14案
文兄 E/CUN「 82/15和 C。 r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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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杈,其 中包括有杈在公海上村不愚挂搜查固目旗,甚至不意挂任何回旗的船只迸

行搜查.早在 1958年 ,人們就希望通道一紊有失速些內容的規定,但 1988年 的

籬也納套快作出決定,各回沒有在公海上述行追捕的普遍管轄杈.因 此,它們必須

依靠來道公的.

65 他介人汏力,委長舍必須等到﹁988年 的公的的正式泙注友表后才能村

淹送一同題.因 此,現在就速一同題作出決定仍力吋尚早,即便人們知道,堆也納

套洪的与全者肘采取行功同非法販逐毒品造行斗爭表現出极大熱情也是如此.

66 最后他悅,盤于他不安成主席和特別寺艮告長就正在送行的工作友表的意

兄,他不能村罪行清草或整介治罪法草案表示焚同。他汏力,所提出的清草同一介

邞重其事的公的所位有的形式不相符.

67 迪正斯 .因非雷斯先生洗,非法販逗毒品同題是一介拉丁美洲人每天都要村

付,而且現已遍及全球的老同題.他回碩到,在十九世紀,一介殖民大固力強迫人們

吸毒,迸而推迸興易,村中國友功了務片找爭.今天,犯有速一罪行的不是回家,而

是介人或多固或跨因公司,它們手中握有巨款,而且恰恰由于它們所掌握的資金有時

比它們活功所在地的國家取算逐要多,汏而肘政府形成了威跡.9I送种販毒賺取的我

財送行的叫├法特移
’
也給其他回家造成了同題.由于速些原因,他支持如弗朗西斯先

生建洪的那祥,把販美毒品作力一介危害和平及人美罪行列入清草.

68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在肘他早些時候提出的一項根告送行常

洪吋有人就提出了非法販美毒品同題.些 吋,他不大螢成特速种販毒行力列力一介

罪行,因 力他感到送是一介普通達法行力,其基本功机是賺找.但 以后的事念友展

表明,冬管販美者的目的仍然是賺伐,但可能也包含一些政治考慮,而且,元梵怎

么悅,垓罪行的后果常常是具有政治性的.在送种情況下,他不反村在兩項奈款中

涉及垓同題,一介是在危害和平罪的拆題下,另 一介是在危害人美罪的林題下.可

特送一同題送交起草委員舍.

69 主席悅,冬管委長套中沒有哪位委貝反村把非法販美毒品列力治罪法車

案所指的罪行,委員套最好先就垓同題似汀一介屆吋可送交起草委長套的案文.

9。  錫正姆先生 (特別報告長)建洪清弗朗西斯先生起草送祥一介案文.

71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革委貝套主席)洗 ,他不反村特別報告貝

的建洪,但指出,在通常情況下,些委員全持朵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員套吋,它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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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垓委員舍考慮甘站中提出的所有意兄.因 此,起革委長套甚至可以在沒有案文的

情況下中洪垓同題.

92 科多馬先生悅,他不能确切扒力,委員舍已豋送入可就垓同題起草一項

各款的險段.

93 主席悅,委 長套可以清起革委員套以全体舍洪送行的甘梵力基砒,揪汀

一介案文,或者等待特別根告長提出一項提案,然后再把垓提案送交起草委員舍.

74 夌卡弗里先生悅,他汏力,最好在交給起草委貝套任何任夯前,在考慮

到 1988年籬也納耿合回套洪工作情況的基砒上,肘垓同題的所有方面送行一次討

梵.但如果特垓同題送交起草委員套,他不合提出任何正式反肘意兄.

75 主席建洪,垃清特別拫告長起草一介夫子非法販美毒品同題的奈款草

案,委員舍可在特其送交起草委員套前常坡速一草案.

就速祥決定 .

下午 1時零 5分散套.

第 21U8次套以

1989年 5月 3U日 星期二上午 1° 時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哈索肉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水沃≠先生、巴你甜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布特多斯一加利先生、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

先生、迪正斯 .因 薜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弟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多馬

先生、馬希專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

里尼瓦#.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各庫納斯先生、塞普水籬

送 .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因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切科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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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4/

夫于目沶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

頡害性后果的因怀黃任

384, 1  Aˊ cN4/413, 2  A/

A/CN4/L431, B市 ) 4

CN4/423,  3

(A/CN4/423),

●7奈草案,案文如

〔洪程項目9〕

特別拫告長的第五次報告

第 1至 ●9奈

1 主席靖特別根告見介努其失于本寺題的第五次根告

以及銍修汀的第 1至 9朱草案
5 和其中所我新的第 1U至

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紊 本奈款的范目

本紊款庄道用于在一日領土內或在力目豚法所承人的垓固管轄下的其他地

眴�祤邪
�祤

1特
載于 《1985年⋯⋯年整》,第二卷 (第一部分)/Add﹁ 。

2特栽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3特栽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4肘本寺題的常快,部分是以前任特別根告長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在委員全

第三十四屆舍洪上提出的音題鋼要力基拙.案文持載于 《1982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3-85烎 ,第

一
。
9段 ,在 《1983年 ...⋯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 84-85瓦第 294段中,杯明了肘垓案文所作的改功.

s特別拫告長在其第四次根告 (A/cN4/413)中 提出并由委員舍在其第

四十屆套洪上送交起草委貝合的銓修汀的第 1至 1U紊 草案的案文 〔案文凡

KK● 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9英 ,第 22段 )。

一 I8U-



方,或在沒有速种管帶的情況下在垓因控制下的其他地方迸行的,其有形后果

在整介避程中造成跨界韻害,或戶生造成跨界韻害的明昱危險的活劫.

第 2朵 用活

力本奈款的目的:

(a)  (一 )‘危險
’
是指物的使用,由于其內在的自然性辰,或速种性辰

与使用的地焦、坏境或方式的夫系,在使用的整介避程中,元站

肘此采取任何預防措施,都可能造成跨界韻害的危險;

(二) ‘
明昱危險

’
是指通逍肘垓活功和所涉的物就其使用的地魚、坏境

或方式送行筒草的杜查即可快別的危險,其中包括友生巨大 〔文

堆性〕跨界抽害的較小可能性和較小明昱描害的級大可能性;

(b) “
有危險的活功

”
是指 (a)瓨所指可能造成韻害的活功,而 ‘

具有

韻害性效果的活功
’
則是指在整介避程中造成明昱跨界抽害的活

功;

(c9 ‘
跨界韻害

’
是指作力第1紊所指活功所引起的有形后果,在另一

日領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地方,肘于人長或物体或肘地區的

使用或專用或肘坏境起到的明昱有害的效果,不站有失回家有元

共同的迪界.按本奈款的制度,‘跨界韻害
’
恙是指

‘
明昱韻害

”
;

(d) ‘
起源回

’
是指在其領土內或在管轄或控制下的地方友生第1奈所

指活功的目家;

(e9 “
受影晌囝

”
是指在其領土肉或管轄下的人貝或物体,或地區的使

用或享有坏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明昱振害的回家.

第 3無 叉秀的确定

● 起源因如果知道或有亦法知道第1奈所指的活劫正在或粹在其領土內

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即位承捏本奈款所規定的火夯.

2 除非有相反的怔据,庄推定起源目如前段所指是知道或有亦法知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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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奈 本紊款与其他固怀怭定的夫系

如果本朵款些事固同時也是夫于第1無所指活劫的另一日隊林定的些字

固,91ll在送种回家之同的夫系上,位适用本紊款,但不得違反垓另一日豚怭

定.

第 5荼 肘固杯法的其他規Jll旡 影迫

各逸案文A

本荼款未指明在何种情況下起源目的不法行力或不行力引起跨界搵害的友

生,并不妨磚固豚法任何其他規則的央施.

各逸案文 B

本奈款不妨得回怀法确定不法行力所造成的跨界拉害責任的任何其他規則

的央施.

第二章 原則

第 6奈 行功自由及其限制

回家在其領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或允忤送行人美活功

的主杈自由,必須与保伊他目主杈所戶生的板利相符合°

第 7奈 合作

各回之同位送行誠意的合作,并清求可能靜助它們的任何回怀鉏妖提供

怭助,努力防止在其領土內或其管特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的第 1無所

指的活功造成跨界抽害.如果友生送种頡害,起源固庄与受影晌固合作,思

量減少掘害的影晌.如板害是因意外事故所造成,受影晌目在可能吋也位針

肘在超源目的領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可能戶生的任何韻害性后

果,与起源目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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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奈 預防

起源回位采取道些的措施,以 防止或在必要吋冬量減少跨界韻害的危

險.力 此,起源回泣在力所能及的范日內,肘第 1恭所指的活功使用可逐

用的最力切央可行的手段.

第 9紊 賠儂

在符合本柔款的紊件下,起源因垃肘第1奈所指的活功造成的明昱損害

作出賠僕.速項賠儂庄由起源因同受影晌回之同的淡判決定,并且原則上庄

以本無款所定的林准力指早,特別要銘泥賠僕位垓媒求恢复受到振害影晌的

利益平衡.

第三幸 通知、資料和受影呴目的通告

第 1U紊 泙估、通知和資料

如果一固有理由扒力第1奈所指的活功正在或特在其領土肉或其管轄或

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垓 回泣:

(a〕  常查垓項活功以坪估其港在的跨界影晌,如友現垓項活功可能造

成跨界韻害或戶生造成跨界板害的危險,則 位确定其所引起的頡

害或危險的性廣;

〔b9 粹上逑常查的結梵及時通知受影晌因;

(c9 隨此通知附上現有的技木數据和資料,以便使被通知回能姼坪估

垓瓨活劫的港在的影晌;

(d) 向被通知目通根其按照第8奈准各采取的措施,如其次力适些,

Jlll一 并通根可作力各些事方之同夫于垓項活功的法律制度的基砧

的措施.

第 11紊 保伊回家安全或工ㄓ秘密的程序

如果起源回以回家安全或保伊工ㄓ秘密力理由,以便不透露某些本泣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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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給受影晌目的資料:

〔a) 它位告知受影晌固已扣友某些資料,并位指出力此而援引的是上

迷兩無理由中的哪一奈理由;

(b9 如有可能,泣向受影晌因侍送任何不涉及上述保留領域的女料,

尤其是夫于其扒力可預兄的危險或拉害的美型以及其提快力建立

有失垓項活功的制度的措施的女料.

第η2朵 假定的受影晌因的通告

如果一固有确央理由相信它正受到或可能受到第1奈所指活功的影晌,

而垓活功正在另一目的領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即可靖求

垓另一日道用第 1U奈的規定.提出清求吋庄同時提出用迷上迷看法的理由

的、附有有失文件的技水性說明.

第13奈 肘通知作出答愛的期限, 起源目的〤夯

除另有怭以外,通知目位容汻被通知固在6介 月的期限內外活功的洛在

影晌送行研究和估价,并粹結梵告知通知固.在此期限內,通知回座与被通

知固合作,根据清求提供,力更好地估价活功的影晌所必須的其他任何已有

的效括和資料.

第 14奈 肘通知的答复

被通知固庄特其錯淹冬早告知通知圄,向其通報是否接受垓固提洪的措

施,告知垓目它本身提洪的力朴充或取代原提洪措施的任何措施,同 時提出

鬥迷上述豬淹的理由久有有天文件的技木性說明.

第 15紊 肘通知不作答复

1 如果通知目在第13奈規定的期限肉未收到根据第14奈庄作出的答

复,即可扒力它在通知吋提洪的預防措施及可能的法律制度肘于垓項活功是

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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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通知因并未提洪任何建立法律制度的措施,則位适用本紊款規

定的制度.

第 16紊 放判的火夯

︴ 如果通知目与被通知目在以下方面意兄不一致:

〔a) 活功的性辰或其影晌;或

(b9 垓活劫的法律制度,

各逸案文A

它們立毫不退延地送行林商,扁于 (a)方 面的不一致,怭商的目的是切央确

立事央;扁于 (b9方面的不一致,林商的目的是就垓事項送成林洪;

各逸案文 B

除另有林快外,它們庄按照本朵款附件的規定,建立央況淍查机构,以确定活

功的可能的跨界影晌.央況琱查机构的根告庄扁于咨掏性辰,肘有失回家不具

有的束力.根告完成之后,有失回家庄迸行林商,以期淡判出一項适合于垓活

功的法律制度.

2 上迷怭商和淡判位在誠意的原則和各回必須合理地照厥到他目的叔利

和合法利益的原則基砒上送行.

第 17奈 村按第 12荼友出的通知不作答复

如果按第12紊規定被通知的回家在收到通告后的6介月內不作任何答

复,假定的受影晌因可汏力通知中所迷的活功具有通知中指出的特性,在速

种情況下,垓活功庄遵守本無款所規定的制度.

2 巴水沃≠先生 (特 別拫告長)悅 ,不 久特增友其第 5次 報告的

(A/CN4/423)更正,表明由
‘harm’ 取代根告和朱款草案中的

‘
〣urv’ 一洞 .

委員舍中汫英文的委員們,在上屆套以上表示最好采用
‘
harm” 一洞,因 力垓洞不

合任何不法行力的意思.

3 本寺題中有兩介方面迄今力止一直未得到委員套的常洪,但特別根告長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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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作了相些多的思考.由于缺乏吋同,而且也由于特別報告貝透需就一些基本想

法做迸一步的工作,因 此未在第五份根告中涉及送兩介方面.第一介方面是在汏事

可能套專致非常戶泛的枷害而通知和淡判程序可能套涉及汻多回家、而且逐可能需

要日怀姐銀干預吋的程序和文任.第二方面的內容涉及与造成或可能造成跨界板害

的活功有大的同題,速是回怀社舍明五夫注的同題.元梵遺漏了哪一方面的內容,

草案都持寔不完整的.事央上,堵如普遍火夯、目家的因怀罪行、強制法、以及保

伊人杈和海洋坏境等都表明在回隊法中存在一种
‘公共秩序

’
.

4 在回家管格以外地匹造成韻害的責任元疑引起了棘手的同題,但它完全在

本寺題探甘范園之內.因豚法未加禁止的某些活功肘所渭的人美
‘公戶

”
、即大气

居、气候和目家管轄杈以外的海洋坏境等造成了一些最力重大和韻害性的后果.可

能要由整介固狋社套、而不是由某一回家承拉送榮責任速一事央,使 目前的工作更

力复染,但委員舍不位因此而放井遠項工作°委長舍有責任村罔明特能使圄狋社套

炎理技木迸展帶來巨大副作用的法律概念作出反就.冬管急需迅速友展責任法,但

迄今力止在此領域迸展不大.早在 1972年 ,《耿合固人美坏境舍以宣言》(新德哥

你摩宣言) 6 第 22咢准則就已建洪各囝立友展責任法.自 那時起,已就此美

活功制定了若干項公的,但除了确定行力者的民事黃任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确定回家

的附厲責任外,并未在預防遠些活助的親害性后果或肘之作出賠僕方面做很多工

作.

5 他的第五次報告有三介主要部分組成.第一市是早言,涉及危險概念、送

一概念在第四次報告 (Aˊ CN4/41S9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改交送一作用的理由.

第二和第三市載列了鎰修訂的第 1至 9奈草案,他現在建以,根括本委員套和大

舍第六委貝套的意凡,將其取代上屇舍洪送交起草委長舍的第 ﹁至 1U奈草

案. ’ 第四和第五市我有涉及程序性同題的新的第 1U至 19荼草案.

6 早言的重要作用是,解釋他力什么要在草案中用迷人們在本委長套和第六

6《
耿合目人美坏境套以的報告,新德哥水庫,

(耿合固出版物,出售品編咢:E93∥ A14和更正),

’
凡上文腳注 5.

1972年 6月 5日 至 16日 》

第一部分,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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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長套中表明的非常重要和達貢的思路、即焚成根据技害、而不只是根据危險确定

責任速一趙外.第四次報告介紹了危險速一天鍵概念,以便村本寺題的范目做非常

必要的限制.危險概念也在銓修汀的奈款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粹革未局限在危

險活劫內.草案銓修汀后,明确栽迷了在友展
‘
避程中

’
造成韻害的各項活功.但作

出限制是十分必要的.‘活劫
’
概念作出了速祥的限制,送是本音題的唯一主題.第

5次根告 (Aˊ cN4/423,第 ●1一13段)都解釋了速一魚.在前几份拫告 (同

上,腳注 1﹁ )中 已研究了‘
行力

”
与

‘活功
’
之同的匿別,速一匡別影晌重大.如果

將本寺題限制在‘活功
’
范日內,那么持不涉及有失孤立行力的責任;因此,持不能

在本寺題中涉及任何行力造成的所有頡害.本報告第 13段十分重要,它斌困表

明,由于
‘
某一行力造成的后果

’
戶生的責任只涉及行力,而不涉及活功.如果粹側

重羔杕
‘
行力

’
上移到

‘活劫
’
上,本寺題的柝題即包括更大范園:委員套持不依探甜

作力責任的一种意火的行力造成的后果,而且逐將赴理特确定責任 (火夯)作力幵

展活功以及在此方面确定預防火夯的一項奈件.速祥悅,可能套澄清本寺題杯題中

特
‘
行力

’
和

“
責任

’
等概念耿系在一起可能造成的任何混亂,并表明即使委員舍确定

了預防火夯,并且規定違反遠一火夯即构成不法行力,但委員套仍未超出朕大規定

的取杈范園.

7 由于已特仄前的第 7和 第 8奈草案合并在一起,草案第一章 (一般規

定)和第二章 (原則)銓修汀的茶款數量由1U奈喊力 9紊。拫告第三市載有夫于

各奈的解釋性坪注,供委員舍、特別是起草委員套參考.

8 在第一無草案中,拭 目遇避使用
‘
造成跨界韻害,或戶生造成跨界相善的

明昱危險
”
等字句包括涉及危險的活功以及造成梖害性后果的活功.此外,保留了

回豚通常接受的
‘
明昱危險

’
送一說法.庄強淍指出的是,在有危險的活功中所悅的

‘
明昱危險

’
必須是造成

‘
明昱韻害

’
的危險,只 有速祥才可要求采取預防行功.冬管

明並危險和明昱拉害之同的界我有些模糊,但必須在這兩介概念前加上‘
明昱

’
速一

形容洞.回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奈款草案也用送一洞悟修佈
‘
韻害

”
一月.盤于速兩

介寺題的美似性,也位+.●凋速兩介寺題中的用悟.

9 ‘
跨界頡害

’
指的是

“
明昱跨界板害

’,第 二奈草案 (c9款即用明了速一

魚.他在第四次報告 (A/cN4/413,第 8至 15段)中 用逑了速一寺題是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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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污染造成跨界韻害的活功,這些活功造成的后果通常是累私性的.第五次叔告

(A/CN4/423,第 9段)提靖注意可預兄污染后果送一事央造成的困碓:即活

功本身不可避免地造成掘害.他在第四次根告中主敬將送共活劫列入本寺題的范

園,因力如果列入有危險或隨之造成頡害的活功,那么也泣列入一定舍造成根害的

活功,Jll更是頩理成幸的卒.

1。  在第二朵草案 (a)款 〔一)項中%⋯∞元梵肘此采取任何預防措施⋯⋯”

指出了危險黃任的基本性辰,即不存在迪失,也不存在是否
‘
相些注意

’
同題.有人

在早先的辦淹中提出庄包括不大可能造成文堆性掘害的活功.夫子
“
明昱危險

〞
的

伯)項 (二)即 照厥到了遠些坪稔。
(。 項另某些活劫加了

“
具有損害性后果

’
送

一修佈悟,例 如造成拉害的污染活功.人們的理解是,送美活助并非是完全有害

的:由于其效用超出其造成的捅害,因 此允忤狄事速美活功.

11  (c)項 中的
“
地方

’
一洞取代了前案文中的

“
范園

”,送是要表明跨界頡害

不伿可涉及二目領土,而且近可能涉及一日行使目豚法承汏的管轄杈的其他地區.

例如,在寺扁豋游匿中,一沿岸目的石油牯台或船舶可能舍因另一日船力白爪事的活

功、或源于陪地、或源于在另一固登圮的弋机的活功而受到頡害.如兩目的船舶在

公海上,其中一日船舶的活功肘另一目的船舶造成損害,送也构成跨界板害.

12 另一日
“
控制下

〞
的地方或領土同題造成某些因雎.最初可能作出的反立

是,規定違反固隊法肘某一領土行使控制叔的回家不具有受影晌目的地位.但速錯

果特使垓地區的居民在其坏境受到振害的情況下,得不到目狋保抻.可 以采用兩种

方法.一是規定某些有行使控制杈的回家具有受影晌因地位,但遠美回家必須是久

黃村些地居民履行某些回狋黃任、例如保伊其人杈.二是把此种地位賦予村垓領土

抈有法定管格叔的央休:速一央体可以是在法律上有叔代表垓領土的回家,也可以

是指定代表垓領土的机构,如耿合目納米比JE理事舍.他就尚未此同題似汀任何案

文,他等待委長舍委長們提出意凡.

13 在 〔e,瓨 中,在‘
受影晌固

’
的定火中,增提了

‘
坏境

”
一洞.且然,以前

的定火可能已豋包括了速一魚,但坏境已成力人民板力夫注的同題,因 此必須特其

列入夫于抽害的定叉中,以使人們肘草案拭困保伊坏境速一魚沒有任何怀疑的奈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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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已特第 3無草案的棒題水又夯的
“
”屇

’
改力〤夯的

‘
确定

”,因 力回家責

任寺題
8 

紊款草案第一部分使用了
‘
好屇

’
一月,因 此有必要改用不同的木活 .

回家責任寺題紊款中
‘
月屆

’
一詞指某一行力”扁某一回家.因 此,因力

‘
月厲

’
只是

指行力的
‘
田黃

’,因 此不宜在本寺題中使用送一木悟:不是粹某項活功、更不是特

某瓨行力的女任好于一介回家,而是粹由于八字某瓨活功而戶生的某些又夯”于某

一日家.第 3紊第二款所我的假沒是,一囝知道或有亦法知道,在其領土內或管

轄或控制的地方送行第 1無所逑的某一活功.

15 修汀的第 5荼草案案文也汻套好一些,垓案文力夫于不法行力責任的制

度与因果夫系責任制度并存同題送行有意火的甘淹提供了可能性。他在垓奈的坪淹

(同 上,第 41段超各段)中考慮了目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青題中有失污染的第 16

“7〕 奈第 2款的情況,并根据回家責任奈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23紊特垓荼所我的

火夯分析力結果火夯.他得出的錯淹是,如果村加入另一奈的一例如非航行使用固

豚水道紊的一一的回家位用速些紊款草案,其中一日由于在某一目的領土上或扁其

管轄或控制活劫的受到明昱污染板害,那么有兩种可能:一是起源固位垓承捏因未

加适些注意而造成的不法行力責任,或者如果它已相些注意,但仍友生了事故,它

仍庄承捏因果責任.

16 有一羔看起來頗力矛盾:村起源因而言,最不苛刻的亦法也許是只規定

一种体制:即 因果或尸格責任.速祥持不必規定草狌的預防〤夯,送种預防火夯粹

只通避尸格責任体制下賠儂的威惙作用戶生.在此方面,可 以銘圮他在其拫告 (同

上,第 5U段)所迷的錯梵.

η7 遜可淡想,如果在目前的草案中規定相些注意的叉夯,并規定造反速些

〤夯即力不法行力,將舍出現什么情況.在早期夫于本寺題的辯梵中曾將速种情況

看作是預防火夯不可逾越的陣得.他在報告 (同上,第 49段)重复了前几份根告

中的思路,以便瑗解速一忱慮.如果第 8紊草案規定的預防火夯是因果叉夯,那

么奈款草案央廣上將成力兩項公的,但不法行力責任体制和因果夫系責任体制送兩

种体制特在同一份文半中共存 (同 上,第 48段〕.

ε 《198U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U英起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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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7奈草案斌困更力具体地用明由合作原則戶生的火夯.垓無提到了第

一奈所迷的兩美活劫.如果活功有危險,必須力冬量減少危險程度球事合作.如果

速些活功具有板害性后果,那么就必須合作,力 困使送些影吶保持在明昱頡害限度

之下.在第 9紊 中提及回隊組狐是有必要的,因力它們的主要目的是要促迸國家

目的合作;若干遠榮鈕欽或其方案特別能銘在其取杈范目以內的事夯上林助各回.

如果某一組象可能提供浾助,而起源回卸沒有要求送美怭助,在速梓的特定情況

下,即可扒力起源因未履行力斌困預防友生明並技害而送行合作的叉夯.

19 第8奈草案規定了預防原Ill1.狄前的案文 (即前第9奈草案)規定,各

固必須采取t一切合理的預防措施,預防或冬量喊少頡害⋯⋯’.銓修汀的案文Jll規

定回家必須采取‘
适些的措施,以防止或在必要吋思量喊少跨界頡害的危險

”.遠一

黃任并不是免肘的,因 力垓紊迸一步規定:‘力此,起源回庄在力所能及的范園內,

使用可逐用的、最力切央可行的手段⋯⋯’
.

2。  因此,倘若是由一日或某一机构或企並杕事的活功,則 庄由垓固或其企

╨采取相位的預防性措施.如果速些活功是由私人或公司送行的,它們特必須采取

預防的央隊手段,而 回家91l特 必須依照其日內法規定履行相位的又夯.在此方面,

必須考慮到友展中回家的特殊情況.速些回家迄今力止受全球性污染影吶最大,而

造成的此种污染卸最少.力 此原因,在提及預防性手段吋,第 8奈用明各固庄
“
在

力所能及的范園肉
’
采用送些手段,井田明送些手段必須是送些目家

“可逐用的‵

四 如果只采用戶格賠僗黃任方法,那么賠儅火夯特包容預防火夯.在遠祥

的情況下,第 8奈的猝火持是規定合作形式,違背遠美〤夯將并不意味著任何法

律保伊杈.在此方面;他特提靖注意前任特別投告貝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提交的鋼

要,第二市 (B9小 市和第3市 (的 小市,它們規定,未能根括合作規則的要求

采取任何措施并不‘
本身戶生任何行功叔

’
.

22 第 9紊草案的內容是以前第π
。
奈草案的內容.冬管垓無意思未改交,

仍刪除了板害
‘不庄使元辜的受害者草狌承受掘害的影晌

’
短句,速一短句曾被批泙

力不适些的措洞,因力它可能合造成淏解,使人以力元辜的受害者必須承些掘害的

主要久拉.但送些然并非原意;原本要斌困通造送一短句用明,賠僕并不尸格遵循

道用于不法行力表任的恢負原狀原Ill1.遠是因力垓奈所指的板害并非是不法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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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預期由某一合法活功造成的,而估測速爽預期結果涉及复染的杯准.根告 〔同

上,第 9U段)就此作了一些解釋.持必須通避淡判決定賠僕事宜,在淡判中將衡

量所有有失因素,并就起源回賠僕受影晌目的金我數目或其力后者利益必須采取的

措施迷成林快.立力田通避賠供,恢笈受到韻字影晌的利益平衡,因力本寺題中的

頡害可定火力:村受影晌固有害、破坏有失活功所涉利益平衡的某种后果.因 此,

必須通避賠僕恢欠有失的利益平衡,但賠僕并不一定与各例車狙确定的所有抽害相

等.

23 草案第三幸 (通知、資料和受影晌目的通告)的新的第 1U至 17奈涉及

程序性同題.第 1U至 12奈草案針肘的是預防板害性后果程序的第一阱段和制定

第 1荼所迷活功的制度,包括保伊回家安全或工ㄓ机密.第 13至第 17荼草案涉

及起源固通報存在第 1紊所迷活功之后采取的步驟.

24 根告第五市中夫于第 1U至 12柔的一般性泙梵用明了起源目通知可能受

影晌目某項活功正在或特在其領土肉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通知又夯

与第 1U奈規定的其他火夯不可分割.事央上,坪估、通知和提供資料速三項功能

是相互夫琺的.例如,只有在起源回首先泙佔有失活功肘其他地Σ可能戶生何种后

果后才可通知一日.逐必須在提供夫于某項活劫的資料吋,苦告受影晌因所涉的危

降.

25 第 1U奈草案規定的三項火夯,首先源于一般性合作責任,其次源于不

得在知情的情況下允許其領土被利用于杕事達背其他回家杈利的行力速一回家黃

任.就第一种黃任而言,如果要使預防有效,在某些情況下,起源目和受影晌回必

顏采取瑛合行功.受影晌固可以自已采取某些措施,預 防技害性后果特移到其自已

的領土上;或者如果受影晌因抈有解決同題的道些技木,可通避交流資料連免掘害

性后果.因 此,如果要使預防成功,受影晌回必須參預,起源目也必須同意速失參

預.

26 第二項責任力一般性規則,它源于固隊判例法.在特雷水冶煉ㄏ案中,

仲裁庭的判決洞如下:‘任何回家均元叔使用或允海使用其領土在另一日領土上或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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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領土或其中的財戶或介人造成姻昇損害
”9 在科爭海峽集中,回 隊法院的措洞

更加先筑,即 ‘
各固有〤夯不得在知情情況下允忤其領土被利用于杕事達背其他日

家叔利的行力
’
. 1°

27 根据第 1U紊草案,起源固必須首先泙价某一活劫的可能影晌 ((三)

項),其次如果估汁表明可能出現跨界損害后果或影吶,即 必須通知受影晌回

((b)項〕,第三,侍送現有的技木資料,使受影晌日本身能村活劫((c)項)可

能的影吶得出錯淹.(d)項 要求起源目通知受影晌固它准各采取的任何革方措

施,送是朝建立規定有失垓項活劫的法律体制方向近送的第一步.如果在收到通知

后 6介月內不做答笈 (第 ﹁3奈),特扒力提出的預防性措施可以接受.

28 第 11奈草案涉及保伊回家安全利益或工ㄓ秘密的程序。位就向受影晌

目提供所有資料將領害起源目的情況作出規定.速涉及利益平衡同題.迫使某一日

向其竟爭者透露具有重大价值的工芝似乎是不公平的;此外出于回家安全的原因,

有時也不得不扣友某些烡料.位在何种程度上法律保伊遠美利益?庄只在保伊速失

利益不合板害第三目的限度內提供遠共保伊.如果振害第三者的利益,就必須恢臭

平衡.其次,必須保留起源囝向受影晌目提供与送些利益元夫的任何資料的責任.

如有失活功括林造成掘害,但由于缺乏資料,堆 以找到原因,庄允許受影晌固根据

假沒和确苦近据怔明有失活功确央造成了板害.如他在根告 (A/cN4/423,第

1U5段)中 指出的,在科孚海快集中,允汻受影晌目利用遠美程序措施表明起源

因知道在其領土上友生的事情.他希望委長們特就是否立垓依照速些思路作出某种

明确規定提供意兄.

29 第 12無車宋朴充了第 1。 奈草案的規定.一口可能意味不到肘共有害的

活劫正在另一固境內送行.另 外.起源目可能套低估速种活功可能造成的后果.如

果一日意味到可能舍有根害性后果,它有杖通逍在技木上作出洋幻的解釋提醒超源

9朕
合國,《回豚仲裁裁決集》,第三卷 (出 售品編手:1949ˇ 2),第 19U5

英,兄第 1965頁 (1941年 3月 11日 的決定).

1° 1949年 4月 9日 的判決,《1949年 目豚法院裁決集》,第 4瓦 ,兄第 22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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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受影晌因此后可根据第 12奈要求起源回履行第 1U紊的〤秀.  ,
3U 第 13至第●7無草案完成了通知后虛采取的程序步驟.送方面有兩介重

要同題.首先,在与受影晌因送成令人滿意的怭快之前,起源目是否泣推退幵始某

瓨活功?其次,是否垃垓允并已絰送行一段吋同的具有韻害性后果的活劫,例如,

生戶某种工土皮料、衣ㄓ中使用某些化肥、汽車和卡車的皮气排放或使用家庭供熱

的庾气排放等,以前究竟容忍到什么程度.

31 夫于第一介同題,他汏力不必推退活功.速一亦法是和因狋水道非航行

使用法朵款草案采用的解決亦法截然不同的.但涉及水道的活功范田并非是元限

的,速美活功的定火很清楚.一沿岸目可以接受某些限制,但其在其領土上的行功

自由并不套受到不道些的影晌.而本寺題涉及的活功卸是不斷交化和复染的,它們

的跨界影晌可能全肘起源回的人民造成影晌.因此,速些似以奈款規定了一瓨幡吋

制度,根据送項制度,起源目可幵始或錴致活功,而元須等待得到受影晌因同意,

但必須立即就其可造成的任何拉害承捏責任.如果活功是危險或具有掘害性后果的

活,遠些各款提供了保伊网,即如果通避惆查怔明振害与活功之同存在因果夫系,

即位賠僕任何頡害°

32 夫于第二介同題,即 現有振害性活功同題,他人力遠些活功受到容忍的

程度是与所有回家均受到影晌以及堆以确定累私性韻害的确切來源有失的.然而,

大部分此美活劫受到定期常查,并力此拳行目眛淡判,以便喊輊并最終消除其韻害

性影晌.同 時,奈款草案提供了一項幮吋解決亦法,規定了就夫于韻害性活功的适

些的制度及其賠僕所造成的頡害送行淡判的責任.此后,委員舍不妨修汀程序,以

便特現行的篷常性活劫包容在內.談判必須道些考慮友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這些

回家迄今力止放事的損害性活功最少,但印水速些活功中受強失最大.

33 第 13、 14和 15紊草案涉及通知和答复通知同題.第 13紊是在委員套

在上屆套以上哲吋通避的固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第 13和 14朵草案
1〕  的基拙

上稍加必要修改后似汀的.它 規定了提供答笈 6今月吋限,以便使通知囝和被通

1’

案文及其坪注兄 《●988年⋯⋯年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9至 5。

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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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固能确切了解情況.‘除另有林以外
”
速一短句,指的是回家可自由商定其他的期

限.根据第 13紊草案,被通知固要求起源回提供它抈有的夫子新的活功的任何姿

料;起源目必須作出答交,并捕以任何其他必要的
“已有的

’
烡料,以便估价活功的

影晌.

34 第 14紊草案涉及被通知目的答复特別是其向通根固通投其錯淹或其接

受或拒免所提洪的預防惟措施或起源固提出的法律制度.依照第 15奈草案,91上

迷几羔工作任何表示Jll意味著接受.

35 第 16紊草案規定,如果耿方未能送成林快,它們必須通道淡判解決同

題.在草案中規定在此情況下談判的火夯只是編寨現有的夫子速一同題的固豚法.

速一〤夯适用于存在利益沖突的任何情況特別是固狋法未加禁止的行力造成的枷害

性后果的情兄.在湩ㄓ仲裁集中,目豚法院汏力,各方的杈利受其考慮其他回家杈

利的〤夯的限制,并用明:“淡判又夯...⋯ 源于各方自身杈利的性廣;因 此,在本來

中,引 早其淡判是道些行使司法取能的表現
’. n2 上迷原則直接适用于新的奈

款草案涉及的情況.淡判火夯源于各方建立在其領土主杈基砧上的杈利的根本性

廣:起源目有叔自由利用其領土,受影晌目有板在不受板害的情況下使用和享用其

領土.述去很少友生跨界抗害,因 此不必就此作出規定.科苧迸展帶來了可造成跨

界掘害的技木并造成了相互依存狀況,因 此必須力坏境保伊或其他原因肘所有固家

的杈利做某些限制.

36 夫于第 16奈第 2款 ,他提出淡判〤夯的限制在于誠意和合理性。只有

在有待洞市的相互沖突的利益基本上是合理的情況下才可戶生淡判責任,起源固和

受影晌目可能全村其活功及其后果的性辰或力建立管理遠美活功的法律制度采取的

措施存在分歧.

如出現第一种情況,第 1款提供了通道磋商确定事其或銓怭快建立具各咨珣

取能的央況琱查机构.后一方法是前任特別根告見在其提鋼 (第 2市 (6)小 市)

12捕直管轄匹案 (耿合王圄坼冰島案)(德意志耿邦共和固沂冰島案),其辰

同題,1974年 7月 25日 的裁決,《1974年固隊法院裁決集》,第 3和 175瓦 ,

兄第 32更 ,第 95段和第 2。1烎 ,第 6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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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但必須通避淡判解決在管理送美活劫的法律制度上存在的分歧.第二項

程序步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第一介的錯果.力此,建立央況惆查机构更好些.

37 第 17無草案涉及根括第 12無被通知的回家未在 6介月的期限肉提供答

久的情況.速特意味若受影晌目已接受通知回村活功作出的錯淹,因 此此項活劫垃

道用紊款草案規定的制度.

38 他期望委員全的委員們就本草案涉及的各焦提供指早.

39 主席提出,必須肘特別報告長的第五次被告 (A/cN.42B9做 某些修

汀°正如特別拫告貝指出的,很快特印友一介更正.例如,在第 5U段中,“不必停

止的行力
’
等字座力

“不必停止的行功‵

4U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報告的西班牙原文和法文澤本有几赴、特

別在第 2紊草案 (d)款中明昱地比英文本好.

41 科多馬先生批泙了第 1奈草案中的措泀.他清特別拫告貝照厥依救英文

本的委貝的情況,杜查一下英文,并印友一更正.

42 勒泰先生指出,特別根告長提出的案文列入了已提交起革委員套的銓修

汀后的第 1至 9奈 .委員舍只看手申決新的第 1U至 17奈草案可能套更好些.否

則的活,它可能只是重复以前已提出的各种淹魚.

43 巴水沃#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他粹砍迎夫于所有新的奈款草案的泙

梵,但他不合反肘幵始甜稔第 1。 至 17奈 .

44 錫正姆先生悅,他人力庄粹修汀的第 1至 9紊草案提交起草委員套,而

不是委長套全体套快.

45 主席提出,社起草委員套了解本委員全委貝們肘修汀的第 1至 9奈草案

的意几特是很有价值的.因此,委員們完全可以泙淹送些案文.

46 巴水甜戈夫先生說,在就已提交起草委員套的一系列紊款草案在概念上

做重大更功的情況下,委員舍不甘淹速些交功粹是錯淏的.

47 比斯利先生說,他同意巴本甜戈夫先生的意兄.委長舍在探討危害人美

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吋,原來就已收到載有各种罪行的一套奈款草案,但后采取

消了速套奈款草案,代之以另汀的一套奈款草案.由 于速失交功是概念性的,因

此,委員們完全可以就原先的朵款草案和新的奈款草案表示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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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主席提出,庄在幵始甘淹吋側重新的第 1U至 ●7朵草案,但不庄禁止委

長們就修汀的第 1至 9奈迷行呼淹.

就遠祥決定.

上午●●時 25分散全.

第 21U9次套以

1989年 5月 31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

主席: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你沃葄先生、巴本甜

戈夫先生、比新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布特妥斯一加利先生、卡兼男 .多德里格斯

先生、迪正斯 .因 伊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男馬

先生、馬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

里尼瓦#.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庠幼斯先生、塞普你籬

送 .古釱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四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切科夫先生.

本屆套快的工作安排(鐓 ).

〔以程項目1〕

1 主席悅,拼大的主席困建袂委員舍在 6月 2U日 和 21日 恢复夫于回家黃

.換
自第 21U4次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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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忖梵,6月 22日 至28日 送一段吋同寺Ⅱ甘站囝跡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拼大

的主席困放起草委長套主席赴得知垓委員套打算在 6月 8日 左右錯束其夫于外交

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朵敖草案的央廣性工作,在 6月 15日

肘草案來文作最后的琱整.然后目狋法委員舍即可按照原來的汁划,在 6月 29日

討站起草委長套夫于垓寺題的技告.

2 埃里克松先生回厥悅,大于在申快逍委員套的惟時工作汁划中共兩今寺題

以后的遠段時期,他 已表示避保留志兄,在本屆套洪 (第 2U95次 舍以,第
21-22段 )幵始吋所做出的決定是在不可抗力的情99L下 ,即 些吋缺乏某些文件的

情況下所做出的.另 外,規划小姐曾要求向起草委員套提供更多的吋同,必要吋立

垓減少一些分配給某些寺題的申洪吋同.他 因此相信現在要做出的決定套考慮到吋

同表上可能的改交.

3 主席悅,委員舍些然套給起草委員套的工作冬可能多留一些吋同,而且它

以后遜套再甜淹速介同題.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特人力委員合同意通避拼大的主

席因的建洪.

就遠祥決定.

夫于目豚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

的抽害性后果的固豚責任 〔妓)

(Aˊ CN4/384, 1 A/CN4/413, 2 A/CN4/423, 3
A/CN4/L431, B市 )4

1 
特裁于 《1985年⋯⋯年整》,第二卷 (第一部分)/Add1.

2 
特我于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3 
特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4 
肘本寺題的申坡,部分是以前任特別拫告貝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在委員舍

第三十四屆套洪上提出的寺題鋼要力基砒.案文持載于 《1982年⋯⋯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 83-85面 ,第 1U9段,在 《1983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4-85烎第 294段 中,林明了肘垓案文所作的改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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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程項目7〕

特別報告長的第五次根告(致 )

第η至●9朵5〔
袋)

4.巴你沃#先生 (特別報告長)提到村其第五次拫告 (Aˊ cN4/423)所

做的某些更正,包括委員在上次全以上提出的一些更正.在第 148段 ,‘推定的受

影晌回
’
泣垓是

‘確定的起源因
’

.

5 然而,針村主席 (第 21U8次套洪,第 39段)提出的同題,他悅他愿意

在第49段最后一句仍保留
“
行力

’
送今洞,因 力必須停止的是行力,活功坯特雞絞

下去.在遠里他犖一介生戶某种戶品的化苧工ㄏ使用的一种物放引起跨界抽害的例

子.在送种情況下,成 同題的并不是活劫本身,而是肘垓物辰的盤致使用.要么將

防止的叉夯确定力夫于結果的〤夯,跨界抽害則是不法行力的后果,因力垓錯果并

沒有央現.要么親定防止的〤夯是夫于行力的〤夯,所禁止的是垓物廣的其隊使

用.在上迷兩种情況下,不法性是指垓物辰的使用,或垓
‘
行力

’,或者因力錯果并

沒有央現,或者因力行力是被禁止的.所 以必須停止的是行力,不一定是活劫.

6 主席悅,他的泙梵不依涉及根告第 49段 ,而且涉及第 5U段 ,特別是

項,它提到
‘
行力不必停止

’.在速里,提到
“活劫不必停止

’
是不是更好一些

7 巴你沃伊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在垓特定情況下,悅‘
行力不必停止

”
是

正确的,因力按照尸格賠僕黃任制度,行力并不受禁止.行力是可能雞鎮的;必須

賠僕的是行力所戶生的效果.

8 友卡井里先生悅,他的呼梵涉及第五次報告 (Aˊ cN4/42B9的 引言、

涉及銓修汀的第 1至 9朵草案,涉及夫子程序性火夯的新的材料和奈款草案.

9 特別報告長提到
‘
原避錯

’
或

‘
原罪

’(同 上,第 5段),他扒力,不可能悅

在理梵上述錯八送行有危險的活功之吋起就存在,而不歪曲迪錯的概念.他的看法

5 未文兄第21U8次舍洪,第 1段 .

�紻
�祤
�紵

——
t98-



是,行力人是狄社套得到汻可幵始一項有危險的活劫,冬管垓活功帶來一种不能合

理地避免的危險,而且只有在垓活功引起任何韻害吋行力人才必須賠磋受害方,至

少給予一定的賠供,即使行力人本身并沒有避錯.

1。 他同意報告中所回碩的現羔 (同上,第 12段),寺題的林題樣好象法文

文本那祥,提到
‘活劫

’
而不是

‘
行力

’,因力不如禁止的是活功.他特別想到一介核

工ㄏ或化苧工ㄏ的活功.特別報告長剛才半了一介可能引起頡害的行力的例子,但

是有時也有送祥的事,即使沒有人的干与,也舍友生事件,危險交成了現央的韻

害.

11 所以八法律上悅,寺題的地位是在不可抗力和一种目狋不法行力之同的

某种地位,而速种有危險的活功在回家和固狋范目的送行其前提奈件之一就是向因

此受掘害的人支付适些的賠儅.逐有一种可能,就是速种行劫所以引起韻害是由于

行力人的避錯,例如未保持其工ㄏ的清洁.在圄隊范園,起源固就要久捏責任,至

少在夫于回家責任的奈款草案
6 

第一部分所列各項前提奈件都具各吋座垓久袒黃

任.所以他玖迎特別報告長所作的結梵 (同上,第 14┤ 5段),即 寺題所注意的是

正在送行的活功而不是孤立的行力.委員套最好逐是若重赴理或者由于意外事故或

者由于持鎮的污染可能引起明昱的有形跨界韻害的活劫.在遠方面特別拫告貝持持

袋污染幼入草案范園之內是村的,遠反映了一些委員在上屆套洪吋所表迷的現羔,

思管將寺題的范日才展至污染确共引起了一些同題.他也同意特別報告長所悅的:

⋯⋯遠种活功的雞貘送行,需要就一种体制造成林洪,速种体制确立起源目和

受影吶固之同的〤夯和捏保失系,共 目的是在所涉的利益之同做到均衡⋯⋯ (同

上,第 ﹁5段).

12 在淡到修汀的草案第一幸 (一般規定)和第二章 (原 Jll)的 第1至 9奈

草案吋,他悅他已改耳了几紊以便使意思更清楚些.他將要宣樣的措洞尸格悅未并

不是他的建快.送只是一种比較清楚地表送基本思想的可能的方式.

13 他不大焚成在第 1奈草案中使用
‘
領土”

、
‘
管轄叔

’
、
‘
控制

”
和

t地
方
”
速些

司,也不螢成
‘
整介避程中

’
的提法.也許可以粹速一奈修正力:

6 
兄第刉

。
8次舍洪,腳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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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紊款道用于在一日管轄或有效控制下送行,其央施引起跨界抽害或帶

來跨界頡善的明昱危險的活功
’

.

因力來犬中使用的某些木悟在草未以后部分持加以界定,所 以不需要在升始下定

叉.由于在上屆舍以上特別是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出的理由,’
 ‘

有效
’
一洞逐

位垓保留,送主要是与友展中國家的情況有夫.

14 在夫于用悟的第 2奈草案,使用接近司典上夫于
‘
危險

’
一洞的定〤的解

釋就姼了,例如:

‘‘危險
’
是指肘一項活功采取的任何合理防范措施都不能消除的、戶生明

昱拍害的可能性.’

以上定火可以由以下的款項加以朴充,指 出
‘
明並危險

’
是指

‘〔不堆友現的〕(豋道

些校查即可友覲的〕,因 此是知道的或位垓知道的危險
”,而且它既包括尸重撮害的

較小可能性,也包括較小明並根害的很大可能性.特別根告貝在 (a)項 〔二)中

曾使用的
‘
筒草

’
一洞在法律用活中是不常兄的,立垓以他建洪的兩介用活之一來取

代.委 長套可以在坪注中,以解(H.說 明的方式,將特別根告長建坡的案文中
“
肘垓

活劫和所涉的物就其使用的地羔、坏境或方式迸行筒草的拉查
’
一悟与迸去.遜可

指出,‘尸重
’
是指

‘
很大

”
、
‘
重大

’
或

‘
文堆性的

’
.

15 (b)項可改力:

‘‘
有危險的活劫

’
是指其其施帶來明昱危險的活劫

’
.

如果需要一介夫于
‘
有搵害性后果的活功

’
的定〤,則可在 〔b9項加上下面一段:

“
有根害性后果的活劫

’
是指其央施戶生持致性跨界技害的活劫

’
.

不需要加上
‘
明昱

’
速一形容司,因 力 (。 項中的

‘
跨界擷害

”
的定火可改力:

‘‘
跨界掘害

’
是指由于第1無所指的那失在另一日家送行的活功;在一日

管轄或有效控制下的 〔地方〕〔地區〕戶生的明昱有形校害
’

.

逐可以加上:

‘
垓木活包括村人或肘物,村地區的使用或享有或肘坏境的有形掘害

”
.

’ 《1988年⋯⋯年鈭》,第一卷,第 36至 37瓦 ,第 2U48次套洪,第 4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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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項可改力:

‘‘
起源目

’
是指在其領土內或在有效控制下的地方友生或可能友生跨界拉

害的回家.’

以下來文將取代 (e9瓨
:

“
受形晌目

’
是指在共領土內或在其管格或有效控制下友生或可能友生跨

界技害的回家
’

.

19 夫于第 3奈草案,他同意更改林題,以 ‘
确定

’
一洞代替

‘
”扁

”
一司,垓

洞的含火与回家責任領域沒有相同的耿系.他村子垓紊以及第 4至第 9奈草案的

床文措洞都有些建坡,但是不象他肘第 1奈和第 2奈的建以那梓洋鈿,因 此他持

在起草委長套中提出速些建坡.

18 夫于第 8奈草案,他只想強琱指出,泙注必須仔細說明
‘
冬可能

’
和

‘
最切

其可行、能利用的手段
’
這些用浯,因 力特別根告長肘此的口共說明并未載入其根

告 (同 上,第 65和第 66段)的有失段落.

19 夫于第 9無草案,他悅他捏心‘
賠僕

”
送介司舍專致混淆正在常洪的寺題

和夫于回家責任的紊款草案.位垓另外找一今洞,以便指出固狋法不加禁止的活功

的后果可能不同于違反固豚〤夯的后果.也忤第 9朵可以只是說4⋯”起源回泣村

明昱敬害承拉大任
〞,以及

‘
送种責任的性辰和程度由起源目和受影晌回淡判确定

”⋯.’ .八寺題的杯題中摘取的
‘
責任

’
一詞可以在第二恭中或在泙注中下定〤.

2。  在淡到特別拫告貝夫于修汀的第 1至 9紊草案的坪梵時,他重申其看

法,扒力力了友展中囝家的利益,庄垓在第可奈中重新逐用
‘
有效

’
控制概念.

曰.夫于第 5奈草案他一般地同意特別根告貝有失正在常洪的荼款草案与目

你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紊款草案之同夫系的泙梵 (同上,第 4。 至第 44段 ).可是,

正如他在上屆舍以上已生悅避的,他村夫于回家責任的朵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23架

(逮反防止特定事件的回狋叉夯)的解秤与特別根告長的解秤有些不同
B .在

他看

來很明昱,尸格賠伴責任制可以与基于
‘
避錯

’
或未行使庄有注意的制度并存,一切

8 
同上,第 9頁起各更,第 2U44次舍以,第 47至第 49段 ,和第 2U45次

套洪,第 1至第 4段 .

——2UI——



取決于所涉的初致規fll,具体地悅就是看垓規則是否規定:‘A固立行使位有的注聲

以防止肘 B目造成根害
’或

‘A圄 位确保不致村 B固造成韻害
’.速一魚是夫健,因

力初級規則的确切意思往往并不完全清楚.特別根告長扒力 (同 上,第 45至第

46段)按照夫子目豚水道的奈放草案的火夯居于第一爽,而正在常洪的朵款草案

中提到的〤夯扁于第二榮.在此位垓指出,特別根告貝提出了減少按尸格賠儅黃任

位垓賠儅的效額的有意人的想法 (同 上,第 46段 ),因 賠供額是通述淡判确定

的.然而,他不龍同志
“
在通常的污染案件中⋯⋯央狋上元法淡想以

‘
位有注意

’
作

力抗辯理由
’(同上,第 47段)的視羔.首先,‘位有的注意

’
概念是一介炅活的概

念,友展中因家也完全可以正些地援引遠介概念,送些國家并不意能有必要的手段

以行使与工ㄓ化回家同等程度的注意.而且,在友生目怀水道污染的情況吋,在友

生空气污染吋可能尤其是送祥,即起源日常常不知道一項特定的活功正在造成跨界

韻害或者損害已銍戶生.最后,正如他在其夫于固狋水道同題的第四次根告中肘有

失污染同題的第 16(17)奈草案提出的泙注第 11段9 
中所指出的,位有注意的

概念相些戶,足以考慮到有尸重污染的因狋水道的并多回家常有的做法,即 允忤起

源固在一段合理期同持污染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但起源目必須冬其所能遠祥

做.

22 不迪他可以同意報告 〔同上)中提到的特別報告貝肘假定 (a)和 (b〕

的分析.很明昱,所爭執的同題是,正在常以的紊款草案是否要力起源固規定一种

尸格賠僕責任制,按送今制度頡害不是因
‘
有危險的活助

’
而戶生,而是因持致的污

染而戶生.那似乎是八假定 (b9得出的錯梵.就他所知,提以根据本寺題建立遠

祥一种制度,遠遜是第一次.但他不能肯定送是一介坏的想法,因力其錯果不避是

使有失目家必須就責任的性放和程度送行淡判.反正回家的央成就是速祥,特別根

告貝在其根告中已豋說明了速一魚.由于以上所有理由,他同意特別根告長的現羔

(同 上,第 49段),在一介大于因杯法不加禁止的
‘活功

”
造成的韻害性后果的責任

的奈款草集中,位垓有失于不法‘
行力

口
的規定.在遠方面他同意主席 (兄上文第 6

。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 一部分),文件 A/cN4/羽 2和 Add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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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意兄,拫告第 5U段 (d)末尾的
‘
行力

’
一同位改力

‘
活功

”
.

23 他人力拫告第 52段有些令人發解,因 力他一直汏力位有注意的〤夯是

一介行力的叉夯.所 以他砍迎特別根告長村此所作的澄清.

24 在淡到特別根告長夫于第 7奈 車未的呼注吋,他 表示砍迎提到

m/cN4/423,第 62段)速祥一种可能性,即在某些情況和無件下,受影吶目

也︴需要逐用一切可能手段,柲助起源回城少一項活功的損害性后果.速也与回家

的央跩是一致的,至少在回狋水道方面是遠祥,速种思想也是夫于固狋水道非航行

使用法的荼款草案第 6荼 1° 体現的公平利用和參与概念所固有的思想,委員舍在

其第三十九屆套以上暫時通避了垓奈.

25 夫于特別報告貝肘第 9奈草案的坪注,他悅,他 已指出避,他怀疑在本

昔題中用
‘
賠僕

’
一洞是不是合道.他逐希望強琱指出,如果起源目的〤夯在于恢复

有失回家之同的呀甘益均衡
”,明确理解速今用悟的含〤看來就具有重要的意〤,特

別報告貝 (同上,第 71段)正确地指出,賠佳并不意味若賠儂所受的一切捐害.

但是夫于必須采取何种措施永履行垓〤夯,以便不抽害法律的主要地位和肘較弱些

事方的法律保伊,透需要有一些迸一步的指早.

26 在提到草案第三章 (通知、資料和受影晌目的通告)吋 ,他指出特別擬

告貝提以的夫于程序規Jll的 新的第 1U至 17奈是以夫于固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

奈款草案第三部分的奈款力基袖的,委員舍上屇舍以吋暫時通避了速一部分.﹁

且然特別根告貝所提洪的程序在所涉的玝多情況下元疑是可行的,但是速些程序是

否适合于所有的情況逐不清楚.例如,送些規定可以較頩利地道用于跨界水污染,

逐有某些地方性的跨界空气污染情況,但村子非局部地區的跨界空气污染迒距高空

气污染 (酸雨)、 大規模砍伐森林 (早致增加地球大气居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重

大核事故,或甚至村
‘
地球公地

’
的抽害情況 (如南板洲目前的溢油)則不是遠祥.

1° 案文及其泙注兄 《1987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1頁起

各頁.

11 
第三部分 (卄划的措施)第 11至第 12奈的案文及其坪注兄 《1988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5丌起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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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共上,水道目之同的夫系就程序規則而言可以很容易地看成是來道夫系,可是就

正在申快的寺題而言則不意是如此.換句活說,朵款車集中必須有一些規定,具体

指出在某些情99L下位些通道一介交流中心或一介目豚机构來通知或淡判.在送里座

垓指出,依照 1979年 《通距南越境空气污染公的》12 
淡立的找行局尤其具有此

种取能 〔第8朵).确 央,第 7架車來規定回家在某些情況下要靖求目狋鈕象的怭

助,但是肘垓規定逐位垓加以朴充,在草案第三幸加速列出在哪些具体情況下回家

可以一一或者必須一一求助于目怀鈕象以履行其估价、通知和淡判火夯的規定.

29 他注意到第三章和第 12奈草案的杯題都提到推定的受影晌目的
‘通

告
’,指 出友出

‘
通告

”
的通常是起源固.速也忤只是一介翻烽的同題,但或許使用

以下提法較力道蟞
‘
可能的受影晌目清求提供情根.’

28 特別根告長提出了肘影晌的估价和其兄琱查的〤夯,他表示砍迎.正如

根告 (同 上,第 8。 至第 83段 )中所指出的,在遠方面的目狋央跩是很丰富的°

可是,除了特別根告長所犖的例子外,逐庄垓考慮到篷合友鈕鋇的工作,以及由歐

洲豋游委員舍草似的跨界范日坏境影晌估价的鋼要怭定草案.后 一介文中特別有名

友意火,因力它使用了特別根告長提以的奈款中使用的許多木活或相些的用浯并且

逐一一下了定〤,逐因力它規定的程序与固隊水道法紊款草案中所規定程序相似.

而且需要指出,垓草案中的基本又夯是些事方位垓革狙或共同以一切道些及有效方

法采取預防措施,以避免、減少和控制卄划的活功任何並著的不利跨界坏境影晌.

29 最后,他螢物特別報告長所概迷的力央現正常扶的奈款草案的目的所要

采取的途侄,速介目的就是要解決防止污染和保伊坏境的同題,特別是防止可能友

生在人美
‘全球公地

’
的拉害.

3U 海斯先生祝賀特別報告長肘于特別友染同題所作的杰出的分析;以及在

其第五次根告 (A/cN4/423)中持因狋法委員舍和大舍第六委員舍所友表的看

法”鈉迸去的具体規定中的成功.他哲吋只限于淡紊款草案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在

較后險段再淡第三幸.

12 E/ECE/1U1U;將友表在瑛合固,《奈的集》,第 21823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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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他回.lL他 在上屆套以
.B 

上曾悅遊,些 吋在奈款草案中村
“
危險

’
因素賦

予的作用很有限并可能舍阻磚央施委長套所同意的三朵原則之一,即 ‘
不位使抽害

性跨界后果的元事受害者承拒掘失
’,他悅,他南共地注意到特別根告長現在同意

村此作用位加以更多的限制,黃任既可因危險也可因韻害而戶生.此外,他同意持

別根告長的意兄,正在申洪的朵款革朱的主題內容是
‘活劫‵ 包括通避私累效泣戶

生損害的活功,而不是
‘
行力

’.他 因此同志特別投告貝就奈款草案規定的責任戶生

的后果,而且引向夫于預防和賠僕的部分做出的結淹 (同上.第 15段 ).

32.夫于特別報告貝提快的豋修汀的第 1至 9荼草案,他砍迎肘第 1奈 (本

無款的范園)所作的央廣性修改,遠一無規定責任既可因危險也可因搵害而戶生,

因而是預防和賠僕兩介朴救方法的基砧.特別根告長清委員們就此同題表示意兄

〔同上,第 25段),村此他的答复是,他螢成在
‘
危險

”
一洞前面保留

‘
明昱

”
遠一形

容洞.所提洪的其他供逸摔的形容洞表送一种更高級別的思想,他和特別根告貝一

祥汏力那是不可取的.起草委員套座垓哭理速介同題,即 ‘
整介避程中

”
速一用活,

至少汏其英文文本中的措洞或位置來看,均不符合一介根本思想 (同 上,第 22

段),即奈款草案位垓涉及危險,不梵其效果是一次性的、持袋性的或累秋性的.

33 現在夫于第二系 (用 悟)所送行的工作都位垓是哲吋性的。在完成一決

后,也許舍友現垓奈中有些木活已不再需要下定〤,而另外一些木活卸需要下定

火.然而他攻迎改交 (a9項 中兩今定〤的重焦,他簽成在
‘
明昱危險

”
的定〤中保

留
‘
非常重要

’
几介字,而不用

‘
重大

’二字.起草委員舍也忤可以考慮以下同題:“危

險
’
的定火中立垓包括哪些

‘
活功η‘

不站肘共可能采取何种防范措施
’
速介短悟泣垓

撰在 (a)項 (一)的什么地方?

34 他砍迎在 (c)項直接提到坏境,但是如果委員舍如他所希望的那祥,映

定將村人美
‘
公地

’
的技害耳避茶款草案,他就不清楚垓項是否需要琱整.汏其豚出

友,他人力有必要保留
‘
控制

’
一洞,以便于保伊合法管轄杈被取代的地區的居民.

35 夫于 〔d)項 ,他傾向于
‘
s。 u「ceState〞 (起源目),而 不變成用

‘
State

n3 《1988年⋯⋯年盤》,第一卷,第 2U7至第 2U8烎 ,第 2U74次舍以 ,

第 3至第 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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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o︻ g︳ n’ (起源回).他砍迎剛才友卡弗里先生 (上文第 16段)提出的送一項的

修正案文,但不知道案文可否迸一步何化力:

‘
td)‘超源回

’
是指在其管轄或控制下送行第1朵所指的活功的回家.口

他也攻迎特別根告貝提出的修汀的 (。 項的案文及明确地提到坏境 .

36 他不滿意第 3朱草案 (〤夯的确定)的拆題,至少是英文文本的柝題,

他扒力西班牙文原文的一介更准确的竫文也汻可以解決送介同題.在其他方面他忕

力垓無比原先的案文有改造,使他特別高米的是,垓奈明确規定不知道或沒有亦法

知道的犖近黃任扁于起源囝方面.

39 他焚成第 5奈草案 (肘固怀法的其他規Jll旡 影晌)的各逸案文 B.至于

第 6奈草案 (行劫自由及其界限),他注意到已按照他曾表示的希望政耳,以便更

准确地反映新德哥水庫宣言的第二十一奈原則...

38 第 7奈草案 (合作)肘于預防和賠僕分別加以規定,他村此表示砍迎;

速是第 1奈措洞的合乎遻輯的后果.不迪他不能肯定同固怀鈕珠的合作叉夯是否

位垓是地肘有的束力的火夯,因 力在有些情況下速种合作〤夯并不完全可取.他也

不知道夫于受影呴固須送行合作以冬量減少在起源固領土內的影晌的要求中意外事

故的友生力何是一介要素.

39 他滿意地注意到草案第二章中已取消了原第 8朱草案
’. (參与);垓荼

的其辰內容可以道些地列入其他奈款.至于現在的第 8奈草案 (預 防),它 道些地

規定了起源目的預防責任,不梵第 7紊夫于合作〤夯是如何規定的.可是他不能

肯定第 8茶的第二句是肘原第 9紊草案使用的
‘
合理預防措施

’
用悟的改造.

4。  第 9朵草案 (賠催)沒有提到跨界抽害的元辜受害者,他很失望.他想

起在第三十九屆舍洪委長舍結束垓寺題的討站吋,特別根告貝曾指出遠介領域中庄

垓道用的三項一般原則:

‘(一) 各圄在其領土內必須有与尊重他目主板相容的最大限度的行功自

由;

14 
兄第 21U8次舍以,腳注 6。

15 
同上,腳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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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目必須尊重他目的主根和平等;

〔三) 不位垓址跨界掘害性影晌的元華受害者承但掘失
’.16

他原以力草案第二幸 (原 nll)中 舍反映速三項原Hll,但是第 6奈革廉只反映了共

兩項原則,第三項原則位垓反映在第 9各革集中.他逐以力,第 9奈結尾赴
‘
特別

位圮住賠僅位垓謀求恢复受頡害影晌的利益均衡
口
送段活更多地夫系到夫于賠僕同

題淡判的林准,因 此不位垓弓迸那一來中.他在上屆舍以
η
上曾指出他所考慮的

垓紊 (普 吋力第 1U無草案)的 內容,他現在建洪肘第 9朵草案修正如下:

‘
在由于第1恭所指的活劫而戶生跨界頡害吋,起源目庄予賠催.賠借的

性廣和程度泣由起源回同受影晌目,按照本奈款所汀的柝准,并根据不立由跨

界捐害的元華受害者承捏韻失的要求,通道淡判确定.’

他知道特別根告長刪去提到元辜受害者之赴的部分理由是在前第 1U奈草案中速介

提法曾道到淏解.可是按照他的現魚,速奈原則有足姼的重要性,在奈款草案中位

以某种明确的形式占有其合法的位置.

41 在答复比斯利先生的同題吋,主席悅秘中赴舍分友載有村本寺題提出的

具体措洞建洪的工作文件.

上午●●時 15分散舍.

16

17

《1987年⋯⋯年盤》,

《1988年⋯⋯年盤》,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一卷,第 2U8π ,

第 49頁 ,第 194段 (d).

第 2U74次舍洪,第 14段 .

第 2I●

。
次舍洪

1989年 6月 1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2U9——

出席: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 巴水沃芛先生、巴水甜



戈夫先生、比新利先生、本努幼先生、布特多新一加利先生、卡菜男一多德里格斯

先生、迪正斯一网#雷新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歹西

先生、馬希与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

里尼瓦#.拉央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各庠納斯先生、塞普小籬

送一古扶雷新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切科夫先生.

夫子日豚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戶生

的韻害性后果的回隊責任 (坡 )

(A/CN4ˊ 384, 
〕 A/CN4/413, 2 A/CN4/423,

A/CN4/L431, B市 )4  .

〔洪程項目99

特別報告長的第五次報告(鎮
)

第 1至 i9朱5(袋
)

1 史先 生感澍特別報告 長其文件 編耳紫奏和洋央的第五次根告

1 
特我于 《1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Add1.

2 
特載于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3 
特載于 《1989年⋯⋯年整》,第二卷 (第一部分).

4 
肘本寺題的常洪,部分是根据前特別根告貝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在委員套

第三十四屆舍以上提交的寺題鋼要送行的.案文特載于 《1982年⋯⋯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 83-85更 ,第 1U9段 ,肘它的修改載于 《1983年⋯.1年

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4-85丌 ,第 294段 .

6 
夫于未文,凡第 21U8次舍洪,第 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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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4/423),并 焚賞其建以的 19介紊款草案,其 中前 9奈是村上次套

以
6 上提交給起草委貝套的﹁

。
紊奈款的修汀案文.

2.在第 1無草案中,根告貝在一定程度上拼大了奈款的范園,列入了造成明

昱時界韻害的活功.遠是一介折衷性的提法,其得以通道是照碩到在本委貝套和大

套第六委員套上所用明的各种不同的意兄.正如其在上屆套洪
’ 上已用明的,危

險作力責任的一項基珀可能排除思管并不合有危險但則可造成較大程度韻害的活

功.他与特別根告員一致,也 同祥扒力根据奈敖草案責任位是有限度的并不位承但

免肘責任.在遠方面,特別根告長正确地區分了活劫与行力:責任立与活功的性廣

挂勾而倘若在草案中列入行力,行力則必須与具有危險或戶生韻害性后果的一項活

功挂勾而決不位將其孤立和割裂于任何活功.

3 第 7奈草案以具体的規定划定了戶生合作又夯的領域,即技害性后果的預

防和控制.但是,如同夫子目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紊款草案中的相位規定,速一

朵也位用明起源固与受影晌固之同据以央行合作的基本固豚法原則.令人高共的

是,原先夫于參与的第 8紊草案己銓刪除,因 力在夫于合作的奈款中已默示了參

与同題而且原恭款的措辟較含糊并易造成淏解.

4 按由原先第 9朵修改的案文似汀的目前的第 8奈草案,違反預防火夯的

行力是以采取最力切央可行的現有措施力奈件的.他仍堅持其在上屆舍洪
8 上用

途的看法,即未采取預防性措施其本身并不引起責任或起坼叔.只有些未采取措施

造成的撮害,或且然采取了措施卸仍戶生損害性后果吋,才可追究起源目的責任.

其基本同題夫系到草案將适用于何种法律制度.思偕特別報告長人力 (同上,第

42段 ),在未戶生根考性后果情況下,任何人都不合核查預防此美后果的手段是否

有效,但是,受影晌固則可依据夫于合作的第 9奈和后來夫于通知的奈款,要求

視察和核查預防性的措施.倘若一旦受影晌固友現起源目所采用的預防性措施不是

預防或最大程度喊少跨界韻害危險最力央隊可行和現有的最佳手段吋,起源固方面

6 
兄第 21U8次舍洪,腳注 5.

’ 《1988年⋯⋯年盤》,第一卷,第 26更 ,第 2U47次舍洪,第 27段°

8同
上,第 26-27更 ,第 3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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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肘此加以預防是否粹构成引起國家黃任的不法行力?速是具有某种重要性的一

焦而第 8奈村此的措辟91l是含糊不清的.

5 銍修改后的紊款元疑是一种改善,而任何起草同題必定能在起草委貝舍中

解決.他 同意海斯先生 〔第 21U9次舍快),夫于用浯的第 2紊位是惟吋性的,并

在車來一旗完成之后,位予以仞底的修改.

6 草案第三幸新的第 1U至 17朵革未包含了有失通知的程序規則和后致行

功的步驟.它們在大部分程度上汲取了夫于固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荼款草集中美似

的規定.但是,他尚不清楚送兩介寺題的程序規Jll相似程度究竟有多大.例如,恰

似友卡弗里先生曾指出的 (同 上),由具有危險的活劫造成的掘害往往是返程性的

而且雎以預測哪些回家特受到影晌.在此情況下,起源固立通知哪些或哪介回家?

友卡弗里先生逐建洪泣沒立固你交流中心.史先生本人在目前尚不能肘送一建洪表

示螢成或不焚成.第六委員套表明的一介現羔是,依照今后的任何一項公釣,不能

持一項可能受影晌的所有回家送行+.-商 的〤夯体制強加于意在汰事某項新活功的目

家,否則送將相些于肘送些回家的活功行使否決叔.在上迷兩介寺題之同逐有一些

其它的不同之外,其中某些不同已在特別拫告長的根告 (A/cN4/423,第 1● ●

段)中 用明了.因 此,將遠兩今寺題何草地比較不足于力草案第三章的規則提供基

砧.遠是一介复染的同題,并且值得深思的一介同題.

7 勒泰先生洗,特別根告長在遠一寺題上的工作有兩介特羔.首先,思管林

一幵始委員舍若干委員根本否汏遠一同題的存在,但特別報告長毅然頂住各种疑

同,而堅信他的青題.勒泰先生也相信速一寺題,特別是在宣旗了第 1U奈及其后

各朵新草案之后.村送梓一介复染的寺題,委 員全最好在兩方面著手,同 一下自

已:想制汀何种央辰性的規則,以及想确立何种程序.呈然他完全同意首先必須解

決央辰性同題,然而在制訂程序規則吋,就得瓜更力尸格和明确的角度來看待整介

音題.

8 第二介特魚是特別根告見真正而且公平地照碩到委長舍所有委貝的意兄。

力此,他必須村遠一洪題送行相些洋思的罔迷,在他的坪梵和解釋中要淡到某些委

長的具体立切.

9 肘第五次寺艮告 (A/cN4/423)就 一般而淹,恰似委員套以前一位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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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的委員博薜科夫先生時常同的:‘送究竟是怎么回李r答复是:原 先并未涉及任
9

何不法因素的跨越回界情99L.在 速方面,勒泰先生持提出同題,但并不尋求解答:

草案是否概括了与直接的及道夫系相村的多道跨界情況.速元疑引起了程序同趣,

但他不知道是否也引起一介央辰性的同趣.他特別想到的是近距南跨界空气污染及

《近距南越境空气污染公釣》
g .他

吃不准在此美情況下,是否有可能放站相同的

机制和規則.

1U 委員舍其狋上是在同時騎若兩匹馬,因力委員合同時既要忖淹回坏水道

非航行使用法令題,又要村站跨界損害的一般同題.肘此,他不能肯定,特別拫告

長剛剛修改的并且針肘其与現有各公的夫系的各無款是否充分.一种可能做法是 ,

允卄因目隊水道奈款所列跨界情況而受影晌的回家具有援引夫于本寺題的奈款中所

規定的制度的逃摔.具有及迪夫系的回家可以悅具有速种逸捧,因力不能阻止某一

無的的締的目援引一項洪定的制度.因此,他悅,特別報告貝提出了在一朵的下若

干制度是否都可同時道用的同題.在此情況下,几乎一定戶生逸捀的同題.那 么,

速是一种做法,冬管并不完全令人滿意.

●9 另一做法是逐用拉丁原則:“特別規定較一般規定优先進用
’
和反之“

特別

規定不能比一般規定优先道用∴ 系指公的形式的草案的目的持是思可能以最力一

般的奈款赴理跨界情況同題.換言之,不妨林之力剩余公的:央廣性的規則將包含

在极其一般的奈款中,以規定最起碢的解決,而迸一步的赴理則由各昔ㄇ公的承

捏.按此情況,在涉及有失固豚水道奈款方面就沒有任何逸摔,因力只要涉及這些

水道,上逑各無款都將近用.其他所有的公的,包括 《近距南越境空气污染公

的》,也都如此.因 此,必須要有一項指早原則;倘若委員套決定果納送祥的立

切,他准各接受.

12 板其重要的一魚是,委員舍是否准各制定忠央地維持原來狀況的規則 ,

在原來的狀況下并元不法行力.然而,他怀疑在制定規則,尤其是制訂程序吋,是

否能姼做到送一蕉.他本人人力 (但是速一魚他并不堅持)只 要制訂第 1U奈及以

后各奈,就列入了某些因素.速些因素且不能尸格地洗涉及此美不法行力,但仍不

9 
兄 21U9次舍洪,腳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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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力夫鍵性的因素,堵如賠僕.由于賠僕与侍坑的回家黃任是相夫耿的,因而他更

希望采用其他用法.法文化ompenSa●
。
ns’ (賠僕)一司是友教,系指在造成頡害

的情況下,以旁夯形式或支付現款或物辰形式所表現的最終錯果.除非他搞錯了,

英文牝ompenSat︳ on’ (賠僕)不同于知amages口 (抽害賠僕〕,系指确定相等于已

消失的某种來西价值的一芼我.送恰恰正是整介分析中的薄弱坏市.送也不表明特

別拫告長在其報告 〔同上,第 7U-71段)的精彩梵悅中所隊迷的立切.拫告田明

力受影咱目恢反原狀是不可能的.

13 程序同題是板其重要的,但送能不肯定各政府愿意象委長舍一祥走得那

么近.例 如,第 1。 (d)奈草案在浯气上述份明确.共辰上,它 扁于提案性廣 ,

然而奈文夫于起源回卸悅
‘
共庄

”,因 而汰一幵始就強加了一項〤夯.需要較力婉特

些的措辟.

14 至于第 12奈草案,可能受影晌固和起源目兩者的立切位是平衡的.因

此垓奈款制定的程序,其作力位些不依只是苦告.可能受影晌目位享有倡洪杈,或

者提交枚以送到央施的目的.

15 須指出与第 16朱草案有失的一魚是,有若干美型的淡判,而各方必須

有些意愿,方可拳行速些淡判.倘若一幵始各方立切就避于僵硬,一定要淡判就套

交得毫元意〤.昱然,以可接受的方式表明一項淡判的〤夯是板其困雎的.特別是

在多迪跨界情況的其例中,委長套元淹如何必須提出在某一日狋姐奴的主持下謀求

解決的〤夯:遠祥特使淡判荻得成功結果一事具有更大可能性.草案可規定,任一

些事方可建快在某一可送行斡旋的固怀組豕內送行磋商.措辟不庄迪分強硬.逐

有,在央杯淡判中,必須要求各方用明共立切和提案的理由.

16 最后的錯果位是
‘
賠僕

”(C。 mpensaⅡ ons)(他先前曾使用的木悟的意

思)的解決方案,也許可采用相互援助的形式,完全可包括款頸支付或忤某种特別

亦法.但是,特別報告長提出最終的解決方案必須代表各种利益的平衡.就其本人

而言,他忕力重要的是避免再提
‘
賠僕

”
〔了eparajUn),并 使用反映各有失國家共

同利益送种思想的悟言形式.同祥重要的是不要使用
‘
元辜受害者

”
的措洞,因 力事

其上蕨方都可能是元辜的.

17 比斯利先生祝絮特別根告長在其第五次根告

一 12一

(A/CN4/423)中 昱示



出的深思熟慮以及其現魚的狘創性.速种狼刨性部分地反映了在回眛黃任領域中已

友揮作用的汻多新型概念.些然,其中一些概念,褚如侵杈和煩扰行力法在一些法

律制度中比在其他法律制度中更力令人熟悉.遠是坡堆迷成普遍可接受案文的可能

的根本因素.位指出,本委員舍的任夯不是在本寺題工作范園所划定的界限肉似汀

回沶法.工作范日并未提及
‘
合法

’
或

‘
不合法

’
的行力,而是提及

‘
目隊法不加禁止

的行力
”

.

●8 第五次報告通避洋逑具体奈欺表明了力使本寺題甜淹汏初期險段几乎是
‘立苧

’
的探討推向更切合央狋同題的忖梵而作出的車大努力.特別根告長村公扒的

需要作出了反垃,特別提出坏境作力一介恰些的同題列入草案,速也反映了肘
‘全

球公地
’
新概念意伿日題加深的快快.特別根告長逐淡及的一介同題是,有必要反

映委貝全中兩种思想,即將危險作力責任基袖的現魚和以韻害力責任依据的現魚.

特別拫告員逐照板到達祥的思慮,即避免肘下迷一些同題的罔迷避份具体,堵如肘

可适用于涉及坏境情況的精确杯准同題,爪而持奈款草案限定在一介全球鋼要+.-定

中,將精确的杯准留給具体的決定串或規定杯准的柲定.

19 位變物的是,特別報告貝毫不狁豫地借盤法律的其他美別,包括那些有

夫回狋水道非航行使用、回家責任以及大于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等熒

別.令人高共的是看到村上逑這些寺題之同相互夫系的明确承人.若不汏氓到上述

速一魚,回 隊法的逐漸友展不同于固豚法的編慕,則元可能.委長套在謀求力其工

作确立先例方面必須具有折哀精神:因 此,特別根告長果斷地利用新德哥本摩宣言

原則 2●
no 

送一有益的先例,既确扒了回家主叔也确扒了回家的相互依救.另 一

有失的文串是 1972年 《防止傾井皮物及其他物廣污染海洋俺敦公的》以及 1982

年的 《耿合目海洋法公的》,﹁ 其中載有大于海洋污染的整介一市.但是逐漸友

展的任夯所涉及的近近不只是筒草地引用先例和妳朴缺陷,而其重要性則不位低

估.在元先例情況下,則 可以參照回家法律和回家慣例.遠是早在特菜你冶煉ㄏ

1° 兄第 21U8次全破,

11 
耿合回,《奈的集》,

腳注 6.

第 1。46卷 ,第 12U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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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2 

曾采用的做法.

2U 冬管特別拫告長也忤未能成功地
‘平息

’
長期的爭洪,但他确共正杋了遠

些爭洪并提出了恰些的同題,狄而向委員舍提供了解決它們的机套.在遠方面,他

指出,迄今力止
‘
尸格黃任

’
和

‘
免村黃任

’
兩司似乎一直在相互替換使用,但他本人

的理解是,尸格責任包含某一行力所引友的一切后果,而先肘責任則系指元任何限

制的責任.送一匡別值得委長舍加以注意.

2●  第五次擬告的重大交功在于,責任的重蕉已汏風險特交力仿害与風險的

結合,由 于未持風險速項林准取消,不相容的同題仍有待解決,他 比較螢成在草案

中以介別章市來規定重大作害的責任与涉及風險的特別情況,但是使用兩科想法來

解決同題,不合造成堆以克服的因堆.在速方面,特別才艮告貝拭困送成妥I.●是值得

螢切的。

22 且然友卡弗里先生和海斯先生提出的修正案 (第 21U9次套以)并不是

正式的起草提案,但提交給委長舍常洪也是有益的.速种程序并不是不符合委員舍

的慣例.在具体提及第 1朵草案吋,友卡弗里先生提快 (同 上,第 13段)刪去某

些不必要的成份,冬管他本人忕力,“領土’
一詞是否多奈仍有待忖梵.至于在“行

力
’
和

‘活功
’之同的逃摔,委 員舍不必避分卄較,因 力在央踐中一般是有可能區分

速兩介洞悟的.

23 初看來俠俠涉及起草工作而其豚上Ill具有央辰性影晌的另一羔是,可看

到的風險同題,而他初步焚成使用
‘
可察党的民險

”
一洞.他同意必須找出某种方法

匡別由行力或活功戶生的風險之尸重程度.

24 很清楚的是,第 2紊草案 (a)項第 〔i︳)日 用來确定肘活劫檢查的
“
何

草
’
一洞也忤是不貼切的,但是速是起草委長舍能銘解決的同題.一今更困堆的同

題是找一介什么洞來替換第 1奈 中的
‘
地方

”
一洞.呈然八法律現羔看不移幼密,

但遠一用悟至少能一看即懂,然而他預卄送粹改力
‘地焦

’
、
‘
位置

’
甚至

“
地區

’
.

25 他同意友卡弗里先生的意几,汏力
‘
整介送程

’
一司逸得不好,因 而他建

以 (同 上,第 15段 ),在第 2(b)奈中使用
‘
持鎮性跨界技害

〞
的提法較力恰些°

〞 兄第21U8次舍洪,腳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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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舍逐必須考慮如何力下迷情況汀出規定.速一情況是,在一固管轄或控制范

日內汏事的活功影晌到在地理上迒南起源目的某一日或一些回家受影晌的地方.

26 具有同祥重要性的是
‘
全球公地

’
同題,垓同題具体包括在新德哥水庫宣

言原則 21中 ,速一概念剛幵始适用于大气居.人們普遍公扒,回家肘直至
‘
外居

空同
’
商皮的大气居享有主叔.思管如此,人們越未越傾向于視大气居亦力全球公

地的一部分,即扁人美共同事有的資源,因而有必要林惆主叔和全球公地速兩种概

念.盤于目前人們肘氧氣煙村臭氧居的影晌和
‘溫室’

气体肘地球交暖的影晌的夫

注,速銫非是一介苧求同題,而在遠种情況下,如何确定責任同題不能銘筒草地擱

置起來.爪故近來排,速有可能以下迷原則力基砒爪事法律制汀工作.垓原則是某

一活功尸重損害坏境而某一日或一些回家里持仄事送一活功,速就引起黃任河題.

立法机构也正在忕真考慮沒立賠僕基金,送好像可以反映
‘元避錯

”
的赴理方針.

27 草案某些部分出現的困雅,看來來自浯言而不是基本概念。采用友卡弗

里先生提出的各逸杯題
‘
确定〤夯

’,就可避免第 3恭草案杯題必顏在〤夯的
“
月

扁
’
或

‘
指定

”
之同作出逸捧.重要的是避免采用堵如 reparaIon(賠 僕)(第 9奈 )

速祥的用浯,采用速些用悟可能暗示委員套淏入褚如回家責任之美的其他法律領

域.

28 本音題的性廣要求肘現有的先例,其 中包括目狋法院的裁決,堵如在特

菜水冶煉ㄏ、拉惜克斯湖
13 

、科孚海快
何 等案例中的裁決,送行洋冬的常查.

速些先例將力草案
“
著重抽害的

’
規定提供基詘.本委長舍也不妨考慮一下夫于特別

危險的活功的一系列回防公的,堵如 1962年 《核功力船舶豋菅人的責任公約》,

●963年 《籬也納核韻害民事責任公的》,196U年 《核能方面第三者黃任公的》,

｛991年 《有失核材料海上逐輸方面的民事責任公的》,1992年 《外空物体所造成

ls 
法文原文栽于琺合固,《 回豚仲裁裁決集》,第 十二卷 (出 售品編景:

63V3),第 281丌 ;部分澤文載于 《1957年目豚法裁決集》(俺敦),第 24卷

(1961年 ),第 1U1更 ;和 《1974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94面

起各更,文件 A/54U9,第 1U55— 1U68段 .

14 
兄第 21。8次舍洪,腳注 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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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害 的固怀責任公釣》 和 1969年 《夫于油污抽害 民事責任的目怀公

的》.’
. 速些先例可能力基于危險的責任革狙編耳一幸提供基袖.委長套也不妨

申洪法律姒汀舍洪和炎理這些同題的寺家套洪的工作,而速些同題是似汀中的鋼要

公的力困加以規定的.其他淹妘肘坏境的改交和气候交化所戶生的緊迫感已銍在

●972年琺合固人美坏境套洪通道的人榮坏境行功卄划第 7° 和 71奈建快
i6 

中用

明.

29 在速祥的情況下,委長全必須采取升明的怒皮,91不 同的現羔和已在其

他地方做的工作給予庄有的注意.委員全能姼力目豚坏境法重要同題的逐漸友展作

出狌特的貢就,而不要看起來是在放荓自已的責任并把遠一同題留給其他立法机

构.力 此,他砍迎特別根告長的第五次報告扒真周密的精神和其就肘活友出的遨

靖,肘此,委長舍已作出反映.昱而易兄,辦梵的水平和悟琱表明了惆和的精神.

他村能移央現和解表示滿意,送反映了需要兩种責任基砧的第一种,即 ‘拉害
口和

‘
危險

’
各單列一幸,前者基于固豚法庭的裁決和目怀法寺家的著作,后者則考慮到

夫于特別危險的活功的公的。

3U 托穆沙特先生悅,本苦題元可否汏地是委員舍洪程上最复染的洪題.此

外,目 前已清楚,原先与圄家責任音題所划的同等重要性是錯淏的.回 家責任主要

扁于次要規則而委長舍本寺題主要的任奔Jll是制訂首要規則.遠些規則寺注于保拼

坏境,冬管除第 2(。 朵草案,各奈款草案沒有清楚地送祥悅.委 員舍不立回連

遠美令人直接夫注的同題;倘委長舍本身只限于討梵政客們所林的
‘
苧木

”
同題,那

么有朝一日人們將怀疑它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因此,他坎迎特別根告見作出努力,

在其第五次根告 (A/cN4/42S9中幵創新局面.

31 奈款草案本身是法律逐漸友展的共例,且然草集中提出的件多規則是以

現行的文半力基袖的.速些文弚构成了坏境法迅速友展的主体.目 前此失文串正在

大量增多,然而押找不到足姼精确的慣例規則.由于肘所涉各共同題元現成的解決

仍 遠些公的的參考資料載于文件A/CN4ˊ 384,附件一.

16 《耿合國人美坏境套洪根告》前引串 (第 21U8次套洪,腳注 6),第一部

分,第二章,B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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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怕一



方案,必須友展有失此事的法律.盤于坏境法在避去十年迅速拼展,委員套也必須

自同送祥一介因雅的同題,即是否仍然有制汀某种
‘
患括

’
公的的必要性.汻多法律

文串已銍确立了返比特別報告長所提洪規Jll洋冬并尸格的各項杯准.例如,在十几

項具体法令中將友現歐洲絰沸共同体有失的法律.然而遠些文中沒有构成一介一致

的整体.与 此相反,委 員全Jll力 困制汀一項一致和綜合性的法律制度,冬管遠一制

度只能友捍輔助性的取能,因力各項具体規則必須始終楚于优先地位.

32 各奈款草案的基拙不能視力理所些然的事.修汀的第 1至 9紊草案中的

規定,特別是第 6至 9奈中的規定必須板力汏其仔細地似汀;正是遠些奈款規定

各園在特定情況下如何行李,承受了本寺題的久袒。美于預防的第 8奈草案制定

了上迷規則中最力重要的規定,賦予各回家村在其領土內或在其管轄杈或控制范園

內杕事的活功送行監督和央施控制的責任.似洪中的規Jll在 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回家

行力与私人行力之同尸格的分界我.速一分界我己兄于委貝套夫于回家責任的奈款

草案的第一部分.n, 許多現行的寺Ⅱ制度也包含了同祥的規則,但杕未制汀出如

此ㄏ泛和全面的規定.由 于本紊帶若根本的重要性位与第 7奈草案琱換一下砸

序,因力第 7無所迷的合作乃厲預防之后的一介步驟.逐有,第 7奈所規定的合

作原Jll,其确切的法律含叉仍不明确,思管大套在 《夫于各回依耿合囝先章建立友

好夫系和合作的因豚法原則宣言》18 
中曾村上迷合作原汊j表示了螢同,固 隊法院

在其肘尼加拉瓜案
’g 

的判決中宣布垓宣言一般体現刁慣法。

33 除初躲規則之外,草案的第一和二章特別是第 1、 3和 8奈草案載有肘

依固狋法所戶生的任何法律火夯的一些隊逑或不妨林之力
‘
一般性限定奈款

’.速些

隊逑規定了草案中提出的固妳叉夯的吋同、地區或事項的范園.但是,他怀疑是否

位給予速些規Rll如 此明确的形式.第 1奈不必要說明,各奈款适用于
‘
在一固領土

1’ 兄第 21U8次全快,腳注 8.

’B 
大套 ︴99U年 1U月 24日 第2625〔 X×V)咢泱洪,附件.

ng 
在尼加拉瓜和針肘尼加拉瓜的軍事和准軍事活劫 (尼加拉瓜坼美利坐合尒

因案〕,共廣同題,1986年 6月 29日 判決,《 1986年目豚法院裁決集》,第 14

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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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在其管轄之下⋯⋯或在其控制下的其他地方八事的
’活功.送是目狋法的一項

一般性的規則同時道用于确保尊重人叔、防治某些疾病、促迸裁軍,不允汻核廿散

等〤夯.因 此,第 1無可以筒略一些,既可采用友卡弗里先生提洪的措詞 (第

2● U9次舍洪,第 13段〕,甚至也可采用更何革的提法,堵如:

‘
本無款位适用于因所汏卒的活功而造成的跨界頡害或由此而戶生的較大風

臉
’

.

34 第 3奈草案罔迷的另項一般性限定奈款,涉及第 8無所規定的預防〤

夯.因 此,第 3朵的規定位垓成力第 8無的一部分.然而他怀疑第 3奈是否有任

何新來西:垓柔仗淡想了些一回家若革除社全弊病時必將戶生的情況.倘垓回家掌

握板害的央豚資料,上迷情況是明确元淏的;倘不掌握,則 庄适用位有注意的普通

〤夯.照 此而梵,第 8恭第二句似乎叔迷的是明並不避的事.依照位有注意努力

的原Jll,回 家有責任采取与其承惜相位的措施.唯一的同題是,這些回家有責任呆

取的是哪一美措施:既在客現上必要在技木上可行的措施6或者符合其本身銓游和

技木姿源,能姼久捏其施的措施.患之,上逑一般性限定奈款是多奈的;速些奈款

中并元超出一般規則范時的任何來西.一般規則确定了依目豚法所承捏〤夯的程度

和范目.

35 夫于賠催的第 9茶草案所我的另一組規定,可悅成是一套自主性的次要

規則.作 出賠僕或提供扑僕的責任來自村某一固豚火夯的達反行力,或來自目狋法

其他基本概念,特別是不庄由元華的受害者承拉全部板失的原則.有人曾提出的理

由是,起源固自身也可以是元辜的.但速把
‘
受害

”
固置于何赴呢?倘若一固不能預

防其他回家人事有害的活劫,并且由于所戶生的危險而受擷害,它起碢位得到賠

僕.八一瓨活劫得益的些事目也必須承受其久袒的原則,是回家主杈平等符合遻輯

的必然結果.然而,他不能同意第 9柔的提法.伙俱由于友生了跨界掘害就庄承

袒賠僕責任,看來是不能接受的.基本理由并未充分地用明.元梵如何,遠一規則

不泣道用于每一介損害案件;倘若原先不存在風險因素而起源目未能預測到速一掘

害,只有韻害尸重吋,起源固才承捏賠儅〤夯.在此美案件中,筒草的因果夫系即

足以确定賠僕黃任.象比斯利先生一祥,他汏力,泣分別肘待以危險力依据的賠佳

責任和以描害尸重程度力依据的賠僕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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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第 9奈村談判的提法是笨拙的.呈然淡判是解決寺以的一項林准方式,

但淡判位以明确的指早方針力基砒.不幸的是,他 目前不能提出一項各逸性的方

案,因力公平原Jll可 能避于含混.

37 何言之,草案的第一和二幸含有許多根本不相同的成份,位特之分幵和

重新安排.

38 在第三章新的第 1U至 17奈革來方面,有創定性地提出了就有害活助肘

坏境影晌估卄的正式程序,冬管速些程序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失型的活劫.技告

仈/CN4/423,第 1U8段 〔b9提及了某些化肥的使用,汽車度气的排放等.

所淡站的各項活劫須得到不同的赴理,其形式是更好的固豚管制,既可通避多迪套

以,也可利用主管目隊組數.一般多傾向于多迪亦法;只有在睦邰夫系受韻吋,才

采用以述解決手段,例 如安放具有落在危害裝置一一渚如靠近目豚迪界的核屯ㄏ或

核疲料傾倒的地魚.在此情況下,郜 邦回家有杈反村,因力存在看一介武新的回隊

因素,有理由限制領土所扁目的主杈.因 此,他愿意看到肘第 1。 紊及以后各奈地

理范田更明确的用途.倘若特別根告長所提制度是以道用于任何人美活功的洞悟似

汀的,那 么可能是行不通的;各因不妨以上迷理由直接了些地加以拒免.

39 第 1U奈草案大有改善的余地.位 刪除
‘
如一固有理由相信⋯⋯’

的短

悟;各目理位知道其領土上正在送行的事情.本奈位以
‘
各回位

’
的措洞幵始.有一

項困雅是与夫于固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朵款草案中的情況一祥的:必須鼓肋各固提

供信息,而不粹通知些作承汏有罪來肘待.村于某些案例,最明昱的是在靠近固豚

道界赴安裝具有港在危險的淡施,有 了本紊就是姼了.在其他案件中,位 由受影晌

回家提出抗洪.

4。  整于本寺題的性辰,委員舍需要在坏境同題上得到某些援助,也汻是秩

合囝坏境親划署或歐洲銓渀委長舍的援助.同送些机构同建立肘活特放善委員舍的

工作.此外,庄銘圮奈款草案淡想的大部活功均是由介人迸行的.因 此,草案不妨

列入一項建洪;私菅企ㄓ在八事具有危險性的活功吋垃投保,并可首先追究私人而

不是回家同的賠佳責任.

41 最后,恭款草案并未充分規定村人美
‘
公地

’
所造成的韻害;第 1U奈及

以后各奈昱然只限于肘回家造成的直接強害.速是一介新的梵t魚 ,力 困得到有夫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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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姐數的捐助.

42 小木曾先生祝賀特別根告貝就送一板其跟堆的寺題編耳的一份杰出的第

五次根告 (Aˊ CN4/423).

43 在委員套常查回家黃任的音題期同,人們已扒氓到,存在若由于國家活

功而造成的央怀頡害的方面,而上迷目宗活功不一定是因狋法所指林的不法行力.

力此有人主張.委員舍位些把上迷情況下的固沶賠僕責任同題作力不同于回家責任

的侍筑櫬Jll同 題的一介寺題來常快.因此本青題成了委長舍快程上的一介狂立項

目.因 而,遠是具有重要意人的,些 耐委長舍的一些委員曾反村粹送一寺題作力一

項狙立的項目予以忖淹.在 1982年第三十四屆全洪上,南 非科夫先生曾悅避:

..⋯ .‘ 固怀法确央沒有一系一般規則,規定一日因由于汏事目狋法不加禁

止的活劫造成的抽害,而有黃任肘其回民,另 一介回家或另一回家的回民作出賠僕

他的錯淹是:

”⋯.“ 目前,制訂夫于由固豚法未加禁止的行力所造成技害性后果固拆賠

僕責任的目拆法一般規Jll將是空想.’
’2°

44 委員舍幵始本寺題工作之豚,并未确切地想到已絰具有了
“
固狋法不加禁

止的行力所戶生的
”
跨界擏害的固怀責任.他本人感到,遠介事項赴于一种灰色匡

域,村是否存在遠一責任,并不明确.基本上假定有送祥一項原則,即起源回要承

捏跨界韻失的責任,根据速瓨假定送行工作肯定是不正确的.

45 肘跨界拍害遠項音項可采取兩种可能的作法.首先汏力賠僕責任是存在

的,并恰如特別根告長建洪的,尸格賠僗黃任的概念可以道用.肘此,他一再指

出,目 豚尸格賠僗責任方面的先例只涉及有限的領域,堵如太空活劫或和平核活

功.村于依照固豚法扁合法活功所造成跨界損失位承袒的尸格賠僕黃任的可能一般

原則,并元任何先例.速祥的原則或汻可在逐漸友展的固怀法杯題下予以申洪,但

他扒力其錯果是令人怀疑的.

四 《1982年⋯⋯年盤》,第一卷,第 249瓦 ,第 1739次全洪,第 47-48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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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第二种做法是若重強惆預防.在速方面,特別報告長共豚上已做了很

多.因 此,未采取措施避免某一日合法活功的某些有害后果則持戶生固豚賠僕黃

任.村堵如有失預防、合作和利益平衛之失規則的達犯行力持戶生賠僕責任.而上

逑規則可林之力
‘軟法律

’
.

47 上迷兩种做法,第二种看來技力道些.第二种做法特有助于將侍筑的目

宗責任概念廿展至
‘
灰色

〞
Σ域,并且可加以采用,冬管些委貝舍初次討淹本寺題吋

逐未曾沒想到.位垓承扒,人們可括以爭淹的理由是,未加預防或不采取必要的頂

防措施已构成囝狋法所規定的不法行力,因 而已超出了主題的范時,但是力日尋求

回妳法不加禁止的行力中責任的起源Jll最終特意味若特圈子.

48 他淡到特別拫告貝提交的銍修訂的第 1至 9奈草案吋悅,第 1奈中
“
在

整介避程
’
一切不伙伙只是指具有板害性后果活功的央施期.按他的看法,‘整介迪

程
”
包括捐害性后果造成的文雅甚至在造成速一板害的活功錯來之后的整介期同.

在遠方面較有意又的是奧地利代表在大舍第六委員舍所用途以及特別技告長在其報

告腳注 5(同上,腳注 7)中援引的下列看法:

“⋯...村 目狋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久責任送种概念央隊上涉及兩种根本不

同的情況,需要不同的做法:一种情況系指一旦友生事故,具有危臉性的活劫

將帶來文雅性后果的風險,但在活劫正常送行情況下,既不全村其他回家,也

不合肘整介因隊社舍戶生不利影晌.因此,只是一旦友生事故就全出現責任同

題.遠种責任按其本身的性辰必須是免村的和尸格的,不容汻有例外
”

.

然后,垓代表又指出了第二种情況,即 一●某些有害活功累秋后果有夫的肘坏境的跨

界和迒距商影晌.肘待遠种情況,賠儂責任具有兩介明确不同的取能:第一是肘事

故風險的承保責任;第二村期同其他回家領土上通道正常菅迋造成的重大韻害久黃

賠僕.

49 冬管在委員舍和第六委員舍上,与舍者提出了一些反村意兄,然而第 2

奈草案 〔a)和 (b9項仍保留了
‘
危險

’
的概念.垓恭款提出了三介同題.首先,

在整介草案中,‘ 明昱危險
’
的用活位全部改力

‘重大危險
’.在若干有失的現行文串

中,包括特別報告貝提及的一些文中渚如 《夫于合作防止海洋坏境污染的科威特Σ

域公釣》 (同 上,第 8U段 )、 銓合組象理事舍 1974年通避的失于跨界污染原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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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快 C(94)224附件 (同 上,第 85段)以及 ●979年 《迒距南越境空气污染公

的》 (同上,第 91段)均使用
‘
重大危險

’
一洞.值得指出的是,在肘特菜小冶煉

ㄏ案
21 

所作的裁決中使用的是
‘
物辰性的頡害

’
一洞,接近

‘
重大

’
或

‘
央廣性

’
的

合〤.由于
‘
危險

’
的概念本身并不大明确并含有一些主現性,因此,最好用

‘
重大

’

二字加以限定.

5U 第 (a)項第 (二)目 的下半部分用明,‘ 明五危險
’
可扒力包括

‘板大程度

〔文堆性〕的跨界頡字的技低可能性以及駤皮明昱損害的較商可能性
..板

大程度的

跨界技字的較低可能性可理解力包含核能屯ㄏ事故之爽的事件.但是,另 一美,‘蛭

度明昱抽害的較高可能性
’
的意叉根本不明确.也忤其想法是包括由一些小規模的

有害物辰故期私累造成的坏境掘害.倘若速确央是它的本意的活,則位在奈款本身

中用明,采用下列措洞:“
⋯...具有早致坏境污染的私累性影喃

”
.

51 委員舍夫于其上屆舍洪拫告提到特別報告貝肘
“
明昱危險

’
一洞的解釋

是:‘指其程度必須大于一般危險
’.22 如果特別根告貝仍然維持其原來的看法,

他本人套建洪,將上述解釋插入第 2朱 ,八而用明
‘
明昱危險

’
或最好是

‘
重大危

險
’
的含〤.

52 在 (e9項中肘
‘
受影晌目

”
的定〤既包括共豚受影W.,的 或正在受影晌的固

家也包括今后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后者的情況看來包含在
‘
較輊度明昱強害

”
概念之

列,而此概念他在前面已結合 (a)瓨第 (二)目 忖捻避.以 同祥的方式看待速兩

榮國家是完全不道些的,因而他特敦促匹別村待以下兩失賠僕責任:肘 已受掘害固

家的賠儅責任和肘今后可能受被害回家的賠僕責任.

53 第 3奈草案的杯題
‘
〤秀的确定

’
令人安解,庄 由起草委長套加以申查.

下午 1吋散套.

兄第 21U8次舍洪,腳注 9.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 2部分〕,

眳畤畤畤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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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舍快

1989年 6月 2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巴你沃芛先生、巴本甜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芛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弟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

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

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庫鈉斯先生、塞普本堆送一古釱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

里 .因德拉先生、錫JE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揚科夫先生.

夫子固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

的拐害性后果的因隊責任 〔絞)

(Aˊ CN4/384, 1  A/CN4/413, 2  A/CN4/423, 3

A/CN4/431, B市 )4

1 
特載于 《1985年⋯⋯年整》,第二卷 (第一部分)/Add1.

2 
特載于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3 
特栽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4 
肘本寺題的常以,部分是根据前特別報告貝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在委貝舍第

三十四屆舍以上提交的寺題鋼要送行的.案文特載于 《1982年⋯...年 盤》,第二

巷 〔第二部分〕,第 83-85丌 ,第 1U9段 ,肘它的修改載于 《1983年⋯⋯年

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4-85頁 ,第 29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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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程項目7〕

特別報告長的第五次根告(鎮 )

第 1至 ●9押  (鎮 )

1 小木曾先生接看上次舍洪所作的友言悅,他首先想澄清一介深恐被人淏解

的同題:些然,只有在友生有形跨界被害的情況下,未能預防才可被次力构成起源

目的不法行力,因 而粹引起賠僕〤夯.

2 第 3紊草案規定了起源目的〤夯,并朴充悅 (第 2段),垓 固被
“
推定

’
知

道或有亦法知道一項活功正在其領土送行;遠一無件似乎同特別根告貝常引用的道

〤原則相矛盾,垓項原則是:不庄使元辜的受害者草狌承受頡害的久裡。的确,冬

管垓原則十分重要,卸 只是一項道又原則,第 3奈再也不特其作力一項法律原

則,遠一魚值得砍迎.

3 第 8恭草案規定了起源因肘預防的火夯.但是,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次拫

告 (A/cN4/423第 65和 66段)中 指出,庄 由送行垓項活動者一一所以,不

依庄由垓固,逐庄由令人或公司一一采取必要的預防措施.思管他肘央廣同題沒有

昇洪,但他希望指出,固 坏公的一般不將火努直接強加于今人.而 只強加于回家凅

家則有責任制汀執行送种〤夯所必需的法律和奈例.因 此,肘第 8奈位加以修

改.

4 他滿意地注意到第 9奈草案引入了
‘
利益均衡

’
的概念.取得速种均衡的唯

一途徑是通逮起源固与受影晌固迸行真誠的淡判.但是,在決定如何恢复送一均衡

吋所迋用的确切杯准很可能引起雅以解決的同題,例如,在友生既給起源因又給受

影晌回造成擷害的事故的情況下位如何恢負送种均衡的同題.

5 在新的第 1。 至 19奈草案中,特別根告貝提出了坪估、通知和提供資料

的程序,速些程序构成一种同有失目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奈款草案中提出的制度

相似的制度.思管恙的來啡他變同速些荼的央辰,但他怀疑委貝套是否位建立象所

5 
夫于案文,凡第21U8次舍以,第 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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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程序那祥洋幼的程序,因力正在申洪的奈款草案的目的是赴理友生跨界頡善

吋的目家黃任同題,而不是力預防所有可能的跨界技害制定目狋程序.一介回家履

行其預防火夯的程度在确定其責任吋可构成一介重要因素,但車來本身不必涉及速

些幻市.力使預防措施有足銘的炅活性,他人力一介更力适宜的做法是,在有夫目

寨同作出狄迪或區域性安排,或力特定目的,如防止污染建立因杯机制,而不是甚

至以框架捇以的形式建立一項适用于一切情況的普遍法律制度.因此,他怀疑紊款

草案中寺ㄇ涉及程序的那一部分是否位佷限于指出一介一般性原Jll和鼓肋有若共同

利益的回家建立匡域性合作机制.在速魚上,委長舍一些委員援引了歐洲垤游共同

体的例子.他逐愿意了解根据特別報告長在其根告 〔同上,第 8U段起各段)中提

到的區域性林快而建立的合作机制的其拆逐特情況的一些幼市.

6 弗朗西斯先生悅,既然委員套已收到一整套架款草案,現在有必要肘整介

集文所根据的一般性原則加以道些用途.在遠方面,委 員舍可模仿 《各因絰洴叔利

和〤夯先章》6 的做法,在一般性規定前面規定一項奈款,何要用明車集其他部

分所提出的原則.送些原則是各目的行功自由、預防的〤秀、合作的又奔,最后是

賠僕的〤夯一一但他汏力垓〤夯的名林位重新措洞.盤于夫于回家責任的奈款草案

第一部分第 35奈的規定
’ ,即 “.⋯..排 除回家行力的不法性,并不預斷賠佳垓

行力所造成的韻害方面可能引起的任夯同題
’,和按照定火,正在申以的草案只涉

及其不法性已予排除的活功之后果,他簽同勒泰先生的意兄 〔第 211U次全以),

即
“
賠僕

”
一洞欠妥.

7 他汲取了揚科夫先生就另外一套紊款草案提出的建以,逐提以把夫于
“
用

活
’
那一紊放在草案的幵端.所 以,第 1和第 2奈草案粹類倒一下位置,他希望在

草案中加入的那項栽有肘各項原則倚要琮迷的奈款持緊接其后.

8 至于目前的第 1荼草案,他焚成已絰村垓奈,特別是村
“
整介避程

’
和

‘
其

他地魚
’
兩介用悟提出的批坪意兄.垓東文由于多奈成份避多而失去平衛,特別

是,他汏力,特別技告貝力怔明使用
‘
目杯法所承汏的管轄

’
一悟的正确性而提出的

大套 1974年 12月 ●2日 第 3281(××｜×)咢決洪.

兄第 21U8次套以,腳注 8.

眵畤畤畤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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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羔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最好的解決亦法是收笈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三次根告
8 

中

提出的措泀一一
‘
在

’
一固

‘
領土內或控制下

’
一一因力

‘
控制

’
一切也包括一目的部分

領土由另一日非法占領的情況.力避免所有模校兩可的意思,特別根告長可在第﹁

朵的汗注中用明,‘控制
’
一洞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庄被理解力使某一非法占領合法

化;但把送种解釋耳在垓朵案文中是不道些的.

9.思管第 1朱十分累焚,但逐是有不足之赴,首先因力它只波到
‘活功

’,冬

管孤立的行力 (如不构成某一有組取活功一部分的行力)也可造成跨界掘害.但最

重要的是,垓奈沒有考慮到
‘
情形

’
而他汏力

‘
情形

’
必須納入垓草案范日,特別是考

慮到前任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次根告中悅避:

‘
有時⋯⋯造成或可能造成具有跨界影晌之有形后果的与其悅是一項篷查

明的活功,不如悅是一种事杰的存在⋯⋯”
;

‘⋯⋯在有些情況下,起源固有責任村直接危險友出苦告,元梵遠一危險

是一項活功所致,透是某一自然原因所致⋯⋯’.9

因此,‘情形
’
的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并位在第 1無的案文中加以罔明.另 一方面,

可能沒有必要明确提到孤立的行力,在夫于用悟的那恭中說明
“活劫

’
一月位被解釋

力包含垓种性辰的行力就足姼了.

1。  夫于第 2奈草案,特別是
‘
明並危險

’
和

‘
有危險的活功

’
速兩介用悟,他

同意小木曾先生的意兄 (同上),即 盤于第 1奈 的內容,最好不要肘危險或有危險

的活劫加以界定.另 一方面,肘‘
跨界韻害

’
所下的定〤十分有益,肘‘

明昱掘害
’
一

司也需加以解猙 .

11 特別投告員在其第五次根告 (A/CN4/423,第 32段)中承汏,在垓

草集中反反使用的在起源固
‘
控制下

’
一悟戶生了某些同題.一目的非法占領者只要

有效地控制垓因領土就位被看作是在法律上肘垓領土行使主杈.庄垓注意不要由于

日 《198,年 ⋯⋯ 年盤》,第 二卷

A/CN4/4° 5,第 6段 .

9 《1984年 ⋯⋯ 年整》,第 二卷

A/CN4ˊ 383和 Add1,第 31-32段 .

(第 一部分),第 48丌 ,文 件

(第 一部分 ),第 166頁 ,文 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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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免承扒送一魚而破坏垓草案的平衡:排除占瓴目的責任粹舍使肘垓領土久法律黃

任的國家村某一它并未行使有效控制的活劫承捏責任.

12 他注意到,隨若有失垓寺題工作的迸展,委員套正在努力确保垓草案不

合避分模仿失于回家黃任紊款草案的第一部分,他悅他希望看到委員舍回到寺題朝

要上面.遠并不是因力垓寺題朝要神圣不可達反,而是因力它的确正象大舍第六委

員套些吋承扒的那祥,力委長舍有失垓寺題的工作英定了基袖.在遠方面,他 回碩

到,正笨勒泰先生 (第 211U次套以)指出的那祥,落在受影晌因不一定位于起源

回附近.他逐有趣地回碩悅,勒泰先生曾村速祥一介同題表示因惑,即委員套可通

避何种方法取得更好的效果,是采取最大限度的方法呢?逐是相反地,只 限于采取

最小限度的方法,以便給各目留下一些在道些情況下幵展其及道美系的余地呢?速

正是垓寺題鋼要所根据的患的思想.至于托穆沙特先生 (同 上),他提到初級規則

是肘的;但按照前任特別報告長的現魚,那些規則在固家未能提供必要賠僕之吋起

才幵始起作用.他介人愿意回到他起初堅持的以注意的責任力基砒的立切上來.但

弄清下面一魚是十分有趣的:委員舍在放井垓寺題鋼要的同時,是否真正汏力它逸

捀了最好的解決方法.

13 淡到坏境同題及其在奈款草案中的位置吋,他 回碩悅,速一同題早在

1978年就已由委員合力常洪送一寺題的范固和性辰而設立的工作鈕提出.他扒

力,委長套目前就本寺題所做的一切都同坏境有失.在遠方面,他援引前任特別根

告長的初步拫告的下列段落,其 中悅:

‘
有人汏力,速一寺題主要涉及的是精心制汀火夯的初級規則鬥題,同其

直接有失的主要同題是坏境領域的卒杰友展.如果委貝舍和大公接受速种現

魚,那么,它們也可以明确同意委員舍在 1978年第三十屆套以上沒立的工作

姐所建洪的那祥,肘垓寺趣的范園加以限定 :

〔垓寺題〕涉及各因在其本固領土內或在不受任何回家主叔管轄的地區

使用自然坏境的方式,或管理其使用的方式⋯⋯’
.1°

1°  《198U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65-266英 ,文 件

A/CN4/334和 Add1和 2,第 6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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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他逐回碩到,他在上屆舍快
π1 上指出,力避免拖延委員合的工作,位

社另一机构确定委員舍在正在申洪的茶款車未中可赴理哪些坏境同題.然而,整于

自那時以來回狋夫系的事杰友展,他現在汏力委員舍位自行考慮在紊款草案中可於

理哪些同題.比斯利先生 (同上)和特別拫告貝正确地指出,在速介同題上,有些

方面有待探究,些然必須十分遊慎.例 如,在 1982年 《朕合回海洋法公的》淡想

的因狋海底管理局成立前,委 貝舍可在海洋跨界頡害領域友捍作用.因 此,他建

以,整于委貝奈已成立一今工作鈕甜站下一步位研究哪些寺題 (兄第 2π U4次舍

洪,第 75段〕,它位清垓小組作力优先事項甘梵遠一同題.

15 帕夫拉克先生悅,委員套村本音題了解越多,就越意氓到它的象奈性,

特別根告長的第五次根告 (A/cN4/42S9提出了更多的值得思考的同題.

16 豋修汀的第 1朱草案反映出特別報告長的現羔有了交化,肘此,他表示

玖迎。按照委員舍和大套第六委員舍上,与舍者提出的意兄,垓案文不再把危險作

力黃任的基本因素,而是把速一概念同有害活功的概念琺系在一起.至于他本人,

他傾向于根据頡害的責任,而不是根据將危險和抽害合力一体,因 力在某一回家迸

行的活功是否具有危險村元辜受害者,即 另一回家或其回民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一旦造成搵害,就位予以朴救和賠佳拉失.然而,危險的杯准肘于預防逐是有

用的.必須銘圮由于技木迸步,跨界振害隨吋都套友生,不仗全影晌一介回家或有

限的一些回家,逐舍影晌整介地球.正 因力如此,他才十分重視第 1奈涉及的范

園同題.

19 銓修汀的第 1朵案文仍有改迸余地,友卡弗里先生的建洪 (第 21U9次

套洪,第 13段)提出一种值得迸一步討站的改造垓案文的可能性.在通常情況

下,委員舍拉力起草委員套規定夫于垓青題的明确指專方針,其基本思想是:放事

一种菅利、合法但有時危險的活功的回家.介人或銓洴央体立承拉垓項活功造成的

全部抽害,包括可能事故造成的板害.換言之,一項引起跨界損害的活功的元辜受

害者虛受固豚法的保伊.一些人爭辯悅,送种活功的第一受害者是起源固及其目

民,肘持此現羔者他要指出,狀遠一活功中族益得利的是他們,而不是外因受害

11 《1988年⋯⋯年盤》,第一卷,第 35兵 ,第 2U48次舍坡,第 3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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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至于措洞,似乎最好用
‘
重大

”
一詞,而不是

‘
明昱

’
一洞來描迷危吐和振害.逐

●

有必要借助村韻害和后果的客現坪估,迸一步界定
‘
跨界損害

’
.

18 第 6朵草案反映了他在上居套快表送的意兄,眨  即位考慮到有失目豚

法的些代主要思潮,如新德哥水庫宣言第 21項原則所我的那些思潮.各固同日益

增強的相互依存要求人們村回家主叔和領土完整的原則采取一种現其主火的念度.

無款草案所提供的机制垃涉及不是一介回家,而是全人共都將受到合法的、但危險

的活劫之后果影晌的情況.因 此,他焚成特別報告長的意兄,即力反映第 21項原

Jlll,第 6無特
“
反映主叔的兩介方面:一方面是一日在其領土內隨意送行活劫的自由;

另 一 方 面是 村 外 部 的 影 晌 而 言 ,其 領 土 的不 可侵 犯 性 ⋯ ⋯ ’

(A/CN4/423,第 56段 ).

19 央豚上,第 6奈是有限主叔原則与領土完整原則之同的一种妥林.遠一

方法能銘得到接受喝?速今同題庄由委員套決定,但更力重要的是弄清楚各固政府

是否愿意在共固怀林決中一一速些奈款草案持力速些怭以提出一介框架一一接受速

种方法.威得速种接受并非易事,但若要保伊地球,除此以外他找不到別的亦法.

力支持垓方法,不妨也援引《耿合固先章》第七十四奈所規定的睦邰的普遍原則.

2U 新的第 1U奈草案的規定似乎也滿足了一种需要,但速里又碰到各固是

否愿意接受速种規定的同題.他怀疑,多數目家持不愿意遠祥做.象特別技告貝提

出的而且委員舍正在將其列入夫于目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奈款草案的如此洋思的

程序,些 然位伙限于某些美型的活功:在速介向題上,他銘成小木曾先生的意兄.

他也扒力,力制汀涉嫌起源目有叉夯泙估引起危險的活劫、有火夯通知假定受影晌

目、以及有〤分解釋它力履行其賠儅〤夯所建快的措施,所有速些工作均位留待各

回去做,而不位列入委員套正在精心制汀的鋼要公的草案中.

21 塞 普水籬迷 .古 鈇 雷斯先 生發揚特別 技告 長的第五 次根告

fA/CN4/423)辰 量高、具有央用价值,盤于有失垓寺題的理梵和刁慣法板力

有限,垓根告就昱得更加非同尋常了.元梵人們如何淡稔垓草案的
“
灰色匹域

’,如

φ 同上,第 25頁 ,第 2U47次舍洪,第 1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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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捏心全給最能造成拔害的國家強加更重責任,他仍象上屆舍以所表示的那祥,肘

那一音題的前途抱若常慎球現的杰度.

22 志的來排,他接受特別根告長力第﹁至 9朵提出的修汀案文,但有一些

保留意兄,委員全其他委長已表送了一些共似的意兄.央豚上現已具各送成一致意

兄的深厚基砧,以便起草委貝套找出溶各种意兄力一沖的道些的制訂方法.

23 整于上迷原因,他扒力委貝舍不庄听任自己受那些要么使其陷入抽象的

井梵,要么早致不道些地甘大垓寺題范目的批泙意兀的接布.目 前最好制訂出一套

奈款草案,元站它們多么有限,以便能銘取得一些迸展,并使韻害的責任所引起的

一些緊迫同題得以解決.正在起草的朱款体現了那些值得重申的原則,它們既有苧

木价值又有央怀參考价值.一方面,正象布特多斯一加利先生就危害人美和平及安

全治罪法草案指出的那祥 (第 2U96次舍洪),速些規定將公布一些夫子某美固豚

叉夯的范目的概念.另 一方面,因 狋套洪和最近締結的林定表明,固 狋社舍永于考

慮旨在友展和編共有失垓寺題的固豚法的建洪,速一行劫央狋上同其防止和解決爭

端以及祁助加強固豚因錯的需要是一致的.因 此,委長套位堅持送行送瓨工作.

24 夫于垓草案的第三章 (通知、資料和受影晌目的通根),他悅他很高共特

別根告貝已逸定赴理送一重要同題;在委貝套肉常有人悅,重要的是向前走,即便

是在未知的領域,而不是等待刁慣法的戶生.

25 然而,特別根告貝在新的第 1° 至 19奈草集中沒想的制度需要力目家規

定一整套新的和未成慣例的行功和〤夯,在此宜采取小心中慎的方法.因 此,思管

他女同所提出的新的八奈,但汏力庄村其中提出的某些規Jll加 以常查,特別位垓殶

想建立若干机构,久責央施所規定的各种程序.

26.例 如,他肘第 1U奈草案 (坪估、通知和資料)存有一些疑同;垓奈是

所提出的那一制度的核心,并給回家強加了一整套相些笈染的行力和〤夯.首先,

垓案文要求返用一套程序以确定一項活功是否可能在將來造成掘害,或有造成韻害

的危險.速种〤夯肯定需要建立主管的目家机构,但即使送梓,精确地确定一顎活

功是否可能造成跨界韻害,或有造成速种頡害之危險的任夯也是十分困雅和棘手

的.

29 其次,要求起源目及其机构必須向可能受到影晌的目家友出苦拫,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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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一些同題.盤于通知自其次出之吋起就引起某些責任,一介未能采取必要措施

來防止掘害或喊小危險的回家几乎堆以撰脫某項活功的后果.垓圄必須在友出通知

吋附上某些技求炎料并宣布它打算采取的措施.速是專致建立面防与合作制度的逍

程的第一險段,村待垓盼段位采取板力遊慎的杰度,但特別報告貝肯定能移找到适

些措泀.

28.肘第 11奈草案他沒有什么可啡的.另 一方面,他肘第﹁2奈草案 (假定

的受影晌目的通告)有某些同題,因力自忕力受影晌的回家可能由于缺乏財力堆以

提供垓無要求它提供附有文件的技木說明.

29 他肘第 13、 14和 15朵草案沒有昇快.他也接受第 16荼 (淡判的火

奔)草案所根据的原則,但汏力在措洞上位板其小心,因力垓紊涉及一介解決夫于

責任与賠僕手段的爭快的十分徽妙而重要的方法鬥題.至于第 19朵 (村按第 12

奈友出的通知不作答复)草案,案文的最后部分需加以用明,但速只是一介文字起

草同題.

3U 斯里尼瓦芛 .拉 奧先生肘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次根告 (A/CN4/
423)所体現的坦率精神和新穎方法表示焚揚.他指出,他 曾斌日界定垓寺題的范

園,不避沒有完全成功.特別根告長通道如下方式已在某种程度上划定可提出坼忪

的賠僕要求的界限:引 入危險的概念和針肘在下迷回家的管轄和控制下送行的活

劫,而不是孤立的行力,即 ‘
知道或有亦法知道

’(第 3奈 )速些活劫可村其他目

人民或財戶造成明昱敬害的回家°他強琱了某些基本要求:位在回家同赴理責任同

題,而不位述有害跨界影晌的元革受害者承捏掘失.他逐提出了起源固和受影晌回

之同合作的概念、預防的概念和賠僕的概念.

31 特別報告貝在站及合作同題吋強琱指出,受影晌回如
‘
有合作的亦法,例

如具各更加先迸的技木
’
等 〔同上,第 62段〕,同祥有合作的叉夯,但他縈接看十

分正确地苦告悅,不位利用原扁合法的活功友生的事故所造成的韻害未
‘
菋求政治

优外,或送行任何种美的致肘竟等
’.的确速种行功可被机力与淡判城意相悖,遠

一蕉已由拉努湖案的裁決罔迷清楚,13 并將危害恢复起源回＿●受影晌固同利益

’. 
兄第 211。 次舍洪,腳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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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的必要性.恢复利益均衡是賠儅襁害的首要目杯,它使特別報告長列半的若干

重要林准 〔同上,第 7U段)得 以道用:受影喃日本身可八垓項活功中荻得的利

益;些代世界的相互依存性;預防的出用;垓項活助主要受益者肘垓瓨活功興用的

分推.些 然,垓清革并非洋冬元遺,在特定情況卞也可能道用其他林准.但是,他

本人并不扒力,如果起源回未清求某一主管組無的祁助,就位象根告中所悅的 (同

上,第 62段 ),被扒力意味若它沒有履行其合作的叉夯.村送一同題位送一步加

以申快,但最重要的是,不位把向某一日隊鈕玖靖求援助作力一項正式〤夯.

32 至于預防同題,特別根告貝意氓到垓項概念的局限性,故 已洋幻說明,

有失速一同題的叉夯不是免村的,例如如果一項活功是由介人或公司送行的,那么

必須建立央豚預防手段的將是那些介人或公司,而不是回家,回家的唯一責任是持

垓又夯交力日內法的一項規則并強制央施速項規則 (同 上,第 66段).至于更力

特殊的友展中回家的情兄,特別根告見指出,回家須
‘
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

〞
采用預

防手段 〔同上,第 67段).

33 特別報告長在草案的第三章提出了有失通知、資料、受影晌目的通告及

通知后的步驟的新朱款一一所有速些都是程序性規定,涉及起源圄和受影晌目合

作、放判和送成怭快的〤夯,但有一項涼解:如果未能迷成速种林快,將建立調查

机构,但是,垓机构所作出的結梵將只具咨淘性辰.

34 力肘坏境同題給︿們造成的忱慮作出反位,特別根告長采取了果斷的步

驟,即在‘跨界抽害
’(第 2奈 〔c9款)的定〤中不俠包括了村人貝或物体或肘特

定地區的使用或享有造成的明五韻害,逐包括了肘坏境造成的明昱擷害.

35 他數促特別根告貝沿若送奈路堅持走下去,盤袋致力于界定孩寺題的范

園,确定恢复起源固和受影晌固同利益均衛的杯准,更重要的是用明日坏社合力共

同利益庄采取的基本政策.

36 村孩寺題的常以尚未超出研究技未知市的險段,所討梵的同題仍然是
‘
重

大
’
和

‘
明昱

’
危險之同及

“harm’和
“
〣vrv’ 之同的匡別同題,責任的基砧 (由 某种

原因引起的、尸格的或銫肘的責任)同題,以及是否最好除回家以外,也包括目家

生活的所有參与者 (私人企ㄓ,多 固公司)以便确保任一元辜受害者均受到保妒的

同題等.肘速种局面,位久責任的不依是特別根告貝.有必要更力洋恩地常洪垓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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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向 寺家和主管固怀組班咨淘,及听取各日本身的意几.正如已篷指出的那祥,

有必要不是杕理淹上,而是依据被普遍人力与垓寺題有失的央豚情況和具体活功來

理解速一寺題.逐有必要連免避分先琬化或概念化,或避分注意
‘
回狋法不加禁止

的行力
’
速一林准.

37 他逐肘特別技告長提出的通知和淡判的制度存有一些疑慮.垓制度是受

力目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淡想的那一制度的店友而提出的,但在目前的未文中,特

別是在并非只有一介受影晌目的情況下,垓制度是不合道的.更重要的是,除非村

提出的通知程序迸一步加以界定和解釋,否 Jll它舍相些于表示汏罪,并套早致受影

晌因宣林抈有否決叔.在草方活功、行劫或決定的影晌不仗限于起源目的●f代 ,事

先柲商的原則不能被汏力引起受影晌回表示同意的叉夯,而且更不能被快力是授予

它否決杈.事先怭商如未能迷成怭洪或和解,不成具有使某一合法活劫交力非法活

劫的效果一一如果送祥,垓活劫就扁于回家責任寺題的范囿了.

38 事央是起源目的火夯只是同洛在的受影晌回送行怭商,考慮其意兄和利

益,以及在造成事故或頡害的情況下送行賠僗或承捏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因 此,

他汏力特別根告長位淡想一种比目前提出的制度更力炅活的林商制度,而不是通知

制度.他逐肘惆查委見舍可在坏境同題上、由于累秋影晌造成的跨界掘害等同題上

能起什么作用表示怀疑.在速些同題上,意兄很可能出現分歧,某些事央也可能不

力科苧視察所友現,其錯果可能是,遠祥一介委員舍所戶生的同題多于所能解決的

同題.

39 他同意帕夫拉克先生的意兄,即跨界抽害同題不依垃被視力回家同夫系

的向題,逐位持其拼大力包括整介人共和
‘
全球公地

’
的同題.因 此,特別報告長把

垓寺題有夫部分甘大到包括村坏境造成的跨界拍害向題是正确的.在遠方面提出的

友言叔的同題不是元法解決的:有些回狋机构有杈赴理有失全球公地的同題,它們

可以面村起源因代表目豚社舍.

4U 他焚同小木曾先生的意兄 (第 2Ⅱ °次舍洪),即 有必要超越
‘
軟法律

’

一一睦郃和淡判城意的原則.

41 就本寺題而言,元梵委貝舍是在編慕,逐是在逐漸友展目隊法,它都庄

在特別技告長的郁助下,在 明确划定的界限內,制定
一
套全面而一致的用以指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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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昱跨界一一不依是跨界一一影喃的活劫的原則,不依位強琱責任和賠儅,遜位

強惆預防、合作和援助:炎料的分享、技未的特社、文堆的預防与控制、保險以及

回家与囝怀一致的民防..速些因素將賦予一介目前尚旡普遍接受的央豚基袖的青題

以充分意〤.

42 主席作力委員舍一名委長友言說,在肘特別根告長所提朵款草案友表泙

站前,他特集中淡四介較力一般的同題:第 1各的范日和危險的概念;‘ 明昱頡害
’

的概念;談判的〤夯;和所提洪的程序村現有活劫的道用性.

43 至于第 1朵草案所界定的范目同題,他指出,特別報告見考慮到与舍者

在委長舍和大套第六委貝舍友表的意兄,決定不把危險的概念作力將垓草案的范園

限制在板危險的活功上的因素,而是粹垓范園按大到也包括危險活功和引起故期損

害 (逐漸污染)的活功.速种方法是否确能得到各因接受是值得怀疑的,送些回家

希望知道它們所履行叉努的确切范園.或許可通遊如下亦法威得各目的接受;在似

汀第 1和第 2奈吋使用更力确切的措洞,或在速兩荼中附上兩共活功的清車一一

有危險的活功和引起故期描害的活劫一一并狄一幵始就說明,它們扁于不同美的活

功,需要不同村待 .

44 圄家其成表明,‘幵列清草的方法
”
并不象上屆套洪辦站中所悅的那梓不央

用.忤多目豚文串都采取了送一方法.在遠方面遜可提及歐洲銍湃委長套正在起草

的在跨界范園肉坏境影晌呼估鋼要1.-定 草案,垓草案裁有一介活功清草,同 吋允忤

鍗的目在取迪的基砧上就未載入垓清草的其他活功迷成林洪.元梵是否列入一介清

草,第 1和 第 2奈草案的措洞都須加以修改和更具体.可幵列一介具体活功清草

村速介一般性定〤予以朴充,垓清草可通避有失回家同的怭洪予以刪喊或增朴.

45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次根告 (A/cN4/423)中 更力精确地界定了垓

草案所涉及的活功,更力明确地用途了
‘
管轄或控制

’
一洞的含〤.可板便指出,沒

有必要悅
‘
有效控制

口,速不俱因力垓報告 (同 上,第 2﹁ 段)已絰說明的那种理

由,逐因力
‘
有效

’
遠一形容洞元站如何都元助于友展中國家的事╨;此外,引 入

‘
控制

’
一洞不是力了限制管轄的概念,而是力了包括那种在沒有管轄杈吋央施控制

的情況.但是,第 3朵草案由于使用了
“
在其領土上或其他地魚

’
的措洞,其 中的

‘
管轄或控制

”
的概念受到了限制.然而,管轄一般不仗限于

‘
領土或其他地j叔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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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速种措洞似乎排除了回家村昱然在其控制下、但在其他領土上豋菅的跨囝公司的

行力所承扭的責任;特別報告長的本意肯定不是排除遠种責任.因此必須找到另一

种措洞方式,或許可以支卡弗里先生的建快 (第 21。9次舍洪,第 13段)力基

袖.

46 第二介同題是,是否庄用
‘
明昱

.或 ‘
重大

”
一詞說明

‘
跨界頡害

’.冬管就

速一同題已迸行戶泛辯淹,許多同題仍未解決.的确正如特別根告長指出的那祥,

很雅找到一介可力跨界影晌确定合理界限或象限的道些措洞;大家都汏力有必要在

坏境保妒与人共活劫造成的日趙尸重的跨界影晌之同取得平衡.此外,元梵逃用何

种措洞都必然是不精确的和易于引起不同解釋的.大家逐同意,‘ 明昱
’
和

‘
重大

’
有

所匡別;“重大頡害
’
是比‘

明昱板害
’
更高的圾限.

47 因此,速是一介确定似乎可被各目接受的圾限的同題.力速一目的,最

好冬可能地遊循回家央踐并研究正在出現的新趙向.共隊上特別根告貝正是送祥做

的,他援引了大量的目隊法的例子,并提到友卡弗里先生提出的夫于回狋水道寺題

的材料.但是,特別根告長卸提出了
‘
明並

”
一詞.正是在速一魚上不敢与他茍同,

因力他援引了所有回家央踐的例子 (A/CN4/423,第 8U段及其后的段落)都

毫元例外地提到
‘重大危險

’
、
“
重大影晌‵‘

重大后果
’
等,沒有一赴提到

‘
明昱危

險↖ 肘 6U多 項目狋文中、司法裁決、仲裁串及其他文件迸行的分析也表明,‘重

大
”
或共同〤洞使用的最多.在送种情況下,很雅理解特別根告長悅,‘

‘
重大危險

’

的概念⋯⋯同
‘
明昱危險

’
是一致的

’(同 上,第 91段 ).

48 些然可以爭辯悅,盤于坏境的惡化,‘重大
”
一洞所表示的致限已銓避吋,

因此出現了一种使用
‘
明昱

’
一詞的走向,速一洞持被列入草案作力回隊法逐漸友展

的一今內容.然而,大于送一魚,肘最近盎署的肘各回具有法律的束力或特有法律

約束力的〩串迸行的分析再一次表明,‘重大
”
一洞仍然是較力常用的措詞.1988

年 《規范南板才戶資源活功公的》i.  
〔第 4泰)和歐洲銍委套在跨界范日內坏

境影晌泙估朝要柲定草案 (第 1至第 5段 )用 的就是速一司.由 此可得出的唯一

錯梵是,最好建洪委員舍使用
‘
重大抽害

”
速一普遍接受的洞.

∥ 《回豚法律資料》(牛盛頓〕,第二十七卷 (1988年〕,第 86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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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他想淡站的第三介同題也存在熒似的用活同題,即 与犖行怭商的〤夯

(垓 草案第三幸)相村的淡判的火夯.淡判的火夯在某种意火上杯志看所有締的圄

村第 1無所涉活劫必須履行的一系列程序步驟送入最終險段,現在的同題是要确

定各國程序性火夯的內容.

5°  通知落在受影咱固或固狋鈕象的火夯似乎已明白确立.他汏力,位提到

回妳姐銀,因力它們在遠一領域起若重要作用,而且在一些公的中,例 如1982年

鯄 合因海洋法公的》就提到達些組坎.

S● .然而,起源回逐庄承捏哪些又秀,仍然是介同題.速种目象有火夯迸行

林商,或也有〤夯送成怭洪喝?按照第 16奈草案中的規定和正如特別根告貝在其

口共介貂 (第 21U8次舍洪)中 所重申的那祥,速里涉及
‘
以定一項制度

’
的火夯.

速昱然超避了怭商的火夯,甚至超逍了淡判的火夯:速是一項送成怭以的〤夯.但

送种又夯背高了一般固隊法規則,垓規則要求各固象 《耿合固先章》第三十三紊規

定的,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特別報告長的建以引起速祥一介同題,即在一般固豚

法中,更具体地汫,在有失責任同題的法律中,是否存在他所倡早的那种〤夯.

52 力炎理送一同題,肘‘
怭商

”
与
“
淡判

”二者在固隊法的理淹与其跩中,特

別是在坏境法中的匡別作了划分.前者包括回家正式代表力澄清各自現羔和在必要

吋找到解決同題的亦法或准各淡判而送行的套淡,后者Jlll包括力送成一項1.-洪 而迸

行的正式套淡.在豋合鈕絮理事舍于 1g,4年通道的
“
夫于跨界污染的原則

”

fA/CN4/423,第 85段 )的 第 c(94)224手建洪附件中板力明昱地反映出

遠一匡別,遠些原則只規定了犖行怭商的又夯.此外,特別報告長在說明回家央跩

吋所援引的所有文串 (同上,第 8U段起各段)及他未援引的其他文中規寒的都是

怭商的叉夯,而不是淡判的〤奔.最近通避的公釣和仍在起草的公的,它們的情況

也是如此.換言之,第 16奈草案規定的火夯近迅超出目前各固位承捏的叉夯,押

果把垓項叉夯視力八字即將締緒的送一文爭所涉活劫的奈件,元疑舍減少各目批准

垓項文串的机舍.

53 他想提出的最后一介同題是所提洪的程序是否道用于現有活功的同題.

夫于速一同題,他注意到,特別根告長指出,冬管第 1U奈草案通避提及
‘正在迸

行,或將要迸行
〞
的活功,包括了速美活劫,但草案第三韋央豚上只是針肘己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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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功.特別報告貝逐就所規定的程序是否位予修改以考慮到現有活功的同題,征

求了委貝舍的意兄,并指出,他人力遠种修改粹是幼徽的 (同 上,第 119段〕.

54 然而,已卄划的活功与現有活劫之同的匡別,特別是有友生事故之危險

的活劫与典豚造成吹期損害的活功之同的Z別是影晌深戶的,完全有理由适用不同

的程序,而力此須作的修改能不伙俠是‘幼微
口
的.因此,他建快,目 前第三章的程

序垃只道用于已汁划的措施,而且只位限于一項一般性的規定.

55 至于奈款草案的案文,他重申,第 1紊垃提
‘
重大危險

’
和

‘
重大韻害

’
,

包括一份速熒活功清草的可能性泣予保留.

56 第 2奈草案未充分反映特別根告貝在垓草案范園內提出的修改意兄.盤

于有危險的活劫和造成坎期韻害的活劫均已包括在內,昱然須肘遠兩美活劫分別加

以界定.因此,最佳的亦法不是在垓奈中規定危險的三介定叉,而是提及具有由于

事故而造成重大損害的重大危險的活劫和造成重大跨界韻害的活功,亦指送行中的

活劫,并村遠兩美活功加以界定.夫于速一魚,他指出,‘事故
’
一洞在第 9奈車集

中首次使用,但以前并未村其加以介紹或解釋.

57 第 2奈草案 (b9款把兩美活功都定力%〡 起危隆的活功
’,遠昱然是錯

淏的,因 力造成永久性韻害的活功已央隊造成遠种描害,它再也不包含造成遠种撮

害之
“
危險

”
了.

58 他支持爪第 3荼草案刪除
‘
”扁

”
一洞,因 力它所針村的是垓草案所涉活

劫的合法性辰.但垓奈提出了推定的同題.起源回被推定知道或
‘
有亦法知道

’
在其

領土內或受其管轄或控制的其他地方友生的情況.速种推定不依位象特別根告長建

洪的那祥 (同上,第 39段 ),以數量林准力基拙,如在監視區域可逐用的船只和

弋机的數目和型咢,而且透以廣量方面的因素力基磞,如可荻得的技木等:速一魚

与友展中國家特別有失.因此,一介回家要想近明它元法知道,恐怕是不太容易

的.此外,正象所規定的.推定不适用于領土所屈回家,但通用于在其領土外銍菅

的跨目公司具有控制叔的回家,因 力
‘
管轄或控制

’
的提法只限于垓

‘
領土

’
或

‘
其他

地方
’.此外,要想籬持推定,就位提供充分理由;不 能汏力推定是理所些然的.

正象目豚法院在科孚海峽案的裁決中汏力的那祥,伙一日肘其領土和水流行使控制

遠一事央不一定意味著它知道在那里送行的不法行力:速种控制本身并不引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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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15

59 夫于合作的第7無草案表明,起源固和受影晌固庄共同合作,防治跨界

污染或造成送种污染的危險.垓紊現在提到回你鈕球是及時而有益的.因此,第 7

無值得大家女同.

6。  第8紊草案也值得大家焚同.但是.正如措洞所表示的,垓奈似乎把所

涉的火夯只限制在預防或冬量減少抽害的危險的范日內,而它也位規定冬量減少共

你技害.此外,第 8和第 9無正确提到元淹是私菅央体,逐是目菅央体送行的任

何活劫,而多數得到回怀螢同的責任制度規定的都是銓菅者的責任.他想知道速一

羔在速兩無中庄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反映.

61 夫于賠僕的第 9奈草案強琱了在本寺題中賠借的特殊性辰,速种賠伴所

涉及的不是停止和恢笈原狀,而是恢复利益均衡.特別根告貝找到一种相些炅活的

措洞形式,足以包括根据第 1無所栽活功的不同性辰而提供的不同形式的賠僕 ,

并正确地強琱指出,賠僕同題必須通道回家同的淡判來決定.

62 涉及起源固主要火夯的第 1U奈草案中,提到現有活助或
‘正在⋯...迸

行
’
的活功的部分在委長套力速炎活劫确定程序前,位放在方括弧中,或 予以刪

除.

63 第 11奈草案規定了保妒回家安全或工ㄓ秘密的程序。速是一無委長套

已在固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奈款草集中通避的那种侍統荼款,1. 在 1982年

鯄 合目海洋法公的》和他已銓提到的 〔上文第 52段)銓合鈕奴 1974年建洪附

件等文件中均可看到美似的杰款.沿用送些奈款并使第 11朱的措洞符合速些紊款

是十分有益的,其亦法是汏杯題中刪除
‘
程序

’
的提法和不要給起源國以援引回家安

全的理由的叔利,只須強惆指出,本架款中任何規定均不妨時垓固保伊高度机密資

料的叔利.

i6 《1949年目隊法院裁決集》,第 18更 .

lG 
兄委長舍在上屆套以上暫吋通避的目怀水道奈款草案第 2。 奈 (村固防或安

全至夫重要的效据和資料〕,《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54

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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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肘第 13和第 14無草案元須加以坪梵,只須指出,速兩朵指的是一項活

功的
“
港在影晌

’,遠表明它們針村的是卄划的活劫,而不是現行活功.

65 第 15奈草案規定了送祥一种情況,即如未接到村通知作出的答复,起

源目所提快的法律制度即升始生效.速是一介合理的解決亦法.但港在受影吶的固

家的杈利或并不庄是元限度的,因力它可在以后某險段重估其狀況并提出各种要

求.因此有必要規定某种形式的禁止璃供,以便使未收到答其的起源目能移毫不但

心地雞袋迸行其活功.

66 患的來排,正象表卡弗里先生指出的那祥,第 13至 ●5朵是以及地方法

力基砒的,逐虛肘如下同題避一步加以申以:在友生造成戶泛損害的事故的情況

下,或在逐漸污染造成的影晌雅以決定其地Σ的情況下,速些奈款是否道用.草案

第三章沒想的程序表明:患 的未悅,要同時赴理板端危險活功和永久跨界掘害是多

么困雅 .

67 第 16奈草案提出了一介他已提到的同題,即淡判的火夯一●送行怭商的

火分之同的差別.怭商些然可早致一項決定的法律制度來指專某項活功,但是把一

項就第 1奈提到的所有活劫迷成一項怭洪的免村又夯強加給所有回家特使其失掉

全部炅活性.至于特別拫告長在第 1款 中提出的兩介各逃案文,它們似乎是互相

朴充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68 比斯利先生悅,他希望提清大家注意由著名法苧家筒 .施奈德撰耳的一

本串.n, 垓串精辟分析了尸格責任与地肘責任之同的匡別,iB 逐載有一些他

援引避的夫于通知程序的精彩段落,連同并多取自最近公的的例子.”  速位能

喊輊委員舍肘給淡判的火夯幵創一介先例送种想法所具有的惶恐心理.速位作者逐

爪特菜本冶煉ㄏ案、拉努湖案和科孚海快案中提出了叔威性的引怔 (而不是解

1’  J Schne︳ der, Wo〢 dPub∥cUrderoftheEnv︳ ronment: 丁owardsan︳ n＿

ternationa｜  Eco｜ og︳ ca｜  Law and Urgan︳ zation(∪ n︳versitv of 丁o「onto PreSs,

1979).

lB 
同上,第 163-164更 和 168丌 .

i9 
同上,第 52-5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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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蹲F).2U

中午 12吋 3U分散全.

m 
同上,第 48-5U瓦及其他各英.

第 2● ●2次全洪

1989年 6月 6日 星期二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水沃葄

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鈉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

正斯一因祥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男馬先生、馬

希南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

伊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告庠鈉斯先生、塞普水籬送一古

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錫JE姆先生、托姆沙特先生、物科夫

先生。

夫于圄怀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韻害性后果的固怀黃任 (墩
)

仈 /CN4/384, 1 A/CN4/413, 2 A/CN4/423, 3

1 
裝載于 《1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Add1.

2 
特載于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3 
特載于 《﹁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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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4ˊ L431, B市 )田

〔快程項目7〕

特別報告長的第五次根告〔袋)

第 1至 19奈 5 (絞
)

1 卡 菜 多 .多 德 里 格 斯 先 生林 女 特 別 報 告 長 的 第 五 次 報 告

(A/CN4/423)是 夫于一項最困堆寺題的十分有益的拫告,它 特旡疑地有助于

确保委員套夫于本快題的工作荻得良好成果.因 力報告載有 45烎尸瑾的法律推

理,但仗有一市 (在夫于第 1U至 12奈的一般泙注中)封站目狋其跩 (同 上,第

79-95段 ),因此要求肘報告送行深入分析.遺憾的是委員們沒有足移的吋同來研

究根告,他城思地希望,所提出的同題中有些留至下屆舍快再討梵.

2 蛗然有海多要羔需要深入封淹,但在目前情況下是不可能的.他愿在目前

險段伙拳例就其中兩項友表意兄,通道拳例,他特仗肘提以的奈款友表坪淹.第一

魚涉及報告 〔同上,第 2-15段 )把行力与活功加以區分的同題.特別根告貝悅:

‘⋯⋯責任与活功的性廣相夫,而孤立的行力系指⋯⋯因而不列入我們的

被題范園.力使本茶款制度道用某些行力,速些行力必須是不可分割地＿●引起

危險或有害緒果的某种活劫相碟系 (第 1奈).孤立的行力造成的抽害不扁于

我們的草案范園,因 此我們避免涉及令人拉心的能肘責任同題⋯...” (同 上,

第 14段 .)

因此,奈款草案的主要目的似乎是通避程序制的活功以防止可能的插害;換句活悅

要建立一种法律制度.然而,旡淹是否与活劫相夫,具体行力和情況都可能造成抽

4 
肘本昔題的申洪,部分是根据前任特別根告長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在委員

套第三十四屆全以上提交的寺題鞠要迸行的.案文持載于 《1982年⋯⋯年盤》,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3-85頁 ,第 1。9段 ,村它的修改載于 《1983年⋯⋯年

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4-85丌 ,第 294段 .

5 
夫于案文,兄第 21。8次舍洪,第 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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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忤多行力或人力情況即使与活功旡夫,也可戶生跨界韻害.因此它們肘其造成

的拍害位承捏責任,速梓也就扁于本寺題的范園之內了.本音題的主題是,在一日

內送行的回狋法不加禁止,因 而不扁不法行力的行力或活劫在另一日內造成的有害

有形后果.所以,無欺庄些列明賠僕此种頡害的一般原Jll,并位我有道用此原兵║的

;;It則 .

3 無款逐可赴理防止韻害和力此迸行合作的同題.但是遠些同題不位成力眼

下工作較突出的方面.就某种意〤而言,似乎确定朵款范目的是
‘
危險

”
的概念而不

是
‘柏害

”
的概念.在本險段,不垃些址

‘活功
’
持

‘
行力

”
排除在掘害根源之外.掘害

可由一項活功造成,如一家核屯ㄏ的送行.如果活功停止并決定拆除屯ㄏ,就套戶

生是否庄視此种拆除力一項活劫的同題.然而由此是可能舍戶生根害的.的确,沒

有人舍里決主張,此种技害厲于草案范園之外,泣 些排除根据奈款給予賠僕.毫元

疑同庄避免回家行力的概念,但重要的是在活功的概念中包括行力,他本人不能接

受技告第 14段 中提出的梵魚.

4 需要澄清的另一焦是因果責任与不法行力黃任遠兩种制度的道用性同題,

特別拫告長在他夫于第 5奈草案的泙注 (同 上,第 4U-54段)中忖梵了遠一同

題.特別技告長提出了大量的分析,但沒有作出任何最后錯站,很可能要清委長套

表明它自己的立切°昱然,送介快題要求肘所涉同題,送行現在有限吋同內不可能

完成的更多研究.因 此目前他只得保留立場.

5 送些意兄以及他要村紊款草案提出的意兄必定厲于非常初步的性辰.

6 第 1至 9朱构成草案的第一幸 (一般規定)和第二幸 (原則),是肘上屆

舍快提交起草委員套的原第﹁至 1U朵的修汀和改造.鎰修汀的案文現也得送交起

草委員舍.遠种情況要求考慮一旦無款提出本委員全即將其送交起草委貝舍的速一

通常慣例是否正确.一种有效得多的亦法是由特別拫告長根据全体舍洪送行的討淹

重新似汀奈款,使奈款只有在銓避全体舍洪的再度甘淹之后才送交起草委長舍.

7 第1奈草案中奈款范目的界定优于早先的案文,目 前案文同時包括了敬害

和危險.但有一介同題是何力
“活功

.:第 2恭草案所我的定火不足以肘此作出澄

清.幸好,有失第 1柔和央隊上第 2奈至第 9奈的多數同題能磁通道妥善的起草

予以解決,因此可以留給起草委長套效理,其 中包括友卡弗里先生和海斯先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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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益建以 (第 21。9次全洪),速些建以至然不俠但是文体上的改功,其 目的是

要爭取在概念的表送方面更加明确和全面.看來特別報告長和委長舍大体上是接受

他們的意兄的.

8.他汏力沒有必要在全体舍以上迸行辯淹以決定在第 ●奈中是否位在提及
‘
管轄叔

’
和

‘
控制

’
之赴提及

‘
領土’,或第 2奈 中的各項定叉是否令人滿意,或第 3

奈的杯題
‘
叉夯好扁

’
是否泣由

‘
指定〤夯

’
所取代,甚至決定力第 5奈提以的商种

各逸案文的取舍,或決定是否位在第 9奈明确裁列不位由跨界頡害的元丰受害目

承拉板失的原則.

9 草案第三章新的第 1U至 17紊 (通知、資料和受影晌目的通告),正如特

別拫告長本人所說,昱然引用了夫于固你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無款.然而失于本寺

題的奈款所涵蓋的各种情況的差昇几乎是元限的,速意味著特其互換舍引起尸重的

疑同.例 如,根据第 13奈草案,通知目必須
‘
允許

’
被通知固有六介月的吋同以便

作出答复,就其上下文而言,速是不合道的.在夫于水道的荼款中,通知回必須給

被通知目一介作出答复的吋同期限,但速是一介等待的時期:不得就項目采取行

功,不得幵始活功.遠不是所常洪的奈款草案的情況,特別拫告長本人也承汏了送

一焦 (A/cN4/423,第 111-112段〕.那么六介月吋期的意火何在呢?根据第

●U奈草案,將力
‘
第 1奈所指的活功

’
功用程序性机制,即共有形后果引起跨界技

害或戶生引起此种韻害的明昱危險的活功.“韻害
’
和

‘
危險

”
速兩种情況是不同的,

很堆沒想同祥的程序能姼有效地道用于兩种情況.夫于活劫具体領域的具体文中通

常列有失于防止或喊少頡害的机制的具体規定.奈款草案的目的是要涵蓋如此八多

的不同活功,建立一套洋鉬的程序性〤夯來涵蓋所有速些活助似乎不切央狋,甚至

是不可能的.

1U 特別拫告長在其扳告中強惆,‘夫于〤夯的基本原則之一,也許是最重要

的原則,⋯⋯火夯依力根据的就是第 7恭所迷的合作火夯
”(同 上,第 76段〕.的

确,草案速一部分的其反是預防同題.系款庄作的是思可能清楚地列明合作原則,

由各回就具体同題根据央怀情況決定位如何适用,而不是要汰事起草夫于合作的程

序規定遠种元法完成的任夯.用希水籬托 .阿耳多的格言悅就是,回家不是孩子.

可以信敕各目由它們自已制定出最力恰些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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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 ﹁°至π7朵草案确央列出了十分笈染和十分縈重的一系列〤夯.根捃

第 1。 奈,起源因須
‘
泙估

’活功的港在跨界影晌并通知其他回家,提供技木效据和

炎料,其中包括夫于力預防或減少危險所采取措施的烡料和可以作力一介法律制度

的基拙的資料.如果受到另一回家的
‘
通告

’,起源目就須若手坪估和通知 (第 12

朵).它 必須
‘
允許

’
被通知固有六介月的吋同作出答笈并庄要求在此期同提供朴充

性發料 〔第 13杰 ).起源圄必須
‘不如拖延

’
地送行怭商以确怔事央,并送行放判

以建立一介道些的法律制度 (第 16無 ).如果被通知目同意 〔第 14無)或未作答

复 (第 15荼),起源目就須采用通知中表明的措施和法律制度.最后,如果它未

提洪任何制度,被通知目在六介月的期同肉也未作答复,起源回就須采用
‘
朵款規

定的制度
”(第 15奈〕.

12 方根結底,程序性机制的主要目的看來是建立一介法律制度.特別拫告

貝肘此措洞作了如下解釋:

⋯⋯不庄扒力
‘法律制度

”
一悟意味看遠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完整的法律工

具.如果情況明了,起源固提洪減少危險 (就涉及危險的活劫而言)或持跨界

板害喊至
‘
明昱抽害

”
水平以下的具体措施,送祥就銘了.些然,起源因也可提

出一些法律措施,例 如,它 准各力可能引起的任何掘害給予賠儅的原91l⋯⋯

(同 上,第 99段 .)

就介人而言,他不快力速一解釋很令人滿意.原 因之一是,起源固沒有必要表明

“
准各給予賠儅

”,因力奈款將明确規症賠僕的〤夯.

13 正如他已絰指出的,程序性奈款的目的是赴理比夫于回豚水道的奈款草

案所涉同題复染得多的各种情況.特別根告長在其根告 (同 上,第 ﹁●●段)中 确

扒了遠一羔.昱然,下屆舍洪位深入廿站第 1U至 ●7無草案.可將第 I至 9無送

交起草委長套.

﹁4 主席悅,他完全同意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夫于未姶委員們足銘吋同

常園特別拫告貝根告的意兄.位在屆套幵始之前分友報告.

●S 本 努鈉先生悅 ,特 別報告長在他 的值得焚汻的第主次根告

(A/CN4/423)中考慮到了委長套肘一寺題的討淹.与其悅速一寺題作力草猶

一項的出現是肘固豚現央具体要求作出的反位,不如悅它是整介固怀黃任以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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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共角.元淹如何,現在已沒有吋同村子就此寺題迸行工作的可行性表示任何疑同

了.位 由各國在較退險段決定它們是否愿意村夫于目狋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

抽害性后果的回豚責任的風險洪題作出承渃.然而,有必要向前看,并淡想在目前

速种風云交幻的目豚局勢中套出現何种新的局勢和情況.保伊坏坊、追求較好的生

活辰量、在此爽李夯中增強相互同的支持和面村增故混亂的困堆意法到日益牢固的

相互依存夫系等等,速些同題都在因豚淹妘中得到越來越多的考慮.因此委員套位

李出勇气,同 時不要忽略事央上由犬舍烒予的取叔.

16 委員舍正在似汀的朵款垃給予夫于固跡法不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

后果的固隊責任遠項新寺題較力央辰性的內容,重要的是要注意指尋原Jll,以便避

免整介工作尸重挫折甚至失敗的可能.因此載有一般規定和原則的草案第一和二章

及絰修汀的第 1至 9奈草案是很重要的.

19 夫于草案范目的第 1奈至夫重要.昱然,在确定速一有午洪的寺題范園

吋必須作到最大程度的明确.管轄叔有三种形式:領土管轄叔、取能管轄杈和控制

或央豚管轄杈.最后一种在第 1奈 中的提法是作力管轄杈的一种替代 (‘或者在不

存在此种管轄吋,赴于控制之下
’
).但事其上,管轄杈和控制是可以累卄的.一介

回家可在其領土上行使管特杈,并肘一有爭洪的地區行使控制.固 豚司法典站一再

強惆,事央上責任取決于村一地區的有效控制.

18 他同意特別技告貝采取的亦法,使速一寺題園貌看跨界韻害和引起此种

抽害的危險送行.就責任而言,送兩方面相互緊密耿系.黃任仗在造成掘害吋才戶

生,速又意味著有一顎涉及危險的活功.在速方面,另有人友言提出,位 些保留夫

子用悟的第 2奈草案的內容直至委員套一旗通避全部車廉.他 同意速种意見.些

然,可 以倚化某些定〤的措洞.               
一

19 提出第 3奈草案的惹困是要考慮到各回之同在履行監管領土的叉秀可使

用的手段方面所具有的差昇和不均等.但是未改焚的事央是,相 些注意的規Jll使 一

固有〤奔掌握了解的手段.

2U 第 4荼草案位些更清楚地列明特殊法的突出地位,特殊法就是那些寺ㄇ

赴理不加禁止的活功所引起具体形式的責任的特殊林定.如 已銍特別由勒泰先生和

托姆沙特先生所說明的那祥 (第 211。 次舍洪),目 前的奈款粹有剩余性廣,或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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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鋼要怭定的形式.

2●  他在迪去的屆舍上曾銍說明,夫于預防的紊款 (第 8奈)在草案中有一

定的地位,但卸是作力确定引起責任程度的一項因素,或者悅是确定目家在預防方

面完全或部分地履行了〤夯或完全忽略火夯之后出現拍害而需朴儂的數額的因素.

然而他汏力,元法用未遵守此美叉努力由使起源固肘非法行力久黃,即使并未造成

損害.         .
22 較合乎遐輯的做法可能是,在大于賠僕的第 9無草案之前裁有一項規

定,列 出責任的原則.‘賠僕
’
一洞肯定是不道宜的,因 力此洞爪厊史上看与迪失相

夫秩.有人建以,用渚如坤卜借
口
一洞代替,他守愿接受速种亦法,冬管他理解在英

文中垓洞意味看賠借.另 一方面 ,此洞在法文中表示在若干棒准的基砧之上謀求

某种扺銷,但不至于力所遭受的任何韻害提供全部賠儂.遠不可進免地專致了衡平

的概念,特別根告長已持速一概念介紹入了紊款.他傾向于把速林力
“扺佳受強的

利益
”.汏力可以恢复利益的均衡是有些逍于天真:利 益由共性辰來看是交化的°

速一概念在理淹上十分有吸引力,但具体而言卸沒有什么用.

23 淡到第 1U至 17紊草案,他汏力根括某种鋼要怭定 (速是范園板戶的一

种文中)把程序建立在固杯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無款草案之上 (其范囿十分有限)或

建立在相互同夫系很好的少數目家同的特別及迪或區域公的上,都是不道宜的.似

快的程序以兩介假淡力依据,即有可能事先了解:第一,哪些或哪介是舍受頡害的

回家;第二,哪介是起源目.但就跨界污染而言,事先并不一定知道哪些國家可能

受到最尸重的影吶,因 力污染可能來自各种來源,元法斷定起源目:的确,可能有

几介起源目.在假沒是如此不确定的情況下,以堵如通知和答臭送种准确因素力基

砧的程序怎么可能正常友揮功能呢?

24 另一介需要解答的同題夫系到人失共同雞承的財戶,遠也可能受到韻害

的影W.9,在送种情兄下受害的就不止一日了.在涉及整介目豚社套吋,怎么可能預

想速祥一种程序呢?最好能定出一种通知程序,或象在人杈及海洋法方面已做的那

祥,并象准各在預防自然文害方面做的那祥,定 出向一介寺家委員舍提交定期報告

的程序.由未來公的締的因任命的速介青家委長舍可在象耿合目遠祥的因狋鈕數或

象瑛合目的主管机构之一,例如坏境規划署的主持下犖行套洪,申查根告,索取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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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資料,向坤的回舍洪提出建洪或向垓組珠的行政首長提出建坡.此后由有失

國家作出道宜的緒梵,并在有爭洪時采用有失程序和平解決爭端.在遠方面,他扒

力第 7奈規定的合作〤夯位些在一介委員套的构架內成力体制,速一委員套不位

些大笨重,密用由締的固分捏.速特有助于促迸各締的固之1.I的互助精神,沒有道

种精神合作將成力空淡.

25 夫于淡判叉夯的第 16奈草案是不現央的,因 力它未反映目狋法的現

況,何況又預先假定固沶社舍已銓取得相些程度的一体化.在歐洲篷蓱共同体速美

一体化組欽內,各固有可能与組象肉其他國家淡判夫于它本目的忤多活功的法律制

度,但在范園像本草案速祥戶泛的一項文串下是不可能的.冬管如此,他舍支持一

項夫子相郜目家同夫系的特別規定.

26 不位忘記,如果一日沶姐坎公升拫告悅某項活功可能戶生任何掘害或韻

害的危險,就舍助告各固不送行此瑛活功.公斤報告逐可相位地助悅回家采取預防

性措施并力造成的任何振害支付朴僕.

27 最后,他愿倡早一种溫和的亦法:委員套位在鼓肋而不是在強迫各固締

結具体林定的規定范日內行事.

28 恩 詹 加 先 生 感 甜 特 別 根 告 貝 編 制 了杰 出的 第 五 次 投 告

仈 ĆN4/423)并作了洋幼的介紹 (第 21。8次舍洪),遠特有助于委員套了解

一介复染寺題.他砍迎向委員舍提出的各奈規定,特別是絰修汀的第 1至 19奈車

案,速將力迸一步完善案文工作提供一介机套.

29 夫于目前申洪的寺題,他一向扶力委員舍庄有道度的曰林,即似定一份

并不逍于洋幻的构架林定草案,送一草案位帶助各回兼頑肘方的合法叔益.隨看技

木越未越先迸及有限自然資源承受日增的瓜力,比任何時候都重要的是确保堆伊各

目的利益平衡.不位妨時各國八事合法活功,但是它們在送行活功吋也不位村其他

回家或整介目狋社舍的叔利和利益造成韻害性后果.如果它們的活功戶生了此美后

果,就必須承拉責任,采取措施喊駤后果并酌情給予賠佳.在遠方面,他同意特別

根告長的看法:‘力使本奈款制度适用于某些行力,必須特那些行力不可分割地与某

一活功耿系起來,而⋯⋯速一活功必須是引起危險或是有槓害性后果的行力
’

m/cN4/423,第 ∥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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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 他砍迎特別根告長力制定夫于草案范目的第 1無所做的努力,但是
‘
屇

于其管轄的其他地方⋯⋯’
的提法造成了很大的概念困堆.逐有,肘于刪除

“
控制

’

之前的
‘
有效

’
一洞所作的解H..〔同上,第 21段)也元法使他信服一一‘

有效控制
’

速一概念几于許多的多道和取道公夠.因 此特別根告長不妨考慮用
‘
在一日國家管

轄叔之下的匹域內
”
采取代

‘
在一日領土或因豚法承扒扁于其管轄板之下的其他地

方,或在沒有送种管轄叔的情況下、赴于其控制之下的其他地方
.送

一措詞.《大于

控制有害皮物的跨界逐送及其赴理的巴塞水公的》° 最近給送一概念 〔第 2朵第

9款)下 了定叉,其范園之戶足以滿足寺題的需要并連免特別根告長所提到的所有

法律方面的复染同題.他遜同意友卡弗里先生的提洪 (第 21U9次舍洪,第 13

段):可 以修汀第 ﹁奈以便提到
‘.⋯ ..在

一日管轄杖或有效控制之下送行的,其操

作引起跨界板害或因之造成明昱危險的活劫
”

.

31 夫于特別報告長肘使用
‘
明昱

’
一洞的解釋 (A/CN4/423,第 25-26

段),他元法同意.尤其是特別根告貝悅,他傾向于使用
‘
明昱

’
一洞來強琱本寺題

与夫于固跡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音題之同的相似之赴,因力在夫于固隊水道的奈款

草案中是用
‘
明昱

’
來給

‘
振害

’
定性的.但是,夫于目狋水道的草案牽涉到由共同的

目豚水道連接在一起的相互依靠的回家之同相肘而言可定量的危險.根括第 2朵

的草案 (a)款 (二)項
“
明昱危險

’
可在有失活功所用的物的基砧上隨耐查清.友

卡弗里先生提快的銓修訂的案文 (第 21U9次舍洪,第 14段),特別是第二各逸

案文,提到
‘
合理粒查即可友現的

’
危險,遠一來文餃好.肘所有回家的活功采用遠

一杯准,使但久相位的責任并要送到在草案第三幸的通知、泙估和波判程序方面的

要求,遠是不現共和元法接受的,因力送全尸重妨磚一日在自已領土上行功的自

由.但是送并不意味看一日不庄尸重夫注在其領土上所送行任何活功的有害后果,

特別是遠些活劫的首先受害者是自已的公民和利益,沒有哪介通情送理的回家想要

掘害送些.

32.特別根告貝肘目怀央成的惆查 (Aˊ cN4/423,第 79-95段)清楚表

6 兄文件

料》〔牛盛頓),

VNEP/︳ G8U/3〔 1989年 3月 22日 );特載于 《回隊法律資

第二十八卷 (1989年 ),第 659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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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存在看比‘
明昱

’
技害更高的象限.根括 《夫于合作防止海洋坏境污染的科威特

匹域公的》、《近距南越境空气污染公的》、1983年美固和墨西哥夫于合作保伊和

改善適境地區坏境的取迪林定、坏境規划署的原Rl16:《在坏境領域內指專各國保

伊和怭惆利用兩回或兩介以上回家共有的自然資源行功原則草案》及許多其他文半

中所用的措洞,他扒力如果紊款車未要取得目沶社套的支持,就必須用
‘重大

’
,‘技

大
’
或‘重要

”
代替

‘
明昱

’,所有速些都意味若技高的數限.

33 他靖特別報告長考慮友卡弗里先生提洪的第 2無 中的起草更功 (第

21U9次舍洪,第 14-16段 ),速大有助于澄清所界定的用活.他逐完全同意,有

必要增加提及坏境的內容,目 杯社套且然較退地,但卸是正确地在速方面表現出日

增的失注;柲惆的目豚合作本身將怔明是有效的.

34 他支持將第 3無草案的杯題中的
‘
片厲

’
改力

‘
确定

’.在第 2款中,起源

目知道或有亦法知道其領土上的活劫速种假殶也是合乎遻輯的,但遠泣是可加辨駁

的假沒.

35 指定火夯的同題引起了一介村友展中因家非常重要的同題,即跨目公司

的活功.現在有一种越來越強烈的傾向.把遠些活劫肘于人英的健康和福利及人大

的坏境所戶生的尸重有害后果庄久之責任八工ㄓ化目家特嫁給友展中回家.隨看友

送回家中保伊坏境的活劫不漸增強組球和力量,遠些回家的政府被迫采取用日超尸

格的制造林准,甚至完全禁止銓怔央具有特別有害后果的物辰.些然速增加了生戶

成本,錯果甘多時目公司在其起源目完全了解和鼓肋的情況下,將生戶活功地焦搬

到友展中回家.在友展中國家它們不必使用最新的技木并可在吽多情況下雞袋使用

在工╨化回家中被禁止的材料.特別位加指責的是最近含毒品的有害興易出現了增

長,其中有八工ㄓ化回家向友展中回家大規模跨界迂送危險和有毒庾物的同題.9+

此,最近的巴塞水公的 (兄上文第 3。 段)只 不避是一种部分性解決亦法,很大程

度上不能令人滿意.

36 件多友展中國家面肘看貪困、債夯和外部豋游厜力的沉重久拉,元能力

抵制在短期看來貌似有吸引力的商ㄓ提以,但遠种提洪最終全村人口及坏境及其他

回家造成十分尸重的有害后果.在多數情況下,跨回公司蛗然取得友展中回家的固

籍,央坏上赴于母公司的有效控制之下并盤袋享有有失工ㄓ化回家的保伊和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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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常洪中的無款草案完全忽視了速一居共系,所波梵的友展中回家將被看作是地

方化跨固公司的起源目,要力引起的跨界掘害久完全責任.事央上,因力工ㄓ机密

受到來自國外的保妒,友展中回家可能旡法直接坪估此种瓶害的可能性.

39.如果同題仗在于起草,他水于提出若干提洪.但是如果要使奈款草案得

到戶泛的囝隊支持,遠就是一介需由特別根告長和委員舍密切注意的高度央廣性同

題.

38 他不愿大量坪站草案第二幸的各紊,前几屆套快已討站逍它們,特別拫

告長也作了有益的更改.可提出一些小的改造,但起草委見舍就能赴理此事.但

是 ,位 強琱 夫于合 作 的第 7奈 草案 ,因 力 它是 寺題 的 中心 .拫 告

(A/CN4/423,第 61段)明 确地提到了一些固豚組努,第 7荼必須給有失回

豚鈕欽的作用以突出的地位,垓奈肘此的措洞庄些更力有力.垓奈泣在一定程度上

沿用 1982年 《朕合固海洋法公的》第 242柔的做法,与成:

‘
各目和各主管回你鉏數位本若良好誠意相互合作,努力防止在其領土上

或在其回家管轄叔或有效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的第 1紊中提及的任何活劫

所造成的跨界韻害.’

起草委員套也不妨考慮合并第7和 8紊 .

39 至于草案第三章中夫于坪估、通知和資料的新朱款,韓要有坪判性的亦

法以确定遠方面的要求是否全肘起源回构成不必要的繁重〤夯,思管送些內容基本

上是以固隊水道寺題已暫時通避的茶款力依据.遠兩介音題是相似的,但并不相

同.因 怀水道寺題由于各方及有失活功的性辰是有特魚,而本寺題赴理的情99L致力

一般性,不适于尸格而幼致的制度.例如,第 1U奈草案可以理解力,些起源回決

定送行任何涉及跨界頡害危險的活功吋泣向數目未定的若干國家友出通知并送交資

料.

4。  第三章中的其他奈款,如第 13、 ●4和 15無 ,村子委貝舍所沒想的一般

性鋼要怭定未悅迪于洋鉬.委長舍工作的主流位些是鼓肋各目在卄kll活功的回家或

可能受害或央豚受害的任何回家估卄到重大有害后果吋,送行1.+商或淡判,以冬量

減少、消除或喊輊跨界柏害.吋同限制不炅活的僵硬規定可能戶生与此截然相反的

錯果︳因力送种規定往往村行功自由施加避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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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他完全變成夫于有失回家就活功的性廣或后果或此种活功的必要法律制

度有不同意兄吋久有迸行淡判之火夯的第 16奈草案.但他汏力,怭商和建立琱查

字央机制兩者之同不一定是互相替代的夫系:卒央上它們可能是相互朴充的.更力

可取的可能是特別提到在必要吋由主管的回狋鈕象參与此事.速种亦法很可能是保

近本若良好城志淡判,恢褒事夫保伊所有有失目京叔利和合法利益的利益均衡的最

佳亦法.

42 告庠鈉斯先生悅,庄就特別報告長的第五次報告 〔A/cN4ˊ 423)向

他祝爽,報告反映了委長套上屆舍以提出的提以及大全第六委貝舍內的提以.囝 狋

上肘本寺題日益失心,現在重要的是确保委長舍在村不斷拼大的有失文中和案文作

貢就方面不至落后,速里面包括絰合姐象的草案和 《夫于控制有害度物的跨界迋送

及其赴理的巴基本公釣》,’ 已有人提到了速一公的.如果悅他有什么批坪意兄的

活,那就是報告可能避于抽象,缺少一些央例來說明奈款草案所涉活劫的性辰.

43 特別拫告長梵及了一些一旦反复送行就舍戶生有害的坏境影晌的活功,

八而帶來了一种新的因素,看來速种悅法在大舍中得到了一定的支持.爪令人角度

看,他汏力委員舍不垃放葬回狋法中已銓确立的概念和用悟,不垃友明新的、不必

要的用活.例如,他仍怀疑
‘
明昱搵害

’
一活是否在目狋慣例中已确立了足姼的地位

使得草案能加以使用.而且,第 1、 2和 3奈草案中所用的
‘
地方

’
一活位加以避

免,因力草案粹道用于
“
船只

’:不能將船只視力
‘
地方

’
.

44 夫于朵款草案的范園,可 以采用普遍接受的亦法,如‘
一日管轄叔或控制

之下的人及財戶
’,汏而避免全妨時委員舍取得迸展的一些可能的活〤困雅.他村

第2奈 (c9項 的
‘
地區

’
和 (ω 項的

‘
物体

’
持保留念皮.

46 至于第 4奈草案,不位忘記草案是剩余性的,但在委長舍确定了本奈款

＿●其他圄隊文串的夫系及它相肘送些文串所炎的地位之前,是不可能的.

46 第 5朵草案引起了一介熟悉的同題,即本奈款村因狋法其他規則的影

晌.他鍵賞特別技告長解猙他肘此同題所持立切的努力,但草案的概念构架在遠方

面仍然是含糊的,原 因很何草,就是普遍忕力所牽涉的困雅很多.委員舍可向大舍

’ 兄上文腳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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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洪,如果要使紊款草案送到目的,委長套就必須超越在
‘
合法

’́
叫├法

口之同

加以匡別的同題,而粹力量集中于預防和賠僕跨界根害.

47.第 6奈草案可能舍在主叔同題上令人友生錯党,如措用不如此強烈則可

能是更有益的規定.一般而言,他按成銍修汀的第 7朱草案,其中引入了与有失

回豚姐豕合作的內容.

48 需要迸一步似汀第8和 9奈草案,因力它們涉及到原則.然而第 9無的

起句 (‘在符合本紊款的奈件下
’)超 出了草案范目.報告同接提到的

‘
相互依存

’

(同 上,第 7° 段)确 央可能是些代世界的一介現央,但根告長悅相互依存
‘
使我們

所有人都成力受害者和華事者
”
就不完全正确了.草案的目的是規定預防和賠僕 ,

而不是查清堆是受害者,堆是犖事者.在沒有針9I不加禁止的活劫造成的跨界韻害

的保險制度吋,委貝全必須滿足于逐步前迸的亦法.

49 草案第三章的杯題是
“通知、資料和受影晌目的通告

’,并未充分反映出

垓章的內容.一般而言,垓章的主要特羔是,它大量借用了夫于固豚水道非航行使

用法的朵款草案.那些奈款來自大量准Jll、 程序和文中所体現的戶泛和達鎮的目怀

央跩,所有那些涉及到另一介寺題,冬管和本寺題有失,但卸不同.如果把夫于固

怀水道的奈款草案完全照搬到夫于固豚黃任的朵款草案,結果就套破坏委員套在后

一領域已取得的迸展.

5。  八第 1U紊的措洞可以忕力,草案不是要涵蓋現有的涉及危險的活功,

而是要包括具有累私有害后果的活劫.立把送一匡別昱示得更清楚.他同意 (a〕

項中各國位常查可能造成跨界柏害的活功的規定,但村一日是否能按 (b9瓨要求

向受影晌的國家及時通根常查的錯梵持有疑同,因 力起源囝不可能了解哪些國家受

到了抽害.因 此,規定的措洞位些不太明确.

S●  根据沒想,第 12朱草案的目的只是要使受影晌的回家有可能接蝕起源

因,亦即清它注意正迸行的活功.

52 第 13至 17奈草案沒想的情況技力裝染,因其假沒有失各國粹按一尸格

的法律制度行事.第 15奈草案确立的法律制度相些奇怪,仍未說明基本文夯.委

長舍忽視了工作的目杯是汀立一今剩余制度的事央,因 而正在走向有利于据林是受

害目所提出的法律制度的一种假定,但卸不知道送一制度的內容如何.

-”
9一



53 位注意的是第 16奈車未的杯題提到了淡判,但案文卸提到林商.同

祥,有 必要避免避多地向夫于回隊水道的奈款草案看井的作法,垓草案相位的奈

款
B 

反映的是十分不同的亦法.夫于遠方面的波判,所提到快題的先例必然是不

完整的,特別是有兩今某例一一明基埃和埃克荷新案
g﹉

和知因洿海上分界我的划

定案,.° 已作了完善修汀.

54 第 19紊車呆增加了新的假定和自動化內容,速村第 15朵而言差不多是

元法接受的.例如,如果假定的受影晌目友出通告,起源回給予答友,將套如何?

第 17朵涉及起源回不予答复的情況,但未提及給予答反之后特如何.因此速使第

15奈引起的困雅更力复染.

55 最后,草案位包括夫于扑儅的具体規定,并位洋幼加以考慮.

56 H9L西先生焚物了特別報告長力指早委員套夫于一項寺題的工作而付出的

努力,速項寺題之有效性星一度被視力值得怀疑,但現在已被汏力是高度优先事項

了.第五次拫告 (A/cN4/423)表 明,寺題的范園較原來沒想的要戶:复染程

度也迸一步拼大,他忕力因此委員舍位在目前險段的工作中接受一定的模糊性.

59 現在第 1紊草案涉及了事央上引起跨界損害的活功以及戶生引起抽害之

明昱危險的活功.奈款范園較戶是令人高共的,但位些似汀得足銘准确,避免混淆

兩种不同的活劫.最好特其分幵赴理,因力其后果是不同的.出于同祥的原因,由

此而來的程序性〤夯也垃在后面的奈款中做相庄地匟別.

58 他支持友卡弟里先生提以的第 1奈絰修正的案文 〔第 21U9次舍以,第

13段),但肘用
‘
明昱

’
的形容洞未限定危險表示重大怀疑.如 已指出的那祥,特別

報告貝依敕的案文使用了
‘
重大

’
一活,根据本寺題和目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寺題之

同的林洞他也不汏力報告 (A/CN4/423,第 26段)焚成
‘
明昱

’
一活的梵魚是

8 
委員套在上屆舍以上哲吋通避的第 17無 〔夫于卄划的措施的林商和淡

判)(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51頁 ).

9 1953年 11月 ●7日 判央,《 1953年回豚法院裁決集》,第 49更 .

1° 1984年 1U月 12日 判決,《●984年 因豚法院裁央集》,第 246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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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信服的.在友卡弗里先生夫于后一寺題的第四次根告中,﹁ ‘
明昱

’
一悟的使

用較之委長套面前的報告更力理直气牡.另 外,它俠是用來限定抽害的,而在本奈

款草案中,它 既限定危險又限定頡害.李央上,第 2奈草案有五7使用了
‘
明昱

’

一洞.而且特別根告長在其技告 (同 上,第 59段)中說明,力第 6朵的目的允許

的數限將由不
‘
重大

’
的柏害所确定,而不是由

‘
明昱

’
根害求确定.

59 夫于第 1無所界定的奈款范園是否拼大面涵蓋跨固公司之活劫的同題,

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日內法夫于此种公司的規定方面如何理解管轄杈.按照特別根

告長的悅法,私菅公司根据第 8朵分捏預防火夯,‘而固家持必須根据國內法來施

加和履行相夫的〤努
’(同 上,第 66段 ).

6U 如海斯先生所建洪的 (第 21U9次套洪),在朵款草案的一旗完成之前,

位將第 2奈草案的似汀視力惟吋性的.

61 他肘銓修汀的第 3茶草案的杯題表示砍迎,并准各接受其央廣內容,但

是其提法立些筒化.友卡弗里先生的提法是有益的,看來假沒的是仗涵益涉及危險

的活劫;因 此庄保留91第 1奈的相互參照.

62 他汏力,第 5朵草案的各逸案文 B是兩种中較好的一介.

63 第 7朱草案所要求的与目豚組珠合作座是強制性的,因 力此美固隊姐欽

的技木寺故和公正援助肘有失回家而言价值很大.根告中悅,‘此种火夯不是在所有

情況下自劫戶生,而是仗肘需要的情況而戶生
’(A/CN4/423,第 61段),他

肘此表示廣疑.堆來決定某一情況是否需要圄豚姐象的援助?八第 7無 中可推斷

出,起源囝和可能受影晌目必須一致扒力存在此种必要;但如果它們不能迷成一

致,持昇洪的回家是否達反了〤夯?如果情況并非如此,就位修正第 7奈 的案

文.

64 第 7無所列〤夯如果象特別根告貝所提的那祥 〔同上,第 63段 )‘走向
’

一种預防制度,它就不能送到公平的要求,因力可能的受害固不是可能戶生掘害之

活功的受益者.与 此不同的是,第 8奈草案把預防的責任交由起源目承拉,速是

n. 《1988年⋯⋯年整》,第 二卷 (第 一部分),文件 A/cN4/412和

Add1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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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友卡弗里先生正确地指出,位 些解猙第8無中
‘
可逐用的垠力切央可行的手

段’
的提法;行功的杈力必然意味若有速祥做的手段.

65 第 9奈草案的
‘
賠僕

’
一月虛用呀卜僕

’
代替.在共我中,送种朴僕不必限

于貨市扑僕;可以包括用新技木妳朴一瓨具体跨界韻害而作出的捐助.但除了停止

有害活功之外,它不能‘
爭取恢复損害所影晌的利益平衡

’.可 以假設,央沶要作的

是琱整利益平衡.

66.他扒力第1至 9無尚未迷到送交起草委長套的程度.

69 第●2奈草案可包括一無与夫于回隊水道的奈款草案第●8無第 2款相似

的規定.η

68 第 13至 15奈草案看來伙指預防有危險的活功的落在影晌,但杕拫告
(同 上,第 99段 )中 昱然可以看出已涵蓋其隊造成韻害的活劫.因此送也与涉及

兩种活功的第1和 1U兩奈不相符合:力清楚起兄,位分別赴理速兩种活功,位特

別限定每种活功所戶生的其辰性火夯.不能避分盲狄夫于因隊水道的奈款草案所規

定的程序性規則.

69 第●6奈草案所提兩种各逸案文位作力及重〤夯來赴理.在遠方面,他

發揚了前任特別根告貝在寺題鋼要第2(6)市所提出的解決亦法..

7。  最后,他焚同特別報告貝就寺題今后工作提出的夯共和道中的亦法 (同

上,第 119-121段 ).但是目前不可缺少的是技木咨洶,多 苧科的亦法有助于消

除其奈未映的忤多同題.

9● ,索拉里 .囿德拉先生悅,特別拫告長提交的紊款草案大体上逐步友展了

目狋法,沒想到今后一系列可能的情況.他同意弗朗西斯先生的意兄 (第 刉●●次

舍以),本音題的根本在于回家責任.他 回碩悅,● 978年第一次討站遠介同題

吋,委員套沒有將所涉活劫的有害行力林之力
‘
合法〞,而是林力

‘
回狋法不加禁止

的
’.用悟是极共重要的,因力汻多活功近于非法,或可能在今后威力非法.有些

行力,如大气法核拭驗,已銓戶生了速种特換;另 有其他行力可能也套如此.例

12 
夫于委員套在其上屇套以上哲吋通避的第 18奈 (沒有通知情況吋的程

序)案文,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52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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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碳氧化合物日常用于冰箱和空惆系統,但其后果之一是破坏村人共生存至夫重

要的臭氧居不久以后粹套在一項新的目豚公的之下91其使用加入禁止.因此,草案

中位保留与回家責任相夫的
‘
賠僕

’
一活 〔第9朵〕.

72 他同意有人已銓提出的意几:紊款草案立涵蓋跨固公司的活功和好人榮

“公地
’
的掘害.

73 道些重汀了第●朵草案以便既涵蓋危險也包括梖害.因 ‘
控制

.一洞而來

的困堆基本上是H..火 同題,可通道例正在泙注中加以解決.他堅持自已的意兄,奈

款本身位有一附彔清草,幵列抽害性活功.他指出,歐洲絰洴共同体最近通避了遠

祥一份清草.

74 第3奈草案是可以接受的,但較好的杯題似乎是
‘
一般〤夯

’.目 前姒就

的第4朵似乎有悖于速祥的原則,即特別怭定通避城抽一般規則而友捍作用.

75 銓修汀的夫于賠僕的第 9奈草案反映了先前表示的意兄.他同意特別根

告長在共第五次根告 (A/cN4/42S9第 5U段 中肘第 8朵的預防火夯所作的解

釋,即 第 9奈的賠佳責任位些根据起源固邁守它在第 8奈的預防火夯的程度加以

限定.但是位給淡判的迸程下更明确的定叉.

76 夫于第 1。 系草案所列的程序,有 一份所涉活功的清草套有助于各締的

固.第 ﹁2紊草案幵共的
“
尸重

’
一洞是不必要的,因第 1U奈幵始依力

‘
如一固有理

由扒力
”.                                ﹉

99 他汏力可持荼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員套.

78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肘修汀的第π至 9朵草案表示放迎,送些無款正确

地反映了在委員舍和大舍第六委貝套表示的意兄.委員套夫于本寺題的工作中.注

定要戶生的是,位力重大跨界掘害做出賠僕的原Jl1.因 此必須制定泙估賠僕的机

制,必須似定措施預防或冬量減少此种技害的危險,但又不迪分追求知市.第 1U

至17紊中仍有迪多的幼市,因 而委長套下一介优先事項垃些是力淡判賠僕同題定

出鋼領性的指手方針.

79 至于改似的第1至 9朵的范園,它們的确位些涵蓋引起跨界板害和造成

速种板害危險的兩方面的活劫,但第 1無庄在兩者之同划出清楚界限.第 1奈所

提及管轄叔的說法可以省略,因 力不友生背南夫于此事的一般目豚法規則的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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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第 3奈包括了一介限制,要求提及管轄領域.友卡弗里先生建以 (第 2●

。
9次

套洪)拼展“
領土

’
概念,使之包括域外管特匟,如果各國愿意,以后某一險段肯定

能移速祥做.

8U 夫于
‘
明昱

’
一洞,不可能有跨界韻害的科苧定火,所 以最好避免第 2奈

草案 〔a)項 (二)目斌日下的定〤.他扒力草案中所用的概念中只有下列五介在

目前險段需要定〤:危險、
‘
明昱

’
、跨界損害 〔包括

‘
明昱

’
和

‘
連袋

’
如害〕、起源目

及受影晌回.他同意勒泰先生 (第 2∥ °次套破)和本努納先生的意兄,即村
‘
賠

供
’
位下定火,以涵蓋所有形式的朴借,并泣与回家責任方面的同一用悟加以匹

男甘.

81 看到第 3奈草案新的第 2款及第 6奈的改似案文是令人高共的.第 7奈

和第 8紊草案庄些更清楚地把适用于危險活功的規則和道用于引起捐害的其他活

劫的規則加以區分.

82.他支持海斯先生夫于第 9奈草案措洞的提以 (第 21U9次全快,第 4U

段),速可切央保伊旡辜的受害者.紊款必須列有清楚的淡判叉夯一一仗伙怭商〤

夯是不能的,并且必須冬早制定此种淡判的指專方針.

83 他本人提出的夫于草案第一璋和第二章的文字起草建快如下:

第 1寨

‘
本紊款道用于造成跨界捐害的活劫或引起造成跨界碳害的明昱危臉的活

功.”

第 2奈

‘
力本奈款的目的:

‘(a) ‘
跨界捐害

’
是指一日 (以下林力受影晌固)領土或管轄或控制下

的地區內的人貝或物体、地E的使用或享有以及坏境因另一日送行的活劫而道

受的明昱有形韻害;

‘(b9 ‘
起源回

’
是指第1奈所迷活功在其領土或管轄或控制下的地匹友

生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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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
造成跨界抽害的危險

’
是指任何合理的預防元法消除的造成跨界

韻害的可能性;” .

就 〔d)項而言,他愿在可限定的躲限基砒上爭取給
‘
明並危險

’
和

‘
明昱韻害

”
下定

〤.

第 3朱

起源固除非知道或有亦法知道一項第1無所指活功正在或將在其領土或偕

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區送行,Rll不承袒村本朵款就此活功規定的叉夯.’

第 3紊第 2款持由特別拫告長提出,杯題力
‘
道用性的限制╮

第 6奈

“
一起源目在其領土或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區行使主叔或允許人美活功

必須符合保伊其他回家因主叔而戶生之杈利.’

第 7朱

1 起源目庄本看誠意与受影呴目合作以預防因造成戶生跨界插害的明

昱危險活功而戶生的送种頡害.

ㄉ 如果友生韻害,起源目位与受影晌固合作思量減少插害的影晌.’

第 8茶

‘
起源固泣根据第三章采取适些措施,預 防或冬量喊少跨界韻害的危險.’

84 他衷心感涕特別根告長的努力并期待若夫于本寺題的一套綜合奈款.

本屆套洪的工作安排 (袋完).

〔以程項目●9

85 托姆沙特先生同,夫于要常洪的下一介以程項目,即在特別報告長的第

. 
鎮自第 21U9次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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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根告 (A/cN4/422和 Add1)中 涉及的夫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的

黍款,是分別逐是集中廿梵?

86 主席悅,由 于起草委長套需要知道委長舍肘草案全部內容的意兄,不庄

限制委員們伋佷肘草項奈款友表泙淹.

89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他愿意委員套或者送行初步的全面討

梵,或者在介別奈款基砧上討梵.但是,由于他的初步根告 (A/cN4/4● 5)未

在上屆套以上討梵,委員們不妨先村此根告友表意兄,如果吋同允并,稍 晚一些再

甘淹第二次報告.

88 巴水甜戈夫先生悅,如果委員們不准各在特別叔告貝介紹之后立即肘管

轄豁免的音題友表泙梵,明天舍洪市省下來的吋同可由任何仍愿就因狋責任的寺趣

友表意兄的委長使用.大于后一寺題的 17介絰修訂的或新的奈款中的新概念理虛

有額外的吋同加以封梵.

89 主席悅,不存在村友言人央行吋同限制的同題;但是起革委員舍需用明

天舍洪市省下來的吋同.

9U 友卡弗里先生提以,力 了便于有秩序地常洪,夫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

豁免的奈款草案位分組安排討淹.他指出速一寺題的初步報告和第二次拫告是相互

朕系的,不宜于由委員們肘其分別忖滼 .

91 主席悅特通避林商解決央狋同題.

下午 1吋零 5分散舍.

第 2● ●3次舍洪

1989年 6月 6日 星期二上午 3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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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巴哈鋪先生、凱西先生、 巴本沃薛先生、巴水甜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多一步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一因#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男馬先生、馬希馬先生、友

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芛 .拉奧先生、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告庫納斯先生、塞普水籬送一古扶雷斯先生、史

先生、索拉里 .因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拐科夫先生.

夫于固坏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抽害性后果的園狋責任 (笨 )

(A/CN4/384, π  A/CN4/413, 2  A/CN4/423, 3

A/CN4/∟ 431,B市 )4

〔以程項目9〕

特別根告真的第五次根告(裝 )

第 1至 17奈5 (緻
)

1 錫正姆先生砍迎特別根告長力使速一自幵始就一直頗有午洪的寺題具有央

廣內容而作出的努力.事央上,送一等洪鈍扁理站性爭洪,并不合阻止各固利用自

然姿源,也不套阻止它們利用現有的技水力其活功服夯.然而委貝舍需要力各目提

’ 特栽于 《1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Add1.
2 

按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3 特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4 9i本寺題的申洪,部分是根据前特別根告貝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在委貝舍第

三十四屆套以上提交的音題鋼要送行的.案文特載于 《1982年⋯⋯年盤》,第二

卷 (第 二部分),第 83-85頁 ,第 1U9段 ,肘它的修改載于 《η983年⋯⋯年

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4-85烎 ,第 294段 .

5 夫于案文,兄第 21U8次套洪,第 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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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規則,這些規Rll位 能管轄它們的活功、用明它們不得愈越的界限,它們所引起的

責任以及解決糾紛的途徑.而且速些規則要想得到接受,就必須明确、連貫、均衡

和公平.

2.他雞換伏力,在回家大任寺題-● 正在討梵的寺題之同并不存在一無界我明

确的分界岭,并汏力速兩介寺題本位放在同一草案中同時討梵.此外,遠祥的建快

水一幵始就提出避,但是事央上交任已被划分力兩介部分,而委員舍已銓幵始村兩

部分責任的基本原則迸行了理淹性的甜淹.

3 特別報告貝元疑斌困怔其他的音題与不法行力責任音題是兩回卒,但是其

第五次根告 (A/CN.4/423)的 早言,特別是有失危險的概念一部分,表明他很

雅完全不提及遊錯的概念:正如他所宣滾的央例表明,‘逍錯
’
一洞本身在案文中反

負使用.他推淹特別報告貝是以某种
“
避失根源

”
未判斷危險的,而戶生遠种危險的

則是某人八事所渭的
‘
逍錯性

’
活功造成的事故.所有送些听起來都很象不法行力位

承捏的責任.特別拫告長其豚上承汏 (同 上,第 4U段起各段)速兩美責任可在同

一草案中并存,并在若干有趣的幼市上甘梵了速一可能性.

4 因此,是否真正存在兩种不同責任的同題仍未得到解答.在速方面位指

出,且然避錯与危險之同的匹別在法律文敵和判例法中有其淵源,但是兩者戶生于

同哭基本案文.些然,正在廿淹的是目豚賠儅責任.但是冬管如此,有必要在兩种

責任之同尋找根本的Σ別喝?因力速特意味看制汀有失頡害概念和賠儅形式的具体

規則.夫于回家責任 (兄第 21U2次舍洪,第 4U段 )的草案第二部分第 6和 9奈

草案用迷的所有規則 (A/CN4/羽 6和 Add.1)一一停止行力、恢复原狀、朴

借賠供等一一村幼市作必要修改后也适用于正在申洪的寺題,遠一焦堆道不重要

喝?

5 ‘
行力

’
与

‘
活功

”
之同的匡別更力徵妙.活劫是一連串達貢起來的行力,即

使活劫本身是合法的,它也可能包含某一或某些不法行力.特別叔告長指出,某些

不法行力与某一不加禁止的活劫具有元法分解的以系,他同意在此种情況下,只有

中止不法行力才能盤妓送行速一活功.然而,倘若垓不法行力确央不能与速一活功

相割裂,那么速一活功如何雞袋呢?事共上,‘行力
’
与

“
活功

”
之同的匡別与其悅是

央豚存在,不如悅是理梵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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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般來悅,因 杯法不加禁止的活功速一概念不足以R)l定本寺題的范田.

‘⋯⋯不加禁止的活功
’
的提法等于是悅,只 要是不如禁止的就是允汻的一一在法律

上遠么悅是很危險的,因力法律的夫鍵在于精确;而且只提固隊法慣例或強制性規

Jll不足于确定合法与不法之同的因別.因此,似乎需要似汀一份有夫活助的清車來

作力解決方案一一送清革遜可根据技木的友展加以修正.

9 特別技告長提出的奈款草案体現了委五舍已洋鈿材梵迪的各种概念,褚如

合作 (第 7奈)和預防 (第 8朵 ).合作概念已在村梵目拆水道非航行使用法青題

吋討淹避了.

8 賠僕 〔第9奈)是一介堆度較大的同題.他感到遺憾的是,遠一概念已脫

南了元辜受害者的概念.一方面,确央存在旡辜的國家;在大部分情況下,它們是

先迸技木活劫的受害者,而它們本身卸沒有爪事這些技木活功的手段.但是另一方

面,“賠儅
’
一洞泣垓保留,因力它道用于在本身合法的活劫范園內汏事不法行力的

情況,在送种情況下,不得不援引侍筘責任的叔威規則.

9 人們常悅,目 前正在申洪的青題与芳〦法很接近,后者提供了賠僕并不包

括遭受的所有振害的情形的范例.但是,在某几羔上存在看混淆的危險:旁工法是

在回家范園內逐用的,在那种情況下共同責任更加明昱,雇主的利益与工人們的利

益往往是密切相連的,而且企ㄓ的順利逐特与每介人利益攸夫.在此情況下,賠儅

不能以一般的法律規則力基砒,因力必須考慮到保怔企ㄓ生存的必要性.而常洪中

寺題的情況則并非如此,在匡域或全球情況下的共同責任要小子及道夫系情況下的

共同黃任.此外,送就是力何區域范日最有利于送成具体解決方案的原因.正如匡

域性鈕欽在送方面所取得的昱著成果所表明,共同責任在區域一致最有可能生效.

1U 不可能強迫各目接受任何未西,只 能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的清草以供逸

捧.特別報告長在牢圮速一魚的情況下,可更多地按照鍘要怭定的方式似汀草案.

全球性的解決方案即便不是不可央現,也持厲于板力遇迒的未來.

∥ 他最后指出,委貝舍銓造多年工作,在所承拉的速一困雅的音題方面并

未取得迷展,而速一寺題所基于的概念又不斷戶生元冬的午快.速就是力何提洪中

奈款只有在其他寺題的草案相肘而言未提出任何新未西的情況下才是可接受的.

12 巴水甜戈夫先生悅,他首先想強琱,相 村來說,跨界技害的回家賠僕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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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同題是一介新同題.把它与回家責任寺題分幵是基于速一思想:黃任既可戶生于

避錯 (違犯固豚叉夯的行力),也可戶生于某一合法活功.制汀規的尸格賠僕責任

的規則作力一般原Jll由 于下迷事央而交得褒染起來,速就是,在目狋法中,送一美

賠借黃任是一介革新,并不戶生于各囝之同的怭定或公的.

13 缺乏尸格賠僕黃任的一般原則是公扒的中央.特別報告長在其第四次根

告 (A/cN4ˊ 41S9中 已指出速是一介客現卒共.得出速介結梵并不是件易事.

委員套有些委員提到日內法,援引有吋与正在中快的寺題大系不大的先例,或 忽視

与他們意兄相反的慣例.其他人爭淹悅,日 內法慣例并非回狋法的淵源之一,而所

援引的目狋法院的少數几項判決也与賠僕責任元夫;因 此,在人們常常列群的科爭

海峽案
6 

中, 目的是确定飯水的元害遇避杈,并不是要解決日豚法中是否存在尸

格賠僕責任規則的同題.至于拉努湖案,’  別是上迷規則的一介例外.現在的同

題是尋求一項覲央而平衡的解決方案.送一方案將照碩到所有國家以及整令人失的

利益.

14 委員舍的任夯是奠定法律基砧并确定指專方針,作力制汀在旡逍錯賠僕

責任情況下涉及具体活劫的回家同夫系公的和奈釣的基袖.速項任夯很跟巨,因力

以公的的方式加以管制是板力有限的,不能作力新原nll所依据的規則來源.必須在

前迸中不斷摸索,加 以改迸.瀣避多年的工作,特別根告貝成功地似汀了一介概

念,而村此概念似乎形成了一致性的意兄.出 于肘媒求一瓨平衡解決亦法的夫注,

他本人曾在上屆舍快
8 

上支持將先前的第 1至 1U奈草案送交起草委員舍.但

是,起草委員舍逐沒有就速些案文幵始工作,特別報告長就在回阡法委員舍某些委

員和大舍第六委員舍某些代表困的影晌下,提 出了新的做法并重似了草案.特別報

告長提出的新紊款 (第 1。 至 ﹁7奈)以及村前几朵草案的修改案來就是以速一新

做法力基袖的.不 同意目前速一新做法的委員套委長不依必須用明他們肘奈款草案

的看法,而且蚵明肘速些奈款草案所基于的概念的意兄.

兄第 21U8次舍洪 ,

兄第 211U次套洪 ,

兄第 21U8次全洪 ,

腳注 1U.

腳注 13.

腳注 5.

眵畤畤畤眹畤畤畤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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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第 1無草案中,送种概念方面的交化汏一幵始就很明昱.仄表面上

看,新概念是一介放重概念.特別根告貝提出不依有危險的活功造成的時界掘害,

而且任何明五根害本身都是尸格賠僕責任的基拙.它所戶生的第一介同題是,沒有

危險的合法活功是否也套造成跨界掘害.些某些委長強琱有必要似出一份有危險的

活功的清草吋,有人悅,送爽活助大多了,而且數量在不斷增加.然而,些淡及頡

害是賠僕黃任的一介自然基硝吋,委長全則准各李一些堆以确定的概念作游成,堵

如,‘持致的↖‘
可能的↖‘

假沒的
”
或

︳
將來的

”
拉害等等.因 此,凡女成新做法的委

員泣列出他們所知的由沒有危險的合法活功所引起的各爽技害的清草.人們將舍看

到,除 了第五次根告 (A/cN4/423)中所悅的使用机劫車和室內取暖材料外,

几乎并不存在任何遠熒活劫;結果堆也不能肯定正在甘站的是什么了.

16 因此,草案被改助了,賠禮責任的基硝交力不分任何情況的韻害.更有

甚者,正在把所渭的及重性提出來作力照砸到不同現焦的一介折衷方案.事央上,

正在确立的是一新的概念基砧,它破坏了原先那介已絰不很牢固的概念.本來,只

有兩介可林琱的法律概念才有可能央現折衷.拭困將酒与油摻在一起,只能把兩者

全糟踏了.些 然原來的概念,即尸格賠僕責任的概念,确 央包含掘害的概念,但它

是因果夫系上的最后一坏.新的做法使板害成力速种賠儅責任的唯一基砧,因 而使

之具各了完全不同的作用.遠兩介概念是相互排斥的.倘若同意在元迪錯情況下,

央豚捐害是賠僕黃任的淵源,而不涉及任何危險的因素,則始終存在看以明昱損害

力基砧的賠僕責任,不淹有元危險.新的概念未忘汜危險因素的唯一原因是,將撮

害的事共作力唯一基袖特使預防抽害的措施失去一切法律基拙.倘若達韻害的可能

性都元法假沒,一日又如何承袒〤夯与其他國家合作限制自已的合法活劫呢?

17.如果人力地使撿害脫南具体情況并將其作力目狋賠僕黃任的唯一基砒,

就元法确定賠伴責任的合法淵源.悅搵害可采取侵犯領土主叔的形式 (只 要不侵犯

其他國家的領土不可侵犯性,每一因家都有在其自己瓴〦上行劫的自由)就等于重

新回到不法行力責任的領域.他村遠种法律做法的有效性极力怀疑.特別拫告長本

人似乎也意洪到送一同題,因力他保留了危險的概念,冬管送一概念已在相些大的

程度上被坤淡了.但是,爪法律現羔來看,不可能特兩美賠僕責任交替使用,必要

吋相互替換.非此即彼,必須作出逸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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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忖淹了同題的法律方面之后,他想淡淡一些
‘
社舍

’
同題,即那些一●朵

款車榮的目的有失的同題.一位代表曾在第六委長套上代表提倡新做法一一目前已

力特別報告長所接受一一的回家友言,它悅,同題的核心不是狹又的賠僕責任,而

是友好、平等及使用自已財戶吋位不板及他人財戶等原則.他本人看不出力何包括

危險因素在內的賠佳責任定叉,就必須排斥友好、平等及不強害他人的叉努,他同

時逐汏力,通道速祥一今賠僕責任的定叉是不公平的,按此定火,八字某一合法活

功而并未連犯目隊法規則的回家位被些作敬人村待,因 力使用
t元

幸受害日
’
和

‘
賠

僕
’
等木活堆道不是好象起源回犯有達犯回狋法行力之罪喝?拒鉋把起源固放在受

影晌目的同祥基袖上作力元辜受害回看待,是元視合法活劫戶生的掘害与違法行力

戶生的板害之同有根本性的匡別.在后一种情況下,韻害是故意造成的,或是避失

犯罪的錯果,而犯罪因或有達法行力的回家不但沒有因此受到搵害,而且爪中荻得

政治、軍事或其他方面的好赴.而按前者的情況看,抽害不是故意造成的,而且后

果也不具有逸捧性,因力起源目首些其坤,甚至超避其他國家.

19 目前构成恭款草案基砧的新做法首先是由于袒心危險的概念套戶生限制

賠僕責任的效果:那些熒成新做法的人希望把責任甘大至所有的抽害,不站有元危

險,放而一拳解決所有的同題.他們悅,他們捏心把危險考慮在內粹早致最低限度

的危險与最大限度的韻害之同不再存在夫系的局面.但是,是否有人建坡在泙估危

險吋只考慮沒施的可靠性而排除港在損害的程度?同 時他也不相信危險元法衡量,

只有韻害才能精确确定的淹魚.他党得正相反,如果不列出草案包括的活功,只有

村危險作出坪估,才能确定可能的韻害.人們說到有危險的活功,不是指活劫本身

是敬害的根源,而是指速一活功引迸的可能失控的、高度危險的成份.事故造成的

根害要构成跨界損害,必豕具各某些茶件.限定跨界捐害可能性的或是固定不交的

地理因素,如邰近迪界,或是按日、季芾或年度周期交幻的自然因素,如風向、降

水量等.此外,一介活功可因篷游和技木朵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危險.有共趣的目

家和姐玖迸行的耿合研究使泙估方法在不斷迸步,使用速些目前已相些先迸的方

法,能姼肘危險和韻害作出估价:例如,現在已有可能力不同地魚确定不起避一日

以上園家共有的生念系統允汻的韻害限度的污染量.出于上迷原因,他忕力,村危

險的估价和肘技害的估价是密切相連相互依存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位把它們村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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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而第 1系草案卸似乎恰恰是遠祥做了.垃消除新做法中一切固有的內部矛

盾,必須采取統一和一致的做法,否 Ju就元法取得迸展.

2U 特別根告長采取的新做法自然反映在他提出的其他柔款的案文中.他 因

此降低了戶生賠僕責任的明昱抽害的圾限.在第 2朵草案 (ω 項中,他 以如下方

式限定跨界板字的定〤:‘按本無款的制度,‘跨界根害
’
患是指

‘
明昱損害

”,因 此,

掘害如果能銘被粒測明並根害的供器圮暴下來就足姼了.他本人扒力,村此位持瑾

慎杰度,他 同意那些汏力必須力賠借責任制定具体和較高板限的人的意兄.

21 按照特別報告長所悅 〔同上,第 56段〕,第 6無草案的目的是在主叔概

念的兩介方面 (在一日領土肉送行合法活功的有限的行劫自由;和在一日領土外迸

行的活功有失的有害跨界影晌的有限的不可侵犯性)之同建立相互失耿的失系.他

本人汏力不能汏合法行力的角度看待送一同題,倘若如此,所有速些夫系都特超出

本寺題的范園.

22 在起源固和受影晌目領土上預防和賠僕拍害方面送行目隊合作的整介制

度是基于一种以危險力共基本要素的做法.特別根告長力草案規定的特別制度保持

了那一基砒,冬管危險的存在已不再被汏力是賠儂責任的基本因素.但是,在速兩

种不同的做法之同采取平衡行功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幸的是,遠种平衡行功在一介

板力重要的同題,即合作的同題上失敗了.銓修汀的第7祭草案的案文是基于
‘
受

害者
”
与那若非明示即力暗示被扒力犯有錯淏一方之同的

“
昇化

’
或9I立送祥一种指

早思想.他不明白力什么要刪除載于原第7奈草案第 2款的极力平衡的規定,按

照遠一規定,起源目有〤夯与舜影晌固合作,反迪來也同祥.現在的奈款則規定,

只有在
“韻害力事故所造成

’
吋才有合作叉夯,而根据元避錯賠僕黃任的概念,頡害

往往由不可預測、同時又不可抗拒的情況造成.垓奈逐規定,受影晌
‘
在可能耐

’
位

与起源固合作.些然,不能要求別人干不可能的卒,但力何只明确說明速是肘受影

晌因而言?速些奈款以速种方式限制合作令人不可思洪,因力按委長套一些委長所

迷,速些奈款意在罔明一般性原Jl1.但是,他仍商共地看到目前的第7紊規定了

靖求圄豚組麥提供林助的可能性,因力速些鈕象的作用在日益增加.

23.他俠想肘新的第 1U至 17奈草案作一般性的坪站.与 委員舍其他忤多委

員一祥,他扒力遠些奈款避于僵死,因力速些奈款是林固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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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地搬到達介板力不同,只有很少几介共同意的題日上來的.

24 最后,他說,他汏第六委員套的甘梵中并未得出賠僕責任概念的基砧需

要有大交功的印象.有些代表困根本就沒提及速一同題,其他一些代表因建坡采取

新做法,逐有一些代表困,包括法回、危地馬拉、牙妥加、亦瑛和美利里合八因反

村送一做法.不能說一种意兄昱然仄倒了其他意兄,就如汏委貝舍本屆舍快的甘站

中不能得出速祥的緒淹一祥.元站如何,在謀求能銘林琱所有現魚的解決方案吋,

人們決不可忘圮,遠一方案必須以法律理淹和央域力基袖.

25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醒委員舍他在上屆舍以上就危險的概念所作的友

言,9 指出特別根告長曾表明他沒有把草狂的行力,即不构成活功部分的行力列

入“活功
’
的概念,以避免銫村賠僕責任的同題,但是,必須考慮到堵如核拭蒞速祥

的行力蛗厲革狙行力,但每隔一定時同就舍重复.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第

2112次套洪)肘此同題曾作逍一些非常貼切的泙站。
26 草案中

“
領土”

的概念似乎并旡必要,因力
‘
管轄

’
和

“
控制

’
的概念將包容

一切可能友生的事件:它們央豚上就是 1982年 《琺合固海洋法公約》第 194奈

第 2款和 2U6奈 中采用的用浯.他逐雞致扒力,最好是采用‘
有效

’
控制的提法,

尤其是用于活劫時;夌卡弗里先生提洪的絰修正的第1奈草案的集文 (第 21U9次

套坡,第 13段)在遠方面更力明确.

27 由于現代的超勢是走向各固銓渀一体化以及皮除海夫和夫稅壁生,領土

管轄和控制的概念,至少仄銓游方面而言,可能很快就套交得避吋.因此,最好呆

用
‘
肘活功的控制

’
的提法,速一提法技好地反映了些今世界的其豚情況,即如今世

界上是跨目公司,而不是各目控制看重大的工╨和商ㄓ企ㄓ.沒有什么理由使用
‘
在整介避程中

’
遠一表迷,因力它似乎排除了活功停止后出現的板害.倘若管轄和

控制的概念道用于活劫而不是地焦,Illl持不合出現特別報告長在其第五次拫告

lA/CN4/423,第 32段)中提到的一日因行使其村某一領土的控制而達犯目隊

法的情況.正如特別根告貝指出那祥,將管轄叔委托給某一日狋机构,例如耿合自

納米比正理事舍,可以保伊受影W.9目 的人民.而且,恰如比新利先生所建洪,在人

9 《1988年⋯⋯年盤》,第一卷,第 37更 ,第 2U48次套洪,第 4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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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共同雞承的財戶遭到振害方面,委員舍位考慮是否可能把固豚机构一一例如國怀

海底管理局一一作力
‘
受影晌机构

’
.

28.夫于第 3架草案,他指出,恩唐加先生 (第 2● .2次套洪)已敘迷道它

將肘友展中國家戶生的后果.他本人只想波淡第 2款所我的假沒所引起的同題.

特別根告長本人也承扒 (A/cN4/423,第 39段),很堆有江据村抗大于起源回

知道或有亦法知道活功正在送行的推定,但卸仍然錴致使用那些能不能表明在目前

情況下遠祥做不合那么困雅的淹据.就起源因而言,怔括不伙在于表明其不知道或

元法知道正在送行的活功,而且在于怔明其不知道或元法知道此一活功能姼造成跨

界韻害:因力很少有几介友展中目家具各了解某一活功能移造成跨界技害的技木音

ㄇ知琪.在 目前情況下,提出＿●推定相反的怔据更力困雅,因 力有夫的活劫是由外

固公司,特別是跨固公司送行的,而它們的利益并不一定与起源目的利益相同.

29 夫于賠僕 (第 9朵〕,他再次提到他在上屆套洪上的友表的意兄.1°

但是,他建洪,力解決某些委長,特別是勒泰先生 (第 2● ●U次舍以)所夫注的同

題,位把扁不法行力賠僕責任范時的 nepa「ajon一洞改力較力中性 c°mpensa.

jon;例 如 ,提 到在 固有 化 情 況 下 給 予及 時、 充 分 和 公 平 的 朴僕

㏄
。
mpensation〕 ,而且 《朕合固海洋法公的》第 235朵也規定了肘海上坏境污染

造成的根害給予
‘
及時和充分的朴僕 〔c° mpensat｜ on)’ .

3U 他仗肘新的第 1U至 17奈草案作一些初步的坪梵,遠些奈款主要是程序

性規定.

3﹁  夫于第 16紊草案,可 以拭同淡判〤簽的原則是否庄列入草案的第二

章,而執行方式則留在第三章不功.

32 很堆強迫起源固接受通知受影晌目的系琬性〤夯.就現行活功而言,速

种〤夯很不現其.不妨制汀一种哲行制度或列出一份活功清革,如送行清草上的活

劫,通知受影晌回將是強制性的.

33 逐用第 1U奈草案用明的
‘
有理由汏力

’
遠一杯准,并常查正在或將要在

其領土上送行的活功的教据,然后再通知受影晌固,遠 9I友展中回家來悅是一項尤

1° 同上,第 45段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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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棘手的任夯.

34 然而,首先是規定假定的受影晌固提出苦告的第 ●2奈草案似乎只是理

淹性的,至少就北南美系和南南美系而言是如此.此外,若有吋受影晌目距起源回

很遇迒,提出速祥的告告可能舍被解釋力企因干涉起源固內政.

35 患的未悅,似洪中的程序措施只是在區域范日和大致具有相似技求和財

政資源的回家同才是央狋可行的.倘若目的是要使友展中國家能姼利用上迷措施,

則必須給予目隊技木援助和合作以共等重要的地位,并制訂与主管固豚鈕致送行磋

商的真正的強制性机制,就象 《琺合國海洋法公釣》第 199奈及其后的無款所作

的規定一祥.

36 海斯先生悅,特別根告長按照他自已在上屆全以上用明的意困,在草案

的第三幸中提出了一姐預防撮害危險和妳朴造成的韻害所要遊循的有夫程序的規

定,因力根据豋修汀的第 1奈草案,危 險和抽害是賠僕責任的兩介基砧.他肘上

迷規定要作兩羔坪梵.

39 首先,他人力,預防措施和賠僕措施位在分幵的奈款中站及.速可能就

是特別救告長的意困,因力第 1U至 19奈草案看來并未載有任何直接涉及賠儂的

規定.但是第 1U奈的幵共浯,包含了第 1奈涉及的所有活劫,即造成掘害的活功

和有韻害危險的活功.因此,不妨得出如下錯梵:幵共悟以下的規定既涉及到預防

抽害的措施,也涉及到在喊輊抽害方面所要采取的措施.但是,喊駤敬害的措施放

在有失賠佳的奈款草案中餃力道些.即便有重复之嫌,但力了明确和遻輯性起見,

必須忕真地區分兩美不同的措施.

38 第二,倘若奈款草案不依要作力各因努力建立其各自制度的指早方針.

而且要在元具体制度的情況下作力一种剩余制度,遠些奈款則必須在委員全第三十

九屆套洪報告中用明的三項原則之前兩項之同其現平衡,他早些時候 (第 21° 9次

舍洪,第 4U段)曾提到達速些原則.速兩項原則在第 6奈草集中得到体現,第 6

奈草案具体用明
‘
各固在其領土肉⋯⋯送行或允許送行人美活劫的主叔自由,必須

与保伊他固主杈所戶生的杈利相符合.’他不想淡有失元辜受害者叔利的第三項原

則,因力他汏力,垓原Jll与 其悅道用于預防,不如說道用于賠儅.

39 所提出的同題是,由 于提坡中的措施必須道用于各美戶泛的情形,就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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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它們是否迪于洋鈿,以及是作力指手原Jll,逐是作力剩余制度的同題.恰如持

別根告長曾指出,上迷遠些規定确是在委員舍有失囝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以

及各項判例和文串的肩友下似打的.逐可以增加其他來源,特別是些年通道的兩介

文串:第一介是具有法律的束力的文半,即在秩合固坏境規划署主持下于 1989年

3月 22日 通逮的 《巴塞水管制有害皮物跨界流功和庚物赴理公的》
.1 

第二介

是校力一般性的文中,即 1989年 3月 11日 的 《海牙坏境宣言》,砭  在速一宣

言中,來 自世界各地 2。 多今國家的代表呼吁速一領域回怀法新原Rll的制汀.

4U 因此,程序性奈款草案的內容同題需加以深入申以.且然他相信有必要

鼓肋各目制汀具体制度,有必要向各固提供制汀遠美制度的指專原則并通道規定通

知、林商、炎料交換和淡判一一与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意兄 (第 2● ●1次套以)相反

一一的程序提出一項剩余制度,但他本人尚不明确在上迷規定中座列入哪些幼市.

41 最后,他村第 1U奈草案提出兩柔初步坪淹意兄.第一,由 于肘程序而

言吋同因素似乎非常重要,在 (b9項中最好特
‘及時

口
改力与第 14朵草案相位的

‘
冬早

”.第 14奈 草案規定,接到通知的回家必須
‘
冬早

’
將其琱查鎗果特告通知

固,因此表明必須村通知作出緊急的答复.第二,第 1U奈 (d)位提到通知固
“正

在采取或提洪采取
’
的措施,而不是提到

“
准各采取

’
的那些措施.

42 他希望他將有机套迸 一步甘淹特別報告長提交的第五次根告

(Aˊ CN4/423)第四至九市中所載的板多和板复染的規定.

43 巴 哈 納 先 生 滿 意 地 指 出 ,特 別 根 告 長 在 其 第 五 次 報 告

(A/CN4/423)中 不依村在上屆舍以上已送交起革委長套的 1U奈草案提出了

各逸案文,而且又提出了8朱新的紊款草案.他尤其放迎肘在委長舍和大套第六

委長套中引起很大爭梵的奈款所作的修改,并促清委員舍冬力就本青題的范田和性

辰送成怭商一致,以便取得迸展,并因此消除那些扒力編蔡有失本寺題的回怀法規

Jll送不到任何目的的人的怀疑.

44 他始終汏力,送一寺題的范園不能限于有危險的活劫.他扒力,沒有特

11 兄第 2112次套以,腳注 6.

η 《固怀法律資料》 (竿盛頓),第二十八卷 〔1989年〕,第 13U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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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理由說明垃排除在某一具体目家管轄下迸行的活劫所造成的跨界板害賠僕黃

任.但是,速并不是說位去掉
‘
危險

”
因素.委員套庄采取放重作法,規定

‘
韻害

’
或

‘
韻坏

’
力賠借黃任的杯准,‘危險

’
力預防措施的林准.在此仍存在若是否位完全排

除
‘
危險

’
因素作力責任基砧的同題.他肘速一同題持幵放恣度,但在原則上可接受

以下思想:友生事故吋具有文雅性后果的危險活功泣戶生賠供責任.

45 特別根告長在其投告中承汏,他不能
‘旡視委員舍中傾向于不使用

‘
危險

’

概念作力限定性因素
’
的重要意兄,他扒力

‘
遠种思想可納入奈款草案之中

’
〔同

上,第 12段).特別技告長提出了銓修汀的第 1奈.除 了某些概念和措洞上的不

足之外,垓奈是可以接受的°‘力回防法所承汏的管轄范日內的⋯⋯其他地方
’
和

“
在

沒有遠种管轄叔的情況下,在垓目控制范園內
’
速些說法較力含混.首先,很雅理

解
‘
力目豚法所承汏的

”
指的是什么.因 此他建坡將垓紊改力:

“
本恭款道用于在一日領土上或在垓目的管轄或控制范日內的其他地方所

送行的造成有形后果的活功,或有造成跨界損坏的危險的活劫
’

.

速种形式的措洞可有助于避免在某一具体情況下目豚法是否承人一固管轄杈同題的

爭淹.

46 夫于第 3奈草案,他党得以起源固知道或有亦法知道一項活功正在或將

在其領土上送行力賠僕黃任的紊件,是偏南了法律的基本原則.蛗然他村特別根告

貝希望籬妒友展中回家的利益深表同情,但他不能肯定遠是維妒它們利益的最佳途

侄.首先,速一奈件是泛指的,可 以道用于所有回家;此外,遠似乎在相些大的程

度上縮小了賠儂責任的范園.且 然他肘在第 3朱中列入上途提法旡央廣性反肘意

兄,但他希望委員舍重新考慮速介是否知情的杯准.至于第三恭杯題的交更,他汏

力原來的杯題 (‘ ”扁
’)不适些,而新拆題 (‘火奔的确定

’)則 易引起淏解.他扶

力,既然第三朵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在何种情況下回家具有賠僕黃任:那 么垓紊可林

力
‘
火夯的江明

’
.

47 夫于第 4奈草案,他在目前險段不能确定委員舍的工作錯果是一項多道

公的逐是一种法律注釋拒編.倘若是前者,垓奈的主題就不是受的于 1969年 《籬

也納奈的法公的》的第 3U奈第 2款 ,而是受的于垓公的垓奈第 3款 .依照速一第

3款 ,在一系列奈的的情況下,‘先汀奈的仗于其規定与后汀紊的規定相合之范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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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用之
’.但是,第 4奈草案并不是如此用迷的,它規定,‘道用于本恭款,但不得

達反垓另一日狋怭定
’.另 一方面,倘若工作的豬果不是一瓨多道公釣,第 4奈尸

格來悅可能并旡必要存在.

48.他肘第 5朱草案中的兩介各逸案文感到因惑.他扒力,特別拫告長所作

的解釋 〔同上,第 4。-54段)并未鎗末夫手常以中的黃任形式是否以避錯力基硝

的同題.正如仲裁貝在特菜本冶煉ㄏ案
1日  中所做的那祥,最好是避免理捻性的

封站而采取努央的作法.提洪的速兩段案文央狋上都元必要:遠今同題最好是由目

杯法的一般原則和奈的法水解決.

49 他患的來悅同意銍修汀的第 6、 7和 8朵 .送些案文比其原來相位的案

文有所改善,不避案文的措洞或許逐可逆一步政迸.

5U 夫于賠佳的第 9奈草案引起了某些同題.由于賠僕是正在确定的法律制

度的一介重要方面,委員套位洋幼申快速一概念.在遠方面所戶生的一介同題是,

在賠僕的概念中位列入多大程度的朴救措施.在私法中,賠佳系指肘某一捐害的賠

款和肘拉失的賠儂.銓此限定后,賠僗可能并不只限于用金找支付的頡害賠僕.但

是,不用金找支付的板害賠僕采取什么形式呢?委貝套特必須申查遠一同題,因力

委員套正在制定的遠一文串是否能姊得到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賠僕在其施方面

的意叉。

S●  第 9奈的措洞也需加以改善.幵共活‘在符合本紊款的紊件下
”
系沒有必

要;也沒有必要提及呀甘益平衡
”
的理梵.此外,既然委貝套目前只是說明賠僕的原

則,可能就沒有必要具体說明賠儅將由
‘
淡判決定

’.最好的亦法是以冬可能筒草和

直接的措洞用明賠僕的原則.

52 他砍迎夫于一一除其他之外一一通知、女料、淡判和林商的薪的第 1U

至●9紊草案,并且尤其變賞特別拫告貝致力于保持委長套所面怕的也許最力困雃

的寺題的勢共.盤于在上一屆套洪上取得的速展,人們位能姼在不久的特未看到成

功的希望.由于吋同不銘,他未能肘上迷新紊款送行洋鈿的常查,因此他的坪梵特

是初步性的.

招 兄第 21U8次套快,腳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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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夫于方法,特別根告長昱然參照了因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紊款車某各相

位規定的模式.冬管不能忽視速些奈款草案,但它們并不是制汀即适用于固狋水道

污染也道用于忤多其他情99L的規定的最好模式.最好的亦法是在力目防水道所規定

的制度的基砧上制定一項更力一般性的制度.特別根告貝并沒有道么做.他提以的

通知程序比目隊水道制度所淡想的程序更力僵死.委長套可能希望通道一項更力普

遍的方案.

54 此外,他扒力目妳法院在捕色管轄E案件中提出的法官意兄并不是
‘凡乎

每一介字
’
都适用于本寺題所提出的各种情況,而特別報告長則是依据速些意几似

汀的第 16奈草案的林題 (‘淡判的叉夯
口
).正如特別根告長所爭辦的那祥 (同 上,

第134-135段 )在上迷案件中,琺合王回和冰島,德意志琺邦共和固和冰島都芹

林他們肘某一沿海區域有一定的捕生根,并要求固豚法院肘它們的相肘杈利作出裁

決.目 狋法院汏力最便利的解決方法是指令及方迸行波判:就是速一裁決戶生了淡

判的〤夯.但是,不能由此推漸,在涉及跨界危險或板善的案子中也存在看淡判火

夯.些然也垃承汏,各目在遠种情況下确其迸行淡判,但是說有波判的
‘
叉夯

’
就是

另一回事了.因 此,他建洪把第 16奈的林題改力筒草的
‘
淡判

’.9I于第 1款中提

出的兩介各逸案文,他傾向于各逸案文A,它 比各逃宋文 B何草而且能駁快的執

行.

55 最后,他汏力有夫未能遵守某些程序的后果的奈款草案避分复染了.規

定由假定的受影晌回提出苦告的第 12奈草案和有夫村通知未做出答复的第 15無

草案尤力如此.他促靖委員舍常洪第 1U至 17奈 ,以期使速些奈款喊少程序性的

程度.在友生跨界危險或板害的情況下,各回必須能移采取行劫而不受到程序的阻

刁交焉:.

56 物科 夫 先 生在 村特 別 扳 告 貝提 出的重 要 的第 五 次 技 告

(A/CN4/423)表 示焚賞吋悅,夫于奈款范目的第 1奈草案与先前的案文犬不

一祥,因力它在賠僕責任的兩介基砒危險和韻害之同建立了耿系,因 而确定了將予

以制汀、并將同祥适用于有危險的活助和造成韻害的活功的一般規Jl1.他扒力送些

規則庄具有三重目的,即制汀各目在締錯及迪、多迪、匡域和全球性林定吋將遵循

的指專原則;在速些指早原則中特別強琱預防,同 時不忽視賠儅同題;以及不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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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什么祥的程序規則,把合作的火夯作力基本出友魚.

57.与 委員舍其他一些委長一祥,他汏力草案中使用的某些措洞欠妥,例如

銍常出現的
‘
在一日管轄或控制下的地方‵ 可將其改力

‘
在一日管轄或控制下的地

理i’ .

58 他汏力銍修汀夫于合作的第 7朵草案沒有任何重大的改迸,因力垓奈中

的一些表逑可引起不同的解釋.

59 他兌得有失預防重要規Jll的 第 8朵草案迪于含糊,位加以洋思用途.特

別根告貝在其報告中悅
“
因家也必須制訂必要的法律和行政規章制度,以便將送一

〤夯納入共回內法,并必須執行速些圄內准則
”(同 上,第 66段),遠祥悅是只看

到預防的
‘
适些措施

’
的國家一面.更切共有效一些,特別是在所送行的活劫具有高

度危險和可能造成跨界影晌的情況下,回家的預防措施位包括由有失回家直接制訂

或通越主管目怀机构制訂的回狋規則和杯准,就如 1982年 《耿合固海洋法公夠》

第 197奈規定的那祥.

6U 夫于第 9紊草案,他不知道在本寺題一一賠僸一一的范日內央隊上什么

构成賠僕的法律基砒.正如特別根告長指出的那祥 (同 上,第 69-7U段〕,速一基

砧不是來自肘不法行力的黃任.特別拫告長指出,速种責任似乎受
‘
興用分配

’
性辰

的規的,因 此庄努力恢复遭韻害破坏的呀!益平衡
’.但是,速梓就更象是以平等原

則力基拙的η卜僕
’
了.此外,在速种情況下,賠禮似乎引起了若干同題.例如,如

果頡害的影晌是由多种因素所致并且特別戶泛,如何确定起源目呢?

61 淡到草案第三幸新的紊款,具体淡到第 1U朵 〔泙估、通知和資料)吋

他悅,速祥的泙估〔(a)項 )立成力草狙一系的一介題目,因 力它涉及到一連串

的技木執行同題,堵如肘港在危險的泙估、監測、衡量、分析和棒准的制汀,它們

与通知和炎料等手袋同題毫元大系.因 此,最好是以《耿合固海洋法公的》第十二

部分第 2市 的范例力基砒,把規定程序規則的 (b9、 tc)和 (d9項 中的各項規定

与以下程序奈款達起來.

62 他同意其他一些委長的意兄,第 11至 17朱草案位更多的涉及合作概

念,并位炅活和先統一些,因 力位瑾防抄裴力因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所規定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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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特別是淡判的叉夯 (第 16奈〕主要位以合作的又努力基砧,而不是以和平解

決爭端的原則力基砒,冬管不位完全排除速一原則.

63.最后,他悅他汏力,委員舍在將朵款草案送交起革委長套之前,必須肘

其迸行迸一步的申洪.

64 科多馬先生村特別根告長在遠一其染寺題上所作的工作表示敬意.送一

寺題与目家黃任和因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不元夫系,而且思管原本俠想涉及空同活

功和核能同題,但送介寺題已瀣討梵了多年,而委長套村它究竟位包括哪些1.● 題仍

不很明确.

65 -●其他几位委員一祥,他汏力委員舍不位大雄心勃勃.不要期望戶生一

介鋼要怭定,委員套位滿足于制汀能移成力回家取迪和匡域同失系指早原則的法律

原則.患而言之,其 目杯是規的在一固管轄范日內所汏事的造成跨界頡害的活功°

甚至可以提出送祥的淹羔,即只要有一奈奈款規定各目都有〤奔不因共活功村邰回

造成仿字或頡害,就足姼了.

66 因此,賠借責任的基砧位是韻害而不是危險,本寺題不可能涉及危險的

情況,因 力任何活功,例如建造大圾或核屯ㄏ都涉及到少量的危險但沒有損害.在

确定賠僗責任吋,除危險外,有必要考慮到堵如因果夫系、預知性以及避失推定

(免姬自明)送祥的因素,以确定受害者肘造成的板害是否也有責任,林而喊駤尸

格賠僸責任的尸格程度.因此,他鼓肋特別拫告長制汀考慮到上迷各种因素的杯

准,村其第五次根告 (A/cN.4/423)中 已銓提出的林准加以朴充.特別根告長

逐庄考慮如何确定賠僕責任.只 有到那吋,委員套才可能假定需要速些程序規則,

并村其加以甘梵 .

67 有人建坡持村速一寺題的申以拼大到坏境法的某些同題.冬管他承扒遠

兩介領域确有某些相似之赴,但是后者的范日比前者大得多,因力它包括海洋空

同、外居空同、南北兩板、桌氧居以及水和其他自然資源的保妒等等.委員套可能

愿意將坏境法列力一今草狙的以程項目,在昔家們的林助下送行研究.但是,使之

成力目前正在申洪的寺題的一介附扁快題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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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最后,他汏力,在目前險段木宜特奈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員合.

下午6吋零 5分散套.

第 2114次舍洪

1989年 6月 7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拉夫雷特先生

出席:巴哈鈉先生、哈索內先生、H9L西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水沃祥

先生、巴水毋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鈉先生、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迪

JE斯一因辨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科男馬先生、咼

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

伊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庠鈉斯先生、塞普水籬送一古

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揚科夫

先生.

夫于目怀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頡害性后果的目豚責任(玻 )

(A/cN4/384.1  A/CN4/413.2  A/CN4/423.°

: 1 特載于 《1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Add1.
2 

特裁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3 
特載于 《1989年⋯⋯年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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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4/L431.B市 )4

〔洪程瓨目7〕

特別報告長的第五次根告(致
)

第 1至 17紊δ (袋 )

1.迪並斯 .因 ≠雷斯先生洗,他和比斯利先生 (第 21●

。
次套以)一祥,汏

力本青題是日豚法逐漸友展避程中的一項央踐,委貝舍因而必定愿意研究力各回所

夫心的相夫寺題.速也恰恰是因力委長套的目的是研究約束某些活功的法律,沒法

防止這些活劫可能造成的韻害以及确保速种捐害不舍不受恁,.9.

2 然而,奈款草案引出了法律定〤以及法律方法和浯言等同題.正如勒泰先

生 (同 上)所悅,且然遠今寺題在委長套洪程上摘置已久,但并不能因此而匆忙拋

出奈款草案,把那些基本的同題遮掩住.特別根告見力界定垓寺題的基本要旨曾早

找一今立足魚,引 入了有危險的活功概念.然而速种活劫本身并不受目杯法禁止.

速确是必須解決的困雅;不能仗伙似定一套奈款草案而把基本同題留給起草委員套

解決.在界定火夯吋,不站是淡判〤夯逐是防止〤秀,委員全都必須先确定速些〤

夯的目的,因 而确定所涉責任的基砧.

3 有人建以庄在危險概念和頡害概念兩者之同建立瑛系,以便賠僕責任不仗

伿以危險力基砒,也就是說垃建立道些的法律制度.在央在法中,特別制度是在具

体林定或公的的基砧上制汀的一一或海逐在司法和仲裁机构的主持下制訂,特菜本

4 
肘本寺題的常快,部分是根据前特別報告長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在委員套

第三十四屆套以上提交的寺題鋼要迸行的.案文特我于 《π982年⋯⋯年整》,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 83-85瓦 ,第 1U9段 ,村它的修改載于 《1983年⋯⋯年

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4-85丌 ,第 294段 .

5 
夫于廉文,兄第 21U8次舍以,第 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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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燋ㄏ案
6 

即力一例.在此之前已銓提到逮有失和平利用原子能、有失石油以及

其他污染性物廣污染海洋以及有失外空物体等公的.在所有遠些公的中,賠僕責任

都是尸格賠僕責任,即 只有在造成韻害吋才戶生此責任;只有在回家未履行位有注

意火夯吋,才戶生國家責任.然而,危險的賠僕責任只有不存在因豚非法行力吋才

能戶生.送种責任的央行范目正在喊小,因力各目日益承捏起基于不法行力的新的

目狋〤夯;但是它們迄今明昱地不愿意接受由不加禁止的行力所引起的危險的賠僕

責任之原則.

4 ●972年的夫于坏境同題的斯德哥小摩宣言》’ 以及 ﹁982年 《耿合目

海洋法公的》都更多強琱的是各目防止污染的叉夯,而不是強琱建立新的賠儅責任

制度.送些法律文爭都依限于隊迷各固根据一般目豚法肘自已行力位給予位有注意

的侍筑〤夯.力支持新的賠僕黃任制度而迄今在委長舍里援引的案例看起來不能令

人信服.例 如,特菜水冶煉ㄏ集中的仲裁判決是把逍失行力作力賠僕黃任的基袖

的,而避失是肘立有注意火夯的達反.同祥,固 狋法院在科孚海映案的判決中也基

于同祥的用意,提到
‘
每介回家不在知情的情形下允件其領土被用于同其他回家杈

利相肘的行力的火夯
’.8 因此,夫于賠僕責任可以源于有危險的行力或活劫的

說法是很雅令人接受的.在遠介意〤上,他 同意害庠納斯先生的意兄 (第 2● ●2次

舍以),即最好不把遠共活劫描与力合法或非法,而是描每力造成了掘害的物辰活

助.

5 很明昱,9f于草案的目杯,委員套里逐存在許多疑惑.他 自已十分示意靜

助似汀夫于不境同題的公的草案,但速介公的草案不同于夫于固隊法不加禁止的活

功的公的草案.至于木活同題,勒泰先生悅得肘,‘ reparat︳ on’ 有十分具体的法律

含火和后果,速些都不能附之于危險;最好代之以
‘
c。 mpenSation’或

‘indemn∥

一cauon,.但是賠僕制度庄考慮到分享所淡淹的活劫的益她的事例:例如,肘于附

近的一座友屯站,郜 固除了可能受頡害外,遜可能八中荻益.

6 
兄第 21U8次套洪,腳注 9.

’ 同上,腳注 6.

8 
同上,腳注 1U.

-” 8——



6 特別報告長的建以些然是值得迷一步研究的,但 91其 中心思想必須迸一步

澄清,然后才可將奈款草案交給起革委員舍.有些因堆可以通道持廉文似汀得更明

确而得到篆解,力 此他焚同友卡弗里先生給第 1紊草案重新似汀的案文 (第 2﹁

。
9

次套洪,第 13段 ).但村第 1至 9奈草案的央辰內容需迸一步思考,以便委長套

能銘准确地決定奈款所要規制的是什么.在委員舍未能把肘寺題本身的各种不同現

羔豌一起來之前便把新的第 1U至 17朱草案交給起革委員套,遠未免力吋越早.

7 哈索內先生說,特別投告長的第五次報告 (A/cN4ˊ 42S9表明,他村

抽象概念的分析有尸密的遻輯性,肘委長舍上居套以和大舍第六委員套的辦梵中出

現的各种主要傾向都能賀輊就熟地加以容納和吸收.

8 他已在第三十九屆套以上表迷了他自已村本寺題在圍豚法中的根据及其可

行性的意兄,9 他不想重复速些意兄.不逍他承汏,使得委員舍某些委員重又回

到本寺題的基本魚的那种考慮因素是有其重要性的,即 失切:草案位能力各目接

受;意氓到:不同的法律体系肘本寺題包含的基本概念有程度不一的承汏;不考慮

到一些求悟同題.苧木泙站并非沒有悅服力:布朗利得出錯站洗,送項工程
‘
洪根

本上悅沒汁錯淏⋯⋯八悅紛紜.可引起回家責任原Jll的 普遍混亂
’
.’

° 阿克赫水

斯特
﹁ 悅,由 于未能區分坏境領域及其他領域活功的合法性和在速些活功避程

中所做行力的不法性,仗伙因力活功本身是合法的,便使得因避失而戶生的賠僕黃

任被錯淏地些作元避失而戶生的賠僕責任.速些基本夫切是惹人不安的,需要給予

答复.特別拫告長或卄可以循其前任的祥子做,先就此寺題送行建殶性村活,以期

減少概念上的分歧.

g 
《1987年⋯⋯年盤》,第一卷,第 163頁起各更,第 2U1。 次舍坡,第

55-59段,和第 2U2U次套洪,第 1-26段 .

1°  ︳ Brown｜ ie, Systems ofthe｜ awofNat︳ ons: State日 espons｜ bⅡ｜!γ ,

Part︳ , (Uxford, c｜arendonPress, 1983〕 , p5。 .

.n M‘ BAkehV「st, ‘
lnterna∥ Una｜ ︳iab｜ⅡtvfUr｜ uju∥onsconsequence

aris｜ ngoutofacts n。 t pr。 h︳ b｜tedbyinte「 nationa｜ ︳aw’ , Nether｜ andsㄚearbook

of｜ nternat︳ ona︳ Law, 1985 (┬heHagve), Vo︳ ×̌ ︳,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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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別拫告長在其根告 (同 上,第 5段)中 引入了泣息或‘
奈件性

’
逍錯概

念.速是一种法律上的虛构,他介人怀疑送能否成力涉險活功之賠僕責任的基砧.

即使在友生了掘害之后,法院也不合禁止所悅的活功,只是要求支付金我賠僕.遠

种做法与下迷假定不符:隱含的迪錯一直是存在的,只 有在友生頡害吋才昱露出

來.位急避錯概念也帶有肘不法行力久有責任的含叉;因此位連免使用送介概念,

以免同回家責任的后呆相混.元逮錯賠僕黃任的更好理梵基袖,如果有必要的活,

可能是不些得利捻.遠种理淹有一种以發用分捏概念力基砧的賠儅制度.速一理梵

央杯上在根告 (同 上,第 7U段)里被提到,思管不是直接提到.

1。  特別根告長悅,草案立包括造成明並跨界頡害的污染活劫,因力
“
一般目

豚法并沒有村之施以禁止,使之排除在本寺題外
”(同 上,第 ﹁U段).速一說法似

乎雅以成立.肘于相肘的現魚卸有足姼的杈威給予支持,送相肘的現魚是:一旦确

扒了明昱跨界抽害,則 必然有回家責任同題.汊德小說:‘
⋯⋯些回家在明知排放污

染物肯定舍或將造成⋯⋯明昱跨界親害的情況下而故意排放污染物吋,排放圄昱然

特被視力肘造成的板害無有責任.速种行力將被視力故意不法行力
’.12 他自已

扒力,如果怔明有尸重迪失,則逐有責任同題.

11 拫告 (同 上,第 6-7段和 12┤ 4段)淡到避免
‘可怕的

⋯銫村賠僕黃

任
’
概念的必要性.正 由于此,特別拫告長在其第四次根告 (A/CN4/413)里

引入了有危險的活功概念.但他在第五次根告里指出‘委員套內相些一部分意兄是

傾向于不把
‘
危險

’
概念用作限制因素

’(A/cN4/423,第 ﹁2段 ).因 此他重又

引入了肘頡害的賠僗黃任概念,同 時把草一行力造成的損害排除在外,以避免免村

責任.然而,村活功的賠僕責任就是村危險的賠儅責任,只是名林不同而已.速介

錯站的依据是根告中的一句活,即 ‘
賠儂責任是与活功的性辰瑛系在一起的

”(同

上,第 14段).另 外,在元辜的受害者看來,构成一項活劫一部分的草介行力和

多介行力都造成拉害.把构成一項活功固有的組成部分的一介行力同一介孤立的行

12  GHand〡
,‘ L︳ abⅡ ityasanob｜ igat︳ onestab︳ ishedbyaprimarvru｜ eofin-

te了 nat︳

。

na｜ ｜aW: S。 mebas｜ cref〡ect:UnS。nthe︳ nternationa︳ LaWCUmmiss〡 on’ s

work,’｜bidpp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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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E別幵未,送是沒有道理的.另 外,也不可能确定一介行力不是一項活劫的固有

組成部分,除非武斷決定.

12.正如特別根告貝正确指出的那祥 〔同上.第 5。 段〕,同不法行力的責任

制度相比,因果或尸格賠儂責任制度村于起源回來悅是最不尸厊的解決亦法.尸格

賠僕責任和免村賠僅責任的差別其辰上是程度的差別:后者所我的免責成分少,因

果鐽中的干涉因素也少.免肘賠僕責任制度兄于件多大于具体事項的多道朵釣中.

哥水迪得出錯淹悅,‘ 比通常林之力
‘
尸格的

’
賠僕責任形式更尸格的賠僕責任形式現

在撰在我們面前,特別是在目狋領域
’
.’
B 

盤于此,他 自已元法同意特別報告員

的泙淹,即 免村賠儅責任
“
要求一定程度的統一性,而速种筑一性只能在比我們日

前回豚社套更一体化的社舍中友現
’(同 上,第 4段 ).

13 報告的其他地方 (同 上,第 4U段起各段)也怔明:尸格賠儂責任制度

同基于不法性的制度完全可以在同一介法律文爭中共存,不站后者的叉夯厲于行力

〤夯逐是結果火夯.然而,他不大确信在第 4紊草案意〤范日內但兄于有夫同祥

同題的其他目豚怭定中的尸格賠佳責任棒准是否能姼同本奈款草案中宣布的不那么

尸格的火夯并存.由 于第 4奈放井了特殊法規則,因此遠些怭定中包含的火夯可

能被淡化,如果些事目也是本奈款的參加固的活,現在正些人們越來越意洪到坏境

同題的重要性的時候,如果友生速种情況,那 么委員舍不愿意通道一項能肘賠僕黃

任棒准則是一种退步.

14 在描迷危險和抽害吋都使用了
‘
明並

口
遠一形容詞,速舍造成混號,因力

涉及危險程度吋,它 的意思是可友現的或可預兄的,与 帶有應含的或看不兄的危險

作比較.速一解釋是八第 (2)奈草案 (a)項 (二 )日 中得出的.用 ‘
可察党

’
一

洞可能更好.然而,涉及捐害程度吋,‘ 明昱
’
一洞明昱地表示出最小和最大程度之

同的一焦;用 ‘
昱著

’
一洞代替它舍清楚并多.

●5 夫于草案第三章中的程序性叉夯及共可履行性同題,夫于囝豚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的荼款草案中有可比的規定,速些規定是基于如下假定:遠祥的水道是一

I3  L 匚
「

Go︳ die,‘ Concepts ofstr︳ ctandabso〡 vte︳ iabi｜ itvandtherank︳ ng

UfⅡ ab∥ iiγ ︳nterms ofre︳ ativeexposuretUrisk’ , ib｜°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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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狌立的生悉系統,‘在鉋大多數情況下通道何草的現蔡
’
便可以把水道因辨別出

來.14 根据目前的紊款草案卸元法送行速祥的辨別,因 力其范目就事而言和就

人而言都板力戶園.由 于在所有情況下受害因和起源目都雅以辨扒.所以很堆理解

例如大于通知的程序性火夯如何履行.夫于速一焦,他肘草案中提及固豚鈕欽表示

玖迎,因 力目怀姐象既可以祁助各固履行其防止火夯,又可以帑助完成惆查字央以

及建立賠僕制度等任夯,因而可以友揮重要作用.程序性火夯的班迪性辰須加以修

改,以便迸回狋鈕銀更直接地參与.

●6 夫于推退或不推退幵展新活功的同題,他不同意特別根告長的意兄 (同

上,第 112段 ),即行功自由位具有优先地位.必須記住,一旦友生了明昱的物辰

韻害,則很可能是堆以修朴的,因力有可能造成了不可逆特的形勢.肘避去所犯的

錯淏支付金找蛣僕,送有可能使受害固滿意,但肘喊少肘坏境的破坏起不了多少作

用.而且,新活功的存在合成力既成事央,妨磚有失回家建立寺Ⅱ制度的努力.在

核斌驗案中,固 狋法院作出裁決,要求央施惟肘保伊措施,要求法目政府
‘避免給

所淡梵的領土帶來放射性落生的核斌驗
’.1s 不用悅由于裁決与央廣同題元夫,

它們毫不韻害所淡淹活功的合法性或不合法性.推退一項新活功也更加符合伊斯〨

法律的古老原則,如 《奧托更民法》第 3U奈 中的原則,即 ‘避免捐害优先于荻取

利益
’

.

17 夫于淡判叉夯,波判可能的确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判斷活功是否合法并

沒有切央可靠的肌則可依照速祥的一介領域,但是熒判并不能代替央辰性規則.

18 他泙淹奈款草案本身吋悅,他想知道第 1奈中的短悟
‘
貫穿于避程中的

’

是否意味看在部分避程中的危險或抽害被排除在外.第 2〔a)(一)和 (b9奈也

存在同祥同題.速兩奈都有必要重新似汀.肘案文的精心似汀逐全解決跨因公司同

∥ 《1987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6英 ,第 3朵 (水道

固)的泙注的 (2)段 .

’s 核斌蒞案 (澳 大利亞坼法固案)(新西〨坼法固案),嗨吋保全,1973年

6月 22日 的命令,《 1973年 固妳法院裁央集》,第 99和 135頁 ,凡第 1U6和

14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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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并位考慮到達帶賠僸黃任和共同賠僅女任同題.

19 第 3奈草案的新杯題
‘
〤夯的确定

’
套在不法性責任的事項上避免同責任

”厲同題的混淆.豋修汀的第 6奈草案同前一次案文相比似乎更好地反映了
‘
使用

自已的財戶位不韻及他人的財戶
’
速一准則.前一次案文只在淡及有明昱危臉的活

劫吋才承汏肘他方的保伊.

2U 第9朵草案要求合作泣具誠意,速一焦是多奈的,因力不具誠意的合作

在洞意上便相矛盾.肘合作方式的規定位參照﹁982年 《瑛合目海洋法公的》中美

似規定的用活,特別是共第 2U2和 197紊 .

刉 夫于第8奈草案,他提到里普哈根先生悅避的活:根据我性遻輯,防止

〤夯和喊到最低之〤夯是不能淡梵的.既然賠僕責任和責任事項是根据有失叉夯是

否已被履行來梵斷的,所 以很有必要解釋‘預防’
和

‘冬量減少
”
遠兩介洞的合〤.

22 至于第 9奈草案,在夫于不被禁止的活功的賠僕責任事項上,㎏ompen＿

saIon” 些然要比‘
reparat〡 on’更合道,他想知道待似汀的特別制度是不是不仗伋包

含金找賠供.他扒力,技木援助也虛占有一席之地,另 外,法院可能要求所悅的活

劫即使不是停止的活,也垃至少在降低的水平上送行.特菜水冶煉ㄏ案
’e 正是

送祥的一介先例,是一介可林作
‘部分停止’

的例子.正如他已絰指出的那祥,第 9

奈提及淡判,但送不能替代央辰性規則.村他提到的所有要素都庄送行汏真研究,

以期特它們收迸村子合法行力的朴儅制度中.

23 比斯利先生悅,委 員舍必須采取一和解決同題的亦法,而不是純粹的理

站性亦法.意兄存在看分歧.一些委員想要一套基于韻害的奈款,而另一些委員卸

主張制汀基于危險的各款.重要的一魚是,兩种意兄持有者都引用了可用于反駁他

們現魚的現魚.昱然,委員們所采取的主現性哭理亦法反映了一一也的确位垓反映

一一他們曾苧刁的各不相同的法律体系.冬管如此,他遜是扒力有可能找到共同

意;央豚上已絰取得了一些迸展.例如,起初村如何解決
‘
全球公地

’
速介同題存在

看因堆,現在委員套正在克服遠介因雅;先前曾有人堅持悅解決回家之目的賠僕黃

任同題是避于臭染的,更不用悅解決一日同整介回豚社舍之同的賠僕責任同題.然

16 
兄第 21U8次套洪,腳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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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委貝舍的所有委員都同意肘法律逐漸加以友展是必要的.

24 意在解決同題的亦法是由海斯先生倡早的.他提出了有意思的建快第

21﹁ 3次舍洪,將垓寺題的兩介分枝分幵釵迷,各成一幸:一幸我迷夫于元避錯賠

僕責任的荼款,另 一幸裁迷大于有危險的同題的奈款.就他自已永悅,他 已引怔表

明 (第 2● ●
。
次套洪),曾銓有仲裁庭确扒元逮錯黃任的先例.例 如,特菜小冶燋

ㄏ案
1’  本身的判決央坏上根括的就是尸格賠僕黃任概念,而不是根括迂夫概

念.也存在看大量的夫于特別危險活功的銫村賠僕責任的紊夠法.任何刁慣法規則

能否悅是戶生于那些法律令人怀疑.但是,光免采用尸格賠僕黃任速一介亦法逐是

元法似汀出一套達貢的奈款草案.必須一方面考慮到尸格賠佳責任或元避錯賠僕黃

任,另 一方面考慮到銫肘賠禮黃任才行.一系列日坏公的村后者都有規定;送些公

的是夫于特別危險活功所造成的損害的固豚責任的.

25 施奈德
’B 最近援引了一些基于尸格賠僕責任概念的回隊司法和仲裁

裁決,逐清楚地說明,速介概念与免肘賠僕責任概念不可互換.尸 格賠儂責任

基于頡害,而不是基于迪錯.在他本人看來,或存在看或演交看以技害而不是

以避錯力基砧的肘坏境韻害的尸格賠僕責任准Jl1.冬管如此,村遠一蕉似乎不

位避分強惆,因 力那特有可能加深委貝舍內部的意凡分歧.事央上另一位作者

一一伊恩 .布郎利一一就持有如下現魚:因豚法缺乏夫于元遊錯尸格責任的理淹.

26 汻多多迪公的村堵如核沒施、核劫力船舶和外空物体以及某些石油污染

事故造成的掘害等事項都直截地規定了免肘賠撲責任.遠方面的法律文中包括

1962年布告塞本 《核劫力船舶銍菅人的責任公的》、●963年 《核能板害民事責任

維也納公夠》、η96U年 《核能方面第三些事者責任公的》、199i年 《海逐核子原

料方面民事責任公釣》和 1972年 《外空物体所造成頡害的固豚責任公的》..g

遠些奈的在免責等事項上自然存在看一些差昇,但它們都清楚地确立了元越錯賠僕

責任規Jll,而 沒有确立基于危險的責任.然而,如果悅危險,尤其是例外的危險与

同上.

前引串 (第 2111次套洪,腳注 17),第 164交起各英.

速些公釣的有失材料兄文件 A/CN4/384,附件一.

眹畤畤畤硒畤畤畤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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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寺題元夫,在遠些荼款草案中不位加以考慮,Jll也是不村的.

27 面村所有速些困堆,委員舍必須找到解決亦法.他 自己兌得遠是有可能的.

夫于第1U至 ●9紊草案的甘站位雞袋送行:起草委長舍庄根据甜梵和提出的夫于如何

效理危險与避錯速一村同題的建以避行有失第1至 9朵草案的工作.肘于解決送些在

某些意叉上來悅是古老的但在立法意火上來說卸是嶄新的同題,委員套是埐合道的机

构.毫元疑同,力克服有失因堆逐掃做大量的工作.就工作方法來排,垃把工作交鈴

起草委貝套求做,即使起革委長套吋常把未解決的同題拫回給委員舍.

28 最后,他提清注意夫于堵如外居空同活劫和大气居法律中的賠僕責任的

有用的先例的摘要,他 已特摘要的文本非正式地提供給了委長們.他悅了解瑛合回

以外正在送行的有失活功是有益的.

29 馬希与先生悅,他打算在下屆套以上就本項目友言.他雅免要故篇站

迷,因力特別報告長的第五次杰出根告 (A/cN4/423)以 及報告中提出的︴7

介奈款草案很重要.特別板告貝把送介寺題狄玄奧的理站王圄拉回到現其中,所

以,委 長套現在幵始更清楚地看到送介板力重要的寺題的含火和目的.在此期同,

他同意將第1至 9奈草案送交起草委長合。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A/CN4/41U矛 ●Add1-52。   , A/CN4/415.刉   A/cN4ˊ 422

和Add122 ,A/CN4/L431,「 市)

〔以程項目3〕

特別拫告長的第二次報告

二旗常洪荼款草案

3U 主席提到特別拫告貝在上屆舍以上介紹了他夫于本寺題的初步根告

∞ 特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刉 同上.

” 特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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仈/CN4/415),2s 他在根告中分析了各目政府就委員舍在 1986年第三十八

屆套以上一旅暫時通避的夫于國家及其財戶的管特裕免的朱款草案所提出的坪淹和

意兄 〔Aˊ CN.4/41U和 Add1-5).特別根告長在根告中逐根据各目政府的坪站

和意兄提快肘無款草案送行某些修正.然而,由于缺少吋同,委長舍未能在上屆套

以上申洪本寺題.

31 一樣哲吋通避的寨款草案
2. 

如下:

第一部分         .
早  言

第 1茶 本奈款的范日

本荼款适用于一目及其財戶不受另一日法院管轄的豁免.

第 2奈 用浯

1.力本奈款的目的:

(a) “法院
”
是指一日有叔行使司法取能的不淹名林力何的任何机失;

(b9 ‘
商╨合同

’
是指 :

(一) 力出售或lA● 妥貨物或力提供服夯而訂立的任何商╨合同

或交易;

(二) 任何貸款合同或其他金融性廣的交易,包括与任何此美

貸款有失的任何拉保〤夯或与任何此美交易有失的任何

保賠叉夯;

(三) 不梵扁于商ㄓ、工╨、與易或取ㄓ性辰的任何其他合同

或交易,但不包括雇用人長的合同.

田 兄 《1988年⋯⋯年盤》,第一卷,第 26° 更起各烎,第 2U81次套快 ,

第 2-26段 .

留 《1986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丌起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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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夫于本奈款用活的第1款的規定不妨磚其他回怀文串或任何目家的目

內法村速些用活的使用或給予的含火.

第 3奈 解猙性規定

1 本朵款中使用的
‘
回家

’
一同位理解力包括:

(a) 回家及其各种政府机夫;

(b9 有杈力行使回家主叔叔力而行功的回家政治區分單位;

〔e9 有叔力行使目家主杈杈力而行功的國家机构或部Π;

(d) 以回家代表身分行功的回家代表.

2 确定出售或殉妥貨物或提供服夯的合同是否厲于商並合同時,首先泣

根据合同的性廣,但如合同的目的在垓目的共踐中与确定合同的非商ㄓ性廣有

失,則也位予以考慮.

第 4無 不受本奈款影晌的特杈和豁免

1,本奈款不妨磚一日所享有的有失行使下列取能的特叔和裕免:

(a) 其使信、領倌、特別使市困、派駐因豚組豕的代表因或派往回狋

姐欽机构或目隊套以的代表目的取能,和

(b9 与上逑机构有失的人長的取能.

2 本奈款同祥不妨得根据固隊法給予回家元首介人的特叔和豁免.

第 5奈 本奈款不溯及既往

在不妨磚本奈款所列,不管本荼款是否有規定,因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按照固豚法均垃遵守的任何規則的道用的奈件下,本來款不泣道用于在本黍款

肘有失回家生效前,在另一日法院肘垓固提起的坼妐所引起的任何回家及其財

戶的管轄豁免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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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一般原Jll

第 6無 國家豁免

一日本身及其財戶遊照本朵款的規定 〔和一般目狋法的有失原則〕享有不

受另一因法院管轄的豁免.

第 7無 共行回家豁免的方式

1 一日庄避免在其法院上肘另一固提起的坼忪中行使管轄,以央行第6

架所規定的回家豁免。

2 一固法院上的坼忪如果事央上要迫使另一日服爪垓法院管轄,否 Rll 即

承袒垓法院所作出可能影晌垓另一固財戶、叔利、利益或活劫的裁決的后果,

即位視力肘垓另一日提起的坼忪,而不梵垓另一目是否被指名力垓坼忪的些事

一方.

3 特別是,一日法院上的一項坼松,如果是肘另一目的一介机夫,或村

其一介政治匠分單位一介机构或部ㄇ行使主杈杈力的行力提起的坼忪,或村垓

目的一位代表,就其以代表的身分所作的一瓨行力提起的坼忪,或用意在剝香

垓另一圄財戶或使其不能使用所占有或控制的財戶的坼忪,即 位視力肘垓另一

圄提起的坼忪.

第 8無 明示同意行使管轄

一日如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另一固法院村任何事項行使管轄,即不得肘在

垓法院就垓事項提起的坼忪援引管轄豁免:

(a9 圄隊怭定,

(b9 串面合同,或

(c9 在法院村特定案件友表的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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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奈 參加法院坼忪的效果

1 一目如有下列情況,在另一回法院的坼妐中即不得援引管轄豁免:

(a) 垓日本身提起垓坼忪,或

(b9 就案情央辰介入垓坼忪或采取与案情央演有失的任何其他步驟.

2 上逑第1款 (b9項不道用于任何介入或采取的步驟,如其唯一日的

力:

(a) 援引豁免,或

(b) 村坼忪中爭執的財戶主張一項叔利或利益.

3 一日未在另一日法院的圻忪中出庭不位視力垓目同意垓法院行使管

轄.

第 1U荼 反坼

1 一目如本身在另一固法院提起一項坼妐,則不能就与主坼相同的法律

夫系或事央所引起的任何肘垓目的反坼援引管轄豁免.

2 一日在另一日法院的坼忪中介入提出沂忪要求,則不能就与垓固提出

的坼忪要求相同的法律夫系或事其所引起的任何村垓目的反坼援引垓法院的管

轄豁免.

3 一日在另一日法院肘垓回提起的坼妐中提出反坼,nll不 能村主坼援引

垓法院的管轄豁免.

第三部分

國家豁免的 〔限制〕〔例外〕

第 11奈 商ㄓ合同

1 一日如与一外圍自然人或法人汀立商╨合同,而根据目妳私法道用的

規則,有夫垓南並合同的爭以位由另一因法院管轄,則位汏力垓目已同意在垓

商╨合同引起的坼忪中由孩另一日法院行使管特,杕而不得在垓坼忪中援引管

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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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款不道用于下列情況:

(a) 商ㄓ合同是在回家之同或在政府村政府的基砧上訂立的,

〔b9 商ㄓ合同的些事方另有明确怭快.

第” 朵 雇用合同

1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林以外,一回村另一日原位管轄的法院中涉及垓目

和介人同夫于已全部或部分在垓另一日領土內送行的或將送行的服夯工作的雇

用合同的坼妐,如果咳雇長是在孩另一日征聘,而且道用垓另一固央行的社舍

保險規定,刞不得援引豁免.

2 第1款不适用于下列情況:

(a) 征聘垓雇真是力了送行与行使政府叔力有夫的工作;

(b9 垓坼忪涉及令人的征聘、在用期的延牧或复取;

(ω  垓雇長在筌打雇用合同時既非法院地目的回民也非其次期居民;

〔d) 垓庠長在提起訴忪吋是雇用目的國民;

(e9 垓雇長和庫用固另有串面林快,但 由于公共政策考慮,因垓坼忪

的事項內容而賦予法院地目法院青厲管轄杈者不在此限.

第 13奈 人身仿害和財戶韻害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林以外,一固肘于另一日原位管轄的法院涉及人身死亡

或佛害或有形財戶的抽害或又失的賠僕的坼妐,如果据林責任位月于垓囝、造

成死亡、仿害或損害的作力或不作力全部或部分友生在法院地因領土內,而且

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作力或不作力友生吋炎于法院地因領土內,則不得援

引豁免.

第 14奈 財戶的所有杈、占有和使用

●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以外,在涉及确定下列同題的坼忪中,一日不能

援引回家豁免來阻止另一日原位管轄的法院行使其管轄 :

(a) 垓目肘位于法院地目的不功戶的任何杈利或利益,或其討〞不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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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的占有或使用,或垓目由于村垓不功戶的利益或占有或使用而

戶生的任何火夯;或

(b9 垓日肘功戶或不功戶由于雞承、贈与或免戶而戶生的任何叔利或

利益;或

(c9 垓囝村构成死亡者、精神失常者或破戶者戶ㄓ一部分的財戶的管

理的任何叔利或利益:或

(d) 垓因村公司解散或錯╨吋財戶管理的任何杈利或利益;或
(e) 垓目村托管財戶或其他方式信托的財戶的管理的任何叔利或利

益.

2 凡扁在另一目法院向回家以外的人提起的坼松,思管垓坼忪涉及的或

要使回家喪失的財戶系:

(a) 回家占有或控制的財戶;或

(b) 回家村之主救抈有杈利或利益的財戶,

但如垓回家本身在向其提起訴訟的情況下也不能援引豁免,或者垓回家主張捐

有的杈利或利益既未得到承忕,也元表面怔据的支持,則不位阻止垓另一固法

院行使其管轄 .

第 15荼 寺利、商杯和智力戶叔或工ㄓ戶杈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以外,一日不得肘另一目原位管特的法院在有失下列  一

事項的坼忪中援引豁免:

(a) 确定垓回肘在法院地回享受包括者吋措施在內的法律保伊措施的

寺利、工ㄓ淡卄、商ㄓ名林或企止名林、商杯、版叔或其他任何

失似形式的智力戶杈或工jL戶叔的任何杈利,或

(b9 括林垓目在法院地回領土內侵犯在法院地回受到保伊的,厲于第

三者的上迷 (a)項叔利的行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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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奈 納稅李夯

除有夫國家同另有怭以外,一日村另一固原立管轄的法院有失垓固按照法

院地國法律可能須嬓納夫稅、賊稅或其他共似捐發的納稅火夯的坼忪,不得援

引豁免.

第 17紊 參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

1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林洪外,一日肘另一日原位管轄的法院有失垓固參

加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枘的坼忪,即夫于垓目与垓机构

或垓机构其他參加者之同夫系的坼忪,不得援引豁免,但有以下奈件:

(a) 垓机构的參加者不限于回家或目隊机构,而且

(b9 垓机构是按照法院地目的法律注卌或姐成或其控制中心或主要菅

ㄓ地位于法院地固.

2 如爭端些事方之同的爭面林洪或建立或管理垓机构的章程或其他文中

中有相反的規定,本柔第1款即不道用.

第 18恭 回家攔有或目家絰菅的爪事商ㄓ活功的船舟自

1 除有失目家同另有怭以外,捐有或銓菅一艘水事 〔非政府性〕商╨活

劫的船舶的回家,在有失垓船舶的銍菅的任何泝忪中,只要在坼松事由戶生吋

垓船舶是用于或意困寺用于 〔非政府性〕商ㄓ用途,即不得村另一日原位管韓

的法院援引管轄豁免.

2 第1款不适用于軍飆、輔助肌艇或一固抈有或銓菅而用于或意困用于

政府性非商ㄓ活功的其他船腐白.

3 力本奈的目的,‘有失垓船舶的銓菅的拆松
’
一悟位指包括确定下列坼

忪要求的任何坼忪在內的坼忪:

(a) 夫于碰撞或其他航行事故的要求;

(b) 夫于捇助、救助和共同海板的要求;

(c9 夫于修理、供位或有失船舶的其他合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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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林以外,一日在有失垓目捐有或絰菅的、八字 〔非

政府性〕商╨活功的船舶所裁食物的逐輸的坼妐中.只要在坼忪事由戶生吋垓

船舶是用于或意目寺用于 〔非政府性〕商ㄓ用途,即不得村另一日原位管轄的

法院援引管轄豁免.

5 第4款不道用于第2款所迷船舶所迋我的任何貨物,也不道用于屈于回

家所有、用于或意日用于政府性非南ㄓ活劫的貨物.

6 回家可提出私有船舶、併物及其所有人所能利用的一切抗辯措施、吋

效和大任限制.

7 如果在任何坼忪中戶生有失船舶或貨物的政府和非商╨性廣同題,垓

船舶或貨物所扁國家的外交代表或其他主管些局筌署的、送送法院的怔件,位

作力垓船舶或貨物性辰的怔据.

第 19恭 仲裁怭定的效力

一日如与一外回自然人或法人汀立中面柲定,特有失 〔商╨合同〕〔民事

或商ㄓ同題)的爭快提交仲裁,則垓固肘于另一日原庄管轄的法院夫子下列事

項的坼忪,即不得援引管轄豁免:

(a) 仲裁林定的有效性或解釋;

(b9 仲裁程序;

(c) 裁決的撤銷.

但仲裁怭定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 2U奈  固有化的情況

本奈款的規定不虛預先判定夫于一日村子包括功戶或不功戶.工ㄓ戶叔或

智力戶杈在內的財戶,所采取的固有化措施的域外效力所引起的任何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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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夫于財戶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第 21奈 免于強制措施的國家豁免

一日在有失另一日法院的坼忪中,享有免于肘其財戶或垓固占有或控制的

財戶,〔或垓回在其中掘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的使用央行的強制措施的

豁免,包括免于任何扣押、扣留和執行措施的豁免,除非垓財戶:

〔a) 系垓回音ㄇ用于或意日用于商ㄓ 〔非政府性〕用途而且与坼忪要

求的杯的有失,或者与被坼的机构或部ㄇ有失,或

(b) 已被垓圄拔充或寺ㄇ指定用于清儅作力垓坼忪杯的的坼忪要求.

第 22奈 肘強制措施的同意

1 一日在有失另一日法院的坼忪中,村有夫使用其財虍,或垓圄占有或

控制的財戶 〔或垓固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的強制措施,如果垓固

以:

(a〕  固狋林定,

(b9 半面合同,或

(c) 在法院村特定案件友表的戶明

明示同意9I垓財戶采取強制措施,即不得援引裕免.

2 按照第8朱的規定同意行使管轄不位被汏力默示同意按本奈款第四部

分采取強制措施,夫于強制措施必須另行表示同意.

第 23奈 特定种美的財戶

1 下列各美目家財戶不位視力第刉奈 〔a)款所指的一因寺ㄇ用于或意

困用于商╨ 〔非政府性〕用途的財戶:

(a) 位于另一固領土內,用 于或意日用于垓目使倌、領信、特別使市

因、蛙固隊組絮代表因、派往固豚姐奴的机构或因隊舍洪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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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用途的財戶,包括任何銀行帳戶款項,

(b) 扁于軍事性辰,或用于或意日用于軍事目的的財戶,

(c9 垓固中央銀行或其他袋市些局位于另一日領土內的財戶,

(d) 构成垓回文化遠戶的一部分,或梢來的一部分,位于另一日領土

內,并非供出售或意困出售的財戶,

(e9 构成在另一日領土內帶行的具有科苧或ㄞ史价值的物品展克的一

部分,并非供出售或意日出售的財戶.

2 肘第1款所列財戶种爽或其一部分,不得在有失另一國法院的泝忪中

采取強制措施,除非垓目已按第 21朵 (b9款將垓財戶拔充或寺Ⅱ指定用途

或按第 22奈具体同意肘其垓美財戶或其一部分采取強制措施.

第五部分

染項規定

第 24奈 坼忪文半的送送

1 以任何侍票或其他村一固提起坼松的文件送送坼忪文中垃接以下方式

迸行 :

(a) 按照起坼人与有失目家之同夫子送送文串的寺何怭洪,或

(b) 如元此項林洪,則按照射法院地目和有失回家均有的束力的任何

道用的目豚公的,或

(c9 如旡此項林洪或公釣,Jll通避外交渠道送交有夫國家的外交部 ,

(d) 如元上迷亦法,Jll在 法院地目和有失回家的法律均允汻的奈件

下,

(1) 可以需有筌字收据挂咢信送交有失回家外交部的首長,

或

(2) 以其他任何方式送送.

2 以第1款 (c9項和 (b9項 (1)目 的方式送送坼忪文中吋,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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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垓項文半即垓項文中之送送.

3 在必要吋,送送的文中庄附有烽成有失目家正式活文或正式活文之一

的烽本.

4 任何回家在肘其提起的坼發中就央辰同題出庭,其后即不得芹林坼忪

文半的送送不符合第 1款和第 3款的規定.

第 25奈 缺席判決

﹁ 除非近明符合第24柔第1款和第3款的規定,而且瓜送送侍票或其他

起坼文件之日起或按照第 24奈第 1款和第 2款伏力已送送文件之日起已避去

至少三介月的吋同,不得村一日作出缺席判決.

2 肘一日作出任何缺席判決,垃特判決的抄本,必要吋附上烽成有失目

家正式悟文或正式浯文之一的烽本.通遊第 24奈第 1款所列的一种方式,送

交垓有失目家,力撒銷一項缺席判決所道用的吋限不位少于三介月,吋限立汏

有失固家收到判決半抄本或扒力有失回家收到判決爭抄本之日算起.

第 26奈 免于跡迫措施的豁免

一固在另一日法院的泝忪中,肘要求垓固央施或不央施特定行力否則即予

罰款的任何跡迫措施享有豁免.

第 27奈 程序上的豁免

1 一圄未能或拒能力另一圄法院的坼松的目的提出任何文件或提供任何

其他情根,除送种行力肘垓案的央演可能戶生的后果外,不庄戶生其他后果.

特別是,不得因此肘垓固赴以研款或坷金.

2.一囝在另一日法院中作力坼忪些事方,則在任何遠失坼忪中,均元容

提供元淹何种名林的袒保、保近半或保怔金,以保怔支付司法典用和升支.

第 28奈 不歧視

1 本奈款的規定位不加歧視地道用于本奈款各些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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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但下列情況不位視力歧視待遇:

(a) 法院地因由于垓有失的另一日家限制性地道用本奈款的任何規

定,而 限制性地道用垓項規定,

〔b9 固象彼此之同依林定相互蛤予一●本朵款的規定所要求的不同的待

遇.

32 主席邀清特別根告員介紹他的第二份拫告 (A/cN4ˊ 422和 Add● l,

委長舍持与初步根告一并申洪.

33‘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垓寺題的奈款草案是 1986年一放通迂

的.公正估份固杯社舍肘速些案文友表的看法,也︴力吋尚早.速主要是因力:到

目前力止,只 有 29介回家提交了泙梵和意兄 (A/CN4/41U和 Add1-5),并

且因力他的初步報告 (A/CN4/4● 5)并未引起第六委員套在大套第四十三屆套

以上大量的評梵.因 此,他 的第二次搬告 (A/CN4/422和 Add1)的 目的,

是想肘初步報告作洋知說明,并根据各目政府的坪梵和意兄肘其中一些奈款草案提

出避一步的修正,以有助于委員套的辯淹.

34 他首先提到草案的第二部分 (一般原則〕,他悅奈款草案基本上包括一奈

目家豁免的一般原Xll,如第 6奈之規定;以及村垓原則的若干例外和限制,如第

三部分第 11至 19奈 的規定.呈然在一放避程中,委員合中的現魚有明昱分歧:

有些人獎同似定一奈回家豁免的免肘規則;有些人焚同似定一朵限制性規則,但

是,大家普遍汏力,回家豁免原則本身,力 刁慣因豚法的一項准Jl1.速一錯梵,是

幵始迸行速一寺題方面的工作的根据.

35 特別報告貝在初步技告中,沒有洋迷司法央踐和日內法.送兩方面的內

容,已在前任的特別報告長的八份技告中得到洋迷.巧  然而,立委長套一些委

員的清求,他在第二次根告中倚迷了夫于回家豁免的一般的回家央跩方面的最近的

友展情況.                              
一

2s 
兄 《π988年 .....●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98更 ,腳注 3SI和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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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各國政府的泙淹中,有一种現魚扒力:一日央狋上在一切情況下均免

受一外因法院的管轄,除非垓目明确同意接受此种管轄.根括此种現魚,免肘豁免

是一般回豚法准則,不遵守垓准則的國家則違反了目豚法.然而,在司法央踐中以

及根据固內法,免肘豁免理淹則已逐步扯位于有限豁免理淹.報告長在第二份報告

(同 上,第 5-9段)中 ,何要常查了國內法院特有限豁免現庶的避程.

37.汏上迷國家央踐的何要回碩中可以看出,目家豁免的免村理梵再也不能

被扒力是刁憤回沶法的具普遍約束力的准兵!了 .人 n● 可以扒力:未同意修改遠一准

則的回家仍可依籟免肘豁免理站.但是,正如前任特別拫告長在第六次技告中指出

的
’筎 除非免村理梵的倡早者提供具体怔据,即某一司法裁定,在赴理央行有限

制豁免的回家本拒免給予豁免的案件吋,給予豁免,否則,有限豁免在央行有限豁

免的回家便不能遭到否汏.換言之,不能仗通道友表一种相肘立的理梵或宣布一种

銫肘原則,而否忕有限豁免.夫鍵的一魚是,堅持免肘豁免的各目的司法央踐已有

重大交化.

38 反迪來,同題是,根据一般因怀法;一目現在是否可在它扒力合道的情

況下隨意否忕其它回家的豁免.如果回家豁免規則是由目豚法支配的,那么,就能

推斷,目 豚法中包含一奈准則,根据垓准則,各囝否扒其它目家的豁免的自由,是

受限制的.然而,由于此种限制的范目同題尚未解決,因 此就不可能在遠方面在普

遍一致的情況下作出准确的規定.的确,回家豁免有限理淹的倡早者曾提洪:可特

外目的行力分成兩榮一一統治叔行力和管理杈行力,只是在涉及第一美行力吋,外

因才有資格享受豁免.遺憾的是,遠种區分其豚上很雅做到.因此,昱然,螢成鉋

肘豁免理淹者就不愿接受有限豁免理站.筒言之,元站是統治叔行力,遜是管理杈

行力,都不存在草一的、普遍接受的定〤,冬管一些苧者支持有限豁免原則.然

而,盤于人們明昱地逐步傾向于承汏回家的管轄豁免有限速一原則,他扒力,位在

法律上村兩种行力送行客視的用迷和解釋.

39 在他的初步手艮告 〔A/cN.4/415,第 67段 )中 ,他提洪刪除第 6奈

笳 《1984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6頁 ,文件

A/CN4/376和 Add1和 2,第 46-4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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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豁免)方括咢中
‘
和一般回坏法的有夫規則

’
的字釋.根括西班牙政府的志

兄,他遜建以,可將速一惹兄包括迸今后公的的序言中.些然,近期的友展是有利

于有限豁免理站的,因 此,保留所淡梵的短活也不合完全不合遻輯.存在的危險

是,它可能套增加豁免的例外,因而也就增加肘統治杈行力不道些限制的例外.如

果出于速一原因或其它原因,大家同意刑除有爭洪的字祥,他愿提以下列新的第 6

奈之二,以在兩种不同的現羔 (A/CN4/422和 Add● ,第 17段)之同求得平

衡:

第 6奈之二

‘
冬管有第6奈 的規定,但是,任何些事固在筌署本公的吋或在交存批准

串、接受串或加入串吋,或在此后任何時候,逐可芹明除第 11至第 19奈規

定的情況以外的肘回家豁免的任何例外,垓 目法院得据以受理肘另一些事目的

坼妐,除非后者戶明作出后三十天內提出反村.作 出方明的回家的法院,不得

受理針肘已反村垓方明的回家的依据芹明所栽規定的坼忪.作 出芹明的回家或

反村戶明的回家可隨吋撤回其戶明或其反肘.’

垓茶款粹符合有限制豁免規則方面的回家其我的目前趙勢,逐套有助于制定一

朵基于回家同絰常性的筑一司法央我的准确的刁慣囝豚法規則.然而,他汏只

到,如通避第 6奈之二草案,刪 除第 6奈方括母中的短活,則似有必要再次

申查第 28奈 .

4U 淡到草案第三部分,委員們一定圮得:委長舍力垓棒題保留了兩介各逸

方案:一是9I回家豁免的
‘
限制

’
速一短活,一是回家豁免的

‘
例外

’
速一短浯.冬管

他汏力兩者之同的逸摔不套构成特別困雅,但最好以后在送行了二放之后粹此事特

交起草委員套,靖它在研究了所有奈款草案之后提出道些建洪.

41 与夫于商╨合同的第 11奈相夫,他 回碩悅,他 曾在初步技告里提出了

用提洪的新的第 2奈第 3款的案文 (A/cN4/415,第 29和 39段)取代＿●商

╨合同的确定有夫的第 3紊第 2款 .他提出要考慮到若干政府的意兄,速些政府

不同意在早先的草集中使用确定某些活功是否座視作商ㄓ活功的目的杯准.遠些政

府逐汏力第 3奈第 2款 ,特別是
“
如合同的目的在垓目央跌与确定合同的非商ㄓ性

辰有失
〞
速一句浯叉不清,避于主現和帶有人力性.然而他汏力,在解救仇荒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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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下目的杯准便特別有必要,在涉及有失合同的情況下位加以考慮.

42 然而,在垓款中規定的爪重杯准基本上是与合同的性辰相夫的,也与外

目的有失央域相夫,舍引起迋用吋的不确定情99L,因 力
‘
回家的央跩

’
不兄得明确,

因而有可能特化力鉋肘豁免站.八垓項規定字面上的解釋,可以看出,目 的拭驗是

在友生疑同時用作朴充手段的,但正如垓奈的泙注所指出,‘如果在送行了
‘
自然

’
斌

驗后,合同或交易看起來是商上性的,那 么垓目可以援引合同或交易的性廣來肘遠

項錯淹提出昇以
’.η

43 根据被告目的央踐,合同的性辰几乎患是在草方面基砒上确定的,耿合

王國肘第 3紊第 2款的坪淹就悅到送一魚.事央上,班重杯准的目的是向友展中

回家提供道些保伊,保妒它們友展回民銓湃的努力.垓無的必要性是不可否扒的,

但如要一介更具平衡性的杯准便可以釆鈉力似洪的新的第 2柔第 3款建以的下迷

案文 〔同上):

“确定出售或賄妥貨物或提供服夯的合同是否扁于商ㄓ合同時.首先庄根据

合同的性廣,但如果有失回家同的目豚怭定或些事方之同的半面合同規定合同

是力了公共的政府用途,在确定合同的非商ㄓ性廣吋,也庄考慮
’

.

44 他砍迎委員合村提洪的新的第 11奈之二 (同 上,第 122段)提出迸一

步的指專意凡,因力現在忖梵的送介同題是板力重要的.

45 淡到第 13奈 ,正如先前的特別根告見在其第五次技告里指出的那

祥,’
B 近來編慕的文中的有失奈款規定,肘造成人長仂亡或財戶板失的外因非

法行力拒免豁免.速些奈款通常要求把領土管轄作力其行侵杈行力免黃的限制性因

素.因此垓紊中第二介領土要求可以刪除.

46 夫于回家責任同題,行力或不行力的非法性不是由固豚法規Jll确定的.

按照第 13奈 (原 第 14奈)的坪注,‘豁免規則的速种例外仗道用于有失固家依照

2’  《1983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5烎 ,第 3奈第 2款的

坪注 (2)段 .

m 《1983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5丌 ,文件

A/CN4/363矛口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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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行力地法持久有責任的案件或情99L’ .29 換句活悅,原則上法院地因法律力

道用法律.

47 在昱然是例外的有名案例菜特利本坼智利共和目案 〔198。 年〕中,曾

就前智利蛙美固大使被茶一事在美回法院提起村智利的坼忪,依据的是美因的
1996年 《外目主叔豁免法》第 16。5fa)(5)紊 .智利方林享有主叔豁免,理由

是此紊人集厲公升的政治媒茶行力.然而法院判定.可以91外回因其非法的公升行

力而施加管轄.有時候一日可能出于政治考忠而不接受依据回豚法中回家交任規則

而成立的案件,但不能据此悅,由 受害者依指法院地固法律在些地法院提起村外國

的坼忪便更恰些.

48 而且,第 13奈包括了村人的身体仂害和肘有形財戶的捐害,但有人舍

悅,其范日大兒,元法社足銘多的回家接受其目前形式.反映在泙注里的委員全意

困是,第 13奈位主要包括平常友生在法院地固境內的事故.垓紊于 1984年恢复

了其現在的形式;前任特別報告貝更換了其規定,把道用范園縮小到仗包括通常要

求保險賠僕的交通事故.元梵如何,委員套垃重新常快垓奈款并考慮到如下事央:

到此刻力止同刑事犯罪相夫的賠僸責任案件在央豚中很少遇到.如果垓奈范目縮小

到速祥程度,第 6奈草案之二 (兄上文第 39段)便有可能成力一介折衷因素。
49 好几介回家,如美目、耿合王固、新加坡、南非等目前都有夫于非商ㄓ

性侵杈行力的立法.然而在送种立法成力法律之前几乎所有有失的法院判案都扁于

交通事故;他的理解是,菜特利水未可能是造成不豁免的人身仿害所通用的唯一例

外來例.他 因此希望委員們就如下同題友表意兄:把第 13系的范園縮小到仗包括

交通事故,垓茶是否就交得更容易接受.

5U 一些友展中回家肘第 15朵提出反肘意兄,因力它全村它們的盜洴增故

和友展戶生有害影晌.它們一般汏力,不制汀保伊工ㄓ或智力戶叔的立法,速是符

合其回家利益的,因力在它們回家內自由复制任何技木迸步新成果可能村整介社套

有好赴.或忤可以悅,保抻智力戶叔是拼大世界商ㄓ活劫的重要無件之一.

2g 《1984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66丌 ,泙注的 (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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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第 15奈本身望毫沒有影晌一日在其領土內逸摔并央行其國內政策的杈

夯.李央上,它村提快的回家豁免的免除施加了兩介具你的領土限制.首先,所渭

的侵叔行力必須友生在法院地固境內;其次,案件必須涉及在法院地目受保伊的杈

利.因此,根括第 15奈 ,日 內法院不能被授叔判決友生在法院地國領土以外的侵

叔行力.在遠方面,墨 西哥政府村 (a)項 的坪梵 (几 A/CN4/4﹁ 5,第 16U

段)是特別有夫的,是村垓恭的正确解猙.

52.他 曾在初步根告 〔同上,第 19● 段)里建以持第●8朵中的洞悟叫軍政府

性
’
刪掉.如果保留下來,第 η款和第4款便可能解釋力:回家所有并用于商ㄓ的

船只享有另一圄管轄的豁免.送祥,一方面在回家與易制度下逐菅的所有商ㄓ船只

可援引豁免,另 一方面在自由市切制度下逐菅的商ㄓ船只,不淹扁手工ㄓ友送回家

逛是扁于友展中國家,都將接受些地司法管轄.遠种不公允的法律后果肘于相些多

的回家來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刪 除叫├政府性
’
一洞將符合圄隊公的中的一般趙

勢,例如 1φ 6年 《布害塞水固有船舶豁免公的》、1958年 《領海及毗達匡公的》

(第 22奈)以及●982年 《耿合目海洋公的》(第 31和 32奈)所表現的趙勢.

53 在遠方面,有兩介政府曾指出,位垓在朱款草案中引迷分高的因家財戶

概念以便解決与固有或固管商ㄓ用船舶相夫的同題.鈭于速些坪淹并由于有必要姒

汀一紊新的同他的初步根告中提出的第 11茶草案之二相美似的奈款,他建以第

18奈增加下列新的第﹁款之二 (A/CN4/422和 Add1,第 26段 ).

‘
如果一介回家企ㄓ,不淹是回家的一介机夫逐是一今革狘机构,代表目

家豋菅一艘回家所有林事商ㄓ活劫的船舶;根据目豚私法位道用的規則,有失

垓船舶銍當的午以位由另一日法院管轄,前一回家而被快力已同意在有失垓船

方白銓菅的坼忪中行使遠种管轄,除非有叔占有和楚置分南的回家財戶的垓回家

企╨在垓坼忪中能姼起訴和被坼.’

且然垓款的措洞不同于第 11奈之二的措洞,但并沒有打算改交其內容.他希

望起草委員套能作必要的淍整.

54 有一介政府建快,委 員套位考慮回家掘有或回家銓菅的汏事商ㄓ活功的

代机同題.正如他在其第二次撤告 〔同上,第 28段)中指出的那祥,送介同題由

目豚航空奈的規制,其 中有 《夫于航空管理的公的》(巴黎,1919年〕;《筘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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沶航空逐揄某些規Jll的公的》(牛沙,1929年】 《統一哲行扣押弋机某些規則的

公的》(多 馬,1933年 );《 回隊民用航空公釣》〔芝加哥,1944年〕;《夫于外回

、
机肘地面 (水面)上第三者造成拍失的公釣》(′ 馬,1952年 ).他傾向于持如

下現焦:除速些朵的之外,就固有或回菅
、
机的豁免同題來悅,并沒有統一的刁慣

目隊法規則.而且,能姼构成因家忙例的有失法律案例也不多.因此他建以肘弋机

同題泣按照他的根告中潮明的精神在泙注中加以解決,而不是在第●8朵里加避一

項具体的規定.

55 夫于第 19奈方括子中的兩介各逸案文,‘ 民事或商╨同題
’
速一短活要比

‘
商ㄓ合同

”
好°如果默示同意是第 19奈背后的依据,那么便沒有理由非要把在常

定需要同意仲裁的案件吋的免除豁免事項与一項例外,例 如商ㄓ合同,耿系起來°

而且,使用
“
民事同題

’
一活似乎遜有速祥的好赴:它沒有排除速祥的案例,例 如村

打排船只后所提坼求的仲裁;送种案例可能不被視作草鈍商作性的.

56 第 19無在提到法院吋用了‘
另一因原位管轄的法院

’几介字,而前任特

別報告長最初的建洪是
“
在其領土上或据其法律送行了仲裁或將迸行仲裁的另一日

的法院
”(同 上,第 33段 ).他本人傾向于后一种悅法.冬管有吋悅仲裁是不同于

法院申判的解決爭坡的特殊程序,但一般法院村仲裁起了輔助作用.盤于速种法律

央跩,第 19奈在草案里引迸了送么一魚:在 日內法院涉及仲裁的坼忪中,免除目

家的裕免,即使坼忪一方是外因.些然,日 內法院行使遠种監督取能的方式可能依

每一法律制度有失規則的不同而不同.根括第 19奈,仲裁的╨督叔跨避与仲裁林

定有夫的同題,例如林定的有效性和解釋、仲裁程序、裁決的撤銷.一些因肉立法

規定,可以出于公共政策理由而撤銷裁決.● 958年 《美于承汏及執行外因仲裁裁

決的公的》規定,裁決只可由仲裁友生地回法院撒銷.

57 夫于涉及另一固法院行使監督管轄杈的坼忪的范園同題,有一介政府汏

力,第 可9奈 (c9項 位增列夫于
‘
承汏并執行裁決

”
的坼忪的提法 (同 上,第 35

嗙史).

58 除有一介例外,最近編集的法律并不把一日同意仲裁親作放井執行的豁

免,但他逐沒有机套研究美目最近就遠方面提出的保留意兄的有夫部分.在回家其

踐中,村于一日同意仲裁后能否在執行什村它的裁決的有失坼忪中援引豁免,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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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兩种相互沖突的意兄.他的意凡是,仲裁裁決的執行同題已在無款草案里得

到正确赴理,冬管決大利正在坪淹吋提出有必要加以更明确的赴理.

59.如果在赴理送一同題吋采取如下現魚:就執行提出中清,速除了可作力

走向執行的第一步外沒有任何其他用赴.那么便允許在垓坼忪中援引豁免以便毅得

初步裁決其根捃是,垓固并沒有同志法院与央狋執行有失的管轄.另 一方面,如果

人們扒力一一肘确汏裁決与執行裁決加以匡分的活一一确扒是任何同意仲裁的林定

之的束性特性的自然朴充,并且不位受到主杈豁免考慮的妨害.那 么豁免就适用執

行避程而不适用于在此之前村裁決的确扒.

6U 在遠方面,法固法院尸格區分9f裁決的确汏-● 裁決的央豚執行 〔同上,

第 4。 段).要求執行針肘外目的裁決的中靖亦法可能是法固特有的,但村委員舍

重新思考速一同題提供了有益的指專.因此他建以,力包括法院地固通避了固內立

法,采納了同法目法院相同的方針送祥的情況,委貝舍便可在第 19奈里加速一介

新的 (d)項 :‘确汏裁決
”,送里有一瓨理解是,它不位解釋力默示放葬村執行的

豁免.

下午 1吋散舍.

第 2115次套洪

﹁989年 6月 8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
g,L西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水沃薜先生、巴都甜

戈夫先生、比新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科多馬先

生、馬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

尼瓦≠ .拉 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庫納斯先生、塞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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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籬迷一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圈德拉先生、錫JE姆 先生、托穆

沙特先生、物科夫先生.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牧 )

(A/CN4/41U和 Add1-5.:  A/CN4/415.2  A/CN.4/

422和 Add1.3 A/CN4ˊ L431.「 市)

〔洪程項目3〕

特別根告長的第二次擬告(紋｝

二旗常以荼款草案(致 )4

1.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長)雞袋介紹他的第二次根告 (A/CN4/422和
Add1),概迷了放各目政府收到的村奈款草案第四部分的坪淹 (大于財戶免于強

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2 且然大多數政府扒力免于強制措施的豁免位与回家的管轄豁免分幵,但有

些法律寺家則汏力,允中原告起沂外因,而后又通逍免于執行的豁免,不址其享受

肚坼的成果,遠可能使他遭到放重打古,一方面判決不能執行,另 一方面又承捏了

昂貴的法律煮用.瑞士政府曾指出,系款草案在很大程度上偏南了1972年 《歐洲

因家豁免公的》.歐洲公的制度的基砒是:締釣囝自愿連守肘其作出的裁決,在其

他地方很雅完全采用同祥的制度.在叔利放井之外,耿合王因 1978年 《回家豁免

法》也允許執行村用于或意囡用于商ㄓ用途的財戶的判決或仲裁裁決.美目 1976

年美固 《外國主叔豁免法》規定了執行豁免的一般規則,但有若干例外,均針村商

特栽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同上.

特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夫于案文,兄第 2114次套洪,第 3●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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ㄓ財戶.歐洲回家的一般趙勢是允并執行肘商ㄓ財戶的判決,但在村寺用于公共用

途的財戶的判決則不予執行.草案第 21奈是根捃上迷內容措洞的.唯一有待申洪

的是分段 (a9中 ‘
且与坼忪要求的杯的有失,或者与被拆的机构或部ㄇ有失

”
的短

活是否庄如若干政府所建洪,予 以刪除,以期更好地体現歐洲的做法.如果不能接

受速今建快,或可在垓奈之首增加
‘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怭定外

’
等字,城輊愿刪掉所

提及的短悟的國家的因雅.

3 第 23柔第 ●款 (a)市 針肘一日銀行帳戶,往往涉及強制措施.一种可

能的意兄汏力,銀行帳戶本來就是商ㄓ資戶.另 一意兄是,只 要未來有公共使用的

可能性,銀行帳戶便可享受豁免.兩种意兄均失之于遊份板端.在外交使因或領館

控制下的銀行帙戶里,找可推斷力久有公用目的,因 此享有豁免.然而,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未具体提到銀行帙戶送介一般同題,因 此第 23奈第 1

〔a)款的現有形式似乎比較符合刁慣法.唯一待解決的同題是中央銀行的帳戶.

英固上坼法院在送祥的案件中兩次拒銫給予豁免,但 ﹁976年 《美目外固主杈豁免

法》保留扁于外固中央銀行或袋市些局的財戶免于扣押和執行的豁免.考慮到德意

志琺邦共和目的泙淹和美目 《外固主叔豁免法》的奈文,他建快第 23紊第 1

竹)款庄修改力:“ 中央銀行或其他目家袋市些局位于另一固領土內并力了貨市目

的的財戶;” .

4.他 已絰指出,如果提洪的新的第 6奈之二荻得通避委貝舍不妨考慮刪掉第

28奈 (兄 第 2● ●4次套洪,第 39段 ).有些政府批泙第 28奈可能引起不同解

釋.此外,村第 2(a)款提出批好的兩固政府村
‘
限制性地道用本紊款的任何規

定
’
的短活有兩种不同的解釋.其中一日政府拉心垓措洞持被濫用,限制回家豁免

的一般原則,而另一政府則袒心垓措洞可能被解釋力俠道用于肘豁免的例外.

5 人們將舍注意到第 28紊第 2(b)款 (回家彼此之同⋯⋯相互給予⋯⋯不

同的待遇...⋯’)稍 不同于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47朱 第 2〔b)款 (各

固⋯⋯彼此給予更力有利的待遇⋯⋯η,爪而反映了兩介文爭之同的基本匡

別.他敦靖委貝套在決定通避之前仔＿工t● 叔衡垓奈文的法律后果.

6.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清特別才艮告貝說明他是否央狋上建洪新的奈款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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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木曾先生悅,他建快的大部分修改是村未文的增添,但其中有些村已狡

通道的紊數可能套戶生影晌:例 如,通避提快的新的第 6朵之二特意味若刪掉第

28奈 ,送是迄今尚未提出的措施.

8 科 步馬先 生肘無放 草案作 了一般泙梵 .他 悅 .第 二 次根告

仈/CN4/422和 Add﹁ )中所提到的立法和法律刁憤的例子全姶人一种印象,

以力免村裕免的理淹已被放井,共央,裕免仍力大多數正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回家

使用.村于象正在申以之中的寺題未悅,垃是目宗提出的辦淹而不是日內法院的裁

決才构成法律的主要淵源.此外,他靖前任特別報告見不仗把法院裁決而且也把被

告目向法院提出的辦淹作力他的來源.

9 他想要了解特別根告長是否扒力提快的新的第 6無之二垃取代第 6奈 .

如果那祥,人們可能合同管轄豁免原兵!逐剩下什么內容 .

1U 小木曾先生悅,他建洪刪掉第 6朵括青內的部分和特第 6紊之二增加到

修汀后的第 6紊 .

11 本努幼先生悅,在朵款草案二決險段,委員套位避免再次送入一般性井

站,遠不合送到任何理梵目的,仗能阻磚其工作迸展.現在委長舍必須做的是常快

一旗吋適逍的奈款草款,确定根据各政府所作的泙淹村其作何修改,力起草委員工

作提供指早,起草委長套特被要求在 ●99° 年摘出最后〩本 .

12 史先生悅,申袂中的主題十分敏感,它 涉及各國主叔、主杈平等和利

益.前任特別根告長在其第二次拫告
5 

中承扒,回 家豁免原則已在刁慣目隊法

中得到堅決的公汏.但是,村速介原則現有兩种思想一一免村豁免和有限制豁

免一一每一种都反映了某些回家的做法,而 地大多數目求是其行鉋村豁免的,

前者反映了鉋大多效回家的央跩.在避去几十年里,某些國家,特別是西方友

送國家,逐漸傾向于有限主叔的原則.如果不能找到你合兩种思想的折哀亦

法,很可能出現但局,村回家同政治和瀣游夫系舍戶生不利影晌.

13 力了說明同題,他提到由美固正拉巴馬地區法院申理的 1982年杰克遜

5 《198。 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99更 ,文 件

A/CN4/331矛°Add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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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人坼中年人民共和目未.他村垓案作了洋鉬解拜.若干美固公民在 1976年

美國 《外因主叔裕免法》的帶助下要求中國政府僕逐 1949年之前中國友行的債

券.中 國政府向美日政府指出土杈豁免的地村性辰,拒免了侍訊.法院作了缺席裁

判.原告斌因提出扣押命令或執行程序.此時,中 回向美回日夯院表明,如果中國

在美目的財戶技法院扣押,中國政府保留采取反措施的叔利.銓兩固政府法律代表

田之同的怭商和豋避多次曲折交化,垓未以1996年 《外圍主板豁免法》元追溯效

力而被駁回.在美目其他法院爽似案件的其他原告也撤回其起拆.如果不是中國政

府所表現的克制和美國政府的有效合作,夫于主根裕免的兩种村立志兄可能舍戶生

堆以預料的后果.

14 他列拳此案的意困是要說明委貝舍必須尋找一种折哀的亦法,在兩种思

想之同取得道些均衡.不幸的是,一滾吋通道的紊款草案主要吸收了1972年 《歐

洲回家豁免公的》和 1996年 《美固外固主杈豁免法》的內容,因 而很雅悅它体現

了一般固狋法或大多效回家的刁慣.因 此他不能同意特別根告長在其第二次報告中

的梵斷:

‘再也不能快力國家刁憤的地村理淹是具有普遍的束力的刁慎圄豚法的准

Jll(..⋯ .).銫肘豁免理梵仍然是丕同意肘其加以修改的回家可依放的准

ill..⋯
.’ (Aˊ CN4/422和 Add1,第 1U段 ).

主叔豁免的刁慣規則不依在主強銫村豁免的回家的相互失系中有效,而且在現羔与

此相反的回家之同的夫系中也有效.而有限制豁免Jll仗道用于主張遠种理淹的回家

之同的夫系.送正是不斷爭執的根源,逐須采取妥怭的念皮方能焚理.

15.八速介現魚來看,委 見套常以的無放草案,如要得到整介目豚社套的接

受,就不得不沒法加以改善.回 你社舍的成長有若各种不同的政治、學洴:社全和

法律制度,赴于各种不同的友展險段,由 于銓洴失系的相依,它們并非筒草地共

存,逐需要一今和平和揩、睦郤友好的气氛.因 此,草案位加強符合目泉主叔和丰

叔平等的回家豁免原Rll,考慮各目的利益,道合于其不同的疑洴、社舍和法律制

度.除非無款草案在二樣吋能以此力方針,否則特雅以央現起草的目杯.正如中國

政府在其呼淹中所指出的:日 杯位些是,‘在有助于減少和防止肘外因主叔固家濫用

國內司法程序和提供公平合理的爭端解決途侄之同維持必要的平衡,八而有利于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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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目豚和平,友展因豚絰洴合作大系,促迷各回人民之同的友好交往⋯⋯口

fA/CN6ˊ 41。 和 Add.1-5).

16.作 了這些一般坪梵后,他淡到具体無放,注意到特別根告長建洪持第 2

奈和第 3奈合二力一.速是完全可接受的解決亦法.新的第 2奈第 ﹁〔b9歉

仈/CN.4/4﹁ 5,第 29更)拭目查明
‘
因泉

.一
洞所含內容.然而并沒有肘

‘
各种

政府机夫
’
、
‘
回家政治Σ分單位‵‘

目象机构或部Π
’
等措詞下定又,在肘弗 3無的

坪注中的解猙
° 也不充分.回家企╨不位屈于

.目
求
’
一詞定火范日之內,送肘汻

多回家,特別是社全主火回家水洗,是板其重要的一庶,在垓奈措洞中必須用明.

17 新的第 2無第 1〔c)(2)款扁多奈.二次世界大找后的做法昱示,政府

同外固私人金融机构送行交易吋,几乎沒有不預先戶明政府同意放井主杈裕免的.

速种做法元梵未來公的的錯果如何,都將盤裝下去,因力它保伊了銀行和其他私人

金融机构的杈利和利益.此外,它也保伊債券持有者,提高了借款政府的信巷.

18 新的第 2恭第 3款的用意是在其商ㄓ合同的性廣和目的之同尋找折衷,

确定何力商ㄓ合同.然而,速款的重魚放在合同的性辰,因力根据建洪的規定,只

有銓締的回之同的因隊林定或合同如此明确規定才能考慮合同的目的.与垓款原文

(原 第 3奈第2段)相 比,速元疑是一种倒退.

19 革束第二部分 (一般原則)編無了國家及固宗財戶受法律豁免的原則.

基本朵款是第 6奈 ,它 r,m汏 了回家豁免的一般規則.如果刪掉
‘〔和一般目隊法的

有夫規則↗里的短悟,他可以接受速一無.既然‘
遵照本紊款的規定

’
等字正好在此

之前,那句是沒有必要保留的,反而套引起混淆,使朵款完全失去意〤.央隊上,

何力
‘
一般目狋法的有失規則η 如果有速祥的規則,力什么不在革未中具体田明?

特別根告貝建快用新的第 6奈之二取代垓短活 (Aˊ CN4/422.Ad“●,第 i7

段〕可能是一介解決亦法,但第●●至 19各位思可龍少有例外.

2U 村車未第三部分須要作兩羔一般泙梵.首先,由 于國家豁免的重要性

辰,‘ 回家豁免的例外
’
的棒題要比‘回家豁免的限制

’
更力恰些.其次,回家豁免的

例外冬管由于目前的固豚夫系,尤其是篷洴和南ㄓ夫系而十分必要,但位按央拆的

6 《1986年⋯⋯年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14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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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做到思少力佳.

2●  第 1η 茶規定商ㄓ合同例外.的确,由 于越未越多的回家八字商ㄓ活

功,國家和外國私人之同必定出現分歧.如果沒有法律途侄解決送种分歧,舍使私

人介人在主叔國家面前焚于不利地位,肘失物、旁夯和女金的自狋流功戶生不利影

呴.因 此,第 11無規定回家裕免不道用于商ㄓ合同,送是可以理解的.不妨如前

任特別根告貝于●983年所建洪加一但爭:‘但垓南ㄓ合同須与法院地固有重要的領

土琺系
’
.’  加速祥一介但中立然是有必要,因力

‘
根括回狋私法道用的親則

’
一

洞不妨准确,而目家法律沖突親91l也不統一.甚至 1976年美回 《外回主杈豁免

法》也規定了遠祥的領土琺系.

22 另一方面,在指定第●1奈的例外吋,也必須考忠到各目的絰漭、社舍

和法律制度的差昇.有些被林力目菅的商上活劫在別目則不速祥划分.正是因速一

混淆,拆忪中往往很堆逸摔堆力被告.錯果原告有時濫用日內法律程序,推定國家

和目菅企ㄓ力一体,將它們作力一介坼忪的共同被告.遠是特別根告長建以在新的

第﹁1奈之二中我入
‘
分南的回家財戶

’
概念的另一原因 φ /CN4/415,第 ﹁22

烎).

23 然而,第 11恭之二不位仗界定分南的國家財戶的概念,也位社外因主

杈國家在抈有分南財戶的回家企ㄓ同外因人之同因商ㄓ合同出現分歧而提出坼忪吋

不必特別援引豁免,以避免出庭.速群一种豁免肘友展中國家也很重要,因力在速

种拆忪的螢用是很昂好的.

24 盤于遠些考慮,他初步建洪新的第﹁﹁朵之二位改力:

1 如果一介國家企ㄓ与一介外回自然人或法人訂立商ㄓ合同,而根据

目沶私法庄道用的規則,有夫垓商ㄓ合同的寺快位由另一日法院管轄,垓目即

不能在孩商ㄓ合同引起的坼妐中援引竹轄裕免,除非垓國家企ㄓ是一今-● 垓固

家分商的法律央体,有杈占有、使用和7五一定部分的、分有的固家財戶.服

爪作力自然人或法人夫于商止合同所服狄的同梓的責任規則,而且回家依垓固

日內法肘垓固家企ㄓ的債夯不久任何責任.

’ 《983年⋯⋯年盤》,第一卷,第 3。°烎,第 18U6次套以,第 93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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ㄅ 在上款所指商ㄓ合同引起的坼忪中,垓 回家企ㄓ目籍所屈回家的外

交代表或其他主管些局筌署并直接送交外交部特送法院的近明位作力垓目京企

╨性廣的确定怔据.’

25 正如有些政府提出的,夫于就ㄓ合同的第 12各位全部刑掉.前任特別

報告長在共第五次報告日 中央豚上提甘委長全注意在垓特定領域司法判決和國家

刁恨做法的例子板少.因此,卒央并不帝要規定例外.

26 第 13無規定涉及人身仿告和財戶頡士的坼忪中不得援引目泉裕免,曰

的是要給私人介人更多的保伊.速是完全可理解的.然而,根据●961年 《籬也納

外交夫系公的》第 31奈 ,外交代表在接受固享受免于侵杈行力的泝松.雎道回家

不泣象其代表一祥享受同祥的豁免?第二,第 ●3奈完全否定了回家竹轄豁免原

則,因力它未如有限理站所要求將主杈行力和私法行力加以匡別.第三,將不些行

力或不些不行力”咎于回家原扁一固回狋黃任的范時.如果固內法庭持不些行力月

咎于外回,那將与主叔原則和回家主叔平等原則相抵蝕.甚至前任特別根告長在其

第五次根告中也承汏可慣因狋法并沒有規定,不 些行力友生的回家,能在垓行力可

片責的外回行使管轄杈.因此,很明昱除了板少几介回家最近通避的立法之外第

13奈沒有法律基袖.此外,正如JZ非法律林商委員套秘串赴在 1982年給第三十

七屆大舍的各忘汞中指出的,如果村介人的仿害和財戶的板害不得援引豁免,特犬

幵村政府起坼的方便之ㄇ,套給回家之目的夫系銍常造成床旗.

27 有整于此,第 13奈位于刑掉.速并不意味若私人介人將得不到扑救,

而是,如以前的舍以所建以的,垓茶所指的情況由有失政府通道外交途後來解決可

能更好.如果所淡想的是交通事故,則屈于保險范日之內.

28 特別根告長建以刪掉第 14無第 1敖 〔b9至 (e9項 (財戶的所有杈、
占有和使用〕,他 隊迷的理由很有悅服力.首先,〔c)至 〔e9項伙涉及普通法回

家的法律刁憤,而村其他法律制度可能是完全陌生的.甚至在財戶与友生地目求之

同沒有任何瑛系的情況,它們也可被解釋力道用,八而打幵了外因管轄的方便之

8 《1983年 ⋯⋯年整》,第 二卷 〔第一部分 ),第 25更 ,文 件

A/CN4ˊ 363不口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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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特別報告長指出的,﹁ 976年美固 《外國主杈豁免法》沒有作遠祥的規

29 第﹁6無 〔納稅卒奔)完全不能接受.根括其朵文,一日能在其本國法

院肘外國提出收回失稅和賦稅的起坼.通道它等于完全否定了主杈和回家主叔平等

的概念.

3。 在第﹁8奈,特別根告長建快刪掉┤
-政

府性
’
一同,增加新的第 1放之

二 (A/CN4/422和 Add﹁ ,第 26段).他可以同志別掉垓洞.村新欺也元昇

意,呈然需要作些文字的修改.特別報告長逐提到,夫于
、
机不需要另作具体規

定.1944年 《芝加哥固怀民用航空公的》已力多數目家筌汀,肘回家弋机和民用

弋机作了十分明确的匡別.患之,并多航空公司系固有,似乎并未引起管轄豁免同

題.

S●  夫于第 19無 ,涉及一日与一外因自然人或法人之同的仲裁林定的效

力,他悅,某些回家的法院可村商ㄓ仲裁行使某种監督管轄.因此,可 以想象,一

日同意仲裁可意味若同意另一固法庭行使監督管轄.夫鍵是,村豁免的送种例外是

只包括
‘
商ㄓ合同

”逐是也包括
‘民事或商╨同題

’
爭洪的仲裁?后者很可能甘大例外

的范園.盤于位冬量減少例外,他汏力第 19朵的范日泣限于商ㄓ合同,正如新的

第2朵第 1款 (c9項 (Aˊ cN4/415,第 29段 )界定的.他也可接受特別根

告長夫于在第 19無增加新的 (d)項 用明肘仲裁裁決的承汏的建洪,但有一涼

解,即 它不得被解釋力暗示放井村執行的裕免.

32.夫于第 2U朵款草案 (固有化的情況〕,一日在其自已領土采取的固有化

措施构成一日家行力,不得成力國家豁免的例外,肘此不位有任何怀疑.然而,第

2° 朵并不明确.它是否打算作力一介例外?如果是,′爪共措洞中不可能得出确切

的錯站,如果不是,它不位包括在草案的第三部分.患之,他不能同意特別根告長

在共第二次根告 (A/cN.4/4” 和 Add﹁ ,第 4● 段)玵第 2。 奈的解釋.此

外,各回接受垓奈的可能性板小;正如有些政府建洪的,不妨將它刪掉或至少放在

草案專言部分.

33 波到草案第四部分 〔夫于財戶免于強制措施的國家豁免),他承扒其重要

性,他指出其所載原Jll在很大程度上有別于回家管轄裕免原則,基本上平衡了第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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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規定的回家豁免的例外.大家公扒,放井管轄豁免并不意味若放井執行裕免,

由此可推斷,草案所我的管轄豁免例外并不等于不免受強制措施.然而,位注意

到,現在的第 21朵,特別是其第 (a)瓨大大限制了村一日財戶采取強制措施不

可接受的原則.他尤其不能接受特別技告長根据一些政府的志刃建以刪掉叫片政府

性
’
和‘而且与坼忪要求的杯的有失,或者与被坼的机构或部1● 有失

’
等字.不幸的

是,測 除的后果舍限制了回家免受強制措施的裕免原則,共程度迅返超逍例如象

9g96年美國《外國主叔豁免法》的限制.如果第 (a)放按照特別報告長的建被

修汀,特別是在缺席判決執行9f,它很可能舍刺激回家同的夫系.

34 他汏力第 21紊系第四部分早言恭款,位 明确元淏地規定回家財戶垃受

強制措施的豁免原ll1.措洞位与 1972年 《歐洲回家豁免公的》第 23無相似,同

時也列入目前草案第 22奈的某些內容.因此,第 21奈第1款位送祥耳:

1 除非一日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另 一日不得肘其領土上的垓固財戶

采取強制措施,包括扣押、扣留和執行措施:

(a) 回豚林定,

(b9 串面合同,或

(c9 在法院肘特定案件友表的方明
’

.

第 2款將照暴第 22無第2款的案文.

ㄅ 按照第8柔的規定同意行使管轄不位被扒力獄示同意按本朵款第四部

分采取強制措施,夫于強制措施必須另行表示同志.’

35.現行第 22奈行文將改力:

‘
可依据第2● 無肘其采取強制措施的回家財戶位是居于以下情況的財戶:

(a) 垓固寺Ⅱ用于或意日用于商ㄓ非政府性用途而且与坼發要求的杯

的有夫,或者与被坼的机构或部Π有失,或

(ω  已被垓回拔充或寺Π指定用于清僕作力垓坼忪林的的坼忪要

求
’

.

36 夫于第 23奈 ,他不能同意刪掉第 1款方括咢肉┤├政府性
’
一洞,因力

垓洞的含意与在第 ﹁8無的送些字的含〤有些不同.此外,正如有些政府所建以,

第2款垃刪掉,因其規定破坏了第 1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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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放到草案第五部分 (染項規定),特別是第 24朱 〔坼妐文件的送送),

他悅,他可接受特別根告長建以肘第 1放和第 2放修改的未文 (A/cN.4/415,

第248段),但是必須刑掉第 3款中
‘
在必要吋

’
等字.送迷的文中位附有烽文,送

必須是強制性的,因力它肘起拆的道些迸行至夫重要并給被告因必要保伊.

38 第 25奈 〔缺席判決)似乎寺ㄇ針肘坼忪文件的這些送送.速一燕些然

重要,但也位兵体規定,除非原告确定了法院的竹格,所提出的朴救要求或杈利的

怔据也受到法院的扒可,否 Jlll法 院不得作出缺席判決.因 此,他走以弊 1玫作相

位修改.第 2致中
‘
在必要吋

’
等字刪掉,理由他在惘逑第 24朱第 3放吋已銍指

明.

39 最后,他汏力在奈款草案可能不庄列入一套有失解決解釋和道用爭端的

規nl1.如果草案成力囝狋公的,那么根据銓驗,最好用另一任意決定串7理解決爭

端的同題.患之,遠遜需要將來幵一次外交套以決定.

4U 呈然委長舍已完成了無款草案的一滾,但在其委員和各回政府之同仍存

在一些分歧,因 此,草案的二快將非易卒.但是,毛元疑同,委 長舍已有充分准

各,能克服現有陣磚,在其現任委長的任期內完成二快.

41 勒泰先生指出,他的友言將限于前 1﹁ 奈.特別拫告長村共前任忠城,

而且抱有折衷的精神和綜合的能力,村此他表示祝袈.他悅,特別根告長在其第二

次根告 (A/C吋4/422和 Add● )和 口共介紹主要用迷了草案的有爭快的規

定.遠祥的赴理能使委長套委長針村速些規定采取明确立場,然后決定折衷的解決

亦法一一思管在原Jll同 題上折衷往往是危險的.

42 目前有兩种肘立的意兄:一种意兄扒力裕免瑋涉到原則,是回杯法的公

扶規則,具有鉋肘价值;另 一种意見,包括他自已在內,R(l扒力,目 前兩情況涉及

几种不同的固豚法原則一一些然涉及回家豁免原nll,但也涉及一日不能在另一日領

土狄卒與易的原則.央狋上,速一原則送些年來已友生了根本的交化.悅老央田,

沒有准确的、合乎遻輯的因狋法規Rll能杓成一套目前适用的法律.回家方針和指早

原則是有一些的.本寺題棘手的同題是將因內規Jll特交成固坏法親.因此委長全些

前的工作是需要瑾慎的.但是,錯构相似的回家已迷成了不少區域怭定,逐筌署了

一系列的及迪怭定,速清楚地表明回家豁免同題并不阻時固豚貿易,而且甚至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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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意氓、錯杓和原則十分不同的回家之同回豚與易也能友展.即使委員舍不能完全

完成任夯,但至少可了解到,思管不少同題尚未解決其他一些卸已成熟,可以幼永

法律.

43.因 此,必須确定申以中的哪些1.● 趣ㄓ已成熟到可以正式以利益和錯构相

肘立的兩介集田均能接受的形式汀力法規.特 別技告長在共初步報告

mˊ cN4ˊ 415)十分清楚地甘站了錯杓何題.說明不同固寨的日內法社中央有

多少自由下放叔力,委命狄事興易的机构自已久女視情況作出承苦或不承咕.通常

是社舍主又回家多半自已把持送一自由并自字其得益.但是,目 沶法是否鈴回家送

种銫村自由,去确定一介主杈共体的法律人格則是值得怀疑的.針村回家大任的同

題,委員作了否定,村掘有主杈的匡域、社匡或其他下級文体的行力制訂特殊法

制,适用的不是
‘
目家

”
一洞的定火而是客現棒准,即 回家是否肘某些央体久大,因

力已將主叔下放給它們.字央是在因隊法中,私人方面逸捧的法人不得被援引水起

坼回家,即使是送种私人方面在其管轄下活功的回家.

44 淡到朵款草案,他提清注意第 2奈逐有第 3朱和第 1● 朵中提到的
‘
商止

合同
’
一洞的根本重要性.要似汀一介能被接受的公平商╨合同的案文,必須位用

客現的林准,看合同的目的是否与之符合.委 長舍要考慮速种林准,他可以接受,

但一定要做到真正的客現.在遠方面,伙伙悅目的是制定拆准,由此而确定合同的

性廣,速是不移的,因力象社全主火回家,一切目的都是力了符合一介患鋼:就是

國家的利益.因 此,他王然同意保留免村豁免的方針,但他不快力位用速祥一种同

接的亦法來堅持免肘豁免.必須銘泥,一今本來不合引起目京豁免的普通商ㄓ合同

可能避些時候舍李涉到豁免的同題.例如,在 以前的一次舍以上已提到:在執行供

位根食的合同期同友生仇荒,因 而鍗結合同的回家希要援引各种特叔,如修打合同

或肘合同另一方強加新的叉夯,以期央現基本日林.所 以,特別根告貝建洪的未文

也汻逐要朴充,以尋求敬道些的方式.光提回家做法逐不妨,逐必須提到現行的奈

的和林定.因此,他建洪增加一朱文,具体規定如果一商ㄓ合同因特殊情況而失去

商ㄓ特征,政府些局有杈修汀,并因此考慮道用回家豁免.他扒力一介折衷解決亦

法位能做到速一魚.

45 大于由
‘
政府机夫

’
引起的同題,根据朵款草案,政府机夫包含在

‘
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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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洞之內,他悅必須第 3無第1放結合第9無第3放水理解,因力后者是前者的

朴充.但他汏力,遠些朵款肘固家代表同題的赴理逛不移洋幼.委長舍的一些委長

和前任委貝都一直在討站速介同題:他指的尤其是托秘沙特先生的出版物.他也收

到社 .菸索先生和領蓮 .素差伊庠先生所著文幸的先友稿,此文持裁于 ●989年

《法國回杯法年整》,題力
‘
外交使目的裕免杈:是外交性辰抑或回家性辰?’ .例

如,一代表回家的外交官在法庭上是否能字有兩种天型的裕免,即作力外交官所位

字有的裕免以及被起坼回所享有的裕免?法定位如何無理此未?換句活說,被起坼

的央体給予其代表的授叔是否也包括垓央体自已享有的裕免?再拳一介例子,如果

肘一介叔力下放回家机构被起坼,那持怎么祥?堆道沒有那种送祥的机构能代表回

家的案件喝?遠介同題不位挃率地赴理.有耐它可技容易地解決,不至引起重大政

治同題,但在其他情況之下,尤其是碰到扣押財戶的案件,它 可能引起尸重意凡分

歧.

46 第 6無的措洞需要重新考慮.遠紊言〡起的同題是方括咢,括咢內的短悟

不力某些委長接受.所 以,速庄保留逐是庄些用其他措洞代替?他介人不相信提洪

的措洞能解決任何大的同題.a連照本奈規定
’
等字是否恰些,他也表示怀疑.垓紊

句首銓修改后,是否可以使用下列較中立措洞:‘一固⋯⋯逆照本無規定享有不受另

一日法院管轄的豁免?送祥,未文就不合有用途原Rll的 意目.他將十分感米趣地听

取委員舍其他委長村垓建洪的意兄.夫于特別根告長在第二次報告中以新的第 6

奈之二的形式建以的折哀解決亦法 (A/CN4/422和 Add1,第 17段〕,他有

意捏心,速祥一种狂出心我的机制可能奈早致造一步限制外交豁免或創造外交豁免

例外.由于紊款草案很可能成力一公的車未,有些日象可能舍肘未來文中提出保

留:思管●969年 《籬也納朵約法公的》有尸格規定,央狋上保留是被許多方面接

受的.因 此,紊款車床第6(之 2)朵正好中了反村裕免的回家的下怀.

47 万一第 6朵括手內的短悟被刪掉,力 了連免偏裡,特別報告貝想用第 28

奈來滿足女成保留的那些委真.在遠方面,史先生Nll剛 作了一些汗梵,界定了第

28奈 的范園.德意志民主共和因代表則在其意兄 (A/cN4ˊ 41° 和 Add1-5)

中提出,村等待遇是一根本原則,但元人知道遠介原Jll庄受多少限制.他螢成垓看

法.就肘等待遇摘一無款草案是必要的,而且必須戶泛和慷慨.但遠同題逐需要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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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一步研究.西班牙代表建以把第 6無括手內的短活測掉,而在未來公夠的序言部

分增加一款:‘确汏一般固狋法的規則雞致管理本公的未明文規定的同題
’(同上).

速魚他不女成.西班牙的走洪涉及到月題的核心:堆有叔悅公的有漏洞?他放力最

好連免舍村原則造成怀疑的措洞.

48.他 螢成第 8奈 和 第 9朵 .特 別是特別報告長在共初 步報告

fAˊ CN.4/4﹁ 5,第 89-92段和第 98-99段 )提出的建洪,但是他五然同意第

9奈第 3款所迷原則,他逐是扒力來文帝要重罩,因力
.不

位視力⋯⋯同意
’
的措洞

大先銃.用 ‘
不一定意味若同意

’
就矽了,因力在有些情況下,缺席很可能就等于出

席.

49 夫于草案第三部分的杯題,他悅他不知道在
︳
限制

’
和‘

例外
’
之同是否其

正有匡別.或許位找另一介不合引起同題的說法.前任特別報告長夫于第 11奈、

特別是夫于
‘
商╨合同是在回家之同或在政府肘政府的基砒上汀立的

’
的解釋肘他沒

有悅服力.在遠方面逐引起一介代表板的1.● 題:雅道政府不代表回家喝?

5U 最后,提到提洪的新的第 11無之二 (同上,第 ﹁22段),他再次指出,

代表杈是今敏感鬥題,涉及到回家和按日內法悅与回家分有的央你的夫系.他村第

11朱之二沒有重犬反村意兄,但他希望委員套更深入地中洪垓同題.

田 托移沙特先生悅,多 了特別技告長的有說服力技告和他前任的努力,奈

款草案有可能在委員舍本五年期同二放吋通避.因此,他希望委員套特能成功地克

服尚未解決的因雅.他打算考慮到各政府提出的泙梵,寺淡文字而不波原Jlll同 題.

52 老的和提洪的新的文本的第 2朵 (‘用悟
’
)〔A/CN4/● i5,第 29段 )

都引起相些多的同題.令人高米的是,在新文本中村
‘
回家

’
一詞下定火吋,特別扳

告長決定,‘ 回家
’
指的不俠中央及共下屈机夫,同 時也要考慮其他共体.速是村第

6奈及其以后各奈夫于裕免特杈的共豚解釋的自然錯果.然而,必須指出,如果是

商ㄓ活劫是确定豁免的夫鍵棒准.那么,不站是回家首肺逐是地方政府公分長的所

力,都是一祥看待.但是如果豁免被視力求屈法人介体性辰的寺有時叔,那么,可

能就必頦再次常查大于用悟的規定.

53 夫于回家黃任的奈款草案第一部分用
‘
政府

’
或

‘
政府的

’
叔力,遠里都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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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叔叔力
’
來表迷速介夫鍵概念,他村此有尸重怀撰.9 在遠方面,他注意到肘

本革未第 3無的泙站 〔解釋性規定)扒力,地方或市象的單位通常并不行使國家

主叔叔力.π
° 他遜注意到 1978年耿合王國《目京裕免法》也用

‘主叔叔力
’
一

洞;肘此,有一好站者悅,‘主叔叔力
’
就等于

‘援南叔力
’j得出錯站:只有板少數

的狙立央体才有杈字受豁免.他放力,拭日鍗小朵放車未范田是錯淏的,特別是因

力法文本也用
‘
pr°了

。
gaⅡVesde︳ apu心Sancepub︳ ;qv↙ ,而且送一用活出現于有失

目象責任的朵款草案.針村速羔,委員舍放力,垓悟的正确英文悸文是㎏°vern.

ment’或
‘governmenta︳ authUr”

’.如果現在用另一种說法,則將得出錯淏的錯

梵.前任特別報告長可能希望跟八●972年 《歐洲國家豁免公的》,苧它把
‘
S°ve「

e︳onaVth° r:tV” 等同于
‘
pu︳ssancepub｜ ︳que’和ㄅctajureimper:i:.然而,委 員套

究竟必須忠央于其自已草案的遻輯.因 此,他主張至少在新的第 2奈第 1(b)

(3)款用匆°vernmenta︳
’(政府)取代

‘
s°ve了 e︳ gn’ 〔主叔).委員舍也可改耳泙

梵,悅明主叔或政府叔力元站在哪一圾行使都一梓,而且位特別用明,較低級法院

的裁決也是國家主杈行力,在外圍坼忪中不受辰疑,就如高豕法院的裁決一梓.

54 他村新的第 2朱第●(b9(” 款夫于國家政治匡分單位是有杈行使圄

家主叔叔力的單位的說法也不滿意.在分省或分匡的回家速么悅可能是正确的,但

是遠不符合耿邦回家的情兄.因 力在耿邦國家里,中央國家 (centra︳ state)和姐

成單位都是 states.有 吋候組成單位甚至自球地宣林,在ㄞ史上先有它們,而 中央

的叔力Rll來 自于它們作力政治央你的原先存在.慈之,組成單位的 states在行功

吋八來不舍行使國家主叔叔力,只有中央囝宗 centra︳ state才有板行使回家主叔.

因此,他主救采用下列措洞:‘抈有主叔或政府叔力的回家政治區分單位
’.夫于瑛

邦回家的姐成單位,使用
‘主根

’杈力确央是恰些的,因 此他原先村使用垓用悟的批

呼不道用垓情況.

55.他肘
‘
机构或部ㄇ

’
的用活也稍有怀疑,它們出自1976年美國 《外固主

叔豁免法》.不幸,垓法將豁免特杈廿大到鈴主要或完全由回家抈有的私人公司.

9 《﹁98。 年⋯.∞年盤》,

1°  《1986年⋯⋯年盤》,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 瓦起各瓦.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頁 ,坪注 (S9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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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汰力商╨公司,元淹其主人是堆,不泣享有任何特叔待遇.然而,速也可在坪梵

中加以澄清.

56 他希望能用
‘
商ㄓ活功

”
取代

‘
南╨合同

’,因力回家如果同私人公人或私

人公司坤緒商ㄓ合同,送就意味若回家并沒有利用政府叔力.但作速祥一今改交可

能已力吋避晚.因力作力新的第 2朵第 1fc)放唯一道用的規則,第 11朵 已提

到了
‘
商ㄓ合同

’.但是,即使不作更改.也位汏第 1fc)(2)放中別掉
‘
商上口

一

洞,因力被下定叉的洞活不位同定叉本身一桿.否 ill是不合乎遻輯的.

57.第 1(e9(S9款也不合迓輯:根括第 1tc)(1)款 的案文,很堆悅
‘任

何其他
”
合同或交易具有商ㄓ性廣.遠里也位刪掉

‘
商╨

’
送一形容洞.

58 新的第 2奈第 3款是村一慎通道的案文有所改造 (原 第 3朱第 2款 ).

冬管如此,他仍忕力根括目前的措洞,各方之同的合同位明确用明特用于公共的政

府性的目的。速很可能是一可行的折衷.但他党得最好逐是看交易的性廣.光排交

易的目的套使人杯疑,因力政府些局些然套碩到公共利益.一今日家不是追求利潤

的私人介人;夫于速一焦他同意勒泰先生的看法.

59 夫于第 2款 ,他仍忕力沒有必要特別方明奈款車未不妨磚其他目狋文#
或任何目家的日內法.反避來,卸不妨說明使用其他目狋文串或日內法中的用悟必

不一定意味著委員舍承汏它們在原文中的合意.例如,用 ‘
机构或單位

”
一詞就最好

戶明委員套并沒有象 ●g76年美因 《外目主板豁免法》那祥把私人公司定力
“
部

︳ㄗ.委員套所有的用悟,只 要在朵款草案中出現,都有其自己的含火.速祥強琱

其狂立性要比芹林木奈款元意取替各回現行的日內法或現行的回豚文串更力有效.

下午 ●吋零 5分散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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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6次全洪

1989年 6月 9日 星期五上午 1。 吋

主席:伯思哈德 .格青夫拉持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伊斯先生、巴水沃#先

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一因#雷斯

先生、埃里克松先生、井朗西斯先牛、海斯先生、科男馬先生、馬希与先生、表卡

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拉奧先

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各庫納斯先生、塞普小牛迷一古扶雷斯先

生、史先生、索拉里.困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物科夫先生.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鎮)

(A/CN4/41。 矛.Add1-5, 1  Aˊ CN4/415, 2

A/CN4/422和 Add1, 3 A/CN4ˊ L431, 
「
市)

〔洪程項目S9

特別根告長的第二次報告(致 )

二樣常以朵款草案
4 (墩

)

1.托秘沙特先生雞致他上次舍快的友言,他悅,他肘第 4無第 2款草案中

的保留伿限于國家元首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因力回家元首很可能不是唯一享有本奈

特栽于 《﹁988年⋯⋯年盤》,第二卷

同上.

按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夫于集文,兄第 2● ●4次舍袂,第 31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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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迷特杈和豁免的人.因 此,若在
‘
回家元首

’
后面增加‘

或其他政府官長
.的

字祥,

持是合道的,以便兼碩道用的回狋法規則,送祥就有可能涵蓋字有某些特叔和裕免

的其他人.

2 第 6朵方括咢中
‘
和一般目狋法的有失規兵!.的字祥很成阿題,但如果限制

和例外定得避于尸格,遠些規nll可能逐是有必要的.要想排除刁慣因狋法規則,必

須确立一种公正的平衡.元梵如何目杯位是向大合提交一份基于林商一致的集文.

3.他扒力,提洪的新的第 6奈之二 (A/CN.4/422和 Add1,第 ●9段 )

堆以其行,因力不龍將其視力一种保留.保留的作用是限定一日根括多述朵的本位

承捏的叉夯.然而,根据第 6奈之二,一日只要作出草方面方明就等于取得了村

子其他回家的叔利,即使送种逃避責任的方明因遇到反村而被排除,也不合构成因

豚法合理的先例.

4 第7紊第 2款中
‘
坼忪如果

’
一活模稜兩可,引起同題.如果目的是依敕一

具体吋同,那么案文泣具体表明提出起坼的确切日期.

5.第 11柔 中建洪的改功 (A/cN4/4● 5.第 1刉 段)是可以接受的.原

來的措泀怓｜位汰力垓固已同意行使此种管轄
’
有些笨拙,并大大地偏南了其他紊放

所使用的
‘
一日不得援引

’
速一林准木浯,速可以被解釋力各目只要在汀立一瓨商╨

合同時宣布元意放井其豁免特叔,就可度除限制例外,因此,將第 11奈与其他有

失紊款一致起來,就可滿足肘法律确切性的要求.

6 夫于
‘
回家

’
一洞的使用,他 同意淡大利工政府所作的泙站.如果前后一致

都提‘法院地目
’
和

‘
外因

’,那么車未就更容易理解.速种改功的益赴特別是力第 3

無第 2款所江央.通避的朱文中提‘
垓目

’,但究竟指的是哪一日寨并不肯定,只

是在汗注中作了澄清.                      一

7 卡菜′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他 曾多次用迷避村恭欺革來的意兄.他感到

他現在位表送自己的現羔的伙有几焦涉及到:放吋可能送行的修改.特別報告長的

兩次根告位看作是琱解不同現羔的值得林按的努力.

8 特別報告長夫于合并第 2無和第 3奈的提以是可以接受的.他本人希望

省掉第 3恭的林題:‘解秤性奈款
”
合并送兩朵引起的唯一重要改功涉及合同.簿 3

奈第 2款 已通道的案文規定,力确定合同是否厲商立性辰,些合同的目的与有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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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央跩相夫吋,必須考慮到合同的目的.特別根告真曾指出,取消目的棒准特

早致因堆情況,他在新的第 2朵第 3款中提出的解決亦法 (A/CN4/415,第

2g段)也許是可以接受的.各國預先并篷林快有杈确定一合同是否是商ㄓ性的:

恩偕速瓨走洪略加鋪小目的所涉的范田,但可能送到用宗明火的目的.

9 他焚同沒大利工村第4朵提出的改功走快,即在第●放引言句
‘目宗

’
一司

后加上
‘
根括回杯法

”
的洞悟.

1U 第 6朵引起許多因堆,但卸十分重要.他 已表示希望刪掉方括母中的

字,因 力送些洞活央豚上破坏了朵欺革未的范目.因 此,他不反肘按西班牙的建

洪,在 未來的公的中加入一序言段.但是他肘特別報告長在第二次根告

(A/CN.4/422和 Add1,第 17段)中提出列入新的第 6奈之二是道宜的建洪

表示怀疑.他扒力,新奈款的用途不明确:措洞不清楚,由 此而來的制度可能舍避

于笈染.

●● 他女同決大利工提出的改功第7奈措詞的意見.然而,特別拫告貝提出

第 18奈 (c9的新措洞 (Aˊ CN4/●●5,第 93段)村現有呆文沒有任何大的改

造.最好使用
‘以向法院提出的爭面方明

”
的字祥.

12 碟合王國和墨西哥肘第 9奈做的坪淹理由充足,可道些体現在修汀榮文

中.另 外,特別根告員根据奉目的建洪提洪在第 1° 朵中加入新的第4款,遠一提

以是否得些值得怀疑,因力新的來文 (同 上,第 1U9段 )不移清楚.按照新的案

文,只 要反坼謀求造份的或不同的朴救,就全給予豁免一一道可能怔明是不央狋的

杯准.然而,淡大利工提出的合并第π和第 2段的建快有很多地方是可取的.

13 夫于第 1● 各,特別根告真的意兄是村的,即位保留第﹁款中
‘
道用的因

豚私法規則
’
的提法;‘被扒力已同意

’
的洞活沒有必要,使同題友染化.

14 肘提以的夫于分南的回家財戶的新第●●奈之二 〔同上,第 122段)已

送行了戶泛討淹,速一奈款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要重新措洞.肘第11各之二

位銘混的重要一魚是,需要确保不致使打的人快力他所打交道的企╨舍自劫得到固

家的拉保.

15 西希与先生悅,思管各國政府村奈款車集所做的抨站很令人感共趣,但

村本青題的介紹不移清楚,在特別根告長的根告中有時不容易看出他的現魚.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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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兄,村管特豁免有兩种不同的方式.即免肘豁免和有限豁免.思管如此,逐是有

可能村車未的根本宗旨找到共同志.央狋上,他村裕免是否只有兩种概念或立切表

示怀疑.再种所渭的
‘
免村

.或 ‘
有限制

’
裕免的板瑞概念的确在辯梵中已十分明昱,

但在委員合和大舍第六委長套,它們好象是少效人的志兄.因此,提出速一同題

吋,重焦不庄放在兩种板瑞的立切上:最好是提出一种看來是圾主要的、并可力洋

幻似汀一項普遍接受的公的草案提供基珀的炅活而切共的亦法.任何板端的解猙都

將使鋼朵任夯交得因雅或不可能.1972年 《歐洲固泉豁免公釣》我有限制性的解

秤,但迄今伙有少數歐洲回家加入了速項公的,而委員舍起草本奈欺的目的是似定

一套戶大固豚社舍均可接受的案文.因 此,速項歐洲公的呈值得仔細考慮,但不位

每一方面都照搬照抄.

16 夫于司法先例,人們已提到避一些限制回家豁免的案例,但位銘圮的

是,在大多數速榮呆例中,有失回家村法院裁決均持有昇快.因此,在忖站回家央

域吋俠伙提及法院的裁決是不道宜的.特別報告長扒力,可在固京央域中友現各目

肘有限制豁免規則的默并.一般悅來,在速一庶上很堆茍同.非洲和正洲目象的央

跩尤其不能江明速一淡想.

17 特別根告貝引怔一些回家的判例法,以表明日內法院在赴理豁免同題上

的友展走勢.但有必要常查歐洲囝宗判例法中尚有午以的地方.特別報告長在其第

二次報告 (A/cN4/422和 Add1,第 4。 段)中提到 197。 年巴黎大中法庭的

裁決,根据此瓨裁央,一外因若成力一仲裁奈放的鍗的目,即 同意放井共仲裁管轄

豁免,直至并包括放井在給予裁決執行近方面的程序裕免.巴黎上訴法院 198● 年

也采取同祥的立切.但速些裁決在法因理梵上存有爭站.一位回沶仲裁寺家、法理

苧家皮埃水 .博勒小在 《仲裁染志》〔﹁982年 )撰文午梵道,遠兩瓨我次把仲裁

怭以淏汏力接受給予裁決執行近程序.同 一作者逐告告,不要把避多的球西塞到仲

裁朱款的解釋中,因力速爽朱款的存在不足以表明具有爭快的行力是行使管理叔的

商上行力.即使在發成有限制豁免方式的國家中,肘同一奈款有吋也有不同的解

釋.夫于草案第 12茶所涉雇用合同,1992年歐洲公的第 5紊明确禁止村速美合

同的管特豁免,而第 32奈卸規定了一种例外,即外交人貝不受送項規Rll制的.在

一外國使仿工作人長向耿合王固庠用上坼法庭提交的折忪 (1982年本古普塔坼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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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共和國案〕中,耿合王國法院裁定.被告字有裕免;然而,在一柱提交瑞士砆邦

法庭的共似拆忪 (1984年 S拆印度回來)中一一被告方与前朱的回家相同,瑞士

法院村歐洲公的作了相反的解釋.因力速些先例相互矛盾,所以,在解猙在圖象和

地區的走向吋需要慎重.

18.特別報告長在忤多方面肘第 ●朵至第 I1奈 已通道的未文作出了改迸.

第9紊,央行國家豁免的方式,在特別根告長走以的新案文 (Aˊ cN.4/4● 5,第

79段)中有很大改造.同祥,第 8朵 (e,項的新未文 (同上,第 93段)有助于

解釋.然而,引 言中
‘
事項

’
一洞位由

‘
午淹

’
替代.他也螢成建以的第 9朵新案文

(同上,第 1UU段),原則上不反村新的第 1。 紊第4款 (同 上,第 1U7段)不避

他希望了解特其列入的原因.昱然,田繞若草案第三部分杯題中
‘
限制

’
和

‘
例外

”
的

各自挨赴和短7的 爭淹現在位垓錯束.逐有,豋何化的第 1﹁ 奈第●款案文 (同

上,第 121段)較好.

19 但是,恭款草案中仍有几魚需要明确,第一是草案与現在外交公的之同

的夫系,以及限制性亦法的影晌.根据第 4朱 ,現存特杈和豁免杈不受影吶.但

委長套沒有充分申快速一羔.根据有限裕免的現魚,一目的管理叔行力,如商ㄓ合

同,并不一律享有豁免;但同祥行力,如由外交人長作出,則依括●961年 《籬也

納外交夫系公夠》第31奈享有外交裕免.委長套必須同一下自已是否打弊得出一

介自相矛盾的結果:一 日可以因某些行力而受坼忪,遠些行力如由其外交官作出,

則將超越日內法院的管轄范園.他敦靖特別投告長考慮遠一同題,并沒法消除歧

叉.

2。.第二,用悟有一些同題.特別是朱款草案的法文和英文集文表送方式不

同的地方.在 第 2、 第 3和 第 9奈 中,‘ s。vere︳

。
nautho〢 tV’ 与

‘pU沁Sance

pub︳︳que’被些作肘位洞,而在大于回家女任的奈放草案第●部分第9奈5 中,

‘pu治 SaΠcepub︳｜qV↙ 所用的英文洞是匆°vemmenta｜ authoⅡ tV” .其中的差昇是

央放性的.因力
‘
pu︳sSancepvb㎏ u↙可以指不行使主叔叔力 〔s。vere㎏ navthU市

tv)的 回家央体.送一羔垃予以明确,并使案文相一致.

5 
兄第 2● ●5次套洪,腳注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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刉 他的第三魚批呼涉及給商ㄓ合同下定叉所使用的杯准.第 2和第 3無提

到合同的目的和性廣,以惆解村遠一同趣采取的不同方法.在有些情況下,合同的

性反不足以表明其特焦.防各或城輊早文或仇住等社舍文雅方面的行功均屈此美,

第2無定又中必須考慮速些情況.逐必須銘圯的是,各日常常元法頂兄到可能出

現什么例外的情況.考慮提法吋透位本若送一精神.

22 第6朵方括咢
‘
和一般回豚法的有夫規兵!.的詞悟模稜兩可:它可以允玝

未來規則的道用.可作不同解猙,既允許有限目京裕免方式,又允并侍筑的固泉裕

免方式.特別拫告長建以的新的第 6朵之二 〔Aˊ CN.4ˊ 422和 Add.1.第 ﹁7

段〕也解決不了遠一同題.根据遠一新朱款,一固除屈第 11至第 19朵的情況外

逐可另外宣布一系列例外;然而,一次串的例外舍使草案目的失去意〤.昱然,力

避免送一后果,有必要肘一些措洞重新修改.

23 提坡的新的第 11紊之二 (A/CN4/415,第 122段 )的确切范日堆

以理解,特別是因力解釋避于何草.“分南的固象財戶
’
的思想是新的,因此需要解

釋.他不明白‘
代表因家

’
的合同的含〤,不知道在送种情況下回家央体是否等同于

回家.如果回家企ㄓ根括合同使用屈于回家的財戶,如弋机,企ㄓ本身根据合同久

有責任,但不清楚回家本身粹起什么作用.在送一魚上,他同意德意志民主主火共

和目村第 3朵第 ︴敖所做的坪站,并大致使成其提出的增列新的第 2款的建洪
(A/CN4ˊ 41U矛●Add1-5).

24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他 同意馬希萬先生夫于限制豁免的趙勢并不普

遍的悅法.因力回家及共財戶的管特裕免是一介基于圖象主叔平等的得到充分承汏

的概念.所以委長全在編恭本寺趣的法律吋必須考慮國家央我的例外和赴理目怀夫

系吋必須有的例外.特別根告真狩成取能豁免制度,在惆解兩种不同方式上表現了

很大的炅活性.要体現市切銓洴固泉与社全主火回家、出口婆本和技水的回泉与出

口原材料目宗之目的相互依救夫系,需要道些的平衡.

25 把第 2和第 3朵合并力一系,題力
‘
用悟

.,送
使案文更加何沽.他安成

新合并的第 2朵 中控修汀的第 3款 (A/cN4/4● 5,第 29段),垓款消除了以

前未文 〔前第 3奈第 2敖)中解秤上的因堆.然而,他不知道新的第 3款是否套

限制合同的目的杯准.非常可能的是,一坤釣囝至是力了公共目的而締結某一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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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卸不粹此卒透露給另一方,碟求旗得姿本貨物的友展中回家可能舍遠祥做.

他扒力,八第三世界國家溉羔出友,以前的朱文敬好,因力有了速一杯准.它們可

以依放自己的央域來決定共合同的性辰.

26 夫于第 6朵,他元法接受通逍
‘
一般回隊法的有夫規nll’ 來任意限制豁免

的思想.如果保留方括母中的短悟,就舍使委長舍幼朵本寺題的目的失去志火.特

別報告長在共第二次報告 (A/cN4/422和 Add1,第 17段)中提出新的第 6

奈之二.括此,任何鍗的囝仗俠宣布一下.就可提出一嵌串的豁免例外.3。 天內

提出昇洪的時限是行不通的.如勒泰先生所表明的 〔第 2∥ 5次舍洪),速一提洪

特使草案的目杯失去意火.他保留自已的立切,直至垓事項,特別是与第 28無有

夫的事項得到速一步研究.

27.他肘第7奈的共辰并元昇以,但央狋上垓朵与第 3奈第 1款或新第 2朵

第 1款 (b9雷 同.字央上,第 9無 中的定火反映了第 3奈的
‘
解釋性架款

”,位 由

起草委長舍常查.

28 力夫于明示同意行使管轄的第 8朵 (。 項提洪的新束文強琱明示同意

的性辰,規定宣布必須是中面形式,送是一介十分相夫的改功.然而,宣布須
‘
在

鍗的方友生爭端之后
’
呈送法院的說法似乎沒有多大意又;凡是送交法院的案件,

必然与吋下的而不是未來的爭端有失.志的來現,他 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意凡,即 ,

如果允忤援用情況友生根本交化速一羔,就全村合同夫系戶生破坏穗定的作用,就

道用的法律送成怭決不位看作一日肘管轄叔的行使表示同意.在坪注中位涉及速些

同題.

29.特別根告長就第9無第 1款提出的新的束文 〔同上.第 1UU段)是可以

接受的,但他不焚成新的第 3款,因力作力怔人出庭并不表明參与坼忪.⋯

3U.館 1。 朵大有改造余地,沒大利工的提案值得起革委長舍研究.第 3款

可取代第﹁放,因力它代表了一日謀求援引豁免的典型情況.按泰國建洪的方針

新增一款的意兄值得放迎.如果悅坼妐要求的日林不同,但元淹如何反坼也舍道到

肘事管轄的昇以.冬偕如此,特別根告長建洪的新的第 4款 〔同上,第 1U7段〕

的措洞位更清楚,才能表明援引豁免目俠是外固,而不是法院地目.

S●  他支持特別根告長村第 ﹁1朱第 1款提出的修正案文 (同 上,第 1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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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送些建洪是以政府的坪逑力基硝的.特別是
‘
根括國狋私法适用的規則

’
速一

用活的使用基本上令人滿意,但他愿提清注意決大利工政府提出的有用的起車建快

仈/CN4/4● U和 Add1-5).

32.他 大致同志特別扳告貝提洪的新的第●1朵之二 (Aˊ CN4ˊ 4﹁ 5,第

122段 ),特別是列入下途限制性朵玫的走洪:.除非代表回家成力合同的節釣方并

有杈抈有和赴理分南的回家財戶的回當企╨作力自然人或法人送行同梓的有失商ㄓ

合同的大任規則
口.然而,位插入‘私菅’

一詞,以表明日啻企ㄓ位大于与私人或公

司同等的地位.現有用洞
.自

然人或法人
’
樸稜兩可,因力目菅企╨本身就是法人.

33 夫于雇用合同的第 12柔第●款,他可以接受刪去夫于社套保險的非裕

免規Jll的建洪.在有社套保險制皮的目家,工人注卌就构成了村雇主具有強制作用

的朴充保伊形式.因 此,在因家力雇主的情況下,不宜允汻圖象以其自愿省去雇長

在社舍保險制度中注冊力理由而援引豁免叔.

34.瑛合王因政府的泙梵人力第 12紊第2(b9款不清楚,速一泙淹令人感

共趣.他大体上不反村送一奈款,但怀疑是否共有必要,特別是考慮到夫于免受勝

迫措施的豁免的第 26奈 .另 外,第 2款 (a)項把
‘
征聘垓雇長是力了送行与行使

政府杈力有失的工作
’
作力例外,速一無款是必要的.所迷工作与行使政府杈力有

失.在馬迷加新加速祥的固家,政府官長的雇用合同不漏于普通芳工法院的管轄范

園;与送美合同有失的寺瑞在行政法院的叔限范田之內.

35 凱西先生悅,特別技告長卓越的技告在朵款草案二放吋將很有靜助.速

些拫告表明,特別報告長很有能力本著妥怭精神提出大量有爭以的材料.

36 本寺趣的基本原則分歧已八所周知.委員全在世去的討梵中篷常碰到速

些分歧,它們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政治、社舍和銍洴差昇.委員舍一直未能妳合遠种

差距,現在再同祥做一違也不可能送到目的.因此,位垓集中注意中同道路的方

法,謀求取得的解決亦法既滿足有失節約方的正些希望和最后村公正的要求,同 時

平衡地赴理好以下兩者之同的夫系:一是籬伊既定原則的必要性,二是米于法律規

則和統一解決亦法确定性的政策考慮.

37 裕免同題有兩种苧派,即 銫肘豁免和有限制豁免.兩种苧派各提出大量

支持其立切的梵据.同 時,每一苧派又引怔有力的站据否定村方,但患有一天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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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逸捀.就委員全而言,位逸摔取得怭商一致、符合固杯社套集体利益的理站一一

冬竹目豚社舍所包括的主根國家之同的夫系愈來愈相互依放.他不打弊洋幻用途本

寺題的理梵方面,因力達与朵款革未二快的性放不相怭琱.而且,委員舍某一介成

長肘本革未是否取得成功的前景提出的意兄并不十分重要.核心同題是淡法以怭商

一致放定出具体朵敖革束.然后就由各回決定革朱的命迓.

38.他發同特別報告長的建以,持第●朵仗限于确定范日,把第2和第 3朵

合并力革一的新的夫于用活的弟 2朵.訂立夫于用悟的朵放.目 的就是力了用明

一法律文件中銓常出現的最基本洞悟的意〤.速一奈因而也具有解猙作用,送祥夫

于解猙性奈款的原第 3朱就沒有必要了.些 然,速祥的茶款可能時常造成混孔.

新合并后的案文 (A/cN4/415,第 29段)在起草上也奈出現一些同題.新的

第 3款用迷确定合同是否扁商ㄓ性廣的杯准.在遠方面,他提清注意卡塔本政府

就第 3奈第2款提交的有失泙迷 (A/cN4/415和 Add1-5).速一新款措洞較

好.且然他同意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夫于垓款豬小規定范日的意凡,但汏力新

措洞具有捀〤清楚的故赴.

39 新的第 3款‘些卒方
’
一洞的含火出現同題.八孩欺的活言中可以看出,

确定一合同是否扁商ㄓ性辰的杯准伙道用
‘
力出售或曲共或力提供服夯而汀立’

的合

同,即 第 1款 (ω 瓨 〔﹁)日 所迷的合同.同 樺的林准是否也道用于 (e9瓨

φ)目 和 (S9目 ?瓜他引怔的活中可以看出,回答是否定的.同祥,如果兩目的

貸款合同是力公共目的而締結的,那么垓合同似乎不具有商ㄓ合同的特羔.他希望

特別拫告貝用明遠一魚.

4U.特別根告長的建以是,第 4無第 2放之下的特叔和豁免限于目家元首.

央怀上,位拼展到政府首肺和外交部故,因力他們在回狋失系中是代表回家的.在

遠方面,西班牙政府在有失坪淹 (同 上)中提到●96° 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21

朵第 2放.垓無林:‘政府首肺,外交部故和其他南數人真⋯⋯江事有⋯⋯因狋法

給予的便利、特叔和豁免
’.位根捃固狋法的規lll給予遠些特板和豁免,并不無特

別根告貝提以的那祥俠伿是出于札伙.

41.有人建以,垃去掉第 6奈‘和一般因豚法的有失規Jlll’ 速些字祥兩迪的方

括咢,以便力友展有失管特豁免的因抔法規則留有余地.他本人扒力,速一梵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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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決定性的.委長舍主要是杕字編永現存法律的工作.一旦送一同題出現迸一步犬

的迸展,可反常送些無數車未.

42 特別根告長提出新的第 6紊之二 (A/CN.4/422和 Add.︴ .第 17

段),目 的昱然是向目泉裕免有限站者做妥林.垓新朵歉的規定使人們有可能除第

●1奈和第 19無所裁例外之外再增加新的例外.然而,笫 1● 奈和第 19無的規定

范日已很兒,恰恰庄予以及多的限制.本若速种精神未考慮,第 6奈之二并沒有

体現特別技告長沒想取得的妥怭.如勒泰先生所指出的 (第 2● ●5次套快),共規

定很可能交得雅以霄取,速一焦耳希專先生也提到了.托移沙特先生和卡菜步 .′

德里格斯先生的活恰如其分,他們汏力速一無款堆以央行,如果保留,將舍帶來堵

多皮染情況.在去掉方括母之后,他准各接受第 6奈,但有一項理解:送一奈款

与第28朱耿系在一起田樣.

43 特別根告貝力晌垃淡大利iE的建洪,建快第7朵第 1款以
‘
一法院地固

’

升共,而不用
‘
一日

”(Aˊ CN4/415,第 79段〕.速一次劫使集文更清楚,但遼

憾的是,在同一何短的自然段兩次出現
‘法院地目

’
的字祥.他本人建以,在第二赴

可用“
在一法院

’
替代

‘
在一法院地回

’.在提洪的新案文中第 2款幵共的洞活‘在一

法院地目的拆忪’
是恰些的,因 力明确提到了法院.第 3歉的新措洞提到原第 3朵

第 1款的規定,而不是原第 2柔和第 3奈合并后戶生的新第 2朵的規定.速祥第

3款提及
‘
第 3紊第 ﹁款

’
的
‘

〔a)項 至 〔d)項’.遠种互力參照的提法迂于冗

繁,如果改力
‘.⋯”若針村第 2恭 第 1款 (b9項所界定的任何回家提起沂妐

∞⋯.’ ,就可使速一提法更倚洁、更准确.

44.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把特別報告長村第 9無第 1款提出的新未文
(同 上,第 1。

。
段)恰些地描迷力包括

.錯
淏地介入’

的情兄,大体上是可以接受

的.然而所用的活言形式意味若,送項規定中的保留不仗适用于第 1款 〔b9項所

提到的情況,即有夫固泉介入垓坼妐,同 時也适用于第﹁款 (a)項所涉情況,即

垓目
‘
本身提起垓坼忪”.允并提起坼忪的固寨去悅,它 出庭伙伿是力了解卒央以确

定其是否可要求給予裕免,速 是不可思快的.正 如耿合王目的建洪

(Aˊ CN4/41。 和 Add1一ω 所明确表示的,垓項保留的效用位限于第 ●欺

fb)項所涉的情況.提以的新的第 3款 旨在包納墨西哥政府的建洪,但垓款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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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部分位按下迷方針重新措洞:‘
⋯⋯不彤晌垓囝族得垓法院管特的豁免

口
.

45 他可以同意特別根告長大于錞●1奈的走快,但村第﹁放提出的修正案

文似乎將管格的逸摔与法律的逸捧等同起來.共杯上,在回豚私法中有失速些中項

的規Rll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一祥,速一羔位在坪注中說明.

46 蜀希馬先生的意兄也很肘.提以的新的第 11柔之二 (A/CN4ˊ 到 5,

第 122段)中
‘
分有的回家財戶

’
的措司需要悅靖楚.列入送一朵昱然是力了位付

赤球和一些其他社公主火回家法律制度下存在的机构.如特別報告貝在其初步根告

(同 上,第 14段)中所表明的,亦耿先法規定,固求財戶是
‘
亦碟人民的共同財

戶
’,并宣布是

‘
社舍主〤財戶的主要形式

’.分有的財戶概念的出現与回菅企ㄓ有

失,也与目菅企ㄓ的財戶提交法院地目的法院管轄有失.中央上,非社舍主〤友展

中回家也舍出現美似情況,第 11紊之二的規定也适用遠些回家的固菅企ㄓ.昱

然,本奈幵共
‘
代表回家

’
一洞掃要迸一步申查,起革委長套可以改造全部措洞.

47 巴里甜戈夫先生感甜特別扳告五就速一因堆寺題所提交的精心的報告和

所做的清楚介紹,遠很便于委長套的工作.

48 回家管格豁免的同題蝕及回豚法的核心,因 力它涉及國家主叔和回家主

杈平等的原則.隨若各固日益相互依救,固寒銍洴、科苧和文化夫系不斷拼展,以

法律惆整回杯與易和國豚銍洴失系交得愈來愈重要.隨若芬瑛絰洴机制,特別肘外

篷洴活功的惆整,亦耿法苧家村送一同題的共趣大大增加.由于回家豁免規Rll的直

接基拙是回狋法的強制法規lll,所 以朵款車未的有大規定昱然不能以有限豁免或取

能裕免力基砧.解決速一同題的基袖只能是重申目京及其財戶的管培豁免和明确确

定有利于加強目豚絰游失系的例外.儲要豫求妥你的正是在遠方面.只有仄不同的

絰游和社舍制度,包括烡本主火、社舍主火和友展中固象的銍洴和社舍制度的角度

考慮各目的立法和央踐,才能完成遠一任夯.

49 在速一方面.他愿志提清注意亦碟正在迸行的改革.改革強琱需要有解

決送一同題的确定亦法,并且力在明确确定的例外的基砧上尋求妥怭丌辟了新的前

景.一些立法文半已銍頒布,目 的是深入地更新社奈主火財戶夫系、建立成熟的社

套主火市切和組成可私力
‘法制銓游

’
的豋湃夫系制度.亦瑛銓游中主要行力者的作

用將由企ㄓ、商行、合資企ㄓ和合作社承袒.各部目前捏久的銓洴管理取能持特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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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遠些机构.夫于重中和加強固京管特豁免,他扒力,泣努力尋求注重央隊的解決

亦法,以建立一套明确但炅活的夫于送种裕免的法律制度,并附有具体規Rll來指早

所有例外.

5。.夫于奈款草案,他悅,第 ﹁朵恩的悅求是可以接受的,因力除确定奈款

范田以外,逐缺示承扒回家豁免狂立于似例.I的公夠.送是早已确立井普遍承放的

基于國家主杈平等的固狋法原則.他扒力.送一原則位以明确的活言反映在公的革

未的幵共.

51 第 2奈和第 3朵具有相同的目的,都是界定和說明用活.他扒力,考慮

到保加利工、白俄多斯林維埃社套主火共和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固和墨西哥的坪

梵,可以采納特別報告長夫于第 2無的建快.似乎也宜采納沒大利工夫于用‘法院

地回
’
或

‘
外固

’
替代‘目 〔家)’ 一司的建坡.第 3奈第 1款中把回家机夫分成若干

哭,速并不能包括所有現存的回家形式.本無款的用活一一‘
圖象机构或部Π↖‘

其

各种政府机失
.和 ‘回家政治區分單位

’一一不清楚,不便于理解
‘回家

’
一詞.在補

定速一概念的內容吋,必須圮住回家是通迪由目寒立法确定杈力的、代表回家的困

体和介人的活劫行使其目豚合法取能的.力行使其取能,速些机构和令人被授予目

家主杈杈力,有杈援引管格豁免.根据速一庶,委長舍不妨考慮白俄多斯莽堆埃社

套主叉共和國提出的
‘
回家

’
一洞的定又.建洪的定叉如下:

‘‘
回家

’
系指回家及其有杈力行使國家主叔叔力而行功的各种机夫和代表

.

〔A/CN4/41U和 Add.1-5).

52.逐有,正如德意志耿邦共和國和決犬利正在其夫于朵款的泙站中所指出

的,由于村瑛邦回家沒有具体規定,所以在
‘
國家

’
一洞的定叉中位列入明确的規

定,大意是給碟邦回家的組成單位与中央政府同祥的豁免杈,而不附加補立主杈杈

力的任何要求.在遠方面,芬耿村創立加盟共和因及共目寒机夫和机构參加固豚笙

洴失系的法律保障感米趣.目 前亦瑛正在迸行的政治改革,目 的之
一
是賦予加盟共

和回不伙以政治的內容,而且以絰游的內容.在速种情況下,赤琺法苧家扒力自行

管理和自簿資金,不伙位道用加盟共和固,而且也位道用于自治和行政匹域央体.

53.他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目的意兄,第 3恭第 1款沒有說明力迸行商ㄓ交

易而寺Ⅱ建立的自主銓菅的固有自助法律央体不代表因宗,因 此其本身和財戶元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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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豁免.他逐同意垓回在中面呼站中提出的增加
一
新的第 2欺的建洪 (同上).

54.在第 3無第 2款确定出售或曲要貨物或提供旁夯的合同是否居于商ㄓ合

同的洞活中,位主要提及合同的性辰.送祥,合同的性辰被些作基本林准,其目的

技些作附加杯准.他扒力,目 的林准是必要的,泣在車未中字有道些的位

一

,但力

了取得以定的解決亦法.他按同南斯拉夫的恁兄,即是否有可能使用兩瓨林准但同

時說明所需重要程度.他扒力,夫于合同性辰的定火成基于法院地目的法律而不是

所涉及的外目的法律的建洪是沒有根据的.他采取速一立切,特別是考慮到肘逆守

西方圖象司法央踐所戶泛道用的公平原則缺乏任何切央的保陣.法院地固需要宣布

不得濫用叔力,遠近明他的方法是合理的.

55,他螢成特別報告長的下迷建袂:在第4恭第﹁款中加入‘
根据目怀法

’
的

字祥,以悅明所涉特叔和豁免是目狋法所确扒的.

56.第 6奈的基本概念,是一日肘于另一國法院的管轄享有豁免,但有某些

例外.他 同意初步擬告 (A/cN4/4● 5,第 61段 )中 所提及的九固政府的意

兀.速些回家女成刪去
‘
和一般目豚法的有夫規則

’
的字梓.他相信巴西的淹焦,速

些活
‘
可解H..力 承扒,除各款明确哉列的限制和例外外,遜可在固隊法其他規則中

再找到未加規定的奈件
’(Aˊ cN4/4● U和 Add﹁ -5).如果存在任何一般固豚

法的有夫規則,可能必須考慮速些規則;但是,如果在提及固妳法吋又悅目狋法迸

展得不移快,送是錯淏的.加入送些字祥特引起戶叉和任意解釋,并力革方面限制

回家及其財戶的裕免幵方便之lI,速不利于一套明确的法律制度的迸

一

步友展.

57.夫于第7奈,肘 %⋯∞一目的利益.....●
‥
共⋯⋯控制的財戶

’
等洞,他也

表示怀疑.他女同特別根告長的意兄,扒力起革委長舍泣申查遠些洞悟.他扒力建

以的垓奈新來文 (A/cN.4/415,第 79段)更好.

58.他 同意特別根告貝村第 8荼 (c9項提出的新措司 〔同上,第 93段 )‘

八法律保障現羔看,在所申洪的失系的情況下,适用情況改交的概念在共跩上是危

麼的,因力可能手致目豚銓游和法律夫系中的濫用和不穗定.

59 他也同意墨西哥表示的意兄,汏力有必要在第9架中規定,一日代表力

履行保伊本回回籍的人或在一案件中根告罪行或提供怔括而在外因法庭出庭,不立

被看作是同意法院行使肘共所代表因家的管轄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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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透同意根括泰回提出的建洪在第 1。 朵中新增一介第 4放 (同上.第

1。9段 ).

61 草案第三部分的杯題引起了一介同題,送就是要在
‘
限制

’
和

‘
例外

’
兩者

之同作出逸摔.送不是何草的文字1.9題 ,因力它形呴到管轄裕免的整介概念.他介

人次力,︳例外
’
一洞更准确地反映了大多數目京理解的裕免理梵的內容.固泉裕免

的基本原nll是普遍強制法規范:送一規范可以有例外,但不能有限制.

62: 如果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回和北歐回象走快的那祥,第 li 朵我入一項夫

子商ㄓ合同与法院地固之同管特耿系的規Jll,以确定商ㄓ合同方面的分歧是否”由

另一回法庭管轄,那 么垓奈須規定附加的保障措施.夫于速一魚,他指出,德意志

民主共和目坪注所載建洪表迷的立切 (A/cN4/41° 和 Add1-5)反映了固隊

私法出JJL的 一种趙向,即 ,通避道用法律沖突規則而特外因法律道用于合同法律失

系.在他看來,根据些代的西方和某些其他回家的法律沖突理梵是可以速祥做的,

只要有失交易与某一法律制度有
“密切耿系

’,或道用此一法律制度的規W)l相 肘于道

用管理速一交易的法律制度規Jll 而言利益
‘
更大

’.央狋上,1972年 《歐洲回家豁

免公的》已确汏速一杯准,根据西方作者林,其主要特焦不是承扒有限豁免的理

站,而是承汏力确扒和執行法院肘外圄所做裁決而放立管轄所必須的領土琺系.根

据歐洲公的,列力豁免例外的任何种美的活功都必須与向其法院提起坼忪以确定垓

拆松要求的管轄基砧的回家有某种領土琺系.

63 提以的新的夫于分南的目家財戶的第 ﹁1奈之二 (A/CN4/4﹁ 5,第

”2段)是特別重要的.一般性坪注在遠方面引迷了1977年 《亦琺先法》.位 些

銘汜的是,亦琺先法將要修汀,其 目的正如正在莫斯科召幵的苾耿人民代表大套所

表迷的,先法不成技理解力与改革迸程中所通避的法律相分南.分南的白家財戶的

概念反映了改革的目前險段,特別是在肘外絰洴活劫領域的目前險段.

64 夫于回家及共机夫和財戶豁免的固狋法規則的編集,也就是确定如何理

解泣給予裕免的固家和回家机夫.遠是很有意又的,而肘固有財戶力主要特魚的社

公主〤目家又有特殊的意叉.根据固狋法的根本原則,位首先根据日內立法赴理速

一日題.在送种情況下,就是赤耿法律的同題,其盤銀和机构位被汏力是享有豁免

的亦瑛回家机夫.荈秩村外銍游活功正出現分散篷菅的走向,整介的銓湃管理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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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惆整,這些都直接影晌速一同題,因 此不能忕力它排除在速些深刻的交革之

外.作力改革的一部分,村外銓疥活劫正由工ㄓ企ㄓ、科苧研究和淡卄組軹直接承

捏.而且,根括新的安排,企ㄓ在狄卒銍汫交易吋取得了法人地位,因此不能持其

看作享有豁免的回家机夫.

65 逐有,根据 1988年 1月 ●日生效的亦碟 《固菅企ㄓ (球合)法》的規

定,固 菅企ㄓ扣有固有財戶的分南部分,并沒立狂立的財夯狀況表.其財戶包括固

定和流功發本、其他有形資戶和炎金.企ㄓ有杈偕理、使用和7理其財戶.它是伸

立的法律央体.回家不村企ㄓ的債夯無交,企ㄓ也不肘回宗的債夯久表.企ㄓ依完

全獵立核算和自簿資金的原91l篷 菅:根据 《回菅企╨ (朕合)法》第 19朵 ,企╨

的肘外篷疥活劫是其全部活功的重要部分.速套法令的一項主要規定是,肘于作力

出口貨物或芳夯的主要供位者的企╨可給予直接放卒出口 迸́口銍當活功的叔利和

在資本主〤和友展中回家林卒此爽活劫的杈利.因 此,泣 匡別兩美的回家財戶:第

一共是由回家或共机夫直接管理的財戶,如果活功是向一固及其机夫提起坼妐要求

的主体而元淹共性辰如何,垓恭財戶位享有完全的外固管特豁免;第二美是由回家

企止 (琺合)管理的分高的回家財戶,遠美企ㄓ是貀立的法人,在外國法庭向企╨

提起坼松的情況下不享有豁免.

66 因此,每一國家由自已決定管理回家財戶的制度.亦籬埃目家分南其財

戶的一部分,將其特給回家法人 (包括企ㄓ),或給予后者某些財戶叔力.只有在

与企ㄓ債夯有失的情況下,共財戶才不字有始而提交坼忪要求或雞而執行裁決方面

的豁免.然而,如果原告清求粹日菅企ㄓ的財戶琺系在不是向企ㄓ而是向某一其他

法人或回家本身提起的坼松要求中,那么就不可能就速些財戶提起坼忪,因力在此

种情況下亦籬埃國家有叔申明國家財戶享有豁免.

下午 1吋 1U分散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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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i︴ 7次舍洪

1989年 6月 13日 星期二上午 1U吋

主席:伯恩哈德 .格費夫拉特先生

出席:阿吉博拉素王、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巴本沃#先生、巴你甜戈夫先

生.比新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工斯 .因 芛雷斯先

生、弗朗西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霄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廢加先生、小水

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發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

生、各庠納斯先生、塞普水籬迷一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
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揚科夫先生.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妓
)

(A/CN 4/41。 和 Add● -5, Π  A/CN 4/415, 2  A/CN 4/422

和Add1,3 A/CN4/└ 431,「 市)

〔洪程項目3〕

特別報告長的第二次根告(袋
)

二決申快奈款車來
4 

〔欲)

1 巴本甜戈夫先生雞換他在上次套以幵始的友言,他說,就赤球而言,在因

垓組玖或企╨的法定活功肘其提出起訴吋,由外更組象或工ㄓ企ㄓ管理的回家財戶

1 
特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2 
同上.

3 
特栽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夫于未文,兄第 2114次套坡,第 31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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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享有裕免.但是,在相反情況下卸不然,在送种情況下,如果垓財戶系屈回家財

戶,Jll不能杕社合主〤國家的財戶中分南幵.象任何其他國家財戶,即分南財戶一

祥,遠 种財戶字有豁免.在 遠方面,他 悅,提洪的新的第 1﹁ 奈之二

(A/CN4ˊ 415,第 ●22段)八法律上排存在不精确之走;同它所規定的正好相

反,一介固泉企ㄓ不
‘
代表回家

’訂立合同.壆于送些考慮,他提出第 1﹁ 朵之二的

如下各逸朱文:

‘(1) 如果一介國家企ㄓ与一介外國法人或自然人訂立商ㄓ合同,而

根据回杯私法道用的規則,有夫垓商ㄓ合同的爭快位由另一日法院竹格,垓目

家企ㄓ (回 家法人)在垓商ㄓ合同引起的拆忪中即不位享有管轄豁免.

‘(2) 如果不是91与 外固自然人或法人汀立商ㄓ合同的回家法人提起

訴忪,而是肘垓目的另一介企ㄓ或肘垓圖象本身提起坼忪,Rll不 通用第 1款

的規定.而且在就合同以外的失系提起坼忪吋,本朵的規定均不道用.

‘(S9 如果法院地回在榮似的案件中給予回家法人管轄豁免,垓法院

地目即不位道用第 1款的規定.’

2 上迷規定似乎并不与有失垓同題的固肉立法相扺蝕.力怔明速一魚,他提

到美固 1976年的 《外因主叔豁免法》第 16。3朵 6a)款 ,垓款肘
‘外目

”
作出如

下定叉:

“
外因回家

’,.⋯∞包括外因回家的政治區分單位或外國國家的机构或部

ㄇ
’.第 16U3奈 (b9款肘垓規定作了如下解釋:

‘‘
外目國家机构或部ㄇ

’
指

(1) 本身系革蝕的法人,社困法人或其他法人,和

(2) 本身系外目回家或共政治區分單位的机构,或其大部分股份或其

他所有叔利益月外目目家或其政治區分單位所有的任何其体⋯⋯’

在司法央跩中,美回法院在承扒國家机构作力圖象企ㄓ的地位方面沒有任何同題.

在承伏回家系其唯一所有者的企ㄓ力外因國家方面也不存在特別的田堆.

3 他非常感共趣地注意到已淡避遠一同題的委員舍委長的友言,特別是史先

生的友言,史先生逐提出了一今新的第 1﹁ 無之二 〔第 2∥ 5次舍以,第 24段 ).

毫元疑同,史先生的提案象有失送一同題的其他提案一祥,持力就垓奈款的內容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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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戶泛的一致意兄英定基砧.

4.塞普水籬送 .古鈇雷斯先生注意到,特別報告長的工作使委員套向送成林

商一致又近迸一步.他悅,他只梵及肘第 1至 ∥ 奈存有昇以的方面.

5 第 1奈是可以接受的,特別報告長村一放通避的垓奈來文未作任何朴充是

十分正确的.垓無案文的优魚在于何明扼要.

6.把第 2和第 3奈合力一朵合乎選輯,因力它們均涉及彼此相夫的用活同

題,而且第 3無的林題 (‘解釋性規定9)套引起某些爭洪.因此,他焚同特別報告

長在其初 步根告 中解決速 一 同題 的亦法 .然 而 ,村 提快 的新 的案文

(A/CN4/415,第 29段)需提出几魚意兄.例 如,第 1欺 (b9項 (2)目 的

措洞位更力精确,以避免可能引起的疑慮和混就.在西班牙悟中,可能有更道些的

措洞來表送mea〡眨araetosen句 erc︳ c︳ode︳as prerroga加aSde︳ poderp● b︳ ico’ 一

悟.逐庄村第 3款加以修改,以清楚表明它所指的是力公共目的而汀立的合同.

7 思管他在原則上螢同力第 4朵第 1款提出的新案文 (同上,第 5U段 ),

卸扒力把它放在草案中央狋上沒有必要.馬希名先生在上次舍以上肘遠一同題表示

了一些疑慮,村此他有同感.

8 第 5奈一幵始的保障奈款是必要的,因力在一些情況下,溯及既往可戶生

有益作用.如旡保障朱款,一介在其領土上正在送行与其所不承扒的豁免有失的拆

忪的鍗的回就仍必須遵守未來公的中規定的制度.

9 至于作力裕免制度中夫健性規定的第 6奈,他螢同前几位友言者及特別技

告長的意兄,即盤于方括咢內的措洞所戶生的同題,位持其刪除.特別根告長在其

第二次報告 〔Aˊ cN4/422和 Add﹁ ,第 17段)中作力可能的折哀亦法提出的

新的第 6奈之二所戶生的同題多于它所解決的同題.         一

1。  他支持沒大利工提出的夫于在第 9奈中用
‘
法院地回

’
和

‘
外國

’
的措洞的

建洪,焚威特別報告貝提出的新呆文 (A/CN4/●●5,第 99段),垓案文比一滾

通迪的案文更力筒明扼要.

●●.他變同在第 8紊 (e9款 中的
‘
方明

’
一洞前加上‘正式和半面

’
几介字或

其他同火洞的建洪.此外,力更加明确起兄,引言中的
‘
事項

’
一洞座改力

‘
爭端

’
.

12 他逐支持特別叔告長提出的新的第 9奈案文 (同 上,第 1UU段 ),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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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款錯尾的
‘冬早

’
一洞村一項法律文串而言迪于含糊.起草委長合元疑可找到

更好的措洞.

﹁3.肘第 1。 紊提出的新的第 4段案文 (同 上,第 1。9段〕是可以接受的,

它使垓奈款更加兵体.

14 第 11朵必須明确解釋‘回泉企ㄓ
口
的概念并庄同車未的其他規定保持一

致.肘第 η款提出的修汀案文 (同 上.第 12● 段)是可以接受的.但需作些修

改.然而.他不安同提以的新的第 1﹁ 無之二 〔同上,算 ●22段),因力分南的回

家財戶的理梵尚未得到所有回家的承扒.委長舍如想保伊某些回家的板利,特別是

第三世界回家的叔利,就必須深入申快速一無款.他必須更仔細地研究巴本甜戈夫

先生91第 11朵之二 (上文第 1段)的提案,才能就此作出決定.

15 最后,他建洪把第1至 i● 朱車集送交起草委員舍.

16.錫正姆先生肘特別報告長表示焚物,并悅目前他不想梵及已銍洋幼甘淹

避的原則同題.相反,他只想就一些紊款草案友表几羔意兄.

19 他螢同第 3無的措洞,但是,考慮到某些回家興行的公法制度,他希望

垓奈列出各种回家匿分單位,特別是有板力行使主杈杈力而行功的行政區分單位,

如最小行政匡、部等.至于合同的特魚,他指出,合同往往是根据共性辰加以界定

的,但他可以同意使用目的概念.然而,國家必須明确說明遠一羔,因力遠方面的

原Jll是 以合同的性辰力主.

18 夫于第4奈,他悅管轄豁免与外交豁免之同有重大匠別°后者与外交取

能相耿,并有吋同限制,它 同管轄豁免有性辰上的匡別.它 的目的也不同,即保怔

外交取夯的自由行使和确保外交人長的狂立及執行其任夯必不可少的自由.它 自然

也涉及到管格豁免,但遠种豁免是喵吋性的,只在外交人貝執行其取分吋村其提供

保伊.管轄豁免同回家主根本身相耿系:它是永久性的,不依政府的交更而交化°

因此,第 4朱不必要地涉及到某些同題,甚 至可能引起混孔.例 如,力什么要垠

到与同題元夫的國家元首的特叔和豁免呢?最明稽的做法是刪除本無款.

19 他在淡到第 6奈吋悅,他不想就豁免是否屈于固豚法原ill遠一同題重新

幵始理淹性,而且央怀上是陷入了值局的甘梵;他傾向于只淡央怀鬥題.在遠方

面,委貝舍必須牢圮,各回一直在殶法尋找最便利和最具体的亦法水解決其美系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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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出現的同題,而且是在肘等的基砧上遠祥做的.方括母中的措洞含糊不清,可

能手致意兄分歧.刪除速些措洞將与卒元妨.

2。  第9奈也屈不必要,而且其杯題令人女解.此外,看一下垓未文所包含

的內容便可清楚,第 3欺指的是一目的
‘
机夫

’,而‘
國家

口
一詞已在前面的某一朵

中得到界定.

刉 他肘第●
。
無提以的新的第4放 〔A/CN4/415,第 ﹁°7段)的含〤

不甚明确.力什么要村反坼的數量加以限制呢?要求兩种坼忪要求之同存在法律夫

系是合乎選輯的,但阻止一日提出比另一有失國家更多的坼忪要求則屯元道理.他

提到遠祥一种情況:某不法行力肘甲回和乙固造成不同數量的韻害一一甲目所東受

的頡失大于乙回一一而甲回卸被禁止正式提出要求在數量上超避乙目的朴救的反

坼,未要求肘共所遭受的掘害迸行朴僸.凡戶生送种效果的規定必須予以刪除.

22 提坡的新的第 11奈之二 (同 上,第 ﹁22段)引起了一些他尚元足銘吋

同考慮的棘手的原則同題,特別是因力提洪的各逸未文,尤其是史先生的提未尚未

烽成法文.因此,他哲不村送一同題表示悉度.

23 恩詹加先生說,特別投告長以各因政府的坪站和意兄力基砒,肘一放通

避的各奈草案提出了瀣避改迸的案文,速持村委員舍的工作犬有助益.他尤力感甜

特別根告長村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裕免概念的演交及銫肘豁免和有限制豁免理站的

法律基砒送行的理梵性分析.思管在二凌吋不宜肘管轄豁免的基瑚展幵‘理淹性
’
辯

站,但他希望指出,他汏力特別根告長援引的判例法、目家央成和回家立法并不能

力他在第二次根告中所下的錯梵提供法律依括,速一錯淹是:

‘⋯⋯免村豁免理淹逐漸址位于有限制裕免理梵.因此,現在似乎沒有哪

項刁慣固狋法的現行規則自功要求一日普遍給予其他因家管搖豁免⋯⋯’

fAˊ CN4/422和 Add1,第 4段 ).

24 特別拫告長所群的案例 (同 上,第 7段和第 8段)都是相些近期的例

子,如美利坐合八固回夯院的
‘
塔特信函

’(1952年),菲律其海軍上將來 (1995

年)和德因丹友回家扶路公司案 (1953年)等,但它們都取自世界的同一部分,

即西方工ㄓ化回家.他所引用的國內立法也是較新的立法:1976年的美囝《外圍

主杈豁免法》,1978年的琺合王目《回家豁免法》,以及新加坡 1g,9年 的、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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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 198i年的、南非 1981年的、加李大﹁982年的和決大利工﹁985年 的爽似

立法.如有任何E別的活所有道些法律案文都可被扒力背南了免村豁免規則,而銫

村裕免親nll錴鐓得到回杯社舍銫大多數成長.其中包括友展中國家的支持.他明确

駁斥了GM.巴德 1984年在題力 《目京裕免:分析性和預測性現魚》的著作中表

送的,并由馬希身先生援引的現羔 〔年 2● ●6次舍快〕,即正非法律林商委長套螢

成有限制裕免理站.中央是,孩委貝舍在其 ﹁985、 ﹁986和 ﹁987年的三屆全洪

上戶泛忖淹了它汏力由于美國《外回主板豁免法》承扒城外竹轄而肘回家的管格裕

免造成的元理侵害.此外,1983年召幵的垓委貝套成長固法律碩同舍快甘淹了美

目1976年的 《外目主根豁免法》,送些碩同得出遠祥的錯站:整于回家央踐存在

的分歧和日漸增多的制訂回家立法來限制豁免的赹勢,委員套最好肘有失遠一同題

的法律送行編集,以便肘執行主叔豁免規Jll建立統一做法.

25.他在村朵款第一部分 (早言)友表汗淹吋悅,他螢成特別根告長夫于把

第 2奈 (用 悟)和第 3紊 (解釋性規定)合并力一無,即題力
‘用悟

’
的第 2奈的

建快.至于肘新的第 2奈第1款 (a)瓨 中
‘法院

’
一洞的解釋,他指出,在一些目

家,司 法取能透包括法院以外的回家机夫所行使的取能.特別報告長可能愿意考慮

1985年淡大利工 《外固回家裕免法》中村垓洞所下的定火.垓法第 3部分規定,

法院包括法庭或其他具有或行使司法取能或杈力或失似司法取能或叔力的取能或杈

力的机构,而元淹共名林力何.

26.位發切特別根告長力确保
‘
商ㄓ合同

’
一洞不包括力公共事ㄓ迸行的政府

交易而作出的努力,速种政府交易央廣上居于主杈行力,必須盤撲事有豁免.新的

第 2奈第 3欺 (A/cN4/415,第 29段)村一洪通道的未文 (前 第 3朱第 2

啟)迸行了改造,因 力它規定要逼用兩介杯准:合同的性辰和合同的目曲.但是,

垓款的草案規定只有在
‘
有失國家之同的回沶怭定或各方之同的半面合同規定合同

用于公共的和政府性目的
’
吋,目 的林准才予道用.他汏力,速是村使用目的林准

的迪分限制,因 力即便沒有明确規定,某些交易,如在出現水文,央行緊急救洴或

幵展免疫逐劫時送成的交易昱然扁于力了公共目的.

27.在淡到草案第二部分 (一般原則)吋,他悅,支持免肘管轄豁免理梵的

人和支持限制管轄豁免理站的人都汏力在速一同題上存在看基于回家主杈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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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憤規范.在一介以不同社舍、銓游和政治制度力特征的世界上,如果每一日泉

都不失吋机地肘其他回家在其領土內迸行的合法活功央行管轄,Rll國家同便不能保

持和湝的夫系.因 此,委長全必須提出口求豁免的基本而帶有限定性的原Rll,并确

保垓原則的普遍适用.遠一原則不位受所渭
‘
一般回狋法有夫規則

’
的限制.因力速

些規則即便存在,也是不明确的.因此,他玖迎把第 6無 (回 家豁免)方括母內

的字祥刪除的提案.瀣此修改后的垓奈軟按規定一介制度,速一制度并非但死的或

一成不交,它 的執行方式粹是第 28朵第●放規定的不如歧視方式,并以第 28奈

第 2放規定的肘等原nll力基袖.逐可規定根括具体林定在地區或分地區范日內央

行的特別有利的制度.

28 然而,他告城不要根据村等原則和肘速些奈款的有限執行建立多种制

度,而特別報告長提出的新的第 6奈之二 (A/CN4/422和 Add1,第 ●9段 )

就含有速种危險.他汏力,垓奈持尸重妨時制訂回家豁免的客現杯准,因此,他反

肘垓紊.委長套所商定的回家豁免的任何例外均立在車未第三部分中加以用明;將

來有必要規定的任何例外可列入修訂未來公的的附加以定#中 .

29 他可以接受特別根告長村第 7奈 (其行回家豁免的方式)提 出的小侈

改,其中包括分別用
‘法院地圖

’
和

‘
外回

’
代替

‘
回家

’
和

‘
另一日

’,以及俏化第 3

款.他逐支持特別拫告長提出的新的第 8朵 (e9項的案文 (A/CN4/引 5,第

93段),新案文強琱了特爭端提交些地管轄的自愿性.

3。 他也可以接受肘第 9奈提出的未文 (同上,第 1。U段),垓朵的依括是

事先參加拆妐即默示同意行使管轄的理淹.然而,他扶力特別技告長在下迷情況下

村垓規則加以限制是正确的:垓回在采取与案情央辰有夫的步驟后方了解括以提出

豁免的事央.因 此,他焚同以1972年 《歐洲回家豁免公的》第 3各第∥款力基

砧村第 1款 (b9項提出的朴充.

3●  他希望特別扳告長肘提快的新的第 1。 無第 4款 (同 上,第 1。7段)作

一些解拜.元梵怎么悅,垓朵的措詞泣加以改造.

32 他汏力,在 目前阱段忖站車未第三部分林題 (因 宗豁免的 〔限制〕〔例

外〕)的逸捧同題是徒旁的.一旦就不泣援引回家豁免的情況的种共和性辰送成令

人滿意的妥林,采用
‘
限制

”
一洞逐是采用

‘
例外

’
一詞的同題就旡夫宏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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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至于第 11朱 〔商ㄓ合同),他扒力,按照尸格的界定,商ㄓ活功屈于八

卒畏易或商ㄓ的外固不位援引回家豁免以排除法院地日管轄的領域.冬管他攻迎力

第﹁放提出的新朱文 (同 上,第 ●2● 段),但 由于在決定因素是合同坤結地法、住

所地法,遜是所在地法遠一同題上可能戶生意兄分歧,執行
‘回杯私法道用的規兵!’

持存在共豚困堆.正如一些政府建快的那祥.在垓朵中列入一項有失商ㄓ合同与法

院地圖同的管特殊系的規Rll或汻更好一些.此外,第 2放 (a9瓨逐位包括固家与

目豚鈕釩,如囝杯併市基金姐欽、世界銀行和非洲友展銀行等帥錯的金融和商ㄓ怭

定.

34 夫于提洪的新的第 11奈之二 (分南的固家財戶)(同 上,第 π” 段),

他悅,思管特別根告長想以炅活而公正的方式兼碩不同社舍和絰洴制度的愿望可

嘉,但一介人們普遍接受的現魚是,享有草狂法律人格的因家興易机构既不垃謀

求,也不位接受豁免.思管史先生 (第 2● ●5次舍以)和 巴水甜戈夫先生肘社舍主

叉回家中遠美固家机构的逐特情況作了解釋,‘分南的回家財戶
’速一概念肘汻多人

仍然雅以理解.而且
‘
分南的

”
一洞本身就欠妥.他想指出,在大部分友展中回家都

有失似的机构,它們有草狙的法律人格,且財政狙立,遠共机构將沒有女格要求固

家豁免,自 家也不庄代替它們受到起拆.因 此,‘分有的回家財戶
’
的概念和第 11

奈之二的行文需要迸一步澄清,因 力豁免的同題可能与被坼忪方的同題混淆起來

了.位垓田明,在垓無所涉情況下,法院地目的法院特有杈肘一日家企ㄓ,但不是

垓日本身提出坼忪要求.史先生提以的措洞 (同上,第 24段)是村特別根告貝提

出的案文的改造,但力明确起兄,或忤最好特第 1款中
‘除非

’
改力

‘
如果

’.他逐

感到巴休甜戈夫先生提洪的措洞 〔上文第 1段)非常有趣,但他怀疑第 3款是否

其有必要.

35.他女同特別根告長刪除第﹁2無 〔店用合同)第 1放中
‘而且适用垓另。

目央行的社舍保險規定
’
一悟的意兄.但是.他并不快力可以刪除第 2款 〔a)項

和 (b9項 ,因力它們涉及已得到确扒的固象豁免情況.

36 他怀疑第 13紊 (人身仿害和財戶頡害)規定的例外在原則上是否可以

接受.遠方面的司法裁決較力罕兄,他并不信服遠祥的梵魚,即 回家的尊尸持不合

受到非堆,因力在多數情況下,保險公司將滿足村人身作害的索賠.常有人悅,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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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村由于外目的作力或不作力而道受人身仿害或財戶頡害者送行賠僕是不公正的:

速是一介強有力的梵魚.然而,村外交人貝造成的頡害也可送祥悅,忕力位肘回家

的代表共行外交豁免,但拒免給予囝泉本身同祥的裕免是十分怪昇的.然而,速祥

悅并不等于排除女任.造成人身仿字或財戶拍善的作力或不作力可构成因狋不法行

力,行力目位根括回狋法肘此承拉女任.正是基于送一庶,他支持特別根告長增加

第 2款的建以 (A/CN4/415,第 143段 ).然而,盤于垓敖所途原則普遍道

用,垓規定最好反映在專言中.

37 第﹁4奈根据已牢固确立的法院地回在財戶的所有扠、占有和使用卒項

中享有主根杈力的原則,規定了豁免的一介例外.然而,他螢同亦耿政府的意兄,

即第 1款 (c9項
、ω)項和 (e9瓨甚至可以在財戶与法院地回之同沒有任何耿

系的情況下力外目管轄打幵大鬥.因此,他支持特別根告貝刑除速几項的建洪.

38 第﹁5奈 (寺利、商杯和智力戶叔或工ㄓ戶杈)是第﹁1和第 14朵的甘

展.遠一紊草案患的未啡可以接受,他支持特別根告長的如下建快:位在坪注中悅

明,‘其他任何爽似形式的智力戶叔或工ㄓ戶杈
’
包括新种共的智力戶叔,如有种者

的杈利.

39.他汏力第 16奈 (幼稅事夯)也是可以接受的,但須在坪注中作出如下

解猙:垓紊不道用于用于外交或領事目的的回家財戶.他村第 19奈 〔參加公司或

其他集体机构)不作坪梵,因力必須推定,決定參加法院地目的公司或商ㄓ机构的

回家已豋接受垓目的管轄.

4。  他犬致上女同第 18奈 〔回家扣有或回家絰菅的狄事商╨活功的船舶),

但汏力特別報告長夫于狄第﹁和館4款 中刪去避去不新引起爭梵的叫
=政

府性
’
一

洞的建快將村管轄豁免造成尸重侵害并將阻磚件多友展中國家的努力,迸些回家正

在努力建立回家航迋公司不伙伙力了商ㄓ的目的而且把它作力回家的一項政策.

41.他板力主強在起草第●9恭 (仲裁林定的效力)耐力行遠快,因力垓無

就法院地目在仲裁中的監督作用規定了一項豁免例外.些卒方通常都逸摔仲裁,而

不是司法程序,因力仲裁市省吋同和安用,它們不依可自由逸摔仲裁長名單,逐可

自由逃摔道用的法律.如隨后要求法院肘仲裁怭定、程序和裁決本身的效力作出裁

定,所有遠些优勢都持喪失.些然,可在仲裁怭定中明确禁止莍助于司法机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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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种朵款是否合法也可成力司法坼忪的原因.委貝舍或許至少位肘送种可能性作出

更加具体的規定.元淹如何,他不女同特別根告長夫于把垓無范固甘大到包括
‘
民

卒或商ㄓ同題
’
爭快的建洪.

42 夫于第 2。 奈 (固有化的情況)特別拫告長正确地指出,沒有人要求委

長舍就國有化措施的域外效力友表法律意凡.至于他本人,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

保留遠一奈,特別是因力一一正如泰目政府指出的那祥一一它与草案第三部分毫不

相干.

43 至于草案的第四部分 (夫于財戶免于強制措施的國家裕免〕,他悅,在一

外因法院村爭端的裁定中明示或默示放卉豁免并不一定等于放井回家財戶免于扣

押、沒收或執行的豁免,速是一介已得到确扒的回豚法原Rl1.垓原Jll甚至道用于奈

款草案中所考慮的豁免例外的情況.肘回家財戶共施強制措施將不利于和湝的回家

夫系,只 要第 2﹁ 奈田明送一豁免規則,就是可接受的.然而,他并不扒力垓規則

位有任何例外.任何強制措施都可能使回家同夫系赹于紫依,他汏力肘回家強制執

行法院裁決的最佳方式是通避外交渠道.些 然,一日可隨意在奈的或公釣中村強制

措施給予串面同意,但遠种同意必須是明确的.在符合遠一奈件的情況下,他支持

第 22奈 (村強制措施的同意).他逐支持第 23朵 ,垓奈升列了決不能村其執行強

制措施的財戶的种共.然而,91于第 1款中的
‘
非政府性

’
一洞,他靖各位委員參

考他就第●8朱友表的意凡.                       ′

44 最后,夫于草案第五部分 (染項規定〕,他大体上支持第 25奈 (缺席判

決),第 26紊 〔免于強制措施的豁免)和第 29奈 (程序上的豁免),但他保留根

据辯梵情況就遠些同題友表意凡的叔利.

45 凱西先生就第 12至 2。 無友表意兄,他悅送些規定的提法力安頂套提供

了找出使整介朵款草來得到各回更戶泛接受所必須的折東方案的机舍.他相信發貝

舍送到送一日林的努力不合失敗.

46 他女同特別根告長的意凡,即提到第﹁2朵第 1款中的規定
‘社舍保險

”

既元效力,也元必要,但他肘如保留垓紊,則 是否位刪除第 2款 (a)項和 (b9

項表示怀疑.根据特別報告長肘整奈草案,特別是其中那几項友表的意兄,有失案

文似乎有充分的根据,且旡含糊之赴.有人捏心‘
政府杈力

’
遠一用浯可能早致迪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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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其央其他朵中美似的用活也可能引起速种拉忱,不避何明扼要的汗注足以

排除任何模糊之赴.

49.夫于第 ﹁3無草案,他悅仔幻分析一下特別根告貝在他的初步根告

仈 ĆN4ˊ 4● 5)和他的第二次叔告 (A/cN4ˊ 422和 Add1)中 的眛迷便可

看出玝多破綻.例如,思管在●984年把垓朵的范目幼小到只包括交通卒故,現在

又建快刷除第二今領土限制,即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作力或不作力友生吋效于

法院地目領土內的限制.送堆道可以想象喝?交通事故堆道可以通道遇控或通信友

生喝?此外,堆道泉似乎設想的那祥,把不法行力月犬于固宗有兩介林准喝?一介

作力回家黃任的一般要求,另 一介Jlll力 第 13奈的目的而确定.如果是送祥,匠別

的基甜是什么?其后呆又是什么?垓奈遜引起了其他同題,特別是亦耿和德意志民

主共和因在評梵中所提及的同題.此外,特別拫告長汏力,委員合‘
位根括央豚上

迄今力止同刑事犯罪有夫的責任未例非常罕兄遠一卒央,重新考慮垓紊的范固
’

(同 上,第 22段).需要作出的逸摔似乎是或者拼大垓奈的范園 (正如特別根告長

正确指出的那祥,相 些一部分固家不合支持遠一亦法),或者粹垓紊范園明确限于

交通事故.夫于后一种逸摔,特別投告長也正确地指出,村交通事故持通逍保險解

決,因 此,它沒有多少央廣內容.元須列力車狂一無.整于速些元法肯定的因素,

他肘特別根告長提出的那一形式的規定是否有用表示強烈的怀疑.

48 至于第 14奈 ,他焚成特別擬告長刑除第 1款 (b9項 至 (e9項的建

快.至于第 15奈,特別根告長在解釋其其辰吋所使用的梵据十分有力.

49 他村第 16朵尚未得出錯站.一方面他在某种程度上女同史先生的梵庶

(第 2● ●5次舍快),另 一方面,他扒力如果垓奈的央辰可以接受,那么東西班牙提

以的那祥在垓朵中扑充提及兩介有失回家同生效的回狋林定是值得焚同町. .
5U 至于第 18無草案 〔目宗捐有或回家銍菅的狄事商ㄓ活功的船舶),出于

特別根告貝在其兩次報告中提出的理由,他 同志側去第1和第4款方括手中叫≒政

府性
’
一月.他逐扒力,提快的新的第 1欺之二 (A/CN.4/422和 Add1,第

26段 )有助于綜合意兄分歧,但須按就提洪的新的第 11朱之二商定的修改方式

送行修改.有一焦特別拫告長似乎有必要加以澄清,送就是他在第二次根告中扒力

第6款‘
位重新似汀,因力它可能被淏解力圖象只有在涉及有失船舶和貨物的銍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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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坼忪中才可提出一切抗辯措施、時效和女任限制:(同上,第 25段).而第 1款

和第 4款的規定寺鬥而精确地淹及有失船舶和什物的坼妐,很堆看出它如何舍戶

生淏解.根括特別拫告貝在其根告 〔同上,算 28-Bi單 )中提出的梵羔,他完合

女同不位在第 18無中增加有失弋机的特別規定的錯捻.

S● .同特別根告長一祥,他傾向于在第 19各 (仲裁林定的效力)中使用
‘
民

事或商ㄓ同題
口遠一用悟,因 力它比‘商ㄓ合同

’
一司更加全面.它不合引起同題,

因力提交仲我的同題持在怭定中确定.由于提交仲裁只有在汀立怭定的情況下迸

行,扒力第●9無的規定位垓受到以合同的商ㄓ性辰力基砒的例外的限制似乎是沒

有道理的.夫于是否象特別根告貝建洪的那祥增加一介新●●夫于裁決的承扒的

ω)項 ,奈件是它不庄被解釋力有放井執行的豁免的含火,夫于遠一同題,如果

上迷奈件明确耳入垓新增的案文,他將接受遠一定洪.

52 冬管特別技告貝在共振告 (同 上,第 41段)中提出的理由,他仍然汏

力第 2U無不位作力回家豁免的一項例外列入草案第三部分.甚至在特別根告長就

第 2U茶与第 15奈 (b9款之同的夫系所沒想的假定情況下,乙固音利局力甲固重

新須友寺利怔是否可根据第 15奈 (b9款使甲回在法院地日成力受保伊叔利的所

有者送一同題仍然不清楚.元梵如何,如果扒力第 2U紊的其辰內位垓列入茶款草

案,就庄粹其放在草案的第一部分.

53 最后,他指出,冬管送些朵款草案十分笈染,思管許多委真正确地忕力

村某些朵款濤要迸一步深入常洪,委員舍似乎仍在忙于錯束來款草案的二快.希望

委長套在今后的套以上李出又多的吋同肘最有寺快的朵欺迸行仞底的常以,然后再

粹其送交起革委真套;送祥它才能力起革委員舍提供更加具体的指專.

54 本努納先生首先村特別拫告長連循其國家的思想侍筑,以準些的方式思

量連免爭快,綜合村立立切和采取夯央方法表示了女切.然后他悅,他不想重新幵

始理梵性辯梵,速村起草一介旨在丸得冬可能多的日宗接受的公的來悅凡乎元夫紫

要.就一介已在不同回家法律制度的央跩和判例法中得到昱著友展的寺題而言,元

站如何也不可能找到通用于所有制度的理淹或基本原則.委長舍所能做的只是采取

夯央的做法,提出一些折東方案,以滿足由于各因銍洴和文易夫系同日益增強的相

互依存而戶生的需要.它不庄碩及友送國家和友展中回家之同的匡別,倒庄考慮力

——
346—

—



量均衡及不同程度的力量肘它正在似汀的速些規則所戶生的影晌同題.

55.根据作出的決定,他 日前仗限于村第 1至第 11奈友表意兄.大于速些

無款,他發同特別根告長提出的大部分起革方面的改造志兄.

56 特別報告長建洪把第 2和第 3奈合力一無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他肘在

回家定人 中包括回家代表 (合 并的新的第 2朵 第 ●放 (b9項 〔●9日

仈/CN4ˊ 415,第 29段)中就是送祥做的)是否明潪表示怀疑.‘代表
’
与

‘
被代

表
’
之同的匡別是一介根本的厎別,垃避免特固京的裕免与回家代表的豁免,如外

交裕免和領事豁免混力一淡.

59 夫于与商ㄓ合同的定〤有夫的新的第 2無草案第 3款,他變成保持合同

性廣遠一客現林准,若速第一林准不移充分或不道用,再提及合同的目的,作力解

釋性的附加因素.提及有失回家之同固豚怭定送一假沒情況是屯元意〤的,因力如

果存有速种怭定,法院在任何情況下都套予以考慮.此外,合同中可以含糊地提及

公共目的而并不改焚其鈍商立性炭.然而,如果一介固家正在行使其主叔叔力 (速

种板力超出普通法律的范日),它 可同其合同些卒方商定特有夫速一內容的規定列

入合同,因 而明确享有管轄豁免.

58 他安同其他几位委長夫于刪除第 6朵方括景內字祥的意兄.委員舍不能

一方面給予,另 一方面又收回;它不能用明豁免的法律規則,隨后又提及
‘
一般固

妳法的有失規則
’(速些親Jll央 隊上不避是每一日家在其自已的法律制度內界定的

規Jll〕 ,因 而使豁免規則喪失央辰內容.特別根告長在其口共介紹和初步根告

(A/CN4/415)中 正确地承汏了遠一事央.西班牙提快在專言中提到一般因拆

法,如果納速一定洪,就等于把爪前Π扔出的來西又爪后Π拾回來.在政治性的央

以或宣言中可能有理由作出遠种妥怭,在公的車未中Jll不行.

59.新 的第 6奈之二 〔A/CN4/422和 Add1,第 19段)是特別技告長

根据保留和反村保留的法律技巧以妥怭方式提出的,它 旨在使各目能姼提出新的規

定和例外,即便遠些規定和例外并未列入公的,也尚未波判商定.他扒力,速种親

定持破坏草案的平衡,改交其整介錯构,不供不合确立一介普遍制度,反而可能戶

生大量各种各祥的灰迪共踐.第 6恭草案之二也未考慮到他已提到的力量均衛同

題,換言之,也就是沒有考慮到最強犬的固宗可以施加瓜力迫使其他固宗因害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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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其銓蓱友展所需要的合同而接受速些國家的保留.因此,元淹特別拫告真的建

以出于多么好的用心,他也不能接受.

6U 夫于第 1。 朵:他扒力遺憾的是,特別報告見根括泰目的建快提出新的

第4欺 ,旨在再用一介夫于坼松和反拆效丑的奈件限制豁免.速是完全不能接受

的,因力一日只有提出在教士上超道主拆的反拆,才能阻止法院申理某一同題.正

如錫正姆先生所悅,規定拆忪屆同一性廣,有共同一事共和基于同一法律夫系就足

以了.

61.夫于草案第三部分的杯題.他肘方括早內的措司并元偏向.他呼吁特別

根告長友捍想象力和夯央精神,以便找到思可能中性的洞,并悅他愿在速項工作中

助一臂之力.

62 最后,提以的新的第 11朵之二 (A/CN4/415,第 122段)反映了

某些回家夫注的同題,因 此庄受到玖迎.然而,他汏力目前的案文令人元法接受.

它所設想的情兄是先粹的假淡;所提及的企ㄓ是不合被授叔代表回家訂立合同的.

如果此赴的目的在于引入一今保障奈款 (汏表面上看,持送种朵款放入第 3朵較

力道宜),可 以采用德意志民主共和目的建以,在共于用活的那一無款中洋知悅

明,力本無款的目的,与私人自然人或法人受到同祥寅易法規Jll和文夯限制的回家

企ㄓ,不位被扒力代表國家行事.然而,如果各固肘速种亦法感到不滿意,他不反

肘按照史先生 (第 2115次套洪,第 24段)和巴水謝戈夫先生 (上文第 1段)提

出的案文,通道一項新的規定.

63 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悅,建立似洪中的制度需要采取一种較少教朵、

較力夯共的方法:遠种方法是以如下原Jll力 基袖的:

64 第一項原Rll是 ,有必要在固隊夫系中保妒各固及其机构的主拯裕免,其

中包括球邦回家的組成部分及其机构的主叔豁免.

65.第二項原則是,必須确保商ㄓ交易一一即用金找胸共貨物和服分的交易

一一所引起的分歧和爭洪位月艮瓜于履行合同的叉夯戶生同題吋所赴的法院地目的法

律和法院.

66 第三項原則是,在确定何力商ㄓ合同時,不仗必須充分注意合同的性

辰,遜須充分注意交易的目的,同 時合同的性辰要根据具体情況和事情的來尤去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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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理解.

69 第四項原則是,如果法院地因和外目迷成一項承放合同的目的力公共曰

的.而不是商ㄓ目的的林定.即便是用金伐灼妥倚物和服夯,垓合同所戶生的任何

分歧和爭以也須通避兩回同的淡判和林定解決,因力私人些字方的叔利和利益是由

法院地回代表的.在送科情況下,垓外因作力村它所字受的管特裕免的一种回技,

有火夯使同題得到法院地目感到滿意的解決.

68 第五項原Rll是 ,必須找到必要的折東方案,以便使無放車來得到戶泛接

受,使委員全能移成功地建立一今持給目狋夫系和交易帶來穗定与安全的、能姼荻

得普遍承汏的法律制度.主枚豁免法最近達到公汏的少數目家的攻缶,送种攻苦以

日內法和司法裁決的形式出現,一些人工板力把送种回內法和司法裁決悅成是代表

法律現狀,至少构成因狋法逐漸友展的基袖.必須通道建立一种明确而全面的,以

林商一致意兄力基拙的因隊制度來遇止送种用草方面的解釋來影晌所有回家的法律

主你的走勢.

69 在提快的新的第 2奈案文 (A/CN4/415,第 29段)中 ,‘法院
’
和‘因

家
’二洞的定火似乎己引起一些鬥題,因 此最好避免使用堵如回家

‘
政治區分單位

’

和
‘
机构或部ㄇ

’
一共措洞,送种措詞戶生的向題昱然多于它們所解決的同題.如果

在泙注中适些強惆需要充分注意合同的目的,第 ●款 (c)項 中
‘
商ㄓ合同

口
一詞的

定火是可以接受的.他逐支持第 3款 ,理由同他在一般性坪淹中所悅的一祥,逐

因力垓款有助于送成林商一致.

9U 第 3奈的規定的确位納入第 2朱 ,但第 3朵第 2款含火不明,因 此全招

致一些批坪.此楚所涉及的一般規則是,如在垓外目的央跩和政策中,一項活功被

汏力是商ㄓ性的,垓固則不位在涉及同一美活功的坼忪和反拆中謀求免于法院地回

法院管格的豁免.送是一項公平規則,不容反梅規則,甚至是一項村等規Rl1.要么

直找了些地用明遠一規則,要么力促成怭商一致刑去第 2軟.特別拫告長力新的

第2朵第 3款提出的未文涉及的是一种不同情況,不能代替第 3奈第 2欺 .

9●  第4奈也戶生了一些同題.他汏力,元笯在夫于主叔裕免的朱款革集中

涉及外交豁免同題:速是兩介全然不同的領域.在專言中一般性地提及編朵外交和

飯卒法的有失公的承扒的豁免就足姼了.第 4朵第 2款 中提到的豁免不伙庄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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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元首,遜位給予政府首肺和外交部故.在送方面,他不安同特別報告長含糊其

洞的做法,特別報告長在初步叔告中悅,送些持叔都是
‘根括回豚札迸而不是根据

既定的目杯法
.蛤

予的 (同上,第 49段 ).

72.位八文字角度和央辰內容角度重新研究夫于不湖及既往的第 5朵 .送里

涉及一介何車的概念:如果朵欺草案在某些地方包括或反映了有失申以中寺題的刁

伍回怀法原則,速些朵敖甚至适用于在共通越前已友生的情光一一否則,它們的道

用就不能湖及既往.遠一羔必須田明.此外,別去年 5茶并不合造成任何柏害,

因力在通常情況下,一再怭定或公的都只是在生效后才在些卒方之同予以央行,遠

不影晌其中所我可憤目坏法原l)l的央行,但 以速些原Jll未被改交力限.

73.第 6紊 中方括手內
‘和一般固豚法的有失規Jll’ 一活位刪除.每 些委長舍

肘一項規定是否能被接受感到某种怀疑吋就提及那些
‘
有夫規則

’,遠不是一种健康

的做法.采取遠种亦法只表明各目同未取得一致意兄,并舍促使戶生各种不同解

釋,送是与建立一介普遍接受的制度的目杯相悖的.此外,正如西希与先生 (第

2● ●6次舍以)所解釋和喀表隆政府指出的那祥,在 目前狀況下,目 杯法支持回家

主叔豁免的原則,仗允許有限的例外.

74 提洪的新的第 6恭之二 (A/CN4/422和 Add﹁ ,第 17段)未起到

任何有益作用.它 涉及一种特殊情況,遠使人耿想起夫于不歧視的第 28朵第 2款

所提到的肘等情況.同題在于恭款草案是否位規定和承扒特別制度.

75 他也不能肯定第 7恭是否其有必要.它似乎重笈了第 1和 第 2無的規

定,并只田明了已銓昱而易凡的來西.元站如何,它現在的朱文戶生了如何解釋的

同題;位象決大利工政府建洪的那祥,村垓奈加以重新中洪并予以錧城.

76.第 8朵 沒有引起重大同題,他 不能肯定按照特別報告五的建洪

tA/CN4/羽 5,第 93段)修改 (c9項是否必要.特別報告長依瓜墨西哥政府

的意兄提到 1969年 的《籬也納朵的法公的》第46無是非常道宜的.

97 他同意第 9無 ,沒有大的昇洪.但是,位牢圮墨西哥政府就第 2款提出

的意兄.的确,一介回家力保伊其回民只是在一介司法机构出庭并不意味著它放井

了豁免.

78 至于提洪的新的第 1° 奈第4款 (同 上,第 1U7段 ),他悅,一日一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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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特,就不位能移以垓規定中提出的理由排除司法解決的逸摔.

79 至于提快的新的第●1朵之二,史先生 〔幻﹁5次套以,第 24段 )和巴

水甜戈夫先生 (上文第 1段)提出的來文值得充分注意,因力它們更明确地阿明

了分南的囝求財戶所包含的內容.

8。 友卡弗里先生悅,在逐一迷及各朵革未之前,他想先犬致熒一下二快所

遊循的方法,及特別報告長在其第二次報告 (A/cN4/422和 Add1,第 2至

第π9段〕中友表的一般性坪站.

81 委員全的二決工作是在前任和現任特別報告長及大部分坪捻貝都巳汰氓

到以下速种超勢的情況下升始的,送就是村回家可援引管轄豁免的情況加以限制的

趙勢.此外,正如巴水甜戈夫先生表明的那祥,一些回家正在肘共絰游送行仞底的

緒构淍整和叔力下放,并在加強在世界市切上同其伙伴的夫系.一些ㄞ來堅持免村

管特豁免理淹的回家正在重新考慮它們的立切.所以,在避去凡年中,出現了一些

几乎可林力大交革的卒杰友展,其落力足以八根本上改交管格豁免方面的因家央

跩,不逍速种情況是不合突然友生的.

82 盤于上逑原因,委貝舍村紊款草案的二快所采取的方法位基于兩种考

慮.第一种考慮:委員舍的工作杰皮位比通常二快.I更加申懷耐心:沒有理由急于

求成,速項工作迒迒沒有結束.第二种考慮:正在申以的速一領域的法律赴于不斷

交化之中,甚至在有失無數草案的工作錯束后逐可能雞換友生交化:例如,美利里

合猋目剛剛通避了肘其﹁976年 的《外回主杈豁免法》的修正案.因此,草案必須

力管轄豁免法的迸一步友展留有余地.送些考慮使他得出如下錯站:委員舍不位避

于匆忙,目 前位集中忖站第 1奈至第 1● 朵之二,把草案的平衡鬥題留待下屆舍洪
j-︴║梵.

83.逐是夫于二決申快車未的1.● 題,特別根告長正确地指出,委長舍必須努

力制汀一項新的多迪林以,以便可龍
‘
琱和國家豁免的央行和不央行引起的主叔利

益沖突
’(同 上,第 3段〕.速率竟是犬舍靖委長舍若手送行送一寺題工作的主要

原因.由于豋洴制度的不同和第二次世界大找緒末以來回家興易的增加,在一日及

其机构在何种情況下免于另一日法院管轄的同題上不新出現爭端.思管道种爭端常

常是在卄划銓洴回家 (通常力被告)和市切篷游回家 (其公民通常力原告)之同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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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也影呴到友展中國家,因 力它們的許多與易都是通避國家組扒或企ㄓ迸行

的.所 以,采取板端方法肘哪一方都不利:或者使私菅企ㄓ不愿与回家央体打交

道,或者囝寨不愿面喵在其他國家受到拆忪的危險.与此相反,倒有必要努力央現

特別根告五所提到的妥林.

84.他不想就有失送一同題的目杯法現狀展幵井站:他只想悅,ㄒ今元可等

辯的卒央是,越來越多的回家或通道立法,或通道判例法,允并在某种情況下在其

法院村外國提出起坼.冬管如咼希南先生 (第 日●6次舍洪)指出的那祥,悅被告

回沒有〺送种司法僧格的主救提出辯駁是不肘的,但也必須承快,堅持有限制豁免

方法的國家的央跩故期未一直是一致和統一的;因此,不能斷言悅,各國普遍承扒

或遵守一种有失國家偕轄豁免的統一規Jl1.些 同祥送些回家又是世界上資本、貨物

和服夯的主要供位者吋,共央踐的意〤及委貝舍工作的板端重要性就更力尖銳地成

力同題的焦焦.

85 夫于朵款草案本身,他悅,特別根告長建快把第2和第 3奈合力一栥是

正确的,但肘合并的第 2無 〔A/cN4/415,第 29段)需略加泙淹.‘主杈杈

力
’
一詞旦不十分理想,但 旨在反映法文中

‘
pv︳ssancepublipue’ 一詞的含〤.‘政

府性
口
一洞在回家黃任的同題中可起到有益作用,可是在管拷豁免同題中它所表送

的意思卸含糊不清:可 以等辯悅,甚至固象商ㄓ活劫 (管理叔行力)也是
‘
政府性

”

活功,因 力它們是由政府送行的,冬管私人也可有同祥行力.至于回家
‘
机构或部

ㄇ
’
是否位列入

‘
回家

’
的定火,可以悅,如不把它們列入遠一定〤,道用于目家的

例外就將不道用于它們:遠介同題值得委長舍造行扒其中以.

86.新的第 2紊第 1款 (c9項 中
‘商ㄓ合同

’
的定叉限制性避犬:它 沒有精

确地反映回家共域,并可能引起氓解.最好提
‘
商ㄓ活功

..然而,如保留第一种悅

法,nll須肘其下一片泛的定〤,就象第 1放 (c9項 〔B9目 那祥.

87 至于确定合同性反的同題,他按同特別根告真的意兄,即 一放通避的第

3泰第 2款缺乏客現性,使得它意困規定的例外交得屯元意火.特別根告貝在新的

第 2奈第 3款提出的修正是可取的,但仍有改造余地.力前后一致起兄,位使用

‘
商╨合同

.一洞,而不使用
‘
力出售或賄妥貨物或力提供服夯而汀立的合同

”
一活.

在法律文件中位連免使用
‘
sh° u｜ d’ (位 些)一洞,特別是在將列入用活定〤朵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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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中,位連免使用
‘
shUu｜ d’ 一月.

88 然而,逐有一介更力根本性的同趣:即便一項奈的或合同我有一項規

定.有失合同用于公共和政府性目的,速村垓合同的私人一方可能仍然不姼明确.

例如,在美固,1976年的《外因主杈豁免法》并不把合同的目的作力一今相失杯

准:法院只注意活功的性辰.一些囝京的其我也是如此.炎理速一同題的最好方法

是由些字各方根据第 11奈第 2敖 〔b9項規定交易戶生的任何爭破持不受司法管

特:遠釋一來,些字各方就不全存有任何疑忠了.

89.第 4奈提出了奈款車未与﹁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之目的夫系

同題.送是一介有趣的同題,但委員舍本身不垃肘此避于夫注.有人悅,無款草案

將早致一种异常的情況,因力同一行力可專致外交人貝所代表的目家受到管轄,而

其本人卸根据 1961年 的籬也納公的享受豁免.然而,送一情況可能并不象宣林的

那祥昇常.外交人貝享受比回家更多的保伊是可以理解的,理由很何草:不得不力

一項坼忪辯伊舍尸重妨時其履行取夯;另 外逐存在通避坼忪村其施加汪力的可能

性.最后,不位忘圮,﹁ 96● 年的籬也幼公的第 31朵第 1款几乎是村正在常洪的

奈款革集所我的一些例外送行了編朵.因 此,他可以女同特別拫告長提出的篷修汀

的第4朵第 1款的朱文 (同上,第 6。 段).

9U 第 6朵方括咢內
‘
和一般目豚法的有失規則

口
一悟位垓保留,以便力目前

趙勢的雞致友展留有余地.很堆將遠一短活放在車呆的其他任何地方.特別報告貝

逐提出了一介新的第 6奈之二 (A/CN4/422和 Add1,第 17段〕,還憾的

是,它似乎沒有送到預定的目的.例如,如果甲目作出一瓨虍明,在革未所列例外

的基砧上又提出一項例外,但垓戶明由于乙回
“
在三十天內提出反村

.而
失效,那

么,錯呆將是,甲 固由于知道可能出現的后呆而根本就不加入未來的公幼.因 此,

第6奈之二不是村草案的有益朴充.

91 草案第三部分的杯趣 (回家裕免的 〔限制〕〔例外〕)引起一介棘手的同

題,因力變成有限制理站的人想力一些超出無數草案的規定例外的回家央踐留有余

地.他想知道委員套是否可使用堵如
‘
不可在另一日法院援引回家裕免的情況

’
一共

措洞.

92 他非常螢同力第 11奈第 1款提出的新素文 (A/cN4/415,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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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特別是:‘垓因不得援引垓管培的裕免
’
一悟.正如若干政府指出的那祥,‘默示

同志
’
的理站可避升垓紊的意日.正如他已說明的那祥,提‘

商ㄓ合同
’不如提

‘商ㄓ

活功
’

.

93 提以的新的第 11朵之二 〔同上,第 ﹁22段)涉及抈有自已財戶的回家

企ㄓ的情況,垓奈很容易使私人方面面恪一介沒有+●教方法的合同.在達的的情99L

下,私人些李方只能肘固象企ㄓ.而不是回家本身提出起坼;因此,共狋上它所得

到的朴僕將受垓企ㄓ所掘有財戶效丑的限制.速意味若,打弊同一回家企ㄓ送行商

上交易的私人方面必須查清垓央体是否有足好的財戶展行共〤夯:速即便可能做

到,也是板力困雅的.逐有可能出現速祥的情況:回家力思可能減少本身受到的韻

失而沒立回家企ㄓ一一道就象一介公司可能沒立一介子公司一一但不給它們足姼的

炎戶未幵展ㄓ夯或履行〤夯.在送种情況下,法院可允件子公司的債叔人肘母公司

提出起坼,但速种扑救亦法持不可能肘一回家使用.速肘私人方面而言是一介陷

阱,草案位連免送祥做.

94 第●1紊之二逐存在其他同題,特別是
‘
代表國家

’
一詞的使用.目 家可

以通道其企ㄓ送行與易,但汏法律上排,速种企╨是
‘
代表回家

’
履行〤夯喝?如果

是遠祥,元站企ㄓ是否有分商的回家財戶,回 家將始終久有責任.在遠方面,巴本

甜戈夫先生提出一介案文 〔上文第●段〕,如果委長舍決定在草案中包括一介夫于

分南的國家財戶的規定,就位汏真常洪送項建洪.

95.最后,他提靖人們注意美目1988年 ●●月通逮的1996年的《外固主叔

豁免法》修正案.其中一組修正案涉及扣押八卒商ㄓ活功的外固船舶的同題;另 一

鈕夫于仲裁的修正案放兒了垓法中与強制執行仲裁裁決有夫的規定.

下午●時零 5分散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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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18次合洪

1989年 6月 14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

主席: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阿吉博拉素王、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巴你沃祥先生、

巴本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一

因非雷斯先生、弗朗西斯先生、科多耳先生、馬希与先生、友卡井里先生、恩磨加

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

生、勒泰先生、害庫幼斯先生、塞普水堆迷一古鈇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困

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揚科夫先生。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牧
)

(A/CN4/41U和 Add1-5, 1 A/CN4/415, 2  A/CN4/422

和Add1.3 A/CN4/L431,「 市)

〔洪程項目3〕

特別報告長的第二次根告(絞
)

二放常快紊款草案
4 (裝

)

● 科多耳先生肘特別根告貝清楚易懂和全面的第二次根告 (A/cN4/422

1 
特栽于 《1988年⋯⋯年整》,第二卷 (第一部分).

2 
同上.

3 
特載于 《1989年⋯⋯年鈭》,第二卷

4 
夫于案文,兄第 2114次舍洪,第 31

——3∫∫——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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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Add1)表示螢賞,他悅,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速一寺題的現央意〤元梵怎

么強調都不迪分,因力人們几乎每天都感受到它的影晌.多年來,送一音題的范圓

爪統治叔行力和管理叔行力兩大部分廿大到雇佣合同、人身妨害、財戶頡害、寺

利、商杯、知氓戶叔和工ㄓ戶叔以及納稅卒夯等其他領域.且然此种拼大并非什么

坏事,但危險是它或許套使回家面村外因竹轄八而受到煩扰的可能性增加.在遠方

面,他想提清各位委長注意美固法院最近裁決的●986年的殖民銀行坼海事和金融

志公司朱.因 此必須些心,不要使回家不得受外固管轄速一基本規則的宗旨受到毀

:l;︴ .

2 正如各固政府在它們肘奈款草案的泙梵和意凡中指出的那梓,未來公的之

目的是重申和加強回家管特豁免的概念,同 時規定出明确的例外情況.狀遠一現魚

出友,用 取能性或有限制豁免取代回家豁免原Jll不 仗舍肖1弱上迷基本規則的效力,

而且也舍專致法律上的不确定,在某些特殊情形下,甚至套妨磚某些回家央現絰洴

友展的努力。因此,委長舍庄采取特別拫告長在其拫告 (同 上,第 13段最后)中

提到的布朗利所主張的方針.

3 把政府的活功分力統治杈行力和管理叔行力的趙勢并非患是正确.例如,

冬管可以視蚼妥葑品力商ㄓ交易,但肘某些必須迸行此种灼妥的回家來悅,它就不

依仗是一柱普通的商╨交易了,因力它涉及到送介回家人民的健康和福利.他也不

支持所渭免肘豁免的理捻.央隊上他避免使用
‘免村

’
一洞,在他看來,沒有什么銫

肘豁免之事.基本規爪j很何草,即 一日免受另一日之管轄;如果委長全能使自已限

于遠一何革的規則,就可能減少由于必須在兩种苧派之同作出逸摔而戶生的因雅。

另一方面,因力商ㄓ原因,速一音題元疑受到了各种形式的瓜力,遠是令人遺憾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委員舍有責任力送一寺題解除速种汪力.方法之一是在林商一致

的基砧上制定一朵符合固防社套利益的甘轄豁免規則.力此需要肘有夫法律材料迸

行ㄏ泛的分析.在遠方面,他注意到一位支持有限制豁免苧派的飽苧之士巳斷定:

肯定不能悅人們已拋井了免肘豁免理梵而螢同有限制的主叔豁免.

4 可以明昱看出,俠有几介回家就奈款草案提出了泙淹.因 此必須肘更多固

家的現羔送行洋幼考查,才能將根告中未能反映出的利益和決定考慮在內.鈭于他

提到的厜力,不可能持回家法院已裁決的案例,甚至目家立法視作力速一青題的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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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然而,考慮各回現魚的方法之一可以是參考它們在外因法院提出的辨洞.

5 他同意第 1奈夫于本奈款范目的規定,但其后位立即是回家豁免的一般原

nll,以便利肘此寺題的理解.确 其如有的政府所建以,可以持木活的定〤和解猙性

規定合井力第 1奈,隨后是第 2無和第 3奈,分別站及車未的范日和豁免本身的

規Jl1.

6 特有失用活的第 2奈和載有解猝性規定的第 3朵的規定合并在一介林題

之下更符合遻輯,但將正在界定的求悟放入定叉本身就不合遻輯了,第 2奈第 1

款 (b〕 (1)中 的
‘
商╨合同

”
一洞就是如此.垓規定不清楚,需要起草委員舍加以

常查.

7 第 3奈第 2款力确定出售或殉妥貨物或力提供旁秀的合同是否屬于商╨

合同規定了一介放重杯准.它反映了回家共跩,在主強把合同的性辰作力唯一林准

的人和忕力目的也庄考慮在內的人之同送成了一种妥柲,因此是一介篷避仔細平衛

的奈款,庄予保留.

8 第 3奈第 1款中
‘
回家

’
速一木活的定火可以接受,但是把速介定〤限于目

家本身,只悅回家即有杈行使主叔叔力的央体雅道不就銘了喝?他汏力,特定火分

力机构和部ㄇ几美更好.例如,若要确定一特定部曰是否力政府部ㄇ,就需要琱查

垓目的先法安排 .

9 他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目夫于在第 3朵 中列入一介新的第 2款的建破

仈/CN4/41U和 Add1-5).明 确把元叔力行使主杈杈力而行功的法律央体排

除在紊款草案范日之外,是确定涉及統治叔行力逐是涉及管理杈行力的一介決定性

林准.

1U 他放迎德意志秩邦共和目的建快,即在第 4朵第 2款中加迷一款,表明

不受影晌的是裕免的种哭而不是回家管轄豁免.同祥也砍迎西班牙和破合王目的建

快,即有失特叔不依位适用于回家元首,也位道用于政府首肺、外交部長和南數人

士.另 一方面,人力回家元首和外交部故的特杈与豁免基于的是固豚札社的現蕉是

站不住腳的,其理由他不愿現在眛逑,但它或許就是淡大利亞建坡在第 1款 中加

上
‘
根据目怀法

’
字祥的理淹基砧.

11 作力整介草集中心的第 6奈位肯定外目享有不受法院地回法院管轄的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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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速一原則,然后明确說明垓原Jll的例外,以便任何查園未來公的的人些即就可

明白什么享有管轄豁免,什么不享有管轄豁免.遠祥一介朵款可重申所有回家一律

平等,使外圍政府能力垓日利益履行某些取能,而不必受到必須在外目法院力自己

辯伊的妨時,它遜可琱市所有与外固政府做生意的人的利益和合法叔利.然而,力

了避免任何模棱兩可,方括母里的字一一‘
和一般因狋法的有失規Rll’一一位予刪

除.保留速些字給人以草案不完整的印象,因而特使精心似汀一套夫于回家豁免的

精确規Rll的努力前功冬井.遠逐可能意味若免肘豁免理站仍然道用,他怀疑委長套

是否愿采取送祥一种僵像的立切.提快的新的第 6無之二 (A/CN4/422和

Add1,第 17段 )也套使遠种模棱兩可故期存在,因 力只要涉及垓規則,它使各

固就能姼自已去舍取.因此,重要的是明白元淏地味逑規則和例外,而不把同題留

給各固.

12 他肘第 7奈的杯題有些不安,速一杯題与其內容不符,因力第 1款夫于

如何央施固家豁免,而第 2、 3款則有失
“
一日法院上的坼松

’
措洞的含叉.如果保

留挑有杯題,他建洪把
‘moda︳ i● es’ 改力

‘modes’ ,意力方法和程序.第 2、 3款

也件位放在第 2、 3紊合并后的新奈款里,但若粹共留在第 7紊 ,他 Jll同 意決大利

皿的意兄,即位以不同的措掏表逑其內容.

13 他螢同下迷提洪,即在第 8荼 中作出一瓨規定,如果情況友生根本交

化,已 同意外國法院行使管轄的回家可荻得豁免.根据固內法,如果船只由于不可

抗力或情況友生根本交化而不能交貨吋,合同通常予以皮止.在奈款草案中列入速

祥一介但半不合有擷于它的措洞,只是反映出珧央.

﹁4 日銑草案第三部份杯題的爭捻令人遺憾,遠並然是由于免肘豁免和有限

制豁免理淹之同的分歧.然而,淡梵一無規Jll的例外是正常的,在管華豁免方面,

委員套的取杈要求它洋幻似汀一項規Jll并清楚地說明規nll的例外.因 此,第三部份

位垓用明速些例外,或忤在坪注中加以說明,遠并不意味看把一介或另一介苧派的

兄解編力法典.

15 夫于第 11奈 ,据悅,在涉及由商╨合同引起的到坋時,一日不得在因

垓合同引起的坼忪中援引管轄豁免.但是在央豚提交法院的到扮中一一例如,特俺

穗克斯興易公司坼尼 日利正中央銀行案 (1977)、 ‘︳c。 ng了eS° de︳ Pa而 id°
’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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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籬林登坼尼日利正中央銀行案 (1981)和殖民銀行坼海卒和金融患公司

案 (198U9一一同題迡比草鈍商ㄓ和非商╨合同之同的分歧筴染得多.乍看起來

似乎力商ㄓ性的合同可能并不涉及通常与商╨合同琺系在一起的盈利劫机.若一桂

交易的送行是在行使主叔叔力,則 回家位垓能移援引豁免.

●6 夫于第 11朵第 1款,即使行使管轄,也位視南ㄓ合同及共有失各方和

管轄固之同的領土朕系而定,以防止珅匕逸法院
’
或避分拼大國內立法.美國地區法

院村殖民銀行某的裁決就是速介意思,在第 1● 朵中位有共似規定.

17 他同意其他委員的意兄,即委長舍庄用足好的吋同仞底申以各無款,不

要匆忙持其全送交起草委員套.第 11奈之后的奈款所包括的范園一一如雇用、寺

利和智力戶杈一一是一些需要更仔細考查的新領域.委貝舍座些錯束其村第 11奈

的封淹,持前 11奈送交起草委貝套,在下一屆舍以上升始申洪其余的紊款.

18 迪並斯一因≠雷斯先生悅,特別根告長的報告含有大量信息,象他速祥

十分熟悉材料的人取得速一成就并不令人吃惊.目 的是分析收到的泙梵一一遺憾的

是伙有很少几回提出了坪淹一一并根据送些泙淹力二恢常以的紊款提出修正或新的

文本.提洪的修改大多依与措泀有失,垃 由起草委員舍研究.但提出的有些現羔切

中同題的要害,值得委員套适些考慮.

19 根据主席的建坡,他 的坪稔特伙限于第 1奈至第 11奈 .友卡弗里先生

(第 2117次舍洪)說得村,委貝舍不位含促行李,最好是將其他奈款留到下一屆

套以常以.到那吋可能套爪各回收到更多的坪淹.

2U 送一組朵款是絰避故吋同辯站之后送成的一介妥柲文本,在二旗幵始后

也位如此來看待。不能推新洗一种方法肚避了另一种.在提交泙淹的几介回家中,

的有一半是歐洲回家,即便它們也并不一致汏力 1992年 《歐洲回家豁免公的》与

委員舍的工作相夫.夫于豁免原則所位使用的林准,各目的意兄分歧很大.尚未收

到大多數非洲、正洲和拉丁美洲回家的意几,因此不可能狄几介目家已提出的泙梵

中得出最后錯梵 .

21 他可以贊同第 ●奈目前的耳法,但汏力豁免原Xll的 用途位与現在第 6朵

中的罔逑完全一祥.夫于用活和解釋性規定的第 2和 第 3奈确位分別合并力夫于

木悟和定〤的一奈奈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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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同祥 ,他 可以螢同特別技告貝肘第 4朵 第 ﹁款提 出的修汀案文

tA/CN4/415,第 5U段 ),但他同意錫正姆先生 (第 2● ●7次舍洪)的現魚,

扒力位些根据 1961年的 《堆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特別是根括第 31朵來常洪垓

無的含又.勒泰先生 (第 2● ●5次舍洪)引 用了前特別根告長提交的文本,就給予

外交官的豁免多于給予回家的豁免所具有的危險提出了吽多中肯的意兄.提出的情

況有失拍有領土管轄叔的目家的根益和第三目的豁免、特別是些第三目的外交官犯

有暗茶或同堞罪吋的豁免,送些情況均由夫于外交官杈利的規則所涉及,如固杯法

院在有失在德黑生的美甲外交和領事人貝一來
5 的判決中所确定的那些規則.

23 特別根告真正确地指出,肘第 5柔作出泙淹可能力吋述早:委員套位在

晚些時候,即二樣完成后再考慮它是否位予保留.

24 第
。
奈是整介草案的失鍵,它是在若干苧派之同送成的一介平衡的妥

林。括咢中的短悟位些刪除:正如本努幼先生 (第 2119次舍以)所悅的,一只手

扔掉,另 一只手又掠回是不合遻輯的.正如再希身先生 (第 2● ●6次舍洪)所指

出,用 1972年的歐洲公的力例說明目家央跩仍在友展的淹羔站不住腳.

25 汻多回家汏力,回家豁免是源于回家主叔的一項固隊法基本原則.奈款

草案的目的是現固目前的央踐,斌圈規定援引回家豁免的朵件.必須規定一些例

外,但不位強加一套最終舍使豁免原則元效的限制性例外.在一份旨在統一現有規

范和作法的草集中,位避免插入一些可能引起更多分歧、造成更多同題的含糊之

碎.

26 他支持特別根告長在其初步拫告 (A/CN4/415)中 提出的夫于第

7、 第8和第 9奈的建洪.夫于草案第三部分的林題,‘例外
’
一詞比‘限制

”
好,似

乎也更力精确.

29 巴你甜戈夫先生 (第 2● ●7次舍洪,第 1段〕和文先生 (第 2● ●5次套

洪,第 24段)肘新的第 11朵之二提出的案文都有一些值得申洪的內容,可能有

助手改造措洞.他保留在得到遠些提洪的西班牙文本后逮行送一步坪梵的杈利.

28 最后,他愿再次感甜特別根告貝,感謝他的杰出根告、他村各目坪淹的

5 198U年 5月 24日 的判決,《 198° 年目狋法院裁決集》,第 3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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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及他力迷成妥+.+的解決方案所作的努力.

29 索拉里 .目德拉先生悅,他 同意村特別根告長的根告作出泙站的那些委

長的意見,速些根告在苧木上很有价值,在謀求妥你的方法上又很夯央.它們所使

用的方法指早放者了解回沶社舍中各种不同的立切.由于在一決申以奈款車集時他

不是委員舍委長,他粹提出一些非常一般的意兄,不想多淡就地村和有限制的回家

豁免理淹所迸行的辦站.他本人的現魚是,根据 《耿合國先幸》規定的各國主叔平

等的原則,豁免必須是鉋村的,但送并不意味看不位垓在十分具体的情況下規定一

些例外.

3U 人人都須知道,規定豁免范園并限定其例外情況的奈款草案將肘固豚與

易和金融作出重要貢猷:遠是建立法律保障之必然而有成效的結果.

31 他熒同第 1奈 的措洞,人力元重大理由不把第 2、 3奈合并力一紊.至

于央辰內容,a目 家
’
速一木浯被确定力包括

‘
目家机构或部口

”
所以分別夫于商ㄓ合

同和分高的回家財戶的第 11系和提以的新的第 11奈之二位保持密切的相互夫

系.若一日菅企並根据新合并的第 2奈被視力回家,而在其商╨活功中不享有管

轄豁免,其財戶在村回家提出的坼忪中不垃被扣作抵押.特別根告貝就确定合同之

商ㄓ性廣提出的第 3款的案文是最佳方案.此种确定位基于合同的性廣并也考慮

到其目的.

32 第 4奈第 2款提到回家元首之豁免是很恰些的,但它逐位拼大到包括政

府首肺、外交部故和高級官貝.些然,速一荼款草案涉及的是回家豁免而非介人豁

免,但送俠伙是在一份法律文半中陳迷刁慣法已予承汏的叔利而已.1969年 《特

別使市公的》在速方面不移充分,因 力它指的是在非常具体的情況下鈴予的豁免.

位些承汏送一豁免适用于一切情形一一私人汸同、避境、非正式舍淡等等一
一草案

在遠方面提供了一介板好的机舍.耿合王目的法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篷典的法律判

例,因 力在垓圄,豁免不依仗是特別根告長在共初步報告 (同上,第 49段)汏力

的一种札貌的表示,而且确央是一种叔利的表現.

33 若刪除方括景里的短悟,整介速組奈款草案的范園在豁免的概念和容并

的例外兩方面就更力确切了,則 第 6奈可以接受.如果保留方括景里的短活,就

套帶來一种模糊的因素,而捐字整介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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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特別根告長根据淡大利正政府的建以就第7奈 (同 上,第 79段)提洪

的新的措洞更力恰些.

35 同祥,提洪的新的第8朵 (c)(同 上,第 93段)案文也大有改造.然

而他不同意瑞士政府提出并得到特別報告貝按同的志凡,即情況友生根本交化与豁

免要求元夫.若采取速种杰皮,Jll舍肘援引一瓨固怀怭定終止送祥的理由帶來新的

限制,包括規定一日在商ㄓ合同的執行引起的爭端中須受外因法院管轄的那些林

定.不能援引送祥的理由的情況在 ●969年 的《籬也納奈釣法公的》中有明确用

途;而且似乎草案第8無所涉的此种林定不在其中.

36 最后,他能移同意特別寺艮告長在其初步根告 (A/cN4/4﹁ 5)中提以

的第 9、 1U和 11荼的修正案文,汏力史先生 (第 2〢 5次舍洪,第 24段)和 巴

本甜戈夫先生 (第 2117次全洪,第 1段)提洪的案文91似定第 11紊之二是极其

有效的促迸.

37 帕夫拉克先生悅,作力委員舍一名較新的委長,他不大愿意回复到奈款

草案一快時已洋冬甜淹迪的同題.然而,他扒力有責任〺本寺題的基本方面友表泙

淹,并肘委長舍二放期同的工作方法提出建快.

38 首先,他不能同意特別根告長在其第二次拫告 (A/cN4/422和

Add1,第 ﹁
。
段)中表明的珧羔,即 回家央跩中的銫91回 家豁免已不再是刁慣目

隊法具有普遍的束力的規范°委員套的村淹和收到的各目政府的泙淹近明正好相

反.元可否汏,近年來反肘銫肘理梵的回家雞緻增加,特別是一些肘外安易不斷增

加的高度友迷的西方回家,但仍有力效八多的國家相信免村理淹,并在央戉中央行

遠种理站.委長舍的作用不是決定遠些相互沖突的現羔哪一种庄占上風,而是似打

并向大套提交一份草案,以作力所有回家同友展銓游夫系的有用法律文爭.

39 1986年一旗通道的奈款草案沒有充分考慮到社舍主〤因家和許多友展

中國家的央踐.草案中提出的平衡迒不能令送些國家滿意.如果委貝真正希望就申

洪中的遠一笈染和高度敏感的同題送成一項妥砵,它就庄不伿考慮西方回家走向的

作法,而且考慮世界其他地區的活劫.力不重复史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科多馬

先生和耳希与先生已銓提出的梵羔,他想指出,在回家愈來愈多地參与送行篷游和

金融活功的時代,很雎在回家机夫的政府活助和商ㄓ活功之同划一奈确切的界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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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目的利益和在其領土上戶生豁免同題的回家的利益之同的平衡不庄基于避吋的肘

統治杈行力和管理杈行力的划分,而泣基于更現代的林准.速祥的拆准更充分地体

現了些代的需要和做法,而且不達反回家主叔平等的原則.

4U 在波生和在其他忤多社套主〤國家和友展中回家一祥,固菅企ㄓ字有法

人地位,其捐有的資戶來自回家,它們可以使用遠些資戶而不涉及回家女任,也元

須向國家久黃.正如几年前耿合王回法院常理的查水尼科坼波〨迸出口公司案所表

明,波〨的回菅企ㄓ在杕事商╨活劫吋自己承捏風臉,狙立核算,肘在法院上肘其

提起的坼忪不要求管轄豁免.央隊上,只有波〨財政部与外回商ㄓ銀行締錯的信貸

林定可被汏力厲于草案第 2荼意〤上的
‘
商ㄓ合同

’.共狋上,根据修汀的波〨銓

渀法,目菅企ㄓ的特叔地位已被所有銍洴央体,包括私人公司的真正平等地位所取

代.

羽 考慮到回家其域和規章友生了各方面的急速交化,他敦靖委員全村速項

工作不要草率行事,而要采取更耐心的方式.整此,他放迎特別技告長采取的方

針,汏力遠一方針比其前任的方針更現央、更央狋.他仍墜次主款免肘豁免是一般

回豚法的規范,同 時也螢成琱解利益的沖突,并愿意在逐一忖淹的基詘上确定何种

活功泣享有主杈豁免,何种活劫不庄享有主叔豁免.

42 淡到各項恭款草案本身,他悅第 1奈可以接受.他 同意特別根告長的意

兄,把肘志的原則的田釋放在第 6奈 .

43 根据一些回家和特別拫告員本人的提以,立將第 2奈和第 3紊合并,并

重新安排.新合并的第 2朵第 1款 〔b9項 (3)日 和 (●9日 (A/CN4/415,

第 29段)位 明确限定所迷回家代表和國家机构的定〤;而且,‘ 國家部ㄇ
’
一洞逍

于含混,泙注中所做的解釋也不充分.正如勒泰先生 (第 2● i5次套以)所指出,

召
商╨合同

’
一洞的定火位明确指出回家力公共目的迸行的交易不包括在內.

44.他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目的提快,力 第三奈增加新的一款,夫于‘固家
’

一洞的含火.另 外,他汏力在确定合同的商╨性辰吋,合同的性辰位是基本杯准,

目的是附加林准。
45 夫于第4荼,除決大利工的建以外,他逐女同特別根告長的建洪,在第

1款 中加入‘根据回豚法’
的洞浯.如托穆沙特先生 (第 2∥ 6次舍坡)和其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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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洪,在第 2款 中遜宜提及政府首肺和外交部牧.有人趴力送一紊款是多奈

的,但他扒力澄清外交官和政府首肺在草案所栽國家豁免中所雄的地位很重要.

46 第 6奈現在是而且位垓麩鐓是草案第二部分的夫提朵款.方括咢里的短

悟位別掉;否 Jlll將舍破坏送一無的宗旨.他不能接受沒大利工提出的替代性措詞,

或特別根告長提出的可能增加第 28茶以抵消別除方括咢中洞悟的作用的建快.昱

然沒有必要有提洪的新的第 6奈之二 (A/CN4/422和 Add1,第 ﹁9段 ).

47 第 7朵銓特別根告貝 (A/cN4/415,第 79段)重新起草后,特別是

采納決大利正在措洞方面的建快,采用
‘
法院地固

’
和

‘
外圍

’
兩洞后,沒有引起任何

困堆.但他不樊成使用
“
利益

’
和

“
控制

”
等洞,希望粹遠些洞刪掉,或換掉 .

48 他扒力沒有必要象澳大利工建洪得那祥修改第 8奈 (ω 。夫于第 9朱 ,

他同意巴水謝戈夫先生的現羔:提洪的新的第 3款使情況逮于复染,不庄包括在

內。

49 夫于草案第三部分的杯題,許多政府建洪的措詞
‘回家豁免的例外

’
致力

合道.他螢同委員全一些委長表明的意兄,師例外位限制在尸格規定的最低限度.

5°  第 ﹁1奈銍特別根告貝 (同 上,第 1刉 段)提出的村第 1款的改功后 ,

比以前的案〩更清楚地反映了商ㄓ合同的性廣;然而他也扒力社套主叉固家中抈有

分商財戶的固菅企ㄓ的概念位反映在奈款草案中.特別根告長 〔同上,第 ﹁22

段)建以的第 11各之二是值得秘螢的,但仍需迸一步常快,并在概念与文字上做

改功.史先生 (第 2115次舍洪,第 24段)和 巴本甜戈夫先生 (第 2● .7次套

洪,第 1段)的建洪很有祁助,但仍須迸一步研究;他 自已愿意將送些建洪与他

的國家新頒布的豋洴法規送行比較,如果吋同允忤,他持在晚些時候做迸一步的坪

梵.

S●  忠的來悅,第 12、 ﹁3和 16奈沒有必要地拼大了國家豁免例外的數量。

一些奈款在取述怭定中可能是可行的,但在一介世界性的公的中卸不适宜.因 此遠

几朵在二樣吋位垓刪掉.雇用爭端 〔第 12朵)通常受外因日內法的管拷.第 η3

朵所涉及的情況主要与交通事故有失,因 此扁保險范日.夫于納稅事夯的第 ●6

奈,其現有措洞与回家主杈平等原則相連背,因 此是不能接受的.

52 他螢同特別根告貝夫于將第 14奈第 1款 (b9至 (ω 項刪去的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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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想朴克悅,起草委員舍可村此做些迸一步的改劫.目 前,他肘保留逐是刪去第

15朵的杰度逐不明确:一些友展中回家提出的梵魚很有道理,但特別拫告長在第

二次根告 (A/cN4/422和 Addπ ,第 23段)中 的站近也位加以考慮.

53 第 18奈第 1款和第 4款方括咢中的叫├政府性
’
一同位側掉,即便如

此,垓奈村抈有固菅企ㄓ的回家仍舍造成因堆.同祥,第 19紊令人堆以接受,即

使在特別根告貝提出改功之后也是如此.在送魚上,他 同意史先生的建洪,也 同意

南斯拉夫政府表送的意兄.

54 最后,整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回、墨西哥和亦朕提出的理由,他扒力第 2。

奈沒有必要,庄刪去.

55 害庫幼斯先生在提到第 3奈第 2款吋悅,杕保伊各方的角度看,垓款鎗

予法官的指早些然是有益的,速半克是整介草案的主要目的.然而,法官的每一具

体案例中位可自行決定是否庄垓考慮合同的目的及性辰.他砍迎委員套迸一步忖淹

速一魚.由 于垓奈第 1款的解釋性規定淡到有板力行使目家主杈杈力而行功的目

家政治區分單位,因此宜提到回家的代表.

56 他同意錫並姆先生 (第 2117次套洪)的意兄,即 第 4奈第 1款涉及的

是兩美不同的豁免,但仍位保留 〔a)項和 (b)項 .在遠方面,‘上逑机构的成長
”

比 (b〕 項中
“
与上迷机构有失的人長

”
遠一措洞要好.夫于第 2款 ,确 央不仗位提

及回家元首,而且逐泣提及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21奈提到的所有人.避

去肘回家元首提供的特殊保伊表明,与 外交卒夯有失曲所有責任以前其豚上都月厲

于回家首肺.盤于多年來形勢的友展,位拼大遠一規定,把政府首肺和外交部長也

包括在內.

59 夫于第 6奈方括景中
‘
和一般目豚法的有失親Jll’ 一活,他指出;肘刁慣

固豚法是否一律由編無法取代速一同題,在法律現魚上仍存在分歧.他忕力,車集

不位拭目包多万象,現在的同題是找到大家均可接受的措洞,或許可采取勒泰先生

(第 2● 15次舍以,第 46段)建洪的措洞.

58 夫于第 7奈 ,史先生 (第 2115次套洪)提到法庭坼忪的高昂安用在有

些情況下,可能危及到常判的公正.他本人人力,正是力此原因,第 7系才是必

不可少的,因力它套促使各回政府想亦法將整介草案的規定公布于森,并使所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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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因家机夫都可使用.

59 他大致同意第 8奈所基于的想法,但汏力 (c9項 限制性仍迂強;如其

他委長所建快,可列入通道外交途侄表示同意的提法.逐有,他扒力沒有必要象特

別根告長 (A/cN4/4﹁ 5,第 ﹁U7段)建快的那祥在第 1。 紊中增加一今新的第

4款 .

6。  夫于草案第三部分的杯題,他女成使用等快較小的措洞,或并可按友卡

弗里先生 〔第 2119次套洪,第 91段)建以的措洞.另 一可能的解決亦法是使用

完全新的拆題,如‘法院地回行使管轄杈
’

.

61 最后,他 同意特別拫告長的意兄,即 “
則位汏力⋯⋯已同意

’
一浯庄汏第

π1奈第 1款中刪去.夫于提快的新的第 11朵之二,他扒力史先生 (第 2● ●5次

舍洪,第 24段)和 巴你謝戈夫先生 (第 2117次舍洪,第 1段)以及特別拫告貝

本人 (A/CN4/415,第 1V段 )提出的案文可指專委長套送成可普遍接受的

解決亦法。

62 弗朗西斯先生肘特別投告長的板好報告表示螢賞,并悅,正如第二次根

告 (A/cN4/422和 Add1,第 3段)所表明,二樣奈款草案的目的位是洋鉬

田逑一項新的多道林定,琱解由于道用或不适用回家豁免而引起的各种主根利益坤

突,而不是仗俱确汏在速一領域更基本的主杈原911.

63 委貝全收到一＿ql一快通道的奈款草案.特別根告長肘送鈕奈款提出了一

些修改意兄,以便考慮到各固政府的坪梵和各位委長的意兄.然而,正如其他委員

在本討淹中所指出,出現在不同文件中的不同朱款,使本以題的味迷有羔鹿染.他

敦靖特別拫告長在委長套下屆套以上在一份綜合性文件中提出他所建洪的整套朵款

草案,以更方便常洪.

64 村梵中提到的另一焦是,送梓一套無款草案十分重要,不位在二放中匆

匆而逮.村子送套朵款草案,委 長舍尚未有充足的吋同來仔幻申洪.正如友卡弗里

先生 (第 2● ●9次套洪)所指出,必須考忠到固怀社套友生的交化肘法律本身的影

晌,而法律央隊上也赴于不斷交化之中.例如:在美利堅合八固村整介仲裁同題正

在采取更自由的方式,遠一焦正在交得愈來愈明昱.整于送些原因,村申快速些奈

款草案需要更扒真、更慎重.在遠方面,他衷心變成委見合在本屆套以上集中村梵

——
666——



第〡至 11無的建洪.

65 他在淡到各朱款本身和提到确定第 3奈第 2款中用途的构成
‘
商ㄓ合同

’

的杯准吋回碩悅,一族期同,他引用了牙妥加政府在 197。 年代末干預在國外賄異

基本枝食的例子.些然位垓保留商╨合同的目的因素.

66 第 4無夫于本朱款不妨磚一日根据現有外交林定享有的特叔和豁免的親

定是正确和适些的,但位在垓紊中列出有失的目狋公的.然而不宜提及
‘
外交裕

免
’,因 力它涉及的是目家的代理人,而不是目宗本身.在現在的情況下,与 此爽

似的是外交使因根据 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享有的豁免,而不是外交代

表介人享有的豁免.

67 特別技告長好像熒成西班牙的建以 (A/CN4/41U和 Add1-5),即

刪去第 6奈方括咢中
“
和一般固除法的有夫規Jll” 一悟,并粹速一思想移至未來公

的序言中的一段.其隊上,西班牙的建以解決不了同題.最好的亦法是干脆刪去有

午洪的短浯,否則它很可能引起不同的解釋并可能造成某些混亂.另 一原因是,速

一短悟在第 6奈 中之所以不必要是因力第 28奈 中的規定,即 回家彼此之同可依林

定相互給予根据本荼款所要求的不同待遇的規定.因此,有失回家肘放兄奈款草案

的限制有相些大的活功余地.提洪的新的第 6奈 之二 (A/CN4/422和

Add1,第 19段)是不能接受的,因 力它舍削弱第 6奈所周迷的基本規定的肉

容.

68 史先生 (第 2115次舍快,第 24段)和 巴本謝戈夫先生 (第 2● ●7次舍

快,第 π段)建洪的新的第 11紊草案之二的修汀案令人很感米趣,其中所栽內容

可使委員套玵尚未解決的同題送成一介妥林.位垓指出,在遠方面,并多災展中固

家并不存在分高的回家財戶的概念.如一介央体依括目肉法具有法人地位并在目外

汀立合同,政府本身沒有理由在有夫的外固接受起坼.如外因肘一介主叔固寒的机

构作出判決.位 由有失目家的政府在外交一致解決速介同題.外目法院不得侍氓一

主杈回家,速一魚特別報告貝位予考慮.

69 最后,在草案第三部分林題中,‘例外
”
一洞比

‘
限制

’
更可取.

7U 巴哈納先生91特別投告貝兼碩各方意兄的初步報告 (Aˊ cN4/415)

表示祝絮,速份報告的主要宗旨是妳合所渭有限制回家豁免理淹和已确立的地村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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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豁免理淹之同的差距.盤于近期的做法,可 以悅,免村回家裕免已不再是一般囝

怀法的規范.另 一方面,不能草方面將有限制豁免理梵強加于相信免肘裕免理梵的

回家.然而,令人鼓舞的是,在后一共回家中最近出現了一种新的做法:接受回家

企ㄓ就其抈有的分高的回家財戶而言受外國法院管特的思想八而解決由于
‘
商ㄓ合

同
’
而引起的同題.

9●  在申決本寺題吋,委貝舍拉力求連免甘站理站同題,而位采取特別根告

真的夯其方法.例如:特別報告貝提出一項明智的建快:持第 2和 第 3兩奈合并

力一朵,即 新的夫于用好的第 2奈 .但合并后的第 2奈第 2款 (同上,第 29段〕

中
‘
固隊文串

”
一洞位改力

“
目怀怭定气 因力后者范日較窄。

72 已要求各位委員肘
“
目家

’
一洞是否包括耿邦回家的姐感部分友表意兄.

垓洞确央座將其包括在內,因 力第 3奈所載定火提到回家机夫、政治區分單位、

机构和代表.

73 另一魚涉及
“
商╨合同

”
一洞的定〤.商╨合同的杯准位是商ㄓ合同的性

辰逐是其目的的同題是法苧界辨淹的同題,各目村此自然現羔各昇.特別才艮告長力

“
目的

’
柝准辦伊,理 由是遠有助确定友展援助和仇荒救洴合同的特羔.特別根告長

肘新的第 2奈第 3款提出一新的軍法:‘
⋯⋯但如有失國家之同的固隊怭定或些事

方之同的半面合同規定合同是力了公共的政府性目的,在确定合同的非商立性辰吋

也位考慮此种目的.’垓修正案加迸了
‘
目豚林定

’
的概念,并規定必須有合同是力政

府性目的送一特定悅明,因 而使案文复染化.最好是保留一決通道的案文 (第 3

奈第 2款),并將其修改如下:

.确
定出售或殉妥貨物或提供服夯的合同是否扁于商ㄓ合同時,首先位根

据合同的性辰,但合同的目的在确定合同的非商ㄓ性辰吋,也位予以考慮.’

送一來文去掉
‘
如⋯...目 的在垓目的其踐中与⋯...有 失

’
遠些洞活肘目的杯准施加的

限制.

74 他螢成特別根告貝根据淡大利工政府的坪梵肘第 4朱第 1敖所作的修

改,并同意他的建洪:在草案其他奈款最后完成之前,考慮修訂第 5奈可能力吋

尚早.

75 夫于已多次辦淹的第 6奈 ,汏初步根告中分析的各因政府的坪淹中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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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看出,速是各固意兄分歧的核心.就他而言,他不快力保留括母中
‘
和一般固狋

法的有夫規Jlll” 遠一短悟必然套使外固法院在無款車未之外尋求回家裕免的例外,

而且也不合鼓肋草方面限制一目的裕免.但刪去有失短悟可能影晌逐步似汀一般目

妳法的規范.因 此,作力一項注重央你的妥林,他准各接受得到特別報告長支持的

西班牙政府的建以,即八朱文中刪去速一短悟,持其所含思想移至未來公釣的序言

部分.

76 但特別報告長 (第 2∥ 4次全放)在介紹第二次報告 (A/cN4ˊ 422

和Add1)吋邀靖各位委員就在兩介方案之同送行逸摔友表坪淹.送兩介方案是 :

●)如西班牙所建洪的刪去方括母中的短浯,特其移至序言部分;和 (b)刪去原

來的短悟,加送新的第 6奈之二,以提供一任摔性芹明,目 的是与鍵成豁免的限

制性理站的回家的立場保持道些的平衡.銓仔鈿申查第 6紊草案之二,他傾向于

不接受.在公的草案中加入一新的任摔性芹明似乎不是有吸引力的思想,垓奈很可

能造成不必要的程序性混亂.

99 他9I提洪的新的第7奈案文 (A/cN4/415,第 99段)沒有昇洪.垓

修汀案文引入了
‘法院地固

”
和“

外固
’
的概念,代替了容易造成混我的

‘
一日

’
和

“
另

一日
”,因 而澄清了案文.提以重新似汀第 8奈 (c9是可以接受的,他可以支持

第 9奈現有案文,但不反村特別根告貝 〔同上,第 1UU段 )建以的在第 1款中增

加的內容,并插入新的第 3款 .第 1U荼 同祥是可以接受的.

78 草案第三部分的杯題同題在委員舍和大舍第六委員套中引起了一些尸重

的意兄分歧.特別拫告長建快推退肘垓林題的申快,直至各介具体同趣得到解央.

速一方法有不少可取之炎,表明特別拫告長夫心的是推迸央辰性同題的解決,而不

要到鍾于文字方面的同題.                    f
99 村接受特別拫告貝稍加修汀的第 11奈 ,他沒有任何困雅,并也扒力m!

垓回不得援引豁免⋯⋯〞
一活比卸I位人力核回家已同意⋯⋯’

更可取.

8U 建決的夫于分南的回家財戶的新的第 ∥ 奈之二 (同 上,第 122段 ),似

乎容易戶生混說.其基本目的是提出一項明确的法律制度,有失道用于所渭社套主

火回家分高的回家財戶的目家豁免.因此,村是否列入垓奈,他的心情矛盾.遠在

一介世界公的中是否真有必要?元淹如何,在速一同題上他愿傾听大家的意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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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委長套肘此作出決定.

81 特別根告長在其口共介紹中表明,第 11奈之二持在有限制理捻和免肘

理梵之同建立平衡.然而,社舍主〤回家抈有
‘銍游組●9N╮ 速些

‘姐銀
’
作力法人与

目家分南,并仗在其抈有的特定回家財戶的限度和范日內草狂肘其絰洴火夯久表.

因此,送些絰洴鈕扒在社舍主叉回家的立法村其規定的限度內不字有豁免.另 一方

面,根据社套主〤國家的法律,目家一一与上迷絰洴組欽相匡別一一以其主叔能力

仍可建立絰湃和與易夫系,因此要求外因法院管轄的豁免.速才是同題的央辰,而

不依供是分南的國家財戶同題.遠是一介必須草狂赴理的同題,第 11朱之二沒有

提供解決亦法.

下午 1吋零 5分散舍.

第 2● ●9次套以

1989年 6月 15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巳 哈鈉先生、哈索內先生、H9L西先生、巴本沃≠先生、巴水毋戈夫先

生、本努鈉先生、卡菜歹一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一因伊雷斯先生、弗朗西斯先

生、科多馬先生、馬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帕夫拉克先生、

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年庫幼斯先生、史先

生、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切科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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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裕免(袋
)

(A/CN4/41U和 Add1-5, 1 A/CN4ˊ 415, 2  A/CN4/422

和Add1,3A/CN4/∟ 431,「 市)

〔洪程項目3〕

特別報告長的第二次根告(袋
)

二旗常以朵款車未
4 (袋

)

1 巴哈鈉先生麩袋他在上次舍以上已牙始的友言吋提及特別根告長提出的新

的第 11奈之二 (A/CN4/415,第 1” 段),他悅,蛗然社套主火回家的銍湃

組玖不享有管轄豁免,回家本身可以其主杈資格建立絰游和興易夫系,狄而要求字

有肘外因法庭管轄豁免的杈利.因 此,速是一介不涉及分高的回家財戶的同題,而

是具有法人資格的回家企ㄓ銓菅的鬥題,第 11無之二題日位力
‘
回家企╨

’.元淹

如何,垓泰未提出綜合的解決方法.

2 銍特別擬告貝在其初步技告中 (同 上,第 133段 )提 出修正之后,第 ︴2

奈 (雇用合同)是可以接受的。

3 第 13奈 (人身妨害和肘財戶的韻害)也可接受,但是,也要豋避特別根

告長提出修正 (同 上,第 143段 )。 速些修正案包括刪除垓奈最后一句和加上新的

第 2段 ,排除了有失根据目豚法回家的責任的規定.

4 特別拫告長就第 14奈 (同 上,第 152一●∥ 段)指 出:第 1款 (c9、

td)和 (e9項主要涉及英美法系目家的法律慣例,并建快速几項与 (b9項一起

刪除或者予以修正以更好地反映央狋.前一种解決方法比較可行.鎘來公的泣冬可

能基于各目的普遍做法而不是基于一种特定的法律制度.如果遠祥修改,垓紊將是

可接受的.

1 
特載于 《1988年 .⋯∞年盤》,第二卷

2 
同上.

3 
特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4 
失于案文,兄第 2114次套洪,第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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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5、 16和 17朱沒有同題,可以接受.

6 位根括特別報告長的建以刪除第 18奈的第 1和 4款中的
‘
非政府性

’
一洞

(回 家所有的或回家豋菅的八字商ㄓ服夯的船舶),因 力,正如一些政府所指出

的,垓 詞模糊不清,舍 手致爭洪 .特 別根告長江建以加上第 1敖 之二

(A/CN4ˊ 422/和 Add.1,第 26段)爪而可分別丸理國家企ㄓ和分商的回家財

戶.由于他在波到第 11奈之二吋所表明的原因,他在速一羔上持保留立切.

7.如果第 ﹁9奈 (伸我林定的效果)包括特別報告長建以的修正來,他將接

受垓奈草案,速些修正案首先包括使用
‘
商╨合同

”
一悟,而不是

‘
民事或商╨同題

”

一悟,其次,遠些修正案包括納入有失承汏裁決的新的 (d)款 .

8 他透希望就第 2U奈 (固有化的情況)持保留立切。垓紊的含〤和范囿需

要迸一步澄清。

9 夫于第 21奈 (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特別根告長正确地建洪別除方

括母中的字祥和 (a,項 中的短悟
“而且与坼忪要求的目的有失,或者与被坼的机

构和部ㄇ有失
’.但是,他不能接受特別根告長提洪的替換被測除的后一句的洞

悟,即在孩朵的幵共增加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林以外

’
的措洞.

1U 庄根据特別報告長的建洪和根据在 21無 中的建洪刪除第 22朵 (肘強制

措施的同意)中 的方括景中的措洞.

11 特別拫告貝建洪,庄肘第 23朵

款方括手中叫├政府性
’
一洞,并在第 1款

銓此修改,他將予以支持.

12 最后,他 呼吁委長舍連免肘 ●986年一樣吋通述的案文送行仞底的修

改.委長舍位連守其夫于在本屆套洪錯束之前二慎通逮朵款草案的決定.一

●3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他只就第﹁2無及其后系款淡淡建洪就ㄒ

樣吋通道的案文迸行的修正.

14 第 12奈在第﹁款中規定,如果雇真是在另一日征聘的,而在垓固有效

的社舍安全規定也道用于垓雇長,一圄就不能就雇用合同同題在另一固法院援引豁

免。特別拫告貝建洪刪除后一种奈件.但是,之所以包括速一系件是因力扁于一日

的安全制度的事央迸一步怔明合同是受垓目的法律制度管格的.女成遠一修平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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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种爽的財戶)稍作修改,刪除第 1

(c)中 加上
‘以及力貨市目的

’.如垓紊



意兄是不十分令人信服的,即汏力送种荼件將早致具有社全安全制度的回家和沒有

遠种制度的回家受到匡別肘待。

15 垓朵第 2款列出了几种例外情況,前兩种情況是在 (a)瓨和 (b9瓨 ,

特別報告長建以刪除送兩項.他扒力很堆同志刷除 (a9瓨 (‘如果⋯⋯征聘雇長是

力了送行与行使政府叔力有失的工作
’
〕,因力它正包括了庠長不位扁于另一日甘轄

的速美情況.在此方面,他注意到,在革集的英文文本中,村法文中的 pu沁sance

pub㎏ ue有各种悸法.他逐不能同意刪除 (b9項 (‘如果⋯⋯坼忪程序涉及到介人

的征聘雇用期的延故或复取
”
),因 力另一目的法院很堆迫使另一日鈺欲崔用某一今

人.

16 他很雅接受特別拫告貝夫于刪除第 13柔 (人身仿害和財戶頡害)錯尾

的
‘
而且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作力或不作力友生吋赴于垓領土

”
一句的建以.速

持拼大垓奈規定的例外情況的范日,速一范日可能已篷太先了.逐不位忘圮的是,

垓奈將套給跨固界強害造成机舍.此外,根据西班牙政府的建洪 (A/CN4/415

和Add1-5),特別技告長建洪加上夫于目家責任規91l的 第 2款 .但是,他怀疑是

否庄通道這些親則解決人身仿害和財戶頡害的同題,看未特別拫告貝本人也汏力不

位遠祥做 .

17 呈然他砍迎第 14奈 (財戶的所有杈、占有和使用)的第 1款 (a)項
,

因力位于一日領土的不劫戶自然厲于其管轄范園,涉及助戶和不劫戶的 (b)至

fe頖使情況交得复染了.鈭于 (c)、 “)和 (e9項使用的措洞來自可能是其他法

律制度所不熟悉的普通法,特別披告貝建洪粹送几項刪除,并 以一今新的 (c9項

代替.如果速意味看包括更普遍基磞上的各种內容,他就可接受遠一新項.但是 ,

如果送是力了要消除功戶和不功戶之同的差別,鬥題就不同了,因力大于功戶的情

況并不十分明确.倚言之,垓奈不很令人滿意,最多他將守愿刷除第 1款中所有

項.

18 第 14紊第 2款措詞不很明确,特別技告長建洪,位根括比利時政府的

建洪持其刪除,因 力人們放中得出的印象是,它 与第 7無第 3款有沖突.送是字

其,完全可以刪除垓款°

19 特別報告貝就第 18奈提出兩項建洪.夫于第一項,即 刪除第 1款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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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款中叫├政府性
”
一洞,他回厥悅,在一樣吋就已鋄指出,力 ‘

固家所有的或目家

篷菅的八字商ㄓ服夯的船舶下定叉是很困雅的.’ 因此,旦然叫├政府性
’
一司的目的

是力了使含火更准确,但人rl9公汏,它造成村一些回家的歧視.如果沒有正式的提

案,他粹勉強同意刪除遠一洞活.夫于第二瓨建洪,即加上夫于屈于分商的國家財

戶的船唃白的新的第 1款之二,目 前的措洞 (A/CN.4ˊ 422和 Add● ,第 26段 )

不是很好,但巴本甜戈夫先生 (第 21﹁ 7次全洪,第 ●段)和文先生 (第 21﹁ 5次

舍以,第 24段)村新的第 11朵草案之二提出了板力令人感共趣的建快,速可能

有助于送成一項解決方法.

2U 第 19奈 (仲裁林定的效力)是完全有道理的,因 力他仗承汏了夫于仲

裁怭定回家法院的監督杈.有失
‘
商ㄓ合同

’
的仲裁或有失

‘
民事和商ㄓ同題

”
的仲裁

之同的逸摔,他宇愿要后一种解決方法.但是,送一措詞的效果特是甘大垓無承汏

的例外情況的范園,而 目的則庄垓是縮小送一范園.

2●  夫于第 2U奈 沒有人建洪修改,但淡大利工和泰固政府注意到,速一系

在草案中的位置有同題.他本人的意凡是,座將遠一無放在草案的其他地方.

22 他不反肘在第 21紊 幵始吋加上侍筑的內容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林以

外
’.他逐同意刪除方括景中的洞 (“或垓回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

”
),因

力其意思不肯定.“叔利和利益
’
的概念同題在一旗吋造成了某种困堆,速一同題再

次以更尸重的形式出現.的确,叔利是什么,只是
‘
有法律保妒的利益喝η 夫于第

fa)和 (b9項 中規定的例外情況,他強烈反肘刪除 (a)項 中的無件,即 :‘ 而且

与坼忪要求的目的有失,或者与被拆的机构或部鬥有失
’.特別根告貝汏力,盤于

有上一句活,遠一朵件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特它刪除,就將再次甘大例外情況的

范園,并 由此而縮小裕免的概念.                 
一

23 村第 23紊 的要求本身并不明确,因 力,r9i提及的財戶在任何情況下都

不免不套被視力商ㄓ財戶.特別報告長建洪在第 1款 (c9項 結尾吋加上送祥的

洞:‘和力了侍市目的
’.但‘

中央銀行的財戶
’
除力了蛩市目的外逐可力其他什么目

的?准确說明遠一魚特迸一步破坏回家豁免,因 此他不安成修改垓項.就第 2款

提出的新措洞 (A/CN4/415,第 24U段)并沒有改造原文:但是,他本人汏

力,力 了平衡位保持已通避的案文,但位有起革委長套可能要提出的改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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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夫于草案第五部分 (染項規定〕,他悅,。慎吋通避的第 24奈是板力全

面的,它規定坼忪文中的送送虛通道有失回家商定的方式,通避外交渠道或其他方

式,包括挂母信送交.特別根告長在提洪的新的素文 (同 上,第 248段)中衝化

了速一無放,但他汏力,以郎件送送坼忪文串不是普遍所接受的做法,垓朵新的未

文規定的兩种方法是相些令人滿意的.特別根告貝根括几固政府的意兄建破,刑掉

第 1敖 (→ 項中
‘
寺鬥林洪

’
的提法,用村有失目象

‘
有的束力的道用的固隊公釣

’

的提法.但是,并非所有法律制度都接受送种林洪的字共不十分令人信服.因而不

能作力刪除速一內容的淹据.也許 (a)項 可由以下內容代替:‘按照肘法院地因和

有失回家具有的束力的任何固沶柲定或林以
’,送祥才能包括所有可能性.

25 特別根告長沒有建洪修改第 25、 26和 28奈 .但他就第 27朵第 2款提

出了比較重要的修改,即 ,回家一方可在另一日法庭坼忪的特杈今后將只限于被告

因.他汏力送不是一介好意見,因力速些回家根据共性廣就不庄被作力一般的沂忪

方村待.不管它們是索賠因近是被告固,要求它們提供保怔都是不合道的.

26 馬希馬先生悅,他夫于第 12無 以及之后各無的意兄与前一位友言人提

出的意兄的某些內容不媒而合.他指出,特別根告長建洪刪除第 12奈第 1款車集

中的有失社舍安全的奈件.且然他不堅持保留遠一奈件,但他汏力,遠一朵件已足

姼明确,并將能使雇用合同和法院所在目之同建立琺系.特別根告長逐建快刪除第

2款 (a9和 (b),蛗 然委員舍在一族吋包括了送些規定,以考慮到一些特別情

況.因此,他就在速一魚上是否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意兄持狁豫杰度.

η  他 完全 可 以接受西班牙政府夫于新 的第 13紊 第 2款 的建以

仈/CN4/41。 和Add1-5),但不知垓建快是否有用.

28 淬多回家政府強琱指出第 14奈的褒染性和奇特性,其文本的基砧是普

通法概念.在此方面,他 同意特別根告長的意兄,他扒力,有必要何化垓文本和刪

除几項,汏而避免給不熟悉速些概念的回家造成同題.

29 特別根告貝在第 18奈中建以刪除第 1和 4款中的方括咢中的叫├政府

性
’
一洞.速就提出了一介央廣性同題,送是在第 2和 3奈中已銓遇到的同題.就

象有H1堆 以力商╨合同下定〤一祥,也雎以力船舶的商╨或非商ㄓ使用下定火.特

別根告長在其第二次根告 〔A/cN4/422和 Add1,第 24-25段 )中肘垓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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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沒有准确反位友展中回家的立切,特別是些他指出,他怀疑
‘
給予友展中日

京捅有或銓菅的船舶裕免杕故迒未看是否有利于它衲
,.友展中國家不希望造成一

种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的情況:它們要求的只是能好在涉及到公尒利益的某些情況

下援引肘管特叔的豁免.在商ㄓ合同中.公尒利益的目杯是作力确定合同性辰的捕

助杯准,公八利益可作力确定船舶使用性辰的第二林准.友展中目寒的立切不位被

現成是避分的.在所常洪的情況下,位就第2和 3紊使用同祥的推理,位努力找

到一种妥怭亦法,垓亦法粹考慮到些船舶力了公久利益而用于政府目的吋的某些特

別情況.

3U 力了怔明他夫于叫├政府性
’
一洞不道宜的看法,特別報告貝提及了

1926年 《布告塞休固有船珃自豁免公的》、1958年 《領海和毗連匹公的》和η982

年 《琺合固海洋法公的》 (同 上)等文串.他本人肘遠些文半的解釋有些不同.

1926年布告塞水公的和 1958年公的提及只用于政府非商ㄓ服夯的船舶:因 此,

可推理得出一介相反的意思:存在政府商ㄓ服夯.各公的措洞不同,但送兩爽服夯

之同一直是有區分的.逐可在 1982年公釣的第 96和 236朵中找到速一區分.商

ㄓ和非商╨政府活功之同的區分汏管轄杈的角度未看造成了一些后果.遠一同題的

解決方法必須依 照有失商立合 同的新的第 2無 規定 中提 出的方法

仈/CN4/415,第 29段).它 必須是一介公平的解決方法,其基砧必須是比較

明确的,但又考慮到某些特定情況的一項杯准.

31 夫于第 19無方括母中的兩种措洞,特別根告長守愿保留第二介洞,其

效果粹是甘大速一例外情況的范日.他介人將很勉強接受遠一現魚,因力恐怕遠特

力法庭不公平地否定一目的管格豁免打升一介缺口.在合同領域之外偮容易村那些

位視力涉及到行使回家主叔吋送行的行力的決定提出辰疑.力 了解秤淚解某些洞舍

造成的危險,他提及了埃及金字塔的業例.1994年,埃及政府机构与外固企ㄓ坤

錯了一項旅游友展項目合同,速一合同引起了埃及日內外的普遍抗洪,因力公八與

站汏力遠一項目可能掘坏世界七大奇現之一.于是速一合同受到指黃,外固企ㄓ援

引仲裁林定要求村它已造行的工作作出賠僕.仲裁庭裁決悅,它不仗肘与外固企ㄓ

筌汀合同的政府机构有管轄杖,逐村作力盤督固批准遠一合同的埃及回家本身有管

轄杈:仲裁庭汏力,批准本身一一是回家的草方面行力一一致使埃及成力合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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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因此也是仲裁林定的一方.埃及些然9I速一裁決提出上坼,但被駁回.

32.速一來例表明,法院所在目的管特叔必須拼展,因 力各方常常要求共解

決爭端的仲裁法庭有時患想起越其管格叔,而法院所在地的法官就更可能力回家的

特杈送行辨伊.送一來例逐表明,只要一日在商╨合同上蓋幸批准;就有一种特它

襯力仲裁怭定的一方和就共行力的有效性提出反疑的是墊,即使速些行力是在行使

共主叔時送行的.因 此在目前情況下,他特發成保留第 19朱方括母中的第一种表

送法,即 ,‘商ㄓ合同
’.表面元法看出的仲裁是必須避免的危險.

33 仍 1● 夫于第 19無 ,特別報告長同是否不位就仲裁裁決的執行同題采取

立切。接受了仲裁林定的回家是否也接受有杈執行裁決的法庭的管轄?他不愿再次

淡及遠一同題,因力他在早些時候的友言 (第 2● ●6次套洪)中 已提到避了,但他

指出,在遠方面必須慬慎,因力速祥甘大所在地法庭管轄叔可能專致一些令人怀疑

的結果,他逐回碩悅,接受仲裁林定不位与接受執行程序混力一淡.

34 第 2。 奈是有失解決固有化同趣的一种保留紊款,是全球妥林的內容之

一,其 目的是使第 15奈可接受并籬伊回家可能采取的征用和固有化措施.他是提

出遠一奈款的委員套委員之一,但他91其措洞或在草案中的位三都不滿意.盤于其

規定所早致的模糊不清的解釋,他甚至怀疑是否位保留速一無.

35 特別拫告貝在其初步被告 (A/CN4/415,第 2● 9-219段 )中就第

21朵提出三項建洪,并在其第二份根告 (A/CN4/422和 Add1,第 46段 )

中提出第四項建洪.夫于第 18朵 ,他建坡刪除叫�政府性
’
一洞,但 由于已銓表明

的原因他介人螢成保留速一洞;也并在起革委貝套可以找到遠一同題的解決方法.

‘
受法律保妒的利益

’
的概念很可能村某些法律制度來悅是奇特的.但是,‘利益

’
的

概念比
‘
叔利

’
的概念要更戶,因力,在委貝舍所工作的領域中必須冬可能地限制拭

行措施,目 前在第 21奈和第 22奈中保留遠一表送法是欲明智的.

36 特別根告貝逐汏力,元需要求在垓財戶和忻忪要求的目林或被泝机构或

部Π之同保持某种琺系,或使其成力強制措施的先決紊件,他在口共介紹中提及利

特利水案件吋已解釋了他村送一魚的立場.但是,位指出的是,遠一同題需要的解

決方法因所涉回家而昇.即使在肘豁免具有限制性趌勢的回家中,也要求保持速种

夫系或琺系.他汏力,朕合王固是放井遠一要求的唯一回家;在美利坐合森回,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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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述遠梓的提案.此外,在回家一躲通道的解決方法不一定可道用于世界范園文

串的各項宗旨.

37 特別報告長在其初步根告 (A/CN4ˊ ●●5,第 24。 段)中提快的新的

弟 23朵 第 2款 案文改造 了已通道 的未文 .但 是 ,正 如初 步根告

(A/CN4/415,PP.122etSeq)和 第二 次根告 (Aˊ cN4ˊ 422和 Add1,第

44段)中所提及的,仍然存在銀行敗戶的同題.特別報告貝在垓同題上的立切不

很明确,需要作出解釋.他似乎在建洪回笈到他在其初步報告中提出的原來建以 ,

即在第 1款 (c9項 中加上
‘
和力貨市目的

’,汏而保伊執行回家貨市政策的中央銀

行或其他任何資市些局的財戶.他肘速一建洪逐有些怀疑,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

生已指出了其原因,他扒力中央銀行只爪事貨市活劫.因 此,‘和力貨節目的
’
的表

送法不明确.如果送一表送法要起到限制垓領域中回家豁免杈的作用,就肯定套引

起同題.因 此,在遠种情況下他守愿螢成早期文本。

38 他未就第 24-26奈提出意凡,他和特別根告貝有同祥夫切的同題,并支

持特別拫告長的建洪.起草委貝套將确定速些建快是否改造了文本,并因此而座予

以通道.但是,位考慮到德意志耿邦共和固和德意志民主共和目夫于第 25紊的意

兄,遠些意兄的目的是通迪拆忪文爭的送迷防止肘一日作出缺席裁判.

39 一旗通述的第 27奈第 2款 比特別根告貝 (A/cN4ˊ 415,第 266

段)提出的新案文更好,因力索賠目位享有与被告固同祥的杈利,速首先是由于卡

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提出的理由,其次是因力不能鼓肋回家不提出索賠.在一些

回家,坼松程序的資金同題是一項重要的考慮.如果要求作力索賠目的目家保障安

全,它可能決定不起拆,水而肘其管特豁免提出昇洪.盤于一些坼妐程序的表用,

必須牢泥遠一因素.

4。  哈索內先生螢切了特別根告長和就一快通造的奈款草案提出意兄的固

家.但是,仍有許多同題需要深入申快,如果委員套常洪所有的朵的草案,就不可

能在本屆舍洪期同完成常快工作.因此他只淡淡第 1至 ●●朵之二.

41 第 1奈 (本奈款的范園)水其內容和在整介草集中的位且來悅都是可接

受的.完全座垓將 2奈 (用 悟)和第 3恭草案 (解 f..性 規定)合并力一介新的第 2

奈.但是,‘商╨合同
”
一洞的定〤意思重复,且然可以通道下迷亦法未加以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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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新的第 1款 (c〕 項 (1)目 案文 (A/CN4/415,第 29段)中 的
‘
商ㄓ

’
一

洞和用第 1款 (c9項 (3)日 中的
“
商夯

’
一洞未取代.在第 3欺中,‘首先

”
一月累

發,因 力只有首先位用性廣杯准并在通避的第 3奈第 2款 中所提及的情況下使用

其他杯准才可有意火.更重要的是,考慮£ll第 i1奈第 2款 ,‘但如固豚怭定⋯⋯在

确定合同的非商ㄓ性辰吋
’
一句也避于重褒.央豚上,整介第 3放只供參考,垓奈

款只是起到了下迷作用:坤淡了＿●非回家的外國央体筌汀商ㄓ合同的回家根据第

11奈第 2款 〔b9項享有管轄豁免的規定.特別報告長就第 3段提出的文本屯元

疑同是力了琱和給予合同性廣以及合同目的的分量同題上的意見分歧,但他仍不可

接受速一文本°速祥乖1下 的同題就是确定位聆其性廣和外面形式是商ㄓ性的合同的

非商╨目的以什么祥的分量.各目政府的意兄在此方面沒有多少祁助,因力速些意

兄有分歧但泣反肘任何給予合同的性辰和其目的以同祥分量的建洪.如果接受速种

建洪,位邀解釋未來公的的法官們特面嗨一項非常因堆的任夯.如果他們不得不
‘
首先

”
考慮到合同的性辰,速一任夯旡站如何也不合更容易,速桿合同的目的就元

夫緊要了.首先,汏定火上來悅,目 的斌驗是主現性的.第二,一介回家出于商╨

考慮和公猋福利的考慮而汀立商╨合同,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很正常的.第

三,盤于要求豁免的回家的做法各目不同,特視有夫要求目采取不同的解決方法,

速特与統一的做法是相反的。

42 琺合王目政府在提出意兄吋強淍,第 11奈第 2款 (b9項 中已篷有了一

項措施,根据遠項措施回家可在汀立合同時保持其豁免.但是,整于保伊私有杈是

限制豁免的主要理由,些有失非回家央体同意合同另一方,即 回家,援引豁免吋,

除非由于公共政策的原因之外,法院地固沒有理由肘非回家央体的同意提出疑同.

因此,在某些情況下,遠种焚同可适用于性辰和目的都是商ㄓ性的合同,狄而避幵

了豁免限制性理站所基于的根据主杈行力和根据行力的行力之同的差別.例如,公

司可能舍由于肘速一差別的微妙之赴的元知或者只是由于希望迅速荻取利潤而接受

一項朵款,而 回家可根据垓瓨朵款在性辰和目的都是商ㄓ性的合同方面保留其豁

免。相反,一介回家力了保障其公民的福利可能与一家外固公司筌汀合同,并 同意

放卉其豁免,即使合同很明昱是力公共目的而汀立的.在遠兩种情況下,第 π1奈

第 2款 (b9項 中規定的措施特給市切力量留有很大奈地,因 此很雅可被看作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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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的.的确,法律的任夯就是力了市制行使杈力,不管是絰洴或政治叔力,而不是

力了加強行使叔力.由 此他的錯淹是,必須以合同的目的力拆准,力 了法律的肯定

性,和力了制定
一
介統一制度,必須冬可能減少合同的主現性.可列出央施目的拭

蒞的商╨合同的一些美別一一例如,力軍事目的的合同或力緊急援助汀立的合同.

另一介解決方法粹是加上一介新的第 1﹁ 紊第 2款 (c9瓨 ,快作:‘如果法院相信

合同是力公共目的而訂立的
口

.

43 在第 4朵 〔不受本奈款影晌的特杈和豁免)中 ,庄拼大第 2放的范園,

以包括与回家首抽有琺系的某些人,例如与他住在一起的家扁和力他介人服夯的仆

人,也許逐包括意理和外交部故.

44 第 5奈 (本草案不溯及既往)令人滿意,但是,換大利工政府失于肘未

來公的的央施送行限制的重要性的意凡是很有意〤的.在此方面的意〤是,些美利

堅合猋固 1976年通迪 《外因主叔豁免法》吋,索賠人就幵始肘追湖到 4U年代的

案件提出法律坼忪,史先生 (第 2115次舍洪)指 出了遠一魚.

45 夫于第 6奈 〔回家豁免),他麥成提以刪除方括母中的洞句.但是,盤

于垓奈迪去在委員套和在目豚法音家中專致并多午淹,他希望洋知淡淡速一同題°

第一,近年來在委貝套和在大套第六委長套幵始出現在固豚法的編集和逐漸友展同

題上尋求容易的解決方法的趙勢.在一些洪題上,力考忠到不同意兄,提倡采取一

种框架式方法:固 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和由于固狋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掘害

性后果的目狋責任就是速种情況.在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

位同題上,委貝舍凡乎被一种逸摔性制度的琇惑所屈服,速一制度舍帶來破坏編集

外交和領事夫系法的效果.在正在常快的同題上,也是由于不愿接受一介單項筑一

的制度而致使采用了第 6朵方括手中的措洞和在一快時通避了第 28朵 (不歧

視).遠些新情況是更大創造性的述象逐是承伏力一介不統一的世界立法几乎是不

可能的?也件后者是正确的解釋.些 然,委貝套确定迸行了立法,但它制有的文串

不可能作力准确衡量各回活功的尺碢.換句活悅,它爪事鏑集工作,八而通道忮例

法早致事怒友展的秣緒,而沒有它位提供的肯定性,以抵消作力慣例法的一部分的

其用主叉和創造性的損失.

46 第二,各目的與易活劫并不是新情況.在正在申洪的同題上,一方面是

-mU—
—



具有板力丰富的法庭裁決、行政慣例和日內立法,而与之形成鮮明肘照的是完全沒

有固狋法院的裁決,相村來悅外交慣例也很少.沒有理由位垓突然扭特速一走勢.

出現忤多固隊法庭的裁決或仲裁是板力不可能的,但非常可能的是,回家法庭和立

法机构將提出更多的朝若兩介相反的方向的未例和法律一一一些目泉中的限制性方

法和另一些回家中的地肘方法.編朵存在的理由正是制止可能早致法律上模糊不清

的坼忪程序.如果草案明确地將自己生于次要的位三,就舍隨之出現送种模糊不時

的情況.

47 第三,有人指出,盤于堆以區分根据主叔的立法和根据行力的立法,以

至不能迷成明确的兩分法,也雅以在各目同就豁免或不裕免之同的准确分界我送成

世界范目的一致意兄,就位明确承忕
‘
灰色Σ

’,并隨后作出規定.

48 速种同題是所有草案所共有的同題,任何一套規則本身都包含自相矛盾

的种子,但只有不明智的草案才套有意地种下使其交得元效的种子°

49 根据遠些考慮,他不螢成保留第 6朵方括手中的洞.在此方面,他最多

只能同意西班牙政府的建以,即在未來公釣序言中包括一段,樣力:

“
确汏 一般 回狋法的規 Jll盤 袋指專本公 的元 明文規定 的同題

.

(A/CN4/41U和 Add1-5).

特別根告貝力送成妥怭作出了令人螢党的努力,他建以刪除方括咢口中的詞,在草

案中包括一介新的第 6朵之二 (A/CN4/422和 Add1,第 17段),并清委員

舍在西班牙的建坡和新的奈款之同作出逸摔.他本人中愿逸摔西班牙的建洪,因力

他很怀疑第 6無之二舍有很大的可能荻得那些嫈成限制性方法的人變同,他 同意

勒泰先生的意兄 (第 2115次舍洪),盤于螢成免9I豁免理梵的回家患舍提出反村

意兄,新的奈款只是
‘
暫吋的札物

’
.

5。  他同意托穆沙特先生的意兄 (第 刉16次套洪),即必須研究第 9朵 (央

行回家裕免的方式)和第 2紊之同的夫系,他逐同意H9L西先生 (同上,第 43段 )

提出的起草建洪.夫于第 8朵 (明 示同意行使管轄),他 同意特別投告貝在 (由

項中提出的修正案 (A/cN4/415,第 93段〕.夫于第 9奈 (參加法院坼忪的

效果〕,他提出了与凱西先生同祥的同題,即 ,些援引管轄的回家本身提出坼忪時

是否可糾正錯淏的井叔.遠种情況且然可能性很小,但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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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奈 (反沂)中 ,他玖迎特別根告長把泰國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收入草案,將其作

力新的第 4款 (同 上,第 1U7段〕.

51 夫于車集第三部分 〔固家豁免的 〔限制〕〔例外〕〕,他扒力,肘杯題同題

的重視怔明是如此有等洪性,因 此是不恰些的.

52 他在涉及第 2和第 3奈吋蝕及到了第 11奈 (商ㄓ合同),第 1款中使用

‘
根括固坏私法道用的規Jll’ 的措洞看來是以假淡道用的法律的逸摔和管轄的逸捧等

同力基袖的.整于情況并不一定如此,他靖求特別撤告長提出迸一步的解拜.他遜

注意到,在提快的新的第 2茶第 3款的案文中,些有失文中的取方是回家吋,特

別根告長使用了
‘
林定

〞
一洞,而不是

“
合同

”
一詞.遠似乎是正确的解,f.,但是如果

速祥,第 11奈第 2款 (a)就可刪除,因 力回家同在政府与政府基砧上的商╨合

同 (或怭定)元捻如何特舍享有管轄豁免.他砍迎特別根告真的意兄:固 狋私法的

規仄l‘通常需要有某种形式的領土耿系
’

〔同上,第 116段 ).

53 提洪的新的第﹁1朱之二 (分商的回家財戶)(同 上,第 122段 )具有明

昱的优羔,因力它通道區分回家本身和具有分南財戶的回家企ㄓ,限制村外因濫用

日內司法坼松.史先生援引的例子提醒人們不可忽視遠一同題.可能出現的一介原

則同題是草案是否位肘只在一美回家中存在的体制明确作出規定.理想地洗,不庄

送祥作,但在一項旨在用于全世界的文中中必須送成公正合理的解決方法,他相信

如要通造第 11系之二,就必須送祥做.垓奈款的确切措洞位留給起草委貝舍史

理.

54 H9L西 先生悅,他希望在他就以題的友言最后淡淡第 21至 28紊 .

55 夫于第 2﹁ 系 (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他同意特別根告長的建洪 :

位刪除方括母中的
“
或垓囝在其中由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

’
的措洞,送不仗是一一

系已銓指出的那祥一一因力其含叉不明确,逐因力垓無款的坪淹的第 (Φ 段中提

出的原因,即 :

‘⋯⋯回家利益可以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不套受到任何強制措施的影

晌;或者回家利益不管是僕逐的怔券或庄盤承的利益,在性辰上都可不受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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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不管肘財戶使用的強制措施如何⋯⋯’ 5

他遜同意特別拫告見夫于刪除方括母中的叫├政府性
’
一司的意兄.由于卡塔你政府

提出的理由.他 同意夫于刑除 (a)項 中
‘
而且与坼忪要求的杯的有失,或者与被

坼的机构或部Ⅱ有失
’
一句的建洪.

56 夫于第 22紊 (村強制措施的同志),他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意兄,由于在

甘站第 21奈 .i提 出的理由位刪除第 1欺方括考中
已
或垓因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

益的財戶
”
一句.

57 在第 23奈 (特定种失的財戶)中 ,他螢成刪除第 1款方括母中叫≒政府

性
”
一詞.但他91特別拫告長力第 1款 (ω 所建以的措洞逐不大清楚.在其初步

根告 〔A/CN4/415,第 239-24U段)中 ,特別根告貝建以在垓項中加上‘
和力

貨市目的
’
一句,并 重新制汀第 2款 ;在其第二次拫告 (A/CN4/422和

Add1,第 45段 )中 ,他建洪重新制汀第 1款 (c9和刑除第 2款 ,他建以 (同

上,第 46段)相位修改第 21奈 ;但而后又建以在第 ﹁款 (c)項末尾增加
‘
和力

貨市目的
’
一句.

58 具体情況到底如何?他變成特別報告長的建洪,即增加第 1款 (。 的

內容,但他不敢肯定是否保留逐是刪除初步執行報告中重新起草的第 2款 .如果

推測特別拫告長的意囿是保留第 2款 ,那 么就必須改正第二次技告第 45段的提

案.但逐有一介迷需要解幵.特別根告長明确指出,他是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目的

意兄建洪重新起草第 2款的.在此方面,位注意到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回提出

建以的理由是,一放吋通避的第 2款特使有失特別預防措施失效.他沒有放肘第

23無提出的坪淹的角度理解速一推理的遻輯性,6 坪站指出,在第 1款 (a)至

fe)中 列出的特定种美的財戶持受到保伊,除非垓目已將財戶分配或指定用途或

具体同意采取強制措施.在送兩种情況下,有失回家的同意构成了解除特別保拼的

基砧,速在前一种情況中已有此含叉,在后一情況中則更明确了.力什么送种同意

位被視力肘保妒的否定?甚至更令人吃惊的是特別拫告長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目的

㏎ 986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8頁 .

同上,第 2。 丌,坪注第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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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淹重新制汀的第 2款的案文.垓提案力
“不管第 22朵的規定如何

’一一換句活

悅,不管國家的明确同意一一只有在有失回家力滿足作力沂忪目的的索賠要求而將

垓美財戶分配或指定用途吋,才可解除第●款中列半的村送爽財戶的特別保妒.

速是否意味若明确同意毫元意〤,除非伴之于通述分配或指定用途而表示含苦的同

意:?如是送祥,他就不能同意送种推理,并守愿同意一旗吋通避的第 2款的措

詞.第 23紊 中需要的唯一修改就是刪除第 1款中的叫├政府性
’
一洞,并在第 1款

“)中加上‘和力了紫市目的
口

.

59 夫于第 24朵 (坼忪文串的送迷)和第 25朵 (缺席判決〕,他同意史先

生的意兄 (第 2115次舍洪〕,即 位刪除速些無款分別在第 3款和第 2款 中的
‘
必

要吋
’
一洞.他逐同意特別根告長在答复琺合王固和德意志耿邦共和目的坪淹吋提

出的建洪,即 位修改第 27奈 〔程序上的豁免)第 2款 ,以便只适用于被告回家.

盤于他已肘新的第 6朵草案之二的道用性表示的怀疑 (第 2116次套洪),他汏

力,第 28紊 (不歧視)垃在草案中占有位置.

6U 最后,他注意到特別根告貝提到包括一介有失解決爭端的草案第六部分

的可能性,但他同意史先生的意見,現在遠祥作不是時候.如果送些朱款草案要采

取圄你公釣的形式,遠將是外交套快的任夯來研究垓事項°

61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提及第 23奈 吋悅,他所建以的唯一修正

案涉及第 1款 (c9,加上
‘
和力貨Tf目 的

’
一浯;第 2款保持不交.

62 H9L西先生感甜特別根告長的解釋,但遠一解釋沒有完全切中他就第 2款

提出的要魚.他特感共趣地期待若特別報告長村辯淹送行忠錯.

63 托穆沙特先生悅,不 同于在他前面的几位友言人的是,他不螢成測除第

12奈 ,他汏力垓奈是有益的和完全有道理的.遠一立切的怔据可兄●9出 年 5月

22日 瑞士琺邦法庭的判決.某正洲回家症伯本尼使信于 1958年雇用了一名意大

利回民作力元我屯屯侍机操作貝.隨后垓人呈被委以各种取努,最后卸被降圾,并

于 1979年被解雇一一他汏力遠是武斷的行力.力 了籬伊他的叔利,他肘雇主提出

坼妐.盤于垓人扁于使因的服夯工作人貝,根据 1961年 《籬也幼外交夫系公的》

第 37奈第 3款 ,他不享有外交豁免,并不享有有失回家的外交官或公夯長的地

位:他与垓目的夫系的基砧是一份何草的工作合同.人們可能要同,力 了籬抻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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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利,除了村有失回家送行坼忪之外他逐能作什么.他是否垃到一介遇迒的國家提

起司法坼忪?很明昱,在遠种情況下剝香向地方法庭申坼的叔利就等于村正〤的否

定。他相信,如果向管轄法院申坼以确定
‘法律坼忪中的杈利和文芬

’
的机舍交得避

于因雅,那 么我于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目狋公的》的第 14奈笫﹁放的第二句中

的保障就不合受到尊重.在草案第﹁2無所涉的情況下,地方法院是唯一道些的法

院.

64 他不能接受下迷現焦,即有夫人士可求助于其政府,靖求它肘庫主回提

出杈利要求.速一逸捧不是一項朴僕亦法,因力在外交保伊方面介人的命迋完全取

決于其政府的任意決定。忤多政府由于害怕損害到它們与外目的夫系,而不愿支持

其一介回民91垓 固的道度的杈利要求.如果委貝舍仍希望忠誠于速祥的基本思想:

汏力其杈利受到侵犯的介人立荻得有效朴僕,那 么它就必須承汏地方法庭的管轄

杈。

65 夫于第 12奈第 2款 中規定的例外情況,值得予以洋鉬常查.例如,在

第 2款 (c)中 ,決定性的日期不位是雇用合同的日期:在他剛剛提出的例子中,

在解雇決定作出以前垓雇貝已受雇了21年 .

66 他也守愿同意通道的第 ●3奈案文,因 力正如他在淡到第 12奈 吋所悅

的,如某人扒力他由于一介外目的行功而道受了擏失,使垓人能移靖求司法朴僅是

解決同題的最筒草和最有效的方法.力什么只是因力一介外因享有豁免就能姼逃脫

91它 在另一日代理人所作所力的責任?速些代理人必須遵守地方法律和規則:如果

他們不遵守,力什么就庄使受頡害的令人赴在相些于否定正〤的地位?再說,鈴子

令人向別目法庭提出坼忪的逸摔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法.

67 但是,他汏力不泣刪除夫于行力者必須在法院地目領土的要求:只是作

出如下規定是不移的:掘害必須是在法院地目的領土上友生的,或正如特別報告長

所建洪的,行力或不行力庄是在法院地固友生的,因力速粹不道些地拼大第 13朵

的范日.根据治外法杈的理站,行力及其影晌被視力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介外國在

其迪境內送行行力,行使其充分的主叔的情況和一介外目的代理人在法院地目的領

土內送行行力的情況之同存在基本差別°任何回家在另一日領土上都沒有主板,共

代理人永近必須遵守些地法律:除有另外的林以外,領土主杈水返有效.如果極苦

——B8∫——



友生在法院地固就足以符合朵件,那么跨固界空气污染的整介同題就可以革逛的方

式由一介有失回家的固內法庭解決了.但是,速不是一介可行的解決午瑞的模式,

所以跨因界抽害舍早致因怀爭端,遠些固怀爭端必須以《琺合國先幸》第三十三奈

中所列出的侍筑方法解決.在此同題上,他同意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

68 他同意特別投告長的意兄:八根本上倚化第 14奈的文本.第 ﹁款 (a〕

項造于复染,沒有必要,他只是表送一今非常倚草的思想,即 ,涉及到不功戶的行

力位能移得到遠种財戶所在國法院的申理.委長套可采納 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

系公的》夫于
‘
涉及

”
位于接收回領土內的不功戶的行力的笫 31奈第●款 (a).在

忤多法律制度中,提及在不劫戶方面的
‘利益

”
可能造成是非混淆.作力原則,世界

性的奈釣永通不庄只具有一种法律制度的特魚.位刪除第 14朵第 2款 :水近不能

在肘私人的案件中援引豁免.

69 他在提及第﹁8奈吋悅,在听取馬希禹先生的友言之前,他扒力委員套

的所有委長支持刪除整今朵款中的叫├政府性
’
一洞。垓洞使船舶的美型數量交成四

种,并使送一無款越于負染,不 易其施.

9。  第 19奈是很雎制定的案文,但是其奈款又是板力重要的.其基本的思

想是,如果一介回家或一介外籍自然人或法人同意以仲裁的方式解決扮爭,就不能

允許任何一方在以后的險段力制止裁決被承汏或執行而阻磚仲裁程序.如果在送一

价段外固可援引其豁免,整介仲裁程序可能套失去效力.必須根据卡塔你政府的建

洪具体提及村裁決的承汏和央施,狄而在文本中明确表送速一內容.

9●  夫于第 2U奈 ,委 貝套的一些委長汏力,不位接受任何夫于固靖化措施

的要求.的确,些 一介回家使私有財戶固有化吋,它是在使用其主叔.但第 2U奈

沒有沒立一項規則;它 只是送行否忕.他汏力遠迷不到任何有益日狋,寨咼希馬先

生一祥,特別根告長在其第二份報告 (A/cN4/422和 Add1,第 4i段)中提

出的現羔沒有使他完全信服.

72 第 21朵肘私有財戶的保伊已送到了完全沒有道理的程度.他半的一介

例子是,他的回家駐耿合固代表因在妞的的一棕樸中租了一居棲.是否因力德意志

耿邦共和目以租夠的形式在送林接中有受法律保妒的利益而整介樓房就位豁免于任

何強制措施?目 前的第 2● 奈套給人以遠祥的印象.但是,沒有理由村正常的商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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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系造成速种障得.只有在一介外固享受其杈利受到影晌吋才可排除強制措施,所

提出的例子些然不是遠种情況.因此他同意特別根告長夫于別除引言方括母中的洞

的建洪.提到抈有或控制也是如此:強制措施只有在可能影晌到捐有或控制吋才垃

予以排除.因此,庄鑰小垓朵的范目,強制措施只有在可能影晌到外國行使共叔利

吋才可被排除.

93 勒泰先生悅,他 同意持第 1至 11紊送交起革委長舍,并汏力,提快的

新的第 ●1奈之二 (A/CN4ˊ 415,第 ︴22段)和之后的一些朵敖草案也可送交

起革委貝舍常洪.

94 夫于第 12奈 ,他患的來悅同意特別報告長的建以 (同上,第 133段〕,

但垓朵并不完全令人滿意.

75 第 13奈包括建以的新的第 2款 (同 上,第 143段)使他有些迷惑不

解.不言而喻,人身仿害或財戶韻害套專致索賠要求,但很雅确定什么法律規Jll受

到達反吋可作力送种要求的理由。托穆沙特先生相信,速就是回家法律規則,在此

方面常常提及汽準事故的案件.但是,如果遠就是村垓朵的解釋,那 么新的第 2

款就是不必要的。也許垃更加戶泛地解釋垓奈款,使它道用于构成村固豚法規則的

達犯的行力或不行力:如果是遠祥,就有理由提及速些規則.但是,在其在固豚法

中,給予一介外回違反固豚法行力的受害者的唯一朴僕亦法是要求其原籍固以外交

保伊的形式采取行功,正如托穆沙特先生剛才所指出的,垓 固很可能拒免速祥做.

因此有必要了解垓奈的意困是否給予那些遭受板害或仂害的介人向肘韻害或仿害久

有責任的外國直接采取行劫的杈利.些然,速是一种值得林螢的方法,但它完全可

能只在理淹上行得通.此外,如果送就是垓奈款的目的,就泣修正第 2款,夫于

遠一魚,西班牙的提案就要么大避分,要么逐作得不移.完全明确地悅,拉明确指

出,如果介人不享有充分的保伊,如果他逐未通道固豚公法的正常渠道荻得令人滿

意的結果,他就可采取直接行功.速一解決方法汏理站的角度來看是有道理的,因

力根据歐洲沒卄公司集中的裁決我們可以悅,些 一介目家提出要求,以狹得村其白

民的外交保妒吋,它速祥做是力了荻得村其本身遭受的板害的賠借.元站如何,委

員舍泣常查第 13奈,決定它希望在垓奈草案上采取的杰度,并相立地修改案文.

76 在第 14奈 中,位在第 1款 (b)中 具体說明有失財戶和法院地目的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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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的瑛系,出于托移沙特先生提出的理由,位刪除
“
利錐

’
一洞;如果不遠祥做,

庄以不是來自普通法洞洭的一种表送法代替垓洞.

77 位明确指出第﹁6奈的梵題是夫稅、稅收和其他爽似的一般性位付款項

遜是只是那些涉及到不事有豁免的活功或財戶的款項.大于第η9紊,最好在第﹁

款 (b9中 不使用固怀私法領域中的洞狂.最好使用強惆公司和法院地固領土之同

的耿系的更一般性措洞.

98.在制定第 18紊方面已花發了大量吋同和努力,如果不洋鈿了解海洋法

就堆以就此友表意見.夫于所似快的刪除1├政府性
’
一司的意兄,他理解力什么可

能用目的或日柝的概念來描迷某些銍菅,情況或央体,但他汏力,措詞需要精确.

正如馬希身先生所建以的,在某些例外情況下船舶位享有更戶泛形式的豁免,遠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立具体說明這些情況.元梵如何,除其他事項外,委員套必須

根据德意志琺邦共和目和朕合王目的泙淹重新申快垓奈.

79 位使第 23奈第 1款 〔c9更具体,因 力可以悅,一日在另一日領土的銀

行中的所有財戶都是用于商╨目的的.有失財戶是一种存款,它在因怀銀行体系中

作力貨市保障起到特別的作用.在銀行界也并通常使用遠种存款的特別定〤。

8U 最后,他悅,各朱款草案需要一些志的坪淹,送也是指新的第 11朵草

案之二.史先生 (第 2∥ 5次舍洪,第 24段)和 巴水謝戈夫先生 (第 2● 17次舍

快,第 1段)力此紊提出的案文不元优羔,但他村遠些案文持有某些保留意兄°

已銓指出,整套奈款位田明固隊法規則,而情況并非如此,因 力事央表明,所表送

的各种意兄基本上只反位回家利益.些 然,他理解力什么各固可能需要冬可能尸格

的豁免,但是在聆听了銫肘豁免理淹鼓吹者的意兄后,他不知道他們主要天心的是

否不是干預所引起的同題.一旦涉及到民事或商ㄓ一一換句活悅,合同一一同題

吋,就出現力爭取法律所賦予的叔力的斗爭:如果一介回家族得豁免,遠將意味

著,只有回家法庭具有管轄杈,只可道用于它的法律制度,包括其基本立法.小固

要保伊自已,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同題主要是干預的同題.正如本努納先生

(第 2● ●9次套洪)所指出的,必須牢記叔力均衡,即使在原材料方面締結的許多

合同表明,弱 目或自汏力弱的回家能姼突然交得強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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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人們有共趣地注意到,至今力止逐沒有人指出,要制定的規則必須是強

制性的和免肘的:如果他在泙站第 28奈 吋有時同,本來是套速祥做的.但是,元

站如何,忠是所涉及方敬強大的一方決定是否位給予豁免,它 自已的法庭是否有管

特叔,因 而也決定是否可央施它自已的法律.所以他拉心在委員全和犬舍第六委員

舍純粹根据數字的份量或政治勢力最后通迪的文本持是板不令人滿意的.目 怀法的

真正規則是共同的規則,例如,銓游互助委員舍或歐洲瀣湃共同体制定的規nl1.不

甘在目豚仲裁方面的保留意兄如何不管它粹引起什么同趣,它 的确指出了要連循的

道路,因力未來在于真正共同的因隊立法.委員舍位冬快八此角度重新常快速一站

題.

下午 1吋散套.

第 212U次套洪

1989年 6月 16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阿吉博拉素王、巴哈鈉先生、哈索內先生、H9L西先生、巴水沃祥先生‵

巴你甜戈夫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一因伊雷斯先

生、弗朗西斯先生、科〞馬先生、馬希与先生、表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水

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

生、各庫幼新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錫巫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切科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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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致 )

(A/cN4/41U和 Add1-5.1 A/CN4/415.2 A/CN4ˊ 422

和Addt3Aˊ CN4/∟ 431.F市 )

〔快程項目3〕

特別投告見的第二次報告〔象)

二旗常以無款草案
4 (致

)

日 本努鈉先生悅,肘所申被洪題的甘淹使他想起來一今侍銃的理淹爭以,即

“
文明回家承人的

’
目隊法一般原則是戶生于日內法逐是戶生于固隊法.把國內法和

固怀法些作兩介不同的、截然分幵的領域來效理忌是錯淏的.事央上,固 內法和目

隊法不斷地相互滲透和相互丰富。就管轄豁免遠些具体同題來悅,毫元疑同,是在

各目圄內管轄杈的基拙上給予豁免或拒先豁免的,但各目在央施目內法吋也考慮到

某些固隊規則。草案不庄拭困規定尸格統一的規則,而是位伙限于制定出一般指早

方針.公的草案的通述不是意味看日內法和固坏法之同仍在送行的辨近迪程的終

結,而只是意味著遠介迪程內的某一險段的完成.正如他在淡梵第 1至 11朵時建

快的那祥 (第 2117次舍洪),草案位包括一項速祥的奈款:規定在一段吋同之

后,比如 5年或 1U年之后,庄村公的加以申查。速祥就表明,公的集文并不打算

是确定不交的,而是可以在道些時候加以修改或朴充。速祥的亦法使送成浾洪更加

容易,有助于克服他在委員們的一些泙淹中友現的略力悲現的杰皮.

2 美于第 12奈 ,他 同意特別根告長在其初步報告 (A/cN4/4〡 5,第

131-133段 )中提出的建以.与 第 13朱相夫的同題要笈染得多.好几固政府指

出,人身作害和財戶擷害同題是由夫于回家責任的規則管轄的,与本草案不相夫°

1 
特栽于 《1988年⋯⋯年鈭》,第二卷

2 
同上.

3 特載于 《η989年⋯⋯年盤》,第二卷

4 
夫于案文,兄第 2114次套洪,第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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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根告長建以的新的第 2敖 (同 上,第 143段 )并沒有充分解決速介同題,因

此他予以反肘.另 一方面他捏心,如果刪除
‘
而且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作力或

不作力友生吋赴于法院地回領土內
’
速一短悟,速套使垓朵的范園更加戶泛.速一

短活位保留不功.央狋上,垓奈整介未悅需要委長舍迸一步深入申洪.

3.他 同意特別報告貝有失第 ﹁4和 18紊的走洪,并且注意到,他村第 15、

16和 19朵沒有提出任何建洪.

4 夫于第 19奈 中方括咢里的各逸用悟,‘商╨合同
’
概念已在夫于用活的第 2

紊得到足移克泛的界定,庄在整介案文里前后都使用,以避免混亂.

5 他和其他委員一祥怀疑是否有必要把第 2U荼收在草案里;然而,如果委

員套決定要保留第 2U奈 ,他則同意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 (第 2● ●9次

舍洪),即垓奈不位在第三部分,而位移到第一部分,作保障奈款.

6 夫于草案第四部分,按照特別拫告貝的建坡和若干回家政府的意兄,第
刉 紊位刪除

‘
或垓圄在其中有法律保妒的利益的財戶

’
速一短悟,但是速祥做并不

能解決殶想的那美財戶的同題°一般公汏,‘法律保妒的利益
’
速一用悟并不完全令

人滿意,他建以,不妨提及回家村其抈有物杈的財戶,以取代
‘法律保伊的利益’

.

村第 22奈也可以如此.夫于趺第 21紊 (a)刪 除叫├政府性
’
一洞的建洪是可以接

受的,但是他反村刪除
“
而且与坼忪要求的林的有失⋯⋯’

送一短悟,因力速祥將板

度地伊大垓項規定的范園°

7 出于前迪所迷的原因,他 同意刪除第 23奈第 1款 中的η�政府性
’
一洞,

但不同意特別扳告長速祥的意兄,即位在第 1款 (c)中 加上
‘
和力了貨市目的

’
短

浯.第 2款是多余的,位垓刪掉.提及第 21朵只舍引起混淆;第 21紊本身已足

姼說明同題了.                         
一8 第 28奈戶生了一系列同題.特別根告長本人社速一奈的去留取次于提以

的新的第 6荼之二 (A/CN.4/422和 Add1,第 17段)能否通越,似乎也是承

汏了遠一魚.在反肘第 6無之二的同Hl,他也趺力第 28奈板力裝染,能村整介草

案造成危害.沒大利工政府悅得肘,垓奈不是涉及歧視或不歧視鬥題,而是涉及村

等待遇同題.在速一魚上,第 2款 (a)的 夫鍵性規定措洞避于先泛.些然,一日

汏力另一日在限制性地位用某項規定,送一魚并不足以使前者有杈同梓做.毫元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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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遠正是央豚中一般友生的情況,但草案至少庄球圈樹立一些風尚.

9 最后,他村提洪的草案的整介第六部分是否妥些相些怀疑,建洪委長舍在

下屆套以上更深入地中以解決爭端同題.

.U 各庫鈉斯先生感甜特別技告長的鉬致工作,汏力肘委員舍迸行朵款草案

的二洪很有靜助.然而,如果以后能把就一姐奈款提交的所有意兄汪集一起,速持

是很有用的,委員套便能肘情況有介整体的、清楚的了解.村子那些沒有自某一具

体苦題的村梵一升始便拉任委長舍委真的人未悅遠些意兄尤其有价值 .

●● 第 13朱規定了在某些人身仿害或有形財戶拍害的榮例中目家管轄豁免

規則的例外.根据垓奈規定,村子責任位99于外固并且友生在法院地目領土內的行

力或不行力所造成的搵害,介人可以在法院要求賠僕.根据村垓無 (原 第 π4奈 )

的泙注,5 垓奈規定主要包括了交通事故或以扶路、公路、弋机或水路迋輸貨物

和人長避程中友生的事故,因 力思管遠美事故是可以投保的風險,但是保險公司可

能借助其客戶的豁免杈,在賠伴同題上制造因堆.然而,垓無不道用于沒有物辰搵

害的案件,換句活悅,不道用于名替或合同、銓洴或社舍叔利受到掘害的情況.垓

茶的道用需滿足兩介奈件.首先,行力或不行力必須全部或部分友生在法院地固領

土內.其次,遠种行力或不行力的些卒方在行力或不行力友生吋必須在垓因.正是

速后一項奈件指明了第 13奈的范目,因 力評注中夫于垓無沒想的案件彳艮少友生的

一項意兄只是暫時悅得通.例如,泙注逐悅,垓奈將道用于某些具体的拉害案件 ,

例如由快艇造成的掘害一一些于現代世界中各种夫系友展的速度,速似乎不完全符

合垓無今后可能具有的范園.

12 他造一步注意到坪注里提到
‘
向逛境村面升棯幵炮或流彈弋避迪界的情

況
’(第 7段),在遠里他扒力有必要規定武裝沖突力例外.然而也有必要把外因

軍●A駐扎另一固領土、軍陝或軍事裝各通造垓領土以及同使用核功力有失的一系列

可能事故等同題都包括在內.因 此,他怀疑是不是提到現有公的就矽了,而現有公

的都不是具有普遍的束力的.特別根告貝曾悅,第 13奈幵共用了短悟
‘
除有失固

家同另有林以外
’,提示參照其他固隊柲定,速能保怔固豚公釣不受影晌.但同題

5 《1984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6-69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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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用意是不是要拼大已由締的固決定并在一系列夫子使用核功力的重要公的中得

到确汏的規則.

13 夫于提坡的新第 2款 (A/cN4/415,第 143段),提示參照目你法

中的回家黃任的規Rll是不移的,因力這里涉及法院是否有杈惆查位由外因久責的某

些活功領域.昱然速一款是有必要的,但它位垓更加洋冬些.夫于行力或不行力的

些李方必須在法院地目的詞悟位保留,至少目前不交,因力速限定了垓奈的范日.

●4 他支持特別根告貝有失第 14奈的建洪 (同 上,第 ●56段 ),也扒力不能

光提到某些法律制度或受到若干法律制度支配的机构.91案文作些道些的修改便可

以很好地解決速一羔.在速里,他愿提靖委員們注意,在一介不同的但与此相夫的

領域一一即大全第六委員套已給予洋鉬常以的 《琺合固目豚洭票和回隊期票公

的》6 
的通避同題一一同題已送到如此程度,必須尋找一介所有人都容易理解的

并且不偏向于速介或那介法律制度的持平的案文:村遠介同題的常洪曾有一段吋同

阻得了速瓨公的的通道.

15 他婪同特別根告長的意兄,汏力由于第 15紊 涉及汁算机戶生的作品,

所以垃在坪注里村垓奈的范園作出更洋幼的解釋。村植物育种者杈利作出更洋冬的

解釋也是值得砍迎的.他逐同意,速介同題的具体方面不泣列拳,因 力速套引起肘

沒有沒想到的其他活功的申洪.

16 第 18荼些然是一介具有剩余性廣的朵款.汏ㄞ史上啡,目家管轄豁免

同題的戶生同船舶有失,因力外因港口中的船舶是至少兩今回家法律制度的接蝕

魚.因 此,遠介同題已銓受到朵的的戶泛的末:上湖到 19世紀的丰富的判例都确

汏了夫于不八事政府性活功的船舶位受法院地固法院管轄的規Il1.因 此,‘八卒商╨

〔非政府性)活功的船舶
’
送一短活是友明出來的,沒有央杯根据.另 外,水 1982

年 《耿合回海洋法公釣》第 236恭可以清楚地看出,豁免戶生于船舶的非商ㄓ性

辰,而不是其非政府性辰.夫于第﹁8奈第 2款所沒想的案例,委員套最好俠考慮

大致上平行的奈款,不要超越 1926年 《布告塞水固有船舶豁免公的》.委員套尤

其位些心不要使集文避于繫琰,堆 以解釋.

6 
大舍 1988年 12月 9日 第43/165手決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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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污染同題必須包括迸去.另 外,肘垓朱 (原 第 ﹁9朵〕泙注中的一句

活,即船舶或貨物所扁目的外交代表筌友怔明信一卒些然受法院地因所道用的程序

親Jll所釣束,’ 需要給予更洋幼的解釋,否則他不能确定遠祥的規定是否可列入

垓朵.村特別根告員建洪的新第 1款之二 〔A/CN4/422,Add﹁ ,第 26段 )

也需要有更迸一步的說明,在委員套下屆舍以上此數位作力优先事項討站.然而如

果最后遜是決定將此規定收在草案里,那么它位列入新的第 1﹁ 朵之二.

18 在第 19奈里是使用
‘
商ㄓ合同

’遜是使用
‘
民中或商ㄓ同題

”,送不位引

起不必要的爭以.也并加上下列洞悟便可特困堆克服:根据本公的朵款此法律行力

”法院地固法院管轄
’

.

19 最后,夫于第 2U奈 ,他指出,大的 4U年前,旁特帕克在共刊登在 《英

目目杯法年盤》的有名的文幸里悅遊,法院地固法院同外目的立法行力毫元夫系.

自那Hl起 ,91遠介 1.● 題的爭洪汏未中斷迪.然而,如果委員舍女同就固有化措施的

域外效力作出一項明确的保留,那么它村垓奈款沒有什么反射意兄.垓紊杯題所用

的
‘
情況

”
一洞需要迸一步考慮;遠里的意思可能是固有化的

‘
效力

’
.

2U 主席以委員舍委真的身分悅,他和先前的友言人一祥,感澍特別報告長

的优秀根告,垓拫告的突出优羔是,報告貝板力推出一些建洪,力送成妥林提供了

道些的亦法.

因 力了取得普遍可以接受的結果,委 貝套有必要雞致重申遠祥的指早原

則,即根据它們的主根平等,各因及其財戶享有管轄豁免.只 有在遠介拳詘上才可

能清楚界定管轄的例外情況,速祥才舍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肘基本原Jll加 以更多更戶

限制的必要性,因 此有助于确保法律得到明白元長的執行.涉及回家及其財戶管轄

豁免的法律制度庄小心地肘待回家裕免的目隊法原Rll、 垓原則的例外;用于防止不

道些使用某些規Jll的法律朴救亦法遠三者,不要有所偏倚.只有道祥才能締錯一項

文半,有助于叔利平等但銓渀央力不等的各目之同的和平篷洴合作.

22 作力村第 6紊方括景中
‘
和一般固隊法的有夫規則

”
短悟的一般性志兄,

他高共地指出,特別擬告長領套了一些委長的想法,遠些委員主強刑去送一洞悟°

’ 《1985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3更 ,呼注第 1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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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介人人力甚至在序言里都不位有送一洞悟.使用遠些洞活粹力村豁免施加不垃有

的限制敝幵大Π,央隊上优如一項保留,最終套使整介未來公的解体.速套削弱人

們所期望的法律保障.包含若如此之戶的保留意兄的目狋怭定不可能服夯于穗定固

狋失系之目的,尤其是在回家及其財戶裕免速介欠染的領域里.另 外,也沒有必要

作速祥的限制性規定,因力根据無款草案,各固可以怭商偏南朵放.速祥的限制性

規定只有在鍗的各目就公的的解釋友生分歧吋才具有意〤.在那种情況下,它們可

以借助适些的手段尋求一致同意的解決亦法.公的本身先敝升道路,容許迸行偏頗

的解釋,遠是令人遺憾的.

23 力滿足螢成更多限制的回家的立切,特別根告見在其第二次拫告

(A/CN4/422和 Add1,第 17段 )里 以新的第 6奈之二的形式提出了一种否

汏紊款,根据速种否扒奈款,各目可以正式戶明的形式限制外目的裕免,但如果被

限制的回家在 3° 天肉表示反肘,此方明便不能生效.如果采納速一建洪,送將破

坏草案中制定的全部規則的統一性.爪送項建快逐可以看出,所淡想的另外的例外

不是
‘
一般目隊法’

的事情,而是有失回家同具体林定的事情.他不快力第 6紊之

二舍解決鬥題.

24 他的第二羔一般性意見也涉及法律平等.且然特別報告長考慮到了社舍

主〤回家力确保自已不赴于不利地位而表示的保留,但提洪的新的第 ﹁1朵之二

(A/CN4/415,第 122段 )沒有村涉及的央隊同題給予足姼考慮.草案必須使

用毫不含糊的措洞,以便車介的社套主火外更企ㄓ不被等同于回家;否則,草案9I

社舍主〤回家沒有任何价值.

25 所有社全主又回家的做法是,把社套主〤財戶的某些部分清楚地划”融

立的法人,完全用于商ㄓ活劫.速些法人以自已的名〤行事,有多少發戶便具有多

少黃任能力,并不代表回家行功,因而不能要求豁免或放井豁免.因 此,不能把目

宗等同于速美法人,回家不能力它們久捏的債夯久大.些然,一介囝家企土也不能

村另一介企ㄓ的債夯久責.

26 遺憾的是,一些回家卸刁慣于遠祥做:一方面拒不承次社套主叉回家企

ㄓ的豁免,另 一方面把它們些作回家机构村待,戶林社舍主又回家位冬其所有財戶

履行其草介法人所久捏的〤夯.送造成了速种情況,即有失回家必須首先到法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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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法院出庭,使自已法律秩序得到尊重.即使它出庭了一一央狋上并非患是如

此,但泝松安用往往是一大芼幵銷.位 些小心确保未來的公的不合被解釋力迸行外

興的一些回家的法律秩序只有些它們向法院地目的法律公司交付了道些的服分發之

后才狡得承扒.他 了解一些速祥的案例:德意志民主共和目的外與企ㄓ被作力因家

机构或部ㄇ而卷入在美目的坼忪;德意志民主共和團被些作第二位被告,被扒力久

有責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固作力回家,村送些企ㄓ的商ㄓ交易不久有任何女任.要

解釋清楚遠一魚是很出力很花我的卒.

27 否忕一日就其商ㄓ交易援引豁免的杈利,同 時不碩其法律秩序要性它肘

其法律上狙立的企╨所迸行的任何商ㄓ交易久黃,遠是有背于國家主叔平等原Jll

的.任何回家都不能接受送种情形.因 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固建以在第 3奈里加

上下列新的第 2款 :

2 ‘
本茶款所使用的

‘
回家

’
一洞并不包括如第2奈里所界定的回家建立的

用于送行商並交易的机构,如果它們以自已名〤行功并且以自身的姿戶久黃的

活
’ (A/CN4/41U和 Add1-5).

送种親定有助于使奈款草案村許多回家來悅更加容易接受,而且送种規定也并非不

尋常.例 如,1992年 《夫于回家豁免的歐洲公的》第 27奈第 1款規定:‘
‘
鍗的

固
’
一洞不得包括締的目的与共有別且能姼起拆或被坼的法律其体,即使垓央体被

賦予公共取能
’.遠种規定也可以力明确的安排提供一今可能的基抽.力 此,特別

根告長按照德意志耿邦共和國和琺合王固就第 3紊提出的意兄建洪在新的第 2奈

tAˊ CN4/415,第 29段)第 ﹁款 (b9項 (S9目 的末尾增加下列來文:

‘⋯⋯但一介与回家分幵、有杈占有和赴三分商的國家財戶而且有起坼和

被坼能力的因菅企ㄓ不庄包括在垓目的机构或部ㄇ之內,即使垓固菅今ㄓ被賦

予公共取能
”.8 速祥的修正套消除許多國家的疑同.

28 他螢同特別根告貝怭琱第 2和第 3朵的努力,汏力新的第 2朱第 3款草

案有助于在确定合同的商ㄓ性放吋使
‘
性演

’
林准和

‘目的
.杯

准得到平衡的迋用.

29 在第 7荼里,‘ 回家利益
’
和

‘回家控制的財戶
’遠兩介概念造成了一些困

8 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U。 頁,第 5。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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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或者位刪掉,或者庄精确地界定.他砍迎使用
‘
法院地固

’
和

‘
外因

’
遠些措洞,

相信力了便于理解,其他各奈也都套使用遠些措洞.使用
‘
机构

’
和

‘
部ㄇ

’
送兩介洞

只有些它們在第 2紊里得到精确界定時才用得恰些.最好規定法院位依括取杈申

查是否存在豁免.

3U 泰回就第 1U奈提出的建洪如果族得通避,便全削弱垓朱的根基;提快

的新的第 4款 (同上,第 ﹁U7段)可能引起反拆叔利的濫用.垓款位些修改得更

具体,或者刪掉 .

31 草案第三部分的柝題再次反映了各回不同的利益,然而不同的利益最終

泣是可以淍和的。他本人汏力使用
‘
例外

”
一洞是重要的,因力裕免是常規,限制是

例外。他不安同推退速介同題的常洪,因力遠是介夫鍵同題,思管他也理解特別根

告貝提出速祥做的建洪是希望如果在各項規則上能迷成林商一致意見,速介同題便

有可能失去重要性.

32 第 11奈一一夫于回家豁免原Rll的 主要例外一一共措洞尤其重要,垓奈

幵共不妨使用短活
‘
除⋯⋯另有林以外

’
.‘一回如⋯⋯汀立商ㄓ合同

’
等洞悟含糊不

清,立代之于更精确的洞悟,以便強琱回家的戶生自商╨合同的〤夯以及同法院地

目的法律夫系.他汏力,前任救告長在第四次報告
g 

中所建以的速祥一介規定是

不可缺少的,特別是因力有些回家往往把管轄叔建立在板力含糊的前提基詘上.因

此令人遺憾的是,技告貝沒有听杕建以,沒有把給定的爭端同法院地固一定具有失

系遠一羔表示清楚。位些道慎小心,夯必使未來的公的不被用作草方面施加管轄的

借口,速种做法9I原 告有吸引力,肘被告不利.他建快按照下列措泀重新組象:

‘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怭以外,如果坼妐的根括是一固杕其＿●外目自然人或

法人汀立的商╨合同戶生的〤夯,并且南ㄓ活劫部分或全部是在法院地回迸行

的,那么垓回不得在另一日法院援引豁免.’

33 思管他理解到提洪的新的第 11無之二 (同上,第 122段)是特別根告

長力克服某些因雎而提出來的,但是仍有若干同題沒有解決.如果采納村新的第 2

9  
《1982

A/CN4/359,
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229丌 ,文件

第 12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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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第 1款 〔b9(S9提以的增加部分 (兄上述第 29段結尾),同題或許舍解決.第

11奈之二只包括了企ㄓ代表回家行事的例外情況,沒有包括一一甚至排除一一企

ㄓ以自已名〤行事、根本不享有豁免的典型情況.因此,第 11朵之二不合使有失

第 2奈的建洪五得多奈.史先生 (第 21﹁ 5次套洪,第 24段)和 巴休甜戈夫先生

(第 2● ●9次舍快,第 1段)提出的建洪似乎力美似的解決亦法備平了道路.盤于

草案所依据的基本概念,分商的回家財戶同題不庄在第三部分赴理,而是位在第一

部分,遠祥做的基本想法是防止不必要地甘大固家概念.遠一魚既道用于援引豁

免,又道用于不尊重回家財戶中法律上狂立部分的情況.

34 肘第 12奈所設想的勞工同題法律爭端作出規定是不必要的,因力速美

爭端一般是由相互怭定或保險僕付來解決的。然而,他不明自力什么特別根告貝同

意刪除第 2款 (b9項 :例如,法院地固不能強迫外回雇用某人.因 此必須重新考

慮第 12奈 .

35 第 13奈也容易招致尸重的反肘意兄,速汏好几介回家所作的坪梵中已

銓可以看出來.垓奈似乎預新了豁免范目之外的目狋責任同題.回家不梵何吋放荓

豁免,一般都是通道某一具体怭定放井的.有失的例子是 1969年 《特別使市公

的》第 31奈和 1963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43荼 .第 13無的目前措洞似

乎令汻多固家雅以接受,同 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31朱也相沖突,

因力措洞隱含看一般放井豁免的意思.村裕免的如此戶泛限制在回家央踐中前所未

園.然而,如果象特別拫告貝在其第二次根告 (A/cN4/422和 c。rr1,第 22

段)里所建洪的那祥,垓奈的道用范園可以鍗小到一般可力其尋求保險僕付的交通

事故一共,各固也忤尿意接受送祥的赴理亦法,遠同《特別使市公的》第 3﹁ 奈和

1963年籬也納公的第43朵更加一致.

36 如果只把第 1款 (a)項保留下來,第 14朵案文形式舍交得更清楚.提

及不功戶的洞活便舍清楚地表示出法院地目同有失財戶之同的必要司法碟系.

39 第●8奈引起的同題同他在淡到第 2無吋悅迪的同題相似.送些同題的

戶生大部分是由于
‘抈有

’和
‘銓菅

”
的洞悟被視作相同.在涉及汏事商ㄓ活功的政府

船舶吋,如果由原告來決定是村掘有船只的回家采取行功逐是村銓菅船舶的公司采

取行功,那么,速只是因力沒有考慮到達祥的事央,即航迋公司是法律上狄立的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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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并作力其船舶的唯一銓菅者而行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目,航迋公司是抈有法人

資格的固有公司.它們是
‘豋菅者

’,而 回家不是.它們依据其姿戶而具有責任能

力,并 以自已名〤行功,能銘提起坼忪或被坼.因 此它們不能援引豁免.第 18奈

平行地提到
‘
抈有者‵ 很容易使人想象到回家的次要責任;遠种次要責任是不能接

受的.

38 同題不是要力抈有庛大固有資戶部目的回家謀取好楚,而是保伊它們免

受歧視,使它們脫商不利地位,因力它們有可能被要求村且扁自已卸是革狌的法律

央体并且元叔要求豁免的企ㄓ的叉夯久黃.表面上是豁免的來西央沶上影晌了主杈

平等,近乎于9I外因目肉法律秩序的干涉.送是介一般固沶法的同題,而不是社舍

主〤回家狘有的同題.社舍主火回家尊重根据外因法律制度建立的法律央体,希望

根据自已的法律制度建立的法律其体能得到同祥的尊重.特別報告貝 (同上,第

24段)正确地假定,如果一日允忤草狂的銓當者海迋公司回座船舶鋄菅引起的起

訴,那 么沒有理由人力作力船舶抈有者的垓目位久黃任.解決亦法是由銓菅者而不

是由抈有者久黃:送种亦法比較容易央現与特別報告長在第 18無新的第 1款之二

(同 上,第 26段)中建洪的相同錯果.

39 第 19朵的主要同題不是
‘
商ㄓ合同

’
和

‘
民事或商ㄓ同題

’二者的逸摔同

題,而是一介更复染的同題,即是否可以老是把締緒仲裁怭定看作在9I柲定或村裁

決的效力友生爭端吋放井豁免。他也汏力,仲裁林定中可能暗含若放井豁免,但速

不能解釋力同時暗含若肘執行放井豁免.

4U 夫于第 2。 朵,固有化的情況并不是回家豁免的例外.相反,速爽情況

通常是一目的不受外國法院常查的主叔行力.即使垓奈只是作力保障無款似汀的,

但它井沒有排除作出有害解釋的可能性,送种解猙舍妨得各囝人民在沒有外來干涉

的情況下自主決定其政治狀況并水事篷游、社套和文化友展.特別報告見在根告

(同 上,第 25段)中所犖的例子并沒有改交送一立切.央狋上,速介例子只是表

明了自決同題和干涉同題在速美情況中卷入的程度.一今法律央体在原厲固依法解

散了卸在外因雞紋存在,遠便构成村垓目法律制度的范園深返的干涉,不淹垓固是

以何理由決定解散送介央体的.他仍然堅信位垓刪除第 2U朵 .

41 草案的第四部分最好和第二部分一祥,在幵共有一項一般規定,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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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犖例外.第 21朵如果一般性地提及肘強制措施的豁免,則更符合現代法律.另

一方面,不 防沒一項奈款,規定各固有〤夯遊汰法院在未來公的的基拙上向它們友

出的終申判決.既然 1972年 《夫于回家豁免的歐洲公的》已銓包含有爽似恭款,

那么位垓有可能找到一介解決亦法,使回狋公扒的夫于禁止村其他固象財戶執行判

決的規定扶得通道.也可以象特別根告長 (同 上,第 46段)所建快的那祥似汀一

項基于肘等原則的規定或者一介引早性短悟
′
除⋯...另 有林以外

’.但是他不能同意

夫于取消 (a)項 中有失財戶与坼妐之同的耿系的建洪.盤于一些回家在肘待社舍

主〤回家吋的做法,恐怕舍元視社全主〤因家的財戶錯构,而村其財戶的任何部分

采取行劫.沒想
一
固同意社債杈人在元親垓固法定財戶錯构的情況下決定他希望用

垓囝財戶的哪些部分滿足他的一項坼求或多項坼求,速是不大現央的.如果目的是

防止被告號用法律,逃避〤夯,那么必須尋找其他解決亦法.肘一目的任何資戶一

概可以采取行功的亦法似乎不舍得到普遍焚同.

42 夫于第 24紊 ,他螢同好几介因家提出的夫于就坼忪文中的送送建立某

种秩序的建以:力什么不完全通道外交渠道解決同題呢,沒有理由不送祥做,因 力

即使沒有維持外交夫系外交渠道意是存在的.通避外交渠道送送坼忪文串可以在任

何情況下都保怔有失回家的外交部及吋族悉持采取的行功,并可以在自已回家內釆

取道些步驟,以相互怭洪的方式使爭端在法院外荻得解決,遠舍使所有方面都滿

意.夫于通道郎局特送的可靠性同題,介人豋驗表明,一些怀疑是有道理的。

43 村于修改第 25紊最后能取得什么結果,他不大有把握,但位垓充分考

慮到各固就缺席判決友表的坪淹,不淹速种判決是如何送交的.不能推想文件既已

送交就一定舍被收到.

44 第 28奈的杯題与內容不完全相符.央隊上遠里的同題不是非歧視,而

是使目家脫寓垓項未來的公的規nll的做法合法化.然而,遠舍引起人們肘編來公的

的目的戶生疑同,也套力草方面的、偏南公釣的規幸提供理由.不需要用第28奈

爽理以商定的或肘等的方式央行或限制豁免同題.各固患是可以節錯送榮安排的,

水下列一魚可以看出來,几乎所有例外情況的幵共都使用短浯
‘
除⋯.:.另 有林坡

外
’.因 此垓奈似乎可以不要.

45 友卡弗里先生悅j本努鈉先生夫于定期常查和修正草案的建洪值得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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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很明昱,垓項未來的公的仍然赴于成形險段,委貝舍以及起革委長全都仍然

需要迸行深入的討梵.

46 托移沙特先生友表的意兄 (第 2● 19次舍洪)几乎包括了他自己想就第

12朵和第 13朵提出的所有現魚.第 12朵是必要的.速方面的回家慣例的确存

在:思菅美目的 1976年 《外圍主杈豁免法》沒有夫于庫用合同的革狂朵放,但遠

美合同包括在垓法案的商ㄓ活功例外奈款中.雇用合同是好几目的法規、﹁992年

《夫于回家豁免的歐洲公的》以及一些回家判例法所承扒的例外.

49 托移沙特先生曾提到牽涉一名元我屯和屯技操作長的案件,他也了解一

介美似的案件.此案件涉及一名瑞士籍屯活接錢貝.垓接錢長在美國駐日內瓦代表

因工作了大的 2U年 ,但出于工作朵件和工作要求的交化,她決定不雞坡留在美目

代表困工作.在南取吋她芹林有杈族得某些商取津貼.她的遠些要求沒有技承汏,

此事隨后爭淹到瑞士法院.法院汏力美固不能援引豁免.法院在作出判決吋,央隊

上援引了固豚法委長套的以事最和一些委員的友言.

48 他想再次強琱托穆沙特先生的現魚,即在速美案例中央狋上元法取得外

交保伊:根据第 13奈戶生的案例也是如此.例如,因豚法院目前正在常查一介集

件,涉及美回公司在意大利的子公司被征用一事.此集友生于 6U年代,自 那時

起,篷意大利多家法院常查,久拖不映.必須用冬些地朴救亦法,官僚政治上的拖

延自然不可避免。送項索賠涉及的价值送九百万美元,因 此鍾忪了2。 年.一般的

雇用合同索賠和根据第 13奈的侵叔行力索賠都肯定不合有遠么大的份量,都有可

能干脆了緒.受到目家行功侵害的介人必須有某种有效的追索亦法,汏目狋人杈法

未啡庄是如此.

49 特別報告貝曾建洪刪除第 13紊 中的第二瓨夫于領土的規定,但最好保

留速項規定:否則,便有可能引起犬量的跨界便叔行力未.卒典上,美國1996年

《外因主根豁免法》非商立性侵杈例外已銓引友了若干坼妐,要求賠僕跨界侵杈行

力造成的擷害,思管垓法案規定仿害或頡害必須友生在美國,冬管垓法案中敘迷立

法銓避部分淡到侵叔行力或不行力也必須友生在美固.

5。  特別根告長在口共介紹 (第 2114次舍洪)吋悅菜特利水坼智利共和固

某 (198U年)看起來是一介例外,但速不是真的.遠榮坼忪案可能不象戶生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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ㄓ活助例外的坼忪案那么多,但是它們确央存在,并肘被告固造成了同題.在避去

五六年里,在美目控告阿根廷的坼忪案起碢有兩件西德更集指控阿根廷沒收財戶和

侵犯人叔,阿梅拉送 .赫斯案,涉及一艘船舶,垓船在福克〨 〔馬示籬納斯)沖 突

期同因偏南航向而避于幸近作找匡,錯呆被炸彈缶中.在后
一
來例中,炸彈沒有爆

炸,但被保存下來.些 吋不得不將船普況.也有些涉及墨西哥的未例,一來是由墨

西哥跨的漏油事件引起的,遠次漏油破坏了得克伊斯海岸饑;另 一來是由于墨西哥

在根据因犯交換朵夠迋輸因犯迪程中犯下迪失而提起的意外致死坼忪 .

S●  在若干坼忪未中,被告目政府沒有出庭.正如委長套其他委長指出的那

祥,出庭參加坼忪涉及花伐虐用律奸等等.但是缺席也有危險:判決的振害賠僕金

額往往迷到九百万美元.在美回目夯院的鼓肋下,一些回家后來出庭并靖求复常缺

席判決,最后成功地推翻了原判決°獸現整介同題,他扒力委貝舍位考慮具体耳

明,也許是在第 25奈或在其泙注里丐明,法院在作出判決之前,必須依取杈确定

有失規定己銓得到遵守.遠全消除普通法体系中常常出現的情況:只 要原告提出控

告而被告沒有提出辯妒,便可作出肘原告有利的判決.

52 特別報告貝在其第二次拫告 (A/cN4/422和 Add1,第 21段)中

引用了9I第 13朱 (原 第 14奈 )的泙注,泙注 (第 2段)悅↗豁免規Jll的速种例

外俠适用于有失回家根据不法行力地法位久有責任的案件或情況⋯⋯’.遠在一定

程度上是肘的,但固怀司法友生了急別的交化,不再可能假定理所些然地舍使用仿

害友生地的法律:在美目,卄多州使用利益分析方法或最重要夫系方法來确定道用

的法律.在歐洲也一祥,些地法規Jll并不完全道用于所有侵杈笨.他 mll才援引的活

位垓解捀力不法行力地法包括了法院地固有失逸摔法律的規Rll,不位解釋力伙指法

院地目的本地法.

53 特別根告長也玝提出了把第 13無的范目限定子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因

力掘害賠伴金額判得很高,尤其是在美目,是令人柿火的主要原因.努力解決遠介

同題值得林螢,但送并不好,并沒有力受害的介人提供切央的追索亦法.委員全立

迸一步常快速介同題.把垓奈的道用范園限定子交通事故,速祥做的好赴是有可能

加速介人必須參加保險的規定,送祥便可以由保險公司承捏賠佳表任.

54 特別根告貝建以新沒一今第 13奈第 2款 (A/CN4/4﹁ 5,第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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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籬妒夫于回家責任的規Jll,速是不必要的.在國家央跩中遠方面的同題并

沒有友生;冬管如此,遠介同題可以在以后的拫告里加以探討.

55.第 14紊确央垃垓倚化.有些委員已瀣正确地指出,垓無避多地考慮到

普通法体系及共提及財戶的狂有方式.特別報告貝夫于使第 1致 (c9到 (e,各

瓨保持一致的建以 〔同上,第 ︴52-154段 )是有建殶性的.然而在速些項里所甘

梵的同題都是央狋同題,不位垓完全忽視.一日芹林肘一項財戶抑有叔利一一或許

因力根据其法律不功戶庄”屆于它,遠不位妨時法院逖致申理拆妐并确定令人村財

戶或資戶捐有的叔利和利益.夫于第 2放,他 同意委五全垃考慮重新似汀或者刪

除垓款.

56 他确信,第 15至 19柔是草案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夫于第 18奈 ,叫├政

府性
’
一洞泣刪除;否則它舍暗含看如下意思:回 家船舶如果用于政府商╨性活功

便享有豁免.馬希馬先生 (第 2119次套洪)和其他委員都扒力垃垓重新措洞.各

庠幼新先生提清注意 1982年 《耿合固海洋法公的》所用的詞悟.但他令人汏力提

及
‘
商ㄓ用途

’
就移了.

57 夫于提以的新的第 18奈第 1款之二 (A/CN4/422和 Add1,第 26

段),似 乎沒有必要具体規定出特別的制度.在遠方面,他就提洪的新的第 1﹁ 朵

之二友表的意兄 (第 2119次套洪)也可用于第 18奈第 1款之二.他 同意草案中

不必包括回家弋机,但他不能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悅法 (A/CN4/422/Add︴
,

第 31段〕,即在回家抈有或回家絰菅弋机的豁免方面沒有統一的刁憤回豚法規

則.人們的确可以看出遠介領域已出現速祥一介規nll:它 同有失公夠中的規則密切

相夫,美似于夫于回家船舶的規則.

58 第 19紊板力重要,因 力回家与回家央体和介人之同的合同中曲仲裁朵

款越來越多地得到使用.正如垓紊 (原 第 2。 柔)i° 的坪注和委員們指出的那

祥,垓朵涉及村仲裁程序的監督性管轄.耳希与先生和勒泰先生提到迪的金字塔案

說明了遠無的必要性.另 外,垓奈位明确罔明,在夫于執行仲裁林定的坼忪中不得

援引回家豁免.

1°  《●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3-64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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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夫于第 19紊是否位提及村仲裁裁決的承扒和執行作出規定遠介同題,

前任根告長曾汏力,所有失于承扒和執行的同題位放在草案的第四部分,第三部分

位只涉及管格豁免或不存在管特豁免.第 21朵既然悅到
‘任何

’
執行措施,想必包

括了仲裁裁決的執行或強制執行措施.但委貝舍不妨更直接地7理送介同題,在革

未的某介地方,比如在第 ﹁9架或第 21朵村仲裁裁決的承扒和執行伸出明确規

定.有些圖象,其中包括耿合王因和美囝,不快力要求執行的財戶与要求執行仲裁

裁決的拆忪原因或拆忪杯的速兩者之同必須有耿系.遠同特別根告長的想法是一致

的,根告長汏力位刪除第 21朵 (a)中 夫于財戶位与坼忪要求的杯的有失的要

求.

6U 夫于第 19奈方括景中的措洞,他十分傾向于使用
.民

事或商ㄓ同題
〞

,

不使用
‘
商ㄓ合同

’.沒有任何理由鑰小法院可91其央行監督性管轄的情況范日.半

克回家同意了仲裁,而仲裁林定不庄形同虛淡:它村怭定的取方都位具有的束力,

并可以強制執行.

6η  最后,夫于固有化的第 2U奈并不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如果要加以保

留,也位移到草案的第五部分.

62 他汏力,委貝全位在下屆套以上留出吋同汏其中洪第 11-2U奈 以及草案

的第四和第五部分,尤其是位考慮到特別根告貝和各國政府提出的汻多重要修改意

兄.

63 阿吉博拉素王村特別根告長就一介最因堆的寺題提交的卓越根告向他表

示祝絮.

64 他一方面女同某些委長的意兄,要求村遠介寺題采取遊慎的赴理亦法,

另一方面則焚成另一些委長的意凡,敦促委長套加快工作速度.本寺題是固狋夫系

中十分重要的音題,涉及各种爽型的交易活助.因此村遠介寺題庫遊快爽理.然而

目前的形勢是,許多回家反村某些法院地回家采取的削弱它們主叔的行功.速些法

院地國家正元机确立已久的平等者之同不存在統治板遠一日狋法規Jlll;其他日家的

船只被扣押,其中央銀行或國家銀行的帳戶被毫元碩忌地球錯,包括建筑物和
、
机

在內的資戶道受到強制行功.盤于所有速些原因,必須就此寺題送成确切的緒站,

以免形勢迸一步惡化.思之,委長舍位慢慢地加緊工作,以便最后草案最有可能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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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各目的普遍焚同.

65.回 家及其財戶的管特豁免原則是固狋法中普遍接受和公汏的原nl1.它是

國家主叔和主杈平等原則的合乎遻輯的戶物.保加利iE政府在其評站和意兄中十分

恰些地悅到,這些原則規定了
‘
一日不服爪另一日偕特叔威

’(A/cN.4/4● U和

Add1-5).

66 他不安同遠祥的悅法,即在回家管轄豁免的同題上有兩种思想流派,一

种是免村裕免站,一种是有限豁免梵.但真央情況是只存在一介原則.些然,每瓨

規Rll都有一些例外,所渭的有限豁免或取能豁免假沒只不逍表送了豁免原則最近出

現的可能的和央豚的例外情況.正如德意志民主共和目政府指出的那祥,委員舍的

任夯
‘
是考慮到所有回家的正些利益,制汀出一套規則,杕而制止避去凡年中日益

增多的通避草方面行功板力鏞小回家及其財戶豁免根的企目
’(同 上).因 此其共情

況是,某些回家的草方面行功央豚上否定了夫于因家豁免的回豚法規則,插害了世

界上一些貪究回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回家的利益°有限豁免或取能豁免淹正受到一

些回家一一其中大部分是工ㄓ化回家的侍播和鼓肋,其錯果是,第三世界回家的主

叔被弄得完全有名元央.

67 正如已指出的那祥,只有几介回家就本公的奈款草案提交了坪梵.答复

者速么少,不能持此看作琺合回套長圖形成了一致意兄.逐位垓牢圮在心的是,一

些回家且提出了答复但其表送的現焦卸先單看 1972年 《夫于回家豁免的歐洲公

的》奈款的色彩.庄 些圮住的是,現在廿梵的本公的紊款車素所涵蓋的范田要比

1972年的歐洲公的大得多.

68 他些然不舍不在意管理叔行力速介同題,但不幸的是,正是統治叔行力

道到弱化,有吋人們不依合同統治板行力遜剩有什么.他本固最近曾是送种情況的

受害者.在 7。 年代初內找結束后,尼 日利工由于需要迸行回家重建和交共,踘妥

了大量的水泥,速种殉異被些作了管理杈行力.錯果,垓目的女戶在世界玝多地方

被扣押,其不利影晌現在依然能感受到.遠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在英國友生的特俺德

克斯興易公司坼尼日利正中央銀行案 (1977年 ),在甜淹中已銓提到達送介案

件.速介同題也套因商╨合同同題而友生.患 的來洗,所有回家承扒外因及其財戶

的管轄豁免,只有在很介別的情況下才有例外一一不能革方面或主現地央行例外.



因此他感到高大的是,特別根告長汏未迸有限梵的床或干扰他村本寺題日杯和宗旨

的思考,并采用了夯央的做法.

69 第 1朵八內容上悅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同意放大利工的建洪,用 ‘以

法院地固
”
和

‘
一外國

’
分別取代

‘
一日

’
和

‘
另一日

’,使朱文更清楚.他 自已的建快

是把垓朵的措洞改成大体上如下:

‘
本奈敖道用于一目及其財戶 (此赴指

‘
外回

’)免于另一日 (此尖指
‘法院地

目
’)法院智轄的豁免.’

速种澄清,如放在第 ●紊幵共,便套消除其他奈款,例如第 6、 9和 11朵 中所有

不确切和含混之赴.

7U 特fll根告長建洪特第 2和 第 3奈合并力新的一奈,杯題定力
‘
用活

’

仈/CN4/415,第 29段),此建洪是可以接受的.新的一奈第 1款 (a)中 ‘法

院
”
一洞的定〤范園很克,包括了所有的回家管轄部ㄇ,賦予了很ㄏ的管轄范日.

然而它有可能解猙力既包括法院的民事管轄叔,又包括法院的刑事管轄叔.他建洪

使垓項規定供限于民事案件.因 此,‘有杈行使司法取能的
’
短浯位修改力:‘有杈行

使民事方面司法取能的
’.送一建以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A/CN4ˊ 41U和

Add● -5)意兄一致,汏力
‘法院

’
一洞的定火位包括肘

‘
司法取能

’
一洞的准确悅

明.

9●  夫于
‘
商╨合同

’
的定火,肘“

性辰
’
棒准并沒有人提出任何泙梵,但肘

‘
目

的
’
測驗卸提出了反91意 兄.他 自已汏力,兩項杯准都泣保留.在他剛才提出的殉

其水泥的例子中,胸妥的目的不是商ㄓ性的,而是同回家福利有失,換句活悅是同

公共利益有夫的目的.在他的回家內有一介央体,它久大汏固外灼妥商品,部分具

有商ㄓ功机,遠就是尼日利工全固供位有限公司.因此他女同墨西哥 〔同上)和西

班牙 〔同上)分別〺已遇迪的第 2朵第﹁效 (b9和第 3奈第 2款的坪掰,女同特

別根告長夫于保留珧栽入新的第 2朵第 3款 中規定的建快.同祥,德意志耿邦共

和國也悅得村 (同上),本奈款草案位有夫于秩邦回家的規定.

92 耿合王國以及其他回家曾建洪,第 4無位具体提到 1961年 《籬也幼外

交夫系公的》、1963年 《籬也納領事夫系公的》以及其他夫于外交法律的公的。

在速介同題上他要指出的是,那 些文串并不都是被所有回家批准的.央 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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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和 1963年的公的以及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和 1975年籬也納 《夫

子回家在其肘普遍性目你組象夫系上的代表叔公的》都明确規定了外交使因、領事

信、特別使市日、固狋鈕銀以及固隊全洪的管特裕免.然而,患的來悅,他肘特別

報告長所建以的措洞 〔A/CN4/415,第 5。 段)感到滿意.

73 另外,他支持第 5朵,一瓨夫于不湖及既往的規定,送是目前速美草案

的使有做法.但是墨西哥政府逐是指出,一些朵放庄垓溯及既往,因 力它們中明了

現有的目狋法原nl1.

74.第 6奈是整介車未的核心朵款.放在方括咢中的洞悟
‘
和一般固豚法的

有失規Jll’ 位刪除.他反91夫于草案位八屈于
“
回豚法一般規則

’
的任何建放,那祥

做套給肘目家豁免原則央行限制敝幵大i┐ .委員套根据章程位汏事固豚法的逐漸友

展和編恭.在 目前的工作中,庄垓瑾慎小心,不要使朵款草案都受制于一般因隊法

原則,八而使奈款草案受到削弱.

75 特別根告貝重新似定的第7奈第1款案文 〔同上,第 9g段)消除了已通避的

案文中含混不清之赴.第 2款和第 3款垃和第∥紊的規定┤祥都移到夫于用悟的一系.

夫于草案第三部分的林題位是
‘
回家豁免的例外

”,而不是
‘
回家裕免的限制

’
.

96 最后,他肘提快的新的第 11朵之二 (同上,第 ●22段)沒有定淹,理

由同巴哈納先生 (第 2● ●8次和第 2● ●9次套以)所悅的相同.

97 主席回答巴你謝戈夫先生的泃同悅,第 12至 28奈將在下屆全以上甜淹.

下午 1吋零 5分散套.

第2砭 1次舍洪

●989年 6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1。 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阿吉博拉素王、巴哈幼先生、哈索內先生、H9L西先生、阿〨焦 .各伊斯



先生、巴本沃#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男.多德

里格斯先生、迪正斯.因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

科多馬先生、馬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唐加先生、小水曾先生、帕夫拉克先

生、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各庠納斯先生、史

先生、索拉里.目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秘沙特先生、物科夫先生.

夫于固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固隊責任(緻完).

(A/cN4/384.1  A/CN4/413.2  A/CN4/423.3

A/CN4/L431.B市 )4

〔快程項目99

特別根告長的第五次根告(換完)

第1至 19奈5 (鐓完)

1 巴你沃≠先生 (特別才艮告貝),在意結辦梵和答复勒泰先生的同題 (第

211U次舍以 (‘究竟是做什么γ)吋現,首先,它是履行大套肘委貝套的授板:似

定夫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固隊責任的無款草案.其次是

中 鎮自第 2● ●4次舍洪.

1 
特載于 《﹁985年⋯⋯年擊》,第二卷 〔第一部分)/Add1.

2 
特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3 
特我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4 
肘本音題的申以,部分是根据前特別根告貝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在委貝套

第三十四屆套以上提交的寺題鋼要送行的.案文特哉于 《●982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3-85更 ,第 1U9段 ,9+它 的修改載于 《1983年⋯⋯年

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4-85頁 ,第 294段 .

5 
夫于未文,兄第 21U8次舍以,第 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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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撰脫目前的狀況,与沙科夫先生 1982年村此敘迷如下:

‘⋯⋯固豚法确央沒有一般規則規定一固有責任肘因其所迸行的固豚法不

加禁止的活功而受仿害的本固回民、他囝或他固回民予以賠僕⋯⋯.’
6

遠种意兄可能反映了些耐的法律和法半家的看法,但現在听來卸大古老了.

2 夫于他自已肘垓未來公釣及共作用的看法,他指出,琱市兵体活劫或友生

此种活功范目的一系列公的和規nll包 括 1985年 《維也納保伊央氧居公的》’

●979年 《逼程跨界空气污染公的》B 
和 1989年的 《控制危險度物越境特移及其

赴置的巴塞本公的》。
9 

速些文爭所根括的原nll汏未予以明确表迷,而黃任同題只

在案文中的略淡到.例如,巴塞你公的規定筌署一項決定串 (第 12奈 ),1988年

《夫于南板伊戶資源活功規則的公的》〕°
包括夫于操作者黃任的鈿則 (尸格黃

任),和 由此而來的垓操作長力其目民之回家的責任,它 逐規定了一項洪定爭;

1985年維也納公的沒有載明任何原則,其決定卡也未提到責任同題;1979年公

的明确拒地赴理黃任同題.速些空白必須通道一項确立道用于第 π朵草案所包括

的所有活劫的一些普遍原則和程序的十分普遍的公的來填朴,只 要垓朵的規定并非

与具体公的或決定#的規定相悖.上迷各种公釣和決定半可能涉及一些具体活劫或

涉及第 1奈 中包括的同祥的活功,但它們包括更洋幼的規則和更有限的領土范

園.若速一文中或坡定串載有道用于正在常洪中的鋼要公的的活劫清草,元疑就舍

如此。速祥就可以消除确定一項活功之性辰的程序險段:若一項活功出現在清草

上,它將厲于第 1奈的范日,必須力它找到一介具体制度.

3 夫于垓寺題的未來工作,他首先打算起草一璋,包括淡判的指專方針并洋

鈿用迷作力琱整利益平衡手段的賠僕概念,同 時考慮到成本分配理淹.他逐打算象

他在介紹他的第五次根告 (A/cN.4/423)吋所悅的那祥 (第 21U8次舍快),

6

9

8

9

1。

《1982年⋯⋯年盤》,第一卷,第 249頁 ,第 1739次舍洪,第 47段 .

耿合目杯境規划署,內 男半,1985年 .

兄 21U9次全坡,腳注 12.

兄」 12次舍洪,腳注 6.

兄 2111次套洪,腳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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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普遍的危險或掘害案件,遠要求一种不同的程序,因力凡介不能清楚辨別的受

影晌因那必顏得到起源目的通知,而這些起源日本身也堆以辨別,以及因力圖怀組

扒的參加,固怀社舍的可能利益和美似同題也必須予以考慮.

4.此外,他逐打算探討村
‘全球公地

’
造成掘字的活功的黃任同題,并就此向

委貝舍提出拫告.並然,垓洪題可能使一些十分相似的大任原則友揮作用;預 防的

〤夯可能逐有賠僕都必須予以規定.執行机制可能必須予以琱整,因力在此种情況

下,固 豚社舍的
‘公共秩序

”
舍受到影晌,不屈于任何特定圖象的匹域套受到掘害.

因而,可能必須由一介未直接受影晌的央体未充些‘
受影晌回

’
的角色,如一介固怀

央体或散介回家作力垓社舍公共利益的保管人.速介同題五然是垓寺題的一部分 ,

因力它夫系到固狋法不加禁止的活劫在
“
全球公地

”
戶生的掘害性后果的責任°它免

不依是一介
“坏境法

’
的同題.

5 他在意錯辦淹本身吋悅,他相信銍修正的第 1至 9奈草案及他根告中共

于速些奈款草案的坪注和辦梵中提出的意兄可以交鈴起草委長套.但是,他并不提

洪把新的第 1U至 ●9朵草案交給起草委長舍,因 力它們尚扁探討性廣.夫于遠兩

套奈款,他特供就提出的一些要魚友表意兄,而撇丹不淡一一旦很好地記下一一那

些鈍扁起草性的許多意兄.

6 他在第四次根告 (A/cN4/413)中 介紹了危險的概念,因力需要一介

杯准未限制紊款草案的范園.換句活悅,抽害引起賠僕,但只有些搵害源于一項有

危險的活功吋才虛予賠僕.然而,預 防卸是基于
‘
明昱危險

’
的概念.由于委員舍汻

多委員和大套第六委長套汻多代表強烈反村賊予危險概念速今作用,他在第五次根

告中包括了可能引起振害的有危險的活功和央沶引起了領善的活功,拼大了垓草案

的范園.送祥,掘害錴妓引起賠僗,但它可能是源于有危險的活劫或是源千有根害

結果的活劫.在有危險的活劫情況下,預防是基于
‘
明昱危險

’
的概念,在有扭害鎗

果的活功的情況下,它是基于損害的确定性或可預兄性.

7 在本屆合洪期同,委員套仗有一位委長力危險概念辨伊,粹其作力限制垓

草案的杯准.相反的視魚要么力委員套大多數委員熱心地呆幼,要么力其他一些委

具有保留地呆鋼,他們希望村第 1奈提到的活功的一些方面子以分別申洪,或希

望通道如活劫清草等其他限制形式更好地界定其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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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些不接受通避危險送行限制的委員守愿垓范目更加戶泛,包括孤立的行

功,即 与任何活功均元耿系的行功.一位委長悅位包括定期行功.但典沶上它們已

銓包括在所悅的兩爽活功之中了,因力沒有任何地方悅构成一項活劫的行功必須是

達致的.

9 他汏力委員套希望他雞欲探討肘范田同題的拼大的大理亦法,但是巴本甜

戈夫先生的立切 (第 2113次舍洪〕仍值得加以坪梵 .

●U 巴本甜戈夫先生扒力,把有時界板害后果的活功包括在無數車來之中不

合遲輯,因力此种活助很堆被汏力合法.在以一固元杈故意使用或允許使用其領土

在另一日領土造成損害速一前提力真正基砧的原Jll方 面及源于科孚海峽案
1. 

和特

兼水冶涼ㄏ案
η 的原則而言,速确其如此.但是在現共生活中,垓原則有兩介

明昱的喊韻.首先,根据界限概念,若韻害既不明昱又不重大,受影晌固就必須接

受.第二,在具体活功中,必須要有特別的禁止規定,基本原Jll才 能瓶利地起作

用,正如能源生戶或化工活功,或汽車排气的情況,或家庭取暖沒各排气等等所表

明的那祥.若不存在此种禁止,固 怀上是否套給予任何行劫以叔利就值得怀疑,速

祥,央豚上就沒有任何此种普遍限制.那些跨界后果不知怎么慢慢交成了合法,但

是現在几乎不可想象將其作力非法來赴理.若要解決那些活劫引起的同題,除 了本

委貝舍正在似定的文中所要建立的普遍制度外,每項活劫都需要就一項肘其适用的

特別制度送成林快.

●● 夫于
“
有奈件逍錯

”
的概念,友卡弗里先生 (第 21U9次舍洪)和哈索內

先生 (第 2114次舍以)反村杵其列入垓根告 (A/cN4/423,第 5-9段〕,錫

工姆先生 (第 2113次套以)承汏垓寺題是不法性責任的一部分.夫于速一概念,

他悅他并不曾打算介紹任何避錯理淹:他伙芸拭表明在忤多法律制皮中每曾友生抽

害就用來确定由垓久責的那种心理避程.他用了
“
原罪

’
速一表迷,正是力了不提到

‘
避錯

’
.

12 有些友言者,如友卡弗里先生、海新先生 (第 21U9次套以)、 史先生

1n 
兄第 21U8次舍洪,腳注 1U.

12 
同上,腳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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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U次舍以)和恩詹加先生 (2﹁ 12次全快)表示傾向于
‘活功

’
一洞而非

‘
行

力
’
一洞,大多數委貝沒有反村逸摔

‘活功
”
一洞.卡菜步 .多 德里格斯先生 (同

上)、 哈索內先生也件逐有弗朗西斯先生 (第 2● ●1次套快)希望指出,孤立的行

力也引起大任.

﹁3 人們就
‘
管轄

”
和

“
控制

’
的用悟提出了卄多建以.友卡弗里先生傾向于

‘
有

效控制
’
遠一措洞,本努鈉先生 〔第 2● ●2次合洪)反村粹

‘
在沒有速种管轄根的情

況下,在其控制之下
’
這些措洞列入第 1奈革未,因力竹轄和控制可能是累私的.

本努鈉先生 (同上)和弗朗西斯先生扒力
‘
管轄和控制

’
送一用活就是姼了,而拉扎

凡德拉朗博先生 (第 2● ●3次全洪)Jll傾 向于
‘
管轄和有效控制

’.格雷夫拉特先生

(第 2111次套洪)希望有一介比完全基于地區性的定〤更鬼戶的管轄的定〤。他

在答复所有速些委員吋悅,正在編耳中的公的不是一介夫于管轄的公的,其他公的

使用此共用悟沒有引起同題,起草委員套現在有足銘的材料來尋找令人滿意的措

洞。

14 夫于因果責任和不法性責任制度的及重道用同題,他 同意友卡弗里先生

的意兄,汏力其共存取決于主要規則似定的方式.但他人力,友卡弗里先生所拳二

例 (第 21°9次套以,第 21段)均 与不法性責任有失.元梵主要規則是
“A目位冬

這些努力防止村 B目造成韻害
”,近是

“A目位确保不肘 B固造成掘害
’,它都禁止

造成韻害.因果責任中的主要規則,其杯上位以下列方式表迷:‘A固 可肘 B回造

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只 要它肘垓掘害支付賠催.’

15 在回答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的泙梵吋,他提到
一
在其拫告

仈/CN4/423,第 47段)中 隊迷的緒淹:若兩介回家是未來的圄杯水道非航行

使用法公的和未來的固怀責任公釣的筌字固,若水道朵款夫于污染的第 16〔199

朵草案
’B 仍保持其目前的形式,那 么,根据正在申以的第4奈草案,‘位道用本奈

款,但不得逮反垓另一目妳林定
”.因 此,在水道污染引起的明昱韻害的情況下,

若垓拉害是因正常送行有失活功所致,則庄道用水道公的規定的禁止.若是因意外

事故所致,則位道用夫于目眛責任的公的.

la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6烎 ,腳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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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夫于賠僕同題,他不同意托穆≠特先生 (第 211U次套洪)汏力第 9各

草案建立了一套次要規Jll的看法.他扒力,所淡站的火夯是初圾火芬.初圾規則可

或多或少似定如下:‘若村其造成的柏害予以賠僕,你的活劫將被允玝.’仗在未予賠

僕之吋,即伙在作出賠儂的初象〤奔道到達反之吋,次數規則才生效.

19 友卡弗里先生、勒泰先生、凱西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

搦科夫先生、迪正新 .因 伊雷斯先生和哈索內先生傾向于呀卜僕
’,而不用

‘
賠僕

’
.

在他第四次根告 (A/cN4/41B9中 ,竹卜僕
’
枝解猝力凡乎是寺指女市支付,因

此他其后使用
‘
賠伴

”
一洞,它可能部分地以起源因果取某种行功祁助消除或喊輊村

受影晌回造成仿害的后果的形式,如它掘有受影晌因所沒有的道些技求.但他剛才

提到的那些委長傾向于坤卜僕
”
一切,因 力,在一介与不法性責任完全不同的領域,

使用不同的木悟是恰些的。他村送一反映十分滿意,因力送表明委員套大多數委長

現在同意因果責任完全不同于不法性責任,兩年前逐不是速祥.只有索拉里 .田德

拉先生 (第 2112次舍洪)盤鎮傾向于
‘
賠儂

’
一泀,他相信使用垓洞的好赴是使人

想起垓寺題源于肘回家責任速一寺題的常以。

18 賠僕和扑僕概念的央辰意力恢复有夫利益平衡,卸未引起任何較大的反

肘意兄一一而是恰恰相反.本努鈉先生希望提到公平,但公平是一今虛元的概念.

正如在其第四次根告 (A/cN4/413,第 49段 )中指出的和根据筒要大鋼第 6

和第 7市 ,利 益平衡的概念以后特洋幻用途.如本努納先生和H9L西 先生提出的、
‘
恢复

〞
或

‘
重新琱整

’
垓平衡涉及什么同題的現羔 (第 2112次套快)也持在以后討

梵.

19 有些友言者、包括海斯先生和本努納先生堅持夫于用活的第 2紊草案必

須是喵吋性的,因力有些木活必須重新定火,有些新木活可能遜要包括迸去.其他

委員一一切科夫先生 (第 2113次舍以〕、本努鈉先生和友卡弗里先生一一友現有

些用悟、特別是
“
地方

”
一洞不常兄.然而,垓詞用來表送与 1963年的 《禁止在大

气居、外居空同和水下送行核武器斌驗奈的》i4 
中完全相同的意〤,垓朱＿1● 裝 1

奈第 1款提到
‘
在其管轄和控制下的任何地方.’

1. 
耿合固,《奈的集》,第 48U卷 ,第 43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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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 委長套有些委長、如巴冬甜戈夫先生和勒泰先生反村使用
‘
元辜受害者

’

一洞,而其他委員一一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和帕夫拉克先生一一則按同使用.

起草委員舍元疑舍找到一介令人滿意的解決亦法.

2●  夫于預防的〤夯,史先生、本努納先生和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悅,他們

傾向于:一日違反程序火夯、也汻違反預防的叉夯不涉及共不法性責任.弟朗西斯

先生悅,根括前特別根告長在寺題鋼要中采用的亦法,在沒有違反作出賠借的〤夯

之前 ,不 位 功用任何机 制 .央 豚上 ,那 是他在其第 四和 第五次根告

仈/CN4/423,第 48、 49和 68段)中 向本委真套提出的亦法之一,它并沒有

遇到任何明确的反肘°它可通道一項紊款引入垓草案,垓奈款規定,不遵守有夫朱

款中所栽〤夯,并不賦予受影晌固以任何行劫的杈利;那祥將俱道用夫于朴儅的奈

款制度.他希望此种亦法套使反肘夫于預防的
‘
硬

〞
〤夯的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滿意。

22 人們肘用來描逑韻害和危險的木沼意兄分歧.相 些數量的友言人.即 小

木曾先生 (第 211U次套洪)、 恩詹加先生、H9L西先生、巴小謝戈夫先生、帕夫拉

克先生和格雷夫拉特先生表示在強害的情況中傾向于
‘重大

’
一洞而不用

“
明昱

”
一

洞,他們中有些人逐希望
‘
重大

’
一洞用在危險的情況.恩詹加先生悅,危險位通避

‘
合理的拉查咡皂姼友現,而哈索內先生則表示傾向于

‘
可察党的危險

”
速种措洞.另

一方面,海斯先生、可能遜有友卡弗里先生焚成
‘
明昱

”
一洞.措詞的進摔央狋上沒

有什么影吶;重要的是,夫于需要一介界限來界定韻害和危險速一魚已不再有任何

昇坡了.

23 夫于第 4系草案,勒泰先生、托穆#特先生和本努納先生提靖人們注意

整介奈款草案的剩余性辰.本努納先生悅第 4無位垓更清楚地強惆

一
特殊法

’
的优

越地位.他介人元法看到速一焦如何能比在第 4無中用途得更加清楚,但是,如

果本努幼先生有更好的措洞提洪,起革委長全持甚力感甜.但 巴哈納先生 (第

2113次套以)卸相信第 4奈沒有必要,扒力速一同題已力 《堆也納朵的法公的》

第 3U奈第 3款 (夫于同一同題的一系列奈的的道用)所規定.

24 格雷夫拉特先生悅,若元很好的理由,委貝舍就不能維持第 3奈草案第

二款 中的推 斷 .不 管好 与不好 ,支 持垓推 斷的理 由在他 第 四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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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4/413,第 62-7U段)中 已銓提出.在第 68段 中,他承汏,垓草案
‘
在

遠方面比科孚海快宋判決走得更返
’,并承扒,‘ 由于因果黃任的性辰,遠是有正些

理由的,它要求垓草案的机制位更易于逐用
’(同 上,第 68段 ).

25 确立如
‘
有亦法知道

’
速祥的要求已篷加上了一种限制,目 的是要考慮友

展中國家的扶99L.但是,將犖近責任加在很可能是另一友展中國家的受影晌回共上

似乎不大合理,特別是盤于帕本西斯由案
伍 和科孚海快集中的法官意兄,即 .超

源目的領土主杈可以阻止受影晌固送入起源回領土收集必然在垓回手中的必要近

据.在科孚海快集中,回 豚法院判決道:‘一日在共迪界內行使寺有的領土控制遠一

事其影晌到荻得怔据确立垓固肘此熒事件是否知情的方式.’
16 

由于垓案是一介不

法性責任案,一項行力之”扁垓回必然更力复奈,并 由于因果責任要求一种筒易的

〤奔方厲方式,似乎有很好的理由在第 3紊草案中保持垓推斷.

26 物科夫先生強惆合作的固狋方面,他建快委員舍也許可借用 1982年

鯄 合固海洋法公夠》第 197奈 .不避第 7朵草案的措洞在很大程度上与第 197

奈思路相同;或忤庄朴充提及
‘
區域

’
合作,以使速兩恭更加一致.

27 巴本甜戈夫先生扒力受影晌回与起源目的合作限于
“
事故引起的仿害

’

(第 7奈)的規定不合遻輯,他悅,在有韻害性后果的情況下,起源固也可能不知

情.但是,在后一种情況下,根据定〤,起源因套知道有失活功戶生此种后果.因

此其不知情不能被汏力理所些然,要求受影晌固在其人口和領土受到起源目的拍害

吋仍然合作似乎也大逍分.

28 因豚姐象參与垓寺題的可能性一般來悅力本委員舍所水于接受,他高共

地注意到了在遠方面提出的有用建洪.

29 新的第 1U至 19奈草案引起了忤多泙梵,最清楚的信息是本委長舍希望

有一介更炅活的程序,它 肘其与提洪的回豚水道非航行使用制度的相似性有汻多疑

同.冬管在他的下次根告中很可能有一套新的朱款代替現有的第 1U至 ﹁7泰 ,他

15

年4月 4

16

耿合固,《 固隊仲裁裁決集》,第二卷 (出 售品編咢:1949V1〕 (1928

日的仲裁裁決).

《1949年 目狋法院裁央集》,第 18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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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希望就提出的一些現魚淡一淡.

3U 有三种可能的解決亦法:一介象第 1U至 ●7紊提洪的、村〤夯和措施都

予以很好界定的洋鉬程序;一介更加炅活、強制性較小的程序;和根本不要程序.

最后一种亦法相些符合遻輯,它根据的是賠佳的威惙效果.它似乎是卡菜多 .多德

里格斯先生女同的亦法:他悅他希望連免給通知汀出任何吋限;沒有吋限些然就排

除了多少帶強制性的任何程序的可能性.但是,它有一介重大缺陷:不要求受影晌

回參与一一沒有任何程序的一介結果一一套削弱預防.由于大套及本委貝全強惆預

防,似乎不可能完全將其排除在外.因 此,最佳亦法似乎是一介比他提以的更力炅

活的程序 .

31 委員套有些委長指出,第 1。 至﹁7奈沒有考慮到甘展韻害的情況一一例

如迒程污染一一及此种損害或肘
‘全球公地

’
搵害的危險的情況.他特在下次根告中

努力探討遠方面的情況°

3? 凱西先生和格雷夫拉特先生建洪,有危險的活劫和有拉害后果的活劫位

予分別9I待 .垓建洪值得探甜,但效次初步常以似乎有利于俠將涉及各失同題的荼

款部分分幵.首先,兩爽活功引起的頡害來源相同:起源目.其次.在兩种情形

下,同祥的責任”厲 (第 3奈)都有效。第三,預 防也道用于引起掘害性后果的

活劫,只 要它打算持引起的掘害保持在
‘
明昱

’
或

‘
重大

’
損害界限之下.第四,在兩

种情形下損害都引起黃任.第五,受影晌目以同祥方式受到影晌,若肘堆受到影晌

存有疑同,在速兩种活功中都存在同祥的不确定性.第六,相 同的原Rll似乎适用于

有危險的活劫和那些引起有效跨界掘害的活功 (第 6朵 ,行功自由;第 7朵 ,合

作;第 8奈 ,預 防;第 9奈,賠禮).第七,程序〤夯似乎也元重大匡別.夫于坪

估的要求 (第 1U朵)也相同,除 了在有危險的活劫情況下逐必須肘危險送行坪

估;夫于通知和資料的規定,肘兩种情形都道用.

33.哈索內先生汏力,在道用制度同題解決以前,

的活功.但是,委長舍多數委長似乎都接受第五次報告

114一●●6段)所提洪的亦法.

不垃幵始第 1無中所提到

(第 A/cN4ˊ 423,第

34 格雷夫拉特先生肘波判的火夯友表了兩魚意兄:第。,第 16朵草案現

有措洞所提的火夯,其怀上是同意一項制度的〤夯;第二,磋商的火夯更符合固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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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例.本努納先生汏力使各目久有淡判的叉夯是不珧央的.格雷夫拉特先生的第一

魚央豚上并未力圄隊央跩所近共;淡判的叉夯不位与迷成柲洪的火夯相混淆,它就

是一項坐在淡判桌旁、以送成林決力目的誠意送行淡判的〤夯.速是淡判地界我或

捕直杈吋所友生的情況°在常洪的情兄中,談判的曰棒是一項制度,因力要解決的

利益坤突是永久性的,有失各目必須淡判一項長期的制度.但是,些遇到建立一項

制度同題吋,磋商很可能是比淡判更好的亦法.在沒有就一項特定制度送成林定的

情況下,就道用目前各紊款的制度.然而,賠佳必定以波判力前提,因而強加上一

項淡判的火夯.他仍相信,淡判的叉夯已絰列明在因狋法之中.若垓未來公的的某

一系款肘鍗釣固加上垓又夯,甚至可以不用提到一般固隊法;那祥,提洪的解決亦

法就不是尸格取決于有失所忖淹理淹同題之任一立切的合理性.

35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村責任的9J厲 和淡判之同的夫系表示夫切.若 A因

拒銫与 B固淡判,就必定有速些奈款草案意火內的違反回狋〤夯的情事.特別根

告長在遠一魚上的立切很可能取決于他91在拒免扑僕之前元責任煦厲如何看待.

36 ‘全球公地
’
同題仍未解決.委員舍庄否特其列入垓草案范日?速是一介

棘手的同題,比 1982年更力棘手.不肘最后的決定預先作出判斷,委員套可以常

以垓音題的速介方面°他自已的看法是,位犖行一次甜站以确定速項概念包括些什

么.

37 巴本謝戈夫先生 (第 2● ●3次套洪)提到為#科夫先生曾絰表示的一种

現羔,回 llZj到 ,在甘站的范園內,垓法律并不存在.与芛科夫先生的速一坪梵仍然

正确.鈭于不法性概念尚未送入目前的申洪范目,因 而責任同題位留待稍后一介盼

段再解決.确其如此,若一日引起了跨界損害并故意送行引起垓韻害的活劫,它就

粹自已三于一种非法的境地;但遠并非最常兄的情況.        ‥

38 巴你謝戈夫先生悅,他沒有建洪把送些奈款草案交給起革委長套.他伙

同意提交先前的第1至 1U朵草案.但是,特別根告長提以了根据完全不同基袖的

新素文°他同避特別報告長自已的立切是什么,特別是与馬祥科夫先生的志兄更力

接受的先前的朵款現在是否逍吋,若然,在何种意叉上述吋.特別根告長答道,在

沒有可供編茱的要素吋,目 的是友展目豚法.

39 由于本委員套面前有基于一些全新概念的新棄文,他打算在大舍甜梵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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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吋提洪,靖求大舍第六委貝套申快速些交化起若什么作用、本委長套是否位在

由于合法活劫而戶生的所有跨界掘害的
‘
尸格

’
或

‘
鉋村

’
黃任之基砧上、不考慮危險

的概念,雞袋其工作.

4。  正在甘站的是些什么行助仍然不十分清楚.特別報告長淡到机劫牟輛交

通和家庭供暖.想到的其他活助包括在西伯利工和正巧迎伐木及非洲的放ㄓ,后者

正在引起沙漠化.若速些是正在甜梵的活功,位垓向第六委員舍排清楚.

4﹁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肘第 1奈草集中不再用
‘
情況

’
一洞表示遼憾,砍迎

特別報告長肘此作出迸一步解釋.

42 夫于
‘全球公地

’,他注意到第 1紊提到跨界抽害而沒有表明任何确切限

度;遠祥,垓草案范田可以包括遠些公地.在速种情況下,他提洪看來同意送一魚

的本委貝舍庄垓原則上決定赴理
“
全球公地

’
的同題.

43 正如巴你甜戈夫先生再次強調的,第 1朵供起草委員套申洪尚不成熟.

由于垓奈提到的有危險的活功能姼引起搵害,所 以不必提到危險:它 完全可以象垓

寺題其他方面一祥在別赴予以赴理.

44 比斯利先生悅,如果特別根告長志錯辦梵吋的坪梵文本可以分友的活 ,

速將是有益的。他夫切的是本委長舍正在冒若重愛已銍提出逍的梵羔的風險重新幵

始一切老的辦淹,尤其是夫子它位垓編慕現有的規則逐是致力于囝跡法的逐漸友展

的辦梵.夫于垓同題的規Jll共狋上确共存在,他肘引怔司法裁決、朵的和公的感到

仄倦,更不用說 19年前林商一致通道的新德哥示摩宣言第 21項原Jlln, 和
“
全

球公地
”
的概念了,与 此相夫在 1982年 《耿合目海洋法公的9中提出了一些最近

的、但并非金新的想法.

45 由于相信委員合成長的妥林精神,他在第 2● ●1次舍洪 (第 6ε 段)上提

到一本爭,垓串載有村
‘
尸格責任

’
和

‘
地肘黃任

’
送些用活意人的十分中肯的分析,

他汏力送些用悟的范田并不相同.

46 有許多活劫根据固狋法并非非法,但确央引起了韻害,法院曾篷在遠方

面就包括賠儂在內的一系列責任作出裁決.因 此存在看回家央成,委長合成長之同

1’ 兄第 21U8次舍洪,腳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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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兄分歧不位阻止就垓寺題取得迸展.委長套被賦予了一項特殊的使命,使它能

姼村
‘全球公地

’
同題和村整介寺題的研究作出重大貢就.

47 速些奈敖草案是否位送交起革委長舍是介方法同題,冬管一些委長玵此

有保留.例如,夫于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就是如此.不能指望委長套委

員的全体一致,因力它大少兄以致不可思破.

48 主席悅,若委長舍希望重新幵始就垓寺題的范固送行辨梵,它就必須改

交共工作汁划.特別根告長共隊上向本委員套提交了絰修汀的朵款革朱的新未文,

水而給予其成長又一次机舍甘淹垓寺題的范園,但他也完全可以特遠些未文提交給

起草委長套.元淹如何,起草委員舍早晚要赴理速一同題,即使推翻其在先前舍洪

上所作的決定,不持銓修汀的奈款草案現在交給起草委員套.逐有,速介同題並然

可能在大套第六委長套和本委員套下屆套以上再次提出.

49 阿吉博拉素王悅他同意主席的現魚,即使委長舍所有委長很自然都希望

就特別根告長剛才j息 緒忖淹吋的友言友表意兄.但是,若委員套決定重新升始就垓

寺題范日送行辦淹,他保留就此同題洋匆友言的杈利.

5U 哈索內先生悅,即使本委員舍粹奈款草案交給起革委員套,也能不能阻

止它就尸格責任和銫村責任的概念向大公第六委長舍提出同題,只要它將其置于其

道些范園.根据拉丁格言
‘
名字就是命迋

”,送兩介概念因其命名一一‘
尸格

’
和

‘
地

村
”一—而到貍不清.因 力他是提出在一道些制度建立之前是否庄推退活功的唯一

委長,特別根告長得出委員套在速一羔上已送成某种一致的緒淹 (上迷第 33段 )

就錯了.逐有,在第 21● 4次全以上,他不伙提到伊斯〨法,而且逐提到回隊法院

夫于帖時保伊措施的裁決;他逐列拳出了《荷〨因豚法年盤》上最近的文章.

51 主席建洪,巴本甜戈夫先生提出的向題位反映在委長舍的根告中,以便

提靖第六委員套注意垓同題.

52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基本上同意主席的現魚,委長舍可以在适些●f候在

其根告中決定如何提及垓同題.特別拫告長在先前的第 1至 1。 紊草案送交起革委

員套之前就已絰概逑避他的結梵.1988年,大套第六委員套螢同了遠些錯淹,它

們在本委員舍也得到ㄏ泛支持.但是,由于巴水甜戈夫先生提出了尸格責任同題,

在目前情況下,悅找到了一介喵吋解決亦法也玝更好,因力夫于賠僕或朴伴的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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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連循的指手方針仍有待似定.特別根告長必須冬早炎理送些同題.

53 比斯利先生悅,他同意埃里克松先生的意凡,并回碩到,些本委長舍將

先前的第 1至 1U朵草案送交起草委員舍吋,本委員套數位委員特別強調,速些案

文速祥送交起革委長舍有一瓨涼解,即 改交它們的措洞,以便考慮到特別根告貝提

到的、取自共前任的研究根告的三瓨一般原兵｜.i8 送些委長逐強琱.尤其掃要

考慮到元辜受害者不庄被迫承捏損失速一原Jl1.冬管他砍迎特別報告長恩錯甘梵的

方式,但他肘逸捧一特定同題提交第六委長舍的做法有保留.若垓同趣要得到人們

很好地接受,它 必須伴之以肘免肘責任和尸格責任之匡別的理由充分、文件洋央的

解釋,免肘責任載于范目戶泛的現有固坏公釣,尸格責任規定較兒,它源于回家央

跩°方根到底,不提咳同題更好.他 自已至少有一打同題想得到第六委員套的答

复,但他相信,在八所有那些可能提交給第六委貝舍的同題中逸摔送一同題而非另

一同題之前,委員舍各委貝首先位垓送行磋商.

54 主席在与委員套數位委員磋商后悅,如元昇快,他就扒力委員合同意將

修訂的第 1至 9紊草案送交起草委員舍.

55 他建洪靖特別投告貝起草打算提交大舍第六委員套的同題,以引起它注

意一些主要同題,并放迎它肘此提出意兄.本委員套在申洪根告草稿時將研究遠些

同題,報告草稿也反映了巴赤甜戈夫先生和弗朗西斯先生的意凡°

就遠祥決定.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袋 )

(A/cN4/41U和 Add1-5.19 Aˊ CN、4/415, 2°

A/CN4/422矛口Add1, 2’  Aˊ CN4ˊ L431, 
「
市)

18 
兄 《1987年⋯⋯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 49瓦 ,第 194(d)

特載于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同上.

特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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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程項目3〕

特別根告長的第二次根告〔袋)

二漾常洪朵款車素
”
 (絞 )

56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長)患錯就他前兩次根告的辦站悅,由于垓寺題

套洪的何要圮暴尚未全都李到,他可能元意中忽略討梵中提出的某些同題.逐有,

力了市省吋同,他不公有系統地一一提到就速一焦或那一魚友言的委長的名字.

59 在其第二次報告 (A/cN4/422和 Add1)中 ,他解猙了一些回家最

近的走勢,它們改交了迄今力止堅持的地肘豁免原則,特而銘成有限豁免.速一是

勢不仗在司法裁決中十分明昱,而且在新的日內立法和囝豚怭定中也十分明昱.委

長全數位委員反肘他的隊迷,他在重申伊恩.辛克菜爵士的現魚吋悅:‘不能再汏力

回家豁免的銫肘理站是刁慣目隊法上一項具有普遍拘末力的准則了
’(同 上,第 1U

段).他 自已汏力,速与伊恩爵士的
‘
并元普遍一致的安同銫9+豁免的意兄

’
沒有共

辰的不同 (同 上)。 因此,他的現魚是,在回家豁免領域,以免肘理淹或以相村理

梵力准則在理淹上沒有怭商一致的意兄,因而庄垓努力在不道用豁免的回家活功方

面送成一致意兄.

58 汏速一現羔出友,他砍迎數位委員提清注意需要一种分其的念度,以及

元人反村垓意兄速一事央.速似乎表明,至少在目前盼段,肘未來垓音題的申洪所

要采取的方法有一种普遍的林商一致意見.

59 科多馬先生提出速祥的看法 (第 2115次舍洪),即特別根告長的拫告中

的ㄞ史分析限于西方友送回家;其前任面嗨同祥的批泙.但在非洲回家的情況下,

很堆找到有失司法裁決的例怔,而且除南非外,那里沒有夫于垓寺題的目內立法.

因力垓寺題主要是法律和技木同題,他傾向于只要有法院判決和日內立法,就依靠

送些判決和立法 ,而不幸政治性的宣方.他肘各固政府的串面意兄和看法青予很

大希望.不幸的是,在所有非洲目家中,伿喀友隆政府村大舍征球意兄的要求作出

了反位.他道些地考慮到垓目的現魚,但不能爪而推淹它代表了世界那一地E大多

” 夫于集文,兄第 2114次套洪,第 31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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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家的現蕉.

6U 恩居加先生肘于巫非法律怭商委貝舍變成有限回家豁免理梵的現魚提出

了美似的批評 (第 2117次舍洪).不迪根据村夫于商ㄓ合同的第 11朵 (原 第 12

朱)的坪梵第 (32)段 ,情況是,正非法律林南委長舍 196。 年通述了其國家豁

免委長舍夫于私人性辰的商ㄓ和其他事夯的最終根告,其 中表明,除印度尼西正

外,所有代表因都汏力,‘
.⋯∞不位村其可林力商ㄓ或私人性的活劫給予外固豁

免.53 同祥,在森先生作力視察貝在固豚法委貝套第三十八屆舍快的友言中 (些

吋任正非法律怭商委員舍秘串故),他悅,‘他令人忕力,盤于在許多領域中政府活

劫的拼展,有 限制理淹也件并非不合道.同題是确定合理限制的范目°
’’’4 冬管垓

友言不是皿非法律+.●商委員舍的正式現魚,但它不能被解釋力一种焚成免村豁免的

立切.因 此他清恩詹加先生向他提供他可能需要的有失文件 .

61 淡到柔款草案本身引起的意兄,他注意到第 1奈似乎得到普遍接受.有

人悅,陳迷整今草案基本思想的第 6奈位紫接第﹁系.甚至有人建快,第 6朵位

构成第 1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准各特速些建洪提交起草委長舍,但他傾向于

維持目前奈款的次序,以使第 6奈 中的一般原則和第 11至 19無 中規定的限制和

例外不致相隔大返.

62 夫于提以的新的第 2紊 (A/cN4/415,第 29段),大多數委貝支持

合并原第 2和 第 3奈 ,新案文沒有引起反肘意兄.德意志民主共和固政府在其中

面意兄中建以,第 1(a)項 中
‘
法院

”
一洞的皮〤位包括村

‘
司法取能

”
一洞的确切

解釋,恩詹加先生在遠方面建決,淡大利正 1985年 《外因目家豁免法》第 3芾庄

些用作參考.但他自已扒力,很堆在垓無款內給垓洞下定火,不依因力送祥做將是

同〤反寞,而且因力各回家制度不思相同.因 此他傾向于將垓洞的道些解釋列入坪

注,因力速一同題元梵如何位交鈴起草委員舍.

63 第 1〔b9(2)目 包括享有豁免板的回家机夫和有杈在行使回家主叔中呆

2B 《1983年⋯⋯年盤》,

外 《1986年⋯⋯年盤》,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3更 .

第一卷,第 π
。
U丌 ,第 1958次舍洪,第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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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行功的政治Σ分單位,夫于垓目,托穆沙特先生 〔第 2● ●5次套洪)和其他一些

委員扒力,构成琺邦回家的各州垃享有豁免,即使它們不力或不代表中央政府而行

功.固 此,在他們看來,‘公共杈力的特杈
’
速一表迷澤成英文位是

‘
政府叔威

’.在

速一魚上,他靖委員們看看第 3奈的坪注第 3段 ,垓段中悅,一回之政治區分革

位包括
‘
朕邦因家的區分單位或包括有叔在行使回家主杈中采取行功的自治區的固

家的政治區分單位
’,并悅

‘主杈
’
是最接近

‘公共叔力的特杈
’
遠一表迷的同〤洞.

乃 他逐愿清各位委長看看第 9奈草案的呼注第 12段,垓段中悅,

‘
沒有任何來西可排除此种自治其体构成或作力中央政府的机夫而行功、

或作力行使垓外固回家主杈行力的回家机构而行功的可能性.瑛邦回家的一介

州通常不享有主杈回家所享有的豁免,除非它能近明肘其提起的坼忪央狋上牽

涉到垓外因⋯⋯
.”
笳

因力,按照第 3奈的泙注,“ 由于地方或市政些局行政一致的回家區分單位通常不

水李行使回家主杈的行力,因 而不享有目家豁免
’(第 3段〕,他扒力那些委員提

以的措洞改交舍涉及央廣的改交.在將垓同題交給起草委員套吋必須圮住遠一魚.

64 錫正姆先生和本努納先生 (第 2119次套以)建以.刪 除新的第 2奈第

1〔 b)(4)目 .但是,由 于村大使、外交官長或領事官長或政府任何其他代表提

起的坼忪可能牽涉垓外因,并 由于第 1(b9(1)至 (3)目 不包括速些人士,他

們位被包括在作力
“
回家代表

’
享有回家豁免的人士之中.第 4奈規定了送些奈款

草案与有失的籬也納公的之同的夫系.

65 他人力,夫于新的第 2奈第 1“)項 中
‘
商ㄓ合同

”
速一用活定火提出的

兩介起草同題泣由起草委員套去赴理.但是,在 (c9項 (S9日 中保留f商ㄓ口
一

洞是可取的,它包括与各种活功 (其 中包括生戶和投資)有失的合同和林定,同 吋

又排除了雇佣合同,雇佣合同常常被引用作力扁于法院地所在目管特的非商ㄓ合同

的例子.表卡弗里先生 (同 上.)和托穆沙特先生提洪用
‘
商ㄓ活劫

’
代替

‘
商╨合

25  《19864羊””∞年盤》,

加 《1982年⋯⋯年盤》,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4頁 .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U3一﹁U4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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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村此,他注意到,冬管前任特別根告長在其初步根告

2’  中使用
“
商上行力

’

一洞,在第二次報告和第四次根告
2B 

中使用
“
與易和商ㄓ活功

’
一洞,但 1983年

通避的第 12朵 (現第 11紊)卸題力
‘
商ㄓ合同

’.他假定垓杯題是在 1983年屆

全耐起草委貝套的廿淹迪程中改交的,但卸不能解猙力什么或如何改交的.但是,

若委長舍大多數委長安成重新考慮
‘
商ㄓ合同

’
送一杯題,他愿意#重他們的愿望.

66 十一位委員表示支持他夫于新的第 2朵第 3款的提快,三位委長說他們

保持中立一一冬弦他們同意既考慮合同的性茄又考慮其目的一一四位委長提出了批

評,主要是因力新的提法太僵化,堆 以包括不能頂兄的情況.垓批泙意兄值得道些

考慮.且然他汏力央隊措洞庄留給起草委員舍,但在垓段末尾加上下列洞句也忤是

可取的:“理所些然的是,法院地固法院在不能預凡的情況下,得裁決垓合同有公共

目的.’根据友卡弗里先生所提的意兄,他迸一步提快,垓款第一部分位修訂力:‘在

确定第 1〔c)項下之合同是否厲于商ㄓ性廣吋,⋯⋯.’ 遠也是一介要交給起草委

長舍的同題。

67 第 4奈沒有遇到什么批泙,大多數就此洪題友言的委貝同意他的建洪 ,

將
“
根据固狋法

’
等字祥加迸第 1款 .有些委長一般來悅同意垓奈,但他們謀求送

些無款所規定的豁免与有失的維也納公的所賦予的豁免之同的法律夫系得到澄清°

而其他一些委員汏力,那些公釣和速些朵款性辰我然不同,錫正姆先生甚至悅,遠

兩介制度之同的不同如此明昱以致第 4紊本身都沒有必要.冬管他不能銘接受后

一現魚,一般未排,他 同意速兩介制度可以分別适用.卄多委貝逐提洪,基于今人

理由給予回家元首的特叔与豁免,位 些拼大及于其他高圾官長,如政府首肺和外交

部故.在遠一羔上,他指出,外交机构及有夫人士的持叔与豁免由籬也納各項公的

的一介特別制度所規定,而基于今人理由給予回家元首的特叔与豁免力刁慣固隊法

η 《●g9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27瓦 ,文 件

A/CN4/323.
2B 《198。 年⋯⋯年盤》,第 二卷 〔第一部分 ),第 199頁 ,文件

A/CN4/331和 Add1;和 《1982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99

更,文件A/cN4/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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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則所包括.回家元首和其他高級官長家庭的特叔与豁免作力目豚札社而給予.

他不反村在第 2奈中提及那几美尸格來排固狋法并不包括其特杈与豁免的人士,

冬管他肘此并不特別螢成.然而,毫元疑同,起革委員舍將在适些吋候考慮回狋法

-● 因坏札社在遠方面的微妙匡別.

68 沒有人村第 5朵表示任何意兄.夫于第 6朵 ,并多委見支持他的提洪,

即刪除方括子內的
‘
和一般目狋法的有夫規則

’
送一短悟;1° 目政府螢成刪除:1。

回政府反村.他提洪刷除速一短活的主要理由是,捏心它們可能被法院地所在目法

院用未草方面解釋這些奈款,特別是失于限制和例外:思管有些委貝提到其他一些

理由.俠有友卡弗里先生完全反肘刪除,且然其他兩位委員夫于是否一定刪除表示

了狁疑不次。但他相信,座允許起草委員套在一漾通避的案文基砒上工作,假定方

括咢內的用浯最終套被刪除.然而,由于各目政府在遠一焦上意兄分歧,并 由于刪

除方括母內的短活意味看焚成有限制豁免的回家作出重大栖牲,他 向本委貝套提坡

另外兩种可能的亦法一一部分力了朴僕垓恓牲、部分力了考慮到已就回家豁免制定

了立法的那些回家的情況,但遜因力垓立法規定的一些限制和例外未哉于垓紊款草

案.

69 第一介可能的亦法是 ,把 西班牙建洪的段落 (Aˊ cN4/41U和
Add1-5)列 入垓未來公的的序言.有几位委貝表示同意送种想法,而更多的委長

卸加以反肘.此外,根据侍筑,序言同題是在外交合以上解決.第二介可能的亦法

是包括ㄒ介新的第 6奈之二 (A/CN4/422和 Add1,第 ﹁7段 ),針肘由于刁

慣目你法的交化或友展將來可能出現的例外作出規定,并填朴送些朱款与固內立法

之同任何可能的空白.第二介亦法尚未得到任何人女成,因 而,遠兩項提以均不能

作力村站的基砒.他沒有談到決大利J2提 出的將第 6無中方括景內短活政耳的提

快 (A/CN4ˊ 41。 和 Add1-5),因 力改耳后的短活央辰上沒有什么不同.他相

信起革委員套舍通道堵如一項附加以定中等方式努力找到一介填朴一一至少是暫時

地一一垓奈款草案和國內立法之同的空白的亦法.

7U 除了一些有失起草和可能刪除第 3款的意兄外,大多數就第 9紊友言的

委員都支持提洪的新案文 (A/CN4/到 5,第 79段).垓款＿●已銓通避的案文相

比已銓有所筒化,但若起草委長套予以迸一步倚化,他不合反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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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失于第 8奈 ,有 些委貝支持他村 (c9項的建洪 (同 上,第 93段),而

其他一些委長則提洪以一种較少限制的方式重新似定,以便通述外交渠道狡得明确

發同.冬管 (a)琿村他水洗似乎已銓足姼,但他不反村將垓瓨夾給起草委員套.

科步咼先生 (第 2● ●8次舍洪)不接受初步根告 (A/CN.4/415,第 89段)夫

于 (b9項 的解釋,建洪位垓仔幻考慮由于不可抗力引起的情況根本交化.他介人

不大焚成遠种理淹,因力它不道些地依放一方的草方面泙估,逐因力在厊史上、在

第二次世界大找之前及期同,它 曾祺濫用,思甘是在另一切合.因而他堅持他在其

初步根告中就此所表示的現魚.

72 最后,夫于第 9奈 ,他提以在第 1款 (同 上,笫 1UU段)加上如下保

留:“但是,若垓圄滿足法院的要求⋯⋯只要它冬可能早送祥做
”
伙伿适用于 (b〕

項,此羔已力數位委見所接受.卄多委員也接受了他提洪的夫于一日之代表在另一

日法院出庭作江之影晌的新的第 3款 .有少數几位委貝反肘垓款,且然他們反村

的理由并不清楚.就他自已而言,他雞袋汏力新的一款是必要的.就此荼提出的文

字性建以可以在起草委貝舍申快.

下午 ﹁吋散舍。

第 2122次舍洪

﹁989年 6月 21日 星期三上午 1。 世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阿吉博拉素王、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各伊斯

先生、巴本沃#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鋼先生、卡菜男一男德

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伊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

科〞馬先生、馬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

生、斯里尼瓦薜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庫納斯先生、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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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你籬送一古釱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目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

先生、揚科夫先生.

目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緻完)

〔A/CN4ˊ 41U和 Add1-5, 1 Aˊ CN.4/415, 2

A/CN4/422和 Add1, 3 A/CN4/L431, F市 )

〔洪程項目3〕

特別拫告貝的第二次報告(致完)

二旗申洪奈款草案
4 (坡

完)

1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盤致肘辦站迸行恙緒吋悅道,一位委員支持

淡大利皿政府提出的特第 1U紊第 1和 2款合并在一起的建以 (A/CN4/41U和

Add1-5).送是一介文字方面的同題,最好的亦法是持它提交起草委員套.

2 一些委員9I最 初由泰目政府在建洪中提出的新的第 4款 (A/cN4/

415,第 1。7段)的道用性表示怀疑°目的是限制91外 固反坼的效力.通避的第

1U奈道用于9I一外因在另一日法院提出的坼忪和參加的行劫的反坼.第 1和第 2

款具体規定,如果本身享有豁免的外固在法院地回提出或介入一瓨坼忪并且肘它提

出反坼,如果垓坼忪与主坼出于同一法律夫系或準央,就不能免于反拆.根括提快

的第 4款 ,肘外因反坼的法律效力將限制在主泝金額范日內.如果反坼金額超逍

主坼金額,在央怀作法上反坼的法律效力特是扺銷.然而,如果索賠和反坼成力坼

忪的主題,肘索賠和反坼的泙价將构成一种复染的同題.他在索賠坼忪同題上不是

特栽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同上.

特我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夫于案文,兄第 2∥ 4次全以,第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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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寺家,如果反肘意兄很強的活,他准各收回速
一
建洪.但是,人們可以引用外

國A在法院地圖法院提出或介入一坼忪的情況作力例子.此時被告 B可 以通道各

种來源灼妥A目 的債夯并利用已迒返起逮 A囝原有索賠要求的效額向A目提出反

坼.他打算利用新的第 4款防止速种可能性,但承扒第 4款的措洞方式确央需要

改造 .

3 大多效委員主張在車朱第三部分的柝題中使用
‘
例外

’
速介措洞,但他仍然

扒力位垓等到二族錯束整介情況明朗吋才作決定.在遠方面,友卡弗里先生把林題

修改力
‘
在另一日法院不能援引回家裕免的情況

’
的令人感共趣的建快 〔第 2● ●7次

舍洪,第 9﹁ 段)可提交起草委員舍.

4 他提出用
“
回家不能在垓商ㄓ合同引起的坼忪中援引豁免

’
代替第 1﹁ 奈第

1款 中的
‘
忕力回家同意行使速种管轄

’
的措洞的建以成得了戶泛的支持.一些委長

不同意
‘
根据固隊私法适用規則

’
速一措洞中所我的管韓琺系的概念.在送一羔上他

堅持原有的立場,因力各介法院地因在跨固商ㄓ合同的适用法上可能做法各昇.有

人建以庄垓增加
‘
除另有林以外⋯⋯’

送一附帶紊件,但 由于速是一項失鍵性的朵

款,因 此任何允吽以迪或匡域怭洪或中面合同的不一致都是板不理想的.按照他的

理解,刁 憤固狋法的規則中沒有一奈要求商╨合同和些地管轄之同必須有足姼的耿

系.1972年 《歐洲回家豁免公的》第 9朱第 1款所規定的要求逍尸.因 此,目 前

些地法院通常肘由本目人和一外固人或外固央体締錯的商╨合同有自已的一般管轄

規則就姼了.

5 他肘凱西先生提出的夫于
“
不位汏力商ㄓ合同中有受另一固法律管轄的紊

款就等于是服八垓回法院的管轄
’
的意凡并元昇快.它位垓由起草委長套鎗合第 1〡

奈或者第 8紊常洪.

6 他力了肘芬琺和白俄多斯所作的坪梵作出反立而提出的夫于分萬的回家財

戶送一新的第 11奈之二 (Aˊ CN4ˊ 415,第 122段 )弓〡起了一些同題.村子準

清
‘
回家企ㄓ

’
概念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巴水甜戈夫先生 (第 2● ●6次和第

2● ●9次套洪)和格雷夫拉特先生 (第 212U次舍洪)在討淹中作了回答.作力特

別根告長,如果能姼得到的活,他粹根据莽耿 1988年回家企ㄓ法努力制定某种一

般性的
‘
國家企ㄓ

’
和

“
分高的回家財戶

’
的定〤.一些委長肘使用

‘
代表回家

’
送介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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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提出批坪,理 由是回家企ㄓ在与外國人或公司送成商ㄓ合同時代表的是自已,盤

于在忖站避程中已絰作出的解釋,他同意最好將送种措洞別掉.

7 一些委員指出把回家企ㄓ与回家本身分幵很因堆,他希望通避研究赤朕固

家企ㄓ法而有助于澄清遠一同題.巴哈納先生 (第 2● 19次舍洪,第 ﹁段)提出了

一介令人感共趣的將垓奈更名力
‘
因泉企ㄓ

’
的建快.一些委員肘第●1無之二到底

是否有必要表示怀疑.送介同題涉及到夫于求活使用的新的第二奈革朱中
‘
回家

’
一

洞的定火.他汏力,泣垓作更多的研究以便給起革委員舍提供必要的赤材使共能移

考慮各种逸摔,其中包括似汀‘
目家企╨

’
和

‘
分有的回家財戶

’
的定叉.

8 史先生 (第 21● 5次套以,第 24段)和 巴水甜戈夫先生 (第 2● ●7次舍

以,第 1段)提出了与第 11奈之二大致相同的兩介各逸案文.速兩介案文將与他

自已提出的草案一道送交起草委員套.提被的遠兩項各逸案文均強惆目家企ㄓ是狙

立于回家本身以外的法律央体.因 此,不能因回家企ㄓ筌汀的商╨合同而肘回家本

身采取行功.如果采取遠种行功,回家可以
“
裕免

”.一些委員忕力速兩項建以是有

益的,但党得肘它們座些作迸一步的申以.特別是一些委貝肘如何把社套主火固家

的慣常作法反映在一瓨面向整介目家社套的文串中表示怀疑.在第 11奈之二的普

遍适用性同題上,其他委員敦促要忕真研究它村友展中回家的法律影晌.

9 有兩位委員汏力第 12奈是必要的,另 有兩位委員Rll汏 力垓奈是多余的.

一些委員支持他持第 2款 (a)和 〔b9項 (Aˊ CN4ˊ 415,第 132段〕測掉的

建以,但一些委員反肘刪除.共防上,已通避的第 12紊在雇用合同第一款中志的

宣布不适用回家豁免之后,在第 2款 (a)-(e)瓨 中恢愛了大量的裕免.特別是

第 2款 (b9瓨通道在第﹁款執行避程中去掉
‘
介人的征聘、雇用期的延故或复取

’

而錧小了用些地勞工法的可能性,因 而,很堆按照垓法律保伊受雇者的立場.位些

指出,1972年的 《歐洲目家豁免公的》或 ﹁998年的琺合王圄 《回家豁免法》均

元任何美似的奈款.在最近由球京地區法院申理的一介案件中,一名在歐洲共同体

委員套工作的日本雇貝因雇主將他解雇而提出上坼.她媒求社法院頒布一瓨僕付其

工資的嗨吋命令,但雇主表示反村,悅如果法院友布送項命令,將達反 ●961年的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32無規定的管轄豁免.法院在 1982年 的判決中裁

定,歐洲共同体委員舍通迪在雇用合同中明确規定以日本法律力管轄合同的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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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迸而放井了豁免.肘于垓案的央辰同題,法院忕力,按照雇用合同解庫扁于正些

行力,因力合同肘原告的斌用或嗨吋雇用期作了規定.正如戈雷夫拉持先生指出

的,法院地圖不能迫使某一外因聘用某一特定的介人.因 此,可 以刪掉第 2款

tb)項 中的
‘
征聘

”
一司以便消除速种忱慮.

﹁U 他在第二次根告 (A/cN4/422和 Addπ ,第 22段)中悅道,庄些

重新考慮第 13奈的范園.一部分委員建快全部刪掉垓無一一共中一些人扒力直接

有失的朱例很少,而另一些人則扒力垓奈淡想的情況已由及逛林以或其他固怀奈的

所包含.一位委貝指出,人身仿害和財戶板害一般均可得到保險,而另一位委員則

指出,只是最近在力散板少的回家的立法中才能姼找到垓荼的真正的法律依据.

i. 夫于回家責任同題,有人悅,將作力或不作力”于回家是村回家責任的

預先判斷,因 此位些澄清第 13奈的范園.夫于遠一焦,有人指出,垓無可能的范

園与可月因于外目的某一活劫領域有失,需要更洋幼地似汀日內法院可涉及垓領域

的程度.然而,一些委員支持保留垓奈的意見,因力垓奈目的在于允忤正常的坼忪

程序并村由于外因在法院地目的行劫造成的介人的人身仂害作出朴救.

12 正如卒央上他所建洪的那祥,有 一种撰脫由第 13奈戶生的困堆的途

徑,速就是將共范日鑰小到交通事故.夫于所渭的
‘在切要求

’,正如他逐建洪的那

祥,委 員們竭力主張ㄅ口果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作力或不作力友生吋赴于法院

地圖領土內
’
一活泣垓保留,因 力垓紊款并不涉及跨界掘害的情況.他肘于遠一魚

采取炅活的悉度°提洪的新的第 2款 〔A/CN4/4η 5,第 143段)被批泙力不

必要,但并沒有說明理由.元站如何垃些村第 13紊和囝家責任的夫系送一基本同

題迸行迸一步的申洪.盤于在速介同題上尒悅坋紜,他愿在下次全洪再友表迸一步

的看法.

13 他的夫子重新中洪第 14奈第 1款 (c)、 〔d〕 和 (e,項 的建快茿得了相

些大的支持.在遠方面,有 的委長方林第﹁款 〔b9、 “)、
(d)和 (ω 項中提出

的財戶-● 法院地固沒有耿系.送一意凡村子 (c9、 (d)和 (e)瓨也︴道用,但他

肘 〔ω 項表示怀疑.一些委貝建洪刪掉第 2款 ,因 力垓款有可能与第7朵第 3款

相矛盾.逐有人悅可用一介更恰些的洞代替
‘
利益

’.速兩項建以均位提交起草委長

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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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
些委貝熒同保留第 16奈 ,而其他委長剛怀疑垓黍是否有用.他愿在

听取其他意兄之后再就送一同題表示兄解.

15 第 17紊重申了公汏的主杈豁免規則,所涉及的唯一同趣是需要在第 ●

救 (b9項 中使用形式更力普通的措洞,垓同題可由起革委貝套討站.

16 除兩人外所有淡到送一焦的委見都女同他的持第 18荼第 1致和第 4欺

中的
‘
非政府性

’
一洞刪去的建洪.再希專先生 (第 2119次舍快)悅到,‘商ㄓ活功

〔非政府性〕’和
‘
政府非商立性活功

’
兩者之同具有明昱的匡別,前者可在第 18紊

范園肉理解力包含
‘
商立性但卸是非政府性的

’
服夯送种情況.但有人批泙遠种現焦

具有道于复染的法律含又.与 第 18奈有失的位些注意的另外一魚是,一些委員同

意他的建坡 (A/CN4/422和 Add1,第 31段最后),即位按照現有的固隊林

以赴理固有或公菅弋机豁免的同題.此外,第 6款似乎可被隨意解釋:可 以汏力

它伙适用于船只,然而央隊上回家些然可以除船只以外村財戶采取私人所能荻取的

所有辦伊措施.正是由于港在的淏解,他才建洪去掉遠一款。
17 他汏力,委員舍在第｛9朵 中似乎逍分重視村

“
商立性合同

”
和

“
民事或商

╨同題
’
速兩种表送方式的逸摔.仲裁的范日或因仲裁林定而放井回家豁免杈的程

度取決于有失林以的內容:委員套位些集中注意外回升村仲裁怭定放井豁免杈的程

度,因力它在解決各种因跨回活功而戶生的分歧方面可能友揮日益重要的作用.村

子他增加一介新的 (d)項 :“承人裁決
’
的建以,意兄不一.垃 些通道不把垓項解

釋力放卉執行豁免杈速祥一种諒解來解決确定垓瓨恰些位置的同題.

●8 他最初建快不加更改地保留第 2。 奈而且也确央遠祥做了,速是因力在

一滾耐几乎村垓項未作任何修改.些然,如果大多數委員螢成刪去速一無,他愿避

八大家的意兄.另 一方面,他不愿意接受速祥的建以,即扒力垓朵半竟是一瓨一般

的保留奈款,因 而位些放在說明奈款中;第 2U無的棒題不是革來的主題,持垓奈

放在一介避于突出的位置只能戶生淏解.

19 一位委員建以,位 些按照 1972年 《歐洲目家豁免公的》第 23柔重新制

訂第 21奈 ,以便更明确地反映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原Xl1.另 一位委員建快把

垓奈制汀成力一項一般系款而不是一項例外奈款,他透焚成增加速祥一項奈款,即

各目須按照垓未來公的強制遊守法院作出的不利于它們的最后裁決.他將迸一步研
:$I——



究速榮建洪.在是否刪掉
‘或垓囝在其中有法律保妒的利益

’
一悟和 〔a)瓨 中的

‘
非政府性

’
一洞的同題上存有不同的意兄.而且有人建快用

‘
垓目村共有有效的杈

利
’
代替

‘
垓因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

’
送祥的措洞.他希望能在下居套以上就是

否在 (a9項 中去掉
‘而且与坼妐要求的拆的有失,或者与被坼的机构或部ㄇ有

失,’ 一悟或作力替代亦法在垓朵幵共增加
‘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林以外

’
一活的可能性

遠兩介同題友表更多的意兄.

2° 他提出的刪去第 22紊第 1款中方括手內短悟的建洪得到了支持;然

而,一位委長建洪用
‘
有效的叔利

”
一悟代替

“法律保伊的利益
’,而另一位委長在他

提快修汀第 21奈之后,提出力第 22朵制訂新的案文.

21 至于第 23奈 ,他在初步報告 (A/cN4/415,第 24U段)中提出了

銓修汀的第 2款 ,目 的在于將第 1款中提到的某些美型的財戶排除在限制性措施

之外。但他在其第二次拫告中同意第 2款 已通避的案文,垓案文得到了兩位委長

的支持.有兩位委員不同意在第 1款 (。 項緒尾炎增加‘和力了貨ㄒ目的
”送一措

洞的建以,其理由是任何銀行帳戶其中包括中央銀行帳戶均是力倚市用途而沒立

的,因此似洪的朴充只能引起混亂.他肘送一魚的汏氓是中央銀行帳戶通常被忕力

是力袋市用途而淡立的,而垓帳戶只有分配或用于商ㄓ性用途才能享有執行裕免.

22 有兩位委長忕力,他力第 24朵第 1款 (同上,第 248段)提洪的修汀

案文是可以接受的,他們遜螢同刪掉第 3款 中的
‘在必要吋

’
一活.速兩位委員逐

建洪爪第 25朱第 2款中刪掉
“
必要吋

”
卒一措洞,其 中一位委長逐建以出于申慎位

些重新申快第 25奈的第 1款以便保正如果法院沒有根据原告提供的怔据确定管轄

和朴救杈利就不能作出缺席判決.夫于同一款,另 一位委長指出,不能假沒汏力已

收到文件 .

23 一位反肘他按照只道用于原告目的方式修改第 27紊第 2款建洪的委長

寺辯悅,似快的限制將阻止一日作力原告提出坼忪.

24 他逐里持汏力第 28朵興狋上与歧視同題元夫.結合可能林第 6朱中刑

去
‘
和一般固坏法有失的規則

’送一方括母內的短悟,肘整介第 28朵 ,特別是其中

第 2款的必要性送行了忖梵.一些委員悅,如果八第 6紊中刪去速一短活,就泣

些保留第 28朵 ,而另一些委長怀疑保留第 28紊是否可取,拉心以肘等力基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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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道用將舍手致背南垓未來公的并有振于編集的目的.一位委長逐指出,由于

草案中几乎所有的例外規定都以
‘
除另有林以外⋯⋯’

一活幵始,不需要再有第28

朵.十分清楚,需要特別9I第 28奈的法律效力迷一步交換意兀.

25 最后,他建洪委員舍把第 1至 11奈之二提交起草委員舍,但有一項理

解是,委長舍持在下屆舍以上作力第一介討站項目,常以第 12至 28朵,以期屆

吋持它們提交起草委長舍.

26 勒泰先生得到友卡弗里先生的支持,他悅他基本同意速一建快,但怀疑

是否垃些把界戮定在第 11紊而不是新的第 11奈之二.委員舍逐未來得及申快由

巴水甜戈夫先生和史先生力第 11奈之二提出的板力令人感共趣的未文.

27 主席指出很雅將第 11荼之二与送交起草委員舍的其他朵款分幵,因 力

它与第 2荼夫系密切.

28 卡菜′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他准各接受特別根告長的建破,但他的理

解是起草委員套村第 11奈之二作出的任何決定都是哲吋的,委員舍在下屆合以上

將重新常以垓奈款.

29 主席向委長們保近情況特套是速群.

3U 在阿吉博拉素王和本努鈉先生的支持下,恩詹加先生建洪不要把一旗.l

未絰常以、因此未在委員舍中得到支持的第 6奈之二提交起草委員舍.

31 勒泰先生悅,他原則上反村去掉任何已在委員合中甘淹的集文.

32 迪正新 .因 葄雷斯先生悅,他不焚成把本扁于委長套夫心的同題推給起

草委員舍速祥一种傾向.

33 主席在与科多馬先生、阿吉博拉素王和巴哈納先生送行村梵后,建以把

第 1至 ﹁1紊 以及特別拫告長提出的新的第 6奈之二和第 ●｛朵之二一道送交起草

委員套.委員套可在下屆舍以幵始吋申以第 12至 28奈 .

就速祥決定 .

34 科多馬先生談到特別報告貝在上次舍以所做患結的前一部分吋悅,他愿

說明他主救一种道用范園更戶的方法,速并不是批坪特別報告長采取的方法只以某

介區域的刑事決定力根据.他扒力基于不能普遍接受的決定的奈款草案是不可取

的.夫于他提出的草案泣些包括一項基于形勢交迂原則的奈款的建以,他村特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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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長提到的速一原則可能被濫用的說法不予坪站,他仍然扒力垓原Rll具有几乎所有

現代固杯法苧家所承人的里央的法律基硝.它位些作力一項原兵!反映在草案中,而

根据遠些原則商ㄓ合同可以是元效的.

回家責任〔致).

5 A/CN4/L.431, G市
)〔A/cN4/416矛口Add1,

〔洪程項目2〕

朵款草案的第二和第三部分
6

特別拫告長的初步報告(致 )

第 6奈 (停止持緻性的固怀不法行力)聖

第7紊 (恢复原狀)’  (生〕

3b 巴哈納先生感琳特別根告貝博芋多伿的根告 (A/cN4/416和

* 
鐓自第 2● U5次套以.

5 特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6 
奈款草案的第一部分 (固 豚責任的起源)一一第 1至 35無銓一旗通道,

我于 《198U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U瓦起各丌。

草案第二部分第 1至 5無 (固 隊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由委長舍在其第

三十五屆和三十七屆套以上哲吋通避,載于 《1985年⋯⋯年整》,第二卷 〔第二

部分),第 24-25更 .夫于第二部分剩下的紊款草案 (第 6至 16無)的來文由委

長套在其第三十六屆和三十七屆套洪上送交起革委員舍,同上,第 2U-21頁 ,腳

注 66.

車宋的第 1至 5紊和第三部分的附件 〔日怀黃任的
‘
執行

”
和解決爭端)由委

長舍在其第三十′
、
屆套以上市洪并送交起草委長舍.夫于案文,兄 《π986年⋯⋯

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5-36英 ,腳注 86.

’ 夫于案文,兄第 12U2次全以,第 4U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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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1)基于法苧理梵和國家央跩提出了夫于停止不法行力和恢复原狀的朵款.

36 停止不法行力速一同題引出了三介連帶性的鬥題:停止的性辰和范日是

什么?在囝豚法的現險段規定送种叉夯是否可行?它 一●賠僕的夫系是什么?

37 ‘
停止

’
速一用活不是一介描逑性的洞洭,因此需要有一介定火,停止作

力終止一項目防不法行力后果的朴救方法,在特別拫告長看來似乎等同于終止 (同

上,第 29段).但終止在特別根告長看來,包括他所悅的
‘
作力

’
和

.不
作力

’
送兩

种不法行力.因此,停止或終止的范目被明确解拜力:

‘⋯⋯在扁于作力的不法行力情況下,停止包括
‘
停止央行

’
或

‘
不再央行

’

速种 (消 板)火夯⋯⋯在厲于不作力的不法情況下,停止包括行力目迄今未履

行
‘
央行

’
或

‘
以某种方式去央行

’
的火奔

’⋯⋯ (同 上,第 58段 )。

38 思管
“
停止

’
送一用悟似乎并未侍迷特別救告長賦予它的兩种含〤,但賊

予它遠种內含并元其他法律障時.在他所了解的回家法律制度下,‘ 強制令
’
性的朴

救方法包括
‘不做

’
和

‘
做出一种特定的行力或事情

’.然而‘停止
’
一洞在固狋法理梵

和回家央跩中是否已豋以兩种意叉使用則是另外一介同題.

39 些代目妳法似乎并沒友展到按照
‘
去做

’
或者

“
以某种方式去做

’
的含叉承

扒停止不法行力的火奔.正如英固石油勘探公司 (利 比亞)坼阿拉伯利比正共和國

政府一案的獵任仲裁貝因納 .拉戈格林先生指出的:‘垓案的分析逐表明,達釣一方

破坏履行合同規定的火夯所造成的責任是一种支付抽害賠催金的責任
’(同 上,第

46段).各目可能采用賠僕韻害送一方法,因力速祥做很央坏.但在賠借掘害的朴

救措施或毫元用赴或不足吋可能出現苛求,錯淏地拘留受害目的目民就是速种情

況.因 此必須友展固豚法,杕而包括遠种可他性.速就是在
‘
停止

’
的概念中包括

‘
不作力的

’
不法行力遠一建以的故赴.速一定洪值得研究而且可能的活位些給予支

持.至于各目在固隊領域缺乏制度性机构吋是否舍遵守速祥一种〤夯,它所涉及到

的是整介回豚法的全部,而不仗仗是假定的規則;冬偕如此,遜是值得村它送行研

究.                                 ‵

4U 蛗然在某些情況下停止和賠僕可能有元法撰脫的耿系,但兩者在遻輯上

是有Σ別的.在 日內法中,它們肯定是有匡別的.特別根告貝昱然是在林爽比的方

式友展囝豚法:遠种做法有充分的杈威性,例如,特別根告貝引用的特菜水冶煉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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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決 (同 上,腳注 69.他支持特別根告長在根告第 52段中的活
‘兩种朴救亦

法共豚上是截然不同的,或者似乎緒合在一起但央豚上是有Z別 的
’
.〔同上,第

52段 ).

41 考慮到掃要有能加強因豚法律秩序的規Rll和 程序,他支持特別根告長不

照搬其前任的作法,在‘
停止持鎮性的目狋不法行力

’
速一林題下提出草案第二部分

新的第 6朵,但他有兩項保留:(a)位 些更加准确地洪汀不采取違法行力或按照

回豚法叉夯行使的〤奔,(b)位 些或者由
‘
中止

’
或者由一介更好的洞代替

‘停止
’

一洞.

42 特別根告貝就新的第 7朵恢复原狀提出了一項集文,它在某些方面似乎

很巧妙,而在其他方面則相互矛盾.夫于垓寺題的主要案例霍茹夫工ㄏ一案
B 

确

立了有失賠僕的法律原則。垓案有兩魚是很明昱的:首先賠催的目杯是通道重新恢

复假如未友生不法行力本位存在的情況而冬一切可能
‘
消除

’不法行力的一切后果,

其次,如果不能送祥做,立 些以附帶或不附帶擷害賠佳金的形式給予賠僕.但前固

狋法院的法官希ㄇ尼斯 .德 阿雷查加悅:‘且然恢褒原狀扁于賠儂的基本形式,但央

豚上和在先大多效情況下,它被金找賠儂所取代。
’g

43 因此,委 長舍垃些在制汀可行的規則吋考慮到央跡要求,他高共地看到

特別報告貝91受害回可尋求的朴救方法采取炅活杰皮.特別根告貝堅持的視魚 〔同

上,第 1● 9段)是正确的,即 規定的朴救方法垃些一●所受的搵害相林,他盤妓強

惆 〔同上,第 126段 )在制定恢复原狀規則吋庄些銘圮插害和賠供位相林遠一原

只!.

44 汏遠一原Jll出 友就可以看到,第七奈車集是銓避深思熟慮的.然而,需

要肘它作深入的研究、特別是第 1款 (b9項和第 2款 (b9瓨 .    

一

45 第 1款 (b9項似乎要說明些它達反一般回狋法的強制性規則吋不需要

收久原狀.遠种規定特使恢复原狀的執行戶生同題并元法作出決定.具体我明一般

8 
兄第 21U5次套坡,腳注 5。

9  εJim合nezdeA咍chaga尸︳nternationa｜ respUnsib∥ itV′ .Manua︳ ofPub∥c

︳nternat｜ ona｜ Law.MS° rensen.ed(L。 ndon.Macmi︳｜an.﹁ 968).P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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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狋法的強制性規Jll是有午坡的,編与夫于回家黃任的送釋一种規nll共有效性值得

怀疑.因 此,他怀疑是否有任何理由保留送一項.

46 第 2款 (b9項所波的是喊牷因
‘
作出固狋不法行力的回家的政治、銓游

或社套制度
’
所引起的久拉,他怀疑速种提法能否得到原則或目寨央我的江明.特

別技告長 (同上,第 98段 )弓｜用安奇洛蒂
‘
可能存在日內性的陣時,爪而使⋯⋯

回家准各以賠借代替恢褒央物原狀
’
的活在遠方面是沒有叔威性的.安奇洛蒂所指

的是回家在采取速祥或那祥的朴敬措施吋考慮到內部陣得的速一偶然情況,但不能

把速一番活解釋力是指
‘
政治、瀣游或社套制度

”
可成力一种援解因素.

47 此外,由于根据目隊法一日元法通避援引其日內法而逃連目狋黃任,是

否逐真的有必要保留第三款是值得怀疑的;完全可以持它刪掉.

48 夫于第 4款‘
等值賠僕

”,它喜砍一种近力倚草明了的形式,正如翟茹夫

工ㄏ一案的判決那祥,(a〕 淡賠僕,〔b)放韻害賠佳金,在‘金我朴僕
”
速一患的

棒題下將它們分作兩奈洋幼加以悅明.

49 患而言之,第 7朵可通避起草方面的修改得到改造.例如,他喜攻拉丁

文 restⅡ｜o in㏑ tegrvm一洞,而不是
‘
res血 vtion㏑ kind’ 〔恢复原狀),他逐愿意

看到以其他更力恰些的用浯代替
“
逍重久捏

’
和

‘
等值賠僕

’
.

5。  本努鈉先生悅,他高度螢賞特別根告長的初步根告 (Aˊ CN4/羽 6和

Add1),速份拫告資料洋共和苧木价值商并且精幼入微.冬管有時他村特別拫告

貝采用的方法和所划的界我持有昇洪,但他同意特別根告長提出的所有技木要魚.

51 特別根告長提出了垓草案第二部分大鋼的建以 (同 上,第 2U段)一一

日隊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然而遺憾的是持把第一部分中的第 19朱作力草案

其他部分的基硝,因力他扒力垓紊將使有失回家犬任的目隊法的逐漸友展和編無交

得板力交染.垓奈是一种典型的唯理性預測,它所依据的是与目豚親央完全元夫的

刑法美型,它將在各种違法行力和罪行的愆兩方面造成因堆.八報告 (同 上,第

15段)中就已絰可以看到一种危險的傾向,此赴特別根告長提出了一种新的違法

行力,即 ‘
特別尸重的

’
達法行力.遠种達法行力假定需要形式特別久有法律火夯的

愆研,然而很雅看出在安理套未能央施任何速种愆倒吋,委員套如何能鉹成功地做

到速一羔.特別根告員明智地指出 (同上,第 16段)他的建洪并不意味若他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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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赴理違法行力和罪行的央豚同題或理站同題上站到那一道.        ﹉

52 元站八理梵現焦上看近是炔央你后果看,k)l分停止固狋不法行力和恢負﹉

其物原狀都是人力的.在其淹途一升始,特別根告長表明要停止的是
‘
初圾

”
規則的

持臻、正常央行 (同 上,第 3● 段).然而最后他得出的錯淹是夫于停止的規Jll可

扒力是一項界于
‘初圾

’
規Jll和

‘
次數

”
規則

‘之同
’
的一瓨奈款 (同上,第 61段 ).

53.特別根告長力怔明他提出的停止和恢笈央物原狀的匡別而唯一能姼引用

的例子是村某固目民的非法拘留:‘德黑〨美國外交和領倌人長一來.’
.° 但速介例

子元法令人信服,因 力固怀法院在7理速一案件吋命令采取的措施不是停止措施,

而是恢負原狀.目 豚法院黃成伊朗政府恢笈美目蛙德黑〨大使倌官邸的原狀,釋放

所有的美固人并且承扒他們的特杈和豁免.

54 特別拫告長在盤鎮梵迷其淹魚吋堅持汏力 (同上,第 57段),任何可能

阻得或妨磚恢复原狀的困雎都不能影晌停止不法行力的〤奔.換句活悅,恢負原狀

扁于允玝的例外并不全部适用于停止.但停止方面的叉夯常常与恢隻原狀的火夯相

同.因 此,如果今后在草案中列入一項夫于停止的奈款,那 么新的第 7奈草集中

規定的執行恢复原狀的所有例外情兄將交得毫元意〤.央抔上,村回家未悅,比較

有利的做法是要求停止一一肘速种措施不允許有例外一一而不是要求恢复原狀.如

果一位法官扒力作出了不法行力,他在最后判決之前可以強制采取恪吋措施.一旦

作出遠种判決,就不需要停止了,因力已銓恢复原狀或提供了賠借.因此在采取嗨

吋措施和恢笈原狀或提供賠借之同插入停止的措施就交得毫元意叉了.因 此,夫于

停止的新的第 6朵草案沒有任何意〤:央 豚上,它 不能澄清同題反倒增加了混

亂.夫于恢隻原狀的第 7紊起草得彳艮好.

55 凱西先生在焚物特別拫告長的出色初步報告 (Aˊ cN↑ /416和

Add﹁ )吋悅,意 的悅來他同意夫于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大鋼的建快 (同 上,第

2° 段).送些建以包括兩羔,村此,特別報告貝打弊背南委貝舍先前淡想的大鋼.

56 第一魚是需要匡別固怀達法行力和國隊罪行的法律后果,而特別報告長

就速一方面推專出來的淹焦 (同 上,第 1。一日5段)反映了一种值得普遍女同的明

1° 兄第 21U4次套決,腳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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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夯其的志度.

59 他同意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意兄 〔第 21U4次舍洪),冬管格雷夫拉持先生

承汏其廣性后果和手段性后果的匡別不是免村的,但他不能接受把恢友原狀視力央

辰性后果而卸把賠僕叔利作力保江停止、恢交原狀和保陣不再重犯的程序性后呆.

然而,報告似乎并未裁有怔明特別根告長作出送种分爽的述象.例如特別根告長悅

道:‘爪某种意火上悅措施被基本汏力是一一手段性的
’,但只是

已
在于各种形式的恢

笈原狀 (和停止)的央辰性作用比較吋
’
才是速祥 (A/cN4/4π 6和 Add● ,第

14段).因此,特別盤于他就共使用
‘
央辰

’
一詞所作的解釋 (同 上,腳注 1● 9,特

別報告長明昱想照搬其前任在第三部分第 1至 3奈草案中提出的那种榮型的朵

款.

58 特別根告貝打算背高先前大鋼的第二羔是以他自已的建洪力根据的,即

位些仄和平解決爭端、而不是
‘
執行

’
的角度看待第三部分的內容,其理由是執行包

括措施和任何手段,它們成力受害回合法采取措施的朵件.他至少在目前能移同意

送一建洪.同祥,正如卡菜男 .妥德里格斯先生 (第 21U3次舍快〕建坡的那祥,

位些以恰些方式將前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第三部分中的第π至 3系列入第二部分.

59 第二部分新的第 6奈草案近比前特別技告貝提出的相位的第 6無草案的

案文更精确、更令人滿意.他村報告 (A/cN4/416和 Add1,第 39-6U段〕

中的梵魚完全感到信服,即停止位些成力一項明示恭款的主題并且庄些＿●造反回你

法后果的其他方面的奈款明确匡別幵來.因此,他不同意巴本沃芛先生 (第 2﹁ U2

次舍快)夫于特別報告長的視羔粹舍給初圾和次圾規則的匡分造成一种概念上的海

汋的看法.按照特別根告長的說法,停止
‘
是⋯⋯持袋和正常地執行初圾規Jll’ ,而

不是執行次數規Il1.(A/cN4/416和 Add1,第 3● 段)假如巴本沃發先生淡

有在報告中現遊送段活:‘且然瓜狹叉上悅停止不屈于恢欠原狀和不法行力的法律后

果速一范園,但八戶火上悅它扁于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
’,他的班魚元疑是有道理

的,而且停止‘
即便汏不法行力的法律后呆和恢复原狀速一角度看也井不是屯元夫

系的
’

〔同上,第 32段 ).

6U 冬管停止与初級規則存在看耿系,但新的第 6奈垃些保持它在第二部分

第二章中的原有位置.他提出速种看法完全是由特別根告長在其根告 (同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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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段)中提出的理由引起的,其 中一些委貝主依把第6朵放在夫于一般性原Rll的

第一幸中.提出遠一理由的目的如果不是力了別的至少是要表明停止濤要有革狂的

一款.停止是不法行力的后果;沒有送种行力就不需要停止.同 時,至然停止拙立

于其他后果,但 由于它与連反的初數叉夯的夫系,它 与其他后呆也不是沒有失系

的,因力它的性演是一种頂兆.在遠方面,特別根告長迫切要求
‘不位些因遠种理

站性的考慮而排除
’
夫于停止的一致,因力初數規則和次數規則的匡別本身是相肘

的,而且逐由于
‘
完全可以扒力停止的規則是界于

‘初級
’
規Jll和

‘次數
’
規則

‘之同

的
’
規Jll’

(同 上,第 61段 ).

U●  遠种理淹上的爭淹又引出了另外兩种意凡,第一种是否可耿系
‘扁于不作

力的
”
不法行力淡停止.一些委長悅送是不可能的,他們正确地扒力遠种情況与具

体的行力有失.然而,正如特別報告貝 (同 上,第 42和 43段)解釋的,不作力

可能扁于持鎮性不法行力那一美.整于具体行力和停止均与初圾叉夯有失,決定因

素堆道不是不法行力的持鎮性喝?

62 他淡的第二焦是与要求停止的吋同有失的
‘最初險段

’(同 上,第 38

段).呈 然他同意馬希馬先生 (第 2﹁ U3次舍洪)夫于預防的同題是一介防止的同

題遠一看法,但速是一介防止不法行力完成的同題而不是防止固隊法不加禁止的行

力所戶生的有害后果的同題,后者已銍包含在委貝套以程上的另外一介寺題中了.

63 如同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第 2η U2次舍洪)一祥,他汏力第6奈的措

洞庄些与草案第一部分第 25奈的措洞保持一致.修汀后的措洞持包括使用
‘
吋同

上有延致性的作力和不作力
’遠一用浯,它很全面因而可包含草狂的、混合的和笈

染的作力或不作力.

64.大于新的第7荼草案,他完全同意特別根告長的意兄,即咪其央物原狀

‘
优先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戶〤賠僕,特別是等值賠僕

’(A/cN.4ˊ 416和

Add1,第 1● 4段).至于兩种可能的恢反方式一一恢隻到原先已有的狀況或重建

未友生不法行力之前所存在的狀兄一一他逸摔后一种.它与翟茹夫工ㄏ案所确汏的

概念相吻合,按照遠一概念,行力固有〤夯
‘
消除

’
其不法行力的所有法律后果和物

辰后果 (同 上,注 235).因 此,必須以一种
‘
自然的

”
、
‘直接的

’
和

‘
綜合性的

’
方式

村根害加以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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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第 7奈未能象前特別根告長提出的第 6荼草案那祥說明賠僕屬于哪种含

〤.然而是否因力送一魚就批坪第 9紊 ,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如何解猙第 4段

井取決于垓根告長如何起草夫于等值賠僕的有失無數.如同在報告中指出的那祥 ,

如果能在革呆中洋幼說明恢筴原狀的含叉,即表明
‘
一种包含恢欠原狀和賠僕兩种

內容的
‘
綜合性

’
恢笈原狀概念

’(同上,第 67段 )元疑特有助于打消碩應.他遜

能容納格雷夫拉特先生的立場,后者愿把恢袋原狀定力
‘
恢友原先的狀況∴‘

在不影

晌村消板韻害的任何賠僕情況下可力它下明确的含火
’

〔第 2﹁ U4次舍快,第 32

段〕.

66 他完全變同特別報告長提出的夫于外目人待遇的現魚 (A/CN4/416

和 Add1,第 1U4-1° 8段和第 ﹁21-122段).冬管恢复原狀道用于所有不法行

力,但它不适用于例如形悉上或法律上元法做到的情況.因此,刪掉前特別根告長

提出的第 7紊草案是正确的.

67 如新的第 7奈第 1款 (a)項那祥,需要村
‘
央怀上不可能

’
作出規定,

速是不言自明的.些然,狄固豚法或固內法中可推專出法律上的不可能,但在垓奈

第 1款 (b9項 中只涉及到了一一由回除法引出的一一一科法律上的不可能,即 恢

复原狀舍違反由強制法戶生的〤夯.在遠方面他同意特別根告長的現羔,但根告

〔同上,第 87段 )所涉及的央狋同題一一即甲固肘乙固恢愛原狀的火夯達反甲回

与丙目的奈釣又努送一同題——值得迸一步思索.不能衝草地汏力速今同題是一种

央狋上的不可能而不是法律上的不可能情況就不予考慮,因力其來源戶生于目隊法

的火夯而不是固內法的叉夯.此外,正如特別根告長指出的,‘尸格地悅,八因狋法

的角度看,回 內法中的司法陣得是央隊的障得
’(同 上,第 98段 ).在速种情況

下,只以定 (同 上,第 124段)甲 回必須克服送一陣得是不移的.

68 至于法律上的不可能是否套源于日內管轄送一概念,他完全女同特別根

告長不基于遠一概念肘恢友原狀施加任何限制的做法 (同上,第 89段 ),村此特

別報告貝作了有悅服力的解釋.他也完全同意特別根告長封村由國內法戶生的不可

能性所說明的現魚 (同上,第 98段 ).

69 他逐同意第 7奈第 1款 (c9項肘恢复原狀所作的第三瓨限制的內容,

即遊度法律〤夯,特別令人感到高共的是注意到第 3款反映了速一限制和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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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內法戶生的法律上的不可能性之同的夫系.在遠方面,他感到堆以理解的是力

什么不采用迪重久捏的杯准而卸向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主救的那祥 〔第 2﹁

。
3

次舍快)依救雄理危急狀況的草案第一部分的第 33奈 .按照第 33奈,危急狀況

是一种排除不法性的情況,它 意味著固豚不法行力八來就沒有完成,而按照第 7

奈車來第 1款 (c9項 ,避重久捏的杯准是村恢笈原狀叉夯的限制,而送种恢交原

狀在缺乏完全的目怀不法行力吋是不合戶生的.

7。  最后,回家黃任遠一音題列入委長全的工作卄划已有 4。 年了,其中包

括用 9年吋同常洪草案的第二部分.目 前起草委長舍收到了16奈草案而且逐套收

到更多的草案.速种現狀思管有充分的理由,但可能受到委長套的更多的批坪,但

他相信,有特別根告貝掌舵,委 長套能姼作出取得迸展所需要的巨大努力.

9●  哈索內先生肘特別根告長精幻研究和尸 密淹怔的初 步寺艮告

(A/CN4/416和 Add1)表示焚賞,汏力送份根告堪与其各位前任的佳作媲

美.

92 夫于方法同題,他愿意接受特別報告長夫于分別人理目豚違法行力的后

果和國防罪別后果的建洪.思管道种匹分可能造成延長和重复,但套由迸而戶生的

更大的准确性所扺銷.特別根告貝夫于把草案第三部分寺Ⅱ用于解決爭端,造而把

有失
‘
執行

’
的朱款放在第二部分的建以也具有同祥的效果.恩而言之,速可能是一

介法律盤堂力的同題而不是一种确定的技巧同題,不位忘記,人各有所好.

73 特別根告長把停止林力目防不法行力后果苧悅的
‘
灰姑娘

’(同 上,第 3°

段〕,放前任特別拫告長初步根告中可以看到達位灰姑娘炎于被遺忘的赴境.〢

然而,正如前任特別根告貝提出的那祥,到 1984年遠位灰姑娘便狀元人逮日的楚

境中脫穎而出被列入第 6無草案的 (a)款 ,如今現任特別報告長已決定以草列一

紊的建以來砌底拯救遠位灰姑娘了.八介人角度排,忠的來悅他螢成送种做法,因

力遠种做法在第二部分的具体朴敬方法和第一部分中的榮型相位的不法行力之同建

立了一种遻輯耿系.在遠方面他指出,停止已明昱地由兩位知名苧者田爽力
‘其達

11 《●98U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U7更 ,文件

A/CN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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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手致代替初圾叉夯
’.12 如果把停止革列一無能姼突出各美限制性奈歉的活 ,

它持成力怔明特別報告長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另一介理由.

94 按照特別拫告長的解釋,持致性不法行力的范日板力戶泛.例 如,特別

根告長悅到,他不同意委長舍夫于征用的意兄:‘隨若征用的幵始,回家的速种行力

即告錯束,即使速些行力的后果仍在延袋
’

〔同上,.第 34段).他堅持汏力思管他

承汰主流苧悅和其踐都不能江明送祥一种解猙,停止位同時道用于作力和不作力的

不法行力遠兩种情況 (同 上,第 42段 ).

95 如果賦予持袋性不法行力遠一概念以一种戶泛的范田,舍使停止和恢愛

原狀的含〤相互重重,不管把它們放在草獵紊款和如何加以區分都昱得銹柔造作.

如第 69段所提到的,速一焦在某种程度上已由巴拉多你 .帕利埃里的現羔 (同

上,第 69段)作 出了近明,帕利埃里指出,恢复原狀不是
‘
一种賠僕的形式也不

是作力不法行力的后果而出現的新夫系的一介方面,而卸是最初法律夫系的一种持

袋性的
‘
效力

’’.冬管速是少效人的意兄,但并不缺乏說服力.但特別報告長仍用

送祥的活91它 作了否汏:‘ 〔遠种現羔〕,它 的存在冬管有助于籬伊原始〤夯 (和 由

它戶生的規則)在達反之后仍然存在速一概念,但它們在恢袈原狀和停止不法行力

兩者的區分上具有消板的作用
”(同 上,第 9。 段),他盤致悅到:‘位些保留停止和

恢复原狀作力肘付達反回狋叉夯的兩种性辰截然不同的扑救方法.〞有人不禁要同遠

种區分本身是否已成力目的.

76 給停止以ㄏ泛范目的另一今缺焦是它有可能限制另一种朴救方法一一具

体的行力一一使其交的元人同津,因力在持致性的不作力情況下,停止似乎只是拖

延行力的一种使用不些的名林.在速一焦上他同意巴本沃薛先生的意兄 (第 21。 2

次舍洪).

97 固狋不法行力的迸一步后呆是元效,它象停止一祥可”入恢笈央物原狀

一共而且遜可以同等的效力草列一無.些然界定元效范日的要求是指林的不法行力

必須是一种法律上的不法行力,例如立法、行政命令或司法判決.它 的央狋作用已

由旁特帕特精辟地蚵迷避了,旁特帕特悅,“ 由于缺乏更力直接的執行手段,非法行

n2 
前引串 (第 21。3次套洪,腳注 5),第 99-9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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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元效原Jll勢 必在固狋領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13 如果人們想到耿合目的政治

机构,特別是安理舍在常洪固狋不法行力吋很少討站要求作出賠僕的同題,速种重

要性就更力清楚了.特別根告長在共根告中村梵了元效速一同題,但同題仍然是,

盤于共重要性,速一朴救方法是否位些成力一种明示奈欺的主題.

78.淡到收反原收的同題,特別報告長正确地悅道 (A/CN4ˊ 416和

Add1,第 64段 ),元站八理淹上或是央踐上來悅,肘速一概念的汏味都不是統一

的.在怔明恢負原狀的定〤時人們銓常引途布放思拆查莫洛一來,1‘ 按照遠一定

〤收褒原狀指重新建立原有的狀況,而在怔明遠一定叉拉力冬一切可能恢友不法行

力未友生吋的狀況吋往往引用目豚常沒法院村翟茹夫工ㄏ一來
’s 的法官銓典意

兄.速兩种定叉之同的匡別不依俱是苧水性的,因 力它們可能村抽害的估价戶生影

晌迸而影晌到第二种定〤的錯合方面:冬管他很堆提供一种汏未存在逍的理淹情

況,但他仍然汏力第二种定〤比較妥些.

99 不管怎么悅,元淹是哲理方面通道那一种定火,恢复原狀恩是不可能的

一一前任特別根告長已充分汏伿到了速一事央,遠一羔可以杕他的初步報告
π6 

中

明昱地看出一一因力扭特吋同是超出入美的能力的,或者正如奧馬本 .哈正姆所悅

的,‘移功的手指耳字,耳 完字后雞致移劫‵ 因此各位作者央豚上一致扒力恢复原

狀是受害固正常的或基本杈利,遠使人感到惊研.在遠一方面,由 旻先生
n, 

列犖

︳nternat｜ ona｜  Law(Cambr︳ dge′  ∪ni-n3  ｜┤Lavterpacht.rlecognition ︳n

Ve了SitVPreSS.1947).p421

’4 
≠你瓦多共和固坼尼加拉瓜共和回來,中 美洲法院 ●919年 3月 9日 的

判決 (几 《美國目豚法染志》,第二卷 〔1917年 ),第 674烎起各烎):

.s 凡第 21。5次套以,腳注 5.

n. 
凡 《198U年⋯⋯年整》,第 二卷 〔第一部分〕,第 1η -1π 3瓦 ,文件

A/CN4/33U,第 2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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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名單中,只有布朗利似乎把恢交原狀看作是
‘
例外的

’,而共狋上只有凱水森

肘它作了否定.各种法系也未肘它的优先性作出汏其的辰疑.正如更先生指出的,

速些然是千其万确的,恢笈央物原狀
‘
大体上是普通法中所沒有的,普通法同通常

的兄解有些不同,原則上遊狄若男馬法中一切定罪即是遊黃的規則
’
.’

日 然而,

正如同一作者指出的,‘即使在英格〨等地,原告在一項甘求逐原扣留物的坼忪行功

中也決不仗限于金我賠僕,而是有叔得到有形財戶的性子.￣
9 

在伊斯土法中.恢

欠原狀的优先性可以杕古老的
‘︳dhabata｜ a┤一aS｜ vvusaru︳｜a┤一bada「規則中推早

出,送句活的含叉是
‘
如元法恢复原有的狀況,則尋找一种替代亦法’.送一規則被

編蔡在 《奧托更民法典》第 53奈 中.遜值得注意的是,伊斯〨法將金找賠借林之

力
‘
不完全的賠僕

’
.

8U 但最近文敵中的傾向不伙肘恢复原狀的优先性而且肘它的可能性均提出

辰疑.在速方面引人注目的是克里新廷 .格雷友表于 1985年和 1987年的兩寫作

品.∞ 在速兩篇作品中作者基于村目杯法院和其他法庭的仲裁裁決和判決的研

究,得 出鎗梵,人力在固豚仲裁央域中能近明恢复原狀优先性的案例极少,在遠方

面不能把霍茹夫工ㄏ案的判洞用來怔明一种普遍适用的理梵.他不肘速一錯站提出

昇洪但他汏力由于存在其他形式的賠僕并且因力法院和仲裁人是狂立工作的,后者

在沒有速方面明示的朵款情兄下很少批准恢复原狀,遠些也可以解釋力支持恢复原

狀的优先性.元站如何,他不汏力坼褚于其他朴救亦法的頻繁程度全村恢复原狀的

优先性提出辰疑.

81 村恢复原狀的同祥辰疑來自特別制度的概念.在遠方面,他同祥趴力冬

管需要村外併待遇作迸一步的研究,但 目前暫不需要有一种特別的制度,特別是考

慮到特別報告貝村停止規定餃大范園,同 時他沒有在停止情況中規定

一

避重久袒
’
的

.B同
上,第 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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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 3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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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在速祥的情況下,受害回將進摔停止而不是收愛原狀,遠是特別拫告長的找

略中的一介缺陷.最終大部分粹取決于委長舍在多大程度上愿志依初致規nll和一一

用康巴考和阿俺德的活悅一一
‘
外來的

’
价值的內容決定次數規則的分榮.

82 在把迪重久袒的概念作力村恢久原狀的例外速一同題上,他愿保留自已

的立切.遠一無是特別根告長盤于在達反固萍法的情況下共行固有化送一同題而提

出的.

83 另一今同題是法律上的不可能性,冬竹如 《歐洲人叔公的》第 5。

奈
21 那祥初級規則明确用迷了其違反的錯呆,但他人力根据速些央例不能得出不

能恢复原狀的一般錯梵,因力它們只是近明遠一規ill的 例外情況.

84 最后,他 支持特別根告長夫于受害目的逸摔杈的錯淹 〔同上,第

1U9一●●2段).遠种杈利旡疑存在若,但如果不加限制就有可能早致濫用,送一情

況表明位些加以限制.例如,一介富固可能污染一荼固豚河流,而污染程度超避明

昱擷害的程度.如果受害固接受金俄賠僕而不是恢复原狀,就套戶生一种受奴役的

狀況.在起草第 7紊吋位些記住送种情況,以便确保村一日之自由加以限制的情

況不依考慮到其他回家的利益,遜考慮到肘坏境的影晌.

下午﹁吋 1U分散舍.

腳注 1U.

一“ 6一

日 兄第 21。4次套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