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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奈 (管轄豁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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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于特別使市困信使和邯袋地位的第一任摔決定半草案 ..⋯⋯⋯⋯.  6UU

第 2● 32次套坡

1989年 9月 6日 星期四上午 ●U吋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袋完)

起草委員套提快二洪的奈款草案(致 完)

第 32奈 〔本奈款同其他公釣和林定的失系)(鎮完)和

夫于特別使市因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一任摔決定半

草案(裝完)‥⋯⋯⋯......⋯ ⋯⋯⋯⋯⋯⋯.:.⋯⋯⋯⋯⋯⋯⋯⋯⋯⋯.  6U4

夫于普遍性目隊組致信使和郎袋地位第二任++k決定爭草案”⋯⋯⋯.  6U9

二旗通遊奈款草案 ..⋯⋯⋯⋯⋯⋯⋯⋯⋯⋯⋯⋯⋯⋯⋯⋯⋯⋯⋯⋯⋯.  614

因隊法委員舍的建以草案⋯⋯⋯⋯⋯⋯⋯⋯⋯⋯⋯⋯⋯⋯⋯⋯⋯⋯⋯.  616

固隊法委長套的決以草案 ..⋯⋯⋯⋯⋯⋯⋯⋯⋯⋯⋯⋯...⋯⋯⋯⋯⋯.  617

第 2133次全以

1989年 7月 7日 星期五上午 1U9.l

回家和目豚組象同的夫系(寺題的第二部分)

特別報告長的第四次根告 ..⋯⋯⋯⋯⋯⋯⋯⋯⋯⋯⋯⋯⋯⋯⋯⋯⋯⋯.  619

因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致完)

特別叔告長的第五次報告(鎮完)

紊款草案的第七和第八部分 :

第 24柔 (航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同的美系;在使用中

沒有优先地位)和

第 25奈 (回 豚水道的琱市)(致完) .⋯⋯⋯⋯⋯⋯⋯⋯⋯⋯⋯⋯⋯”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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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次

第 2134次套洪

1989年 7月 11日 星期二上午 1U吋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袋 完)

美洲法律委鬼舍現蔡長的友言 “●●●●●●●●●●●●⋯●●●●●●●●●●●●●●●●   626

歐洲法律合作委長舍現察長的友言⋯⋯⋯⋯⋯⋯⋯⋯⋯⋯⋯⋯⋯⋯⋯.  632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生)

起草委員舍提洪的朵款草案

第 13、 ﹁4和 15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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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η 35次舍洪

●989年 7月 12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攻
)

起草委貝舍提洪的荼款草案(生
)

第 13奈 (侵略的威跡)(致完) .⋯⋯⋯⋯⋯⋯⋯⋯⋯⋯⋯⋯⋯⋯⋯..  643

第●4朵〔干涉)⋯⋯⋯⋯⋯⋯⋯⋯⋯⋯⋯⋯⋯⋯⋯⋯⋯⋯⋯⋯⋯⋯.  654

第 2136次舍洪

1989年 9月 13日 星期四上午 1。 吋

危害人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生完)

起草委長舍提洪的奈款草案(窒完)

第 15紊 (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  66U

第 16朱草案 .⋯⋯⋯⋯⋯...⋯⋯⋯⋯⋯⋯⋯⋯⋯⋯...⋯⋯⋯⋯⋯..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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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次

第刉39次舍洪

1989年 7月 14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

法國革命二百周年”⋯⋯⋯⋯⋯⋯⋯⋯⋯⋯⋯⋯⋯⋯⋯⋯⋯⋯⋯⋯⋯⋯.  671

目豚法委長舍第四十一屆舍洪工作拫告車稿

第六章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裕免

A 早言 ....⋯⋯⋯...⋯⋯⋯⋯⋯......⋯ ⋯⋯...⋯⋯⋯⋯⋯...⋯⋯⋯.  691

B 本屆套以常快速今寺題的情況⋯⋯⋯⋯⋯⋯⋯⋯⋯⋯⋯⋯⋯⋯⋯.  692

第 2138次舍以

1989年 7月 14日 星期五下午 3吋

回隊法委員舍第四十一屆舍洪工作根告草稿(袋
)

第六章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袋
)

B 本屆舍洪常以遠介寺題的情況〔袋)”⋯⋯⋯⋯⋯⋯⋯⋯⋯⋯⋯⋯.  687

第 2139次舍快

1989年 7月 17日 星期一上午 1U吋

回坏法委員舍第四十一屇舍洪工作拫告草稿(絞
)

第六章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特裕免(絞完)

B 本屆舍快常洪速介寺題的情況(絞完)‥⋯⋯⋯⋯⋯⋯⋯⋯⋯⋯⋯.  7U1

第五幸 夫于因豚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捐害性后果的回隊責任

A 早言“...............⋯⋯.........⋯ ...⋯⋯.........⋯⋯⋯⋯⋯⋯⋯....  9U5

B 本屆舍洪常洪速介寺題的情況”⋯⋯⋯⋯⋯⋯⋯⋯⋯⋯⋯⋯⋯⋯.  7U6

第 214U次舍以

●989年 9月 17日 星期一下午 3吋

回狋法委員舍第四十一屆舍以工作手艮告草稿(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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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次

第五章 夫于回豚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

后果的目豚黃任(撲 ) .⋯⋯⋯⋯⋯⋯⋯⋯⋯⋯⋯⋯⋯⋯⋯⋯..  712

B 本屆套洪申洪送介寺題的情況(鏷完)⋯⋯⋯⋯⋯⋯⋯⋯⋯..:.⋯ ..  9● 2

第刉 4﹁ 次全快

1989年 二旦 里 貝星期二上午里 生

固怀法委員全第四十一屆舍快工作根告草稿(妓 )

第五章 夫于目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扭害性         .

后果的固豚黃任(致完) .⋯⋯⋯⋯⋯⋯⋯⋯⋯⋯⋯⋯⋯⋯⋯”  723

第七章 因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 早言”⋯...⋯⋯⋯⋯⋯⋯⋯...⋯⋯⋯⋯⋯⋯⋯⋯......⋯ ⋯⋯⋯⋯.  723

B 本屆舍洪申洪遠介寺題的情況“⋯⋯⋯⋯⋯⋯⋯⋯⋯⋯⋯⋯⋯⋯.  725

第 2142次全袂

1989年 7月 18日 星期二下午 3吋 1。 分

固怀法委長舍第四十一屇舍快工作叔告草稿(袋 )

第一章 套洪的鈕奴⋯⋯⋯⋯⋯⋯⋯⋯⋯⋯⋯⋯⋯⋯⋯⋯⋯⋯⋯⋯⋯⋯  734

第九章 委貝舍的其他決定和錯淹

A 委貝奈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共文件工作 ..⋯⋯⋯⋯⋯⋯⋯.  734

B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  741

c 第四十二屆舍決的日期和地羔 ..⋯⋯⋯⋯⋯⋯⋯⋯⋯⋯⋯⋯⋯.⋯  ’4﹁

第 2i43次舍洪

1989年 9月 19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

目怀法委貝全第四十一屆金洪工作根告草稿(絞
)

第九章 委長舍的其他決定和錯淹(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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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次

D 出席大舍第四十四居舍坡的代表 ..⋯⋯⋯⋯⋯⋯⋯⋯⋯⋯⋯⋯⋯.  744
E 因狋法啡刁全 ”⋯⋯⋯⋯⋯⋯⋯⋯⋯⋯⋯⋯⋯⋯⋯⋯⋯⋯⋯⋯⋯.  744
F 希水堆托 .阿馬多紀念汫座 ..⋯⋯⋯⋯⋯⋯⋯⋯⋯⋯⋯⋯⋯⋯⋯.  745

第七幸 固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袋完)

B 本屆套洪申快速介寺題的情況(致完)⋯⋯⋯⋯⋯⋯⋯⋯⋯⋯⋯⋯

C 夫于回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紊款草案 ”⋯⋯⋯⋯⋯⋯⋯⋯⋯⋯.

D 清求提出坪淹的同題 ..⋯⋯⋯⋯⋯⋯⋯⋯⋯⋯⋯⋯⋯⋯⋯⋯⋯⋯.

第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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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款草案

第 1奈 (本奈款的范田)的坪注‥⋯⋯⋯⋯⋯⋯⋯⋯⋯⋯⋯⋯⋯⋯⋯.  749

第2紊 (不 扁于本紊款范日的信使和郎袋)的泙注 .⋯⋯⋯⋯⋯⋯⋯..  949

第3朱 (用 浯)的泙注 .⋯⋯⋯⋯⋯⋯⋯⋯⋯⋯⋯⋯⋯⋯⋯⋯⋯⋯⋯”  749
第4恭 (公夯通訊的自由)的坪注 .⋯⋯⋯⋯⋯⋯⋯⋯⋯⋯⋯⋯⋯⋯‥  754
第5紊 (尊重接受回和避境回法律和規章的叉夯)的坪注 .⋯⋯⋯⋯”  954
第6奈〔不歧視和村等待遇)的坪注 .⋯⋯⋯⋯⋯⋯⋯⋯⋯⋯⋯⋯⋯..  755

.第
7奈 (委派外交信使)的泙注 .⋯⋯⋯⋯⋯⋯⋯⋯⋯⋯⋯⋯⋯⋯⋯..  757

第 2﹁ 44次舍坡

1989年 7月 19日 星期三下午 3吋

因狋法委員舍第四十一居舍洪工作根告革稿(玟
)

第二幸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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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

第7朵 (委派外交信使)的泙注(袋完) .⋯⋯⋯⋯⋯⋯⋯⋯⋯⋯⋯⋯∞

第8朵 (外交信使的怔件)的坪注 .⋯⋯⋯⋯⋯⋯⋯...⋯⋯⋯⋯⋯⋯∞

第9朵 (外交信使的目籍)的泙注 .⋯⋯⋯⋯⋯⋯⋯⋯⋯⋯⋯⋯⋯⋯‥

946

746

946

759

76U

7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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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第1U紊 (外交信使的取夯)的坪注”⋯⋯⋯⋯⋯⋯⋯⋯⋯⋯⋯⋯⋯⋯.  762

第●●架(外交信使取秀的結束)的呼注”⋯⋯⋯⋯⋯...⋯⋯⋯⋯⋯⋯.  964

第12朵 (外交信使被宣告力不受玖迎或不能接受的人)的坪注”⋯⋯.  765

第13紊 〔給予外交信使的便利)的呼注”⋯⋯⋯⋯⋯⋯⋯⋯⋯⋯⋯⋯.  766

第14紊 (迸入接受固或避境目的領土)的坪注∞⋯⋯⋯⋯⋯⋯⋯⋯⋯.  768

第15朵 (行助自由)的泙注 ..⋯⋯⋯⋯⋯⋯⋯⋯⋯⋯⋯⋯⋯⋯⋯⋯⋯.  769

第16荼 (人身保拼和人身不可侵犯)的呼注”⋯⋯⋯⋯⋯⋯⋯⋯⋯⋯.  77U

第17奈 (油吋住楚的不可侵犯)的泙注”⋯⋯⋯⋯⋯⋯⋯⋯⋯⋯⋯⋯.  ’9●

第 2145次舍洪

1989年 7月 2U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固豚法委炅全第四十一屆奈洪工作根告草稿(鎮
)

第二章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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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款草

案(妓 )

第19朱 (喵 吋住走的不可侵犯)的呼注”⋯⋯⋯⋯⋯⋯⋯⋯⋯⋯⋯⋯.  774

第18朵 (管轄豁免)的坪注⋯⋯⋯⋯⋯⋯⋯⋯⋯⋯⋯⋯⋯⋯⋯⋯⋯⋯  7’ 4

第19朵 (免除夫稅和捐稅)的坪注 ..⋯⋯⋯⋯⋯⋯⋯⋯⋯...⋯⋯⋯⋯.  779

第2U紊 (免除杜查和杜驗)的泙注”⋯⋯⋯⋯⋯⋯⋯⋯⋯⋯⋯⋯⋯⋯.  799

第21朵 (特叔和豁免的升始和錯束)的泙注”⋯⋯⋯⋯⋯⋯⋯⋯⋯⋯.  78U

第22朵 (放卉豁免)的坪注 ..⋯...⋯⋯⋯⋯⋯⋯⋯⋯⋯⋯⋯⋯⋯⋯⋯.  781

第23紊 (受托送交外交郎袋的船故或机故的地位)的泙注 ..⋯⋯⋯⋯.  783

第24紊〔外交郎袋的氓別)的呼注“⋯⋯⋯⋯⋯⋯⋯⋯⋯⋯⋯⋯⋯⋯.  786

第25奈 (外交邯袋的內容)的坪注 ..⋯⋯⋯⋯⋯⋯⋯⋯⋯⋯⋯⋯⋯⋯.  78’

第26紊 (以郎政或任何逐翰方式侍送外交郎袋)的泙注 ..⋯⋯⋯⋯⋯.  787

第27奈 (外交邯袋的安全和迅速送交)的坪注”⋯⋯⋯⋯⋯⋯⋯⋯⋯.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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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荼 (外交邯袋的保伊)的坪注‥⋯⋯...⋯⋯⋯⋯⋯⋯⋯⋯⋯⋯⋯.

第29奈 (免除夫稅和捐稅)的坪注 ..⋯⋯⋯⋯⋯⋯⋯⋯⋯⋯⋯⋯...⋯ .

第3。各(遇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況吋的保伊措施)的坪注”⋯⋯....

第31紊 (不承汏回家或政府或沒有外交或領手夫系)的坪注 .....⋯⋯.

第32奈〔本紊款同其他公的和林定的夫系)的坪注 ..⋯⋯⋯⋯⋯⋯⋯.

第 2146次套洪

1989年 7月 2U日 星期四下午 3吋

因狋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屆舍以工作扳告草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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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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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完)

夫于特別使市困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一任摔坡定半草案的泙注⋯⋯⋯⋯.

夫于普遍性目豚組象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二任摔決定#草案的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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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委員套的建以 ..⋯⋯⋯⋯⋯⋯⋯⋯⋯⋯⋯⋯⋯⋯⋯⋯⋯⋯⋯⋯⋯.

C 委長舍通避的央洪 ..⋯⋯⋯⋯⋯⋯⋯⋯⋯⋯⋯⋯⋯⋯⋯⋯⋯⋯⋯.

第三章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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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本屆合以申洪速介寺題的情況 .

第 2● 49次舍洪

1989年 7月 21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

因坏法委員舍第四十一屆舍洪工作根告草稿(袋
)

第三章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袋
)

更 次

789

988

788

789

789

792

793

794

795

996

798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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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屆舍快申快速介寺題的情況(簇 完)‥⋯⋯⋯⋯⋯⋯...⋯⋯⋯⋯.

c 夫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集的奈款草案

第1分市(委 長舍至今力止哲吋通逍的朱款草案案文).⋯⋯⋯⋯⋯..

第2分市〔委見舍第四十一屆舍以哲吋通迪的第13、 14和 15紊草案

案文及其泙注).⋯⋯⋯⋯⋯⋯⋯⋯⋯⋯⋯⋯⋯⋯⋯⋯⋯⋯⋯⋯”

第 13朵〔侵略的威勝)的坪注 .⋯⋯⋯⋯⋯⋯⋯⋯⋯⋯⋯⋯⋯⋯⋯..

第 14紊 (干 涉)的泙注 .⋯⋯⋯⋯⋯⋯⋯⋯⋯⋯⋯⋯⋯⋯⋯⋯⋯⋯”

第15奈 (殖 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固統治)的 泙注”⋯⋯⋯⋯⋯⋯⋯.

第 2148次套洪

﹁989年 7月 2﹁ 日星期五下午 3吋零 5分

回怀法委長全第四十一屆舍洪工作報告草稿(鎂完)

第三章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攀完)

C 夫于危害人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柔款草案(璜完)

第2分市(委 貝套第四十一屆舍以哲吋通避的第13、 14和 η5朵草案案

文及其泙注)(致完) .⋯⋯...⋯⋯⋯⋯⋯⋯⋯⋯⋯⋯⋯⋯⋯⋯∞

第15紊 (殖 民統治及其他形式的外目統治)的坪注(致完).⋯⋯⋯⋯..

第四幸 回家責任

A 手言”⋯........●●●●⋯...⋯...⋯ ...⋯ ........●⋯⋯⋯...⋯...⋯...⋯ ....

B 本屆全洪申洪遠介寺題的情況”⋯⋯⋯⋯⋯⋯⋯⋯⋯⋯⋯⋯⋯⋯.

c 委長舍至今力止暫時通道的第二部分紊款草案案文 ..⋯⋯⋯⋯⋯.

第八幸 回家和因拆生奴同的夫系(寺題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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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本屆舍洪申快速介寺題的情況 ..⋯⋯⋯⋯..一⋯⋯⋯⋯⋯⋯⋯⋯⋯

套洪園幕‥⋯⋯⋯⋯⋯⋯⋯⋯⋯⋯⋯⋯⋯⋯⋯⋯⋯⋯⋯⋯⋯⋯⋯⋯⋯⋯.

頁 次

812

815

8〡5

816

82U

823

831

831

835

825

825

836

836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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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群拉 .阿德赤姆博 .阿吉博拉素王

侯賽因 .巴 哈幼先生

奧思 .哈索肉先生

里正茲 .馬 哈茂德 .菸米 .凱西先生

加埃塔渃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胡利奧 .巴 水沃薛先生

朱里 .巴 水謝戈夫先生

的翰 .艾俺 .比斯利先生

穆罕默德 .本努鈉先生

布特男斯 .布特多斯一加利先生

卡洛斯 .卡菜男 .男德里格斯先生

菜昂納多 .迪正斯 .网 伊雷斯先生

古茲蒙迪本 .埃里克松先生

芳雷水 .B弗朗西斯先生

伯思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弗朗西斯 .馬 洪 .海斯先生

蒙水赫 .E伊留埃卡先生

安德烈正斯 .J雅科籬德斯先生

阿卜杜勒 .G科多馬先生

艾哈道德 .馬希粵先生

斯蒂芬 .c表卡弗里先生

弗〨克 .× 思詹加先生

小木曾本雄先生

斯坦尼斯瓦夫 .帕夫拉克先生

目籍

尼日利工

巴林

的旦

伊拉克

意大利

阿根廷

赤堆埃社合主又共和回琺盟

加拿大

摩洛哥

埃及

巴西

委內瑞拉

冰島

牙異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回

爰本生

巴李馬

塞浦路斯

塞拉利昂

阿水及利工

美利里合八回

肯尼JE

日本

波〨

委貝舍委員

- xXmt -



姓名

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

埃迪本只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保男.勒泰先生

埃馬努埃卡 .各庠納斯先生

塞芛水 .塞普水籬送 .古釱雷斯先生

史久鍗先生

路易斯 .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

杜杜 .錫正姆先生

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正ㄞ山大 .揚科夫先生

目籍

印度

馬送加新加

法固

希腊

墨西哥

中回

秘害

塞內加水

德意志耿邦共和固

保加利JL

主席困成長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第一副主席: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拉奧先生

第二副主席:埃咼努埃卡 .害庠鈉斯先生

起草委長舍主席:卡洛斯 .卡兼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根告長:穆罕默德 .本努納先生

法律事夯斤編祭司司故弗拉基米本 .S科特牧本先生代表秘爭故并捏

任委長舍秘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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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程

委員舍在 1989年 5月 2日 第 2U95次舍以上通避了如下以程:

● 本屆舍洪的工作安排.

2 回家責任.

3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

4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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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9 夫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根害性后果的固隊責任.

8 回家和回沶鉏象同的夫系 (寺題的第二部分〕.

9 委員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1。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11 第四十二居套以的日期和地羔.

12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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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巨

EEC

GAπ
︳CJ

︳cnc

比A

︳LU

︳MF

NA┬C

UAS

UA∪

UECD

PC︳ J

UNEP

∪NESCU

∪P∪

W!PU

VVo〢d Bank

《因隊法院裁決集》

《固豚常沒法院A輯》

縮 略 活

歐洲銍游委員舍

歐洲錏游共同体

夫稅及興易忠林定

回隊法院

紅十字回豚委長舍

固豚法林舍

回沶芳工鈕象

固豚貨市基金鈕象

北大西洋公釣鉏象

美洲回家組玖

非洲筑一組象

至游合作与友展組致

固沶常沒法院

耿合回坏境規划署

琺合固教育、科學及文化組奴

万固郎政朕盟

世界知氓戶叔鈕貁

回隊复共幵友銀行
小

《回豚法院判決、咨掏意兄和命令集》

《目豚常沒法院判決集》

(第 1-24集:直到并包括 193U年 )

一

夫于引文的說明

在引文中,以斜体排印且后接有星手的詞句或段落在原文中并不是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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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所引用的多道公的

人杈

《防止及愆治又免种族罪公的》 (姐的,1948年

《

牮
民叔利和政治叔利目杯公的》 (鈕釣,1966

鵠罷、年什螽億告戶
利回隊公的》(鈕的,

《
驟 兮蘿荖毻先斧霄卲

法定時效公釣》
《
气鸞 辛臂嚮

罪行回沐公的》 (妞的 ,

特叔与豁免,外交夫系

《耿合目特板及豁免公的》 (俺敦,1946年 2月
13日 )

《寺ㄇ机构特杈和豁免公的》 (組的,π 947年 11

月 21日 )

《堆
瑋鳿〡

外交夫系公的》 (籬也納, 1961年 4月

《籬
磚男〡

領事夫系公的》 (堆也納, 1963年 4月

《特別使市公的》 (鈕的,1969年 ,● 2月 8日 )

《
委再裝齒靠拜鶴璟葛于緩毋,馬各化轟勇書貧
●4日 )

《
駑表瀪袁璐 丐羞:古犛特εㄋ朁善音气張�一:
日)

來源

琺合國,《 泰的集》,第 98
卷,第 277更 .

同上,第 999卷 ,第 19●

丌.

同上,第 993卷 ,第 3頁 .

同上,第954卷,第 73
更.

同上 , 第●U15卷 , 第243
更.

同上:第 1卷,第 15頁 .

同上,第 33卷 ,第 261

丌.

同上,第 5UU卷 , 第95

烎.

同上,第 596卷 ,第 261
丌.

耿合 回,《 1969年 法律年
整 》 (出 售 品 編 母 :

E71V4),第 125頁 .

耿合 回 ,《 奈的集》,第
1U35卷 ,第 ●67更 .

耿合 回,《 1975年 法律年
盤 》 (出 售 品 編 景 :

E79V3),第 8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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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的法

《籬也納荼的法公的》 (籬也納,1969年 ,5月
23日 )

《
窒指就桼瓦毘釁氨早平琴ξt多房:╕營月緊千營賀
21 日)

海洋法

《領海及呲達匡公的》 (日 內瓦,1958年 ,4月
29日 )

《公海公的》 (日 內瓦,1958年 4月 29日 )

《馬氯鷢秀璸兮黯
物資源公釣》(日 內瓦,

《大陪架公的》(日 內瓦,1958年 ,4月 29日 )

《瑛合固海洋法公釣》 (蒙特哥只,1982年 ,12
月 1U日 )

核活劫和外居空同活功所造成拉害的責任

《
｝季考ξ晶噲壽聚寂貪韋捸 、

,1:忌
:曾:

月 21日 )

《堆也幼核相害民事責任公的》 (堆也納,1963
年 5月 21日 )

璩灃騽韜終駻:緊食‵ξ首

一

伶

朕合 固 ,《 朱的集》,第
∥ 55卷 ,第 331面 .

A/CUNF● 29ˊ 15.

耿合因,《朵的集》,第 S● 6

卷,第 2U5烎 .

同上,第 45U卷 ,第 11

苂.

同上,第 559卷 ,第 285
:9日:.

同上,第 499卷 ,第 311

烎.

《
聯蔧::j:房景:吾書簷
品編 景 :E84V3),
第 151頁 ,文 件 A/
CUN「 62/122.

瑛拿早
,登鬼色幫

,伊
:瑟

:9Π:.

同上 , 第 1U63卷 , 第 265
烎.

同上,第 961卷 ,第 187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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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屆舍洪文件一克表

文 件 林 題 各 注

A/CN4/418  惟吋洪程           油印本.夫于所通逆的洪程,

几上文第 烎.

A/CN4/419 特別技告長杜杜 .錫 JE姆先生編 持載 于 《●9Bg年 ..‥∞年
〔和 Corr1〕 和  弓的夫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  盤》,第 二卷 (第 一部
Add1      治罪法草案的第七次報告    分).

A/CN4/42U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 同上.

夾郎袋的地位:汏各回政府收到的

坪淹和意兄

A/CN4/421(和  特別報告長斯蒂芬 .友卡弗里先生 同上°
C。仔1、 2和 4〕   編耳的夫于固隊水道非航行使用
和Add1和 2    法的第五次報告

A/CN4/422〔和 特別拫告長小木曾本雄先生編耳的 同上.

C。
「1〕 和 Add1  大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的

〔和Add1/    第二次根告
Corr1〕

A/CN4/423〔和 特別根告長胡利奧 .巴水沃薛先生 同上.

Coπ 1和 力     編与的夫于回豚法不加禁止的行

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目豚黃

任的第五次報告

A/CN4/424〔和 特別報告長菜昂納多.迪 JE斯 .因 同上.

C。╓●9       #雷 新先生編与的夫于回家和因

沶組象同的美系 (寺題的第二部

分)的第四次拫告

A/CN4/425〔和 特別報告貝加埃塔咕 .阿〨焦一害 同上.

C。「1〕 和 Add1  伊斯先生編目的夫于回家責任的
〔和Add1/    第二次才艮告
Co「 1〕                      一xx︳x一



文 件

A/CN4/└43η

A/CN4/└432

A/CN4/L433

Aˊ CN4ˊ L4〔∥

A/CN4ˊ └435和

Add1-● 〔和

Add4/Co比 1〕

Aˊ CN4/└436和

Add1-3

A/CN4/L437

A/CN4/∟ 4SB

A/CN4/∟439和

細 Ⅱ 和 2

杯 題

秘中楚編耳的大舍第四十三屆舍

洪期同第六委長合甘梵回狋法

委長舍報告的寺題摘要

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

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朵款草

案.起革委員舍二決通迪的拆

題和案文:第 ﹁至第32朵及

第一和第二任摔決定串草案

夫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的無款草案:起草委員舍

通避的棒題和案文:第 13、 第

14和第15無 .

回怀法委員舍第四十一居舍決工

作拫告草稿:第一章 (奈洪的姐

象)

同上:第二章 (外交信使和沒有

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邯袋的地

位)

同上:第三幸 (危害人爽和平及

安全治罪法草案)

同上:第四幸 (囝客責任)

同上:第五幸 (夫于固杯法不加

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頡害性后

果的目隊責任)

同上:第六章 (國家及其財戶的

管轄豁免)

一 〤X〤 ￣

各 注

油印本

兄第刉28次套快 〔第16段起

各段)、 第 2佗9次舍快

(第 1┤
。
3段)和第 2● ∞

次至第刉S2次舍快的何要

┤口EL暴 .

兄第因鉾次舍洪 〔第的段起各

段)、 第 四∞次套以及第

因SU次釦叉侈爭

一

到毛° 的

何蜥

油印本、夫于所通造的案文,兄

《大舍正式圮最,第四十四屆

舍洪 ,朴 編第 1U母 》

lA/聑 1́U9.顯案文載于

㏎喲 年 .⋯年崟》,第二卷

像二二二┤割〡t夕)‵〉.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文 件 杯 題 各 注

A/CN4/ ∟●●U  同上:第七章 (因 狋水道非航行 同上.

〔和 Coπ ●9和   使用法)

Add1和 2

A/CN4/L●●1   同上:第八幸 (回家和目隊組狄 同上.

同的美系 (寺 題的第二部

分))

A/CN4/∟研2   同上:第九章 〔委員全的其他決 同上.

定和錯梵)

A/CN4/S日 2Ug5  第2Ug5次舍以至第約吧次舍以的 油印本.最后案文栽于本卷:

一A/CN4/     佑吋倚要圮最
Sn2148

- XXX︳ 一



第 2I23次舍以

1989年 6月 22日 星期四上午 1U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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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水沃辨先生、
巴水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迪JE新-

刃薜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多咼

先生、馬希馬先生、羑卡弟里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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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庫納斯先生、史先生、
索拉里 .日德拉先生、錫並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揚科夫先生.

因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CN4/412和 Add1和 2,’

A/CN4/42● 和 Add● 和 2,2

A/CN4/L431, C市 , ︳LC (× L┬) /ConfRoom Doc4)

(坡程項目6)

特別拫告長的第五次根告

荼款草案第六部分

1 主席:清 特別報告貝介紹其大于垓寺題的第五次報告的第一部分
(A/CN4/42● 和 Add1和 2),即 夫于与水有夫的危害和危險的第一幸,垓部

1 
特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2 
持裁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7一



分試有草案第六部分第 22和 23奈 .

第六部分

与水有失的危害、危險和緊急情況

第 22朵 与水有失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

1 水道固立送行公平的合作,以便預防或喊駤与水有失的危害、有害扶

兄和其他不利影晌,例 如洪水、冰情、排水同題、水流堵塞、淤泥沉私、侵

蝕、監水侵入.干旱和沙漠化.

2 水道目力履行本奈第1款的火夯需采取的步驟包括:

(a) 定期和及時交換有助于預防和喊輊第π款所指同題的任何數据和姿

料;

(b) 在采取共同措施比各水道回草拙采取措施更力有效9.l,就卄划和扶

行結构性和非結构性共同措施送行林商;和

(c) 編耳有失已采取措施的效能的研究根告并就此送行1.+商 .

3 水道固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在其管特或控制下影晌目怀水道

的活功的送行,均不致引起能肘其他水道固戶生明昱拉害的,与 水有夫的危

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吶.

’
     第 23朱 与水有失的危險和緊急情況

1 水道回在其領土肉戶生任何与水有夫的危險或緊急情況或得知此种危

險或情況時,庄毫不拖延地以現有最迅速的方法通知可能的受影晌目和有夫的

政府同組象.“ 与水有失的危險或緊急情況
”
的用浯包括如洪水速祥的基本上扁

于自然的現象以及由于人的活功所戶生的危險或情況,如有毒化苧品外益和其

他危險污染事件.

2 在其領土內戶生与水有失的危險或緊急情況的水道回,立立即采取一

切央隊措施,以預防、瑗解或喊駤由于垓危險或情況村其他水道固引起的危險

或損害.

-“ 8一



3 与水有失的危險或緊急情況影晌所及的地區內的回家,以及主管的日

狋姐象,立送行合作,在 些吋紊件允忤的可能范園內,消 除垓危險或情況的起

因和效果,并防止或承量喊少其敬害.

4 水道固以及其他可能的受影呴目,力有效履行其本奈第3款規定的火

夯,庄共同沒汁、友起和拭行位急的卄划,以泣付与水有美的危險或緊急情

況.

2 羑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首先他粹友表一些一般性意兄,然后坪

淹載有第 22和 23荼草案的他的第五次報告第一章 (A/CN4/421和 Add● 和

2),最后肘奈款草案本身友表几羔意兄.

3 他的第五次根告載有 4奈草案,涉及他在第四次拫告 (A/CN4/412和

Add1和 2,第 7段 )中提以并得到委見全普遍同意的大鋼所列出的 3介分寺題.

除了夫于与水有失的危害和危險的第 22和 23紊 ,他在拫告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

別提出了夫子非航行使用＿9航行使用之同夫系的第 24荼和夫于回阮水道的琱市的

第 25奈。他提決委員套在本屆舍洪期同集中忖淹第 22和 23朱 .但是,他希望

在本屆舍洪結束之前筒草地介紹一下其他兩奈,以便各位委員能移肘其加以注意并

在下屆舍以上送行甘淹.

4 他打算在下屆舍以上提交夫于速一寺題的剩下的材料.速特使委見全能鉹

在本屆任期錯束之前完成奈款草案的一旗,假定起革委員舍的工作迸展能姼容忤速

祥做的活.也件逐舍增加一介部分,有失爭端的解決.

5 委員全現收到的第五次拫告的送一部分載有兩奈草案,嗨 吋編母力第 22

朱 (与 水有夫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和第 23朱 (与 水有失的危險和

緊急情況〕.這兩紊所涉及鬥題的基本匹別在于吋限:第 22奈所涉及的同題通常

是正在友生的、長期的同題,而第 23紊所要解決的同題Ill通 常是引起緊急情況的

文確性事件.夫于速一魚,他愿指出,第 23奈依括的是他在上屆套以. 上提交

給委員套并伙涉及一美緊急情況的第 18紊草案 〔19〕 (污染或坏境緊急情況).委

炅舍的許多委員和大舍第六委員舍的一些代表支持將垓美情形列入一介更戶泛的范

3 
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2頁 ,腳注 94.



園。

6 美于正在常洪的分寺題,即 与水有失的危害和危險,人們很容易并思想盯

住如洪水和化苧品外溢送些引人注目的同題不放,而看不見更加長期的、有時同祥

是重大的同題,如那些由冰情、淤泥況秋、侵蝕、干旱和沙漠化所引起的同題,而

速些同題有可能促成或加別文璀性事件.

9 在淡到洪水及其有夫同題吋,他持不甘梵在上屆舍以上已銍常決避的污染

事故同題.洪水之所以在紊的和目隊組象的一般工作中得到比其他同題更多的重視

很可能是因力它們扁于造成最大量生命板失和最戶泛破坏的一美自然文害.最近洪

水在孟加拉回所造成的可怕+,k失就是一介尤其突出的例子.但是,孟加拉目的文雅

并不是孤立的;速一美事件促使大套于 1989年指定 199U年代力
“回狋喊少自然

文害十年
”一一“

一介固怀社舍在朕合回主持下特特別重視促迸減少自然文害方面的

固隊合作的十年‵ 4

8 冬管洪水只是一失自然文害,但它造成的搵害最大,預防或喊輊洪水的+,R

害要求采取一系列綜合措施,如預寺艮、庄急卄划、提供早期告寺艮和建造有形的殶施

以控制洪水.同 時,人美改交物廣坏境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早致了一些直接或

同接引起洪水的活功;例如,牧切管理不善、砍伐森林和建造河堤就是如此.夫于

速一羔,位 垓注意到他的第五次根告所淡到的目怀怭定 (A/cN4/421和

Add∥和 2,第 18-53段 )似 乎大多假定洪水的原因完全是自然原因,它 們基本

上都限于要求收集和交換資料以及建立拫苦系統.毫元疑同,遠些恭的的締的目仗

仗假定它們有〤夯不送行或不允忤送行舍給其他締的固造成明昱板害一一及在洪水

的情況下造成尸重和ㄏ泛掞害一一的任何活功.然而,不位忽視作力促成洪水原因

之一的人美活功以及報告第一章中所逑及的件多其他同題.

9 水道林定中豋常涉及的其他与水有失的危害和不利影晌是冰情、排水同

題、水流堵塞、淤泥況秋和侵蝕.報告 (同 上,第 31-53段)栽有失于斌困解決

速些同題的荼釣規定的說明.由 于吋同有限,他粹不一一淹迷速些同題,他只想悅

其中海多同題常常是互相夫耿的.例 如,淤泥況私有吋引起洪水,而 洪水反避來又

4 大全 1987年 12月 1η 日第 42/169景決洪,第 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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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肘河岸的侵蝕。流冰壅塞的崩潢也可能專致洪水,可能不仗阻得航行,而且也

阻得正常的水流 .

1U 他所能鉹友現的力效很少的几例相夫的外交信件和官方方明 (同 上,第
54-65段)表明,各目似乎同意下列主張,即 一日久有回狋法律叉夯,不八事舍

肘他回造成洪水抭害或其它美似損害或其他不利影晌的活功.

﹁ 才艮告所考察的其他典据也支持速一原則.他現在不准各淡梵那些材料 ,

但准各回答有失的任何同題.然而,他指出,他汏力速些典据全都支持以下几項基

本原則:不送行套早致或加別常以中情況的活助的〤夯,若此种活劫舍早致肘其他

水道回造成明昱捐害 (速其隊上不避是上屆舍洪暫吋通避的第 8奈 (不 造成明昱

韻害的〤夯)所我的一般規則
5☉

的具体道用);在預防或喊駤与水有失的危害和

不利影呴方面,与其他水道回迸行合作的一般性叉夯;就任何已知的与水有失的危

險或緊急情況向其他水道目根警的又秀;与水有夫的危險或緊急情況超源于其領土

的水道El立即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消除或喊輊垓危險或情況,并防止肘其它水道目

造成韻害的火夯。他所翻園的許多文中和其他杈威性材料走得更近,但旡一采取相

反立場。

12 第五次報告第一章所淹及的其他同題是盡水的侵入 (同 上,第 1U5-1U8

段)干旱和沙漠化同題 (同 上,第 1U9-117段).且然速些岡題也同祥尸重 (其

狋上,干旱和沙漠化八長近來汫可能更力尸重),但夫子速些同題的法律印友展的

逼近不移。除了監水侵入同題外,在速些情兄下
‘元技害

”
原則是否通用不大清楚。

另一方面,最近的研究和政府同套坡強琱送行匡域和因狋合作肘付干旱和沙漠化同

題的重要性.后 一現象尤力令人震惊;据估計,仗非洲每年就有 5至 7万平方公

里的可耕地被
‘
支延的沙漠

”
所吞噬,正洲和南美洲也受到影晌.此外,由于全球交

暖現象,干旱和沙漠化岡題在將來很可能交得更力尸重;而 由于它們喊少吸收二氧

化碳的植被數量,反迂來又舍加大
“溫室效庄

’
.

13 淡到提洪的奈款,他悅根告中所梵及的同題是根据水道目特要采取行功

的美型來赴理的,換言之,是根据是長期性同題 (第 22奈)逐是引起緊急情況的

5 《1988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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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第 23奈)來赴理的.兩紊都明确或暗示地涉及到洪水同題是一介例外;其

理由是,冬管洪水确其引起緊急情況,但只有通避水道固之同的故期合作努力和私

极合作才能予以防止和喊輊.由 于送些荼款及其坪注都是不解自明的,他將只筒要

的淡一淡.

14 第 22奈草案第 1款隊迷了在与水有失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它不利影

呴方面送行合作的一般責任,第 2款規定了旅行速一火夯所要采取的步驟,第 3

款隊迷了水道固有又夯确保在其管轄或控制下的活功均不致引起能肘其它水道固戶

生明昱搵害的,与水有夫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它不利影晌.正如夫于垓紊款的坪

注 (3)段所迷,“公平的
’
合作 (第 1款 ),除 了通常所說的交換有失信息以外,包

含央隊或洛在的受害水道固肘另一水道回至少是部分力其利益所采取的保伊措施作

出貢猷或提供道些朴借的責任。此外,如坪注 (4)段所迷,第 22荼 ,尤其是其

第 1和 第 3款道用于水肘于与水道元直接夫系的活功所造成的有害影呴.速一魚

很重要,因 力洪水可能在水道本身以外造成影晌,而忽視送一t良是錯長的.

15 泙注 (6)段討淹了相村子
‘
領土

”
概念的

“
管轄或控制

”
概念 (第 3段 ).

在不完全拒免后一概念的情況下,他汏力前一概念以足姼清楚,完全有理由在目前

情況下使用。送一概念可在委員舍編每的其他奈款草案和 η982年 《瑛合回海洋法

公的》中找到.最后,他解釋悅,第 22奈草案第 3款适用于例如早致洪水、淤泥

沉枳、侵蝕或水流堵塞速美同題的土地或水的使用;速是暫時通逮的第 8恭所載

規則的具体道用.

16 第 23荼草案第 1款的規定或汻是常洪中分青題的最力基本的〤奔,

即,在戶生任何与水有失的危險或緊急情況吋,迅速通知可能的受影晌目和有失的

政府同組絮,如本委員舍和第六委貝舍所指出,速些回家和鈕象能姼提供有价值的

服秀.正如第 1款所迷
“
与水有失的危臉或緊急情況

口
的用悟包括自然的和由于人

的活劫所戶生的危險或情況.委 員舍可能希望在有失用悟的紊款中列入遠一用悟的

定〤.

17 第 2款規定,在其領土內戶生与水有夫的危險或緊急情況的水道固有叉

夯立即采取一切央隊措施,以預防、篆喊或喊駤垓危險或韻害;很筒草,速些回家

最有能力速祥做。但是,在許多情況下,情況可能超出其所能控制的范園,速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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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
一切央隊措施

’
速一但中的原因.

98 第 3款要求与水有失的危險或緊急情況影晌所及的地區肉的回家送行合

作,消 除垓危險或情況的起因和效果,并 防止或冬量喊少其親害.如坪注 (Φ 段

所解釋 ,“ 影呴所及的地區內的回家
’
除水道目外,逐包括可能受危險或緊急情況所

影晌的非水道目,一沿海目可能受到起源于一水道回并流入大海的污染的影晌.第
3款所載〤夯十分重要,因力很可能出現送种情況;一未受尸重影晌的水道回是掘

有朴僕垓緊急情況所需技木手段的唯一回家.

19 第 4款涉及位急卄划,它 与第 3款 一祥都是源于 1982年 《朕合目海洋

法公的》第 199奈 .坪注 (5)和 〔U9段清委員舍表明其是否希望要求仄保伊措

施或其它措施受益的回家向采取此种措施的第三回提供朴僕,第 23奈是否庄列入

一項規定,要求受文害影晌的回家接受句其提供的援助,而不把速种援助的提供視

力肘其內政的干涉.他在根告中所引怔的几位目隊法苧者特別強惆后一項又夯,將

其比作目豚人杈文半給予受危險影晌公民的扠利。
2U 他在其拫告 (Aˊ CN4/421和 Add1和 2,第 5段)中提出,委員套

可能希望考慮奈款草案是否不仗垃載有規定水道固有擬營、合作、喊輊和預防板害

等〤夯的初圾規則,逐庄或有規皮違反速些〤夯的后果的次圾規則.昱然,一种達

反〤夯夫系到人力的与水有夫的危害和危險,另 一种達反〤夯夫系則涉及純粹自然

的与水有美的危害和危隆,前者造成的后果比后者要戶泛得多.他本人汏力速一同

題庄留給回家責任的一般領域水解決,其規則特根据各介案件的情況道用于与水有

夫的同題.探討次圾規則的同題肘委員舍可能有所助益,但他拉心委員套可能舍友

現根据不足,因力在送介領域他未能編出可作力充分甘梵基砧的文件或材料.

21 勒泰先生感濧特別拫告長村其第五次報告所作的令人感共超的介紹

lA/CN4/421和 Add1和 2),速一拫告同先前根告一祥卓越,但有兩魚值得

送行一般性的坪梵.

22 首先,令人吃惊的是,特別報告炅似乎同意下迷現魚,即 若干具有十分

相似奈款時紊的的存在构成回豚法的一項刁慣規則.他本人肘速一魚有尸重保留,

并營告委貝舍不要避早概括速种原則.很昱然,奈的是目隊夫系的主要文串,但
是,一項可慣規則的形成并不依仗是因力許多奈的具有相同的紊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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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二,夫于在有失尸格責任、污染和目豚水道的根告和文件中銓常引用

的拉努湖案的仲裁裁決,6 他指出仲裁法庭的裁決主要依据与垓具体案件有夫的

文件,而在其肘一般原則領域的筒短探討中,它快快得出一些否定的結淹.垓法庭

在裁決中指出,固 隊法中沒有任何規91l‘禁止一介回家在力保伊其合法利益而采取

行功時炎于一种能使其事央上違反其回豚又夯,甚 至肘邰回造成尸重擷害的地

位
”
.’  然而他怀疑,孩法庭如果在法國弗雷瑞新鎮上游堤圾映提,效百人受害

遠祥的文害友生以后肘其送行申以和裁決,它是否舍采取同祥的立切.根括拉努湖

案裁決以來友展了的現有回隊法,悅一日在行使其領土主杈吋有杈使一郤因受到尸

重危害是板不可能的。

24 淡到特別拫告長提交的第 22和 23奈草案,他砍迎特別寺艮告長采取的勇

敢步驟,重新考慮先前奈款已銍涉及的同題.特別拫告見在介紹其根告吋悅,兩項

紊款之同的匠別基本上是幅吋性的,因 力第 22紊涉及正在友生的情況,第 23奈

美于文堆速种草一事件.正是基于速一分析,他特原來大于污染的一朵分力現載于

第 22和 第 23荼 中的案文,他的送一主功行功值得林道,因力委見舍的委員作力

法苧寺家,斌困努力伿別不同情況所共有的一般特羔,而不是草狂、逐次地肘待速

些情況,冬管杕技木和人的共趣的角度來看,洋知申查与水有失的危害和危險的各

种美型些然舍有汻多收荻.

25 他敦促特別根告見解釋第 22朱第 1款英文中%sthecasemaVbe” 遠几

介字的合又。他如果汏力它們是指有失情況的物辰或有形情況,速是否正确?

26 在法文本中,作力第 22奈杯題并在第 1和 第 3款 中使用的
“

r︳ squeS,

condit︳ onsdom mageab︳ eSetaut「 eseffetSpr。 judiciab︳ es proyoqu合 spar︳ eseaux’

6 
裁決的原法文本,朕合目 《目怀仲裁裁決集》,第十二卷 (出 售品編咢:

63V3),第 28﹁ 更;《1974年⋯⋯年盤》中的部分澤文,第二巷 (第二部分〕,

第 194頁起各頁,文件 A/54U9,第 1U55┤
。
68段 ;和 《1957年回狋法裁決

集》 (伶敦),第 24卷 (1961年 )第 1°1更起各英.

’ 裁決的第 9段 (第 2分段最后),(《 1974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

分),第 176更 ,文件 A/54U9,第 1U6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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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清楚又不恰些:但他不能判斷英文文本如何.

27 他想知道第 2款 (b9項 中
“
緒构性和非錯构性

”
速一措洞意指什么.他

若假定速一措洞是指机构或執行措施,換句活悅是指具有某种法律或有形的達絞性

的措施是否正确?在第 2款 (c9項 中,“ 編耳
’
一泀立改力

“
麩袋

’
一月,因 力人6〡了

希望美于措施效能的研究在采取此种措施之前已絰送行.

28 在第 3款 中,特別根告員把
‘
領土

’
一月改力

‘
管轄或控制

’,但表示他准

各接受另一种軍法.若‘
管轄

ㄉ
一洞具有其在英浯中通常所帶有的泛指意〤,他怀疑

使用
“
控制

’
一洞是否真有必要,但他愿螢同特別授告員所采取的任何亦法.然而令

人感米趣的是,特別扳告貝在第 23恭第 2款 中保留了
“
領土”

一洞.

29 特別才艮告貝在其拫告中美于第 22奈第 3款的坪注似乎是他在作口共介
紹吋提出的一般性意兄的串面反映,他有些捏心地悅,在与朴僕或賠僕有失的范目

內申以
“
違反

〞
的后果可能是道些的.然而,第 3款中卸未提及違反的事:速只是

一介事后要求一日給予朴儂的同題,因 力垓固汏其未參与的活功中荻益.因此,本
委員舍必顏決定速一同題是与回阡責任的音題有美,逐是庄由友卡弗里先生迸行研

究.冬管他不想即時肘速一同題下結稔,但他螢同第二种亦法,因力回隊責任的寺

題避于先坑,而杕具体到先統常常是一介好主意.特別報告昃可能舍鬥,在速祥一
种情況下那一种法律机制起作用,他很可能依靠日內法机制,如肘物泝忪和普通法

中各种美型的代理.

3U 夫子第 23朵 ,特別報告見提出是否泣力
“
緊急情況

’
一洞規定定又的同

他村此沒有昇洪,但汏力此种定〤沒有必要,因力緊急情況本身就是例外情

而例外是不能磁分美的.

31 夫于第 ●款中污染的一些犬型,垃在
‘
危臉污染事件

’
前加上“

直接
’
一

詞°垓款的主題半竟是早致文雅的污染美型,因而需要精确,以避免重新幵始夫于

污染同題的辦梵.

32 第 3款規定各固有合作的〤夯,特別報告長在垓款中使用了
“
影呴所及

的地區內的回家
”
速一短浯,而在更清楚地規定了又夯的第 4款 中,他卸使用

“
水

道回及其他可能的受影晌因
”
速一短浯.他沒有任何具体提洪,但他汏力庄更洋幼

地解釋一下
“
影呴所及的地區

”
速一概念.

�祣

�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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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要答复特別才艮告見在大于第 23奈 的呼注第 5段 中提出的同題,首先需

要知道暗僕的〤夯是在危險成力事其或文雅友生之前逐是之后生效。在第一种情況

下,需要一种強制性的預防措施,他捏心送可能引起同題.但是,他完全同意列入

一項規定,根据代理理梵或某些美似的概念,确立一旦文堆友生即行生效的賠儂又

夯.

34 最后,在回答特別寺艮告貝在其呼注第 6段中提出的同題吋,他悅他可以

同意第 23奈庄垓明确規定,提供援助免不能被視力干涉受援目的內政,但他不扒

力可要求一介回家接受此种援助.速梓一种〤夯有悖于各目仍十分重視的主杈原

貝｜.

35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冬管他完全理解第 22奈有夫故期的或正

在友生的情況,第 23奈則是夫于突然友生的情況,但他并不扒力使用的木悟令人

滿意,因力第一奈提到
“
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

’,后 一寨則提到危險和緊

急情況
”
.“ 緊急情況

”
的概念已很清楚,但他希望肘

“
危害

’
和

‘
危險

’之同的美系有送

一步的解釋.

36 再希与先生淡到第五次根告 (ACN4/421和 Add1和 2,第 5段)中

提出的同題,即奈款草案是否庄不伿載有規定水道因叉夯的初級規則,而且載有規

定違反速些〤夯的后果的次躲規則.他悅,特別拫告長絃及了申洪中青題与委長舍

正在赴渾的其他寺題之同的重疊同題,送介同題央杯上涉及的是有失責任的規Jll是

否泣垓列入夫于回隊水道的荼款草案,或是草案是否庄只提到夫于回家責任的荼款

或夫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固防責任的奈款.

37 仄有失寺家的研究的投告的那一市 (同 上,第 81-88段),也可清楚地

看出,遠些寺家面恪同祥的同題:他們正在努力辨別在遠方面回家責任的基砧和內

容.例 如,JW塞繆水斯的情況就是送祥 (同 上,第 8﹁ 段),他提到三介方面的

責任:村 自然文害采取預防措施的火努、援助他目的火夯和接受他固救洴的叉夯.

在目前常以的寺題的范日內規定回家責任的具体后果是否道些?是否泣象他剛才指

出的那祥仗仗提到尸格賠僕責任和肘不法行力的責任?如果有一些后果与常以中青

題具体有失,在別赴可能津有涉及,或忤庄在第22和第23奈草案中肘它們予以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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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特別拫告貝分析了各回隊水道林定 (同上,第 18-53段),速些+.1定悅

明了沿岸目之目的夫系,速些似乎都是放迪林定,他怀疑是否存在任何流域回之回

更戶泛的多迪、匹域或洲豚林定或公的.如果有的活,它們＿9殎道公的的夫系又如

何呢?換句活悅,道用于第 22泰和 23朵所包括的各种情況的合作制度垃垓是汊

迪林定的恙汒,逐庄垓超越速些林定并构成一种多逛制度?答案不同,立切迴昇,

因力相距遇近回家同的合作,其形式必然不同于郜目之同的合作形式.因 而,在常

洪如此廿大草案的可能性吋必須考慮到它能否力各國所接受.

39 他砍迎根告的第 86段 ,特別被告長在垓段中通避他所引怔的芋者表明

了他的傾向性。因此,他在起草第 22和 第 23奈吋所采取的方法就更明确了。速

祥的提法令人很感共趣,用寥寥教浯患佑了夫于垓同題的法律思想,但他不能肯定

它所早致的提案能力所有回家所接受。
4U 特別根告炅在根告 (同 上,第 1U4段)中 引用了拉努湖案仲裁裁決中的

一段活,垓段悅,目 隊法沒有禁止一介
‘
回家在力保伊其合法利益而采取行功吋赴

于一种能使其事央上違反其目隊又夯,甚 至肘邰回造成尸重校害的地位
”.他 曾很

捏心“
甚至造成尸重拔害

〞
一悟的使用,但勒泰先生剛才所悅的活喊輊了他的捏心.

保伊一日之利益,元梵如何合法,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作力肘郃回利益造成親害的

理由,更不用洗尸重板害了.判例法的友展使人安心.

41 美于第 22和 第 23恭草案的案文,他注意到第 22紊的杯題仗仗提到
“
危

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 但是以前一直提到
‘
明昱

〞
親害,正如在上屆舍坡

暫時通避的第8奈的杯題
8 

中.冬管人們尚未就所用形容洞迷成一致 (也有人建

洪
“
昱著

〞
、
“
重大

’
等洞),在第 22紊中列入垓限定悟也汻是有用的.

42 在第 22黍第 1款 中,限定
‘
与水有夫的⋯⋯不利影晌

ㄉ
速一措洞的

“
例如

洪水、冰情、排水同題⋯⋯”
并未表明送一清草是否洋冬元遼.若不是洋思元遼,

‘
例如

’
一坷庄改力

‘
尤其是

”
.

43 在第 2款 (b)項 中,‘錯构性和非錯构性
’
一浯的含〤本不清楚、銓游苧

家和其他捧木寺家使用這些木悟,但它們在法律用浯中是什么意思呢?更精确的

8 
兄上文腳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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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常洪中寺題的范園內是什么意思呢?

44 特別寺艮告長在第 3款中使用了
“
管轄或控制

’
的措洞,而不是

“
領土

”
。他

在夫于第 22奈的坪注第 6段 中解H.,了 原因,但他提出的淹魚并不象其可能的那祥

清楚。此外,他所犖的例子似乎指向相反的錯梵.第 22奈所涉現象的領土性辰不

容置疑:一奈河流肯定构成一日領土的一部分,而海洋卸并非如此.因而,思管第

3款可以接受,其泙淹卸必須重新考慮.

45 淡到第 23荼草案,他悅他怀疑是否有必要象第 1款中所作那祥肘
‘
危險

和緊急情況
”限定定叉;但是若要保留遠一定〤,位把它列入夫于用悟的第 1奈 .

46 夫子第 3款和第 4款以及特別根告見在他夫于第 23荼的怦注第 6段中

提出的同題,他本人的念度与勒泰先生相似:必須鼓肋各固接受救游援助,但 些然

不泣強迫它們那祥做.也許,力 了瑾慎起兄,最好增加一介保障恭款,參照 1982

年 《朕合固海洋法公的》第 194朱第4款似汀如下:

‘
在采取措施預防、減少或控制与水有失的危害、危險和緊急情況吋,水

道固位不位不正些地干涉他日在行使其杈利和履行其根据水道+.-定 而久有的黃

任方面所送行的活功
’

.

47 主席提洪委員舍休舍以便規划小姐幵全.

就速祥洪定.

上午 11吋 35分散舍.

第 2124次舍洪

1989年 6月 23日 星期五上午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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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L西先生、巴水沃≠先生、

已你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幼先生、卡菜男一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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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弟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多耳

先生、馬希南先生、友卡弟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
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日德拉

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揚科夫先生.

目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絞 )

(A/CN4/412和 Add1和 2, 1  A/CN4/421和 Add1和 2, 2

A/CN4/431, C市 , ｜Lc〔×L︳) /CUnfn。
。
mD。c4)

〔洪程項目6〕

特別報告貝的第五次根告 (絞 )

紊款草案的第六部分 :

第 22奈 (与 水有夫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和
第23奈 (与 水有失的危險和緊急情況)3  (絞 )

1 夌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見)悅 ,力 怭助委員們肘本寺題迷一步討稔,他
愿澄清提出來的兩魚。第一蕉涉及第 22恭草案,第 2款 (b9項 “

結构性和非結枸

性
’
一悟,勒泰先生和馬希馬先生都肘此表示了一些疑同.他 些吋所想到的就是水

道回之同就渚如水圾和河堤速美特別有助于喊輊洪水文害的其隊建筑物送行的林

商.他 些吋元意給速一表迷加上任何更多的理淹含〤.但是如果党得它含又不清,

可以很容易找到其他的洞活.

2 第二蕉涉及
“
危害

’
一洞.他 的确悅避第 22奈草案涉及故期情況,第 23

〕 特載于《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之 特載于 《●989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3 
垓案文兄第 2123次舍洪,第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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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草案涉及緊急情況.但是他也悅避,第 22奈存在著一种例外情況,即水道目之

同正在送行的合作一 比如派鋼 查叭、交鱗 据繗 料一 可以防止的洪水或其

他文害.引 起混孔的原因之一或汻是
“
危害

’
一月在法文里被澤成了

“risqu↙ (危

A.A),速介洞澤得不透些.因 此,委 長舍不妨另找一洞,更准确地表迷
“
危害

’
一洞

的含〤.

3 然而,他使用
“
危害

’
一洞逐有第二介含〤,即指泥沙況秋,在航道中同形

成沙丘,指浮冰或流水堆枳,遠些現象可能本身不构成縈急情況,引 起第 23紊下

的〤夯,但近是肘航行和水的其他利用构成危害.

4 患之,根据第 22朱的規定,水道回立合作采取措施,防止如洪水和尸重

的浮冰等危險并減輊速些危險的有害影呴,其可能的亦法是建造道些的构筑物.另

一方面,第 23荼卸包括了出現其豚危險或緊急情況的情況,在速种情況下,任何

得知此种情況的回家都泣向其他水道回友出營告,以便預防任何有害影呴.速兩奈

文隊上只是吋同上指的有所不同而已。

5 本努納先生感毋特別根告見就本寺題的法律和技木兩介方面准各的洋冬文

件資料。林准各的文件資料中可以看出,文害的危險均勻地分布于世界各地.冬管

特別根告貝描鋡的暗淡函面令人感到悲現,但他所建洪的解決亦法卸含有呆現的成

份。

6 特 別 根 告 貝在分 析 了危害 和危 險概 念 之 后 ,在 第五 次 根告

仈/cN4/42● 和Add1和 2,第 5段)提出了整介草案的結构速介非常重要的

阿題,并建以委員舍不妨考慮
“
失于本分題的奈款草案是否只庄裁有規定水道回火

夯的主要規則,坯是也位載有列明達反速种又夯后果的次要規則
”.就他來悅,他

但愿速一同題老早就已生被提出來.如果确其決定把次要規則包含在內,那 么速些

規則庄垓不仗道用于草案中涉及危險情況和榮急情況的速一部分,而且道用于整介

草案.在坪价遠方面作出逸摔的后果吋必須考慮到送一羔.

9 委真全面喵三种逸摔.第一,可供限于制定主要親lll,象 它昱然迄今力止

所做的那祥,而不規定同責任有夫的火夯.送祥便暗示參照夫于回家責任的恭款草

案和夫子回坏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韻害性后果的目隊責任的恭款草案中的規

則.第二,可 以規定主要規則道到達反吋的一般性責任原則,同 時制定十分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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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早方針,根据有美規則和情況村速种責任加以限定,由各囝法院和仲裁人杕垓

原則中推手出更具体的規則。第三,可 以精确規定每介案件和每項火夯引起的具体

責任.

8 在送三項逃捧中,他傾向于第一或第二項,速是因力,委員套必須在

1991年之前完成奈款草案的一旗,以任何精确方式涉足責任向題都未免有羔走得

大近.而且,委員套的目棒是取得一項冬可能戶泛的、能道用各种不同情況的草

案,避免避于尸格的規則惊功各回,那祥套使各回村子參加一項多迪性炭的公的卸

步不前.因此,委員舍如要雞袋制定一荻基砧林定,不起越其取杈范目,便庄制定

一介十分一般性的責任規則以及相些概括性的指早方針。如果象建洪的那祥,特別

根告員能在 ●99U年之前拿出一項夫于責任的規定以栓驗在草案中加速次要規范的

可行性,那粹是有益的.

9 整介同題取決于各目送行合作的方式,特別是在一些規模相些大的危險和

危害的特殊情況下的合作方式。速种合作必須有明确的目杯.范園戶大的現象,例

如寺艮告提到的全球交暖現象 (同 上,第 7段 ),或 同坏境有失的一般現象,都超逍

了特定河流的沿岸目的范園,提 出了另一介屏次上的同題,庄在別的地方加以赴

理.另 一方面,洪水同題 (同 上,第 9段起各段)是本寺題的核心,是人美九百

年來努力征服的典型自然現象.在速方面,特別拫告見悅道:‘ 回豚慣例的表現形式

之一是數目尒多的回隊林定內均出現美似的奈款.” (同 上,第 18段 ).速是一句

多少有蕉武斷的活,但 由于特別根告見用
‘
表現形式之一

”
一浯而非

‘
表現形式

’,悟

气j志 算是溫和一些.蛗然如此,同題近要复來得多.不是所有做法和朱釣都具有同

祥內容,因 此不能悅,肘于在洪水控制的确切火夯方面存在看法律意兄.特別根告

貝逐引用了美國回夯院 1958年 的一項各忘汞 (同 上,腳注 39〕 ,根据此各忘汞,

存在若
“
限制各日元祝肘邰目的有害影晌而使用固眛水道系統的叔力的原則

’.但速

是一句板其斃銃的活,而且也已豋反映在因隊法委貝舍在上一屆舍以上哲吋通避的

第8荼所規定的不造成明昱扳害的火奔上.4 再者,特別根告見引用的奈的各不

相同,不 能悅反映了一貫的做法并据此形成回豚疑例.患之,更貼切地悅,文雅控

4 ㏎ 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5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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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一介法律的逐漸友展同題,而不是慣例同題.

1U 夫子一般做法,庄更多地考慮到耿合囝力准各
“
固隊喊少自然火害十年

”

而做的工作.在速方面被任命的一介青家小組已銓在摩洛哥和日本犖行了兩次舍

洪,預卄特在下屆耿大之前向秘串故提交根告.立杕琺合目的速一行功中搜集肘本

寺題有用的資料.

11 在同自然文害做斗爭方面,昱然存在若日益增強的相互依放感和世界田

錯一致感.在遠方面,特別拫告貝在倚要敘迷有失文件吋指出,在淡到某些作者所

林的
“
第三代人杈

”
吋,曾有兩美又夯被提到,一是援助道受自然文害的另一目的又

秀,是受文回接受援助的〤努。然而,速些作者肘某些回家不愿意呼吁外部援助以

肘付自然文害感到遺憾。速美想法且然不在尸格的法律范園內,但可以催化、促迸

法律的友展.

12 第 22奈草案涉及的措施并非垃急所需,因 力速些措施道用于文害友生

前的一段吋同.因 此垓荼沒有任何用途,它 肘草案中其他地方已豋作出的規定沒有

增加任何新的未西.另 一方面,第 23紊草案涉及央怀已友生的火害,是完全有必

要的。垓荼最有意思的一魚是,它規定必須制定緊急汁划,一旦友生文害,在囝豚

援助下冬快央施緊急汁划.然而,他希望送一具体規定得到迷一步友展,的束性或

并再稍微強些.

13 特別根告見在肘第 23奈的坪淹第 5和 6段提出了兩介同題.第一介涉

及球其他回家采取的保伊措施得益的回家給予朴佳的同題.送种朴借的确可予以規

定,但必須象特別拫告長自己建洪的那祥,在公平分推原則基砧上送行.速里半竟

涉及一介同私法中不些得利概念相近的同題.

14 第二介同題更力重要并提出了超出法律范目的哲苧同題,涉及到了力提

供援助而送行干預的又努.速介想法有意象人道主火干預并可能由此引起怀疑,因

力人道主火干預在十九世免一直被用作肘小固主叔迸行种种侵犯的借口.但 目前情

況涉及的是一种較元私的現象,速种現象有兩介方面:給予援助的叉夯和接受援助

的〤夯.第一介方面不存在任何同題,而且他扒力,現在所需要的唯一執行方式是

一介普遍性的回怀机构或一介匠域姐班或机构.然而如果未來的文中能增列一項奈

款,規定由高度炅活的机构來執行第 23奈所要求的立急汁划,也是很有益的.另



一方面,他不汏力可以把接受外援的叉夯強加給一日,思管不接受速种援助以喊輊

人民的苦雅是明並不道德的。最多可以做的也吽是規定,肘于任何拒免都必須說明

理由,或者可以規定,特接受外援的回家可以要求豋由園隊組象特送援助,以避免

任何可能与及道援助相美耿的汪力.

15 最后,他相信特別技告貝舍信守站言,下一屆舍洪常洪本音題所需的剩

余下來的所有基本材料都提供給委員舍,以便委員舍在本任期結束前最后完成車

案.

16 凱 西先 生秣 焚 特 別 擬 告 長 編 耳 的資 料 充 分 的 第 五 次 報 告

m/cN4/421和 Add1和 2),悅垓擬告包含了丰富的技木性材料.

17 他同意特別拫告貝的悅法,有一連串的可能性,八純扁自然的危險或文

害到先粹是人力的.因 此,預防、喊輊和朴借方面的法律制度不但座考慮到文雅的

性廣⋯⋯而且庄考慮到造成有害后果有多大的人力因素 (同 上,第 4段 ).然而,

村特別拫告貝提出的同題 (同 上,第 5段〕,即 祭款草案除了主要規則外是否也泣

列入次圾規則,他逐未能得出确切的結淹.草案似控制的事件的文堆性廣可能舍有

助于草案列入次圾規則,而不必等待委員舍在另外兩介有美寺題上的工作錯果,速

兩今寺題即回家責任和夫于目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柏害性后果的固隊黃

任.況且肘本寺題采取整体亦法也汻是有益的.另 一方面,錯果可能舍早致草案各

介部分之同失去平衡,因 而与似汀基本林定,列 出主要規Ill以 鼓肋水道回帥緒更具

体的+.●定速介基本概念背道而牠。如果根告長能移澄清有失的次級規則的范日和內

容,委員全或忤套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作出反庄.

18 就明昱板害的客体未悅,力 了使意思清楚,第 22奈草案第 3款的內容

需要充其.些然,垓款的意思是指在使用水道吋肘水道固造成的明昱拉害.如果不

粹送羔說清楚,垓荼的范園全近超避本寺題范田:其狋上,特別拫告長在肘垓荼所

作坪淹已充分承汏了速一魚 (第 6段最后).同 勒泰先生一祥,他 (在第 2123次

舍以上)表示不明白力什么第 22紊使用了
“
在其管轄或控制下

’
的#浯 ,而第 23

奈卸使用了
“
在其飯土內

”
一悟:特別報告貝在泙梵的第 6段 中所作的解釋并不完

全令人信服.

19 第 23奈草案所依据的是在上一屇舍以上提出、夫于污染或坏境緊急情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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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的第 18(19〕 奈草案
5 .大

于垓紊,庄把第 1款最后一句同第 18奈第 1款

的內容緊扣在一起,第 18奈第 1款 意在更明确地界定所悅的緊急情況.另 一种可

能性是,在美于用浯的一奈里增列与水有夫的危險或緊急情況的定火,然后肘第 1

款最后一句作相庄修改.央泳上他安成第二种做法.

2U 夫子肘第 23奈的呼淹第 (5)段 中提及的建洪,他不能同意給得益于保

抻性或其他措施的回家規定就所采取的措施給予第三囝朴僕的叉夯,除非規定一

築.要求在公平基珀上分排.最后,村坪淹第 6段中提出的一魚,他沒有具体的

意見,因力除了好几位坪稔見強琱了速一同題外,提 出送建洪的理由并沒有得到充

分說明。

21 思詹加先生感甜特別報告真既有苧木性又有現央性的分析,速种分析使

委炅舍在隧洞的思共看到了光錢;在速之前,人們村本寺題的最后完成昱得毫元把

握.如果能將迄今提交的所有奈款草案,包括最新的兩紊草案,收在一份文件里重

新印友,使委員們能姼看清至今所取得的迸展,速特是有益的。他91第 22和第

23奈草案完全費同,他的坪梵不是批泙,而只是村特別根告長的鼓肋.

22 第五次根告 (A/CN4/4刉 和 Add1和 2)象征若粹各目、特別是共

同抈有水道的回家力相互利益送行合作的又夯具体化的堅定努力。各固之同以及各

回和有失回坏組躲之同在幵友利用固狋
‘
共同資源

.和
坏境方面送行合作的必要性杕

未沒有象今天送么迫切,因 力速种升友利用正在接近可以維持的最大限度水平.世

界坏境与友展委長套的根告 (同 上,第 78段)和 目隊坏境法令家姐提出的題力

《坏境保伊与持絞友展:法律原則和建洪》的拫告 (同 上,第 79段〕都充分表

明,有必要規定一項在收集和散友資料方面送行合作的一般〤夯.速項火夯逐包括

向一有失的其他回家提供有失資料,以便預防或最大限度降低跨固界根害,不淹是由

緊急情況引起的跨回界損害逐是由有可能造成明昱板害的其他活功引起.特別根告

見已指出迪 (同 上,第 8U段 ),政府同姐欽和因隊非政府鈕躲都承人在預防和喊

輊与水有失的危害和危險方面送行合作以及送行林作的必要性.全球交暖效位和臭

氧居的槓耗也怔明了在坏境同題方面送行合作的必要性.

5 同上,第 32烎 ,腳注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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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特別拫告員在根告里曾提到介別令家在研究中友表的許多有失意見,但
人們抱不能性速种寺家的熱情把自己弄昏了共.E布 朗 .串 斯教授的視魚 (同 上,

第 81段)是碓以令人同意的,她汏力刁慣目豚法現在承汏
“
回家有又夯通避及時

給予通知、提供資料和在冬量減少韻害方面迸行合作⋯⋯而承量喊少坏境親害
”

,

并悅
t人

們似乎一致汏力,按照回隊法,凡違反⋯⋯防止事故并冬量減少韻害的又

夯,即构成肘所造成的親害夫有責任
”.看待回隊合作不泣垓八各目的叉夯和叔利

角度,而是垃杕各固基于睦邰大系的火夯角度.遠种看同題的方法表現在共同抈有
江河流域的回家筌汀的有美規划、決策和拭行的及迪和多迪安排或合作林定,特別

拫告貝在他的扳告中拳了一些速祥的例子。毫元疑鬥,速是非洲的至蒞,正如
RD海通力 1989年 1U月 的“

看重于非洲地區的江河和湖泊流域幵笈區域同舍破
”

編耳的文章說明的那梓 (同 上,第 83段 ).

24 正如特別擬告貝 (同 上,第 86段 )指 出的那祥,防止或冬量減少校害

的一般性又夯包括下列又夯:交換肘所涉同題有失的情況的資料,位要求同可能受

影呴的回家送行磋商以制定安全措施,及時把危險情況通知有夫回家,力喊輊韻害

而送行合作.在速方面,不造成明昱+,i害之又夯的意火得到正确強淍,速种意又已

在上一屆全汊暫時通迂的第8奈反映避°6

25 夫于拫告所援引的司法裁決和仲裁裁決同題 (同 上,第 89段起各段),

需要指出的是,力 支持某种現蕉而援引判決中的附帶判洞,而忽視判決的央廣內

容,速种盛行的做法最近在荷〨海洋法苧舍召幵的一次套以上受到多伯特 .詹守斯

爵士的批坪.批泙針肘的是目除法舍以和回隊法院,但也完全可能是什肘本委員

舍.力 了支持某一种現羔究竟援引了多少次科孚海峽案、拉努湖仲裁案、特菜本冶
煉ㄏ仲裁案以及北海大陪架案,堆也一吋說不清楚.然而速些案例每介都是什肘十

分具体的同題.冬管不能低估在作出速美判決或裁決9.l友 表的一般性意兄的重要

性,但肘于速些意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般刁慣法的現.叔 需要持遊慎杰度:速
些意兄只不迪近明新的因怀法原則正在形成.

26 他十分安費特別根告見就与水有失的其他同題和狀況 (同 上,第 1U5段

6 
兄上文腳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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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落段),特別是盡水侵入、干旱和沙漠化友表的有益的坪稔.蛗然整介固隊社舍

都面嗨看送些同題,但是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由于缺乏肘付遠些同題的必要基

砧設施和資源,肘速些同題感受最深.堆也不能不同意特別拫告長的下迷錯梵:草

案尤其在淡到Σ域和固豚合作9,l有必要把盎喊化、干旱和沙漠化包括迸去.

27 正如他曾洗避的,他十分女同夫于与水有夫的危害、危險和緊急情況的

第 22和 第 23紊草案.第 22奈涉及合作肘付一系列危害的同題,包含了一介清

草,即洪水、冰情、排水同題、水流堵塞、淤泥況秋、侵蝕、盞水侵入、干旱和沙

漠化。送介清草相信井非洋冬元遺,合作〤夯逐可甘展到一●水有失的其他危害,包

括水侍播的疾病如河盲.他希望第 2款 (b9項 中的
‘
結构性和非結构性

’
一悟得到

澄清,而且不汏力勒泰先生夫于把第 2款 (c)項 由
“
編耳⋯⋯”

改力
‘
貫御⋯⋯’

的

建坡 (第 2123次合以,第 27段)在英文上是一介改送.

28 他在第 23紊建以特范田妒大,不佷包括水道因和政府同組奴,而且包

括可能掌握有与水有夫的危險和緊急情況的資料的其他回家.捐有現代技木特別是

使用工星的回家能移通迒早于玝多水道回族得夫于即將到來的文雅的資料,例 如洪

水、地震和咫風.速美資料庄立即侍送給所有可能受到影呴的回家.

29 在大舍第六委長套里提出的夫于受益于保伊性或其他措施的回家位就送

美措施給予第三固朴僕的建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規定公平分榷表用,而不是朴

儅,可能更好.他可以同意按特別根告見在討第 23寨的評梵 (第 5段)中建以的

那些方法作出的表迷.

3U 最后,他支持在草案里增列一項規定,要求或鼓肋受到文碓影晌但沒有

足姼力量肘付緊急情況或文堆的回家接受別目提供的援助送一想法.肘最近道受干

旱和f9L荒的埃塞俄比正和其他非洲回家提供的慷慨囝狋援助在整介非洲大陸均受到

好泙.固 豚援助的其他央例是援助道受破坏性咫風的牙妥加、道受尸重地展的正美

尼亞和友生大規模洪水的孟加拉目.送种規定接近堆民法中的侍筑原nll,即給予庇

伊既不是敬肘行力,也不是肘原籍固內政的干涉.

31 托穆沙特先生洗,特別擬告長使委員舍的任夯交得既容易又困堆.容

易,是因力他如此細心地盤別并洋幻說明了他所使用的原始材料;困堆,是因力他

迸人璀以持与他不同的意見.委員舍現在方向肘共,很有可能完成肘速套荼款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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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的常洪。

32 原始材料怔明,特別擬告貝赴理第 22和 23奈的新奈款草案時立足之地

是穩日的,呈 然他并未完全成功地悅明有夫規則力何必須被看作狡得了刁慣目豚法

的效力.然而,委員合的任夯包括使目隊法逐漸友展,所以委見舍不能元視夫于水

道的最近目狋林定或其他文#所体現的一般趙鈴.速兩項奈款的大部分規定央隊上

都是不言自明的:就達在目隊水道法律方面元任何生撿的人,只使用遻輯或常氓作

力主要工具,也 能得出美似緒站.他些然不是說紊款草案沒有多大意又.再者,即
使它們的确沒有多大意火,但 自然司法中最基本的要求汏概念的角度來悅,也往往

似乎是元多大意〤的,思管速決不合降低它們本身具有的重要性.

33 夫子第 22荼 ,他建坡將防止〤夯放現在的第 3款移到幵共.在 回隊奈
的中,基本要素仍然是每介締的目的介別〤夯.只有在速項具体的防止〤夯基砒上

才戶生合作火夯。同其他回家合作以期防止或喊輊与水有失的危害,只是履行一般

防止火夯的一介方法,一般防止叉夯才是垓紊的其廣內容。即使在今天,星然集体

行功的形式正在日益迅速地友展,但革狂行功与集体行功相比仍然居先.

34 他不同意本努納先生的意兄,即 第 22恭是沒有用的因力它只是重复了

上一屆舍洪哲吋通避的第 8奈的洞悟 (不造成明昱板害的又夯〕°
’ 第 8奈只是

涉及了水道的使用,而第 22和 23紊草案規定了防止某些有害影晌的一般〤夯:

一日即使沒有使用水道也必須采取行功防止速美有害影晌.第 22紊是肘第 8奈的

洋幻回逑,范園也比第 8奈的克.而且,重复并不一定是坏事:例如,第 1U奈所

規定的提供歡据和資料的又夯在第 11荼的具体背景下被重复.8
35 他反村第 22奈第 2款 (a)項 中的

‘
鬥題

’
一洞,因力垓項指的是第 1款

中所列的自然事件或現象.如果村速些事件或現象作价值梵斷,似 可將其界定力
“
危害

”.速就引起了与第 1款有美的起草阿題:洪水能秣力
“
不利影晌

’
喝?他建

洪仗使用
‘
危害

’
一洞修佈速介夫簽概念清草,因力使用

‘
有害狀況

”
和

‘
不利影晌

”
速

’ 兄上文腳注 4.

8 
第 1U和 ●1奈 的案文由回豚法委員舍在上一屆套以上哲吋通避,兄

《●g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3和 45頁 .



等洞悟沒有增加垓款的內容,也沒有使垓款更精确.

36 肘第 2款 (b)項 中的
“
結构性和非錯构性

’
洞悟,需有迸一步說明,他

也怀疑是否真地有必要使用下列短浯:‘在采取共同措施比各水道因草狼采取措施更

有效吋气 另外,第 2款 (c9項位更加精妹.他理解 (c9項指的是村在相互合作

范日內采用的措施和找略送行坪估.在送些奈款中華出的可能合作形式些然是有用

的,速使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意氓到力其現合作可采取哪些具体步驟.

37 特別根告貝在肘第 22奈的坪淹第 3段中所悅的要求即央隊受害固或可

能的受害固有〤夯就保伊措施給予朴僕,似乎迪于先銃.送种又夯在特定情況下有

可能戶生,但速种又夯的戶生不可能是常情,因 力根据朱款,起源回首先久有一般

防止〤夯.

38 他同意其他委員的意見,即 第 23柔庄更精确地杯明具体目杯.把杯題

筒化力
“
緊急情況

”
或玝是一种改迸,或可以在夫于用悟的一奈里增列一項定叉.

39 第 23奈第 3款也提出了一介有意思的法律同題:一介只能由回家加入

的公的能移責成目隊組珠參加合作肘付緊急情況喝?汏法律上尸格地汫,目 豚組珠

是固隊法中的狘立主体.因 此在悅到速些姐象●l最好用
‘(sh。 u｜ d)” (庄 些)一

1∥

=︳

.

4U 他汏力第 3款同祥不必使用
“
在些吋奈件允忤的可能范園內

”
速种一般性

保留毻款。合作〤夯有固有局限,速是清楚不逍的事.每些回隊法規定一項采取枳

极行功的火夯,垓火秀自然被理解力非免肘的,而是合理限度內的.消 除緊急情況

符合有失回家的共同利益,所 以它們做的是利己之事.肘干它們可能位做什么,央

隊奈件套成力自然的限制,送同位有的注意概念是相符的.

41 夫于第五次投告 (A/cN4/42● 和 Add1和 2,第 5段)中提出的有

失把初級規則和次圾規則都列迸草案中可能性同題,他同意凱西先生的意凡,即在

目前尚元法給出任何患的答案.只有些所有央辰性紊款都提交給了委長套,而委長

舍汏力草案中的某些〤夯走得大近,肘達反〤夯的后果宜作些限制,遠時它才能加

以區分.本努幼先生提到的建立固隊水道管理局的想法是一种理想,但沒有現央可

能性.在 區域范日內,水道管理局可能是很有用的,但在更大的目隊范園內便套造

于笨拙元力.



42 斯里尼瓦芛 .拉奧先生祝賀特別投告貝,悅他編寄了友人深省的第五次

根告 (A/CN4/421和 Add1和 2),拫告不仗具有很高的肩友性,而且具有很
強的可凌性.特別拫告昃在ㄏ泛的范日內肘速介困雅的青題送行了探甘,值得砍
迎。八患体上把握本寺題,把全球交暖、

‘
溫室效庄

’
等因素也考慮在內,昱然是有

必要的.貫穿于擬告中的理想主又也值得你安.特別報告貝希望拼犬各國建立回隊

合作机制和向緊急情況受害回提供援助等〤夯的范園,他肘此持同情念度.但是逐

存在若一些既是一般性又是特殊性的同題.

43 第一,他想知道根告中在談到洪水以及有失同題吋列犖的一系列灰迪紊

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視作体現了固豚法原則.紊的依其性辰來悅只肘締的回具有的

束力,9,l非締的回能不能強加〤夯.就其在刁慣目隊法中的作用下緒梵吋必須持十

分僅慎的杰度.些然,非締的目在其相互大系中可吸收引用現有柔的的內容,速祥

的做法意味若肘法律意兄的添朴,有助于刁慣回狋法的友展.在不忽視送种可能性

的情況下,他仍怀疑委員舍是否真地需要涉及有夫領域中現有的尒多奈的.

44 第二介一般性同題是,根告中列帶的所有材料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

特別才艮告貝提出的奈款草案有夫.他汏力,速些奈款草案并非忠央地反映了報告里

提到的這些奈的、宣言、決洪和建洪所用明的原則,而是反映了特別拫告長肘較銫

肘制度的令人偏好.例 如,淡到提供夫于洪水危險的早期苦根同題吋引用的兩介奈

的 (同 上,第 21段 )在涉及提供資料同題吋都使用了
‘
承央你可能預先

’
一蓓,但

在委員舍常以的恭款草案中找不到肘央隊可能性的美似強琱.同梓,提到的政府同

組象提出的所有建坡都一致強淍了有失防止、規划和合作的体制机构.

45 仄件多回家的絰驗中得出的教洲是,任何回家在沒有援助的情況下都肘

付不了大規模文璀情況;速需要全球作出反垃,不仗要有其他回家政府的反立,逐
要有私人部ㄇ例如工商界以及科苧技木界的反位.如果送一魚村于由跨界洪水造成

的相肘筒草的同題未悅城然如此,那么村于全球交暖、砍伐熱帶雨林或
‘溫室效位

’

等影晌來悅是否更加需要呢?需要采取平衡的赴理亦法:肘每今因素都必須革狙考

慮,不能力了确立賠僕責任便特它們”扰一起.例如;土地和水的某些使用方式不

依是向來如此,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由于人口增長或迅速工╨化,是必不可免的.各
回政府有時出于其狋需要,不得不砍村或占用泛濫平原.在速种情況下,把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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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于有失回家是錯淏的.回 狋社全能銘做的只是冬力力固隊援助以及合作与教育措

施提供一介制度性框架。如想討同題充分了解,便需要肘涉及的所有因素送行更深

入更扒真的思考.

46 他并不是要悅,在 國家明知其行力肘邰固或其他回家可能造成有害影吶

吋,也不社垓固村其行力久黃.如有确音怔据怔明一日坑肉送行的活功与另一日所

受的有害影呴有直接因果夫系,則 昱然存在若賠僕責任情況.他望亳元意削弱送种

概念,而 只是希望在不那么洷渭分明的案例上,即在涉及多种因素和侍銳行力模式

吋立持瑾慎念度.在送种情況下,逐是位主要強琱目隊合作与援助,強琱防止措施

和位急卄划的制度化.在遠方面,特別根告長的報告本身与提出的恭款草案相比,

較力瑾慎和穗健。

47 才艮告拳出了人道考慮 (同 上,第 88-89段 ),悅人道考慮是八回豚法院

肘科孚海峽案的判決以及夫于在和針村尼加拉瓜的軍事和准軍事活劫案 (尼加拉瓜

坼美利墜合汆因案)的 判決中吸取某些錯梵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忕力遠些判決肘目

前的討淹沒有多少指早意叉.他也不明白,在淡到洪水或其他自然文害吋援引人道

考慮,而不是在淡到更基本的同題例如食因、疾病和●9L俄或者在淡到目狋賓易原則

時援引人道考慮,送有什么道理.央隊現其使人元法八所渭
“
軟
’
法律的原lll中 得出

具有其隊意〤的結淹.冬管他介人肘這些理梵的友展十分砍迎,但他怀疑,在更具

有理性的世界到來之前,送些理淹能否庄用于任何具体情況.同祥,把人杈同題引

入本音題的村淹中似乎也不切央坏.

48 特而看紊款草案本身,他傾向于刪除第 22紊第 1款 中
“公平的

’
一浯.

不言而喻,在有夫水道回友展水平不同時,它們舍按照各自能力進行合作;沒有必

要确立一奈送梓的法律規則.而且,報告中所申查的各失材料中也找不到速祥的規

定.

49 第 3款中
“
一切⋯⋯措施

’
一悟是他先前曾提到達的地肘主又赴理方法的

例子.使用
“
一切央隊可行的措施

’
送一短浯似乎較合适,肘水道目的要求也不那么

苛刻,因 力現有的案文要求水道囝怔明它們力不引起文害已承了一切可能的努力.

他在速方面愿友表一焦一般性泙稔:特別報告見昱然是想琱和兩种針鋒相肘的考

慮,一种是要杕事有害活功的水道回承捏責任,另 一种是要鼓肋故迒的合作.八速



魚來看,使用
“
一切其隊可行的措施

”
一悟也是可取的.

5U 同祥在第 3款 中的短悟
“
在其管轄或控制下

”
可以筒化力

‘
在其管轄下

”
,

因力如果把
‘
控制

”
和“

管轄
”
兩介洞浯放在一坎來看,前者在后者的意思上并沒有增

加什么新來西.如果杕另一方面來啡,速祥做的目的是要在
‘
管轄

’
和

‘
控制

’
中任捧

其一,那 么結果也不大妙:沒有管轄叔的控制,送介概念令人堆以接受.

51 他肘同一款中的男一介意思也不完全滿意,速介意思是水道固庄保近其
活功的

“
迸行,均不致引起⋯...与 水有夫的危害⋯...’ ,速种措洞似乎村水道固加上

了避于沉重的久捏.例 如,肘此可以解釋力,一日不庄允吽其人口不道些的增次,

汏而帶來一些不利影晌.第 22奈不泣給各回規定它們元法履行的責任.因 此,上
面所悅的措洞位改力

‘
送行,泣 防止、喊輊并冬可能地不引起⋯⋯与水有失的危害

⋯⋯.”

。速种提法不合把各回置于元能力力的境地,并能使更多的回家接受本草

案.

52 第 23荼草案第 1款 中提到
‘
可能的

’
受影晌目,速造成了一些困雅.速

一面並然需要澄清。在某些情況下,譬如洪水,“ 可能的受影晌回
’
意思相些清楚.

在另一些情況下,譬如砍伐森林所造成影晌的情況,便很雅确定哪些回家持受到影

晌.而村子全球交暖或
‘溫室效泣

”
等現象未悅,确定哪些回家受影吶更是不可能°

就水道來悅,垃圮住的是,上屆全洪已肘本寺題送行了故吋同的辦汾:在水道擄帶

看污染物流入海洋時,可能的受影吶因數目將是很大的,确定速些回家也可能很
碓。他肘使用

“
或得知此种危險或情況

’
一悟也怀有疑同,在同一款中,營如象美利

坐合猋回速祥的回家,借助工星能掌握全世界正在友生的大部分情況.在送种情況

下,是否能悅有失回家有通知其他回家的法律〤夯,速很成疑同.他本人汏力速介

同題垃些作力合作事項來赴理,而不是法律〤努事項.

53 在肘第 23奈的抨淹第 5段里,特別投告貝提到大舍第六委貝舍中的一
項建以,即 受益于保拼性或其他措施的回家庄就所采取的措施向第三回給予朴僕.

特別報告長逐悅,只 要速种安用粹是公平分排的,他原Jll上不反肘.他本人fll傾 向

于采用基于相互儅逐概念的、更平衡的赴理亦法.特別報告貝在泙梵第 6段里清
委員舍考慮是否位加迸送祥的一項規定,即要求受文害影晌的回家接受所提供的援
助,不把速种援助表示看作村其內政的干涉.昱然,不 能強迫任何回家接受援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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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銘i已友生干旱或仇荒時答位提供的援助往往附帶荼件送一事央,有失回家決定是

否接受援助的杈利庄垓保留.

54 比新利先生林發特別根告見第五次報告 (A/CN4/4刉 和 Add1和

2)表現出的清晰思堆和深奧的苧同.

55 批泙特別根告長大部分援引及迪怭定內容是不很公平的.但央怀情況

是,与 固狋水道有失的大部分同題是及道同題,是通避及述各釣解決的.就本寺題

來悱,速些奈的是其隊上能姼得到的主要辮料.村特別報告貝援引法院裁決并特其

作力回家慣例的怔明一事,也听到一些同祥的批坪.然而,送些裁決是不能忽視

的,即使其中一些裁決沒有荻得一致的同意.速些裁決是否反映了刁慣法是另一回

事,但它們至少与它們之中可以找到的回家慣例的共同我索是有夫的.他本人一向

看重法庭,而且在他的銓驗里,作力一般法律原則用迷的來西通常反映看速种原則

或早致它們力人接受.在不能姼荻得一些更叔威的裁決譬如囝眛法院的裁決的情況

下,取迪爭端中的法院裁決是奈款草案內容的最好資料來源.

56 然而,重要的一羔是,第 22柔和第 23秦草案中反映的原則同任何及迪

林定的規定或仲裁法庭的裁決并不沖突°他本人肘送些紊款的內容和常伿性赴理沒

有感到任何困堆,冬管他在送介同題以及在其他同題上的看法取決于整介荼款草案

的最終目的同題,肘此他并沒有偏兄.就他所知,委長套逐沒有決定草案的最后第

果如何:是一項剩余怭定,逐是一項意括林定,或者逐是一瓨鋼要林定.但元梵如

何,特別寺艮告長的寺艮告表明,最后草案不合交成用于力全人失制定牢不可破法律的

文串草案.既然草案的用意主要是力各因提供指早方針,所 以草案案文不必用明每

一种情況.本寺題与另一項青題,即 固狋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根害性后果的

固隊責任,有明昱的不同,后者的紊款草案是以立法的方式似汀的.

57 肘于本寺題中的賠儅責任是立基于板害,逐是基于危險速介同題,存在

看兩种意兄,但持任何一种意兄的人都沒有肘奈款草案的內容加以黃碓.事央剛好

相反,他看到持送兩种意見的人在防止性措施速介同題上是一致的.在遠介同題

上,他并不堅持第 22荼第 1款 中的說法,即在防止性措施方面的合作庄是
“公平

的
”,且然公平的合作肯定要比不公平的合作更好.事央上,有一些判例是支持

“
公

平的
”
遠种說法的.



58 第 3款 中
“
一切⋯⋯措施

”
一悟垃垓保留,因力它比一些較弱的說法,譬

如
“
大部分措施

’
或者

“
一些措施

”
要好.‘一切必要措施

”
也是速祥,比“

一切央豚可行

的措施
”
好.

59 第 23奈第 ●款在
‘
受影晌囝

”
之前用了

‘
可能的

’
一坷,引 起一些批坪.

就他來悅,他想不出比‘
可能的受影晌回

’
更好的洞悟.能不能把將來的任何可能的

受害目排除在外而且能不能坐等文堆友生,事先不采取行功.然而,正象斯里尼瓦

芛 .拉奧先生指出的那祥,就某些現象來悅,可能受影晌的其狋上是整今世界,情

況确其如此.昱然,唯一解決亦法是肘坡梵中的規則的逐用同題采取常洪性赴理。
肘第 23朱所使用的洞悟位送一步常查,但其基本赴理亦法是有扎央基砒的。

6U 在遠方面,提一下揚 .施奈德悅避的活是很有意思的.她在 1979年 出

版的一本串
9 

里主救:“現代和后代人人有杈在一介能避有尊尸和幸福的日子的坏

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足姼生活奈件
’
。速段活描迷了一介基本概念,說明了

人美在合作性和有效的坏境法方面的人叔.肘于施奈德來悅,速种法律既有生杰意

叉,又有人杈意又.就他令人來汫,他汏力有失法律的所有分支都越來越在人杈速

介居面上找到洭合魚.欲使速些同題得到解決,需肘遠介同題采取跨苧科的整体赴

理亦法.

6●  肘把賠禮責任草鉈建立在危險上的理站可作一些筒要坪淹,他把速种理

滼林作
“
危險責任淹

”.如果特別報告貝去掉了所有基于仿害或韻害的賠僕責任,只

把賠僕責任建立在危險上,他本可能提出板力美似的荼款.就他自已來悅,他忕力

草就預防來悅,可 以把危險考慮在內,但他村任何更力一般性的
“
危險責任

’
亦法有

昇洪.堆也沒有悅在一件事情友生之前便位肘其賠僕,換句活悅,危險責任梵是建

立在追溯性危險洪別基詘上的.事件友生了,便得出緒淹:先前有避危險.速祥一

來,有人便爭辯悅危險便是不可預料的,但印可以衡量一 送种想法多少令人迷惑

不解.同 時,危險概念逐占了便宜,既可用于達璜性事件,又可用于一次性事件.

在遠方面逐戶生一介困堆:如果危險不可預料,那么如何有可能确定怎祥防止它?

9 J Schneider,lrV°
r｜dUrderoftheEnvironment:┬ owardsan ︳nternation.

a｜ Eco｜ ogica｜ LawandUrganizat︳ on(∪ n∼ersityof丁 o「ontoPreSs, 1979)



例如,在某人罹璀的案子里,雄 以凡到肘死亡危險送行追溯性的坪估一 已友生之

事倚直不可能使其未友生.昱而易凡,肘采取危險赴理方法庄仔知再研究;如果呆

納送种方法,庄將其視力法律的逐漸友展,而不是法律的編慕.看來危險在其狋事

件友生前不涉及任何法律后果.“事件
’
是作力中性洞使用的,并元迪錯的含叉.就

他來悅,他汏力明昱戶生尸重危險的活助或許根本不立允許送行.然而,同題是,

由堆來判斷。例如,建造水堸的工程師患是要冒一定的危險.通常情況是,只有在

力吋太晚,元法采取有效行助吋,人們才得知有危險.但那不是完全不接受危險概

念;毫元疑同,它在預防同題,或準甚至在喊輊有害影晌的同題上起某种作用.

62 最后,他建洪第 22柔和第 23奈草案在送兩种意兄之同保持平衡.促使

做到達一蕉的具体亦法不妨也移用到委見金日前正在申洪的其他寺題上.特別拫告

見已表明他是速介領域杰出的囝豚法苧家,是肘速介青題充分了解的;他 向委員舍

提供了有失赴理速介寺題的十分完整的指專方針.

下午 1吋散舍.

第 2125次舍決

1989年 6月 27日 星期二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巴哈鈉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巴水沃#先生、巴水

洲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男一多德里格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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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留埃卡先生、馬希与先

生、支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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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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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袋 )

(A/CN4/412和 Add1和 2,1 A/CN4/421和 Add1和 2,2
A/CN4/43● , C市 , 〡Lc (× L｜) /ConfRoomDoc4)

〔玟程項目6〕

特別根告長的第五次拫告 (裝 )

紊款草案的第六部分 :

第 22紊 (与 水有夫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和

第23奈 (与 水有失的危險和緊急情況)3  (致 )

1 已水沃薜先生祝女特別根告貝高廣量的第五次根告 (A/cN4/421和
Add1和 2),垓根告清楚地說明了因你央域.但垓央跩是否反映目隊慣例?他介

人相信,某些火夯如通知、資料和預防,作力合作的形式已在回豚法上得到确立。
逐有,速些火奔是否力刁慣目隊法之規兵I并不具有決定的重要性.特別報告見央隊

上提以了一些力未來公＿1● 的央施所必需的、合理的和很好地根植于回家央防中的又

秀。其法律力量持不取決于刁慣法,而取決于最終將要通迂的公的.

2 夫于是否泣垓列入次要規則的同題 (同 上,第 5段〕,他悅,由于垓草案

不是赴理責任同題,最好是社一般規則友揮作用,因力它們涵蓋所有可能的情況,

包括達犯速些奈款所規定的〤夯的情況.避免使特別根告貝任夯复奈化也是可取

的,通避在目前的草案中列入特別規則,他 以被賦予回家責任速一寺題.

3 夫于垓草案第四部分和第 22紊草案的拆題,他指出,在英文中
“
hazard’

(危 害)一洞有兩介意〤:指一事件的危險性,和事件本身,即 ‘
有害狀況

’.例如

洪水就是与水道的存在有失的一种
‘
危害

’,但洪水一旦友生它又是一种
‘
有害狀

況
〞
。因而速些棒題和第 22恭的案文重友同一概念:或玝泀悟

‘
有害狀況

’
可以刪

特載于 《9988年 ...⋯年鈭》,

特載于 《1989年⋯⋯年盤》,

案文兄第 2123次套洪,第 1

第二卷

第二卷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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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此外,“ 不利影晌
’
等字祥的意〤太泛:委員舍夫切的并非水道系銃使用之每一

可以想象的影晌,而 仗仗是与水有夫的危害所引起的損害.在 西班牙文中,

托ondiciondanina” 速一表迷在目前的上下文中并元任何特別的意火,可能舍引起

阿題.

4 第 22朱分力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夫于自然的危害,第二部分是夫于人力

的或人失活功促成其出現的危害.在第一部分中,很昱然,特別報告長又恢笈到

巰 域
”
概念,垓概念不快強惆一水道中各水之同的夫系,而且也強惆黨些水与其他

各种因素之同的夫系°那么堆能鉹否汏一水道系統中的水是一項共有的自然資源

呢?近有什么比第 22和 第 23奈草案的措洞更令人信服地表明水道系筑是一介共

有的自然資源呢?然而,如果人們同意水道的水和上迷其他因素之同有一种相互美

系,.Al先前奈款中
“
系筑

”
一洞兩迪的方括景就必須刪除.

5 第 22奈第 3款涉及人力的危險,似 乎沒有送成任何有用的目的:上一居

舍洪暫時通逮的第8奈4 已銓禁止各目肘其他水道回造成明昱根害,垓項禁止自

然包括考慮到預防在內的道些努力的〤夯.元淹如何,特別報告長在其肘第 22奈

的泙稔第 6段中承汏
‘
垓〤夯不迂是第 8奈的具体道用

”.透有,垓草案第三部分

(汁划的措施)的奈款在很大程度上也能道用于第 22奈第 3款所提到的活功°尤

其是第 11奈5 范園十分ㄏ泛,因 力他不仗与水道卄划的措施有夫,而且与一般

性卄划的措施有夫。

6 但是,杕另一現羔來看,第 22奈第 3款 比禁止引起明昱板害走得更近,

似乎在垓草案中引迸了一种十分ㄏ泛的坏境法概念.庄垓注意到,垓案文提到在水

道固
‘
管轄或控制

’
下的活功,大家知道速一表迷曾被用在其他文半之中,以便指出

在一日領土之外的活功.但是一架弋机或公海上的一艘船怎么能銘引起洪水呢?水

道明昱是領土的,在任一特定回家的任何明昱拉害或文璀必然肘或近或近的邰近領

土戶生足姼重大的影晌.冬管他不反肘
‘
管轄

〞
和

“
控制

”
這些用悟,但他汏力它們全

使第 22紊范園避于戶泛.

4 《1988年 ...⋯年盤》j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5頁 .

5 
同上,第 45烎 .



7 特別投告長在其泙梵 (第 6段末)中解釋道,“第 3款比他汏固豚法怭舍

●98U年通避的夫于
“
水、其他自然資源和坏境之同的夫系

’
的恭款第一奈中引迷的

規定要克一些,因力
“
打算保伊免道+,i害 的范園并不限于

‘
肘水資源⋯⋯的拐害

’’’
.

因力回隊法怭套的案文規定,自 然資源的管理不得村
‘
其他回家水資源

”
造成重大板

害,人們可能要河道,第 22奈草案全把本委員舍帶到多近.特別板告昃共肪中是

否有在一水道回領土或在其管轄或控制下的任一地方送行的活功,垓活劫可能影呴

一介系統的水,汏而引起与水有失的危害或其他与垓水道元夫的
‘
不利影晌

’?送可

能使本如 舖 幵水道速一題目大近,央肚 很雅一 即使并非不可能一 确定人

美活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某些文害的友生.例如,特別投告見在拫告里提到了全

球升溫現象肘与水有失的危險的影晌:如何能銘确定每一此种因素肘一水道系統的

影晌或肘洪水友生的影呴?在什么情況下道用未來公的以及何時能鉹道用其他有夫

坏境保伊的文串?拫告中列犖的汻多回豚其我的例近沒有提到人美的活助,速一魚

也很重要:它們要么提到自然現象,要么提到水道法之外的其他領域.因此他支持

第 22奈 的第 1和 第 2款 ,但他汏力第 3款沒有确苗的法律基砧或任何有效的目

的.

8 第 23奈 (与 水有失的危險和緊急情況)提洪的措施很合理.在第 2敦

中,“ 一切文隊措施
’
等字祥泣垓代之以“

現有最其眛的措施
”,以便考慮到友展中目

家的情況;此外
“
預防

”
和

“
抵消

”
意指同一件事.

9 最后,夫 于第 3款和特別拫告見肘第 23寨 的坪淹第 4段 ,人們可以提

同,如何能眵要求力垓未來公的非些事方的受影晌地區內的回家和因隊鈕坎送行合

作以消除垓危險或緊急情況的起因和后果,并防止或冬量喊少其擷害.垓又秀并非

普通道用,因 而垓公的的法律效力才是唯一相夫的考慮.

1U 卡菜 多 .多 德 里格斯先生悅 ,冬 管特別拫告長的第五次報告

fA/CN4/42● 和 Add1和 2)我有大量資料,但卸有些不平衡,夫于第 22和

23奈草案的案文及肘它們的坪梵仗有 5頁 ,而夫于其資料來源卸有 8。 多更.垓

寺題与所有速些文件都真有朕系喝?例 如完全不能肯定,能移趺北歐回家締錯的夫

于冰情的公釣中引出道用于正馬遜河或湄公河的原則.特別報告貝逐淡到世界性同

題,如全球升溫,速与本寺題可能有失也可能元夫.他在介紹根告時洋匆地提到了

——
497——



孟加拉目近來友生的洪水:夫于回家在第 22和 23紊所提情況下的杈利和文夯,

狀垓央例中又能苧到些什么呢?所有速些文件只有銓避洋知分析才能真正有用一

本委貝套的委員由于吋同有限不能肘其送行深入分析.在將來,特別才艮告長最好能

鉹在奈款草案本身集中其資料的精牛.

n●  第 22和 23紊涉及很困雅的木悟同題.在速一魚上,他日碩到,特別根

告見曾在其第四次投告提交的大鋼 〔A/CN4/羽 2和 Add1和 2,第 7段)里提出

一介夫于
‘
与水有失的危害和危險

’
的分寺題;1988年提交的第18(1g96 奈涉及

由污染或其他坏境緊急情況引起的緊急情況,或換句活悅,涉及
‘
肘健康、生命、財

戶或水資源构成尸重和即刻威跡的影呴回豚水道的任何情況
’(第 1款);第 18

〔19〕 紊第 2款夫于因污染或其他坏境緊急情況而造成一种緊急情況的各件或事件;

在上次屆套上有人曾建洪,肘于緊急情況同題庄采取一种更普遍的亦法,而不必特其

与污染相連系,因 力第 18(19〕 奈的范園比較容易理解,但要确定各回是否全面嗨

危害或危險就不那么容易了.

12 現在就第 22和 23奈提出的案文似乎采取了一荼不同的路歲.特別寺艮告

見解釋道,前者涉及故期的情況,后者涉及不能預料的情況,但垓兩荼款所用措洞

并未清楚表明速一匡別.例 如,第 23朱 中
“緊急情況

”
送一提法力前面的

“
与水有

夫的危險
”
速些措洞所坤淡。逐有,在第 22泰中,‘ -9水有夫的危害

”
的概念相些模

糊,似乎碓以一●
‘
有害抉玩

”
及

‘
不利影吶

’
相朕系:荼件放在送一共而效果卸放在那

一共。

.提
到有害狀況和

‘
其他

’
不利影晌似乎暗示,“有害狀況

”
便是不利影晌.由于

木悟的速种不肯定,速兩紊的范園就有一些同題,且然它們可以通迪描迷其打算包

括的情況來解決.本委員舍可以清特別報告貝沿速些思路提出一介修正,而不用把

尋找道些措洞的任夯交給,.£ 草委長舍.

13 第 22和 23紊草案仔幼考慮了一些由于人美活功或自然事件而肘水道或

其他利益造成尸重危險的情況.因 此,主要的事情是要界定有失回家的〤夯和叔

利.在即將到來的危險和緊急情況速兩种情況下,都可具体道用于已哲吋通避的第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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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奈7 
所規定的一股合作〤夯.在送一魚上,他注意到第 22奈第 1款提到

“
公平

基砧上的
”
合作,速一限定已絰引起了批坪.逐有,特別拫告員沒有解釋其具体意

〤,而它也未在第 23荼第 3款 中出現.是否在后一情形下合作的奈件有任何不同

喝?元梵如何,最好依靠
‘
互利

”
概念,速是第 9紊所規定的合作的一般性火夯的

基砒之一.

14 逐有,根据第 22紊 ,合作的目的是預防或喊輊即將到來的危險情況,

而根据第 23架,是“
在些吋奈件允件的可行范日內

’,消 除垓緊急情況的起因和效

果 (第 3款 ),第 22奈 中沒有速一限制,因 力速已暗示在
‘公平基拙上”

速些措洞

之中,正如特別擬告長在其村第 22紊的泙淹 (第 2段)中解釋的那祥.也洠特別

才艮告貝汏力有必要將其列入第 23紊 ,因力垓來規定合作的目的之一是消除緊急情

況的起因.但如何能姼消除例如一切迫在眼前的洪水的起因呢?在兩介奈款中合作

的目的都泣咳以更溫和更一般的措洞未規定,以排除肘任何限定的需要.

15 他沒有什么大的困雅接受要求水道回送行合作 (第 22柔 ),甚至要求在

受影晌地區內的回家以及主管的回隊姐欽送行合作 (第 23奈〕,但他相信庄些重

新起草第 23奈第 3款 .位 由未來公的些事固爭取速些回家和回隊姐象的合作,村

非些事方的回家和回隊鈕象加上合作的〤夯,放技本上汫是不正确的.

16 第 22奈第 2款規定以交換資料和數据及規划和執行共同措施的形式迸

行合作,沒有必要地避于复染.(b)項 規定的磋商增加了一介多余的程序因素,

“
錯构性和非結构性

”
速一表逑已豋引起了批坪.同祥,(c)項 庄垓仗提到達些措

施的后鎮同題.一般來啡,他怀疑是否有可能,或甚至必要,在第 22奈并在第

23紊一 垓嚇 規定合作采取友展和找碰 絣 划的形式一 糊 定合作的形式和

模念,而不采用隊逑性的方式.确立合作的叉夯并指出其目的,社各回去确定垓合

作的形式和模念不是更好喝?

17 夫于已哲吋通避的第 1° 朵
a 

所宣布,第 22朵第 2款 (a)項和第 23

荼第 1款所提到的資料〤夯,他汏力在即將到來的危險或緊急情況中,資料友摔

’ 同上,第 41更 .

8同 上,第 43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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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突出的作用,以致于泣垓草者虫作出規定,以強琱其重要性和指出其位垓具有的

特羔。速祥的規定位垓是每一恭款草案的第一款,因 力資料是所有隨后措施的基

砧.力 此,第 22紊的錯构立垓与第 23紊的相一致.

18 夫子結构河題,他注意到,第 23紊明确宣布各固有叉夯立即采取
‘
央狋

的
”
——或者,他傾向于

‘
道些的

”
——措施,而在第 22柔 中,美似〤夯只在第 3款

中提到,其措肆也不思如人意.也許垓奈款重途了第 8朵的措辟,9 垓無要求各

回以不致肘其他水道囝造成明昱親害的方式利用固豚水道.但是,垓奈走的更近,

因力它不依道用于与使用水道有失的活功;而且道用于在回家管轄或控制下的一切

活功。速意味著各固有一項一般性〤夯:預 防在其控制之下的、可能肘他日造成即

將到來的危險情況的任何人美活功而元淹其是否与水道有失.冬管送是肘回家火夯

的重大伊展,但它近是可能力人所接受,前提是澄清在垓情況中,即 將到來的危險

具有相些大的規模,并且比第 8恭 中提到的
“
明昱搵害

”
尸重的多。但是,此种情

況可能來自自然原因,遠祥,同 題就是各固是否有火夯在此种情況下采取草狌措

施。只有在肘所有有失因素,尤其是第 22奈的范目送行洋知常洪以后,才 能得出

答案.

19 最后,他建洪,第 22和 23荼的范目庄予以明确界定,在每一情況下确

切表明在資料、草狂措施和合作方面肘各固有何要求.

2q 巴哈夠先生肘特別報告長的第五次根告 (A/CN4/4刉 和 Add1和

砂 表示螢賞,垓擬告以丰富的材料作力根据并栽有板富店友性的科苧的和水文的

資料°

刉 与水有夫的危害元梵是人力原因或自然現象造成的,都 引起文雖性的后

果,因 而要求目怀控制和琱查.然而,八責任的現魚來看.可能庄些肘各种成力原

因的因素予以匿分.正如特別擬告長正确的指出,:預 防、喊輊和朴僕的法律制度不

但位考慮到文堆的性廣⋯⋯而且立考慮到造成有害后果有多大的人力因素‵ 因而

“人力因素越高水道目的責任便越大
’(同 上,第 4段).但是,遠些責任必須交成

央隊行功,送并非易事.

9 
凡上文腳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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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特別手艮告員提出了垓分寺題的紊款草案,除規定水道目的責任主要規則

外,是否也泣載有列拳違反送种責任后果的次要規則 (同 上,第 5段).他 自己扒

力,本委員舍虛垓思可能限于主要規則,因力大于回家責任的紊款草案正在赴理次

要規則.遠祥,本委見舍可以避免工作的重复,同 ●I又促迸在回家責任規則方面赴
理的一致性.

23 他商共地注意到特別拫告長在其拫告中提到气候交化,特別是全球升溫

可能肘淡水戶生的影晌一 一介在避去兩年的生念套以上极力突出的同題.奈款草

案座些仔幼考慮
“溫室效庄

”
和洪水之目的夫系,元淹其是否直接相夫,因力杕長近

來汫忽視此美同題可能戶生板力不利的后果.

24 特別拫告貝在其拫告中正确地給予洪水及其主要原因以突出的地位,因
力洪水是与水有失的危害的最尸重形式。因此,水道各因之同締結了效項林定,規
定送行磋商、交換數据和資料、警根系筑的操作、洪水控制措施的規划和執行以及

各項工程的操作和籬伊.此种1.+定元疑林志若存在夫于速一題目的回隊法規范。但

是,在确定速些規則的确切性廣吋,必須小心,其力量似乎是出于
“
的定的規則

”
本

身而不是出于刁慣.在速一魚上,他 回厥到,固 隊法院在北海大陪架案的判決中

悅,并非所有的定規則均被法院意見接受力刁慣規則.在此种案件中道用的栓驗亦
法是,“有美各回必須⋯⋯感到他們是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一項法律〤夯.行功的頻率

或甚至刁慣特性本身逐不足以說明同題.”
1°  因此,他敦促本委員舍在趺夫于水

道的回隊奈的和林定中推淹刁慣規范吋僅慎杕事.特別是因力垓紊款草案將采取构

架林定的形式,他靖本委員套以更一般的措辭似汀夫于洪水的朱款,以便水道各回

能姼根据情況填神具体細市.

25 在洪水的情況下需要瑾慎,在其他因素的情況下也需要瑾慎,速些因素

引起与水有失的危害或危險,它們包括冰情、排水同題、水流阻塞、淤泥況秋和侵

蝕。就速些因素提決的紊款草案也垃垓以戶〤的措洞來似定,以使各因能姼通避更

1°

胖海大陪架案 (德 意志耿邦共和因泝丹友案;德意志聧邦共和因泝荷〨

案〕,1969年 2月 2U日 判決,《 1969年 目豚法院裁決集》,第 3頁 ,兄第 44

頁,第 9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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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知、更全面的鈿則使速些紊款道合于他們的具体要求.

26 夫于第 22和 23紊草案,他希望就方法同題汫几魚一般意兄.第 一,若

首先提出荼款,隨后是洋知的泙梵和大于垓快題的法律和央踐分析,速祥可能更

好;速可以更好地表明垓法律正在往那介方向友展.第二,特別報告貝斌日八科孚

海映案 (同 上,第 9U段)和特菜本冶煉ㄏ案 (同 上,第 1U3段)中确定的囝豚法

的一般原則中推淹出适用于与水有失的危害的規則,送一事興意味著,垓奈款草案

有意元意地已豋具有了一般規定的性辰.第三,他宇愿特別根告貝分別肘待在与水

有失的緊急情況事件中水道目的火夯,根据垓情況是由自然現象或人美活功所引起

的。在后一种情況下犯罪的程度更大,因而,又夯的性辰也必須有所不同.

27 他肘第 22荼草案的第一介坪淹是垓奈的提法大一般化.在第 1款中描

迷水道回送行合作以預防或減輊＿9水有失的危害之〤夯的
“
在公平的基砧上

’
速些措

洞,使合作的原則元杕捉摸,不能用做指早.垓款起首位力
“
水道固位根据本公的

之奈款送行合作
”;送一改交一方面可以避免使用

‘
在公平的基砧上

”
遠些措洞,另

一方面可將合作与未來文半的所有有失紊款朕系起來.

28 另一方面,列帶水道回根据第 1款需要采取步驟的第2款卸迪于尸格;

(a)、 (b)和 (c)各項所表明的步驟似乎說明〤夯是累加的,平等地道用于第 1

款所提各种情況,而 央豚上每一美情況可能需要一种不同的反位.因 此他建以重新

似汀第 2款 ,以表明針肘常以的每一具体危險所要采取的行功美型.遜有,他傾

向于使用
“
措施

〞
而不用

“
步驟

’,肘于
‘
火夯

”
一洞的使用他有保留,他不能肯定他理

解
“
錯构性和非錯构性

”
速些措洞的意火.

29 夫于第 3款 ,他指出,提以的案文在很大程度上月功于固隊法院在科爭

海峽案中的判決 (同 上,第 9U段〕.他肘垓法院的法官意几沒有昇被,但他怀疑

其是否能姼用在第 3款的內容中,很可能沒有必要,因 力已哲吋通避的第 8紊

(不造成明昱板害的〤夯)〢  也道用于与水有失的危害;特別報告貝自己在其肘

第 22奈的坪淹中承人,第 3款所規定的〤夯
‘只不迪是第 8恭的具体适用

’(第 6

段〕.因 而,本委貝套通逮第 8奈就足姼了,垓奈适用更ㄏ泛.由于其他委員已銓

m 
凡上文腳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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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明的理由,他傾向于在第 3款中使用
‘
在水道回領土內迸行的活功

’,而不用
“
在

其管轄或控制下
”
的活助,他人力后一悅法模糊不清.筒言之,需村整介第 22奈

送行复常.

3U 第 23奈草案与第 22荼 匡別不大,也沒有在由人英活功所造成的或自然

現象所引起的情況之同作出明确的匹分.其各款立些限于緊急情況,并分別列出送

兩美不同的情況所戶生的法律后果.逐有,提到
‘
政府同姐玖

’(第 1款)和 “
回家

机构
〞(第 3款)是不恰些的.有坏境等不同,沒有任何因狋組象久黃主管有失回

家水道的事夯.誠然,某些水道目殶立了各失政府同机构,久有一些具体取黃.如

果第 1和 第 3款指的是此种机构,遠兩种提洪就泣相垃修汀.

3●  他在迸一步坪淹起草各魚吋同道,特別報告員在第 23寨 第 2款力何使

用
“
一切其隊措施

”
而不使用第 22奈第 3款的

“
一切必要措施

”
速些措洞,后者用在

夫于緊急情況的第 23紊更力恰些.他逐同道力什么在第 23奈第 3款使用
“
冬量城

少
”
速一功泀,而不使用第 23荼第 2款 以及第 22奈第 1、 2兩款使用的

‘
喊輊

”
一

洞。除非有特殊理由在第 23奈第 3款使用
‘
思量喊少

’
速一功洞,否則速兩秦都泣

垓使用
“
喊駤

’
速一功洞.第 23紊整介來悅需要迸一步改迸.

32 最后,他 肘特別根告長大于第 23紊 的坪梵第 5段所提到的朴僕原則沒

有反肘意兄.夫于垓坪梵第 6段 中提出的同題,他汏力,一介要求受文害影晌的

回家接受提供的援助、并不將此种援助視力堆砌內部事夯的干涉的荼款是不可取的

或不必要的.

33 史先生祝焚特別根告長就第 22和 23紊草案所作的杰出的第五次擬告
(A/CN4ˊ 421和 Add1和 2),垓拫告有回隊其跂、奈的、理梵和法院判決的

堡其基砧.在編耳肘速些奈款的泙注時,所有速些資料舍有很犬靜助.

34 他同意特別根告員的現蕉,汏力所有美型与水有夫的危害和危險,元淹

是自然的、人力的或二者結合的,都位在一介革一奈款或一套荼款中予以赴理.一

方面,有時堆以把自然現象与人美活功的緒果分幵;另 一方面,各目的荼的央跩表

明,所承揮与水有失危險的火夯、速种危險既有自然造成的,也有人美活劫引起

的.根据垓危險的起因是自然、人美活功或是二者的錯合,達反速种叉夯之法律后

果的形式、內容和范園可以不同.在遠一魚上,他悅朵款草案是否庄載有次要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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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介复奈的同題。不能很快作出決定.近有,現在也不是提出送一同題的吋同,

因力本委員全的目柝是在其 1991年 目前任期結束之前,完成村一洪通送的決洪草

案的申快°因此他熒成將垓同題放在一道,至少哲吋放在一道.

35 第 22和 23朱草案整介來看可以接受.他 同意委見合其他委見的意兄,

庄些送一步澄清第 22紊的某些措洞,例 如,第 2款 (b9項 中
‘
錯构性和非緒构

性
’
表迷.他也怀疑,“危害↖

“
有害狀況

’
和

‘
其他不利影晌

’之同是否有很大不同.

特別拫告貝在其討第 22奈的坪梵第 6段 中提出的、近明使用
‘
管轄或控制下

’
而不

用第 3款中的
“
領土

”
的措洞有理的淹据并未使他信服.

36 肘特別報告貝在其肘第 23朱 的泙淹中提出的同題,他悅他贊成在夫于

用悟的第 1奈 中列入一介
‘
与水有夫的危險或緊急情況

”
的定〤.

37 夫于是否泣要求受益于保拼或其他措施的回家就送些措施向第三回提供

朴催的岡題,他人力不庄垓規定一般規則,因力一切都依情況而定.然而,若垓保

伊措施是音ㄇ或主要力了另一日之利益而采取,要求朴僅是合理的,但是,若一項

保伊措施是由一沿岸回主要力了滿足其自己的需要而采取,下游回家可以客現上或

同接地族益于垓措施,就不需要提供朴借.

38 他忕力,是否泣些要求受文雅影晌的回家接受提供的援助是一介理梵同

題°根据法律,一日不能強迫另一日接受援助;接受援助是一介回家自已的意愿同

題,不 能搞成一項法律〤夯.另 一方面,受文堆影晌的因家通常知道它是否能姼通

遊自已的努力未肘付文雅,若有緊迫需要、若它不具有滿足垓需要的技木、物廣或

財政手段,它舍清求其他國家援助。他同意,提供援助不庄些被受影吶目視力肘其

內部事夯的干涉,只 要此种援助不帶政治或其他奈件.

39 巴水毋戈夫先生感謝特別投告見令人十分感共趣的第五次根告

Ⅳ CN4/4刉 和 Add﹁ 和 2),其 中我有各目一 包括未歐回家尤其是亦耿一

有失央我的并多有用資料.

4U 第 22和 23紊草案涉及固怀水道法的一介十分重要的方面,即 与褚如洪

水、排水同題、水流堵塞、淤泥況私、侵位、盎水侵入化、干旱和沙漠化等能姼造

成大規模板害的現象有夫的危害.其中有些現象是逐步出現,而另一些則是突然友

生,需要采取緊急措施.有些情況涉及自然現象;而另一些情況則涉及人美活劫,



人美活功可以加別自然現象,但也可以使其減輊.預防此种危害和危險需要密切的

回隊合作,其形式根据情況而各有不同.因 此,匡別規划的和卄划的日常合作和緊

急情況下的合作,換句活悅,采取非常措施赴理非常情況,速似乎是适些的。
41 在赴理与囝防水道有失的合作吋,考慮到所有水道共有的特羔以及每一

水道各自的特魚也十分重要.不幸的是,在第 22奈第 1款中,特別拫告長刪除了
“
根括特定囝豚水道制度情況的許可

’
的措泀,或它的同火泀悟,速些洞浯正如特別

根告長在其肘垓紊的泙淹第 2段里曾指出的,在前特別根告見埃文森先生和施丰

只水先生提出的相立案文里曾被列入避.特別根告長夫于送一措洞隱含在
‘
在公平

的基甜上
”
速种提法之中的淹据不能使他完全信服,因力公平的概念銫肘是合作的

根本基砧,与垓上下文沒有什么夫系.雅 以看出,力什么特別拫告見在解釋其
“公

平的基砧”
概念的使用時提出他的夫切來限制可能的例外,因力只要有必要,回 隊

合作就必須友揮作用,思管要道些考慮每一水道的特魚.

42 至于
t公

平的基砧’
概念的內容,他准各接受肘第 22朱坪梵的第 3段中

言及的要素,其 中表明
“
在公平的基砧上

”
合作包含央隊或港在的水道受害目村另一

水道回力其利益所采取的至少是部分的保伊措施作出貢敵或提供道些朴儅的責任。

他相信速是一些有效的原則,速些原則位些在絰避道些甘大和洋知用途之后列入本

柔的案文之中.特別根告長引用的案文,尤其是回狋法林舍 1972年通避的一套紊

款中的第 6奈 (同 上,第 97段)似乎也表明此种原則的存在,但更力重要的是在

公平的基砧上以互惠方式考慮到其責任和文夯的回家央踐.

43 他同意其他成長的規羔,汏力第 22紊第 2款 (ω 項中
“
結构性和非緒

构性
’
速种提法不大清楚,泣 些予以解釋.第三款也不移清楚,立 些重新似汀.泣

垓明确規定有失的措施是各回
“
草狘或共同

’
采取的措施.他逐愿提到在各目

‘
領土

上送行的活功
”,而不用

‘
在其管轄或控制下的活功

’.与特別擬告見不同,他相信

明确性庄些是首要夫心的同題,在速一特定情況下,用 1982《耿合目海洋法公

的》作力模式是沒有道理的.

44 因此,筒而言之,泣 些修汀第 22和 23紊的整介結构,以便使其表迷更

符合遻輯.此外,速兩介紊款不仗立垓相互一致而且位与所有其他恭款相一致,同

時保持整介奈款冬可能的首尾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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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他肘第 23紊 的其痶沒有反肘意兄,但扒力垓荼有些缺少法律的精确

性.比如,洋細說明
“
与水有失的危險和緊急情況

”
的含火可能更好.他不能理解第

1款第二句中的
“基本上

〞
一洞的含〤.第二句的意困在垓奈中必須清楚,但其措詞

垃予改送.第 2款同祥不精确.在起草此种奈款吋,有必要冬可能的明确.

46 大于特別根告見提出的同題,即垓草案是否庫些碗立一項援助受文害影

晌回家的法律火夯,并要求此种回家接受提供此种援助一 垓擬告中提及的同題

(同 上,第 81段最后)——,他指出,在沒有林定的情況下,援助同題迄今力止是

在政治和道〤考慮的基砧上解決的,各美政治限制阻得了幵展更戶泛的合作.在大

多效情況下,提供援助是在政治考慮的基砧上決定的,或 至少具有政治因素.由于

捏心速种或那种政治后果接受援助也可能受到限制.由 于肘垓同題的新思維,并 由

于通逮使用新技木和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而使各固所面嗨危害的甘散,送一羔正在

友生交化.送种新的怒度必然在赤琺交得明昱,首先是在切本站只利文堆期同,在

諒朕正美尼正地震以后更是如此.思管在第一次文堆期同人們的慷慨大度并非完全

沒有政治功机,但肘正美尼正文雅的固豚反庄是表現人失因結的一介重要特折魚,

茅朕的改革和回隊社舍肘此种文堆的念度的普遍交化使速一羔成力可能.力 此,他

肘向芬維埃正美尼工人民提供的元私援助表示感榭,并感謝一切肘速一文雅作出正

确反映的人.

47 但是,如果送种困鎗要得到甘大和加強,它現在就必須有法律构架的支

持.与合法行功戶生的跨界板害責任相朕系,他強琱起源回和受害固之同需要互相

援助,并解釋道,他在委長套申洪夫于固坼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拉害性后果

的固坼責任送一音題期同不同意特別根告見所作的決定,即 刪除第 7奈中美于相

互援助的規定,垓紊已銍送交起草委貝全
’’ .送种不能接受的亦法与反映在巴

本沃薜先生夫于那一青題 (A/CN4/423)的 第五次報告中的責任概念的交化有

夫.

48 因此,他相信,有 必要在正常快的第 23奈草案中規定,接受和提供援

助必須完全不帶任何政治考慮,必須符合水道目的共同利益,最終必須符合整介目

η 兄第 2● ●3次套洪,第 2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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眛社舍的利益.速粹力各目密切合作保伊村生命至力重要的水速一极力宜貴的資源

鋪平道路.

49 力了洋幻用途与回隊水道使用有失的責任奈款,有失淍市因坏水道使用

的主要恭款必須似汀,因力很清楚,只有确立了主要規ill才 能姼似汀次要規則。只

有在界定了与水道使用的行力又夯之后,才能移确定送兩美回隊責任的范園及其法

律基砧.多年來,本委員舍一致在就兩介其它寺題研究責任同題,洗速些規則已蜜

遊用于水道必須些心,而共豚上他們逐正在更普遍的范田予以似汀.一旦完成,他

們遜必須道垃回狋水道的具体寺題。斌田仗在回隊水道的使用方面界定責任,舍危

及本委員舍的其他工作.思管他汏力本委員舍不庄放荓在适些9.l侯考慮責任同題的

想法,但他同意巴冬沃游先生的意見,人力在囝隊水道法的范日內研究垓同題沒有

帤助.

5U 夫于特別拫告貝引用的法律淵源,他 同意勒泰先生 (第 2砭 3次合以)

和其他委長的意兄,汏力也件肘現有林定的一項大大腥的解釋可能舍給似汀指早水

道使用的規則造成一介不自然的法律基珀.可 以道些援引法律判例來怔其一項目眛

法規則的存在,但它們必須与正在常以的青題所包含的一种法律狀況完全相似.在

科孚海峽案中,’
a 

沿岸回或使用目的杈力和又夯是在有失領水的法律制度构架

以內确定的,但是水道的情況卸完全不同.

51 在其第五次根告中,特別根告貝提到件大的 17和 18世先法苧家的杈

威,他們隊迷了其有時是天真或神秘的回豚法概念.承管他肘古典的來西不乏敬

意,他忕力,要完全公平,也位垓用明文怔主又苧派的現魚.然而,主要的杈威是

在及道和多述林定和公的之中,因力本委長舍必須特其工作集中于研究和概括各目

在解決回豚水道使用中可能出現的那些同題些中友展的其跩和取得的豋牷.

52 最后,他洗,他伙伙在最后才提到夫于回狋水道使用的法律淵源同題,

以避免給人一錯淏的印象,他肘紊款草案表逑的意凡志的來悅反映私板.但是,考

慮到在本委員舍甜淹期同提出的意兄和有時表示的尸重保留,他确其相信送些奈款

庄予以修訂.

’3 1949年
4月 9日 判決,《 1949年回豚法院裁決集玩 第 4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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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1吋 45分散套.

第 2126次套洪

1989年 6月 28日 星期三上午 1° 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已 哈幼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水沃芛先生、已冬

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步一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一网伊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新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多馬先

生、馬希与先生、夌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

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塞普水籬送一古缺雷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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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坏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鎮 )

(A/CN4/412和 Add1和 2, 1  A/CN4/421和 Add1和 2, 2

A/CN4/431, C市 , ︳Lc(× L｜ ) /CUnfΠ
。。
mDoc4)

(決程項目6〕

特別報告長的第五次寸艮告 〔笨)

奈款草案的第六部分 :

第22奈 (与 水有夫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和

1 
持載于 《1988年 ...⋯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2 持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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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奈 (与水有夫的危險和緊急情況)3 (袋完)

︴ 小木曾先生悅,特別擬告貝在其精辟的第五次擬告 (A/CN4/4刉 和
Add1和 2)和 出色的口共介努 (第 2123次套洪)中所提供的大量的洋幼資料特
大大有助于委員套編象回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

2 夫于第 22奈草案第 1款 ,他悅,在描迷要求水道回垃以何种方式送行合
作時使用了

‘公平的
ㄉ
一月,肘此他存有疑慮.第 6奈第 2款和第 7奈第 1款所使

用的措洞是
‘
公平合理地

’,而且他在速一方面提清大家注意第 6奈的坪注第 5

段.4 冬管第 6和 7奈所涉合作領域不同于第 22恭 ,但他忕力,合作的概念基
砒垃是相同的.如果前后使用同一用悟,淇者舍党得更易理解速些荼款.然而,如
果特別拫告見有意強凋所涉各合作領域目的不同之赴,則 泣在坪注中加以道些解
彥骨章ξ。

3 至于提及
“
定期和及時交換

”
效据和資料的第 22奈第 2款 (a)項 ,他 回

碩悅, 已暫時適迸的第 1U紊第 1款5 
全面涉及了交換效据和資料的同題。在第

22奈中提及垓紊款可能就足姼了,并朴充一魚:夫于与水有大的危害,庄根据情
況的友展,更力頻繁地交換效捃和資料.

4 第 23奈草案第 3款提到
“
与水有夫的危險或緊急情況影晌所及的地區內

的目家,以及主管的回隊組象
’
同的合作同題.在遠方面,特別投告昃提到最近在

孟加拉回友洪水的例子。他同特別根告長及委員套其他委員一祥,肘孟加拉回人民

遭受的苦堆表示同情.垓目的絰ㄞ表明,有兩种緊急援助,即 以制止洪水破坏本身

力目的的援助和以通逍提供根食和區疔服夯喊輊受害者苦雅力目的的援助.在孟加

拉回友洪水吋,因 狋社合的許多成長,其 中包括未受文害直接影晌的回家都通避目
豚組象或在及迪基砧上,立即提供了援助.括他所知,非水道回提供的援助均被用

3 
案文兄第 2眨 3次舍以,第 1段 .

4 
第 6和 7奈案文及村其泙注由目除法委員套第三十九屇舍洪哲吋通避 ,

兄 《1987午⋯⋯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1頁起各頁.

s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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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輊洪水受害者的痛苦,而且用第 2β 奈第 3款的活悅,用 在了力
‘
防止或思量

鼠少
”
垓緊急情況造成的板害送行的合作中了.垓款似乎意在包括他所提到的兩种

援助,但它的限制性大大,因 力它只提到受影晌回家和目豚鈕豕.其措洞立更力炅

活,以包括非水道固自愿提供的縈急援助.

5 他希望特別報告長肘如下兩魚作出澄清:第 23奈第 1款 中
“
有失政府同

姐奴
”
一浯和第 3款中

‘主管的固豚鈕絮
’
一悟的使用,以及第 2款中

‘
緩解

”
一洞和

第 3款 中
‘
冬量喊少

’
一洞之同的匡別.除非有意加以匡別,否 則力了更加筒洁泣

使用杯准用悟.

6 特別拫告長在夫于第 23奈的坪淹第 6段 中提出送祥的同題:垓恭是否泣

包括一項規定,要求受文回家接受所提供的援助,并且不把提供速种援助祝力肘其

內政的干涉.夫于送一同題,他安同其他一些委貝的意凡,即有失回家座根据各种

不同因素作出決定.例 如可以推定,如果根失尸重,受 文固將合玖迎所提供的任何

援助,但如根失致小,它可能就愿意接受本地區其他回家,或 与其保持侍筑夫系的

回家的援助.

7 伊留埃卡先生悅,特 mll報告長的第五次根告 (A/cN4/421和 Add1

和 2)同 前四次報告一祥,廣量很高.它 特大大地有助于委員全努力其現其到

1991年完成奈款草案一旗工作的目杯.

8t在 大舍第四十三屆舍洪第六委員套的辦淹中及世界坏境与友展委見舍

1987年友表的題力
“
我們共同的未來

”
拫告

° 中都強琱了送一青題的重要性和緊

迫性.垓 根告表明,全球水的使用量林 194U年到 198U年 已翻一番,預卄到

2UUU年逐要翻一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四十的至少 8U介回家已面恪尸重的缺水

狀況.在所有大瞄都友生遊河水爭端.大气居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你的私聚而引起

的全球暖熱將早致气候友生破坏性交化,下一世先前半吽海平面的升高將肘沿海固

家造成文雅性后果,并將改交目豚水道的形怒和我略重要性.

9 巴李咼迋河是一奈固豚水道,它是一奈達錯大西洋和大平洋的淡水逐河,

受一項与美利墜合尒回締結的固怀朱的的管理,垓朱釣粹于 1999年 12月 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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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每 些一船只通避已拿馬逐河的般阿吋,55U。 万加合的淡水未加利用便流入

海洋.在截止到 1988年 9月 的財政年度里,共有 13,44U奈船只通避垓逐河,

7392化加念的淡水流入大洋.速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情況,涉及到件多未知因素。
1。  在第 22奈草案第 1款 中,特別拫告貝刪掉了

“
特定目隊水道系統的情況

所需要的
”
一浯一 垓悟正如特別報告見在其肘垓荼的坪梵第 2段 中所指出的曾在

其前任埃文森先生和施串只本先生提出的相位案文中使用避一 并代之以
‘
公平的

’

一悟,仄而采用了公平法,而不是尸格法.趺ㄞ史上看,多馬法的公平概念和英國
法的公平概念均旨在你朴大陪法和英美法体系中存在的漏洞与僵硬之赴.盤于速兩
大法律体系之同的明昱匡別及可使用公平概念的忤多不同方式,委員舍必叛密切注

意垓概念在第 6及 第 9奈’ 和第 22及 第 23紊 中所具有的范園,以及第 9紊所

体現的主杈平等原則.8
●9 他提及的奈款明确地叫逑了有大公平合理的利用和參与 (第 6荼)方面

的一般原則、与公平合理的利用有失的因素 (第 7奈)以及一般的合作叉夯 (第 9

奈).速些一般原則同与水有失的危害、危險和緊急情況密切相夫,第 22和第 23

奈草案涉及了速些情況,速就要求水道回送行公平的合作.速些紊款的目的是确保

因水流的利用而戶生的任何沖突或爭端在公平基拙上加以解決.速是委員套在第 6

荼的坪注中所得出的結淹,它在垓泙注中逐指出,回家央域表明,銫大多數目家都
支持公平利用的理稔.9

12 公平利用規則的必然戶物是公平參与的概念,速种參与是由第 9奈所載
的主叔平等原則來指早的,垓奈特送一原則視力力共現回隊水道的最佳利用和充分
保伊而送行合作的一般又夯的一介基本內容.在速方面,若干近期締結的林玟規定

綜合管理河流流域,而不伋伙是規定迋用公平利用的原則,速是具有重要意〤的.

’ 兄上文腳注 4.

B 
第 9奈 的案文及其坪注由回隊法委長舍在其第四十屆舍以上通避,兄

㏎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1更起各頁.

g 
《1989年⋯⋯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 32-33頁 ,泙注的第

9一●U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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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反映出一种通逮有能力管理整介日隊水道的姐欽來央現最佳利用、保拼和利益

的決心.鈭于上迷原因,他扒力位在朱款草案的最后文本中使用
“
目你水道系統

”
一

-●

君言:。

13 委員舍各委貝似乎一致快力,主杈平等原Jll致使每一水道固抈有利用水

道的杈利,送些杈利八辰量上汫与其他水道固所抈有的杈利是同等的和相夫的.因

此,特別根告見和委員舍在解決水道利用方面友生的沖突同題上采取的做法是正确

的,即 努力在草案中規定有失琱整或和解的程序,送些程序是力了保伊每一水道固

的杈利平等所必需的.近三年來委長全送行的忖梵表明,水道利用方面的沖突最好

根据具体水道林定予以解決.如元速种林定,元稔如何也立象委貝舍在夫于第 6

奈的坪注第 9段中強琱的那祥,‘在公平的基砧上
〞
其現送种凋整或和解.

14 由于各固政府和法院使用公平原則的方式各不相同,垓原則的迋用特別

笈染。昱而易兄,在規定和界定何力固杯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公平合理的行力方面,

很多工作有待去做。冬管委員舍的任奔是制訂一瓨鋼要林定,但它必須不遺余力地

在 1991年前制汀出由于些代回怀法的友展而戶生的主要規則和指早原則.

15 特別寺艮告見在夫于第 22柔的泙梵第 5段中解釋悅,他 曾在第 2款中使

用
“
包括

”
一洞是力表明,所列需要采取的步豏并非洋冬元遼.然而,必須明确表

明∴在某些情況下預期可能需要送行其他形式的合作.因 此,他建快在第 2款的

幵共加上
“
在不影晌其他形式的合作的情況下

〞
.

16 第 3款和整介第 22荼涉及預防原則,垓原則被正确地視力保伊坏境行

班的基砧.在第 3款中,特別寺艮告貝守愿使用
‘
管轄或控制

”
一悟,而不是使用

“
領

土
’
一洞,遠在下迷情況下舍引起同題:在一主杈回家管轄下的飯土上的一紊河流

流域的一部分根据某項目隊奈的庄由另一行使行政取能的回家控制.在第 3款 中

既提及
“
領土

”
概念又提及

‘
管轄或控制

”
概念,速些同題就可以加以避免.所 以,第

3款不妨送祥幵共:‘水道回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在其領土內或在其管轄或

控制下⋯⋯的活功⋯⋯’
.

●9 盤于特別拫告見在夫于第 23奈 的泙淹第 4段 中所作的解釋,他建洪,

第 22荼第 3款 中的
“
肘其他水道目戶生明並板害的

’
一悟立改力

‘
肘其他回家戶生

明昱搵害的
”

.



18 特別根告見在第 23朱第 1款 中悅,不依垃把与水有失的危險和緊急情

況通知水道回,遜泣通知所有
“
可能的受影晌因

”,送祥具体悅明是正确的.一些目

家不是水道回送一事央并不能成力反肘送祥做的理由,因力今后的公的或鋼要林定

粹供所有有失回家筌字和批准.

19 施串只水先生在其夫于垓寺題的第三次授告
1°  中提交了夫于公平參与

和利用和夫于責任的一般原則的荼款草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坏境法中,責任的范

園已有了一些友展,除回家以外,元辜道受板害的介人也有杈要求賠僕,就象特菜

水冶煉ㄏ一來中的情況那祥,速一羔現在正在得到承汏.Ⅱ  此外,世界坏境与

友展委員套坏境法寺家小組在其就坏境保伊和持袋友展所提出的法律原則
砭 中

忕可了尸格責任原則,而不是特別報告見螢同的座有的注意的棒准.

2U 思管速厲于回家責任和大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拉害性后果

的目隊責任寺題中的同題,但他汏力,委員舍持不得不在后險段常以回隊水道非航

行使用的特定情況所戶生的責任同題.

2●  帕夫拉克先生肘特別寺艮告員的無理清楚的第五次報告 (A/cN4/429

和 Add1和 2)表示祝失,垓寺艮告我有大量有价值的資料,其中包括有失京歐因

家的資料.

22 他指出,特別根告長提出速祥一介鬥題,即 夫于与水有夫的危害和危險

速一分寺題的荼款草案是否垃包括肘違反規定水道回火夯的初級規則所戶生的后果

加以洋細說明的次圾規則 (同 上,第 5段 ).第 22奈草案第 3款把 1982年 《耿

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194恭第 2款和已哲吋通避的本草案第 8紊’s 
的措洞採合

1°  《1982年 ⋯⋯年飺》,第 二卷 〔第一部分 ),第 65更 ,文件

A/CN4/348.
11 ●938年 4月 16日 和 1941年 3月 11日 仲裁裁決 (秩合目,《 固狋仲裁

裁決集》,第三卷 (出 售品編景:1949V2),第 19U5更起各頁.

12 
世界坏境一9友展委員套報告 (兄上文腳注 6)的附件 1刊 栽了摘要.

13 ㏎ 988年⋯⋯年飺》,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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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井 以第 16〔 199奈草案第 2款所采取的方法力基砧,i. 垓奈款規定水

道目的基本火舟是不造成肘其他水道目戶生明昱板害的、与水有失的危害、有害狀

況和其他不利影呴.正如特別拫告長本人在其夫于第 22奈的坪梵第 6段中所承汏

的那祥,垓又夯只不遊是肘第 8紊的具体執行.不可能有人反肘在出現与水有失

的危害和危險吋執行第 8奈 ;送是一項有益的規定,涉及許多自然的和人力的与

水有失的現象.

23 然而,同題在于委貝套是否庄仗限于制定第 8紊所規定的初級規則,或

它是否庄努力制汀在速些初圾規則達到達反后适用的次圾規則.悅到底,其他受速

种違反行力影晌的回家不伙舍期望肘速种行力的友生予以承伏,而且遂想知道堆特

村板害和板失作出賠僕.速一同題既同第 22奈草案有失,也 同夫于污染的第 16

〔﹁力 祭草案有失.委員舍多數委見似乎想推退就速一同題作出決定,一些委見午

辯悅,現在才考慮采用次圾規只j力 吋述晚,其他委員則悅,必須首先常快初圾規

則.史先生和巴本甜戈夫先生汏力現在不宜涉及速一同題.思管他熒同速种意見,

但他逐是傾向于建坡最終將次致規則列入本草案.些 然,速方面的努力庄同在回家

責任和夫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根害性后果的固隊責任的寺題方面所作

的努力林琱一致。

24 恙的來汫,可 以悅第 22和 第 23恭 ,以及第 16“ 99和第 17〔 18〕 奈

草案
15 規定了水道目在回豚水道使用方面的明确〤秀.第 16〔 199和 第 19

“8〕 奈涉及坏境保伊和污染同題,第 22和第 23恭則涉及自然的和人力的与水

有失的危害同題.速种區分有些武斷,但在現險段他并不反肘速祥做.然而,污染

性活功也可造成各种緊急情況和危險情況,特別寺艮告見在第 23奈第 1款 中提到遠

种:活 功,也承汏了速一事其.第 16奈 〔199第 2款也淡到水道目的遠种又夯.因

此,最好能把所有有失水道污染的規定均放在本草案的一介分幸市中.污染的危險

是肘包括水道在內的整介坏境人力造成的最常兄的危險之一.因 此,最好也在垓同

一分章市中梵及在防止和控制水道污染方面的合作同題.

’. 
特別才艮告長在第四十居全以上提出 (同 上,第 26更 ,腳注 73).

ls 
同上,第 31頁 ,腳注 91.



25 他建決,第 22奈第 3款 中
‘
在其管轄或控制下

’
一浯泣改力

“
在其領土

上
”.在垓款緒尾的η︳起

”
和咡匕

’
兩洞之同位加上

“
可
’,因 力一介回家雅以知道它

的活功將給其他水道固造成明昱板害.

26 至于界定
“
与水有失的危險或榮急情況

”
的第 23奈第 1款的第 2句活,

他汏力,如果把所有定又都集中在革案幵始的革狌一奈中,整介案文可能套得到改

迸.第 2款的限制性大大;尿管水道回旡疑持首先受到与水有夫的危險和緊急情

況的影晌,其他回家,特別是沿海回家,以及海洋坏境也可受到危害°因此,他建

玟,垓款中
‘
其他水道目

”
一詞由

‘
其他可能受影晌的回家

’
采取代;或者也可在

“
其

他水道回
’
后面加上

“
和其他可能受影晌的回家

”
一活.

27 他并不是汏根本上不安同特別根告員在其夫于第 23奈的坪愴第 5段中

友表的意見,冬管在一般情況下,不仗垃要求受益于保伊措施或其他措施的回家因

采取的速些措施而肘第三目送行朴僕,而且逐垃在執行速些措施前同其柲商。在一

些取迪柲定中就是速祥赴理垓同題的.至于泙淹第 6段 中提出的同題,他表示同

意:思管汏理滼上汫,在援助方面可能戶生不干涉目家內政的同題,但列入一項夫

子水道固之同相互援助的奈款更力重要.他忕力,速一奈款粹全解決第 6段提及

的同題.

28 迪正斯 .因 葄雷斯先生悅,特別根告長在研究遠一較新的寺題的友展情況吋

沿用了其前任施丰只本先生的做法,施丰人水先生的第三和最后一次拫告
’G 

力人

們提供了取之不冬的效据和資料,委員套各委員最好垃銓常圮住速些數据和資料.

29 至于特別報告長的建洪,他強淍指出,在特別拫告員提供的大量資料的

基硝上得出任何等淹都需要更多的吋同和更多的考慮.然而,昱而易兄的是,迄今

力止就速一寺題所作的所有工作純粹是探索性的,垓 同題也只是法律的逐步友展

的.因 此,他肘特別報告長居然制汀出他在第 22和 第 23奈草案中我有的那些規

則感到十分惊研.速些規則是否可被視力体現了尸格的回家火夯是值得怀疑的.

3。  正如勒泰先生 (第 2123次舍破)指出的那祥,不泣由于存在若干就某

些同題作出美似規定的及述奈的就可推定有失速一同題有一般回隊法規則可循.那

lG 
兄上文腳注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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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半肘特定地匟目豚水道使用的具体方面作了規定.各介地區所涉及的同題各有

不同,其解決亦法也不忍相同.可 以悅,速些文#只确立了苦惕的火夯,而不是特

別報告長在荼款草案中提出的行力〤夯.

31 目前,在肘待速一申洪中寺題以及回家責任和夫于因狋法不加禁止的行

力所戶生的柏害性后果的囝隊責任寺題方面昱然存在看一种趙勢,即超出主題本身

的范園而涉及到一般性坏境同題.例如,在討淹固泳責任青題吋提出了包括水的利

用所引起的撮害的跨因界韻害的同題.在本寺題中,在淡到黃任同題吋也淡到堵如

洪水一美的自然文害.但是,不能悅洪水是由回家造成的.

32 力怔明夫于回家在速种情況下久有責任的梵魚而援引的先例之一是科孚

海峽案,n, 在送一案例中,阿水巴尼正被汏力久有黃任,因 力它沒有通知耿合

王目在科孚海峽有布雷匡。送种情況同本昔題所涉及的情況迴然不同。速一稔羔也

道用于裁決,裁決不能作力一般固隊法的一介淵源.

33 在遠方面,他提清人們注意夫于回家責任奈款草案的第 1部 分第 31

奈,18 垓荼清楚表明,回 家不能討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承捏責任.如果一日修

建一座水圾而未采取适些的預防措施,致使引起殃及其他日家的洪水,則垓回將承

拉責任.然而,如果水圾建筑合理,但被自然文害毀坏,則 不能把責任llJ于 回家,

因而不引起責任同題.

34 常洪中的奈款草案存在用浯同題以及与有失音題,特別是与回家責任音

題的用浯怭惆的同題.一介毫不相干的同題是西班牙悟文本的不妥同題,他常常提

到速一同題.隨若新法律的制訂和新技木的友展必須友明新的用培.然而,力 避免

各种不同解釋,必須汏真界定新的用浯和尸格划定它們的范目.

35 特別技告貝逐清委員考慮速些奈款草案是否庄只包括初圾規則,逐是位

包括初級和次躲兩种規則.他汏力,在本草案中不宜涉及有失責任的規則,也就是

次豕規則.速一來款草案意在力締結用來管理目狋水道的利用的灰迪1.●定提供一介

恙的框架.黃任規則与垓框架是毫元夫系的.

凡第 2125次套洪,腳注 13.

《198U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U頁起各更。



36 第 22和第 23奈草案涉及在友生自然文害吋的國家又夯.假如有美回家
押有必要的技木淡各和寺鬥知法,送些自然文害中的一些是可以預測的.然而,多

數回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回家沒有速种淡施,如果推定他們能姼預測某些文字,那
將是錯淏的.

37 他感到第 22和第 23朱的措洞避于含糊.堵如
‘
危害‵“

有害狀況
”
和

‘
其

他不利影晌
”
一美的措洞不能用來用明法律又夯.

38 他贊同本努鈉先生的意兄 (第 2” 4次舍以〕,即 第 22紊沒有必要.“迸

行公平的合作
’
一悟的含又能旡‘

送行真城的合作
’
的概念那祥明确.垓紊似乎是以

新的坏境法所基于的回家同合作原則力基砧的.

39 特別技告長的第五次技告 (A/cN4/421和 Add1和 2)提到森林砍
伐及其村水道的影呴等同題,遠表明,本寺題的范園正在廿大,并有利于采取他本
人杕一幵始就提倡的

“
水道系統

〞
方法.

4U 至于預防同題,他強琱指出,緊急情況是不可取測的.只有在事故友生

后,人們才能知道速种情況.至于需采取的預防性措施,他不知道第 22奈第 2款

fb)項 中
“
結构性和非結构性

ㄉ
措施的含〤是什么.

引 第 3款 中
‘
明昱頡害

”
一悟欠妥.任何韻害元淹何等元夫緊要都套是

‘
明昱

的
’,即便沒有造成任何仿害也是如此.托穆沙特先生建洪的“重大抗害

’
一洞 (第

2124次舍洪)是可取的,因力其意思比較明确.

42 第 23奈力夫于合作〤夯的提法奠定了良好基砒,但肘其措洞必須十分

汏真地加以考慮.特別是,庄使用
‘
可能受影晌

’
一浯,而不是

“
受影晌

”.此外逐必

須找到比
“
危險

”
和

“
緊急情況

”
更力精确的措洞.目 前,在回家其踐中尚元就第 23

奈的主題确立有的東力的回豚法規則的基袖.

43 最后,他悅,需要用更多的吋同來常洪第 23荼及特別技告長粹提出的

其他奈款.委員舍決不庄伙伙由于必須遵守 1991年速一最后期限,就匆忙地了錯

它的工作.它位考慮到遠种匆忙可能帶來的后果,以及在其工作中堅持通常的高林
准的必要性.

44 友卡弟里先生 (特別拫告長)在患緒就其第五次根告 〔A/cN4/42●
和 Add1和 2)第一章送行的村梵吋悅,他很高共有机套肘有委見舍大部分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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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的、內容丰富的甘淹作一回碩.他感甜友言人所作出的宜黃貢敵,速些貢敵將

有助于促迸速一寺題的工作,以期在本五年期結束吋完成一旗中肘速些朱款草案的

常洪.

45 他在其 1991年根告 (同 上,第 18段)中提出送祥一介同題:在件多目

豚林定中載有彼此板力美似的規定,速是否可作力刁慣回怀法規則存在的怔据.速

一意兄就象可汰報告 (同 上,腳注 39)中看出的那祥,得到了苧者和法苧家的ㄏ

泛支持.但委貝全中談到速一同題的委員們卸都肘遠一意兄提出昇洪或表示怀疑.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悅,送一同題并不重要,因 力委貝全的任奔是把各固在其涉及目

隊水道的夫系中私累的、并反映在固豚林定中的銓驗”納在一起.其他友言者則指

出,委員舍既不能忽視興成中存在的趙勢,也不能忽視些今的同題,速些奈款的法

律效力取決于它們是否合理.逐有人指出,速些奈款是以抽象的遻輯和常味作力依

据的.沒有哪位友言者否快速一領域是可以用固豚法加以規范的,或肘确定遠方面

規則的必要性提出昇洪.

46 再希馬先生 (在第 2123次舍以上)汏力,盤于報告中夫于洪水那一市

所援引的林定都是及述的,把送些1.-定作力委員合遠一鋼要怭定的先例,其价值可

能有｝艮,因 力垓鋼要林定意在成力一項多迪文中.然而,正如比斯利先生 (在第

2● 24次套以上)和其他委貝指出的那祥,遠里所涉及的同題主要是取道性廣的,

因此,及迪+.-定 的各項荼款是有益的和具有現其意又的.速并不是說不在多道林定

中肘送些同題加以規定:198U年締錯的那項創立尼日本河流域管理局的公的就是

一例,垓公的現已有九介鍗的目.

47 沒有哪位委員舍委長肘制汀次躲規Jll的 意凡是特別感共趣的.几位友言

者指出,如 以速种方式炎理与水有夫的危害和危險,Illl在垓草案所涉及的所有其他

方面也必須采取同祥方法,現在弄始送种工作力吋迪晚.許多友言者汏力,村淹似

汀次圾規則所須涉及的鈿市同題特使垓草案迪于臭染,并与制定鋼要1.-定所采取的

方法背道而地.多數友言人指出,最好結合委長舍夫于回家責任和目豚法不加禁止

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固豚黃任的音題赴理速一同題,并座避免重复芳功.

他興同速一意見,而且不打算再送一步探討垓同題.

48 多數友言人支持第 22和 第 23紊草案患的目拆,以及肘与水有夫的危害



和危險速一分寺題采取的方法.免大多數的泙淹都是有失幼市同題的,而不是有失
重大的央辰性同題的.

49 恩詹加先生 (同上)提到了在保伊人美共享的自然資源和
‘
全球公地

’
方

面送行合作的极其重要且十分榮迫的需要.史先生 (第 2125次套坡)支持在草猶
一套紊款中涉及所有种美的＿●水有失的危害和危險的做法,因力堆以把先自然后果
同人美活劫造成的后果Σ分幵來.巴水沃薜先生 (同 上〕汰力,送些奈款草案表
明,土地的利用和水的利用之同存在看內在朕系,并扶力位將

‘
系統

’
一洞八草案的

方括景中去掉.速一現魚得到其他一些委員的支持.冬管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
(第 2124次套洪)變同在速些奈款草案中采取的方法,但指出它們的主要若眼魚

位放在特別是通避制度性合作迸行預防之上.委員中只有迪正新 .网 芛雷斯先生一
人次力,第 22奈規定水道因泣村不可抗力早致的根害承捏黃任j遠种責任在回家
央域中是找不到任何依据的,肯定不套得到各目的接受.而且它大大超出了他本人

在似汀垓紊時所設想的范園.

5U 村梵中所提出的并多用悟同題之所以戶生,是因力第 22和 第 23奈所涉
及的所有同題其豚上都是相互敢系的.人美活功与自然原因相互作用便戶生与水有
失的有害后果,要想找到道用所有速些現象的一般性用悟是极力困雅的.“水的有害
影呴

”
一悟是寺家們使用最多的,但他避免使用速一用浯,因力它的意思似乎并不

确切:它 可包括趺污染到洪水的凡乎任何有害影呴.垓司遜可能引起淏解,因力戶
生有害影晌的不依是水:水可能伙仗是杕一介回家向另一介回家侍送有害物辰的媒
介,如污染就是一例.然而,‘危害

’
一洞是有同題的,因 力正如一位委貝所悅的,

它有
‘汊重合〤

”
.

S●  患而言之,委 員們肘某些洞的使用提出了疑岡,但很少提出更好的措

洞.多數友言人悅,第 22奈中的
“
其他不利影晌

’
一悟逍于先銃,他 同意垓洞可以

刪除.然而,他怀疑是否可能找到一介道用于第 22奈所涉一切阿題的用悟.昱
然,垓用浯垃适用于各种狀況和影晌,但他同意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第

2.25次套洪)的 意兄:‘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
’
一浯并非完全令人滿意,因 力

某种狀況一般都舍戶生影晌.另 一方面,堵如侵蝕、水流堵塞和淤泥況秋一美的狀

況.其本身就是可能与某水道有直接或同接夫系的其他狀況所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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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最重要的是,委員套位清楚理解常洪中的本草案的送一部分所涉及的同

題.他扒力委員套已清楚地理解了送些同題,現在的同題是決定是否庄使用一介一

般性用活來描迷它們,如果需要,就位逸摔一道些用悟.起草委長套完全有能力赴

理垓同題.

53 在用活方面的困雅可能是由于混淆第 22和第 23奈的目的而造成的.第

22朵要求水道圄解決兩共完全不同的同題:一美是故期的、持致的或私聚的同

題,另 一美則是突友的,短哲的和在多數情況下造成尸重板害的同題.垓奈要求水

道目努力預防和改善故期存在的同題,并采取措施預防或喊輊文堆性同題所造成的

影晌.

54 另一方面,第 23奈音ㄇ涉及的是緊急狀況,即 文確性事故.垓無可分

力兩部分:第 1至第 3款涉及在緊急情況下一 元淹速种情況是自然造成的,逐是

人力造成的一 庄采取的行功,第 4款則要求水道固通道共同制訂和執行庄急卄划

來預防送种情況.

55 如果他悅第 22紊涉及故期同題,第 23紊涉及緊急洑現,速可能舍引起

淏解.林技木上汫,第 22奈把兩美同題都涉及到了只是在友生洪水、冰情和其他

危害的情況下根据第 22奈采取的措施是提前性的和主要力預防性的措施,而第

23奈所規定的措施則是垃急性和作出反立性的措施.如果送种錯构避于复染,可

非常容易地通避如下方式加以修改:要么在第 23奈中涉及預防洪水和美似情況的

〤努,要么在草狘一系中涉及預防和喊輊文字的〤夯.如果有必要,在起草委員舍

是很容易作出遠种修改的.

56 他在淡到寺鬥就第 22奈友表的泙梵吋悅,恩詹加先生正确地指出,第 1

款所列的同題并非洋冬元遺,并指出伙水侍染的疾病被忽略了.他汏力,鈭于伙水

侍染的疾病在世界一些地匹非常尸重,位垓明确提到速美疾病.然而,患 的來悅,

不垃斌困似汀一介洋思元還的清草,特別是在一項鋼要柲定中,因 力速祥做必然舍

遺漏一些特別重要的同題.伊 留埃卡先生建以 (上文第 15段 ),位在第 2款幵共

增加
‘
在不影晌其他形式的合作的情況下

”
一悟,以便清楚悅明,垓奈所确定的合作

形式不是可以殶想到的依有形式,遠是一介有益的建快,位予以迸一步常洪。

57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快,琱整第 22和 第 23奈的結构,使其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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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通知的又夯,其次涉及各水道回泣采取的措施,然后再涉及各水道固共同采取

的合作行功.他愿指出,送一領域的根本〤夯是合作的叉夯,央豚上所常查的所有

回豚林定都表明了遠一魚.因此,如果幵始先涉及執行送一〤夯的方法,最后才涉

及垓項〤夯本身,似乎不合迓輯.在速一同題上,他并不固拭已兄,特別是如果委

員套其他委員女同上迷意兄的活.

58 第 22奈第 1款中
‘
公平的

’
一洞引起了一些反位.比斯利先生和巴水謝

戈夫先生 (第 2125次全洪)支持使用垓司,斯里尼瓦芛 .拉奧先生建坡刪掉垓

洞,迪正斯 .因 芛雷斯先生承汏,他不理解垓洞在垓特定上下文中的意思.巴哈窮

先生 (同 上,第 27段)建洪位用
“
依照本公的的規定

”
一浯代替垓洞,小木曾先生

悅,垓洞泣同第 6和 第 7奈中的措洞取得一致,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同力什
么在夫于送行合作以消除某种危險或某种狀況的原因和影晌的〤夯的第 23奈第 3

款中沒有使用爽似的用浯.使用
“
公平的

’
一洞所基于的想法是,在确定每一水道目

力預防或喊駤与水有失的危害和危險泣分別作出的“
貢敵

〞
吋,垃考慮到所有有夫因

素.采取速科炅活的方法是以其報告所常查的那些奈的反映的回家其跩力依据的°

他砍迎各委員就如何能更充分地表送送一思想提出建以,他粹不反肘在第 23奈第
3款 中列入‘

公平的
”
一詞,或美似措甸.

59 勒泰先生 (第 2123次舍洪)洶 同肘第 22奈 的坪梵第 3款所提到的朴

儅〤秀的法律基砒是什么.正如其他友言者所指出的,送种〤夯可以不些得利的普

遍理梵力基砒,但速种理滼是有限度的.如果甲回主要是力乙目的利益采取措施,

那么乙目就很可能有〤夯提供某种捐助.另 一方面,如果甲回采取措施主要是力自

已的利益,一般悅未就沒有朴僕火夯.另 外一羔似乎也是昱而易兄的:如果乙回不

希望甲目采取措施,甲 囝就不能力使自已得利而要求肘据林力乙因采取的措施送行

朴儂.

6U 巴水甜戈夫先生 〔第 2● 25次套以,第 41段)主救在第 22奈第 1款 中

加入“
特定回豚水道系統的情況所需要的

”
一悟.他汏力,速可能是一項建沒性的修

改,特別是銴于速梓一介事央:本草案是一項鋼要+.$定 ,必須涉及各种美型的水道

和哭于不同友展險段的各目的不同需要.

61 夫于第 22奈第 2款 (a)項 的唯一的意凡是:垓項位移至垓荼的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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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在垓項中庄加入提到第 1U朱 (定期交換效据和資料)的活,以及要求更加銓

常地交換有失效据和資料的規定;以更合适的措洞來取代
‘
同題

”
一洞.他肘上逑建

洪沒有任何反村意兄.

62 夫于第 2款 (b9項 ,几位委長提到了
‘
錯构性和非緒构性

’
一悟.他 已

銓解釋避,一些文中使用垓用悟吋只是指水道固力喊輊或預防与水有失的危險,可

能合作建造的褚如水堸、搓河圾和堤岸的有形錯构.然而,盤于遠一用悟所造成的

混亂,垓項不妨改提
‘
共同措施,元梵是否包括工程建筑

’
.

63 夫于第 2款 〔c)項 ,他完全螢同托穆沙特先生 〔第 2124次套洪)夫于

垓項座更力倚洁的建坡,并期待各位委員提出具体提案.勒泰先生提坡使用
‘
送行

’

一洞,因 力送一道程是持鎮送行的.他本身肘垓洞沒有特別的反肘意凡,但恩詹加

先生反肘垓洞.重要的是水道回位不斷坪估它們力預防和喊駤第 1款提到的同題

所采取措施的功效.

64 委員們肘第 3款友表了很多意見,多 數都是變忤的.委 員套一位委長

悅,垓款是肘第 8荼 (不 造成明昱根害的叉夯)的有益罔迷.另 一位委長汏力,

肘土地使用的管理是整介 22奈所沒想的合作的必要成分,送一羔元庸置疑.然

而,一些友言人汏力,第 3款沒有必要,有美于不造成明昱根害的一般性奈款的

第8奈就是姼了.

65 第 3款至夫重要,因力它提清人們注意人美活功与本來可能夠扁自然引

起的文害之同的相互耿系,井提醒水道固有必要确定在其領土上送行的活功是否將

村其他水道目造成有害影晌.因 此,他不能理解怎么能悅垓款沒有央陎意〤,特別

是考慮到例如迋河和公路的建造,森林的砍伐及牧切管理措施等肘水道回造成的影

晌吋尤其不能理解.此外,最近友生的事件表明迫切需要速祥一項規定,在速方

面,他清各位委員不依看
一
下其寺艮告 (A/cN4ˊ 42● 和 Add1和 2,第 55-63

段)中肘美固与墨西哥之同的兩介案例的淹迷和耿合目夫于 1988年孟加拉固洪水

的寺艮告,逐要看一下 1989年 6月 27日 的 《目隊先雜梵妘扳》的共版消息.如委

員套未能直率地改理送一同題,人們就套汏力它忽視了些代存在的一介主要的坏境

同題。

66 另一方面,他 村第 3款 的措洞持炅活念度:如汏力垓款的措洞避于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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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元疑可找到其他的道些措洞.例 如,他不反村巴水甜戈夫先生夫于
‘
介別和集

体措施
”
都予以提及的建坡,或斯里尼瓦芛.拉奧先生夫子提及

‘
所有可行措施

”
的

建以.有人逐人力,在垓上下文中提及
“
明昱

’
掘害是不道些的,位把林准提高到

“
重大

”
或

‘
尸重

”
韻害的程度.他之所以使用

“
明昱

”
一洞,原 因是第 8奈使用了垓

洞,但是,也很有可能有夫的叉夯只庄在与水有夫的危害所戶生的頡害比所渭的明
並板害更力尸重的情況下才戶生.同祥,他在速介1.● 題上也持炅活念度.

69 就送一同題友言的委員普遍女同使用
“
領土’

一洞,而不是
‘
管轄或控制

’

一浯,因 力后一种悅法所涉及的活功的范日元法确定.他汏力,庄在第 22奈第 3

款和第 23奈第 2款 中使用
‘
領土’

一月.

68 至于第 23奈 ,勒泰先生表示了速祥的看法:冬管拉努湖集裁決
’g 

的

判詞作了園迷,但是回家是否确其抈有不受的束的制造危險的自由現在仍然值得怀
疑,他朴充悅,如果在肘垓案例作出裁決后不久由手法目的一座水圾決口而引起了
文雅性洪水,而法庭的裁決又是在遠之后宣布的,那么,法庭的決定就可能是另外
一种桿子了。他同意勒泰先生的看法,即 些代回隊法的要求超遊了拉努湖案的裁
決。

69 一些委員忕力位把
“
緊急情況

〞
一悟的定〤列入第 23奈本身,或列入夫

于用浯的那一奈。但是一名委員汏力最好不肘垓洞加以界定,因力緊急情況患是昇
常的,所 以元法界定.他本人村垓同題持炅活杰皮.

7U 他原則上不反肘重新＿1IL象 第 23奈 以便考慮到托穆沙特先生的建坡,即
第 3款規定的預防又夯放在第 1款 ,因力合作〤夯是以預防火努力基拙的,而且

草狂行功仍然优先于集体措施.

91 委員↑i91第 1和 第 2款規定的各項原則沒有重大的分歧意兄.但 9I改迸

第 1款的措洞提出了一些建洪,這些建洪可在起草委員套中得到考慮.例如,有
人同力什么在第 1款中使用

“
政府同

’
一詞而在第 3款 中使用‘

回狋
’
一洞.他肘速

一匹別可作的唯一解釋是,第 3款 中
‘
因豚

’
一洞取自1982年耿合因 《海洋法公

的》,而且他汏力
“
政府河

’
一洞比“

回隊
”
一同意思更力确切一些,它 可包括非政府

巾 兄第 2123次舍洪,腳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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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欽。然而,他汏力,遠兩介洞位些怭調.

72 帕夫拉克先生忕力第 2款的行文所涉范園迪窄,他建快 (上文第 26

段)把“
其他水道固

’
一洞改力

‘
其他可能受影晌的回家

’.送是一項有益的建洪,起

革委員舍可肘垓建以及其他起草方面的建以加以考慮.

73 委貝們村第 3款友表的泙淹要洋幻得多.一些委長正确地指出,不是未

來文件締的方的回家和回豚鉏釩就不能受它的的束.正如忤多委見建快的那祥,可

通避重新似汀垓奈以明确非鍗的方不受的束來解決送一同題.另 一方面,伊留埃卡

先生指出,各目可能套贊同速祥一种看法:位持迫在眉睫的文害或可能造成速种文

害的狀況預先通知其他可能受影吶的國家.

74 他砍迎恩詹加先生的建洪,即 位鼓肋捐有某种技未,如遇感能力的回家

通避与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分事堵如洪水預告一美的數据來肘其提供靜助°然而,有

失規定需仔細揪汀,以便明确表明其目的并非要村不是未來文件鍗的方的回家央行

的束.

75 小木曾先生汏力第 3款 的措洞限制性大強,他建快使其更加炅活,以便

包括例如未受火害影晌的非水道目以捐助桹食和匡葑的形式提供的自愿援助.將速

种規定列入本草案是毫元困雅的,冬管它肘各目并元的束力,而只是承快速种自愿

捐助的价值.所有其他有失第 3款的起草方面的建洪均可在起草委炅舍得到考

慮.

76 特別是考慮到可能附加的政治奈件,沒有人支持在本草案中列入接受援

助的又努。然而,一些委長汏力,泣鼓肋各回接受送种援助,起草委員套泣常洪与

希南先生 (第 2123次套洪,第 46段)就速一內容提出作力第 23奈之二的保障

奈款.本努鈉先生 (第 2124次舍洪)逐建洪規定某种提供援助的方式,并在私下

討梵吋解釋悅,送种規定可包括速祥一介內容:未來的送一公的的鍗釣目可定期或

喵吋召升套洪,以改理可能出現的任何同題.夫于送一方法在美稅及更易患林定中

有很具悅服力的先例,夫興志怭定規定由締的方決定某些重要事項.

97 逐有一今同題值得迸一步考慮,并可在草案中列入一系有失垓同題的規

定,速介同題即各目是否可能事先就提供和接受援助的必要性送成怭洪,以避免在

接受援助的可能〤夯上戶生任何困雅.委見｛〡Π逐提到, 目前的固隊合作与因錯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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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已有所改善.在速方面,巴水甜戈夫先生指出,位用法律措施來維持速种气候的
改善°速也是一今非常私极的建以,他非常愿意接受遠方面的任何建坡.t

98 第 23紊第 4款是以 1982年 《琺合固海洋法公的》力基袖的,速就是
垓款采用目前速种措洞的原因.然而,可象本努納先生建決的那祥重新考慮垓款的
措甸,以使其更具的束力.本努幼先生汏力,制汀位急卄划是垓恭最重要的方面.

79 他建以將第 22和 第 23奈草案送交起草委員套以根据忖梵情況迸行常
洪.然而,他指出,回隊法委長全的一名委員即迪正斯 .因 菸雷斯先生汏力,需要
用更多的吋同來常洪第 22奈 .夫于速一焦,他愿指出,在迪正斯 .因 #雷斯先生
提到的那份拫告,即 施丰只水先生的第三次拫告中是以同祥方式赴理同一同題
的°約 埃文森先生也在其兩份根告中淹及了速一同題

刉 ,因 此,它不是一介
新同題,1982年 以來委員套就一直在肘其迸行常以,些 然可以將垓同題推退到下
屆舍以申洪,但他捏心,如果不迢些地拖延肘速一同題的常以,委貝舍將不能在本
任期錯束前完成肘送些紊款草案的一淒。

8U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將汏力委貝合同意將第 22和 23奈草案送交

起草委員套以根据甘梵情況送行常洪.

就速祥決定。

柔款草案的第七和第八部分

81 主席清特別拫告員介紹其第五次根告 (A/CN4/421和 Add1和 2)

的其余部分即第三和第四章分別包含的垓草案第七和第八部分的第 24和 25荼°

遠兩奈紊款草案如下:

∞ 兄上文腳注 1U.

幻 《1983年 ⋯⋯年銴》,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1㏑ 頁,文 件
A/CN4/367;和 《1984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U1更 ,文件
A/CN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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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与航行使用的夫系和在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

第 24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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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元相反的林以,航行或任何其他的使用均不肘其他的使用享有固有

的优先地位.

2 在固豚水道 〔系統〕的各种使用相互沖突吋,位 9I速些使用連同本奈

款第 6和 第7奈夫于特定水道的公平利用有夫的其他因素一并加以杈衡.

第八部分

固狋水道的惆市

第 25奈 固隊水道的惆市

1 水道固庄送行合作,以查明琱市固豚水道的需要和可能性。

2 如元相反的林洪,水道目垃公平地參与它們同意草狂或共同送行的惆

市工程的共建和維修,或公平參与其興用的支付.

82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乍 一看來,速兩奈的頫序似乎不合遻

輯,因 力第 24奈所涉的同題一般垃放在一項草案的結尾。然而,正如他在第四次

寺艮告 (A/cN4/412和 Add1和 2)中 指出的那祥,冬管他汏力垓音題位由某

些原則和〤夯的精髓构成,但是透有其他一些同題,如第 25奈涉及的那些同題值

得委員全申以.如果委員合決定本草案立給第 25奈留下一席位置,那么,垓奈則

必須放在第 24奈前面.

83 他在淡到第 24奈草案吋悅,些 然林ㄞ史上看,航行使用优先于目怀水

道的其他使用。然而,一般悅未,現在的情況不再是遠祥了.不避,在水道的航行

使用和非航行使用之同仍有明昱的內在碟系.因 此,第 1款斌日确定的唯一同題

是,航行使用或非航行使用是否位享有优先地位。

84 第 2款主要涉及固豚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淡到了某項特定使用是否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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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于其他使用的同題.冬管一些水道林洪列出了各种使用中享有优先地位的項目,

但是正象他在其第五次根告 (A/CN4/4幻 和 Add1和 2,第 126段)中 解釋

的那祥,速似乎是一种逍吋的方法.因 此,第 2款規定,任何使用都不庄享有优

先地位,相反,倒泣杈衡所有有失因素,以便在友生沖突吋确定哪种使用位优先或

泣根据本草案第 6和 第7朱采取哪些措施來解決沖突.

85 第 25奈草案涉及惆市同題,惆 市在因隊水道法中具有十分具体的技木

含叉,不垃予以戶〤的解釋。琱市在垓特定情況下是指通避建造水利工程或其他措

施控制水道的水流,以便預防渚如洪水和侵蝕一美的有害影晌,以及遇避各种方

式,媩 市水的流量一 速常常可大大地有益于放╨用途一 最大限度地汰水道中

荻益.銴于速一同題并非本草案的核心所在,他提出一介板其倚草的奈款, 旨在提

清人們注意各水道回之泀在琱芾回狋水道方面合作的重要性。然而,委員舍如果決

定垓鬥題值得予以洋幻赴理,他將愿意洋冬用途垓奈款。
86 科多馬先生悅,特別才艮告員提出的奈款非常及吋和恰些,他完全贊同.

他知道整介遠一寺題肘沿岸目和沿湖回是何等的重要,因力他曾有幸代表委貝舍參

加了1988年在並的斯正只巴就速一同題召幵的舍以。与此同時,速些奈款草集中

規定的〤夯不庄限制性大強,因 力否則的活各固可能不愿意遵守速些叉夯.相反,

倒位鼓肋各回在預防有害后果方面展幵合作.

中午 12吋 55分散套.

第 2127次舍坡

1989年 6月 28日 星期三下午 3吋 1U分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已 哈鈉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本沃薜

先生、巴水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鋼先生、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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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斯 .因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弟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

科多馬先生、馬希馬先生、夌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

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塞普水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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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完).(A/CN416和 Add1,1

A/CN431,C市 )

(洪程項目2〕

奈款草案的第二和第三部分
2

特別根告長的初步根告 (寂 完)

第 6荼 (停止持填性的囝隊不法行力)和

. 
絞自第 2922次套以.

1 
特載于 《1988年⋯⋯年飺》,第二卷 (第 一部分〕.

2 
奈款草案的第一部分 (目 怀責任的起源)第 1至 35奈豋一旗通迂,兄

㏎98U年⋯⋯年鈭》,第 3U頁起各烎。

垓草案的第二部分 (固 豚黃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第 1至 5奈 由回豚法委

貝套在其第三十五和三十六屆舍以上暫吋通避,兄 《1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24-25面 。第二部分其奈奈款草案,即 第 6至 16奈 已由回豚法

委貝全在其第三十六和三十七屇套以上送交起草委員舍,案文兄同上,第 2← 21

頁,腳注 66.

垓草案第三部分 〔回豚責任的
“
執行

”
和爭端的解決)的 第 1至 5奈和附件由

回狋法委員套在其第三十八屆舍以上作了常快并送交起草委員全.案文兄 《1986

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5-36烎 ,腳注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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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奈 (恢 复原狀)3 (多室
=完

)

1 夌卡弟里先生祝女特別根告見所作的杰出的初步根告 (A/CN4/416和
Add1),其 中載有肘遠方面杈威依据的最透仞的分析.他 的泙淹粹仗限于似坡中

的垓草案一般結构,回 隊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停止和夫于恢复原狀的新的第 7

奈草案。

2 夫于一般結构,特別披告貝肘分別赴理美于
‘
執行

”(央施)的奈款和夫于

解決爭端的奈款 (同 上,第 4段 )提 出了令人信服的稔据.他 的分析說明特夫于

執行的規則放在垓草案的第二部分中而不是第三部分中是合理的.正如小木曾先生

1985年在第三十七屆合以上所指出的那祥,‘  一日只能主張或指林有人犯有目

隊不法行力,但只有在垓起坼、反坼或其他爭端解決程序完成之吋才能确定垓行力

的法律地位。

3 另一方面,他不能肯定分別赴理固豚違法行力和目隊罪行是否道些,因力

他完全不能接受一介回家的回豚罪行的概念及其必然結果:一目的刑事責任.思管

達反回防法确共有尸重程度之分,但它們卸构成一介達鎮統一体,雅 以在其中辯明

兩种不同的美型.將達法行力和犯罪肘分幵來,可能舍令人氓解,汰而技害本寺題

的工作。元疑,肘違反普遍道用的又夯的后果位垓分別肘待,但正是在遠一羔上本

委員套能移作出真正的貢敵,而不庄徒芳地追逐一介回家罪行的幽炅.他不能接受

特別根告員提出的其他淹据 (同 上,第 15段),力 的是要近明有理由將兩組后果

分別弄來,一組适用于罪行而另一組适用于違法行力.他所使用的強制性活言一
“
強制停止

’’.炎
以刑罰

”
——与現代的現其不符.《琺合目先章》中規定的強制手段

是打算通避安理舍及其所代表的有組欽的固隊社舍來執行,而非通避草介回家的行

功.

4 特別技告長村回隊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的赴理亦法是正确的,他正确的

悅,“只要有可能就泣垓更加具体和深入地包括整介決題
”(同 上,第 24段 )。 若速

3 
案文兄第 21U2次全洪,

4 《●985年⋯⋯年銴》,

第 4U段 .

第一卷,第 121頁 ,第 1895次套玟,第 3U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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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日得到拭行,即 可肘罔明垓洪題作出秋极的貢就,因力各目特更能移确定自己

的行力和其他回家行力的后果.在速方面有必要承可能地精确,而送正是特別根告

貝努力要做的.

5 正如特別寺艮告貝所建洪的那祥,必須分別楚理停止固豚不法行力的同題,

而不是將其列入夫于賠僕的冬款.正如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第 21U3次套

洪)所指出,此洪題可以包括在第二部分第一章 (一般原Jlll)中 .他砍迎人們在討

梵下列同題中提出的概念性同題:停止的火夯是不做某事的叉夯的一部分或是犯下

目怀不法行力的后果。由于本委貝套已決定草案第一部分是夫于回家責任的起源,

仗力此理由,就將
“
停止

’
列入第二部分第一章,特別是因力它似乎涉及肘犯有固隊

不法行力回家的一項新的〤夯.

6 淡到第2部分第七奈的新草案,他悅他同意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的意

兄,“恢复原狀
〞
的含〤必須在第 1款中予以界定。速祥就可不必在坪注中多淡垓概

念,并 可确保委員套的意思能姼得到明确的表送.正 如特別報告長所悅

於/CN4/416和 Add1,第 64繫),有兩种不同的現羔:一种扒力
“
恢复原狀

”

意味看恢复以前的狀況,另 一种意兄扒力速是恢复ㄅ口果不友生不法行力本套存在

的狀況
’(A/cN4/416和 Add1,第 64段〕.

7 第 7朱第 ●款 (c9項提出了
“
避重久捏的

”
恢复速一棘手的同題。送一用

活不很恰些,使用
“
不相林的久捏

’
速些措詞更好.正如特別根告貝在引用文敵吋所

提到的那梓 (同 上,第 99段 )。 他提出了一介大同題:送祥孩奈就必須列出恢复

原狀被忕力是∴避分沉重久袒
’
的情況,速就等于告坼犯有因狋不法行力的回家它可

以通述哪些漏洞,逃避受害目的索賠要求,否則起草委長舍本來是可以解決送祥一

介小同題的.

8 第 4款提出了兩种提法:‘ 等值賠僕
’
和

“金伐賠儅‵ 他傾向于第二种悅

法,因力肘普通律師來汫它更容易理解,逐有;金找賠僕央豚上是等值賠儅的主要

形式.最后,在英文文本中,‘等值賠儅
’
听起來非常拗口.

9 夫于工作安排,如果特別投告貝能姼在本屆舍洪錯束之前有机舍介紹其第

二次根告以便利各位委貝在下屇舍洪率前肘其送行研究,那將是非常有用的.

1U 巴水沃茫先生悅,特 別投告貝在其初步報告 (A/cN4/41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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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第 64段)第 64段 中提以了兩种界恢复原狀的亦法:定〤A涉及恢其以

前的狀況;定叉 B涉及恢复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套存在的狀況。送兩种定〤涉及

不同的時刻一 連反行力友生之吋和賠儅之吋,后者其隊上更力重要.如保留定〤

A,則不能姼在賠借之吋消除孩行力的一切后果:例如,如何赴理受害固所要求款

額的利息,垓回可能將其視力一項新的要求的內容.如采用定又 B,Jll意味若在定

〤中引迸一种在任何時候都不存在的情況,如要保留完整賠借的可能性,那最好就

速祥做°

I●  他汏力,停止和恢复原狀之同的夫系并不引起困堆,因 力兩者均扁于次

圾規則。他既不熒同特別手艮告見停止是原法律夫系的某种持緻效果的看法,也不同

意特別根告貝汏力停止界于初圾和次圾規則之同的現魚 (同 上,第 61段 ).將停

止作力初級規則的效果和將恢复原狀作力次級規則的效果在概念上不合遻輯,因

力,若如此 ,兩介回家就同時牽涉到一种由初級規則強制規定的停止的法律〤夯

和另一种因力達反前一〤夯由次圾規則所強制規定的賠儅火夯.必須回厥一下,一

項法律又秀不避是一种法律耿系,而其內容則完全是另一碼事.初級火夯沒有力

量,因力在遻輯上不可能遵循:一旦被違反即行消失掉,因力它不可能履行.因力

吋同因素是最主要的:在吋同下之前,垓又夯未被違反;在此之后已被違反.沒

有第三种可能:一項火夯不是被遵守就是被違反。因而,停止的前提就是違反.

12 混淆的根源是停止患是与一項持笨性行力相朕系,中 新速一持袋性行力

給人以遵守了初圾〤夯的印象.但是,其隊上并未遵守,因力吋同因素9f履行垓〤

努是根本性的。下列例子也汻能說明同題:在外交代表被扣做人廣的案子里,初級

叉夯的內容是不得干涉受其外交身分保伊的人的自由.但是,一旦他們被扣作人

廣,咳〤夯就不可能履行:由于已被有效地破坏,它就扁于避去了.因 而在速科案

子里,法律強加了第二項又夯,即停止的叉夯.在扣留人廣吋,停止的〤夯与初級

又夯甚至不具有同一內容,因力釋放人廣需要私板的行功,而初級火夯的內容是不

作力。第一种法律朕系有自已的淵源,即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它 已

不再存在.︳ 取而代之的將是夫于回家責任的奈款所強制規定的新〤夯以及其他一些

旨在消除垓逮反的其他央豚后果的因素,如些一債杈人被剝李了一道釣債夯人所欠

他的資本吋的累私利息同題,或肘外交人反或使信信舍的仿害或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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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即使停止和恢复原狀均扁次圾規則,他們在概念上也必須分幵.冬管恢

复原狀暗含停止,但它是不同的.二者同時友生并不意味若停止就包含在恢复原狀

之中,或被
“
套入

”
了其中,正如特別拫告貝曾悅避的.回 到扣押人演的例子,他

悅,若人廣被送透要求使他們狹釋的目家,不法行力些然終止,但是,人辰仗伙荻

釋不法行力也可能終止,即便是那一行功早致了他們的死亡,例如,如果听任他們

受狂怒的暴民的赴置.

14 最后,他 一般來悅同意特別拫告長村不可能恢复原狀同題的分析 (同

上,第 85至 9U段 ).

15 淡到新的第 7荼草案,更具体的來悅夫子
“
久捏造重的

’
恢复速一概念 ,

他悅引出垓概念的第 2款 (a)和 (b)項 涉及兩介不同的要素:(a)項似乎是在

位用
“
合理性

”
的原則,垓原則是道用法律避程中的可靠指南之一.〔b)項則涉及

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一种美似于
“
危急狀況

”
的情形,但匡別是垓規定并不排除某

介不遵守其固豚〤夯的回家行力的不法性,而是免除垓回恢复原狀的〤夯。因此

(b)項似乎不恰些:其內容更多地涉及本委貝舍一決暫時通道的草案第一部分第33

奈第 1款 (ω 項.若刪除第7奈草案第 2款 (ω 項,垓奈整介來悅可以接受.

16 大于新的第 6奈草案,只 要能移清楚地理解,停止与收复原狀都是賠僗

的形式,他不反肘粹其与恢复原狀分幵赴理。力此,本委員套可以考慮采用
‘
而不

技害其己至引起的其他黃任
”
速梓一介更力明确的表迷,以便清楚地表明停止也是

一項責任,而不是一項初圾又夯°“仍然
〞
一洞位改力

“
久
”
一洞,而 “

作力或不作力
’

可由
“
行力

”
一洞來取代,行力包括以上兩介概念.

17 索拉里 .四德拉先生悅,特別根告貝肘分別赴理固豚違法行力和目狋罪

行的后果所提出的理由主要是方法上的,而且正如特別根告長在其初步根告中悅

的,“一旦結果怔明一部分可以不必分升楚理,恢复到多少扁于綜合的文本,就仗是

一介起草的同題
”(A/CN4/416和 Add1,第 12(b)段 ).在送些情況下,

知道特別才艮告見是否打算在垓草案夫于回狋罪行后果的一章中匡別目狋罪行和危害

人共和平及安全罪,以便赴理.速兩种情況下不同的后果尤其是在賠僕方面的后

果,是套有用赴的。

18 停止同題是特別寺艮告長最力重視的同題,在遠方面他狄其性辰和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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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未匡分停止和恢复原狀.他忕力停止的淵源是初圾規則而恢复原狀的淵源是次
圾規則。但是,苧悅和央踐并不t息 是匡分速兩种概念.在杕日內法的角度淡到令人

被回家些局任意拘留的案件吋,他悅,在一介沒有法治的回家,垓介人的荻釋一

或換句活號,不法行力的停止一 就被汏力是足銘了,而在一介法治回家中,狡釋
逐不是案件的終結,因 力受仿害的令人有杈要求回家給予賠僕.似乎在因狋公法上

也是如此;隨看目隊法律社舍的逐漸強大,停止和恢复原狀之同的匠別也舍越來越

明昱;違反回豚〤夯將越來越頻繁地不仗早致停止不法行力,而且專致以适些的形
式賠僕。回家央跩已絰有文例表明責任的速兩介方面.數年前,以色列些局安排在
阿根廷領土上綁架了前納粹分子阿道夫 .埃希曼,指控他犯有又絕种族罪.尒所周

知,埃希曼后未在以色列受常、定罪并被赴決,但是也位圮得,以色列政府沒有否

汏它由于不尊重阿根廷主杈而達反了回隊又夯,并向垓回政府遊交了一份它汏力等
于是賠僕的照套。

19 他汏力,固 豚責任速兩方面的匡別和它們之同的狌立性是沒有疑日的,

因而有理由分別用一茶來淡停止.但是特別報告見是打算將大于停止的新的第 6

奈留在垓草案有美因回豚不法行力而引起的法律后果的第二部分第二章中,逐是特

其列入第一章 (一般原則)(同上,第 2U段 )?

2U 美于恢复原狀,特別根告貝十分洋本地分析了苧悅和回家其跩.根据垓

投告 (同 上,第 64段 ),苧悅上有兩种主要走向:一种焚成恢复不法行力友生之

前存在的狀況,另 一种樊成重新建立不法行力如不友生本套存在的狀況.思管特別

才艮告長昱然螢成第二种思想流派,但是,速一傾向并未反映在新的第 7恭草案

中.在耿系垓奈草案提到有失回有化措施同題 (同 上,第 1U6段)和在此种情況

下不可能恢复原狀的同題吋,特別拫告見指出些代的苧悅肘在速方面恢复原狀的杈

利提出疑鬥.因 力固有化是一項合法行力而目家責任涉及不法行力,得出的錯梵就

是送祥的固有化不在責任的范目之內.然而,事其上,在回有化事件中得到賠儅的

回家可能在賠僕數額上可能碰到同題.

21 他汏力,第 7荼草案,特別是第 3款的案文可能引起一些昇決.元稔垓

奈款中所体現的規則多么有理,盤于在法律的其他領域中避去的絰牷,不能肯定它

能力人所接受.在違反其日內法的不法行力事件中,各日常常由于他回日內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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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障得而不能央施法律.在囝狋不法行力案件中,它們舍接受第 7奈那祥尸格

的規則喝?

22 弗朗西斯先生在淡到初步根告 〔A/CN4/416和 Add1)手言和第一

章所涉的一般性同題吋悅,他同意特別報告長采取的修汀垓草案第二部分第 6和 7

奈草案的念度.他特別同意強琱停止同題,換句活悅,強琱行力目的火夯,同 意草

另用一奈來淡受害目的叔利的想法.他也同意特別根告長提洪赴理回豚違法行力和

回狋罪行同題的方法,但有一項掠解,即本委長舍最終重新考慮遠介同題,看看所

沒想的速兩种亦法是否能移怭惆起來.他特在道些的吋候就本委員套是否位些以友

卡弗里先生的坪淹力指早的同題表明他的現魚,在遠方面他提到了目狋法委員套一

填暫時通迪的垓草案第一部分第 19奈 (固 隊罪行和囝豚違法行力).

23 他忕力,第二部分第 1至 5紊确央可以构成垓部分的第一幸,題力
“
一

般原則
”(同 上,第 9段),但是,一旦委貝套最后通避速些奈款,他汏力,第 5

奈的道些位置就泣垓是在
‘
用悟”

項下。垓奈款主要是解釋性的,肘一般原則沒有影

晌.他同意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第 21U3次舍洪)的現魚:夫于停止的新的

第 6奈草案泣垓列入一般原則之中.

24 夫于特別拫告貝提出的本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大鋼 (A/CN4/416

和Add1,第 2U段〕,他 同意物科夫先生 (第 21U5次舍以)的 意兄,人力需要界

定將列Λ夫于和平解決爭端的第三部分中的要素.

25 他完全同意特別投告貝夫于停止的分析和鎗梵 (A/CN4/416和

Add1,第 22、 31和 61段 ).停止作力一項后果主要來源于初圾火夯,在速介意

〤上它并非真正的法律后果,而是固隊不法行力的央豚后果.它 与其他后果不同,

不是來源于因逮反固隊又夯而戶生的新的法律夫系.在一日自己的机夫友覲并扑救

垓固意外的達反目怀火夯的案件中,尸格未啡,停止与源于垓連反的其他后果不是

同一美型的法律后果.

26 如果他理解正确,本努鈉先生 (第 2122次套洪)扒力停止与恢复原狀

是一致的。在有些情況下,些停止是朴救垓達反的手段吋确央如此,但是停止仍然

不同于恢复原狀,因 力它取決于達反固豚〤夯本身.若一日表炸了郜固然后又停止

了表炸,可能要求它肘敬害作出賠僕,但肯定不能要求它恢复原狀.因 此特別扳告

一弓 I4-



見琲
“
夫于停止的規則完全可以被想象力是一項可以悅赴在初致規則和次圾規則

‘
之

同
’
的規定

”(Aˊ cN4/416和 Add1,第 61段)是正确的.

27 夫于起草新的第 6奈 ,尤其是
‘〔具有)持換性 (的〕目豚不法行力

’
速

一措洞,他悅,特別披告長立垓更多地注意垓草案第一部分題力
‘
時同上有延袋性

的回家行力違反囝豚叉夯的時刻和期同
’
的第 25荼 .

28 夫于新的第 7奈草案第 1款 (c9項所提到的避重久捏的恢褒同題,他
汏力有用的是要牢圮第一部分第 31、 32和 33荼的精神,它們涉及不可抗力和意

外事件、危雅和危急狀況,如行力回促成了垓局勢友生,也不排除行力的不法性.

第 7奈垃垓表明,如恢复成力避分況重的久但是垓違反的后果,行力目不立垓杕

中得到任何好赴°

29 前任特別根告員所提出的第二部分第 7奈草案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泣,

他肘其也有一些保留,特別是夫于外你的同題,遠一同題垃垓根据世界上正在友生

的情況瑾慎地肘待.由 于他來自一介居民伋剛超逍 25U万 人的小回,垓 回另有
1UU万人已移民,因 此他肘速一同題特別敏感.些友生涉及外你的違反目陎〤夯

事項時重要的是要找出基于人道主火夫切的法律解決亦法,速种亦法特有助于改善
因達的而戶生的新情況所涉及的人們的命迂,速是一介完全不同干恢复原狀的同
題。

3U 史先生肘特別拫告貝所作努力表示敬意,特別根告貝患的來悅接受了其

前任提出的垓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大鋼,同 時又有他自己的理解并由于方法上的原

因作了一些改功.速梓,第二部分新的第 6和 7奈草案被提了出來以取代那些已

提交起草委員套的奈款草案.此种步驟是完全自然的.

31 特別拫告見在其初步報告 〔A/CN4/416和 Add1,第 2。 段)提 出

的╨銍修汀的大鋼与原大鋼在三介主要方面不同.首先,提坡用第二部分兩章分別

用迷固狋達法行力和國隊罪行的法律后果.其次,在遠兩美同題各自的赴理中,特
別拫告長又將央廣性和程序性的后果加以區分.第三,他 以整介第三部分規定和平

解決因指林的回狋不法行力而引起的爭端.人們可以鬥,提坡的改交是否合理.特
別拫告長在其根告 〔同上,第 16和 18段〕中,強琱悅,建洪的改交純粹是一介

方法回題,并不暗示他自已有任何打算要在任何有失的理淹或央隊同題上表明他的

-→巧一



立場.但是否有可能將方法与理梵同題分幵呢?例 如,特別根告真斷定,由于雎于

找到一介
‘最小公分母

”,所 以位垓匡%ll肘待違法行力和罪行的法律后果.但是,他

的前任在已銓送交給起草委貝舍的第2部分第 14奈草案中承沐,至少是暗示的承

汏,在各种因怀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之同存在若一种
‘公分母

’,最尸重的罪行除

外,后者他汏力有其自已的法律后果.因 而,赴理上的不同并非仗供由方法所決

定,而是由理梵同題上的不同現魚所決定.在特別根告長就有失草案第二和第三部

分提交其所有報告和奈款草案之前,本委貝舍不位迪早地就特別報告長所提洪的改

功作出決定.

32 夫于新的第 7寨草案他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意兄,汏力停止位垓与夫于賠

僕的奈文分升,并忕力就此提出的淹据一般來排令人信服.但是,有几焦坪梵逐是

需要友表.

33 首先,特別根告見悅 (同 上,第 31段),停止是有失不法行力本身而不

是其法律后果;在速介意又上,它不是賠僕的一种形式,并悅,作力一項〤夯和肘

不法行力的一項朴救措施,它是要月因子不法行力所違反的初級規則的持鎮和正常

的央施,而不是”因于由于不法行力的友生的錯果而起作用的次圾規則的央施.他

不能完全同意送一現羔。同其他委員一祥,他汏力停止和恢愛原狀都是賠借的形

式,它們常常結合在一起°例如,在受害方要求撤出一坎領土,釋放人廣或恢复原

狀的情況下就是如此。特別寺艮告長昱然知道籬持一种扱端立場的困堆,因力他指出

(同 上,第 32段〕,元淹如何,停止扁于戶〤的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遠是一些困

雎的理梵同題,他同意物科夫先生 (第 21U5次舍洪)的現羔,汏力在停止与賠僕

或特別是恢复原狀之同的匹別不位垓拉得大大.

34 第二,特別根告長特具有連袋性或在吋同上有延致性的不法行力与瞬吋

不法行力相匡別,并悅在前一种情況下停止才是重要的.同題在于持鎂性不法行力

的定〤,以及用于此种定〤的杯准.特別報告長回碩悅 (Aˊ cN4/引 6和

Add1,第 34段最后),本委員套在肘垓草案第一部分第 18奈所作的坪注中村持

鎮性不法行力和瞬吋不法行力之同的匡別送行解釋吋強惆,前者是
‘
一介草一的行

功,〔它〕延裝一段時同,且具有持久性
”,而后者是

‘
一介戶生持緻后果的瞬吋行

力
”
如沒收行力,就此本委長套表明,‘ 沒收一旦友生,此种回家行力就錯束,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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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持鎮性后果
”.特別拫告員不同意本委員舍在速一同題上的現魚,他焚成前

任特別扳告長阿戈先生和特里埃佩本先生的現魚 (同 上,第 35至 37段).然而,

特里埃佩本先生所主救的定〤若道用于某些外因人財戶的固有化,Jll可能肘央行因

有化的回家具有不能忍受的后果.有些回家今天仍然堅持,如侍筑固眛法所沒想的

所渭固有化的回隊拆准,肘它的違反持构成具有持笨性的不法行力,其形式力非法
接管外圄財戶.根据特別報告長的遻輯,速就需要停止垓行力,或換句活悅,需要

非固有化.正如特別根告貝所解釋的 (同 上,第 57段),停止一 与賠僕和更具体
的悅恢复原狀不同一 是沒有例外的.因 此,在送种情況下,要求停止可能舍危及
或危害有夫回家的社舍銓湃制度.速是一介特別拫告員庄垓考慮的同題。

35 夫于停止在
“
不作力的

”
不法行力中的作用,他不反肘特其列入第 6荼草

案中,但是他同其他委員、特別是巴示沃祥先生 (第 21U2次舍以)和托穆沙特先
生 (第 21U4次套洪)一祥,怀疑受害回要求履行原先的行力的〤夯是否能被林力
停止。坯有,特別披告貝承汏速介同題在理梵上和文踐上都有不确定之赴.

36 夫于恢复原狀的新的第 7奈草案整介來悅也可以接受,但也需要送行一
些坪淹。首先,在其肘于恢复原狀的概念的分析中,特別拫告長辦明了兩种主要的

解釋 (A/CN4/416和 Add1,.第 64段 ):一是涉及恢复放前存在的狀況,另
一介是恢复不法行力假如未友生本庄存在的狀況.但是,第 7奈望毫沒有表明他
變成那一种概念。速是很重要的一羔,因力送兩种定叉具有完全不同的含〤,正如

特別根告貝所承扒的那祥 (同 上,第 67段 ).就他自己來悅,他熒成粹恢复原狀
視力恢复狀前存在的狀況.

37 特別報告長將不可能的同題一 元淹是央豚上不可能、法律上不可能或

避分況重的血捏一 作力肘恢复原狀的限制來赴理。在法律上不可能方面,特別根

告長仗承汏根据一般回隊法強制性規范的不可能.因 而,根据第 9紊第 3款 ,各
回不得以其回內法障得力借口而不履行恢复原狀的〤夯.作力一項一般原則,速一
主張是有道理的,但速并不意味看完全旡襯源于日內法的障磚.他同意有些委員的

意見,他伸指出,有時很雅,甚至完全不可能,取消或撒銷日內法院的判決,特別

是高等法院的判決.些 然,根据有些回家的法律制度,如政府汏力一項紊的火夯可

能被達犯,政府能修介入法院的坼忪.但同時,八完法上排,政府可能不能脫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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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院的判決.送是恢复原狀在法律上不可能的一介明昱的案例.遜有,特別根告

見承汏有時必須考慮源于日內法的困堆,特別在沒收財戶的案件中.然而他卸將其

視力不是一介日內法上不可能的同題,而是將其視力一介由于久捏逍分沉重而不可

能的同題,如粹尸重危及垓目的政治、銓洴或社舍制度的同題.但是如持沒收行力

視力一項持絞性的行力一 根据特別報告貝前此在其拫告 〔同上,第 35至 39

段)中所理解的含叉一 男β就要求停止垓行力,在遠方面是沒有任何例外的.遠又

一次出現了停止与恢复原狀之同匡別的同題.

38 最后,他 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意見,汏力沒有必要力影晌外目人待遇的不

法行力建立一介特別制度.因 而,前特別根告見提洪的第 7奈草案庄予刪除,特

別才艮告見提出的理由 (同 上,第 1U4-1U8段 )、 特別是夫于區分肘一目的
‘直接

”

和
“同接

”
頡害与此并元夫駁的理由,可能就足以悅明庄垓刪除.不述,就有失外目

人待遇而言,遠一匿別肘回家責任制度仍然十分重要。由于速一匿別,在 些地朴救

亦法╨已全部使用之前或在元明昱拒免司法之時,回 家采幼它們公民的主攷是不合

法的.

39 迪正斯 .因 ≠雷新先生悅,由 于特別報告長提出的紊款草案特送交給起

草委炅套,力 市省時同,他將在起草委員套表明其夫于文字和央辰性同題的意兄.

4U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 (特別寺艮告長)感謝委員套各位委員,元淹是否同

意其提決,他們都力他提供了正是他所尋求的指早。在意錯討淹吋,他粹按照其初

步甘艮告 (A/cN4/416和 Add1)的 次序,杕似洪中的垓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

的大鋼幵始,然后先討淹停止再討梵恢复原狀.

41 失于似洪中的大鋼 (同 上,第 2U段),他注意到凡乎所有就此寺題友言

的委員都提到固抔達法行力和回隊罪行之同的夫系.正如他已絰解釋的那梓,他提

洪分別史理逮法行力和罪行只是因力他忕力,達法行力較力人所知并較易赴理,而

罪行是一介較不力人所知和更堆于赴理的領域,至少肘他是如此.作力一項原則同

題,他不反肘
a此

外
”
送一亦法 (同 上,第 11段〕.但是,盤于固隊法的友展和在

垓草案第一部分第 19奈草案中肘固坏違法行力和固隊罪行所做的區分,如果杕一

千始就不加Σ分地赴理兩美目豚不法行力,只是象
“
此外

’
方法那梓有一羔因別村他

來排似乎相些奇怪。他雞絞相信,只有在深入赴理違法行力之后,他才能移在本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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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舍任夯的最困雅部分很好地力其服夯,即在目狋法逐漸友展的范日內,殶汁和系
統地表迷道用于罪行所有或庄有的特定后果的一項制度。

42 些然,在他至今所以汀的奈款草案的某些地方,包括他在其第二次根告

中所要提出的某些地方,有一些可能多少完全适用于罪行和達法行力的因素.但他
沒有足姼的信心保怔堅持速祥一种結稔.例如,他在初步投告里悅,夫于停止的規
則及力其革列一奈的做法可能被怔明肘罪行比肘違法行力更重要,同祥的意兄道用
于朴儅,在第二次根告中特涉及朴僕同題.但是,他不能肯定其全部含〤.例如,

朴儅的一切形式,也許不全都道合作力村犯罪的賠儅.在 目前他捏任特別報告見的
速一初始險段,他也不能肯定在友生任何達法行力吋泣有何种程度、何种奈件下、
何种形式的朴僕.如最后的奈款草案同時不依要赴理違法行力而且也要赴理罪行 ,

那么解決任何意兄分歧就更不容易了.科男馬先生 〔第 21U5次舍洪)看到了速些
因雅,他暗示需要探索在達法行力和罪行兩介領域之同的不法行力的

‘
灰色領域

”
,

而巴水謝戈夫先生 (第 21U4次套破)指出,在回內的刑法典中,立法者界定連法

事項,然后指出与達法尸重程度相位的刑研.但是,正如巴水謝戈夫先生所強琱
的,本委員套正在赴理的是回陎不法行力。因此,他 (特別報告長)并不汏力本委
員套現在是象在回家刑法典中一祥界定違法耞 一 或撅 刪 一 或規定刑研:

速里一方面是回狋達法行力,另 一方面是回豚罪行,夫于二者都沒有一介現有的明
确和元爭坡的定又界定具体的不法行力 (某些泛泛和界定不些的罪行种美除外)或
道用于罪行的刑罰或任何愆研机制。他也不相信可以輊而易犖地將回家刑法的典型
模式移植迸目隊法。他至少不能象巴水澍戈夫先生曾暗示的那祥立即容易地那么

做.

43 格雷夫拉特先生 (同上)汏力不位垓設想任何性廣的愆田,甚至央隊上

不位沒想愆兩性的賠儅金。此外,巴本謝戈夫先生悅,他不清楚恢复原狀是否能鉹
道用于因隊罪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道用,但也很有可能并非第二部分新的第 7

荼草案的所有奈款都同祥地道用于罪行和違法行力.因 而似乎可取的是,本委員舍
象第 9紊 中所提洪的那祥首先就達法行力的法律后果作出一項決定,然后再看速
些法律后果如果能移道用于罪行.

44 他相信本努幼先生 (第 2122次舍洪)同 意他91目 狋達法行力和目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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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同匹別的分析,思管他可能在后果方面走得大迒,根据本努鈉先生的意兄,第

一部分第﹁9紊 由干涉及刑法种美而使夫于垓寺題的編暴复染化了,遠种刑法种美

与固怀現央毫不相夫,并可能在犯罪炎罰方面造成因堆.換句活悅,本努幼先生正

确地強琱了垓寺題的困堆之赴,似 乎想去掉第 19柔 .就令人而言,他元意送么

做,其原因正是使巴本謝戈夫先生 (第 2● U4次舍玟)急切地希望看到罪行的后果

立刻得到用明的那些原因.格雷夫拉特先生原則上同意他所采用的方法一 即送行

有失的區分一 但他袒心的是,夫于罪行的分別的茶款可能汏刑罰方面似汀;因力

他忕力,特道用于最尸重的達反目狋叉夯的制度解釋力一种刑法上的責任是一种淏

解。他不同意速种現魚,并提醒各位委長,根据前任特別拫告長阿戈先生和其他并

多苧者的現羔,回 狋不法行力的后果并不完全限于賠僕.在任何賠儅形式中,除了

純粹的賠僕因素外,透有一种恁罰因素,甚至在逮法行力中也道用,速在外交央跩

中十分清楚.但他确其承人很堆想象肘一介回家的愆研一 更不用悅肘其央施愆罰

了°第二次世界大成以后,有三介大回确央受到愆田,但那种恁現在于找切的失

敗,而且其坏上是愆赴危害和平与人爽的介人罪行的前提.但在遠方面,托穆沙特

先生 (第 21U4次套洪)正确地指出,位 些根据人民的利益來考慮肘賠儂可能性的

某些限制,因 力不可能恁罰一介回家而不愆研其人民.然而,必須沒想一些恁罰的

形式一 強制措施的形式.比如,十分清楚,在達法行力的情況下,朴僅是一种愆

冊形式′冬管在那一情況中,愆罰在其大多數的形式上是由受害囝提出的,而且汰

某种意〤上啡,正是仂害固愆罰自已.

45 夫于停止,也必須區分逮法行力和罪行.有夫罪行恭款的措洞必須要比

有失逮法行力或其他日眛不法行力的措洞更加強烈.

46 第二介主要的方法同題,是 因別夫于賠僕及其形式的央辰性后果和9I抗

措施意火上的那些措施,后者他理解力确保停止,恢复原狀,金找賠僕和朴供的基

本上扁于手段性的后果.此种措施有一些先決奈件,可被秘力
‘
預先措施

”,如受害

回在采取措施之前泣垓采取的步驟.它們是
‘
執行

”
的一部分,冬管前特別報告長在

垓草案第三部分中涉及送些同題,他卸傾向于特其放在第二部分,与措施放在一

起.速是他背萬其前任所提決大鋼的第三魚.似乎村他來啡最后兩介方法同題一

共廣性后果以及用于取得送些后果的手段之同的匡別,以及措施和
“預先措施

〞之同

——
9U-



的匡別一 比達法行力与罪行之同的匡別較少爭決.只有一位友言人,格雷夫拉特
先生肘央廣性和程序性后果之同的匡別表示保留,夫于他的執行的概念,或換句活

悅
“
預先措施

”
的概念,凡乎元人表示保留.

49 格雷夫拉特先生接受上迷第一介匡別,奈件是不特其視力免村的,他相
些/fN意 同意速一羔.些 然,賠佳并非完全是其演性的,措施也并非完全是程序性
的。夫于罪行与達法行力之同的匡別,格雷夫拉特先生夫心的是,此种匡別舍早致
就尸重的違反事項肘回家

‘
定罪

”.在速一羔上,他 (特別拫告貝)汏力一 拉扎凡

德拉朗博先生 (第 21U2次套洪)和其他一些委員似乎同意他的現魚一 賠儂主要

是其廣性的,只 有在故意或逍失情況下才荻得一种程序性廣,例如,夫于朴僗或恁

兩性賠儅金,在遠种情況下它就十分接近于刑罰同題,正如在最尸重形式的違法行

力的情況下,更不必悅罪行了.措施主要是手段性的,在送介意〤上,也伙仗在速

介意叉上,其力程序性的,因力其本身并非目的,它們服夯于一种目的,即作出賠
僕或迸行愆研。將其視力央廣性的就意味著它們患是愆打性的、是根复的一种表現

形式和受害中的一种叔利.他宁可粹其視力致力于某种目的坼褚的一些手段,即 ,

确保肘最常兄的達法行力送行賠僕,并可能肘最尸重的行力送行恁研.

48 夫于拭行和他考慮第三部分的方法,村此他打算粹
‘
預先措施

”
列入第二

部分,而仗伙特解決爭端列入第三部分,速似乎得到了包括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 (第 21U3次合以)、 凱西先生和哈索內先生 (第 2” 2

次套洪)在 內的洋多友言人的螢同.他 的方法是基于速祥一种信念,即 ,回家采取

的作力措施合法性的先決荼件的步驟必須与措施本身同時考慮.他不能理解,若不

澄清在何种情況和何种坏境之下不能移在沒有采取預先步驟吋采取措施,如何能移
在相同的情況下赴理措施用題.至于有失速种奈件的奈款庄垓放在堵如肘等或根复

措施有失的奈款之前或之后的同題,看來合理的是它們庄垓祭接在它們之后,以表

明速些措施合法性的一般奈件.似乎速些奈件是些執行的小同題而粹其好入第三部

分可能是危險的.必須清楚地表明,戶林的受害目仗仗根据唯一的草方面主板意

兄,甚至不交換外交照套而立即采取措施,不座成力通例.在速一魚上,作力一今

編祭和逐漸友展的同題,他肘仲裁庭在空迋林定案中友表的尒所周知的概括性的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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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意兄持強烈的不同意見.s 冬管他肘作出垓裁決的杰出的仲裁員怀有一切庄有

的尊重,但他汏力垓裁決村只有
“強有力者咡匕姼采取的做法所升的ㄇ大鬼,本委具

舍完全位垓道黃速祥的做法.

49 冬管垓草案第三部分极不可能載有在和平解決爭端方面的革命性步驟,

他特冬力恢复在就 《夫于各目依秩合目先章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固狋法原Jll宣

言》中和平解決爭端原Jll的提法所送行的不成功的淡判期同,他代表意大利与荷

〨、日本、馬送加新加和送荷美 (現在的只守)一道提出的提快.6 他逐回碩

悅,他向起草垓宣言的委貝套提交抗洪文件正是因力和平解決的原則在最后通迪的

文本中,被頑固地坤淡了。但是,在一套夫于黃任的奈款方面,有必要現央地考慮

第三方解決程序遠一同題。不泣垓忽視,在拷如回家黃任遠种戶泛的領域,各目接

受任何強制性的第三方解決程序特意味著,不管所涉利益的沖突是多么地尸重,它

們因達反了戶生于任何領域的任何固狋法規則的任何〤夯而服狀速种程序.昱然 ,

要各目接受速种況重的承站是很雅的.

5U 在結束他肘似以中的草案大鋼的坪淹吋,他悅,揚科夫先生 (第 21U5

次套洪)和 弗朗西斯先生正确地表明,大鋼肘草案的第二部分十分精确和具体,但

9I第三部分都近非如此,第三部分只有杯題。他解釋悅速并非由于疏忽,而是由于

他是一步一步的前迸, 目前,他不能肯定第二和第三部分具体是什么錯构或具体是

什么內容。

田 另一柔意見与披告的提交有夫.他 同意速些投告庄垓及時提交,并強琱

他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避免任何拖延.同 時,不可能指望他一下子、即在一份技

告中包括所有在第二部分的第 6至第 16奈草案中所涉及的全部同題,遠些奈款現

在已送交起草委貝套.回家責任是一介巨大的寺題,他肘本委貝套和大套第六委貝

合同祥也久有重大黃任。最終持体現在荼款草案、也可能載入一項公的的那些規

s 
夫于 1946年 3月 27

年 12月 9日 裁次,(耿合回 ,

E/「 8UV7),第 417烎 .

6 
大全 197U年 1U月 24

日美利里合尒固和法固締結的空逼林定案,1978

《目隊仲裁裁決集》,第十八卷 〔出售品編咢 :

日第 2625f××V)咢決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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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泣包括村回隊法任何規則的達反,并在其遇避之后鑑袋敬期生效.此外,不依
由本委員舍而且由特別根告長所似汀的任何一組奈款草案近在其最終成型之前就引

起各目政府和苧者的注意,有 .f甚 至在一凌常決結束之前就引起了注意.很遺憾的

是,他相信,他剛才提到的那些奈款草案冬管有其元可爭辦的故赴,但狄本寺題法

律的編集和逐漸友展的角度來看,它們仍然不能令人滿意.至今所收集的材料和仍
然需要收集和分析的材料數量是如此之巨大:初步扳告中有其央例,即將提交的第
二次根告中有更大量的夫于賠僕、賠佳金、利息和扑佳的央例,第二次拫告特錯束
夫于賠偕同題的常洪.因 此,本委員套沒有理由悅它面前仗有夫于回家不法行力的

其廣性后果的共兩介奈款草案,因 力它已銍可以有一介夫于所有這些后果的相些具

体的,息 的概念。在下一屆套以上,委 員舍粹舍收到有夫措施和‘
預先措施

”
的奈款草

案,并有希望在隨后的一屆舍以上,收到美于罪行后果的紊款草案.

52 淡到停止同題,他注意到已提出了三介向題:停止的性廣和与賠佳的夫

系,与 它有失的奈款在奈款草案中的位置以及新的第 6奈草案的措洞.

53 美于第一蕉,他注意到巴你沃菸先生肘他夫子有別于賠僕的停止的喵時

性定又提出了疑同,托穆沙特先生和本努幼先生也程度不同地提出了疑同.但是 ,

他相信,速些委員所悅的与他自己的立場并不矛盾。他日麼悅他承汏停止不法行力
的〤夯思管源于最初的初級規則,它也是已絰幵始達反垓規則速一事央的一項后

果;在速一意〤上,停止的〤夯林戶〤上琲是不法行力的后果.遠就是他在初步拫

告中努力要解釋的一羔,同 時他強琱停止常常是不可兄的,因力它包括在恢复原狀
之中.因 而,他不否汏停止以不法行力的幵始力先決紊件:送一羔十分明昱.

54 些然,他未能提靖本委員舍注意,央狋上出現在仲裁庭面前的各朴救措
施之同的套迸夫系,海斯先生 (第 21。 5次套洪)和 B9L西先生八根告中充分地理解
了速一魚.在遠方面他提到固菅扶道公司案 (Aˊ cN4/4● 6和 Add1,腳注

59)得到了H9L西先生很好的理解,它 不垃垓按巴水沃薜先生 (第 21U2次舍以)

所建以的方式來解釋.

55 但是垃垓指出,停止包括在賠儅之中速一避程并非患是出現,在有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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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下一 一介央例是夫于在德黑〨的美固外交和領事如 案
’ 一 停止肯定在

先.的确,有可能想象其他一些停止力有夫政府所主要夫切的局勢:例如,逐步抃

展村一決領土的占領或違反奈的法或一般目沶法在一日內肘外固人的叔利和自由逐

步加以限制,逐有由于或因力一項制度而持鎮地達犯人杈,爪而构成永久和系統地

造反奈的法或一般囝豚法.

56 夫于有些友言人指責他引出的
‘初象

”
和

‘
次圾

’
規則之同的匡別同題,他

強調,他正是以速介因別作力停止的狙立而不一定是孤立的作用的基袖.些 然,他

不想迷信速一匡別,因 此,他淡到了
“
灰色領域

”
。如果他投告中的某些段落,如索

拉里 .日德拉先生和史先生引用的那些段落,可能在遠一羔上引起疑日的活,垓根

告第 32段庄垓消除這些疑同.在遠一魚上,史先生汏停止和恢复原狀的現魚,肘

固有化同題提出的意兄十分貼切,他很仔細地注意到了速一羔.

57 至于有失停止奈款的位置同題,他相信它們庄在夫于各种形式的賠儅奈

文之前,但在第一部分之后。因此他螢成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的建洪,將它們

列入第二部分第一章的一般原則之中°

58 夫于新的第 6奈草案的措洞,他指出他使用了
“
仍然

”
一洞,而沒有用

“
久
”
一面,以便強調回家叉夯的永久性和初級規則的持久性,任何數量的達反都不

能使其消失。

59 格雷夫拉特先生就第 6荼提洪的措洞 (第 21。4次套洪,第 31段 )等

于悅,根据受害目的要求,行力固有停止的叉夯,垓措洞的缺陷是削弱了本來中用

迷的規則.他在起草第 6奈吋央怀上考慮造一灰需由受害目提出一項要求的提

法.他特速一提法摘置一道是考慮到了送种提法肘默扒同題可能舍戶生的影晌.呆

幼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提以堆道就不意味若受害目的況默舍被很容易地解釋力默汏?

他洗他可以接受人們,尤其是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出的夫于吋同上延絞性概念的

另一建以°

6U 最后美于恢复原狀的同題,他解釋悅,他 与格雷夫拉特先生、巴本沃薜

’ 兄第 21U4次舍以,腳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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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和史先生不同,而 与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凱西先生、海斯先生、表卡井

里先生和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一祥,嫈成陝复原扶概念的戶〤解釋.在速一魚上,

他即將提交的第二次報告提出的第 8朱充分地用明,賠僕粹作最戶〤的理解,即

在速梓的惹〤上理解:它位早致重新恢复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舍存在的狀況.他希

望隨后的朵款草案,尤其是夫于現金賠僕的奈款能鉹消除、至少部分消除人們村新

的第 7奈草案第 1和 第 2款肘恢复原狀〤夯所規定的各种限制的袒心.那 吋將可

看到,因援引第 7奈第 1和第 2款 中所列的理由之一面免除其恢复原狀又夯的回

家仍然有叉夯通道金我賠僕9,I朴垓拐害.

61 在回答巴哈鋪先生夫于泣垓在第 7奈 中使用拉丁文用浯 restitutio㏑

integrUm的建洪 (第 2122次 舍以)吋 ,他解釋悅速可能引起混淆,特別是因力

垓用悟在多馬法‵民法和普通法中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意〤.在答憂托穆沙特先生

的意兄吋,他表明在他的第二次擬告中將涉及賠儅金及其利t息 的同題.

62 夫于哈索內先生就新的第 7奈草案第 3款提出的宣布元效同題,他悅他

不了解囝狋法院如何能移直接宣布一項目內立法規定或回家法院的判決元效.固 隊

法院只能根据案情宣布某項回家法律的存在或效力的回狋非法性并向垓回友出一項

強制令.要由后者久黃疲止或取消阻得恢复原狀或其他形式賠僕的規定或判決.

63 最后,在答复主席的同題吋,他悅他樊成將新的第 6和 9奈草案送交起

草委貝套。

64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不反肘特速些奈款提交給起草委員套,但他日道希望

起草委員套就它們做些什么工作.

65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 他就汏力本委員合同意將特別投告長提交

的第 6和 7奈草案送交起草委員套.

就速祥坡定.

下午 6時 1U分散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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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28次舍洪

1989年 6月 29日 星期四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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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索肉先生、H9L西先生、巴本沃伊先生、

巴本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

网≠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多馬

先生、咼希馬先生、袁卡弟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庫納斯先生、塞普示籬送 .古鈇雷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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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洪程項目1U9

正非法律林商委貝舍視察貝的友言

1.主席清思詹加先生以皿非法律怭商委貝舍現察長的身分向因豚法委貝舍友

言。

2 恩詹加先生 〔正非法律+.1商 委貝套現察長)悅 ,正非法律+.1商委員全极其

珍祝它同固豚法委員舍早在 196U年代就建立起的侍筑夫系.近兩年來,他一直捏

任法律柲商委貝舍的秘串故,他堅信,垓委員舍全体成見都決心努力加強速兩介机

构之同的夫系.

3 法律怭商委長舍曾有幸次迎固豚法委貝舍前主席迪JZ斯 .因 芛雷斯先生前

去參加垓年早些時候在內多半召升的法律怭商安貝舍第二十八屆舍洪,并肘他所作

的內容丰富的友言深表感謝。法律林商委員舍在避去几屇舍以上按照其章程的規定

申以囝隊法委員套所作的工作吋,都有目隊法委員舍的一些現任委員和前任委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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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中兩名前任委員,埃利工斯先生和已故的幼格德拉 .辛格曾捏任避法律林商
委員套的主席.

4 法律林商委員套板力欣賞回隊法委員舍在回隊法的逐漸友展与編集中所起
的作用,并變汻它在肘回狋社套至夫重要的同題上所作的避幼工作.並非地區的各
回政府肘回隊法委員全以程上的三介項目有若特別的共趣,速就是:夫于因隊法不
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抽害性后果的回隊責任;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鋊免;和回狋
水道非航迋使用法.第二和第三介項目被長期列在委員套的玟程中,現在逐被列入

其目前的工作方案中°此外,回家的管轄豁免同題是 1984和 1987年召幵的兩次

法律+.+商 委員合成長固政府法律碩鬥套以的主題.法律林商委員套自195U年代后

期就幵始肘速一同題感共趣,現在隨看回隊法委員套幵始有失垓寺題荼款草案的二

旗工作,它 的米趣些然交得更加液厚了.

5 1967年 ,法律+.+商 委員套首次持一介題力
“
回你河流法’

的項目列入洪
程, 自那以后, 曾在几屆舍以上肘其送行避常以.各成長回肘垓同題的派厚共趣是

很容易理解的,因 力忤多世界大河,如尼多河、尼日本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
幼友拉底河等都流銓它們的領土.然而,1985年在阿害沙拳行的全洪決定,推退

肘速一項目的迸一步常決,直至回隊法委員套在送一寺題上取得足移的迸展.法律
林商委員套現在汏力,在特別寺艮告貝羑卡弟里先生的有力指專下,固 你法委員套已

絰取得重大迸展,因此,它 希望將垓項目再次列入自己的洪程 .

6 法律林商委長套的汻多成長汏力,越境特移和傾倒危險和有毒疲物央你上

是因狋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責任的重要方面.速种夫切曾成力通避了 1989

年 《夫于管理危險皮物越境持移及其赴置的巴基本公的》最近一次套坡的以題.人
們希望,法律林商委員合成長回政府法律願同舍洪持常以垓公的,以便在速一令人

极力夫切的同題上力垓地Σ的成見回提供祁助 .

7 法律林商委員套第二十八屇套洪決定提洪在妞的召幵大套第四十四居套洪

期同,与 回隊法委員全合亦一介有失上迷三介寺題的村梵套.速种忖淹套特大有助

于遠兩介机拘今后就速些寺題幵展的工作.朕合囝秘中赴同意力 1989年 1U月 9

日至 13日 的忖淹套提供便利.他逐希望回狋法委員舍清速些寺題的特別根告見出

席討稔舍,并希望有冬可能多的回隊法委員全委員參加甘淹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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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他在肘法律林商委員舍目前的工作方案作出泙梵吋回厥悅,垓委員舍曾在

1985年起草了一項有失促使各成長固更ㄏ泛地利用目豚法院的研究報告,垓根告

已在耿大第四十屆舍以上分友.1 在垓拫告得到私板反座后,法律林商委長套又

在 1986年 与固怀法院合亦了一介忖淹套,并持起草一介后袋根告供垓委員套下屆

舍以常洪。

9 根据瑛合因与正非法律林商委員舍的合作方案,垓委員舍持再次就第六委

貝舍持在大全第四十四屆套以上常洪的一些逸定項目的法律方面起草倚要意兄,其

中包括村回隊法委員舍本屆舍洪工作的意見,以及肘与法律林琱委員舍一般工作方

案有夫的其他項目的意兄。

1U 法律林商委員舍一貫非常重視海洋法,曾 在第二十八屆全以上決定收复

海洋法小組委員舍,并指示其秘半赴起草一項有失囝狋海底管理局呆亦部ㄇ一一企

╨部一一与法人其体,特別是友展中回家的法人央你的合菅企ㄓ的概要.

11 法律柲商委員舍工作方案上的其他瓨曰包括起草有失在友展中回家海岸

傾倒有毒疲物的研究拫告;碓 民的地位和待遇;違反固豚法將巴勒斯拉人班逐出境

同題;匹別回隊恐怖主〤和民族解放迋功的杯准;逃犯的引波;友展中回家的債夯

久袒;固 怀法中的
“
和平匡

”
概念;印度洋力和平匡同題;工╨合菅企ㄓ的法制 :

正非和太平洋地區回家同睦郃夫系法律文串的要素;目 豚更易法同題;以及建立一

介适用于正洲和非洲友展中回家銓游活功的法制研究和友展中心的可行性研究。

12 最后,他代表法律+.-商委長套邀清固怀法委員套主席代表垓委員合出席

199U年 4月 在北京召亓的法律1.-商 委長套第二十九屆全以.

13 主席感涕正非法律林商委員舍視察貝所作的友言,以及他向回狋法委員

舍友出的派代表參加在北京召升的法律1.+商 委員舍第二十九屆套洪的熱情邀清.垓

委員套就回家的管轄豁免和目隊水道等寺題所送行村梵的錯果旡疑特有助于委員套

的工作.回 豚法委員套完全支持似于鈕的犖行的討梵全,他确信兩位有夫的特別根

告貝將呆意參加垓討淹全:

14 迪正斯 .因 蘚雷斯先生感榭正非法律林商委員舍通逍其現察真熱情砍迎

1凡 A/4U/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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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力目隊法委員套的代表參加法律林商委員舍第二十ˊ
、
屆套坡。他元須洋迷遠兩

介委員套在今后固隊法的編象工作中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15 史先生感甜巫非法律林商委員舍現察貝就垓委員套的工作所作的內容板
其丰富的友言,垓委長舍是工非回家同就共同感共趣的法律同題帶行怭商的一介重
要組致.他避去曾參加避垓委員全的兩屆套以,放体舍中汏法到,目 狋法委員套和
法律林商委長舍之同的合作是互利的.他相信速一合作今后粹得到加強.他确信 ,

法律怭南委員套在 199。 年召幵下屆套洪吋,粹受到北京人民的熱烈砍迎.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

的外交邯袋的地位
(A/CN4/4U9和 Add1-5, 2  A/CN4/417, 3

A/CN4ˊ 42U, 4 A/CN4/L431, E市
,

A/CN4/L432, 〡LC 〔×L｜) ˊConfFloomDoc1)

(以程項 日 4)

起草委員套提以二旗的紊款草案
5

第 1至 32荼和第一和第二任摔決定半草案

16 主席清起草委員舍介紹垓委員全二旗通避的第 1至 32奈草案以及第一
和第二任捧以定串草案 (A/cN4/L432).

17 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肘起草委員舍各位成長的

合作和努力工作表示感謝,同 時也村在起草委貝套的甘淹中起到私极作用的固豚法

2特
我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3同
上.

4特
我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5目
你法委員套一決暫時通遊的奈款草案裝載于 《1986年⋯⋯年盤》,第二

卷 (第二部分),第 24頁起各頁.坪注兄同上,第 24烎 ,腳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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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貝套其他委員表示感甜.他特別螢物特別拫告長的不懈努力和私极性.他透肘秘

中赴,特別是杰奎琳 .多 芥、馬渃什 .拉桑哈尼和馬努埃水 .拉馬一蒙塔水多表示

感謝,他們构成了一支堪林楷模的优秀的秘半赴臥伍.

18 在二旗險段,起草委員合力困冬可能少地修改目豚法委員舍一漾哲吋通

迂的集文,同 時充分注意各固政府表示的意兄及特別報告長根据送些意兄提出的修

改建洪.

19 除 1至 32荼外,起草委員套的根告 (A/cN4/L432)逐 載有兩介任

摔洪定半草案,分別涉及特別使困信使和郎袋地位和普遍性固隊組欽信使和郎袋地

位.他建以固豚法委員舍逐一常洪送些紊款.

第 1奈 (本紊款的范園)

2U 起草委員套提洪的第 1奈案文如下:

第一部分

一般規定

1紊  本奈款的范園

本奈款道用于回家力同元淹何赴的垓固使因、領倌和代表困之同送行公夯

通爪,以及速些使困、領信或代表困同派遣固之同或彼此之同送行公夯通訊所

用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

21 起草委員舍肘一填通避的第 1奈未提出修改意兄.思管听起來可能自相

矛盾,它并不意味著速些奈款本身的范園都籬持不交.

22 第 1奈規定,送些荼款适用于一
“
因
”
同其

“
使困、領倌

”
和

‘
代表困

”之同

送行公夯通訊,以及速些使因,領倌和代表因同垓回之同或彼此之同送行公夯通氓

所用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邯袋.第 3奈 (用 悟)肘銍速祥一般性界定的本奈款的范

園作了澄清,一旗通遊的第 3奈把下列各項均列入本草案的范目:1961年 《維也

納外交夫系公的》所指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

所指的領信信使和領倌郎袋;1969年 《特別使因公的》所指的特別使因信使和邯

袋;以及 ●975年 《維也納夫于回家在其肘普遍性回隊＿ql欽夫系上的代表杈公的》

邪

�祤

——63。
——



所指的常駐代表因、常生視察因、代表困或視察困的信使和郎袋.6 然而,遠一
范園近非十分戶泛,因力第 33朱規定了任捧性芹明,根据速一魚,任何回家可在

表示同意接受本奈款的束吋或其后任何時候作出限制本奈款范園的戶明,指明它村
某美信使和郎袋持不道用速些奈款.由 此可兄,冬管垓范田很戶,每一回家印可借
方明粹其縮小.

23 規定可作出任摔性戶明是力反映一些政府和委長套委員夫于本奈款的范

園避于戶泛的意兄.它們汏力,第 3奈所提到的四介公釣中的某些公的伙得到少
數回家的批准或接受,所 以,不是速些公的締豹目的回家和反村速些公的的回家可
能決定不成力速些奈款的締的方.另 一方面,有人指出,第 33奈破坏了本荼款的

一介主要目的,即力所有信使和郎袋建立一介統一制度.特別拫告員在其第八次拫

告 (A/cN4/4● 7,第 277段)中建坡,盤于第 33奈只得到徵少的支持,洋多
委員又肘其持重大保留意兄或反肘意兄,所 以泣加以刪除。

24 起草委員套決定提洪按照特別拫告員的建洪刪除第 33奈 .它 逐決定提

洪縮小本奈款的范園 ,排除 1969年 《特別使田公的》所指的特別使困的信使和

郎袋。凡希望將本來款道用于速种信使或郎袋的回家可成力他特在晚些時候村其加
以坪淹的任捀決定串的締的回。鎕小本奈款的范園并不需要肘第 1奈作任何修
改,只 需刪除第 3奈 中提到特別使困及其信使和郎袋的第 1款 (1)(c)、 (2)

(c) 矛● (6)  (b).

25 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員)感蝌起草委員套主席的溢美之洞,同 吋也感

榭秘半赴的即助。

26 他簽同起草委員公主席肘本各款的范園作的一般性解釋j并希望遠兩介
任摔性以定半能姼增加送成戶泛的一致意兄的可能性.

27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將汏力固豚法委員合同意通避第 1奈 .

第 1奈通道.

6速 四介公的被林力
“
編集公的

”
。垓 1975年公夠在下文中林力1975年籬

也鋪回家代表叔公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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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各 (不扁于本荼款范園的信使和邯袋)

28 卡菜男 .男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介努起草委員全就第 2紊

提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2朱  不扁于本紊款范目的信使和郎袋

本奈款不适用于特別使市困或固怀鈕欽公夯通訊所用的信使和郎袋的事其

不位影晌:

(a) 送美信使和邯袋的法律地位 ;

(b9 本奈款中按照固隊法不淹本奈款有元規定均道用的任何規則肘送

美信使和邯袋的道用.

29 第 2奈的用意是在回豚法委員舍正在起草的主要文#中提及特別使困和

固狋組玖公秀通訊所用的信使和郎袋,因 力已銍決定在任掙洪定中中草狼地洋＿工m涉

及送些央体。

3U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凡,它將汏力固狋法委員合同意通造第 2奈。

第 2朱通道.

31 巴哈納先生悅,冬管他不反肘通道第 2奈,但他不人力有必要提醒持筌

署或不筌署任摔決定中的回家目前已絰有了道用于特別使困和固狋姐銀的信使和郎

袋的回你法奈款.

32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炅)悅 ,第 2紊是一項很有用的保障奈款,它粹

在速兩項決定串的范目未涉及的情況下力民族解放迋功的通訊和其他通訊提供保

伊.

第 3奈 (用 悟)

33 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就第 3奈

提以的案文,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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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恭  用悟

1 力本紊款的目的:

(1) ‘
外交信使

”
是指篷派遣固正式授杈,或故期捏任或在特別切合作力特

派信使捏任:

(a) 1961年 4月 18日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所指的外交信使,

(b9 1963年 4月 24日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釣》所指的領信信使,

(c) 1975年 3月 14日 《維也納大于回家在其肘普遍性固狋姐欽夫系上的

代表杈公約》所指的常駐代表因、常駐現察因、代表因或現察困的信使,受托久黃
保管、迂送和送交外交郎袋,用 于送行第 1奈所指公夯通訊的人長,

(2) “
外交郎袋

”
是指元淹有元外交信使伊送的,裝載來往公文、公夯青用

文件或物品,用 于迸行第 ●奈所指公夯通訊,附有外部林圮,可資洪別其性廣力
下列郎袋的包裹 :

(a) ●961年 4月 18日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所指的外交郎袋,

(b) ●963年 4月 24日 《維也幼領事夫系公的》所指的領信郎袋 ,

(c) 1975年 3月 14日 《維也鈉夫子回家在其村普遍性固沶組象夫系上的
代表杈公的》所指的常蛙代表困、常駐現察困、代表困或現察困的郎袋,

(3) “
派遣回

”
是指向或汏其使困、領信或代表因友送外交郎袋的回家,

(4) “
接受回

”
是指在其領土上駐有派遣回收友外交郎袋的使因、領倌或代

表困的回家,

(5) ‘
避境回

”
是指外交信使或外交邯袋途中銓遊其領土的回家,

(6)  “使因
”
是指:

(a) 1961年 4月 ●8日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所指的常沒使信,

(b9 1975年 3月 14日 《籬也納夫于回家在其村普遍性固豚組欽夫系上的

代表杈公釣》所指的常蛙代表困或常駐現察因,

(7) “
領倌

”
是指 1963年 4月 24日 《籬也納領事夫系公的》所指的患領事

倌、領事信、副領事倌或領事赴,

(8) “
代表困

”
是指 1975年 3月 14日 《維也幼大于回家在其肘普遍性回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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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象夫系上的代表杈公的》所指的代表困或現察因,

(9) “固怀組象
”
是指政府同鈕豕。

2 本來第 1款有夫本奈款用悟的規定不妨磚其他固隊文中或任何回家的日內

法肘速些用悟的使用或給予的合〤.

34 由于特別使困的信使和郎袋將被排除在本奈款的范園之外,并粹在一項

任摔洪定爭中站及,所 以第 3奈 中凡提到速种信使和郎袋及特別使因本身的規定

已全部刪除.

35 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長)在肘第 1款 (1)(c9和 (e,(b)友表評淹

時悅,在起草委員舍的工作避程中,有一羔交得十分清楚,速就是 1946年的 《耿

合固特杈及豁免公的》和 1949年的 《寺ㄇ机构特杈和豁免公的》与回家同其目隊

組欽和固隊全快的常駐使困和其他使困以及代表困之同的公夯通訊同題密切相夫.

自它們通逍以來,速些公的构成了遠种通訊,其中包括通道信使和郎袋送行的通訊

的法律基拙,并 已嬴得琺合目及各音ㄇ机构的成長固和非成見目的普遍承汏.冬管

它們未載有夫于定〤或用悟的特別奈款,但速美定〤可很容易地推斷出°他犖例宣

滾了《朕合回特杈及豁免公釣》第 4奈第 11和 第 16款 .送些朱款最力清楚地表

明了
“
代表

’
一洞的使用所具有的含叉.

36 第 3奈刪除了提及 1946和 1949年公的的部分,理 由是速兩瓨公的淡

有界定常址使困、代表困或信使的概念,肘送种做法他可以接受,但力連免有人可

能批泙目狋法委貝舍援引了一項尚未生效的公的,即 1975年籬也納回家代表杈公

的,他堅持要求將他剛才悅的活充分反映在坪注中.

37 托穆沙特先生悅,第 3朵第﹁款 (2)項 中提到
‘
附有外部杯汏,可資氓

別其性廣
’
的包癡,速种提法沒有必要,可能引起混孔,故庄刪除.垓句活似乎意

味著送种外部杯圮是外交邯袋的一介組成部分,如果由于事故或犯罪行力送些杯圮

不复存在,則咳郎袋持不再享有外交地位.

38 馬希与先生在淡到起草委貝合決定刪除第 3奈中涉及特別使困的規定同

題吋悅,他相信在坪注中將肘刪除速些規定的理由作出解釋.

39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村特別根告貝所采取的立切沒有昇決,但特保留在

央隊可看到案文吋,肘坪注中梵迷的具体要魚友表意凡的杈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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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U 托穆沙特先生的意兄很正确,不避的确也須有一些林圮以表明一例如向

海夫人貝一一某包裹厲于外交郎袋.可取的亦法可能不是刪除
‘
附有外部杯圮

’
一

悟,而是在坪注中說明,送种杯記不是外交郎袋地位的決定因素.

41 盤于第 3奈各分款的序景編排相些混亂,最好采取 1969年 《維也納朵

釣法公的》第 41朵所使用的統一体例,例如提第 1款 (b9(二),而不是第 1款

(2) (b).

42 本努鈉先生悅,他螢同特別拫告長的意兄,并汏力沒有理由不在本奈款

草案中提及 1946年和 1949年 的公的。他變同托穆沙特先生的意兄,即 第 3紊第

1款 (2)中 “
附有外部柝圮”

一浯使人感到,昱露送种柝圮是一介郎袋享有外交地

位的先決奈件.所 以,可能座垓將其改力
“
一般附有外部杯圮,可炎只別其性廣

”
一

浯。

43 迪並斯 .因 祥雷斯先生悅,他不支持肘
“
附有外部杯圮

”
一悟作任何修

改,遠种外部柝圮可表明某包裹厲于外交郎袋°

44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熒同友卡弗里先生的建破,即 第 3奈各項按照 《籬

也鋪奈的法》第41奈使用的方法重新編咢.

45 物科夫先生 (特別手艮告見)在淡到托穆沙特先生夫于
“
附有外部林圮”

一

浯的意兄吋悅,他汏力提到速一焦是必要的:否則元法确定若干包裹中哪一介是外

交邯袋。然而,或汻有必要在坪注中作出解釋:如果由于意外情況外交邯袋的外部

杯汜被毀,而且派遣回可提供江据說明垓郎袋用于公夯通訊,仄1垓邯袋垃仍被汏力

是外交邯袋。提及速一t叔 不伙是力确定一介包裝力外交邯袋,逐力洋迷外交郎袋所

包含的主要特征一一其中之一便是附有外部拆圮。垓悟是仄 1961年 《籬也納外交

夫系公的》第 27奈第4款摘最下來的.

46 至于友卡弗里先生提出的并得到埃里克松先生支持的夫于把第 3紊各項

重新編咢的建洪,他指出,1969年 《維也納紊的法公的》只是其中一介可仿效的

模式,后來通道的文串逐采用避各种不同方法.然而,他不反肘建球送行的重新鎬
-=;├ .   .

47 在回答本努幼先生夫于在奈款草集中具体提到 1946和 1949年公的的

意兄時悅,他汏力可以在坪注中用明速一羔,不迂如果回怀法委員舍愿意,他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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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提到速些公釣。他并不汏力,本努納先生夫于在
“
附有

’
前面加上

‘
一般

”
一洞是肘

第1款 (2)現有案文的改迸。

48 卡菜〞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本奈款草案中并未提

及 1946和 1947年 的公的,其 中一介主要原因是,它們只是願便提到外交邯袋.

起草委員舍得出結淹汏力,最好的解決亦法是在怦注中村特別報告見提出的同題作

一說明.

49 至于托穆沙特先生夫子刪除第 9款 〔2)中 的
.附

有外部杯圮
”
一悟的建

洪,他悅,第 3奈的目的并不是指出外交郎袋泣有外部杯圮:第 24恭 已指明送一

魚.提及速一羔的目的是力把常駐使困或代表因的外交郎袋和特在似洪的任捀以定

半中涉及的特別使困的外交郎袋匡分幵.

5U 起草委員舍肘夌卡弗里先生夫于肘第 3奈各分款重新編景的建洪送行了

忖捻,垓建快道到了反91。

51 海新先生悅,第 2款 (2)中 “附有外部杯圮,可資汏別其性廣
’
一悟使

人感到外部杯記是速种郎袋必不可少的因素。

52 夫子速一同題的基本規定載于 1961年的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7

奈第 4款 ,垓款指出:构成外交郎袋的包裹
“
須附有可資法別之外部拆圮

’
和

“
以裝

載外交文件或公夯用品力限
’.遠些奈件在本草案的第 24紊 (外 交郎袋的洪別)

和第 25奈 (外交邯袋的內容)中 已銍用明.

53 他汏力,1961年 的維也幼公的第 27奈第 4款不是一介定〤,其 目的是

規定派遣目的〤夯.然而正在忖梵的第 3荼則是一介力本荼款所使用的用悟下定

〤的奈款.作杯圮的〤夯不是外交郎袋定叉的一部分.央狋上,即使杯圮被忽略

了,外交郎袋仍持是外交郎袋.盤于速些原因,他支持托穆沙特先生的建洪,刪 除

第1款 (2)中 “
附有外部杯記,可資快別共性廣

’
一悟.

54 科多馬先生悅,特別根告長和起草委長套主席充分回答了托穆沙特先生

提出的同題.保留有失外部杯記的措洞是有正些的央豚理由的.本奈款草案所載規

則的奎部目的在于保妒外交郎袋.一般悅來,些外交郎袋到送机切吋,它特同其他

郎袋放在同一地方.除非它附有明昱的外部杯圮,否則元法持送种邯袋同其他郎袋

區分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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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位垓保留第 1款 (2)中 有夫附有杯圮的要求,垓分款的措洞并非強制
性的,而是相些炅活的,以告城接受回和派遣固,在郎袋上附有可資氓別共性廣的
明昱的外部柝圮是很有助益的.

55 他建坡,力使第 1款 〔2)的案文同 1961年的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
第 27荼第 4款的措甸取得一致,“ 外交郎袋是指

”
一悟庄改力

‘‘
外交邯袋

’
庄包括

’

并庄刪除
“
寺ㄇ

”
一洞.

56 切科夫先生 (特別技告員)悅 ,海新先生正确地指出以‘
力本來款的日

的
”
一悟幵共的第 3奈是一介定〤性荼款.但他不安同有失刷除第 ●款 (2)中提

到附有外部杯圮的詞句的建以.其 中一介原因是,“力
”
一洞把附有拆汜的要求同

(a)、 (b)和 (c)耿 接在一起,速凡目的幵共洞分別是
“
外交郎袋

”
;“飯倌郎袋

’;和
“
常駐代表因、常駐現察貝、代表困或現察因的郎袋

”
。除此以外,杯圮使接受回和

逍境目能鉹确定郎袋的种美.每一美郎袋所享有的特板是不同的,接受目或避境固
必須能鉹知道是否泣將垓郎袋視力外交邯袋、領信郎袋、逐是代表困邯袋°

57 至于科多馬先生提出的建以 (上文第 55段 ),他悅,目 狋法委員合采用
“
寺ㄇ

”
一洞來修伸

“公秀物品’
概念,目 的在于通迪加強有失速一同題的規定來防止

濫用情況,所 以,他并不汏力泣刪除垓洞.他也不汏力庄用
“
包括

”
一洞代替

“
是指

’

一洞.“是指
”
一洞是耿合回各公的所載有美用悟的侍筑奈款的林准用悟°

58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葵成保留第 1款 (2)中 “
附有外部杯圮,可資法別

其性廣
”
一悟.這些林圮是一介必不可少的因素,速特別是因力郎袋特由外行人赴

理.附有明昱外部杯圮特使他們提起告党.此 外,速些措洞通道
‘
力

’
一洞与

(a)、 (b)和 (c9各分款不可分割地聧接在一起.

59 巴哈納先生悅,泣保留夫于附有外部柝圮的要求.現案文中規定的那种
要求仗是一項建洪.不遵守速一要求將不合受到恁男.不庄強化速一要求或使其成
力強制性的.因 此,可能出現的任何同題均可由有失回家和睦地解決.

6U 他不變同科多馬先生大于刪除第 1款 (2)中 的
‘
寺19’ 一洞的建坡,垓

洞指的是公夯物品.然而,可在
“
用于⋯⋯公夯通訊

〞
一浯前增加

‘
只
”
一洞以便使垓

定又同第 25奈第 1款取得一致。
61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特汏力回豚法委員舍同意通遊起草委員

-弓37-



合提坡的第 3奈。

第 3奈通迪°

第4荼 (公夯通訊的自由)

62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長舍就第 4奈

提決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4各  公夯通訊的自由

1 接受固泣允忤并保伊派遣目如第1奈所迷通避外交信使或外交邯袋送

行的公秀通訊.

2 避境目肘于派遣固通道外交信使或外交郎袋送行的公夯通訊位給予与

接受目給予的相同的自由和保伊.

63 沒有人提以外第 4奈 的措洞作任何修改,起草委員舍建洪垓荼堆持原

狀°

64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持汏力固豚法委員合同意通避第 4奈。

第 4荼通述。

第 5荼 (尊重接受回和避境回法律和規章的〤夯)

65 卡菜妥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革委員舍主席)介紹起草委員套就第 5紊

提出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5奈  尊重接受因和迪境固法律和規章的火夯

1 派遣回庄确保不以一9本奈款的目的和宗旨不符的方式使用其外交信使

和外交郎袋得到的特杈和豁免.

2 在不妨得給予外交信使的特杈和豁免的情況下,外交信使有〤夯尊重

接受回或避境目的法律和規章.

66 起草委貝舍洪定,幻sthecasemaVbe’ 一浯沒有必要,因 力它元助于理

解案文,因 此建以刪除第 5紊 第 2款 中的垓悟,同 時也刪除一旗通道的本奈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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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其他 ●5介地方出現的垓悟。
67 起草委員全逐決定提洪刪除一旗通道的第 2款 中的第 2句活,垓句力:

“
并有〤夯根据情況不干涉接受目或遊境目的內政

’
一悟 .一些政府汏力,垓句活

沒有必要,特別扳告貝在其第八次根告 (A/CN4/417,第 82段〕中表示,力
了筒明扼要,可 以刪掉垓句活.他本人和起草委員全的理解都是:信使尊重接受回
和避境目的法律和規章的〤夯就包括了不干涉速些回家內政的火夯.

68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特忕力目隊法委長合同意通道第 5無 .

第 5荼通避.

第 6荼 (不 歧視和肘等待遇)

69 卡某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合主席)介紹起草委貝合就第 6奈
提出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6奈  不歧視和肘等待遇

1 在道用本荼款的規定時,接受目或避境回不得肘不同回家加以歧視.

2 但下列情況不垃視力歧視待遇:

(a) 接受回或避境目限制性地道用本寨款中任何規定是由于派遣回村
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限制性地道用垓項規定,

(b)  回家彼此之同依刁慣或林定,夫于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相互提

供比本來款所規定的更力有利的待遇.

9U 起草委員舍建以倚化一滾通道的第 2款 〔b).垓款規定,要提供比本各
款所規定的更力有利的待遇而不被視力歧視,其紊件是:速种修改不得違反本泰款

的目的和宗旨,且不得影呴第三因享有其杈利和履行其叉夯.特別報告員已在其第
八次拫告 (A/CN4/417,第 92段)建坡刪除第二介奈件;起草委員套現在建
坡也刪除第一介奈件.垓委員舍汏力,回家元淹是依照刁慣逐是柲定給予其信使和

邯袋更力有利的待遇根本不可能違反本奈款的目的和宗旨,也不可能影晌其他回家

享有其叔利和履行其〤夯.

9●  哈索內先生說,他不反肘起草委員合提決的修改.他建洪在坪注中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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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注意在央行第 2款 (b)所指的村等待遇中的相秘或肘林同題.

72 本努幼先生悅,第 1款指的是
“
道用本奈款的規定

’,第 2款 (a)則 指

“
限制性地道用本朱款

”
中的一項規定.因此,第 2款 (a)的措洞立予修改,以便

表明送里所指的是除第 6奈本身以外的其他朱款.

93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長套主席)悅,可通逮在評注中作出

解釋的方式楚理哈索內先生和本努納先生提出的建以.

74 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長)在 回答勒泰先生就法文本第 2款 (b9中

“parcoutume” 一洞的含叉提出的同題吋洗,刁 慣法在外交和領事法領域中的重要

作用是森所周知的.第 2款 (b)模仿 1961年 的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47

奈第 2款 (b)和 1963年 的 《維也鋪領事夫系公的》第72奈第 2款 (b〕 .在英

文文本中使用
“bycuStUm” 一洞是力了表明,更有利的待遇不

一
定是根据串面捇定

提供的.

75 勒泰先生悅,肘第 6奈的坪注泣表明,“ bycuSt。 m〞 一洞是指刁慣法規

則,逐是指作力囝狋札社的慣例。他建洪把法文文本第 2款 (b9中 parcoutvme

。
upa了 V。 ied’ acc。 rd’ 一悟改力

“parvoiedecoutumeoud’ accord’ 。

76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貝套主席)悅,村法文文本所作的起

草上的修改是可以接受的.至于
“bVcuSt。 m〞 一洞的含〤,他扒力,特別拫告長將

在第 6奈的坪注中作的解釋足以解決遠一同題.

77 伊留埃卡先生建玟,位按照就法文文本所提玟的同梓方式修改西班牙文

文本.

98 本努納先生洗,“ bycuSt。 m” 既包括刁慣規則,又包括普通慣例;因 此可

以悅速一洞的使用互在含〤上模棱兩可,卸 富于建洪性.

79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螢成送种解釋,并特努力在坪注中悅

明送一魚.

8U 比斯利先生悅,措司最好不存在任何模棱兩可的含〤.他不知是否可使

用
“
肘等

’
或

“
共同

’’g慣
例
’
或

“刁慣
”
的措洞.

81 所送行的討淹已終表明,第 2款 (b9中 ‘
依刁慣或1.●定

’
一悟旨在包括

所有可能性.肘此特在泙注中作出解釋.他建以,在不修改英文文本和提以肘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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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作文字修改的基砧上通道第 6奈 .

82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村意兄,他將汏力固豚法委員套同意通避由起革委

員套提洪、肘法文文本作了勒泰先生所提以的修正 〔上文第 75段)的第 6奈 .

就遠梓決定.

第 6奈通避.

第9紊 (委派外交信使)

83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介紹起草委員套就第 9奈
提以的集文,案文如下:

第二部分

外交信使和受托送外交郎袋的船次或机長的地位

第7奈  委派外交信使

在第9和第12紊規定的限制下,派遣目或其使因、領信或代表困可自由委

派外交信使.

84 有人肘第 7奈提出了一些鈍厲起草上的修改意見,現在垓奈的措詞已接
近于其他文串的美似奈款的措洞,如 1961年的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7奈 .

垓荼的含〤未作任何修改.

85 友卡弗里先生建洪,垓案第二部分 (外交信使和受托送交外交邯袋的船

次或机次的地位)和第三部分 (外交邯袋的地位)位琱換位置,以便把重魚杕外交

信使特向外交邯袋.

86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悅 , 目前的頩序是杕一幵

始就逸定的,因力它反映了本寺題的杯題.他建以不肘本草案各部分的頗序送行更
改.

87 科男馬先生說,他肘第7奈的央辰內容沒有昇洪,但傾向于用被劫浯杰

起草垓奈,.其未文可以速祥:“在第9和 第 12紊規定的限制下,外交信使可由派遣

目或由其使因、領信或代表困委派。
”
速种修改需要刪掉

‘
自由

”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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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悅,速一同題已在起草委

員套忖梵避了,決定采用似洪中的案文是考慮到
“
自由

”
一洞必不可少.

89 巴你謝戈夫先生悅,法文文本中
‘
de︳ eurcholx”一悟冬管与1reelv’ 一洞

不同,但完全令人滿意.俄文文本也是如此.

9U 揚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見)回 頭悅,送一同題已在一旗時討站避了;在

坪注中可以找到解釋.

91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將汏力目怀法委員套同意通道起草委員

舍提洪的第 7奈 .

第 7奈通避.

第 8奈 (外交信使的怔件)

92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介紹起草委貝套就第 8紊

提以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8奈  外交信使的怔件

外交信使位持有官方文件,載 明其身分和主要的介人烡料,包括其姓名、

官方取位或取級,以及由其伊送的构成外交郎袋的包裹件效、其林圮和目的

地°”

93 一慎通道的第 8奈要求外交信使持有官方怔件,表明其身分和他所伊送

外交邯袋的包裹件數.起草委長套接受了遠祥的建坡,即位在有夫信使和郎袋的怔

件中載有更加全面的資料.夫于信使,垓怔件不依位表明其身分,逐位我有主要的

介人資料,如其姓名和官方取位或取圾.夫于郎袋,垓文件不依座表明郎袋包表件

教,逐泣載有包裹杯圮的要素并杯明其目的地.

94 科歹馬先生建決,盤于在許多情況下,外交信使沒有官方取位或取圾,

庄在
“
其姓名

’
和

‘
官方取位或取圾

”
的洞浯之同加上

‘
在必要吋

’
一浯.

95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遠一朴充是多余的;如果沒有官方取位

或取象就不必表明速些內容,速純扁常氓.然而,如果科多馬先生拭意送行速一修

改,他傾向于使用
“
道些情況下

〞
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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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科多耳先生悅,特別報告長的解釋堅定了他的信念,有必要作出所提以

的那項朴克.依籟常氓一向是不足取的.

97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 ,他安成特別根告長的

意兄.但如果起草委員套委長的館成增加
‘
道些情況下

’
一活,他持不予反村.

98 海斯先生悅,“道些情況下
”
一悟位加在‘官方取位

”
速一同悟之前.

99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村意兄,他粹忕力因狋法委貝舍同意除了在
“
其姓

名
”
和“

官方取位或取圾
”
的洞浯之同加上‘

适些情況下
’
一浯以外,通避起革委員套

提出的第 8柔 .

就速祥決定.

第 8奈通避。

第9奈 (外交信使的回籍)

1UU 卡菜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 (起革委員舍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就第 9

奈提以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9奈  外交信使的回籍

1 外交信使原則上庄垓具有派遣目的回籍.

2 非銓接受目同意,不得委派具有接受回固籍的人力外交信使,此項同

意可隨時撤銷。但些外交信使在接受因領土內拭行取夯吋,撒銷同意須待外交

信使持外交郎袋遊交收件人后方能生效.

3 接受固肘下列情形也可保留本奈第2款規定的杈利 :

(a) 派遣回回民但力接受固定居居民者;

(b) 第三回回民而非同時力派遣回回民者.

1U●  肘第 9紊的央辰內容沒有人提出任何修改建以.然而,有人建決把特

別拫告員在其第八次根告 (A/CN4/417,第 111段 )中提出的第二句活列入

第 2款 .派遣回委派具有接受因目籍的人力外交信使必須得到接受目的同意。速

种同意可隨吋撤銷.正如特別根告見解釋的那祥,速种同意的撤銷不座影呴公分通

-弓43一



汛的正常送行,也不立妨得村已在途中的外交郎袋提供保伊或持其安全遊交收件

人.因 此,起草委長舍提洪的新句子是:“但些外交信使在接受固領土內執行取夯

吋,撤銷同意須待外交信使特外交郎袋遊交收件人后方能生效.’

1U2 出于文字上的考慮,第 3款的幵共悟中列入了
‘
也

’
一洞,第 2款法文

文本中肘
‘
隨吋

’
一悟的翻烽用勺tUut moment” 一悟代替了怕ntUuttempf.

1U3 埃里克松先生建快,第 2款第一句活位以
‘
接受目的同意

’
結尾,后面

接上第二句活,即 ‘此項同意可隨吋撤銷.但 些外交信使⋯⋯’.送祥修改特使垓款

的意思更力明确.

1U4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見舍主席)悅 ,他看不出起草委長

舍通避的案文与埃里克松先生提出的案文有什么央廣上的匡別.作力起草委員全主

席,他有〤夯提以前案文.

1U5 海斯先生提出,一介折哀的方法是刪除
“
但
’
一詞.

1U6 揚科夫先生 (特別寺艮告貝)悅,鈭于
‘
但
〞
一洞緊接著接受目的同意可

隨吋撒銷速句活,所 以,垓洞是后面限制性奈款必不可少的弄共浯。

1°7 巳哈幼先生同力什么在第 1款中使用
“
位垓

’
一洞,而不是

“
立
〞

.

1U8 揚科夫先生 (特別寺艮告長)悅 ,.庄垓
”
一洞与

“
原則上

”
一洞達用,其 目

的是允許汻多回家采取的用一名信使執行多目信使任夯的做法.他 回碩到,第 1

款目前玓形式是在一旗吋通逮的.

1°9 馬希与先生悅,一凄通道的第 1款 的法文文本是 :“ LecourⅡ er

dip〡
。
mauqueauraen pr〡 ncipe..⋯ .’ .在起草委員套提出的案文中,%ura〞 一洞被

改力
“
a” .他想知道速种修改有何意火.

●●U 伊留埃卡先生強惆必須使所有悟文文本彼此一致.速一羔得到了迪正

斯 .网 薜雷斯先生的焚同.

111 友卡弗里先生悅,第 1款中
“
位垓

’
一洞庄由

“
位

”
來代替.第 1款的任

捀性已由
“
原則上

’
一洞反映出來.

112 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 ,他愿意接受垓項修

改,因 力第 17荼第 1款 中使用的也是
“
原91l上位

”
.

113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第 9奈的第 1款仿照 1961年 的 《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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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納外交夫系公釣》第 8奈第 1款和 1963年的 《籬也納領事夫系公釣》第 22寨

第 1款 .但他愿意簽同友卡弗里先生的意兄,即 ‘
原則上

”
一切后面跟看

‘
庄垓

’
一

悟避分強琱了垓項規定的任捧性。因此,他不反肘把垓竭改力
“
位
”

.

下午 1吋零 5分散套.

第 2129次套洪

1989年 6月 3U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零 5分

主席:埃再努埃本 .害庠幼斯先生

后險段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后險段主席: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拉奧先生

出席:巴哈鈉先生、哈索肉先生、巳水沃芛先生、巴水洲戈夫先生、比斯利先
生、本努幼先生、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网 薜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
生、弟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馬先生、羑卡弗

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
生、塞普本堆迖 .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田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

穆沙特先生、物科夫先生.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 (坡 )

(A/CN4/4U9和 Add1-5, 1  A/CN4/417, 2

Aˊ CN4/42U, 3  A/CN4/L431, E市
,

1 
持載于 《1988年⋯...年器》,第二卷 (第 一部分〕。2 
同上.

3 
特載于 《19d9年⋯⋯年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4∫——



A/CN4/L432, !LC (× L︳ ) /C。 nfF●
。。
mDoc1)

(快程項 目 4〕

起草委長舍提洪二滾的奈款草案
4  (箜

第9奈 (外交信使的固籍) 5  (致完)

1 主席提醒各委貝,委員舍仍須決定,第 1款中
‘
庄垓

’
一洞是否位改力

“
位
”

.

2 揚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貝)洗,第 1款模仿了1961年 《籬也納外來夫系

公的》第 8荼第 1款 ,以及 η963年 《籬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22奈 ,1969年

《特別使困公的》第 1U荼和 1975年 《維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第93奈.在遠四

項公的中都使用了
“
位垓

”
一詞,而且

‘
原則上

”
一洞前后沒有逗景.他汏力,委長舍

沒有重大理由背萬送一既定的形式.

3 至于第 2款 ,同起草委員套主席林商后決定,提快將英文第二句幵共的定

冠洞
“
the” 改力

“
a” ,同 一句中

‘
須待外交信使

”
改力

“
須待他

”.此外逐提洪刪除

withdrawa︳ 一洞前的气he” 。

4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見舍主席 )悅 ,他肘
‘
庄垓

”
和

“
泣

”之

同逸捀哪一洞的同題沒有意兄.

5 科多馬先生悅,他支持起草委員套提出的,銓特別拫告長口共修正的第 1

款案文,即 刪除兩介逗咢.“庄
”
字強制性大大.逐有必要在那一羔上林琱所有的奈

款草案,以避免今后戶生任何解釋上的同題.

6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四瓨編蔡公的所使用的措洞庄予保留,但‘
座垓

”

一洞在法文中庄悸力怕vr↙ ,而不是
“
a” .

7 卡菜多 .歹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 ,二放通迪的案文中出現

的怕ura〞 一洞在二旗中根据翻烽部ㄇ的建洪改力怕”
.

4 
由固隊法委貝舍一旗哲吋通避的紊款草案特我于 《﹁986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24頁起各頁.泙注兄同上,第 24烎 ,腳注 92.

5 垓案文兄第 2128次套決,第 1UU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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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勒泰先生悅,兩介洞使用哪一介都行.

9 主席悅,盤于勺vra” 一洞出現在四項編集公的中,庄垓保留垓洞。如元反
肘意兄,他將汏力委員舍決定刪除第 9荼第 1款中的逗咢并把法文文本第 9柔第
1款中的%” 一洞改力勺vra’ .

就速祥決定.

1U 勒泰先生悅,他肘特別才艮告員提出的把英文文本第 2款第二句幵共的
“
the’ 一月改力%” 的建洪表示疑月,因力文中所指的是某一特定外交信使,即具有
接受目回籍并銍垓固同意派遣的信使.

11 物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見)悅 ,勒泰先生提出的理由令人信服,因此他
撤回他的建洪.

12 伊留埃卡先生悅,他焚成起草委員舍提出的第 2款 ,因力它可避免在通
道未來公的的外交舍以上送行兄故的辦淹.例 如,用 ‘

他
〞
來代替

“
外交信使

”
一洞套

招致支持兩性平等者的批坪。所以,有必要悅
“
他或地

方
.

13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解釋悅,在公的案文中,

“
他

”
一字同●f指男性和女性。此外,至于法文文本,他不知道是否可以把法文文本

第2款第二句中的
“dececonsentement” 一洞改力

‘duconsentement”
.

14 勒泰先生悅,在法文中,‘ i｜

”
一詞的使用十分正确,元稔信使是男性逐是

女性°“conSentement” 一面之前用
“
du” 些然更力正确。

15 弟朗西斯先生熒同起草委員套主席大于●ll性洞和明性洞使用同題的意
兄,他悅,如果接受伊留埃卡先生的建以,整介草案中的f他 的

”
都須改力

“
他的或

她的
’,速特使案文交得臃胂.

16 帕夫拉克先生悅,他安成起草委員舍提出的案文:重愛比含糊好.

17 揚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貝)變同弟朗西斯先生的建決,他悅,用 “
他

”
字

代替
‘
外交信使

’
一洞并未造成任何模糊不清.如果委長舍鑑絞忖淹速一同題,它就

可能交力起革委員全的一介工作鈕了.

18 車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將汏力委長合同意持第 2款第二句中
‘
須待

外交信使
”
几介字改力

‘
須待他

”.刪 除同一句
“w忙hdrawa〡 ”＿洞前的定冠洞1he’ ,

并在法文文本中將
“dececonsentement” 兩介洞改力

“duconsent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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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送梓決定.

19 卡菜〞 .男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悅,起草委貝套肘第 3款

所作的唯一修改是在起首的句子里增加了
‘也

”
字.

2U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見,他特汏力委長合同意通遊了起草委長套提出并

絰修正的第 9奈 .

第 9奈通道.

第 1U奈 (外交信使的取夯)

刉 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介紹起草委長套就第 1U

荼提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1U奈  外交信使的取夯

外交信使的取努力保管、逐送委托他的外交邯袋,將郎袋遊交其收件人.

22 第 1U荼 以倚草精确的方式界定了外交信使的取夯.起草委長舍几乎沒

有修改垓奈.然而,出 于文体上的考慮,它建洪惆換一下措洞的順序.它逐特
“
在

其目的地遊交
”
一浯改力了

“
遊交其收件人

’,因 力
‘目的地

”
可狄地理角度理解,而

收件人則是使困,領錧或代表因一美的央体.

23 夌卡弗里先生悅,第 1。 無非常夫鍵,因 力信使的特板和〤夯來自其取

夯.因 此,他履行取夯的确切時同板力重要.送段吋同的結束也是如此,遠是第

11奈所涉及的同題,垓紊的規定不明确,因 力不清楚一名信使不撈帶郎袋到一日

領取邯袋,是否已在履行其取夯.第 1U紊和第 11奈肘第 21奈的內容有影晌,

垓荼涉及特杈和豁免的升始和錯束.因 此,他汏力,庄在第 1。 奈的坪注中澄清送

一羔.

24 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第 1U奈只是肘現有編蔡公的送行了朴

充,送些公的未載有美似規定。友卡弗里先生強惆界定信使取夯的重要性是正确

的,遠特別是因力委長套采取了
‘
取夯的

”
方法.外交信使履行其取奔的确切方式特

在泙注中予以解釋.

25 苃卡弗里先生指出,特別根告長起初提出一介村外交信使取夯的幵始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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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界定的紊款°委員全力使草案更加筒明,刪 除了垓紊.速是在肘第 1U奈 的坪注

中澄清速一同題的附加理由。

26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村意見,他 將汏力回狋法委員合同意通道第 1U

奈.

第 1U奈通達.

第η1奈 (外交信使取夯的結束)

27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介紹起草委見舍就第 11

奈提出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19奈  外交信使取夯的結束

除其他情況外,在下列情況下,外交信使的取夯緒束:

(a) 外交信使的取夯完成或已返回原來回家;

(b) 派遣回通知接受固,必要吋并通知道境目,外交信使的取夯已予

終止 ;

(c) 接受回通知派遣回,按照第12奈第2款 的規定,它不再承汏垓人

力外交信使。       .
28 肘一旗通道的垓秦 (a)項和 (b9項作了文体上的修改,(c)項提及第

●2奈 “
第 2”款,交得更加精确了。起草委員舍增朴了一介新的 (a)項 ,其余各項

的鎘景作了相庄的改交.

29 思管所幵列的外交信使取夯結束的各种情況并非洋思元遺——
“
除其他情

況外
ㄉ
一悟表明了速一焦,錯東信使取夯的最常兄和最正常的理由元疑是他的取夯

完成或他返回原來回家.即便所增朴的那一部分尸格未汫并非必不可少,也有必要

提及速一︴羔.

3U 友卡弟里先生悅,他村新的 〔a)項并非十分滿意.首先,他感到垓款有

些多余,因 力它所悅的就是外交信使的耿夯在得以履行后便告結束.其次,它逐

悅,些信使返回原來回家后,其取夯便可結束.因 此,他推定,信使的取夯隨若速

兩种情況中后友生的那一情況而停止.速一魚庄在泙注中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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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埃里克松先生悅,在 目前的村梵中,信使取夯的尹始和錯束不庄同他的

特板的幵始和結束混淆在一起。

32 海斯先生悅,第 11奈同草案其他各紊沒有明昱朕系,他汏力可以完全

刪除。第 ●U奈清楚表明外交信使的取夯是什么,第 21奈也清楚表明外交信使的

特杈和豁免是什么。

33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革委見舍主席)在回答埃里克松先生的意

兄時悅,思管在甘稔中可能出現混淆,在草案中卸不存在送种現象,因 力信使取夯

的幵始和結束以及信使特杈和豁免的升始和結束是在完全分南的荼款中規定的.委

員全在其工作的目前險段,所能做的只能是注意海斯先生的意見.

34 物科夫先生 (特別才艮告炅)回厥悅,他起初提出一介第 12紊 ,涉及外

交信使取夯的弄始. 6  在几回政府、委員套及起草委員合本身的建以下,那 一

筡款草案被刪除了。正如友卡弗里先生悅的,速一同題必須在泙注中十分清楚地用

明,因 力外交信使取夯的弄始和結束与其地位有相些大的夫系。

35 勒泰先生悅,新的 (a)項似乎暗示,外交信使可在未完成其取夯的情況

下返回原來回家.如想避免送种解釋,案文泣耳成:“
⋯⋯或完成取夯后返回原來回

家
”
。

36 已哈納先生悅,他也人力 (a)項 需要澄清.根据第 12奈 ,可 以召回信

使,速意味著他可能在未完成其任夯的情況下返回原來回家。

39 卡菜多 .歹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洗 ,他理解,(a)項第二

部分是指信使到一介回家以領取外交邯袋并粹其帶回原來回家的情況.所 以,

●)項含蓋了兩种不同情況。

38 物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見)悅 ,几乎沒有哪介回家庭用不撈帶外交郎袋

旅行的信使:主管些局知道如何最銓游地安排路歲.然而,可 以想象,例如,一介

信使可能在伯冬尼遊送一介郎袋,接若領取另一介郎袋并在日內瓦遊交,然后不撈

帶任何郎袋地萬幵瑞士,銓避法目到歹咼去領取另一介邯袋.送便是 (a)項所涉

及的那种情況:信使即便不榜帶郎袋旅行,仍 然受到保伊.

6 
凡 《1982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19烎 ,腳注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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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勒泰先生指出,特別拫告長的回答与信使的地位有失,而不是与信使的

取夯有夫。然而,他准各接受新的 (a9項 ,奈件是在坪注中悅明,垓規定既道用

于如第 12荼所包括的那美情況,也道用于其他情況,例如不可抗力的情況,在送

种情況下,信使未能遊交其楊帶的郎袋而返回原來的回家.

4U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見,他將汏力回隊法委員合同意通避起草委貝

全提以的第 ●●奈.

第 11奈通避。

第●2奈 (外交信使被宣告力不受玫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41 卡菜星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介紹起草委員套就第 12

奈提決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12奈  外交信使被宣告力不受砍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1 接受回可隨吋通知派遣回外交信使力不受砍迎或不能接受的人,而元

須解釋其決定.在速种情況下,派遣固垃視情況召回垓外交信使或終止其在接

受目執行的取夯。可在某人到迷接受回領土之前宣告其力不受砍迎或不能接受

的人°

2 如派遣囝拒絕或在一段合理的時同內沒有履行本朱第●款規定的火

夯,接受回可不再承汏垓人力外交信使.

42 起草委貝舍特第 2款 中
‘
拒免承人

”
改力

“
不再承汏╮ 目的在于使情況更

加清楚:接受回通知派遣回信使力不受玫迎的人;派遣回就有〤夯召回垓信使或終

止其取夯.只是在派遣因未能履行垓〤夯時,接受回才可拒銫承汏垓信使.送就是

垓項修正旨在表示的時同上的因素.

43 此外,起草委員舍透刪除了第 2款 中
‘
第 1款’

几介字前面的
‘
本紊

’
一

洞.整介草案都采取了同一解決亦法;每 些提到另一款吋,除非另有說明,位理解

力垓款厲于同一紊.

44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 回答巴哈鋪先生提出的同題吋解釋悅,正

如第 12奈第 ●款指出的,外交信使可被宣布力不受砍迎或不能接受的人.在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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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踐和所有編泰公的中,些 涉及有外交官街的人吋使用
“
不受砍迎

’
一浯,在涉及技

木人貝和行政人見吋則使用
‘
不能接受

”
一悟。

45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見他將汏力目豚法委員合同意通道第 12奈.   .

第 12荼通道.

第 13荼 (給予外交信使的便利)

46 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貝套主席)介紹起草委真舍就第 13

紊提以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13奈  給予外交信使的便利

1 接受固或避境目庄給予外交信使執行其取夯所必需的便利 .

2 接受回或避境目庄根据清求冬可能林助外交信使取得幅吋住赴,并通

道屯信系坑与派遣目及其元稔何赴的使困、領倌或代表困建立欲系。

47 起草委員全村一填通道的案文未作任何修改,只 是刪除了兩款中ㄅsthe

casemaVbe”一悟。

48 托穆沙特先生悅,他感到雅以理解的是怎能要求接受回和逍境回提供同

等便利。接受目的又夯來自兩介回家存在的外交或領事夫系,但很堆看到強加于遊

境目的〤夯有何法律基砧,逮境回可能是一介与送兩介回家都毫元夫系的回家.

因此,他想在速羔上提出保留.

49 物科夫先生 (特別才艮告長)注意到速項保留,并朴充悅,避境目的〤夯

不仗來自相互援助的原則与合作的又夯,逐來自1961年 《堆也納外交夫系公的》

所載并銍其他公的采用的規定,速些規定指出,外交和領事使困的技木人長即使在

世境吋也享有某些便利.

5U 科多局先生在弗朗西斯先生和恩詹加先生的支持下悅,他們肘第 2款中

“屯信系統
”
一悟中使用的定冠洞存有疑慮.

51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見)指 出,在法文文本或俄文文本中均未出現速

一同題.

52 本努幼先生就程序同題友言時悅,委長舍不庄在全体舍以上甘淹悟文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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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如果它速祥做,那 么,阿拉伯文文本同題也庄提及.因 此,他建玟,只 申以肘
央廣有影晌的起草性同題.

53 托穆沙特先生在提到 ●96● 年 《維也鋪外交夫系公的》第 4U奈第 3款

吋指出,垓款要求第三目給予它們已力其筌友筌怔的外交信使以特板;速表明,在
迂境回与派遣目之同存在某种取近美系.而在正在常以的送荼中,避境回所赴的情
況并不一祥。

54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員)悅 ,196● 年鐘也納公的第 4U朵第 4款提到
第三回在不可抗力的特定情況下的叉夯.其他情況被汏力包括在一般規則中.元淹
如何,回 家央踐清楚表明,即使在不需要避境筌怔的情況下,有失回家也給避境外
交人貝提供便利,如在机切.

55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將汏力回隊法委員合同意通道第 13奈。
第 13奈通遊。

第14奈 (送入接受回或避境目的領土)

56 卡菜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就第 14

奈提玟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14奈  送入接受目或避境目的領土

1 接受回或遊境回泣允吽外交信使力扶行其取夯而送入其領土。
2 如需要筌怔,接受回或避境目泣思快筌友外交信使的筌近。

57 他提清人們注意第 1款中%sthecasemaybe’ 已被刪除.

58 夌卡弟里先生在回廄他就第 ηU紊友表的意兄 (上文第 23和 25段)吋
悅,特別根告員如能在坪注中肘第 ●4奈第 1款的范園作一明确解釋粹是很有助益

的。垓款明确表明,接受固或避境目的〤夯同信使取夯的執行朕在一起.有時信使
到接受回或避境回吋并未撈帶郎袋,因力他必須在途中領取郎袋,如遇速种情況,

接受回或#境回必須允玝他送入其領土.因此,有必要說明,信使的取夯包括去某
一地.煮 領取郎袋送項致力常見的取夯.

59 巳哈鋪先生在科多耳先生的支持下建洪,第 1款中
‘
力執行其取努

”
一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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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力
“在扶行其取秀的道程中

”
。

6U 夌卡弗里先生悅,速一用悟見于草案的若干紊款,如果委見舍接受遠一

修正,也必須修改那些奈款.他怀疑速是否确央是委員合金体舍決泣起的作用。

61 揚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巴哈鋪先生建洪的要魚不清楚.委 長舍

在其美于 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的工作中甘淹到技木人長的特杈和豁免

同題吋曾考慮逍是否庄使用
‘
在執行⋯⋯造程中

’
一悟,在外交舍以上也提出了同一

同題.速一建以未被接受,因 力人們汏力汏取夯看眼的方法泣冬可能地尸格.第

14奈基本仿效了1995年 《堆也鋪代表杈公夠》的第 79奈 ,垓朵沒有使用所悅的

那些字°然而,其他公的,如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夠》則使用了這些字。

由此可兄,十分清楚,速里所涉及的不是時同因素,而是信使取夯的執行.如果必

要,可在泙注中列入遠些解釋°

62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合主席)悅,起草委員全未曾甘淹

送一同題,那 里本是甘稔垓同題的道些切所。他介人次力沒有必要修改案文.

63 已哈納先生悅,他肘在坪注中解粹垓同題感到滿意.

64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將忕力固陎法委貝合同意通避起草委員舍提

以的第 14奈 .

第 14荼通道.

格雷夫拉特先生捏任主席°

第η5奈 (行 功自由)

65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真套主席)介紹起草委員全就第 15

奈提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15奈  行功自由

在接受固或迪境回大于因回家安全理由禁止或管制送入的地區的法律規章

限制下,接受回或避境回庄确保外交信使執行其取奔所需在垓固領土上的行劫

和旅行自由。

66 第 15各 的案文沒有改交,只 是刪除了
‘asthecasemavbe” 一悟.起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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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套中一些成長曾肘
“
垃确保

”
凡介字提出了疑同,汏力速几介字給接受目或避境

目增加了避重炙捏.然而,起草委員舍注意到,垓奈所涉及的不是外交信使的央隊

旅行安排,而是行功自由的原則,力 接受回或避境回所規定〤夯的范日受到丹共的

但中即
“
在⋯⋯限制下

”,以及
“
拭行其取夯所需

’
几介字的限制.因此,它 決定垓案

文維持原祥,但是,西班牙文功河㎏arant眨 ar’ 不是英文‘ensure” 一月的道些肘等
洞,所以肘西班牙文的案文作了相位修改°

69 錫並姆先生建被刪除
‘
執行其任夯所需

”
一悟,因力它使人感到,外交信

使除力執行其耿秀外,不享有行劫和旅行的自由.

68 物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 ,第 15恭的主要目的是強琱在信使迸入

和行劫自由同題上使用杕耿夯若眼的方法。些然,不庄肘垓奈作遊于限制性的解

釋,以致妨得信使避正常生活。接受因或避境目的又夯是力其拭行信使取夯,不是

作力其╨奈活功的一部分而給予外交信使以送入其領土和旅行的杈利。最好的亦法

可能不是更改垓奈案文,而是在坪注中解釋位如何理解垓項規定.刪 除速些字將意

味著放弄整介荼款草案所遵循的趺耿夯著眼的方法,垓方法強琱遠梓一介事其:些

力接受回或避境回規定一項火夯吋,垓又每只限于与信使執行其取夯有失的行功.

69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以 目隊法委員套的委員身

份友言吋悅,他螢成在坪注中作出有美解釋.根据第 15奈,接受囝或避境回必須

給予外交信使以執行其取夯所需的行功和旅行自由,因力只有在信使執行取夯吋,

他才享有比其他人更优惠的待遇.通常給予其他人的行功和旅行的自由自然也套給

他.換言之,如果信使在扺迷其回家領信所在城市中遇到困堆,他可清求接受回給

予援助。但如果他想在周末到山上去玩,他將被視力一介旅游者.

7U 主席建洪 ,“ 拭行其取夯所需在垓回領土上的行劫和旅行自由.一悟庄改力
“
在垓回領土上拭行他的取夯所需的行功和旅行自由

”
。

9●  錫並姆先生悅,只 要特別根告員在坪注中解捀,外交信使享受与到垓回

汸同的任何其他人同祥的行功和旅行自由,他便可以接受原來文.

72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特汏力國防法委員合同意通遊起草委員套提

洪的第 ●5奈 ,奈件是在坪注中作出錫正姆先生所要求的解釋。
就送祥破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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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奈通迂。

第 16紊 (人身保伊和人身不可侵犯)

73 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介努起草委貝套就第 16

恭提以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16各  人身保伊和人身不可侵但

外交信使在執行其取夯時泣得到接受目或迂境目的保伊.他庄享有人身不

可侵犯杈,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留。

74 固隊法委員舍一填通道的垓紊沒有任何改交,只 是象其他荼款那祥刪除

了勺SthecaSemaVbe” 一悟。

75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將汏力囝坏法委員合同意通避第 16奈。

第 16奈通逍.

第 17奈 (嗨 吋住赴的不可侵犯)

76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見舍主席)介努起草委員全就第 17

奈提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        
第 17紊  嗨吋住楚的不可侵犯

1 外交信使的略時住赴原則上不可侵犯,但

(a) 在友生火文或其他文害,有必要吋可立即采取保伊行功;

(b) 在有尹重的根据可以汏力幅吋住赴內有接受固或避境因法律禁止

持有或迸出口或栓痰規章管制持有或送出口的物品吋,可 以粒查或搜查恪吋住

赴.

2 在第1款 (a)項所逑情況下,庄采取力保伊外交邯袋及其不可侵犯性

所必需的措施;

3 在第1款 (b)項所迷情況下,檢查或搜查庄在外交信使在切吋送行 ,

而且檢查或搜查不得侵犯外交信使人身或外交郎袋的不可侵犯杈,也不得肘外

-∫“-



交郎袋的連交造成不合理的拖延或障得。泣允許外交信使有机舍与其使困朕

系,以便靖垓使困的人貝在栓查或搜查送行時到切.

4 外交信使立承可能通知接受回或避境回些局其陰吋住赴所在地.

99 委員舍就第 17紊送行了大量的甘梵,各 因政府也就其友表了汻多意

兄,主要涉及兩介同題:外交信使的嗨吋住楚是否庄被汏力不可侵犯,如果是速

祥,在多大程度上不可侵犯;和在何种情況下可不碩及速种不可侵犯性.

98 在第一介同題上,起草委員套接受了遠祥的現蕉:信使嗨吋住赴的不可

侵犯性直接与更好地保伊外交郎袋的不可侵犯性朕在一起.在赴理所提出的某文吋

泣圮住速一,索 .如果給予接受回或遊境回以送入信使臨吋住赴并可以送行栓查或搜

查的杈利,外交郎袋的不可侵犯性就可能受到影呴.由 于速一原因,起草委員套汏

力,原 則上,外交信使的喵時住赴泣是不可侵犯的。
79 夫于第二介同題,起草委員套汏力,垓同題片結起來是一介如何在尊重佑吋

住所的不可侵犯性与接受目和避境回在友生威勝到外交信使的烙時住赴的緊急情況如

友生火文或其他文害吋采取保伊行功的必要性之同保持合理平衡的同題.逐可能出現

速祥一种情況,即有合理的依据可以汏力信使的幅時住所存有達禁物品,因 而有理由

送行搜查或栓查.正是考慮到這些同題,起草委員套重新琱整了第 17奈 .

8U 一填通逍的垓案文第 1和 第 3款涉及不可侵各色的原則、垓原則的例外以

及遠些例外所附的奈件.起草委員全汏力,按如下方式重新鈕象速兩款表迷的思想

更力合理:(一 )用 明不可侵犯原nAl;(二 )用 明垓原則的例外;以及 (三 )叫 明

速些例外所附帶的柔件.

81 新案文的第 1款 用明了外交信使恪吋住赴不可侵犯的一般原Jl1.然而,

“
原則上

”
几介字直接引入了一介炅活性因素,暗示了 (a)項和 (b9項所我的例

外。
(a)項基本上是一淇通避的案文第 1款的最后部分.它 規定,在友生火文或

其他文害需要接受回或避境目立即采取保伊行功吋,可不碩及不可侵犯性.(b)
項基本上是已通遊的案文第 3款的第一部分.它允許接受回或避境回在有重要的

根据可以汏力信使的嗨9f住赴有接受回或避境回法律禁止持有、迸出口或栓疫規章

管制持有、迷出口的物品吋,檢查或搜查垓住赴.

82 新案文的第 2和第 3款規定了在何种奈件下允中第 1款 (a)項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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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迷的例外.

83 第 2款借用了原案文的第 1款 ,第 3款借用了原來的第 3款 .第 3款的

第二句活是新加的.因 力第 1款 (b)項所涉及的情況不是榮急情況,一般不需要

采取緊急情況所需采取的那种即時保伊行幼,所 以,立給外交信使机舍与其使因瑛

奈以便靖該使困人貝在杜查或搜查送行●l到 切.起草委員套扒力,例 如在外交信使

不憐接受回或避境目的悟言的情況下,迸垓使困人見到切是很有用的.但是,必須

推出,垓規定并不要求拖延檢查或搜查,直到使困人見到送.速一同題泣根据具体

情況和常理加以決定。如果垓使困人真可快速到送,接受回或逮境目些局則位等他

到迷后再送行檢查或搜查。如果需要等很故時同,則可先送行栓查或搜查,而元須

箏他到送。坪注將解釋力什么垓規定未用更加明确的悟言未表迖.

84 第4款未作任何修改地照最了一旗通避的第 2款 .只有在接受固或造境

日知道外交信使的喵吋住赴吋,才有可能泣用第 17奈.因 此,信使最好把其住赴

所在地通知些局。但速不庄是一項只艮雅的〤夯:正如
‘本可能

’
一洞所表明的,它要

依情況而定.

85 夌卡弗里先生悅,他 不能接受第 17紊 ,冬管他不反肘它的通避.首

先)它 并不要求外交信使帶有外交郎袋一一外交郎袋是所要保拼的肘象.其次,垓

紊給接受園或避境回強加了逍于沉重的久但,近近超出了外交信使執行其取夯所需

的保伊。

86 小木曾先生洗,他并不汏力編暴公的解決了速一同題.因 此,他不能支

持第 17朱,特別是第 1款和它的起句,所 以他保留立切.   .

89 托穆阿特先生洗,他不能接受第 17紊,因 力它給有失回家特別是避境

回一一它不合知道在外交信使的嗨時住楚是否有外交郎袋一一強加了逮于況重的久

裡。此外,垓朱沒有必要,因力有第 16奈就足移了.把第 17紊包括在草案中只

舍妨得各回91未來速一文弚的接受.然而,如果委員全多數委貝汏力力保伊外交信

使有必要通遊垓紊,他不合反肘.

s8 海斯先生洗,他感到第 17奈既元必要,又雅以執行,但他不反村通避

垓奈。

89 科『再先生悅,冬管他不反肘第 17紊 ,但他汏力,盤于夌卡弗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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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托穆沙特先生的意見,委員全或汻庄肘垓奈迸行复常,以便洋鉬說明,它 的目的

是保≠外交郎袋.

9U 比斯利先生悅,他肘第 17奈持重大保留意兄:相肘于其他紊款草案的

大体上其隊和其用的做法它是一介例外——蛗然并非是有意的;垓紊沒有先例,而
且幵創速祥一介先例可能具有危險性;它給接受回或避坑回強加了避于沉重而且老

元必要的夫捏;垓奈沒有必要,因力它同外交信使履行其取夯毫元夫系,甚至可能

合妨時各囝肘速一未來文中的接受;至于送些奈款草案的道用,它特引起并多央狋

同題;它 似乎提到肘外交信使的保伊——十分荒唐的是,即 使他沒有撈帶外交郎

袋,也要受到保伊——而不是肘外交邯袋本身的保伊。
91 書庫幼斯先生悅,他也肘第 17紊持有保留意兄,他忕力垓恭多奈,特

別是因力它太長了。草案載有十分重要的紊款,如第 15和 第 16奈,它 們用筒洁

的悟言力保伊外交信使提供了充分的保障.然而,第 17奈且然載有若干款項、例

外、肘例外的相互參照以及解釋,但表明,要想力一介板力平衡的草案根本元法包

括的情況作出規定是相些因雅的.不避,他持不反肘通避垓奈.

92 己哈幼先生悅,盤于所提出的強烈反肘意凡,拿 出一些吋同來深思熱慮

或忤是明智的.他仍然堅持他的意兄.

93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在作力回狋法委員舍委員

友言吋指出,所表示的保留意兄不是什么新的意兄.在一攻吋,委 員舍多數委員

悅,他們劈成略時住赴不可侵犯的各款.垓奈避長的确切原因是,起草委員舍和特

別被告長斌日似汀一項炅活規定,不給予外交信使恪吋住赴以完全不可侵犯性,而

是給予必要的不可侵犯性.速就是垓朱款有汻多奈件和許多例外的原因.各回政府

是否可能接受未來的速一公的并不构成刪除第 19紊的理由.各回政府特有机舍在

外交舍洪或大套第六委員全上用明其立切.他快力,委見合庄保留得到多數支持的

紊款,他相信第 17紊的情況就是如此.

94 哈索內先生悅,他焚成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

95 什多馬先生洗,他也汏力委員舍泣用一些吋同深思熱慮,在稍晚一些..+

候再回共忖梵第 17奈 .

96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公主席)悅 ,他 可以接受速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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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但想知道特別根告貝的意兄。

99 揚科夫先生 (特別擬告貝)悅 ,他現險段肘于在送一冗故的討淹中所表

送的保留意見提不出答案.根据他的惆查,他不汏力第 17紊全引起反村.央豚  .

上,垓紊只是有失方面力官方通氓表現出善意与常理的主題.

98 主席洗,可在泙注中作出解釋,第 17奈規定的是撈帶外交郎袋的外交

信使同題,冬管第 2和 第 3款似乎已說明送一魚。

99 科多咼先生沿若同祥的思路建決,把第 1款的幵共改力:‘撈帶外交郎袋

的外交信使的嗨吋住赴位⋯⋯”
.

1UU 已水沃≠先生悅,現在不是就一奈款重新幵展辨淹的時候。象其他奈

款一祥,垓荼如未反映林商一致的意見,至少反映了多數人的意凡.元梵怎么祥,

各种不同立場套載入垓套洪的筒要記最中.

1U1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 ,冬管科′馬先生的

意見值得注意,但很堆用文字來表送:准能确保外交郎袋在外交信使的惟吋住赴

呢?不迂,特別拫告長可考慮一下垓同題。

1U2 主席靖特別根告貝研究科多再先生的建洪,并在下次舍以上將其錯梵

告知委員舍。

1U3 埃里克松先生洗,他希望特別拫告長同吋再看一下第 3款的英文文

本,垓款悟法上不妥些.

第一副主席斯里尼瓦茫 .拉奧先生捏任主席.

固怀法排刁舍鎗束

1U4 馬勝松先生 (朕合目日內瓦亦事赴主任)悅,在第二十五屆回狋法排

刁舍上,許多研究生、青ㄇ研究回隊法的年駤教授以及剛弄始寺ㄓ并久黃赴理固怀

法同題的法苧家族得了一次F展其知伿、了解委員舍的工作以及熟悉与編求和逐漸

友展一介正赴于交革陣痛中的苧科有大的同題的机舍.啡刁套近力來自不同法律和

政治制度的法苧家們就委員舍正在赴理的寺題各抒己兄,展幵爭梵提供了机套.參

加者得以友現了一介在几十年肉已成力重要的法律分支的苧科戶博法瀚的領域.固

隊法坎期以來只是在外交政策同題上指早回家同夫系,現在卸幵始夫注入哭努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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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笙渀、技木、文化,甚至人道主又方面的同題。
πU5 送种努力的一介重要方面是促避和保伊人杈.在遠方面,朕合國采取了一

項三角方法.它凡乎完成了立法玠段的工作:法律的基砧結构現已建立 (思管在友展

和流功工人等方面仍然需做大量的工作),它汏 《世界人叔宣言》到各种回豚公的,

直至多种多祥的文串,下面接著的垓是儿重杈利公的了.朕合回現在必須把拭行送些

公的一 它們肘每一人而言必須威力現其一放在首位.它不能催促 159介主叔回家找

行速些公的,但它已絰賦予咨洶服夯和技木援助概念以新的生命力,它正在祁助各套

員回建立促送和保伊人叔所必需的回家基砒鎗构.在區域組象的合作下,它 正在扶事

下列工作:肘扶法人昃送行人叔培圳;粹有夫回隊文串烽成些地悟言:修改回內立法

以及拳亦苧刁班和排刁全。速些工作之所以能姼送行是由于各舍長回肘一信托基金給

予的慷慨捐助.除 了建立法律基砧結构和執行各項文中外,逐必須友功一切向公尒展

升宣侍的逐功,速是朕合回所幵展活功的第三介方面.必須社每一介人了解他們的杈

利和回家肘其承袒的〤夯,并知道他們可以依靠朕合目的靜助。
1U6 最后,他悅,人杈中心隨吋力想与其耿系的汫刁套的任何參加者提供

服夯.

1U7 布拉一布拉先生在代表回隊法汫刁全的參加者友言時悅,他們很高共有

机合出席委員舍頗有教益的辦梵,.他們放中苧到了宜安的知伿,不久,其各自回家

粹受益于速些知氓。非正式舍以逐力他們提供了非正式地參加意見討捻的机套。他

們粹永迒圮住那次由未來的教授和大使帶行的,并有委員舍委員出席的模似合玟 ,

在垓套以上,大家肘有夫固豚法的編恭与友展的真央工作升展了坪梵.人們希望今

后將再次組玖送种活功.他感甜委員全允許汫刁套的參加者八其工作中荻益,并感

甜朕合回日內瓦亦事赴法律朕絡赴的工作人貝提供的帶助.他逐9I瑞士的熱情好

客,向瑞士些局表示感甜.

主任向參加者飯友怔串,怔明他們參加了第二十五居回阿法排刁套.

下午 1時零 5分散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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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3U次套玟

1989年 9月 4日 星期二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已哈幼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你沃伊

先生、已示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鈉先生、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迪

正斯一因薜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

科多馬先生、馬希与先生、夌卡弗里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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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庫射斯先生、塞普你籬送一古

缺雷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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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 (生)

(A/CN4/4U9矛

一

Add1-5, 1  A/CN4/417, 2

A/CN4/42U, 3  A/CN4/L431, E市 ,

.    A/CN4/L432, !LC (×
L｜) /C。 nfrl。

。
mDoc1)

(玟程項目 4)

〕 特載于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 一部分).

2 同上.

3 特載于 《1989年⋯⋯年鈭》,第二卷 (第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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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車委員合提以二淇的秦款草案
4  (鎮

)

第 17奈 (告 吋住赴的不可侵犯)5  (簇完)

1 主席清特別根告員拫告力第 17奈尋找一介普遍接受的方案而送行的磋商

的錯果°

2 揚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炅)悅大家提意肘第 1款作一些改劫,以便考慮到

友卡弗里先生和巴哈納先生 (第 2129次套坡)等几位委長的意見,他們指出,外

交信使幅吋住赴的不可侵犯不仗限于其人身,而主要是夫于他所撈帶的郎袋.在此

利害攸夫的不是信使的人身而是其取夯,其主要取夯是擄帶和遊交外交郎袋。
3 因此他現在提以在第 ●款

“
外交信使的嗨吋住大

力
几介字的前面加上‘

擁帶

外交郎袋的
”
速一措洞.其后的措洞“

原則上不可
”
垃修改力

“
原則上不位垓

”,以便

使第 17荼与采用同祥提法的第 9紊第 1款相一致.

4 在第 3款第三句中,有人提以作一魚小小的文字性改功,將‘bee併 ected”

改力
“｜seffected〞 。

5 友卡弗里先生蛻他砍迎提決的村第 1款的增汀,速是有益的,速在很大程

度上消除了他肘第 17奈的主要反村意兄.在較早的案文中,第 19奈把重魚放在

信使上,似乎忽視了郎袋.同 祥,他砍迎將
“
不可

”
改力

“
不庄垓

’
的提坡,它使垓奈

規定的〤秀更加炅活。他仍然相信第 19奈并非确有必要,但不反肘按現有提決形

式的垓奈.最后,扶悟法上排,他贊成在第 3款 中用
“
beeffected” 而不用

“心e仁

fected” , 一悟.

6 已哈納先生洗他也玫迎提決肘第 1款的改功,速使第 17荼很容易接受.

7 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見套主席)洗他強烈女同
‘
原則上不可

ㄉ

速一提法,起草委長套銓逍相些故吋同忖淹后采用了垓提法°“原則上
’
速介泀使其

4 
由回隊法委員合一旗哲吋通避的奈款草案特載于 《1986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24頁起各頁.坪注兄同上,第 24丌 ,腳注 72.

5 
案文兄第 2η 9次套以,第 7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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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了必要的炅活性,“ 原則上不可
方
央眛上相些于

“不庄垓
’.拭困持

‘不庄垓
”
和

“
原

則上
〃
結合起來舍引迸一种不可取的附加炅活因素.

8 主席指出,如在第 17荼中保留
“
原則上不可

”
則委見套就不得不達背其在

第9奈 中使用
“
原則上庄垓

’
的決定。

9 弗朗西斯先生悅,第 9荼 中使用
“
原則上位垓

”
与第 17紊第 1款措洞的提

坡并不真正相同.第 9奈 涉及外交信使的目籍,第 1款規定外交信使
‘
原則上位

垓
”
具有派遣目的回籍,目 的是使派遣回在此同題上有更大的自由.第 19奈涉及

在信使手中的外交郎袋的不可侵犯性.力 此目的,信使的愉時住楚必須不可侵犯.

因而有失規則构成一种免討的規范。它与所有規則一梓有某些例外,例 外前面有

“
但

”
字。第 1款 (a)和 (b)項 中規定那些例外的存在并不影呴信使的住殘、人

身和邯袋根本的不可侵犯性。因此,他強索1敦促保留
“
原則上不可

’
送一提法.

1U 勒泰先生悅, 自1982年 《耿合回海洋法公的》以來,在起草目泳公的

中使用奈件句的超勢日增,他肘此表示惋惜.送种做法不泣垓提倡。

I9 本努幼先生悅他同意勒泰先生的意兄.他步成使用
“
原則上不可

”
。象“

原

則上不泣垓
”
速祥的提法不能接受,因 力它大弱了.

12 物科夫先生 (特別寺艮告長)指 出,“ 原兵j上庄垓
”
送一提法的使用近迒早于

1982年 .例 如,在 1963年 《維也鈉領事大系公釣》第 22恭 中就曾使用避.其

隊上,他 自己傾向于在第 9柔和第 19奈中都用
‘
泣
”
而不用

“
庄垓

’,但力了一致起

几 ㎡介荼款必須使用相同的悟言形式.

↑3 已哈納先生悅他同意力了保持一致立在兩介奈款中使用相同的提法.他

自己傾向于
“
庄垓

”
一洞。

14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本傾向于在第 9奈中用
‘
位

”
一洞,但壆于各回政府

的意兄,第 17奈需要很大的炅活性.逸摔
“不可:或 ‘

不庄垓
”
不是一介文字的同

題:速是一介其旋性同題.逐有,‘原則上
”
使其具有更大的炅活性,必須予以保

留.

15 本努納先生悅他同意垓甘稔是共廣性而非文字性的甘淹.‘原Xll上
’
遠几介

宇的使用強惆了不可侵犯是原則,例 外是第 ●款
“
但
”
字以后 (a)和 (b)項 中所

規定的那些情況.遠祥就很清楚,提到的那些情況是唯一的例外.其他所有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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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央行不可侵犯原則.若 以案件性的
“
不位垓

”
取代強制性的

‘
不可

”
則第 17奈就根

本不是在敘迷一奈法律規則了。

16 卡菜F.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強琱起草委長全肘第 9奈

和第 17荼赴理上的不同.肘第 9紊,起草委員舍決定保持一凌通避案文使用的措

洞,即 功洞形式
“
泣核

”.肘第 19荼 ,委員舍采用了“
原Jll上

’
送凡介字, 自然感到

因此必顏使用
“不可

〞
以取代

“不立垓
”.因此,他只能建決本委員套維持起草委貝全

通逍的、使用
“
原則上不可

〞
速一提法的案文.

17 迪正斯 .因 芛雷斯先生悅他不淡其他悟文悟法上的徵妙之赴,但就西班

牙文文本而言,他希望澄清其立切.“ es inv｜ o｜ ab︳ e,en princip︳ o〞 速介措洞宣布了

一來明确的法律規則。現在吋念
“
es” 具有一种強制效果.若代之以有紊件性的

“
seri↙ 意味著沒有不可侵犯的規則.委員舍唯一正确的道路是保持

“
es｜ nvio｜ ab｜ e

en pr〡 nc〡 p｜ o” 速介措詞,它們明确地陳迷了不可侵犯原則,些 然它后面是第 1款
(a)和 (b)項規定的例外.

18 馬希馬先生說他与迫正斯 .刃 薛雷斯先生和本努納先生持相同的兢焦.

要使用的正确的木悟是
“
不可

’
°

19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悅,r原 則上
’
速介洞提供了足姼的炅活性.沒有必要

用
“
不垃垓

”
一悟來引入更多來西.他与其他委長一梓,螢成

‘
不可

”
一洞.

2U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希望強琱第 9奈意在給予派遣目委派外交信使的很大

的炅活性;因 此垓奈宣布的規則就必須要弱。第 ●7奈的立切則完全不同,因力垓

奈建立不可侵犯的基本規則,必須用強烈的措洞表迷.

21 逐有,上述第 17奈第 2款規定,在友生火文或其他文害可根据第 1款

(a)項采取保伊行劫.I,“庄采取力保伊外交郎袋及其不可侵犯性所必需的措施
’

.

若用
“
原則上不垃垓

”
削弱第●款首句中的規則,第 2款的規定就沒有必要了.

22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革委員套主席)解 H＿
.悅 ,特別扳告員現在

提以肘第 1款 的兩赴改功之同有所不同.第一赴改功一一即加上‘
拷帶外交郎袋

的
”
速几介字一一起草委員套尚未討淹;它是由科多乃先生 (第 2● 29次套洪,第

99段)在 回隊法委員全提快的.他介人支持速介好意見.另 一改功一一即用
“
不庄

垓
”
取代

‘
不可

”
一月一一起草委員舍送行了長吋同討滼,由于上面提到的理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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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此強烈反肘。

23 夫于在第 3款 中用
“
ise∥ ected汁 取代

‘bee打ected’ 遠一提以的筒短甘稔

一一托穆沙特先生、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貝套主席)和帕夫拉克先生

參加了咳甘梵,此外,海斯先生指出,如在第 3款 中保持正确的悟法形式
“
beef＿

fected” ,則 同一句中的
“andwi｜︳notundu︳yde︳ ay” 必須修改力

“andwou〡 dnot

undu｜ yde!av” .

24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見,他便汏力本委員合同意通迪第 17奈 ,荼件

是:第 一,在 第 1款 中,在首句
“
外交信使

”
前面加上“

拂帶外交郎袋的
”
遠几介

字;其后是現有的措洞:“ 原則上不可侵犯
”;第二,在第 3款 中用

“bee仟ected〞 ,

而
“
wi｜ InotunduVde｜ aV”修改力

“w。 u〡dnotundu︳ydeay” 。

就速祥決定。

第 17紊通道°

第 18奈 (管轄豁免)

25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就第 18

奈提以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η8奈  管轄豁免

1 外交信使就執行其取夯的行力而言,庄享有接受回或避境目的刑

事管轄豁免。

2 外交信使就執行其取夯的行力而言,逐位享有接受目或避境目的

民事和行政管轄豁免.在車輛華事引起板害,車輛的使用可能使外交信使

久有賠僕責任,而不能杕保險取得賠催的范日內,上述豁免不泣道用于要

求賠僕垓項板害的坼忪.根据接受因或逍境目的法律和規幸,信使霄玫机

功率輛吋必須具有肘第三者汎險的保險.

3 不得肘外交信使采取任何執行措施,但如果厲于他按第2款規定

不享有豁免的情況,并且采取執行措施吋不致侵犯其人身、嗨時住赴或委

托他的外交郎袋的不可侵犯杈,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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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交信使在涉及執行其取秀的事項中,沒有出庭作怔的〤夯。在

其他事項中,可要求外交信使出庭作近,但 以不村外交郎袋的遊交造成不

垃有的拖延或障磚者力限.

5 外交信使肘接受回或避境回管轄的豁免并不使其免除派遣目的管

轄。

26 起草委員舍在赴理第 18奈 吋牢圮一旗通道的垓案文是一种基于仄取夯

看眼的做法的妥林,它 早致有朵件的管轄豁免.力 了避免打破垓案文所央現的微妙

平衡,委 員舍肘其思量少作改功。唯一的其旗性修改是在第 2款末尾加上特別報

告貝根据某目政府的中面意見提以的下列新句:“根据接受目或遊境目的法律和規

章,信使賀駛机功車輛吋必須具有肘第三者風險的保險
’
。

27 至于文字性改功,前兩赴肘第 1和 第 2款都适用,即刪去%sthecase
maybe” 和刪去起草委員套汏力多余的

“
行力

”
之前的

“
一切

”
。起草委員合汏力第 2

款第二句中的
“
造成

”
不道些,因 力事故的原因不能姼預先确定.因 而垓洞由“

華事
”

取代°力避免重复,用 “
可能使

”
取代

“
可能涉及气 考慮到有可能杕保險中取得部分

賠偕,在第 2款 中用
“
范日內

”
取代

“
情況下

”
.

28 起草委員套由于先悟法上的原因刪去了第 3款 中的
‘
本奈

”,并在
‘
嗨時住

赴
”
前加上

“
其

”
。

29 第 4款 中的
“
案件中

’
由
“
事項中

’
所取代,起草委員套汏力垓措洞更加精

确,它 取自1963年 《堆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44紊第 3款。第 4款第二句相位

作了交功。在
“Hemay”后面加上了

“however’ ,以強琱第一和第二句的道用范日

及其中所反映的方法是不同的.最后,用 ‘
不位有的拖延或陣得

’
取代

“不合理的拖

延或障得
’,它 昱得更筒洁、風格更优雅.

3U 巴哈納先生建洪,盤于第 17奈 中所作交功使不可侵犯以信使撈帶郎袋

力奈件,在第 18奈第 3款 中位垓加一奈但串,規定垓款汏屇于第 17奈的規定.

31 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 草委員舍主席)悅沒有必要采用此种但

#;第 3款汏厲于草案所有的朱款.

32 主席說,如元反肘意兄,他將汏力回除法委員合同意通避起草委員套提

以的第 ●8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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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奈通遊。

第
￣
1η 荼 (免除夫稅和捐稅)

第 2° 奈 (免除柆查和栓蒞)

33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貝全主席)介努起草委員套就第 19

柔和 2U奈提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19荼  免除美稅和捐稅

1 接受固或避境回位按照其可能通迂的有失法律和規章,允汻外交信使

介人行李帶迸的其介人使用的物品入境,并免除肘速些物品的一切夫稅、捐稅

和有失葵用,但力提供特定服夯所征的妻用除外。

2 外交信使在執行其取夯吋泣免除其在接受固或避境目的一切全回性、

地區性和地方性的捐稅,但通常包括在焂物或服夯价格之內的同接稅以及力提

供特定服秀所征的黃用除外.

第 2U荼  免除檢查和栓驗

1 外交信使庄免除人身栓查。

2 外交信使的介人行李庄免于栓驗,除非有戶重根据可以忕力行李中有

不厲外交信使介人使用的物品,或其迸出口是接受固或造境固法律所禁止或檢

瘦規章所管制的物品.速种栓螒立在外交信使在切吋送行。

34 他希望將送兩奈一起介紹,因 力自一旗以來其位置已顛倒避來,透因力

原 19荼 的一款特到了原第 2U荼中.他清本委員舍村他將要作的十分洋冬的介紹

持寬容志度:本舍洪的筒要記暴是洋知解釋送些交功的唯一赴所.

35 各位委員可以回碩,一攻通迪的第 19奈涉及三介同題:信使庄免除人

身栓查;失稅;及信使的介人行李庄免于栓驗.第 2U紊俱涉及免除信使在接受目

或避境因停留期同可能需要皴納的捐稅.在結构方面,大家記得,特別根告長在上

屆舍以上建洪刪除夫于信使人身栓查的原第 19奈第 1款 ,或特它列入夫于人身保

伊和人身不可侵犯的第 16荼 ,并建決第 19和 2。 荼的剩余各款合并力一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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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起草委員舍決定保留美于信使人身栓查的寨款,因 此它汏力可取的做法是持夫
于信使人身栓查和行李杜螒的奈款与夫于稅夯同題 (夫稅、捐稅)的奈款分幵。因
此,美子夫稅的原第 19奈第 2款成了夫于捐稅的原第 2U荼第 1款 .因 力免除美
稅和捐稅＿9第 18奈的主題豁免同題密切相夫,起草委長套決定使第 2° 奈靠第 18

奈近一些.因 而原第 2U朵成力現在的第 I9紊 ,原 第 99荼威力第 2U柔 .

36 夫于內容,起草委員全村現在的第 ●9紊第 .款 (原 第 19柔第 2款)作
了兩赴文字性交功.一是刪除勺sthecasemavbe” 速些字梓,另 一介是用

“
帶迸

”

取代
“
迸口”,前者被人力肘信使令人行李物品更合道.

39 第 19奈第 2款 (原 第 2U奈唯一的一款)在起草委員全沒有引起很多坪
治.冬管信使在接受目或迂境固停留十分短暫,也不大可能被深以捐稅,起革委員
合汏力保留垓款以包括各种情況是可取的.在此也做了凡赴文字性改功:刪 除了
“asthecasemavbe” 和委員舍汏力多余的

‘
本來可能需要繳幼的

”
字祥.新的第 η9

奈的杯題改力
“
免除夫稅和捐稅

’,更准确地描逑了垓荼的內容。
38 日前的第 2U紊第 2款 ,些 然是原來的第 19紊第 3款 ,沒有引起多少泙

梵;唯一的文字性改劫是刪除勺sthecasemavbe’ 字祥。夫于第 1款 ,肘是否垃
有任何紊款明确涉及免除信使人身栓查,起草委員全意兄分歧.意見分歧并非夫于
所涉的原則:起草委員合所有委員似乎都同意,外交信使泣免除人身栓查。但是 ,

有些成長汏力,第 9款 的規定沒有必要,因 力第 16奈 申明的信使人身不可侵犯就
含有免除人身檢查的意思。銓遊ㄏ泛的辦淹,下迷現J羔 占了上風:即使垓規定尸格
來悅并不必要,但在強琱不可侵犯的速一方面可能很有用,速在第 2U紊中元疑具
有十分現央的意叉.

39 托穆沙特先生說,他汰力,第 19奈是多余的,不泣通避.外交信使通
常伙在其撈帶邯袋前往的回家的領土上停留很短吋同.垓規定套造成巨大的行政因
堆,速肘址在垓目的外交官來悅元疑是有道理的,但肘入境短暫停留的人則不然.

4U 卡菜F.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革委員舍主席)悅 ,托穆沙特先生的反肘
意見可能道用于第 19紊第 2款 ,但肯定不道用于第 1款 ,垓款中有失系的同題是
送入接受回或避境目領土,而不是停留的期限同題.信使同祥可能因其迸口自用的
物品而被澡以夫稅和捐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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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不反肘第 2。 奈的內容,但人力英文文本的最后一句

庄与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更加一致。

42 肘夫于外交信使的怔件 (兄第 2128次舍決,第 92-99段)的第 8紊的

修正并未使其英文文本更加明确,委貝舍也忤愿意考慮村其加以修改.

43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特汏力固防法委長全同意通迪第 19和 2。

紊,荼件是第 2U荼英文文本的最后一句將与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更加一致.

就速祥以定.

第 19和 2U奈通遊.

第 21奈 (特杈和豁免的弄始和結束)

44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長舍主席)介紹起草委長套就第 21

紊提以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21奈  特板和豁免的升始和結束

1 外交信使庄汏其力執行其取夯而送入接受固或避境目領土之吋起享受

特杈和豁免,或如果外交信使已絰在接受固領土肉,則位汰其升始執行取夯之

時起享受特叔和豁免.

2 外交信使的特杈和豁免座于垓外交信使萬幵接受目或逮境固領土吋停

止,或在其可以萬境的合理期同終了吋停止.但作力接受因居民的特派外交信

使的特杈和豁免立在垓信使粹其照管的外交郎袋遊交收件人吋停止.

3 承管有第2款的規定,夫子外交信使拭行其取夯的行力,其豁免位始

終有效.

45 第 21奈涉及外交信使特杈和豁免的升始和結束,力使送兩介方面更清

楚,起草委貝舍修改了杯題.力 同一目的,起草委貝舍決定用分別的紊款走理遠兩

↑方面。

46 第 1款除了刪除勺SthecaSemaVbe” 字祥外,与 一旗通避的垓案文第 1

款首句相村庄.夫 于信使特板和豁免終止的第 2款以原第 1款第二句幵始,作 了

一些力粹垓句置于一款之首所需的小小的編輯改功。一項較大的修改是在垓句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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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了“
或在其可以萬境的合理期同終了時

”
這些字祥.原 來文規定,作力一般規

nAl,信 使的持杈与豁免
“
通常

”
在其萬弄接受目或避境目領土吋終止.原 第 2款親

定的一介例外是,些信使被宣布力不受砍迎的人或不能接受的人吋,其特杈与豁免
泣于其萬境或可以南境的合理期同終了吋終止,起草委員舍汏力同一原則庄道用于
所有信使;如信使在其取夯完成后長時期留在接受因或避境回境內,任何信使都沒
有任何理由麩裝享有特杈与豁免.在此情況下,接受回或避境回位有杈給予垓信使
一段合理時期萬境,并在垓期同終了吋停止給予他特杈与豁免.由 于在第 2款首
句末尾加上了

“
或在其可以南境的合理期同終了吋

’
遠些字,原 第 2款就沒有意又

了,因 而予以ml(除。

47 第 2款第二句与原第 1款未句肘垃,規定了垓規則的第二介例外,垓規
則即特杈与豁免在信使萬幵接受回領土吋停止。一淒通達的奈款确立了特派信使的

特板与豁免在其粹郎袋遊交收件人時停止,其意困并非歧視特派信使,而是要包括
下迷情況,即作力接受回居民的信使在其遊交郎袋后不泣雞接享有特杈与豁免。力
了澄清速一魚,現在的案文啡到

“
作力接受回居民

”
的特派信使。

48 除了用
“
第2款”

取代
‘
上迷各款ㄅ卜,第 3款＿●一凌通遊的案文第3款相同.

49 本努幼先生同力什么“
豁免

’
一洞在第 3款 中用草效,而第 1和第 2款及

第21奈杯題卸用复教談到
“
特杈与豁免‵ 其次,咳奈第 2和第 3款之目的确切夫

系是什么?元疑,信使一旦萬幵接受回領土,他就不能力行使其取夯而迸行任何送
一步的行力。

5U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不是肘第 2● 奈提出反肘意兄,而仗伙希望重申他就
有失信使取夯的期限的第 1U奈和第 11奈提出的一羔.些 然,列 出每一种可能的

情況是不可能的,但是若泙注能姼具体指出第 21荼包括如信使已遊交了郎袋而又
尚未拿到另一邯袋速祥一些情況是合有所助益的.

51 揚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第 2● 奈是以編朱公的的相位紊款力范
本,即 ,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39奈、1963年 《籬也納領事大系公

的》第 53奇、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43柔和 1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杈公

的第 38和第 68奈。至于支卡弗里先生的意兄,可在泙注中根据建洪的方針列入

一紊有夫信使耿夯的解釋.他在答友本努幼先生吋悅,第 3款 旨在就行使其取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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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力保≠信使。一填通送夫于垓荼的坪注較洋鈿地淡到此同題. 6

52 科多馬先生淡到外交信使的取夯,按第 1U荼 中的定〤包括保管、迋送

和遊交外交郎袋.他汏力,第 21朱 第 3款庄理解力仗道用于第二和第三項取秀 ,

而不道用于第一項.

53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凡,他將汏力回怀法委員合同意通避第 21奈 .

第 21奈通遊.

第 22柔 (放弄豁免)

54 卡菜歹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就第 22

荼提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22荼  放弄豁免

1 派遣回可放葬外交信使的豁免。

2 放弄豁免概須明示,并庄以串面通知接受固或避境固。

3 但如外交信使提起坼忪,即 不得肘与主坼直接有夫的任何反坼援引管

轄豁免.

4 肘司法拆松管轄豁免的放奔,不位視力肘判決或裁決執行的豁免也默

示故卉,判決或裁決拭行的豁免必須另行放卉.

5 如派遣目不放弄一項民事坼松中外交信使的豁免,即位冬力謀求垓案

的公正解決.

55 起草委員舍較次吋同地申洪了第 22奈的范日是否庄限于管轄豁免的同

題,得 出的結梵是,放卉豁免的決定可以道用于除与管轄有夫外的其他豁免;因而

委貝舍決定保持复數形式的
“
豁免

”.垓朱的杯題和第 1款沒有交功.

56 在第 2款 中,起革委見全刪除了
‘
但本奈第 3款規定的情況除外

’
字祥 .

它汏力第 3款沒想的情況不是尸格意〤上的放卉豁免的情況;确 央,在 1961年外

6 《●985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3和 44頁 ,坪注的第 5

至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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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夫系公釣第 32荼 中,有夫情況并不是以放井豁免概須明示規則的例外的方式未

表示的。起草委見套肘第 2款所作的第二赴改功是加上了
“
接受回或避境回

”
字

祥,意在使垓案文明确地与 1963年籬也幼領事大系公的第 45紊第 2款相一致.

第 2款 中所有的其他交功都很小,仗与英文文本有失:在款之首加上了一介定冠

而,力 了前后一致,用 “
sha｜｜”取代了

“
must〞 .

59 在第 3款 中,唯一的交功是在句首加上了“
但

”
一月,以便澄清冬管起草

委員套汏力垓款所指情況不是尸格意〤上放井豁免的情況,但其中所宣布的規則仍

使接受因或避境回在未篷正式放井豁免情況下行使其管轄.

58 就第 4款而言,起草委員舍汏力肘執行煦豁免必須另行放弄的要求不伙

庄适用于民事和行政坼忪,而且庄道用于刑事坼松。力使垓案文成力全面的案文 ,

委員合用
“
司法拆妐”

取代
“
民事或行政坼忪”,在 法文本 中用

“proeedureS

juridict〡 onne〡｜es” 。因此,起草委見套用
“
判決或裁決

”
速一更一般的措洞取代

“
判

決
”
一洞,考慮到在某些法律制度中,法律坼松的錯果,尤其是行政坼忪的結果并

非一定以“
判決

〞
一面的表示。

59 起草委員套決定保留一旗通避的第 5款案文。它同意在大多數情況下在

民事案中,些 派遣回不放弄豁免時,存在看派遣目碟求解決的可能性,特別是通避

支付賠儅的方式,但它汏力,如在刑事坼忪中出現此种同題,也不庄刪除采取第 5

款所淡想的央隊亦法通遊淡判其現解決。速一羔將在坪注中洋逑,起草委員套同

意,鈭于第 5款所淡想亦法厲于
“出自恩惠

”
的性廣,位用

“
公平

”
取代

“
公正”,法

文文本中也是用前一介坷.

6。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特忕力回豚法委員合同意通遊第 22荼 .

第 22奈通避。

第 23泰 (受托送交外交郎袋的船長或机長的地位)

6●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就第 23

奈提坡的案文,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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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祭  受托送交外交郎袋的船長或机次的地位

1 外交郎袋可委托給按預定航程到迖銓核准的入境港用于商ㄓ的船舶或

弋机的船次或机畏.

2 船故或机次立持有官方文件,載 明构成委托其送交的邯袋的包紊件

教,但垓船長或机長不得視力外交信使.

3 接受因庄允許派遣固使目、領倌或代表困的一名成長元阻時地登上船

月白或弋机,以便直接自由地狄船長或机長赴領取郎袋,或直接自由地向船長或

机次遊交郎袋。

62 起草委長舍常以了特別才艮告見根据各回政府的泙淹提出的一項提洪,在

第 1、 第 2和 第 3款 中在
“船次或机夫

〞
后加上

‘
或一位豋授杈的船長或机組成長

’
.

思管有些委見汏力速一增加可照厥到某些回家的其踐,起草委其舍中占上風的意見

是,一填通道的案文并不排除此种央跩,而且具有使一位容易洪別的人肘邯袋久黃

的長效。因而起草委員舍同意保持垓案文,但肘其作如下的小改功,即 刪除第 1

款超首楚
“
派遣回或垓固使困、領信或代表困的

”
字祥,由于荼款草案的范園已在第

1奈中予以界定,速些字祥是多余的.

63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見,他特汏力回隊法委長合同意通道第 23荼 .

第 23荼通道。

第:24紊 (外交郎袋的伿別)

64 卡菜歹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見套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就第 24

荼提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三部分

外交郎袋的地位

第 24恭  外交螂袋的伿別

1 构成外交邯袋的包裹庄附有夫于其性炭的外部昱著柝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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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成外交郎袋的包裹,如元外交信使伊送,遜垃附有夫于其目的地和

收件人的昱著杯圮°

65 第 24奈是夫于外交郎袋的地位的第三部分六紊中的第一荼.垓奈何草

明了,沒有引起各回政府的任何坪梵.起草委員舍通避了垓奈,仗在第 2款作了

一赴很小的文字性改功,粹 ‘
杯圮”

一洞改力复效形式,杕而使垓案文与第 1款的

案文相一致.

66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希望重申他就草案第二部分已瀣提避的意兄.他相

信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位置立類倒迂來,因 力整介草案的主要同題是外交郎袋而

不是外交信使.

67 托穆沙特先生回厥了就第 3奈 中
“
外交邯袋

”
遠一洞悟的定〤迸行的忖梵

(兄 第 2128次舍以,第 39段超各段),他悅,通避規定外交郎袋必須附有夫于其

性辰的外部昱著杯圮,第 24各似乎暗指,即使沒有此种林圮,郎袋仍力外交郎

袋。因此他砍迎垓奈,垓泰怔明他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68 科『馬先生悅,由 于构成外交郎袋的包裹裝在郎袋之內,必須幵拆郎袋

才能核央包裹是否附有美于其性廣的外部昱著林圮.他汏力,第 24紊未能表送它

想要表送的意思。

69 本努鏑先生提破第 1款位力:“外交郎袋泣附有失于其性辰的外部昱著拆

i已
’,第 2款垃力:“外交郎袋,如元外交信使伊送,逐座附有夫于其目的地和收件

人的昱著杯圮°”

7U 揚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員)悅一填通避的第 24荼的坪注 ’ 以及回狋

法委員舍 1958年通逍并一直作力 《196● 年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依据的夫于外

交交往和豁免的奈款草案的呼注 8 
肘垓紊的央隊含火作了全面的解猙.至于友

卡弗里先生提出的同題,目 前的奈款項序反映了本昔題棒題采取的和有夫的大套決

洪核可的次序.其隊上,一份文中的錯构沒有任何法律意又,一份奈的的共廣內容

常常見于垓奈的第四章.重要的是法律內容而非各章的次序.

同上,第 47-48頁 。

《1958年⋯⋯年盤》,第二卷,第 89起各頁,文件A/3859,第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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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見,他粹汏力固隊法委員套同意通道起草委炅舍提

洪的第 24恭。

第 24荼通道 .

第25紊 (外交郎袋的內容)

72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介紹起革委長舍就第 25

紊提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25奈  外交郎袋的內容

1 外交郎袋只限于裝載來往公文和寺力公夯使用的文件或物品。

2 派遣固庄采取道些措施防止通避其外交郎袋逐送第1款所列物件以外

的物件。

73 第 25荼在一填吋就曾銓遊深入甘淹。其表迷方式似乎各位委員都可接

受,除 了粹杯題中的
“
內容

”
改力复效外,起草委員套沒有建洪任何改功.

74 巳哈鈉先生悅第 1款 中有失外交郎袋
‘只限于裝載

”
來往公文的措洞不姼

強。
“
位只限于裝載

”
的措洞更力道些,尤其是英文本中

‘
。

n︳γ
”
一洞的尸厊似乎与

“
may” 一洞所合的完容格格不入.

95 揚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 ,“ may”遠一措洞意在表示,元梵外交郎袋

中的公文、文件或物品力何,其在任何情況下均需意在青扁公夯使用.

76 咼希与先生指出,垓表迷出自 ●961年 維也納 《外交夫系公的》等文

:〡

-｝

。

77 友卡弗里先生悅,在如第 25朱第 1款速祥的上下文中,‘ mav’ 一同的使

用可与
“
can” 相肘比.“ can” 一洞指央拆上可能做的,而 “mav’ 則指可允卄的.在

此,其意力允忤外交郎袋裝載忤多不同的物品.

78 比斯利先生怔央了肘
“mav” 一切的解釋.其在此的使用意在防止如特私

人信件等置于外交邯袋內,杕而取消垓邯袋的外交地位。

79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將伏力回隊法委員合同意通避起草委員舍提

洪的第 2S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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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紊通道.

第26荼 (以 邯政或任何迋輸方式侍送外交郎袋)

8U 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趏革委見套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就第 26

奈提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26紊  以郎政或任何迋輸方式侍送外交郎袋

有大的目隊或日內規則所确定的夫于使用郎政或任何逐掄方式位遵守的紊

件庄道用于侍送杓成外交郎袋的包裹,以便翑保力遊交郎袋思量提供方便.

81 第 26恭承放下逑事其,即 些通避特定逐輸方式侍送外交啷袋吋,規定

垓逐輸方式的回隊或國內規則道用于垓郎袋的侍送.郎 政尤力如此.垓同題在委炅

全里銍逆了深入的討淹。有段吋同,垓奈款曾洋細得多,但委員舍得出的結淹是 ,

如不改交夫于有美迋輸方式的一般規則,在速些紊款草案中宣布的任何具体規則均

不能道用。看來不可能修汀此种規則—— 特別是万回郎政耿盟的規則—— 以使外

交郎袋成力一种特殊郎件美別。因此,一填通避的第 26奈的案文限于承汏通避郎

政或任何迋輸方式侍送外交郎袋座遵守回豚和回內規則所列的美于使用郎政或逐輸

方式位遵守的紊件。但是,回隊法委貝舍的許多委員表示,垓恭村根据速些規則外

交郎袋泣給予可能的最佳待遇送一′叔至少垃有一.意 表示.就此,特別報告長曾提洪

在垓荼末尾增加“
在可能的最佳紊件下

”
速些字祥.起革委員套接受了垓亦法,常洪

了特別拫告貝的建以,并建洪在第 26奈末尾增加“
以便确保力遊交郎袋思量提供

方便
”
等字祥.

82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粹汏力回隊法委員合同意通避第 26紊 .

第 26茶通道.

第 27奈 (外交郎袋的安全和迅速送交)

83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合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就第 27

紊提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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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紊  外交郎袋的安全和迅速送交

接受日或避境目位力安全迅速送交外交邯袋提供方便,特別位确保外交郎

袋的送交不因形式上或技水性的規定而受到不位有的拖延或阻磚.

84 委貝舍常洪了一些較長和較洋細的提決之后,一樣通避了垓紊的一介十

分筒短的案文,它汏力所需要的就是用一般措洞規定接受目和避境固有
‘
力安全迅

速侍送或遊交外交郎袋提供必要的方便
”
的〤夯.起草委長舍扒力不位偏商速一路

我,它 集中精力于文字性改功,以使垓奈款的目的表送更清楚.

85 提洪的改劫如下:垓奈立規定接受回或逍境目庄
“
方便

’
外交郎袋安全和

迅速送交,而 不用立
“提供必要的便利

”
。因力垓〤夯是一般性叉夯,起草委員舍相

信,“方便
〞
一洞是比“提供必要的便利

”
一悟更好的表送方法,后者可能被解釋力肘

接受目或避境回加上一种避度的久捏。保留了
“
安全迅速

”
送一限定洞,但他們傾向

于用
“送交

”
郎袋,而不用

‘
侍送或遊交怕6袋 .起草委員舍扒力

“
送交

”
一洞包括了郎

袋在接受回爪其到迷至送交收件人、或在避境回汏其到送至萬境之同的各种复染步

驟。

86 起草委長套斷定,思管要保持垓紊筒洁的柝准,但至少提到一种履行方

便安全和迅速送交郎袋之〤夯的方式是有用的°因而它建破在案文末尾增加下列措

洞:“特別庄确保外交邯袋的送交不因形式上或技木性的規定而受到不立有的拖延或

阻得
〃
。速粹澄清接受回或避境目的一般性〤夯意味著一种更具体的〤夯,即不肘

郎袋道用可能使其受到不泣有的拖延或阻得的形式上或技木性的規定。

89 起草委員舍逐建洪垓紊用
“
外交郎袋的安全和迅速送交

”
速一新杯題.它

比先前的杯題
‘
給予外交郎袋的便利

”
更好地反映了垓朵的內容.

88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粹汏力回豚法委員套同意通避第 29紊 .

第 29奈通道.

第28紊 (外交郎袋的保伊)

89 卡菜歹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員套就第 28

荼提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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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察  外交鄋袋的保伊

1 外交郎袋不稔位于何赴,均不得侵犯,不得弄拆或扣留,并庄免除直

接或通避屯子或其他技木裝置的檢查.

2 但是,如果接受回或避境國主管些局确有理由相信領倌邯袋內裝載有

第 25奈所指的公文、文件或物品以外的物件,則 可要求在垓些局在切的情況

下,由 派遣回一名授杈代表幵拆郎袋.如果派遣回些局拒免速一要求,郎袋位

退回其友送地.

9U 第 28奈 引起了一些堆以琱和的不同看法,一凌通避的案文有效赴帶有

方括景就是怔明。力 了便于找出解央亦法,特別根告貝在其第八次拫告

仈 /CN4/4● 9,第 244段起各段)中根据各囝政府的串面意見和坪淹提出了三

种各送案文.

91 肘第 1款 ,速三种各逸案文都建以同一亦法一一刪去表迖下列兩介概念

的措洞兩逛的方括早:外交郎袋不梵位于何赴,均不得侵犯;及郎袋必須免除直接

或通避屯子或其他技木裝置的栓查。在遠兩羔上,各回政府的意兄与委員舍大多數

委員在一玫忖淹垓奈吋表送的看法一致:郎袋庄被宣布力不得侵犯,不庄受直接或

通道屯子或其他技木裝置的拉查。.因 此起草委員合決定建決接受特別報告長刪去第

1款 中方括景的提以°

92 美于第 2款,逃捀致力困堆.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載有一

介奈款—— 第 35紊第 3款 —— 允忤接受回在确有理由相信郎袋裝有非允作物品

吋清求丹拆.如垓清求道到拒鉋,郎袋則必須退回友送因。在其他編暴公的中不存

在此种奈款.特別根告見建決的第 2款 的三种各逸案文反映了存在的三种可能

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刪去垓款,仄而排除道用于領信郎袋的特別待遇.其好外是建

立一介道用于一切郎袋的統一制度,但肘于瓴佑郎袋,它 卸達背了1963年的維也

幼公的.第二种可能性是保留垓款但其道用限制于領倌郎袋,送祥做不違背 1963

年堆也納公的,但垓規定卸違背本荼款的一介目的,即建立一介道用于一切郎袋的

統一制度。｝第三种可能性是特現在适用于領信邯袋的待遇廿大道用于一切郎袋.速

粹維持一种貌一制度,但它印違背現有的一些公的.尤其是 196● 年 《維也納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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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系公的》°

93 在起草委員舍里,有 些成貝焚成第一种亦法:取消清求幵拆和退回郎袋

的可能性。他們悅,此种可能性違反郎袋不得侵犯的原則,央豚上允玝村公分通訊

自由淡置一介重大障時.其他一些成長安成第三种亦法:在特殊情況下有可能靖求

幵拆郎袋,如垓清求達到拒能,邯袋須退回.他們汏力速不影吶郎袋不得侵犯.因

方只有銓派遣固同意郎袋才能幵拆.遜有,不 可能忽視肘濫用外交郎袋的指控 :

1987年來醉品濫用和非法販迋同題回豚套破特別提清本委見舍注意有可能濫用外

交邯袋送行毒品販逐的情況. 9

94 速兩种現羔似乎不可能琱和,起草委員套斷定,第二种亦法—— 佷肘瓴

信邯袋保留清求幵拆、如果咳清求道拒能則退回郎袋的可能性—— 是唯一可能得

到普遍接受的亦法.因 此,起草委炅舍提以的第 2款基本上是仿照 1963年維也納

公的第 35紊第 3款 ,但其中給予避境回原來供給予接受目的那些杈利.一凌通逍

的案文已絰考慮到了速一拼大道用.

95 科多咼先生建破,力 了与其他荼款保持一致,第 28奈的杯題可以改力

“
外交郎袋不得侵犯↖

96 小木曾先生洗,在有些情況下,些 有重大理由怀疑外交郎袋受到干扰

吋,銓派遣回和接受回來方同意,通避屯子或其他技木裝置送行檢查,确 其能防止

危險物淨在外交郎袋中帶迸該固.因 而在第 1款 中刪除
“
直接或通避屯子或其他技

木裝置
”
是可取的.遠祥第 28奈就更加炅活,并可增加防止濫用外交郎袋的可能

性.冬管送一↓疑曾絰避長期辯淹,但它在本委員舍或起草委員全都尚未被多數委員

接受.他并不打算在目前險段重新送行辯淹,但他确其希望再次強琱送一魚.

97 弗朗西斯先生洗,他如果是起草委貝合成長的活,本套在共忖淹第 2款

時提出兩羔.由 于第 1款提到
‘
外交邯袋

’
意在也包括領信郎袋,他不理解力何第 2

款提到
‘
領館

’
邯袋而非

“
外交郎袋

”.他傾向于在第 2款‘
領倌●●袋

’
的字祥前用不

定冠洞而不用定冠洞.

98 哈索肉先生回厥悅,在起草委員舍討滼第 28荼期同,他 曾提坡,些 一

9兄 《η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91頁 ,第 43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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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回答泣接受回或避境目的清求拆幵了郎袋,錯果只有表明接受回或越境目的怀
疑是沒有根据的眝,接受回或迂境回泣肘派遣回提供某种賠僗.遠祥可在接受回或

遊境目与派遣日利益之同央現更好的平衡,此种措施逐可能有助于防止濫用郎袋.

99 因而他提坡加入一介第 3款 ,其案文力:

“3 如果在第2款所指情況下,派遣回代表答泣垓靖求,而接受回或避

境目的怀疑被怔明沒有根据,接受回或避境回座作出道些賠借.’

速一措洞取自 1958年大于海洋法的多迪公的和 1982年 《蚨合回海洋法公的》,

其中規定如一回怀疑船只涉及販毒活功,它 肘垓船有登啥杈;但如垓怀疑被江明淡

有根据,則垓回必須提供賠僕。此种情況与第 28紊草案所迷的情況美似.如同意

搜查,則 接受回或避境回不違反任何規則,此 時伙涉及賠佳責任而不涉及責任。增
加一款的提以最初是菲律黨代表 1986年在大套第六委員舍提出的.

1UU 托穆沙特先生悅,他汏力第 28奈建立的制度完全不能令人滿意.他傾
向于肘一切郎袋道用一种統一的制度,但現在卸有兩种,一种道用于外交郎袋,一
种道用于領信邯袋。第 2款 的規定伙适用于領信郎袋,它 泣垓拼大道用于外交郎

袋。將第 28奈草案与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7紊第 3款相比較即

可看出,它提供了更多保伊,但卸沒有給予接受回或避境目任何附加手段在其确有
理由怀疑吋予以核文.最后,第 28荼免不能构成机切例行安全栓查的陣得.

1。1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在答負科多耳先生所提

意兄時悅,水管不可侵犯性可以悅是外交郎袋的特征,他仍傾向于
‘
外交郎袋的保

伊
’
速一杯題而不傾向于

“
外交邯袋不可侵犯

”,因 力前者更ㄏ泛,杕而可以包括任

何幵拆郎袋的靖求以及央隊幵拆的各种奈件.而且,無款的杯題仗指出其內容,并
元法律效力.因 而他希望科多耳先生能矽接受第 28奈的現有拆題.

1U2 他不能接受弗朗西斯先生的第一魚,因 力,如不提飯倌郎袋,就等于

接受托穆沙特先生和其他某些委員所主張的更戶泛的亦法,但起草委員套尚未就此

迷成1.● 商一致意兄.他人力,垓紊第 2款第 2行 中
‘
領信郎袋

’
一月前面用定冠洞

或不定冠洞差別不大,不避也汻委員全中汫英悟的委貝可能希望就此提出意兄.

1U3 至于哈索內先生就第 3款提出的提洪 (上文第 99段 ),起草委長套在

第 2款 中力日思可能密切仿照 1963年 《堆也幼領事夫系公釣》,因 而未做任何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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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或增添。如委貝舍決定肘一切郎袋道用同一制度,哈索內先生的建決也汻可族通

也 但他忕力不能將其列入第 28奈的現有案文中.

1U4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悅他也有小木曾先生和托穆沙特先生表示的那种夫

切︴他也相信哈索內先生提出了一奈明智的建以.

1。5 弗朗西斯先生悅,按他的理解,加定冠洞的領倌郎袋可指具体的領倌

郎袋,如汏牙妥加送往俺敦的郎袋,而加不定冠洞的領信郎袋可指任何郎袋.但如

各位委員希望維持第二款的案文,他將不強琱速一羔.

1U6 他同意托穆沙特先生的意凡,他悅第 2款完全不能令人滿意,需要御

底瑋以。伙提領信郎袋就意味著特濫用領倌郎袋的可能性特到外交郎袋上,他尤其

想到毒品同題.是否外交郎袋即使被用來裝載法律所禁止的物品吋也被視力神圣不

可侵犯?

1U7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整介制度泣与領倌郎袋的杜查程序相一致.

1U8 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悅各回根据第 2款在領倌邯袋方面享有的保障庄

拉大道用于外交郎袋.因 而他傾向于在垓款中不列入
‘
領倌

’
一洞,以使垓荼款得以

包括速兩美郎袋。

1U9 害庫納斯先生悅,他肘第 2款的夫切是,垓款明确承扶其所規定的程

序仗道用于領倌郎袋,而在各囝央踐中垓程序也道用于外交郎袋.因 此,在第 28

奈中列入第 2款肯定不合阻止有失程序也道用于外交郎袋.

●●
.U 

已本謝戈夫先生悅,有 一种侍統,即 參加起草委員舍的委貝汏力自己

在某种程度上受其通道的決定的的束.就他自己而言,他堅持了速一原則,力 了妥

捇而放井了他的忤多視羔.因 此,令人吃惊的是友現有几位在目前甘淹中友言的委

炅——有的反肘起草委貝全通道的案文—— 共怀上是垓委長全的成長.他怀疑送

是否可能意味看未來某介時候委員舍的工作方法舍友生交化—— 送是他所不希望

友生的事情。

111 第 28紊是一介夫鍵的奈款,其揪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介人安

成統一夫于外交郎袋和領倌郎袋的法律制度,些然送是給予領錧郎袋外交邯袋的地

位而不是相反.他准各同意送祥的情況:委員舍可以限于第 1款 ,刪 除第 2款 ,

但由于一些原由,他 完全不能接受將第 2款 的效力廿及于第 1款的提決.首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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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不符合本委員舍絕大多數委員以及就此同題友表了看法的各目政府的意兄——
這些意見不容忽視.其次,垓提以涉及村一項現行公釣的改功,作力法苧家,委員

舍各位委員必然知道,一項公釣些然只能由其締的目修汀.最后,第 1和 第 2款

的措洞相些清楚,肘其加以同速些措洞不符的武斷解釋是錯淏的°

9● 2 已哈納先生悅,思管他汏力第 2款規定的制度也座道用于第 1款,但
作力起草委員合成長,他也感到有〤夯接受目前起草的第 28奈,特別盤于它已得

到戶泛的支持。

113 弗朗西斯先生重申他主要夫切的是毒品同題.委 員全有〤夯里決面村

速一同題 .

114 科星馬先生悅,在有必要确保外交郎袋不被用于毒品販逐速一魚上 ,

委員套全体委員元疑都与弗朗西斯先生是一致的.但是,第 28奈是妥林的戶物,

庄以速种精神來接受它.而且在第 25荼第 2款 中逐有附加的保障,垓奈呼吁各回
“
采取道些措施防止通遊其外交邯袋逐送第 1款所列物件以外的物件

’-—包括毒

品.元淹如何,他伏力不能悅大宗的毒品販逐是通逮外交郎袋迸行的.

●15 揚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思管坪注中可以提到小未曾先生的視

魚,但庄些注意到,根据奴迪安排及公平和互惠的原則,各回可以自由地采取其所

希望的任何制度.同 時,大多數就此同題友表了意兄的各回政府都螢成外交郎袋央

隊上銫肘不可侵犯。

116 如按弟朗西斯先生所建以的,在第 2款 的
“
領倌郎袋

’
字梓前加上不定

冠泀,就將表送任何瓴信郎袋均可自功被斤拆,而非他所要建洪的俠是受怀疑的那

些郎袋被斤拆。

●97 夫于弟朗西斯先生的另一更力重要的意見,他查用了1987年痳醉品濫

用和非法販迋鬥題回豚舍以的圮最和文件,友現除了舍洪通遊的今后庥醉品濫用管

制活功的綜合性多苧科鋼要的第 248段 中的一項建快外,沒有向耿合回提出建

洪,套洪在垓段中提清本委員全注意
‘
有可能濫用外交郎袋送行庥醉品販逐活功的

情況,以像使回隊法委員套得以在忖捻有夫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寺題吋村此項同題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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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
”
。 1°  全以遜通道了一項宣言,清朕合固秘串坎不斷常查宣言中和綜合

性多苧科鋼要中提到的活劫. ﹁ 大舍 1987年 12月 9日 就大于床醉品濫用和

非法販迓固隊舍洪通道的第 42/η 12;決洪第 8段靖秘爭故在第四十三居大舍上

向大套根告那一次洪的執行情況。

1● 8 冬管有很好的理由研究哈索內先生提出的意凡,但卸有必要十分達

慎.仗在出現郎袋道到不位有的拖延或某些其他板害吋才出現責任同題.在速一方

面,他愿清各位委員看看夫于保伊海洋坏境的 1982年 《朕合目海洋法公的》第

35奈 ,根据垓奈規定,行使合法杈利不引起任何責任;以及 1963年 《堆也納領

事夫系公的》第 35朱第 3款 ,根据垓款規定,清求幵拆郎袋并在垓清求道拒免吋

退回邯袋是合法的.如本委員舍能按此方針迷成一致,速一魚可在泙注中洋迷 .

119 埃里克松先生回厥道,在上屆全以上,他 曾就第 28奈提出了一介修正

案文。
眨 但它未被接受。

砭U 作力一介文字同題,第 2款法文和英文文本中的
“
第 25架所指的公

文件或物品
”
的行文位与 1963年 《堆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的相庄奈款一致起

在送方面仗有西班牙文本与垓公的完全一致。

121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見)告知本委貝舍垓同題曾在一凄吋銍避甘

且然委員全面前的奈款与 1963年籬也納公釣不完全一致,但它是有所改迸

122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將汏力囝隊法委員合同意通避起草委見舍

提決的第 28奈°

第 28奈通道.

123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希望就第 28荼第 2款作一保留.确央,如果他早些

吋同得知特別根告長所提及的事央,他本全采取一种更堅定的立場,甚至可能提出

一項修正案.些 然,他 主要夫切的是拼大第 2款的适用范目以包括一般的外交邯

同上 .

同上,第 438段。

同上,第 92頁 ,第 44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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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 .

下午 1吋散舍.

第 213● 次舍以

1989年 7月 5日 星期三上午 1U時

主席:伯 思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 已哈的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示沃芛先生、巴你

蝌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幼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並斯一因≠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多馬先
生、咼希白先生、苃卡弗里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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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庫納斯先生、塞普本籬送一古釱雷斯先

生、史先生、索拉里 .日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物科夫先生。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 (絞 )

(A/CN4/4U9矛●Add1-5, 1  Aˊ CN4/417, 2
A/CN4/42U, 3  A/CN4/L431, E市

,

A/CN4/L432, ｜LC 〔×L｜) /ConfRoomDoc1)

1 
特載于 《I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2 
同上 .

3 
特載于 《●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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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程項 目4)

起草委長舍提洪二填的荼款草案
4

(多膏〔)

第 28奈 (外交郎袋的保伊)5 (多當ζ完)

1 小木曾先生悅,冬管他了解因隊法委長套在以前的舍以上已通述了第 28

黏 但他愿再回避共未強惆一下他肘垓案文曾友表述保留意見,因力第 1款錯尾

保留了他曾建決刪除的
“直接或通避屯子或其他技木裝置

”
速一用悟.特別拫告貝在

他所作的解釋中悅第 6紊 (不 歧視和肘等待遇)可使各固能姼就各种程序,特別

是同刪除本用悟具有同祥效果的程序送成1.+決 .他猜想特別根告貝指的是第 6紊

第 2款 (a)項 .而按他本人的解f..一一可能有措淏一一它是指一日可以依刁慣或

你快力另一日提供更有利的待遇,而 不是限制性更強的待遇.在速方面,他砍迎寺艮

告貝肘速兩羔作出澄清。

2 首先,如果 A回 向 B因提出一种允︴通遊屯子或其他技木裝置檢查外交

鄰袋的程序,能否粹此拳解釋力是肘 A目 的更有利的待遇?而且,即使回答是肯

定的,送种待遇9I于 B固 也并不是更有利的,結果使只是授杈提供更有利待遇的

第 6荼 第 2款 (b)項元法适用。其次,他透怀疑第 2款 (b9項 能否道用于遠祥

的情況:兩回通道仄迪1.-定 決定不采用某些荼款,或如同目前的情況一祥,依 刁惙

或林定吷定通道屯子或其他技木裝置肘各自的外交郎袋迸行檢查.他的理解是第 6

荼是以 1961年 《堆也納外交夫系公釣》的第 47荼力基砧的,在此他引用委員全

在 1958年第十屆合以上通造并一直成力那一公的依据的夫于外交交往和豁免的朱

款草案中的相位荼文 (些 吋力第 44奈不歧視)的坪注第 3和 4段. 6 他汏

力,采取肘等規則基本上并且主要意味若遵守上迷荼款,此外,1961年堆也納公

4 由因狋法委長舍一旗哲時通造的紊款草案特載于 《1986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24頁起各英。坪注兄同上,第 24烎 ,腳注 72.

6 
案文兄第 213U次舍洪,第 89段 .

6 
兄 《1958年⋯⋯年鈭》,第二卷,第 1° 5烎 ,文件 A/3859,第 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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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第 47荼可作各种不同的解釋,但最普遍接受的是可通道林定提供更力有利的

待遇或基于村等給予更力限制性待遇。速种一般性解釋也道用于目前草案的第 6

奈.特別拫告長在以往舍以上升第 28朱所作的解釋比他本人期望的要炅活得多°

3 揚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貝)感毋小木曾先生又f.A了 他一次机套解,H.不 歧視

和肘等原則与架款草案中規定的各項〤夯之同的相互作用.肘等原則以兩种方式友

揮作用:或者在解釋或道用朱款吋采用一种限制性方式;或者采用一种秋极的方

式,即有夫回家通造林定相互提供更力有利的待遇.例 如,在領事夫系方面大量的

回家央我表明肘領信郎袋所采用的制度不是 1963年 《堆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35

紊第 3款規定的制度,而是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7奈汀立的制

度,其結果是領信邯袋享有免肘的不受侵犯杈,或換句活悅比 1963年 《籬也鋪領

事美系公的》所規定的待遇更力有利.速怔明各固可根据1.$定 以肘等力基砧自由果

取它們所希望的制度,而不一定是規定的制度.

4 的确第 6恭第 2款 (a)和 (b9項使各回能姼相互道用一种比奈款草案

規定的制度更具有限制性或更有利的制度;使外交郎袋免受屯子或其他任何技木裝

置的栓查与社郎袋接受速种栓查相比意味看力郎袋提供更有利的待遇.然而,即使

速正是第 28奈第 1款力通常情況規定的一般規只j,但各目可以明确地通避1.+定或

含蓄地依照刁慣相互免除速美栓查。放遠种意又上看,他汏力 1961年堆也幼公的

第 47恭的規定或 1963年堆也納公的中的相位規定,与例如各回力領倌邯袋提供

比1963年公的規定的待遇更有利的待遇速种其跩之同并元任何矛盾.

5 相反,提供的待遇可能具有更多的限制性,而且回家的興跩透表明,依照

林定外交郎袋有時要服汰 1963年維也納公釣第 35奈第 3款規定的領倌郎袋制

度。

6 在速兩种情況下,委 員全必須考慮回家村于現有文弚朱款大于9,l等 原則的

解釋方式.

第 29奈 (免除美稅和捐稅)

7 卡菜歹 .多 德里格斯先生(起草委員合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就第 29奈提

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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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荼  免除夫稅和捐稅

接受回或避境日位按照其可能通避的法律和規章,允洋外交郎袋入境、

避境和出境,并免除美稅、捐稅和有夫慶用.力提供存放、車迋及美似的服夯

所征的表用除外.

8 起草委員舍肘一滾吋通道的案文只做了一楚央廣性的修改:刪掉了“
一切

全回性、地區性或地方性的捐稅
’
的提法以便澄清送种免除只涉及外交郎袋入境吋

可能征收的夫稅、捐稅和奏用.起草委員全逐肘英文文本作了修正,以便清楚地洗

明允許邯袋入境、避境和萬境以及肘其夫稅、捐稅和有失奏用的免除要連照避境固

和接受目的法律和規章。

9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粹汏力因隊法委員合同意通避第 29紊 .

第 29奈通道。

第 3U奈 (遇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況吋的保伊措施)

1U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起草委員全主席)介努起草委員套就第 3U奈提

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四部分

染項規定

第 3° 紊 遇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況吋的保伊措施

1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況,外交信使或受托送交外交郎袋的

用于商ㄓ的船舶或弋机的船長或机故或其他任何船長或机組成長元法雞鏤保管

外交郎袋,接受固或避境因泣特情況通知派遣回,并采取适些措施以便确保外

交郎袋的完整和安全,直至派道回些局重新取得垓邯袋 .

2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況,外交信使或元人伊送的外交邯袋

赴于原先未預卄力避境目的一囝領土內,垓固如果知情,即 立給予外交信使或

外交郎袋本奈款所規定的保伊,特別的提供便利,使其迅速安全地商幵垓回領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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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況可能造成兩种情況,使外交郎袋或信使和邯袋

需要受到特殊保伊.第一种情況在第 1款 中作了規定,它是指信使或受托拼送郎

袋的用于商╨的船舶或弋机的船坎或机次元法鑑袋保管郎袋致使郎袋元人保伊的情

況.泣 些指出,力 了避免把不必要的又夯強加給接受回或避境固,第 ●款具体蛻

明,如果船長或机組成長中的一人能銘保管郎袋,則 不快力垓郎袋元人保伊.接受

回或避境回界些吋久有兩种又夯:(1)特情況通知派遣回;(2)采取道些措施以

便确保郎袋的完整和安全,直至派遣固些局重新取得垓郎袋 .

12 主要是力了清楚,起草委員全在速兩項叉夯的措洞方面作了几赴修改.

首先,垓奈款不是說接受回或迂境回
“
垃采取适些措施通知派遣圄

’,而是具体說明

它
“
垃粹情況通知派遣回

”
.“采取道些措施

”
送一措泀被汏力是沒有必要的.其次 ,

“
确保

”
一洞由

“
以便确保

”
一i司 取代目的是表明接受回或避境囝确保郎袋的完整和安

全的〤夯是相些炅活的,因 力在速美情況下接受回或逍境固有可能元法履行速一〤

夯,再者,“取得
”
一洞被

“
重新取得

”
代替.另 外,同別外一祥刪掉了勺sthecase

maybe” 字祥.

13 由第 2款規定的第二种情況是信使和郎袋或元人伊送的邯袋赴于原先未

預汁力避境目的一日領土內.在遠种情況下,如果垓回了解速一情況即位給予信使

和郎袋本朱款規定的保伊,特別是提供便利,使其迅速安全地萬幵垓回領土.

14 同祥是出于文字清楚的考慮,起草委員舍村一淇通避的案文作了几赴修

改.首先,新案文正如第 1款 一祥提到了除不可抗力外的
‘
其他非常情況‵ 第

二,用 “
外交信使或元人伊送的外交郎袋

”
一悟取代了

‘
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

’.第
三,起草委員全決定明确表明只有在垓目‘

知情
”
吋才戶生垓目的又夯.第四,通避

在
“
保伊

’
一洞前增加

“
本紊款所規定的

”
字祥和通避用

‘
特別是提供便利使其迅速安

全地离弄垓回領土
’
一浯代替

‘
和提供必要的便利,使其能姼南幵垓回領土

’
一悟使

回家又夯的內容更加精确.

15 最后 ,在 西班牙文文本 中在第 1款 第三行中用幻 qu怡 nsehaya

confiado” 取代了℅︳quesehavacon∥ ado’ 并且用
‘｜a「ecuperen’ 代替了ㄅueⅣan

atomar posesi。 ndee∥ a” .

16 主席悅,如元反村意兄,他將汏力目豚法委員合同意通遊第 3U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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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U奈通述 .

第 31奈 (不承忕回家或政府或沒有外交或領事夫系)

17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起草委見舍主席)介紹起草委長全就第 31朱提

洪的案文,案文如下:

第 31奈 不承汏回家或政府或沒有外交或領事夫系

在其領土內沒有回坏組麥的患部或赤事赴,或犖行因豚机构的舍以或大全

的回家,肘于派遣回來往于其使困或代表困之同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位給

予本奈款所賦予的便利、特杈或豁免,冬管在該固同派遣固之同不存在外交或

領事夫系,或者其中一日不承汏另一回或另一目的政府。

18 兩目未相互承汏或未保持外交或領事夫系并不妨得其中一日在某一今日

阡組狄的息部或亦事赴淡在另一日領土上或在其領土上犖行目豚合決的情況下向垓

領土派遣使田或代表困.在速种情況下,將道用本朱款所規定的派遣回和接受回之

日的夫系。

19 起草委炅舍汏力,目 前力第 31奈提出的措洞使垓奈的規定用意十分明

确。不合將本奈款解釋力即使兩目未相互承汏或未保持外交或領事夫系也必須道用

本紊款—— 送种解釋且不符合遻輯但确是有可能的.現在垓恭明确地表明不承汏

或沒有失系速种情況并未免除在其領土上沒有目狋組坎患部或亦事赴或在其領土上

拳行固阡舍快的回家肘于向垓姐豕派有使困或向速种舍玟派出代表目的任何回家作

力接受目的又夯.然而,遠种又夯只涉及派道固与其使困或代表困之同的信使和所

交換的郎袋.“派遣回來往于其使困或代表因之同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
’
一悟使速

一魚十分清楚.

2U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兀,他將汏力回豚法委長合同意通避第 31紊 .

第 31荼通述.

第32奈 (本奈款同其他公的和林定的夫系)

21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起草委炅套主席)介紹起草委貝全就第 32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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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的案文,案 文如下:

第 32奈  本荼款同其他公的和林定的美系

1 本荼款在它和第3朵第1款第1項和第2項所列各項公的的些事回之同

庄是上逑公的所載夫子外交信使和外交邯袋地位的規則的增扑.

2 本紊款的規定不妨得其他國防林定些事回之同現行有效的其他回豚怭

定°

3 本荼款的任何規定均不阻得其些事回鍗緒有失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

使伊送的外交部袋地位的目隊林定,但此項林定不得早致第 6紊所指的歧

視。

22 一些回家的政府汏力一填通逮的案文需要作迸一步澄清,而 目隊法委員

全的委員們肘于特別根告長在以往屆舍上提出的修汀文本又感到不十分滿意。起草

委員套汏力迸一步友展特別寺艮告貝在其第八次拫告 (兄 A/CN4/417,第 274

段)中 采用的方法比較可取,因 而商定分別用三款赴理三种失型的1.-定 ,即 :

(1)本草案第 3荼 中提到的夫于外交和領事法的公的;(2)些 事回之同涉及同一

同題的現行有效的其他回隊林定;和 (S9未來可能締結的+.+定。
23 第 1款 涉及本奈款和第 3奈 中提到的編恭公的之同的夫系.‘增朴

”
一洞

表明,本奈款草案村速些公的的奈款加以友展而并元意修改它們,因力只有有大公

的的締的目才能移遠祥作出修改.在泙注中將洋知叡逑速一魚.力使紊款案文中的

速一內容冬可能明确,起草委員套決定指明三項公的中
‘
所載的規Rll’ 荋不是這些公

釣的奈款.起草委員舍逐插入了“在它和第 3紊第 1款第 1項和第 2項所列各項公

的的些事固之同
”
以便明确表明本奈款的增朴性廣只有在有失回家是第 3奈所列的

公的些事回吋才道用 .

24 第 2款 的案文照暴了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73紊 的第 ●

款,只 是按照 1975年堆也幼國家代表杈公的的第 4奈用
‘不妨時

’
一活代替

‘不影

晌↖ 起草委員舍汏力,“不妨得
”
一悟的优魚是給予除了垓草案第 3奈所提到的赫

定外的林定些事固在本來款肘其相互夫系的影晌上某些炅活性.

25 第 3款是以 1975年籬也幼公的的第 4奈力范本的,它承扒各固有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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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款草案所涉及的同題締錯固豚林定的自主板利,但送种林定不得專致第 6朱所

指的歧視。

26 切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炅)悅 ,他汏力第 1款只庄提及第 3奈第 1款 中

的第 1項 。在垓荼第 1款的第 6瓨 中也列犖了同群的公的,如果要提第 2項也必

須提到第 6項 。因此他建洪出于遻輯性和筒洁的考慮,座 些刪掉提及第 2項 的字

祥.

27 伊留埃卡先生回碩悅,在大舍第四十三屆套洪六委的辦捻中有人曾豋指

出第 32奈不完全符合 1969年 《籬也豽奈的法公的》第 3U紊的規定,特別是不

符合夫于后法优于前法或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理稔。而且,且然
“
增朴

〞
一洞可用于

界定同美規,xl之 同的美系,但它不道于界定內容不同的規則之同的夫系.基于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73奈第 2款 的措洞和基于六委的辦淹,他建

洪泣些把第 32荼 第 1款 的第一部分修改力:“本奈位确汏、增朴、延伸或甘大

‥⋯.”

。他遜愿將杯題改力:“本奈款同其他回隊+.1定 的夫系
”

.

28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 同意特別根告見夫于第 1款 的建決,但他汏力力了

清楚起凡,最好逐是使用達洞
“或

”
具体說明是指那些公的。目前的案文給人的印象

是指本奈款和所有有失公的的些事回。

29 夫于內容,他洗第 32紊具有一种十分昱著的法律特征需要板其常慎地

揪汀。然而,元稔在泙注中如何加以解釋,第 1款在荼款草案与同有夫公的的夫

系方面仍不鉹明确。特別庄些指出,即使沒有速一款,本奈款中規定的制度也适用

于各回使困的郎袋,元稔速些回家是否是 1975年堆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的鍗釣

區;而 第 1款卸肘送一魚引起了怀疑.事央上,除非委長舍打算力本紊款同有失

公的之同的法律夫系提供一种明确的定又,否則第 1款是沒有必要的.

3U 淡到第 2款他悅,照 搬草案作力范本的公釣案文中
‘些事固之同現行有

效的
”
一悟央厲多余;他一向汏力那些公釣中的速些活沒有什么意〤.

31 夫于第 3款結尾的保障紊款,他悅他不能想象一种怭定可能造成孩無意

在防止的那种錯果的情況.唯一的可能性是本奈款的兩介或三介些事囝決定汀一項

林定,其第果使它們之同的夫系更力不利,造成其他回家的抱怨速种情況,但各固

自由錯成的夫系肘第三回來悅是沒有影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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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夌卡弗里先生悅,他也汏力第 1款不明确.在起草委員舍中有人建洪如

果蕙四是在出現本奈款同有夫公的的奈款不符吋,庄 以本來款力准,即立以
“
泣优

先于
”
一浯代替

“
增朴

”
一洞.如果情況恰恰相反,則 立些明确指出以速些公的的奈

款力准.假如象起草委員套指出的那祥,速兩套奈款之同不可能不相符,那么第 1

款就沒有必要.“增朴
〞
一月暗示一种朴充而表明有某种不符或不相一致的地方.然

而,他不反肘通避第 32奈 .

33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 草委員套主席)洗 ,埃里克松先生和友卡

弗里先生均參加了起草委員全的工作,他們的現羔也曾得到考慮.然而,起革委員

套中大多數成長決定保留第 1款 .在起草委員舍中肘
‘
增朴

”
一洞甜站了很故吋

同。如果象伊留埃卡先生建被的那祥增加“
确汰

”
、
“延伸

’
和

“
廿大”

速些洞,速特意

味看增加很多內容; 目前的第 1款 系指如果未來文半中的荼款肘有失公的的規定

作了增朴,速些荼款粹道用,否 則,將不道用.

34 切科夫先生 (特別授告見)在回答伊留埃卡先生的同題吋回厥說,最初

提出的第 32奈仿照了η963年 《堆也幼領事美系公的》的第 73奈和 1975年 牮

也窮回家代表杈公的的第 4奈 (a)款 .些 固沶法委員套在一放申玟垓紊吋,委員

舍得出的結淹是最好逸用筒緣的措洞.因 此他建洪使用作力目前案文起源的板力筒

妹的措洞。奈款草案的目的狄一弄始正是要朴充有失外交邯袋和外交信使的各項編

築公的,因 力速些公的在例如元人照管的郎袋、通避郎寄的郎袋以及信使和郎袋的

地位方面存在看某些漏洞.

35 夫子第 1款 中的
“
增朴

”
一洞,他說他建以使用呀卜充

”
一洞,但起草委員

套愿意逸用
“
增朴‵ 他介人安成友卡弗里先生的

‘
垃优先于

’
一悟代替

“
增朴

〞
一詞的

建坡,因力央狋上立些以本荼款力准;然而在送一魚上起草委五套再次以汀了
‘
增

才卜
”
一洞.

36 夫于埃里克松先生肘第 3款 中的保障奈款的泙淹,与埃里克松先生相

反,他可以想象荼款具有某些作用的例子.例 如,目 家可以彼此之同送成某些影晌

到達境目的+.-坡 .此外有必要肘回家送成遠方面1.1以的自由裁量叔作某些限制,因

力回家其踐絰常是創新性的.

37 勒泰先生悅,第 32荼的同題-9委 員套在起草 1986年 《堆也納夫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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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隊組狄同或回隊組玖相互同的荼的活公的》吋遇到的同題同扁一美;換言之,

速是一介
“
肘編集送行編暴

”
的同題, 目前的案文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完全符合還輯,

但它具有确央的央隊优魚.他完全支持送一案文并強琱特別根告長和起草委員舍肘

案文所做的工作是元可指責的.

38 淡到小木曾先生肘第 6荼的坪淹,他悅,爭執羔在于那一奈第 2款 b項

中
“
更力有利的待遇

”
一悟的含叉,它指的是村郎袋的完整性更力有利,逐是指肘它

具有泣有內容更力有利?特別報告員悅,在某些情況下回家央跩通遊肘領信郎袋規

定的免肘不可侵犯性而有利于郎袋的完整性,而在其他情況下則強琱它具有位有內

容的重要性。星然第 6祭使用的
“
更力有利的待遇

”
一悟在速方面并不十分明确,

但速透是值得玫迎的。

39 科多馬先生悅,假如起草委貝套在申以第 32紊吋他在切的活,他本來

舍爭辦要求使用η卜充
”
一洞的.第一款中

‘
增朴

”
一洞暗示主要的央廣性規則存在于

其他公的中。鈭于本來款的他立性,呀卜充
”
一洞更力准确.此外,法文文本使用的

是℅°mp故ent” 一洞,西班牙文文本使用的是
“
c° mp︳ eta咱 n’ 一洞.

4U 本努納先生回厥悅在往居全以上他已就第 32紊友表了意兄°且然他不

打算肘已銓通道的折衷解決亦法提出疑同,他卸愿意重申自已的現羔.

4I 些大套將某一具体音題委托給目隊法委貝套吋,它 同時賦予委員舍編暴

和可能的活,友展有失速一青題的法律的全杈.一些委員悅到,回 隊法委長套不能

修改以前的公的。速种現羔至少可以悅值得爭捻的。些然,委 貝套按照其章程需要

考慮現行的法律.然而送并不意味著它一定要受以前只部分涉及垓青題的文爭的的

束.假使是速祥的活,情況就舍是委長全目前的速种狀況,即 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的

案文只能根据外交和領事夫系公的加以解釋,而且逐必須假沒草案第 3奈中提到

的公的与草案本身沒有矛盾.然而送只是一种假沒9元法表明速是真其的情況.字

央是委貝全力了田便利把困堆留給了各固自已和需要肘案文作出解秤的第三方——

遠种做法在政治上也汻是可取的,但是它達反法律的尸格性送一概念.如果所涉的

同題只是增朴現行的公的,那么增加凡項朱款就足姼了.但情況并不是送祥.因力

委員舍重新升始了自己的工作并沒法起草一項洋冬元遠的文串,因此,第 32奈第

1款 中的
“
增朴

”
一洞是不恰些的,而且今后肯定舍引起同題.最好是考慮到各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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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吋同上的先后順序,并依敕速祥一介事其,即 回家不合援引一項早先的公的以便

肘一項更全面的和更近的文串的奈款提出辰疑.

42 因此,他准各接受起草委員舍提洪的第 32荼 ,因力趺政治角度上啡它

保怔了草案的前途。但他維持他根据法律方面提出的保留意兄.

43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全主席)解釋悅,起草委員套汏力
“
增神

’
一洞是一介最好的折衷字眼.但他同意在法文文本和西班牙文文本中有木悟

上的同題,他不能确定
“compdtent”和

“competa伯 n”表迷的是同一意思.

44 在答复埃里克松先生庄些在第 32柔 中重新提到第 3奈所列半的編朵公

的的建決吋,他悅起草委員舍遵循通常做法,使用了相互參照其他案文的亦法.

45 馬希与先生悅,第 1款 由于它的炅活性可能戶生解猙上的向題,在遇有

本奈款和現行的編象公的友生矛盾吋,能杕中得到解決亦法的不是速一荼款,而是

●969年 《堆也納奈約法公的》第 3U紊的第 3款 ,垓紊田迷了赴理先后奈的的規

則.因 此,使本努鋪先生感到恍慮的昔ㄇ性同題在法律上并不是元法克服的.

46 弗朗西斯先生悅,第 1款可以作各种解釋°冬管他准各接受起草委員套

提以的第 1款 ,但他汏力回隊法委見舍泣些給自己留出時同作送一步的思考.在

完成全部草案的常玟,杕而村未來有全面的看法后,委員舍可以再回逍共來研究速

一同題。

49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感到第 3款 的措洞欠妥,因力可以持它解釋力指回

家之同不能締結其范園超出本奈款的林定。如作速种解釋,垓款就大狹隘了。可以

想象一种按照第 6朱的含又可被視力一种歧視的极力街草的情況:同是未來公的

些事目的 A目和 B回共同商定采用比公的規定的制度更尸的郎袋位查制度.由于

速一制度更力不利,它破坏了第 3款 ,然 而第三回卸沒有理由抱怨.因 此他建

決,送一步考慮
“
但此項柲定不得早致第 6奈所指的歧視

’
速一用活,因力它使情

況复染化,而且在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的相庄紊款 (第 73奈)中也

沒有速祥的用悟.

48 熹庠鋪斯先生悅,在制定一項編朱公的吋,有必要确定新的文中和那些

已銓生效或即將生效的文中之同的美系。正是力了速一目的第 32奈第 1款措坷的

方式需要參照 1969年 《堆也幼荼的法公的》第 3U紊的第 2款 .的确,回 豚法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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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舍回避說新的案文
“
优先于

’
現行公釣,并且逸用了

“
增朴

”
一洞,速是一介很瑾慎

的字眼,但未來公的庄些有自己的期限,它 狂立于以前的編暴公夠,而且各目不用

筌署其他公的就可以成力垓公的的締的固.屇 吋情況將舍不明朗,他想听一听在速

种情況下庄些如何解釋第 1款 .

49 第 3款 目的在于肘筌署未來公的的回家承捏的〤夯給予某些炅活性.然

而由于垓款提到第 6各不歧視,而其內容也載入 lg61年 《堆也納外交夫系公釣》

的第 17奈 ,因 而垓公釣的鍗的固已銓承捏了速一又夯.夫于 1963年 《籬也納領

事夫系公釣》的第 93荼 ,由于它在第 2款 中指出
“
本公的并不禁止各因同另汀回

隊林定以确汏或朴充或推ㄏ或引伸本公釣之各項規定
”,因 此,其范園通比第 32

柔草案要ㄏ。在速种情況下,第 32奈草案第 3款 以提到第 6奈而施加的限制在未

來是否有任何共怀重要意火就值得怀疑了。但送一限制是有道理的,它不庄些妨磚

通道目前的第 32荼。夫鍵不是要防止回家之同送成任何它們愿意送成的林定;目

隊法委員舍目前所杕事的編暴工作的遻輯要求的是限制和禁止.

5U 斯里尼瓦≠ .拉 奧先生悅,赴于似汀迪程中的案文与已銓生效的林定是

否相一致的同題是一介吋常出現的同題°就目前的情況來悅,它是以倚草形式出現

的;常洪中的草案的目的是要在不相互矛盾的情況下粹所有失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郎

袋豁免同題的現行規定綜合在一起。固坏法委長套利用目前的工作增加了某些新的

朱款,正是速些新的段落肘現行公的作了朴充,正如第 32荼第 1款十分貼切地指

出的肘現行公的作了
“
增朴‵ 然而,如果兩目接受速些新的朱款,一般來悅它們之

同不合有任何同題;第三固也不合受到影晌。不歧視的同題只有在速兩固之同才可

能戶生,即接受新的奈款并同時保怔按照第 32朱遵守速些朱款的兩介回家.

S●  他汏力第 32紊 目前的形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52 托穆沙特先生悅,‘增朴
’
一切清楚地反映

一

奈款草案的患的目的,如果未

來公釣与第 3恭 列犖的文串存在不一致,那 么正如馬希与先生指出的,位 些道用

1969年 《籬也納朵的法公的》的第 3。 紊第 3款 .

53 另一方面,第 32紊草案第 3款似乎把第 32奈提高到了某种強制法的地

位.“但此項規定不得早致第 6無所指的歧視
”
一浯音ㄇ提到了允許歧視的情況,速

似乎有些不符合遻輯.然而他不反射通逍起草委長套提交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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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比斯利先生洗,思管不希望重复已悅避的內容,但他同意母希与先生和

托穆沙特先生肘本紊款和 1969年 《堆也納紊釣法公的》第 3U朱之同的相互影晌

的看法.他也同意斯里尼瓦菸 .拉奧先生夫于本奈款具有朴充性的看法.因 此,他
已絰預兄到速些困雅,即各目汏氓到,冬管第 6荼包含了某些例外情況,但提出

供各回筌署的朴克紊款持妨磚它們象以往那祥做,因 力速些奈款特使各目的行功具

有歧視性.在送一蕉上,以 第 32和第 6荼的現羔來旗第 19和 第 ●8奈舍給人以

意想不到的印象.因此,回 隊法委員合肘本架款工作的累秋效果是,在各介不同險

段所取得的結果不同于以前設想的結果,思管元法辨明在哪介盼段背萬了最初的意
田。意在防止未來的筌署回濫用即將建立的制度的第 32奈通避危及各因接受垓奈

款草案的机套可能其隊上力速种濫用打丹了大ㄇ.

55 堆也不想阻得通避一項豋遊跟苦淡判和尸蕭汏真的法律起草努力而取得

的案文j 但作力政治机构的各回政府肘似決的文#粹作出怎祥的反庄,它 們是否舍

社速一文弚長期央施逐有待于現察。

56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悅,他 自已也但心起草委員套提出的案文是否套在

特要通避速一案文的外交舍以上受到各回政府的強烈反肘。在一介理想的世界中,

回隊法委員舍本可以杕旡到有地杕共幵始研究速介寺題并似汀所有有失的規則,而
不是肘現行的編象公的作出增朴..速正是委員全面嗨由第 32奈第 ●款所造成的同

題的原因。

57 夫于第 3款 ,他人力埃里克松先生描迷的情況完全是假淡的。央隊上 ,

兩介回家患是可以迖成一种相互給予肘方不同于本奈款所規定的待遇的.第 3款

反映了可林其力真其情況的那种情況:兩回可以商定給予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优于

規定的規則的待遇,或者如果它們愿意,可給予致規則更差的待遇.

58 本努幼先生要求第 32紊 的坪注說明推定本与現行的鋼朵公的是一致

的,但如果出現不一致,庄道用 1969年 《堆也納紊的法公釣》.

59 揚科夫先生 (特別擬告長)悅 ,必須按照 1969年 《維也幼奈約法公

的》的第 3U和 第 41奈來理解第 32柔第 3款 .最初他在第四次報告中曾基于

9g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的第 93奈提出了一各央辰內容更丰富的奈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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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
’ 但后來遠一奈被縮短成一句活,其 內容是 :“本奈款的規定不影晌各締釣固

之同現行有效的及迪或區域林定
”
。在一填通迪速一案文吋,白 豚法委貝舍在其泙

注的第 5段 中加入了下列的解釋 :

(5) “
目隊法委員舍的林商一致意凡是,有 了本奈款草案第6紊第2款

(b)項所載規定,可 以不用再通避有失本紊款＿●今后大于同一主題內容的怭

定之同夫系的新的一款,考慮到 1969年 《籬也鈉紊的法公釣》第 41紊就更

沒有必要了.因 此立垓速祥理解,按照第 6奈草案第 2款 (b9項 ,本奈款草

案望毫不妨碑各固筌汀有失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地位的固杯林定,以确扒或朴

充或廿展或充其遠方面的規定,但 以速些新規定符合本奈款草案的目的和宗旨

而且不影晌第三固享有叔利和履行〤夯力限.”
8 速一解釋取代了他最初提

出的奈款.

6U 他的理解是考慮到 1969年堆也幼公的所載的一般規則,提到第 6紊意

味看有美的回隊柲定不得破坏本荼款的目的和宗旨°

61 第 32朱的規定使有失回家可以自由締錯怭定,只 要速美+.1定不早致第 6

荼所指的歧視并耳不侵犯第三回——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迪境回—— 的板利即

可。

62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不能接受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建洪的解決亦法。他

愿看到湊于特別拫告貝剛才宣填避的坪注肘垓奈的第 5段使用的措洞起草的第 32

荼.送項規定肯定舍得到目隊法委員舍的螢同.遺憾的是回豚法委員套只是在目前

的合以上才弄始申玟第 32荼 .

63 比斯利先生悅,他不相信申洪中的案文反映了特別根告貝剛才解釋迪的

立切.因 此他同埃里克松先生一祥肘第 32紊持保留念度.

64 主席同委長舍是否能移接受以特別根告長剛才宣旗的案文代替第 3款保

障朱款的案文.

’ 《1983年 ⋯⋯年鈭》,第 二卷,第 一部分 ,第 134頁 ,文件 A/

CN4/374和 Add1-4,第 4U3段 .

8 《1986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2-3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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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埃里克松先生悅,委 員全通避去掉第 3款 中的保障荼款并在第 32紊的

坪注中列入在一填通避第 32奈 吋肘垓奈的坪注中所包含的解釋而取得同祥的籍

果,即 受奈的法制度的束的回家不能締結影晌其他國家的杈利或破坏本紊款的目的

和宗旨的林定.速种案文持不妨得各目如果愿意的活締結在相互夫系中央行技不利

待遇的林定,而第三回也沒有理由提出反肘.

66 揚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貝)解釋悅,他并未建洪作出修正.他不反肘在

坪注中照搬 1986年一旗通避的垓朵款的坪注中的最后一句活,即 “
但以速些新規

定符合本來款的目的和宗旨力限⋯⋯”,以代替第 32奈第 3款 中提到的不歧視速

一想法.然而,他捚心目隊法委員套套就其演同題送行爭淹.

69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悅 ,第 32奈 的案文提交

給回隊法委員舍申以已有凡天了。基本同題是未來締結的林定能不能造成歧視.現
在有人建以用 1986年坪注末尾使用的措洞代替表送速一思想的現有措洞.然而,

由于其他國家的杈利受到影晌吋才舍出現歧視,所以指出未來締結的怭定能不能影

晌第三目的杈利等于悅能不能肘第三固有歧視.而且如果要提歧視,就垃些魚明它

是
“
第 6奈所指的

〞
歧視。

68 他忕力提到不破坏本來款的目的和宗旨的建以并不妥些.由 于本來款的

目的和宗旨在于促避通信,因 此可以設想就同一同題締緒新的林定的回家可能愿意

修改而不一定是破坏本奈款的目的和宗旨.

69 最后,他悅本管汏起草委員舍所做的緊張工作看他不敢肯定回隊法委長

舍不送行兄畏的討梵—— 他是不鼓肋速祥做的—— 就能鉹重新起草垓款,但他不

反肘村第 3款作出修改.他汏力,最好的亦法是保留目前的第 3款并把特別根告

見作出的朴充解釋列在坪注內.

7U 埃里克松先生悅,如果通避目前的第 3款 ,那么村一決通迂的案文所作

的泙注就沒有什么意又了:而它只有在省去保障荼款吋才有意〤.而且由于存在
196● 年 《堆也幼奈的法公的》,回 隊法委員舍可以通道刪掉第 3款取得同祥的緒

果.

9●  羑卡弗里先生悅,呈然速可能背萬通常的做法,但回豚法委員舍也件可

以考慮暫時通道目前的第 3款而在常以其報告草案甘梵坪注吋就第 3?紊送一步听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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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坪淹。

72 本努幼先生悅,他 同意埃里克松先生的意兄,第 3款沒有必要.除回隊

法的強制性規則之外,不能阻止各固彼此同鍗錯不侵犯第三囝叔利的囝隊林定.因

此,他肘援引一种不确定原則,即在第 6紊 中确央淡到但卸沒有界定的不歧視原

則來限制各回訂立林定的能力的想法持保留杰度.

73 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見)現 ,他很堆理解如何能哲吋通迪第 32奈 ,

些然委員合的委長們在穹決泙注吋可以就送一朵自由友表他們的看法.就他介人來

悅,冬管第 3款的案文有些不明确,但他肘刑去第 3款感到遼憾.垓款可能需要

迸一步的解釋,但所有奈的確道不都是速祥喝?的确,速也正是解決爭端的規定力

什么如此有用的原因.

74 埃里克松先生建快回隊法委員舍在下次套以上重新申快第 32奈 .屆 吋

特別拫告貝可提交一份用肘一凄通迪的案文所作的泙注的有夫部分代替保障奈款的

案文,思管他汏力把速一措洞納入新的坪注中就足移了。

75 主席建以回防法委見舍通避第 32荼豋特別拫告長修正的第 1款 (上文

第 26段)和起草委員舍提洪的第 2款,而特肘第 3款的常袂推退到下次套以,以

便使委員伯能就案文送行林商.

就速祥決定。

第°2奈第1款和第2款通逮.

夫子特別使市困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一任摔決定半草案

76 卡菜多 .歹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介紹起草委長舍提洪的第

一任捀決定中草案,其案文如下:

失于特別使市困信使和邯袋地位的

第一任捀決定半草案

本決定#和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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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筒私
“
寨款

”)的 些事回洪定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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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來

奈款也道用于回家同元梵何赴的1969年 眨月8日 《特別使市公的》所指

垓回特別使市困之同,以及速些特別使市困同派遣目或其使倌、領信、代表困

或其他特別使市因之同送行公夯通汛所用的信使和郎袋 .

第二恭

力奈款的目的:

(a) “
使困

”
也指●969年 12月 8日 《特別使市公釣》所指的特別使市

困;

(b9 “
外交信使

”
也指豋派遣目正式授叔捏任1969年 12月 8日 《特別使

市公的》所指的特別使市困信使,受托久黃保管、逐送和遊交外交郎袋,用 于

送行第一奈所指公夯通訊的人昃;

(c) “
外交邯袋

”
也指元淹有元信使伊送的,裝載來往公文和公夯寺用

文件或物品,用 于送行第一奈所指公夯通訊,附有外部杯圮,可資泬別其性廣

力 1969年 η2月 8日 《特別使市公的》所指的特別使市困邯袋的包裹 .

第三奈

1 本以定#在它和1969年 ●2月 8日 《特別使市公的》的些事回之同位是

垓公的所載夫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地位的規則的增朴.

2 本決定弚的規定不妨得其他因狋林定些事回之同現行有效的其他日狋

林定.

3 本決定弚的任何規定均不阻磚其些事回締緒有失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

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地位的回隊+.1定 ,但此項+.l定不得早致第 6奈所指的歧

視。

77 正如在介紹本紊款草案第 ●奈的道用范園吋他已絰解釋避 (第 2128次

舍以),起革委員舍決定,除 了刪去第 33忝 (“ 任捧性戶明
”)外,逐庄些建以特別

使市困的信使和郎袋不在朱款草案中而垃些在草獵的任捧決定串中赴理.遠是一項

——6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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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筒車的決定中.第 一朱确定了它的目的和宗旨:將紊款草案的道用于一日与

ㄒg69年 《特別使市公的》所指的垓回特別使市困之同的公夯通訊和送些使市困一●

派遣回或其他特別使市困、使倌、領倌或垓日代表因之同的通訊所使用的信使和郎

袋.

78 第二荼載有肘奈款草案第 3荼加以朴充的定火,其 目的在于持它們的道

用范同—— 在奈款和決定半的些事回之同甘大到 1969年公的所指的使市田、信

使和邯袋.

79 第三奈是以奈款草案的第 32紊力基砧的,它 扑充了●969年 《特別使市

公的》所我的大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的地位的規則.第 2款和第 3款正如第 32

奈的第 2款和第 3款一祥,确 立了決定中和目前以及未來+.●定之同的同一天系.

8U 主席建破固坏法委炅套按赴理上面第 32紊的同祥方式赴理第三奈 (兄

上文第 75段 )。

8. 埃里克松先生悅,力 避免法文文本中的奈款草案的第 1來和任捧決定串

草案的第一奈之同的混淆,庄 些用
“
art｜ c｜ e︳

”
代替決定中中的

“a而 c︳ ep「em:er” 提

法.

82 他送一步提坡,第一奈的最后一句中的一段用悟改力
“
或垓回其他使困、

其領信或其代表困气

83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建以代之以下列措洞:“或

垓固其他使困、領信或代表困
”
。

84 害庫幼斯先生悅,鈭于兩項任捀決定串草案中的第三朱存在的理由都是

因力奈款草案的第 32奈未提到所有的有失公的,所 以也許最好是拼大寨款草案的

道用范園以便使第 32朱也道用于特別使市因和回狋鈕貁.

85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 ,如果不保留第三紊的

各項規定,那 么第 32奈肘兩項決定中所指的那美信使和郎袋的适用性同題就值得

怀疑。

86 主席洗,如果沒有反肘意見,他汏力委貝合同意通迂由埃里克松先生和

起草委貝合主席修正的第一任捀決定半草案第一紊 (上文第 81和 第 83段 )、 以及

第二奈和第三紊的第 1和 第 2款 ,肘第 3款的常洪推退到下次舍坡 .

一 ω 2一



就速祥決定.

第一任捧坡定中草案第一奈、第二奈和第三紊的第●和 2款通避.

下午 1時散套.

第 2132次套洪

●989年 7月 6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巳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多害伊斯先生、巴本沃#先 生、巳

水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幼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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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多咼先

生、再希与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菸 .拉奧

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庫納斯先生、塞普水籬送一古鈇雷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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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 (絞完)

(Aˊ CN4/4U9和 Add1-5, ’  A/CN4/4● 9, 2

A/CN4/42U, 3 A/CN4/L431, E市
,

A/CN4/L432, ︳LC (× L｜〕 /ConfRoomDoc1)

1 
特載于 《1988年 ...⋯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2 
同上。

3 
特載于 《●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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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程項目4〕

起草委見舍提洪二恢的奈款草案
4

第 32荼 (本奈款同其他公的和+.+定的夫系)5  (致 完)型

大于特別使市困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一任摔決定中草案
6 (袋完)

1 主席回碩悅,在上次舍以上,紊款草案第 32紊第 3款和第一任摔決定中

草案第三奈第 3款被擱置起來,等待起草委員舍主席、特別拫告長和委員舍委員

之同送行的磋商 (兄第 2131次套以第75和 86段).他清特別根告長根告送些磋

商的結果.

2 物科夫先生 (特別寺艮告長)悅 ,他 自己人力,起草委員套所提出的第 32

奈第 3款是令人滿意的。他确信就那一恭所采納的三重赴理亦法肘解決以下三种

失系是銫肘必要的:第一,本荼款草案与鎘寨公的的夫系;第二,本奈款草案与現

有林定的夫系;第三,本奈款草案与未來林定的夫系。然而,盤于在上次舍以上所

做的各种坪淹,他 曾拭田在 1961年 《維也納紊約法公釣》所用的洞浯的基砧上以

更明确的悟言表明送些夫系.因 此,他提扶把第 32紊第 3款和大体相同的第一任

捀決定半草案第三奈第 3款改力:

3 “
本奈款的任何規定均不阻磚其些事固締錯有失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

信使妒送的外交郎袋地位的固狋林定,此美固坏林定确扒、朴充、抃大或充央

本奈款的規定,但送奘新規定不得与本紊款的日杯和宗旨相連,不得影晌本奈

款其他些事目根据本奈款享受其叔利或履行其叉夯.〞

3.一介小的案文改功涉及第 32紊杯題,他建洪把垓荼杯題改力:‘本奈款同

其他公釣和林定的夫系
’.速梓做將与本奈款的患体錯构相一致.

4 固隊法委見舍一旗哲吋通迪的奈款草案持載于 《1986年⋯⋯年盤》,第二卷

佛二部分〕,第 24丌起各頁.泙注兄同上,第 24頁 ,腳注 72。

5 
案文兄第2131次舍洪,第 21段 .

6 
案文兄同上,第 76段 .

(致完)



4 埃里克松先生悅,新案文与他在上次舍以上提出的建以完全一致。然而,

既然本奈款的主題事項十分清楚,他汏力沒有必要使用
‘
有失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

信使伊送的外交邯袋地位的
’
速一短悟,建洪刪除.速祥改功的另一介好赴是使案

文筒短一些.

5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原本傾向于起草委貝全的最初案文,但是需刪除任何

提到歧視的洞悟并加上夫于不得与本奈款草案相連的規定.然而,新朱文既然荻得

有夫人事同意并考慮到了所有央辰要素,所 以他可以接受.但埃里克松先生的建洪

逐是值得考慮的.

6.巴水沃薛先生悅,提 出的新某文所用的措洞迪于累焚,并可能戶生如下結

果:如果其他奈的不是
“
确汏、扑充、拼大或放大

’
本奈款的規定,便不能有任何作

力.他汏力速一短悟沒有給第 3款增加任何來西.主要的一魚是,新怭定不垃与

本奈款的目林和宗旨相連.所 以座刪除
“
确忕、朴充、拼大或充央本恭款的規定

’
速

介短浯,洞悟‘
速英新規定

’
字祥泣代之以

‘
速些怭定的規定

’
.

9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悅,他忕力第 3款元任何用炎,不值得力其花慶如此

多的吋同和精力.尤其是
‘
拼犬或充央

”
字祥所指的是什么?所有奈的都載有規定

一一既有肯定性規定又有否定性規定,速些規定既可伊大又可收縮,或者換句活

悅,既可放大又可縮小.最好亦法是刪除任何速美限定性短悟,由參加固根据其愿

望并按照汊迪安排決定,只 要他們采納的規定不与本來款草案的自杯和宗旨相連.

8 ‘
新規定

’
一洞也合叉不清,力什么用

‘
新

’
字?速美規定也汻事央上已存在

多年,例 如兩目已豋同意遵守一些規Jlll,速 些規Jlll同 未來公的的規Jll不 同但卸一

致.

9 比斯利先生悅,他可以接受特別根告貝所提出的案文,但必須大致按照巴

本沃葄先生和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提出的建決村它加以修改.保留
‘
有失外交信使

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地位的
”
送一短浯更好一些,而且垃找到一介恰些

洞活來提及垓款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固阡林定,以取代
‘
速美新規定

’
的洞悟。他汏力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的活暗含看一蕉,即任何林定昱然不立＿●本奈款草案的日柝和

宗旨相連.他逐扒力,新案文最后一部分爪法律角度來排是提及不歧視的較力文雅

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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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 他要就一介更力一般的同題指出,思管普遍汏力本奈款草案的目杯是便

利回家和其他央体相互同以外交邯袋和領事郎袋一一不淹有元信使伊送一一的方式

送行的通信,但村子送种制度泣受到更多限制逐是庄是給予更多自由,在現焦上仍

存在看一些分歧.然而,那一羔并不造成任何困堆,因力些力了通道各介某文而拳

行外交舍以時,便可特它解決.

1﹁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見)悅,他可以同意刪除
‘
确扒、朴充、才大或充

共本奈款的規定〞速一短悟,思管垓短悟兄于其他公釣,包括 1963年 《維也納領

事夫系公釣》.力晌位比斯利先生的意兄,他也建以把洞悟
‘送美新規定

’
改力

‘
速奘

新林定
’

.

﹁2 本努納先生同意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的意兄,悅肘第●款的忖梵使他想

起了著名的戍別
“
元事生非

’.他敢保怔,如果拘同一遍,不合有几介固抔法委貝套

委員安成保留此款;思管特別根告長的努力可嘉,但垓款沒有給侍筑的奈的慣例增

加任何末西.而且,他不大明白与本套奈款的
‘目杯和宗旨相連

’
速种規定是什么意

思.所 以原先提及第 6奈吋所存在的含混之爽依然存在.另 外,他扒力沒有必要

規定,一項紊的不得影晌
“
本奈款其他些事固享受其叔利‵ 送祥的規定央隊上是有

利于第三方的規定.鈭于所有遠些原因,第 3款是沒有任何用途的.但是他不合

阻得第 3款的通避。

13 伊留埃卡先生悅他同意特別才艮告長提出的案文.

﹁4 巴都謝戈夫先生感甜特別根告長提出了一介不累葵而精妹的案文.每介

洞都有扎央的法律基砒,都各得其所.

●5 速項公的正在銓ㄞ惟戶前的別痛,冬管它八目豚法刁慣規則和成文規則

上汫都具有墜央的法律基砧.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村本奈款提出的反玵意兄要比肘

任何其他草案提出的都多,有些其他草案爪現有目隊法規則上來啡根据不足.

16 他能姊理解,委 貝舍委貝們以及各介回家有不同的赴理亦法:正是因力

如此,起草委長合的成長患是在沒法琱和各种肘立的現羔.

17 起草委貝套在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性步:例如,使未來公的的制度肘特

別使市因和囝隊組欽的外交郎袋和外交信使不具有的束力,而具有任摔性.他也螢

成把适用于信使和郎袋的制度統一起來,但汏力要央現送一焦,位將道用于領事邯



袋和信使的制度提高到外交郎袋和信使制度的水平.

18 作出速些社步是力了使公的得到戶泛批准,但現在看起來力使思可能多

的回家參加垓公的并使公的具有戶泛效力而作出的速些努力都是徒芳.現在甚至公

夠逐沒有生效,就似乎有人正淡法提出一今不同于垓公的的制度.

19 他感毋阿生焦一害伊斯先生指出,就特別報告長所提的第 3款的新案文

友表坪梵的目的是,不伙村可能
‘
确扒、朴充、廿大或充央

’
垓公的的奈款作出規

定,而且有可能限制速些奈款.速介短悟提出了整介速祥的同題:垓公的和隨后通

避的其他公的之同位有什么祥的法律夫系.所提出的案文的措#來 自1963年 《堆

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73柔第 2款,垓公的是唯一含有速种措洞的公的。1969

年 《維也納特別使市公的》、1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以及 1961年 《維也幼

外交夫系公的》都沒有包含速种規定.然而,既然有使用速种洞浯的趙勢,他准各

接受,但他肘于向已豋是修正案的末西再提出修正案感到夫切.建以的措辟允許拼

犬而不是蹜小未來公的的規定,一般而言符合紊的法,具体而言符合速套恭款草案

的宗旨.

2U 埃里克松先生的那項建以 (上文第 4段)只 套混淆本公的与隨后通避的

其他公的之同的相互夫系.不提
“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地位

”
,

便沒有突出垓案文中本公釣的主題同題,而刪除引自1963年維也納公的的那一組

洞悟便等于根本不提本公的同隨后的公的可能有的相互夫系.提出刪除這些洞悟的

建洪是因力案文
“
大多嗦﹁ 但是如果多嗦能使案文精确,他就熒同男嗦.

21.他敦促委員套委員們,如果希望避免引起同未來其他公的的制度性坤

突,便垃采納特別技告長的案文.委員套現在申洪的是最后一來最后一款,不位再

做任何改劫,孩案文已滿足了囝狋法在遠一同題上的要求.

22 阿〨焦一誓伊斯先生悅,他想指出,他 的念度不是出于反肘速項未來公

的,而是出于技木考慮.如果有兩介回家汰力它們的外交官可能參与販逐毒品,決

定取消兩目之同使用不可侵犯的外交邯袋,91兩目之同侍遊的所有外交郎袋送行桂

查,那么沒有任何來西能阻磚送兩介回家締錯速种捇定,在本公的生效之前和之后

都可以.速就是力什么他汏力不必把第 3款列迸去.

23 卡菜步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悅,特別報告長提出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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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力折哀的案文是可以接受的.舍以期同提出的一些修改意凡是肘案文的改迸,

也庄采納.垓項規定的目的是防止歧視,所以最重要的是本荼款的參加固所締結的

新怭定不位影吶其他參加固享受本無款所規定的叔利.送一瓨規定有充足的根据,

是必要的,增加了清晰程度.

24 巴本沃蘚先生建洪去掉
‘
确扒、扑充、甘大或充央本朵款的租定

〞
速一短

悟,保留埃里克松先生扒力位刪除的洞悟 (兄上文第 4和 6段),是介好建洪:未

來的柲定不位伿限于
“
确忕、朴充、拼大或充央

”
本奈款的規定.因 此他鍵同銓巴水

沃辨先生修改造的特別根告長案文.他本人原想去掉.‘不得与本紊款的日杯和宗旨

相連
”
速些洞悟,但不套堅持作遠种改功.

25 由于兩項任摔決定中的第三紊第 3款表迭的意思同第 32系第 3款一

祥,他希望同梓的案文銓道些修改后也作力速兩項決定中的案文荻得通避.

26 物科夫先生 (特別救告長)悅 ,他作力特別根告長、作力委員套委員、

并且作力律師有〤秀悅,他不同意夫于
“
不得与本奈款的目杯和宗旨相連

’
送些洞浯

含〤不清的說法.速介短悟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釋,但它是一介杯准的說法,他感

到奇怪的是竟然在目豚法委長套里,有人村速一悅法提出疑同.速一悅法兄于

﹁969年 《維也納奈的法公的》,不依兀于夫于保留的第 19朵里,而且也兄于第

18奈,垓紊涉及的內容要比保留重要得多:各目在筌署紊的之后和批准奈的之前

有火夯不采取任何与垓奈的目杯和宗旨不符的行功°最近締錯的許多紊的也用了遠

种悅法.

27 力第 3款提出的案文按照巴水沃葄先生以及他自己的意兄修改之后,內

容如下:

“3 本奈款的任何規定均不阻磚其些事目鍗錯有失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

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地位的目豚林定,但送美新林定不得与本奈款的日杯和宗

旨相連,不得影晌本奈款的其他些事目根据本奈款享受其叔利或履行其〤夯。
〞

28 主席悅,如元反村意兄,他特汏力目怀法委貝合同意通遊銓特別根告長

和巴本沃葄先生修正的第 32紊的林題和第 3款 (上文,第 3和 27段 ),作 了必

要修正后的后一案文通造作力第一任摔決定中草案的第三奈第 3款°

就速祥決定.



第32奈 的杯題和第3款通避.

第32奈通道 .

第一任摔決定中草案第三朱第3款通逍.

第一任摔決定串草案第三奈通避.

第一任捧決定半通避.

29 弗朗西斯先生悅,特別報告長悅在未文里提及不得相連的活是恰些的,

他愿肘此表示支持.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47奈含有美似的規定.

3U 有忤多夫于第 3款是否必要的洪站.央狋上此款是不可缺少的,因 力有

其他公的也涉及到外交信使和外交邯袋,速些林定有在央廣上与第 3款相同的規

定.去掉速美規定給各囝提供的便利,昱然与其他編慕公釣的精神不一致.

夫于普遍性目坏組絮信使和邯袋地位的第二任摔決定中草案

31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員套就第二任

摔以定串提坡的草案,案文如下:

夫于普遍性因豚組欽信使和邯袋地位的

第二任捧決定串草案

本決定中和大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妒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奈款

(以 下何林
‘
奈款

’
)的 些事目決定如下:

第一奈

茶款也适用于普遍性目隊組欽以下公夯通訊所用的信使和郎袋 :

(a) 与其元稔何赴的使困和亦事赴以及速些使困和亦事赴之同的公分通

訊 ;

(b9 与其他普遍性回防組致之同的公夯通訊.

第二奈

力紊款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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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外交信使

〞也指銍圄隊組象正式授杈袒任信使,受托久黃保管、逐

送和遊交郎袋,用于送行第一奈所指公夯通訊的人貝;

(b9 ‘
外交郎袋

’
也指元淹有元信使抻送的,裝載來往公文和公夯寺用

文件或物品,用 于送行第一奈所指公分通訊,附有外部杯泥,可

資汏別其性廣力目狋鈕狐的郎袋.

第三朵

1 本決定串在它的些事目和1946年 2月 13日 《琺合回特叔及豁免公的》

或 1947年 11月 21日 《寺ㄇ机构特杈和豁免公的》的些事囝之同,位是上

迷公的所載夫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地位的規則的增朴.

2 本決定串的規定不妨磚其他目豚林定些事目之同現行有效的其他目豚

林定。

3 本決定中的任何規定均不阻得其些事回締結有失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

信使伊送的外交邯袋地位的因怀+.●定,但此項林定不得專致第 6奈所指的歧

視.

32 目豚組象确央使用信使和郎袋,在有些情況下,普遍性圄隊公的明文規

定它們可以使用.1946年 《耿合目特杈及豁免公的》規定,耿合固有板
“
用信差

或郎袋收友郎件,其信差郎袋位享外交信差即外交郎袋之同祥豁免即特杈
’(第 三

朵第 1U市 ).1949年 《青ㄇ机构特叔和豁免公的》承汏音ㄇ机构有
“
用密封郎袋

收友函件之板利,其信差邯袋庄事外交信差即外交郎袋之同祥豁免即特板
”(第 四

恭第 ●2市 〕.不仗承扒了使用信使和郎袋的杈利,而且承汏,送种信使和郎袋必

須享有同各目外交信使和郎袋相同的豁免和特叔.

33.固 豚級班的信使和郎袋是否包括在系款草案范園內的同題,几乎汏一幵

始常洪本寺題就引起了甘淹.意兄存在看分歧.在一旗通避奈款草案吋,多數人的

現羔是,目 豚姐欽信使和郎袋位留在本奈款范固之外,本朵款庄仗赴理回家信使和

郎袋 同題.根据汏各 回收到的泙梵和意兄,特 別根告長在其第八次救告

tA/CN4ˊ 417和 第 6U段 )里,建洪力第 1奈 〔本套奈款的范園)增加第 2款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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ㄉ 本奈款也道用于目豚姐玖同各目和其他目狋姐欽避行公分通訊所用

的信使和邯袋.’

然后將第 2紊刪除.

34.特別根告長的建快得到委員套若干委員的支持,冬管其中一些委員指

出,垓案文沒有包含目隊組數同其近南患部的亦事赴或分支机构的通訊.起草委長

舍曾汏力,在珧險段,如果建以村奈款草案的范園做如此重犬修改,則厲于超越取

叔.然而,起革委員套逐是決定建洪使各回荻得把遠套紊款用于回豚組象信使和郎

袋的可能性.力此,起草委員舍似汀了第二任摔以定爭草案.

35 遠項以定半同第一任摔決定串一祥直接明了,錯构也相同.第一奈界定

了日杯和宗旨:奈款草案适用于普遍性因豚組象公分通訊所用的信使和郎袋.仗悅

到普遍性目豚組象,被汏力是瑾慎的做法.所悅的公分通訊首先是指友生在組球內

部,即友生在垓組坎t憋 部与其使因和亦事机构或友生在速些使困和亦事机构之同的

通訊,其次是指垓組象和具有同祥普遍性的其他日豚姐欽的通訊.

36 第二奈界定了
“
外交信使

”
和

“
外交郎袋

’
的用浯.在界定

.外
交信使

’
吋,

垓奈逐村奈款草案的第三奈作了朴充,悅孩奈以及草案全文所用的遠一短浯也指銓

因豚組象正式授杈袒任信使的人長,即 受托久黃保管、迋送和遊交邯袋的人,用于

送行第一奈所界定的垓組玖公分通訊的人長.第二奈只說到
“
目狋組象

〞,沒有加上
“
普遍性

’.省掉后一用浯沒有央廣意火,是 出于文字理由:否則案文套遊于累葵.

至于
‘
外交郎袋

’,速里所用的措洞引自奈款草案第三奈第 1款 (2)°

37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特汏力目豚法委員合同意將已作了必要修正

的垓同祥案文通逍作力第三紊第 3款 ,正如它曾作力第 32奈的第 3款和作力第一

任摔被定串的第三恭的第 3款 (兄上文第 27-28段 ).

就速祥決定.

38 馬希馬先生指出了兩項任捧洪定半第三奈第 2款在法文文本上不一致.

在第一任摔決定串里,在洞浯
‘
env︳gueVr” 和

‘
entre｜ eSparues,之 同有洞悟句ans

眙sre｜ aIons” ,但在第二任摔坡定串里卸沒有速介短浯.他是介主張悟言精琢的

人,所以建洪第一任摔決定中同第二任摔決定中保持一致,而不是相反.

就速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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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科多馬先生同到,第二奈 〔a)使用了短浯
‘
the︳ nternauona︳ organ泛 a.

●on’ ,而 沒有使用
‘an㏑temationa〡 organ眨 ajon〞 ,是否因力送里所指的不是抽

象的固怀鉏舉,而是指可能已授叔某人做信使的特定的鈕象.

4U.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如果科多馬先生傾向

于使用短活%n internationa!o了gan泛 auon’ ,他不反肘.

41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在回答有失第 28紊第 2款的一介同題

吋,他 曾 (在 第 213U次 舍快)解釋悅,在洞活
‘
cUnsu︳ arba↙ 之前使用草洞

‘
the” ,而不用

‘a,是 必須的,因 力不是每一介領倌郎袋都泣遵守垓奈所沒想的程

序.但是,第二任棒決定串草案是另一种情況,速里所用的洞悟座思可能地具有一

般性.因 此他能同意將第二紊 (a)中 的 internaⅡ ona︳
。
rgan眨aIon’ 一浯之前的草

洞乳he” 改力
‘
an” .元梵如何,秘串楚位仔細常查已通避的所有案文,以便确保浯

言前后一致,定冠洞和不定冠洞用得正确.

42.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將汏力目隊法委貝套同意通迪第二任摔決定

中草案及╨已通道的第三恭第 3款╨絰修正的案文 (上文第 39段 ).

就送樺決定.

第二任摔決定串草案通述.

43 揚科夫先生 〔特別扱告貝)回答埃里克松先生的掏鬥悅,第 8奈的有失

部分銓修改 (兄第 2128次舍洪,第 92段起各段)后力:“ 外交信使座持有官方文

件,裁 明其身份和主要的介人資料,包括其姓名,适些情況其官方取位或取圾

..⋯ .〞 ;第 2U奈英文文本最后一句銓修改 (兄第 213U次舍洪,第 33段起各段)

力:‘ An｜ nSpecuon｜nsuchacasesha︳︳beconducted⋯
”;至于第 3U奈 (兄 第

2● 31次套快,第 ●U段起各段),他提洪第●和第 2款幵首銍修改后在英文中力:

“llVhere, because。 freas° ns o千 forcem削 eure” .’
.

就送祥決定.

44.埃里克松先生建以把第 28各第 2款 (兄第 213U次套放,第 89段起各

段)中所用的洞浯
‘
第 25奈所指的

’
改力

‘
第 25奈第 1款所指的

”.他指出第 25

無第 2款 (同 上,第 72段起各段)所用的
‘
物品

’
一洞,其含〤不同于孩奈第 1款

同一介洞具有的含〤,所 以他建洪第 25奈第 2款末尾庄改力
‘.⋯”第 1款所列的



公文、文件或物品以外的物件.’

45 揚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他可以接受失于第 28寨第 2款的建
以.夫于第 25朵第 2款 ,只 要把

‘
物品

’
政力

‘
物件

’
便可以滿足埃里克松先生的要

求了.

46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合主席)變同速些意兄,因 此建洪

把第 28奈第 2款的相位部分改力:“...⋯第 25奈第 1款所指的公文、文件或物品
以外的⋯⋯”.在第 25奈第 2款中,他建洪把

‘
物品’

一月改力
“
物件

〞
.

就速祥決定.

49 帕夫拉克先生悅,在本項目的常以將要結束吋,他想再筒要的悅一下剛
剛通避的奈款草案以及兩項任捀以定半与刁慣法的美系同題.呈然特別拫告長以及
因豚法委長舍的所有委員力完善和朴充現有公的冬了最大努力,但未能把与本寺題

有失的同題的所有方面都照麼到.他在起草委員套送行工作期同曾提出避此同題,

現在力了保持前后一致希望特以下圮暴在案:委員舍甜梵了速介同題,一位委員建
以此同題在未來的外交套以上接著討淹,并反映在未來的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
信使伊送的外交邯袋的地位的公釣序言部分里.

48 塞普本堆送 .古鈇雷斯先生悅,本草案是自他捏任委員以來委員舍通避
的第一組奈款,所 以他愿意力如此重要的吋刻做兄怔人并尤其愿意表示他本人村特

別拫告員和起草委員套主席的欽佩,欽佩他們力指專委員套本寺題工作順利結束而

作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

49 海斯先生重新提到科男馬先生夫于第二任摔決定半第二奈 (a9的建洪,

此建洪已被起草委員套主席和特別根告長接受.他悅他并非不同意把
‘
internaIon＿

a｜ organ眨 ation〞 一浯之前的草洞打he” 改成勺n” ,而是必須指出,同釋向題也出現

于第一任摔決定串第二奈 (b9:奈款草案的第三奈第 1款 (1)以及案文的其他玝

多地方.他螢成力了保持前后一致,性第二任摔決定半第二奈原封不功,并因此呼

吁科多咼先生撤回建洪.

5U 他在錯束友言吋希望借此机合同塞普水籬迷 .古缺雷斯先生一祥表送肘

特別報告長和起草委員舍主席的敬意.

51 埸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長)強琱英文不是他的母悟,悅定冠洞或不定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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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的使用同題完全可以交給有寺家捇助的秘半從來夗理.他友表一般坪淹悅,肘文

字做修飾性的修改往往偏萬修改的目的.

52.主席建快把此同題留給委長套秘串,由秘中久黃使草案前后一致.

就速祥決定.

抑 先生悅,特別根告貝在答复他就第 28紊所表送的保留意凡 (第

刉3U和 2131次舍洪)吋曾解釋洗,第 1款規定外交郎袋免除
‘直接或通避屯子

或其他技木裝置的
’
檢查并不阻得未來公的的兩介或更多的參加固根据它們之同的

柲洪而使用送美栓查方法。特別寺艮告長逐悅他將在泙注里作必要的澄清:鈭于第

32奈第 3款的新措洞 (上文第 27段 ),他想清特%ll根告長在泙注的同一部分里耳

明,速美+.●定不被視作与未來公的的目杯和宗旨不符.坪注些然庄耳明速是一位委

長的意兄。

54 巴水甜戈夫先生悅,他就持有速种怭定特与未來公的不符的現羔.

55 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見〕重申他在早先一次套以上就第 28奈所做的

坪淹,悅位由有失回家在互惠基砒上行使主叔叔利而建立它們之同的制度.使外交

郎袋遵守領倌郎袋制度或使領倌郎袋遵守外交郎袋制度的及道砵定已銓有 13U多

介.屯子和其他技木裝置同題似乎是以后的同題,而不是現在的同題.他打算按照

ㄞ吋已久的做法,給反映在坪注中的意兄加上升共悟
“
一种意凡忕力⋯...’

.

二慎通道茶款草案

56 主席注意到夫于垓寺題的奈款草案的二樣工作已銓完成,因 而建洪囝狋

法委員套通避整套奈款草案以及兩項任摔決定半草案.

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僮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奈款草案以及兩項任捧

決定半二旗一致通逮.

57 索拉里 .囡德拉先生悅,他在起草委員舍里曾建快在奈款草案里加上一

瓨規定,涵蓋由兩介名啟領事官貝力館長的領倌之同領倌邯袋的交換同題.特別拫

告長在答复吋提清注意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58奈第 4款 ,垓款規

定:“不同回家內以名替領事官長力館次之兩介領倌同,非銓兩有失接受目同意,不

得互換領館邯袋°
’
所以他撤回了他的肆u.然而,如果有夫接受目有一介或兩介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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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963年維也納公的的締的固,那 么他提出的同題逐是有效的.因 此他靖求特別

根告長在坪注里加上一段,淹迷兩介兼替領事交換飯倌郎袋的同題.

58 埃里克松先生悅,在通道各奈吋,他沒有參加村各紊內容的甘站,有一

奈除外.他速祥做是力了市省吋同,也是因力他曾有机套在起草委員公里波淹他的

修改建以.起草委員舍和特別報告長充分听取了他的意見.他确信,他的一部分修

改建洪沒有被起草委長舍接受,因此也就不公有多數人焚同.所 以他希望把他夫于

委員套最后通避的奈款中的一些奈款的保留意兄圮彔在案.

59 他在上屆全以上提出的建坡旨在使有夫信使地位的規定降低到最少程度

以避免把速种地位等同于外交人長地位,杕而使草案可以更普遍地被接受.首先,

草案的林題位是:“夫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的朵款草案
”,垃牢記速套奈款不便涉

及沒有人伊送的郎袋的地位而且逐涉及有人伊送的邯袋的地位.他也支持友卡弗里

先生夫于在杯題和在奈款案文里把提到信使和郎袋的順序都蕨倒一下的建決.

6。  第 2奈完全可以去掉.他一般不喜改
‘
不妨磚

’
速美奈款.第 7奈也可以

刪掉,因 力垓奈悅的是不言自明的事其.第 9柔第 1款所用的洞悟大不确定,不

能用在法律集文.元需站言,編寨公的中的可比奈款也存在看同梓同題,但在央隊

中各回村信使的目籍到底有元任何看法是令人疑日的.那些确有送美看法的回家可

向有夫回家表示速些看法。第 2款和第 3款所迷的情況避于洋幼.至于第 3款所

提到的情況,他不明白在涉及固籍的所有可能排列中力什么就挑進出速兩种情況.

編慕公的村速些熒別一概沒有提及.昱然,第 9奈可以刪除°

61 第 1U和 11茶沒有任何用赴.如果特別報告長早先提出的有失取夯幵始

的奈款草案被保留,那 么速兩奈逐有用.現在的情況是,夫于特叔和豁免的要魚已

包括在第 21奈里.第 13奈也可以不要,因力第 1款沒有給
“
便利

’
下定火,也 因

力第2款用了修佈浯
‘
冬可能

’
.

62 第 17奈給接受目和避境目都施加了不必要的久捏,本位放在草案里.

夫于第 18奈,豁免本可仗限于村刑事管轄的豁免,如第 1款和第 5款所規定的那

祥.第 19奈第 2款是一瓨避同瑚事的恭款,因 此是不必要的.另 外,第 2U奈第

1款是第 96荼所宣布的不可侵犯叔的必然結果,因 此可以去掉.

63 夫于第 28奈 ,他將只再次提及他在上屆套以上提出的建坡,垓建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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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員舍的拫告里.7 他在上次套快上就第 32奈友表了坪淹°

目拆法委貝舍的建洪草案

64 主席提出,根据委長舍章程第 23寨 ,固 豚法委貝舍泣建洪秩合目大舍

召幵一次全叔代表因狋套快,以申洪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邯袋

的地位的無款草案,并就此同題締結公的和決定半.由于委長舍通逮的一瓨任摔洪

定串涉及普遍性因隊姐欽的信使和邯袋,大舍透需決定是否允許送美組欽參加代表

套快.代表套快逐需楚理垓公釣的最后奈款,包括解決爭端的奈款.

65 他靖委員套通道垓頂建以草案的內容,把最后措洞留給秘半赴赴理.

66 揚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奈款草案最終位采取何种形式,特由委

長套本屆套快根告以寺ㄇ一段來釵逑。大舍有失決洪責成委見舍似汀
‘
道些的法律

文串气 速介 同題 曾多次予 以甘梵 ,尤 其是在 常以他 的第八 次報告

(A/CN4/417,第 32至第 38段)吋被甜梵避,委員套些吋曾同意奈款草案將

采取公的草案的形式.

69 托穆沙特先生指出,在某些情況下,例 如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委

貝套就某一寺題通避的奈款草案不是交給外交舍洪,而是交給大舍第六委長套,由

它把草案作力公的通道.送种做法免除了各目政府派代表參加套洪的袋用.此事村

友展中回家來悅尤其重要.他建洪,大舍可以決定是召集一次全叔代表套快逐是社

未來的公的在第六委貝套范園內通道.

68 主席悅,根据他提出的建快草案,央坏上是由大全未決定如何通造未來

公的.建快中的主要一羔是,紊款草案泣成力公的.

69 迪正斯 .阿 祥雷斯先生提清注意委員套章程第 23奈第 1款 (c9項 ,垓

項授叔委長套建放大套
“
向套貝目推荐速項草案,以 求締錯一項公的

’.根据第 1

款 (d)項 ,委 長套可建以大套
“
召幵舍洪締錯公的

”.按照速些規定,可 由大套*

定由哪一介机构來通道未來公的。

7U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將汏力委貝合同意通#他提出的建以草

7 
兄第 213° 次舍快,腳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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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建以草案通避.

委員套的映以草案

9●  勒泰先生作力委員舍任取吋同最畏的委員友言悅,按照慣例,在有失本

寺題的工作錯末吋,委員套位向特別根告貝表示感甜和變費.因此他建洪通避下列

決以草案,遠里有一項諒解是,映以的最后措洞可由秘爭赴按照适些的先例予以調

整:

“
目隊法委員舍,

“
通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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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望向特別拫告長正ㄞ山大一切科夫教授表示深深的嫈質和熱烈祝蜜,

由于他不懈的努力和埋共工作,力草案的編耳作出了杰出貢敵,使夫于外交信

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奈款草案編弓工作取得結果。
’

72 作力委員套的資深委員,他党得可以朴充几句表示希望:些 正在討梵重

要事項吋,委員們位思量出席委員套和起草委員套套洪.委員套正在遇到人才避多

的同題,遠就是說,一些委員常常被叫去執行其他重要任夯.結果,委員套在最需

要听到他們意兄吋不能患是如愿以僕.

73 友卡弗里先生和弗朗西斯先生悅,他們衷心贊同勒泰先生肘特別報告見

的贊物.

94 錫正姆先生悅,沒有友言的委員們也怀有肘特別根告長的感謝和欽佩之

情,他們將以支持勒泰先生提出的決洪草案永表送送种心情.

75 主席悅,勒泰先生提出的抉以草案持和委員套報告草稿的相位部分一并

申以.到那時委員們有机舍向特別披告貝表送他庄得的敬意.

76 他建洪委員舍休套以便址規划小組幵套.

就速祥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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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2吋 1U分散套.

第 2133次套以

1989年 7月 7日 星期五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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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小沃併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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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薜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多馬先

生、再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

尼瓦祥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庫幼斯先生、塞普水維

送一古釱雷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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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家和目隊鉏銀同的失系 (寺題的第二部分)

(Aˊ CN4/4U1, 1  A/CN4/424, 2

和 A/CN4/L383和 Add1-3, 3

Aˊ CN4/L42。 , E市 , STˊ LEG/17)

1 
特載于 《1986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2 
按載于 《1989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3 特載于 《1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Add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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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程項目8〕

特別根告長的第四次根告

1 主席清特別報告長介紹其夫于垓寺題的第四次技告 (A/CN4/424),

報告載有第 1至 11奈草案.

2 迪皿斯 .网 薜雷斯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他提交的報告因沒有時同而不

能予以討站,速是第二次了,91此他表示遺憾.然而他久黃的苦題板力重要,因力

二十世紀后半世紀的特羔是人美各群体日益相互依存。技木以惊人速度〝趺友展,

特別是在通訊和逐輸領域,汏而更縮短了各目人民之目的距商,并使他們萌生困緒

之情,并意味到他們扁于同一人美.各目之同的合作就是速一意快的体現,它們正

努力解決一系列同題—— 政治、社套、豋游、文化、人道、技木和其他方面的同

題—— 因其程度超越了目怀社套介別成長的能力.

3 各日利用因隊法的主要亦法嗨 的力它們的合作制定規章和迸行指早并

使之戶生央隊效果.它們正是通避奈的沒立了狘立于它們自已的投期取能性組象,

遠是它們央現自已的日杯的需要.在送祥做的避程中,各回汏汏到勒泰先生所悅的

固陎机构的
“
制定規章叔

”
汏而使它們比侍琬的外交套以更快和更有效地采取行功.

4 第二次世界大找以來,全球性或區域性回狋組欽激增,促迸了固隊夫系的

特交.回 家同的多迪合作是新目豚法友展的基祂.新的目眛銓漭法、目豚刑法、坏

境法和外交夫系法本身正以新的多迪失系和回家之同的合作的概念力基砧友展起

來,而速种夫系和概念又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不同人美群体日益相互依存的戶物.在

現代世界,目 豚夫系再也不仗仗是回家所夫注的同題.

5 每一法律制度勢必确定各今央体抈有根据垓法律制度規定的規Jll所承人的

杈利和火夯.在固豚組象出現之前,回家是人們所承汰的具有固坏人格的唯一日隊

法主体.現在目豚鉏象也具有固狋人格.目 豚法院在其 1949年 4月 11日 肘在執

行耿合回公秀中所遭受的損害迸行賠儂的咨掏意兄中得出錯淹,汏力送种法人資格

庄被理解力
“
足以抑有目狋叔利和〤夯

’.4

4 《1949年目除法院裁決集》第 174丌,兄第19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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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速种法人資格戶生了海多央杯后果.例如,目 狋組妖通道遵守刁慣規則、

起草回豚怭定和制定目隊准則等做法,力友展目豚法作出貢敵.它們可以承捏目阡

責任,但也可以提出其目豚杈利的主攷,并村其取長和机构行使
“
取能保妒∴ 外交

保抻的同火洞.它們也可以參加固妳仲裁.剝李它們參加某些常淡机构一一如目抔

法院一一的杈利的規定,不符合目豚社套的現狀,也不符合可頂兄的未來友展.

7 些然,固 隊組欽的法人資格不可能象圄家的法人資格那祥全面;因力用上

文引用的圄隊法院咨掏意兄的活來悅,‘任何法律制度的法律主体在其性辰或其板利

的范園方面并不一定要一祥;它們的性辰取決于固豚社舍的需要
〞.5 此外,回

隊姐貁的叔限受到其組豕章程紊文和它們所承捏的一般取能的界定.冬管如此,它

們的板限和固怀人格不俠在目狋行政法中幵辟了新的篇章,而且也改交了央在目狋

法的概念,而央在固狋法再也不仗仗是國家之同的夫系法,而且也是目豚組象的法

律。

8 筒言之,可 以悅,回 家是圄豚法的最初主体,并仍然是回隊生活的中心,

在速一日隊生活中主杈概念—— 回家的重要特征—— 具有決定性影晌,同 時根据

回家意愿而成立的目隊鈕班具有二等目隊人格,至于今人,則通避固狋鈕玖成立的

介人能姼接近的机制同接荻得法人資格.

9.如何理解
“
目豚組致

’
一洞?一般來悅,作者砍迎 1956年在委貝合夫于編

纂法律奈的的工作期同提出的定叉,根据垓定〤,“目豚組象
”
一洞指

“
通道奈的而成

立的有章程和共同姐班的回家集体,具有不同于其成見目的法人資格
”.6 但

是,耿合固奈的法全洪和后來的法律編纂舍洪均未接受垓定〤.1969年 《維也納

恭的法公釣》第 2奈的唯一的目的是界定公的的范園它伙在第 1款 (一)項 中仗

提到,‘
‘
目豚組銀

’
指一政府同鈕象

’.速一定〤符合朕合目采用的木悟,耿合目把

目狋鉏扒描逑力政府同鉏珠,以 Σ別于非政府鈕班.

1U 勒泰先生和科巴科先生送兩位法固法苧家,曾 把固豚姐象描耳力
‘
若干目

5 
同上,第 178更 .

6 
杰拉本德 .菲 茨莫里斯爵士在其夫于奈釣法的第一次才艮告中提出的第 3

伈)荼草案(《1956年⋯⋯年盤》,第二卷,第 1U8烎 ,文件A/cN4/1U1).



家之同力了在一寺鬥領域送行合作的目的通避荼的成立的其体,具有其自已久黃瓜

事猶立活功的机构
’
.’

11 人們感共趣地注意到,有失垓同題的并多法律和政治出版物中提出的定

叉均提到因隊鈕象的三介組成部分:(a)基砧,由 一紊的构成.放法律角度而

言,它是組成文中并体現了在某些領域合作的政治意愿;(b)体制錯构,它保怔

了垓組豕在友捍其取能方面一定程度的持久性和穗定性:〔c)亦法,它 由垓組致

的取能和叔力构成并体現了相肘于其成長而言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杈.用 法律浯言來

說,垓 自主杈体現在決策机构的存在,決策机构的存在反避來又展示了垓姐象本身

的意愿—— 并不一定与每一成長的意愿相同—— 八而怔與其法人資格的存在.

12 1947年的 《寺鬥机构特叔和豁免公的》沒有淡到
‘
回隊姐玖同題气 在

第一奈 〔定火与范園)第 1市伙提到它所列犖的
“
寺ㄇ机构

’
并且逐提到

‘
遵照先章

第五十七奈和第六十三紊与琺合回友生夫系的任何其他机构
”

.

13 委員舍仄其夫于奈的法的工作一幵始就采取切合央狋的立切,送体現在

1975年 《籬也納夫于回家在其肘普遍性目狋組致夫系上的代表杈公的》和 1986

年 《籬也納夫于回家和目隊組欽同或目豚組班相互同的奈的法公的》.他在本昔題

的研究報告中采取了同祥的立場,以避免任何理梵性廣的村捻.

14 在速方面,要注意的第一蕉是,除 了政府同回隊姐班抈有締的的能力外

——締的、殉又或出售劫戶和不功戶和提出或受到法律超坼的能力瑚 合回及其

寺ㄇ机构享有一般紊的和患部1.-定 以及朴充性文爭所承汏的某些特杈和豁免.在速

方面,他 引逑了他的第四次報告中的一市 (A/cN4/424,第 27-31段 )并提

到賦予目所取貝特杈的第一今奈的一-1926年 巴李耳朵的.

︳5 授予目狋組欽及其取貝和代理以特杈和豁免,基本上以不妨磚執行公夯

的原則力基砧,目 的在于使他們能銘不受阻磚地履行其〤夯.根据雅克 .塞克雷坦

的看法,力 了目隊社套的利益而履行取能所必需的狌立性是速些特杈与豁免的基

砧.

7 
兄特別根告長的第二次報告,《●985年⋯⋯年盤》,第 2卷 (第 一部分),

第 1U6頁 ,文件A/cN4/391和 Add1,腳注 1λ

-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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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且然 《固隊耿盟盟的》提到
“
外交特叔和豁免

’(第 7奈第 4款),与 現

有目隊組班有失的几乎所有的文半卸放井了垓提法,而熒成不妨得執行公夯的原

Jl1.《朕合目先章》第一百零五奈第一項規定:‘本鈕象于每一舍長目之領土內,立

享受于送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杈及豁免
’.同奈第二項以下列措洞确扒孩原則:‘耿

合目套長目之代表及本組銀之取員,亦位同祥享受于其狂立行使夫于本姐欽之取夯

所必需之特叔及豁免
’.不妨磚執行公夯原Jll允卄在取能的叔益需要吋給予特杈和

豁免并規定了范園,超越了垓范園就沒有必要給予持杈和豁免.

17 在引怔了他的第四次報告第 32段后,他強琱固隊鉏奴及其取長的特杈

和豁免現在有可靠的法律文串力基砧,它們規定了与任何札社考慮均沒有夫系的杈

利.此外,整于固怀姐象不可能象回家那祥享受領土主板所賦于的保伊,它們唯一

的保伊在于給予它們的豁免,它們的豁免的程度是根据下列事央,即 回家是一政治

又体,追求本身的利益,而 固狋組珠是一服夯机构,代表其所有成長行事.

﹁8 他在淡到他正編每的紊款草案的意的錯构吋悅,根据其第三次拫告

fA/CN4/4U1,第 34段)中提出、并得到委貝舍核可的苦題鋼要,第一部分力

手言,其 中載有的奈款涉及使用的木悟、紊款草案的范園和奈款草案与有失回隊姐

躲的規Jll之 同和奈款草案和其他固豚+.-定之同的夫系;第二部分罔迷法人資格同

題;第三部分 (財戶、姿金和炎戶)尚不全,需要加上夫于固豚姐狄的梢案一市.

第四部分持載有目隊組象通訊方面的沒施的奈款.第五部分持涉及目隊取長的特杈

和豁免.

﹁9 最后,他相信如果本屆套決不甘淹回家和固豚鉏妖同的夫系的寺題 (寺

題的第二部分),那么委員舍下屆舍洪特予以村淹.

2U‘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竘同,特別報告真是否能作出安排,散友他介玿性

友言的中面材料.

21 主席悅,秘#赴示意力特別根告長提供送方面的服夯.他感鐑阿〨焦-

害伊斯先生及時提出手艮告,后者村因吋同不移而造成的限制表現出耐心和涼解,村

此主席表示感謝°

22 伊留埃卡先生村特別根告長的高辰量第四次根告 (A/cN4ˊ 424)表

示祝突,垓根告力研究垓寺題作出了重要貢就并怔明特別才艮告長深思熟忠,他 回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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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自申洪垓青題第一部分在通道一項公的中送到高峰以來已避 14今年共了.垓文

串一一﹁975年 《維也納美于回家在其村普遍性目怀姐班夫系上的代表叔公的》一

在前言第一段就提清注意多迪外交在回家同夫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和普遍性目所盤

致在固豚社套中的責任.他人力,隨看耐同的推移,速种重要性和速些責任迸一步

增加,特別是肘友展中目家來悅,成功地完成垓寺題第二部分的研究村子耿合因和

其他普遍性因豚鉏致的未來至夫重要.因此,他敦促一一他在大舍第六委員套也將

敦促一一委員套下屆套洪寺Π李出一些必要的時同常洪垓寺題.

目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攻完)I
(A/CN4/412和 Add1和 2,8

A/CN4/421和 Add1和 2, 9  A/CN4/L431, C市
,

｜LC 〔XL｜) /ConfRoUmDoc4)

〔以程項目 6〕

特別報告長的第五次投告 〔絞完)

奈款草案的第七和第八部分

第24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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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豚水道的琱市)1°  (紋完)

23 友卡 弗里先 生 (特 別 報告貝)盤 致介 紹 了他 的第五次技告

仈/CN.4/4刉 和 Add,1和 2)的第二和第三章,它們分別載有第 24和 25奈草

案,他悅第二章涉及到一項將在最后奈款赴理的同題,即非航行与航行使用之同的

夫系.它列在第三章之前是因力它是赴理根本同題的各章的最后一章.第三章赴理

�祫

硒硉紩

換自第2砭 6次舍快.

特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特載于 《1989年 ...⋯年鈭》,第二卷

集文兄第 2126次套洪,第 81段 .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的是目妳水道的惆市,即 “
其他同題

’
之一,正如他在第四次根告 (A/cN4/412

和Add1和 2,第 7段)提出的大鋼所指明的,它們可以涵蓋在無款草案本身或

在附件中,因力它們不是根本性同題.

24 在下一屆套以上,根据他的第四次根告 (同上,第 8段)規定的提交其

奈資料的吋同安排,他特介紹与固狋水道管理、水利友屯淡施的安全和解決爭端等

有夫的同題.

25.夫于第 24奈草案一一些然遠是一介哲定的序咢一一他悅委長套在暫時

通遊的第 2朵 中已銓承汏航行＿●非航行使用之同的相互夫系,垓紊第 2款 (他的

第五次寺艮告 (A/cN4/42● 和 Add1和 2,第 121段 )引 用了垓款)指 出了泣

遵循的途徑.基本要羔是現在再也不存在免村的用途优先叔;在速羔上他清委貝們

參考他根告的說明 (同 上,第 121至 124段 ),原先給航行优先杈的做法已不复

存在.

26 因此,第 24柔第 1款規定,不淹是航行或任何別的用途都不再享有超

越其他用途的固有优先杈.些 然委貝套可以考慮在孩款指明优先順序,如果不是优

先叔的活.人們普遍承扒保拼坏境和水的辰量一美特別迫切,委貝舍不妨在垓奈款

肉表示:其他用途不得妨得日內和衣╨用途°

29 至于手艮告的第三章,他解釋悅,在本青題的范園內
‘
固怀水道的琱市

’
的

短活具有具体的含火,即通道工程或其它措施肘一水道中的水加以控制,以便防止

水道的有害影晌和最充分地友揮水道的效益 (同 上,第 129段 )。 因此,垓分寺題

的范園比根告第一章赴理的与水有夫的危害和危險的分寺題更力戶泛,后者伙涉及

到旨在防止水造成有害影晌的措施.拫告 (同 上,第 132至 138段 )罔逑的回家

慣例表明各固村規則的重視.

28 第 25奈草案是一非常溫和的規定一一也卄甚至避于筒草一一而且他党

得委員舍下屆套決不妨考慮在第 1款中增加一項規定,要求各水道固在其中任何

一日提出要求耐力規則目的互相怭商.

29.第 2款說明了反映央怀慣例的一項火秀.在送一魚上,他靖委長舍參考

1961年加拿大和美固有失力幵友哥俺比亞河流盆地的水資源而送行合作筌署的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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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1垓文#是那一領域友展走勢的典型.

3U 最后,委員套下屆舍以庄在全套和起草委員舍安排足銘次數的套快,常
洪垓寺題.且然有四介奈款草案已銓遊交起草委員套,但是它央隊上未能在本屆套

洪上申坡垓寺題.如果不給予足銘的吋同,委員套就不能按卄划在 1991年本屆委

長的任期結束之前完成村草案的一旗工作.

上午∥ 吋散全.

11 
耿合目,《奈的集》,第 542卷 ,第 244更 .

第 2● 34次套洪

1989年 7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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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〨焦一簧伊斯先生、巴水沃辨先生、巴水

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多一男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一因芛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弟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籬德斯

先生、科男馬先生、馬希馬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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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庠鋪斯先

生、塞普水籬送一古鈇雷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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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紋完).
〔坡程項目 1U〕

. 
緻自第 2128次舍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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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法律委見套視察長的友言

1 主席靖美洲法律委見套現察貝菜奧男 .佛胡哥先生向目豚法委長套友言。

2 菜奧多 .佛 朗哥先生 (美洲法律委長套現察長)悅,他能再次作力美洲法

律委長套的代表在圖隊法委見套皮言感到十分兼幸:目味法委長套在固怀法的逐漸

友展和編寨遊程中所作的出色工作已得到全世界的承汏,并特有助于使目狋夫系建

立在公平与正〤的里央基砧之上.

3 美洲法律委長套板力重視与目怀法委員套定期交換現察貝,并希望遠种交

換夫系將保持下去,以便使遠兩介机构能彼此了解各自幵展的活功.由于其上圾机

构美洲回家組象面惟的財政困雅,美洲法律委貝套的活功被削喊一半.它不得不放

奔兩屆年舍中的其中一屆,只 在八月份召幵一屆舍洪.由 于遠些它元法控制的情

況,美洲法律委員舍的工作受到一些元法避免的拖延.

4 除遠兩介机构同密切的合作夫系以外,固 狋法委貝舍委長与美洲法律委貝

套委員之同透建立了宜黃的私人夫系.所 以,就象回隊法委貝舍前任其他主席一

祥,迪正斯 .因 菸雷斯先生曾泣邀在美洲法律委員舍每年力來自美洲各目的年輊的

目妳法苧者、法官和外交官貝組象的目隊法苧刁班上作演排.他希望固豚法委見套

的現任主席特同意在 1989年 8月 拳亦的苧刁班期同作一次演排,他 曾拜旗述現任

主席的著作,并玵之十分螢賞。

5 1988年 ,美洲法律委員舍赴理了它洪程上 12介項目中的 7介 .第一介

項目是夫于販毒活功案件中,迸行引渡的指專方針同題.1986年 4月 在里的熱內

戶召幵了一次美洲舍洪以申洪林醉品和精神葯物的消慶.生戶和非法販美遠一令人

惊恐的同題.垓舍決通避的行功方案載有向美洲回家組銀各机构,其 中包括美洲法

律委長套提出的并多建洪和意兄.隨后,美洲回家鉏狐大套又在 1986年 ●1月 15

日通道了一項把販毒活劫斥力固隊罪行的戶明.

6 美洲法律委員套及其特別根告長比埃拉先生起草了一項夫于在引渡方面幵

展法律合作的決快草案提交給美洲國家鉏班大套.鈭于制汀多迪文串的困堆和批准

速些文中所需的吋同,所提出的次洪旨在确保冬可能准确地解釋根据日內立法的規

定或有夫美洲引渡奈的的規定迅速准予引渡的同題.垓決以遜力尊重人杈和遵守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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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法律程序提供了保障.此外,垓袂洪規定,在目內立法把引渡同題交由行政部ㄇ

赴理的情況下,如引渡遭到拒免,Jll位表明理由°

7 美洲法律委員套參照回內立法和引渡奈的的規定常洪了在央施垓抉洪奈款

中存在的困雅.因此,它決定起草兩介草案,即夫于引渡和反販毒活功預防措施的

美洲公的草案及有夫同一主題的宣言草案.速兩介案文都把販毒活劫定力
‘
回豚罪

行‵ 速一用悟在目豚法律秩序中具有明确的含火,并力最戶泛的法律合作奠定了

法律基砒.力 引渡的目的,垓公的草案第 2奈把販美毒品活功定力与 《1961年麻

醉品草一公的》第 36奈中所列行力基本相同的達法行力.

8 垓公的草案逐力圈力執行所渭
“承重定罪

’
的要求提供便利,根据送一規

則,只有在根据清求目和被清求目的法律,有失行力均扁違法吋才准予引渡.垓公

的草案規定,力 符合速項要求,有失行力＿●第 2奈所列行力—— 共狋上也就是

19U● 年 《痳醉品草一公的》所淡想的行力—— 基本相似即可.如果提出引渡清求

之后友現了犯罪怔据,靖求因可將村垓被引渡人貝就上迷罪行提出起坼的意日告知

被靖求目;如在 6U天 內未收到答复,即可避行起訴.力 更易于荻得有失販毒罪行

的怔据,已作出一些安排,同 時逐要求未來速一公的的鍗的目力執行其他些事囝法

律些局命令肘与販毒罪行有夫的財戶采取的防范措施提供便利 .

9 垓公的草案的第 11奈要求各鍗釣回肘其固內立法作出解釋,或在必要吋

迸行修改,以便确立速祥的規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被指控犯有販毒罪的任何人

不能被引渡到在其管轄下犯下速种罪行的目家,則各鍗的目的法庭特有叔村其迸行

申判。速項規定旨在赴理某些回家的目內法禁止引渡本目回民等同題.美洲法律委

員舍一致通避了垓公的草案,但根告長表示了一些保留意兄,原 因是他的一些建洪

未被列入垓公的草案.

1U 美洲法律委員舍常洪的第二介項目涉及許多回家未成力 1948年 《美洲

和平解決奈的》(波哥大奈的)締釣目的原因.美洲回家姐象大套曾在 1987年屆

套上把此寺題交垓委員套赴理,垓委員舍指派埃雷拉先生和他本人 (加洛 .菜奧多

先生)力共同披告長.遠一寺題主要扁于政治性的.此外, 自通道波哥大寨的以

來,加入美洲回家組象的新成長固中有相些一部分沒有筌署垓朱的.在遠种情況

下,美洲法律委員舍通避了一項特別拫告長提出的建洪,要求美洲目家組象秘半長



耳信給有失成長固,清它們解釋未參加垓奈的的理由.要想收到肘速一琱查的答复

是不容易的.

●● 坏境法是第三介項目.在遠方面,美洲法律委長套的視察長曾在目隊法

委見套上屆套以上的友言中提到美洲坏境宣言草案.1 避去五年來,美洲法律委

長套一直在常快速一項目,他本人曾作力報告五就垓項目提交了三份根告.迄今力

止,垓委員套已一旗通逮了12瓨有失坏境〢 被汏力是人美的共同遼戶—— 保

伊各介方面的無款°跨圄界空气污染被視力目豚夫注的同題.村子可尸重影晌坏境

的汁划中的活功,已提出各种預防措施和扑救行劫.遠些朱款逐規定了造成跨目界

污染的回家的責任,其 中包括通避恢复原有狀念和賠僗受害回來其行朴救的火夯°

久有責任的回家則也能要求央怀造成污染者,包括跨囝公司僕逐所作出的賠僕 .

12 各固根据各自的友展汁划升友自然資源和生戶由人美活功戶生的物品的

主杈杈力并不受影晌.有人逐建洪,如果一介固家得到有失另一介回家正在卄划迸

行可造成跨目界嵌害影晌的工程的通知并在通知友出后三介月未作出答复,則 可推

定垓固并不反肘速項工程.如提出反村,而且通迪外交渠道未找到解決亦法,每一

些事方均可要求建立耿合委員套,垓委員套特純粹是一介淡判机构,不具有琱解取

能,更沒有司法取能.垓耿合委員套將努力以有失技木因素力基砧找出解決亦法.

只有在遠一机构未荻成功吋,才可使用因豚法規定的和平解決亦法.

13 美洲法律委員舍所常洪的第四介項目是 1969年 《美洲人叔公的》 (圣何

塞公的)附加快定串草案.垓決定串的目的是赴理保伊絰游、社套和文化杈利的同

題,圣何塞公的中只有其第 26奈涉及了垓同題.垓寺題的特別報告長埃米利奧 .

拉瓦薜先生就社套、銓湃和文化杈利以及人民的叔利,如因錯一致的杈利提交了一

份很有价值的研究才艮告.拉瓦伊先生在其根告中提出了力促迸和保伊遠些叔利可能

建立的机制.現在力捍工公民杈和政治叔利已銓建立了美洲人杈委員套和泛美人杈

法院,送兩介机构分別具有准司法取能和司法取能.此外,《豋洴、社舍和文化杈

利圄豚公的》逐提供了各种机制.考慮到速些事央,特別根告貝建洪,美洲豋渀及

社套理事套和美洲教育、科苧及文化理事套庄通避特淡委員套接受各成長回提交的

1 
兄 《1988年⋯⋯年盤》,第一卷,第 3U更 ,第 2U47次套洪,第 5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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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夫央施和友展速些叔利的報告.除 了常查送些報告外,逐可提出各种建以,以便

更有效地其施所涉及的人叔.速兩介机构然后可向美洲回家姐致大套、美洲人叔委

員舍和村送些同題感共趣的各机构,如泛美工生理致作出根告.美洲法律委員套清

垓特別投告見盤鎮其有失速一寺題的工作.

14 第五介項目是改迸美洲各目的司法.垓寺題是一介主要在机构同舍以上

研究的同題,這些套以上提出了就根深蒂目的鬥題帶亦公升排刁舍的建快.一定需

要很故的吋同才能使速項工作肘回內立法戶生影晌.此項工作得到了一些机构,如

美洲律卯柲舍,美洲回家組欽秘爭赴及美回固豚法苧舍的秋极合作.美回回怀幵友

署透力其提供了財政援助.美洲法律委員套在 1988年遠一屆舍以上決定,鈺絞把

速一寺題列在洪程上,同 吋再列入如下分寺題:資料与研究的交流;其他供逸摔的

解決爭端形式 (琱解—— 琱停—— 仲裁);司法取╨;和 向法院申坼的叔利.

15 自決原則及其适用范園是垓委貝套常洪的第六介寺題.它依据的是波利

卡水波.卡列哈斯 .博尼利工先生提交的一份扱告.垓報告解釋悅, 自決原則是非

殖民化迸程的重要工具,因此在美洲的适用范日是有限的.垓拫告長逐表示了送祥

的意兄: 自由逸摔回家的銓漭、政治和社套模式的杈利有一介重大限制:即垓模式

不仗不庄与民主相抵触,逐位有助于建立或促送民主.速一現羔是令人感共趣的,

但垓委員套尚元法作出錯淹,速特別是因力垓根告長現在已被指派力泛美人杈法院

的法官.

16 第七介項目是修改美洲工╨戶叔公的同題.久 黃送一寺題的報告長考慮

到世界知氓戶叔組班正在送行的保妒工ㄓ戶杈的工作,以及在夫更患怭定馬拉圭回

合中所作的工作,扒力目前不宜提出任何制汀新公的或修改｜日文半的建破.美洲法

律委員套接受了速一建洪,但保留在以后事杰友展需要吋再次常洪速一寺題的叔

牙!.

19 美洲法律委長套泣美洲回家組象常淡理事套的清求在 1988年 1U月 12

日至24日 召幵了一屇特別舍洪,以研究美洲回家鉏象先章第 14U奈所指的人的特

叔和豁免同題并常以常圾理事舍提出的一項清求,即清求就 1975年美利里合久目

与美洲回家組象同就駐垓組玖理事舍的代表和各目代表目的其他成長的特杈和豁免

鍗錯的取道1.-定 中的規定是否与美洲回家組象先章第 78、 138和 14U奈的規定相



一致同題友表意兄。速是一介十分复染的同題,垓委貝舍只有三天的吋同申洪由于

遠兩介案文不湝琱而戶生的种种同題.在答复常淡理事舍向共提出的清求中,垓委

長舍汏力,1975年的柲定的規定与美洲國家鉏班先幸第 78、 138和 14。 柔的規

定并不是不一致的.

18 美洲法律委員套遜位要求悅明1975年 的林定是否充分友展了美洲回家

姐班先章的上迷規定.夫于速一羔,垓委員舍扒力,1975年的林定沒有充分确定

‘
居住持杈

”
的內容或解決其央施時可能戶生的任何爭端的方法.此外,垓林定第 1

朵并不道用于美洲目家組銀先章第 14U紊所包括的所有种美的人.除此以外,第

2朵的共施可阻磚其政府未得到水道固承忕的目象的代表在美洲回家組象的正常工

作.垓委員套汏力,怭定本位載有有失在水道目依据 1975年的林定第 3奈要求,

美洲回家姐絮的代表商幵垓目吋,与 派遣回以及与美洲目家組象本身送行怭商的程

序的某种規定。力此目的,1947年 的琺合目和美利坐合尒回夫于瑛合固患部的+.1

定所規定的程序可作力今后就送一同題拳行淡判的基砧.垓委員套最后強惆指出,

元梵采取何种程序,都有必要保障美洲回家組銀各机构及各成見目代表的狙立性,

而且就未道目而言,迫切需要冬快消除影W.9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狀況.

19 美洲法律委員套逐肩久看等各即將召幵的第四次美洲目豚私法舍洪的任

夯,垓套洪特在蒙得堆的正拳行,以紀念 1889年在垓市筌署的囝豚私法紊的 1UU

周年.

2U 最后,他希望提一下,是否可向耿合目大套提出建洪,宣布9A﹁ 989年

始力固豚法十年,以紀念 《和平解決目眛爭端海牙公的》締結1UU周 年.頂卄于

1989年 6月 26日 到 29日 召幵的不錯盟迋助回家外故舍洪將提出遠一建洪.速

項宣言如荻通避,元疑舍使瑛合固參加固豚法逐漸友展領域里的一系列活功,固 怀

法委員套特象往常一梓在速些活劫中友揮作用,迸而加強根据法律尋求和平的努

力.

2●  主席感澍美洲法律委員舍現察長所作的有趣而全面的友言,感甜他向其

本人友出參加垓委長舍下屆全快的邀清.与垓委員舍的密切合作一直使回豚法委炅

套的委貝們受益匪洩。垓委長舍洪程上的︴多寺題都与目豚法委員套的工作有直接

夫系.佷拳一例,目 前正在起草的反販毒活劫公的特使固隊法委員套戶生板大共

——
63U一



趣.在速方面,垓委員舍的成長可能很想知道目所法委長套己在有失危害人共和平

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工作范日內忖梵了作力一項危害人英罪行的販毒活功.

22 伊留埃卡先生在代表來自美洲國家鈕象成長目的回豚法委員套委員們友

言吋村美洲法律委員套視察長所作的有益而深刻的友言表示感謝.垓委員套正在迸

行的重要工作就象它与目隊法委員舍保持的持袋的夫系一祥,狹得了高度安賞.正

如主席剛才指出的那祥,販毒活功作力一項危害人美的罪行已被列入目豚法委員套

的工作范園.除速一向題以外,目 豚法委員套逐肘美洲法律委員套正在申以的坏境

同題很感共趣,因力它与目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寺題相似.最后,他村現察長指

出美洲村些代回豚法所作貢敵的重要性表示祝安.

23 友卡弟里先生悅,他也希望強琱指出,美洲法律委員套正在遊行的夫于

因豚坏境法的工作与目豚法委員套肘因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青題—— 他是速一寺

題的特別報告長—— 的常洪工作是相似的.如能有机全村美洲法律委員套目前正

在常以的宣言草案,特別是村其夫于解決爭端速一部分迸行研究特大大地有益于他

力目豚法委長套的下屆套以起草被告.如果遠兩介机构的相互影晌仗限于每年在全

体套以上作一次友言,那就太令人遺憾了;今年正在送行的合作努力也位得到鼓

肋.他 曾代表回眛法委員套出席了美洲法律委員舍兩年前在里的熱內戶召幵的舍

以,他愿提以目豚法委員舍以后的代表采取送祥一种做法,即在美洲法律委員舍的

目豚法汫刁舍上介紹目隊法委長套目前的工作情況,特別是在拉丁美洲感共趣的領

域內所幵展的工作情況.目你法委員舍十分感甜美洲法律委員套送行了探索未知的

法律領域的工作,可 以悅,速項工作力其本身的活劫奠定了基袖.

24 科多馬先生在代表來自非洲回家的回豚法委員套委員友言吋悅,他 同前

友言者一祥,肘美洲法律委員舍視察貝的友言表示感謝.垓委員舍幵展的戶泛活功

的确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洲法律委貝套与固豚法委員套之同持致不斷的密切耿

系所戶生的互助互利的送程不仗有利于速兩介机构的工作,而且逐增強了整介固眛

夫系中的法治.拉丁美洲与非洲之同故期的相互支援涉及汻多領域,其 中包括法律

領域°非洲不元自豪与感激地承汏,它八拉丁美洲汲取到占領地保有原則,并在解

決非洲回家猶立后即戶生的迪界和領土同題中予以戶泛逐用.非洲回家期待美洲法

律委員全的工作荻得新的迸展,并祝它在今后的努力中荻得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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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法律合作委貝套視察貝的友言

25 主席清歐洲法律合作委長套視察長、歐洲委貝合法律事夯司司故哈雷莫

斯先生向固豚法委員舍友言.

26 哈雷莫斯先生 (歐洲法律合作委員全視察長)在回碩了歐洲委員舍最近

帶行垓机构成立 4U周 年庂祝活功后說,隨若圣馬力站和芬〨分別在 1988年 11

月和 1989年 5月 加入歐洲委見套,垓委員舍的成長現已包括歐洲的所有 23介多

元洪套制的民主回家.送一友展迸一步促迸了垓委貝舍努力力其成貝目—— 旡梵

它們是否參加了歐洲其他机构的合作—— 創造一介真正的
“
歐洲法律領域

’
的工

作.

27 值此垓委長套周年之豚,部坎委員套通道了一瓨涉及与京歐各固未來失

系等同題的宣言,它在垓宣言中砍迎若干本歐回家幵始央行的改革政策,并宣布愿

意同遠些回家就在回家和目豚一圾遵守和央隊執行人杈与民主原則同題送行村活.

特別是,垓委長舍愿意考慮如下几种可能性:在寺家同就有失其活功的所有同題召

幵套快和交換資料;促使一些回家加入垓委員套的公釣;以及与一些有失國家迸行

更多的姐象同的合作.在遠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已座邀加入三項公的,它

逐要求庄邀加入另外 1U項公的,同 時波〨也已庄邀加入一項公的.歐洲委員舍玖

迎這些事怒友展,戈水巴芥夫先生上周肘斯特拉斯堡洪舍大全送行的坊同就是一介

明昱的例怔.

28 歐洲各目司法部次在 1988年于里斯本召幵正式舍洪,并在 1989年于

海牙召幵了非正式舍洪.在垓正式舍以上村梵的寺題之一是侍染病如文滋病的蔓延

所引起的刑事和犯罪苧方面的同題.司 法部故們看重強琱了預防性措施和研究工

作,放力送一領域的刑法只位作力所采用的最后手段.歐洲犯罪同題委員舍持久黃

似汀共同政策的原則,特別是有失在監獄中所采取的措施的共同政策原則.所常洪

的其他寺題包括:靠淫╨當利、色情影祝和出版物、美淫、販美儿童和青年,以及

几童利益在私法領域的首要地位等.在那次非正式套以上,司 法部吹們常洪了由于

使用現代化付款系統所戶生的法律同題,特別是屯子洭兌資金情況下的責任和怔据

同題以及公菅和私菅部ㄇ在采取犯罪控制措施方面的合作同題.

29 在迪去的 12介月中,有兩項新公的,即 夫于
‘
內田人

’
交易和跨回界屯



祝播音和持播的公的已幵放供各成長目和歐洲共同体筌署.速兩項公的都載有
‘
分

南
方
奈款,規定在管理共同体成長固之同的夫系中以共同体的規則力准.

3U 去年以來,各种政府寺家委員套一直在民法和行政法領域幵展它們的活

劫.目狋公法寺家委員舍申坡了与回豚姐銀的特叔和豁免有失的某些同題,特別是

商立性或技木性同題,并起草了一項有失垓同題的建快草案,部故委員套將在今年

晚些時候常洪遠一草案.歐洲法律合作委員套向部扶委員舍提交了一項由同一介固

狋公法令家委員舍起草的,夫于保伊水下文化遺戶歐洲公的草案同題的意兄.不幸

的是,由于在划分爰琴海的領海同題上未能送成一致意見,垓公的沒有荻得通避.

在使私法与公法适位現代需要方面,歐洲法律合作委員套常坡了家庭多重因籍同

題.1988年召幵的夫于秋重回籍同題特別舍洪特別忖淹了＿●執行 1963年夫于喊

少多重目籍情況和在多重固籍情況下的兵役火夯的公的有夫的同題.根据垓次舍洪

的拫告,部故委員套決定建立多重囝籍寺家委員套.速些寺家已絰在今年帶行了一

次合以,預卄他們的工作可早致在 199U年通避一項新的法律文中.

31 歐洲委員舍在盤寂迸行其坏境領域的活功,特別是常決由于重大事故或

某些企╨日常╨夯活功的排泄物村公共工生和坏境造成威勝的法律后果.一介新成

立的肘坏境板害送行賠借同題寺家委員套目前正在通逍在瀣菅者放事危險活劫的情

況下普及元避錯責任來+.-琱 民事責任法,同 吋逐通道在各目建立財政拉保机制肘其

加以朴充.垓委員舍后來建以看手解決在友生不能社一介或几介銓菅者承捏黃任的

情兄—— 如下酸雨—— 時的技害賠佳同題,在送种情況下必須沒想超出民事責任

范目的机制,如 由港在污染者提供賠僕金.速种活功預汁不套專致通避一項公的,

倒舍專致向各目政府提出將某些原則列入回家立法的建洪.

32 一項夫于申坡庇妒申清的責任的林定草案已在 1988年提交部長委員

舍;然而,在垓文串可幵放供各成長圄筌署前,仍有一些重要同題有待解決.

33 最后,人美匡苧研究寺家委員套似汀了一項有失生物俺理苧速一全新項

目的建以草案, 目的在于清各成長目制訂立法或采取其他道些步驟以使垓建洪所附

原Ill荻得法律效力.

34 歐洲委員套在刑法鬥題方面的幵Cll性 活功包括兩介內容:通避了一瓨夫

子企╨肘在送行其活劫中作出的違法行力所承但的責任的建洪;公布了一項有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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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同題域外管轄杈的報告,其中載有旨在防止管轄沖突和解決有夫同題的建洪 .

35.計算机犯罪同題寺家委員套在雞致迸行其工作,其中包括分析各种卄算

机罪行 (欺作、破坏、未絰許可用入汁算机庫等);起草一介力怭琱速一方面的歐

洲法律而可以或位垓列入回家立法的与卄弊机有失的罪行的庄列清革和逸摔性清

草;以及常查看失刑法各介方面的咪洲公的可在多大程度上肘付歐洲遠种新形式的

罪行,如有必要似汀建快以朴充送些公釣.垓委貝舍已制汀出一些原Jll,以 列入各

成長圄刑事立法,球而填朴現有法律的空白和确保最大限度的一致.

36 夫于靠淫╨菅利、色情影視与出版物、美淫同題和販美儿童和青年同題

的小型寺家委員舍通逮利用官方銃卄數字和研究結果在盤絞搜集有失速些同題的資

料.他將洋幼似汀一項建洪草案并考慮制汀一項防止和愆治送些現象的歐洲公的是

否可取同題。所涉及的同題力歐洲各回家同的合作,以及同其他回家的合作提供了

机舍.

39 一介夫于在搜查、扣押和沒收犯罪收入方面送行目隊合作同題的小型青

家委長舍已于 1988年幵始工作.它正在研究沒收犯罪者的犯罪收入,特別是販毒

活功收入,以使犯罪活功元利可目的各种方法.一項有失速一同題的歐洲公的初步

草案正在朕合目的密切合作下加以洋幼制汀.

38 由此可兄,歐洲委員套正在通避其法律領域的許多活劫力圖豚上的法律

友展作出貢韍.冬管它的工作是在歐洲范園內送行的,但凡乎它的所有成就,如它

的各項公釣、建洪、出版物等都是公幵的,赴于垓委員舍 23介成長因領土之外的

所有回家、机构和介人均可得到速些材料.垓委員套希望通避速种方式力整介世界

服奔,以便使其成力一介更加安全、幸禪和民主的世界,一介更加尊重人叔与法治

的世界.

39 主席悅,歐洲法律合作委員套在起草黃任立法方面的銓驗与目妳法委貝

套的工作有看直接夫系.特別重要的是,垓委員套所采取的方法強琱的是与民法有

失的黃任方面,而不是囝家責任.故期以來,目杯法委員套与歐洲委長舍一直保持

看富有成效的合作夫系,并十分珍祝速种夫系.

4U 勒泰先生在代表來自西歐和其他回家的固豚法委長套的委員友言吋悅,

固狋法委員舍一向都肘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的工作給予高度的坪价,現在更是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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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因力由于最近的一些事杰友展,其 中包括來歐的深刻交革和新的幵放精神,歐
洲最終將成力一介不分回界的大陪速一事央交得更力明昱了.璀道象美利坐合森因

和阿根廷速祥的巨大邦朕遜不足以怔明一介歐洲邦蚨可能如何迓特喝?

41.現在歐洲速一地匡的人口筑卄數字在下降:它只是靠外因人力的神助才

得以逐持,所渭外固人力即那些起初只想賺些我回家,但后未道位了他們在木道固

的生活并希望留下來的那些工人.這些人常常愿意承捏居住在一介回家所泣承捏的

責任,但他們所得到的卸不都是垓固公民慷慨熱情的砍迎.剛才村歐洲委長舍幵展

的活功所作的敘逑就一●遠些同題有很大夫系,力此他感謝垓委長套的現察貝.

42.迪並斯 .因 伊雷斯先生也代表來自拉丁美洲回家的回豚法委員套委員友

了言,他悅,作力回坏法委員套指派在本年參加歐洲委長舍工作的人長,他 以特殊

的共趣傾听了垓委員套現察長的友言.所提到的忤多同題都与目狋法委員舍正在研

究的同題有緊密夫系.速兩介机构的另一介相似之赴是,1989年 它們都在庂祝各

自成立四十周年.同 目你法委員舍一祥,歐洲委員套所作的工作受到了高度簽物,

希望它將雞絞作出努力.

43 在淡到垓委員全夫于雅民和移民的活功時,他悅,目 前的情況与避去的

情況正好相反.避去曾是拉丁美洲回家接受來自歐洲的大量移民:例如,意大利移

民曾祁助阿根廷和委內瑞拉走向繁兼.現在,那些定居拉丁美洲的歐洲雅民的后代

正在返回其父母的故目.

44.他感謝歐洲委貝套的代表,并希望遠兩介机构的合作將雞攻下去,以此

作力促使全世界各固尊重法律和民主原Jll的 一介手段.一介不分目界的歐洲,最終

可早致央現一介不分回界的世界.

45.巴本甜戈夫先生在代表來自末歐回家的目狋法委員舍的委員友言吋村歐

洲法律合作委員舍現察長表示感謝,感甜他作了一介有失垓委員全多方面工作的目

狋法律方面的翔央拫告.亦耿的法理苧家正在以日益增強的共趣研究歐洲委員套力

創立法治作出的努力,并汏力共同事們所作出的成就是板力令人印象深刻的.垓委

員套強琱体制改革、人道主又价值和法治;速力歐洲大家庭所有居民同的相互影晌

幵辟了新的前景.他感謝垓委員套的現察見所作的出色根告,并悅他希望速兩介机

构同的合作將盤絞下去.



46 科多馬先生在代表來自非洲回家的目隊法委員舍的委見友言耐熱情螢物

了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現察長的令人感共趣的友言.他 同意遠一看法,即在歐洲力

促迸超越回界的法律友展而作出的努力將肘整介世界戶生私板影晌.非洲也爪送种

努力中得到了益赴,冬管歐洲法律侍銃的主流在非洲大陷也已存在,而且在那里,

遠些主流常常比在歐洲本身保持得更好.但愿依敕法治、回隊因豬和人道主叉的原

則將雞袋伴隨看歐洲的法律友展,八而不仗使歐洲,而且使整介人美都受益.他肘

歐洲委員舍視察長,通道他肘垓机构中所有目隊法委貝全的同事們表示感謝.

47.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生在代表╨洲回家的固怀法委貝套的委員友言吋肘

兩位現察長都表示了感謝,他們向目豚法委員套筒要介紹了其各自組象正在忖淹的

ㄏ泛同題.

48 歐洲委長舍夫于移民、雃民和責任同題方面的活劫特大大地有助于力解

決那些地區所遇到的同題提供道些亦法,逐將大大地有助于向歐洲乃至所有回家表

明政策逸摔.特別重要的是,不依責任的民法方面正在得到研究,而且垓委長舍的

工作遜涉及預防、合作和赴理賠僕的方法,包括港在污染者的責任和公共資金等措

等同題.垓委長套的努力只套推功目豚法委員舍的努力.他感謝垓委長套的視察貝

所作的友言.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2｜
  國

(A/CN4/411.3  A/CN4/419和 Add14

Aˊ CN4/L433)

￣ 袋自第 21U7次套洪.

2 
固豚法委長套 1954年在其第六屆舍以上通迪的治罪法草案(《1954年⋯⋯

年鈭》,第二卷,第 15η -152丌 ,文件 A/2693,第 54段 ),特裁于 《1985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頁 ,第 18段 .

3 
特載于 《1988年⋯...年鑒》,第二卷 (第一部分).

‘ 特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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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程項目5〕

起草委員舍提洪的朵款草案第 13、 14和 15奈

49.主席靖起草委員套主席介紹垓委員套的報告,以及垓委員全通避的第

13、 14和 15朵草案 (A/cN4/L433〕
.

5U 卡菜F.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說,特別拫告貝在其第六

次拫告 〔A/cN4/411,第 三部分)中提出題力
‘
构成危害和平罪的行力

’
的銍修

汀的第 11朱革集,垓奈在 1988年 已由目狋法委員套送交起草委員舍.垓奈載有

七款,每一款涉及一項具体罪行.根据在目豚法委員套形成的并反映在垓委員套根

告
5 

中的一致意兄,每一罪行都將列入草犯一無.

51 如果特別報告長提出的建洪都荻采納,垓治罪法的第二章 (构成危害人

共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力)的第一部分 (危害和平罪〕將由七奈組成:侵略;侵略

的威跡;干涉;不履行旨在确保目豚和平与安全的奈的所規定的火夯;不履行禁止

在特定地Σ部署或拭驗武器的奈的所規定的〤夯;使一日人民屈杕于殖民銃治,或

作力一項各逸案文,屈八于外目的征服、統治或kll削 ;以及雇佣兵.

52 起草委員套本打算在本屆套以上常洪所有泰款,狄而完成夫于危害和平

罪遠一部分的工作.然而,思管它作出了努力,逐是未能央現速一日林。它只能提

出三項奈款:第 13奈 (侵略的威跡),第 14茶 (干涉〕,和第 15奈 (殖 民統治

和其他形式的外目統治).起草委員套逐考慮列入一項涉及侵略的准各的增汀奈

款:在 1988年 ,固 狋法委員套曾甘淹遊速一同題.6 史先生和巴水甜戈夫先生

提出了一介夫于侵略的汁划和准各的奈款可能包括哪些內容的提案.絰避初步申

以,起草委員套得出錯淹人力,速一同題需要更戶泛的研究,速在本屆套以期同是

不可能的.因此,它決定在 199U年的第四十二屆全以上再申快速一提案.垓提

案的似汀者本看合作的精神沒有反肘速項決定.

53 起草委員全以它汏力在起草治罪法中涉及具体罪行的第二章的所有泰款

5 《1988年 ...⋯年銴》,

6 
同上,第 58-59頁 ,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5頁 ,第 297段 .

第 224-22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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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均庄遵循的起草風格起草了第 13、 14和 15紊 .每一紊的杯題表明罪行,案文

釵迷构成垓罪行特征的行力.例如,第 15奈的杯題是
‘
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

固統治
’:速是罪行.垓奈案文是:“違反庄尸載入琺合因先章的人民自決杈,強迫

建立或維持殖民統治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速些都是构成垓罪行特征的行

力,法文文本突出反映了速一蕉,垓文本提到
‘
Lefaitd’爸tau︳了Uudemainten｜ r

”⋯.’ .第 13和 14奈采用了同祥的方法.

54 目怀法委員舍 1988年在第四十屆舍以上哲吋通避的第 12奈 (侵略)’

使用了一介不同的和較力复染的錯构,其部分原因是大套已在 1974年的侵略的定

〤
8 

中表明了构成侵略罪行特征的行力,固 坏法委員舍不愿背南垓案文,除非考

慮到治罪法的法律性廣而必須作出某些修改.另 一介原因是,正如第 12奈的泙注

第 1段中提到的那祥,第 1款只是嗨吋列入垓荼的,以后很可能被刪除.因 此,

不能汏力第 12奈力第二章的其他奈款确立了起草杯准:起草委員舍必須在將來赴

理正式案文的一致性同題.遺憾的是,在本屆舍以上沒有時同深入忖梵送一同題,

起草委貝套只是以一种在起草治罪法垓章的所有奈款吋可能采用的方式起草了第

13、 14和 15奈 .

第 13奈 (侵略的威跡)

55 起草委貝套就第 13奈9 提洪的案文如下:

第 13朵  侵略的威跡

侵略的威跡在于使一日政府有确央理由相信正在扒真考慮肘垓回送行侵略

的方明、通訊、昱示其力或任何其他措施.〞

’ 夫于案文和坪注,兄同上,第 71瓦起各更.

B 
大舍 1994年 12月 4日 第 3S● 4Ⅸ×︳X)母決洪,附件.

9 
夫于特別拫告貝提交的相位案文 〔第 11奈,第 2款)和固怀法委員舍在上

屆套以上肘其送行廿淹的摘要,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S9-58頁 ,腳注 268和第 217-2刉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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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根据特別根告長的建洪及 1954年的治罪法草案确立的先例 (第 2奈第

2款 ),起草委員套已決定,思管侵略的威跡不易界定,但位將其列入治罪法草

案.在起草第 13奈的某文吋孩委員舍首先夫心的是,思可能具体地描迷侵略的威

勝可能呈現的形式,其次是把央狋威跡与伙仗避分的言詞區分幵來.

59 起草委員套列出了侵略威跡的可能形式:宣言,即指口共或中面的公幵

表示:通訊,即指沒有公幵宣布,但反映在通信往來中的或口共表明的,甚至通避

屯活表明的意困;以及昱示央力,例如集結罕臥或昱示軍事力量.然而,正如汏
‘
或任何其他措施

’
一浯中可以看出的,速只是一介拳例說明性清革.

58 至于把央狋侵略威跡与俠仗避分言洞匡分幵來的同題,案文中已列入‘
使

一固政府有确央理由相信
〞
一浯,以便思可能力确定某一特定行力或意目的表示是

否构成侵略威跡提供一介客現杯准.速种确定自然要取決于每一具体情況,而且只

能由法官在事后依据速些情況作出.起草委員舍依然扒力,合理的杯准在速种情況

下是很有用的.

59 伊留埃卡先生悅,第 13奈村拉丁美洲地區特別重要,因力在那里,一
些回家仍在送行由西蒙 .玻利瓦休友起的反村地方寺制和外回統治的斗爭.

6U 冬管他贊同垓奈的目的,即把侵略的威跡視力一种草犯罪行,但汏力
‘
使

一日政府有确其理由相信正在忕真考慮村垓目迸行侵略的⋯⋯或任何其他措施
”
一

悟不令人滿意.它摻入了一今主現因素,以致就除宣言、通訊和示威行功以外的措

施而言,只 要遭受威跡的回家汏力正在等划肘其迸行的侵略,那么,速种侵略的威

跡就昱然要成力一項罪行.然而,确定一項罪行的組成因素是法官的事,些然必須

遵守元法律即不构成犯罪和不加恁研的原則.第 13奈界定的侵略的威跡不位同那

种涉及尸重敬肘宣侍攻苦以致危及有失回家安全的所渭同接侵略和意洪形杰的侵略

相混淆,也不位同各目絰游叔利和火夯先章
｛° 第 32荼所我的和美洲回家班狄先

日第 3281(× X︳X)母決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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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11 

第 16奈所含的銓游瓜制概念相混淆.

61.此外,冬管垓治罪法草案旨在适用于今人,回家卸不位逃避代表回家行

事的介人犯下的罪行.夫于送一魚,回厥一下侵略定〤
n2 

第 5紊第 2款 ,特別

是 1969年 《維也納奈釣法公的》13 
第 52朱就足姼了.垓奈規定:

‘
奈的系達反秩合國先章所含目妳法原則以威跡或使用武力而荻鍗緒者元效.〞

62.友卡弗里先生悅,他村因豚法委員套正在常洪的所有三項茶款 (第 ｛3、

14和 15奈)都有重大昇快,因 力送几荼根本沒有表明91犯有何种介人行力的罪

犯可根据治罪法予以起泝和恁罰.已銓決定,治罪法的肘象是介人,而不是回家,

但是,例 如第 13奈所表示的意思卸恰恰相反.因 此,他想是否可力遠三紊中的每

一奈制汀一介同目豚法委貝套 1988年哲吋通道的第 12奈 (侵略)第 1款相似的

規定,n. ,或是否可以力垓草案第二章第一部分 (危害和平罪)增加一介患的幵

共┤片吾:.

63 必須時刻牢圮,元法律即不拍成犯罪和不加恁冊的原Ill,送一原則要求

十分具体地起草刑法的各項規定.例如,他忕力第 13恭意思不明确,如果由回家

法院而不是固豚法院執行 ,就套象垓治罪法的其他規定一祥,戶生卄多相互不一

致的裁決,除非它用十分精确的活言表送.然而,第 13紊的主要同題在于它不要

求据林的侵略者具有任何迸行侵略威跡的具体意困.而根据多效刑法制度,象垓治

罪法所沒想的那种最尸重的罪行都特別要求具有意圈.

64 其他同題是第 13奈的措洞引起的.他汏力,侵略的威跡是一項避于含

糊的達法行力,不能列入治罪法,速一羔暫且不悅,‘ 並示央力
’
一洞确切來啡又包

括哪些內容呢?例如,它是否包括軍事演刁?速一羔他并不知道,但他汏力,一般

Ⅱ 1948年 4月 3U日 筌署于波哥大 (耿合固,《奈的集》,第 119卷 ,第 3

頁):19U9年 2月 27日 由
‘
布宜暗斯艾利斯決定半

’
加以修正 (同 上,第 9刉

卷,第 324更 ).

12凡上文腳注 8.

n3耿
合目,《奈的集》,第 1155卷 ,第 331更 .

14 兄上文腳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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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排,垓泰有利于—— 如果央隊上不是鼓肋的活—— —
回村犯下侵略威跡罪的另

一日,或另一目的官長提起坼忪.

65 最后一羔,根据一些法律制度,可肘今人造行缺席常判,速似乎拼大了

利用第●3奈送到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的可能性,水而加別了垓恭本身所构成的危

險.例如,可 以只力荻得某种政治优勢,控告某一官長犯有侵略威勝罪,村其送行

缺席常判并將其判別.他并不快力目狋法委長套制訂治罪法是出于速种意困,因

此,由于速一原因和其他原因,他不能接受目前起草的第 13奈.其央,他村能否

在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中以令人接受的方式起草速祥一介奈款深感怀

疑.

66 弗朗西斯先生表示熒同夌卡弗里先生夫于第 13奈意思模糊的意兄,并

銳,庄充央第 13奈和第 14紊 的內容,以考慮到 1974年的侵略的定火
15 

和

《夫于各目依琺合目先章建立友好失系和合作的囝狋法原Jll宣 言》16 
的有失內

容.正如上面已指出的,一介肘速兩項規定都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哪些行力构成肘因

豚和平与安全的威跡.盤于侵略的威勝汏一幵始就是計肘目杯和平与安全的,他建

以力加強第 13奈 ,‘使一囝政府有确央理由相信正在汏真考慮肘垓因送行侵略的
’

一悟庄改力
“
构成肘固隊和平与安全的威跡的

’
.

69 咼希馬先生悅,同 1954年治罪法草案的第 2奈第 (2)款相比,第 ︴3

奈元疑是一大迸展。因力用精确的悟言強琱遠些因素—— 宣言、通訊或示威行功

一一是十分重要的,它們可使侵略的威跡得以确定.些然,列入‘
或任何其他措施

一
凡介字是力了避免定火的范園避于狹窄,但又有一今奈件村速几介字加以限制,即

必須有确央理由相信正在扒真考慮迸行侵略.然而,有一介同題令人夫切,送就是

根据垓奈的措洞持由汏力正在汏真考慮肘其送行侵略的回家政府确定是否存在侵略

威跡.正如友卡弗里先生指出的,根据眼下的措洞,起夫鍵作用的似乎是遭受速种

威勝的回家的意圈,而不是送行速科威跡的回家的意囿.起草委員舍主席可能愿意

澄清速一魚.

’s 
兄上文腳注 8°

ns 
大套 197U年 1U月 24日 第 2625f×XV)咢決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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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元淹怎么悅,他怀疑是否有必要保留
‘
使一日政府

”
遠几介字,速些字不

依具有限制性,因 力它們仗限于要求相信其遭到威跡的一日政府表示其意困,而且

遜舍由于速一原因引起解釋上的同題.可取的亦法也并是找出某种更力先筑的措洞

形式,避免提及受威勝目的意困,只 力客現确定某些行力和措施作出規定.因 此,

他建洪,‘使一固政府
’
几今字刪去,第 13紊結尾的

‘
垓固

’
一洞改力

‘
一目

’
.

69.小木曾先生悅,他想村第 13各提出一項保留意凡.冬管起草委員套主

席作了介紹,他仍然怀疑是否有必要在治罪法草案中,另 列一項夫于侵略的威跡的

紊款,特別是在固豚法委長套就目怀刑事常判机构同題作出決定前遠祥做是否妥

些.

7U 有兩种假淡情況可以考慮.第一种情況是侵略的威跡之后友生央隊侵

略.並然,在送种情況下,犯下侵略罪行的介人將力此受到恁罰,并將受到最尸厊

的刑罰.即便他逐位由于侵略威勝遠一革犯罪行而受到愆田,但垓刑研不合重于肘

侵略的刑罰.

9●  第二种情況是一介人犯下侵略威跡罪,但并沒有作出侵略行力.根据垓

治罪法草案,犯下送种介人將受到恁冊,即便沒有友生侵略行力也是如此,但必須

記住,犯下侵略威跡罪的介人并未在芹明或通訊中明确宣布他將送行侵略.因此,

在第二种情況下,可能舍戶生送祥的情形:一介回家的某些行力,如針村另一回家

的軍事演刁或警告方明被視力侵略的威勝.些 然,在一些情況下,友 出警告戶明或

通訊或送行軍事演可是力了阻止另一回家作出政治上不些的行力,要 區分侵略的威

跡与合法的營告行力恐怕不合患是那么容易的.因此,爪理淹上汫,可 以外一介犯

下侵略威跡罪的人送行恁研,而不管他是否犯下央豚侵略罪.然而,如果被警告的

回家把垓警告解釋力侵略的威跡,并里持要恁罰遠一行力,政治爭端便公升致.

72.最后,他扒力,是否构成侵略威跡位由目豚刑事法院決定.回家法院并

不道宜作出速种決定.

下午 1吋散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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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35次套洪

1989年 9月 12日 星期三上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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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你沃辨

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幼先生、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

並斯 .网 茫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
雅科籬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馬先生、友卡弟里先生、小木曾先生、斯里尼

瓦伊.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庫幼斯先生、塞普本籬送 .

古缺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囡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1  (袋

)

.    (A/CN4/411, 2  A/CN4/419和 Add1, 3 A/CN4/L433)

(洪程項 目 5〕

起草委員套提洪的奈款草案 (袋 )

第 13奈 (侵略的威跡〕
4(致

)

’ 回狋法委員套于 1954年在其第六屆套以上通避的治罪法草案〔《1954年
⋯⋯年盤》,第二卷,第 151-152更 ,文件A/2693,第 54段),特載于 《1985

年⋯⋯年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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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載于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

部分〕.

4 
案文兄第 2134次套洪,第 55段 .



1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長套主席)注意到一些委貝肘第 13奈

存有疑忠,他悅,起草委長套在送一同題上沒有一定的意兄并扒力它執行了它的任

夯,而垓任夯不是考慮某一紊是否必要,而是起草案文.

2.凱西先生悅,第 13奈有必要,因 力它完善了委貝合在前一次套袂
5 哲

吋通道的、把侵略定力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的第 12奈 .似快中的案文或汻是起

草委貝套所能提出的最佳解決方案.誠然,‘威跡
”
的概念不易界定,但在目前遠种

情況下,所涉及只是村
‘
侵略的威跡

’
送一具体得多的措洞加以界定的同題.

3 他肘第 13奈是否可接受的同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因 力它确立了它与已銍

界定的侵略概念的朕系.但起草委長套仍允許保留一介
‘
使一日政府有确央理由相

信正在扒真考慮肘垓目送行侵略
’
一悟所反映出的主現因素.遠里涉及一介不是垓

目,而是由介人組成的垓目政府的意困的因素.它 央豚上是肘介人刑事責任的廿

大,而今人刑事責任又是治罪法草案的要素.

4 垓紊的目的是界定早致具体事央的思維逮程,在遠方面已篷有人指出,垓

奈完全是狄受威跡回家的角度,而不是汰迸行威跡的圄家的角度來典理送一同題,

速祥一來便提供了一介漏洞,而遠可能是十分危險的.

5 弗朗西斯先生 〔第 2134本舍洪,第 66段)建洪,限制奈款
‘
使一日政府

有确央理由相信⋯⋯”
一悟虛刪去,他所引用的理由值得考慮.然而,送种修改同

時舍戶生速祥一种效果,即消除受威跡目的反庄所构成的具体因素.在送种情況

下,只有安全理事全能銘确定是否存在侵略的威跡.

6 由于送些原因,他扒力,目 前最好接受起草委貝套提出的第 13奈 ,并在

坪注中肘其規定的鈿市作出解,=..,以 便使其含〤不留有任何疑同.特別是泣垓強

琱,垓奈必須同第 12寨耿在一起理解.

9 本努納先生悅,他汏力起草委員套提出的第 13奈案文缺魚最少.元梵怎

么悅,它是肘 1954年草案的一介改造,因 力起草委員套努力下了一介思可能客現

的定〤。

8 同一些人所悅的相反,不存在由一固政府确定它是否遭到威跡的同題,因

5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9.-72天 .



力
‘
使一日政府有确央理由相信⋯⋯〞

一活所提出的要求使第三方能姼确定
“
戶明、

通告、示威行功⋯⋯”
是否构成威勝.

9.勒泰先生要求送一步在意日概念的基砒上增加沎作的概念.的确,威勝患

是旨在荻得某些來西,如促使受威跡的回家作出某一帶劫.冬管起草委長套決定不

支持遠一意兄,但或并可在坪注中提及沎作,速只套加強第 1● 奈的內容.

1U.友卡弗里先生 (第 2134次套以)怀疑威勝的概念是否充分体現了意

四。第 13荼 的措洞使速一魚确定元疑,但力了清楚起兄,可 以增加一介修伸活 ,

如
“
有意使一日政府有确央理由相信⋯⋯’

.

9●  比斯利先生在強琱第 13奈的重要性吋悅,侵略的威跡不能排除,因力

它可具有汻多央豚含叉.例如,一介強大的回家可以不送行央隊侵略而其現其日

拆。因此,在未友生央隊軍事行劫的情況下,速种回家一一因而也就是領早垓目的

介人一一就不受壝黃,而速种情形恰恰是必須避免的.速种情況美似于侵略的准

各.的确,某些回家的法律制度也把威跡与行力本身Σ別幵,就象把意囿妨害罪一●

毆打罪厎分幵一祥.

12 威勝必須具各意困.然而,如果由受害者确定意困,那 么就套出現第三

目的同題,遠些回家也可以速种威跡力依据采取行功.因 此,第 13荼位列入一今

更力客現的杯准采取代
‘
使⋯⋯有确其理由相信

”
一活,他汏力垓浯的主現性大大.

13 然而,他并不汏力存在任何完善的解決方案.接受起草委員舍提洪的案

文可能戶生不确定的情況,而拒銫垓案文又可能套造成淏解.

﹁4.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悅,第 13紊的主要鬥題是道用同題,理想地

琲,通用垓紊的任夯位交給目杯法院,因力回家法院一旦需要确定是否存在侵略威

跡吋就舍幵始出現困雅.在一些情況下,如納粹在力找爭做准各吋,威跡是很容易

确定的.然而,近代ㄞ史所表現的情況卸比之上述情況复染的多,需 由第三方加以

确定.威勝基本上厲于主現行力,有忤多方式可以造成威勝:例如只回願一下昔日

的炮肌政治就足銘了.而且依令人的判斷不同,威跡可被視力真正的威跡,也可被

視力非真正的威跡。一旦把确定是否存在威跡的任夯交給安全理事套,情況就舍明

朗得多了.

15 然而,元淹第 13奈是否得到道用,它都是与治罪法的最終日杯,即 預

-“ 6一



防相一致的.因 此,他忕力,垓案文庄予保留,各委員表送的保留意兄庄反映在坪

注中.必須承汏,委員套尚未完全央現它所追求的目杯.

16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他原則上同意起草委長套提以的案文,并理解

在遠方面遇到的困雎.然而,正如已銍指出的,垓榮文依然充滿主現性.例如,‘芹

明
’
足以构成侵略的威跡喝?如果由回家法院道用第 13朱 ,速一主現因素特交得

更加重要.因 此,定〤中的主現因素位捕之以更加具体的因素;可在垓紊已提及的

“示威行功
’
的基砧上增加拷如

‘
軍事准各

’
一熒的具体因素.

17.至于起草同題,‘使一固政府有确其理由相信⋯⋯’
一悟暗示,它 只修飾

‘
其他措施

”.因此村垓部分位作相位修改.

18 巴都謝戈夫先生悅,在确定第 13奈是否必要吋必須記住如下几羔:侵

略的威跡是一介現央,它是一介庄受到道黃的回家行力,因此未來的治罪法泣規定

村犯下垓行力的介人央行制裁.

19 一些委貝已銓洗避,似洪中的案文不明确.遠是由于起草委員舍采取了

一种猶特的方法所致,它避免避于具体并力困尋找思可能先筑的解央方案.因 此,

案文便出現了漏洞:例如,它沒有提及 《朕合固完章》和將在送一同題中起到決定

性作用的安全理事舍。央狋上,安全理事套的決定在出現威跡的情現下比出現寀豚

侵略的情況下更加重要,因力侵略是再明昱不送的.

2U 拉奧先生悅,即使第 13荼沒有得到道用,它也特保留其威惙性嚴,而

遠是与治罪法的精神相一致的.元稔怎么悅,可以想象,央隊上肘患的情況的各介

方面,如威跡、准各和興狋侵略行力是舍有全面判斷的.

2● .至于將具有管轄杈的法院同題,他殶想舍建一今圄坏刑事法院,其豚上

委員套已肘此作出承渃.就 目前來琲,他人力,所起草的案文冬管并不完善,卸庄

予以接受,并庄根据就垓案文友表的所有意兄逐步加以改善.

22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一些委員肘治罪法是否有必要包括侵略

的威跡提出了疑同,他肘此感到惊玡.《耿合固先章》第二奈第四項明确提到侵略

的威跡,所 以,委長套必須赴理速一同題.根据 《耿合目先章》,荻得一致通避的

《夫于各目依耿合固先章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固怀法原則宣言》 6 也載有若干

s A÷ ●g9U+1U月 24日 第 2625Ⅸ×V)咢決洪,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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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侵略威勝的紊款.此外,因 狋法院在其夫于
‘
尼加拉瓜

’
案
’ 的判決中汏力,

侵略的威跡包括在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的罪行中,思管它是一介較駤的罪行.

23.速一月題可通避兩种方式解決,要么提及威跡而不肘其加以界定,由法

院來确定事其一一就象根据日內法所使用的方法那祥,要么象那些肘治罪法草案采

取限制性方法的人提倡的那祥,列帶各种可能的威勝形式.起革委見舍和作力特別

報告真的他本人一直在努力滿足螢同第二种方法的人.現在不是重新展幵辯站的吋

候,而是要提出具体建洪,如果各位委員愿意速祥做的活.

24 科多馬先生建決,肘治罪法草案,委長舍位仿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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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行二滾吋在本屆套以采取的方法,即在

起草委員合主席介紹每一寨款后都清特別根告長就垓奈友表坪淹.如起草委員套主

席和特別根告長能更加銓常地介入甜淹以提供解猙,也特大有助益,速可縮短辦淹

的吋同.然而,盤于制汀侵略定〤凡乎用了2U年 ,侵略威勝的定火得到相些洋思

忖淹是不足力奇的.央隊上,他砍迎起草委員舍的工作所早致的洋幼分析,但清特

別根告長力第 13寨起草一介冬可能全面的坪注.

25 第 13奈 些然并不完善,但在目前情況下是令人滿意的.泣結合 《耿合

固先章》和ㄞ史背景,即根据禁止使用武力的法律及因家黃任奈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19奈的友展情況來理解孩奈.8 .不幸的是,侵略的威跡是一介現央,它在逍

去已銓戶生有失回家所預期的影晌.治罪法草案不位在遠方面保持況默.

26 談到渚如侵略的威跡一美的罪行,規定必須已造成具体板害是毫元意〤

的:只 須怔央客現意目的存在即可把侵略的威跡定力回隊罪行.換言之,只要一固

党察到村它送行的侵略的威跡,垓目就有理由迸行控泝.

27 侵略的威跡可”咎于今人,也可方咎于因家,思管目前來汫,治 罪法只

包括”咎于今人的行力.然而,位在八第 13奈起以下各荼前插入一今幵共悟,即

’ “
在尼加拉瓜和針村尼加拉瓜的軍事和准軍事活功

’(尼加拉瓜坼美利里合八

回案),央廣同題,1986年 6月 29日 判決,《1986年 因隊法院裁決集》,第 14

〕9日
「
.

B 
兄第 2U96次套坡,腳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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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罪行构成村和平的威跡气

28 至于弗朗西斯先生在上次舍洪提出的同題,在他已提及的夫于圄家責任

的朵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9恭和正在申洪的第 13奈之同是有匡別的.第 19朵規

定了一介普遍道用規則,如果庄用于目前遠一情況,那么普遍道用規則特意味看,

不伙受威跡的回家,而且目怀社套的任何成長或集体机构均可斷言一項目豚〤夯遭

到了違反.就第 13奈而言,情況并不一祥,因力作出送种斷言的庄是受害者.

29: 委員舍所申以的集文是眼下起草委長舍所能提出的最佳案文.不述,考

慮到它所引起的各种怦淹和批泙意兄,需要起草一介內容ㄏ泛的泙淹.委貝舍可在

二樣吋,甚至在較晚的險段淡法改造垓茶案文.

3U 托穆沙特先生悅,起草委員合力制汀一項可得以執行的合理案文已作出

最大努力,冬管垓案文的确需要作些修改.例 如,起草委員舍快力,它通逮使用

‘
使⋯⋯有确其理由

’
几介字在第 13荼中引入一介充分客現的因素,因力速凡介字

意味看不單純由受威跡的回家來确定事央.然而,整于有卄多委員舍委長肘垓奈的

主現性提出了批坪,垓案文可能需要予以加強.

3﹁  有些委員正确地指出,位在上屆套以上哲吋通避的第 12奈 (侵略)9

和第 13奈之同确立某种秩系.特別是,委長舍不泣排除安全理事舍的作用.正如

第 12奈第 5款規定的那祥,安理套的決定具有的束力.第 13奈需要列入美u的

規定.

32 第 13奈是治罪法草案中一介不能由目家法院執行的紊款.因 此,令人

欣慰的是,現在就沒立一介目坏刑事法庭以常判拷如侵略威勝一美的罪行的看法已

越來越一致.治罪法草案包括兩失罪行,一共是多少侍筑意火上的罪行,如我午

罪,速里所涉及的是草介行力,另 一美則需要村涉及整介行力方式的复染厊史情況

加以分析,而速种行力方式是回家法院元法确定的.由 于速一原因,元梵如何必須

淡立目豚刑事法院.

33 巴本沃菸先生悅,他理解起草委員套所面lr.￣ 的困堆,垓委貝全只是執行

目怀法委員套交給它的任夯.由 于特別根告貝列犖的理由,治罪法草案列入了一介

9 兄上文腳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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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侵略威勝的奈款是垃垓的.此外,冬管侵略本身是最尸重的危害和平罪,但事

央是,一般悅來,些起草一項刑法典吋,一項合法叔益是由一系列保伊坏市加以保

伊的.在 目前速种情況下,合法杈益是和平,而侵略和侵略的威勝厲于惡行,必須

保伊和平使其免遭它們的侵害.一般悅來,回家刑法典肘仗仗持有武器的行力,即
便它們未被用未犯罪也加以禁止,速些法典通避送祥做加強了村央隊犯罪的防秀°

在目前速一情況下,侵略的威勝是一項目妳社套希望保伊自已免遭其侵害的更力尸

重的罪行中的附加要素之一。
34 昱然,在一些情況下比在其他情況下更雅以看出意困。然而,同題是一

祥的,因力犯罪的意四必須爪事其中推斷.起草委員舍提出的第 13奈的措洞逐是

可以的:或忤可稍加修改,但它具有充分的客現性.是否央狋上存在侵略的威勝必

須八它友生吋所赴于的整介背景中,即可使抈有管轄叔的法院了解所涉及的意目的

一系列情況中加以推斷.

35 他也汏力,侵略的威勝,央你上治罪法所包括的其他罪行,如侵略本身

和种族又銫是不能由回家法院常判的.然而速一同題尚未解決不能成力不似汀一無

夫于侵略威勝的奈款的理由.垓恭的列入將加強治罪法的教育和用釋价值.

36 他人力,垓案文本身位以更加
“
強烈

”
的悟言揪汀,例 如庄垓排

‘
尸重

’
理

由,而不是
‘
确其

”
理由,逐庄提及侵略的

‘
緊迫性

”
.

37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悅,力支持第 13奈所提出的淹羔是令人信服的,因

力垓奈与 《朕合固完章》是完全一致的,《耿合固先章》不依禁止使用武力,而且

遜禁止送行使用武力的威赫.然而,送祥一介奈款的通道又增加了冬快似汀回隊刑

事法院規的的理由.只有在回家法院外淡立了執行机构,治罪法草案才能成力回杯

法中一介活生生的現央,因力回家法院只能在友生狹叉上的我爭罪時,即友生違反

陪我法、海找法和空找法吋提供解決亦法.肘治罪法所包括的所有其他罪行而言,

元淹它們是危害和平罪一一速里包括侵略的威勝——逐是危害人奕罪,目狋法院都是

必不可少的.他要特別強淍遠一魚,因力他感到許多委員都焚同遠一焦.

38 思管改善第 13奈的案文并不容易,但肘一些份量相些弱的用浯庄重新

常以.例 如,“ r,m切 理由
’
一浯或許可改力

“
充分理由

’,速祥更加客現.遜有,‘汏真

考慮
’
一活將如何理解呢?最好啡

‘
策划的

”
威勝,速可更加尖銳地突出威勝的現



央.

39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注意到委長們肘淡立一介在速一同題上具有

管特叔的法院再次表示的夫切,他悅,思管他打算向委長舍提出一介固狋刑事法院

規的草案,但他首先必須赴理罪行的同題.正是力了防止回家法院可能犯錯淏,他

才在起草委員舍的靜助下努力思可能精确地确定侵略威跡的各組成要素.遠祥一

來,如果最終回家法院不得不執行治罪法,它們也將知道在确定是否存在侵略威跡

吋必須牢記的具体要素.

4U 至于就行力者同題友表的意兄,他首先做的工作是肘行力加以界定,但

將在晚些時候集中精力把所界定的行力与行力者耿系起來。元淹怎么悅,行力者只

能是介人,因力送一等題不包括圄家的刑事責任.遠些介人由于所犯的罪行是危害

和平罪,所以他們通常是——如果不患是——掌握政治杈力的人.在晚些時候委員套

將看到同題的遠一方面是如何反咪在治罪法草案中的.1954年 的治罪法草案提到

回家些局,遠种提法受到一些委長的批坪.就目前來啡知道如下送一羔就是移了:

治罪法草案特道用于介人,而且就危害和平罪而言,它 只能道用于掌握回家板力的

介人.

41 友卡弗里先生指出,特別報告貝和其他委員力支持第 13奈所提出的主

要淹羔源于送祥一介事央,即特別是根据 《琳合固先章》和 《夫于各固建立友好夫

系和合作的回隊法原則宣言》,1°  侵略的威跡是遭到禁止的.但委貝舍不能把出

現在可道用的目豚文市中的所有要素都隨意照搬到治罪法中.它必須根据行力的尸

重性,以及治罪法特如何執行未作出逸摔.撇幵行力的尸重性一 侵略的威跡元疑

是一項尸重行力——不管,集中考慮治罪法的執行同題,很雅想象各目能把确定是

否存在威跡的任夯交給回家法院,除非垓罪行得到十分精确而客現的界定.起草委

貝套提出的集文沒有做到遠一羔,因力它提出了一介一般性定〤,送村安全理事套

或目杯刑事法院而言是足姼了°但村回家法院而言肯定是不移的.他其隊上螢成在

第13奈中明确提及安全理事套的作用,冬管送一作用并非患是決定性的.

42 冬管一些委員并不反村列入一介夫于侵略威跡的朱款,但多數委長村起

π° 兄上文腳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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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員舍提出的第 13奈案文有尸重保留.那 么,送一來文怎能作力委員舍的案文

提交大套呢?最好的亦法可能是,不仗在筒要圮最中,而且也在委員套的拫告中指

出,起草委長舍向委員套提出了一介夫于侵略威勝的紊款一 無款案文特在一介腳

注中特載,委貝舍的甘梵尚未錯東,將在下屇套坡上雞袋送行.

43 勒泰先生悅,他人力制汀一介夫于侵略威跡的荼款是必要的,此外,他

可以支持起草委員套提洪的第 13紊案文,但奈件是,‘一日政府
’
一悟被理解力是

指
‘
一日任何汏真久黃的政府

”,換言之,一介理解其任夯之尸舜性的政府.

44.雅科籬德斯先生悅,在 目前情況下的最佳亦法是,址起草委員舍提出的

第 13朵維持原梓,必要吋待今后在整介治罪法草案范園肉肘其重新加以申以.元

站在垓奈的必要性及其措洞上有何分歧意兄,事央是,《朕合因完章》明确提到侵

略的威跡.

45 他快力
‘
确央理由

〞
一悟非常重要,据他理解,它不仗指受威跡目的意

兄,遜指客現杯准,并汏力垃由一介目隊刑事法院來确定是否出現了侵略威跡.

46 埃里克松先生悅,冬管他也扒力有必要制汀一介夫于侵略威肋的紊款,

但他汏力,起草委員套提出的案文可專致混亂.它是在力困界定侵略的威跡呢?逐

是並然在按照等級确定侵略威跡起避哪些級限就特被包括在治罪法草案中呢?至于

他本人,他在第 13奈中看到兩介圾限,一介是
‘
确央理由

’
速一被汏力是客現的林

准所反映的躲限,另 一介則是
“
汏真考慮

’
一浯所反映的圾限.同其他委員一祥,他

肘送兩介用浯都持保留意兄。

47 他汏力,庄結合歐洲安全和合作套以所熟悉的建立信任的措施來看夫子

侵略威跡的恭款,它垃立意于防止出現任何淑先自工的可能性.由于速介原因,并

力避免造成任何构成侵略威跡的行力是以某种方式分力等級的印象,第 13奈可按

如下方式重新措洞:

‘
侵略的威跡指可使一日有确共理由相信正在汰真考慮肘垓回送行侵略的措

施,其中包括方明、通告和示威行劫.〞

48.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昃)指 出委員套已汏真甘站了速一同題,他悅,

力改避起草委員套提出的第 13奈案文,已提出一些有趣的起草建洪,但几乎所有

委員似乎都同意有必要制汀一介夫于侵略威跡的紊款.他打算在垓奈的坪注中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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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遠些修改建快,遠特有助于委長套二旗險段的工作.

49 不逍,他仍然肘某些委貝村整介治罪法草案所抱的杰度感到不安.首

先,委 員舍是位大套的清求雞鎮送行垓寺題的工作的,速一次定位得到遊守.其

次,如果哪怕只有一介委貝反村某一某文就不能將其提交大舍第六委員舍的活,那

么委長套就永近不套再向第六委長舍提交任何案文了.治罪法草案就是治罪法草

案,它可能得到接受,也可能得不到接受,但委員舍必須完成大套交給它的任夯.

5U 卡菜男一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指出,甜梵集中在兩介主

要同題上,即 管轄叔,(即 回家法院逐是目狋刑事法院)和回家行力与介人責任之

同的夫系.但是,在治罪法草案的其他奈款中也出現了遠兩介同題,起草委長舍些

然不可能在第 13奈中解決它們.

印.他在回答巴水甜戈夫先生提出的同題吋解釋說,第 13奈是否必要虛由

委員套來決定,而不是由起草委貝套決定的事,它 只是一介附厲机构.起草委長套

似訂夫于侵略威跡的奈款是因力它相信送是委員套的愿望.

52.至于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出的同題,必須
‘
使一日政府有确央理由相信

正在汏真考慮肘垓目迸行侵略
”
的不依有

‘
其他措施

’,而且逐有方明、通告和示威

行劫.垓奈案文清楚表明了送一魚,但特別投告長不妨在坪注中肘其加以迸一步肯

定.

53 筒言之,修改方面的建洪比較少.埃里克松先生的建洪 (上文第 47

段)如在起草委貝套申洪垓奈款期同提出逐可能有些用,但反正垓建快并非必不可

少,而且逐可能存在一些缺陷.至于馬希馬先生拉心 (第 2134次套洪)港在受害

目的政府可能在确定是否有侵略威跡時起遊于主要的作用,按照遻輯,戶林友生侵

略威跡的位是感到遭受威跡的目家.然后,再 由具有管轄杈的法院裁定情況是否扁

其.如果有失目家沒感到遭受威跡,似乎就很雅扒力已絰友生侵略威勝罪.至于夌

卡弟里先生的建以,它特給委員套的工作造成迷一步拖延.此外,在委員套下屆套

以上,起草委長套提出一項与正在常洪的案文迥然不同的案文的可能性不大.毫元

疑同,第 13紊近非完善,庄予复常,或件逐要在三旗險段复常,就治罪法遠一特

殊情況而言,送行三旗似乎是可取的.然而,就 目前來排,所起草的垓朵是可以通

道的.



54 比斯利先生建洪,考慮到所提出的各种提以,座在一項腳注中提及安全

理事套的作用,冬管特別根告長可能正在考慮送祥做.此外,他建坡一一但不似洋
幼阿明速項建洪一一把第 13紊改力:

‘
侵略的威跡包括威跡迸行侵略的戶明、通告、並示央力或任何其他措

施.’

55.主席悅,他忕力速一忖梵是必要的,因力它表明了如下三魚:委員套完

全意味到不可避免的央廣性和起草方面的同題与困堆;第 13奈必須与治罪法草案
其他各奈瑛系在一起理解;幵共浯鬥題仍待解決.他 因此建坡,委員合庄通避起草
委員舍提出的第 13奈并在坪注中指出;特參照大舍第六委員舍提出的意兄以及同

一章中愚而未央的奈款村垓荼迸行复常.

56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重申,只 有在坎想制汀因豚刑事法院規的的情況

下,他才能變同第 13奈 .

57 弗朗西斯先生強琱,侵略的威勝危及到目豚和平与安全,他建洪,目 前

位把
“
使一固政府有确央理由相信正在汏真考慮肘垓目送行侵略

’
一句活放在方括咢

內.送一建洪并元任何特殊之赴,他打算在委員套下屆舍以上提出第 13荼 的修正

意兄.

58 友卡弗里先生悅,只 要坪注中反映出并多委貝肘第 13奈持尸重保留意

兄速一事央,他并不反肘主席建洪的行功方針.

59 主席指出,特別拫告長已銓悅避,速些保留意兄將反映在泙注中.  .
6。.本努納先生指出,委員套的根告与村各奈款的坪注是有匡別的,前者是

反映委員的意兄,后者則是村通避的案文作綜合解釋,在坪注中提及保留意兄舍專

致混孔.

61 主席注意到弟朗西斯先生并不里持他的建洪,他悅,如元反肘意兄,他
將汏力委長舍暫時同意通道起草委員全提洪的第 13奈的案文,但有一項涼解,即
在坪注中表明粹參照各目政府在大舍第六委員全提出的意兄和同一章愚而未央的奈

款村垓奈迸行迸一步常洪.

就遠祥決定.

第13奈通避.

——
663——



第14奈 (干涉)

62 卡菜步一多德里格斯先生

第 14朵案文,Ⅱ  垓紊全文如下:

(起草委員套主席)介紹了起草委長舍提洪的

第 14奈 干涉

● 以煽功 〔武裝〕顛覆或恐怖主〤活功,或鈕釩、怭助或炎助遠种

活劫,或力遠种活功提供武器,汏而 (尸重〕插害一今日家自由行使其主

叔叔利的方式,干涉垓目的內政或外交.

2 本奈的任何規定地不妨得各固人民按照耿合固先韋享有的自決

杈°

63 起草委貝合力第 14無第 1款提出的案文把特別才艮告長提出的兩介各逸

案文中所包含的各要素合并在了一起.象第一各逸案文那祥,它包括了侵犯回家主

叔的要素一一國坏法院在其夫于
‘
尼加拉瓜案的判決

η 中把送一要素視力干涉行

力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象第二各逸集文那祥,它 罔明了哪些具体行力构成干涉。
‘
干

涉一目的內政或外交
’
的提法已出現在速兩介各逸案文中及 199U年 《夫于各目依

耿合目先章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圄豚法原則宣言》ns 
中 (原 則三〕.

64 委貝們將記得,在第二各逸案文中,特別扳告長仿效了1954年 的治罪

法草案,在兩介險段中作力干涉行力一方面突出了
“
內爭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內部功

號‵ 另一方面突出了恐怖主叉活功.起草委貝套提洪的寒文則在一句活中涉及了

武裝類覆或恐怖主〤活功兩介內容.在遠方面,起草委員舍是以197U年宣言
’
力

依据的,該市規定;任何回家均
“
不得姐坎、林助、煽功、資助、鼓肋或容忤目的

〣 特別根告貝提交的相位案文 (第 1.奈第 3款)和 固怀法委貝套在其上屆

舍以上夫于垓茶的村捻摘要兄 《1。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59

頁起各頁,腳注 276和第 231-255段 .

n2 
兄上文腳注 7.

n3 
兄上文腳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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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以暴力推翻另一囝政叔之類覆、恐怖或武裝活功,或干涉另一日之內爭
’.但

起草委員套人力悅
‘
類覆活功竹匕悅

“
內爭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內部功亂

’
好;它扒力,

鈑覆的概念更加全面,更适宜第 14紊的目的.

65 起草委員套非常注意只保留其尸重性足以作力危害和平罪列入治罪法的

行力.由于速一原因,起草委員套的一些委員支持在
‘
如覆或恐怖主〤活劫

〞
一活前

增加
“
武裝

’
一詞,冬管其他委員汏力,任何類覆活功只要早致侵犯回家主枚均垃被

視力危害和平罪,旡淹是否涉及使用武力.所 以,‘ 武裝
’
一洞被放在了方括景內.

‘
尸重

’
一洞也放在了方括咢內,速反映了另一介意兄分歧魚.

66 第 2款不須解釋,它具有保留奈款的性辰,而且是以1974年侵略定叉

第 7紊 n4 
力依据的°把它放在第 14奈 中是暫吋的,因 力肘其他危害和平罪可

能怔明也需要增加一介美似的奈款.最后,委員們將套注意到,英文第 2款后部

分和第 15恭錯尾的美似措洞是有匡別的。惆和速兩介案文可能是有益的,但特別

拫告見人力速項工作位在常快完第 15奈后再送行.

67 馬希馬先生悅,庄刪除
‘
武裝

〞
一洞,以便使第 1款不致重复已在委員套

暫吋通避的第 12恭第 14款 (g)項 (侵略)’
s .不

避,‘尸重
’
一洞位予保留,

它肘干涉行力加以限定是必要的.

68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 已在起草委員舍常洪第 14紊吋村其表示了尸重保

留,他并不快力泣特垓荼列入治罪法.冬管起草委員套肘案文的措詞作了修改,但

仍沒有力回家法院,甚至目坏法院執行垓奈而肘干涉罪加以足姼精确的界定.

69 此外,他不理解
“
干涉⋯⋯外交

〞
是什么意思.即便存在速种干涉,他也

怀疑它是否尸重到可被列力
‘
最尸重罪行中的最尸重的

’
罪行的程度。此外,因力治

罪法泣包括最尸重的罪行,‘武裝
’
一洞位予保留,因力顛覆活功的概念除非可以修

佈,否則主現性大大.例如,一介回家完全可以爭辯悅,力 一反肘派政党捐款就等

于干涉.

7U 至于馬希与先生的意兄,他并不汏力第 14紊第 1款舍重复第 12奈第 4

’. 
大舍 1974年 12月 14日 第 3314仈×｜×)母次快,附件.

怕 兄上文腳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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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g)項 ,因 力垓項所涉及的是一种不同情況,即 由回家派遣武裝小陝或因体的

情況。
“
尸重

’
一洞庄予保留,首先因力所涉及的干涉形式是最力尸重的形式,其次

因力尸格未悱,‘韻害
”
一洞不是法律用悟,所 以位予澄清.

71 他砍迎在第 2款中引入一介保留奈款,冬管他本傾向于提及人杈.在速

方面,人們特注意到,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洛里 .菲斯勒 .送姆多斯在肘有夫速

一同題的回家做法送行研究后斷言悅,

‘些一介國家的非武力政治活劫阻磚另一因家的人民行使政治叔利与自由

一一速些叔利和自由构成不斷友展的目豚人杈法主体的一部分一一時,它便達

反了不干涉准則
〞.16

如果遠是事其的活,反避來也須如此,使一日人民得以行使送些自由和杈利的非武

力活功不位被視力干涉。

72 海斯先生悅,他螢同刪除
‘
武裝

’
一洞,因 力斯覆活功一一指不符合先法

的活功一一不一定是武裝的.他也變成刪除
‘
尸重

”
一洞,因力在淡到板害一目自由

行使主根耐是沒有程度可言的,垓洞可能力那些犯有干涉罪的人提供免黃朵款°此

外,最好把第一款后面
“
損害

”
一洞改力

“
其目的是板害

’
的措洞,因力目前的案文意

味看所涉活功只有在确央早致板害一日自由行使主杈時才可予以制裁.然而,速种

活功即便在沒有戶生預期后果的情況下也位加以制裁.有人反肘悅 ,提及目的將

力被指控犯有干涉罪的人提供免黃奈款,遠种意兄并沒有足姼依据,因力每一案件

都特由法院作出裁定,而法官是全考慮到意日的.犯下某一行力者原則上被推定力

企困造成垓行力在正常情況下所戶生的后果.

73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悅,他承汏干涉概念的重要性并焚賞特別拫告見和

起草委長套所做的工作.但是,第 π4奈的措洞仍使他感到困惑不解,以致不能村

其友表意兄,所 以,在村孩恭送行二放前,他保留他的立切.

74.本努鈉先生悅,干涉外交的例子可在回家做法中找到,冬管只有一些因

16 L「
iS︳ erDam rosch,“ PoⅡticsac了

。
SSb。rders: N。 n＿〡nteⅣentionandnon

forc︳ b︳ein∥ uenceUVerdomest｜ caffa︳ rs’ , Amer︳ canJovrna｜ Uf︳ nternat︳
。
na!Law

(Washington, DC), v°︳83, N。 1 (Januarv1989),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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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銘迸行速种干涉,其 目的是促使一日改交其目豚政策.例如,他圮得在地中海

地區划分某目的海上匡域吋友生的情況以及力促使某回改交其政策針肘其外交人長

和代表所送行的活劫.

95 他也熒同去掉第 14奈第 1款中的兩介方括咢.

96 凱西先生說,他汏力庄刪除第 1款 中
‘
武裝

’
和

“
尸重

’
兩介洞并螢同海斯

先生的建洪,即位把
“
韻害

”
一洞改力

‘
其目的是韻害

’.此外,力 限制濫用的危險,

或忤最好在泙注中說明,一日
‘
自由

’
行使主叔叔力必須被理解力是指

‘
按照回狋法’

行使.

77 斯里尼瓦薜 .拉奧先生悅,由于已銓指出的理由,他支持刪除
‘
武裝

’
和

召
尸重

”二洞的意兄。他也熒同H9L西先生夫于
‘
自由

’
一洞的建洪.

78 托穆沙特先生悅,‘武裝
’
一洞庄予保留,因力

‘
飯覆

”
一洞沒有法律含火.

例如,言滼自由有吋也被汏力是如覆性的,刪 除
“
武裝

”
一洞特力達反最基本的人杈

原則打幵大Π.‘尸重
’
一洞至少肘法文集文而言也是必要的:只用

“
PUrteratte｜ nte”

一悟是不移的,因力可有不同程度的ㄅtte｜ nte” .

99 弟朗西斯先生悅,他變同刪除兩介方括手內的字.一 固自由行使主杈是

垓回存在的美鍵所在,任何可能搵害速一自由的行力都座被視力尸重行力.因 此,

不位在手段或后果方面透規定什么奈件,即不位規定手段必須是
‘
武裝

”
的,后果必

須是
“
尸重

’
韻害自由行使主叔叔利 .

8U 在上屆套以上 (第 66段 ),他指出,第 13荼漏掉一介要素,勒泰先生

在一般性辦梵中曾提到垓要素.不管勒泰先生的立切如何,他在速焦上汏力,委貝

套位考慮在第 14奈第 1款“
主叔叔利

”
后面增加

‘
并危及固狋和平＿●安全

”
几介字.

拍害一日自由行使主叔叔利的任何外部行力都套威跡目豚和平与安全.如果除此以

外肘外夫系也可受到影晌的活,那 么,村回狋和平＿●安全的威跡似乎就成力第 ●4

奈一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了.

81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治罪法草案所涉及的所有罪行之所以被

列入治罪法正是因力它們是肘目豚和平与安全有威跡.在第 14奈中回願速一事央

似乎沒有意叉.

82 他使用
‘
武裝

”
一洞是因力垓洞出現在 197。 年 《夫于各目建立友好夫系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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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作的目防法原則宣言》1’  中.然而,他不反村刪除垓洞,因 力他完全清

楚,“飯覆
”
活功不一定要有武裝的.例 如,在非洲就有送梓的情況:一介目家利用目

家屯台煽劫邰固居民送行叛孔.最好的亦法可能是社孩洞盤妓放在方括景肉,社大

套第六委長套作出決定.

83.至于
‘
尸重

’
一洞,他要指出,目 豚法院在其夫于

‘
尼加拉瓜

’
未
18 

的判

決中扒力,跡迫是确定是否友生干涉行力的一今柝准.遠是指任何种美的跡迫呢,

透是也泣考慮到跡進行力的尸重性呢?在遠方面,他沒有傾向性.

84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他也焚同刪除
‘武裝

’
和

“
尸重

’二洞.盤于一些

委長仍然傾向于保留遠兩介洞,最好的亦法或卄是扯它們盤致放在方括景內。夫于

第 2款后一部分位同第 15奈的相位部分取得一致.

85 巳哈納先生悅,“武裝
”
和

“
尸重

”二洞庄予保留,方括景庄刪除.類覆的概

念缺乏法律精确性,逐須記住 199U年固豚法原則宣言和治罪法草案兩者的性辰不

同.此外,正如他在起草委員套指出的,‘干涉⋯⋯外交
”
一悟庄予澄清,例如在泙

注中加以澄清,因力它反映了一介不大明确的概念.最后,他同意第 14奈第 2款

有失
‘
琺合目先章

’
一部分立同第 15奈的相位部分取得一致.

86 伊留埃卡先生悅,他女同那些焚成刪除
“
武裝

’
一洞的委長舍的意兄.

87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長套主席)洗 ,他八討稔中注意到,

肘起草委員全提出的第 14奈沒有強烈的反肘意兄.他介人本希望要么刪除方括

咢,要么刪除方括咢內的字,但是在遠方面大家的各自立埸昱然沒有改交.肘于第

2款錯尾部分可能送行的修改,可在常洪第︴5奈時再作決定.

88 主席悅,如元反村意兄,他將扒力委貝合同意暫吋通道了起草委貝套提

洪的第 14奈 .

19

18

兄上文腳注 6。

兄上文腳注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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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奈通避.19

下午 1吋零 5分散套。

19兄
第 2136次套洪,第 28-41段 .

第 2136次套以

1989年 7月 13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 .害伊斯先生、巴本沃薜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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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祥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維德斯先

生、科多馬先生、西希与先生、羑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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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普水籬迷 .古鈇雷斯先

生、史先生、索拉里 .固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姆沙特先生。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致完)

(A/CN4/411, 2  A/CN4ˊ 419

1回
狋法委員套在其第六屆套以上通道的治罪法草案(《 1954年⋯...年盤》,

第二卷,第 151-152頁 ,文件 A/2693,第 54段 ),特載于 《1985年⋯⋯年

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頁 ,第 18段 .

2特
載于 《1988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6∫ 9—
—



和 Add1; 3  A/CN4/L433)

〔洪程項目S9

起草委員套提以的柔款草案(袋完)

第η5奈 (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固統治)

1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貝套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提快的第

15奈案文,4 垓荼全文如下:

第 15奈 殖民筑治和其他形式的外目統治

達反庄尸載入耿合固先章的人民自決叔,強迫建立或維持殖民統治或任何

其他形式的外固統治.

2 殖民統治是特別寺艮告長提出的第一各逸案文的主題,外目的征服、統治和

剝削是第二各逸案文的主題.但起草委員合同意汏力,第 15茶不依位涉及殖民統

治,逐庄涉及些代世界其他形式的統治.

3 垓奈的第一部分是
“強迫建立或維持殖民統治

”,遠句活載于回家責任奈款

草案第一部分第 19奈 5  (第 3款 (。 )。 起草委長套汏力,‘ 強迫建立或維持殖

民統治
’
的概念已在琺合回央跩中具有板力确切的法律內容,因 而有理由粹其作力

一項罪行列入治罪法。

4 第二部分是
“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

’,速一用悟的优焦在于包括全面和

排除了限制性的相反解釋.坪注將明确指出,只 要委員套在上屆套以上暫時通迪的

3持
載于 《1989年⋯⋯年鈭》,第二卷,(第一部分).

‘
特別拫告貝提交的相位案文 (第 11奈第 6款)和固豚法委長套在其上屆

舍以上夫于垓奈的討梵摘要兄 《1988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63-64頁 ,腳注 294和第 262-267段 .

5兄
第 2U96次套洪,腳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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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于侵略的第 12奈第 4款 (a)6 項未涉及
“
外目占瓴

’
的概念,垓用悟即包括

速一概念.

5 起草委長套逐汏力,頗堆捉摸的外回統治速一概念的范園位通迂如下方式

加以縮小:首先特共同否定各固人民自決杈耿系在一起一一遜是以回家責任第 19

朱第 3款 〔b9瓨力基砒;其次通避提及 《耿合因先章》确定送一杈利的內容.‘庄

尸載入耿合目先章的
”
一浯清楚表明,各回人民自決叔的存在早于先章,甚至可能

超出《耿合回先章》的范園.

6 最后,他建以,如果目怀法委員舍通道了第 15奈 ,‘庄尸我入’
速一悟言

形式也垃在于前一次套以上暫時通避的第●4奈第 2款 中采用.

7 伊留埃卡先生悅,冬管他焚同第 15奈的內容,垓奈罔明了一項必不可少

的法律原則,但他注意到在英文文本和西班牙文及法文文本之同存在某种不一致之

赴:英文文本在提到各回人民自決杈時使用了牝ontrarvtU” 一浯,而西班牙文和法

文文本能使用的用浯則是
“
ehvio｜ acbn”和

“
envio〡 at〡 on’ (inv︳ o︳ at︳UnUf).此

外,特別技告貝解釋悅,‘殖民主〤
’
一洞系政治用悟,沒有法律意火;由于速一原

因,他把垓洞換力了現在出現在第 15奈中的
“
殖民統治

”
一切.然而,在肘治罪法

草案送行甘淹一幵始,一些委員逐建洪用
“
違反自決叔

”
一悟代替

‘
殖民主〤

’
一洞.

思管垓建以未被接受一一在垓奈中使用了
“
強迫維持殖民統治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外

回統治
’
一悟,但‘

達反⋯⋯人民自決叔
’
一悟現在依然同

“
殖民統治

〞
一詞并排放在

垓寨中.速兩介用浯一一他汏力它們是同〤浯一一并列在一起可使垓寨遭到荒唐解

釋,即汏力只有在達反自決叔吋,才可村殖民統治罪央行愆研.由于速些原因,他

汰力最好把tontrarvtU(違反)” 一月改力because∥ 沁aⅥ o｜aIonUf(因 力它達

反)’ (西班牙文是
“pUrseruna⋯⋯”

).速祥一來,根据第 15奈 ,所有殖民統治

的形式及現象只要构成村人杈的否定,違反 《耿合因先章》和有害于世界和平与合

作的事並,都持受到愆打.

8 許多耿合目宣言和其他宣言都确汏各目人民的自決叔和各目尊重送一叔f)l

6《 1988年⋯⋯年整》,第 2卷 (第二部分),第 71一92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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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位〤夯,但他特別提清人們注意載于 1975年 8月 1日 赫水辛基最后文件
’

中的第八項原則 (各目人民杈利和自決),垓原則指出:

⋯...根据各目人民叔利平等和自決叔原Jll,所有人民始終有板依照自已意

愿充分自由地和不受外來干涉地确定其內外政治地位,有叔依照自已意愿謀求

其政治、豋洴、社舍和文化友展.

9 出于一种有幸的巧合,第 15紊正是在法固革命 2UU周 年前夕得到常洪

的.法目大革命在所有爰好自由的人民心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肘拉丁美洲八殖民

主〤中解放出來和二十世先的反殖民主〤的革命都戶生了影晌°固坏法委員舍若在

速一划時代大事件的周年紀念日同意把殖民銃治視力一項目隊罪行,將是肘法固人

民和法目道德价值規的贊物.速也套促迸委員合力促使人失大家庭中所有成長的平

等和不可剝香的杈利得到承扒而作的工作。

1U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一向肘
‘
殖民主〤

’
一洞的使用持保留意兄,他扒力

目怀法委貝套最好把精力集中在垓現象的些代表現形式上,而不是使用一介充滿感

情色彩但与些代世界友生的情況几乎毫元夫系的用活.例如,送失現代表現形式象

196U年 《給予殖民地回家和人民狘立宣言》8 第 1段指出的,可采取使人民屈

汏于外固征服、統治和剝削的形式,或象 197U年 《夫于各固依耿合固先章建立友

好夫系和合作的目豚法原則宣言》9  (原 則 3第 2段)指 出的,采取利用絰

漭、政治或任何其他措施工制另一日以使其在行使主杈杈利上屆杕和狄其身上荻堅

任何利益的形式.与速些宣言的規定相比,第 15奈的措洞昱得軟弱元力,似乎不

敢承扒在些代世界上存在的央怀同題.

11.他逐忕力,第 15奈位象 196U年宣言那祥,提及人叔,因 力人杈在些代

世界同否定自決叔同題同祥重要.要想提及人叔很容易,只在
“
違反

’
一洞后面加上

’
兄 《夫于指專締的固之同夫系的原則的宣言》,載于最后文件中

“
夫于歐洲

安全同題
’
的一章 (“ 歐洲安全与合作舍快最后文件

’(洛 桑,朕合印刷ㄏ,〔元日

期〕〕,第 97更起各烎,第 1市 (。 ).

8大
合 196。 年 12月 14日 第 1514ⅨVl咢決以.

9大
套 197U年 1。 月 24日 第 2625“×V)手決洪,附件 .

——662——



“
基本人叔和

’
几介字即可.

12.他螢同起草委員套主席的建洪 (上文第 6段),即 “
庄尸載入瑛合回先章

的
’
一悟也位在第 14奈第 2款中使用.

13 托穆沙特先生悅,他扒力第 15無的規定很好.他一直扒力泣鏞小奈款

草案的范園,而且力送到送一日杯作出了巨大努力.他逐汏力,‘外因統治
’
一洞很

道些,因力他假定速几介字只是栽于 196U年 《給予殖民地回家和人民獵立宣言》

中
‘
外固征服、統治和剝削

’
一悟的縮略形式.在近五年來通避的許多大套映以中,

達反禁止使用武力的同題都是同違反各目人民自決叔的同題一并提到的,送足以表

明第 15奈將來將得到叛繁的位用.

14 一些委員汏力
‘
庄尸載入

’
一浯比

‘
按照

”
好,肘此,他不敢茍同.《耿合囝

先章》起初規定的自決原則是很軟弱元力的,只是銍避一段吋同后,先是通避大舍

在上面提及的 196U年宣言和 197U年 《各回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回豚法原Jll宣

言》,后又通避回豚法院才得以加強,垓法院在有失
“
幼米比正

”
集

π° 和
‘
西撒哈

拉
’
案
Ⅱ 的咨淘意兄中肯定了真正自決杈的存在.因此,最好說

‘
依照

’
先章的自

決叔,速反映了法律的現狀.

15 迪正斯 .因 非雷斯先生悅,作力起草委長舍的成貝,他 些然鍵同第 15

奈的內容.但有些委長友表了一些意兄,他不能置之不理.

16 首先,有人悅殖民主〤不再是些代世界上存在的寀隊鬥題了.送是再荒漻不

逍的.就在二十世紀的近几年,一介挶有所有技木資源的世界大回肘一介爭取收复其

領土的拉丁美洲回家的人民友功了一切殖民找爭.因此,在拉丁美洲就象在世界其他

地區一祥,殖民主〤是一介真切的現央而不仗仗是一介帶有感情色彩的概念.

17 此外,他不同意扒力座去掉
“
庄尸載入耿合目完幸的

’
一悟.自 決不是一

介原則,而是一項杈利,一項不仗在 《先章》中,而且坯在一些大套決洪,其中包

1° ‘
南非不厥安全理事套第 296(197ω 手決以盤袋留駐納米比JE(西南非

洲)肘各目的法律后果
’,1991年 6月 21日 咨珣意兄,《199I年 回豚法院裁決

集》,第 16頁 .

﹁ 1975年 1U月 16日 咨均意兄,《 975年目隊法院裁決集》,第 1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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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給予殖民地目家和人民猶立宣言》中規定的叔利。垓奈的措洞已生避了起草委

員套故吋同的討梵,因 此立予保留.

18 勒泰先生悅,第 15奈是起草委員套送成的一介折衷奈款,所 以他元須

肘其加以坪淹.

19 然而,伊留埃卡先生在 7月 14日 前夕肘法國大革命送行了發揚,法目

大革命是法固ㄞ史上央豚上也是世界ㄞ史上的一介重大事件.冬管他村伊留埃卡先

生所表迷的看法表示感毋,他作力一介法固人感到必須稍微朴充一句,因 力承管法

固有資格以垓大革命自豪,但他要指出,革命也戶生了暴政.特別令人遺憾的是,

冬管法固大革命庾除了奴兼制,卸很快又被一介暴政恢复起來,直到 1948年 ,即

英固庾除奴彔制的11年后才最終予以庾除.

2U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 ,第 15奈用寥寥數悟

反映了或多或少已被普遍接受的概念,他人力現在所起草的第 15紊是一介很好的

奈款°例如,如果引入剝削的概念而不是外因銃治的概念是全引起同題的,因 力

璋!肖忖一悟的使用有吋具有很ㄏ的含〤.

因 思管伊留埃卡先生提出了一介所有委長都舍螢同的有力梵羔,但他汏

力,不可能找到比
“
或違反人民自決叔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外目統治

’
一活更能清楚地

表迷遠一羔的措洞.在速种情況下,他建洪在坪注中肘速一魚加以澄清.

22 友卡弗里先生建洪,垓奈位提到人叔.然而,肘一日人民每一成長人叔

的違反不言而喻己包含在村垓目人民自決的集体杈利的達反中,送是一介既定的人

道主〤法同題.不逍,前者是一項二圾違反,因此元須在垓奈中提及°

23 伊留埃卡先生悅,起草委員套主席的建以可以接受,即位在坪注中肘他

提出的同題力口以澄清。

24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洗,第 15寨載有兩介以前在他提出的兩介

各逸奈款中涉及的要素.第一介要素是遊黃侍統形式的殖民坑治,同一些人所汏力

的正好相反,速种形式的殖民統治并未消失.此外,必須記住,“強迫建立或維持殖

民統治
’
一悟已在回家黃任紊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19奈中使用;i2 固隊法委員套

12兄
第 2U96次舍以,腳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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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通避某一用浯,結果几年后又以垓現象不复存在力由否定垓一用活.

25 第 15奈的第二介要素是進黃一些起草委員合成長所稱之力的
“
新殖民主

叉
’.然而,垓洞不能在法律案文中使用,因此便使用了《給予殖民地回家和人民

猶立宣言》中的用悟,它不仗包括殖民主火的侍統形式,逐包括外因統治的其他形

式.

26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支持第 15奈及垓奈值得變物的筒浩悟言.他扒

力,考慮到
‘
外國統治

”
一洞有些含糊,把外因統治＿●人民的自決叔朕系在一起是很

必要的.他逐同意汏力,外因統治思管可能是一介避吋的概念,卸是一介道些的措

洞.

27 主席悅,如元昇洪,他就扒力目豚法委員合同意暫時通避起草委員舍提

袂的第 15奈 .

第 15奈通逍.

28 主席同,目 隊法委員套是否也愿象起草委員套主席建洪的那祥 (上文第

6段),把前一次舍以暫吋通避的第 14奈第 2款 中
‘
按照

”
一洞改力

‘
庄尸載入

’
.

29 科多馬先生悅,他支持速一建洪,但也忕力托穆沙特先生提出的十分有

趣的同題或并也位在道些之吋加以迸一步申以.

3U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也婪同起草委員套主席的建坡,但托穆沙特先生提

出的同題与其悅与
‘
庄尸載入

”
一悟和

“
按照

”
一悟的Σ別有夫,不如悅与甘大 《朕合

目先章》某些規定的范目的必要性有失.

31 羑卡弗里先生建坡,特別披告長可能愿意在坪淹中作如下解釋:“庄尸載

入瑛合目先章
”
一浯的使用所取的含〤不是起初在垓文中中使用吋所具有的含〤,

而是目前肘自決杈利所作解釋的含〤和自《駁合固先章》通避以來速一杈利所友展

的含〤.例 如,《美利坐合八目先法》所規定的
‘正些程序

”
奈款可能一幵始并沒有

它其后才荻得的那种重要性.

32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支持起草委員套主席的建洪.托穆沙特先生提出一

介重要同題,但并非每一介人都汏力大舍決快有那么大的杈威.正如友卡弗里先生

指出的,位趺耿合目系統固狋法現狀的角度理解第 15奈 .他熒同
“
庄尸載入’

一

洞,因力它反映了囝狋法的友展所賦予的
‘
神圣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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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凱西先生悅,他不螢成起草委貝套主席的建洪.因 力第 14奈的其辰內

容球根本上汫是十分有力的,所以
‘
按照

’
一浯用在垓恭中完全道宜,而 已

庄尸載入
”

一悟較适用于第 15奈,因 力垓奈主要是概念性的.然而,他將服狄于目豚法委貝

套意愿.

34 斯里尼瓦併 .拉奧先生悅,他螢同起草委員套主席的提洪和科多馬先生

夫于位迸一步討淹托穆沙特先生提出的同題的建洪.

35 托穆沙特先生建洪,庄在坪注中加入一句活以表明垓用悟
‘
庄尸載入

’
所

指的是些今法律狀況,不位使用早期ㄞ史上賦予自決杈的那种含叉肘其加以解釋.

起草委貝合主席建洪把第 14奈与第 15紊一致起來是正确的.

36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見)在肘友卡弗里先生提出的夫于在坪注中肘
“
庄

尸載入
”
一悟的使用加以解釋的要求作出答复吋回碩悅,自 決已在 《先章》第一恭

第二項的瑛合回宗旨中明确提到。至于在
‘
按照

”
和

‘
庄尸載入

’
兩介措洞之同作出逸

捧同題,他并不快力它們之同有什么央廣性差別,扒力遠只是一介鈿微差別同題°

他不反肘把第 14奈和第 15奈一致起來的建以,但速种做法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都

可取:目 隊法委員舍不座使其成力一种慣例.最后,他答垃在坪注中反映出托穆沙

特先生的意兄。

37 迪正斯 .因 祥雷斯先生悅,他反村把托穆沙特先生的意兄列入泙注.思

管的确央豚上已疲除奴素制,在 些今世界上仍然存在看殖民主〤.

38 巴小甜戈夫先生悅,他不熒同起草委員套主席的建以,并不汏力位在坪

注中反映托穆沙特的意兄.自 決杈利現在同起初相比八央辰上啡是一祥的:它具有

兩介方面,即肘外方面和肘內方面.許多文中,其中包括赫本辛基最后文件都反映

了速兩方面的內容°元人否忕,隨看吋同的推移,遠一叔利交得更加明确了,但是

故意把ㄞ史上的理解同些代概念肘立起來所戶生的同題特多于它所解決的同題°

39 海斯先生悅,他熒成起草委長舍主席的建洪.起草委長套的委員們在努

力确定 15紊的措洞吋板力注意的一介同題是,不把自決杈草草同垓杈利在 《耿合

固先章》中的出現耿在一起:不排除完章通避以來垓叔利的友展情況,也不暗示垓

杈利在先章通逍前并不存在,速一魚非常重要.

4U 他也愿在法囝准各庂祝其大革命 2UU周 年之隊向勒泰先生表示祝絮.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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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目大革命影呴最深的回家可能莫避于爰水〨了,法回所材立的榜祥一直激肋和鼓

舞若爰水〨力爭取狂立而作出的努力.

41.主席悅,如元反村意兄,他粹汏力委員合同意按照起草委員舍主席的建

以 (上文第 6段)修改第 2135次套洪哲吋通避的第 14紊第 2款 (第 88段 ),粹
“
按照

”
一洞改力

‘
庄尸載入’

的措洞.但位明确,‘庄尸栽入’
一悟指的是些今日豚法

中存在的各回人民的自決杈.

就速祥決定.

第 16奈草案

42 主席清起草委員舍主席洭報垓委員套尚未完成的肘第 16奈草案所送行

的常洪的情況.

43 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回 llL悅 ,1988年送交起

草委員套的第 11奈修汀草案第4和第 5款 (兄第 2134次舍洪,第 5U段)).

汏力,達反某些奈的又夯的行力厲于治罪法所規定的罪行.

44 第 4款涉及送祥一种行力:一日違反其依奈的所久的〤夯,而此項奈的
“
旨在确保園隊和平与安全,特別是通逍以下手段r,%保 :(一)禁止牢各、裁軍、或

限制罕各;(二 )村軍事圳珠或找略工事的限制或任何其他同美性演的限制
”.垓款

的出赴是 1954年通道的治罪法草案第 2奈第 7款.只是在
‘
限制軍各

”
的基砧上又

增加了
“
禁止罕各

’
和

“
裁軍

’
,‘ restr｜ctionsUr〡｜m︳tations(限 制/改力草數,即 “

「e＿

st㎡cjon or｜｜mⅡation’ ,‘ 防御工事
’
改力

“
找略工事

〞
。第 5款涉及違反根据一項

‘
禁

止在一定地區或在空同部署或斌驗武器的
’
奈的所久的〤夯的行力.

45 早些時候,起草委員舍曾作出結淹汏力,如送兩款均予保留,位象上屆

舍以建洪的那祥將第 4和第 5款合并力一奈.絰避故吋同村梵后,冬管一些成長

持保留意兄,垓委員舍似乎准各同意把速一奈款列入治罪法草案,以便肘付違反某

13第 4和第 5款集文以及因隊法委員套在上屆套以上夫垓兩款的忖梵摘要,

兄 《1988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62-63烎 ,腳注 289,和第

256-26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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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荼的〤夯的行力,奈件是:達反行力的性辰庄是尸重的;所違反的火夯位是村籬

持目坏和平与安全至夫重要的〤夯,逐座垓是裁軍、罕各控制或禁止罕各領域的〤

夯;位提及限制軍事准各或淡施,禁止部署或斌驗武器,以及禁止制造某种美型武

器方面的〤夯.

46 起草委貝舍十分清楚,任何違反村維持目狋和平与安全至夫重要的火夯

的行力都可根据垓治罪法定力危害和平罪.然而,第 ﹁6荼草案的目的粹是有限

的,孩奈庄只包括違反無的〤夯的行力,而且只是違反裁軍領域的奈的〤夯,換言

之,違反有失
‘
裁軍、軍各控制或禁止罕各

’
的叉夯的行力,同 時可列犖一些例子以

強琱力治罪法的目的位列入垓領域的內容.蓮反其他〤努,元淹是奈的〤秀逐是非

奈的〤夯的行力將不列入垓奈范日,而是持在其他奈款中涉及,侵略同題就是一介

主要的例子.

47 他人力,起草委長套本可以就一介按照他才剛提到的方式似汀的案文取

得一致意凡.但垓奈依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同題,而元梵如何充分地表明那些如道

達反將根据治罪法枸成罪行的〤夯,送些泀題逐特存在。上屆全洪已提到送些同

題。正如固怀法委貝套夫于上屆套快的根告所指出的那祥:“有些委員強琱,位 些注

意确保籬妒和平与安全奈的的非鍗的固不致赴于与筌署目相比較力有利的地位.特

別是有一位委員指出,如果一目采取了超出其他回家准各同意的程度的戶泛裁軍措

施,則垓日人貝在違反其承捏的〤夯時不座久有任何達反〤夯的目隊責任.另 外,

有些委員汏力,第 4款不庄鼓肋洛在的侵略者,或使人汏力 《耿合回完章》所規

定的固有自工叔利受到喊根
’.14

48 起草委長套人力,速些同題座垓解決,力 此有必要列入一介第 2款 .特

別根告長和垓委長合成長或草狙地,或 以小型特沒起草小姐的方式制汀了若干提

案,垓委長舍肘其送行了充分常快.速些提案主要涉及了可能出現的送祥一种情

況:一介受某奈的的束的回家力了自工,感到必須肘另一介不受垓奈的釣束的回家

采取可被汏力違反垓荼的的措施.它們遜涉及了与朱的法和因豚責任有夫的同題°

在工作接近尾芹吋,起草委長合正在常坡一介斌困把几介提案所載內容綜合在一起

n.同 上,第 63頁 ,第 乃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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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2款案文.垓集文是:

“
第1款的規定不妨碑受第1款所指奈的的束的回家村不受速种紊的的束的

目家采取的任何自工措施,而且庄按照奈的法和回家責任的一般規Jll來理解.’

49 起草委員舍承汏,垓案文尚不全然令人滿意,遜需要作迸一步澄清.由
于吋同緊張,起草委員舍決定哲吋不特第 16奈草案提交目杯法委員套,并在下屆

舍決上肘有失同題重新送行甘站.有人建坡,回狋法委員舍不妨在起草委員套再次

常洪速些同題前,在全体套快上肘其送行重新常洪.

5U 起草委長套逐常洪了力第 16奈第 3款提出的提案,垓提案是:

“
本治罪法的些事目如果不是一項奈的的些事目,即不得援引另一目違反

垓項奈的所戶生的叉夯的事央‵

起草委員套只有時同初步常洪了垓提案,因此也座在下屆套以上,I其迸行更加充分

的常洪.

51 本努鈉先生悅,他完全螢同固狋法委員套在下屆舍洪的金体舍以上村第

16紊草案一一垓奈是整介草案中最困雅的奈款之一一一和特速种荼款列入治罪法

的可取性同題送行汏真仞底的封淹.

52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起草委員套的成見戶泛汏力,列入遠一

奈款是可取的。他并不汏力在全体套以上送行討淹套有什么成效,并汏力最好址起

草委長全盤絞努力解決那些愚而未決的同題,速些鬥題主要是起草性的同題。
53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并不螢同特別根告長所悅的起草委員套中多數成長

都支持第 16寨的活.同本努幼先生一祥,他汏力有必要在起草委員套盤紋送行其

夫于垓奈的工作前,在全体舍以上肘其送行充分甘淹.

54 科男馬先生悅,委員套現已送入央辰性忖淹,速种討淹最好留待委長舍

在下屆套以上看手赴理速一同題吋再送行.他建以杕筒要圮最中刪除91速一討稔的

敘迷.

55 巴本謝戈夫先生悅,他變同特別拫告貝的意兄,即起草委員套庄在下屆

套以上盤致送行夫于垓奈的工作:在全体套以上迸行甜梵只套放慢迸度.

56 巴本沃祥先生悅,位 由起草委員舍決定在全体套以上送行辦淹能否迸一

步推功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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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比斯利先生悅,他想同一下起草委長套主席,阻得起草委貝舍就第 16

朵迷成一致意兄的是否俠仗由于吋同不移,而不是由于一些成長的激烈反村.

58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回碩悅,他 已在介紹中指

出,“絰避故吋同忖梵后,思管一些成長持保留慮凡,垓委長套似乎准各同意把速一

荼款列入治罪法草案
”(上文第45段 ).

59 托穆沙特先生悅,目 前的忖梵十分有益,他反肘科多馬先生夫于位八筒

草圮暴中刪除村遠一討淹的敘迷的建快.

6U 勒泰先生悅,他完全發同巴本鐑戈夫先生和特別拫告長的意兀.

61 B9L西先生悅,他不能同意科男馬先生的建以.

62 主席建洪,目 豚法委貝全泣注意到起草委員舍主席夫于垓委員舍申快第

●6奈草案情況的才艮告,并庄在本次舍洪筒要圮最中肘接看展幵的辦梵只作一筒短

釵迷 .

就送祥洪定.

63 主席悅,垃肘起草委員舍主席、委員舍成長及秘中赴表示衷心感謝,感

謝他們在本屆套洪期同所作的所有細致而富于成效的工作.

64 科多乃先生悅,他也愿肘起草委長套主席和秘半赴表示變物,沒有他們

的支持,是元法完成速么多工作的.

上午 11時 3U分散套.

第 2139次舍以

1989年 9月 14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巴 哈鈉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沃蘚先生、巴示甜戈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時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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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



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弟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籬德斯先

生、科多馬先生、馬希与先生、友卡弟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斯

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劫泰先生、害庠納斯先生、塞普水籬

送 .古鈇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錫JE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法固革命二百周年

1 主席悅,庂祝 1789法 回革命二百周年,不仗村法目,而且肘全世界,包

括以委員合力先專的世界法律界來悅,都是一介重大事件.法回革命是世界ㄞ史的

一介決定性險段,也加速了人美解放迸程;今天,沒有人套肘它肘回豚法的逐步友

展所戶生的影晌有任何等洪.委員套有幸汏最有絰蒞的老前輩勒泰先生那里看到了

速切革命的优庶和精神的最完美的体現.

2 勒泰先生村主席表示感蝌并指出,在較早的一次舍以上他曾強琱了法目革

命的局限性,他指出,速切革命的人杈苧悅和一介更公正和和平的世界的主救,取
自英回些吋的一介殖民地:美回.与其他回家一祥,法固在其ㄞ史友展避程中也并

非一貫表現得很好,因 此,在爰目主〤方面,我們仍位保持謙虛并尊重他人的祖

日.世界ㄞ史上各种可怕的考驗已使他心里的憎恨蕩然元存:本看速种精神,每一

位介人都可在完全平等、完全自由和完全博爰的气氛中庂祝 7月 π4日 .

目隊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屆舍坡工作根告草稿

3 主席清委員舍爪第六章幵始逐章常洪委員套拫告草稿。

第六章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A/cN4/L439和 Add1和 2)

A 早言(A/CN4/L439)

第 1至 3段

第 1至 3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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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段

第 4段在改正腳注 2之二以后通避.

第 5段

4 友卡弟里先生提以,用 “intrUduced”代替第三句中的
‘presented” ,用 ‘

。
n

thebasis thereUf’代替第四句中的
‘
onthei了 baSi『 .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5段通避。

銓修正的A市通道.

B 本屆套洪申洪遠介寺題的情況(A/CN4/L439和 Add1和 2)

第 6至 8U段 (A/CN4/L439)

第 6和 7段

第 6和 7段通道 .

第8段

5 友卡弟里先生建洪,第三句中的
‘
送交起草委員舍送行二旗⋯⋯和某些委

長提出的建以
’
改力

“
送交起草委員舍根据全体舍洪村淹中提出的看法常洪

’,因力

肘這些案文送行二旗的是委員套而不是起草委見舍.

6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指出,如果情況是速祥,那 么句子可在
‘
送交起

草委員套送行二填
”
的短句后錯束.

7 主席提快刪除第四第五句:第五句特尸格地琲扁委長套的規魚悅成是他的

9〕再t〕告又.

就速祥決定.

銍修正的第 8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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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段

8 埃里克松先生指出,第二句幵共部分意思不明确,似乎使人党得
‘
奈款草

案
’
指的是第一句中的第 12至 28紊 .

9 馬希南先生悅,他婪同速一看法.他建被特第 9段第一句改力第 8段的

最后一句.

就速祥決定.

盔修正的第 9段通避.

第 1U段

第 1U段通避°

第 11段

1U 菱卡弗里先生提玟將第二句中的
“
央体

”
一洞改力

“
地位

’
.

就遠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11段通道。

第 l2段

第 12段通道.

第 13段

11 巴本謝戈夫先生悅,他拉心,第一句中的
“
根据村十九世紀至現險段回家

央踐的衝短分析
’
速句活似造成了速一印象,即 只有特另!拫告長的結淹才有根有

据,而不同意他的結滼的委員們的看法卸并非如此。因此,他建洪刪除速句活.

12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忕力第 13段其余部分恰些地敘逑了不同意特別拫

告見錯淹的委員們的看法和提出遠些看法的理由.他不仗反村肘案文迸行修改,但

忕力,巴本謝戈夫先生提洪的刪除舍造成一种不平衡.而速种不平衡在目前的案文



中不存在.

13 小木曾先生 (特別報告見)悅 ,他 已作出努力,以便思可能忠共地反映

委長套委員在忖淹避程中友表的意思.他 曾悅迪,在他看來,最近的固家央跩反映

了一种限制豁免的超勢,同 吋他也表示,某些委員不同意他的看法,他逐陳逑了他

們遠祥做的理由.因 此,他扒力,他是以一种均衡的方式列出了兩种規魚,在 目前

險段,他不愿修改案文.

14 H9L西先生說,他螢同友卡弗里先生和特別報告長的活.第 13段正确地

反映了甘淹的情況,因此指出刪除其中的一句活舍造成不平衡.

15 馬希馬先生悅,不妨將
“
回家央成

’
改力

‘
某些回家的其跩

”
.

16 巴本甜戈夫先生悅,仄前面的甘站中看出,他沒有正确理解第 13段的

案文,因 此他撤回他的提洪.

﹁7 科多馬先生悅,他贊同馬希馬先生的建以.他不要求在速么晚的時候修

改第 13段 ,但是遺憾的是案文意味著委貝舍仍未解決免村豁免和有限豁免之同的

鈍理淹性的沖突.他逐建洪,第二句中的
“
在西歐

”
一洞泣刪去,因力所提到的判決

不是全部由西歐的回家法院作出的.

18 卡菜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悅,他支持科多再先生的提以.

19 本努納先生 (拫告貝)悅 ,他變同特別根告長的看法,忕力報告草稿忠

央地反映了廿淹情況。

2U 巴示甜戈夫先生悅,如果在第二行
‘
筒短分析

’
前面加上

“
他的

’
一洞,他

就同意目前的第 13段 .

2●  主席悅,如果沒有人反村,他就扒力委貝合同意通逮銓馬希南先生、巴

本謝戈夫先生和科多再先生修改的第 13段 〔上文第 15、 17和 2U段 ).

就速祥決定.

銍修正的第 13段通避.

第 14段

第 14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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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段

22 錫皿姆先生建洪,出于尸格的文体的原因,第一句中的
‘
意在強淍以下事

其
’
位刪去.

就遠祥決定.

豋修正的第 ●5段通避.

第 16段

23 凱西先生悅,他想是否有必要表明,委員舍只完成了部分草案奈款的常

以,因力委員套只得到兩份奈款方面的文件.

24 巴水涕戈夫先生記得,委員舍曾決定只常汊第 1至 11奈,將肘第 12室

28奈的常以延期至下屆套以.因此,与他的許多同事一祥,他不想肘第 12至 18

奈友表看法.然而,報告草稿卸概迷了愿肘第一套和第二套茶款都友表看法的委員

的現羔,而且,根告反映的辦梵不完整.他希望根告將情況完全反映清楚.他提洪

第 16段加上速句活:“技告沒有反映未肘第●2和 28奈友表看法的委員的意兄
’

.

25 主席建以,不妨加上一句更力客現的活:‘投告只反映了有机舍肘第 12

至28奈友表看法的委員的意兄.”

26 夌卡弗里先生悅,他熒同巴水謝戈夫先生的坪淹,因 力他也未肘第 12

至 28荼友表看法.較好的亦法似力:報告只提及特別根告貝肘收到的各固政府的

現魚所作的坪梵.

27.弗 朗西斯先生悅,他也樊同巴本謝戈夫的坪淹.他提洪在第 16段加上

速么一句:“汻多委長故意不肘第 12至 28奈友表看法
’.第二句中

‘
由于吋同不移

”

的活不符合其眛情況.

28.科步馬先生悅,如保留
‘
由于吋同不移

’
遠句活,就位粹其挪到最后一句

的幵共.

29 迪正新一因薛雷斯先生悅,遺憾的是,拫告草稿給人的印象是:委長套

在向大余重新提交成長目村奈款草案提出的看法.

3U 本努帥先生 (根告貝)答复悅,根告清楚表明,肘第12至 28奈的常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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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豬束,大舍不常洪草案全文.肘第 12和 28奈的常以,已決定推退到下屆舍

決送行,同 時,寺艮告只是敘逑了委員舍就特別投告長汏各固政府的坪梵和看法中得

出的豬淹 .

31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提決特第 16段第二句改力:‘ 由于吋同不

移,一些委員不能充分表送意几,因此,未特第 12至 28無交給起草委員舍。
’

32 斯里尼瓦茫 .拉奧先生悅,要体現巴你封戈夫先生的意兄,只需在第 16

段最后一句末尾表明,第 12至 28奈 %⋯∞仍有待迸一步甜淹
’
就行了.

33 錫皿姆先生悅,強惆委員全某些委員
‘
由于吋同不移

”
未能友言,不是一

介好主張,因 力速祥套給人速一印象,即委貝套每位委員患是被要求就每一介青題

友言.其怀上,汻多委貝不速祥做,因力他們的同事已表送了他們要表送的看法.

委貝套的委員要比避去多得多,因 此,第 16段中,任何能使旗者汏力,每位委見

均需就每介同題皮表意兄的內容,均泣刪除.

34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如果要表送的意思是:拫告沒有反映所有

委貝肘第 12至 28奈 的看法,那 么,可特第 16段最后一句改力:‘ 如第 8段所表

明的,第 ﹁2至 28奈草案以及有失的建以⋯⋯因此未得到充分討淹,本根告并未

反映所有委長的看法.”

35 埃里克松先生悅,只 要刪除第二句中的
“
由于吋同不移

’
速句活,他就能

贊同速一提以.他汏力,由于第 8段中已有提及,因 此送句活就昱得多余了。

36 凱西先生悅,第 16段似乎只是重复了銍修正的第 8段結尾提到的決定

(兄上文第 9段〕.

37 本努納先生 (寺艮告長)提到了已絰通避的第 8段的內容.他提洪將第 16

段的最后兩句改力:“ 由于委員套未能充分常洪第 12至 28奈 ,本根告并不反映委

員套所有委員肘速些奈款的意兄.’

38 巴水甜戈夫先生得到了科多馬先生和巴哈納先生的支持.他悅,委員合

泣些悅,它未有机套完成肘奈款草案的常洪一一事央上,一些委員沒能有時同表明

其看法.他提洪,在才艮告見提出的句子中,位刪除
‘
充分

”
速一洞,因力委員套暫時

完全停止了遠方面的工作.

39 友卡弗里先生建洪,根告長提快的句子中
‘
充分常洪第 12至 28奈’

的措



洞庄改力
“
完成村第 12至 28奈的常快

’
.

4U 主席悅,如果沒有人反肘,他就汏力委員舍愿通避銓拫告員和表卡弗里

先生修正的第 16段 .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16段通道.

41 埃里克松先生悅,在盤袋常以根告之前,委員套位考慮一下幼短報告的
亦法.例如,沒有必要重新提出奈款草案案文.逐有,每一奈下面均有

‘
政府泙站

和意兄摘要
’
的杯題,速是不合道的,因力速似乎意味看委員舍在向大舍第六委員

舍的各代表因重复其政府肘委員套悅的活.

42 弗朗西斯先生婪同送一看法,只是他遜汏力,提清注意政府坪梵和意兄

可使填者想到忖梵的央豚情況。然而,如果只是力了縮短文件,那么速种做法是不

泣鼓肋的并位在今后避免.

43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員)悅 ,他的第二次扳告 (A/422和 Corr1和
Add1)主 要甜梵了政府坪淹和意兄,委員全村速一洪題的討站,正是在遠一基砒

上送行的.因此,重要的是使第六委員套了解遠些泙淹,特別報告長肘坪站的分析
以及委員套表送的意兄°因力第六委員舍的一些代表因些然合知道政府肘奈款草案
要悅的活,所 以,較何便的亦法似乎是只提及載有這些意兄的文件,但拫告草稿所

用的格式卸能使旗者粗略地了解所忖梵的各种鬥題.

44 友卡弗里先生悅,在‘
政府泙淹和意兄摘要

”
送一杯題后面的根告車稿各

段落,确 央是一种摘要,它 不是政府悅的活,而是特別報告長肘政府的坪淹的想
法.因此,他提以將林題改力:特別根告貝村政府泙淹和意兄的反泣

’
.

45 本努幼先生 (根告貝)悅,報告草稿所用的格式是地肘清楚的,不管怎
么說;修改它已絰大退了.今后,特別根告長和拫告見似可在套洪幵始吋确定一介
統一的格式.

46 在答复夌卡弗里先生時,他悅,提及速部分根告革稿的最准确的亦法,

不是特別投告員肘各回政府的坪梵和意兄的分析,而是委員舍村速一分析的討淹.

因此,最好的提法似乎是:“政府的坪淹和意兄
”

.

49 埃里克松先生悅,拫告的結构很好,但是,必需明确匡分委員套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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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拫告貝和政府悅的活.

48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他汏力,本可采用一介較筒要的格式:例 如,

朵款草案案文可并入腳注。透可不用杯題.因 而表明,全部案文來自發貝舍.重新

提及政府的坪淹是有益的,但也須表明,遠些坪淹只是委員套甜淹的同題,摘要只

是所要分析的各段的某种專言.因而可刪除棒題.

49.卡菜妥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有卄多亦法來圮迷委長全的甜梵,而 已采

用的亦法鉋非最坏的一种亦法.此种亦法能持材料充分列明.他人力不庄改交速一

种亦法,只是泣按羑卡弗里先生的建快肘柝題送行修改°

5U 主席悅,如果沒有人反肘,他就汏力委長合同意將下列措洞作力拫告第

六章各紊款草案的杯題:‘特別拫告貝肘政府的坪淹和意兄的反位
’
。

就遠祥決定.

第十七段

第 17段通避.

第 18段

51 羑卡弟里先生提以將英文本中第一句的造去吋怒改成逮去完成吋念,并

提洪在被告每次提到政府的坪梵吋作同梓的修改.

就速祥以定.

銍修正的第 18段通述°

第 18段之二

S2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在垓段末尾加上下列句子:‘有一位委員套遜提

出了一介文字性的建洪,以‘
一外固

’
取代

‘
一日

’,以
‘
法院地固

’
取代

‘
另一固

’
.’

銓修正的第 18段之二通道。

53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肘夫于第 18段的決定有重大的保留意凡.委長舍

汏政府的泙淹和意兄中得出的錯淹,是其在肘寺題進行申洪方面的材料.委貝套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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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注意迪隊利益同題并圓繞拫告編排格式同題午拭不下.組成第 18段的兩介句子

央狋上泣列入第 18段之二.

54 科′馬先生說,他螢同弟朗西斯先生的坪梵.一旦委員全接受了特別拫

告長的看法,它們就威力委長舍自已的看法了,肘特別根告長的意兄和委長舍的意

凡加以匡分是危險的.委員套在焚成特別根告長的看法吋,就給了他某种保伊.不

宜造成某种印象,例如,似乎特別根告長的意兄要比某介政府的意兄重要.

55 迪正新一因葄雷斯先生悅,他 同意弗朗西斯先生和科多馬先生的現魚.

特別根告長肘政府的坪梵友表的意兄,是在委員套的清求下形成的,些然是最重要

的,但是,委員套交給大套第六委員套的不是特別拫告長的拫告,它提交的是自已

的決定.委員合的拫告不位造成速一印象,即將特別報告長的意兄提交大套第六委

員套,清其根据固狋法委員舍委員的意兄甘淹.

56 本努納先生 (技告貝)悅,特別根告長力求冬可能透砌和准确地敘迷委

員舍的忖淹.既然委長套不愿用
“
特別披告長村政府泙淹和意兄的反位

〞
速一杯題,

那么,最好的亦法是刪除全部林題,因力柝題不是非有不可的.

57 巴哈納先生悅,位保留銓逍修正的杯題 (上文第 5U段 ).

58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員)說 ,他不反肘刪除杯題.

∞ 主席悅,如果沒有人反村,他就忕力委員合同意刪除第六章B市各介杯題.

就速祥決定.

第 19至 21段

第 19至 刉 段通避.

第” 段

∞  友卡弟里先生悅,(英 文本)第二句中的
“
consjtuents’ 一洞位改力

㎏onSt忙 uent parts” ,“ “)” 后面的逗咢和
tand”

垃改力分母.

就速祥洪定.

61 科多耳先生悅,他汏力,庄將第二句中的
‘
分离的固有財戶

”
速一說法置

于引咢中.



就速祥決定.

豋修正的第 22段通避.

第 23至 26段

第 23至 26段通造.

第” 段

62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快將第二句中的
‘
提及可以澳大利工回家豁免法第

3市作力有益的指專
’
改力

“
提到可以澳大利皿 《1985年外固回家豁免法》第 3市

作力有益的指專‵

銓修正的第 27段通道.

第 28段

63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炅)提快,第二句庄在
“.⋯∞的規定

’
后錯束.垓

句余下的部分則改力:“ 一位委員指出构成瑛邦回家的州⋯⋯因而現有的 (b9

〔二)項村其本身不道用,并表示他傾向于⋯⋯’
.

64 巴水甜戈夫先生悅,如果他理解正确的活,特別根告長的提坡是力了糾

正不准确之赴.在他在申洪速一同題時作的友言中,他螢成若干政府,包括澳大利

正政府的泙淹.夫于將与耿邦回家享有的豁免杈相同的杈力給予构成耿邦的所有各

州的理由,委長舍其他委員也扒力,盤于
‘國家

’
一洞的定叉,宜在第二奈中加入有

失奈款,以便确保肘构成耿邦回家的州的保伊,亦法是給予其回家地位.自 然,此

共同題可作力各耿邦回家的先法一种取能水解決,但村子象赤耿遠祥的目家,同題

就板力重要,因力它的加盟共和回在目狋舞台上友揮重要作用.

65 馬希馬先生悅,特別根告真提出的修改反而把法文案文的意思搞模糊

現在不再清楚是准建以修改 (bl〔二)項的措碎的.也并庄重新起草遠奈建

使英文和法文的意思更明确.

66 巴哈納先生悅,特別才艮告長提出的銓修正的第三句大故了,最好將它分

成兩部分,即 第一句句子在
“
現有的 (b)(二)項不道用

’之后結束,下一句以‘
因

�祡

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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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傾向于⋯⋯〞
幵始.

67 小木曾先生 (特別扱告五)悅 ,他可以接受巴哈納先生提出的再修正°

他指出,巴 水甜戈夫先生的立場反映在第二句的第一部分,垓部分洗
‘
一些委員支

持一今政府的建洪⋯⋯’.垓句第二部分反映了托穆沙特先生的看法,因此,他傾

向于特垓句分成兩句.

68 巴本甜戈夫先生悅,不妨表明,在保伊构成耿邦回家的各州同題上,一

些委員支持一介政府的建快.

69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長)提清大家注意第 28段第一句,垓句悅,汻

多委員都放力,新的第 2奈草案第 1款 (b9項 中的
‘回家

〞
一詞的定又,需加以透

仞的研究。力避免延長辦淹,他愿与秘爭赴一道研究巴本澍戈夫先生力澄清他的現

魚而想村段落所作的任何編輯上的修改°

7U 主席悅,如沒有人反肘,他就汏力委員合同意通道銓特別拫告長和巴哈

幼先生修正的第 28段 (上文第 63和 66段 ).

就遠祥決定.

瀣修正的第 28段通避。

第 29至 33段

第 29至 33段通避.

第34段

9●  史先生悅,庄在第三句的
‘
因力

’
后面加上t第二次世界大成后的

’
送几介

字,因力速几介字更确切地反映了他悅的活,也很重要.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34段通避.

第 35段

第 35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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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段

92 友卡弗里先生悅,第 36段主要釵迷反村特別報告長建洪的委長們的看

法,只有少數的几行才釵迷了那些強惆合同性演作力确定合同商ㄓ性辰的柝准最重

要的委長們的看法.因 此,泣持垓段分成兩部分.第二段粹在
‘
另一些委貝扒力,

⋯⋯性放杯准和目的柝准位垓得到同等的重視.’ 一句之后弄始,旗作:

“
另一些委員則紫持扒力性辰拉驗杯准 (或杯准)最重要,因力遠是一种

客視杯准.其中有一些委貝扒力,t目 的
’
林准只有在道用

‘
性廣

’
杯准元法明确

解釋合同性廣吋才能作力輔助、友揮作用.另 一些委員則汏力,目 的柝准元法

道用,因 而不能列入紊款草案.”

他想強惆,提 出送一修正的目的,是用兩介草赨的段落列明所表送的各种現羔.

73 巴水謝戈夫先生悅,只 要肘立的現魚,即扒力庄首先道用目的杯准的委

長的現羔也得到反映,他不反肘表送反肘目的杯准的委長的現羔的段落.他介人扒

力,庄特兩种林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74 小未曾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如果他沒圮錯的活,多 數委員曾同意他

＿ 的建洪,只是提出了一些修正或改造.如果有委貝想表明,他們反肘使用除合同的

目的杯准外的任何杯准,他很水意知道速一蕉.

95 本努幼先生 (拫告貝)悅 ,他汏力沒有人提快只考慮
“目的

”
柝准。

76.馬希馬先生悅,筒要混彔表明,哈索內先生曾提洪特目的杯准作力唯一

柝准.

77.巴休甜戈夫先生悅,亦耿的理梵板力重視“目的
”
杯准,但他自已曾方

明,他熒成將兩种杯准置于同等地位.委見套一些委員也持速种看法.

78 主席悅,送恰恰是第 36段第一句中的解釋,垓句林,載有特別根告貝

建洪的新的第2奈草案第3款得到一些委長的支持.

79 友卡弟里先生提洪用
“
才庄

”
代替最后一行末尾的

“
才能

’
.

就遠梓決定。

8。  主席洗,如元昇洪,他就汏力委員合同意通道銓避友卡弗里先生修正的

第36段 (上文第7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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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速祥決定 .

豋修正的第 36段通避.

第37和 38段

第 37和 38段通避.

第 39段

81 小木曾先生 (特別披告貝)悅 ,在第一句末尾的
“(b)’ 和

“(三 )’ 些中

插入‘(二)和
”
的字祥.

絰修正的第 39段通避.

第4U和 41段

第 4U和 41段通避.

第42段

82 羑卡弗里先生悅,第 42段涉及兩介不相連的同題,因 此,最好特其分

成兩部分.第 2段在
‘
他提出,速介同題泣交起草委員舍赴理

’
速句之后幵始.

銍修正的第 42段通避.

第43段至 S● 段

第43段至 S● 段通避.

第 52和 53段

83 本努納先生 (根告長)洗 ,草案中的杯題已刪除,因 此,第 53段不再

有必要了,可粹其內容并入第 52段 .

84 科多馬先生焚同送一建洪并珣同,具体說明支持提到的政府意兄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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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目,是否違反委貝舍慣例.

85 主席悅,遜是說
‘
一些委長

”
力好.他建洪垓句加在第 52段的末尾,以

“
上迷兩介政府的意兄

’
錯束.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52和 53段通生.

第 54段

第 54段通逮.

第 55段

86 友卡弗里先生建洪,根据委員全慣例,第一句中的
“
未來公的

’
泣改力

“
奈

款草案
’或

“
草案‵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55段通逍。

第 56段和 57段

第 56和 57段通道。

第 58段

87 友卡弗里先生提洪,第一句中的
“公釣草案

’
一洞也庄改力

“
紊款草案

’
或

‘
草案

’
.

就速群決定.

銍修正的第 58段通道。

第m段

第 59段通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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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U段

88 馬希馬先生提洪特垓段最后一句改力:‘一位委員逐指出,將速一短活解

釋力只是指有限豁免理梵,速是成同題的,因力一般回狋法規Jll仍 然在大部分回家

中央施,而送些規則主要是反映銫肘回家豁免理梵°’

就遠祥決定.

瀣修正的第 6U段通避.

第 69段

第 61段通避.

第62段

89 托穆沙特先生提以將第二句的第一部分改力:‘ 一位委員指出,保留的法

律效果是限定一目按奈釣規定本套承裡的火夯
’

.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62段通道。

第63至 68段

第 63至 68段通避。

第∞ 段

9U.友卡弗里先生提洪
“
要求

’
一洞改力

“
效果

”
.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69段通避.

第7U至 73段

第7U至 73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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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段

91.友卡弗里先生提洪將第一句中的
‘不可抗力

’
改力

‘
情勢不交

’
.

銓修正的第94段通逮.

第75至 79段

第 75至 79段通避.

第8U段

92 巴本謝戈夫先生悅,他汏力,他記得曾听到造速一主張,即 ,一日代表

可如第 9奈第 3款所示在另一目的法院出庭作怔,同 時,也可在出庭吋履行其領

事〤夯。他想听一下特別根告長肘遠一同題的意凡.

93 主席悅,确 央,送一同題曾在一次忖淹中得到常洪,速一討梵情況可在

第81段 中加以”幼.他建洪巴本甜戈夫先生力此給他一介中面建洪 .

第 8U段通避。

下午 1吋散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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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38次套以

1989年 7月 14日 星期五下午 3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巴 哈納先生、B,L西先生、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巴水沃薛先生、巴示甜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鋪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网 芛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籬德斯先
生、科多馬先生、馬希与先生、菱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斯里尼瓦伊 .拉奧先
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庫幼斯先生、塞普示籬迷 .古鈇雷斯先
生、史先生、奈拉里 .困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固豚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屆舍洪工作根告草稿 (絞 )

第六章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裝
) (A/CN4/L439和 Add1和 2)

B 本屆套洪常洪速介寺題的情況 (鎮)(A/cN4/L439和 Add1和 2)

第81-87段 (A/CN4/L439)

第81段

1 巴你甜戈夫先生提坡在第 81段末尾增加如下一句活:‘遜有人表示新的第
3款也位包括履行領事取能夫系.”新的第 3款仗考慮到了領事作力怔人必須在另一
日法庭出庭的情況,其豚上,領事常常被要求參加法律坼忪 (不是作力近人)以便

履行其取能.

銍修正的第 81段遇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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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至 87段

第 82至 87段通避.

第 88至 167段 (A/CN,4/C439ˊ Add1)

第 88至 92段

第 88至 92段通道.

第 93段

2 本努納先生 (才艮告貝)提洪,銓造一些道些的文字性琱整,第 93段泣垓

移到其緊靠第 1UU段的适些位置,因力它涉及第 11奈之二草案。

就送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93段通道.

第 94至 99段

第 94至 99段通避。

第 1UU段

3 巴哈納先生提快在第 1UU段末尾加上如下一句活:‘一位委員建以在草另

的杯題下赴理不享有回家豁免的回家企ㄓ同題
’

.

就送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1UU段通道.

第 1。 1段

4 本努納先生 (拫告長)提洪刪除第一句中
‘
回家

”
之前的

‘
主杈

”
一洞.垓形

容洞沒有必要,因力所有回家都是主根目家.

就速祥洪定°



5 弟朗西斯先生悅,他愿提以重新似汀第二句,以便澄清他夫于友展中回家
之所悅的含火.他愿串面提交其提坡.

6 主席悅,委長舍特在下次舍快上重新似汀第 1。1段 .

第 1U2段

第 1。 2段通避.

第 1U3段

7 巴水謝戈夫先生提坡修正第 1U3段首句,以便消除俄文文本中的
“
新的

’

一洞,垓詞修佈了第 11奈之二草案的措洞.在英文文本中,速一交化是用
‘
案文

”

取代
‘
修改案文

’
。他所建洪的、出現在第 1U3段中的夫于第 11奈之二的措洞,并

非另一委員在第 1U2段中提出的提以的修改或修正.速是另一介提以°

巴水甜戈夫先生的修正案通道.

笙修正的第 1U3段通道。

第 1U4至 1U6段

第 1U4至 1U6段通避.

8 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悅,他想提出一項程序性的建洪,即 刪去栽于共
35頁 涉及討梵第 12至 28荼的文件 A/cN4ˊ L439/Add1和 2中 的報告草稿

第六章的余下部分。但是,速种忖淹未作最后錯梵,委員們商定委員套特在下次舍

以上重新似汀送些奈款.委員舍位特第六章限于敘迷肘第 1至 11奈的辦淹。可以

增加一荼腳注說明曾就第 12至 28荼交換了意兄.

9 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他強烈反肘上述建洪.委員套已銓洋知討站

了第 12至 28奈 ,第六章位垓切央地反映夫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寺題的以

事活劫.沒有任何正些理由刪去討淹中的任何部分.

1U 主席悅,整于有人提出了反肘意兄,委員套將盤妓其村第六章的常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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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U7至 1U9段

第 1U7至 1U9段通避.

第 11U段

I●  本努納先生 〔根告長)指 出第 11U段的第二句涉及兩介不同的同題.因

而他提坡特其分力兩句,第二句超首力
‘
缺少司法判決或回家央跩的址据⋯⋯’.連

洞
‘
和
’
些然刪除。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11U段通避.

第 111段

第 1n● 段通避.

笫 112段

12 友卡弗里先生提以,作力一項文字性改送 ,“速一內容
”
座改力

“
遠一奈

件↖

就遠祥以定.

絰修正的第 112段通道.

第 113段

13 友卡弗里先生提洪,在最后一句中,“ c。 ncernedw∥ hthede〡 ejon’速些

活有些模糊,庄代之以先oncernedaboutthede｜ euUn” .

就速祥決定.

14 本努幼先生 (才艮告長)提出,銃一英文中所用各种措洞的同題,大多是

由于翻烽法悟
‘pu心sancepub〡 〡que’ 的困堆.他肘第 113段法文文本提出了建以的

一种措洞,它特悅清楚速一魚.

15 巴你沃伊先生強琱悅,第 13段西班牙文本十分清楚.同 題是筑一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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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用措詞,速并不影晌任何其他文本.

16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就汏力本委員合同意在必要吋使第 13段法

文文本与第 113段的西班牙文本相一致.

就遠祥決定.

生修正的第 113段通道.

第 114段

17 托穆沙特先生在小木曾先生 (特別擬告長)支持下,提以在最后一句用
‘
歐洲共同体委員套

〞
取代

‘
歐共体

”
的縮弓.逐有,在第二句中的

“
芳工法

”
和

‘
保伊

”

兩洞之同位垓加上“
親
”
一字.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114段通道.

第●●5段

18 袁卡弗里先生提決刪除
“
因在法院地回領土上友生的、9J因 于外目的作力

或不作力
’
速段活.

就速祥決定.

生修正的第 115段通道。

第 116段

第 116段通避。

第 )● 9和 118段

19 本努幼先生 (根告員)指 出,第 116段第三句淡到
‘
目豚公法

’.因 而在

第 117段最后一句和第 118段第

一

句
“
目除法”

庄改力
‘
回豚公法

’
.

2U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也忤可以更筒草地通迂刪除第 116段“
目

隊公法
”
之中的

“
公

”
字來央現統一速三段措洞的目的.

21 主席建坡,第 117段最后一句
‘
目豚法

”
泣代之以

“
回家責任

’,垓句的其

——6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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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部分位予刪除.

22 在垤逮由H9L西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巴哈納先生

和本努納先生參加的村淹之后,主席建洪第 117和第 118段位垓不如改劫予以通

避.

就遠祥決定.

第 117和 118段通避.

第 119段

第 119段通避°

第 12U段

23 友卡弗里先生提洪在第一句的末尾用
“
c° mmand” 取代

“
s。〡icu,以及在

第二句末尾的
‘
事故”之前加上“

交通
”
一洞.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12U段通造.

第 121段

24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洪,法文文本中最后一句末尾的
‘｜esactes

sUuverains” 座代之以
“〡esactesdepu心 Sancepub︳ ique” °

就送祥決定.

銍修正的第 121段通道.

第 122段

第η” 段通避.

第 123段

25 友卡弗里先生提以垓段位全部用未反映支持保留第 13奈的那些委長的

現魚.第一的措洞庄稍作修改,并庄增加一介新句子.則垓段如下:



“
其他委員支持保留第13奈 .他們指出,速种性辰的爭以并不罕兄,

并汏力孩規定是保抻介人受害者的必要保障.他們汏力,央豚上,外交保

伊并不是一介可行的替代亦法.’

以
‘
另有一些委員

’
幵共的第 123段剩下的一句垃垓列入一介草狂的段落.

就速釋決定 .

絰修正的第 123段通避.

第 124段

第 124段通逍.

第 125段

26 本努納先生 (根告長)悅 ,法文文本中的第二句庄些与英文文本一致 ,

即刪除ㄅ
’
和用 enfa治 aner台 f爸 rence’取代%nyrenvoyant‵

27 主席肘馬希南先生的意兄作出了反垃,他建坡刪除第二句中
“
一大批奈釣

法
’
遠一措洞,代之以

“
奈約法規定

”
.

就速祥以定.

絰修正的第 125段通逍.

第 126段

28 托穆沙特先生提洪,垓段在
“
杯准

’
之后座些分力兩句.第二句起首力:

‘
元淹如何气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126段通迂.

第 127至第 129段

第 127至第 129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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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U段

29 埃里克松先生洗最后一句中的
‘三”

庄代之以
‘四

”
.

就送祥洪定.

絰修正的第 13U段通道.

第 131至 138段

第 131至 138段通避.

第 138段之二

3U 羑卡弗里先生悅,在第三句中
“:s位代之以

“
was” ,第 四句中位代之以

‘
were’ .

就送祥決定°

31 卡菜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建洪刪除第一句中
“
可是

”
一洞.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138段之二通道.

第 139段

32 史先生悅第 139段并未充分反映本委員套中所表送的所有現魚.因而他

提洪在垓段末尾加上下列新的一句:“一位委員扒力,垓奈庄完全刪去,因力它有韻

于主根和目家同主杈平等原則.”

33 巴哈納先生悅,如果通迪史先生的修正案,則 ‘
冬管另一些委長怀疑其必

要性
”
就成多奈,可予刪除.

34 友卡弗里先生悅后一句活庄些保留,因 力它區分了那些汏力第 16奈并

不特別必要的那些委長的立切和強烈反肘垓奈的史先生的立切.如保留那些活,史

先生的修正案幵始位力
“
按一位委員的意見

’
送几今字.

銍友卡弗里先生修改的史先生的修正案通道。

銍修正的第 139段通道.



第14U至 142段

第 14U至 142段通避.

第 143段

35 小木曾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 ,垓段最后一句
“︳namo了egenera︳ ｜an＿

guage’ 虛取代
‘
in m。 regenera｜ term s’ .

絰修正的第 143段通道.

第 144段

第 144段通避.

第 145段

36 巴哈納先生提以第二句中的
“
用于商╨和政府

’
遠些洞垃些代之以

‘
不仗用

于商並而且用于政府
方
。他夫切的是改迸措洞,而不是改交垓段的內容.

37 馬希馬先生悅,正如特別根告長初步拫告中所逑,垓句反映了一介特定

政府的立切,因 而位維持原來的文字.

38 在絰避有本努鈉先生 (寺艮告貝〕、凱西先生、巴水謝戈夫先生、埃里克松

先生、科特敕水先生 (委 員套秘串)、 羑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 (特別報告長)

和托穆沙特先生參加的何短封淹之后,主席建快第 145段位維持原來起草的文

字.

就速祥決定.

第 145段通避.

第 146段

39 本努幼先生 〔根告貝)悅 ,最后一句中
‘
使友送回家和其他友展中回家的

私人不愿用速种船舶汏事商ㄓ
〞
速些措洞不大清楚.最好說:‘

...⋯利用送些船只提

供的商ㄓ服夯
”
或4⋯”与速些船只友生商╨夫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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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U 小木曾先生 〔特別擬告長)悅 ,需要表迭的思想是,送可能使友展中目

家和友迷回家的私人不愿使用此种船只八事商╨.如法文本不清楚,位垓冬力使其

与英文本一致.

●● 主席建以刷除討淹的短浯中昱得多奈的
‘
其他

’二字.

42 本努納先生 (根告貝)悅 ,“友送回家和其他友展中回家
’
遠整介短悟是多

奈的,位予刪除.

43 馬希南先生悅他樊成根告長的提洪,用 ‘
八事商╨

’
取代

‘
用以杕事商

ㄓ
”

.

44 斯里尼瓦非 .拉奧先生悅,垓想法是,即使在友展中回家也有一些私人

可能涉及某种哭型的商╨夫系,不謀求豁免可能符合他們的利益.

45 小木曾先生 (特別寺艮告見)悅 ,他想表送的意兄在第 146段 中十分直接

了些:有人表示,回家銓當商╨服簽的船只有助于友展中回家的友展.但他自已的

意凡是,友展中回家的私人也汻不改迎速美活功:因而此美╨秀不一定有助于友展

中回家的友展.他主救孩段文本不做改功.

46 凱西先生說特別根告貝銫肘正确°那些堅持在第 18奈案文中加上叫�政

府性
”
一洞的委貝速祥做是出于他們肘保伊友展中回家利益的夫切.特別拫告貝汏

力庄些刪去η├政府性
’
一泀;否則,友展中回家的利益不一定能姼得到保伊。些私

人看到用于非政府性公共服夯的固有船肩白主張豁免,他們可能不愿利用此种船舶的

服奔。他同意第 146段的案文位保持不功,琴管他同拫告長一祥扒力,“杕事商ㄓ
”

速些措洞不得体:“服夯
”
一洞也忤位代之以

“
事夯

”
.

47 卡菜夢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他同意
‘
用速种船舶杕事商ㄓ

’
不太清楚.也

許垃代之以呀甘用此种船舶的服夯I

48 小木曾先生 (特別拫告貝)指 出第 18奈的杯題及其第 1和 4款中使用

了相同的提法.因 而遠大概相些容易理解.

49 凱西先生悅,然而,在汏事商ㄓ的船舶和私人利用船舶林事商╨之同是

有匡別的.也中將有夫措洞代之以
“
使用送种船舶

”
較力恰些。

5U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可以螢同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和凱西先生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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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主席悅,如元人反肘,他就扒力本委員合同意用
“
使用速种船舶

’
取代第

146段結尾的
“
用速种船舶杕事商╨

’
.

就速祥決定.

52 埃里克松先生悅,力 了更加清楚,第 146段庄垓包括夫于垓青題的特別
根告長第二次拫告 〔A/CN4/422和 Add1,第 25段〕中的措洞.垓段的最后

一句可在
‘
友展中回家的利益

’
之后結束.垓句的余下部分,包括已銓作出的修正及

他現在提洪的措洞力新的一句所取代,垓句如下:‘他汏力,如果速些目家村船舶的
塑菅及其所載貨物的坼忪要求概不久黃,友迷回家和友展中目家的私人可能不愿使

用遠种船舶
〞
。

53 小木曾先生 〔特別拫告見)悅 ,力 了不延次辦梵,他 同意垓修正某.

埃里克松先生的修正案通避。

絰修正的第 146段通避.

第 147至 149段

第 147至 149段通避.

第 15U段

54 馬希与先生提以,第一句垃改力
“
在委員舍封梵速一昔題吋,汻多委員支

持特別拫告長夫于ml(去 第 1和 第 4款 中的
‘
非政府性

’
一洞的建洪,但有些委員持

相反意兄
’

.

55 巴水毋戈夫先生悅,不大可能象第一句那祥悅
“
所有

’
委員:他 自已就根

本未在垓以題的討站中友言.

56 友卡弟里先生提洪,力 了照厥巴本甜戈夫先生的意兄,垓句第一部分位

力:‘在委員套討淹遠一寺題吋,淡到送介同題的忤多委貝都同意⋯⋯”
.

生羑卡弟里先生修正的馬希与先生的修正案通避.

57 主席以委員套委員身分友言,他提以在第 15。 段末尾增加下列措洞:“另

一位委員強凋悅,第 18奈提出的向題美似新的第 2奈草案夫于
‘
回家

’
一洞的定火

的同題,以及第 11奈之二草案夫于
‘
分高的回家財戶

’
的向題.同題不在于确保抈



有很大回家財戶部ㄇ的回家取得有利地位,而在于保伊送些目家不受歧視
’

.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15U段通避.

第 151段

58 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提決,根据夌卡弗里先生91第 15U段 的提洪,

位在垓段句首的
‘
委員們

’
之前加上

‘
就此同題友言的

’
几介字.

59 本努納先生 (寺艮告貝)悅他伏力送些字沒有必要,如不斷重复套使案文

累整.元淹如何,本才艮告草稿第六章一幵始就洗并非所有委長都有机套就此洪題友

言.遠句活暗示它仗反映了那些友言的委真的意兄.

6U 主席悅,在送祥故的一份根告中,旗者可能雅以确切回llL幵共排了些什

么.逐有,冬管在某些具体同題上迷成了一致,但是澄清此种一致只是在那些央隊

參加辦稔的委見之同送成的是可取的.因此,力 了避免任何淏解,他建洪采取卡菜

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的建以..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151段通遊.

第 152至 ●S6段

第 152至 156段通避.

第 157和 158段

61 友卡弗里先生指出,出現在第 157段第二句和第 158段第一句和第二句

的
“
武斷

”
庄力

‘
仲裁﹁

就遠祥決定.

豋修正的第 157和 158段通道.

第159至 167段

第 159至 167段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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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8至 198段 (A/CN4/L439ˊ Add2)

第 168段

第 168段通避°

第169段

62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第三句中的
“｜ntendeduse”庄改力

‘
in＿

tendedforuse” 。

63 埃里克松先生提洪刪除第二句中的
“
只有

’
一洞.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169段通避。

第 19U至 17U段之三

第 17U至 17U段之三通避。

第●91段

第 191段通遊。

第 i92段

64 本努納先生 (投告長)提洪,力 了更精确的表送就垓以題的材淹,最后

一句座改力:‘有些委員提洪以
‘
物叔

’
概念取代

‘
法律保伊的利益

’
概念,根据巴塞多

那屯卒公司案的判決,速兩者是相同的
’

.

就速祥決定.

銍修正的第 172段通避.

第 173和 第 174段

第 173和 第 174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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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段

65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第一句中的
‘
第 21奈,尤其是其中的(a)

項,大大限制了
’
位修改力

‘
第 21奈位洋幼說明

’
.

銓修正的第 195段通道.

第η6段

第 176段通逮.

第●97段

66 主席提洪刪除第 177段 .

就遠祥決定。

第●98段

第 178段通避.

下午 6時散舍 .

第 2139次套以

1989年 7月 17日 星期一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H9L西先生、阿〨焦 .害伊斯先生、巴本沃茫先生、巴你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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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馬希馬先生、友卡弟里

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茫 .拉奧先生、拉扎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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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庫夠斯先生、塞普本維送 .古缺雷斯先生、史先生、
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因隊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屆舍洪工作根告草稿 (袋 )

第六章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致完〕(A/CN4/L439和 Add1和 2)

B 本屆套洪常快速介寺題的情況 (鎮完)(A/cN4/L439和 Add1和 2)

第 1U1段 (袋完)(A↙ CN4/L439/Add1)

1 弗朗西斯先生悅,第 1U1段第二句本來是要圮最他本人和恩詹加先生的

意兄.他提以,如果后者同意,可改力如下案文:

‘
其他一些委員人力,速种免除肘友展中回家也是重要的.村此,有人

悅,曾友生避多次速祥的案例,即就一介按其本目法力執行其取能具有草猶分

別的法律地位的回家企╨所汀的商╨合同,肘一介回家提起司法泝蚣°送些委

員汏力,起坼泣限于村速些企並起坼,速不仗是基于法律原則,也是考慮到友
展中回家的絰渀能力有限,而某些其他回家的坼忪費用非常之高.〞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1U1段通避。

第 175段 (致)(A/cN4/L439/Add2)

2 史先生重提特別根告貝于前一次舍以 (第 65段)作 出修正的第 195段°

他建以,力 了更忠其地反映他自已排的夫于第 21奈的活,庄肘第一句迸一步修正

如下:‘有一位委員汏力,第 21奈座垓大致上按照 1972年 《夫于回家豁免的歐洲

公釣》第 23奈明确用途財戶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原則,并將本草案第 22奈

的一些內容包括迸去
”

.

就速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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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9至 刉 1段 (A/CN4/L439/Add2)

第 ●99段

銓更正的第 179段通避.

第 18U至 186段

第 18U至 186段通避.

第 187段

3 史先生提以,力 更准确地反映村淹的情況,庄在下面的句子末尾加上以下

洞悟
“
有的委員贊成刪去.”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187段通道.

第 188和 189段

第 188和 189段通道.

第 19U段

4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第二句
‘
他悅

”
的字祥庄刪除.

銓修正的第 19。 段通道.

第 191段

第 191段通逮.

第 192段

5 友卡弗里先生建洪,第一句
“
他的建洪

方
位改力

“
垓建洪气 第二句中

“
第 3

款
”
前的ㄅ口’字立刪去.

就遠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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絰修正的第 192段通避.

第 193段

第 193段通避.

第 )g4段

6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洪,第一句中的詞悟
“正些程序

’
位改力

“
道些

送送文件程序
”

.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194段通避.

第 195段

第 195段通避.

第 196段

7 友卡弗里先生指出,在正常情況下,在坼松文串按正規形式送送時即推定

文中已送送,因此建洪將第二句
“
送迖文件

”
前的

“
适些

’二字刪去.

絰修正的第 196段通避.

第 Ig7段

8 主席在与羑卡弗里先生和凱西先生交換意兄后建洪,將‘
他們也曾提快作

速种修改
”
代之以

‘
象他們曾作的那祥

’
.

絰修正的第 197段通逍。

第 198至 2U3段

第 198至 2U3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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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U4段

9 友卡弟里先生同第二句的目的是什么?是反映那些
“
肘重汀的

’
第 27紊第

2款‘
提出廣疑

’
的委員以外的委見所做的坪站喝?

1U 小木曾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 ,速一句的目的是肘提出的廣疑送行解

釋.力 了更加明确,他建快刪除
‘
都
’
速介洞.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2U4段通述。

第 2U5和 2U6段

第 2U5和 2U6段通道.

第 2U7段

11.本努納先生指出,第三句概述了他的意几.他建以,垓句的最后部分座

修正如下:‘本目法院必須听汏政府的指示以便遵守肘等原則
′

.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2U7段通道.

第 2U8段

第 2U8段通道。

第 2U9段之前的小杯題

第 2U9段之前的小杯題通道.

第 2U9段

12 主席建以刪除
“
通避

”二字,因 力如果黍款草案和有失附件沒有甘淹,昱

然不可能通述°

就遠祥洪定。

——7U4—
—



篷修正的第 2U9段通避.

13 主席悅,秘中赴將确保根告中所栽朱款草案夫于解決爭端的第六部分及

附件的案文正确元淏.

第刉U段

14 主席指出委員套兩位委員淡到垓提案,建坡粹
‘
洋幼’

一洞八第一句中刪

除.

就送祥決定。

銍修正的第 21。 段通避.

15 本努納先生 (寺艮告員)悅,有夫解決爭端的奈款是庄构成奈款草案的一

部分,逐是成力草狘的任摔決定串,或者速一事項是否位垓留待外交套洪忖淹,速

些同題最好征淘大套的意兄.

16 主席与恩詹加先生、卡菜多 .男德里格斯先生、巴你沃茫先生、弗朗西

斯先生、巴水謝戈夫先生、袁卡弟里先生、雅科籬德斯先生和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

告長)交換意兄之后建決,位在第 2.● 段末尾加上以下一句:‘在迸一步村梵速一

同題之前,大套如能指出它的傾向,肘委員舍特是有益的.’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211段通道.

銓修正的 B市通道。

銓修正的拫告草稿第六章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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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隊責任

(A/CN4/L438)

A 早言

第 1至 4段

第 1至 4段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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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屆套洪常以送介寺題的情況

第5至 7段

第 5至 9段通避.

第8段

19 友卡弗里先生肘倒數第二句兩次使用
‘
領域

’
一洞是否合道表示怀疑,他

日下一句中出現的
‘
同題

’
是否要好一些.

18 巴水沃#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在第一种情況下,‘ 同題
’
一洞确央是可

取的,但在第二种情況下,‘領域
”
一同位垓保留,因力它林明的是回家管轄之外的

區域.

19 主席悅,如元昇快,他就汏力委員套同意特倒數第二句幵共的
“
領域

”
改

力
‘
同題

’
.

就速祥洪定.

銓修正的第8段通避.

第9段

2U 巴水蝌戈夫先生悅,第二句中:“強烈地支持
”
的洞悟沒有反映委員舍和大

套第六委員舍村梵的情況,許多回家一一包括他代表的荓耿一一在送些忖淹中都持

相反的現羔.他特在甘淹根告草稿第五章吋重提送一同題.

第 9段通道.

第 1U至 12段

第 1U至 12段通避.

第 13段

21 巴本沃蘚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力 了更准确,在第二句
“
活功

’
一月之

后庄加上
“
褚如

’
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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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修正的第 13段通道.

第 14段

第 14段適避.

第 15段

22 耳希馬先生和本努幼先生91‘︳怕biⅡ tv’ 和
‘
respons︳ bi︳ itv’ 兩洞概念的法文

竫文不滿意.

23 友卡弗里先生快力,第二句中
‘
因果大系黃任

”
一洞含〤不清楚.

24 巴本榭戈夫先生洗,俄文文本也同祥不清楚.

25 主席提洪,在花吋同思考和磋商之后,委員套再常以送些浯文同題.

就遠祥決定.

第 16和 19段

第 16和 19段通避。

第 18段

26 友卡弗里先生建洪,第 四句
t事

項
”
一洞庄力

‘主題事項
”.以下兩句位修

正力
“
ba｜ anceUf︳ nterests” ,因力复數比草數更力准确.

就速祥決定.

29.最后,本段結尾一句不清楚,分辨不出
‘
受技害影晌

’
的是

“
各些事回

〞
逐

是呀甘益平衡气

28 比斯利先生建以,力消除意火上的不明确,位刪除最后一句中
‘
受韻害影

晌的
’
的字句.

銍修正的第 18段通道.

第●g段

第 19段通避.

——7U9-



第 2U段

29 巴水沃非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第一句幵共位加以修正,以說明合作

原則是各固久有的程序性火夯的
“
基砧之一

’
.

銓修正的第 2U段通道.

第21至 26段

第 2I至 26段通避.

第29段

3U 巴示沃祥先生 (特別根告長)洗,力使倒數第二句更力准确,庄持ㄅ口元 ‵

此項制度
〞加在︴淡判頡害賠儅事宜

”之前.

銍修正的第27段通避。

第 28至 31段

第 28至 31段通道.

第 32段

31 巴本謝戈夫先生注意到根告仄第 32段幵始的送一部分杯題力
‘
村第 1至

第 9奈的坪淹
”.他悅,由于委見套已就速些恭款真正交換了意兄,‘坪淹

’
一詞不

合道.

32 本努納先生 (技告貝)悅,特別拫告貝和委長合根告貝村報告各章市的

患体錯构沒有作出決定,他 已村此表示遺憾.夫于所用的柝題和小杯題,委長舍确

央已決定將其汏根告的第六章 B市 中刪除,但在目前情況下,它們肘理解案文似

乎是不可缺少的.

33 主席在有埃里克松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和巴水沃≠先生 (特別根告見)

參加的忖淹之后建洪手艮告草稿第五章錯构修正如下:第 7段前加一杯題
‘1特別拫

告長介紹第五次扳告t第 32段之前加一杯題ㄅ 委長套村第 1至 9奈草案的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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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34.巴 水沃葄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第 32段第二句位在
‘
造成板害的活

功
’
之后加上‘

或戶生造成抽字危險的活功
’

.

篷修正的第 32段通避.

第33段

35 巴本甜戈夫先生指出,第 四句林,速一寺題的題目‘
并未提及

‘
合法’

或
‘
不合法

’
行力,而只是林

‘
目隊法不加禁止的

’
行力

’.特別拫告貝似乎在回答一介

沒有同到的同題,或抱有某种現魚,而不圮載不同意速一現羔的委員套委員的意

見.他本人一貫扒力,凡不被禁止的都是得到
‘
核准

”
的,“合法

’
和

‘
不合法”

在本上

下文中不相夫。因此,他建洪,垓句中所表迷的想法位刪除,或者委員舍其他委員

支持的意兄也庄予說明.

36 巴本沃薜先生 (特別根告貝)指出,第 33段不是反映特別報告長的意

兄,只反映了委員舍一些委長的意兄.在前一屆套快上提出避相反的意兄,似 乎很

堆將其圮彔在委員套第四十一屆舍洪的披告中.

37 比斯利先生悅,巴 本謝戈夫先生引用的活句概括他本人在討淹中悅的

活.如果在委長舍結束常坡拫告第五章吋,巴水蝌戈夫先生汏力,其工作的摘要不

平衡,他愿意重新考慮遠一句,甚至特其刪除.

38 巴都謝戈夫先生悅,他村所做解釋表示滿意,不合要求肘第 33段在速

方面迸行修正.

39 然而,他肘第七句中的形容洞
“
折哀

’
表示怀疑.似乎不宜悅委員舍

‘
在尋

求其工作的先例方面逐須有折衷
”,因力速持与其通常的工作方法不一致.

4U 比斯利先生建洪,以 “
炅活性

’
取代

‘
折衷

’
.

41 友卡弗里先生指出j在第 33段及其以下段落中吋杰順序有些不規則.

42 主席悅,秘半赴粹在遠方面91案文送行修汀.

篷修正的第 33段通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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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段

第 34段通逮.

第 SS段

43 巴水謝戈夫先生建洪,第二句庄由如下來文取代:‘有一位委貝汏力,援

引有逃摔地杕日內法院介別判決中摘取的美似原Jll并不患是有理由的,因 力固內法

院的判決和固內法并不是目豚法的淵源‵

44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悅,他肘垓案文是否充分地表送巴水甜戈夫先生的

意兄表示怀疑,因 力他已否汏有可能通避与固內法美比的方式戶生出目豚法的原

Rl1.

45 巴你甜戈夫先生悅,“美似
”
一洞可以刪除。

巴水毋戈夫先生的修正案通避.

銓修正的第 35段通道.

第 36段

46 巴水謝戈夫先生悅,他肘第五句中
“
可以某一方式似定紊款使之道合于作

力一項剩余各用性公夠
’
速一洞句是否准确表送忖梵的意兄表示怀疑,因力委員舍

有几位委員希望有一介清草列出泰款道用的各項活劫.因 此,他建洪加上以下一

句,以概逑他所悅的夫干活功清草的活:‘委員舍另一位委長悅,沒有任何委貝能姼

指出哪一种不合有風險的活劫可成力被伏力是唯一責任來源的跨界敬害的原因.’

49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不知道肘垓修正中
‘
被扒力是唯一責任來源

’
送一洞

活垓如何理解.

48.巴 冬甜戈夫先生悅,按照二元方法,責任被快力或者是來自涉有危險的

活功,或者是未來自沒有明昱危險的活助;但是有堆能犖例說明星沒有內在危險但

卸可造成板害的活助?

49 巴水沃薛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巴水謝戈夫先生的現羔已在第 41段

中有所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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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U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想巴水甜戈夫先生提出的修正案座道用于第 41

段.

S●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委員舍一位委長提出建以,以便把他表迷

的意兄栽于委員套根告中,遠不庄垓引起忖站 .

52 巴水甜戈夫先生洗,他不反肘把他建快的悟句加在第 41段 內,而不加

在第 36段內;他之所以提出与第 36段有夫的事項,只是因力那里提到各項活功

的清草.

53 主席悅,委員舍持在申洪第 41段吋重新討梵巴水瑚戈夫先生的建洪.

54 他建以,在第 36段第 8句 中
‘
另一位委員

’
的字祥位改力

‘
其他委貝

’
.

就速祥決定 .

銓修正的第 36段通遊.

第 37段

55 巴水蝌戈夫先生悅,第一句摘要的意兄确央是他表迷的,但是他是八另

一現魚表迷的.他汏力,不 同种美的責任不可互換:把速些責任混淆在一起就是肘

速一寺題的研究采用二元主〤的方法.

56 比斯利先生悅,他承放很堆特委貝舍委員的意兄全部載入根告,但又朴

充悅,在現險段,最好提出具体建以.

59 巴水沃非先生 (特別根告貝)指出,巴水甜戈夫先生提出辰疑的浯句事

央上反映了錫正姆先生的意兄.他建洪,‘某一委員汏力
’
的字梓位改力

‘
委員套有兩

位委員汏力
’

.

58 巴水甜戈夫先生与本努納先生 (報告長〕、友卡弗里先生和巴本沃薛先生

(特別報告見)交換意兄后建洪加入以下一句:‘根据委員舍一位委員的意兄,不 同

种美的黃任不能合井在一起,遺憾的是,二元主〤的方法特早致送祥的結果
’

.

59 比新利先生悅他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意兄,即 可以有兩种旡避錯責任的基

砧,速兩种基袖可反映在同一案文中.如果平衡的、公正的報告草稿因力要載有他

必須遺憾地林力少數人現羔的意兄而要增汀或修正,放而肘其提出辰疑,他將不得

采取所需要的行劫,恢复平衡,甚至在必要吋重新展幵辦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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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U 主席悅,他理解,根据巴本甜戈夫先生的意兄,委長舍的立切可能套引

起混亂.可是,第 37段倒數第二句不是已銓反映了速一袒心喝?他清委長套在下

一次套洪上重新中洪第 37段 .

下午 1吋零 5分散套.

第 214。 次舍以

1989年 7月 17日 星期一下午 3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魯伊斯先生、巴你沃莽先生、巴休甜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鈉先生、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

弗朗西斯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馬希与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

拉克先生、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塞普本堆送 :古鈇雷斯

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圈德拉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固怀法委長合第四十一屆舍快工作拫告草稿 (袋 )

第五幸 夫于固肝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擷害性后果的固隊責任 (鎮
)

fA/CN4ˊ L438)

B 本屆全快常洪遠介昔題的情況 (絞完)

第 15段 (鎮完)

1 本努納先生 (根 告長)回 厥 了前一次合洪就法文
‘
responsab〡｜Ⅱe

indirecte” 和英文
‘
causa!︳ iab｜︳︳tV’ 的使用提出的反村意兄.豋与特別報告貝磋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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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提以力了符合一般用法,第 15段 中所用的措洞庄力‘
stⅡ ct︳ 怕b｜︳︳tV’ 和

竹esponSab｜｜“eobjecuve,,即 報告車稿別赴所用的措碎.因 此他建洪第三句位改

耳力:‘仲裁庭村特雷水冶煉ㄏ案所作的裁決提供了一介不法行力責任和尸格賠僕責

任并存的制度
’

.

就遠祥決定 .

絰修正的第 15段通避.

第 37段 (鎮完)

2 主席悅,錫正姆先生希望提洪第 37段第一句垃改耳力
‘
某一委貝汏力,

特別根告長并未銓常划清不法行力的回家責任寺題与本寺題的界我
”

.

3 若元人反肘,他就汏力委員合同意通道速一修正案。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37段通避。

第 38段           .

4.美卡弗里先生提洪刪除第四句活:“否則,他們袒心,送一同題將由其它寺

何机构來忖淹气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38段通避。

第 Sg段

5 巴水甜戈夫先生同道,力何有些部分下面划我

6 巴小沃芛先生 (特別根告貝)解釋道,速是力了提清大舍第六委員套注意

某些同題.

7 斯里瓦尼芛 .拉奧先生村子在任何部分下面划我是否明智表示怀疑.

8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決不要划戮,不仗在第●9段中如此,而且在

以后各段中也如此°

就速祥以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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鋄修正的第 39段通道.

第 4° 段

第 4U段通道.

第 4﹁ 段

9 主席提清人們注意巴水甜戈木先生夫于重新似汀第 41段共兩句的提以 ,

其案文如下:

“
友人捏心將明昱韻害納入恭款的范園,以其作力責任的基拙。一位委員

扒力,送祥納入等于确立任何明昱如害的地肘賠僕責任,汰而模糊本寺題与目 ‵

家責任寺題之同的分界我.’

1U 巴水沃伊先生 (特別
.根

告貝)同道垓修正意兄第一句末尾的
“
以其

’二字

有何作用.

11 已本謝戈夫先生解釋悅,明 昱插害被作力賠儂責任的唯一基砧或作力賠

僕責任的基砧本身.因 此他表示反村.

巴示甜戈夫先生的修正案通道.

豋修正的第 41段通避.

第 42和 43段

第 42和 43段通道.

第44段

12 巴本甜戈夫先生村第一句最后部分持有疑同,垓句在梵及抽害和危險概

念吋提道
‘
去年在本委員套和大舍第六安長套表送的強烈現魚

”.他況得,本委員奈

和第六委員套肉村遠一同題都存在明昱的意兄分歧.

13 巴都沃伊先生 (特別拫告長)指 出,第 44段的那句活是他作力特別根

告長的介人看法.他相信,本委員舍第四十屆全洪和第六委員套就遠介同題表送了

‘
強烈的現魚

”
送种說法是正确的.逐有.他并未啡在速介同題上有一种多數意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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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段通避.

第45段

14 本努鈉先生 〔根告貝)注意到第一句中提到
‘
全球公地

’.村速一不大熟

悉的洞悟的含又庄些作一些解釋.

15 主席指出垓洞首次用在第 8段中,因 而在垓段中解釋更力恰些.

16 西希与先生提坡在第 8段第 5句 末尾加上
‘
特別是那些构成人美共同盤

承財戶的匡域
’,垓句提到

‘
全球公地

’
和

‘
超出任何回家管轄范園的匡域

〞°1982

年 《朕合目海洋法公的》确立和使用了
‘
人美共同盤承財戶

”
速一名詞.

17 巴水沃#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送段活元疑具有其优羔,但第 8段所

載的是他作力特別報告長的自已現羔,而他爪未提到避人美的共同盤承財戶.

18 本努鈉先生 (根告見)悅 ,他在忖梵中提到了人美的共同盤承財戶.

19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他也在忖站中提到了速一概念.他支持馬希馬

先生的提洪.

2U 凱西先生悅,馬希与先生提以的用悟不能插入第 8段 ,因 力垓段是特別

根告長的現魚°唯一道些之赴是釵逑各位委貝現羔的第 39段。

刉 馬希馬先生悅,他同意凱西先生的意見,并建快將送一用悟插入第 39

段第一句中同。

就送祥以定.

22 比斯利先生悅,有必要＿.H正第39段第4句 中的一介錯淏,其案文力4⋯∞雅

以及想速祥的現羔如何能与主杈原則林惆
’
.‘現魚

’二字位改力
‘
概念

’.送段活是要

反映他所表迷的現羔;

就遠祥決定.

23 友卡弗里先生提快第 45段第一句中的
‘
最終賠僕責任同題

’
位改力

“
賠僕

責任同題
’

.

就速祥決定。                     .
絰修正的第45段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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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段

第 46段通避.

第47段

24.友卡弗里先生悅,第 2句 意味看委長舍傾向于扒力,在造成跨界技害前

除了淡判之外沒有任何責任.他扒力,共要表送的意思是,迄今力止,在有危險的

情況下,除 了淡判之外沒有任何責任.

25 比斯利先生變同友卡弗里先生的意兄,他悅垓句的措碎可以更力适些。

26 巴小沃≠先生 (特別根告貝)提以特第二句修改力:‘在委員舍內似乎有

一种普遍的看法,螢成在造成跨界頡害前沒有任何責任;直到現在,即使在友生搵

害的情況下,除 了淡判庄付的賠僕外沒有任何其他火夯.’

29 友卡弗里先生悅,由于垓句旨在反映特別拫告長的現焦,他不能反射提

洪的修正案.同 時,他不得不指出,据他回l1● ,辦梵中沒有人表示逍在友生跨界損

害耐除了淡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〤夯速一珧魚.

28 托穆沙特先生指出,分咢前后的整句活反映的是特別拫告長的意兄而非

委員套的多數看法。

29 銓与H9t西先生、友卡弟里先生、比新利先生和巴本沃伊先生 (特別根告

長)討梵后,主席建洪通道特別才艮告長的修正案.

就送祥決定 .

銓修正的第 47段通避.

第48段前的小杯題

3U 主席建洪粹第 48段前的小林題改力
‘
肘具体朱款的坪站

’
.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48段前的小杯題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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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段

39.巴水甜戈夫先生提洪刪除第二句中的
‘正确地

’
一洞.

就遠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48段通避.

第49至 53段

第 49至 53段通避.

第 54段

32 巴水沃祥先生 (特別報告長)悅用以下文字取代放
“
不避⋯⋯’

到$⋯∞肘

其他回家的控制
〞
的第 6、 7和第 8句 :

‘
不避有一位委員怀疑遠种提法能否有效地保伊友展中回家.既然朵款草

集中的
‘
管轄

’
和

‘
控制

’
概念現在都限于

‘
地方

’,它就不包括其頡害性活功友生

在外目的跨固公司本回所行使的管轄和控制.’

豋修正的第 54段通避。

第 55段和第 55段之二

第 55段和第 55段之二通避.

第 56段

33 羑卡弗里先生針村第三句,1氏于⋯⋯接受的柝准
’
通常指一种較弱的杯

准,而此赴興豚上要求一种較尸格的林准.他扒力
‘
明昱危險

’
的措詞比接受的杯准

‘
更力尸格

’,或想出其他的美似說法.

34 主席建洪用
‘
界限

”
取代

“
杯准

’
.

就速梓決定.

絰修正的第 56段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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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段

第 57段通迪。

第 58段

35 表卡弗里先生提洪特
“
火夯”屈

’
和

‘
火夯的确定

”
加上引景.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58段通避.

第59段

文字略加修正后的第 59段通避.

第 6U段

第 6U段通道。

第61段

36 比斯利先生指出,第一句中提到尸格賠僕責任而最后一句中提到免肘賠

儅責任。他同道,遠祥做是否有意的?他 曾一再提出速兩种措洞不泣彼此互換使

用.

37 巴水沃茫先生 (特別投告長)建洪在兩赴都使用
“
免肘責任

”
的措洞°

就遠梓決定.          .
銍修正的第 61段通避。

第 62段

第 62段通迪.

第63段

38.埃里克松先生提以將第二句中的
‘
方括咢中的內容

”
改力

“
送一奈

、

“
后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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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改力
“
事項

”
.

就速祥以定.

豋修正的第 63段通道.

第 64段

39.本努幼先生 (根告長〕什村第二句悅,他沒有听悅遊任何
‘
有限回家主

杈
”
送美原則,他汏力座避免速种說法.字央上,整句活都不清楚.

4U 巴水沃辦先生 (特別報告貝)建洪,力 了更确切地反映垓概念,‘ 因家自

由行劫主杈有限
’
原則泣改力

‘
回家在其領土內自由行劫主杈杈利

’
.

41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悅,‘在其領土肉
’
的措洞沒有必要,立予刪除.

42 巴水沃辨先生 〔特別根告貝)說,力 了明确起兄,他汏力最好保留垓措

辟.

特別拫告貝的修正案通避。
43 卡菜多.多 德里格斯先裝洗,同 一句中的‘垓不可侵犯’位改力“不可侵

各已
’’

.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64段通避。

第 65至 67段

第 65至 67段通避.

第 68段

44 表卡弗里先生悅,力 了清楚起兄,第三句末尾中的
“
低于前者所能迋用

的
”
立改力

‘
低于前者所有的

’
.

45.H9L西先生悅,將γ氐于前者
’
改力1氏一些

’
就可使垓句更清楚.

就送祥洪定.

絰修正的第 68段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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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段

46 本努納先生 (根告貝)洗,法文本第一句中庄垓用
‘︳anon-adopuon” 代

替
‘︳’absence’ ,用 upar’ 代替躑e︳ apa汁 de” .

銓修正的法文本第 69段通避.

第7U段

第7U段通道。

第 9● 段

47.巴本謝戈夫先生提洪將倒數第二句改力:“然而,有一位委貝忕力,建立 ╰

一介完全元視起源固在送行先班活劫吋也受I,E害甚至比元辜受害者遭受損害更大速

一事央的賠借制度套起反作用
’.最后一句泣予刪除.

就遠梓決定.

銓修正的第 71段通避.

第72和 73段

第 72和 73段通道°

第74段

48 托穆沙特先生建快在第一句中加上
a有些委員

’
字祥.

就速祥決定.

49 本努納先生 (根告貝)悅 ,第 3和第 4句反映的現魚与
‘
全球公地.并不

特別相夫,因而位些草丐一段,其案文幵共力:‘有些委員建洪,不規定淡判而規定

一种通知的程序,或⋯⋯提交⋯⋯’
.

就速梓洪定.

5。  友卡弗里先生提洪在第二句之后加上下列一句案文:‘有人建快,在送种

情況下,可以通道如主管的目狋組象送祥的信息交流中心其施通知、磋商和其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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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豋修正的第 74段通避.

第 75和 76段

第 95和 76段通避.

第刀 段

S●  本努納先生 (拫告長)建洪,因 力第 77段所針9I的 是一介鈿市同題,

不妨將其刪除。

就送祥決定。

第78至 91段

第 78至 91段通避.

第 92段

文字略加修正后的第 92段通道.

第 93和 94段

第 93和 94段通逍.

絰修正的B市通逍。

52.本努幼先生 (根告長)悅,盤于程序同題十分笈染和徼妙,特別拫告員

也許愿意建洪持夫于速一焦的河題提交大套第六委員舍赴理.

53.巴 水沃薜先生 (特別叔告長)悅 ,他察党到委長套中有一种明昱的是

向,熒成似汀一般性而非具体的程序奈款.因 而他忕力沒有必要將速祥一介同題提

交第六委員套.

54.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回碩道,大套 1988年 12月 9日 第 43/｜ 69

咢映洪第 5(cl段清本委員套在年度根告中就每一音題指出各回政府或在第六委

-72I——



貝舍或以半面形式表示迪意兄的那些村委長舍的盤欲其工作特別有失的各項具体同

題:他悅,若不指明具体同題,第六委見舍的辦梵就套冒錯构比較松散的危險.

55.巴 都沃#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若本委員套汏力有些具体同題需要提

出,他不反肘在程序同題上征求第六委員舍的指早意凡.但是,如他在前面所悅,

他汏力沒有必要采取此一行功.

篷与卡兼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小木曾先生和比斯利先生忖淹后,主席建洪不

作迸一步增添而通道報告草稿第五幸.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根告草稿第五幸通避.

下午 6吋零 5分散套.

第 2141次舍洪

1989年 7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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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L西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你沃茫先生、巴小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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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雅科維德新先生、巧希与先生、友卡弗里

先生、恩詹加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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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庫納斯先生、塞普本籬送 .古鈇雷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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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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豚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屆套以工作根告草稿 (換 )

第五幸 夫于目豚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技害性后果的目豚責任 (瘈 完)

(A/CN4/L438)

1 巴休沃伊先生 〔特別根告見)悅 ,盤于在上次舍以上提出的梵魚,他銓避

反复思考后決定不向大套提出与分配給他的寺題有夫的任何具体同題.

第七章 目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CN4/L44U和 Corr1和 Add1和 2)

A 專言 (A/CN4/L44U和 Corr1)

第 1至 4段

第 1至 4段通道.

第 5和 6段

2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在起草報告吋他沒有意味到第七章的一

市套特載已由固隊法委貝套暫吋通避的奈款草案.因 此,最好是在第 1奈 的腳注

中照汞委員套的暫時工作假沒.可 以刪掉第 6段中以“工作假淡載于⋯⋯”
力幵共

悟的那一部分,并可把余下的第一句放在第 5段的結尾.將加一奈腳注表明特載

于以后腳注中的暫時工作假投.

3.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忕力委員合同意特別根告長提出的修正

案.

就送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5和 6段通避.

第9至 ●●段

第 7至 11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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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段

4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位把
‘(第 1U至 15恭〕

〞
放在

‘
六柔紊款

草案
’
一悟之后.

銓修正的第 12段通迪.

第 13段

5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真)悅,第 13段似乎大故.位 些用下迷案文來

代替:‘絰委員舍忖淹,已特特別寺艮告長提出的第 1U至 15奈草案送交起草委長

全.’ 第 14奈腳注將保留不交.

篷修正的第 13段通遊。

第 14至 16段

第 14至 16段通道.

第 17和 18段

6 主席提清注意与第 19和 18段 有失的更正 (A/CN4/L44U/

Corr1).

7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庄 些用
‘
第 18〔 19〕 奈草案取代第 18

段第一句中的

一

后一奈草案
”,而 第二句中的

‘
第 18〔 19〕 奈

”
庄些由

‘
垓荼

’
來取

代.

8 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洪用
‘
表明他將

’
未取代第 18段第二句中的

“
悅

他特
’
一悟.

就速祥決定.

豋修正的第●7和 18段通避.

第 19段

第 19段通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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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修正的A市通避.

B.本屆套坡常快速介青題的情況 (A/CN4/L44U/Add1和 砂

第 2U至 3U段 (A/CN4ˊ L44U/Add1)

第 2U段

第 2U段通避.

第 21段

9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位 些在垓段末尾
“
兩項

’
一洞之前加上

‘送些分音題的
’
一活 .

絰修正的第 21段通避.

第 22至 25b段

第 22至第 25b段通逍.   .

第25c段

1U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庄刪掉 25c段 中以
“
特別根告貝指出,

⋯⋯淡到了遠一同題
”
一悟幵始的最后一部分.

銓修正的第 25c段通避.

第 26至 27a段

第 26至第 29a段通遊.

第 28段

●● 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生悅,他愿意看到第一句活用較力中性的措洞并建

以悅,庄 些用
“
淡到患的主旨

”
代替

“
肘患的主旨表示支持

’.而且,他肘同一句中

‘
綜合赴理

”
一洞所附有的含意表示不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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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凱西先生悅,第一句活只不避是肘事央的一种客現隊逑.也忤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可以建快速一句的一升始用
‘
一位委貝表示⋯⋯”

速祥的活.

13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指出,他 曾銓在口共介紹他的第五次根告

吋和在投告 (Aˊ cN4/42● 和 Add1和 2)本身使用避
‘
綜合赴理

〞
速一洞,它

在第 22奈 中庄是指赴理各种与水有失的韻害.而在第 23奈中Jll 位指赴理各种与水

有失的緊急情況.如果
‘
綜合

’
一詞不移恰些的活,可改力:‘其中包括在紊款草案中

一起赴理所有美型的強害和危險
”

.

14 斯里尼瓦≠ .拉 奧先生建洪第 28段或新的第 28段之二中逐位載有一

句:‘一位委長
’
或者一一如果其他人同意他的現魚的活一一一些委員

‘
指出特別披告

貝在第五次才艮告中提出的材料且然令人很感共趣,但看來并非患是很恰些或引出已

提出的錯淹和荼款草案.’

﹁5 銍＿●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見)、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恩詹加先

生和本努幼先生 (根告貝)交換意兄后,主席建洪,委員套庄以后再回迪共來常以

第28段 .

就速祥決定.

第28a段

16 恩詹加先生建洪,鑒于固隊組豕所友揮的作用,庄 些在
‘
利用政府和私有

資源
”
一句中提到達些組象.

17.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被告貝)建快,位 些用如下的結构來代替送一句:

.利
用私有資源以及政府和國狋鈕欽的資源

’
.

就遠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28a段通道.

第28b段

●8.本努納先生 〔根告長)建以,位 些再朴充一句,其 內容力:‘逐指出,所

引用的及迪林以我有多种不同的火努,故不能成力遠一領域中刁慣准則的基砧.’

﹁9 托穆沙特先生建快另外增加一句,內容力:‘其他委員們感到,特別拫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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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提到的來源資料表明,因隊法中至少有某些委長舍立些加以考慮的現代趙勢.’

2U 在与巴水沃祥先生和比斯利先生交換意兄后,主席悅,如果沒有反村意

兄,他汏力委員合同志以草狘一段的形式通避所提快的送兩句活.

就速祥決定.

刉 斯里尼瓦芛 .拉奧先生走以,第 28b段的共兩句活立些改力:‘肘于特別

報告貝所引用的取地奈的能否作力淡想中的多地文中的恰些先例村待,值得怀疑.’

22 絰与恩詹加先生、H9L西先生、巴本沃芛先生和友卡弟里先生 (特別報告

長)交換意兄后,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汏力委員合同意通避斯里尼瓦

芛.拉奧先生提出的修正案,在“及迪柔的
’
之后增加

‘
和案例資料

’
一悟.

就遠祥決定.

豋修正的第 28b段通避。

第 28c段

第 28c段通道。

第 28d段

23′ 勒泰先生悅,力 消除任何含混的概念,庄 些避免使用第一句中的
‘
更戶

格
’
一洞.

24 銍与勒泰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水謝戈夫先生、斯里尼瓦菸 .

拉奧先生、本努鈉先生 (報告長)和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投告長)交換意凡后,主

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人力委員舍同意用
‘
更高

’
來代替

‘
更尸格

’
一洞.

就速祥決定.

鋄修正的第 28d段通避.

新的第 28d段之二

25 斯里尼瓦伊 .拉奧先生建以增加以下新的第 28d段之二

一

內容力:‘一位

委員扒力,似洪中的奈款草案不座些把回家盤于造成与水有夫的根害的各种因素十

分复染已事先知道元法履行的叉夯強加給回家.速种情況的赴理和朴救亦法在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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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援助、預防以及銓蒞＿●技求的持社.’

新的第 28d段之二通道.

第 28段 (袋完)和新的第 28段之二

26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 ,在与有失委貝迸行怭商后,建以第28

段虛在第一句活之后結束,而垓段其奈部分位組成第 28段之二,以斯里尼瓦夢 .

拉奧先生提出的并得到卡菜多 .男德里格斯先生和思詹加先生支持的下列新案文作

力第 28段的幵始,即 :‘然而,部分委貝扒力,特別擬告貝在第五次根告中提出的

材料看來并非患是有失耿的或引出已提出的第淹和奈款草案.’ 第 28段之二持以帕

夫拉克先生曾想在本章有夫次圾規則之炎增加的那句活作力結尾.

就速祥決定.

27 帕夫拉克先生建洪在第 28段之二的錯尾增加以下一句活,其 內容力:

‘然而,已銓表明速祥的意兄,反正柔款草案最后患庄垓有次圾規則的,位 些將遠

方面的工作＿●有失回家責任和國防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振害性后果的目豚黃

任速兩介寺題方面的共似的工作怭琱一致
’

.

就遠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28段和新的第 28段之二通道.

第28e段

28.物科夫先生悅,由于新的第 28d段之二是以
“
一位委員⋯...’ 速梓的活幵

始的,所 以庄些力第 28e段的幵共另外找一种措詞.

29.夌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長)建洪使用
“
另一位委員建洪

’
一悟 .

就速祥決定.

銍修正的第 28e段通道.

第的 段

第 29段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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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a段

3U 恩詹加先生指出水侍疾病的同題91于非洲板力重要,他 日道在速一羔上

拫告長的立場是什么,因力第 29a段未能清楚地表明特別根告貝是否想在第 22紊

草案的案文中寺ㄇ提到速介同題.

31 羑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長)作 了肯定的答复,他悅用
‘
位些

’
代替第二

句第一部分中的
‘
可能

’,可以喊輊恩詹加先生的袒忱.

就送祥決定.

豋修正的第 2ga段通避.

第 29b段

32 斯里尼瓦伊 .拉奧先生悅,令人惊研的是沒有提到他的以
‘
相互朴儅

”
的

概念代替
‘
平等基砒上的

’
的概念的建洪.

33 友卡弟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力考慮他的建洪,第 29b段第三句庄

改力:‘逐有人建以增朴其他形式的合作,包括相互朴借.”

就遠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29b段通避.

第 29c段

第 29c段通道.

第 29d段

34.本努納先生 〔根告長)悅 ,力 了使凌者易于理解,位 些明确有失的分段

落是指第 22奈第 2款 (a)項草案.

絰修正的第 29d段通避.

第29e段

第 29e段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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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gf段

35 本努納先生 (根告長)悅 ,再次明确有失的分段落是指第 22奈草案第 2

款 (c9項 .此外,最后一句活中的
‘
美似

’
一洞用得逍俗.

36.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后
一
措洞可改力

‘
例如

〞
一詞.

就速祥決定.

豋修正的第 29f段通道.

第 29g段

第 299段通造.

第 29h和 29｜ 段

37 本努夠先生 (寺艮告長)指 出送兩段是同一系款,因 此建洪將它們合并力

一段.

就速祥決定 .

銍修正的第 29h和 29i段通道.

第 3U段

38 帕夫拉克先生建洪在孩段結尾炎增加以下一句活:‘透有人表示,最好將

有失水道污染的所有規定列入奈款草案的一市中
’

.

就送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3U段通道.

第 3。a和 3Ub段

39 埃里克松先生和本努納先生 (根告真)建洪,位些刪掉第 3Ua段 .

4。  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指出,他 曾針肘第 23紊草案第 1和 2款表示逍

速祥的看法,即要确定港在的受害回可能板力困雅。而速不仗伿是一介
‘
基本上扁

于文字性的建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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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銍避筒短的甘站,主席建洪,位刪掉第 3Ua段,第 3Ub段的共一句活位

改力:‘冬管村第 1和 2款的坪梵基本上是文字性的,但肘第 3款的甜站卸涉及各

种各祥的同題.’

就速梓決定.

銓修正的第 3Ub段通避.

第 3Uc段

42 友卡弟里先生 (特別報告見)悅 ,第一句末尾庄改力:“
⋯⋯非本各款些

事方不受本奈款的的束°
’

銓修正的第 3Uc段通逮.

第 3Ud和 3Ue段

第 3Ud和 3Ue段通避.

第 3Uf段            .

43 本努納先生 (特別拫告長)指 出,第二句活淡到
‘
通迪何种方式給予援

助
”,它掩蓋了一介事央,即作力所建以的新的第 23奈之二主題的保障荼款也可

适用于其他領域,例如預防的方法.

44 勒泰先生悅,他 同意根告長的意兄.并且建坡特第 3Uf段的最后一句活
‘
赴理速些同題和其他同題

”
改力

‘
赴理所有共同的同題

”
.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3Uf段通避.

第 3。g段

45.帕夫拉克先生指出,他 已絰談到了第 3。g段 中村梵的同題,他建以用
‘
故期林定

’
取代第二句中的

‘
故期法律措施

’
一悟.

46.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長)悅,他守愿保留
‘法律措施

’
一浯,速一用

悟曾豋是巴水甜戈夫先生使用逍的.可通避在第二句結尾赴增加
‘
特別是因隊捇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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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滿足帕夫拉克先生的要求.

就遠祥決定.

47 本努納先生 (根告長)悅,第 3Ug段不能使人滿意,因 力第一句活中提

到的央廣性同題似乎与最后一句中提到的
‘
起草建洪

’
赴于同等位置.

48 主席建洪刪掉最后一句活.

就遠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3Ug段通道.

第 3Uh段

第 3Uh段通迂.

49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第 3Uh段未栽有一句表明委員舍已肘第 22和

23朵草案采取什么行功,遠央在令人惊研.

5U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拫告貝)指 出,第 23段 已表明委員舍決定
‘
特第

22和第 23奈草案提交起草委員套,供其根据辦淹的情況送行常洪
’
。

引 主席在与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拫告長〕、恩詹加先生和卡菜多 .多德里格

斯先生就是否座些重复第 23段中所我的內容交換意兄之后建洪,秘中赴庄肘先例

送行研究并采取委員舍通常采用的解決亦法.

就遠祥決定.

52 迪正斯 .因 祥雷斯先生,他在本屆套洪的首次套快 (第 2U95次舍快,

第 2段起各段)上洭根了大舍肘委員套第四十屆套快根告的注意情況,并說明,

央豚上六委申洪的只是特別拫告貝的分析和建快,而八來就不是委五舍的扳告本

身.他汏力,其原因就在于委員舍叔告本身的形式.正在常快的第七章就是一介典

型的例子.

53.在遠方面他引用了A/CN4/L44U/Add1景 文件中的若干段落,隨

后他指出了一些一再重复的句式,例 如
“
特別根告長注意到

’
,‘特別報告見解釋

洗∴‘
特別報告見不反村

”,.⋯ ..6一位委員建快
’
,“另一位委見扒力

’,等等.文件

中沒有一赴表明委員套已決定了或悅了或提出了什么.報告所淡的只是委長套和特

別報告長之同的忖站,而它所載的緒淹只是特別根告長的錯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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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然而,大套第六委員舍感共趣的是固狋法委員合作了哪些決定,而不是

特別報告長作了哪些決定,后者只是垓委長舍中的一長.若要使大舍肘委員舍所要

表迷的事情感共趣,它就位些象以往那祥接受大多數委員套委長的意兄拫告,而不

是步列一些令人的意兄.拫告車稿夫子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

地位的第二章 (A/cN4/L435和 Add1-4和 Add4/Corr.1)是 一介值得仿

效的例子.如果委員舍堅持按照第七幸的形式起草根告就套喪失一切信巷.   .
55 友卡弟里先生 (特別報告長)指 出,報告草稿第二章似乎采用了迪正

斯 .因 伊雷斯先生所主張采用的形式,因力它提出了委員舍在二旗吋作出決定的一

套奈款草案.剛才受到批泙的第七章是与委員舍迄今力止所遵循的做法相一致的.

56 主席悅,委 員套注意到了迪正斯 .网 芛雷斯先生的泙梵,它將在就工作

方法的辦淹中肘送一泙淹送行甜淹.遠些坪淹逐与委長舍報告貝在若干場合已作遊

的泙淹相近,即特別根告長和報告貝位些事先決定提出報告各章的統一形式.

下午 1吋零 5分散合。

第 2142次套坡

1989年 9月 18日 星期二下午 3吋 1。 分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后一險段主席:斯里尼瓦#.拉奧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H9L西先生、阿〨焦 .會伊斯先生、巴水沃芛先生、巴本毋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新 .因 ≠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雅科籬德新先生、馬希馬先生、友卡弗里

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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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普水籬送 .古鈇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困德拉先

生.錫並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揚科夫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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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豚法委員舍第四十一屆套以工作報告草稿 (袋 )

第一章 舍洪的姐奴 (A/CN4/L43● 9

第1至 ﹁6段

第 1至 16段通避.

報告草稿第一章通避。

第一副主席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代行主席取夯.

第九章 委貝全的其他決定和錯淹 (A/CN4/L442)

A 委員合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第 1至 6段

第 1至 6段通避°

第7段

1 友卡弗里先生悅,第一句活有些重复,并有自我祝賀的意思.他提洪特共

兩句改力:“現在第一項目杯已銓完成.委員合打算在 199U年 的第四十二屆全以上

冬一切努力完成夫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的奈款草案的二旗.”

銍修正的第 7段通迪.

第8段

2 友卡弗里先生建洪刪除第 8段 .

就送祥決定.

第9和 1U段

第 9和 1U段通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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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段

3 帕夫拉克先生提洪在
‘
已
’
字和

‘
就
’
字中同插迸

‘
在若干次套以上”

的字祥.

銓修正的第 11段通道.

第 12和 13段

第 12和 13段通避.

第 14段

4 埃里克松先生提以在第一句的
‘
取得

分
一洞后面加上一介腳注,列 出目前已

送交起草委員套的恭款草案.

就遠祥決定。

5 托穆沙特先生建洪用“
后者的特殊作用

”
代替第二句中的

“
起草委員套的特

殊作用
’

.

就送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14段通避.

第 15段

6 銓避帕夫拉克先生、迪正斯 .因 發雷斯先生、揚科夫先生、
=9L西

先生、害 .

庠幼斯先生、巴水沃伊先生、本努幼先生 〔根告貝〕、雅科籬德斯先生和友卡弗里

先生參加甜梵之后,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提以第 15段土方的小杯題庄改力:

‘
固狋法委員套与大套的美系

’;阿〨焦一喜伊斯先生提洪特第一句刪除,并將第二

句改力
‘
委員舍滿意地注意到:.⋯ .”

.

就送祥決定.

豋修正的第 15段通道.

第 16段

7 埃里克松先生建洪刪除第 16段第一部分的
“
力熟悉拫告內容

〞
速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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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速祥決定.

8 卡菜妥 .多德里格斯先生提洪,也位刪除被刪去的措洞后面的
‘
的拫告貝

’

的字祥.

銓修正的第 16段通道.

第●9段

第 17段通避。

第●8段

9 夌卡弗里先生提洪在 18段末尾再加上成力新的第 18段之二的以下一段

活:

“
一些委員蛗然承忕委員套洪程上各寺題的重要性和复染性,他們仍然扒

力,達致幵 12星期的套洪央在是大故。肘有些委員來悅,速么牧吋同商幵正

常取位央在大不方便,而在他們看來,幵一次或几次較短全洪卸能更有效地完

成委員套的工作.在遠方面,速些委見強琱,有必要喊少委員舍扠程上曲苦

題。
〞

他受叔表示,阿水一凱西先生也支持送一提快,它反映了規划小組避去曾多次提出

的看法,庄特速些看法通知耿大.

1U 迪正斯 .因 非雷斯先生悅,他极端反村速一提快.

●I.埃里克松先生悅,商討提快所涉的同題的合适切所是規划小姐.一旦小

姐通避了一項決定,就庄特它列入委見舍的報告.

12 巴水甜戈夫先生悅,他銫不螢成任何將委長套 12介星期的舍期分成兩

介校短舍洪的提洪,也不安成加上所建洪的一段活.

13.馬 希南先生悅,委 員套避去曾里持有必要半行 12介星期的舍以.因

此,建洪
‘
幵一次或多次較短套洪卸能更有效地完成委長套的工作

’
是与委員套的做

法背道而牠的.同祥,悅 12介星期的舍快意味看
‘
村有些委員來悅,速么故吋同

高幵正常取位央在大不方便
’
也是不肘.送祥排避分強惆了委員套委員們的介人便

利.他肘送介提快表示板大怀疑,也汻位把它留到下一屆套以申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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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恩詹加先生要求得到一焦澄清,到底是建洪委長舍不必幵 12介星期的

套呢,逐只是把 12介星期的舍分成兩介套洪?第 18段第二句悅,委員套已
‘
充分

利用在本屆套以期內向它提供的吋同和服夯
’,第一句解釋悅,‘根据⋯⋯以程上的

寺題的規模和复染性,庄垓保持通常的全期
’.因 此提坡附加的句子舍与上述 18

段的悅法相抵蝕.

15.逐有.提以汏力,‘有必要減少委長全以程上的寺題
’.央狋上,洪程上的

所有項目均由委員套的上級机构大公指定,力委員套取夯的一部分.他不明白如何

能喊去其中的一些項目.垓提以不合Hf宜 ,位 以否決。

16 巴你沃伊先生悅,他如有些委員那祥,也汏力提洪与第 18段 中美于的

12介星期舍洪很有必要、座些保持的活相抵蝕.至于將套洪分成兩次較短舍快的

建洪,避去 1U年中已屢次提避,患是因央豚原因而遭否映.特別根告員須等待大

舍第六委員舍的甜梵有了錯果之后才能編耳根告,而垓根告只能在每年的共三介月

或四介月中完成.因 此,根告完成吋,委員套 12介星期的套洪正好幵始.改交日

前的做法不其隊.也忤委貝套的工作方法并非理想,但鑒于目前的种种限制,逐是

勉強令人滿意的亦法。

17 菱卡弗里先生指出,多 數委長的活都針肘了夫于委員舍套洪套期的建洪

的央辰.他的提洪不是排央辰,仗要求列入一段活反映某些委員所持的視魚.

18 巴本甜戈夫先生悅,友卡弗里先生的提決不明确,看不出是想建破縮短

套期逐是將它分成兩介較短的套洪.

19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強琱的是兩今套期技短的合洪,每次幵舍不妨 8今

星期,也就是說恙舍期 16介星期.

2U.巴 本甜戈夫先生指出,“幵一次或几次欲短套快都能更有效地完成委員舍

的工作
’
的說法可理解力建快縮短委員舍 12周公決,而央狋上沒有人想速祥做.

刉.托穆沙特先生說,夫于委員套套期,他同意速一魚,即委員舍庄根据規

划小組的決定一致行功.然而,作力一介原Jlll同 題,某些委長的現焦逐是垃些反映

在根告中.至于提洪的措碎,他也伏力
‘
幵一次或几次較短套坡

”
似乎強琱縮短舍以

的患舍期.

22 迪皿斯 .因 葄雷斯先生悅,夫于委員套套以的套期,規划小姐已洋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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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了很故吋同.如果在遠一魚上規划小姐有某些成長持不同的看法,堅持要特送些

建洪反映在委長套根告中,那么,他建快可以用他們自已的名叉提出來.

23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洗,委長套帶行力期 12介星期的舍以由來已久,委

長套候逸人很清楚速一羔,知道他們一旦些逸,就必須力參加委長套的工作作出必

要的安排.如果委長套在根告中悅幵舍吋同人故,送是很危險的.他要求友卡弗里

先生撤回他的提快.

24 友卡弟里先生悅,他不打算甘淹委長舍套期的其辰性同題.他的要求只

是迸委員舍根告反映某些委長的看法.据他所知,在速一同題上一些委長的看法与

凱西先生及他本人的看法一致.

格雷夫拉特先生回任主席°                        ╰

25 本努納先生 (被告長)悅,八他犖行的非正式磋商中看出,患 的意兄似

乎是螢成委員舍每年仍拳行力期 12周 的舍快.然而,同 題是,是否位些特遠 12

周的舍以分成兩次革拙的全洪.有人忕力,不宜在委員舍根告中提及此种可能性,

原因是遠梓做套造成一种不好的先例,因力按慣例,少數派意凡是不反映在涉及工

作安排的拫告章市中的.有一介亦法是由委貝全村速一同題送行表決.但按慣例 ,

委員全也不速祥做,除非有銫村必要.

26 因此,他建洪,最穗妥的亦法是按照目前的形式保留第 18段 ,在舍洪

筒要圮最中反映菱卡弟里先生和支持他的建決的人的看法,并清規划小組在下屆套

以上申查送焦同題,以便根据遠方面的其隊和財政情況作出決定.

27 迪正斯 .因 薜雷斯先生悅,送一建洪很好.的确,在倚要圮汞中,与其

將 12周分成兩次套洪,力什么不甚至建以將它分成四次套以呢?只是送梓全大大

增加瑛合因已銓很高的旅安.

28 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同意保留第 18段草稿,強琱改交 12周 的舍洪的任

何做法,不管是直接近是同接的,汏委員的效率來看,都將是有害元朴的.

29.索拉里 .困德拉先生悅,只 要特委員們的看法反映在舍洪筒要圮暴中,

他就能同意第 18段 .就他本人而言,他汏力表卡弗里先生的提洪是合理的,他不

明白怎么套被視力一項削短舍期的建快.事央上,兩次舍快能給予委員套工作新的

推功并使特別根告長的工作致力順利.送祥做也完全符合目豚法的新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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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村拫告長板力明智的建洪 (上文第 26段)表示感

甜,但汏力,可在委貝套下一屆全以上重新中坡遠一鬥題.

第 18段通避.

第 19段

31 埃里克松先生提被最后兩句位合并,改力:‘委長套汏力⋯...位 予堅持:

并且秘串尖垃將特別根告長及委員全其他委長提出的文件列入清草°’

絰修正的第 19段通避.

第 2U段

32 表卡弟里先生提洪將第一句的
‘
得到更多了解和更ㄏ泛理解

〞
改力

“
得到冬

可能戶泛的了解
”:另 外,將第二和第三句合并,改力:‘ 因此,它砍迎⋯⋯耿合回

日內瓦亦事赴提供本屆套洪的背景情況,介紹本屆合快期同取得的成果,并組欽新

同筒根套
’

.

33 迪正斯 .因 薛雷斯先生悅,元疑,委貝套座址各方了解自已的工作。因

此,沒有必要將遠一焦告坼大套.第 2U段似給人造成一种委員套在自吹自擂印

象.因此他提破粹整段刪除.

34 比斯利先生悅,送不是替委員套做宣侍,而是沒法使人們更戶泛地了解

委員舍工作的成果.但他汏力位用中性浯气表送第 2U段的意思,沒有必要洋迷新

同倚拫套.

35 恩詹加先生悅,在他所代表的地匡,板雅听到任何情況,更不用說有失

固隊法委員套的情況.因此他忕力泣更ㄏ泛地散友委長套的擬告;尤其是針肘第三

世界的各大苧.在他看來,第 2U段很重要,不避也卄可省略有失新同何根舍的內

容.

36 索拉里 .固德拉先生悅侍播委貝合的情況固然重要,然而速种侍播卸可

能戶生反效果,告坼大家某些寺題已常洪了2U年,但沒有任何錯果.不 明白某些

寺題的复李性的人听了是不合理解的.

39 巴本謝戈夫先生悅,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亦琺,肘固豚法感共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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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正迅速增加.如果委長舍委員們不想宣侍委長舍的工作,那是很可惜的.

38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他不明白力什么第 2U段套使人如此夫

注.些然,思可能戶泛地宣布瑛合回在回肝法方面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事央上,知

法界和政府界人士早就知道委員套的情況.但是委貝舍不能指望其活功成力共奈新

同。他怀疑最近在日內瓦犖行的新同何報套的到底有何功效.因 此,如果委員們想

保留第 2U段,他不反村,但他遜是比較主張將它刪除.

39 弗朗西斯先生同意思詹加先生的活.他悅,刪 除第 2U段是完全錯淏

的.

4U 阿〨焦 .害伊斯先生同意迪巫斯一因奔雷斯和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的

看法.他悅,宣侍委員套的工作情況,不位由委貝舍久黃,而泣由其上級机构耿大

久黃,如果它愿意送祥做的活.

41 本努納先生 (根告長)悅 ,大套第六委員套的以程一向列有夫于侍播圄

狋法知法的項目.速一同題已由耿大甘梵,不必由作力耿大附厲机构的委員套來申

以.另 外,委貝舍不位直接与新同界接蝕,因 力尸格地排,速一工作位大套久黃°

最近的新同筒根舍有助于提供情況,但是,最好也不要避分重視送一魚,因力遠梓

做舍与委員套委員有〤夯遵守的況默相沖突.因此,他建洪刪除第 2U段 .

42 主席建洪依照友卡弗里先生的建洪,在第 2U段第一句中用
‘
得到冬可能

ㄏ泛的了解
”
代替

‘
得到更多了解和更戶泛理解

’,然后到第二句中的
“
朕合目日內瓦

亦事赴
’,全段錯束,其奈部分刪除.

43 比斯利先生表示螢同.他遜提洪用
“
包括

’
代替第一句的

“
特別是

’
.

44 巴本沃芛先生悅,他不快力委員舍不能侍播有失它申洪寺題的情況.央

狋上,它 完全有叔速祥做.甜淹似乎沒有抓住要羔.同題不是委員套是否有杈侍播

有失固豚法的情根,而是 《耿合固先章》賦予委員套的叔限允汻它速祥做.他可以

同意主席提出的措辟,但他本人的看法也庄反映在舍以倚要圮暴上.

45 阿〨焦 .害伊斯先生悅,他仍汏力位將整段內容刪除°委長的任何決定

不庄自然构成回豚法的一部分,鼓劾速种想法是不明智的.

46 迪正斯 .因 祥雷斯先生悅,他不反肘主席提出的措辟,然而他要指出,

持第 2U段第一句中表送的現魚的不是委長套,而是大舍.央坏上,大舍板力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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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狋法的友展,正是出于速一日的,它才殶立了固狋法委貝套.昱然,如果新同媒

介有此要求,委員套就須提供其工作方面的情況,而不必特別肘大舍悅它的工作多

么重要,因 此需要絰常召幵新同何根舍.

49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同志主席提出的折衷方案.他建快用
‘
因此,它感共

趣地注意到
”
代替第二句句首的

‘
因此,它 砍迎

’
.

48 主席悅如元昇以,他就扒力委長合同志通避他修正的 (上文第 42段 )

并瀣比斯利先生和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迸一步修改 (上文第 43和 47段)后的第

2U段 .

就遠祥決定.

絰修正后的第 2U段通避.

第 21段

第 21段通道.

絰修正的A市通道.

B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第 22至 Ⅱ 段

第 22至 24段通越.

B市通迪.

c 第四十二屆套以的日期和地魚

第 25段

49 主席悅,案文沒有列出第四十二屆套洪的日期,因此,委貝舍仍須決定

套以是于 199U年 5月 1日 至7月 2。 日犖行,逐是于 199U年 5月 9日 至 9月

29日 拳行。他知道,由 于忤多机构的全以都在 7月 底拳行,套以的服夯有困堆 ,

因此,秘串赴希望套洪于 199U年 5月 1日 幵始,然而委員舍委員中有少數人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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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套洪于 199U年 5月 7日 犖行.

5U.科特敕本先生 (委 員套秘中)現 ,他想清各位注意法律厥同在規划小組

召幵的第一次舍快上作的友言.法律碩同悅,他知道,199U年舍以升落日期的交

化套給委員舍某些委員帶來不便,但是,琺合國日內瓦亦事赴的資源有限,力瑛合

目各机构的全以提供服夯一直有相些大的因雅,在夏季更是如此.日 內瓦秘半赴的

套快事夯姓曾靖求提前一星期半行 ﹁989年的套洪,以便城絰芼竫、口澤及技木等

服夯部目的人長在 7月 份最后几天內工作的瓜力,水而确保委員套 12周 的套洪.

出于同祥的原因,舍以事夯司已絰表示,希望 199U年套坡于 5月 1日 幵始.套

以早一羔升始,委員套報告自然就須冬早分友.汻多回家的政府和駐大套第六委員

套的代表都肘此表示砍迎.

引.日 內瓦秘中赴的全洪事夯改想表明,它們砍迎提前召升本屆舍洪的決

定,直接錯果是社委員套較順利地李到最后文件.遠方面之所以出現困雅,部分原

因是工作人長的大量被裁喊,另 一介主要因素則在于人叔委員舍和銍漭及社合理事

套舍以日期的安排,速些合洪与目除法委員舍后一部分舍洪同時帶行.7月 最后一

介星期二要提交決洪草案、根告和其他并多文件,使工作量交得特別況重,浯文赴

因資源极力有限而雎以招架.此外,速一險段又恰逢裁罕淡判舍洪的最后几周,八

月份的人叔各机构舍洪也有越來越多的舍前文件要做.出于所有速些原因,有人強

烈主張有失方面特固豚法委長套第四十二屆舍快安排在 199U年 5月 1日 至 2U日

拳行.否則,委員舍恐怕很雅及時得到根告的各工作悟言悸本.

52 出于肘多數人意兄的尊重,他党得有必要提清套洪委長舍和第六委員舍

注意耿合回日內瓦亦事焚所悅的在 7月 份最后一周力囝豚法委長合金洪提供服夯

的尸重因雅.

53 友卡弗里先生悅,打算力委員套服夯的各机构現在克決定看委貝套套洪

的日期,送不能不悅是怪事.

54.本努幼先生 (根告長)指 出,1988年 吋,委員舍原汀于 1989年 5月 8

日召幵本屆舍以,但遠一決定被否定了.現在,又要求委員舍自愿地作出栖牲.不

管秘中赴服夯部ㄇ舍出現种种技木同題,委 貝舍究竟泣按自已的意志逸摔升舍日

期,然后由套以委員套根据現有資源去确定能否滿足委貝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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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迪正斯 .因 伊雷斯先生悅,他婪同根告長悅的活.秘爭赴技木上的因堆

固然泣些考慮,但是,幵套日期委員舍庄有板自已決定.

56 索拉里 .目德勒先生悅,他完全同意根告真的看法.

59 阿〨焦 .害伊斯先生悅,他也同意技告長的看法,但他扒力,委員套座

表明,它愿依照行政和技木上的可行性來逸定一介具体日期。

58 主席建洪,第 25段庄改力:‘委員套注意到其下一屆套放只能自199° 年

5月 1日 至 9月 2U日 由耿合目日內瓦亦事改提供服夯.’

59 迪正斯 .因 辨雷斯先生悅,委員舍不位
‘注意到

’
任何來西,而虛些作出

決定,然后由第六委長套和套洪委員合作出道些安排.

6U 物科夫先生悅,委 員舍在 4。 年厊史中,一 向表明它愿在何吋幵全,現

在也不座改交速种做法.就他所知,沒有一介召丹常套的耿合固机构中不能自已确

定幵舍的确切日期.

61 巴水沃辨先生悅,他樊同物科夫先生的活.

62 本努鈉先生 (拫告貝)悅,他也同意揚科夫先生的活.肘于委貝舍受秘

串赴的操數,他元法接受,因力秘串赴是力委員套提供服夯的机构,不是支配其次

定的机构.委員套是一猶立机构,位 自已作主,而不是仗伙注意秘爭赴的決定.

63 主席悅,如沒有人反肘,他就汏力委員合同意肘第 25段不作交功,加

上%月 1日
”
和η月 2U日 ’

.

就送梓決定.

第 25段通道.

c市通避.

下午 6時 1。 分散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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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43次奈快

1989年 9月 19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持先生

出席:巴哈鈉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 .各伊斯先生、巴水沃#先生、巴小甜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鋪先生、卡菜男.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弟朗西斯先生、雅科籬德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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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普你堆送 .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 一

索拉里 .日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物科夫先生.

固杯法委見套第四十一屆套洪工作拫告草稿 (絞 )

第九章 委長套的其他決定和錯站 (欲完)(A/cN4/L442)

D.出席大套第四十四屆套洪的代表

第26段

第 26段通避.

D市通道.

E.固 你法汫刁舍

1 埃里克松先生回慆上屆套以上已銓決定在拫告中列入趺其第一屆套洪迄今

參加回豚法排刁套的人長名單.

2 主席建被,立在下屆套以上提醒規划小組注意垓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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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速祥決定.

第 29至 3U段

第 27至 3。 段通道.

第31段

3 馬希与先生悅,他汰力沒有必要向大套解釋啡刁全內部繳象的洋情,因

此,建決刪除第 31段 .

就速祥決定°

第 32段

第 32段通道°

第 33段

4 本努納先生 (根告貝)建洪,由 于馬希馬先生陳迷的理由,第 33段立予

刪除.

就速梓決定。

第田 至 39段

第 34至 37段通避.

絰修正的第 E市通避.

F 希水錐托 .阿咼多紀念汫座

第 38至 4U段

第 38至 4U段通道.

F市通避.

銓修正的根告草稿第九章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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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目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緻完).(Aˊ cN4/L44。和c。 rr﹁ 和Add1和

2)

B.本屆全洪申快速介寺題的情況 (袋完)(A/cN4/L44U/Add1和 2)

第 3Ui至 33各t 〔A/CN4/L44U/Add2)

第 3Ui至 33段通避 .

銓修正的第 B市通道.

C 夫于回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奈款草案 (A/CN4/L44U/Add2)

第 34段

第 34段通迪.

C市通避.

D 清求提出坪站的同題 (A/CN4/L44U/Add2)

第 35段

第 35段通逮.

D市通道.

5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委員套在常查第七章全文之后,可能希

望肘A市 (早言)〔A/cN4/L44U和 CUrr1)做某些刪市.因 此,他建洪刪去

第 ︴4段 中第 2至 7荼的杯題清草,因 力送一清草已裁于 C市 ;他逐建洪以同梓

的方式筒化第 19段,俠保留第一句.如果委貝合同意送一建洪,送兩段的腳注也

泣修正,以与 C市相參照.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根告草稿第七章通避.

. 
絞自第 2141次舍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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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 (A/CN4/L435和

Add1-4和 Add4/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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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N4/L435ˊ Add1-4和 Add4/Corr1)

6 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貝)說 ,垓 第二幸 A至 C市 不久持作力文件

A/CN4/L435印 友.文件持載有:委員套失于本寺題工作的厊史回厥;村方法

同題的一些看法,包括肘取能需要速一概念的分析;委員舍提交大套的建坡.

7 目狋法委員套要申坡的 D市 由奈款草案的定稿、任摔決定爭草案以及泙

注包括起草委員舍及全体套以所作泙梵組成.

引言段落 (A/CN4/L435/Add1)

引言段落通避.

第 1奈 (本奈款的范日)的泙注

〔1)段

8 托穆沙特先生建以,第一句位改力:‘本奈款草案的患的目的是在下文提及

的一定范園內建立一种全面和統一的制度,可以道用于目家力公夯通訊所用的各种 .

信使和郎袋 .”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 〔1)段通逮.

φ)段

9 托穆沙特先生建決,第二句中的
‘
板多

’
改力

‘
很多

”
,“真正普遍性的系統

’

改力
“
几乎普遍性的系統

’,第三句中的
‘
大体上

”
位刪掉.

就速桿決定 .

豋修正的 〔2)段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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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



m)段

1U 本努幼先生 〔報告貝)指 出,(3)段涉及特別使市困的信使和郎袋地位

的任摔被定爭草案,而不是普遍性回豚鈕銀的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二任捧決定串草

案.

●● 揚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長)指出,第 2泰草案的坪注 (2)段提及第二

任摔決定中.

12 迪正斯 .因 茫雷斯先生建快,在第二章的西班牙文本中位自始至終用

‘︳oScorriosy︳ aSva｜ jas’ ,不位用 L。sc。rreoSvva︳ 巾s.

13 H9L西先生悅,在英文文本中,‘信使
’
立用复效。

就送祥決定 .

豋修正的 (S9段通避.

←)段

14 本努納先生 (根告長)建洪,‘ 刁慣固豚法
”
的后面泣加

“
狀況

”二字.

篷修正的 (的 段通道 .

(5) 居之

15 托穆沙特先生悅,非寺家旗者是否合明白拉丁悟
“︳nterse” 的意思,值得

怀疑.

●6 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長)建快,在‘
inte了 Se’ 之后,位加上以下解釋性

詞浯:‘即位于一目的使田、領倌或代表困与位于另一目的使因、領倌或代表因之同

的通訊
’.                         .

17.勒泰先生悅,他汏力,使用
‘
橫向通訊

’
一洞,意思十分清楚.

18 主席建以特別拫告長、委貝套報告貝和秘中赴就最后的措洞送成怭洪.

(5)段在此涼解下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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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老之

∞)段通避.

銍修正的第 1荼坪注通迪.

第2奈 (不扁于本荼款范目的信使和郎袋)的坪注

●)至 (3)段

(1)至 (3)段通道.

第 2荼坪注通避 .

第 3奈 〔用悟)的坪注

(1)段

19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拿不准最后一句活想要說明什么意思.他汏力,要

么更清楚一些,要么持其m(l掉 .

2U 物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送句活打算向旗者表明,不庄期待在第

3奈中毫不例外地找到草案使用的所有洞悟的定〤.例如:“ 水道目
’
一洞伙出現逍

一次,其定〤兄有失的奈款.

2●  凱西先生建洪,第一段的最后兩句活位合并修改力
“
定〤伙限于能表現出

所逑央体的特魚的基本要素,所有其他要素留待耳迸有夫的其廣性奈款
’

.

22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快,最后一句垃改耳力
‘
其他定又性要素可耳

送有夫的共辰性奈款
’

.

23 切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送兩項建洪可以下迷方式合并:‘
⋯⋯

,

所有构成定火的其他要素留待耳迸有失的央廣性奈款
’

.

24 埃里克松先生建洪,后一修正案的
‘
所有

’
一洞位刪除.

25 主席悅,如果沒有昇洪,他就忕力委員套同意通避絰特別根告貝和埃里

克松先生建洪修正的 (1)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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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遠祥決定 .

絰修正的 (1)段通迂.

(2) 毛殳

(2)段通避.

(3) 毛殳

26 托穆沙特先生說,他汏力最后一句中列出代表困的代表、副代表、碩

同、技木青家和秘串沒有必要。目的是解釋
‘
代表

’
一月的意思,央隊上,1946年

鯄 合目特杈及豁免公的》第四系第 16市 已村此下了定〤,提及速一來款就足姼

了.

27 物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長)洗,正是出于ㄞ史原因,他才列出
‘
代表

”
概

念所包括的所有人貝.真正村速一概念作出解釋的是 1946年 《耿合固特叔及豁免

公的》和 1947年 《寺ㄇ机构特杈和豁免公的》,1975年維也納夫于回家代表杈公

釣仗下了很一般性的定叉.也 出于同祥的ㄞ史原因,他使用了
‘
套貝

’
一洞,而不使

用
“
套貝目

”,因 力在碟合回建立時,‘套長
’
一洞被理解力現在林力

“
套貝目

’
的意

火.

28 埃里克松先生悅,使用了同祥的洞悟的 (S9段和 (9)段均未91他造成

任何因雎 .

29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洪,(3)段最后一句
‘
舍貝目代表、代表因

的代表、副代表、碩同、技木青家和秘串
’
位由

“
舍長固代表

’(此洞活包括代表困

的代表、副代表、碩同、技求寺家和秘中)’ 的字祥替代,只是力了向凌者提供情

●9tt.

3U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91意兄,他汏力委員合同意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

生建洪的修正案通避 (39段,并決定肘出現相同措洞的其他段落做相庄的修正.

就速祥決定.

銍修正的 (3)段通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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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至 〔7)段

6)至 〔7)段通避.

侶)段

31.埃里克松先生建洪,第三句
‘maste′一同位由

“
captain’ 一洞代替,最后

一句立由提及＿●所迷央踐有失的奈款的詞悟代替.

32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貝)洗,在央域上和英目的海商法上,刁 慣悅商

船的
‘maste′ .有人想在草案的正文中使用兒apta｜ n’ 一洞,他在起草委長合中遵

趺了送些人的愿望,但在坪注 (8)段 中,他希望保留
臼maSte� 一洞。夫于埃里克

松先生的第二瓨提洪,他建洪提及利用邯政或任何逐輸方式特送外交郎袋的第 26

奈.

33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指出,第 23奈坪注 (3)段載有夫于使用
‘
captain” 和

‘
master” 二洞的解釋.他本人傾向于保留在申以中的 (8)段 的最后一

句,仗在方括咢中加上涉及第 26奈的洞悟,以 向旗者提供思可能多的情況.

34 H9L西先生洗,8段最后部分的文字是
“
可以在奈款草案中有失外交邯袋地

位的那一部分增加一奈新的紊款加以道些規定
”.他很雅理解如何能按照埃里克松

先生的建洪,依提及第 26奈就可將其刪除和取代.速就等于悅,委員合在事先已

銍知道粹在第 26奈涉及速种做法,但事央上并非如此.

35 物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長)建洪,8段的末尾庄改力以下來文:“
∴.⋯可

以在另一無中加以道些規定,速里指的是第 26朵 .’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 (B9段通避.

Φ)和 (1U9段

φ)和 (1U9段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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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遙殳

36 友卡弗里先生悅,第三句活意思不清楚.妒送郎袋的信使和一日派出提

取郎袋的信使均位提及 .

37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洪,垓句
‘
其琳夯恰恰是伊送郎袋

’
座改力

‘
其

取夯患是与郎袋有失
’

.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 (11)段通避.

(12)段

(12)段通道.

●3)段

38 托穆沙特先生建以,第二句的勺︳︳themore’ 泣改力
‘
a︳︳the｜ ess” .

39 友卡弗里先生提快,泣使用
“
特別是

’
一洞.

4U 埃里克松先生提洪,‘褚如第二句末尾
‘
使因

’
之美的通林用浯

”
位改力

“
使

因
’
送祥一介通林

”
.

41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建以,技告中庄系統地指出引用的公夠的日期.

42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長)焚同友卡弗里先生和埃里克松先生提出的意

兄.夫于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的建快,他扒力,由于每章幵共全文引迷了公的的杯

題,因此,使用較短的杯題,視情況不提及任何日期,更力合道.

友卡弗里先生和埃里克松先生的修正案通道.

絰修正的 (13)段通道.

(14)段

43 埃里克松先生提洪刪去
‘
八表面上看

”
一悟,因力它后面逐有

‘
乍看起來

’

的字梓,因此是多奈的.

銍修正的 〔1●9段通迪.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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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段

44 托穆沙特先生悅,第 15段并沒有其正表送委員舍決定的基本思想,遠

一思想他曾批泙避.遠一基本思想是,逍境固久有的叉夯也道用于沒有被告知信使

將通越其領土的回家.因此,在坪注中位說明
‘
避境目

’
一洞也包括信使通避其領土

但未被告知道一情況的回家.

45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同意托移沙特先生的速一意兄.

46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汏力,剛剛通避的 (1Φ 段在送一姦

上是充分明确的.但他建以,〔15)段位修正如下:

“
垓定叉相些戶泛,不伙足以包括事先已知信使或邯袋按規定旅程途中需

銓避其目境的回家的情況,而且也包括根据其寨件道用第 3U奈第 2款規定的

未預兄的情況.除在需要筌怔的情況下,逍境回可能不知道信使或邯袋正通避

其領土.逍境固定叉范園之所以如此戶泛的依据是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4U奈、《籬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54奈、《特別使市公的》第 42柔和籬也納

回家代表叔公的第81奈所淡想的各种不同情形.”

47 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他不知道是否位垓提及 《特別使市公的》.

48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見)悅 ,尸格地汫,涉及特別使市情況的不是奈

款草案,而是任摔洪定串.思管如此,力有利于比較法也有必要提及送一魚.而

且,速祥做不合引起解釋同題,也不合造成混亂.

49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忕力委員合同意通道特別拫告長修正的

(15)段案文.

就送釋決定.

篷修正的 (1S9段通避.

(16) 和  (17) 段

(16)和 (17)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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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段

5。.托穆沙特先生建洪,第 三句中
‘
也有人考慮⋯⋯是否

’
庄改力

‘也有人

i=Π

’
.

就遠祥以定.

S●  主席提以,第五句中
‘
事央上

’
一洞位刪除.

就遠祥決定.

銓修正的 (18)段通道.

(19) 屑七

(19)段通道.

銓修正的第 3奈的泙注通避.

第4無 (公夯通訊的自由)的坪注

“)和 〔2)段

〔1)和 (2)段通道.

fS)段

52 物科夫先生 (特別披告貝)悅 ,第二句中
“
管轄范困

’
一洞位改力

‘
領

土
’’

.

篷修正的 (S9段通遊.

銍修正的第 4奈的泙注通造.

第 5紊 (尊重接受目和避境回法律和規章的〤夯)的坪注

(1) 和 (2) 堉殳

(1)和 (2)段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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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53 托穆沙特先生提被,最后一句中
‘法律

’
一洞位用复效形式。

篷修正的 (3)段通避.

6)和 (5)段

6)和 〔ω 段通避.

銓修正的第 5奈的泙注通道.

第 6奈 (不歧視和肘等待遇)的坪注

(1) 逅殳

54 托穆沙特先生提洪,第二句幵共
‘
本奈

’
位改力

‘
它
”,最后一句位刪掉,

因力垓句的含叉更多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法律性的.

55 物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 ,他可以接受遠些建洪,不避坪注帶有政

治含火也是常有的事.

托穆沙特先生的修正案通道.

篷修正的 (1)段通避.

但)和 (3)段

φ)和 〔S9段通逍.

6)段

56 托穆沙特先生提以,最后一句反映的是令人意兄,不是委員舍的全体意

兄,因此位刪掉.而且,第二句不道些地貓小了村等待遇規Jll的道用范園,因力垓

句似乎暗示,只有些避境目受到作力避境目的派遣目的限制性待遇吋才央行速項規

則.然而,他汏力,如果接受目以限制性方式肘其适用特定的規定,避境回也可肘

其央行肘等待遇規Jll1.

57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汏力 (Φ 段的最后一句是有道理的.既然日杯是

——7“一



确保外交郎袋不被用于原定以外的目的,所以最好是确保怀有美似意困的兩介回家

不締結任何中面或其他形式的林定,以在兩固之同央行与本奈款目的和宗旨不相符

合的做法.

58 本努納先生 (報告長)悅 ,最后一句不是坪注中唯一表送介人意兄的句

子.而且,它逐有故赴,提出了村等待遇和非歧視性規ill的 道用的界限同題.

59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扒力.委員套一般不位解釋以早些時候的公的規定

力基砒或逐字照最遠些公的規定的朱款.

6U (4)段第二句和倒數第二句都是涉及有限制地道用本奈款的一項規定

的.他不同意托穆沙特先生肘第二句的解釋,相反,他螢成句子本身表送的現羔.

最后一句是以1969年 《籬也納朵的法公的》有失保留的恭款力基砧的,每在技告

中不合道.

61 鈭于委員之同各持已兄,他快力第二句和最后一句可疑易地刪掉。

62 友卡弗里先生洗,他扒力最后一句位予保留,因 力速句活涉及所表送的

稍有不同的現羔,而且又不仗是一位委員表送的.

63 他村第二句
“
有人在委員舍指出

’
的洞浯的作用表示疑同,遠介洞悟的意

思是說已在遠一事項上送成林以了喝?他肘情況是否如此不能肯定.

64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4)段第二句村避境回加以解釋,速与

第 6奈第 2款 〔a)項 的案文相一致.最后一句規定了与未來文串目杯和宗旨有失

的某些限制,美似的規定可在 1969年 《維也納奈的法公的》中找到.因 此,“〕

段立維持原來的措洞.而且,委員舍在泙注中反映有助于解釋有夫規定的琴管不是

所有人的現魚,速是正常的.

65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不反9I通逍 (的 段,但仍91第 二句中
“
委員舍中有

人指出
”
送一詞悟的意思表示怀疑,是否是指委員舍的意兄?

66 勒泰先生指出 (° 段的措洞有些含糊,他悅,他希望提出一項涉及基

本原Jlll同 題的正式保留 (最后紊款中提及了速一魚),涉及本奈款草案和其他奈的

之同的夫系,即 多遊公的力在特定情況下沒有明确規定的目杯和宗旨可限制革介林

定的程度.因此,他接受本段的原有措洞,但特其解釋力委貝套几位委員表送的意

見,而不是委員全本身的意凡.如果遠是委員全的意兄,他特表示反肘.



67 本努納先生 (拫告長)悅 ,他汰力泙注在原則上只反映委員套全体委員

的意兄.             .
68.托穆沙特先生悅,他希望 (●9段第二句和最后一句刪掉.如果保留第

二句,泣 以
‘
委員舍的一些委員指出

’
的字祥幵始.

69 埃里克松先生說,他螢成別掉第二句,首先因力速一句引起爭洪,其次

因力倒數第二句已反映送句所表送的思想.

9。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銘同包括最后一句;因力他汏力,在坪注中反映不

是委員舍全体委員的意兄,速是委員舍一貫的做法.如果不是送祥,他不反肘刪掉

速一句,但如果以后怔明送种做法在委員奈中不是沒有逍的,他特重提速一事瓨°

9●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他人力第二句和最后一句均庄刪掉.坪注

原則上不庄反映委員套全体委員以外的意兄.

72 主席悅,如果沒有昇以,他扒力委員合同意刪除 (的 段的第二句和最

后一句.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 (的 段通避.

(5) 傍支

93 本努納先生 (拫告長)悅,最后一句反映了勒泰先生原來表送的意兄,

他本人肘此已表示螢同,委貝套已表示同意.‘委員套作了說明的是
’
這些字祥座刪

掉,‘was intended” 位改力勺山ntended’ .

就遠祥決定.

絰修正的 (ω 段通避.

篷修正的第 6奈的坪注通避.

第9恭 (委派外交信使)的坪注

“)和 〔2)段

(1)和 (2)段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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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堉殳

74 埃里克松先生悅,(3)段可以筒化,因 力其主要目的是強琱有必要在第

7紊中提及第 9柔和第 12奈 .然而,他建洪特速方面的決定推退到下一次全洪,

以便使他有時同在与特別投告長甜淹送一事項之后提出一种措洞.

就速祥決定。

f●)段

“)段通遊.

(5) 堮〔

75 埃里克松先生在提以刪掉第二句吋悅,垓句的第一部分仗仗重复本奈所

隊迷的內容;第二部分的含火是,如果信使不具有至少派遣固之一的目籍,那就不

符合第 19茶第 η款所規定的奈件.然而,在旗第 9朵第 1款吋可以看出,沒有規  ＿

定送祥的寨件.

76 揚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貝)在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的支持下悅,他

扒力,(5)段第二句泣保留,因 力涉及的是一种具体情況及速种情況的后果,它

也反映委員舍在奈款草案一旗吋采取的在二旗吋并沒有交化的一种立場。

77 本努納先生 (根告貝)悅 ,他也忕力,最好說明在有几介派遣目的情況

下,信使不必具有速些回家每一目的目籍,而是具有至少其中一目的固籍就足銘

了.

78 埃里克松先生悅,報告長的坪梵只是怔央了他反肘 (5)段的第二句的

意兄.第 9朵沒有任何規定要求信使具有派遣目中一目的固籍.然而,如果委員

舍愿意保留第二句,他提洪,位 9I最后部分做如下修改:‘且然委長舍扒力,信使庄

垓具有派遣目之一的回籍
’

.

79 主席悅,据他的理解,委 貝舍大多數委員希望不作交劫地通遊 (5)

段.

就速祥決定.

-7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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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段通逍.

下午 1吋散舍.

第 2144次全洪

1989年 9月 19日 星期三下午 3吋

主席: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H9L西先生、阿〨焦 .害伊斯先生、巴本沃祥先生、巴水謝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妥 .男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辨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弟朗西斯先生、雅科籬德斯先生、再希身先生、友卡弗里

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茫 .拉奧先生、拉扎凡

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害庫幼斯先生、塞普你維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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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科夫先生.

目隊法委員舍第四十一屆舍洪工作拫告草稿 (裝 )

第二幸 外 交信 使 和 沒 有 外 交 信 使 伊 送 的 外 交 邯 袋 的地 位 〔致 〕

〔A/CN4/L435和 Add1-4和 4/CU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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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 )

(A/CN4/L435/Add1-4和 4/corr● )

第7紊 〔委派外交信使)的坪注 (A/CN.4/L435/Add2)(鎮 完)

fB〕 段 (牧完)

(3〕 段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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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荼的泙注通避.

第8奈 (外交信使的怔件)的呼注

‥)段和 (鈔 段

(1)段和 (砂 段通避.

(3) 毛殳

1 埃里克松先生悅,〔3)段包含了冗故的解釋,似乎多余。他建洪刪除此

段.

2 楊科夫先生 (特別投告長)悅他的規魚是,在坪注里提到回家央跩有時是

有益的,即使回家其跩不統一.(3)段意在准确地解(F.,第 8紊所指的近件到底是

何种近件,垓案是肘原建洪作了重大精何后的案文。
(3)段悅明了速一精筒的避

程.                              .
3 勒泰先生悅,(3)段是有用的,不位刪除.

°)段通避.

第 8奈的泙注通道.

第9奈 (外交信使的目籍)的坪注

(1)  段

“)段通避.

(2) 怎殳

4 物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銓＿●埃里克松先生磋商,他提啵刪除最后

兩句,遠兩句提及 1963年 《籬也納領事大系公的》第 35奈 .第 9荼第 1和 2款

确央仿照了1963年維也納公的的相位規定,但与那些規定又不完全一祥。特別

是,垓公的中沒有
‘
原則上

”
速介短悟.

——
76U—

—



特別扳告長的修正案通避.

銓修正的 (2)段通道.

°)段和 (●9段

5 物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長)建快 (S9段位縮短.第一句泣保持不交.第
二句泣仗力:‘速是由于上迷原Jll可 能有例外.’短悟

‘
因派遣因与接受固之同的林洪

’

位刪除.ㄅ口第 9朵第 2款所規定,需要接受目同意任命它的回民力派遣目的外交

信使
’
速些洞浯銓道些琱整后,位成力 (的 段第一句.原來 (●9段第一句位保持

不交,但下一句庄改力:“
⋯⋯‘

隨吋
’二字的目的并不是使寺斷地撤銷同意或阻磚或

干扰已篷幵始的使命的執行合法化
”.以 ‘

速种性辰的撒銷⋯⋯’
幵始的第三句也庄

刪除,另 外以洞浯
“
只垃在涉及尸重的情況下才撤銷同意⋯...’ 幵始的第五句也將刪

除.肘最后一句也要做一些文字修改,尤其是刪除不必要的洞活
‘
委員舍汏力有必

要
”

.

絰修正的 (S9段和 (的 段通避.

(5) 毛殳

6 埃里克松先生指出,第一句末尾方括景中的洞悟
‘(此美人列入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35奈第 5款〕
〞
引起淏解,因 力速些洞悟暗示 1963年

維也夠公的第 35奈是第 9奈第 3款 (a)項規定的淵源.其豚上,垓項包含的規

則正好与 1963年籬也納公的第 35無所規定的規Jll相 反.因 此,‘蛗然肘此美人赴

理不同
’
速些洞垃加速上迷方括母內的一段活中.

7 友克弗里先生建洪一項何草的解決亦法,就是將方括景中的送句活刪除。
8 主席作力委員套委員友言指出,方括咢中的那句活只是說明第 9紊第 3

款 (a)項所列的英別不是新的,它 已絰存在于 1963年籬也納公的第 35朵 .肘

于道用于速美人的規則,那句活并沒有悅什么.

9.凱西先生提清注意美似的放在方括咢中的活,速活似乎支持了美別 (a),

即
‘(此美人已列入上迷所有四項外交公的各自的柔款中/。

1U 勒泰先生建以,考慮到上述情況,兩句方括手中的活垃給予不同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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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建洪的那祥,与 爽別 (b9有失的那句活位刪除;涉及奘別 (a)的那句位插在

主要句子里,不帶方括景并作道些文字修改.

●● 托穆沙特先生指出,1961年 《堆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7奈第 5款根

本沒有提及信使的固籍.因此悅爽別 (a9已列入四項痴築公的的各自紊款中是不

正确的.

12.主席建以放在方括咢中的兩句活都可去掉,村內容元損害.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 (S9段通遊 .

le)段

13 埃里克松先生建洪,‘按照第7奈坪注 (5)段的解釋
’
遠介短活泣刪除.

14 物科夫先生 (特別手艮告長)回 怊悅,在村淹第 7奈的坪注吋,埃里克松

先生曾建洪刪除垓泙注的 (5)段第二句 (第 2143次舍快,第 75段),此建快些

吋投被接受.如果現在涉及任何央辰性同題,那 么同題已在忖淹第 9奈時解決

了.

15.主席指出,(6)段的幵共短悟只是力了祁助旗者,力 了說明所悅的兩段

之同的耿系.

(6)段通避.

銍修正的第 9奈的坪注通逮.

第 1U紊 (外交信使的取夯)的泙注

(1) 段

16.埃里克松先生建以刪除最后一句所用的
‘
哲吋通述

’
遠一短悟.

就速祥決定.

銍修正的 (1)段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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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段

19 埃里克松先生悅,最后一句泣加修改,使意思更清楚.

﹁8 科特救本先生 (委員套秘串)建洪,‘ 因力
’
庄加在

‘
寺斷地

’
一洞之后,其

前面的句子改力逗咢.

就速祥決定.                            .
篷修正的 (2)段通逍.

(3) 毛乏

19 埃里克松先生建洪,第二句中的短浯
“
在官方文件上和郎袋上林明的

’
立

垓刪除,因力垓短悟多余沒有必要說明收件人是惟.

2U 物科夫先生 (特別寺艮告長〕悅,送介短悟有用并且准确,泣維持不交.

(3)段通逍.

“)段

刉 埃里克松先生悅,(4)段仄其他奈款的泙注里引用了大量材料,庄大大

縮短.

22.勒泰先生悅,(4)段肘于象他速祥村本昔題不熟悉,需要思可能得到一

切資料的旗者來悅是很有用赴的.

t●)段通道.

(5) 毛殳

23 友卡弟里先生悅,短浯‘
委員舍表明

’
相些含糊,垃更具体些.另 外,在

垓段結尾垃加迸下列洞活:‘或者在遊交郎袋后未領取另一郎袋而寓幵接受目途

中
’.送就表明,信使在南幵一日吋即使沒有外交郎袋,但仍然是在執行取夯.

24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友卡弗里先生提出的兩魚都有道理.起

草委員舍里的一般感兌是,信使即使沒有邯袋,但比如悅正去領取郎袋,那么也是

在執行取夯.因此他發同友卡弗里先生提出的加迸新的案文,建坡刪除友卡弗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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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恰些地指出的那介意思含糊的短悟.

就速梓決定.

銓修正的 (ω 段通迪.

篷修正的第 1U奈的泙注通道.

第11紊 〔外交信使取芬的錯束)性王生

●)段和 〔2)段

〔1)段和 (2)段通避.

°)段

25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鈭于肘第 1U奈泙注 (5)段所作的修改,庄在

tS)段也加上一些洞悟,表明信使的取夯并不在他遊交了外交郎袋吋錯束.

26 友卡弗里先生悅,〔3)段同第 1U奈坪注 (ω 段并元矛盾,但如果委員

套愿意速群,第二句結尾可增加
“
完成其使命

”
的措洞。

就速祥決定 .

27 托穆沙特先生建以刪除第四句的句首短活
“
委貝舍指出气

就遠祥洪定.

銍修正的 〔紛 段通避.

g)段

∥)段通道.

tS)段

28.埃里克松先生說,(5)段很容易混淆第 11奈 (c〕 款和第 12奈 的作

用.他建快把第三句中的
‘
宣告

”
一洞改力

‘通知
’,遠介洞更准确.另 外,最后一句

庄改力以下一句,即 :“如派遣回不召回信使或終止其取夯,接受回可以拒銫承扒垓

人力外交信使自通知派遣固之吋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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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速祥以定.

29 友卡弗里先生逐建決刪除第一句句首的
‘
此外

’
一洞.

就送祥決定 .

銓修正的 (S9段通避.

∞)段

3U 埃里克松先生悅,第二句中的詞悟
‘
例如自然現象,最 明昱的是信使死

亡〞
位換成

‘
例如信使死亡〞

.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 (U9段通道.

絰修正的第 11奈的泙注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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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段

(1)段通避。

(2) 堉殳

31 埃里克松先生悅,肘外交信使和使因因故加以匿分完全不必要,因 力二
.

者的差昇不言而喻.他因此建以刪除第三句,第四句中的
‘
其

’
政力

.信
使
’,第五句

刪除短悟
‘
如同村已銓同意避的使因因故那祥的情況

〞
和

“
其效果与使固困吹的情況

相同‵

32.本努幼先生 (根告長)悅,因力肘于使因因故的任命須取得接受目的同

意,但肘于外交信使測并非如此,所 以肘二者加以匹分逐是十分有益的,(2)段

第三句不垃刪掉.他汏力,一般地說,縮短坪注的篇幅并元緊迫的必要性:泙注半

竟涉及二旗通避的奈款,因 而是特別重要的.他不變同埃里克松先生提出的任何修

正案,汏力現在要重新政每技告是不适宜的.委員套已就央廣內容取得完全一致意

兄,速一魚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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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的建洪并不是革鈍文風同題,而是涉及內容.委長

舍的工作方法不利于委員套在本屆舍洪錯末前能支配的吋同里肘根告草稿送行必要

的扒真的常洪.

34 揚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 ,他不反村刪除埃里克松先生提到的那些

短涪,因力的确送些短活說的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他在 (2)段里的意目是村他自

已受到的批泙作出反位一一有人批坪他往往把信使和外交官等同看待,他想強惆一

下兩者的差別.

35 勒泰先生悅,(2)段肘有些同題作了有益的說明,速些同題不見得不言

自明,他不同意所建洪的刪除.

(2)段通述.

tB)段至 (ω 段

(3)段室 (5)段通道.

m)段

36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打算就第 21奈的坪注友表一些泙淹,速与第﹁2奈

的坪注 (6)段有夫.

37 主席建以通道 (6)段 ,但附加一項奈件,即委貝套在常以第 21恭的泙

注吋如有必要便再回到 (6)段 .

就速祥決定.

〔6)段通道.

第 12奈的坪注通道.

第 13奈 (給予外交信使的便利)的泙注

(1)  段

38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扒力,通訊自由并不包括信使和派遣圄之同的通

訊.所 以 〔1)段末尾的洞悟
‘
行使通訊自由

’
位換成

‘
他希望-9派遣固及其使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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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任何秩系
〞

.

就速祥決定.

39 揚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力 了避免任何淏解并盤于夫于力了信使

執行取夯而給予他的便利的規Jll的ㄞ史,在‘
信使

’
之后位插入‘

執行有失通訊自由

的
〞
洞悟.

銓修正的 (1)段通避.

(2) 逅殳

4U 在埃里克松先生提出一項建洪之后,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長)建坡庄

將兩句合并,改力:“第 1款具有普遍性,它參照了外交夫系公的第 25奈⋯⋯’
.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 (2)段通避。

(3) 毛t

41 友卡弗里先生建洪把第三句中的
‘
殶想

’
一洞換成

“
預卄

”
.

就速祥決定.

42 埃里克松先生指出,最后一小段不垃縮格,位是案文的組成部分,并建

洪刪除垓小段最后一句.

就速梓決定°

銓修正的 〔S9段通迪.

6)段

“)段通避.

(5) 治史

43 本努納先生 (根告貝)建洪第五句位到
‘
住赴

’
一洞力止,其奈洞活刪

除.此項建洪得到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的支持.

就速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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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托穆沙特先生建洪把第七句中的
‘
合理的奈件內

’
改成

‘
合理的范園

’
.

45 本努納先生 (拫告長)悅 ,第八句后半部分
‘
按其他回家的目內組象,在

遠方面目家和私人是赴于平等地位
口
措洞不些.

46 在有揚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長)、 友卡弗里先生和H9L西先生參加的甜梵之

后,咼希与先生建洪把上迷洞活改成‘
其他因家的情況不一定是送祥

’
.

就速祥以定.

銓修正的 (Sl段通避.

∞)段

47 在友卡弗里先生友表意兄之后,凱西先生建洪刪除第三句句首的洞浯
‘
送 、

种情況可能是
”

.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 (6)段通避.

豋修正的第 13奈的泙注通道.

第14奈 (送入接受目或迪境目的領土)的坪注

(1)  段

(1)段通道。

(2) 老殳

48 埃里克松先生指出第三句基本上是重复第一句,建洪刪除第三句.

就遠祥決定.

49 最后一句有悟又重复的毛病,‘位解釋力
‘
在執行其取夯的逍程中

’,包括
’

速些措洞立改力
‘
包括

’
一洞.

5U 在有比斯利先生和物科夫先生 (持 fll被告貝)參加的甘淹之后,主席指

出肘埃里克松先生的第二項建洪元人螢同,建快最后一句維持原祥.

就速祥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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絰修正的 (2)段通避.

(3) 毛殳

(3)段通逍.

絰修正的第 14奈的坪注通避.

第 15奈 (行功自由)的坪注

“)段

(1)段通迂.

(2) 堉殳

51 菱卡弗里先生建以第三句中的泀悟
“
行功和旅行自由

”
之前座加上下列洞

浯:‘信使執行其取夯避程中的
〞.信使享有行功和旅行自由杈只是力了執行官方取

夯.如果暗示他不淹干什么都享有完全的行功自由,速是錯淏的.

52 揚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所建以的修改是一介改迸。同時,他提

靖注意 (3)段最后一句,垓句耳明,除 了執行取夯吋以外,信使享有
‘
接受目或

避境目法律和規章給予外回汸同者的一般自由
’.并沒有暗示信使享有任何免肘的

行功自由。

53 埃里克松先生悅,〔2)段最后一句似乎暗示夫于信使旅行安排的便利比

第 13奈規定的大一些;他就送一魚提靖注意泙注的 〔3)段 .

54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起草委員舍在一旗和二放吋的一致意兄

都是,所有旅行安排都由信使自已久黃,不是由接受固或避境固久黃.

55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肘埃里克松先生提出的意兄有些同感,但他可以接

受 (2)段最后一句,因力接受回或避境固些局可能給予的祁助有洞悟
‘
在特殊情

況下
’
加以限定,除此之外,逐有

‘
雅以克服的障得

’
速一奈件和

‘
冬可能的

〞
速一限

制.

56 主席悅,如果元人反村,他特汏力委員合同意通道按友卡弗里先生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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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兄修正 (2)段 (上文第 51段 ).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 (2)段通迂.

(3) 怎t

57 友卡弗里先生悅,第一句中的洞悟
‘
采用

’
是多余的,庄刪掉,倒 數第二

句中的洞悟
“
委員套的解釋是,’也庄刪除.

就遠祥以定。

銓修正的 (S9段通道.

“)段

“)段通道.

絰修正的第 15奈的坪注通避.

第 16朱 (人身保伊和人身不可侵犯)的泙注

(1)  段

(1)段通避。

(2) 毛殳

58.埃里克松先生指出,第一句前半部分91第 ●6奈的規定和 1961年 《籬也

納外交夫系公的》相位奈款的規定送行了比較.然而,汏‘
送主要是由于信使的取

夯...⋯’
幵始的后半部分沒有雞緻送行遠种比較.

59 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長〕解釋悅,正是由于信使的官方取努和來往公

文的机密性才在草案里列入了夫于人身保伊和人身不可侵犯的規定.

6U 勒泰先生建以社 (2)段第一句后半部分交成草地的句子,大致修改如

下:‘信使取夯的性辰力此提供了根括;信使取夯是外交取夯的自然延伸
”

.

61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忕力上迷修正集中
‘
自然延伸

”
速种悅法有羔別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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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洪新句子幵始座力:“其理由是信使取能的性辰⋯⋯气

就速祥決定 .

瀣修正的 (2)段通避.

tS)段和 〔的 段

62 馬希馬先生指出,〔 3)段 中的第一句提及信使不可侵犯原則的
‘
兩重

性
’,但垓段仗涉及一方面。

“
兩重性的另一方面’

是 (4)段 的主題.所 以兩段泣垓

合并.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 (S9段和 (的 段通道.

fS)段 (新 (的 段)

(5)段 (新 (4)段)通避.

豋修正的第 16荼的坪注通避。

第 17奈 (嗨 吋住赴的不可侵犯)的坪注

(1)段

63 小木曾先生建快,力 了反映就此同題送行的戶泛甜梵,第一句之后泣新

加一句,案文力:‘在忖淹此同題期同,有人提出下列同題:信使的嗨吋住赴不可侵

犯在編慕公的中沒有規定,速是否庄解釋力否汏速种刁慣規則的存在.’ 另外,

(1)段現有文本第二句幵共庄拼展力
‘
委員套沒有接受遠种現魚,理 由是存在看

64 凱西先生洗,他汏力小木曾先生所提出的一羔在 (1)段第一句中已瀣

暗示提及。

65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汏力坪注里座有一些小木曾先生所建快的那祥的

活.

66 本努納先生 (根告長)悅,速介想法已包含在 (2)段的最后一句,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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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明确地說道,出現了夫子外交信使幮吋住赴不可侵犯的特殊規則是否道用的同

題.

(1)段通遊.

〔2) 老乏

67 卡菜步 .多 德里格斯先生建洪把 (2)段幵共的
‘
信使的住赴一般安排

在
’
改力

‘
信使的住赴往往安排在

’
.

就速祥決定.

68 在有埃里克松先生、夌卡弗里先生、斯里尼瓦蘚 .拉奧先生和物科夫先

生 (特別根告長)參加的甜淹之后,主席建坡最后一句后半句改力ηΠ么就道用夫

子外交信使蒞吋住赴不可侵犯的特殊規則
’

.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 〔幻 段通逍.

m)段

(3)段通遊.

6)段

69 埃里克松先生悅,∥)段后半部分反映的夫于不可侵犯性的現羔令他堆

以同意。他叭力,回家保伊嗨吋住楚中的信使的火秀并不大于其保妒普通公民的〤

夯.

7。  托穆沙特先生同意埃里克松先生的意兄,悅第七句夫于保妒措施是
‘
在旅

倌中⋯⋯通常都有的措施
”
的活根本不肘.他因此建坡刪除 (●9段最后三句.

9● .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長)說 ,他不反村刪除第七和第八句,但垓段最

后一句是十分有夫的,位垓保留.

72 主席建快刪除 〔的 段第七和第八句,最后一句中的
‘
然而

”
一洞改力

“
此

外
’
,‘怔明⋯⋯是有道理的

’
改力

‘
有必要

’
.

就速梓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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豋修正的 (z19段通迂.

伍〕段至 (B9段

(5)段至 (8)段通逍。

〔9) 段

93 本努納先生 (拫告見)悅刪除第一句中的洞悟
“
第 4款反映了委員套的

意兄,即 〞
.

74 揚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長)同 意送一修改,說法文本第一句中的草洞

句eVait’換成
“do↙ .

95 埃里克松先生建以刪除最后一句中的洞浯
“
由于央豚上沒有可能性,’ .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 (9)段通避。

JU9段

76 托穆沙特先生悅,他汏力 (1U9段多余,垃刪除°

77 埃里克松先生和菱卡弗里先生支持送項建洪.

78 本努納先生 (投告貝)悅,他汏力 (1U9段最后兩句是有用的.

下午 6吋 2U分散套.

第 2145次套洪

1989年 7月 2U日 星期四上午 1U時

主席: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 巴哈納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水沃薛先生、巴水蝌戈夫先生、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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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因 祚雷斯先生、埃

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雅科籬德斯先生、馬希与先生、友卡弟里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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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庫蚋斯先生、塞普水維送 .古釱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囿

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切科夫先生.

固怀法委員舍第四十一屆套決工作根告草稿(紋 )

第二章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鎮×A/cN.4/L435和

Add1-4和 Add4/C。 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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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妓
)

(A/CN4/L435/Add1-4和 Add4/CUrr1)

第 17奈的坪注(妓完×A/cN4/L435/Add2)

〔1U)段 (鎮完)

1 揚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1U9段是妥林的結果:委貝套決定在泙

注中將 (1U9段列入,以刪除一介具体夫于伊送邯袋的信使的交通工具不可侵犯

的恭款草案°

2 馬希与先生悅,他變同特別根告貝的意兄.但他提以刪除 (1U9段前三

句案文。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1U)段通避.

第 18柔 (管轄豁免)的泙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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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段和(2)段

(1)段和(2)段通避。

〔3)至 (5)段

3 揚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長)提決增加下列新的 (3)段之二:‘委員舍肉夫

于音i可 規定刑事管轄豁免的必要性和速种豁免范目的意凡是有分歧的。
’(4)段第

二和第三句庄刪除第一句庄修正如下:“一方面有人村第一款友表了保留意兄,理 由

是失于外交信使不可侵犯的第 16恭 已豋規定給予外交信使力執行其取夯所需的一

切保伊。
’(5)段的幵共修正力:“ 另一方面,有人村增加的

‘
就執行其取夯的一切

行力而言
’
一浯友表了保留意兄,理由是給予了豁免⋯⋯”

。

4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提洪的 (3)段之二的幵共特伙重复 (2)段

中所悅的。

5 本努納先生 (根告長)回碩了委長套曾決定在泙注中仗列入委員套自已的

意兄,他悅委員套位垓遵守垓決定°而且,正如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所指出,

所建洪的 (S9段之二將依仗重复 (2)段 中所悅的。(4)段可能沒有必要,但可

將其列入 (2)段 的末尾。但是,(5)段的性辰完全不同,因力它提到肘委員套泱

定表示的保留,因 而不厲于坪注中的內容。
6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特別報告長提洪的修正平衡地考慮到了委員

套中的兩种意兄超勢。力了使重复不大昱眼,所建洪的 (紛 段之二可以用
“
如上

文 (幼 段中所逑
”
來幵共.

7 羑卡弗里先生悅,他支持特別投告員和卡菜多 .男德里格斯先生的立切.

8 本努納先生 (根告長)提快,泙注的幵共位以下列方式改每:銓避特別報

告長修正的 (的 和 (ω 段案文庄放在 (2)段第一句案文之后,(2)段的第二句

案文林力新的 (2)段之二.

9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員)提洪,絰卡菜夢 .多德里格斯先生修正(上文

第 6段 )的他夫于新的 (B9段之二的案文 (上文第 3段)庄成力泙注的 (3)段
.

豋他修正的目前 (4)和 (S9段泣合并組成 (4)段。目前的 (3)段庄成力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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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1U 蜀希為先生說,他 同意特別根告貝提洪的亦法,垓亦法符合推理的遻

輯.

11 主席悅,若元人反村,他就扒力委員套同意通避銓特別拫告長修正的

(3)至 (5)段 (上文第 9段 ).

就速梓決定 .

銍修正的(3)段 至(5)段通逮.

(6〕 脖殳

12 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見)悅,第一句案文的幵共庄修正力:‘第二款第

一句是仿效⋯⋯的第二句
”

.

13 托穆沙特先生提洪,庄 些通避在第三句
“
本款同

”
后面插入 1963年‘

維也

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43奈和
”
等字梓增加提到 1963年維也納公的第 43奈,它是送

方面的一介基本奈款°

就速祥決定 .

銓修正的 (e9段通道。

(9)段

14 友卡弗里先生悅 (7)段大故。因此,他提洪將其分力兩段新段爪第十

一句
“
至于⋯⋯的解釋

”
幵始.

15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扒力,信使能姼援引其取夯的要求怔明
‘
達章幵丰

’

有理遠一魚令人不安.因 此他提坡刪除原 (7)段第十三句中的
‘
或連幸幵牟

’
字

釋.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 (7)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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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段和(9)段 (新 (9)段和 〔1U9段 )

〔8)段和(9)段 (新 (9)段和(1Ul段 )通逍。

(1U)段 (新 (11)段
)

16 表卡弗里先生悅,他扒力沒有必要在英文文本最后一句中使用法文
‘renVova忙”

一洞。垓洞在盎格害撒克迎目家的囝隊私法中使用,但它具有一种十

分具体的含〤,与在常決的案文中所具有的含火不完全一祥。因此,他提坡將其刪

除.         .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 (1ω 段 (新 (11)段)通道。

〔11)至 (13)段 (新 (12)至 (14)段
)

(11)至 (13)段新(12)至 (14)段通避.

(14)段 (新 (15)段
)

17 托穆沙特先生提洪,第二句中的
“
委貝套特別強琱

”
庄代之以

‘
特別值得注

意
”;第三句中的

“
第 1和第 2款表明的

’
改力

‘
按第 1和第 2款适用的竹 第四句中

的
“
有人悅

”
字祥立予刪除.

就速祥決定。

篷修正的 (14)段 (新 (1S9段)通避°

(15)段至 18段 (新 (16)至 〔19)段 )

(15)段 至(18)段 (新 (16)至 (19)段 )通道.

銓修正的第 18奈的坪注通避.

第 19恭 (免除夫稅和捐稅)的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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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段和(2)段

(1)段和(2)段通避.

(3)段

18 友卡弗里先生提洪,力 了不給人一种印象,以力迸口的吋同順序套戶生

任何不同后果,第一句末尾的
“
以后迸口的物品

”
位代之以

“
其他迸口的物品

’
.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 (S9段通避.

〔4)段和(5)段

(4)段和(5)段通迪。

〔6)段

19 友卡弗里先生提以,第二句中的
“
aspects”位改力

“respect『 ;‘信使的杯

准
”
庄改力

“
信使的地位∴

就速祥決定.

2U 埃里克松先生提快,同 一句中的
“
因此

”
一洞庄予刪除。

就遠祥決定.

銓修正的 (U9段通道.

(7)段

21 馬希与先生指出,在法文文本中有一赴段r＿l數字錯氓.

22 托穆沙特先生同道,最后一句中的机切稅是荷意火.在有些回家,机切

稅被視力肘所提供服夯的付款.

23 在有帕夫拉克先生、主席、埃里克松先生、切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貝)

和馬希与先生參加的筒短討站之后,主席提坡刪除最后一句中
‘
例如,旅信稅和机

場稅
”
等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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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速祥決定 .

24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提洪,最后一句幵共的
a委

長套有人指出
〞
庄予

刪除.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7)段通避.

(8)逅殳

〔8)段通道。

(9)段

25 友卡弗里先生提洪,第二句
“
排除了可能性

”
位改力

“
可能性都很小

”
.

就速祥決定 .

銓修正的 (9)段通避.

豋修正的第 19荼坪注通避。

第 2U奈 (免除栓查和檢莊)的坪注

(1)段

26 埃里克松先生提洪,委員套位垓遵照通常做法,在第一句中提到
“
編集公

的
’,而不是

‘
外交或領事法的四項編寨公夠气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 (1)段通避.

(2)段

27 物科夫先生 (特別披告長)悅座刪除第一句幵共的
“
委員套的理解是

〞
字

祥.

銍修正的(2)段通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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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

(3)段通道。

(4)段

28 友卡弗里先生提洪,第二句中的
‘
保近’

位改成
“
保障‵

就遠祥決定.

29 埃里克松先生悅,除 了一句中所迷的用來
“
菅利的

’
物品之外,信使的行

李逐可能載有非法迸口的物品.

3U 比斯利先生提坡,垓措洞庄修改力:‘用來菅利和其他不正些目的的物

口 9

一

口  .

就速祥決定 .

絰修正的(4)段通迂。

絰修正的第 2U奈的坪注通避.

第 21荼 (特杈和豁免的幵始和結束)的呼注

(1)段至(3)段

(1)段至(3)段通道。

(4)段

31 揚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 ,在第五句的
“
如果垓信使是捏久多种使命

的信使
”
前面加上

‘
例如

’
.

絰修正的(4)段通避.

(5)段

32 揚科夫先生 (特別才艮告見)提以,第二句的幵共位修正力:‘遠失情況例

如,接受固不想采用宣布不受玖迎的人的亦法,然而卸想喊少⋯⋯可能⋯⋯的濫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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絰修正的(5)段通避。

〔6)段

33 揚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員)在答复夌卡弗里先生的意兄吋提快刪除第二

句和第三句的幵共部分。新的第二句幵共力:‘采取的解決亦法仿照第 29奈第 6款

就遠祥決定.

銍修正的(6)段通避。

(9)段

(9)段通避.

〔8)段

34 夌卡弗里先生提快,庄垓用
“
主叔取能

’
取代最后一句中的

“
自主決定

’
.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8)段通避。

絰修正的第 21奈的坪注通避.

第22茶 (放井豁免)的泙注

〔1)段和(2)段

(1)段和(2)段通逍.

(3)段

35 托穆沙特先生提以刪除垓段末尾的
“
以履行速种取黃庄有的尊尸

’
字祥 .

就速祥洪定。

銍修正的(3)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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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段至(6)段

(4)段至(6)段通避.

(7)段和(8)段

36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人力第 22奈第 3款的評注十分重要,位垓有其自

已的小杯題.因 此他提洪 ,‘第 2款”
位在 (7)段之前,‘第 3款’

位在 (8)段之

前.他也提快,t9)段最后一句中的
‘
根据的理解是

”
庄改力

“理由是,正如下文所

解釋的
”

.

就速祥決定.

篷修正的(7)段和 (8)段通道。

〔9)聘之

S9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長)在回答友卡弗里先生的意兄吋提洪第四句的

幵共庄修改力:‘冬管在委員舍有些委員肘送一規則是否可取表示怀疑,但是委長舍

扒力⋯⋯↖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9)段通避。

(1U)段

38 友卡弗里先生提快,第二句中的
‘
范日更先,不依能包括

’
垃代之以

‘
是想

不便包括.’

就送梓決定 .

銓修正的(1U)段通逮.

(11)段

(11)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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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段

39.友卡弗里先生提洪,垓段末尾的
‘
通逍淡判和公平赴理

”
座改力

‘
通道公平

解決的淡判
”
。

就速梓決定。

至修正的(12)段通避.

〔13)段

4U: 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位m(l除
‘
委長套清楚地表明

〞
的措洞.

絰修正的(13)段通避。

〔1的段

41.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見)悅 ,垓段幵共的
“
委員套也有人指出

〞
座刪

去.

銓修正的(14)段通道.

〔15)段

(15)段通避.

絰修正的第 22奈的坪注通避。

第23茶 (受托送交外交郎袋的船吹或机故的地位)的坪注

(1)段至(3)段

〔1)段至(3)段通避.

〔4)段

42 托穆沙特先生洗,他肘垓泙注和所迷規則之同的夫系有些疑同。第 23

一 奈第 1款 中
“
按預定航程到迷絰核准的入境港

”
是否一定指班机?如果是,垓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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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的印象是更多地強淍班机,而它座強惆入境港需絰核准送一事央.

43 本努幼先生 (根告長)悅 ,他汏力,泣垓用另一介洞取代 (的 段第一

句
‘
指
〞
一洞,垓句案文庄在

‘
有失的入境港

’
赴結束.垓句余下部分泣組成一介草狘

的句子,幵共是:“它并非指航行或弋行
”

.

44 夌卡弗里先生提快 (的 段第一句案文
‘
垓段包括的是指船舶或〝机

〞
位

改力
‘
是指船舶或

、
机
’

.

45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汏力,‘預定航程
”
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垓船舶或代机想

到送的銓核准的入境港.他遜指出,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或 1963年

維 也納領事夫系公的》都沒有提到商╨航班,上述公釣仗仗提到
“
商╨弋机

’
.

友卡弗里先生的修正案通避.

瀣修正的 〔●9段通避.

(5)段和(6)段

〔5)段和(6)段通迪。

(7)段

46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洪最后一句幵共的
“
委員舍有人指出

’
字祥庄刪

去.

就遠祥決定.

銓修正的(7)段通逮。

(8)堮之

47 本努幼先生 〔拫告貝)悅位刪除第二句升共部分的
‘
委員套強惆指出

’
字

梓.

銓修正的(8)段通避.

(9)段

48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快,前兩句某文泣合并并改力↗委員套決定不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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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坪注⋯⋯來限定第 3款規定的接受目的火夯,

49 物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長)在卡菜多 .

支持下建以文本保持原狀.

就速祥決定。

(9)段通道。

(1U)段

5U 恩詹加先生悅,在回家央域中,領取邯袋的使佑、飯倌或代表日的成長

所要遵循的程序是否象 (1U9段第二句中所描迷的那祥尸格可以提出疑同.他不

可能肯定抈有授杈的人就患是能姼領取郎袋的唯一的人.例如,在汻多情況下,些

被授杈的人不在吋,銓大使正式授叔的使倌、領倌或代表目的另一成見、或大使本

人可以元須出示任何特別汻可而領取郎袋°因而他提快刪除第二句案文.

引 揚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長)悅 ,恩詹加先生所提到的規則并非免91,在

大多數情況下,領取郎袋的人需出示特別怔明中,怔明他被授杈瓴取郎袋.有些回

家友出在几介月內肘數人有效的授叔。恩詹加先生所提到的避分尸格同題可以通避

在第二句中的
“
不移

”
前面加上“

在大多數情況下
’
字祥來解決.

52 本努妠先生 (報告長)悅,指定領取郎袋的人的姓名通常都告知水道目

些局。速祥有失的人就不必每次都出示特別授叔.如他由另一人接替,垓交化即通

知有失些局。他自已汏力,可 以刪除 (1U9段的最后兩句案文,因 力第一句案文

載有
‘
必豕銓正式授叔

〞
.

53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元淹如何保留最后一句案文更好.

54 主席悅,如元人反村,他就扒力委員合同意刪除 (1U9段第二句案文.

就速祥決定.

豋修正的 (1U9段通避.

豋修正的第 23朱的坪注通避.

以免造成印象.⋯⋯
。
”

多德里格斯先生和托穆沙特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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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紊 〔外交郎袋的伿別)的坪注

〔1)段

55 托穆沙特先生悅,他主張用申洪中的本段中所用的
“
第⋯⋯無第⋯⋯款是

以⋯⋯力模式的
’
的提法,而不用泙注別赴所用的

‘
紊款的洲源力⋯⋯”

的提法.他

提破在通篇案文中用前者取代后者.

56 主席建洪,位 些允并特別根告長在申查了委員全村根告草案所提的所有

修正案之后決定送种交功是否可取,速些修正案包括刪除如
“
委員套強琱

〞
,“委員套

解釋道
一
和

‘
委員舍明确指出

〞
等.

就速祥洪定°

(1)段通遊.

〔2)段

57 小木曾先生悅,

外交郎袋的包裹↖

就速祥洪定。

銓修正的(2)段通逮。

(3)段至 (U9段

(3)段至(6)段通道.

(7)段

58 友卡弗里先生悅,第二和第三句中位垓保留
‘
委員套有些委員汏力

’
,‘其

他委員汏力
”
和

‘
整介委長套

’.但是,他提被將垓段錯尾的
“
扒力在垓款案文中用強

制性措洞作出規定并不可取
”
改成

“
汏力在第二款案文中規定速祥的要求并不可

取
’

.

就速祥決定.

第二“
外交郎袋

’
位垓使用第 24恭使用的提法,即 ‘

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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絰修正的(7)段通避。

〔8)段

〔8)段通避.

絰修正的第 24奈的坪注通道.

第25奈 (外交邯袋的內容)的泙注

(1)段至(3)段

(1)段至(3)段通遊。

第 25奈的泙注通逮。

第26奈 (以邯政或任何返輸方式侍送外交郎袋)的坪注

(1)段至(5)段

〔1)段至〔5)段通避。

第 26奈的坪注通避.

第27朵 (外交郎袋的安全和迅速送交)的坪注

〔1)段至(5)段

〔1)段至(5)段通避.

第 27奈的坪注通迂.

第28奈 (外交郎袋的保伊)的坪注

(1)段

59 揚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員)悅用
‘
夫鍵規定

”
取代

“
基砧

’
一洞°

生修正的(1)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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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段至(5)段

(2)段至(5)段通逮°

(6)段

6U 小木曾先生悅,他扒力最后一句案文,尤其是
“
既非屯子又非技水性的

’

等悟不清楚.

61 揚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 ,意在辨明外交邯袋的外部校查不合被視

力影晌其不可侵犯性。而且,如果怀疑郎袋裝有毒品,仗仗允汻使用警犬,而排除

任何其他檢查手段.他建洪刪除
“
既非屯子又非技木的

’
字祥,冬管它們曾被用于其

第八次根告 (A/cN4/417)中 而且未引起委員套委員的任何反座.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6)段通逮。

(7)段至(11)段

(7)段 至(11)段通道.

銍修正的第 28荼的坪注通逮.

第29恭 (免除夫稅和捐稅)的坪注

(1)段至(3)段

(1)段至(3)段通遊。

第 29奈的怦注通避。

第 3U奈 (遇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況吋的保伊措施)的坪注

(1)段至(7)段

(1)段 至(7)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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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七七

62.在 与埃里克松先生和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交換意兄之后,主席悅 ,

如元反肘意兄,他就汏力委員套同意通避 (8)段 ,但有一項涼解,即特別報告貝

將增加一介段落,解 /H-.第 3U奈規定的避境目的〤夯俱在垓回知道信使或邯袋在其

領土內之吋才适用.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8)段通避.

銓修正的第 3U奈的泙注通避。

第 31紊 (不承扒回家或政府或沒有外交或領事夫系)的泙注

〔1)段至(3)段

(1)段至(3)段通避.

(4)段

63 物科夫先生 (特別扳告員)悅位刪除第一句中
“
委員套一致扒力

’
字祥 .

銓修正的(4)段通避。

豋修正的第 31荼的坪注通逮.

第32奈 (本無款同其他公的和林定的夫系)的泙注

(1)憑t

(1)段通避 .

(2)段

64 物科夫先生 (特別撤告貝)悅座刪除倒欻第二句中的
“
一些委員汏力

’
字

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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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修正的(2)段通道.

(3)段

65 夌卡弗里先生提洪用
‘
說明

’
一洞取代

‘
意在說明

’
.

就送祥決定.

絰修正的(3)段通逮。

(4)段至 (6)段

(4)段至(6)段通迪°

(7)段

66 揚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在第二句末尾庄改力:“ 旨在保障奈款草

案所載基本規則
”,并刪除第四句幵共的

“
委員套中有人指出

’
字祥 .

67 托穆沙特先生提洪,最后一句庄修改力:“兩回之同規定耿方的郎袋受屯

子或机械檢查的+.-定也不違反本紊款的宗旨和目的
’
。

68 巴本謝戈夫先生悅,他十分怀疑最后一句案文是否必要,因力是由回家

來決定其所締結的林定的內容,而非由本委貝套告訴各回垓內容庄力如何。

69 恩詹加先生悅,他也贊成刪除最后一句案文,速涉及委員套次期和沒有

錯梵的一切辦淹的題目的同題.

7U 小木曾先生指出最后一句案文反映了其隊上有人表示的一种意兄.

71 主席悅,如元人反肘,他就人力本委員套同意通道銓特別救告長和托穆

沙特先生修正的 (7)段。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7)段通避.

(8)段

(8)段通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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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堉殳

72 物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長)提洪,〔9)段位修汀力:“本草案也可涉及本

荼款与夫于同一主題的刁慣規則之同的法律夫系.”

93 在有帕夫拉克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友卡弗

里先生、作力委員套一位委員友言的主席、穆沙特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

(報告長〕、弗朗西斯先生和揚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貝)參与的交換意見之后,主

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就人力本委員合同意刪除 (9)段 ,委員套汏力垓段在坪

注中沒有必要,因力可以在本報告第二章的早言部分表明,本委員套沒有村梵本組

奈款草案与夫于同一主題的刁慣規則之同的法律夫系同題,垓 同題將在似汀未來文

爭的最后案文吋确定。

就速祥決定。

豋修正的第 32荼的坪注通避。

下午 1吋 1U分散套.

第 2146次套決

1989年 7月 2U日 星期四下午 3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水沃祥先生、巴休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本努納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辨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

弗朗西斯先生、雅科籬德斯先生、馬希与先生、夌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

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辨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

生、害庠鈉斯先生、塞普本籬迷 .古鈇雷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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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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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隊法委貝套第四十一屆套洪工作撤告草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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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完×A/cN4ˊ L435

和 Add1-4和 Add4/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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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完)

(A/CN4/L435和 Add1-4和 Add4/Corr1)

第 12奈 (外交信使被宣告力不受放迎或不能接受的人)的泙注(袋完)中

〔6)段 (鎮完)

1 埃里克松先生提醒各位委貝,委貝套曾允許在就有失第 21茶的坪注作出

決定前可以重新常洪第 2144次套洪通述的第 12朱坪注的 (6)段 .

2 物科夫先生 (特別報告長)建洪 (U9段最后五句修改力:

“
本款指的是派遣固拒銫或不履行本奈第1款規定的〤夯的情況.因 此它

涉及信使取夯的終止.接受目只能在派遣回沒有履行召回信使或終止其取夯的

叉夯之后停止承汏垓人力外交信使,將其作力普通外目前同者或惟n.I居 民肘

待.第 21奈第一句的第二部分指的是在信使未在合理期同內商幵接受固領土

吋其特杈和豁免的終止
”

.

就送祥決定.

夫 于 特 別 使 市 困信 使 和 郎袋 地 位 的 第 一 任 摔 決 定 半 草 案 的坪 注

(A/CN4/L435/Add4)

一致自第 2144次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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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段

3 物科夫先生 (特別扳告長)悅把第三句中的
“
做法

’
一洞改力

“
制度

”
.

4 友卡弗里先生建洪把第五句中的
“
委員全人力

〞
刪去°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1)段通避.

(2)段至(5)段

(2)段至(5)段通道.

銓修正的夫于特別使市困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一任摔決定串草案的坪注通迂.

夫于普遍性目坏組豕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二任摔決定串草案的坪注

(A/CN4/└ 435/Add4)

(1)老殳

(1)段通避。

(2)段

5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坡把第二句中的
“
以力

〞
一洞改力

“
汏力

’
一洞.

就速祥決定°

銍修正的(2)段通避.

(3)段至〔5)段

〔3)段至(5)段通避。

銍修正的夫于普遍性固拆鈕欽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二任摔決定半草案的坪注通
�紾
�祤

銓修正的 D市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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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早言(Aˊ cN4/L435)

第 1至 ” 段

第 1至 32段通避.

第33段

6 夌卡弗里先生悅第一句 中的
‘小 muChaSposs︳ b︳ecoherent｜ ega︳

憶g︳m↙ ,位改力
“ascoherenta︳ ega︳ 咱gimeas possib〡 e’ .

就速祥決定.

瀣修正的第 33段通道.

第 34和 35段

第 34和 35段通避。

第 36段

7 友卡弗里先生悅第二句錯尾中的牡heir’ 一洞庄改力
‘
hi『 一洞°

就速祥決定.

豋修正的第 36段通道.

第 S9至 42段

第 37至 42段通造。

第43段

8 夌卡弗里先生建快第 32奈的坪注提及第 43段 ,或許用加介腳注的亦

法.

就速祥決定。

第 43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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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段之二

9 物科夫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泣加介新段,第 43段之二,內容如下:

“
委員套在奈款草案里沒有雩迸夫于本奈款与刁慣目妳法規則的夫系的規

定.然而,在委員套中有人表示速祥的現魚,即在未來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

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邯袋的地位的文串中,就遠一同題增加一紊規定也許是适些

的.’

第 43段之二通避.

第44至 47段

第44至 47段通避.

絰修正的A市通道。

B 委員舍的建洪(Aˊ CN4/L435)

第48至 5U段

第 48至 5U段通避°

第 51段

1U 本努幼先生 (根告貝)建以把垓段錯尾的洞浯
“
一項在目豚法律秩序中具

有同等法律地位的有的束力的文半
”
政力

“
一項多迪具有的束力的文中

’
.

豋修正的第 51段通逍。

第 52段

11 主席提決刪除垓段最后一句.

12 埃里克松先生同意此建以,并建被把第二句中的洞浯
‘
以表明參加目的里

定承渃,汏而在后一險段促迸和加速更快批准和生效迸程
〞
也刪掉.他透提出以下

疑同:第三句中的活,特別是提及囝你組玖的活,是否力召幵全杈代表套以提供了

足姼的根据.

-7竻
——



13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不汏力委員套有忖淹此同題的必要資格,他也不喜

玖第 52段的送种軍法。他因此建洪把此段整介刪除.

14 弗朗西斯先生悅他變同保留第 52段 ,但此段庄采用餃中性的洞浯,任

何提及大套第六委貝舍的洞悟庄去掉.

15 巴水甜戈夫先生悅,他扒力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

袋的地位速一寺題的奈款草案,沒有理由得到次于其他草案的待遇。在他看來,由

全叔代表套洪申快此同題是完全合道的.他反肘任何相反的決定.

16 托穆沙特先生悅,把第 52段杕
“
各固政府仔細研究⋯⋯’

以下的部分刪

除,或并是折衷的解決亦法.

17 馬希冉先生悅他完全同意送一意兄.巴本謝戈夫先生不必村刪去提到全

叔代表舍洪之爽捏心,因力在第 48段已銍建洪召升送梓一次套決.

18 揚科夫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他 可以同意刪去第 52段最后一部分 ,

但不同意采取刪去整介一段送种逍激的做法。垓段中載有央辰性的內容必須予以保

留.如果悅他已銍友展了一些推理方法的活,那就是反村那些他在力此寺題工作的

十年中所友現的保留意兄一一因力奈款草案狀某种意〤上悅,是目怀法委員套的井

9L.

19 主席悅,如果沒有昇洪,他就汏力委長舍已同意刪去第 52段第二句活

中升共力
t各

目政府仔細研究⋯⋯’
的那些活.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52段通避.

絰修正的 B市通避°

2U 迪皿斯 .网 伊雷斯先生提清秘爭楚注意,需要糾正根告第二章的西班牙

文本并确保其全文使用正确的用悟.例如%stafeta’ 一洞泣改力托orreo” .

c 委員套通避的決以(A/CN4/L435)

21 主席靖委員套常以 C市 中的次決草案,即 :

“
回妳法委長套,

通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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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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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向特別技告長正ㄞ山大 .物科夫教授表示非常螢質他在速几年不碎辛

勞力起草草案作出的宜黃貢敵,放而使委貝套圓滿地完成速一重要任夯.〞

22 委員套現在結束了就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寺

題所作的工作.委員套可能回頫它在較短的一段吋同內完成的重要工作并感謝特別

根告見使遠一切成力可能.多年來,物科夫先生抗育并保伊了委員套的送介孩子,

即使速是介不想要的孩子。他力此送行的苧木研究和其耐心以及表現的外交能力是

八所周知的.他向力完成其重要的任夯貢就了如此多的精力、絰驗和知快的物科夫

先生表示感澍。既然任夯已完成,希望奈款草案能上升到普遍性公的的地位.

23 本努夠先生代表來自非洲回家的委員舍委員祝賀特別被告貝.揚科夫先

生的知氓和銓驗,加上他的平和嫌越的某性,終使委員套送到了目林.委員套本寺

題工作剛幵始吋普遍存在的怀疑使得特別根告長的任夯并不駤松°現在希望力通逮

奈款草案而拳行的外交舍決能姼召升.

24 迪正斯 .因 葄雷斯先生代表來自拉丁美洲自家的委員套委員悅,力 完成

奈款草案而走迂的道路并不平坦。一些目家的政府,包括他本回政府,村于支持委

員套本寺題的工作一直不熱情.然而,由于特別根告長的努力,委員舍現在又有了

一項提交給大套的具体成就。希望特別投告長的努力以外交套波通避奈款草案而終

錯.

25 巴你沃茫先生悅,委員套完成奈款草案的工作,便力目豚法的編纂作出

了一項重要貢就°委員舍戶生的速介文半草案做工考究,希望能在外交合以上挾得

通道,和遠介領域其他文爭一祥。沒有特別投告長耐心、卓越、杰出的工作,委員

套取得送祥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26 史先生代表來自正洲回家的委員套委員表示肘揚科夫先生的螢質.委員

套在物科夫先生身上看到了优秀的特別技告長所具有的全部品格.物科夫先生堅持

不懈并虛怀若谷地胾身子本寺題的工作,他在速方面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值得林頌;

同祥,提供了宜黃林助的秘中改也值得林頌.

27 帕夫拉克先生代表來自未歐回家的委員套委員祝女特別根告貝作出的富

有成果的努力,速种努力体現于通逮的一組奈款草案,奈款草案是肘本寺題的明智

的、平衡的赴理錯果.他力完成其任夯而貢敵的精力和才智值得感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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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害庠幼斯先生代表來自西歐回家和其他國家的委員舍委員祝女特別拫告

長完成任夯,并林螢他里初不拔的精神和丰富的寺ㄇ知枳.奈款草案所代表的肘因

隊法的編寨作出的貢敵已得到普遍贊賞.

29 友卡弗里先生建以,在委長舍常洪的映被草案中的洞悟
‘
不會辛芳

’
之后

加上
‘
以其寺ㄇ知法

’
。

3U 帕夫拉克先生建洪把修正案中的
‘
寺ㄇ

’
改力

“
寺並

’
.

銓帕夫拉克先生修改的友卡弗里先生的修正案通道.

銓修正的央以草案通道.

豋修正的 C市通避。

銓修正的根告草稿第二章通避.

31 物科夫先生 (特別被告見)向主席和所有同事表示感謝.他們肘起草工

作的強烈夫心一直是他最大的財富.冬管絰ㄞ了9Ft雅 的淡判和意凡不一致的情況,

但他們仍然是朋友,送一魚很重要.他完成任夯也杯志看委員套結束了此整介音題

的工作,杯志看又有一項可提交固隊社套的具体成就,想到此,他感到高米.

32 他林婪那些多年來給予他堂安祁助的秘半赴成長和前任成長,汰最早的

托雷斯 .只幼德斯先生一直到最近的拉馬一蒙塔水多先生.同他一起工作避的秘中

赴工作人貝和編纂司的成貝是服簽于固豚社合井致力于促迸回狋法的人長的模范.

他力能參与委員舍的重要工作感到菜幸并希望紊款草案套順利地被固豚社舍接受.

第三章 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A/cN4ˊ L436和 Add.1-3)

A 專言(A/cN4/L436)

第 1至 8段

第 1至 8段通避°

第 9段

33 友卡弗里先生悅,与 根告草稿其他各章相比,本章的早言,特別是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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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包含了有羔不相林的逮多的央廣內容.他汏力只泣保留垓段第一句。

34.巴水甜戈夫先生悅他不同意。垓段中村厊史的筒要回厥涉及本寺題的常

以的一介重要險段.針村第一句中的
‘
offence『 一洞,他悅,鑒于大套有失此同題

的決定,使用先〢mes” 一洞是否更恰些.

35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以給第 5段加介腳注,表明大舍在 1987年

決定把本寺題的英文杯題改力:“ D隬什CUdeUfC〢 mesaga｜ nst thePeaceandSe.

curityofmankind’

就速梓決定。

36 錫並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第 9段案文与早先根告中的相位段落相

似,只不避篇幅縮短了。他建以此段不加改功予以通道。

就速祥決定°

第 9段通避.

第 1U段

第 1° 段通避。

A市通逮.

B 本屆套洪常以速介寺題的情況(A/CN4/L436和 Add1-3)

第 11至 14段 (A/CN4/∟ 436)

第 11至 14段通避.

第 1至 9段 〔A/CN4/└ 436/Add1〕

第 1至 4段

第 1至 4段通道.

第 5段

37 錫並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第二句
“
尸重的犯罪

”
之前的

‘只有
’
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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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刪掉。

38 巴休謝戈夫先生提靖注意第 5段俄文本中的尸重錯淏,悅第三章全章的

俄文本需要人真校汀.

豋修正的第 5段通逮.

第 6和 7段

第 6和 7段通造.

第 8段                           .

39 錫並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洗 ,此段幵共
“
特別根告長

’
一洞庄改力

‘
然

而,他⋯⋯”
。另外,第三句中

“包步甚戶
’
位改力

“
肘垓法律作很芃的解釋

’
。

銓修正的第 8段通避.

第9至 11段

第 9至 11段通避.

第” 段

4U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第三句位改力:“尸重性的确定厲于委員舍

的取能,因 此委員舍必須提出一份⋯⋯清草
”.下一句中的

“
司法取能

’
位改力

“法

院气

41 在有友卡弗里先生、巴本沃祥先生和馬希与先生參加的村淹之后,卡菜

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洪第二句句首的洞浯
“
第一种方式是

’
改力

‘
一方面,可 以

’
;

第四句句首的
“
而且

”
改力

‘
另一方面

’
.

就遠梓決定.

銓修正的第 12段通逮.

第 13段

42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洗,垓段幵共的洞浯
“
有一位委員

”
庄改力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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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委員
〞

.

絰修正的第 13段通避.

第∥ 段

43 錫並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第一句
“
有一位委員

”
庄改力

‘
有人

’
.

銍修正的第 14段通道.

第 15段

44∴ 托穆沙特先生悅,在英文本第二句中
“
in parIcu｜ ar’和

‘pointedout’ 之同

的
‘
had” 一洞座刪掉。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15段通避°

第 16段

45 夌卡弗里先生悅,由 于第 16段里的活不是特別拫告長悅的,所 以垓句

幵共
‘
在回答

”
一洞庄改力

“
夫于气

就速祥決定 .

銓修正的第 16段通逮。

第 99段

第 19段通避.

第 18段

46 錫皿姆先生 (特別拫告員)悅 ,倒數第二句里的
“
人道主叉法〞

泣改力
‘
我

手法气

47 夌卡弗里先生悅英文本垓段幵共的
“┬herehadbeen” 座改力

‘was╮ 倒

數第二句里“members”和
“however’ 中同的

“
had” 一洞庄刪掉.

就速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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絰修正的第 18段通逮°

第 19段

第 19段通逮.

第2U段

48 本努納先生 (報告貝)提洪,第一句里的
“
內部沖突和外部沖突

’
位改力

‘
內部沖突和外部肘內部沖突的干涉

’,垓段末尾的洞悟
‘
以及回家內部的武裝沖突

”

庄刪掉.

49 友卡弗里先生悅,冬管他不反村此項建快,但他汏力辦淹期同的友言位

忠央地反映在委長舍根告里。

5U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洗 ,他將在秘串赴的帤助下村第 2U段的文

本重新申查。

第 2U段在此項涼解的基砧上通避.

第 21段

第 21段通避。

第 22段

51 在有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和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參加的筒短

討梵之后,托穆沙特先生建以第一句里的洞悟
“
既适用于保伊⋯⋯的受害者

’
位改力

‘
不仗道用于⋯...〞 ,孩句余下部分的

“
也适用于

’
改力

‘
而且,道用于

’
.

就送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22段通道.

第 23段

第 23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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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段

52 友卡弗里先生建玟
‘
罪行

”
一洞庄改力η己罪行力

’
,呀t罪行力

’
一洞泣改力

‘
找爭罪

’
.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24段通逮.

第 25段

53 本努納先生 (才艮告長)悅第 25段座与上一段合并。

銓修正的第 25段通避。

第26至 29段

第 26至 29段通避。

第 3。 段

54 友卡弗里先生建洪只保留垓段第一句,其余刪掉.此項建以荻得托穆沙

特先生的支持.

就速祥決定 .

銍修正的第 3U段通迂。

第31至 34段

第 31至 34段通逮°

第 35段

55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見)建以刪掉垓段結尾詞悟勺台罪法草案中未列拳

的‵

銓修正的第 35段通避.

第 36至 39段

第 36至 39段通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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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U段

56 本努納先生 (拫告長)悅刪除第 4U段 .此段的唯一目的是糾正一介只

牽涉英文本的木浯錯淏。

就速祥決定.

第41至 48段

第41至 48段通迪。

第49段

57 錫再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第二句中的洞悟
“主管机构

’
庄改力

‘
适些机

构
’

.

58 托穆沙特先生建坡把第三句中
“
各固沒有央施

’
改力

“
沒有其現

’
。有央廣

意火的是規別的出現而不是各目央施規則的事央。

就速祥決定.

59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把最后一句縮短,刪 去幵共的部分
“
除其他

原因外⋯⋯〞.遠梓,句子余下部分就只是提及某些委員舍委員反村追究首先使用

核武器罪的黃任.

6U 卡菜′ .多德里格斯先生指出,悅到
“
罪行

’
而不追究黃任,是不准确

的.垓句泣悅,一些委員反肘把首先使用核武器視力或定力罪行。

61 主席建以,第 49段最后一句象特別才艮告貝鑰短的那祥,位改力
‘
某些委

員特別反肘特首先使用核武器定力罪行
”

.

就速梓決定.

銓修正的第49段通避.

第 5U段

62 巴水謝戈夫先生指出,使用核武器是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的重大罪行,

狁如天地种族罪.第 5U段最后的洞悟
“
而且是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美罪

’
庄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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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危害人美罪

〞
。

63 羑卡弗里先生建以第一句中
“
不能姼淡想

’
的洞悟后面加上下列洞悟:“他

們林之力的
’,以表明垓句表送的意兄是所提到的

t另
一些委員

’
的意兄.

就速祥決定.

豋修正的第 5U段通避。

第 51段

64 菱卡弟里先生建以第二句中的洞悟℉║入找爭罪清草
”
改力ㄅ寸入找爭罪清

草或草列一奈
”

.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51段通避。

第 52至 57段

第 52至 57段通逮。

第 1至 58段 (A/CN4/L436/Add2)

第 1至 3段

第 1至 3段通避.

第4段

65 托穆沙特先生指出,有必要糾正英文本垓段以及以下各段里一些劫洞的

吋念.

第4段通避.

第 5段

第 5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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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段

66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快把第一句里有魚古怪的用活
‘
自然人

’
改力

“
介人

’°

就送梓決定.

絰修正的第 6段通逮.

第7段

67 托穆沙特先生建決刪掉一大段援引琺合回家找爭罪委員舍現魚的活.

68 帕夫拉克先生悅,他強烈反肘此建洪.具有如此杈威性的引文是最有价

值的,泣垓保留。

69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遠段引文或許可在腳注里提一下,不必照抄原

文.

7U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指 出,球合目家我爭罪委長套是受托在第二

次世界大找期同和之后惆查并追坼我爭罪的正式机构.因此其芹明村子固豚法委員

套形成在速介寺題上的理梵具有重大意叉.

71 巴水甜戈夫先生敦清保留送段宜黃的引文.

72 迪正斯 .因 薜雷斯先生悅,速一段活并非一般引文;它來自最具有叔威

性的淵源.

第 7段通造.

第8段

73 友卡弗里先生建以把引有米洛串茨原活的第一句刪掉.

74 托穆沙特先生號,特別根告長提交的根告里援引作者的活是可以的,但

在委員套向大套提交的根告里,遠种引文位垓避免.

75 巴休甜戈夫先生指出,使用速句短引文是力了提出大規模犯罪同題.刪

去送句引文,第一句里的有用成分便隨之丟掉了.另 外,米洛芧茨是有失危害人失

和平及安全罪同題的主要苧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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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帕夫拉克先生悅,必須反映出大規模罪行和侵害介人罪的匡別,送正是

引文所悅的同題.

77 主席作力委員套委員友言,同 意夫于提及大規模罪行和侵害介人的罪行

之同匡別的洞悟庄加以保留.

98 揚科夫先生悅,或汻可特引文鏞短,或摘出其要魚,以晌位大舍夫于根

告要筒短的要求.

79 迪皿斯 .网 薜雷斯先生悅,引 文不可一梓肘待,不加匯別.第 8段引用

米洛市茨的活是必要的,盤于委員套挏有的夫于此同題的材料有限.他再次強淍資

料出赴同題是重要的。

8U 馬希每先生建以把援引的米洛丰茨的活交成一介腳注.

就速祥決定 .

瀣修正的第 8段通迪.

第 9至 13段

第 9至 13段通避。

第 14段

81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第二句庄以以下洞悟錯尾
“
村人英文化的

破坏
’.垓句的余下部分以一介新句未代替,即 “

另外,犯罪功机也是一介重要因

素
’

.

銓修正的第 14段通避.

第 15至 21段

第 15至 21段通避.

第” 段

82 友卡弗里先生村第二句中的用浯
“
銫大部分委員

’
提出疑同。一般使用的

短悟是
“
大多數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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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U7-



83 錫正姆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使用速一短悟是因力:确共有銫大多數

委員贊成第二各述案文。

第 22段通避.

第23段

84 錫正姆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 ,第三句中的洞悟
“几位委員

”
位改力

‘
一位

委員
”
。

85 馬希与先生悅最后一句里的相位修改是把
“
這些委貝

’
改力

“
速位委員

’
.

就速祥洪定.

銓修正的第 23段通道.

第 24至 26段

第 24至 26段通避.

第 27段

86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最后一句最后一部分
‘送祥就可以解除一

些回家加入有失送一罪行的公的的狁豫
’
庄刪除。

絰修正的第 27段通避。

第 28段

第 28段通道.

第29段

87 力肘錫正姆先生 (特別拫告長)的坪淹作出反位,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

先生建坡刪除第四句里的
“
普通

”
一洞.

絰修正的第 29段通避.

第 3U段

第 3U段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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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段

88 在有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帕夫拉克先生和托穆沙特先生參加的筒

短忖梵之后,主席提快,第一句泣以法文正式文本力准,其他文本特別是英文文本

位与法文本取得一致。

就遠祥洪定.

第 31段通避。

第32至 34段

第 32至 34段通避。

第 35段

俄文本作了修改后的第 35段通逍.

第 36段

89 帕夫拉克先生建洪把第一句的洞悟
“
被征服回

’
改力

“
被盟回占領回家∴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36段通述°

第 37段

第 39段通逮.

第 38段

9U 本努納先生 (拫告員)建玟把第 38段并入第 39段。

91 托穆沙特先生悅第 38段构成第 39至第 41段的引言,立保留草狄一

段.送一意兄得到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的支持.

第 38段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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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和 4U段

第 39和 4U段通道.

第 41段

92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

‘
另一罪行,即’

的洞浯 .

銓修正的第 41段通避.

悅,在第二句中
‘
后果

’
和

“班逐
’
之同位加上

第42至 45段

第 42至 45段通避。

第46段

93 托穆沙特先生建快刪掉引用的英占匡最高法院的判決,因力多奈。

94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所 引的活是判例的重要成分,不泣刪

掉。如有必要,可特其列在腳注里。

95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完全同意托穆沙特先生的意兄并迸一步指出,根告第

三章載有大量反映特別才艮告貝意兄的活.他 自已在第七章里速祥做曾受到了批坪.

迪皿斯 .因 非雷斯先生曾指出 (第 2141次套洪〕,速种做法給大舍第六委見套帶

來了混亂:代表們被引早去坪稔特別投告長的意兄,而不是委員套的現羔.他現在

傾向于發同速一看法,并敦清秘串赴、根告貝和特別根告貝在下屆套洪一幵始就幵

套,以便決定根告的錯构,使以程上的每介寺題都得到同祥的赴理。

96 主席指出,寺艮告長弓提出迪美似建洪,肯定套要照亦的.

97 恩詹加先生悅,正在常洪的第 46段淡到村財戶的毀坏,送是委貝套夫

注的一介新的領域.所載引文力委長套的立切提供了根据,不庄去掉.但如有必

要,可將引文列入腳注.

98 巴示謝戈夫先生悅,恙 的來啡,他贊成縮短委員舍根告的篇幅,但第46

段載有十分重要的材料.肘財戶的毀坏往往是又銫种族行力的起焦,任何熟悉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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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厊史的人都知道。

99 主席建洪把第 46段 中的引文放在腳注里.

就遠祥以定.

銓修正的第 46段通避.

第49至 58段

第47至 58段通避。

下午 9耐散套。

第 2147次套洪

1989年 7月 21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主席:阿〨焦 .害伊斯先生、巴你沃祚先生、巴水漵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本努幼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辨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
井朗西斯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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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尼瓦辨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

生、害庠納新先生、塞普水籬送 .古缺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圈德拉先生、
錫巫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物科夫先生.

固隊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屇套洪工作披告草稿 (袋 )

第三章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繳)(A/cN4/L436和 Add1-3)

一 Bl︳ -



B.本屆套洪常快速今寺題的情況(緻完)(A/cN4/L436和 Add1-3)第 59至 78

段(A/CN4/L436/Add2)

第 59段之前的杯題

1.巴你灘戈夫先生建洪在此杯題的
‘至力重要

’之前加上
‘
村人美

’
的措洞.

就速祥決定.

2 友卡弗里先生建洪在
“
財戶

〞
一洞后加上

‘
和資戶

’
一洞.

就遠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59段之前的杯題通避.

第 59至 71段

第 59至 9● 段通造.

第72段

3 友卡弗里先生建洪把第二句改成:“此外近必需避免治罪法在回家法院內造

分政治化速种可能性.〞

4 巴本甜戈夫先生建洪用下列措洞:‘
...⋯道用治罪法吋避分政治化的可能性

銓巴小甜戈夫先生修改的友卡弗里先生的修正案通道.

銓修正的第 72段通述.

第73段

第73段通道.

第94段

第74段在作一些文字修改后通迪.

第75和 9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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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和 76段通迪。

第99段

5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第 77和 78段同前道的段落沒有失系,泣

有介新柝題.

6 主席悅速介文字向題由秘串赴考慮.

第 77段通避,但俄文本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第78段

第 78段通逮.

第79和 8U段 (A/CN4/L436/Add3)

7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冬管他不反肘第 99和 8U段,但他汏力耳

迸送兩段沒有必要,因力第 16奈草案仍在由起草委員套常決中.

8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同意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

9 巴本謝戈夫先生悅,他汏力庄提清大套注意第 16奈草案所引起的鬥題。
1U 塞普休籬送 .古扶雷斯先生悅,他也汏力位垓把第 16紊草案引起的河

題告坼大舍,因力大舍的意兄套肘委員套今后的工作有帶助.

11 害庠納斯先生悅,他樊同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起草委員套

些然申洪了第 16朵草案,但与第 8U段所悅的相反,它并沒有
‘
送成

”
一項案文.

12 夌卡弟里先生洗,如果把第 16紊草案案文留在委員套技告里,送就等

于委員套清大套在委員舍意兄分歧仍然很大的情況下,就此項案文友表意兄.送將

是一今令人遺憾的錯淏°此項案文位在下屆套以上再常坡,不依由起草委員套常

坡,而且由全体套以常洪.

13 帕夫拉克先生悅,把一項只出現在腳注里的案文告知大套,他汏力并元

害赴.考慮到友卡弗里先生的意兄,他建洪披告位說明,委員套將在下屆套以全体

套以上再次常洪此案文。

14 主席提出,作力折衷,第 8U段幵共的洞浯
‘
在起草委員舍內多次套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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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成的案文
’
改力

‘
起草委員套在多次套以上甜梵述的案文

〞
.

15 雅科籬德斯先生悅,他同意害庠納斯先生和友卡弗里先生的意兄.

16 本努納先生 (報告貝)悅,不必把起草委員套的工作告訴大套,草有第

79段就姼了.他建快只加一介腳注,說明載有第 16紊草案案文就行了.

17 比斯利先生悅,他 同意眷庫納斯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和特別根告長的意

兄.委員套根告照暴第 16紊草案案文,便給予垓案文本來沒有的板威,因力委長

套逐沒有常洪避垓案文并且有一位委員逐斷然拒鉋避垓案文.因 此央狋上垓案文并

不存在°留在根告里舍造成一介令人遺憾的先例.

18 托穆沙特先生建洪泣在第 79段的腳注里特載特別根告長最初提出的案

文.

19 揚科夫先生支持速介建快。

2U 主席建洪,第 79段維持不功,在末尾加上‘
但不能就一項案文送成一致

意兄↖ 加上一奈腳注,列 出特別根告貝最初提出的与第 16寨草案相村立的案

文,腳注幵共耳上:“特別根告貝最初建坡的案文如下‵ 腳注逐棒明記載起草委長

套主席是在哪次舍以上向固豚法委員套根告起草委員套就垓寨所做的工作.

刉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力 清楚起兄,第 79段原來案文在
t叉

夯
’
一洞

前座加上“
來源于奈的,有失裁軍、罕各控制和禁止的

〞
.

22 小木曾先生支持主席的建坡.

23 勒泰先生悅,他也支持垓項建快。另外,提清大套注意遠美它有可能就

其提供一些指早意兄的敏感同題,速也是很正常的,也是委員套的常用做法.

24 比斯利先生悅,他肘特載委員套拫告第 16奈草案案文有一些保留,但

并不反肘速祥做 .

25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在根告里立悅明起草委員舍沒有來得及完

成常洪第 16奈草案.他再次悅,他村委員舍提交大舍的委貝套拫告中耳遘第79

和 8。 段是否可取有疑同,不站是作力資料逐是力征求意兄而耳迸去.

26 迪皿斯 .网 ≠雷斯先生悅,他螢同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也

汏力委員舍不必把起草委員套的工作告知大套.

27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 同意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和迪正斯 .因 薜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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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意兄。

28 錫正姆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 ,他支持主席的提洪,但建以在所建洪的

第79段增加的案文中在
‘
不能

’
之前加上

‘
逐

”
.

29 比斯利先生悅他支持銍特別根告貝修正的主席的建洪.

3U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便汏力委員舍同意通避篷特別報告長修

改的他建以修正 (上文第 2U段)的第79段并刪去第 8U段 .

就遠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79段通避°

銓修正的 B市通避。

c 夫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恭款草案(A/cN4/L436/Add3)

1分市 (委員套至今力止暫吋通避的奈款草案案文)

c市 1分市通道.

2分市 (委 員舍第四十一屆套洪暫時通避的第 13、 14和 15奈草案案文及其坪

注)

31 夌卡弗里先生說,恙 的來悅,他肘暫吋通避的第 13、 14和 15奈的坪注

持尸重保留.速些坪注缺乏平衡,沒有恰些地說明奈款草案.坪注逐提出了委員套

沒有甘淹逍的同題,其根据的來源也是有爭洪的,甚至是毫元夫系的.他透感到遺

憾的是,泙注給人的印象是缺乏尸前性,他袒心大套因此可能意Ⅸ不到速介寺題多

么重要.

32 另外,坪注直到前一天才分友,委 員套委員們來不及給予它們足移的、
就其重要性未悅庄有的申以。

33 比斯利先生悅,他不是有意批坪特別根告長的工作,而是汏力所申以的

坪注泣逐段忖淹,和所有其他奈款的泙注一祥。如果委員套因力吋同不移或是有別

的原因沒有速梓做,那 么他就不得不村這些泙注的案文提出尸重保留.

34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坪注忠其地反映了在委貝套里表送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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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他愿意回答任何批泙,但批泙庄足鉹具体.泙注退友的原因是,起草委見套完

成其工作后,他沒有多少吋同准各速些坪注.另 外,他 向秘爭炎提交案文后,編澤

印制也需要些吋同,然后才能友給委員套委員。

35 巴水甜戈夫先生悅,紊款的泙注通常是十分重要的,委員舍委長們必須

有充分的吋同考慮才行.而且,送一魚91于委員全正於理的所有寺題都是一祥.他

的意見得到托穆沙特先生的支持.

36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元意怪罪特別根告貝使坪注沒有及吋印友.他只是

希望委員套能把工作安排好,使坪注案文能及時印友以供申洪。

第 13奈 (侵略的威跡)的坪注

(1)段

37 托穆沙特先生悅,在刑法中不可能如泙注第一句所悅,‘似汀一介鈍粹一

般性的定火,社法官去确定⋯⋯’,因 力速意味看把一切交由法官掌握.他 因此建

以把送些洞浯改力:“似汀一介一般性的定叉,社法官有一些裁量杈
’

.

38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悅,他不喜放
“
裁量杈

’
一詞,速套造成与托穆沙特

先生希望相反的結果,即 限制法官的自由.然而,他 同意刪去
“
一般性

’
前迪的

‘
鈍

粹
”
一洞.

39 在交換意兄之后,主席悅,如果沒有反射意兄,他便扒力委員合同意按

照托穆沙特先生的建坡刪除
‘
純粹

’
一洞以及

‘
遊法官去确定在每一具体情況下垓項

行力是否构成威跡
’
的洞悟.

就速祥決定.

4U 巴本沃≠先生悅,也在第一句中叫├常具体的指示
’
送些洞浯不些,座改

力
‘
央例↖ 他逐建洪刪除

“
預先

〞
和

‘
本身

”兩介詞.

41.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悅他同意刪除
‘
預先

’
和

“
本身

’兩介洞,但不扒力
‘
央

例
’
一洞就是改迸。他因此建以使用

“
具体的杯准

”
.

42 主席悅,如元反肘意兄,他就人力委員套同意刪去 (1)段第一句中的

“
預先

’,并 以
‘
具体的杯准

’
取代叫�常具体的指示

’
的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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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速祥洪定。

43 友卡弗里先生悅,座在泙注 (1)段 ,甚至在 B市第79段末說明委員套

力何不以起草第 12各 (侵略)第 1款的亦法起草第 13奈。第 12紊第 1款是一

介引言性規定,涉及如何將罪行”黃于今人.

44 主席說,委員套可在下次報告里說明速一羔.

豋修正的(1)段通避.

(2)段

(2)段通避.

(3)段

45 夌卡弗里先生悅,第一句中的
“
爭洪

〞
庄改力

‘
爭端

’
.

46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他汏力
‘
爭坡

”
一詞位去掉,只保留

“
情況

’

和
“
孤立的行功╮

友卡弗里先生的修正案通避.

47 托穆沙特先生銳,第六句的洞悟
‘
是表示一种意囿,有吋甚至是沎怍的意

日,想使一日相信
”,不恰些,庄 改力

“
是表示采取一种行力,目 的是要使一日相信

就遠祥決定。

48 托穆沙特先生建洪英文本最后一句中托ons︳ st〞 一洞改力
‘be,,刪掉兩赴

出現的草洞
‘
in,.

49 袁卡弗里先生悅他不圮得委長套曾決定避政治、行政或銓游措施可构成

侵略的威跡°因此他提洪刪除最后一句.

5U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思管他不反肘刪除最后一句,但他扒力

速里所悅的措施必然是政治、行政或銓渀措施°

51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也螢成刪除最后一句,哪怕只是因力倒數第二句已

十分清楚地說明所列拳的是提示性的.

52 恩詹加先生洗,他贊同特別報告長的意兄,但不汏力非在坪注里淡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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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刪 除 (3)段最后一句可解決速介同題.

就遠梓決定.

銍修正的(3)段通避。

(4)段

53 物科夫先生悅,第一句中的短悟
‘
第三方公正机枸

’
是不道些的,因力送

有可能指比如悅一介琱停者,他因此建坡垓句錯尾改力
‘.⋯∞可公正地核央的客現

因素
’.送一意兄荻得阿生焦一害伊斯先生的贊同。

54 友卡弗里先生建以把英文本第四句中的短悟
‘
t。 be｜ ieve︳ ntheimm●

nenceUftheaggression’ 改力
“
tobe｜︳evethataggressionwas︳ mm㏑ ent’ ;刪掉

第五句中
“
一時的或

”
一同°

就遠祥決定.

55 最后一句
“
尸蕭的保怔’

位改力
‘
可靠的保怔

”
.

56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他希望法文本仍然保留
‘︳esgaranIes︳ eS

plVSS爸 r︳ euses”送一短悟。

57 在有比斯利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水沃薜先生和迪正斯 .因 辨

雷斯先生參加的筒短甜梵之后,主席提以把 (的 段最后一句
‘
尸赤

〞
一洞改力

‘
适

些气

就速祥決定.

豋修正的(4)段通避。

(5) 召七

58 害庠納斯先生建以把第一句改力%⋯∞侵略的威跡并不能怔明受威跡的固

家有理由行使自工板而使用武力⋯⋯’
.

就速祥決定.

銍修正的(5)段通道.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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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托穆沙特先生悅,‘司法机夫杈限
’
的洞浯泣改力

‘
被要求迷行常理的法院

或法庭的杈限
〞

.

就速祥決定 .

6U 羑卡弗里先生悅,(6)段并沒有反映出套洪期同表送的現魚,尤其沒有

反映出他的現魚.垓段只不迪提及載于委員舍前一次叔告中的肘第 12奈的坪注.

61.比斯利先生悅,他也党得 (S9段不大合适,因 力垓段隱含的意思是 ,

侵略的威跡所引起的同題同侵略罪行引起的同題相似,而委員套央隊上甜梵的是速

兩美鬥題的匠別。

62.巴 本瞬戈夫先生悅,他汏力 (ω 段庄更具体地提到安全理事套的作

用,甚至泣說明,法院必須考慮安全理事舍任何淍查錯梵.

63 羑卡弗里先生提洪杕第 12奈 〔3)段的坪注1 
里借用一句加到 (6)

段末尾,即 :“速些委員提出了如下同題:法庭是否可在安全理事套未送行任何常決

或未作出任何錯淹情況下自由常理所指控的侵略罪行
’

.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6)段通避。

(9)段

64 物科夫先生提破,力使最后一句的措洞同 《耿合固先章》的措洞一致,

位把
‘
定性

’
一詞改力

“
确定

’
.

65 友卡弗里先生建坡把第一句中的
“
有凡位委員

’
改力

“
一些委長

’.他逐建

以把最后一句后半部分改力$⋯ ..在确定垓行力是否构成侵略的威跡中友揮作用.’

就送祥決定.

66 小木曾先生建以在 (7)段最后一句之前加上下列一今新句:‘逐有些人

表示怀疑.在指控的威跡已銓友生但侵略行力尚未友生的情況下,是否可能肘威勝

的事央作出客現的決定.’

就速祥決定.

1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92-73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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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修正的(7)段通避.

(8)段

69 友卡弗里先生、巴水謝戈夫先生和揚科夫先生悅 〔8)段是多奈的,位

刪除.

就速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 13奈的坪注通道.

第 14奈 (干涉)的坪注

(1)段

68 卡兼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1)段由干涉及重要的央廣同題,所 以似

汀吋庄冬可能常慎°他建洪最后一句位作修改,以免給人的印象是所列犖的因素是

介限制性清草,而又豚上所列拳的因素是垓段的主要內容.

69 錫並姆先生 (特別拫告長)和本努納先生 (拫告貝)焚同速些泙淹.

7U 在有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和卡菜歹 .多德里格斯先生參加的意兄交換之

后,主席提洪 (1)段最后一句改力:“定〤的第二介因素是列犖可构成干涉的活

劫:煽功 〔武裝〕顛覆或恐怖主火活劫,或組坎、祁助或炎助速种活功,或力速种

活功提供武器.’

銓修正的(1)段通避.

〔2)段

9●  埃里克松先生建洪刪除第三至第六句狀
‘
固豚生活⋯⋯’

起到$⋯∞回家卷

入的局勢
’
止速部分.

72 友卡弗里先生支持送介建被.夫于第一句一一垓句提及目怀法院就尼加

拉瓜案作出的判決,他指出,委員套一直依据的指早原則主要是 197U年 《各固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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瑛合目完章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回隊法原Jll宣 言》2.  
因此他建洪把此句改

力:‘在似汀上逑定〤吋,委長套參考了《各固依琺合固先章建立友好失系和合作的

固狋法原則宣言》 在似汀垓定又的第一介因素吋,委員套考慮了目隊法院的最近

裁決.’后一句的腳注列入所悅案例的全林.

73 他逐汏力泙注的 (5)段位放在 (2)段之前.

74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他想提及尼加拉瓜案,垓案曾在他弓的

前一次即第六次拫告 (A/CN4/411)里洋幼淹逑迂。
75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如果刪掉 (2)段中同那部分,那 么緊接

其下的悟句也須作相位改功,尤其是第七句中的短悟
“
与此相反

’
。他同意友卡弗里

先生的意兄,汏力泣提及 197U年夫于各因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目狋法原則宣

言.

76 托穆沙特先生悅,他可以同意刪去埃里克松先生提到的 (2)段的那部

分.他也可同意 (5)段位放在 (砂 段之前,而且他愿意提到 197U年的宣言.

77 恩詹加先生悅他也同意速三項建洪.

78 主席悅,如元反村意兄,他就汏力委員套同意刪去 (2)段第三至第六

句,在第一句中提到 197U年夫于各目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因狋法原則宣言以及

直接提及尼加拉瓜案,并將泙注的 (5)段放在 (2)段之前。

就送祥決定 .

79 羑卡弗里先生建洪,原 (2)段第八和第九句位垓合并,并修改如下 :

‘正是在速种意〤上目防法院悅,被禁止的
‘
干涉

’
必須⋯⋯气

就送祥決定.

8U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洪刪掉第二句句首的短悟
“
在遠方面

’
.

就送祥決定.

81 托穆沙特先生建決把最后一句末尾改力:‘
⋯⋯判斷本紊所悅的非法干涉

的決定性杯准
’
。

銓修正的(2)段 (新 (3)段)通避.

2 大舍 197U年 1U月 24日 第 2625(××V)母決以,附件。
——8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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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 (新 (4)段 )

82 菱卡弗里先生悅,他不大情愿同意 (3)段 ,因 力垓段提到的干涉例子

沒有在全体套以上封淹 .

83 卡菜歹 .多德里格斯先生悅,(3)段反映了討梵情況,并有充分理由解

釋第 14奈所用的詞悟。

84 錫正姆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同題已在起草委長套洋鈿甜淹迪,他希

望保留 (。 段。速一意兄得到帕夫拉克先生的支持。

●)段 (新 (4)段)通迂.

〔4)段 (新 (5)段 )

(4)段 (新 〔5)段)通避.

(5)段 (新 (2)段 )

85 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洪把第二句中的革洞
‘
可
”
和最后一句中的洞

悟
‘
一种特別可惡、尸重而有害的援助形式,即’

去掉。

就送祥決定°

86 托穆沙特先生建洪,最后一句中的
“注重

’
一洞庄改成“

突出气

就送祥決定.

絰修正的(5)段 (新 (2)段 )通避.

〔6)段

87 托穆沙特先生悅,有必要常查一下英文本第三句所用功洞的吋杰.他逐

提洪刪掉最后一句所用的洞悟
‘
而上逑有夫案文中卸已使用速介洞气

就速祥決定.

88 友卡弗里先生悅,盤于各目主杈平等原則,倒數第二句中的洞悟
‘
不平等

的回家
’
似乎不大合道.

89 恩詹加先生提以,速些洞可改力
“
央力不平等的回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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銍修正的 (ω 段通道。

〔7)段

9U 友卡弗里先生悅,遺憾的是 (9)段沒有說明載于第 14荼第 2款中的保

障奈款的理由。
91 巴水甜戈夫先生說,他汰力 (7)段所給的說明已足姼清楚.

92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汏力在 (9)段末尾虛加一句,提及第 15紊 〔殖民

銃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回統治)的坪注的 (●9段,涉及
“
庄尸載入琺合目先章的

”
送

一短悟,因力第 14奈也用了速一短浯.

就遠祥決定.

絰修正的(7)段通逮.

盜修正的第 14荼的泙注通道°

第 15奈 (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的泙注

(1)毛七

93 友卡弗里先生提到,在第 2145次套坡上 (第 55段),曾建洪使用$⋯∞

荼系仿照⋯⋯奈
’
速美提法,而不是使用 (1)段幵首所用的措洞,即 %⋯”所依据

的有兩介奈文⋯⋯气

94 托穆沙特先生悅,庄提及各目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回隊法原則宣言,

垓宣言是銍大套林商一致通避的.

gS 本努納先生 (拫告長)悅,他同意友卡弗里先生的意兄,扒力一樣通遊的奈文

草案即夫于回家黃任的奈款草案第一部分第19紊不能同《給予殖民地目家和人民猶立宣

言》3 相提并梵。第19奈不能作力第 lS朵的
‘
依据

’
。除了《各目依朕合目先章建立友

好夫系和合作的固妳法原則宣言》,也座提及 196U年 眨月 15日 大舍第 1S● 4“Ⅵ 母

決快,垓決洪規定了各回位依照什么原fll确定是否久有火夯遊送先章第七十三荼 U艮)款

所規定的情寺貼 因此他提出下列 (1)段的修正案文:

3大
套 196U年 12月 14日 第●S14ㄍⅥ 景決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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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汀第15奈吋,委長套參考了大套以下決坡:載有 《給予殖民地回家和

人民狙立宣言》的 196U年 12月 14日 第 1S.4(×V)甹映坡,特別是垓宣

言第 1段;196U年 12月 15日 夫于套長目力确定是否久有又夯遊送先章第七

十三荼 (辰)款規定之情根所庄遵循之原Jlll的 第 1S● 4(XV)手決洪;197。

年 1U月 24日 附有 《各目依琺合固先章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目豚法原則宣

言》的第 2625(XXV)咢 決洪.委員舍逐參考了它夫于回家責任的工作,特

別是垓寺題紊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19奈第 3款 (bl項°
’

96 錫皿姆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 ,他 同意根告長的修正案,他甚至建洪把

提及第 19奈的活刪掉.

97 物科夫先生悅,他支持披告長提出的案文,但人力提及第 19奈逐是有

用的,因力遠句活說明了第 15奈所用的某些洞悟的含〤.

拫告長的修正案通避.

銓修正的 (η )段通避。

下午 1吋零 5分散舍.

第 2148次套洪

1989年 9月 21日 星期五下午3吋零 5分

主席: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出席: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水沃葄先生、巴小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本努納先生、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迪並斯 .因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

弗朗西斯先生、雅科籬德斯先生、馬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水

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蘚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害庫納斯

先生、塞普冬維送 .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囡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

托穆沙特先生、物科夫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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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豚法委見舍第四十一屆舍以工作擬告草稿 (致完)

第三章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致完×Aˊ cN4/L436和Add1-3)

c 夫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奈款草案 (緻 完 )〔Aˊ CN.4/
L436/Add3)

第 2分市(委員套第四十一屆套坡暫時通避的第 13、 14和 15紊草案案文及其坪

注 (袋完)

第 15荼 (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目統治)的泙注 (袋完)

(2)逅七

1 本努納先生 (拫告貝)建以,針肘巴水沃辨先生提出的同題,在 (2)段

中增加以下一句活
“‘
強迫

’
一悟指利用軍事高汪手段或威勝利用遠种高汪手段°’

銓修正的(2)段通迂.

(3)老殳

2 巴水甜戈夫先生悅,村第 15奈使用的
‘
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

’
一悟的

解釋遊于狹窄.垓浯意指比‘
新形式的殖民主叉

〞
更多的內容.因 此,他建以在

(3)段第一句中的
“
新殖民主〤

’
一洞后面加上‘

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殖民剝削
’
几介

字.

3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他焚成巴水謝戈夫先生的建坡.

4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一直有遠祥一种印象,即起草委員套反肘列入任何新

形式的殖民主叉或新殖民主叉的提法,因 力速些概念元法确定.(3〕 段的最后一

句力把几乎所有行力定力外目統治 (如切斷銓游援助)敝幵了大ㄇ.他逐忕力,已

籃決定元法律即不构成犯罪和不加愆研的原則道用,而且垓治罪法只涉及最力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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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行.他贊成刪去整介 (3)段 .

5 托穆沙特先生同意刪去 (3)段 .他也回.lZj悅 ,起草委員套反9+村第 15

奈作戶〤的解釋,并 已确定新殖民主ㄨ不是一介法律木活,垓奈位集中于外因占

領.

6 迪正斯 .网 茫雷斯先生悅,他不能同意刪去 (B9段。毫元疑同,殖民主

叉和新殖民主火依然存在,速些現象厲于尸重罪行.

7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能銘接受刪去 (ω 段中的一些內容,但不是全部.

解釋
‘
外目統治

”
是大套第 1S● 4(×V9手決以第 1段中所用的

“
使人民受外目的征

服、銃治和kll削
’
一悟的縮略形式,它包括外固占飯現象,是非常有益的,位予保

留.         .
8 本努幼先生 (根告貝)悅 ,思管新殖民主叉依然存在,但它不是法律木

悟,因 此不庄在第 15奈的坪注中使用.他近感到,兩介完全不同的同題在 (3)

段中被抗在一起了:殖 民統治的形式和肘自然烡源的永久主杈.他建洪把第一句中

‘
任何其他形式的外目統治

”
的洞悟后面那一部分改力

‘
是指肘一日領土的外回占飯

和任何其他侵犯一固自由逸摔其政治、銓游和社套制度的杈利的行力
’

.

9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炅)悅,他不能樊同拫告見的建坡.冬管起草委員

套決定不在第 15奈案文中使用
“
新殖民主〤

〞
一浯,但速并不一定排除在泙注中使

用的可能。第 15無不仗恰些地是指外因統治,而且指違反一國人民主杈意愿村其

自然資源的剝削.銓漭統治是新形式的殖民主又中的一种,速正是第 15無所指

的.

1U 卡菜男 .男德里格斯先生悅,他不同意特別根告長的現羔.第 15奈所

指的是違反各目人民自決杈的外固統治.但泙注中沒有說明速一焦,他并不快力

°)段提及夫于肘自然資源永久主杈的大套第 18U3“Ⅵ｜)手映洪是相夫的.些

然,銍游統治是令人痛心的,但除非它是以違反各國人民自決叔的方式送行的,否

則不位被視力是治罪法范日內的罪行.

●I 巴水沃≠先生悅,他熒成根告炅和卡菜〞 .多德里格斯先生的友言。只

有涉及到剝李自決叔的行力才位被視力第 15奈范日內的罪行.一介同第 15奈有

失的重要概念,即強迫維持統治的概念,尚未在坪注中限定,遠一疏忽位予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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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悅,他樊同現在存在新殖民主火,但垓用悟不是一

介法律木浯.在起草第 15奈及其坪注吋,委員舍不得不在保伊友展中回家的利益

和力迫切需要的目豚合作制造障磚之同走鋼望.

13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肘第 15奈的理解同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完全

一祥.他建洪把 (3)段第一句活第二部分刪除,把前一部分同第三句活合在一

起,后面接第二句活,再將第四句刪去。絰修正的 (S9段特是送祥的:

“
本荼第二部分,即 ,‘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 參照上迷大舍第1514

“V〕 景央洪第 1段 的措洞,其 中提到
‘
使人民受外目的征服、統治和剝削

’
:

第 15奈采用一种較短的提法,送并不影晌它的范園。目豚法委員套逐汏力,

‘
外目統治

’
一洞包括外回占瓴的現象。

〞

14 巴水謝戈夫先生悅,坪注 (2)段涉及了殖民主〤同題。如果要提到新

殖民主又的活,那里才是道些的地方。另一方面,第 (3)段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

的內容:‘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 換言之,即本身不扁殖民主〤但已构成村自

決杈的違反的現象。因此,他建洪特 (3)段幵共改力:‘本奈第二部分即
‘
任何其

他形式的外目統治
’
是指所有已知形式的違反各目人民自決叔的外目統治。

〞
然后可

以加上埃里克松先生所引用的那句活,即提及外因征服、統治和剝削等.最后一句

可借用目前泙注中的最后一句,即 ‘
速种提法另外逐有一介好赴,它 可指一切形式

的外目統治的現象并可避免限制性的解釋。
”

15 錫正姆先生 (特別寺艮告貝)悅,絰漭統治是些代的現央,泣在泙注中提

及.

16 比斯利先生悅,絰游統治的同題同侵略定〤的同題相似:在央隊生活中

它很清楚,但肘其加以抽象的界定卸很因雅,因力它是一介不斷交化的概念.

17 卡菜步 .多 德里格斯先生建坡,根告長位起草一介新的 (S9段案文 ,

把封梵中提出的要魚包括迷去.

就送祥決定.

18 本努納先生 (拫告貝)建坡持 (3)段案文改力:

“
本奈第二部分,即 ‘

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
’
直接參照大套第1514

“V)母決坡的第 1段 .它是指任何外因占領,違反庄尸載入 《耿合回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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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自決杈剝李人民自由逸摔其政治、豋漭或社套制度的叔利的任何行力.

有些委長犬力,送包括逮反 1962年 12月 14日 美于各固人民村其自然資源

享有永久主根的大套第 18U3(× V｜ ︳)咢映洪,剝削人民的自然資源和財富.”

19 埃里克松先生悅,原來提到外因統治的那些活十分重要,可毫元因雅地

列入技告見提出的案文.另 外,“剝李人民自由逃摔其政治、篷洴和社舍制度的杈利

的任何行力
’
一悟沒有必要,特使遠一段避于累葵.提到各固人民的自決杈就足以

了.

2U 巴水謝戈夫先生建洪在拫告長提出的案文第二句中ㄅ卜回占領
”
几介字后

面加上
“
兼并、奴役和所有其他回狋法意火上的統治形式

’
一活.

2●  揚科夫先生熒同埃里克松先生和巴水甜戈夫先生的意兄,建洪在
“
占領

’

一洞后面加上
“
或外目統治

〞
一切.

22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思管他不反肘巴水洲戈夫先生的建快,但

汏力遠祥做不套引入什么新內容,因 力
“
剝香人民自由逸摔政治、絰湃和社套制度

的杈利的任何行力
”
一悟及治罪法規定的其他罪行 (如侵略)已包含兼并的行力.

23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也不反肘加上
“
兼并

”
一洞,但他要指出,委員舍上

一屆舍洪暫時通道的夫于侵略的第 12無第 4款 (a)項 已包括速一行力,1 垓

項提到了軍事占飯和兼并.

24 巴水甜戈夫先生悅,他仍然汏力,在第 15奈的泙注中提及兼并非常重

要.

25 帕夫拉克先生建洪披告長提出的案文第二句提及新形式的殖民主火.

26 錫並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位在坪注中提及

新形式的殖民主火,星然速与垓寨本身的案文有所不同.

27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解釋一下力什么使用
‘
使人民受外因的征

服、統治和剝削
”
一悟的縮略形式,可能是有益的,特別是因力肘 (S9段提出的

修正案文一幵共就指出,第 15無第二部分主要參照大舍第 1S● 4(XV9咢 決決.

28 友卡弗里先生重申,他強烈反肘保留原 (3)段的最后一句,特別是
“不

1 《1988年⋯⋯年鑒》,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71-72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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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因統治采取什么形式,遠祥可以避免限制性的解釋
’
一浯.

29 主席建以通避銓技告長修正的和在考慮到巴水謝戈夫先生、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夌卡弗里先生和帕夫拉克先生的意兄的基砧上迸一

步加以修改的 (S9段
。

就送祥決定.

絰修正的(3)段通避.

〔4)段

3U.埃里克松先生建坡把最后一句幵共的
“
此外有人指出

”
一悟改力

“
有人汏

力
”

.

就遠祥決定。

31 托穆沙特先生悅,他肘整介 〔Φ 段都有昇洪,垓段暗示自決叔甚至在

鯄 合固先章》生效前就是一奈法律原則,事興完全不是速祥,但他同意速是一介

政治原Jll,而且自法目大革命以來就是如此.

32 迪正斯 .网 葄雷斯先生悅,他介人汏力,毫元疑同, 自決叔是各回人民

的一項不可剝香的叔利。

33 比斯利先生建洪將第一句中
‘
隨看⋯⋯而戶生

”
一悟改力

‘
在⋯⋯以前不存

在‵

就速祥決定°

34 埃里克松先生悅,第二句扁于多余,位予刪除.夌卡弗里先生肘此表示

支持.

35 帕夫拉克先生悅他反村送一建放:即使第二句重复了第一句所悅的內

容,即 自決杈在耿合固完章通避之前就存在,重复送种重要的ㄞ史事央也是元害

的.

36 物科夫先生悅,在故期以來已得到承扒的人民自決叔的法律原則与只是

在政治和社套友展避程的某一險段才作力法律規則得到承汏的客現存在的人民自決

叔之同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混淆.那些參加制訂 《夫于各固依耿合固先章建立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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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系和合作的固隊法原則宣言》2 的人都知道,一些西方回家.特別是北的成長

固,汏力自決不是一項法律原Jl1.同祥,速些回家扒力,載有 《給予殖民地回家和

人民狙立宣言》的大套第 1514(×V)母泱快也不符合固狋法,因力它默示殖民因

家違反了法律.堆也不能村人民固有的自決杈提出昇以:同題在于先璋通迪吋垓杈

利并未被普遍承忕力一項法律規Jll,而且現在在世界各地仍未得到送祥的承扒.

37.比斯利先生悅,思管他肘物科夫先生概迷的原則沒有昇洪,但他肯定不

掰同力怔明送些原則列拳的事例 .

38 弗朗西斯先生悅,自 映原則毫元疑同是一項法律杈利。

39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螢同物科夫先生的友言,他洗,毫元疑同,一些目

家在夫于大套第 2625(×XV)咢決洪的淡判全述程中村采取什么立埸狁豫不定.

4U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指出,委員舍并不需要村自決杈加以否定或肯

定,只 需要解釋“庄尸載入瑛合固先章的
〞
一浯在第 15奈的上下文中是什么意思.

41 埃里克松先生洗,(4)段第二句最后部分沒有必要,它 暗含肘完章的一

种法律性解f—
—。

42 主席建快,參照所友表的意兄,(4)段第二句的措洞改力
“
有些委員強

琱自決叔在先章之前已銓存在,先章只不逍是承汏和确汏它而已气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4)段通道.

銓修正的第 15奈的坪注通迂.

43 錫並姆先生 (特別報告長)建洪,力在所犯罪行与犯罪者之同建立一种

琺系,在第 2分市林題的結尾加上一今肘第 13、 14和 15奈的腳注,即 ‘
和第 12

荼 (侵略)第 1款不同,第 13、 14和 15奈在現險段只限于規定构成送些奈款所

涉罪行的行力。速些罪行9E黃于今人的同題以后將在一般規定的范時內赴理
”

.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 c市第 2分市通避.

絰修正的根告草稿第三章通避.

24日 大套第 2625保XV)母決洪,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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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回家責任 (A/CN4/L437)

A 早言

第 1至 7段

第 1至 7段通避.

A市通迪.

B 本屆套洪常洪速介寺題的情況

第 8至 28段

第 8至 28段在文字上稍作修改后通避.

第 29段

44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第一句中
“
定力罪行的

’
几介字

位插入“
可⋯⋯來赴理’

和
“
不法行力

”
之同.“不法行力

’
几介字垃改力

“
罪行

’
。第二

句位刪去.

豋修正的第 29段通避.

第 3U段

第 3U段通道.

第31段

45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披告長)悅 ,第一句中
‘
不法行力

’
和

“
停止

”

兩洞之同的
“
或
’
庄改力竹口〞,第二句中

t程
序性后果

’
一洞后面庄加上‘

規Ill’ 一洞.

絰修正的第 31段通迂.

第32段

46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正象庄刪去英文本第二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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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were”和
“wh心 h’ 几介洞一祥,第一句中

‘pa1下 hree” 和
“
t。 theru｜ es’之同

的﹁nlv,一字也位刪去.

銓修正的第 32段通避.

第33段

第 33段通避.

第34段

47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才艮告貝)悅 ,第二句中
“正确地

’
一洞庄刪

去,第五句幵共庄改力
‘
送位委貝指出

’
.

銓修正的第 34段通迂°

第 35段

48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才艮告貝)悅,第二句中
‘
基本常氓表明

’
位改

力
‘
他的确相信‵

銓修正的第 35段通避。

第 36至 4。 段

第 36至 4U段通迪。

第 4︴ 段

49 巴水沃併先生建洪垓段第二句后面泣改力下面速段活:‘特停止視力連

守初圾又簽就舍弄混委員套在本寺題首次使用的夫于初級規Jll一9次躲規91l之 同

的匠別,而且特逮反行力的后果置于兩介不同基砧之上.送也是錯淏的,因 力

即使停止的意囡是恢复違反〤夯之前存在的狀況,它 村行力圖所要求的行力也

不同于原來的火夯所要求的行力.即 便是同祥的行力,也是具有完全不同意叉

的行力.遠祥,停止就是蓮反初圾〤夯的一介法律后果,作力法律后果它似乎

是賠僕的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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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U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 ,他接受送項修正案,但有一些

保留.

巴水沃非先生的修正案通避.

銓修正的第 41段通避.

第 42至 48段

第 42至 48段通避.

第49段

51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 ,最后一句的幵共庄加上‘
有人指

出
’
几介字。

豋修正的第 49段通迪.

第 5U段

第 5U段通逍.

第 51段

52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提到第一句吋悅,‘狀杰
’
一洞位改

力
“
〤夯∴“正式

’
一洞位刪掉。第二句和第三句的位置位顛倒.

銓修正的第 51段通避.

第 52至 58段

第 52至 58段通避.

第 59段

53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披告長)悅 ,倒 數第二句括咢中的兩句活位

刪掉.

銓修正的第 59段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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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U和 61段

第 6U和 61段在文字上稍作修改后通逮.

第 62段

54 巴水沃葄先生建洪在第三句后面加上下面速段活:“ 一位委員表示扒力,

‘
恢复原狀

’
与停止位垓仔細區分.庄垓明确拒銫停止被恢复原狀吸收或錯合迸去的

現念,即使是二者同吋友生的极端情況也如此.因 此,行力可能停止而并未恢复原

狀,在二者同時友生吋,概念上是可以分幵的,也座些分幵.’

就送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62段通迪°

第 63至 9● 段

第 63至 71段在文字上稍作修改后通避.

第” 段

55 帕夫拉克先生悅,第三句中
“
外因人生活的坏境

”
一浯需要作某些澄清.

56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 (特別寺艮告貝)建快,在送一措洞中位在
‘
坏境

”
之

前加上
“
社舍

〞二字.另 外,第三句幵共位加上
“
送位委員汏力

”
几介字.

就速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 72段通迪.

第93段

第 93段在文字上稍作修改后通避.

第74段

59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第一句的最后部分位改力%...∞

冬管可能⋯⋯考慮到仿害目銓洴友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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絰修正的第 74段通避.

第 9S至 81段

第 75至 81段通避。

第 82段

58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第 一句末尾
‘正确

”
一洞虛刪

掉.

絰修正的第 82段通避.

第83段

59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 ,第二句
“
存在

’
前面庄加上

“
依

然
’
一洞,第六句座刪掉.

絰修正的第 83段通避.

第84至 86段

第 84至 86段通避.

豋修正的 B市通避。

C 委員套至今力止暫時通道的第二部分奈款草案案文

第87段

第 89段通避.

c市通避.

6U 埃里克松先生同,根据大套 1988年 12月 9日 第 43/169咢決決第 5

段 (c),特別報告長是否有什么具体同題要向第六委員舍提出。
61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 ,他扒真考慮了速一同題,得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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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淹是,在委員套下屆套洪錯束吋再提出具体同題似乎更力妥些,因力屆吋他的美

于速一寺題的第二次根告 〔A/cN.4/425和 Add1)將 已得到常洪.

62.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指出,委員套只在一今寺題上,即 目杯水道非

航行使用法寺題上遵守了大舍的靖求,他悅,他不知道大套將如何接受速一反位.

63 主席回碩悅,己 要來所有特別根告見提出具体同題以提交第六委員套,

卸未荻得多大成功.

銓修正的根告草稿第四章通避.

第八章 回家和目豚姐玖同的夫系(寺題的第二部分)(A/CN4/L441)

64 迪正斯 .因 茫雷斯先生 (特別根告長)指 出了法文本第 25、 26、 34和

35段的一些汀正之赴。

A 專言

第 1至 η 段

第 1至 19段通道.

A市通避.

B 本屆奈洪常洪送介寺題的情況

第 18至 21段

第 18至 刉 段通避°

第” 段

65 揚科夫先生建洪在最后一句所提及的同題的适些位置加上
‘
生杰

’
一洞.

就送祥決定.

66 本努納先生 (報告長)悅 ,最后一句的法文本位同英文本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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絰修正的第 22段通道.

第23至 28段

第 23至 28段通避.

第29段

67 本努幼先生 〔根告貝)洗位增加一介腳注,敘迷 1949年 4月 11日 因

狋法院咨淘意兄的鈿市.

銍修正的第 29段通道。

第3U至 4U段

第 3U至 4U段通避。

豋修正的 B市通避。

銍修正的根告草稿第八章通迪.

68 在回答恩詹加先生提出的同題吋,主席悅,他將在第六委員套介紹目蹄

法委員套的根告吋強琱指出,由于吋同不足,委員套未能在第四十一屆舍以上常洪

速一寺題,第八章的目的只是提供情況。

銓修正的委員舍第四十一屆套被工作拫告草稿全文通避。

套洪同幕

69 在互致謝意后,主席宣布目你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屇舍決閉幕 .

下午 6吋 4U分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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