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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  明

翐合回文件都用英文大有字母附加數字編母。凡是提到達神編景,就

.  是指秩合國的某一介文件°

提及 《回豚法委員舍年荃》吋省略力前有年度和省略景的“年荃”
<如

《┐98UtF......年荃》)。

因隊法委員舍每屆舍洪的年荃由再巷姐成 .

第一巷:垓屆舍洪各次舍洪的何要混最 ,

第二卷 (第 一部分 )‘ 特別根告長的根告和舍以期同常以 的其他文

件 ,

第二卷 (第二部分):回 豚法委員舍提交犬舍的根告°

凡提及以上各卷和各卷中的引文均指作力駁合回出版物友行的本年盤

各卷的最后印刷文本°

小

*        *

最初以油印形式印友的特別根告貝的根告及在回狋法委員舍第四十

一屆舍快期同穹以的其他文件,均 特我于本卷,其 中已包括秘串赴印次

的更正和力了最后文本格式所作的必要的編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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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按照初步報告
1 

中提出的工作規刑,本報告要忖梵的是除停止和恢复

原狀以外的回穌非法行力的其慶后果°
2

2 因此,要忖梵的第一介后果是等值賠儅°由于在初步報告中已說明的理

由,在回坏不法行力友生后所采取的主要朴救方法是等值賠佳或金我賠儅°
3 

但

是美于回家黃任法的苧悅和其我的研究表明 ,逐有另外兩美后果,放功能上有別

于恢友原狀和賠佳 (compensatiUn>,在 目隊夫系上也很典型,必須同時加以考

慮U速兩失后果就是一般好入‘‘朴儂 (satisfact｜ Un)和保怔不重犯”概念,或 力入
“朴僕”的草一概念的各种賠偕 (reparatiUn)形 式°遠里使用“朴佳”一洞指的些然

是寺ㄇ的、
“回隊”法意〤上的‘‘

*卜 偕”,它不同于昱然用力充分賠儅的同又泀的、具

有更戶泛非寺 i┐ 意〤的‘‘矛卜佳”
<兄 下文第 η8-19段和 1U6-η 45段 )°

3 朴偕 (sat｜ sfaction)与 金我賠倍 (pecuniarycUmpensatiUn)的 匡別蛋然

得到較戶泛的承汏,但也不是沒有同題的°一介較小的困雅些然是‘‘ㄔ卜佳”速今洞如

上文所說偶本使用于非寺ㄇ性的戶泛意〤上所引起的混亂°另一今較大的不容忽視

的困堆則是由于一般用于修佈須分別給予金我殕僗和朴佳的各种韻害、仿害、韻失

的兩介形容詞“物廣”和“精神”的不明确而引起的°
4

1 A/CN4/4η 6,第 6-2U段
。

2 
遠兩介主題已在初步報告中淹及 (同 上,第 2η -63和 64┤ 31段 )°

3 
同上,特別兄第 nm7┤ 18段°

4 
在著作和其域中力形容有夫的損害 (兄下文第 7段起各段和第 52段起各

段)使用避多种多祥的形容泀,因 此我們以力最好逐是不要去祥幼討梵遠介名詞°
“技害”一泀蛗然絰常具有很戶的含〤,包括回杯不法行力的任何种美的消板后呆 ,

但也常常,特別在較近的著作中,用 于較窄的意叉,表示有形或物廣的損害°仿

害、損失正如法文的“pr台 jud︳ ce”也許更多地用于表示委員套一填通道的第 5奈 中

的最戶泛的含又(㏎ 986年⋯⋯年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9頁 )° 然而看

來速凡↑洞絰常是作力同〤泀使用的。除非另有說明,特 別報告 員將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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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村子被仿害回所受的一切“直接”或“同接”的“物辰”技害,一般悅給予賠僕

(compensauon),速祥悅是很吋的 (兄下文第 52段起各段 )° 肘于被仿害因在其

東巷、尊尸、威信以及也許 (按某些杈威作者的意見)在其法律領域所受的“精神”

韻害一般則說給予扑僕 (satisfac● on)(兄 下文第 13-16段 )° 然而,速兩今形容

洞卸未能准确地描迷賠佳和朴儅所分別涉及的損害領域°一方面,方林針肘物辰韻

害的金我賠佳其意回也是力了賠佳被仿害目的回民私人或垓目的代理人令人所受的

精神韻害。而接通常的理解,朴借卸只是針村回家的精神韻害,而不針吋回民或回

家代理人所受的精神板善。因此,在分別討梵等值賠佳和朴儅 (及不重犯的保怔 )

之前,泣垓依据某些其跩和淹著作一↑筒短的說明°

5 本拫告中要討梵的另一介同題是遊錯 (戶 〤上的)肘所要考慮的賠僕

(reparatiUn)的 形式和程度,特別是肘等值賠儅、朴偕和保怔不重犯的影喃°委

員舍迄今 力止肘 因豚不法行力的最低 限度要求是采用逍錯 苧悅 (兄 下文第

162一┐63段 ),元淹遠种學悅的优羔如何,看來汏力肘回跡不法行力定性可能友現

的任何程度的避錯均可村仿害回位給予的賠儅的形式和程度戶生影晌,确 其是合理

的。除了仄避錯的角度看遠法行力本身的尸重性程度各不相同的事其外,不庄忘記

朵款草案不伙涉及違法行力,而且涉及罪行,而罪行通常都涉及最高程度的避錯。

6 因此,本報告分力五章
。

由于上文 (第 3和第 4段 )說 明的理由第一章

討梵分別由賠僕和朴僗所包括的韻害領域°第二章討淹等值賠佳或金我賠僕的各項

因素。第三章討梵朴佳。第四章討梵不重犯的保怔。第五章是美于逍錯肘前九章所

迷各种賠儅形式,特別是肘朴儅和保並不重犯的影晌的几魚初步看法°第六章提出

有美第一至第五章所討梵的朴救方法所似以的新奈款草案。新的奈款草案是打算在

草案第二部分范園肉,擇在初步拫告所載的第 6奈 (停止)和 第 7奈 (恢复原

狀)之后°
5

(笨 ) 最ㄏ泛的含〤來使用“損害”
、
“仿害”

、
“韻失”

文件 A/CN4/416和 Addη (兄上文腳注 1),

、
“p咍iudice”等泀°

笫 132段。

；

畤畤畤

﹐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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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肘回家的精神損害以及朴傍(sat︳ sfaction)

与賠佳(cUmpensatiUn)的 Σ別

A 引 言

7 我們常常在梵著中看到達祥的活:作力戶又的賠佳 (reparat〡 on)的 一种

形式,等值賠佳的特定功能基本上是賠僗物廣的韻害,甚至只限于賠倍物辰損害。
速祥的悅法在一定意〤上是吋的,初步報告中曾拳逍一介遠祥的例子,6 但速祥

悅逐不明确,需要加以重要的修佈。确其,等值賠借通常不是針村肘于受害目的精

神 (或 非物廣)韻善的°但是,悅它不是針肘肘于受害回回民和代理人人身的精神

韻害,則是不正确的。
8 其所以不明确,是由于瓜回防法的現魚看,村受害目所受的精神技害和村受害

目的回民或代理人所受的精神板害是匡別肘待的°在遠方面似乎必須要略加梵迷°

B 吋一日因民或代理人人身的“精神損害”

9 因狋不法行力中最常兄的行力是肘作力一介回家的回民或代理人的自然人

或法人造成韻害的行力°速种拐害放因阡上看直接影晌到國家,即使垓韻害影晌的

是作力私人的回民或代理人,速种損害并不意是一种單純物廣的韻善。相反,它往

往也是一种精神損害,甚至先厲精神韻害,而且是和物瘐損害一祥有正些理由要求

賠佳 (compensat｜ Un)的精神技害°冬管各回法律体系村精神嵌害的規定相些不

一致,但 因隊法的央踐和淹著表明,固 隊不法行力村私人造成的精神 (或非物廣)

韻失也要作力受害回所受主要損害的組成部分給予賠佳°

1U 速种意〤上的主要确立原則的案例之一是美國德國混合索賠委員舍

﹁923年裁決的戶西塔尼正咢案°垓案赴理的是德國港水艇炸沉一艘英目班輇的后

果°
’ 夫于因美回人在此次事件中所受板失所提的各項索賠座道用的賠儅金杯准

同上,第 21段°

1923年 11月 η日的球戈決 (∪ NR︳ AA, vo〡 Ⅱ̌, pp32et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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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題,仲裁長埃德溫 .B巴 克指出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承汏因“侵犯私人杈利”而

造成的韻害,并承汏座予以朴救。仲裁次的意兄是,村每項損害均庄些按金我杯准

來衡量,他提到格旁秀斯的活:“我是一切有价值物品的共同衡量杯准”
。
8 他特

別談到人的死亡,他汰力仲裁庭的任努庄垓是估卄以下損害的數額:(a)死者如

果未死可能村索賠人作出的貢敵,加上 (b)死者村索賠人的照厥、教育、管理的

令人服夯村索賠人的金找价值,再加上 (c)由 于速种死亡
*索

賠人央隊可能承受

的、因突然新地家庭駁系而造成的任何精神痛苦或打古的合理賠儅°
.上

迷估計數

按現在的現金值,一般就是索賠人所受的技失”
。
9 仲裁次夫于 (a)(b)兩項賠

僕金的看法是与更戶泛的“人身仿害”概念有夫的,除此以外,值得注意的是他美于

(c)項 韻害所悅的活°他以力回豚法規定村于精神痛苦、感情上的仿害、屈辱、

扯辱、貶低人格、社舍地位的韻失或介人信用或方啟所受的仿害都泣予賠儅°仲裁

貝悅速些強善都是央豚的損害,不 能伙伙因力速些扳害堆以按金我杯准衡量或估

卄,就 悅它不是其坏韻害,也 不能以此力理 由汏力受害人不庄垓得到賠佳

⋯⋯
。

1°  仲裁長逐悅,送美賠佳金并不是“恁兩’’°

1n 戶西塔尼正案不能汏力是例外°蚤然速美案件不銓常友生,但是只要回

穌法庭汏力有必要,它 意是裁決肘私人所受的精神損害給予金我賠撐的°速种例子

有封弟多案、
11 

加熱案
η 和迪卡男案。

竹 后一案件涉及的是一名意犬利店

主在委內瑞拉被朵之事,在垓案件中,常大利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舍不伋考慮到

同上,第 35頁°

同上,第 35頁°

同上,第 4U頁
。

1931年 6月 9日 的裁決 (法 國坼駁合王 目案 )(∪ Nn〡 AA,vU｜ Ⅱ,

硒硉﹄

�罣

pp1113etSeq)° 英文澤文兄 AJ︳ L,VU︳ 27(┐ 933),pp153 etseq)°

12 19U3年 由美目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貝合作出的裁決 (∪ NR〡 AA,vU｜ Ⅸ.

pp226 etseq)。

13 ﹁9U3年 由意大利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合作出的裁決 (∪ NRAA,v。〡×

pp 597-59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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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遺孀所受的銓疥損失,而且考慮到她受到的坤古和失去她犬夫村她的爰情、忠

誠和伴侶美系所受的韻失°
n.

12 男一介村私人受到的精神技善給予金我賠佳的明昱例子是琮 .馬 尼納特

后詞案°
Is 

仲裁長拒地索賠人夫于賠偕物辰銓游韻害的要求,汏力速种韻害沒

有足姼的怔明,但他裁決給予琮 .馬 尼鈉特 (受害人>的姐妹一芼我,佫力肘其兄

弟死亡的金我賠儅°
怕 逐庄垓提到伊朗美固索賠法庭判決的格里姆案°可是 ,

在此指的只是垓庭判決中似乎提及精神韻害而且原則上汏力可能村精神技害給予金

∥ 裁決有夫的部分如下:

“但是,在确定妻子由于丈夫的死亡而遭受的韻失的程度.i,我們固然垃

垓估卄他的賺我能力、他的眾期痔命,而且正如有人提到的,逐要考慮到他的

身份,以便确定妻子所喪失的舒道奈件的程度,不遊,按照仲裁次的意兄,如

果我們忽視因意外地失去丈夫或妻子而喪失的伴侶夫系和珍爰的朕系我們就要

犯尸重的錯淏。我r1● 也不能忽視速种非白然地斷地老夫系所帶來的久拒和坤

古。速一切都不存在人的衡量林准,因力感情、忠誠和伴侶大系是元法折成一

定數量或能确定數量的博利瓦或英鎊的。然而,考慮到尊敬的令員們承汏可以

汁算在肉的因素以及所提到的其他因素,考慮到速次悲別之前剛有逍的令人苦

惦的銓驗,因不能元視其他法庭和夫于非自然死亡的回豚解決的先例,仲裁次

汏力判定給予五万博利瓦是正些的”(同 上,第 598頁 )°

’s ┐9U5年 9月 31日 法國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舍的裁決 (∪ NR｜ AA,

vU〡 ×, pp55 etseq)°
.s 

仲裁長特別指出:

“在本案中,同朱本 .布俺案不一祥,除 了胡斯蒂娜 .德科奏由于其兄弟

胡安的死所受的韻失以外,逐有其他的考慮°沒有怔据怔明她曾依靠越他的照

厥或支助,或他曾給逍她照厥支助,或她曾哭于需要他照厥支助的境地,或他

曾有能力或愿意給予她照厥支助°所以很唯衡量她磽切的銓漭損失。只能根括

有大一介孀居的姐妹和一介普通能力和感情的兄弟的事其作出通常的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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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賠儅的部分°
.’

C 作力回豚法上車狂一美韻害的

吋回家的“精神強害”

13 冬管一般所使用的未活有些混亂,但逐是庄孩將上文中所悅的村人的精

神韻害与由于目豚不法行力的結果被仿害回所受的另一熒非物辰板善匡別幵。速是

某些杈威作者定力被仿害回在其榮巷、瑋尸和威信方面
’B 所受到的那种精神損

害,速种頡害有●l被汏力是任何不法行力的后果,不管有元物辰技害,而且与物辰

損害元夫。按有些作者的看法,速熒板善的主要方面之一共豚上是任何不法行力所

具有的侵犯一介回家杈利的內容,不梵是否有任何其他具体的韻害°例如安赤洛蒂

16(象 ) 按照遠种情況可以斷言舍有一些銓游韻失°力此,她可得到一些賠

借”(同 上,第 8η 頁)°

i’ ﹁983年 2月 18日 的裁決 (︳ LR,vU︳ 91,pp65Uetseq‥ atp653)夫

于根括 1981年的伊朗美回索賠解決宣言垓庭是否有管轄叔的同題被撇丹了,因 力

速今同題与目前的討淹元美°換言之,特別根告見村子在格里姆案中使法庭大多數

法官力一方与霍/lN茨 曼法官 (在 其反村意兄中)力 另一方之同戶生分歧的同題不友

表看法°

1B 
除其他外,下 列作者就是在速今意〤上使用“精神技害”速介用浯的 :

U C B〡 utsch〡 i′ DaSmUde了 neV。｜kerrechtderciv∥︳sirtenStatena｜ sFlechtsbuch

dargeste∥t.3rded (N° rd︳ in9en.┐ 878). 
「
renchtransbyC La「dy.Ledro｜ t inter.

nationa︳  codifi爸 .5th 「eved(Pa︻
s.η 895).p 264:D Anz｜ 〡

。
tti.CUrso di dir｜ tto

internaZi。 na｜ e.4thed.(Padua.CEDA卜凶.1955).ˇ°｜ ︳;「 renchtranSbyG Gide︳ of

3「d︳ ta｜ ianed.CUursdedrUitInte了 nati° na〡 (Par︳ s‘ η929).p 524;C deV〡 ssche了 .

“  La  responsabi｜｜tb  des  EtatS ”  ‘ B︳ b︳ iUtheca  ǐsseriana (Leyden,

1924).vo｜  ｜｜.p119;C R。 uSseau.DrUit inte「 natiUna｜ p∪ b｜ ic.VU︳  V.LeS rapportS

cUnf!ictue｜ s(Par︳ s.Sirey.1983), p 13, G MUre〡 !i, NoziUnid｜ diⅡ ttUinte

rnaz｜ ona〡 e,7thed(Padua.CEDAM.┐ 967).p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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汏力:

⋯⋯回家之同大系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絰游因素,冬管方根錯底,后者是回

家同夫系的基拙,主要因素是精神因素

、

東卷、尊尸、回民的道德价值規

念°因此,只 要一目的某項叔利
.被

另一回所忽視,就意味若一种不能要求垓

回承裡的頡害
.,冬

管并未戶生物辰上的后果
｜
°人熒生活中的速一部分最能

感受到以下一句括的真理 :‘行力象爬虫的人就垓被或踏’°.⋯ ..19

速一英的韻害有時也被林力“政治板害”,且不那么銓常,但也許值得注意,速种用

悟最好与“精神韻善”
一并使用,用 于表明上逑那种由回隊不法行力所致肘一日尊

尸、東巷、威信和 (或 )法律領域的拐害°所使用的用浯中尤其常用“精神和政治

技害”,在遠祥的用法中似乎很堆將“政治”和“精神”遠兩令修佈浯分幵°
2°  “政

治”速今泀的用意犬概是要強琱些精神韻害更直接地影喃到回家的主杈屆性 (和平

等)以及固豚人格吋它所具有的“公共”性辰°放那介意又上悅垓形容洞可能是有用

的,速祥才能更好地區分吋回家的“精神”拐害 (只 是就回家同的夫系來悅)与 (在

回家范田和目隊范園)更常提到的那种精神韻害,以便指出在回家村外美系上可以

悅不那么直接地影晌到回家的、肘私人令人或肘代理人的非物辰韻害或精神頡善 ,

而不必接受在“直接”
和“同接”韻善之同所作的任何匡分

幻 °

﹁4 在特別報告貝看來——考慮到下文第三章所迷的判例和外交其跩,特別

是外交其踐——所悅的村回家的“精神”頡善事其上既不同于村回家的物辰拐害,特
別是也不同于肘回家的回民或代理人的“私人”精神韻害。速介“村國家的精神捐害”

特別在于一方面吋回家杈利本身的侵犯,另 一方面肘回家尊尸、東眷或威信的仿害°
(a) 第一美頡害可以悅或是“法律的拔害”或“法律上的拐害”,因 力它是肘一

項目你〤夯 (和相位的杈利)的 任何違反的結果。确其,正如阿戈先生所悅“凡是

違反村于另一目的〤夯,凡是侵害垓目主現杈利本身,均构成吋亥目的物辰或精神

n9 Anz∥ otti.CUurs.pp 493-494。

∞ 兄加西正 .阿馬多大于回家責任的第六次投告,《1961年⋯⋯年盤》,第
二卷,第 8和 24烎 ,文件 A/CN4/134和 Add1,第 31和 92段 ,和

「
 Przetaczn〡 k.“  La ‘espUnsabi〡 it爸  internationa〡 e de  η’Etat 

。
 
「
a｜son des

pr爸judces de caractere mora〡  et po〡 tique Caus芭 S 
。
 un aut「e Etat〞 ,

RGD︳ P.ˇ o｜  78(1974)‘ p 936。

21 
兄文件 A/CN4/4┐ 6和 Add1(上文胸注 1>,第 1U7和 ηU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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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害”
。
z2 遠是一种与回豚不法行力的任何其他效果都不同的仿害,垓仿害在任

何情況下都存在,不梵有元任何物廣和 (或)精神的韻善°勒泰曾悅逍,“在任何達

反因狋又夯的行力中,都包含有精神韻害
’’°同一↑作者悅,按速介意〤,可 以

悅,“所以,韻害并不是回豚責任曲一介車另的奈件
’’
。

23

(b> 至于回家的精神技害的男一介組成成分,佩 /IN松 納斯正确地指出,“ 回

家的菜巷和尊尸是回家人格的姐成部分”°
m 遜可以外充一焦,強琱安芥洛蒂的

想法,即 由于速些因素往往“大大超述 I回 家的〕物辰利益
’’,25 因回豚不法行力

而受害的回家銓常提到吋速些因素的板害本身。
2U

蛗然回家精神韻害的組成成分 <a)和 (b)在 概念上是不相同的,但它們些

然趙向于与車一的“技害性”后果混力一体°确其,法律的損害,即仗伿肘受害目板

利的侵害也被垓回感到是肘尊尸、榮啟或威信的侵犯°按照安赤洛蒂的悅法,在不

少情況下,頡善也就是——而且基本上在于——村受害因杈利的侵害本身。一介回

家确其不能容忍村其杈利的侵犯,否則就舍友現它所受到的尊敬在削弱,也就是說

它最宜責的、政治上价值最高的財富在削弱°
2’

15 看來很明昱, 目前常以的韻害是另一英的韻害:

第一,因 力它不是介人之同法律体系使用的精神損害一洞意叉上的精神韻害 ,

” 兄阿戈先生美于回家責任的第二次報告,《 n97U年⋯⋯年鈭》,第二卷 ,

文件 A/CN4/233,第 54段°

23  P Beuter.“Ledomma9ecUmmeconditionde〡 a「espUnsabi〡︳t爸

internationa〡 e’
’.EstudiUSdeDerechU㏑ temaciUna｜ :HUmenajea｜ PrUfeSorM︳ aja

de｜ aMue︳ a(∼ηadrid.┬ ecnUs.1979).v。｜∥.p 844

24 J PersUnnaz,La r° parat｜ on du pr。 judiceen drU︳ t internatiUna〡  Pub｜ ic

(Pa「 is.η 939).p 297°

2s AnZ∥ otti.CorSU.p 425

笳 特別兄“迦大基”案和“更努巴”案,η 913年 5月 6日 的裁決 (法 回坼意大

利案 ), ∪NFl｜ AA, Ǔ〡 ×︳, pp449° etSeqand463 etseqrespective︳ y,科孚

海峽案,其 辰 同題,1949年 4月 9

4更 ),和“彩虹勇士母
”案 (兄下文脾注

2’  AnZi｜ Utt｜‘Co rsU.p 425

日的裁決(KKn949年 回坏法院裁決集》,第

344)。 另兄下文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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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特定意〤上的肘回家尊尸和法律領域的仿害的精神韻害〕

第二,因力它是任何目隊不法行力的后果之一,不梵垓不法行力吋受害目的回

民或代理人造成的是物辰、精神或其他非物辰嵌害;

第三,由 于其狙特的性辰,在第三章中將舍充分表明,其扑救方法不是金我賠

僕本身,而是一般列入“朴僕”概念一美的一种或多种特殊的殕僕形式,“朴僗”
一詞

是按其寺ㄇ性較狹的意〤未理解的。
16 前面兩段中的想法在下文 (第 1U6段起各段)中 將得到更充分的解釋說

明,速今想法似乎与以下事其相矛盾,即有時作力金我賠僗所判給的數額中,其你

上已姿包括了村被仿善回精神韻善 (按剛才悅明的意〤)的賠傍°初看起來似乎很

堆看兄肘于垓精神損害所給予的朴救。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在回坏判例中 (第

1η 段起各段),特 別是在外交其跋中 (第 119段起各段),肘 于受害目的精神嵌

善垥子明昆的特別种美的朴救,速种朴救方美力朴儚 (satisfaction)° 速些朴救方

法表現力各种不同的形式,它們扁于与金我賠佳昱然分丹的一美賠佳°因此我們打

算在杯題力朴儅的第三章討梵遠些朴救方法°

η7 然而,力 了完各位垓指出,美 于肘介人的精神韻害,回 紑判例中也時常

有速祥的情況,仲裁見吋遠种拐害判給一定的教額,明确稱之力“朴佳’’,而不鄉金

我賠儅°例如在有名的倚斯案中,2B 墨西哥美國志索賠委員全汏力,“仔細地考

慮所有所涉及的因素⋯⋯,肘于索賠人因荼害筒斯的人未遭到逮捕和愆罰而受到的

介人的韻善,判給一定數額不加利息作力朴儅
小
并不逍分’’°

29 
在弟朗西斯科 .

鈤 1925年 11月 16日 的裁決 (∪ NΠ ｜｜A,vU〡 Ⅳ,pp82etSeq)。
四 垓裁決第 26段 (同 上,第 9U頁 )。 垓委員舍批坪將兩种賠佳相等同的傾

向,一种是村子未履行給予座有的注意以追沂庄久責任的人的叉夯所要付的賠佳 ,

另一种是吋于豋游上能估計的損害的賠偕°它的批評是基于以下理由:

“.“⋯如果被害者很秀,或者瓜物辰上悅他的死村其素厲影晌不大,那 么

給予遠些素厲的朴借就垃些只是一芼小的款額,冬管所受的痛苦和侮辱可能是

很大的。另一方面,如果堆持和坐持陌的理梵,在本案遠祥的案件中,如果一

介政府不履行其依法赴理的〤夯,肘死者的遺孀和其子女在坯洴上就舍更有利

一些,因 力在速种情況下政府就舍賠佳荼害所引起的絟漭損害,可是如果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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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集中,同一委員舍在吋“馬達所受的肉体一仿害”給予“損害殕僗金”的同.l,決

定“增加一毛數額,作力因缺乏保伊和拒地司法使其尊尸所受韻善的朴僕
.’’

。
∞

同一委員舍在斯蒂芬兄弟案中也提出了同祥的梵魚。
3n 在苧者的著作中明昱地

出現村于速美情況使用‘‘矛卜佳”概念的傾向°按照佩本松納斯的意兄:

⋯⋯在本來中如同在大部分案件中一祥,确 央不可能再恢复逍去的狀況

了°但是必顟理解賠僕一洞,不要肘它按最狹的含又來解釋,就是將被破坏的

交原,抹掉逍去。賠僕只是說使受害者有可能得到相些于其損失的朴佳‵ 韻

失賠僕金的真正作用主要是朴倍而不是賠倍°”

克里斯廷 .D格雷后未吋同一美情況指出:

的 (綠 ) 抓住了罪犯并送行恁赴,她其豚上是決不去得到速种殕佳的”(同

上,第 87頁 ,第 2U段末尾)°

sUη 9η 年 4月 29日 的 裁 決 (∪ NR︳ AA,

pp ┐79一﹁8U)°

vU︳  〡̌, p 73 et seq‘ at

田 1927年 7月 ㄇ5日 的裁決 (∪ NR〡 AA,vU︳ Ⅳ,pp265etseq)° 大于墨

西哥“社舍防工”巡遻臥 (委 員合林其力墨西哥武裝部叭的一部分)柔害一名美回固

民事件 (它 只引起同接的較小的物辰技害),委 員舍悅道:‘
‘目豚法庭到現在力止承

汏肘受到的侮辱、痛苦或其他美似韻害給予朴佳,但通常是除物辰技失的賠儅之外

再給予朴儅。有几次并沒有錯合直接的物辰拐失而村侮辱和痛苦判給朴僕,但速几

介 案 件 中 受侮 辱 或 痛 苦 的 就 是 索 賠 人 本 人 ,例 如 戴 堆 和 馬 /lN案

(Ba｜ st。 n.ˇ enezve︳ anArbitrationsUf﹁ 9U3.412.9η 6),美 因德回混合索賠委員舍

在万斯案 (Cons。 ︳︳dadtededition.1925.528>似 乎未考慮一介兄弟所受的速熒韻

善,遠介兄弟所受的物辰板失
‘仄法律上悅大同接,不能成力判決的基拙’°可是同

一委員舍在丰本澳集中部肘一介未婚儿子的母素判給賠佳金,冬管按法律要求索賠

人 所 受 銓 洴 板 失 的怔 据 是 不 足 的、 不 能令 人 滿 意 的 (C。 ns。︳｜dated

ed∥ion.1926.653)。 所以在本案中如果能近明墨西哥村不扶法久有責任,索賠人

即有扠得到判給的朴佳╮性辰的款額,即使其直接銓游板失沒有江明或很同接,不

能成力判給賠佳性辰
小
的賠信金的基砒”(同 上,第 266頁 )°

s2 Person naz,前 引串,第 197一η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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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然 (賠佳金)款額要看所受仿害的尸重程度,速就是說,判給款額

的意因是肘仿害的金我朴僕
.,而

不是村因仿害所受銓游損失的賠倍
:。 .⋯ ..33

D 朴佳 (sat︳ sfact︳ on)的 狂特作用

18 上面一段所提到的其成和淹著似乎与匡分兩种精神韻害并沒有真正的矛

盾,一种精神韻害是肘介人的損害,可給予金我賠僕,另 一种是肘回家的韻害,它

是任何固隊不法行力的固有后果,肘此可能給予寺鬥意〤上的朴佳的特定朴救。按

照上面一段引用的某些案件中和梵著中的用法,根据特別報告長的意兄 ,“朴偕”一

洞的意又:

(a> 或者是非常一般的、非寺ㄇ性的意〤,速介泀被用未作力最戶〤的賠

佳的同〤詞 (賠偕的功用就是‘‘朴僗”
受害方或村受害方“給予衶儅”,不梵受害方是

令人或回家),

(b) 或者是較接近于遠介泀的寺ㄇ含〤的意思,在速种情兄下村令人的精

神頡善已銓并入放而等同于肘垓令人所“厲”的回阡人格者回家的精神損害。
19 不梵肘上面第 17段 所逑的其跋和梵著的特定部分作何解釋,速 些部分

在有夫的其我和淹著中意片是少數°照特別報告員看,它并不影晌吋回民或代理人

介人的精神韻害与任何不法行力肘國家引起的精神韻害之同的E別 °兩者些然都是

肘作力回豚人格者的回家的損害。但是村子前者如果恢复原狀不鉹的活,車是給予

金我賠佳也就姼了。回家的精神韻害在回家同夫系上更具有狼特的典型性,肘此是

給予寺ㄇ意〤上的扑佳的同題,第三章將淡淹速介鬥題。第三章有夫朴偕的淹著

(第 1U6段 起各段 )、 判例 (第 1η 1段起各段 )、 特別是外交其跋 (笫 η19段起各

段)的各市將充分怔其速一魚。

33 C D

Press.1989).pp

Graˇ .Jud︳ cia｜

33-34°

RemedieSin 〡nternatiUna〡  Law(U× fUrd.daren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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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

畤
杪

A 意的概念,所涉鬥題和方法

1 概念和指早原則

2。  一般地悅,等值賠佳就是支付一芼我,賠佳受害回未銓恢复原狀形式朴

救,也未得到戶又的其他形式賠僕的損害。冬管按公平和法律原則未悅,恢复原狀

是“主要”的形式,但等值賠儅卸是最銓常的、數量最大的賠儅形式。
速是因力恢复

原狀常常不能确保完全的賠僗。
s.

21 些然,等值賠儅和任何其他賠僗形式一祥,都 要遵守一柔有名的原則 ,

即戶〤的賠僗——任何賠倍形式或其互相結合——的結果庄垓“消除”<用霍茹夫工

ㄏ案判洞中的活來悅)‘
‘非法行力的一切法律和物辰后果”,以便力受害方的利益建

立或恢复“如果沒有不法行力很可能套存在的狀況”°
35 考慮到上一段所迷金我

賠儅所起的重要作用,所渭的霍茹夫案原則特別是就那种朴救方法而言,泣垓在規

定因隊不法行力的后果方面起到它的作用。特別考慮到恢复原狀往往是不完全的,

最后央隊其施霍茹夫案原則昱然要通道金我賠佳的亦法°确其根据垓項原則,可 以

悅在恢臭原狀吋常見到的不足与充分賠僕之同所留下的任何大大小小或微小的差距

都是由金我賠伴來你朴的°

22 同祥明五的是,即使是遠祥一介完全充分賠偕的忌原則本身也不足以解

決等值賠價所涉的所有同題°
aG 速些同題包括B

s. 
兄初步擬告,文件 A/CN4/416和 Add1(上 文腳注 η),第 1η 4至

118段
。

∞ 《回豚常放法院 A輯》,第 η7母 ,n928年 9月 13日 判決,第 47頁
。

ss 
例如 L Re｜ t∠er, LareparatiUncommecUns爸 quencede 1怕 c戈 ei〡〡ic〡 te

endroⅡ internat︳ ona｜ , (Pa︻ s﹁ 938)中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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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等值賠僕的賠儅作用,以及“愆同性賠偕金”阿題,

(2> “精神”韻害是否与“物廣”韻害一祥予以賠佳的同題;

(3) “同接”嵌害与“直接〞韻害同祥予以賠僕的同題,

(4) “因果敢系”
、
“因果美系”和多重原因鬥題,

(5) 受害回行力所具有的意又 ,

(6) “戶生的韻害”与“喪失的收益”的匡別同題,

(7) 不法行力的尸重性与仿善回避錯的程度的有大意又J

(8) 支付利息〤夯与利率 ,

(9) 計算利息中起算日期和截止日期的确定,

(1U) 可逸捀的方法:复利逐是車利。

2 等值賠儅的功能和性厧

23 由于等值賠佳是支付一芼我,以取代或第合恢复原狀,因 此它有三介使

它与其他賠僗形式相區分的特羔°第一羔特蕉是,它道合于賠倍能按金我估价的韻

害°所以,等值賠佳的意國是要取代受害回由于目坏不法行力而被全部或部分剝李

的任何物辰或非物辰物体的所有杈、使用、享有、收益和利潤。因此金我賠佳所友

揮的是一种‘‘剩余各用的”或“替代的”功能,即使被達反的〤夯的狋的并不是預先承

渃支付一芼款項°第二介特魚是,蛗 然任何殕儅形式都含有一定程度的愆而成分 ,

但等值賠僗按其性辰主要是起賠儅的作用。恁罰的作用是其他賠儅形式,特別是朴

偕和保迸不重犯的典型特蕉°第三今特羔是,等值賠佳的目的是賠佳回你不法行力

造成的一切銓游上能估价的損害,但是也只限于遠些損害°

ss(基 ) “庄垓賠倍全部捐害的說法肯定不合提供一介令人滿意的估价方

法。如果其意思是說回豚法庭通常力求判給肘所造成的其隊物慶韻害的賠偕,

遠是肘的°但是速种說法思管表明了患的趌勢,但是卸大先筑,不能提出具体

的指示°因此仍需要确定是否有任何方法,回 隊法官或仲裁人可用來估卄他希

望判垥的賠僗額冬可能与之相位的韻害”(第 1?5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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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一般都承忕等值賠伴的功能主要是賠儅性的功能,有夫的淹著也銓常強

淍速一魚。可以拳出伊格/lN頓 、
s’  希ㄇ尼斯 .德 阿雷查加、

sB 布朗利
∞

和格雷夫拉特
.U 

所穹的著作°判例中也有同祥意思的明确表示,不逍不那么銓

常而已°例如在“戶正塔尼 JE”案中,仲裁長埃德溫 .B帕 克的念度表示得很明确

3’  C Ea9｜ etUn,

ㄚorkη 928):

下he reSp。 nsibⅡ itV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  ｜aw(New

“在恢复原狀不可能或不移討,通常的賠僗杯准是賠我⋯⋯°通常悅估卄

的賠僕金目的只是力了支付所受的韻失
中
,因 此其性廣是賠儅性辰而不是恁而

性瘐
..⋯

..” (第 189頁 )°

38  E Jim爸 nezdeA怕cha9a.“ ︳nternatiUna｜ 了eSponSibi〡 ︳ty” .Manua｜ UfPub︳ ic

︳ntemationa〡 Law.M SUrensen.ed(London.Macm｜ ｜︳an.1968):

“⋯⋯出于村不法行力的否定和作力村犯罪人的威惙或改造措施的愆蜀性

或恕戒性賠僗金,是与賠偕〤夯所基于的根本思想不相容的一.⋯
..” (第 571

五
°

)°

39 ｜ BrUwn〡 ie.sVstemofthe La、︵́ofNat｜ ons: StateResponsibi｜ ｜ty.Part︳

(Uxf。 rd.C｜ a了endUnPress‘ ㄇ983):

“在因侵入而破坏主板或其他非物廣技失的情況下,付我的作用或多或少

是提供
‘
金我朴佳

’,可是持速种付款悅成
‘愆男賠儅金

’
是沒有好爽的°給予賠

佳的目的是提供刁慣上所承汏的根佳
中.⋯ ..” (第 223頁 )°

4°  B Graefrath.“ BespUnSib∥ ityanddama9escaused:re｜ ationshipbetWeen

respUns｜ b∥ ︳tyanddamages” , CUⅡectedCUursesUf┬ heHa9veAcademVUf｜ n-

ternat︳ Una︳ LaW.﹁ 984-Ⅱ (TheHa9ue.Ni!h。 ff.1985).vo｜  185:

“...⋯ 在今天,村主根回家施加別蜀不但是政治同題而且是法律同題°肘

另一日施刑昱然不符合友好夫系原央1宣 言所解釋的回家主杈平等原則⋯⋯
。

“因此我們不能同意按今天的回抔法,賠儅金的目的是‘明示或默示恁兩或

至少斥責一介回家的行力,趺而拭國防止垓行力將來的重复
’°速种規念只能

起到怔明泣垓提出述分的賠倍作力兩金或恁用的要求的作用°它合早致濫用回

一 18一



(思管他使用“朴僕〞一詞是按其最戶、非黃ㄇ性的意〤來使用的),他悅:

⋯⋯肘賠僕金用怨戒性、恁兩性的洞來修佈是不恰些的。賠僗金的基本概

念是朴僕,賠儅所受的損失,法院确定的肘不法行力的賠借°扑救虛孩与損失

相肘垃,以便使受害方得到足銘賠儅°在充分賠佳之外再加上恁兩,秝之力賠

僗金,冠以恁戒性或愆珂性的修節詞,速是用泀上的板端混亂,不可避免地早

致思想上的混亂。
...⋯引

25 在夫于德國肘 1914年 7月 31日 以后和葡萄牙參找以前的行力所女黃

任的案件中表現出在賠偕的付款和恁坷目的的付款之同作出明确的匡分,而將后者

浙然地排除于等值賠僗的概念之外,仲裁庭明确地將德國行力的賠僗后果和愆司后

果分弄,并宣林它肘于第二炎后果完全沒有管轄杈°
42

.U(臻 ) 家責任作力工具以侮辱弱小回家,帝 國主〤的避去已絰怔明了遠一

焦”(第 1U1丌 )°

叫 ∪NR｜AA,ˇU!Ⅵ 〡.p39另 兄下文第 nn4段°
φ ﹁93U年 6月 3U日 的裁決 (葡 萄牙沂德國)〔 ∪NRAA.ˇ o〡 ∥,pp1U35et

seq)。 仲裁庭說:

“除要求賠儂因德國在中立期同的行力所引起的其隊碳害外,葡 萄牙逐要

求由于
‘
肘其主杈的一切侵犯及肘回豚法的侵犯’,賠僗 2U化 金馬克。

它提出

遠項索賠的理由是,因 此判給的殕借‘表明垓行力針村回豚法和人民的杈利的

尸重程度’,而且‘賠僕有助于⋯⋯說明速种行力不可能麩攻下去而不受愆而°

除了良心和國隊典梵的進責的制裁外,逐將有相位的物辰制裁⋯⋯’°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它 其狋上不是肘物辰,甚至精神損害的賠伴,而

是一种制裁,村犯罪回施加的一种刑男,同 一般刑罰一祥,其基于的思想是朴

儅、苦告和威惙°然而很昱然,賦予仲裁人的責任是确定力在中立期同所做行

力提出索賠的數額,締的因并未打算賦予仲裁人愆治的叔力。規定仲裁人取叔

的第 4奈扁于
‘絰渀柔款’的荼的的第十部分,而涉及“制裁’’●ㄅ秦款是厲于第

七部分,不伙如此,如果悅他們曾汲想逍要德回力其行力受到絰渀愆罰也是達

反盟目明确表示的意日的,因 力第 232奈 第 1款 明確承汏,即 使只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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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行規則:其确定和逐漸友展

26 冬管涉及上文 (第 22段 )所列大部分同題的判例和回家興跂相些

丰富,但 苧者 f● 大都傾向于不承汏有比芥佐案中所表迷的更具体的任何一般

回杯法規則°他們大部分人甚至怀疑有可能仄其成中得出可靠的 (筑 一的)

賠僕杯准。例如,伊格本頓悅 ,“ 回豚法沒有規定給予金俄賠儅的明确卄量方

法”°
.s菜 洋本迸一步田明了遠介淹魚,44芧 水芥吉 /l× 也表示述相似的看

η (袋) 德因賠儅它引起的其隊韻失也是它的財政能力久裡不起的
。

因此

葡萄牙所要求的制裁既超出了仲裁人的杈限范田,也超出了奈的的范園”(同

上,第 ηU76和 ㄇU77頁 )。

43 Ea9︳ etUn,前 引半,第 1gn英°

“ 菜淨水悅:

“...⋯ 昱然,仲裁人只能采取根据其本人的智意和介人工〤感來确定賠儂

的亦法°在一般回隊法与仲裁或司法的固豚法之同存在平行夫系。在一般回豚

法中是由受害回坪斷,在仲裁或司法的因豚法中是由法官坪斷。舀事方在將爭

端提交仲裁吋就是以公正元私的第三方的意志、判斷采取代本身力有美些事方

的受害目的車方面意志

“研究因豚法的掌者不可能不看到法官自由決定賠佳的尺度遠种現象°很

多作者強琱法官或仲裁人所起的突出作用,但不患是能了解他們速种悅法的全

部含〤

“遠种 自由也 已載入元數的奈的和仲裁捇定之中,速些奈的和加定授杈仲

裁人按照公平合理原則或:根据正火及公道’裁決賠儅同題,或者授予仲裁人极

大的扠力。有時甚至明确排除尸格意又的法律°

“但是最有意又的是,即使在規定其取杈的文件中沒有丐送遠祥的荼款 ,

仲裁人也汏力自己有扠按照公平原則決定°混合索賠委員舍的情況尤其如此 ,

它們 自汏力是真正的衡平法庭。不逍在仲裁裁決本身中也不乏速种內容的方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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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s 

格雷夫拉特悅:“案情和具体情況是板其多祥化的,看來在遠些鬥題上只

能姼有一些准則”
。他汰力,“ 些我們赴理物演韻善同題,尤其是些我們要決定非物

廣韻害
.,即

非法拘押、身体仿害或致死,侵犯叔利而不引起物辰損害的賠借

吋”,特別是速祥。
.U 

格雷在她最近的著作中表示出同祥的疑鬥°
η

27 在特別掇告員看來,缺乏比霍茹夫案原則更力具体的回豚規則犬概不象

聑 (袋 ) “......

“...⋯ 大量的仲裁捇定賦予法官完全的坪斷自由,速足以表明回家望毫不

拒心速种 白由°但是,除此以外,也可以引海牙編集合以力依据來支持相反的

看法。許多回家村簿各委員舍提出的第十四庶的答复近明,它 I● 非常了解,能

給予仲裁人有益指早的美于賠信柝准的刁慣准則,是不确定的,甚至是不存在

的°也可仄中知道,遠些回家想要給予裁決速些同題的仲裁人最犬程度的裁量

根”(前 引中,第 16°┤ 62烎 )°

45  J H 

、
Ⅳ ěrzt〡 .｜ nternat︳ ona〡  Lavv in H〡 stUrica〡  Pers pective(Leyden.

Stth。 ff.﹁ 973)partˇ〡:

“賠信的杯准因具体情況和損害的种美而昇,村此汀出一些普遍規則是很

淮行得通的。只可能列出一米串賠倍裁決,加上上迷少數法院判決,未悅明索

賠委員舍或仲裁庭是如何迷成大于估汁損害的裁決的°可能的損害确其是板其

不相同的:森害、致仿、致我9盟禁、酷刑、拘押、不公正的刑而工驅逐;破
坏、沒收、盜窈,拒地司法,缺乏政府保伊或不逮捕不愆再罪犯等°送到充分

賠僗程度的方法必然有很大差昇,速是不用說的°受害人可能已死亡,由他人

作力其叔利盤承人索賠。賠儅也許在不法行力以后很坎吋同才給予°嵌害也許

是人身仿善、財戶韻失、副夸特忤枚、沒收、失去取並或掉我人、破坏名巷、
侮辱、精神仿害,等等”(第 746一947烎 )。

46 Graefrath,前
引串,第 94頁°

η 据 Gray悅 :

“⋯⋯在各种回內法律体系中能得出的充分賠僗的基本原則,在大陪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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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些多的苧者所汏力的那祥銫村°他感到窕慰的是,即使在比較早的著作中,也可

以找到在速介方面規則并不是如此缺乏的透象。例如丰2Ix芥 吉林也承汏能姼查明

“索賠委長舍或仲裁庭是如何送成夫于估卄頡害的裁決的’’
。
.B 瓜某种意又上

悅,速段活与上面引逍的伊格/Ix圾 天于因豚法“沒有規定給予金我賠儅的明确卄量

方法”的活 (兄 上文第 26段 )是有矛盾的。安芥洛蒂也表示逍比較肯定的跳魚°

他在指出回豚判例法律意兄与國內法律体系中侵杈行力法規則之同的明昱相似性,

和法庭和索賠委長舍參照庄用私法規則特別是′馬法規則的自然傾向后悅,回抔法

庭在位用速些規則吋并不是作力圖象的法律來位用的°更有悅服力的悅法是,法院

庄用的是仿照回內原則或規則的回隊法律原則°安莽洛蒂特別談到速些規則其廣上

与固肉規則相同,冬管形式上不同,速昱然是仄速介意又上悅的,即 它們是按照回

隊立法程序威力回豚法規則的°
的 其他作者,例如鈉吉

sU 
和塞佩本卡

’ 也

承汏私法規則特別是多馬法規則是有相肘的影晌。菜汗水本人似乎根本不承汏在遠

η (基 ) 和共戶党回家是以‘
戶生的板害

’和
‘
喪失的收益’

苧悅來表現,

在英美法系回家只1以 使索賠人大于如元村他的韻害本合焚于的地位苧悅來表

現,在确定已戶生賠佳又夯以后,速介基本原則并不能起多大的推送作用。並

然它不能作力估計頡善賠倍的其豚指早,速可以放以下事其中看出:呈 然各法

律体系有此共同的目狋,但其估卄方法和取得的結果差昇卸非常大°而且在每

介法律体系中都肘此基本原R)l提 出了重要的限制和例外” (前 引串,笫 8

歹
°

)°

4B 
兄上文腳注 45。

.g 
另一方面安芥洛蒂也知道,并非所有的固肉規則都取得了固隊規則或原則

的效力°据他說,例子之一就是不能將某些回家法律休系中不支付超額賠僕金的固

肉規則移植到目隊法中來 (Co rs。 .pp429etSeq)。
5°  K Nagy,“ TheprUb〡 emofreparat｜ Un｜ n︳ nternat︳ ona｜ Law”.艸

︳nternat:ona︳   Law:   Hun9ar︳ an   Perspect｜ ves.H BokUr-Szeg。 .ed (BUd.

apest.AkademiaiKiado.1986).vo︳ 3.pp 178一﹁79

51  o δepe〡 ka.Les cUns。 quence. urid｜ ques de ddit en d「 oit 〡nternat︳ 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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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存在任何回豚規則或原則
s2 ,但

他承汏存在不同的看法,速种看法汏力.

⋯⋯將其案件提交一介公正法庭的回家肯定相信,夫于賠儅的散額存在确

立的規則,法官有又每遵守速些規只j° 只要遠种信念有些不里定,回家就舍狁

疑,不愿將爭端交給一↑其裁決可能給它們帶來不可取的意外的仲裁人去赴

9白巨。                                                           .

他朴充悅:

他們甚至方林,如果沒有在此情況下道用的回穌法規則,仲裁人就庄些拒

地裁決,除非仲裁怭定授杈仲裁人按照公允及善良原則裁決°53

然而菜澤本汏力以上看法是沒有根据的而加以拒地;他承汏仲裁人曾大量地位用回

肉法的一般原則°
田

Θ他在引近德拉果阿洿缺道案ss 
后得出錯淹悅:

私法的一般原則蛗然不是一般回穌法的組成部分,但村子自由裁量作出裁

印 (致 ) contempU「 a㏑ .(Praque.Kar｜ ova∪ n｜ versitv.η 965):“近 18U年左右的

因你其跋至少已似汀一定的輔助杯准,用 以确定不法行力造成韻善的程度,以

及确定位付的賠偕額°垓杯准的主要依据是法律的一般原則°些然遠決不是在

目豚法中接受速些回肉法的原則,因 力法律的一般原則并非一般回豚法的組成

部分°但遠不排除筒車的輔助杯准,通道回隊刁慣的途徑,在 以后固隊其我的

演交中,成 力普通回隊法的穗定規則”(第 29更 )°

’ 兄上文腳注 44°

53 Reltze「
,前 引卡,第 len-┐ 62頁°

“ Be眨er汏力ε“考察仲裁的裁決即可友現一介元可辦駁的事其,仲裁人相

些盜常地參照 〔目內法承汏的〕所謂的
一

般原則°在仲裁林定中也提到達种一般原

則°我們肘于速祥一种現象不能置之不癲°”而且,思管他汏力上迷一般原則并不构

成“一般因隊法的強制性規范’’,他也承汏,由 于存在一今“有千年ㄞ史的、高度友

展的法律規范体系 (即 男馬法和民法体系〉’’,回 豚法官自然“不舍不放中得到店

友’’°他逐悅,速尤其是因力“兩种事央情況之同昱示出元可置疑的相似性”(同

上,第 163更 )°

55 
兄下文腳注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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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的目狋仲裁人和法官卸友揮了重大的影晌⋯⋯∞

爪他的速段活來看,他与安芥洛蒂之同的差昇只是在有失上述一般原則的地位方

面。

28 所指出的一部分芋者的同意意兄 (和相矛盾的意見)表 明,肘于固隊夫

系中賠伴規則或原則的存在河題以及回狋法委員舍在逐漸友展速些規則中能起的有

益作用同題,大概都庄垓采取不怎么悲現、比較均衡的看法°放一方面看,由 于具

体情況紫多而且各不相同

一

肘判例和外交其踐的研究立自然使人得出速祥的錯梵 ,

即根本不可能友現,甚至不可能坎想有机械地、不加匡分地道用于任何情況或任何

一美情況的非常洋鈿的規則°不仗不可能有非常洋幼的規則的其杯存在 (現行

法),而且也不宜通述逐漸友展戶生送祥的祥知規則。然而,速并不排除比莽佐案

原則更力明确的規則的存在,也不排除合理友展速熒規則爭取使之荻得通道的可能

t治∟
。
29 至于現存的法律,由 于已友生許多起案件,就遠方面戶生的大部分具体

爭端已銓作出了許多仲裁和司法裁決以及決定的解決亦法,所以在任何特定爭端上

如果能查明有比較一致的解次方案,就可以合理地推定存在看相座的比較具体的規

則或杯准°正如安芥洛蒂和菜澤水所指出,目 豚司法机夫所适用的規則和杯准往往

如果不是和相位的回肉法 (多 馬法、大陪法或英美法)規則和杯准相同,也是非常

相似的。特別報告長汏力,速与其悅意味看通道草先的反致而道用因內法律規則,

不如悅意味看通逍回隊司法机夫的工作和國家之同直接迷成的決定解決亦法,回家

已銓逐漸似汀并接受夫于賠僕的規則和杯准°即使速些規則和杯准原來部分地是以

回肉法力范本,它們現在卸确央作力一般回豚法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送似乎足以

怔明回豚法委員舍有理由努力确定和騙集速种規則或原則。

3U 些然,不庄指望友現地村規則粹早致在任何案件中和任何情況下都能自

功地、机械地道用速些規則°余所周知,在回內法或回隊法的任何領域都不能机械

地道用規則或原則,如果要确定每一特定情況下位垓賠佳的韻失 (往往是非物辰韻

失)的數量,特別不能遠祥做°任何不是力某一案件淡想的規則都需要由法官、仲

se Beitze「,前引串,第 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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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人或些事方本人作一定程度的改造,以道泣于它所要道用的元數具体案件中每一

案件的特焦和情況。也許正是因力不法行力及其情況种美繁多,特別是所造成的韻

害是多种多祥的,所以肘于在金我賠僗上存在固隊法律規則同題才提出了速祥多的

疑阿。

3┐  特別要指出,規則必然是比較普遍而有彈性的事其并不意味看速些規則

只是一些“指早原則”或“准則”,不道宜于進行狹又的編集°速些規則是規定受害因

的杈利和仿害目的相位〤夯的規則。
32 逐座垓考慮到,在 國家責任領域比其他領域更力明昱,固 豚法委員舍的

任夯不伋伙是尸格的編寨。根据 《朕合回完章》有美規定的文字,委 員舍第一部分

任夯是逐漸友展。因此,特別掇告長汏力,凡是村金我賠僗的苧悅和其我的研究表

明現有法律不明确、不确定或者可以悅有“空白”時,委員舍不一定就非宣布“案情

不明,延期裁決”不可°座些而且可以作出努力,作力似以法研究速介同題,以便

了解是否、朝什么方向和在什么程度上能姼通道友展解除或減少速种不确定性或填

朴遠介“空白”
。些然,泣 些根据肘因隊社舍需要的現其估卄,根据現有的私法洲源

与美比,在現其主〤与常理的指早下送行此項工作。
33 根据一般回家責任特別是金我賠撐鬥題的性辰,似 乎尤其有必要在上迷

合理的界限內,在奈款草案中包括逐漸友展的成分°委員舍的委員仴和一般掌者們

常常強琱悅,委員舍夫于回家責任的草案与其他草案不同,所焚理的是所渭“次圾”

法律情況。确切地悅,委 員舍正在赴理回豚法任何領域未來不法行力可能引起的情

況或坤突,夫 于速种情況或沖突任何回家都有同等程度的可能性或者赴于仿善的、
“久裡責任”的回家的地位,或者赴于“

受害”目的地位°因此,通常所碰到的情況并

不象主要或寺ㄇ大理所渭“初級”規則的編集和逐漸友展同題的人所碰到的情況°后

者如在赴理因隊水道制度、海洋制度、回隊絰蓱夫系制度或坏境法河題 (現行法或

似以法)吋那祥,所赴理的是一定的、現其的或可預兄的、必然出現的相坤突的利

益和立場°
s’  些然,即使在象回家責任遠祥的領域制定規章,在一些同題上也

s’ 在上迷領域,不梵共同利益在何种程度上友揮影晌以促進就現行法或似以

法送成捇洪,在每一↑鬥題上忠是舍碰到由于上游因与下游因、沿海回与肉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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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表現出相似的洛在利益的差昇,例如力荻得賠佳允許采取的措施以及速介措施合

法性的前提奈件和秦件速美同題上秀回和富回、大國和小固、強回和弱回之同的差

异°可是,就不法行力的先其辰性后果而言,特別是村于金我賠僕方面存在的或位

垓存在的規 Xll 而言,似 乎所有的回家大致上部具有同祥的“預期的”或“假沒的”利

益°因此在分別肘仿害回或受害日中先大或慷概方面所有回家都位垓具有高度的共

同利益°
sa 速介想法也許有助于更好地估卄在有夫一般賠借特別是等值賠僗的

奈款草案中納入逐漸友展的成分的可能性°特別報告長汏力,遠也道用于朴僕河

題°

B “直接”和“同接”技害,因果美系和多重原因

1 “直接”和‘‘同接”韻害

34 苧悅和其成在同意不法行力造成的一切韻害都必須賠儅而且只有不法行

力造成的韻害才必須賠借以后,sg 患是努力去匡分由不法行力所造成因此座垓

賠儅的后果与不汏力由此造成因此不予賠傍的后果
∞ °

35 逍去有段吋同,遠介鬥題是作力“直接”技害与“同接”技害的匡別加以討

梵的。但是遠祥的做法曾引起一些疑同,因 力速↑匡別是不清楚的,而 且用赴不

s’ (鎮 ) (或海洋沿岸回与園海沿岸目)或友送回家与友展中回家之同的差

昇所形成的障得 (困 堆)。

sB 任何回家如果以力它赴在奈款草案所淡想的可能的仿害目的法律地位体制

下舍受到“頡失竹 遠介“板失
”將舍与同一介回家在赴在受害因地位吋所得到的收荻

相扺銷。
sg 速就是佩本松鈉斯所你的“頡害賠儅肘等原則” (前 引串,第 98一 ηU﹁

了
°

)°

6°  Bo︳｜ecker一 Stern.Lepr台judicedans︳ ath爸 Ur｜ ede｜ aresponsabi︳︳td

internatiUna｜ e.(Par｜ s.Pedone.﹁ 973),遠本內容丰富的著作吋此鬥是作了精确的分

析,特別是第 ﹁85-223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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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m .不

淹在某些因內法律体系中“同接”韻害的意思如何
φ ,在 回豚判例中

一直是用速介用悟來悅明不判給賠僕金的裁決的理由。可是沒有清楚地指出遊在事

件和韻害之同要存在怎祥一种夫系才有理由定力“同接”韻害
“ °正如奧里与所

指出的,最 明昱地道用速奈規則排除“同接”韻害賠佳費的案例是“正拉巴西案,些

吋日內瓦的仲裁庭,在裁決以前自友作出方明中告知各些事方,法官們決不考慮夫

子田接韻失的索賠要求°但是在所有的回隊爭端中意是尸格地遵守遠奈原則的,就

我們所知,除了德回美國混合索賠委,Ft舍 以外,凡厲仲裁長定性力同接拐害的案

印 參兄 PersUnnaz,前 引中,第 135丌 ;Eag︳ eto n,前 引串,第 199-2U2

更9M。 re｜ ｜i,前 引串,第 36U更 , Bo｜｜ecker一 Stern,前 引串, 第 2U4-2┐ 1丌 ;

Gray,前 引中,第 22頁 °

62 Na9y坊
﹂

“...⋯ 同接損害的概念和同題都是仄資戶盼級回家國內法搬到因隊法中來

的,多 馬法中并元遠介匡別°法國法律体系首先采用速一概念,它通道法國法

掌家迪穆〨和多馬分別于 168┐ 和 ﹁779友表的著作,村 歐洲法律体系的友展

起了很大影晌°速些作者汏力同接損害是指与不法行力有較返的夫系也是由于

其他原因所引起的有金我价值的韻失,而直接捐害則是伙伙由于不法行力人的

行力所造成的韻害°犬多數作者反肘賠佳同接韻害,拿破合法典第 η15﹁ 奈也

表現了速种立場°某些回家的回肉法肘同接損害和直接韻善沒有作足姼清楚的

匡分,許多法律体系甚至不作速种匡分,回杯法掌界肘此同題也沒有明確的答

复⋯⋯”(前引串,第 179烎 )°

63 
夫于速一現焦,兄 Anzi︳ otti,他 指出,回 豚法庭不是將韻害定力同接板善

并据此得 出不予賠儅的錯梵,而 是在決定不予賠傍吋將損害定性力同接韻害

(CUrs o,p43ㄇ )° 但主要是 AHauriUu,他 釣文章“Lesdom mages indirects

danS︳ eSarbitrage㏑ ternationaux” (RGD｜ Pvo｜ 31(1924>,p2U3)元 疑在此

鬥題的研究方面代表一介重要的險段。遠位作者說,“凡是提到同接損害字悅吋,患

是力了元情地排除遠熒韻害賠倍’’1他逐悅 ,“ 不幸的是,考察一下仲裁裁決案中遠

無規則的道用情況,就不可能不表現有相互矛盾的裁決”(第 2U9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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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沒有一次判給述賠傍°⋯⋯“ 然而菜澤/Ix卸 指出;

.“思管混合委員套和法庭拒絕承忕同接韻害,它們卸迒未提供一介夫于同

接頡善的确定概念°甚至可以悅它們使用遠介木悟卸不了解所用的洞的含〤如

何°因此元怪乎,同祥的被害在一介案件中作力同接損害被排除,在另一介案

件中卸得到承汏,或者“不提出技害的性放同題,或者仲裁人干脆將其定力直

接韻害”
。

Us

36 不淹苧悅如何,其跩患是不大愿意庄用“同接
”韻害概念來指明位予賠倍

的頡害的界我。在遠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1923年 11月 ┐日美國德國混合索賠委員

舍第二孝行政裁決——垓裁決規定了裁決所提交的案件泣遵循的基本原則——的如

下摘最:

只要在德目的行力与所你的技失之同有明确的、不中斷的美系,損失是直接或

同接損失都元夫縈要⋯⋯∞ °

在南波多黎各糖公司案中,同 一委員舍送一步指出,吋于韻害使用‘‘同接”速介

詞是“不恰些、不准确、不清楚的”,而 且“直接
’強害与

‘同接
’技害的匡別往往是

虛幻的、想象中的,在回豚法中不位垓作送种●×二分”
。

’

2 達裝的 (不 中斷的)因果夫系

37 因此所指出的杯准并不是韻善的“直接性竹 而是在非法行力和要求賠偕

的頡害之同存在明确和不中斷的因果夫系°作者們似乎普遍同意遠一魚°位予賠儅

的技害必須是同非法行力通逍因果美系相敢系的板害
UB :凡

是按通常和 自然的

事念友展,韻害是一种行力的合乎遻輯的后果吋,或者凡是非法行力的行力人能姼

U.Hau︻ ou,前 引串,第 2U9烎
。

65 Beitzer,前 引串,第 18U頁°

∞ ∪NB｜ AA, vU｜ Ⅱ̌, p 29
s’ 速是我爭隆保險金索賠案之一9混合索賠委員套 1923年 ηη月 η日的裁

決 (∪ NB︳ AA, ˇ
。
︳V∥ , pp 62-63)。

田 特別兄 PERSUNN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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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兄到其行力將造成的損害吋,韻害与非法行力之同就有速祥的敢系。博某克一斯

特恩悅逍,只 要符合客現上的“正常情況”奈件或主現上的“可預先性”奈件,即推定

有因果夫系存在。
sg 

确其,“正常情況”
和“可預兄性”速兩介奈件凡乎患是同時存

在的 (意思是說,如果厲于一般情況也就可能預兄到將造成韻害>°
’U 蛋然至少

有一介作者 (他汏力在确定位付的賠佳時只垃垓使用客現的正常情兄杯准)﹁

UB(填 ) ‘‘..⋯ .所有与原始行力有因果天系的事其,換言之所有可通道不中斯

的達玟美系追溯到原始行力的事其。
⋯⋯都庄汏力是造成技害行力的后果,放

而在坪新賠倍〤夯的程度吋都庄些考慮”(前引令,第 136更 )°

和 Eag｜ eto n:

“...⋯凡是可追溯到一↑韻害性行力,以垓行力力唯一戶生原因,兩者之

同有不一定是直接 的因果美系朕系的韻善,都泣垓全部賠傍⋯⋯”ㄑ前引中 ,

第 2U2-2U3更 )°

°β BU｜ ｜ecker一Stem,前 引串,第 191-194頁
。

’°
  侈可如兄 G Sa︳ vio｜ i,‘ La reSponSabi〡 ｜t爸  deSEtatS et 〡a fixatiUn deS

dUmma9es et  int。 rets pas  ｜es tribunaux ｜nternatiUnau× ”
 ,  Pecuei｜  des

CUurs.” 1929一〣〡.(Paris.η 93U).vo｜  28:

“回隊判例在確定同接損害賠佳的根据 H1往往參照在后果中的‘正常情況’

杯准,放主現角度未淡想的速介杯准在一定程度上与回豚判例也使用的‘可預

見性’杯准是一致的。速是放而介不同角度未看的同一介京西”(第 251頁 )。

和 RE〡丁ZE耴

“.“⋯速种思想 (即 ‘足姼的因果夫系’)也用以下提法表送:在 日常生活

中由于可造成損害的行力正常地、可預兄地引起的一切損害都垃垓殕佳”(前

引串,第 183頁 )°

’n 
持垓淹蕉的 APSereni.D〡而ttUinternazio na〡 e.vo｜ Ⅲ.Π e｜ az〡 on｜ ｜nte「.

naz｜ ona︳ i(Mian.Givff咍 .1962),悅 ,“村于不法行力所造成的韻害,即便是不可預

兄 的,也庄垓賠偕”(第 1551頁 );他在此引了葡萄牙殖 民地案 (渃 牙j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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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汏,但其踐似乎并不表明傾向于采用“正常情況既杯准。例如,各因政府肘于回

坏法編集舍以簿各委員套友出的琱查表第十四京 (造 成的羰害的時僕)的 答

复,’
z 

德回
’3 和丹表

’. 
都表示螢成可預兄性杯准。荷〨’5 和美因則螢

成正常情況杯准°
’s

38 在司法央或上,可預兄性占主要地位。一介明确的例子是在葡萄牙与德

國夫于葡萄牙殖民地案 (渃利拉事件)的 爭端中的判決。
’’ 判決將由于葡萄牙

殖民地土著居民的起〤給葡萄牙造成的板失”莢于德回,因 力据林起〤是因德回的

入侵引起的°所以判決汏力無有螢任的回家垃肘它可以預兄到的一切韻害久黃,即

使非法行力与其你損害之同的朕系其央井不是一种“直接”的駁系。相反,村子不可

能預兄到的拐善,則不予賠僕:

“...⋯ 确其,單純以在板害和不法行力之同的朕系上逐有些中同坏市力借

口,而社受害人承拒原不法行力的行力人已絟預兄到而且甚至也忤故意要造成

’) (紋
)  (∪ NR〡 AA, vo︳  〢 pp 1U31一 ηU33.┐ U37.1U74一 ηU76)°

η 回跡朕盟,文件 C75 M、 69 1929、 V°

’3 “我們首先座垓非常仔幼地考察因果美系°特別是在回豚法領域,如果可

能使回家吋于通常元法預兄的一系列非常情況造成的韻害久責任,那就套戶生很堆

預料的后果。在速一魚上,現代目隊法苧說和仲裁庭的央跌基本上是一致的⋯⋯”

(同 上,第 η46頁 )°

’4 “根括法院的判決,賠儅垃垓包括不伙是已怔明的技失,而且逐有在不法

行力吋能姼預兄到,在 受害人作出銓渀插牲奈件下可以避免的利益損失和同接韻

害
”(同 上,第 ┐49丌 )°

’5 “.”⋯任何可以合理地汏力是据林針肘回家的行力的后果的板害都必須賠

僗⋯...” <同 上,第 149更 )°

’6 “利潤的技失,如果相些确定地怔其,并确有因果敢系,庄垓給予賠佳”

(文件 C75(a) M69(a)1929ˇ ,第 25頁 )。

’’ 1928年 7月 31日 的 裁 決 (有 萄 牙 泝 德 回 案 )(∪ NB︳ AA,

Ǔ︳ ∥‘pp 1U1l el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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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韻害,那是不公平的°但是,犬家都同意,即使放弄只有直接韻害才有叔得

到賠偕的尸格原則,也不一定要把那些只是由一系列未預料到的非常情況才与

原來的行力敢系起來,而速些情況又只是由于同.1存在与行力人元夫而且行力

人根本元法預料的原因才戶生的韻害排除在外,否則就合出現不能容許的甘犬

黃任范目°⋯⋯’’’8

39 因此,在力賠佳而确定因果夫系吋,如果放必要奈件中排除可面兄性 ,

那是不正确的°至多可以悅,赴于不法行力人地位的一介正常合理的人預兄到礙害

的可能性是判斷“正常情9/L” 或“自然情兄”的重要杯志,“正常情兄”或‘‘自然情況”似

乎毫元疑同是課別因果朕系的必要奈件。上迷 (第 36段 )美 國德固混合索賠委員

舍第 2孝行政裁決再一次提供了一介有价值的例怔,它說明正常情況杯准是如何

垃用于洪別因果敢系的:

⋯⋯在連接德目的行力与所受的損失之同的因果夫系鐽奈中有多少坏市是

元夫緊要的,奈件是鐽奈不能中斷,可以明确元淏地、肯定地將韻失沿看每一

今坏市追溯到德目的行力。
⋯⋯乃

4U 在符合正常情況和可預見性兩介奈件的情況下推定有因果美系的杯准逐

需要迸一步解釋°在苧悅和司法其我中都可看到一种傾向,即按照私法中使用的近

’B 
同上,第 ηU31烎

。
’g 

垓委員舍朴克悅:

“如果技失与所指控的行力之同的因果敢系非常同接,本法庭即元杈投法

去解幵錯錝友染的因果美系同,或者在混奈而余多互不敢系但又是并行的坏市

組成的、令人迷惑的迷官中找出將德國与特定韻失取系起來的夫系°只要在法

律上德目的行力是戶生韻失的有效的近因,一切同接韻失都要賠借.在所有情

兄下垃用的一介倚車的杯准是:一↑美回回民是否已江明他受到可以相些准确

地以金我卄量的損失,逐有,垓損失是否可以力因子作力近因的德目的行力?’
’

<∪ NR︳ AA, Ǔ｜ ∥̌, p3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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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原則來快別速种杯准
BU 

。布朗科在淡到迪克斯案
印 吋悅,

“.∞⋯有些怔据說明,回豚法庭作出了熒似的因分,放而汏定政府‘只是吋

其行力的接近的、自然的后果’久責任,而不承汏‘在不能近明有故意仿害的意

困吋肘夫系較返的后果給予賠儅’
。
’’B2

在芬駁核i星宇宙954母 1978年在其領土上空瓦解以后,加拿大提出的索賠要

求悅.

加李大在計算要求的賠傍吋,庄用了回豚法一般原則所确立的支付公平賠

僕的有夫杯准,因 此加拿大索賠所包括的安用伋限于合理的、由子工星侵入和

碎片散落直接引起的、能移相些确定地計算的燢用。
Bs

41 因此,看來 (在提到“因”吋>隨便使用“近”遠介形容洞來指明非法行力

和庄子賠佳的頡害之同大系的美型,究竟是不怎么明确的°那介形容洞似乎完全排

除賠借以下韻害的可能性,即 蛗然与非法行力有耿系但在時同上或在因果夫系鐽奈

上均不接近非法行力的頡害°

42 筒言之,因果朕系杯准的逗用方式如下:

(一 ) 直接而且完全 由于不法行力所引起的振善必須全部支付賠偕

獎,田

BU 
格雷夫拉特汏力,

“⋯⋯所庄用的是私法的原則,近因原則。頡失如能力因于作力近因的行

力,則 被汏力是行力的正常后果
”(前引中,第 95頁 )。

81 
美目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見舍 19U3年作出的裁決 (∪ NR〡 AA,v。︳,Ⅸ ,

pp119 etseqatp ηU1)。

” BrUwn〡｜e,前 引串,第 224頁°

83 ︳LM, V。︳, ×VⅡ ｜ (1979), p9U7, para23 
。
fthec︳ aim。

84 J Combacau,“ La respUnsabⅡ it爸 internat｜ Una︳ e”, inH 丁hierry and

Uthers.DrUit internatiUnapub︳ ic.4thed(Paris.MUntchreStien.﹁ 984),悅 遠种情

況厲于“第一級因果夫系,遠种美系將引起技害的行力与韻害沒有任何中同因素地

連接起來”(第 7●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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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全 由于不法行力所引起的韻害,即使損害与行力的敢系不是直
.    

接美系,而是通道一系列彼此之同純粹由因果夫系朕在一起的事

件所形成的敢系,也必須全部支付賠偕發。
43 博菜克一斯特恩曾用代數公式表迷遠种看法:

⋯⋯只要能姼磷其近明A1(非法行力)是 P1(‘直接’
9,E害 )的 直接和唯

一原因,而 P1又是 P2的 直接、唯一原因,如此等等直到 Pn,在連接非法行

力和最后技害之同的自然的符合遻輯的鐽奈上不缺任何坏市,那 么后者即位賠

儅°.⋯”Bs

因此,不伙仗是在有“近因”夫系時才推定有因果美系。只要韻害与不法行力之 ).9由

一連 串不淹多長但不中斷的事件連接起來,就推定有因果夫系。非堆歐里曾指

出:

⋯⋯在回杯判例中有人提出,只有在沒有任何外來因素中斷原因 (行力)

和錯果 (拐 害)之 同的因果大系組帶時,才座垓殕佳。遠介原則本身是正磯

的,但是在座用速种原則時要慎重。例如⋯⋯如果非法行力促使戶生一↑即使

是外來的因素,或者使受害人受到外來因素的影晌,也不能汏力因果夫系已絰

中斷。遠一美的損害垃些予以賠信°BU

3 因果耿系和并存的原因

44 必須考慮一种情況,即韻害不是草先由非法行力所引起,而是由于并存

85 BU｜｜ecke├ Stern,前 引串,第 211更°速些就是奧里与自美所悅的“同接

韻害”或“第二級韻害”,力 的是要指出“表現力主要損害的影喃的造成損害的行力 ,

速种行力的根源仍然是回家所造成的、引起回家責任的最初的頡害” (第 219

頁)° 參兄 Pers o na乙

“...⋯ 因果夫系是一介事其鬥題,庄垓磽其地怔明:不管所戶生的韻害在

肘同或空同上相距多么遇通,只 要存在因果夫系就座垓賠信。反逍未,如果因

果美系破裂,就不再有賠偕的〤夯”(前 引串,第 η29頁 )。

86 Savio｜ i,前 引#,第 2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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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所戶生,其中非法行力起了決定性作用但非唯一的作用°在速种情況下,如

果汏力“行力回”要久全部賠僗的責任,那 既不公平也不符合正确庄用因果駁系林准

的原則°解決亦法位垓是支付部分賠信費,其 比例按照推定力因于不法行力及其效

果的那部分敬害的數額,位付的賠傍安根据正常情況和可預定性杯准來确定°伊籬

歐里、
B’  伊格水板

BB 和其他作者Bg 村此作了洋鋼的悅明。

8’  Sa︳ viU︳ i i兌 :

“.”⋯可能有速种情況,韻 害×是許多彼此狼立的原因尹生的錯果,但速

些原因集合起來共同戶生了技害或村特定單位的韻害°速是并存的原因的典型

情況。遠种情兄尸格悅來不扁于同接損害的范時°然而如果在遠些原因中 (自

然事其或第三者的行力)有某一主体的非法行力,昱然韻害的一部分就泣些舟

因于垓非法行力°將現念上的一部分技害特交力庄由非法行力人負裡的其隊上

的一部分賠伴葖恙是可能做到的。确定哪一部分損害泣9J因 子非法行力的困雎

不能作力法官干脆拒地受害人索賠要求的根据°⋯⋯”(前 引中,第 245-246

9° )。

88 Ea9︳ etUn汏 力:

“...⋯ 如果逛有其他因素促使戶生所悅的捐害,就座按照被告行力美隊上

引起的頡害所占的比例支付賠儅⋯⋯”(前 引串,第 2U3頁 >。

89  Perso n nazi兌
:

“...⋯ 些法官友現在技害和許多因素之同存在兩介或忤多因果大系吋,他

位孩考察看哪一今因果夫系最正常,在原始因素中哪一介因素最有可能引起遠

介行力°如果每一因素都起了作用,就必須汏定每一介因素都要久一部分黃

任”(前 引串,第 143烎 )°

Gray坊﹂

“如果回家只是村它本身的非法行力的直接后果負責任的活,它就不需要

吋部分 由于外在因素而戶生的損害支付全部賠儅費⋯⋯” (前 引串,第 23

歹Γ)°

夫于在引起損害中除不法行力本身外其他因素的同H1存 在及其村子賠信效額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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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有元數因素可以在确定韻害吋列力并存的原因,絰漭、政治、 自然因素

和第三方 的行功只是其 中的几介因素°一介例子是尤伊勒和 肖特里奇公 司

案°
gU 

它涉及一家英回葡萄酒出口公司,其注冊亦事焚淡在葡萄牙,有 萄牙法

院在銓逍非正規的司法程序后錯淏地判定垓公司奐有責任°垓公司索賠的主要損害

是它在法院常理避程中所承裡的費用。
“附潺技害”是銷售額下降,因 力垓公司的活

功曾部分停止。据奧里馬概述 ,

⋯⋯向題是要确定銷售額的下降是完全由于法院沂忪的夫系,逐是同時由

于其他原因所引起。昱然有外在的情況促使減少垓公司的盈利。例如仲裁長指

出,在 1839-1842年 期同有萄生戶曾出現危机,另 外逐有由于九次裝逐酒的

惡劣秦件所戶生的韻失°

因此,所林的“同接”損害,即垓公司盈利的減少,是不同原因所造成的結

果。有的原因与垓公司受到的拒地司法是有敢系的,但是其他原因則与此完全

元夫。
g,

46 要想找出任何硬性的柝准以便座用于一切情況,指出些仿害目的行功是

村男一回造成韻害的原因之一,是決定性原因而非唯一原因時,垓 因泣付的賠佳燢

的比例,送是毫元意〤的°想要在一介普遍适用的公式中規定各种不同的因果夫系

情況,并且划清哪一美拐害垃垓賠傍,哪一美損害不泣垓賠儅,速种想法是很荒漻

的°
” 只能根据事其因素和每一案件的情況來座用上面討梵的原則和杯准,仲

裁人的自由裁量扠或淡判者的外交能力在判斷村板害給予什么程度的賠佳中將合起

決定性作用。在非法行力和損害之同的因果夫系鏈朵特別次而且与其他原因因素相

連接 .1尤其是遠祥°菜澤水正确地周迷了有夫的掌悅,他悅:

⋯⋯因果夫系就是元數原因和錯果之同的連接大系:所受的韻害是由于多

Bg(致 ) 果,兄 BU〡 ｜ecker-Stern的 全面分析,前引中,第三和四編。
9° ┐86η 年 1U月 2┐ 日的判決 (英 回泝葡萄牙案)(Laprade〡 〡e一 Po｜ ｜tⅡ is,

vU︳ 〢, pp 78 etseq)°

HauriUv,前 引中,

Anz〡︳ott｜ , Co rsU,

第 2n6烎
。

p 43η °

——35——



种因素和現象所共同造成的°回豚法官要指出,按照通常的事念友展,哪 些因

素和現象戶生了頡害,哪些因素和現象与報害元夫°他特別垃些判定,按照正

常情況杯准,頡害是否庄月因子所指控的行力。速就需要在就其本身而言具有

同等价值的事其之同作出逸捀、抉掙夕評浙°在速介抉捀工作中,仲裁人只能

鉹依菲本身的智意°他只能在自己的智意和洞察力的指早下,中 斷因果夫系的

鐽柔,將某些熒別的行力和事件包括迸去,特其他美的行力和事件排除在外。

可以看到,凡是仲裁人元法人先例中找到任何有益的指示●l,他就有充分的判

新自由。
gs

4i 受害目的行力作力并存的原因

47 舍影晌到賠倍數額的一介并存的原因即受害因方面缺乏“位有的注意’’
,

或者有任何程度的逍失°普遍同意,如果受害因參与引起根害或使損害加深,即 庄

相庄地減少賠佳額°
g. 

在一些案件中部承汏受害目的逍失是一今有大的因素 ,

而且据此采取了行功°

93Reitzer,前 引中,笫 184-185烎 。特別是 Haur｜ Uu(前 引串,第 22U

頁)和 PersUnnaZ的 坪淹非常合适°后者悅:

“美系 (因 果大系>的存在是一介事共同題,泣 由法官查明,不可能將其

列到公式中同去,因 力速純粹是具体案件的同題”(前 引串,第 129頁 )°

他遜悅:

遠是一介不能靠原則來解決的同題,只 能根据特定案情的事其來解決,在

考察遠些事其情況時,法 官除受仲裁怭定的限制外,享有完全的坪斷杈力”

(珀高 135 
°
t>。

94Sa｜ vio i,前 引串 ,第 265-266頁 ;Cepeka,前 引市,第 31更 ,

Graefrath,前 引串,第 95更 ,Gray,前 引串,第 23-24更 。但 主要是

BU︳ ︳ecker-Stem,前 引串,第三編,第 265頁起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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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在 1897年 由仲裁人馬板斯判定的哥斯迭黎加班幹案
95 

中,英 回因垓

船船長被非法扣押和捕潼季市的技失而得到賠偕°可是仲裁人由于考慮了一些情

況,如被捕的船長不久就釋放了,在他不在.I本未可以社他的副手指揮,速祥就可

以恢矣捕直,仄而可以減少因船長被荷〨些局拘捕而造成的韻失,所以減少了賠儅

額。 96 同祥,在德拉果阿洿鈇路案
g, 

中,要求仲裁長解決的是以葡萄牙力   ′

一方和以敢合王回和美目力男一方,夫 于在到期前 35年取消洛俺索一馬安斯缺路

我特忤杈的索賠爭端‘

所有能修提出的肘有特許叔的缺路公司不利而村葡萄牙政府有利的情況,

都可喊名葡萄牙政府的責任⋯⋯都怔明垃減少判給的賠僗額°⋯⋯98

gs1897年
2月 25日 的裁 次 (英 國泝 荷 〨 案 )<MoU「 evU｜ V,

pp 4948 etseq)°

96 
仲裁人悅:

“鈭于卡彭特船長被元理拘押使他錯逍了捕錝季市的最好時期,

整于另一方面卡彭特先生在荻釋后本可至退在1892年 1月 返回哥斯迷黎加

班幹,盤于他沒有提供确其怔据表明他不得不將他的幹船元人指揮地留在特納

特港直至 1892年 4月 ,更沒有怔据表明他不得不將捨船降价出售,

盤于船主或船長力預防船米遭退意外的情況本來有〤夯作出由他人取代船

長的准各,因 而哥斯送黎加班幹的大副本來座垓能姼代替指揮,盤笨捕錝作

╨,

盤于因此哥斯送黎加班幹的船主、船長由于卡彭特先生被拘押所受的頡失

并不完全是送一預防性拘留的必然錯果 ;

66......” (Moore,vo〡 ˇp4953)正 如Gray所指出的,垓 仲裁人判定 ,

“因此庄垓減少賠倍癸的數額”(前引串,第 23更 )。

田 19oU年 3月 29日 的裁決 (Martens,NouveauBecue〢 ,2ndse︻ es,

Vo︳  ×××. pp 329etseq>°
鉑 同上,第 4U7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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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另一介值得注意的案件是的翰 .考珀案,gg 奔維歐里就此案悅:

“同祥性辰的考慮 (受害人的黃任)很可能村于考珀案的仲裁人作出裁決

起避影晌,他拒免了肘作力原始捐善拐走奴蒙的后果的利洞板失 <汏 n815到

﹁824十年同達致的收成韻失)提出的索賠要求。事央上,蚤 然衣切主在奴蒙

被拐走后确央未能种植其土地,但如果垓衣切主表現出些家人通常的注意,他

确其也可能雇用其他工人來代替速些奴束”°
1°°

5U 回隊常汲法院在“溫布水登幹案”中正确地作出了另一种裁決,怔其了遠

一奈規則。
1°1 速一案件涉及德回位肘由于德因些局拒矩社船只通逍基本逗河

(遠違反了凡/IN奏 奈的第 38U柔 )給垓船的法回租船人造成的韻失予以賠僕同題。

由手法院汏定速种拒絕是戶生賠借責任的原因,所以余下的同題就是确定賠偕的教

額了°仿善固有〤夯賠佳船只被迫貌道所受的損害,速是沒有疑同的。可是,夫于

船只在被拒地通行后,在采取 (銓逍斯卡恩)的 另一奈航錢之前曾在基本停泊 ㄇη

天所受的頡失,就有疑同了°法院默示承汏船長的速种行力必須作力可能影晌賠佳

額的情99L加 以考慮°法院遠祥做是以它的杈威怔其了速奈規則,但是法院并不忕力

船次的行力有任何不些之外°确其,法 院指出:

⋯⋯大于停泊的天數,看來希望其杈利得到承汏的船舶肯定有理由,在盤

基其航程之前,在一段合理的期同內,等待就此鬥題送行的外交談判的結果°1U2

法院沒有判決喊少賠佳額。

51 討淹速合同題的作者們且然一般都承汏速种做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

很有理由地提出了夫于“共同遊失
”規則的根据同題°有人提出“共同的逍錯’’

、
“受害

人黃任”
、
“清白的手”等等°村速种做法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速不逍是庄用因果夫

系規則,庄用在任何多种原因情況下都庄用的原則和拆准。据博菜克一斯特恩

gg 
美利坐合猋目拆英國案,1826年 11 月 ﹁3日 的青的(Laprade!e-P。｜itiS,

ǒ〡 1,笫 348頁起各頁)°

1。° Sa〡 viU〡 ︳,前引串,第 269更°

1U1 ㄇ923年 8月 17日 判決,《回豚常沒法院 A輯》,第 η母°

1°2 同上,第 31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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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1°
3 

菜澤本、
1°4 #堆

歐里、
1°5 

多思、
1U6 #蒙 1°’ 和其他人都有

送祥的看法°
gB特

別擬告長傾向于同意遠种看法°

C 等值賠儅的范園

1 概梵

52 在引言中 (上文第 4段 )已銓概迷避,金我賠僗一般悅來是針肘被仿害

因尚未而且不可能通逍恢复原狀取得賠僗的“物辰”技害°前一章已悅逍,速介定〤

放一种意〤上悅是正确的,但是需要与回跡法及因坏夫系領域 中“物慶捐害”用

悟
1°8◎

的正确意〤朕系起來,主要是要与前途 (上文第 η3┤ 6段 )‘
‘回狋”意〤上

的“精神嵌善”用浯相吋照未理解°

1°3 
博菜克一斯特恩討梵了各种理梵 (前 引中,特別是第 31U-313丌 ),括他

悅:‘
‘.⋯”遠也是西班牙政府在巴塞多那屯車公司案中通道丰伊先生所主張的亦法:

在甘淹巴塞多那屯李公司在造成它向西班牙索賠的局勢中所起的作用吋,丰伊先生

悅‘‘賠偕座些与指控力被告目的非法行力在戶生技害方面所起的原因作用成比例°

因此,賠倍將根据情況或全部排除或減少,以便考慮到外來原因特別是受害者本身

行力的干預’’’(第 311-312頁 )°

1㎝  Reitzer,前 引串,第 198更
。

1U5 Sa〡
viU｜ i,前引串,第 266頁°

1°6  A Roth, Schadenersatz fUr 
ěr｜ etzvn9enPrivateSbei ďkerrecht-

｜ichenDe〡 ikten(Ber〡 ｜n, 1934), p 83
〕°’  J J A Sa｜ mon,“ Des“Mains prop「eS”cUmme condit｜ onde 

「eceva.

bi〡 it。  deS  r台 c〡 amat｜ ons  inte了 nati。 na〡 eS”  ,  Annuaire  fran9a:s  de  d「 oit

internat︳ Una︳ , η964, (Par︳ s), vo｜  X, p 265
〕UB 

蚤然“物廣韻害”是最砮常用以指明金我賠佳范目的用浯,但在著作中卸

很雎找到除筒車重复式的定又如“物辰利益損害”(MU「 e｜ i,前 引串,笫 359頁 )

以外的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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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因此,吋 回家的物辰板害包括兩項 :

(一) 村于回家一般領土,肘其戶〤上的組象,肘其回內外財戶、其軍
.   

事沒施、外交館舍、船舶、〝机、航天器等造成的韻害 (所渭吋

回家的“直接
”板善)J1Ug以及

(二 ) 通逍作力其回民的自然人或法人或其代理人肘回家造成的板害

(所渭村回家的“同接”損害>°
η1°

2 人身損害

54 所悅的 (第 53(二 )段)第二美物辰頡善,即所渭肘回家的“同接”頡

害,由 于上文 (第 9至笫 11段 )所解釋的原因,既包括白然人和法人私人所受的

“財戶”技失,也包括遠些人所受的“精神”板害°
11n 

由于同祥的原因,所渭肘回

家的“同接”損害一英尤其包括由甜肘垓私人的不法行力所造成的、除“精神”韻害外

iUg 肘回家的“直接”損害的例子可在以下案例中找到:科孚海峽案 <案情其廣>,

《949年回豚法院裁決集》,第 4瓦,美回在德黑〨的外交和領事人員案, 《﹁98U年

固豚法院裁決集》,第 3頁。在著作中特別兄 BrUw㏕怡,前引串,第 236-24U更°

11U Reuter,非 常出色地田明,回 家通道其回民 (逐 庄加上,通述以其私人

身份的回家代理人)所受的板害,冬管常常被定性力“同接韻害竹 卸是吋回家本身

的“直接”頡害°其田迷如下‘

“...⋯現代回家通避征稅,將所有私人財戶社舍化,正如它通道拒女工生

癸用或人美生活的一部分風險而將一部分私人支出社舍化一祥°現在回家其豚

上更普遍地接管了銓游生活的所有成分。所有的財戶、收入、債夯和支出,即

使是私人性辰的,也以文字形式霄迸回民核算表,固 民核算表的指示是所有政

府的銓疥政策的工具,放而受到政府銓游政策的支配。
“所以在今天不能再說介

人所受的敬善是通道純粹形式上的机制
*被

忕力是回家的捐害

、

放絰游上

看,它确其是如此:由 回家政杈所代表的回家至少部分地承拒了首先由介人所

承受的一切韻失°
.(前

引串,第 841-842頁 )°

1﹁  私人,除包括回家的回民外,也包括以私人身份受到目隊不法行力影晌

的回家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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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身”技善。速特別是指速祥一美仿善,如元理拘押或任何其他限制 自由的措

施,酷刑或其他村人身的身体嵌害以及死亡等°

55 肘于后一美仿害,只 要能姼放絰游上坪估,目 豚判例和國家其成都是按照

道用于村回家物辰技害的金我賠僗的同祥規則和原則未赴理。其所上很容易友現一种

傾向,即村上途“人身”仿害一熒道用力尸格意又上的“財戶”韻善提供的待遇.112

56 一介典型例子是有夫回家回民私人的死亡
。判例在決定給予金俄賠伴

●+,在遠种情況下似乎是參照那些有一定叔利可特死者的存在視力能放絰游上估价

的貨物或服每的來源的人因垓人的死亡所受的絰渀韻失°
113 

在速方面庄垓回厥

仲裁長在戶西塔尼皿案 (兄上文第 1U段 )中 所提出的共兩庶。垓仲裁次汏力,計
算在死亡情9/U下 的韻害賠僗額泣垓根据 :“ <a)死者如未被荼害,犬概可向索賠人

提供的數額’’,以及“(b)死者肘索賠人的照願、教育或監督等↑人服夯肘索賠人

的金我价值”°
114

57 目隊法院在穹理聧合王回与阿示巴尼皿之目的科孚海峽案 (敢合王因沂

1” 村回隊判例的遠种解舉,兄 Ga「ciaAmador,文 件 A/CN4/134和
Addㄇ ,第 125-128頁 ,ˇ erz‥ 〡,前 引串,第 75U-752兵 9特別是 PersUnnaZ,

前引半,笫 196丌起各頁,据 PersUnnaz悅 ,固 坏法庭通常仄三介不同方面考慮

“身体”仿害:“痛苦的代价
’’,即肘肉体所受痛苦的賠倍 (所渭狹〤的“精神技害”

>,

肘匡疔救助的賠儅,肘 由于身体精神仿善所受的銓游韻失的賠修°Gray則 有另一

种解釋,他汏力

“⋯⋯昱然賠佳額 〔往往〕取決于拐害的尸重性,速就是說,給予賠佳的

意囿是肘韻害的金我朴僗
.,而

不是賠僗因韻害而戶生的金我韻失。
⋯⋯”

(前 引串,第 33-34更 )°

113 
兄 Person naz,前 引#,第 253更起各更°博茉克一斯特恩汏力,(不法

行力)原 受害人死亡的情況是“第三方”沒有向仿害方索賠的狌立板利速一普遍原則

的唯一昱著例外 (前 引中,第 258至 259頁 )。

1Π 4 
兄上文腳注 8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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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本巴尼正案)吋 ,很明昱是遵循遠种賠借方針的°
1n5 法院接受駁合王因大于

船長仿亡所提出的索賠要求;判 姶一芼我以支付“給予受害者或其家厲的抏恤金和

朴助金的使用以及管準和匡疔使用等’’°
116

58 科孚海峽案表明,不伙肘死亡情況判給金我賠僕,肘身体上心理上所受

仿害也判鎗金我賠偕。MM杯 特更在查園有美的司法慣例后悅,“最多只能悅在判

給賠佳安吋通常患是努力主要以央隊受到的金我板失力根据”°
Ⅱ’ 在尒多案例

中,一般趴力是炎理“人身”仿害的速种方針的一介典型案例是威廉 .友 克尼你

案,┐
18 垓案中的人身仿害是一介英回回民由于在監獄中受到墨西哥些局殘酷

的、放心理上折磨的待遇所造成的尸重而次期的精神崩潰°英回墨西哥索賠委長舍

指出:

⋯⋯很容易了解遠种待遇造成了其神銓系統的尸重錯舌L,速 已鎰所有怔人

悅明°同祥明昱的是,必須要絟迪相些長的吋同其精神崩潰才能克服到足姼的

程度,使他能恢复工作,毫元疑同病人力克服其身体的疾病必須要承拒大芼的

發用。
﹁9

委見舍注意到,友克尼/IN在 康复后仄事的是一介收入較多的耿╨,委員套汏力“判

姶索賠人賠僕安時,必須考慮到其生活地位,賠佳安必須与他所受的人身仿害的程

度和尸重性辰有恰些的比例’’°
n2o

59 法院有時肘于非法拘押所表現的人身仿害案件也逗用速种推理°法院特

別在長吋同拘押的案件中,j息 能根据肘受害人其隊造成的損害的豋渀上坪估确定賠

1n5 η949年 η2月 η5日 判決 <賠 儅金額的估卄),《﹁949年 回隊法院裁決

案》,第 244丌°

1’ s 同上,第 249頁°

n1’  Whiteman; Dama9es, vU︳ ︳, p267°

1lB 
英因墨西哥索賠委員舍 1931年 5月 19日 的裁決 (∪ NR｜ AA,vU︳ ,̌

笫 n64更起各頁)。

’n9 同上,第 168烎°

12U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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儅的效額°一↑例子是“托帕斯”案,由 英因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舍判決°混合委

員舍鈭于私人受害人的介人身份和取並,在垓案中決定肘每一受害人被拘押的整介

吋期每天付給 1U。 美元賠偕費°
121 

美因墨西哥一般索賠委員套在福克納案中庄

用了同祥的方法,只 是速一次考慮到通女膨朕因素,每 日賠偕發估定力 ┐5U美

元。
η2

3 財戶韻害

6U 在“在回家的物廣拐善”概念所包括的、由金我賠僗予以朴救的各种韻害

中,主要而最絰常的韻善是一般所你的“財戶損害’’
。

↑23 
使用速介用悟是要指出

損 害涉及 自然人或法人 的資戶 ,可 能也有 回家 的資戶 ,但 拐害与令人“元

夫”
。

n24

61 确其可以悅,財戶捐害息是一介最白然道用金我賠僗的領域。判例和外

交其域正是肘速种韻害叔汀出金我賠僕的原則、親范和執行杯准的°

14 ∪N∩ ｜AA, vU 〡×,

lz2 1926年 ηn月 2

p387 etseq, at p389°

日的裁決 (∪ NR︳ AA,vo｜ Ⅳ,pp67etseq,at
p71)。

1η 主要而非只是在私人所受韻善的技仿 中,時 常使用‘‘財戶的韻害”

(Perso n naz,前 引#,第 156烎起各頁)‘
‘吋財戶的韻害”(GarciaAmadU「 ,文件

A/CN4/134和 Add1,第 31段 )、
“絰游損害”(Rousseau,前 引串,第 12

丌 ),“ 財戶韻害” (Gray,前 引卡,第 38丌 ),“ 肘最戶〤的財戶杈的韻害

(G Schwarzenberger, ︳nte「 natiUna｜ Law (LondUn, Stevens, 1957), vU｜ ︳,

p664)速祥一些用悟°
12. 呈然速种性辰的韻害肯定可能以 (所渭)‘

‘直接”或“更直接”的方式影晌回

家,但更絰常的情兄是速种技善的基拙是肘一介私人即受害因回民的損害。速就是

回隊常淡法院在霍茹夫工ㄏ (其廣同題)案 中考慮的情況,法院些時指出,呈 然撂

在它面前的月題是吋索賠目的損害,私人所受韻善可作力“卄算垃付給回家的賠儅

的方便尺度’’(《回豚常沒法院 A輯》,第 17母 ,第 2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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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主要有夫速一美的韻善,判例和苧悅都忕力适宜于采用私法 (大陪法系

或英美法系)中典型的區分和分英,加以修改,使之道庄回隊責任的特魚。作者們

特別是一般都同意,財戶韻害的賠僕,不伙必須你朴“戶生的韻害”,而且逐必須你

神“喪失的收益”
。用不看提醒,大家都知道前一介木悟是指不法行力引起的財戶韻

失,后一介木活則是指不法行力可能引起的利潤的韻失。然而,呈然村“戶生的板

害”的賠儅不曾有多少昇洪,似
5 吋于“喪失的收益”的賠偕有 .I卸 舍戶生同題 ,

在判例和苧悅中都是如此。所以看來很有必要在下面一市中青鬥討淹喪失的收益。

D 有大“喪失的收益”的同題

1 主要同題

63 夫于喪失的收益所戶生的主要同題是与上述“直接”韻害和‘‘同接”韻善的

匡分 (第 34-36段 >有夫的,是与特別是在不法行力影晌工商╨性的“菅╨友送企

╨”的財戶叔●i,正确确定位垓賠僕的盈利范固有夫的°

2 因果夫系在确定“喪失的收益”中的作用

64 在較早的一些案件中,由 于將利洞概念与“同接”損害概念搞混了,在焚

理喪失的收益同題吋戶生了障得°捧就是加拿大案和拉卡茲案的情況。在加拿大案

件
1小  中,一艘美回捕錝船在巴西海岸礁石上擱淺,些 船員本力菅救船只吋,巴

西些局部使用武力阻止他們完成菅救工作°捕鯨船拐失了,巴西被判定久有賠僕責

任°可是,思管法院要求巴西賠儅韻失的船只,卸沒有要求巴西力你朴船只如醚綠

捕湩本舍荻得的利潤而支付賠儅金,理 由是遠种利洞是不确定的,因而不予賠佳:

“⋯⋯船和資本有可能很快在航行途中喪失,航行也有可能完全徒旁元功而得不到

η5 Cepe︳ka,前引卡,第 3U頁 和 B。︳〡ecker-Stern前 引串第 2﹁ ﹁一日 4更都

有速祥的看法。
126 187U年 7月 ┐ㄇ日的裁決 (美利里合尒固泝 巴西案)(MUU「 e,vU〡 Ⅱ,

pp1933etSeq)。

——44——



利潤”°.’’ 在拉卡茲集中,法 回在阿根廷的商人受到法院的阻扰及元端拘留°

速使垓商人失去其在未能篷商期同所能荴得的利潤°然而,法院拒地判給收益拐失

的賠佳,因 力遠种技害厲于“同接”性辰。
1η

65 苧者的著作村子“同接敬害”概念的道些性恙是有昇以的,有一段吋同斷

然拒地承汏“同接拐害”和喪失的收益之同有任何同一性°η9 
因此,芋者的著作

宣林螢同在具有必要的確定因果夫系●i賠僗喪失的收益。銫犬部分芋者特別反肘仲

裁庭在巫拉巴馬案Π3°  的判洞中悅“肘可能荻得的收益不能予以道些賠僕,因力

根据其性辰速种收益是要取決于未來和不确定的情況的’’°1印  他●●的梵魚是 ,

法官在判決給予賠僕.+不一定要能确定垓損害取決于某一特定不法行力°只要能推

定,按通常的事念友展,如果不友生垓非法行力就不合友生所查明的技失,那就姼

1η 同上,第 1746頁°

η8 η864年 3月 19日 的裁決 <法 國拆阿根廷案 )

Vo｜ ∥,pp29Uetseq,atp298)。 逐可提及“正拉巴馬”案

(Lap「 adeⅡ e-PoⅡ tis,

(兄下文腳注 13U),

夫于垓案,BU｜ ecker一Stern与 道:

“因此在正拉巴馬案中,仲裁庭在判決給予賠儅時沒有考慮美國渣船和捕

錝船因被南方巡洋親沒收而喪失的可能的收益 (垃 垓指出,索賠人是將速种喪

失的收益列入直接損害中的),因 力仲裁庭宣林速种收益“根括其性辰是要取決

于將來的和不確定的情況的,所 以不能給予道 些賠佳’’
。然而要了解速↑斷然

方明的真正意又,就不能忘記除了夫于速种可能的收益的索賠要求外,美回逐

提出,如果此項主要素賠要求被拒能,則 要求賠佳相些于被毀船只价值 25%

的金額,以朴偕喪失的利潤,而且仲裁庭接受了速項索賠要求。所以鈭于速一

燕,很堆肯定不庄些賠佳可能的收益,因 力在原則上拒絕賠佳和其杯上給予定

額賠偕之同是有明並的矛盾的”(前 引中,第 2● e頁 )°

1釣 例如兄 Haur｜ Uu,前 引中,第 213更起各頁。
13° 1892年 9月 14的 裁決 (美 利里合猋 因泝英國案 )(MUUre,vU︳ ︳,

pp653etseq)。

用 同上,第 658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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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肘于喪失的收益也是如此,而且尤其是如此,伊錐歐里提出一介有大的梵魚,

他悅ε .

⋯⋯可能的利洞,即 尚未其現但將來可能其現的事物,其确定性是一介明

昱的矛盾°如果法官由于未來戶生利潤的确定性未得到怔明而拒地索賠要求 ,

其豚上英判決就沒有拳出任何理由。它等于悅: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判決賠佳

可能的利潤。共豚上,喪失的收益患是一种可能性,但重要的是要根据避去和

現在的乎其情況,确定遠介可能性的可能程度有多大。

速等于更清楚地肯定有又夯賠借所喪失的、在正常情況下如不友生非法行

力本舍其現的莉洞
’’:1鈕

博菜克一斯特 恩寺 鬥指 出,喪 失 的收益的主要特 魚只是 它是一介可能的事

其。
133 但是“可能性”本身并不排除可將垓強善——即阻止某貴重物品成力某人

財戶一部分的事其——視力一介非法行力相些直接的后果的可能°喪失的收益与尹

生的頡害之同的唯一差昇,除了在不法行力与庄予賠僕的損害之同任何情況下必須

存在的因果夫系的推定外,肘于喪失的收益逐需要有一介推定,可 以悅是一介美于

存在的推定,即推定接通常、可預兄的情況,如果不友生垓不法行力,要求賠傍的

特定利洞是完全可能荻得的°
n34 

昱然,肘于上述兩介推定中任何一今的否定回

答舍排除吋喪失的收益可判給的賠傞,同 時也完全可以承汏,在具各磽定上迷兩介

推定的一切必要奈件吋,肘喪失的收益庄子賠儅°正如博菜克一斯特恩所悅:

⋯⋯很明昱,根括速一分析,正如速一案件的情況那祥,在通常情況下,正常

m2 Sa︳
vio〡 〡,前引串,第 256-257頁°

nB3 BU︳ ︳ecker一 Stern,前 引串 ,第 η99頁 9Pe「 sUnnaz也 悅逍相同意思的

活,他悅 :

“...⋯ 遠里不是要村事其上已其現的情況表念,而是要肘仍史于可能性險

段的情況表念°只能根据筒革的假定來推理”(前 引半,第 n83頁 )。

口34〕  B。｜｜ecker-Stern,前 引中,第 2UU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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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韻失的收益,都是位予賠僕的捐害 ’35

66 夫于速介錯梵,作者們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意兄是一致的,n36 大部分

法院判決似乎走向于發成在原則上村喪失的收益給予賠佳。好望角鎢案
’s’  中的

裁決是一介典型的例子°此案涉及一艘俄回巡洋親肘一艘美固捕錝船的扣押。俄回

承汏它的責任,因此仲裁人的唯一任每就是确定賠佳的教額°他判決賠僸庄垓不保

足以賠僕已銍造成的其狋韻害,而 且逐要包括受害方因船只被扣而被剝香的利

潤。
nB8 

在德拉果阿海濟缺路案
139 

中,仲裁員汏力道用于賠儅的一般原則

⋯⋯只能是賠僕金加利息原則即“本利”原則,根括普遍公汏的法律規則,

1Bs 
同上,第 218一日 9頁。

1gU 
例如兄 Reitzer, 前 引串, 第 ┐88一 η89更 , Ea9｜etUn, 前引串, 第

197-2U3更 ,Jim台 neZdeArechaga,前 引中,第 569-57U更 ,Brown︳ ie,前 引

卡,第 225更 ,Gray,前 引串,第 25烎°

’B’ 19U2年 η1月 29日 的裁決 (美 利里合余 回沂俄 回案 )(∪ Nn︳ AA,

vo｜ 〡×, pp63etseq。
1BB 

仲裁貝悅:                .
“鈭于按照民法的一般原則,散 害賠佳不伙垃包括肘所受技善的賠僗,而

且庄包括所喪失的收益,此項原則也迢用于目坏沂忪,力 了道用速↑原則,并

沒有必要确定地規定所喪失的收益的教額,只 需怔明按正常情況本可荴得因戶

生索賠的事其而喪失的收益就姼了9

“盤于在速种情況下,所要估价的不是同接損害,

“.⋯ .⋯

而是直接韻害J

“由于以上原因

“仲裁人裁決如下:

“被告方位向原告方支付好望角鎢案合法叔利人提出的索賠要求共美金

38,75U元 ,加上 自1892年 9月 9日 至全部支付之日期同按年利率 6%的 以

上數額的利息”(同 上,第 65-66兵 )b

’39  

、
ηartens, NouveavFlecue〢 , 2ndSeries, vo︳ ××><, pp329et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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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戶生的頡善和喪失的收益”°
14°

遠也是法官在“威廉 .李”案和尤伊勒和肖特里奇公司案中作出的錯淹,此錯淹和法

院在前途 (笫 64段 )很相似的“加李大”案和拉卡茲案中法院的立場正好相反°在

“威廉 .李”案中,法官裁決賠儅美回喪失的收益,即美回捕婛船因被非法扣押而喪

失的本可在通常雞鎮捕湩期同荴得的利洞。
141 在尤伊勒公司案中,法 官判決,

肘于垓公司如果不是因力其活功被有萄牙些局提起的長期的、不合法的拆忪所中止

本可賺取的利潤,向駁合王固支付賠儅°
1η  在其財戶被危地馬拉的政府法令沒

收的美回公民提出的休安本特索賠案
143 

中,法 院的判決強淍肘喪失的收益要求

要能姼預兄。仲裁人忕力:

戶生的板害意是要賠僕的,但是肘于喪失的收益則必須是契的的直接第   .

果,必須大系不很迒,也不能是推測性的
。

小

⋯⋯基本上是速种情況:速种利潤是契的是直接錯果,可 以合理地汏力,

兩方些事人都想到達反契的很可能舍戶生速介結果°
144

在霍茹夫工ㄏ案 (其辰同題)中 喪失的收益也起了一定作用。常淡法院判決受害方

n.U 同上,第 4U7頁
。

141 
利再混合委員舍 ﹁867年 η1月 27日 作出的裁決 (M。

。
re,v。︳Ⅳ,

pp34U5-36U7)。

1φ 兄上文腳注 9U。 夫于明确方明變成賠佳喪失的收益的可能性的其他例

子,兄 BU︳｜ecker一Stern,前 引串,第 2﹁ 9烎°

143 193U年 9月 24日 的裁決 (美利里合尒因泝危地馬拉案)(∪ NR!AA,

vU〡 Ⅱ, pp1U79etSeq)。
1“  同上,第 ┐U9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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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垓得到的賠佳金不是按財戶在被剝香吋的价值,而是按賠佳吋的价值。
i45

照格雷悅,“法院昱然⋯⋯汏力,工ㄏ的价值在被Rll香 之日到判決之 日之同是增加

了,否則它逃捀的日期就不合肘原告有利”°
1粥

3 村“喪失的收益”的“抽象”与“具体”估价

67 一旦确立了喪失的收益在某些情況下是要賠佳的,作者們就努力分析司

法其我,以便查明卄弊賠偕安的最道些方法,以期确保賠倍冬可能接近央豚造成的

韻害°放而戶生了戶泛泣用于确定喪失的收益的兩种不同的方法,即所渭的“抽象”

方法和“具体”方法°佩水松鈉斯解釋悅‘

抽象确定方法使用的是按照与本案相美似情況下所采取的机械或統一方

法,法院以垓方法力自功道用的基准°反之,在具体确定方法中,則是放現其

出友,以具体事其力根据,考慮現其的技木因素。
⋯⋯前一种方法是最倚車最迅速的,因力它只要求自功地確定,但是它很

可能早致判斷錯淏°在琱查其隊韻害极力困唯而且元法确定時才庄些采取速种

方法,它起的作用是折中的作用°然而,后一种方法能姼更接近現文,避免上

迷缺魚,但是垃用起來比較困堆,而且要求肘事其有明确的汰只。

因此有吋法官党得將几种亦法皓合起來比較有利,可 以得出一今比較近似

的估計°⋯⋯1η

68 較常用的抽象方法就是在賠儅主要損害位付的數額上加上利息°确其 ,

1伯  ㄍ回豚常投法院 A輯》,笫 19母 ,第 47-48頁 :法院在速一同題上友

表了如下意見:“.⋯“所以,到 一定程度,任何利潤都可不必考慮,因 力它已包括在

垓工ㄏ目前的其豚或假定的价值之肉°但是,如果寺家的答复表明,在你朴工ㄏ速

些年一本絰當的亍韻以后,在肘今后年代堆修和正常改建安用提取道些准各金后 ,

尚有一定利潤,垓利潤額庄加迸垃付的賠佳金中”(第 53更 )°

1.s Gray,前
引串,第 8U更

。
9矽  Pe呤UnnaZ,前 引中,第 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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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介方法提出一些代表性的同題,最好 (兄下文第 71段起各段)分別加以分析。

現在只需指出,抽象法的使用往往似乎是些孝班方淡判妥捇的錯果,而法官患是可

以以一↑較大的患額代替大于支付賠佳金本息的裁決,因力考慮到財戶所戶生的央

豚利潤肯定要大于按利息包括炙利卄弊的利洞額°一↑典型的例子是法維皿尼案,

在垓案中仲裁人肘喪失的收益所判給的一芼患額大致上等于按复利計算的效額的兩

倍。
n.8

69 其他一些估計喪失的收益的方法,蛋 然通常也林力抽象方法,∥
9 但

不那么“抽象′,它是以似乎比利息更力具体的范例力基砒。使用于商並活功的速些

其他方法或是以同一自然人或法人在非法行力前●9+段所敖的利洞力基砒,或是以相

似的企止在同一●l期 所荻利潤力基砒°
1sU

9U 如果估計是“基于特定案件的事其,基于受害企止或財戶在垓91期 肉本位

∥B 1896年 12月 3U日 的裁決 (法 國沂委內瑞拉案)(Martens,NUuveav

Becuei︳ , 2ndse了ieS, Vo｜ ××̌ Ⅱ, pp663etSeq>。  ●l裁人村裁決白●解相4是ε

“⋯⋯央隊上⋯⋯瑞士法郎教額的复利⋯⋯不代表法堆正尼因不能收回仲

裁裁決所迷的款額而喪失的全部收益°如果法堆皿尼能利用此款將其用于契

易,很可能款得的利潤舍大于速芼本金在他有叔將其圮入帙肉期同所得的复

利。
‥⋯.” (同 上,第 7U5更 )。

∥9Sa｜
vio｜ i,前 引串,第 263更 9GBAY,前引串,第 26頁°

1sU 第一美估价的例子,兄如下案件:尤伊勒和肖特里奇公司案 (上 文腳注

9U),“共游舍昃”案 (Mo。 re,vU｜ 〢,p1U55>↗威廉 .李”案 (上文腳注 14┐ )9

“好望角鵠”案 (上文腳注 137)° 第二美估价的例子,兄如下案件:詹姆斯 .刺 易

斯案 (∪ Nn〡 AA,vo〡 Ⅸ,pp66etSeq),“怀特”案 (同 上,第 71頁起各頁)9艾

琳 .多 伯茨案 <Ba｜ st。 n,第 142頁 )°

——5U——



荻得的利潤”,所使用的即所謂具体方法°
〕51 

一介例子是奇克案,’
52 

法院在

垓案中明悅是要想判給受害方賠偕金以便其現如元非法行力本位存在的狀兄,速就

要送行褒染的卄弊和估价,才能得出“頡失的利洞的大概數字’’°
1ss

4 特別是非法香取“菅並友送企╨”●1“喪失的收益”

71 在非法香取的外因財戶是當╨友送的工商企並的全部或一部分,庄予賠

僕的情況下,确定喪失的收益些然套涉及最疑堆的逃掙同題
。

正确的分析有夫的央

跩也庄垓多少考慮到有夫合法剝李菅並友迷企止的那部分因豚判例°由于穹判机美

必須肘被i1.)李 的所有人提出的剝卒厲于非法行力的主張表明立場,它 ●)● 事其上就需

要肘非法香取情況下賠佳的原則,特別是賠僗喪失的利洞的原則,友展值得注意的

見解°

72 最絰常提到的先例也是回隊常放法院肘霍茹夫工ㄏ案 (其 辰鬥題)的 判

決,在垓案中正是因力村合法剝香与非法剝香作出明确的匹分,所以有必要确定波

〨非法香取德回公司資戶的后果。
i54 

常沒法院在作出上迷區分 (并假定它面前

的案件是非法剝存案件)后,回迷了有名的充分賠儅原則,按此原則受害方有杈恢

151G「ay,前 引中,第 426頁 ,同 祥,兄 Sa｜ vio i,前 引串,第 263頁 ,

Reitzer,前 引中,第 189頁°

Is2 1898年 3月 21日 的裁決 (美利坐合猋回泝暹男案)(MUUre,vo｜ V,

p5U68)°

ns3 Gray,前
引串,第 26更。

1’ 法院宣秘,肘于合法的剝卒,給予公平的賠儅就姼了,只 要賠佳額等于

企並在被香取吋的价值加上直到其防支付賠佳9i的 利息,就符合“公平”的杯准°法

院汏力速是因你法夫于外因財戶回有化所要求的賠僕杯准。在第二神情況 (非法香

取)下 ,不能汏力通道支付賠佳或拒地支付賠儅即可使非法行力交成合法行力,或

使合法行力交成非法。肘速种情況适用道用于合法剝在的同祥的杯准,按照法院的

意兄,將舍使“合法的清理与非法的剝香就其戶生的財夯上的后果而言元法加以匡

分’’(《因隊常沒法院 A輯》,第 17母 ,第 46-4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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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在不友生非法香取情況下非常可能存在的同祥的狀況°倚言之,法院适用的是按

恢复原狀的字面和ㄏ泛意〤的完全恢复原則,它不同于垓用活有時表示自然恢复吋

的青ㄇ的、狹窄的含〤°按法院的意見,充分賠儅可以通避不同的亦法央現°只要

有可能,就立孩央行“自然恢笈”(“恢褒原狀’’
、
“恢褒原祥’’9或以合擬告中悅的“尸

格意又上的恢褒原扶”
。凡厲速种朴救方法不能确保充分賠佳 (即 戶〤的、字面意

火上的恢复原狀)9f,就庄垓采取金找賠儅,其程度位能9/IN朴 任何未包括的韻失 ,

以送到充分賠僕所必需的效額
.s5  (兄上文第 66段 )。

73 常放仲裁庭也根据同祥的原則裁決虰塔案。
.s6 

仲裁庭考慮到作力契

釣杯准的活功,以及不可能根据“建筑物剩余折〡日价值”估汁特許杈 <在被剝存吋)

的价值,汏定受害方有杈荻得相些于公司在契玓余下的期同本可汏特許叔荻得的利

潤的賠儅。
ns, 

可是,肘充分賠僕原則的送种解釋似乎取決于案件的具体情況
。

1茄 法 院的遻輯是:不法行力意味看有〤夯充分賠佳 (或 戶〤 的“恢复原

狀”),其現充分賠僗的方法是 (a)自 然恢复 (或等值的數額)

他韻害的賠佳。
’s6η 956年 7月 24和 η 日的裁 決 (法 國沂希 腊案 )<∪ Nn︳ AA,

vo!×︳｜pp155etSeq),此 案涉及希腊政府在契的滿期前 2U年撤銷蚵塔管理的特

并杈°希腊的行功被汏力是違反契的規定的,本身是非法的,因 力在行功的同時并

未支付“賠借’’,也未保近將來支付賠佳°

1s’ 仲裁庭解釋悅ε

“特忤杈公司因此有叔荻得娸回特忤杈的賠儂,賠僕額座思可能相些于由

于在特并杈契的到期前 25年
.強

行接管特并扠而使公司喪失的利潤°要估卄

賠僕額就必須參照引起索賠叔的希腊政府的不法行力友生時的日期。村公司所

受的掘善,也只能參照在特忤叔被接管吋所存在的數括°香取特忤杈的希腊政

府和被剝卒的公司些吋均未預兄到的、以后的事件在決定給予賠儅的案件中不

能考慮在內,賠佳不伙位在解除特忤杈人的特并杖之前確定,而且庄交特許杈

人支配°希腊的梵魚將舍考慮到以后的事件放而肘希膳有利,所以位些拒免希

腊的淹羔°仲裁庭采用了法回意大利碉解委員舍 1953年 ┐﹁月 2η 日大于同

,加上 (b)任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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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它特別取次于速祥一介事其,即契的奈款曾考慮到“接管〞特忤叔的可能性,

指出遠种情況下座付的賠伴庄垓是“由些事人取方或在元法取得捇洪吋通避仲裁确

定的所有賠儅”°
.s8 

在契玓規定的范日內,夫于賠伴的任何同題都必須由仲裁

庭自由我燙決定,而不是根括任何客視的法律原則°因此放此案中得出的全部緒捻

是,仲裁庭裁決的賠儅額是根括未來利洞的資本化效額汁算的,此效額即“﹁928

年特許叔的价值”(即 希腊政府根据契的有又夯在行使其商定的胺回杈吋支付的价

1星里)°

94 ┐963年藍宜石因所石油公司泝伊朗國家石油公司 (尼 俄克)案 的裁決

也是以充分賠佳的原則力基砒°垓案中的受害方荻得的賠僗既包括相些于履行契的

的支出的損失,也包括所喪失的凈利潤的損失°ns9 
至于所喪失的利潤的估卄,

仲裁人卸指出那是“
一↑事共同題,垃 由仲裁人送行估計’’,仲裁人在考慮“所有情

況”,包括“在一介荒涼地區銓菅固有的一切夙隆”和“在林以持玟的几十年中可能影

i5’ (袋 ) 一特玝杈人某些索賠要求所友表的意兄 (第 164甹裁決),汏力在正

好相似的情況下,使公司赴于如果在接管虰塔吋即送行事其上和形式上的膜共

它本舍爽于的地位,不 伋是公平的,也是符合特許杈契的的奈款的⋯⋯”

(｜ LB, ﹁956, vo︳ 23, pp3。 U-3Uη )°

1sB 
法庭援引了特忤叔契的的一奈,根据垓荼:

“...⋯取方捇洪,帝 回政府仍保有接管虰塔管理的叔利,不梵特并杈尚要

銓逍多少年才滿期,但須支付由些事人放方或在元法取得林以●l通遊仲裁确定

的所有賠僕。帝因政府在任何情況下均垃在接管虰塔管理之前支付此項賠偕 ,

或至少保怔支付此項賠僕”(同 上,第 299-3UU更 )。

1591963年 3月 15日 的判決 (︳ LR,vU〡 35(n967),pp┐ 36etseq)° 仲

裁人 (他提到 Haur｜ ou的 研究根告 (前 引串第 221更起各更>和在垓報告中援引

的各种判例)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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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銓菅的床煩,如找爭、功能、銓游危机、物价暴跌”之后,1GU 裁決賠儅韻失

的利潤,其教額相些于公司索賠效額的五分之二°在此案中,且 然喪失的收益肯定

包括在賠儅之中,仲裁人卸沒有指出在兩种可能的估价方法之中有任何原則上吋傾

向°

75 在利工姆科拆利比JE政 府案161 中,呈 然所涉及的是一介合法的剝

李,仲裁人拒地了吋此提出的自然恢褒的要求,但仍就“不法香取財戶的案件”表表

了一些意見。仲裁人沒有昇以地同意索賠人的意兄,回隊不法行力違反特并杈怭以

“使索賠人有板要求以包括“戶生的韻害”和“喪失的收益’’的充分賠儅代替依的履

行”°
η62 但是在速里也沒有具体指出在遠美案件中座垓用什么方法估計喪失的

收益°阿米渃依拆科威特案
ns3 似乎*得 比較洋細一些。此案中財戶的剝李也被

快力是合法的°可是后來在涉及賠儅喪失的利潤同題吋卸悅,按貼現現金流量方

Is9(技 ) ‘‘賠倍金的目的是使荻得賠僗的些事方楚于如果契的按些事方汀釣吋

規定的方式執行他們庄爽于的同祥的金我方面的地位°⋯⋯速奈規則只是“奈

釣必須遵守”原則的直接推梵,因 力其唯一效果是以金我〤夯代替已允喏但未

履行的又努。因此据此給予債杈人充分賠僅是很自然的°速項賠佳包括所受的

頡失(‘‘戶生的韻善”),如力履行契的所承拒的幵支,以及失去的利潤(‘‘喪失的

收益”),例如契釣本可戶生的凈利洞。目隊仲裁庭常常裁次村于損失的利潤或

可能收益的喪失給予賠佳⋯⋯”(〡 LR,vU︳ 35(﹁ 967),ppη 85一﹁86)°

.e° 同上,第 189和 η89烎°

1977年 4月 ﹁2日 的裁決

同上,第 2U2-2U3頁°

1982年 3月 24日 的裁決

(｜ LR, vU〡 62 (η 982), ppη 41etseq)°

(〡 LM, v。｜××〡 (n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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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1“  估計蛗然不道用于在合法李取案件中計算損失的利潤的賠儅額,但在非法

則卒的案件中,遠种方法也許是合道的——道是因力道用遠祥的方法,在非法令取

決定性地形晌有夫的資戶的案件中,將确保賠借額能全面恢复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

舍存在曲狀況。在有失非法香取的阿姆科正洲公司泝印度尼西正案
165 

中,怔其

了速种看法°法庭在回厥充分賠伴原則包括戶出的技害和喪失的收益 (后者不得超

逍“直接和可預見的技善’’9以 后,在貼現現金流量估計法的基砒上估卄韻失的利

潤,遠祥就更明白地表送了在阿米渃依案中附帶表示的意見,即貼現現金流量估計

法虛視力估价非法令取的當╨友送企╨最合道的方法之一°166

76 可是在由一介伊朗美回索賠庭 1989年 9月 14日 的裁決部分判決的阿

莫科目隊金融公司忻伊朗案中,后一↑鋯梵并未得到确汰,nU, 垓裁決的一部分
1G. 

按照法庭的活 :

“速是一种基于預期利洞患額的方法,恙 額按特忤叔 自然第束的吋同卄

算,但按年利率貼現,以便表現垓恙額在座支付賠佳之日的“現值竹 而不考慮

在特汻杈自然錯東吋位“免費”特扯給特站些局的資戶的价值
66......

“.”⋯速今卄算方法是以村直到特并叔結束91出 油數量、价格、生戶發用

和送行的作╨的預測力基拙的⋯⋯”(同 上,第 ηU34┤ U35頁 >c

165 1984年 11月 21日 的裁決 (比 MvU〡 ××〡̌ (n985),pp1。 22et

seq)°

166 
法庭放力:

“.⋯⋯判給賠儅癸眝考慮的唯一韻害是散失銓當卡蒂卡市場的杈利,即強

夫一今當止犮送的企並°

“蛗然有几种估价菅╨友迷企╨的方法
.,在

本案中最合道的方法
.就

是确

定垓企並的凈現值,以合理預測遠段時期可預兄的現金淨流量
小
力基拙,然后

將垓現金凈流量貼現
.,以

便考慮到肘韻害友生之 日損害賠佳的估汁教,而按

通常情況,現金流量是分散于企╨絰菅的整介期同的”(同 上,裁決第 1。 37

更,第 29n段 )。

’6’  ｜LM, vU｜ ××V∥ (1988), pp13┐ 4et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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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苦ㄇ捻速合法性或非法性吋于賠僕林准的效果的°
1UB 在坪价些事方的梵魚

吋,法庭确汏合法剝李与非法剝香之同的匡分,“因力剝香回垃付賠佳所道用的規則

按照剝李行力的法律定性而有匡別”
。
I.g 

肘垓案的研究表明,法庭忕力,在非

法香取案件中估价喪失的收益 (速种估价在任何情況下都只限于到送成解決亦法之

肘止喪失的利潤),与 根据貼現現金流量估汁法卄算的、直到原定特忤扠結束之吋

韻失的利洞,遠兩者之同是有一定拳昇的。可是法庭沒有再迸一步分析速↑差昇。

它只限于拒銫以貼現現金流量估卄法作力本來中道用的方法。
1’U

E 矛」t息

1 淹著和其跟中利息的支付

(a) 梵著

99 冬管在理淹上有些分歧,苧者的梵著中似乎都同意,回 陎法同回肉法同

祥尸格地要求,肘主要損害的賠儅額位計算利息。安芥洛蒂和其他一些作者
1’Π

1.B 同上,第 8┐ 丌起各更,第 n89-2U6段°

i69 同上,第 82頁 ,第 192更°法庭迸一步窟明:

“.”⋯兩介概念 (賠儅因非法剝存造成的損害与合法剝香情況下支付的賠

伴)是完全不同的,按照遻輯,算 出位付賠儂額所用的其隊方法也位垓是不同

的.⋯ ..” (同 上,第 82-83頁,第 η94段 )°

●9° “.”⋯在賠僕必須清除非法香取的一切后果吋,法庭本不必肘遠种 (夫于

未來收入的)預測可否允許友表意兄,但它肯定在合法剝香泣付賠倍同題上不能接

受遠种預測”(同上,第 ηU5更 ,第 24U段 )。

n71 
其意見特別兄 Perso n naZ,前 引中,第 2n9頁 起各頁和 J一 LSubi｜ ︳a,

L’ aⅡ ocationd’ int台 r爸tsdans└ajurisprvdence︳ nternatiUna〡 e (thesis, ∪niversity

—         ￣̄ ￣̄ ￣̄ ￣̄ —̄—————————————̄ ————
￣

ofLavSanne) (Lausanne, ︳mp了 imer︳eVaud。 ise,

——S6——

1992), pp126etSeq。



的看法不承忕存在速祥一祭回狋規則
1’2 ,他

們的看法在些吋已遭到德拉普拉代

本的反肘°按照后者的看法,“一般都假定債叔人本可將欠他的款額送行再投資

的。
”i’s 

伊堆歐里提出同祥的滼羔。
1’ 4

98 些代的作者一般都持肯定的現蕉,特別報告長汏力,其主要依据是“充分

賠佳”概念°一旦承汏賠傍必頦“清除”不法行力的一切韻害性后果,一旦承汏金我

賠佳不伙包括戶生的技害而且包括喪失的收益,似乎就有理由快力支付昱然是后者

1η 安芥洛蒂批評將一些回肉法規則 白功地 (机械地)移植到目隊法中來 ,

速些規則的前提奈件在回家同美系中并不存在或者不相同°他在他的梵文“Svg｜ i

effett: deⅡ ’inademp;enza di UbbⅡ gaz｜ on︳  ︳nternaz︳ ona∥  avent｜  peroggetto una

sUmmadidanarU” , nivistadibrittUinte「 naz｜ Una〡e (RUme>, vo〡 Ⅱ̌ (1913),

p6┐ ,和他的汫〤中汏力:“.⋯ ..除 非法定利息概念象道用于私人之同那祥 白功道

用于回家同,否則退付一篦款項只能引起确其怔明由此戶生的韻害的賠偕,債杈回

不能因任何假定而受益,即便按照具体情況的要求可在以后裁決吋欠付款額支付利

息,以 賠佳前途韻害。
” (汫 〤,第 43U頁 )些 91立 場与速种 (很 奇怪不犬清楚

的)立 場 相 似 的逐 有 KStrUpp,‘‘DaSVδ〡kerrecht︳ ｜cheDe〡 ikt” ,Handbuch
desV°｜kerrechts, 

「
St︳er-Som｜ U, ed (Stutt9art, 192U), vo〡 ∥〡, 1st parta,

p212男 兄 PGuggenheim, 下rait彥 deDro︳ t internat︳ ona｜ pub︳ ic(Geneva,

Georg,

i93

et seq

1964), ǒ｜ ︳, p513。

’’4 Sa〡
v︳ U｜ ｜,前 引串,第 278-279頁°

η954),vo︳ ∥,p73j和 M。 re︳ Ⅱ,前 引串,第 36U-361頁
。

Laprade︳ ︳e夫 于登唐納德案的坪注 (Lap「 ade︳ e-PU〡 it:s,vo︳ 〣 pp456

),持 相 同看 法 的有 WWeng｜er,V。 ｜ke了reCht(Beㄇ in,Sp︻ n9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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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的利息是一項目隊〤夯。
.’5 肖恩、

n,6 佩本松納斯、
1’’ 伊錐歐

里
1’8 .逛有較近的格雷夫拉特

1’g 
和納吉

1BU 
似乎持速种立場°裁決支付利息

看來是賠佳些代由于不能利用資本而引起的那种美型的喪失的收益最常用的方法°

按絮比利工的看法,

⋯⋯利息是表示使用資金的价值,利 息只不避是法官按定額确定因在一定●f同

肉不能利用一芼烡本而肘債杈人造成的技害的一种手段。
⋯⋯n8n

79 以后特舍表明,些代的淹著也是根括同一一般原則,汏力利息起算日期

必須是文豚友生敬害的日期,利息截止日期必須是其豚支付金我賠儅的日期°但是

夫于送些同題以及利率同題,最好先查一下有失的判例°
nB2 

确其,研究一下美

于利息起算日期。截止日期和利率的其跋 (冬管一致支持庄垓支付利息的原則),

就舍友現有很大的分歧°

.’5 Bousseau汏力,‘
‘.⋯ ..根括村所有庄予賠倍的韻害均垃支付充分賠佳的一

般原則支付延期利息更筒草更好;在遠方面,延退僕付一芼現金債麥元疑是肘債杈

人造成送种性辰的技害⋯⋯”(前引串,第 244烎 )°

1’6  PSchUen,“ Dievδ｜ker了eCht｜︳cheHaftun。 derStaatenausuner︳ aubten

Hand｜ un9en” , Zeitschriftf● rˇδ〡ke「recht, (Bres｜ au), v。 ｜ ηU, Supp︳ ement2

(1919), pp128-129)°

n’’ PerSonnaZ,前引串,第 186更°

n’8 Sa︳
viU︳ ｜,前引串,第 26η 更°

.’s Graefrath,前 引串,第 98頁°

1BU Na9y,前 引串,第 ﹁82-183瓦 °

n81 Sub｜〡︳a,前 引串,第 142頁。
IB2 Sub｜〡ia,前 引串,第 12°-125頁 洋幼概述了上述三介泀題上的各种掌悅

立場°

一 璐 一



(b) 其正支

8U 目隊其域似乎螢成除主要賠偕額外,再加上利息°有几十件裁決,或者

明确提到回豚法或衡平法,或者沒有明确提及,但都規定支付利息
183 ,1875

年的“蒙蒂若”案似乎是唯一作力原則河題 <而不是因力索賠要求的具体情兄)拒絕

裁決支付利息的案件。
lB4

1B’ 在大于起算 日期、截止 日期和利率同題的各段 (下文第 82-1U6段 )列

出了速种含〤的有夫判例U

184 1875年 7月 26日 的裁決 (美 利坐合尒回拆哥俺 比正案 )(Moore,

vo｜ 〣,pp1421etseq)° Subi︳ ia(前 引中,第 63頁 )報道悅,美 回由于蒙蒂若

母幹在沿巴拿馬 (它 些肘枸成哥俺比正敢邦的一部分)海岸致航行9+被 巴拿馬起〤

的民森扣押而向哥佮比正提出索賠°垓幹被起火民尒扣押一些吋同,在革命失敗后

被政府使用避,最后逐給了所有人。仲裁長 ∩UbeⅡ Bunch不 同意美回仲裁長的意

兄,肘其不支付利息的裁決的原因作以下悅明:

“夫于⋯⋯庄垓放1872年 1月 1日 至支付索賠之 日按年利率5%支 付利息的

意見,本人不准各悅支付利息尸格地悅是不合理的。然而本人由于以下理由裁

決反村支付利t息 :

第一,因力肘于肘國家或政府的索賠支付利t息 并沒有确定的規則,

第二,因 力在往往是持久性的外交淡判期同是否庄汁算利息似乎是有疑鬥

的;

第三,速介理由特別适用于早致仲裁或友好解決的淡判;

第四,僕付索賠人在船只被扣押期同使用船只的全部价值,本人汏力遠祥

做村待索姞人是非常公正的,但是本人要避免力了一件只与极少數哥俺比工人

有失,除影晌很少數利用巴拿馬的革命投机的人的利益外不影晌哥俺比正的任

何利益 的行力,而 恁新哥伶 比正一殺人民的任何表現” (Moore,vo〡 ∥,

p1445)。

另兄 PersUnnaz,前 引中,第 2四 丌,和 Gray,前 引中,第 3U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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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可以提到几介肯定的裁決,作力占地大多教的判例的例怔°在 192n年

墨西哥美回一般索賠委員舍判決的伊利當伊中央欲路公司拆墨西哥案中,判洞是很

明确的°判決汏力墨西哥達反仄一家美因公司胊其一輛机準的契的,它肘垓机準尚

未付款。委長舍汏力,公平的賠儅不伙立包括按契的位付的本金額,而且座包括利

息形式的賠僕,以賠佳盤笨不付款期同因不能使用垓款所受的碳失°
i85 

在戶卡

斯案中,夫 于意大利在南斯拉夫采取軍事行功期同毀又兩座建筑物的I,9害 賠儅泀

題,美國因外理賠委員舍的理由也是清楚的°
IB6 另一↑重要例子即美目德國混

185 ﹁926年 12 月 6日 的裁決 (∪ NR︳ AA,v。︳Ⅳ,pp134etseq)。 垓委員

合林 :

“.”⋯法庭肘各种案件所友表的各項意兄与我們汏力庄垓其行的、利息必

頞視力賠儅泣有的成份的原則似乎均沒有矛盾。
η923年 9月 8日 公的的目的

是向締的回各回回民提供公夠所悅的‘村他們的損失或損害的公正、充分的賠

僕’
。

按我們的意兄,本案中的公正賠倍不伙包括起泝串中所逑按契的所,T位

付的款額,而 且庄賠佳因在不付款期同不能使用孩款而受的韻失⋯⋯”(同

上,第 136更 )。

186 n957年 7月 nn日 的判決 (比 B, vU｜ 3U (1966), pp22Uetseq)。  垓

委員套秘:

“夫于回豚找爭頡害索賠中支付利息的同題并沒有確定的規則,冬管大多

數作者表示的、有許多案件的判例和因豚林定支持的看法是,支付利息是合理

的,而且‘公正和充分的賠借必須包括支付利息’.⋯ ..” (同 上,第 222頁 )

委 ,Fl套 在回廠凡介支付利息的因隊司法判例后接看悅:“
.⋯ ..在本案中沒有

什么法律上或其豚上的理由在原則上不承汏支付利息°放法律上悅,作力侵板

行力者的意大利政府,按 照目狋法普遍承汏的罪黃理梵,久有責任支付賠儅

發,加上瓜造成韻害之日直到支付賠佳之日的利息我。

“放其豚現魚看,在裁次支付恙額少于交存款額的情況下,拒不承汏支付

利息可能戶生毫元道理地將余下的款項逐姶不法行力者的錧果”(同 上,第

223頁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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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索賠委,Fl舍 1923年 12月 11日 第三景行政裁決,它汏力利‘息是村財戶捐失座

付賠儅燢的自然組成部分°18’

2 起算日期

82 夫于利息起算的日期,司法其跂中出現逍三种立場。一种較常兄的主張

是放頡害友生之日起汁算利息°速患是出現于主要捐害本身是韻失或未能收取一芼

座收的現金的情況,速是違反契的案件中通常戶生的情況.一介例子是墨西哥委內

瑞拉混合索賠委員舍村德本里奧案的裁決,在垓裁決中仲裁長規定,仄 些事人取方

碗立的僗逐貸款日期幵始計算利息,拒銫了夫于只放要求支付之日起計算利息的意

1B’ 垓裁決私:

“⋯⋯委員舍汏力,凡基于財戶被李取而未好逐私人所有者的索賠要求 ,

通常道用的賠佳發尺度即在香取財戶的吋同和地焦按垓9ni戶 些吋的荼件的合理

市場价值 (如果有市場价值的活),如元市場价值即力些吋些地垓財戶的內在

价值。但因并不是在夸取9i賠僗,在現在或以后支付財戶在香取些吋些地的价

值仍不是村索賠人的充分賠儅°他些時有杈得到等于其財戶价值的款項°他玩

在有板得到等于其財戶些9I价 值加上在他未能使用其財戶的整介期同使用此項

价款的价值的款項。必須仄香取之吋起付款,才 能做到充分賠僕。按奈取些吋

些地的价值確定財戶价值,再加上仄存取之日到支付之 日按年利率 5%計算的

利息額就可做到充分賠偕。委員舍將肘所有財戶在中立時期被香取的案件道用

遠奈規則°

66......

66......

速介解釋使用的規則与回豚仲裁庭在美似案件中其意兄并未明示或默示禁止支付利

息的大部分裁決是一致的”(VNR｜AA,vUⅥ ｜,pp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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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
lB8 但是在只是在判決吋才准确估計主要頡害折款數額的案件中也常常放板

害事件友生之日起卄算利息°在剝李財戶案件中往往如此。一介例子是中央多多普

森林案,.B9 仲裁長奧斯頓 .翁登在垓案中悅付給利息是符合一般法律原則的,

他逐悅:

按照固穌法的一般原則,利息賠信受位垓根据各象管契釣的森林在确定地

被剝存的日期的价值确定,也就是 ﹁918年 9月 2U日 的价值,再加上放被剝

香之日起肘此价值按公平利率卄弊的利息°⋯⋯1gU 
另一介不同情況的案例

即前面提到逍的好望角鎢案°在垓集中利息是仄船只被扣之日起卄算,是按村

船只哲吋被扣押即預兄利潤的損失所賠儅的款額卄算利t息°
191

83 以确定賠僕額的判決的日期作力利息起算日期的判決要少得多°其中之

一是回豚常放法院在“溫布水登駝案”中的判決。在上文 (第 5U段 )所迷的速一案

件中,法院判定利息“不庄垓按照原告所主張的,放溫布水登景琀到迭基本逗河入

n88 ﹁9U3年 ﹁U月 2日 的裁決 (∪ NB〡 AA,vU× pp697etSeq);仲 裁長

林:

“最后考慮到在哥俺比正承裡〤夯吋的法律原則,、 同今天最友迷回家立法

的法律原則一祥,都汏力債夯人只要不履行其〤夯就是達的,不必要在期限到

期后向其提出要求,

由于上述銓怔据怔明的理由,必須判決委內瑞拉有又秀向墨西哥賠傍因退

延履行其叉努而造成的損害,在債款原來本金之上,再按年利率 6%支付利

息,汰 1827年 1U月 9日 算起” (同 上,第 7U3頁 )° 另兄 Sub｜〡ia,前 引

卡,第 96丌 ,腳注 3所拳的案例°

189 ﹁933年 3月 29日 的裁 決 (∪ NΠ ︳AA,v。︳︳｜〡,ppη 4U5etSeq)。 Eno

︳iSht「anSinAJ｜ L, v。〡28 (η 931>, pp96Uetseq

1β U AJ︳ L,p8U6在 霍茹夫工ㄏ案 (其 辰同題)中也提到放香取之●I起 計算

利息 <回 隊常淡法院 A輯》第 η7考 ,第 47歹 )°

Π91 Sa｜
viU｜ i,前 引串,第 28U更也提到放損失吋同作力利息起算日期的其他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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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赴之 日起算,而垃垓放本判決之 日,即 放确定位付款額和付款又分之吋起

算°’’
1φ  法回墨西哥索賠委員舍在 1924年肘于一些剝存財戶和其他回坏不法

(与 契的元夫的)行力的案件也是以判決日期作力利息起算日期。仲裁次筒 .丰 水

芥吉本在平森案中忕力,只是在作出判決之吋,回你索賠要求才“特交力要求一毠

确定的款額的杈利,送芼款額垃幵始生利”°
.g3 

美目德國混合索賠委員套在上

迷 (第 81段 )第三母行政我次中也肘“固定教額的索賠”与“未定數額的索賠”加以

匡分。垓委員舍汏力,只有在韻失的确切教額确定以后才能肘“未定數額的索賠”支

付利息°
ig.

84 司法央域中常采用的第三种方法是瓜在日內或在回跡上提出捐害賠偕要

求之日起計算利息°19U3年德目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套在村克里斯特恩公司案

1φ  ㄍ因隊常淡法院 A輯》,第 1考,第 32丌
。

’g31928年 1U月 19日 的裁決 (∪ N∩︳AA,vo〡 ,̌pp327etseq,at
p452°

194 
仲裁長埃德溫 .B巴克表送了委員舍的下迷意兄:

“根据按本委員舍在垓裁決中解釋的、銓凡水寨奈的第297奈 (已納入柏

林荼的)的道用所朴充的柏林奈的,德固有財政又努向美國支付本意兄所涉的

各美損失°此項〤努的散額必須由本委員舍考慮确定°

“如果頡失既非固定數額的韻失,其數額也元法草免卄算确定,即 沒有根

据判給利息性廣的賠借發。在速一美素賠中不合判給利t息 性瘐的賠儅安,但在

本委長舍磽定韻失額后,瓜确定之 日起特汁算利息°厲于速一美的索賠是因人

身仿害、死亡
、虐待或俘或村健康工作能力或東眷有損害的行力所受韻失提出

的索賠°

“但是如果損失是固定散額的技失或者其豚損失友生之 日的損失額能姼通

遊垃用确立的規則革免汁弊相些准确地确定,所确定的遠介款額加上人拔失之

日起算的利t計l±疚的賠儅費,通常將做到公平程度的賠倍。遠美損失在本意兄

中和力“財戶韻失”,夫 于被存取、韻害、破坏的財戶的索賠厲于遠一奕”

(∪ NR｜ AA, ǒ｜ Ⅱ̌,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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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決
1gs 

中似9T了 其以后的判決在利息同題上所違循的杯准。垓案仲裁故所面

嗨的是兩种村立的立切°一方面委員舍的德回委員汏力,利 息庄垓放韻害性事件友

生之日起計算,其依括是大于委內瑞拉些局是知情的推定°另一方面,委 內瑞拉委

處卸汰力,只是在“根据明文規定利息的契的提出的索殕”案件中才支付利息,而且

元梵如何“不他在向委內瑞拉共和回正式提出付款要求之前卄算利息”
。仲裁長蛗然

原則上快力座垓考慮德固委員提出的“推定知情”梵焦,但他以力不位垓大硬性地位

用速介梵魚,特別是因力國家作力回隊法上的人格者具有复奈的性廣。另一方面,

仲裁長也汏力委內瑞拉指出的站算利息的形式上的要求是大道分了°他汏力,只 要

有曾向委內瑞拉些局提出索賠的一些怔明也就姼了°照他看來,受害方的行功是否

足以构成上述索賠要求座垓就每介具休案件來估卄。
196

85 上文 (第 83段 )已銓提到,在平森案中曾詳細討梵逍利息同題的几介

’g5 ∪NR︳ AA, v。〡×, pp363etseqU

ngs 
同上,笫 366-367更°仲裁米悅:

“德國委員提出,政府作力被代理人,在法律上推定它垃垓知道作力其代

理人的官員的一切行力,他的捻魚很有份量,如果是私人之同的案件,就很雎

避免他所得出的結梵°然而仲裁長汏力,至于村政府的索賠,扶行速祥尸格的

代理規則是不公正的。一介回家的政府些然必須通道尒多官見來行功,其 中許

多官真是很低級的官員、通萬政府所在地°按通常情況、契的的債板人或侵叔

行力的受害方向政府的中央机夫提出索賠,要求放其昔ㄇ取能是在以上方面代

表政府的官,F.那 里得到賠儅。一般推定政府是愿意支付向它提出的一切正些索

賠的°送是男一介普遍道用的法律推定“
一切行力均推定力正确行力”的必然錯

果°如果悅肘介人是如此,村政府肯定也必須如此。仲裁貝不准各洋幼討梵委

內瑞拉委員美于在各种情況下足以枸成要求的必要正式手棽的梵兄,但他汏

力,凡厲委內瑞拉政府沒有規定利息或承裡暗示支付利息林以的〤夯的情況 ,

有必要提出一些美于已向政府提出支付索賠要求的怔括,遠祥才能幵始卄算利

息°是否足以构成索賠要求需要按照每一案件的具体事其未決定”(同 上,第

36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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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仲裁次特別汏力,只有在“美于固定效額的确定的契玓債夯”案件中才座支付

利息。至于起算日期,他悅:

⋯⋯夫于利t息 位垓爪哪一天算起,究克放汀立革命所久債夯或要求借款的

日期算起,逐是仄催促債夯回履行〤夯的日期弊起,可能合有疑同°既然法國

的代表人造捀以上迷困境中的后一今日期作力幵始日期,委 員套就不能決定放

更早的日期卄算利息°
ng,

在坎貝本案中,是接受害的私人向葡萄牙些局提出拆狀的日期幵始汁算利息°主要

賠偕額是按照公平合理原則确定的一芼恙款額,特別提到放韻害友生吋到提出拆狀

吋之同遠段吋期°198 
垓判決宇愿放提出索賠之日,而不是放韻善友生之時算

起,遠一日期的逸定不符合回豚法規則的吋同。它只是速介已銍考慮到包括直到提

出泝狀吋的損害的恙款額的判決中的一介組成部分。
86 英回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舍在凱利

ig9 
和史蒂文森

2°U 兩案中也逸

1g’  ∪NR︳ AA,vo｜ V,p451。 因此仲裁長決定:

“(c) 夫于因固定數額契釣性債夯和〤夯公債所提出的索賠,利 t息 按年

利 6%汁算,仄 向墨西哥政府提出索賠要求之日,或趺向回家索賠委員舍采取

索賠行功之 日起算 (同 上,第 453更 )°

因此仲裁次就起算 日期所悅的活看來并不特別肯定U他并不打算解決在不法行力日

期和催告 日期 (等 于提出要求日期)之同作出逸擇的同題,指出哪一今日期按回跡

法更正确°他主要考慮的似乎是不要超避受害方所要求的。
’g8 1931年

6月 1U日 的裁決 (瑕合王 回拆葡萄牙案)(∪ NBAA,vo〡 〣,

ppη 145etSeq, at p1158)。

1gg VNR︳
AA, vo〡 〡×, pp398etseq。

2°° ∪Nn｜ AA,v。 Ⅸ,pp494etseq.仲裁長作了如下說明:‘
‘.⋯”不能近

明被告回政府遊去知道 1855和 1865年 的索賠。
1869年 的索賠是在建立索賠委

員套的寺的之后戶生的°被告回政府肯定只能在正式提出索賠后才能作出賠佳,因
此在那以前它不可能拖延付款U作力賠佳金的利息只能放拖延付款以后起算”(同

上,第 田 U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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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索賠 日期作力起算日期°如同在克里斯特恩公司 (兄上文第 84段 )集 中一祥 ,

在史蒂文森集中大于被告目政府可能知道受害方的索賠要求也被汏力是与汁算利息

有夫的。
仄裁決的比較衝短的文字中可以推斷出速种意思;‘

‘作力賠儅金的利息只能

放拖延付款以后起算”
。在“耳其頓人”案中,要求比利時回王利奧波德一世按照公

平原則裁決的,是美回夫于智利些局放美回公民那里非法香取一芼我而提出的索

賠°
2“  裁決的大意如下B

可是考慮到直到 ﹁841年 3月 ﹁9 日美國并未采取任何行功以加速解決;

我們汏力除本金 〔42,24U美元〕外,智 利政府逐位垓向美固政府支付

上述款項的利息,按年利率 6%放 η841年 3月 19日 算起,直到 1848年 ﹁2

月 n5日 力止。
2U2

因此看來仲裁人并元意表示存在一祭大于利息庄放索賠之91算起的回坏法規范。他

只是要考慮到受害方并未秋板行功提出索賠要求的事美。仲裁人汏力,由 于受害方

提出回豚索賠拖延了 2U年 而增加智利政府所承拒的〤夯是不公平的。
釣3 

美回

解決外固索賠委員舍在兩介較近的案件普多奇案
玓4 和美國鑄扶管公司案中也逸

朋 1863年 5月 15日 的裁決 (MUUre,vU〡 Ⅱ,pp1449etseq)° 青ㄇ提

出以下同題 :

‘‘3 智利政府除本金外是否位付利息,如泣付利息,放哪一天算起,按

什么利率?’
’(同 上,第 ﹁465頁 )°

2°2 同上,第 η466頁。
2U3 美目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套在“敢盟”案中也采用索賠 日期林准,但未

說明速一逸掙的原因 (∪ NR︳ AA,vU〡 ｜×,ppη 4Uetseq‥ ,atp144)。

2U4 1962年 n2月 ηU日 的裁決 (｜ LB,vU｜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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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了索賠 日期°約5

87 在意大利一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舍 19U3年裁決的塞水堆蒂案
η6

中,意大利方面主張,肘沒收厲于意大利商人的貨物的公平賠佳,不能伋限于好逐

和被沒收貸物等值的款項,逐垃放沒收之吋起支付這些的利息°委內瑞拉則汰力 ,

由于意犬利的索賠要求只是在委長舍送行常查吋才正式通知委內瑞拉政府,村委內

瑞拉政府直到垓特定吋同才知道的款額計算利息是不公平的°仲裁次多本斯板裁決

支付利息,但是不按照意大利所主張的方法計算°m, 
事其上多水斯皈似乎是按

一种特定的、昔鬥的亦法未卄算利 t息 ,其主要目的是避免責成庄負責任的國家,除

2°5 1966年 1U月 19日 的裁決 (比B,vo｜ 4U,

件中采用的說法如下:

“...⋯夫于在哪一段時期肉汁算利息并元普遍道用的确定的規則。不同的

索賠委員合座用迂各种起止 日期,包括原嵌害 日期、通知素殕 日期和支付 日

期°委員合逐注意到在本案中戶生索賠 日期即韻失日期”(同 上,第 173-174

9一 )°

“戶生索賠 日期”遠介用浯并不表示宇可逸摔“索賠 日期”而不遙捀“拐害日期”
。它似

乎不是指提出索殕的具体吋同 (遠有別于損害吋同>,而 是指受害方取得索賠資格

的H+同 °

2U6

2° 7

pp492etseq。

“按照民法的一般規則,除契的有明文規定外,只 有在以道些行功 (通

知>使被告清楚地知道他已得到“催告”后才能計算利息°在某些受英美法支配

的法域中的一些有夫案件中,也采取大致上相同的做法。如果悅吋介人而言速

是一奈規則,夫 于肘回家政府提出的索賠就更有理由其施同祥的規則。因力,

在沒有絰道些近明的柔的夫系的情兄下,不得推定政府在接到正式的要求之

前,知道有在未銍中央叔力机构的授叔,甚至是違反其明白指示的情況下提出

的索賠要求的存在°在美因其行速一原則的情況下,肘政府的索賠,除契的有

明文規定外,是不付任何利息的。

pp┐ 69etseq)° 遠兩今案

∪Nn︳ AA, ˇ
。
〡×,

Fla｜ stUn寺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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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板害賠偕額以外,肘不能推定垓回狋人格者知道它提供賠儅的〤夯的期同,承

裡額外的財多責任。仲裁長汏力,只有遠祥一种“程序方法”才能在回豚美系中确保

公正的程度,在回肉法令人之同的美系中是由催告确保速种公正程度的°常投仲裁

法院在俄固賠款案
’U8 

中也位用同祥的推理方法,垓案涉及按照 η879年的君士

坦丁堡和平柔的第五柔位向俄回支付而在的定 日期以后 2U年才由土耳其支付的賠

款°
m9 常淡仲裁法院在遠一案中的推理方法似乎与塞/Ix維 蒂案中的推理方法是

相似的。另外,在垓案中逐反复提到作力坪估柝准的公平原則,而不是回隊法現存

的規汊j。

88 根据以上肘判例法的倚短回厥,需作以下坪淹。大部分案件的裁決都傾

向于以以下理由作力逸掙索賠吋同力利息起算吋同的理由,即不庄黃成“久有責任

的”回家承裡肘它不知道其〤夯的存在的時期支付利息的責任°只能忕定受害方提

2U’ (紋 ) 但是,盤于述去混合委員舍的念度,仲裁故汏力不庄采取速种极端的

看法°看來較公平的方法是規定支付一定的利t息 ,通常至少仄意大利公使倌向

委內瑞拉政府或本委員舍提出索賠吋起算,二者中以較先者力准,但不排除在

特定案件中根据情況有理由仄索賠人向委內瑞拉政府提出索賠吋幵始卄算利息

的想法°仲裁故汏力速介程序方法在回隊事夯中將提供介人之同爭端中“催告”

所提供的那种程度的公正”(同 上,第 497頁 )°

2°8 1912年
1η 月 1﹁ 日的裁決 (俄 因拆土耳其案)(∪ NR︳ AA,vU︳ ×｜,

pp421etSeq)°

2。9 仲裁庭在指出大部分歐洲立法都要告“催告”后,就利息同題得出結站

悅:

“.”⋯沒有理由推定債夯因位久比大多數歐洲立法村私人債夯人規定的更

尸格的責任,速祥推定也達反公平原則。掌悅表明,俄回帝回政府也承汏,按

照公平原則,必須肘債夯人提出夫于不附帶利息的款額的道些法律形式的通

告、催告°基于同祥理由,道 些法律形式的催告泣明白提到利息,而且不位有

超述筒革法定利息的責任”(AJ〡 L,vU〡 7(η 9η 3),pp﹁ 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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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索賠要求是男一方知情的江据°些然,提到受害的私人在目肉提出索賠的吋同或

是受害固在回豚上提出索賠的吋同,速 中同是有匡別的。但是,考慮到私人所受的

損害也是其回家所受的韻善,在確定不法行力回知情吋,遠兩介 .1同 都同祥有夫

系。在任一情況下,在回豚上部可以确保有与目內法中催告相些的程序°在几介判

決中,力 了怔明需要有速祥一介朵件,強琱在目肉法中通越“催告”原則送到了美似

的要求來件°美于速介阿趣的有失判洞說,按照公平原則的要求,特別是考慮到回

隊法主体的褒染性厧,在回豚范日肘于遠一相似的回肉法原則的根本理由也庄給予

位有的考慮。

89 但是,要注意到,在上逑差不多所有案件中,傾 向于“
索賠 日期竹思是有

每一案件特有的另外的考慮因素的,遠一羔很重要。速些考慮的因素是:

(a) 受害方索賠中只包括 自索賠 日期起的利息,而仲裁人不愿意“超出原告

要求”的事其,

(b) 受害方在韻害 日期以后很久才提出索賠要求,趺而忽視了受害方位冬

可能努力減少非法行力的韻害性后果的事其。在送种案件中受害方的避失明並而正

确地起到了 (正好在馬其頓人案中那祥)相座地喊砮仿害目的責任的作用;

(c) 賠僕的主要數額 已确定力一毠患款額,以 便將放技害日期到索殕 日期

的整介期同包括迸去的事其 (坎只示案)°

9U 掌者們一般都批坪將裁決之時 (或解決之吋)定力起算吋同的那部分判

例°些然,采取速种念度的掌者并不忽視仲裁人往往在裁決吋要村庄付的數額送行

全面的坪估以便包括放不法行力.i到 裁決時造成的全部技害的事其。速种估計昱然

包括在裁決前利 t息 具有有夫意又的全部期同°
幻
。 掌者們反肘在其他情況下將裁

決吋同定力起算日期。例如薛堆歐里就汏力,只有汏力受害回取得賠佳費連同利息

的杈利是由于裁決而荴得,才舍承汏裁決之時或解決之吋力起算日期,裁決被淡想

2’ U 
常放仲裁法院在虰塔案 (兄上文算 73段 )的仲裁裁決中就很明五地具有

速种含〤 :

逐需要研究一下在仲裁程序中曾充分討梵的村判給些事方的款額要不要付

利息的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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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枸成性”判決。相反如果汏力大多數有夫的回隊裁決只是“宣告”受害目的杈利,

就沒有理由逸掙裁決之時作力利息起弊日期°2∥  布朗利則反村在有些案件中根

括成同題的夫于“固定散額”和“未定效額”賠僕螢的匡別而減少或不付利息的rr1

向。
刉2

91.夫于起弊日期拉垓是固豚索賠日期的規魚,苧者的念度似乎并不一致°

21° (玟 ) “仲裁庭首先指出,在遠方面如同在并多其他方面一祥,并不存在規

定付利息或禁止付利息的尸格的一般性法律規只l° 所以仲裁庭不能接受取方代

理人吋此同題所提出的本管是相反的淹焦。在速方面解決的方法也是基本上取

決于每介具体案件饑性辰°

“如果仲裁庭采取的做法是按債夯戶生吋,按原來的貨市碼定債努數額 ,

放而承汏由些事方承袒原來貨市貶值的后果,那就舍有相些的理由扯些事方同

祥得到利息的利益...⋯

“⋯⋯仲裁庭想要冬可能准确地按現在的貨市表現遠一其豚避去价值,它

有意要排除原來貨聒所絰ㄞ的种种交化。
可以說它是想架一座柝跨越所絰避的

遠一助蕩的吋期而磧 意課地使 白己赴于現在速↑時同°在速种情兄下,按照正

叉的要求和遻輯的要 求,都 不位孩村述去支付利息” (｜ LR,1956,vU｜ 23,

pp675-676).

211 Sa︳
viU︳i,前 引 #,第 28η 烎;PersUnnaz,前 引串,第 255有 同祥看

法。
212 BrUwn｜ ｜e洗 :

“...⋯有時有人悅,在人身仿害、死亡、各种虐待的案件中,除多少有些

武浙确定的金我扑儂外,不庄再付利息。送种提法唯以接受°如果賠倍位包括

肘 (在報害或死亡耐位付)賠倍額的利息的原則是肘的,則 所判的數額在某种

意〤上是‘未定效頓
’或任意定的教額与肘賠偕額支付利息并沒有什么矛盾°所

判
‘忌款額’放視念上可說已銓把利息包括在內的事其与賠僗泣垓包括肘韻害吋

賠偕發的利息的原則并不矛盾”(前 引串,第 22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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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堆 歐里汏 力速↑解決方案是不能接 受的。
幻3

法。
214 

其他人則表示怀疑°例如佩/IN松納斯悅:

絮比利 工持相似 的看

“現在必須說明“索賠”速介泀:什么行力可以构成足以給予索賠人取得利

息杈利的索賠?村遠介同題元法給予具体的解答,犬部分情況下,在速介同題

上目隊法官具有最犬的伸縮余地”
。

幻S

刉3 sa︳
Vio︳ i耳鍵〦

“回隊爭端确其戶生于回家將其因民案件接逍來之吋,但是放遠介理淹上

正确的命題不泣得出錯梵悅回家与令人戶生爭執以前的盼段就全元任何法律价

值°國家也的确不是取代其回民,相反它是維伊自己的叔利,其性瘐不同于今

人叔利,但是事其上在介人索賠与其回家的索賠之同存在不容否汏的駁系,因

此我們不能汏力瓜回所夫系上悅以前的回內險段是不存在的⋯⋯”(前 引串 ,

第 283-284更 )U

”4 Sub｜
｜ia汏力以索賠之吋力利息起算日期

“⋯⋯其跡上是要受害人承裡因連守外交保伊須遵守的充分泣用回肉朴救

方法的規則必然戶生的損害°如果知道國內程序有時需要拖很長吋同,就舍看

到遠种制度可能舍使受害人不能得到很大一部分殕借”(前 引#,第 147

五
°

)。

幻5 PerSUnnaz,前
引串第 241頁他鍵琴耳道‘

“是否座垓要求必須是向另一因提出的回隊索賠,或者只要求是向仿害回

些局提出的目內索賠就姼了?其戰在遠方面存在重犬分歧。
”(同 上)他最后提

出一介鬥題 :

“可否承汏,可將回肉索賠視力足以使政府知道索賠的要求?如果放受害人

的現庶看,放理梵角度看,似 乎可以承快,因 力受害人提出索殕要求就是有行

功表現了,另 外,受害人一旦將其索賠委托給其回家,即 只有回家才有資格提

出回豚索賠,回 隊索賠也完全由回家赴置,回家如汏力合适,可以將索賠元限

期地擱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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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則批評那些反肘以索賠 日期力起算日期而焚成以頡害友生日期力起算日期的人

的自信念度,因 力后者“在解決索賠的拖延是由索賠因造成的情況下不一定恙舍早

致公正的結果
”°

刉6 
因此格雷似乎袋成以索賠 日期力起算日期°

92 特別根告長相信位以敬害日期作力利息起算日期。他同意布朗利的以下

意兄:

⋯⋯在仲裁怭定中沒有青鬥規定.f,按照一般原則,作力賠儅和恢复原狀

概念的必然結果,似乎位以不法行力的日期力起弊日期°⋯⋯2.’

3 截止日期

93 夫于利息截止 日期,司 法其跩逐比較一致一些°格雷五然參照絮比利正

的著作,道 些地概迷如下:

“法庭在逸捀利息截止 日期吋也得出了不同的結淹。最常兄的是判決或最

后裁決的日期
.° .⋯“有時遠是以法庭的一种錯淏印象力根据,即法庭汏力它

沒有管轄叔友出在其取能終止后支付利息的命令°速昱然是 η9U3年凡介委內

瑞拉委員套和 18681923年 的美固墨西哥委員舍的推理方法°在令人仲裁中

日5(臻 ) “可是,送介解決亦法村于仿害回家可能是不公正的。因力,我●1● 看

到,如果不能推定回家了解其所有公夯員的行力,回 家又怎能了解向它的一介

代理人或部米提出的所有索賠要求呢?在什么時候才能汏力一介索賠具有一定

的知名度,足以使其具有既有如課的性辰?即使不考慮有人可能放混淆目隊秩

序与固肉秩序中得出的反肘意兄,即使正如因豚常沒法院在其第 2母判決中

那祥,考慮到,由 于很璀确定最初提出索賠的准确 日期,回 肉程序构成一↑不

能元視的法律事其,看來比較共豚可行的亦法逐是以回豚索賠作力出友魚
”

(同 上,第 242-243丌 )。

2’ U Gray,前 引串,第 31頁 °

21’  BrUwn｜ ie,前 引串,第 229頁 °Subi｜ ia,前 引中,第 ┐44一日56頁 村此

作了洋幼的潮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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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在索賠委五舍中更常規定以支付裁決賠偕發的日期作力利t息 截止日期
。速是

波頓迪克索賠案、德拉果阿海清欲路公司案、多多普森林案和好望角鴿案中所

采用的日期°
幻8

94 苧者們基本上同意垃垓以其跡支付賠佳的日期作力截止 日期。可是最近

布朗利不同意遠介立場,他悅

⋯⋯按照基于普通法律遲輯的推定,截止日期,吋于嗨吋裁決和估价程序

而言,是裁決日期或最終解決索賠的日期。
219

4  利率

95 有人注意到,在其域中肘于利率向題板少坪淹,“不可能确定促使仲裁人

采用某一利率而不是另一利率的原因’’°
2m 

在并多案件中,特別是索賠委員舍

所判決的案件中,所判的利率是按照被告回法定的利率計算的°例如美國固隊索賠

委員舍在森塞案 (美 于在南斯拉夫任意沒收厲于美回公民的財戶的案件>悅 ,

按照絰 1949年回所索賠解決法規定指示委員舍泣用的固豚法已确立

的原則 (垓 法第 4奈 (a)款 ),如官判机夫汏力依正〤和公平原則判給

利息是合道的,即 昱然可村香取財戶的殕借要求判給利′息。
委員舍逐悅 ,

⋯⋯至于利率,我們參照因豚法已確立的原則,使用在有夫回家可允許的

利率。
221

委員舍因此道用上迷原則,裁決肘南斯拉夫提出的索賠垃垓按南斯拉夫所其行的

6%的利率計算利息。
”2

幻8Gray,前
引串,第 31元 Svbi〡 ia,前 引串,第 88-92更°

2’ g Brown｜
｜e,前 引串,第 229更

。
η°

 Subi〡 ia,前 引串,第 94頁°
221  !LR, 1953, vo〡

2U, pp24U-241。
222 1954年 6月 15日 作出的最終判決 (兄 Whiteman,D｜ gest,vU〡 8,

pp1189-11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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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介別案件中的裁決各不相同。有些使用被告目的利率,另 一些則使用索

賠回現行利卒或商╨利率或債叔人本回利卒
η3 在遠方面值得注意的一方面是納

本避勛爵案的裁決,裁決悅:“根据一概公汏的因隊法原則,适用的利率是座佳遜本

金所在地和吋同其行的利率”2四  另一方面是皇家荷〨勞埃德案中相反的裁決 ,

裁決就利率同趣悅:“在速介同題上不存在普遍道用的規則’’°
2拓  逐垃垓提到因

豚常淡法院在著名的“遍布/i.登”集中的裁決,裁決悅:

夫于利率,法院汏力,根据 目前世界金融情況,考慮到公債現在的一般奈

件,所要求的百分之六的利率是公平的,”⋯.2筎

97 作者們似乎一般都汏力送介同題位垓逐案解決,以 便确保“充分的賠

儅
’’
。

可是有些人支持在“溫布本登”案中使用的杯准,即利率庄垓是“在遭受板害吋

給予回家貸款通常的利息”.”’ 絮比利皿汏力參照因豚复共升友銀行每年所定

的借款利率可能是有用的,特別是在并元私人介人介入村回家直接造成板善的案件

中°他汏力在駁合目編集回家責任法吋,位垓采用一种通常的利率 (行 6%左

右),同 吋要有允許各因淽明所受板害更大放而座按更高利率的可能性。
η8 因

隊法委員舍最好表明它嬖成何种亦法°

2”  Gray,前 引中,第 32頁 。
η4 19﹁ U年 英回美 回仲裁庭 n914 年 5月 1日 作 出的裁決 (∪ NR｜AA,

atp34)。

193η  + 12 裁 決 (Annua〡 D｜ geSt......

ǒ〡 V｜ ,

225

pp32etseq,

美 固 索賠 庭

193n-1932, vU〡 6, pp442etSeq,

月 7日 作 出的

atp446)。

226 《回隊常淡法院 A輯》,第 ┐母,第

人汏力位些是垃付息的款額泣垓支付的吋同。

兄 Subi｜｜a,前 引串,笫 97-98頁。

22’  Nagv, 前引串, 算 183-184

5thed (Vienna, Spr︳ nge「, 1964),

頁。
”8 Sub〡︳︳a,前 引串,第 ㄇ62一η63更°

32頁。大于利息起算吋同,常常有

可是在遠方面,判例也是不一致的。

頁,相 同意兄兄 VerdrUss,Vδ ｜kerrecht,

p4U4, 和 Brown!ie, 前 引中 , 第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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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复利

98 判例不大考慮复利的同題。仲裁庭在挪威船主索賠案
η9 

中汏力有可

能付給友利。它在指出放未裁決付垥复利以后汏力,索賠人沒有提出夫于力何要支

付复利的充分理由°
mo

99 在以后的三介案件中得出了不相同的結淹°在牛沙屯力公司案 (其 辰同

趣)中 ,我次汏力牛沙市座垓村公司由于未執行以前美于公司所享有的特許杈的仲

裁裁決所受的損失負責任。仲裁人 D阿塞決定,準 沙市除垃支付主要賠僗額外 ,

逐垃支付“在支付之 日等于 3,532,311金戶布价值的瑞士法郎款額,并仄 ﹁935

年 1月 1日 至支付之 日按年利率 5%汁算复利。
’’231 速祥复利的支付就只是放受

害方計算其受到損害截止的日期幵始 (仲 裁人 已將受害方汁算的韻害額大大城

少 )。 法官并未促使作出速介裁決,些 事方也未提出反肘°在澤列特威洛一沃水夫

斯且格和下德旁伯格鈇道案 (垓 案涉及垓供道公司和奧地利与南斯拉夫政府)中 ,

仲裁人裁決肘于因修改特汻杈怭定受到非法損害的公司給予賠倍。速次在決定支付

229 1922年 ┐U月 13日 的裁決 (挪 威泝美利里合尒 回案 )(∪ NR︳ AA,

vo｜ ｜, pp3U7etseq)。
23°

仲裁庭指出:

“仲裁庭在得出座垓付利 t息 的錯捻吋,曾 考慮到 自仄五年前征用垓索賠人

的財戶后美回一直使用垓財戶并放中受益的事其,特別是美國征用索賠委員套

裁決泣付給索賠人的賠借款項并未支付的事其,最后也考慮到美固放挪威人就

速些船只所付的迸度付款中得到利益的事其。仲裁庭的意兄是,索殕人有杈得

到利息方面的特別賠僕,有些索賠人由于其具体情況,有叔得到比別人更南的

利率°索賠人曾要求計算复利每半年琱整一次,但是述去的仲裁案中人未支付

复利,而且仲裁庭汏力,索賠人并未提出大于在本案中力何要支付复利的充分

理由”(同 上,第 341頁 )。

23’  仰 36年 3月 23日 的裁決 (法 目沂波〨案 )<∪ NBAA,vo︳ 〣,

pp1689etSeq, atpη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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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利時也沒有提到任何原則。在此案中昱然也汏力复利同題是沒有爭以的同

題。
2s2.在 法籬皿尼案中,蛗 然沒有支付复利,但似乎汏力复利是确保充分賠僕

的一介手段。仲裁人說:‘
‘如果法堆皿尼能移利用速芼我將其用于他的貿易,他所荻

得的利洞可能舍大于遠芼本我在他有扠將其記入帳戶肉●f期 中的复利°⋯⋯2ss

1UU 以上三介案件中,支付臭利的兩介案件吋同敬近,而在遠以前的法堆

巫尼案蛋然沒有判決支付复利,但也沒有在原則上拒絕°在挪威船主索賠案中也是

如此,似乎并不是基于原則決定不支付复利。仲裁庭只是不快力受害方已提出足姼

的理由近明位垓作出一今本套与普遍的判例法相反的裁決°

1°η 仲裁人于只本在英國在西扁摩洛哥匡的索賠案中的裁決肘于复利同題

作了解釋°
2s4 与挪威船主集中的裁決相比,于久本的裁決似乎力支付褒利規定

了更尸格的要求奈件°他快力,力 了怔明有理由作出一介与普遍的判例法相肘的裁

決,必須要有“特別強有力的、特殊性的梵据”°幻5

232 n934年 5月 12日 的裁決 (∪ NR︳AA,ˇ U︳ 〣,ppη 795etseq,at

p18U8)。

233 
兄上文腳注 148°

m4 1925年 5月 1日 的裁決 (朕 合王回拆西班牙案)(∪ NRAA,vU｜ Ⅲ,

pp615etSeq)。

2師  Hube「 悅:

“...⋯ 夫于在革利和复利之同送行的逸捀,拫告員垃些首先确汏,夫于一

日肘另一回由于另一回回民在其領土內受到損害而給予賠儅的仲裁案件判例法

⋯⋯就報告貝所知,都一致排除复利。在速种情況下,要有特別強有力的、特

殊性的梵据,才能承快速种美型的利息°可是鈭于報告長所要常理的索賠要求

的情現在原則上与戶生上述判例法的案件的情況并沒有什么差昇,似乎不存在

那祥一种淹据°

“在某些情況下則确央存在那种捻括,如复利似乎比革利更符合事物的性

辰的情兄,也就是說給予賠僗所要取代的財戶按几何級數而不是算木圾數增加

的情況,家畜群就是一介例子 (同 上,第 65U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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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2 在葡萄牙殖民地案 (渃利拉事件)中 ,葡萄牙提出索賠,要求按 3U%

的利率卄算复利,作力在牲畜技失后的“預期收益”°仲裁庭在指出受害回要求的款

額逍商和判例在支付交利阿題上普遍持否定念皮以后,決定支付車利。仲裁人的意

見是ε

⋯⋯如果有夫些事方仍然占有因力黃于德因的原因而喪失的旁功工具,通常就

能其現速祥大的凈利洞,速其隊上既未得到怔明,也違背一切可能性°而且 ,

所涉及的物品并不是元法取代的,物主本可再只有取同祥的物品以荻取同祥的收

益°如果給予物主全部价款,加上放碳失之日起的通常利息,也就是給予物主

完全的賠僕了。
那

1U3 上述裁決拒地支付复利似乎是因力速介計算方法舍戶生大大超逍其隊

喪失的收益的款額U

1U4 德目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套在克里斯特恩公司案
路口 中拒絕夫于复

利的要求似乎主要也是以“先例法”力根括。据絮比利皿悅,23名  在德意志銀行

236 ∪NR｜ AAvU｜ ∥p1U74
2B’ 委 ,Fi套 仲裁長悅:

“垓案中的裁決逐決定委內瑞拉座肘向赤利皿州的貸款灸拒責任。可是德

回委員同意索賠人就速介索賠叔目取得全部賠僗 1U45941博利瓦,加上通常

的利 t息 °此款額包括 1%的 月息,按年汁算复利,因 此比原來垓項目款額增加

458937博 利瓦°仲裁長不能同意速↑意兄。他在怔据中找不到夫于复利的

任何根据或依据°⋯⋯”(∪ NR｜ AA,vU｜ ×,p424)。
η8 Sub︳｜｜a,前 引串,第 1U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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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η9 和那唐鈉德案
24°  中的裁決都只是考慮到缺乏理由而默示地拒地夫于复

利的要求°

ηU5 特別報告長的意兄是,冬管夫于矣利同題,大 多數裁決似乎是否定

的,但 回隊判例其隊上并未确定地否定复利°

(a) 在否定的裁決中庄垓區分各种不同情況‘

(一) 有的裁決只是琱整一下述去判例法沒有很好界定的否定方針 (克

里斯特恩公司案),

(二) 有的球決呈然提及避去的判例法,但指出在特殊情兄下复利的亦

法村子履行充分賠儅的要求奈件可能是有用的 (英 回索賠案和挪

威船主案)J

(三 ) 有的裁決快力在垓具体案件中复利亦法可能戶生大大超述美隊喪

失的收益的款額 (德 回葡萄牙人案),

(四 ) 有的裁決則相反,汏力复利冬管在原則上可以接受,但在垓具体

案件中舍早致不充分的賠儅 (法堆正尼案)°

(b) 有些案件中裁決支付复利,卸 沒有說明理由,遠似乎表示复利被汏力

是等值賠佳的一介基本的、沒有爭洪的成分°

因此,特別根告員傾向予以下錧梵‘凡是能怔明力了确保充分賠佳受害固所受

的韻善复利是必不可少的吋就垃垓裁決支付复利°

239 194U年 ηU月 22-23日 的裁決 (德 回沂 多馬尼 皿案 )(∪ NB｜ AA,

vU〡 Ⅱ｜, pp1893etSeq, atp19U1)。
γU 1873年 ηU月 6日 的裁決 (英 目沂 巴西案)(Laprade〡 ｜e一 Po〡 itiS,↓

。
｜,

〢︳, pp441 etseq, atp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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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朴佳(和愆罰性賠佳金)

A 大于扑借 (Sat｜sfaction)的 梵著

1U6 在第一章已多悅遊;在淹著中常常提到朴偕作力回豚不法行力的一种

賠倍 (reparation>形式。垓牽中指出,大 于遠介朴救方法的具休功能在淹著中似

乎出現兩种并不互相排斥的傾向°有相些多的作者汏力朴儂是韻害回家尊尸、菜卷

或威望情況下的具体朴救方法,上文中只提到其中的板少數人 (上 文第 13和 第

14段 )° 持遠种立場的特別有伯伶智理、
加  安芥洛蒂、

留2 
籬甜、

刉3 
莫列

2羽
 B｜ untsck｜ i悅 :

“些一介回家的東替或尊尸受到板害時,受 害因有叔要求扑佳。
”(前 引

串,笫 264頁 ,第 463奈 )°

田2 AnZi︳
Utti悅 :

“⋯⋯朴僕概念的基就是非物辰韻害概念,或英文中的‘
mora︳ wrUn↙ ,

我們已銓悅避,它甚至可以只是吋一介回家枚利的元視。朴儅的目的主要是朴

救肘尊尸或東啟造成的頡害⋯⋯”(Cors o,p426)。

243 ViSscher悅
:

“一介違反回除法的行力,除它造成的物辰韻善外,逐可能村另一回戶生

精神性廣的頡害,即韻害其東眷或其威望⋯⋯”(前 引串,第 η1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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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2“  希鬥尼斯 .德阿雷查加

m5 和其他一些人°
246 

前面也指出,上迷有

些作者汏力,村子被仿害目所受的法律掘害,朴儅也行使其具休的功能°他們理解

的法律上的板害是指由于任何回隊不法行力而後善被仿害目的法律領域,而不梵是

是有物辰嵌害°
2η  第一章的錯梵是,“ 朴儅”

一洞按其在淹著中ㄏ泛使用吋的具

体含意,已銓不同于其洞源苧上的含又,冬管在其踐和著作中不吋出現速介詞盳,

m4 More｜｜i悅ε

“如果不法行力是吋東卷或尊尸速祥的精神利益的拐害,或至少涉及速种

損害 (在特定情況下,侵犯回家的任何杈利都可能涉及速种韻害),座有的賠

伴形式 (可 能在肘同時友生的物辰利益韻害的泣有賠佳之外)是朴倍”(前 引

#,第 358頁 )°

245 
大于賠傍,J︳ mdneZdeArecha9a与 道:

“速是賠傞的第三种形式,它道合于肘回家人格的非物痰性板害或精神韻

善”(前 引串,第 592更 )°

246  PAB︳ SSUnnette, La Sat｜ Sfacti。 n c。mme mUdede 「
eparatiUn en d「oit

㏑terna∥ Una︳ (thes︳s, ∪niVersitVUfGeneva) (Annemasse, ︳mprGrandchamp,

1952),p161,Perso n naZ,前 引串 ,第 277更 ;GarciaAmador,文 件

A/CN4/η 34和 Addn,第 92段 ,Sereni,前 引 串 ,第 1552更 9

Przetaczn｜k,前 引串,第 944丌 ,R。 usSeau,前 引中,第 2n8更 9Graefrath,

前引卡,第 84烎。
m7 An4。︳Utu和 B︳ untSch〡 i特別強惆朴儅的速一作用。

An4︳ Utti洗 :

“...⋯在行力的反法律性辰中已默示包含速种板害°其隊上違反規則患是

扰孔規 Jll所要保伊的利益,因 此,也扰說了利益所厲的人的主現叔利°在因隊

夫系上尤其是遠祥,目 隊大系上的板害原只1上是精神韻害 (元視回家作力回隊

法上的人格者的价值和尊尸)而 不是物廣韻害 (真正意〤上的銓游或財戶損

害 )°
”“Laresponsab〡〡it爸 intemauona｜ edesEtatS。 raiSondesdomma9es

soufferts pardeS。 t「an9ers”, RGD〡 P, vU︳ X∥ ｜ (19U6) p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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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〤正是“朴伴〞速↑功詞的第一介泀源苧含又,即履行其垃垓履行的”°四8

↑U9.肘朴僕下定又不仗伙是根据它作力具体扑救方法的損害的美型。朴僗

也是以它所采取的典型形式未洪別,速种形式不同于恢复原狀或賠僕°
餌9 

比松

涅特巧
。 和普澤塔茲尼克

2s’  提到道歉、恁何泣炙黃的介人和保並不重

2η (致 ) B｜ untsch︳ i洗 :

“在侵害是村一介外因已确立的杈利的其隊侵犯或肘事其上的狀況的扰說

時,垓 回不伿有杈要求村非正又予以糾正,恢复原來的法律和事其狀兄,和在

必要吋要求技善賠僕,而且逐可以要求以恁蜀犯罪人和根括具体情況送一步保

怔不再友生速美侵善的形式給予朴佳 (前 引串,法淨本,第 265丌 ,第 464

寨)。

2佣  BissUnnette,前 引串,第 4U丌 °但垓作者里決反村夫于朴倍的速一理

解。
249  B〡

ssonnette, 舫﹂

“但村其踐特別是肘外交通信的考察就舍表現,有些賠儅要求,既不厲于

恢臭原狀的要求,也不厲于賠傍金的要求。要求賠札道歉,要求向回旗致敬 ,

要求愆治犯罪人,要求有罪黃的公夯長碎取或停取,或要求不再重复某些行

力,均扁于速一美情兄⋯⋯”<前 引串,第 24頁 )°

以下著作也指出速↑方面:Anzi︳ Utti,CUrsU,p426;ˇ｜sscher,前 引串,第 119

烎9Ξ ag︳etUn,前 引串,第 189丌 9Sereni,前 引串,第 ┐552更 JMore︳ ｜︳前引

中,第 358更 ,」 imenezdeA咍 chaga,前 引串, 第 572更 9 BrUwn｜ ︳e,前 引

串,第 2U8更 ;RUusseau,前 引串,第 2┐ 8頁 起各更,前 引串,第 42烎 ,

M GiU｜ ianU,  Dir︳ttU :nternaziUna︳ e,  vo｜  ︳,  La SUc｜ et。  ︳nternaziona｜ e e i｜

d︳ r︳ tto,  2nd ed w︳th 丁 Scovazzi and T 下reveS ( Mian,  Givff咍,  1983),

p593°

2sU BissUnnettee,前
引串,第 85烎起各頁。

矧  PrZetaczn｜k,前 引中,第 945頁起各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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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2田  比松涅特在道歉速种情兄下逐增加了向日旗致敬和賠罪使用°但朴倍的

形式并不限于速三种°
葯3 

常常提到的扑儅形式逐有支付象征性的款額或名又上

的 賠 僕 金 ,254 由 因 跡 法 庭 的 裁 決 宣 布 仿 善 目 行 力 的 非 法

2’  以上三美已銍丐送斯蒂索/lk在 目隊法研究院洛桑合以 (﹁ 927年 9月 )簿

各舍以期同提出的夫于各回庄村在其領土上肘外因人的人身与財戶造成的技害承袒

的回抔交任公的草案笫 ﹁3奈 ,(Annuairede〡
’!nstitvtded了 Uit internatiUna〡 ,

1927, vU｜ 33, part︳ , pp56U-561)°

253 持相反意兄者有 CD。 min︳ c台 ,“ LaSat︳ Sfacti。 nendrUitdeSgens” ,

Mδ〡angesGeorgesPer而 n(Lausanne,PayUt,η 984),作者否汏些代回隊法規

定有道歉、愆罰炙責任的人貝或保怔不重犯的〤夯 (笫 1U5更起各頁)°

254 AnZ︳ 〡°tti悅 :

“⋯⋯不能排除速祥的情況,而且事其上也有一些速祥的其例,即朴倍可

以是支付一芼我,目 的不是賠佳所受的央坏物辰損害,而是象征力逍錯賠罪的

插牲” (C。 rs。,p426)° 提到金我朴僕的逐有 Eag︳etUn,前 引串,第 189

丌9Sereni前引串,第 ﹁552頁 9MUre︳｜︳前引串,第 358頁 ;Przetacznik前

引串,第 968頁 起各更9G｜ u｜ iano,前 引串,第 593更 9RUusseau前 引串 ,

第 22° 頁9Gray前 引中,第 42更 9BissUnnette(前 引串,第 127頁 起各

更),后者坐信朴伴的 (民 法意〤上的)賠儅概念,但卸反村金我朴偕形式,

因力送种朴佳大都舍具有怒同性辰°夫于其理梵解務,Gray悅 :

“
B︳ ssUnnette的 看法是⋯⋯朴倍的功能是朴救吋回家的精神韻善,但肘何

吋存在遠种損害的鬥題,他不幸錯束了其循坏淹怔,悅 些朴儅是道些朴救●l即

存在精神損害⋯⋯”(前引串,第 4η -42更 )。

Schwarzenber9er和 D。 min︳ c° 也反吋垓想法°Schwarzenber9er丐 到:

“.”⋯因力固隊司法其跌允許肘非物辰韻害給予金我賠借,將它与金我朴

佳匡別幵看來是不必要的迪分复奈化°任何賠倍金都是一种金我賠佳形式,不

淹是象征性的逐是巨額的賠佳金。
⋯⋯”(前引中,第 6SB頁 )°

——82——



性°255 
此外逐常有人提到金我朴倍 ,

1U8 夫 鍵 的 鬥題 是 朴 僗 究 竟

忕 力 朴 伴 純 厲 賠 倍 性 痰 (意 即 其

杈 行 力 規 定 的 后 果 )的 有 里

冬管有人反吋。
葯6

是 愆 兩性 廣 逐 是 賠 倍 性 辰 的 同題 °

后 果 不 得 超逍 回 肉法 一 般 力 民事侵

佩 示 、
葯9 

比 松 涅 特 ,2s8 邦

乃4(袋 ) DUm㏑ ic台 悅 :

“此外,由 于今天回家元梵在肘法院的意兄中或昱然在外交其跌中都不要

求金我朴僕,所以必須承汏今后不再考慮金我朴借”(前 引串,第 η●n更 )。

255Mo「
e｜ ︳｜,前引串,第 358頁 ,Gray,前 引#,第 42頁°

256Ⅵsscher,前 引中,第 ●●9頁 jPersUnnaz,前 引中,第 298和 S92

頁 ,Brown｜︳e,前 引 串 ,第 2U9頁 9日 ouSSeau,前 引 中 ,第 22U頁 9

Graef「 ath,前 引串,第 86英 ,Gray,前 引串,第 42頁
。

2s?  G nipert, “ LeS re9〡es du dro︳ t civi〡  app︳ icab〡 es au×  rapportS

〡nternatiUnaux’’
, Recve∥ descUurs..., ﹁933￣∥ (Paris), vU｜ 44i兌 :

“在私法中,夫 于責任之沂是要求賠佳之泝,并元任何刑事性辰,民 法不

逍同有罪黃者的愆用同題°即使在精神羰害的賠儅上也庄聳持遠介思想,冬管

在速一情況下,在賠僗后受害人的財戶舍增加°精神損害的賠佳大概具有有些

不清楚的性辰,受害人得到的是取代的朴僕;然而那是賠僕而不是恁研”(第

622更 )。

258  B｜
ssUnnettei兌 :

“因此遠是不同于恢复原狀和賠倍金的賠借方式。速只能是一种賠僗方

式,因 力恢复是唯一的直接賠佳方式。 它与恢复一祥,絰常采用非金我的形

式,但与恢复不同,它沒有复原的性辰。另外,与 賠儅金相反,它似乎仄來不

采取金我形式°掌悅和央踐息是將遠种賠僗方式私力朴僗”(前 引中,第 25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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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
’s9 希ㄇ尼斯 .德阿雷查加

2sU 等人°而另外一些人則似乎看到朴倍 (以

及愆珂性賠僕金>具有恁同性辰,其 中有伯俺智理、
261 安芥洛蒂、

笳2 伊格

259   B Chen9,  Genera〡  Pri nc〡 p!eS of LaⅥ  ́as App〡 ied by ︳nternatiUna｜

cUurtS and ㄒ了ibuna〡 s, (LUndon, Stevens, η953), pp 236-237 and fUUt

n ot14°

2UU Jim台 nezdeA咍 chaga悅 :

“在有些案件中曾在賠撲的幌子下施加溫和形式的制裁,以促使違法的政

府改迸其司法 (Janesc｜ a〡m(﹁ 926),〔 ∪NRAA,vU〡 Ⅳ p89〕 ,Putnam

c︳ aim(﹁ 929),ㄈ 同上,p15n〕 ,Masseyc〡 aim<1927)ㄈ 同上,p155〕 ;

Kennedycase(η 927),〔 同上,p194>〕 。但速并未超出普通的民事責任概

念,并不意味看刑事責任°

“但是,由 于反村非法行力而央施、而且作力村違法者的威惙措施或改造

措施的恁罰性或愆戒性的賠偕金,則 与作力賠僗〤夯基絀的根本思想不相容

‥....’’(前 引卡,第 S9﹁ 頁)°

2Ul B〡
untsch｜ i悅 :

“n 侵犯一介外國回家的叔利比不履行貯垓回承拒的又夯更力尸重,它

可与刑法上的犯罪相比°但是由于在目豚法中不存在刑事穹判机构,所以不得

不允忤每介回家确定它將宣告滿意的奈件°今天的回睜法所赴的狀9/u好 象法〨

克王因時期刑法的狀況,那 ●l受韻害的市民自行決定犯罪人如想避免受害人家

族的复仇所須運行的娸罪方法°’’B!untSch｜ i(前 引串,第 265頁 ,第 464奈

坪淹 )。

262 
兄上文胂注 254援 引的 Anz｜ Utt︳ 的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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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電更 
、
  263 旁 特 派 特 、

筎4
佩 本 松 納 斯 、

笳5
加 西 正 .阿 馬

263  Ea9〡 eto n悅:

“.”⋯假定有可以查明的法律規則和司法強制執行手段,在理梵上似乎沒

有理由反村由回隊法施加刑蜀°海德先生淡到‘愆戒性賠僕肘于本來預料的行

力友生威惙作用的价值’,.“思管速种程序在目前很不能令人滿意,回 隊法卸

迫切需要速祥的制裁°不能姼再提出主板回家不受法律的東的捻庶了,似乎沒

有理由汏力不座垓在遵守道些規則和限制奈件下因其不法行力而愆兩回家了”

(前引串,第 η9U一n91頁 )°

.CC Hyde, 
︳nternationa︳  LaⅥ ćh〡 e刊yas ｜nte「pereted andApp〡 ied in

the∪ n︳tedStates (BUstUn, η922), Ǔ｜ ︳, pp5η 5-516°

drUit de 〡a pai×”
, Rec∪ eⅡ des

264  H Lavterpacht,“
Fleg〡 es 9en。 ra｜ es du

cUurs..., 1939-｜

、

/ (Par｜ s, 1938), vU〡 62:

“⋯⋯肘因隊法的違反可以到達祥的程度,需 要力了堆伊正〤表明超逍物

辰賠佳的譴黃。在回家內部,將責任限制于恢复原狀就是取消刑法和很大一部

分民事侵杈法。在回家同責任同題上取消遠些方面就是由于回家的主杈而采取

一种達反正〤而且本身具有數助非法行力作用的原則⋯⋯”(第 35U烎 )°

2°石 PerSUnnaz悅 :

“首先,既然所涉及的是民事責任的朴充責任,刑 事制裁就与賠儅具有相

同的形式,所不同的是物辰的因素,甚至是意向的因素。殕佳不仗包含恢复因

素 <速 要根据受害回家或介人所受的韻善來衡量),而 且包含刑事因素°所

以,如果是金我賠僕,則一部分賠倍是恢复國家其豚受到的物辰和精神韻害 ,

另一部分別是肘尸重違反因隊法行力需采取的制裁°

“所以在具体案件中就要看韻害的程度以便確定与之相些的賠佳部分,賠

儅的多余部分即厲于刑事制裁部分,遠一部分的數額即患賠偕額蘋去其坏捐害

賠偕額的差額”
<前 引串,第 3n,-31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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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266 

和莫列里°
笳9 

最近多米尼塞否快速种性辰 (以 及速种朴救方法的狄立

性),他汏力朴佳是一种与恢复原狀和金我賠佳元法匡分的賠儅形式,因 力照他看

來 (如果特別拫告長村他的理解正确的活),所 要朴佳的法律上的韻害与回豚不法

行力的其他后果是不可分的°
2UB

﹁
。
9 与朴佳的恁樹性思想有夫的是朴伴座垓与達法行力的尸重性或与庄久

責任回家逍錯的程度相你的思想,提 出速种看法的有伯俺智理,筎
9 

安芥洛

266 GarciaAmado了 悅 :

“⋯⋯其他朴偕措施逐伴有戶泛的宣侍,以便送到美豚上的耿重目的:‘ 矛卜

儅’
一介回家的榮卷和尊尸和恁弱好因于男一回家的行力°遠第二介目的反映

了在此要強琱的朴儅的最后一今特魚,即 矛卜佳主要具有的恁罰性辰”(文件

A/CN4/134和 Add1,第 76段 )°

2φ  More｜ 〡｜前引中,第 358更。
2田 DUm㏑ ic。 悅,

“...⋯ 放速介研究中得出的第一↑錧淹是,在 因隊法上并不存在一种林力

朴僕,与 恢复原狀和支付賠僕金均厲于賠佳〤努形式的,尸格意又上的賠信的

方式°賠儅〤夯被視力秋迪的又夯,遠才是尸格意〤上的賠信,它 只包括物瘐

性辰的方式。
“.”⋯我們汏力,真正的理由是回家的精神損害元法洪別,它与不法行力

相混,堆 以党察,它不象令人所受的精神韻害,后者有吋表現得很明五,勉強

可以作力支付金我賠借的吋象”(前 引串,第 1η 8更 )。

269  B︳ untschⅡ i兌 3

“賠儅、朴偕或愆而的性辰和范日泣根括損害的性廣和尸重性未決定°罪

行越大,其后果就越重大°在罪与田之同有一定的比例夫系。提出避分的要求

是違法的”(前 引中,第 268頁 ,第 469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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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
2’U佩

本松鋪斯、
2’1塞

列尼
2’2和

普澤塔茲尼克° 2’
3但

是菜洋本提出昇

以,他悅:

⋯⋯且不淡將心理上罪責概念移植到目隊法領域是否很明智,夫于避錯尸

重程度同題也是一介板其堆以捉摸的鬥題,留有很犬的伸縮范園,可作各种解

釋
。
   2’

4

●nU 在著作中提出的另一↑同題是,受害因能否逸捀垃垓采取何种朴僗形

式° 275遠 又引起另一介同題,即 肘速介送擇座加以何种限制以防濫用的同

2’°
  Anzi〡 otti3

“逸擇一种或多种朴儚形式取決于些事方的意愿,他們自然舍考慮到行力

的性廣和尸重性,在速介鬥題上沒有固定的規則°完舍垃垓指出,在确定朴佳

方式吋些事方不能不考慮以下的精神因素,如 民余吋犯罪人的同情或反感;報

紙的杰度,先例,回家所作的宣侍等等°在這里,逍失逐是故意并不是不法行

力要素,确 定行力政治上的尸重性的是外在奈件,如果要使扑偕与意囿相符

合,就必須參考速些外在奈件U⋯⋯”(Co rsU,第 426丌 )。

2﹁  PersUnnaz悅 :

“⋯⋯不法行力明昱的捐善或尸重性慶怔明垃些加重黃任,它將早致增加

賠信額,或采取特殊的朴佳措施°⋯⋯”<前 引串,第 3U2頁 )。

2η Seren洗 :

“力了确定任何朴倍〤努和座采取的朴儅形式,都 要考慮到是逍失逐是故

意,茧 然速兩項并不是不法行力的构成因素°⋯⋯”(前 引中,第 1554頁 )°

2’ s Przetaczn︳ k悅‘

“朴儅有其本身特有的一些特焦°由于精神和政治技害的性炭本身,由 于

其內容是交功的、不明確的,朴佳垃根括力黃于回家的不法行力采估卄,甚至

根据確定垓行力尸重程度的情兄來信汁。
⋯⋯”(前 引中,第 944頁 )°

2〃
 Re｜ tzer,前 引串,第 117-118頁

。
2乃

 ReitZe「,前 引串,第 134更和腳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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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2’
6有 些作者強琱悅,其域表明強回思想提出与不法行力目的尊尸或平等原

則不相容的要求。

2’6 Graef了ath沾﹂

“歐洲列強确央常常利用朴佳作力干涉的借口°所以塔姆斯淡到‘越未越避

吋的中世先程序’,以及
‘整介‘‘扑僕”概念因威力帝回主又回家凌辱弱目的片面

行力而貶值
’°

.‘‘濫用朴借以厜制和凌辱整介民族,是帝因主〤吋期的典型現象°出現在教

程中的向目旗回徽致敬的造反時代潮流的形式已不符合現今回你夫系的方式。

我們可以同意塔姆斯所丐的活,朴倍的要求‘往往象是仂裝的歇斯底里友作⋯

⋯其唯一用意是确保持久的凌辱’°
.”

<前 引串,第 85更 )°

￣AJPTan╮ meS,“ ∼ηeanSUfredress in the9enera｜  internatiUna｜ ︳avv。 f

Peace” ,  EssaVS 
。
n the Deˇ e｜ Upment Uf the 〡nternatiUna｜  Le9a〡  Urder

(A︳ phenaandenBijn, SijthUffandNoUrdhUff, η98U), pp7-8°

PerSUnnaZ(前 引串 ,第 289更 )和 Ga「ciaAmad。r(文件 A/CN4/134和

Addη ,第 75段)也淡到朴傍的濫用。
2’’ B｜ untsch〡 i丐 道 :

“其東卷或尊尸受到仿害的回家不得提出任何与朴僗要求所針肘的回家的

尊尸和狄立不相容的要求”(第 47U荼 )°

速一系附有如下砰注:

“⋯⋯在文明世界中東啟感越友展,就更垃些在位用上述規則吋排究方式

并掌握分寸°在面肘強因吋出于瑾慎必須速祥做°肘于弱回則比較容易提出逍

分的要求°然而任何回家都不可能遭受凌辱而不損害其生存,因 力回家是一今

民族叔利和榮替的人格化。旨在保伊各因生存和安全的回坏法不能容許遠祥的

凌辱U如果一介回家不再值得作力体面的人未村待,最好是立即拒絕承汏其存

在”(前 引中,第 268-26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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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于朴佳的因隊判例

﹁●● 特別掇告長汏力,研究夫于朴僗的回隊判例座垓集中注意考慮以速种

朴球方法的一种或多种形式作力肘被仿害回所道受的精神、政治和 (或)法律上的

頡害給予特定扑救的案件。所以,由 于已絰解務的原因 <上文笫 17段 ),就泣孩

撇幵那些將朴佳視力肘普通身休或精神板害 (給予↑人或給予回家)的金我賠傍河

題的案件°前面悅逍,朴僗一詞在速些案件中是仗按其詞源掌上的含〤來使用的。

按速介含〤,它就是戶〤的賠儅或等值賠借的同〤泀。它并不指在此所討淹的遠种

特定的朴救方法°

nl2 如果研究的范目只限于按其特定的功能來看待會9朴儅案件,有夫的回

豚判例 (与 外交其域不同)似乎就不很多了。然而判例的內容充其,而且比初看起

來意又要重要得多°

﹁ 3 在一些案件 中,夫 于朴佳 (以 恁罰性賠儅金力其形式)的 否定性裁

決,其主要甚至唯一的理由似乎是缺乏管轄叔,例如米利皿尼案、
η8 

史蒂文森

η’(笨 ) 
「
VGarciaAmadUr在 其第 6次根告 (兄 下文腳注 357)中 提出的夫

于各回垃村在其領土上肘外國人的人身或財戶造成的損害承拒約因隊責任的銓

避修汀的草案第 27柔 第 1款也提到同祥的規定奈件° Przetaczn〡 k持有同祥

現魚 (前 引串,第 692-673頁 )。

2’B 
在遠一由印度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舍穹理的案件中,仲裁次悅:

“⋯⋯只需指出遠一魚就移了,肘于一回政府外交部ㄇ有吸引力的有利于

或不利于一項索賠要求的种种考慮,在一介回豚委員舍面前,不一定全部都具

有分量°例如,除非銓特別授予遠項任夯,一介目隊委員舍很少合以金我去衡

量村回旗 的侮辱,而 外交官卸很可能速祥做。
⋯⋯” (∪ NBAA,vU｜ ×,

p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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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η9“

迦大基”案、
“馬努巴”案

mo和
大于德因肘 ﹁gn4年 7月 31日 以后葡萄牙

2’g 
英回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舍的仲裁次表送了如下意見:

“各回通常不合同意由一介不同的第三方以金我衡量村于一回回旗或一介

回家所施加的侮辱°

“速种金我价值通常由被仿害方确定,并 以其本身主杈的地位宣布,其性

辰通常完全是愆田性的,而不是朴救性或賠儅性的°

“速是主杈最受珍視的扁性之一,通常是不愿意提交仲裁或接受裁決的。

速美事項即便提交仲裁,也是很少兄的,速就是其原因之一,如果不是唯一原

因的活”(∪ NB〡 AA,vU｜ Ⅸ,p5U6)。

28° 在“馬努巴〞案 (兄 上文腳注 26)中 ,仲裁法庭宣布:

“汏力,以 后各今險段分別看來所具有的相村或毠村合法性并不能使捕荻

合法化°

“夫于清求判哭意犬利王國政府支付以下賠佉金的要求:

‘‘1 力技害法回回旗支付一法郎,

‘‘2 力賠僗因不運守普通回隊法和村意大利及法目均有的東力的公的而

戶生的精神和政治撮害支付十万法郎。
“夫于靖求判效法〨西共和因政府支付十万法郎作力制裁及賠倍物廣和精

神板害的要求,即 因違反因你法,特別是有失交成因村中立目商船上被怀疑力

致固軍人的人長身分送行核查的杈利,而戶生的韻害。

“忕力,在一介回家据林未履行它肘另一國家的一般或特殊又夯的情況

下,确快速一事央,特別是在仲裁裁決中确汏,本身已絟是一介尸正的制裁 ,

“在必要吋,遠一制裁由村物廣韻失支付賠儅金予以加強,

“一般悅來,其行另一項金我制裁看來是多余的,并且超出了回豚常判机

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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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找以前的行力所久責任案。
2B〕  可是,在“迦大基”案和“馬努巴”案中,正如在

腳注 28U中援引的裁決摘彔指出的那祥,朴借的形式是法庭宣告仿害目的行功的

不法性°

●●4 著名的“戶西塔尼正”案的情況要复染一些,仲裁故埃德溫 .B帕克主要

美心的同題是將其任夯只限于在純粹賠倍的基砒上判給物辰和精神羰害的賠借金。

力此他指出名

“...⋯ 在充分賠儅以外,再施加一种田款,林之力賠僕金,加上恁戒性、愆治

性或恁兩性的修佈詞,遠是未悟的肆意混淆,必然舍早致思想的混亂°⋯⋯m2

与此同時,他根本沒有否汏朴儅作力恕戒性扑救方法的作用,他承汏在朴偕的

性廣中有遠种作用°特別報告長相信,在仲裁次下面遠段活中是含有以上意思的,

他悅:

⋯⋯因力,在主叔回家之同規定教額元限制的罰款的杈利和叔力同題主要是政

治性而非法律性的同題,所 以遠介泀題不厲于本委員舍的管轄范園°
m3

些然他是將規定捐款定性力“政治”同題而非“法律’’︳司題。可是我們以力有理由

推定他之所以要使用速兩今洞 (也許不大准礦),是力了區分回家之同的直接夫系

的遠一方面同他作力仲裁次的作用的另一方面。在他說肘回家罰款是一介政治性的

鬥題時,他的意思大概是說速介鬥題泣垓由回家通逍通常的外交渠道解決°在他否

汏 速 介 功 能 的法 律 性 辰 吋 ,他 的意 思 大 概 是 悅 速 不 是 提 交 仲 裁 的 鬥

ηU(袋 ) “汏力,按照上迷原則,放本案的具体情況來看,沒有理由采取速祥

的朴克制裁措施,在未作送一步研究的情況下因此沒有理由接受上迷要求”
。

“..” ..” (∪ NR｜ AA, vU︳ ×︳, p475)。

同一法庭在“迦大基”案中作出了几乎相同的裁決 (兄 同一卷,第 458

烎)。

羽n 
上文腳注 42援 引了仲裁庭夫于葡萄牙作力您捐性的韻失賠借安而要求的

特別賠信作出的裁決U

2”  ∪NR〡 AA, vU｜ V∥ , p39°

2田  同上,第 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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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所以送介同題不扁于本委員舍管轄范園”
)° 他就是根据遠祥一种匡分得出錯梵

悅規定用款 (即愆刊性賠傍金形式的朴儅)舍超出美國德回混合索賠委員舍的取杈

范目的°仲裁長帕克的淹庶照特別投告長看肘于汰判例和外交其跩
2田  的比較分

析中得出的錯淹也許不是沒有意〤的。

●n5 在判鎗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朴佳的案件中,最著名的央例是孤狙母幹案

(垓 乾是一艘美圄回民所有被美國海岸苦工叭古況的加拿大舟告只)°
m5 

委員決定

肘船只的頡失不給予任何賠佳,但是他悅:

然而,正如我們已指出的,美 國海岸警工FA官 兵士況遠艘船是非法行力;

委員們汏力美國位些正式承汏其行力的非法性,并力此向英王陛下的加拿大政

府道歉,而且作力吋不法行力的物廣朴救,美 國庄向英王陛下的加拿大政府支

付 25.。UU美元,他們相位地作出了建以。
’’28°

在此集中,給予朴伴是采取道歉和賠儅金的耿重形式°另一介例子是莫克案,在垓

案中美國墨西哥混合索賠委員舍判給愆引性賠儅金, 目的是要譴黃肘私人使用武力

促其貸款的行力°所遊掙的形式是判垥賠儅,力 的是要譴黃垓非法的行力°
2B’

另一介案件是阿俺茲案,在垓案中委內瑞拉被判力一芼推定的較小韻失支付一小芼

款°荷〨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舍仲裁長在此案中明确指出,朴佳就是支付 1UU

284 
兄下文腳注 346°

η5 1933年 6月 3U日 和 ﹁935年 1月 5日 的裁決 (加拿大沂美利里合尒回

案, (∪ NR〡 AA, vo〡 ∥｜, ppㄇ 6U9etSeq)°

羽6 
同上,第 1618兵 °

m’ “強迫借款是非法的°監禁的吋同只有一天,吋 索賠人或其財戶沒有造成

央隊頡害°但是我們要譴責軍事些局強迫借款的行力,我們汏力每監禁一天二十四

小時賠佳 5UU美 元是足姼的。
⋯⋯我們肘遠种供泣軍需的青橫、非法和不正些的

手段的進黃是不合避分的°如果在速美情況中有必要判給更大的賠儅以怔明介人有

枳避免速种韻善,我們將感到毫元舉同必須送祥做⋯⋯”(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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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以表示歉意。 2BB除孤狄舌扭案、阿伶茲案外,在 凱列特案中也判決給予道

歉形式的朴佳°垓案是美固副領事收到逞多士兵騷扰的案件°仲裁委員舍決定“暹

多王回政府泣向美回政府正式表示道歉⋯⋯”° 2Bg

﹁16 其他金我朴佳的例子有布旁本案和虰塔案°布芳本案 29°
涉及的是一

↑美目目民,他又下了斐游群島中的六介小島。由于在取得村斐游群島的主叔吋不

承汏布芳水的杈利,耿合王因被判爽支付一先令。英回美國仲裁法庭提到英因殖民

犬臣的一項報告,垓報告悅:

“速是房子林戈水德群由的六介小島,馬上只有一些椰子村°它們位于垓

殖民地的傭迒地匡,距 萬赤瓦的 18U英里
。如果拿未拍美我怀疑舍有人愿意

出价胊采°”

垓法庭然后裁決:在速种情況下我們汏力思管我們作出夫于有責任的原則

結淹,美回必須滿足于美于名又上賠僕安的裁決。
“因此仲裁庭裁決英國政府垃向美國支付一先令的名〤款額”° 291在好

塔案 2φ
中,常 淡仲裁法院在就法國村希腊提出的索賠之一作出的裁決中

2BD ∪NR︳ AA,vU× ,pp279-73U。 仲裁長
「
普拉姆利特別指出:

“因扣押此船只所造成的韻害必然是很小的,但仲裁長汏力被告回政府愿

意承汰村其官見在速种情況下的不些行力的責任,愿意以目前唯一可行的方式

向与其有友好更易美系的主根姊妹回家,表示村此行力的歉意,即通逍本委員

舍的行功判給索賠人足修的款額,以充分朴救非法的耽淏°

“按仲裁次的意兄,此款額可定力美回金市1UU元 ,或 其价值相些的報

市,按 支付之肘的兌換率折合,并可作出垓款額的判決”(同 上,第 73°

更)。

m9 1897年 9月 2U日 的裁決 <美 利螿合猋回泝暹多案)(MUore,vo｜ ∥,

pp1862etseq, at p1864)。

四U 1923年 ┐η月 η4日 的裁決 (∪ NRAA,vU︳ v｜,pp1U9etseq)。
四1 

同上,第 nn2更°

2” 兄上文腳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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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 :

仲裁庭汏力此項索賠的根据已銓充分江明,所以現在只需要确定公司力此所受

的技害的效額°法因索賠吋曾确定頡害額力一万普恩加發法郎,以后又宣林元法卄

弊韻害的數額,由 手法目的念度前后不一致,仲裁庭呈然承快要求是有根据的,印

只能判決給予一法郎的象征性賠倍°
四3

n● 7.前面 (上文第 1U7段 )悅逍,另 一种朴佳形式是正式承忕不法行力回

行力的不法性°重要的例子是巳銓拳出的“迦大基”案和“馬努巴”案°在“馬努巴”案

的裁決中,仲裁庭忕力‘

⋯⋯在一↑回家据林不履行它肘另一回家的一般或特殊又夯的情況下,确

汏速一事文,尤其是在仲裁決以中确汏, 已銍构成尸正的制裁°
294

在“迦大基”集中使用了相同的措詞。
‘‘希!裁”速介泀昱然庄理解力与‘‘

*卜伴”,特

別是朴儅中具有愆兩性的方面,是相等的°相同意〤更力重要的判決是回坏法院在

科孚海峽案 (其辰同題)中 的判決°法院討淹了如下同題 :

根据因坏法,駁合王回由于其海軍在1946年 1U月 22日 和ln月 ┐2日 和13

日在阿本巴尼皿水域的行力,是否侵犯了阿本巴尼工人民共和回主杈,有元給

予朴儅的〤夯?295

法院悅 :

.⋯ ..由 于英因海軍1946年 nn月 ┐2日 和13日 在阿/I,巴 尼正水域的行功,駁

合王目已侵犯阿水巴尼工人民共和目的主叔,而且法院的速今方明本身即构成

道些的朴信°
”6

n● 8 恙之,仄是否承汏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朴儅的角度未看,似 乎有兩美裁

決是有夫系的:

293 ∪NFl︳ AA, v。｜×︳︳, p216°

2田 兄上文胸注 28U。

2嗎  《1949年 回豚法院裁央集》,第 12頁 °

2g6 
同上,第 36頁 °另一方面,回 隊法院以 14票 肘 2票 快力英固海軍

1946年 1U月 22日 的行功沒有侵犯阿水巴尼正的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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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仲裁庭主要或甚至完全 因力缺乏管轄叔而拒免神佳的裁決 (上文第

●n3和 nn4段 >,

(b) 判姶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朴伴的裁決 (上文第 115、 n● 6和 117段 )°

C 夫于朴佳的外交其我

1﹁ 9 与朴借方面的判例相比,速方面的外交其跋材料要丰富一些°力便于

分析起兄,可將遠些材料的研究分力雨介時期:第一段●+期 放 ㄇ85U年左右到第二

次世界犬找,第二段91期 仄 1945年到現在°

η2U 在第二次世界大找前的時期內,要求朴信的目的并不忠是寺ㄇ力了賠

傍精神上的拐害°在有些例子中,提出朴佳要求吋逐有另外的目的,就是肘弱回施

加政治汪力,逐可能力較強大國家荻取好赴°第二次世界大成以后的其域卸似乎沒

有速介“邪惡”的方面°除了上面一市所迷提交仲裁的案件以外,●1常有要求而且最

后荻得的朴僗不止一种形式的案件°

12┐  第二次世界大成前的外交央跌首先包括在侵犯回家的象征例如回旗后

要求朴佳的案件。
四9速

美案件中典型的朴偕形式是拳行由仿害回向被仿害因回旗

致敬的伙式。例子有馬吉案、
的8小

船案
釣9以

及由于 192U年在柏林侮辱法國回

29’ 在某些案件中冬管沒有吋因旗造成其跡的物廣韻害也汏力回旗已受到侮

辱。例如在 1864年突尼斯地方官長追逐一介意犬利水手直到其停泊于突尼斯港口

的船上,村其送行虐待,并將其逮捕。在事件友生后,意大利駐突尼斯患領事要求

朴信村子意犬利回族的侮辱。
(Prassi｜ ta｜ ｜ana,1st se「 ies,vU∥ ,No1U12)。 相

似的例子是穿軍服的意犬利海軍水手与埃及警察之同1865年在皿厊山大友生的事

件 (同 上,第 1Uη 3景 )°

2gB ‘‘1874年 4月 24日 ,英國駐危地馬拉圣何塞的副領事的翰 .馬 吉被圣

何塞港的米官下令逮捕和鞭打,在答座付我后才幸免于死°危地馬拉政府在得

知垓事件后立刻采取行功确保逮捕和愆赴凶犯°政府向圣何塞派去一支部叭以

逮捕有夫案犯,并采取了防止其逃跑的防范措施°

“遠次暴行引起英回代亦与危地馬拉政府之同頻繁的通信,在 1874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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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所戶生的案件°
3U°

η22 回家或政府首肺或蛙外外交或領事代表所受到的侮辱、虐待或攻古常

常舍引起被仿善目夫于扑儅的要求。在 1865年 6月 一介摩洛哥雇員侮辱意犬利裝

卡併布〨卡領事的事件友生后,駐丹吉/Ix的 意犬利息領事告知其本國外交部長他已

要求摩洛哥政府給予明碗的朴儅,看來他已得到速↑朴佳。
sUi些 意大利堪加拉加

斯代赤道到一↑軍官的肉体虐待吋,也提出了朴佳的要求。垓軍官立即被逮捕,被

判赴三年監禁并被降圾。委內瑞拉共和回患筑和外交部長都表示遺憾,逐組象了向

四8 (玟 ) 月 1日 ,危地馬拉肘外夫系部次与英目代亦筌汀了舍以以定中,

內容有 (﹁ )重 申追沂罪犯的保怔,政府已下令速祥做,英 回代亦‘芹秝肘政

府的速一行劫表示滿意╮ (2)危地馬拉政府同意下令啤炮 2┐ 晌向英國國旗

致敬,以 怔明它村此暴行深感堆避’1(3)要 求‘因菥雷斯長官力村班危地馬

拉副領事馬吉的仿害支付賠佳’’’(Whiteman,Dama9es,vU｜ ,p64)°

2g9 18° 3年 ,里 的熬肉戶的海夫人貝擅白扯下被扣留的‘‘小船咢”意大利船的

回旗。作力賠僕,港夯長公升向意大利回旗致敬并進黃了有夫人長的行功,有夫人

見受到尸重警告 (P「 assi ita｜ ︳ana,1st se「｜eS,vo〡 〢,NU1U1U)。 η888年友生的

一介事件是由十分不札貌地肘待意大利因王在桑給巴本芽丹就位之豚姶他的班信引

起的,銓逍長91同 的淡判,芬丹提出了中面道歉并下令向意大利回旗致敬 (同上,

2ndSeries, vU〡 Ⅱ︳, No2564)U
3UU ‘‘192U年 9月 14日 ,法 回駐柏林大使倌所意挂的法回目旗被暴徒扯下°

作力賠僕,德日出重賞捉李犯有扯下國旗罪行的令人,并依法村其加以愆弱°

此外,逐 向大使倌正式道歉,炙 責任的警官被撒耿,力 重升目旗拳行有 15U

名士兵參加的軍札伙式。法因并不滿意,因力士兵未穿園兵服,逐因力士兵在

萬去肘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4德 回力此表示歉意,并解釋悅由于財政困堆不

可能提供園兵服”(Eag︳etUn,前引中,第 η86┤ 87更 )。

BU〕  受害回要求并銓不法行力回庄允的朴儅包括遠捕孩摩洛哥雇貝以及他在

所有目古垓事件的人面前道歉 (Prass｜ ︳ta〡 iana,1stSer｜ eS,vUl〢 ,NUη U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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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犬利使倌表示敬意的伙式。
sU2

在 1Bg6年友生了一起相似的事件,意大利班

索非皿患領事被雨名苦察強行押送到苦察局。
aU3 

在 ﹁887年 意大利駐土耳其荷

台送的領事人員受到垓市海美副美故的虐待以后,意大利政府先是威勝要以軍親表

古,后未才同意由荷台送的省長正式汸同垓市的領事倌以表示道歉°.U4 1893

年,意大利生里的熟肉戶的副領事在汸同完一艘意大利軍親返回途中遭到巴西士兵

的襲古之后,要求并荻得以下形式的朴僕,即 由巴西方面芹明村事件表示遺憾,恕

而犖事者并肘在遠一事件中打死一名意大利水手作出賠伴°aU5 
些在法回駐柏林

大使倌工兵芒奈姆中士 19┐ 9年被榮害后,法 回除了爪德回荻得 1U万法郎賠僗死

者家厲外,逐荻得了 1UU万法郎作力朴僕°3U6 
在 ┐924年美利堡合尒回生德黑

〨的副領事 nW英布里因力企圂力一介宗教伙式拍照而被群猋荼害。波斯政府向

美因道歉,并支美金 19万元作力賠佳。沒有愆樹未保伊受害者的警察,似乎是因

BU2 
但意大利代亦仍不滿意°他要求村負責任的↑人公升撤耿和其他形式的

才卜佳°由于未能做到速些,他 中斷了他同駐在目的一切正式夫系。在速种尸重局勢

下需向外交部的法律厥泀清求提出意見,法律厥同赴汏力

“根据因隊法原則以及外交央踐,在此美案件中的賠倍就是愆田有罪的

人,由 外交代表派蛙目的政府提出道歉以及村未來的保怔”
。以后久責任的官

長受到恁赴 ,委 內瑞拉政府公 幵道歉,被 中斷的外交美系也得到恢复。
(P「 assi〡 ta｜ iana, ﹁st serieS, vo〡 Ⅱ, No1U17>。
3°3 

領事在荻釋后立即要求道歉和恁治垓警官。在保加利工外交部故提出照

舍表示遺憾和保近將愆亦久有責任的人員后 (領事汏力速祥做逐不移),保加利皿

患理正 式提 出道歉 ,而 且命令立 即愆 蜀垓警察 (Prassi｜ ta｜ iana2ndser｜es,

vU｜ 〣｜, No2563)°
3U4  Prassi︳

taⅡ ana2ndseries, vU｜ ∥〡, NU2559°
3°5 

同上,No2576°
3°6  P「

avch∥︳e, 丁raitededr。 it internationa｜  pub｜ ic (Paris, η922) , Ǔ｜ ︳,

part︳ , p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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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沒有查明送些告察的姓名。
3U’

η23 侵犯大使倌或領事倌的倌舍 (以及外回使偉人長的住宅),如 同肘回家

代表的侵犯一祥,也舍戶生朴借的要求°例如在 ﹁85┐ 年西班牙駐新奧水良領事館

遭到示威者的攻古,美 回目夯卿丹尼水 .丰 伯斯特承汏西班牙有扠荻得特別賠

款°
3°8在 1883年兩今土耳其官貝侵犯了意大利駐的黎波里領事的住宅,此后意

大利要求道歉和惡亦犯罪者,奧托曼帝目接受了意大利的要求°
sU9在兩介埃及警

察企囿侵入意大利領事錧倌址未遂以后,意大利也要求并荻得肘犯罪者的愆赴以及

皿ㄞ山大意督的邦重、公升道歉°
卸
。在 1892年 ,在意大利同奧托旻帝回之同友

生逮相似的事件°“Π

ㄇ2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成前友生的事件中有兩介案件具有特別的有美意又。

一介案件是由中目的所渭又和困ㄇ9°U年 的起火引起的°垓事件除其他佶果外,引

起德目蛙中回大使的死亡,一 些外因使倌被捨劫, 日本使倌的串汜官以及其他外因

公民被榮害,其他外因回民受到仿害,一 些外回墓地被表演°有美國家向中國政府

送交的耿合照舍提 出了板其令人仿肺筋的要求,例 如淡判新的更优惠的商夯怭

定°
卸2第二介案件是夫于受大使舍洪委托,靜 助划定希腊同阿水巴尼皿迪界的意

3°’ Whiteman, Damagesˇ U｜ , pp732┬ 733°

Di9eSt, v。 ｜̌ 〡, pp81l etSeq, atp812°

｜ta〡 iana lst seriesˇ o〡 ∥, N。 ┐U18°

31°  同上, 2ndseries,vU〡 〣, NU2558°

311 同上,No2561°
印2 根据 ﹁9UU年 12月 22日 向中因政府提出的駁合照舍:

“由于中固已承忕它的黃任,表示遺憾而且表示它希望看到上述功能所造

成的局勢能鉹錯東,各固決定位按照下列不可改交的奈件接受中目的靖求,各

目汏力力扺儅所犯的罪行和防止罪行重新友生速些奈件是必不可少的:

“
一、

(A) 向德回柏林派出以皇室素王力首的特別使困,力 已故德國公

使克特勒男爵閣下的被森害,表送中因皇帝陛下和中回政府的歉意,

“ (B) 在被未害地魚,91立 与死者身分地位相遣合 的妃念碑,碑

�祪

畤畤絇 MUo「 ,

Pra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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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官長泰利尼將軍 ㄇ923年在玓阿尼納附近被荼害的案件,大使舍以外于据汏力

312 (象 ) 上以拉丁文、德文和中文的碑文表送 中國皇帝村公使被害的歉

意°

“二、
(A) 肘于19UU年 9月 25日 皇帝沼令中指出的人以及各目的代表以

后所指出的人座按照其罪行走以相位的最尸厊的刑田°

“(B) 在所有外回人被屠榮或受到殘酷待遇的城市停止一切科群考斌

五年°

“三
、中目政府垃向日本政府力日本公使倌中泥官杉山彬先生被桑善作出

東替的賠儅。
“四、中目帝目政府垃在受到褻淒或其坎墓被破坏的每一介外目或回隊墓

地村立娸罪碑。
“五

、按照將由各固之 1.i确 定的奈件,維持肘輸入軍各以及音用以制造軍

各、彈菂的器材的禁止°

“六、村子各國政府、社田、公司和私人,以及因其受雇于外國人而在最

近事件中受到人身或財戶損害的中國人給予公平的賠偕
。中目座采取力各回所

接受的財政措施,以裡保支付上迷賠款以及貸款的逐本付‘息。
“七、每介回家有扠力其使倌保持常各的工陝,并使使倌哭于可送行防工

的狀況。中國人元板在使倌匡肉居住。
“大沾及其他可能阻稈北京和海洋之同交通的要塞座予拆除。〔速昱然是第

八奈〕°

“九、力保持首都和海洋之同的交通物通,各 國有叔肘將由各回之同林洪

確定的某些地魚其行軍事占領°

“十、
(A) 中國政府泣在兩年期同在所有州丟公布以下內容的皇帝沼

令 :

“永迒禁止參加反村外目的社困,達者哭死°

列拳村罪犯所施加的刑罰以及在所有有外回人被弟害或受到殘蒔待遇的城

市停止一切科拳考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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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此次柔善久有黃任的希腊提出了特別苛刻的要求,其 中包括向意大利政府支付

5,UUU万里拉。
印3在速兩介案件中,受害回在赴理垓事件和要求苛刻的朴佳措施

印2 (象 ) “(B) 犮布皇帝沼令,在 帝國各赴公布,宣布各恙督、巡

抏和各象地方官見均須久黃維持其轄匡內的治安,如再友生反肘外目的功能或

其他任何違反朵的的事件,而不立即制止并愆亦罪犯者,肘上述官長庄立即撤

取,而且水近禁止裡任任何取多或取得任何東啟。
“十一、中回政府將承渃淡判各回汏力有益的肘通商航海柔的的修改,以

及談判有失商╨大系的其他同題,以便促迸商╨夫系。

“十二、中回政府位承渃改革外夯部衙鬥,并按照各因將指出的方式修改

与接待外因代表有美的官廷札供”(M°
。
re,D〡 9eSt,ˇ

。
｜vpp515-516,籍

載于 Ea9｜etUn,前 引#,第 η85-186頁 )°

3怡 犬使舍以決定希腊泣采取如下朴救措施3

“(1) 希腊最高級軍事些局庄向三盟因駐雅典的外交使市道歉,遠些

使市的授杈代表即划界委員舍的成長,

“(2) 在雅典天主教大教堂拳行受害者喪葬的宗教供式,希腊政府的

全体成長參加,

“(3) 在喪葬宗教供式拳行 日的上午8吋 以后,厲 于三盟困海軍的親

只,以意大利海軍親只力先早到迭法勒俺錯地,

“在三回親只在法勒俺錯地拋錯后,希腊親陝將向意大利、英回和法回三

因每目的因旗嗚炮 幻 晌致敬 ;

“拳行宗教伙式吋,希腊親陝以及三盟目的親陝均下半旗,在宗教供式后

盟回親臥立即按同祥的次數嗎炮逐札,

“(4) 在受害人遺体迋扺普雷堆扎吋庄有一陝持有軍旗的希腊軍陝致

軍札,

“(5) 希腊政府承站确保冬早查荻并愆用罪犯 ,

“(6) 由法回、英回、意大利和日本代表組成,以 日本代表力主席的

特別委長合將監督希腊政府送行的初步偵汛和琱查,此項工作必須在 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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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充分利用了它們的軍事、政治和 (或)絰游优勢°印4

125 在受到固豚不法行力技害的人是一介外因公民私人的案件中也曾提出

遊朴僕的要求°1883年 由于一介意大利工人被塞水堆正警察虐待及此后意犬利提

出的抗以,塞 /I.籬 巫外交部長表示道歉,并 向受害回保怔垓久責任的苦察已絰被解

取°印5 
一↑有名的案件涉及 189η 年村 n1介在新奧本良的告蔡局次被謀害后

被監禁的意犬利人施行私刑,其 中三人已被宣告元罪°美國肘此事件表示遺憾,向

意犬利支付 125万里拉,由 意犬利政府分配給受害者家扁°印6 在 19U4年美

“3 (致 ) 9月 29日 以前送行 ;

“由大使套以委派的遠今委員舍將有全杈參加執行以上措施并要求希腊些

局采取初步偵氓、常同被告和琱查的一切必要步驟。
“希腊政府將保江特別委員舍在希腊境肉的安全°它將提供委員舍送行其

工作的一切便利,并支付委員舍的幵支。
“大使舍洪立刻靖阿/iN巴尼正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7) 希腊政府承渃力意大利代表被朵害向意大利政府賠款,賠款患

額將由海牙回豚常淡法院以筒易程序确定⋯⋯
。
’’

EagetUn才卜克9毛 :

“要求希腊政府提存5,UUU万意犬利里拉,作力支付此項賠款的拒保。根

据非确定性的初步根告,犬使舍以不再等待最后投告‘決定作力此項目 〔在追

捕罪犯中的遊失〕的打款,希腊政府垃向意大利政府支付 5,UUU万意大利里

拉的款項’’’
<Ea9｜eto n,前 引串,第 189-188頁 )。

印4 Graefrath悅
:

“在〤和國起火后,肘 中國強估i扶行的朴偕方式是假朴佳之名其行殖民主

〤厜迫和凌辱的典型案例°另一介以強力強制施行的逍分朴佳要求的事例是意

大利在 1923年 泰利尼將軍被謀害●+向 希腊提出的要求”(前 引串,第 85

更)。

315 Prassi ita〡
ianaη st ser｜ es, vU〡 〣, NU1U2U。

316 
同上, 2ndserieS, vUⅡ , No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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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侍教士拉巴里牧庍被素害的案件中,波斯政府支付了三万美元,逐恕兩了村謀弟

事件久黃任的庫本德人°田9 在 19U6年 丹吉本附近法國人被荼害的案件中,法

固政府汏力些地政府首先庄久責任 <其次摩洛哥政府垃久責任),因 力它們告拆丹

吉本地區陷入完全元政府的狀念。法回政府在常查系善事件的情況后提出一次串力

表得朴佳的要求°
卸8 在 19﹁ 2年 ,三名在中目的美回教師遭到一伙中因人的裴

古,其 中一名 (BB希 克斯>被荼害,其他兩名 (AN甜本登和 P霍夫旻)受重

仿。美回裝北京大使要求并汰中回政府荴得五万美元,作力恕田性賠倍金°卻9

﹁922年在美圄商人 C科本特更被中國士兵榮害后,銓美回要求,中 回政府采取了

尸厊的措施。
32U

126 在常查所涉吋期肉,另 外逐有兩介案件似乎也很重要°第一介案件涉

及希腊在 1925年在保加利正境肉的軍事行功°回豚敢盟的行政院在汏定希腊負有

llVhiteman, Dama9es,

K︳ ss, R台 pertUl「 ede,

Ǔ︳  , pp925etseq。

vU〡 〢〡, NU982°

319  G H Hackworth,

DC), Ǔ〡 V, (1943) p925。

Di9eSt Uf ｜nternationa｜  La、︵́,  (Washin9ton,

32U “美回外交官員于 1923年 1月 2日 向中固政府提出強烈抗洪,要求

(1) 因冒犯美目政府和完全元祝在中目的美國公民的根利和人身而道歉 ,

(2) 由督軍向美回領事道歉;(3) 將某些軍官,包括些吋在警工站的少

尉立即解除軍取,肘元端榮害科/IN特 曼的罪犯給予庄有的愆罰:(4) 肘科

/1.特 受的家厲支付賠僕金;(5) 取消村美回商人迋送貨市的禁令,遠本是

桑的所允許的,(6) 承汏有杈因垓禁令所受韻害提出索賠。

‘‘1923年 2月 nn日 ,中 回外交部答复:(1) 蔡哈本督軍將向美回公使道

歉;(2) 中國政府將御底查清此案,并依法愆赴有夫的軍官,以 資警戒 ,

(3) 中固政府出于同情和夫怀將村科/1.特 曼的家厲支付賠款,(4) 中國

政府將允許美國商人將貨市帶出匡外供其白用,(5) 中回政府肘美回商人

由于 垓 禁 令 所 受 的頡 失 不 久 責 任 ” (Whiteman,Damages,vU〡 !,

pp7U2-7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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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以后,決定希腊垃些支付賠佳,數額超逍保加利工所受的物辰韻害的价值,以

便同時賠偕其所受的精神捐害°
田  第二介案件 (日 本和美固之同的潘肉景事

件)是在給予等值賠僕吋兼用所有朴偕形式的一↑例子°在 1937年 12月 14日

夫于在中目的找爭行功中日本人机古沉美回炮親和三艘美回船只的照舍中, 日本村

此事件深表遺憾,提出城擎的道歉,庄允賠僗所有的損失,保怔“這些哭理”玵事件

灸有責任的人,并友出指示以防止今后再友生美似的事件。
”2

129   1945年 至現在的外交其我較近的外交其踐首先包括一些表示道歉

或表示遺憾的案件°
鈕3 

在 1949年 3月 ,一介在哈瓦那度假的美國海軍士兵在

他的同伴的鼓肋下爬上古巴狄立英雄何塞 .咼 蒂的塑象。在古巴政府提出抗快后 ,

美回大使在塑象座前敵上一介花圈,逐宣滾了一介抱歉的方明。
〞4 1961年

在

法回哉斗机在地中海因豚水域上空攻古一架赤取又机 (上面載有勃列日涅夫主席)

后,芽朕提出了抗以,法 國也向赤駁道歉°”5 
在 1961年 在法國裝只水格菜德

大使館外友生示威事件以后,s26 在 n964年美回新同焚在幵多的圂串倌被焚事

《回豚駁盟公擬》,第 7年 ,第二母 (η 926年 2月 ),第 1η 丌起各

9≡Γ°

322      L

H Laute「 pacht,

○ppenheim,  ︳nternationa｜  LaⅥ :́  A 丁reatise,  8th ed ,

ed (LUndU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5), p354,

n ote2°

323

9月 27

示遺憾 ,

etseq)°

324 B｜ ssUnnette,前 引串,

325 “ChrUniqve’’
, RGD〡 P,

3笳  同上,笫 6η U頁
。

第 67和 88頁
。

Ǔ｜ 65 (196η ), pp6U3etseq°

有些案件中蛗然道歉或表示遺憾但回家并不承汏女有責任°例如 1955年

日以色列班机被保加利皿翠用弋机古落的事件,保加利工吋友生的事件表

但否汏它侵犯了空中航行 自由杈。<WhⅡeman,D｜ geSt,ˇ o｜ 8,pp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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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327 

和美因新同爽在卡拉奇的囡串館被焚事件
32B 以后,都 曾道歉或表示遺

憾°在法回患筑芥治 .蓮皮杜 197U年坊同美因期同友生的事件以后,鈕
9 

在

1974年 在鈕的机切友 生搜查黎 巴嫩 忠筑亦菜曼 .弟 朗吉耶的行李 事件 以

后
33°  ,以 及在犬量美似事件

ss1 
中均采取了美似的行功°最后,在 Π98U年

一架古巴〝机缶況一艘巴哈咼船后,古 巴政府除道歉外,逐保怔給予賠佳。
銘2

128 在近來的其成中,向 因旗致敬和派遣賠罪使困遠祥的朴僕形式似乎已

銓消失。相反,各种公告形式,特別是夫于要求道歉和提出道歉的公告,其重要性

和使用的頻繁程度都在增加°1964年越南苧生掩劫了法目駐西長的大使倌,事后

越南政府向些地根紙友布公告,提出道歉,并提以X.l人 身和財戶所受韻害送行估

汁,以便支付賠佳。
333 1967年 在有人企回炸毀南斯拉夫駐午盛頓大使館和垓

回駐鈕釣芝加哥及〡日金山的領事倌后,美 回回夯9即 以向根界友表芹明的方式向南斯

拉夫大使表示美目的歉意。
鉻4 

中國政府力中回駐雅加送望加錫和棉〨的領事館

在 1966年 反村共戶党的劫孔中被洗劫,要求印度尼西皿政府公升道歉。
ss5 在

馬〨巴托扶路站事件中中目外交官和國民受到些地警察的虐待,此后中伴人民共和

國也要求并荻得公升的道歉。
3sU

η29 庄垓強琱指出,在上一段所迷的那一美案件中公升道歉的反晌效果逐

的栓查°

331

332

ㄚ

況

偏

乒

同上,第 69卷

同上,第 7U卷

同上,第 乃 卷

同上,第 79卷

兄 Przetaczn｜ k,

“ChrUnique” ,

同上,第 68卷

同上,第 71卷

同上,第 7U卷

同上,第 9n卷

(1965),第 13U-131烎 °

(1966),第 ﹁65一﹁66頁°

(197n),第 η79丌起各丌,在第 η81兵 °

(1975),第 81U-8┐ 1烎°遠似乎是一次用“嗅犬”送行

前引卡,第 951頁起各頁°

nGD〡 P, vU｜ 84 (η 98U), pp1U98-﹁ U99。

(﹁ 964),第 944頁°

(1967), 多高775頁°

(1966),第 1U13更起各頁°

(η 967),第 1U67-﹁ U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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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逍除拫紙和其他大余媒介以外的方式荻得。送捀放不法行力回哪一級組象机

构表示道歉可以取得更有效的反晌°例如在 1964年謀朵和仿善美回莊京京大使未

遂事件后, 日本首相和外夯大臣向美國大使道歉,肉 夯大臣群取。此外,裕仁天皇

逐派他的私人代表參加政府成長一起提出道歉°
3B’

η3U 在我后外交其我中●l常 要求并荻得的朴倍形式有由不法行力回否汏其

代理人的行功、建立琱查委員舍和愆何無有黃任的介人
。

131 否快
3BB 的一介案例涉及玻利堆皿和美回°在据秝由美國蛙拉巴斯大

使倌的友言人友表的、我于 1959年 3月 美國奈志 ㄍ時代周刊》的方明被汏力是村

玻利堆正的冒犯以后,美 回回夯院立刻改正了速一片明°
‘39

132 有兩介有名的愆罰久責任的令人的案件。第一今案件是與本納多特佔

爵 1948年在巴勒斯坦在執行敢合目的任夯Bl被弟害案。駁合目要求以色列怨用灸

責任的介人、道歉和支付賠僗慶°
“U 

第二介案件涉及在阿根廷垹票被控犯有危

害人美罪的阿道夫 .艾希旻并將其逐往以色列°星然以色列并沒有接受阿根廷政府

的要求,但是放回豚夫系的朴佳央跂角度未看,速种要求的性辰逛是值得注意

的°
341在

有夫爆炸雅典的美 回新同哭 日串倌的案件 中曾要求愆 罰犯罪 的今

33’  同上,第 68卷 (1964),第 936頁。
33B 

放 195U年到 1939年之同有夫否汏的案例兄 B︳ ssUnnette,前 引中,第

1U4頁起各頁°

339 

、
Ⅳhiteman, D〡 gest,

34°  同上, 第 8卷 , 第

(同 上,第 744烎 )°

田  “.”⋯阿根廷政府向以色列提出最明确的抗洪,反肘針肘阿根廷回家基

本扠利之一所犯的行力,阿根廷政府希望以色列全村此行力作出唯一合道的賠

儅,即 將艾希曼在本周肉送逐,而且恁亦犯有侵犯我目領土罪的人貝⋯⋯”

(llVhiteman, D｜ gest, vU｜ 5, p21U)。

vU｜ 5, pp169-﹁ 7U。

742-743頁 °駁合國逐力塞多上校被呆害要求賠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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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田2 在森害在德黑〨的雨介美回軍官案件中,久有罪黃的人被赴決°“3

133 近年來的外交其踐中至少有兩介案件值得一提,即“彩虹勇士”案和“斯

塔克”案。

134 余所周知,彩虹勇士景琀是 ﹁985年在奧克〨港口被法回安全机夫的特

工人貝炸沉的,他們使用假的瑞士妒照送入新西〨,船上的一介荷〨公民被炸死。

新西主要求法目正式道歉,井支付美金 1,UUU万元,遠介款額大犬超述所受的物

辰韻失的价值。法回承汏久有責任,但拒地支付新西〨作力賠款所要求的巨額款

項。此案最后提交朕合因秘串長,他決定法因庄向新西〨正式道歉,并支付 9UU

万美元,另 外,秘中故決定位將兩介法回特工人貝交逐法國,以 后他們的行功位限

制于素島,至少力期三年。
“4

n35 在伊拉克早彈 1989年 古仿斯塔克考肌后,伊拉克忠筑立即耳信姶美囝

患筑,說明早彈的攻古是ㄒ次意外事故,表示他肘美目水兵的死亡“衷心哀悼竹 并

朴充悅“悲痛和遺憾是不姼的’’
。

345

D 作力回豚不法行力后果的朴僕 (和恁罰性賠儅金)

及其同其他賠信形式的美系

ㄇ36 肘于梵著、判例,特別是肘外交共我的分析肯定地表明,在 因隊法中

存在多种形式的*卜 儅作力一种賠借方式。它特別怔其了犬多數掌者的看法,即快力

3φ  同上,第 8卷 ,

343 “ChrUnique” ,

344秘
串長 1986年

第 8n6頁°

RGD｜ P, vU｜ 8U (n996), P257°

7月 6日 的裁定 (∪ NR〡 AA,v°｜×｜×,pp197etSeq)。

另 兄

ǒ〡 91

G ApoⅡ｜S,“ Le r合 g〡ement de 〡’affaire du‘ F● ainboMˊ VVarri or’ , RGD｜ P,

(1989), pp9 etseq。

345 
伊拉克同意力賠儅斯塔克母親死璀的 37介水兵的家厲支付美金 2,73U

万元。至于肘垓軍親及親上的官兵所造成技害的賠佳安, 些吋正在淡剽中(《組的

吋授》,1989年 3月 28日 ,A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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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于受害回所受的精神、政治和法律上的韻害的朴救亦法就是朴倍,它是一种賠僕

的形式,傾 向于具有恁戒性辰,它不同于恢复原狀和金伐賠僗速祥的賠僕性辰的賠

借。些然,賠偕性辰的賠佳同愆戒性炭或恁兩性廣的賠僕形式之同的匡別,特別是

金我賠儅同各种形式的朴僕之同的匡別,并不是地吋的°即使是等值賠僕 (更不用

悅恢复原狀了)速祥的朴救方法,在回家之同夫系以及在介人之同夫系中所起的作

用,也不能忕力純粹是賠伴性的作用。冬管肯定不是恁樹性的作用,但是它的确起

看一种非常一般的阻止或防止做不法行力的作用°然而普遍都承汏,長期以來的外

交其跩也不容且疑地強惆,朴儅最主要的作用是愆戒性的作用而不是賠偕作

用。
“6

346 
前面 (上文第 ㄇU8段 )指出逍,Dominic爸 持相反的視魚,其杰出的梵

文的錯捻如下:“ 方根錯底,朴僕并不是賠儅的一种形式,賠佳才是朴佳的一种形

式”(前 引中,第 121更 >° 速位作者的明确傾向是將各种形式的朴佳吸收到或甚

至溶化到戶〤的賠僗之中,將朴佳速↑木浯仗伋作力賠僗的同又泀未使用強惆說明

了速种傾向,速种傾向犬概是由于肘回家其域 (特 別是外交其跋)的 不同坪价所戶

生。速使他低估了狹〤的回隊朴儅的特定的、狄立的作用。特別拫告貝村同祥的其

錢也許送行了更力御底的分析,遠卸使我們得出相反的鋍梵,肘于速介領域中的法

律編累和逐漸友展,速介佑梵可能都相些重要°特別是放逐漸友展的角度未看,各

种形式的才卜倍似乎最道合于滿足按照避錯的程度琱整違法行力后果的需要,滿足解

決固豚罪行泣有的特殊以至更尸厊后果同題的需要°特別報告員肘外交其跩 (特別

与判例相比)的坪价,除了99L他 村仲裁長村“戶西塔尼正”案的判詞 (兄 上文第 114

段)的理解中得到一些支持以外,逐可放菜烽水常被引近的著作中的下列想法中得

到一些支持ε

“爪以上分析不璀得出速祥的聳捻:在外交其踐一方面同仲裁和司法判司

送男一方面之同必然存在分叉°換言之,規定殕借程度的法律規范有所不同,

速取次于是只有兩介些事回參与逐是有公正而元利害夫系的第三方參与。速介

提法沒有任何令人惊奇之赴。所有的法苧家都知道,程序規則上的基本差昇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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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在朴僕的功能作用与恢复原狀及金我賠佳的功能作用之同送行區分并

不排除特其中兩种或全部三种形式同時結合迋用,以便确保吋物辰強害和精神、政

治、法律敬害的錝合、全面賠儅的可能性。事央上,有人已指出,放判例和外交其

踐來看,朴僕都常常与金我賠僕同時并用°

138 另一方面,朴倍的狼立性也不妨磚它時常被吸引送更戶格的賠伴朴救

方法,甚至与更尸格的賠伴朴救方法相混°例如,在“彩虹勇士”案中,也許就是速

种情況,新西主要求的款額和耿合回秘中米決定位支付的款額都大大超避物辰掘失

的价值 (兄上文第 n34段 )。 其他的例子包括在新奧水良村 1n介 意大利人施行私

刑案 (兄上文第 125段 )和拉巴里案 (同 上)° 速些案例中初看起來舍怀疑究竟是

否涉及尸格意〤的朴儅°然而扑傍的因素逛是同祥可以看到的,或是因力被仿害回

曾韰要求而且荻得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朴儅,或是因力金我賠佳的散額都或多或少超

逍物辰韻失的程度°而且在有些案例中仿害回自己承汏含有某种形式的朴儅°

139 判例和外交央踐清楚地區示 (掌者們也指出),朴僗所采取的形式都是

圄隊夫系中典型的形式,仄某种意又上悅是特有的形式°特別包括以下形式:道

歉,暗示承汏炙有責任并譴黃所友生的事而且力之感到遠憾,愆 亦久有責任的介

人;由 一介回隊政治或法律机构指出垓行力的非法性,保姬不再友生不法行力,支

付一芼与物廣韻失的規模不成比例的款項°最后一种朴儅形式,照特別擬告長看 ,

昱然相些于向被仿害回支付部分苧者使用一介有名的普通法概念所指的“愆同性賠

儂金
”
。

“6 (笨 ) 乎恙是套早致法律的其辰規范上的差昇。照我們看來,忽視了速

介根本的匡別和想把仲裁的規則才大到道用于相肘的兩目的情況,是 些前的苧

悅的主要錯淏,也是在整介速介同題上造成犬部分淏解和模糊不清的地方的根

源°換言之,速些模糊不清之赴的根源是,常常宣林放仲裁判例中正确地或者

不正确地方鈉出來的大于物廣損害的規則是刁慣回豚法的一部分°正确的分界

我不是在肘一因公民所造成的碳害与其他韻害之同送行X分 ,而是在外交其我

和回豚判例之同送行Σ分”(前 引串,第 131-132頁 )。

——!U8——



14U 恁同性賠僕金形式的朴傍或任何其他帶有恁戒性廣的形式的朴佳,根

据其形式或情況,在一定的案件中可能与回家之同平等的原只j不相容°被仿善回利

用局勢村技弱小回家提出逍分或屈辱性要求,元視其尊尸或主杈,所林力朴僕的那

些措施 (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成以前的)就厲于速种情況。其例子包括〤和田起〤

案和泰利尼被謀森案 (兄上文第 ﹁24段 )° 可是逐垃垓朴克提到,在有些案件中,

強大的仿害因曾篷給予受害因肯定厲于愆戒性形式的朴僕°其例子有潘內案 (兄 上

文第 126段 )和彩虹勇士案 (兄 上文第 134段 )。

141 朴伴的愆戒性辰初步看來可能昱得与“固阿社舍”的組成或結构均不相

容,些 代的有些作者事其上也有速祥的看法°他們特別提出以下淹魚:

(a) 愆田或田款不“道合于”人美以外的人,特別是不“道合于”主板國家的尊

尸;而且

(b) 在法律制度范園肉施加恁蜀或捐款要有一介前提奈件,即 存在如同在

回家社舍中那祥具体体現整介社舍的那种机枸,然而在“回隊社舍”中卸沒有速种机

构,如果將來能有的活也不是短期肉的事。

η42 蚤然上逑淹焦并不是沒有什么道理的梵魚,然而照特別報告員看遠并

不构成不接受朴佳作力一种賠儚形式的道些理由°相反,似乎有合适的理由正面強

琱朴倍的作用°

143 首先,正是因力在“回防社套”中不存在能姼行使追泝、常判和恁蜀刑

事犯罪速祥一些“杈威”取能的机构,所以更加有必要采取一些能修在哪怕是很小程

度上你朴缺乏送种机构的空白的朴救方法。如果將任何回豚達法行力 (且不淡因豚

罪行)的后果伙伋限于恢复原狀和金我賠儅,就等于忽視吋于被仿害回所受的不厲

于任何物辰損害
“’ 或除任何物辰韻害以外的精神、政治上或法律上的韻善提供

某种——防范功能或恁用功能——特定朴救方法的必要性°忽視速种功能反避來又

套鼓肋各目,特別是最富的回家,不道些地而且危陸地汏力它們村其他回家造成的

34’ 遠里指的是受害回所受的物廣板善,包括受害回回民所受的 (加給他們

的)任何財戶、人身和 (或 )精神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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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韻害只要支付金我賠伴就可以名易地予以你扑°必須得出以下錯梵,象各种形

式的朴僕遠祥的恁戒性或相肘悅來具有恁戒性、愆琱性的賠儅形式与“目隊社舍”缺

乏机构体制并沒有任何不相容之赴,遠祥的賠僕形式有助于減少因力不存在道些的

机构所出現的空白°上文
B.8 

所引的赫希 .旁特派特爵士文章中的那段活的基本

思想蚤然不相同但肯定与本劈捻是相似的°

﹁44 朴儅的怨兩性或怨戒性与有失回家的主叔平等的原則并元矛盾°受害

因所要求的朴僕,元淹是哪一种形式,根据所分析的丰富其跩所表明的,都放來不

是由受害日本身針肘仿害回直接采取的任何行功或措施.些然,在較后險段,也許

套有通道受害目的直接行力村仿善回施加制裁的同題,我們想到的昱然是拫复°送

指的是速祥一介險段,由 于所提出的賠信和 (或)朴儅的要求沒有戶生效果,局 勢

將由不法行力的其辰性或直接后果特到另一种后果,即 受害回肘于仿害回不履行其

作出賠倍的所渭“次級”〤秀作出反位°在送到孩更重要、美鍵險段以前,朴佳并不

涉及任何速美直接措施°蛗然朴佳的要求通常是由受害回提出 (除非幸好仿害回在

遠之前巳銍主功提出),但是要給予的朴佳印在于仿害固本身采取的行功°所以不

必拒心朴儂舍戶生一回肘另一因文行制裁的概念,仄而尸重侵犯仿害目的主杈平

等。
349 

因力所能淡的制裁肯定只是相村意又上的制裁,所 以速并不是施加于仿

害目的制裁的同題,而是一介嫫罪同題 ,“本身施加的”制裁同題,目 的是要以仿害

日本身的行力消除被仿害因所受的精神、政治上和 (或 )法律上的板善°在遠方

面,著名法苧家莫列里的一段活是很有店友意又的:朴儅与兩款有某些美似之赴°

罰款也能起到朴儅的作用°此外,朴撲如同研款一祥,也有一种恁治的性辰,因 力

它遠祥做的目的是社有罪方遭受痛苦。
二者之同的匡別是,弱款是另一主体施加的

痛苦,而在朴倍情況下施加的苦痛是有罪方本身的某种行力形式,如 同其他賠儅形

348 兄上文腳注 264°

“9 如果忽視因豚不法行力的直接 (或 央辰性)后果和同接 (或手段性)后

果之同速介特別報告長汏力必不可少的匡別,些 然就必然舍將遠兩介險段混淆起

來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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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祥,速介行力构成垓主体的〤夯的內容。
∞°

165 呈然肘朴僕可能提出的以上面介理由似乎都不能成立,相反,正如上

面指出的,卸有合道的理由汏力遠种朴救方法在回家同美系中起了秋板的作用°除

了以上討梵中所提出的理由外,必須強琱正是因力采取各种形式的朴僕 (它 与先賠

撲性朴救方法有廣的匡別)中 的一种或多种形式,才能使仿害回不法行力的后果道

庄于不法行力的尸重程度°特別報告員特別指戶〤的避錯的程度,也就是指“故意”

与‘‘逍失”的各种可及想的細微匡別,即使是回隊不法行力,在某些同題上半竟也需

要考慮到速种Σ別的。确其,冬管特別根告員知道因隊法委員舍已絰正确地或錯淏

地述定不提到述錯作力回豚責任的奈件,但他很堆相信任何程度的遊錯在确定回豚

不法行力的后果吋,按照現行法或似以法,都不能汏力具有一定的相美意〤。在引

言中我們悅逍,夫 于遊錯的影晌同題將在第五章中甘梵。在那里將舍指出,特別是

在提出朴僕的要求而荻得效果的情況下,逆錯的影晌同題具有相夫的意〤 (兄下文

第 183段起各段 )° 也可能正是在送种情況下,也就是特別尸重的達法行力 (暫 吋

先不淡罪行)情況下,仿害目拒絕提供充分的朴佳套使受害固有正些理由采取更加

尸厊的措施°

146 只要上迷錯捻能得到接受,照 特別報告長看,回家責任奈款草案的第

二部分就庄垓有將朴儅作力一种車狌的、特定的賠傍形式的規定°他砍其相信,速

祥的規定村于回家責任法的尸格編纂和逐漸友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因 此將在第六章

提出遠祥一朵規定°

﹁49 另一方面,大 于朴佳的正面規范逐泣附有夫于仿害回庄在什么界限范

園肉滿足一种或多种可能形式的朴儅要求的悅明。上面已指出,夫 于*卜 佳的外交其

或表明,受害回或所涓的受害回方面濫用朴僗的事例是不很少的。強回時常沒法村

弱小回家強加逍分的或屈辱性的朴儅形式°大于反肘遠种濫用的明文規定將是一奈

正面規則的必不可少的朴充。

35U MUre〡 ｜i,前 引串,第 358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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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的保怔

﹁48 肘寀踐和梵著的研究表明,回 豚不法行力的后果也包括不再友生垓不

法行力的保怔°但是肘速介朴救方法一般都沒有撰在中心的地位,而且是在甘淹其

他后果特別是朴佳的村梵。
ssπ  在其他賠偕形式中,包括“愆蜀性賠倍金”和金我

Bs1 
例如 Biss° nnette就 汏力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的保怔

“...⋯也不同于恢复原狀,因力它元意恢复被不法行力破坏的狀況。

“另外,且 然夫于未來保怔的要求不同于恁罰犯罪者的要求,因 力它不合

有任何愆兩的因素,但二者有些接近,因 力它謀求防止重复不法行力°力此 ,

必須將它看成是朴倍的一种形式”(前 引串,第 12π 丌)°

Graefrath指 出:

“重申被違反的叉多,以保障被破坏的杈利不致受到新的侵犯,速是正式道

歉,追泝和愆赴犯罪人或制汀相位的法律或行政措施以防止今后再友生速种違反行

力的真正意〤°回家表明它与違反行力元夫,或者是因力垓行力是元意的,或者是

因力回家元梵如何將來都套注意防止重复遠种違反行力°它中明保怔將來要遵守叉

夯。放速介意〤上悅,思一切亦法朴信是有央豚重要性的°.⋯ ..

“凡是裡心違反行力將盤象下去或重新友生的情況,特別是在違反的又夯

是因強制法規范所戶生的又夯吋,要求朴傍的目的就是要采取防止不法行力的

盤玟或重复,防止今后友生速种扰舌L因 豚和平合作的行力的措施。
⋯⋯”

照 BrUwn〡｜e看來,朴儅的‘‘日杯”有三介,往往是同9I兼有遠些目杯。速就是

“.”⋯以向固旗致敬或支付一芼賠款的方式表示道歉或其他汏錯的表示 ,

恁而有夫的人,以及采取措施防止重新戶生韻害”(前 引串,第 2U8更 )° 另

兄 Przetacznik, LUcc｜ t, pp966-969: 和 FVGarciaAmadUr’ Pri ncip︳ Us

dederecho internaciUna｜  que ri9en ｜a respUnsabi｜ idad: AnaiSis cr︳ tico de

｜acUncepc︳ on tradiciona｜  (Madr〡 d, η963), pp449-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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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僗也有防止重犯的保江°例如佩本松納斯就汏力賠佳中有速祥一种預防作

用,ss2 加西正 .阿馬多則強琱“愆刊性賠僕金”有速祥的預防作用°ss3

149 蛋然大部分作者汏力不再友生的保怔是朴僗的一种形式,但不可否忕

送种保怔中有一些往往沒有得到足銘澄清的方面,遠些方面使速种保近有別于朴僕

的其他形式。首先遠种保怔并不是任何不法行力都有的后果。它只是在不法行力有

較多可能重新友生9f才表現出來。些然所有的措施,不梵是恁治性或賠佳性措施,

其本身肘防止不法行力的重犯确其或多或少都能起直接的有益作用。例如,毫元疑

河

“⋯⋯一今回家防止重复村其回民的不法行力,放而保伊其回民的最好方

式就是要求在其領土 內犯下垓不法行力的回家的司法机夫恁 蜀犯罪

A354   
”

。

要求保怔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表明,受害回正在尋求放仿害固那里得到不同于筒革

的賠佳,在筒單的賠佳以外的什么京西,恢复原有的狀況已絰被汏力是不移的了。

例如,在 1965年 2月 肘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倌示威事件后 (在 1964年 11月 示威

事件后不到三介月),美 目恙筑方明悅‘

⋯⋯美因座些堡持使其外交机构和外交人見得到回除法和慣例所要求的保

伊,速种保伊是回家之同外交夫系的幵展所必需的°道歉和賠佳都不能代替充

352  PersUnnaz1兌
:

“.”⋯金我賠偕可起到促使因家在今后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重新友生速种

情況的效果。
⋯⋯元淹是否是賠倍性賠款,它 的暗含的意團均可能包括速祥的

思想,即速种新款可以使違法的政府改避其司法,向 索婄因保怔今后將舍避免

村其回民作出速种違反行力或不公正行力”(前 引串,第 325更 )。

3s3 Garc︳aAmador,文 件 A/CN4/134和 Add┐ ,第 145段。
3M Bissonnette,前

引串,第 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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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保伊吒
3ss

換言之,受害回要求保江不重复垓不法行力是因力它感党伙伙是恢复正常的原來的

狀況逐不能使它得到令人滿意的保伊°

15°  有夫保怔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所引起的主要同題是:(a) 仿害因提

供送种保怔的〤夯的根源,(b) 是否必須有被仿害目的明确要求的同題9(c)

要提供的特定保怔的逸擇杈屆于仿害回或被仿害目的同題;(d) 仿害目可否拒

地提供特定的保怔鬥題。肘逍去法典編集努力的研究可提供一些有意又的指示。

15﹁  L斯蒂索本在 1927年目隊法研究院洛桑舍以的簿各舍以上提出的夫于

各回庄村在其領土上吋外回人的人身与財戶造成的損害承拒的回豚責任公的草案第

13柔如下:

第 n3奈

因村外回人造成韻害所引起的回家責任包括⋯⋯村子其因民人身受到板善

的回家給予朴借,其形式是比較邦重的道歉,在道些情況下,肘犯罪人給予愆

戒性或其他性辰的愆用,以 及美于不再友生垓損害行力的必要保怔措

施°
356

另外,加西皿 .阿 馬多在第六次技告中提出的美于各回庄肘在其領土上肘外國人的

人身和財戶造成的韻害承拒的回豚責任的修汀草案在第 27秦 (其杯題很有意〤 ,

力“防止重复韻害性行力的保怔”)第 2款 中規定如下:

2 ⋯⋯回籍因位有叔,在不影晌因外固人所受的韻害位得的賠偕的奈件

355 特載于 ﹁LM,ˇ U｜,Ⅳ (η 965),p698° 在 ﹁89U-1895期 同意大利目

民在美回遭受私刑以后,意大利政府也汏力美目政府支付賠款逐是不雜的,井要求

修改美目的法律,以避免重新友生速失事件°

3’6 
兄上文腳注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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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求被告目采取必要步驟,防止重新友生自黃于垓目的同美事件’’°s’

前特別報告貝里普哈根賦予夫于不重犯的保近的作用似乎逐是有所不同°他在第二

次報告中提出的回家責任奈款草案第二部分第 4奈在第 3款 中規定如下:

3.在本來第2款所迷情況下,回家逐庄向受害回以道歉以及大于不再犬

生垓違反行力的道些保怔的形式提供朴儅°3sB 
里普哈根先生在第六次擬告

中提出的目泉責任奈款草案第二部分第 6荼似乎送一步強淍了遠項規定,垓

奈規定如下ε

1 受害目可要求犯下回杯不法行力的國家

(d) 提供夫于不再重复垓行力的道些保江。
a59

后一种措詞根本沒有提到朴儅,似乎肘美于不重犯的保江指定了一种比較狙特的作

用°可是“道些的保怔”的說法卸引起了犬量的討梵。由于肘速今說法沒有給予任何

說明,它一直被看成是引起受害回方面的濫用的可能原因°sG°

152 因此,避去的法典編纂草案似乎表明‘

(a) 有一种傾向使垓保怔在与其他朴救方法包括朴救本身在內的夫系上爽

于一种狴立的地位,

(b) 按照尚待确定的奈件,仿 害固有〤夯在受害因要求.+提供不重犯的保

3’ 第 27秦第 n款全文如下:

‘‘η 即使在构成加重爽兩情市的事失,即作力或不作力的后果超出村外

國人造成損害的情況下,賠佳也不垃采取舍冒犯被告回東眷和尊尸的一种‘
朴

僕
’形式”(文件 A/CN4/134和 Addn)。

358 
《198ㄇ 年⋯⋯年鈭》,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U-η U1更 ,文件

A/CN4/342和 Add1-4,第 164段。
359 

《1985年 ⋯ ⋯ 年 鈭》,第 二 卷 (第 一 部分 ),第 8更 ,文 件

A/CN4/389。
36U 

特別兄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在回隊法委員套第三十七屆套以上的友

言,《η985年⋯⋯年盤》,第一卷,第 ﹁UU頁 ,第 η892次舍以,第 3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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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正 ,

(c) 夫于保怔的送捀杈,原則上扁于受害回9

(d) 夫于提供的保怔的种美或逸捀保江的限制范園都沒有什么指示。

153 回家的央跩怔其了放研究上述法典編集草案中得出的錧淹,不遊回家

其域似乎更炙染、更具有如礉的差別。特別是在被仿害回要求保江不再友生垓不法

行力的扠利仄未受到怀疑的情況下,似乎必須作出結梵悅速种保怔一般被汏力是回

豚不法行力的后果之一°同一共域表明,只 要受害回提出要求,仿害回即必須履行

相位的〤夯°

154 夫于可以要求哪一美的保怔同題,回 隊其我并不一致°在大部分情況

下受害固要求:

(a) 保怔不再友生速种不法行力,而不加任何具体的說明,或者

(b) 在不法行力影晌其回民時,确保改善肘其回民人身和財戶的保#°

155 情況 (a)的 例子有:η 9U4年耿合王回与俄回之同的多格/f× 銀行事

件,敢合王回除其他事項外逐要求“保怔不再友生速祥的不能容忍的事件竹
3“

η98U年夫于“西班牙武裝巡遻艇在古巴京海岸以外公海嗨栓和搜查美因商船”的四

今案件,在速些事件友生后,美 回宣林它期望放西班牙得到“大于遠些事件的迅速

的道歉及不再友生速些事件的明五保怔”;362 中回和印度尼西皿之同在中目駐

雅加送恙領事倌被裴古后的換文,中 目外交部副部次除其他措施外要求“保怔今后

不再友生美似的事件’’,3°
3 n969年 2月 η8日 四名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致成員

在赤黎世裴古以色列民用

、

机案件,在此案件友生之后,瑞士政府向的旦、敘利正

和黎巴嫩提交正式照舍進黃速次襲古,并教促三回政府采取步驟“防止任何新的侵

犯瑞士領土事件”°
BU4

361  Martens, NUuveau Recuei, 2ndser｜ es, vU!×××∥｜, p642°

MUore, digestvo｜ ∥, pp9U3and9U7°

“Chr。 nique” , F● GD〡 P, v。｜7U (η 966), p1U13。

RA「 a︳ k,“ ┬he Beirvt raid and the 〡nternatiUna〡  ︳a、︿́ 
。
f 
「
eta｜ iatiUn” ,

多
畤畤
度
畤畤
�翐

AJ｜ L, vU｜ 63 (1969), p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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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56 情況 <b)的 例子有:美 固和西班牙美于美國侍教士的換文,特別是

1886吽 的多恩案,在此集中,在菲律真的美回侍教士 E┬ 多恩先生因抗以西班牙

些局沒收厲于教舍的某些土地而被逮捕并被放逐到馬尼拉,在美因政府提出抗洪

后,“西班牙政府冬力以以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你朴它所造成的報害,即將多恩先生

送回其工作場所,重 申其夫于保伊侍教士及其財戶的保近’’,3°6 夫于 ┐894年一

名美國公民在尼加拉瓜被謀弟的威/IN避案,在垓集中美國除其他項目外要求“尼加

拉瓜政府⋯⋯采取能使人毫不怀疑其保伊在保留地居住的美目公民生命和利益,以

及恁治村他●li所犯罪行的意囿和能力的措施竹 3°6 
大于前南斯拉夫抵抗部陝上

尉拉索 .弟拉卡里奇 1961年 11月 2日 在慕尼黑被逮捕的弟拉卡里奇案,弟拉卡

里奇的罪名是在 1941年南斯拉夫被占領吋“卑劣地未害了德回士兵”,耿邦德目的

司法部長在于 11月 8日 向技界友表的戶明中除其他以外宣秝:逮捕南斯拉夫回民

拉索 .弟拉卡里奇是一介孤立的、值得遺憾的案件,主管些局已經采取道些措施保

怔不再友生速种案件”,3田  美因和亦朕之同在方敢些局 (1964年 9月 29日 )

侵犯美回武官的人身豁免和將其驅逐 (η 964年 12月 ┐4日 )后 的換文,美 國要求

赤翐政府正式保怔不再友生新的侵犯外交豁免的事件,3U8 在中回和駁合王固之

同的事件,在英回駐上海領事館 η967年 5月 16日 遭到裴苦后,英 回政府要求保

怔其外交官及其他在中目的英國回民的安全。
㏄9

﹁57 在上迷兩种情況中,仿 害回似乎都赴于灸有美于錯果的〤夯的地位。

面肘受害因夫于保怔的要求,逃捀最道些的措施以其班防止重友不法行力的目的的

叔利似乎是厲于仿害回。

158 在其他案件中 (一 般悅來都不是較近時期的案件),受害回要求仿害回

采取特定的措施或被汏力可防止再友生不法行力的行力方式。在速种情況下,仿害

MUU「 e, D｜ geSt, vo｜ V, pp345-346。

同上,第 745-746烎°

“Chronique” , FiGD〡 P, ǒ!66 (1962), pp376-377。

同上,第 69(η 965)卷 ,

同上,第 ﹁ (他 67)卷 ,

第 156-157頁
。

多高┐U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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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似乎是久有一种行力的又夯。這里似乎有三种可能的情況:

(a) 在一美案件中,要求保怔采取的形式是要求仿善回正式保江它今后將

尊重被仿善目的特定的杈利或它將承扒存在一种有利于被仿害目的特定的狀況。速

美案件的例子有:﹁ 893年法回和逞多之同的爭端,法回要求邊多正式承汏法回肘

湄公河左岸的領土主張1卻。 ﹁9U﹁ 年奧托曼郎局案,在垓案中西方回家要求土

耳其村 ﹁9Uㄇ 年 5月 5日 侵犯郎卒事件支付賠佳和道歉,并正式和元奈件地承汏

些吋淡在君士坦丁堡和奧托曼帝回許多城市的外回郎局,土耳其村 5月 5日 事件

道歉,逐正式保怔今后英回、奧地利和法目的郎局可在土耳其 自由升展╨

夯’’,3﹁  19U7年 的孔斯蒂四西翁案,372 在垓案中馬拉主要求阿根廷政府譴

黃休害坎事件并方明元意冒犯京岸共和目的尊尸,也元意元祝末岸共和國作力毗郃

接壞回家肘于拉普拉塔河的管轄枚竹 3’s “正美尼正”案 (1894年一艘法國部船

被土耳其些局非法扣汪),在垓案中壢法因抗洪后土耳其村郎船所有者帕凱公司賠

款 18,U°
。
法郎,而且保怔今后將更好地尊重保障在京方的法國人人身和住所不

可侵犯的朵的的朵款”°
3〃

(b) 在另一些案件中受害回要求仿害固向其人員友出特定的指示,其例子

有B駁盟案 <﹁ 895年一艘美回郎船在古巴海岸遭到一艘西班牙炮艇的裴古),美

回在垓案中方林它“期望西班牙方面迅速否汏垓未銓授杈的行力并正式表示道歉,

它必須里持要求立即向西班牙海軍指揮官友出肯定的命令,不要干涉通道孩海峽避

行的美國的正些與易,而且禁止一切肆元忌悼地危及在美回目旗合法保伊下的生命

3’°  Martens, NUuveau Recuei｜ 2ndser｜ es, °̌｜×X, pp16Uetseq°

3’n  “ChrUnique” , RGD〡 P, v。 ｜8 (19Uη ), pp777, in particu〡 ar pp988

和 792°

a’2 
一艘在馬拉圭河上阿根廷馬丁 .加西正島肘面失事的馬拉圭幹船得到另

一艘馬拉圭幹船休害坎的援助。馬丁 .加西正些局隨即捕荻了休害坎乾并因禁了遠

兩艘船上的船員。 .
s’3 同±,“ Chro n｜ que’’, RGD︳ P, v。〡┐5(19U8), p3η 8c

3’4 
同上,第 2(1895)卷 ,第 623-6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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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財戶的行力竹
3’5赫

佐格和本德斯拉特案,遠是兩艘德回船只,在布本找爭中于

1899年 12月 和 19UU年 1月 被英國海軍捕荴°德回在垓案中提清英國注意“有必

要向英回海軍指揮官友出指示,禁止干扰并不赴在找匡附近的德回商船竹 3’6夫
于

1896年西班牙罕陝掠香一名美國公民財戶的芥瓦案,美 國在垓案中指出,“因此 ,

根括所途的情況似乎要求進行仞底的琱查,尸厊恁爽達法者,向 受害方支付賠倍 ,

以及友出尸格的指示,防止再次友生速种窗盜掠香行力”.a,,

(c) 第三美情兄是受害回要求仿善回采取一定的行力念度,遠种行力念度

被汏力特合阻止戶生允許不法行力友生的奈件°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有:上途〤和國

案件,些 吋要求中回采取的若干措施其明昱意因是防止今后再友生同美事件的特定

目的 (上文第 124段 );1868年 ,在 日本天皇政府的命令下,在 日本沙幵朵善 ﹁1

名水手、仿 5人 的案件,此事是土佐大名的部下干的,他 的軍陝些吋占領看垓

填°些吋法回要求犬名的部陝不得再銓迂或駐扎在村外國人升放的港口
。

a,8在
特

Moore,

A刀 artens,

Di9est, vo｜ Ⅱ,
pp9U8-9U9°

2ndser〡 es, vU｜ X×︳×, pp456etseq, at426。NUuveaurecuei,

∼ηoore, Di9est, vo〡 ˇ〡, p91U。

VVhiteman, Dama9esvU｜ ｜, pp722-723°  另 兄 A「chivesd｜ p︳ om-

atiques, 1869 (Paris), 9thyear, ǒ｜ 2 (Apri〡 一June1869), pp6Uη  etseq。

由于在墨西哥狂立初期,在垓目的法國公民受到尸重歧視,又 由于墨西哥政府元祝

法國的抗以,法 回也要求得到特定保怔。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荼件,其 中除其他

事項外要求:

66......

“(2) 墨西哥政府作出保怔不肘定期准吋儅付墨西哥政府所欠法回公

民的公汏債款制造困堆 ,

66......

“(4> 墨西哥政府在互惠奈件下作出明磽庄尸的保怔 ;

66......

“(b) 在任何情況下均不肘法因公民征收用于任何目的、任何种美的

一 l19一



雷/lk 冶煉ㄏ集中,仲裁庭也指出防止再友生不法行力的特定保怔°在裁決﹁935年

美利里合尒回与加李大之同的公的
舒9第三奈所載第 3↑ 同題 (即 (3)根据玵上

一介同題的答复,如果需要的活特雷本冶煉ㄏ位些采取或保持什么措施或制度?)

吋,仲裁庭特別提到可以“防止今后在美回出現五著的姻熏現象”的一系列措施 (先

是嗨吋性措施以后是确定的措施)。
3BU

159 在有些切合,夫 于保怔的要求很尸格,甚至包括要求仿害回通逍或庾

除特定的立法朵款°其例子有:前途又和困案;sBnη 838年英回和波斯之同的函件

往來,英國在函件中提出保伊英回回民的要求,它 要求力此友布一道敕令,sB2早

致英因以舍通道 ﹁7U9年 4月 21日 的外交特杈 (安妮法)的 馬西奧夫案件,BB3法

回和比利時之同由于一介在比利吋避堆的法國公民刺朵拿破伶三世皇帝未遂而引起

3’8 (妓 ) 找爭捐稅或〤夯公債。
66......99

(LapradeⅡ e-PU｜ it｜ S, vU︳ ︳, pp545etseq, atp547)。

3’9 
回狋敢盟,《奈的集》,第一百六十二卷,第 75更°

38°  ∪NB｜ AA, V。｜Ⅱ〡, pp1934etSeq。

田 兄 ┐9UU年 12月 22日 向中國政府提出的耿合照舍中的第十項奈件 (上

文腳注 312)。

382 B「 SP, η838— 1839, v。︳××̌ ∥, p93。

3B3 JDumaS, “Laresponsab∥｜道deSEtats。 raisUndesc而meSetd刮 itscUmm治 SVr︳ eVr

terrid皊 aup向ud沁ed’ 加ange〞;日ecue)ldescUuJS.⋯ ..,19Sn┤ ﹄v刮 SU,叔迷如下:

‘‘..⋯ .速祥,在安妮女工在位期泀,代表俄回派駐俺敦宮廷的馬西奧夫大使的

債扠人就能在大街上將其逮捕,因力英因法并未規定外回人可以免于債努盟禁°孩

大使在受到粗暴肘待后被交給一介司法官吏看管°冬管英回政府向大使表示歉意,

肘侵犯他的人送行了追沂,垓大使逐是在盛怒下萬弄了英回,既未送交召回他的因

中,也不愿接受女王所送的嗨別札品°些●1都汏力逮捕他的人所犯的錯淏是由于法

律本身的漏洞所戶生的后果,因此在 17U7年洪舍通道一介法律, 目的是要完各現

行的立法,并防止再度友生侵犯外國大使人身的行力⋯⋯”(第 η8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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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盤于比利吋汏力垓公民所犯罪行厲于根据比利時法律不可引渡的政治罪

行,所以引渡垓人的要求遭到拒絕。力了今后避免友生遠美事件,英 國以舍通避了

1856年 3月 22日 的法律,sB4 ﹁886年美國和墨西哥之同由于一介美國回民因

在美國友表一篇被墨西哥忕力排滂性文章而被起沂和判別引起的次廷案。盤于速种

起拆是符合些吋生效的墨西哥法律的,美 因力了防止再度友生速种事件,要求修改

墨西哥刑法典中的有失奈款,垓奈隨后得到修改,sB5 19U┐ 年意大利回民在密

西西比州歐文遭受私別案,意大利在垓集中要求美回修改不承汏朕邦法院村某些案

件的管轄板的法律,垓法律其豚上阻止怒赴肘外國人犯罪的人,BB6 “皿拉巴西”

案,在垓案中美目的抗以早致英國用 187U年 8月 9日 的法修改了 18η 9年法,垓法

將在其領土上建造供交哉者使用的船只定力法定罪行,允忤扣押任何可疑的船只,而

且規定違反英因中立地位的船只庄將其帶送英因港口的捕荻物送逐’’
。

387

16U 如果是要求度除法律,大 于保怔的要求就被吸收到賠儅 (恢复原狀)

的要求中了,因此,賠僕就有了送一步的作用,即保伊被仿害目以免遭受今后可能

友生的同美不法行力。如果是要求友布法律,照 某些作者看來,sB8 遠介要求基

本上具有預防的作用,速是保怔不再友生不法行力的典型作用°

16ㄇ  可是必顟指出,在較近的其跂中沒有明确要求修改法律或友布法律的案

例°不逍回豚机构卸提出逍相似的要求。例如特殶的回隊机构常常要求吋侵犯人杈炙

有黃任的回家修改其立法,以 防止再度友生侵犯人杈事件。速种要求包括人杈事夯委

384 
根据速一法律,謀系或意日謀荼外回政府首肺或他的家庭成長不被視力

政治罪 (同 上,第 189更 )。

385 
判例所依括的墨西哥刑法典的第 186奈規定,肘于外因人在外回針村墨

西哥公民的犯罪送行追沂和惡田 (同 上,第 η89┤ 9U頁 )。

386  Moore, Digest, vo｜
V︳ , pp848-849°

BB’ NPU｜Ⅱ心,Lajustceintematlona〡 e(Parls,1924),p4η °美回在速一仲裁

中的方明特別有意〤:“ ...:..交 我國有叔⋯⋯要求增加法律賦予中立目的叔力,如果

速些杈力被汏力不足以 〔确保履行其中立的〤夯〕的活”(MoU「 e,vo︳ ｜,p578)°
3BB 兄 B︳ sson nette,前 引串,第 124-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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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舍在其大于今人控拆案件的裁決中所提的要求°例如,在托雷斯 .拉米雷斯案中,

人杈事夯委員舍在查明馬拉圭的法律不符合公民杈利和政治枳利回隊公的后悅,

因此,委員舍汏力些事因有火夯因侵犯受害人人杈行力向受害人提供有效朴

救方法,包括賠僕,并采取步驟,确保今后不再友生英似的侵叔行力°3Bg

η62 一介困雅的同題是仿害因可否合理地拒地作出大于不再友生不法行力

的保怔,以及在什么情況下可以合理地拒地作出保怔°例如仿害固可否援引“目肉

法上的法律陣得”作力理由和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援引遠介理由似乎都是有疑同的.

些然,放 因豚法的現魚未看,以上陣磚是厲于“事其上的障磚”,而不是“尸格的法

律障磚”°
sgo 可是,意大利歐文案件 (兄上文第 159段 )中 的要求主強和美回

在“皿拉巴西”案391 
中得到其現的要求主張在遠方面是具有重要意又的°一介相

似的同題是,仿害目可否合法地拒絕提供据林久拒逍重性辰的保怔。在討淹朴借吋

曾絰悅逍,速种朴救方法的形式位与不法行力的尸重程度相林。且然在國家其或中

沒有明确地遠么說,但 同祥的原則似乎也位垓道用于夫于不再友生的保姬°

163 肘掌悅和其我的分析似乎可以怔其以下錯梵: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的

保正是一种朴倍的形式,起看比較狙特的、狌立的朴救作用。所以草案第二部分中

涉及朴借的那一奈似庄明文提到夫于不再友生不法行力的保怔和袒保。速介朴救方

法並然要遵守道用于任何朴撐形式的限制奈款。

sB9 ﹁98U年 7月 23日 的裁決,第 19段 (《大舍正式記最,第三十五屆舍

以,朴編第 4U咢》(A/35/4U),p126);其他例子包括朗薜案,198U年 4月

3日 的裁決,(同 上,第 1nU更 >德米特 .巴 巴托案
。

η982年 ﹁U月 2η 日的裁決

(同 上,《第三十八屆舍以,朴鏞第 4U咢》(A/38/4U),第 1337更°因力吋同

不移,不可能村人板事夯委員舍的其踐送行全面的分析,也未能肘歐洲人叔委長舍

和人扠法院的判例送行研究U

∞° 兄特別報告長的初步報告,文件 A/CN4/416和 Add1(上文腳注

1),第 98段末尾。
sg1 

兄上文胸注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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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賠佳的形式及程度与逍錯的影晌:初步看法

A 引言

164 回豚法委長舍在草似夫于回家責任的奈款草案第二部分的逍程中將

舍面嗨的一介同題即逍錯作力确定賠僕的性廣和數量以及賠偕的任何形式的一

介因素的同趣°特別根告貝指的些然是最戶又上的逍錯,其 中包括故意或各种

不同程度的避失 (尸重逍失、楚微逍失、最駤避失 )° 迄今力止,委 員舍似乎一

直撇升明文規定避錯鬥題,速介情況并未使速一同題的解決交得容易一些。在

一滾通道的夫于回豚不法行力的定又的奈款草案中
sg2 以及在前任特別披告見

里普哈根先生提出,絰委員舍在第三十七屆舍以上討淹并送交起草委員舍的第二部

分奈款草案中,Bg3 都沒有明文提及逍錯°些然,速里似乎有一↑例外,就是在

第一部分第 31奈草案中曾默示提及逍錯,根据垓奈,如果一介回家能姼成功地怔

明它并沒有逍錯,就 不能汏定它有不法行力或責任。
394 在阿戈的報告和提洪

《η98U年⋯⋯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U更起各烎°

㏎985年 ...⋯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2頁 ,第 117┤ 63段°

“第 3┐ 奈 不可抗力和偶然事件

n 如果回家的行力是由于不可抗力或未預兄到的、它元法控制的外在事

件,致使回家的行力其隊上不可能符合其回豚〤夯,或使回家其狋上不可能知

道其行力不符合以上〤夯,即不能汏力垓回家不符合以上〤夯的行力是不法行

力°

2 如果垓回家參与促使垓其隊上不可能狀況的戶生,第﹁款即不位道

用°”

大于垓奈的坪注兄 《1999年⋯⋯年鑒》,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22更 起各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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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395以 及在一些政府的坪淹

396中也提到避遊錯。委,Fl套 的委員們在甘淹其他青趣

吋偶本也提到避錯°些然近位垓加上里普哈根先生在第七次拫告中提到逍錯河題的

地方° g,

η65 且然上引怦捻似乎汏力委員舍在第一部分中“排除”逍借,不 以它力因

豚不法行力的构成要素,但特別擬告長傾向于汏力其豚情況并非如此°按照我們的

理解,特別是盤于第 31奈及其怦注的存在,ag8委 長舍看來遜是汏力逍錯是不法

性和黃任必不可少的朵件°

395 
其隊上在委員舍的文件中,唯 一明确提到“逍借”而且進行洋幼討梵的文

件是秘串赴編軍的題力“不可抗力和偶然事件作力排除不法性的情況;回 家其我、

司法判例和掌悅概克”的研究報告 (文件 A/CN4/3η 5,ㄍ 1978年⋯⋯年盤》,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61頁 )。 在垓文件中,夫 于“苧悅”的第三章笫 η市 (a)項

寺ㄇ討〃 肘鬥題的初步考慮‘‘避錯梵’和‘客現梵’’’(第 489-511段 )°

396 
清特別參園奧地利肘青鬥討梵“遊錯”鬥題的奈款草案的第一部分第一、

二、三章所作的一般坪淹 (垓部分兄文件 A/CN4/328和 附件 1-4,ㄍ 1978年

⋯⋯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88頁。坪梵村特別報告員或目隊法委員舍夫

于排除道錯不作任何解釋,以及在排除逍錯的做法与 (阿 戈拒任主席的)“ 回家責任

小姐委員套”提出的前提之同的鮮明肘照表示“惊奇”°垓小組委員舍在討淹“在村机

枸的行力提出控沂情況下,机构方面是否必須要有道錯”吋提到逍錯是不法行力的

“主現要素’’°客現責任和有美戶〤避錯的黃任°逍錯的程度同題(《 1963年目坏

法委員舍年鈭》,第二卷,第 228頁 ,文件 A/CN4/152,第 6段 )。 奧地利坪

捻的錯梵悅:“18 可是有一魚需要悅清楚:即使是接受得到回隊法委員舍嫈同的

特別報告貝的以下跳焦‘回家的因豚責任青題是一介逐漸友展可能具有特殊重要性

的寺題’,遠种逐漸友展在每一赴仍然需要有令人信月艮的推理才能使人接受。吋一

介同題不加封梵地略逍不能汏力是令人信服的推理’’°

sg’  ㄍ1986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一頁,文件 A/CN4/397

和 Add1°

398 
兄腳注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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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但是,不梵上迷村委員舍立場的解釋是否正确,也不梵是否有冬管不

存在任何程度的逍錯也要承拒責任的情況,在特別報告長看來,在具体地确定一介

固坏不法行力的后果.+逍錯毫元疑同是有夫系的°悅避錯的存在肘于一介行力越避

划分合法行力与非法行力之同的界我并不是必不可少的,遠是一回事°悅已銓越逍

那荼界我的行力不淹是否存在任何程度的任何避錯 (包括故意>其法律后果都一

祥,速卸是另一口事°不梵委員舍在奈款草案第一部分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場,特別

報告長相信,它在第二部分中如不研究逍錯村賠倍形式和程度的影晌,就元法取得

任何送一步的重要送展°399 特別是要考慮到,第二部分不伋要包括違法行力的

后果 (半 竟不能合理地汏力所有的違法行力都具有同祥的不法性和同等程度的貴

任),而且逐要包括罪行的后果°

B 將逍錯力于回家的同題

η69 起初遊錯被汏力是主叔者之同美系上的侵叔行力的“自然”要素,正如

逍錯逆去被汏力、現在仍部分地被汏力是日內法律制度內民事侵杴行力或刑事犯罪

行力的“自然”要素一祥°其蒂利和格芳秀斯特男馬法的逍失概念抃大道用于主枚者

和國家的作力和不作力°昇洪戶生得較晚一些,特別是在安芬洛蒂和凱/Ix森 的著作

中,上迷兩合作者也并是肘回坏法与日內法的夫系梵迷最力洋冬的兩位作者,些 他

們研究速介同題吋出現速祥的昇以速井不全是偶然°安芥洛蒂和凱本森汏力回杯黃

任是客現的責任,伋以因果美系力基砒,不取決于任何故意或避失,他們所根括的

推理十分群明地表明速介同題与因豚法和回內法之同夫系同題兩者目的耿系。
168 安芥洛蒂快力逍錯是白然人的一种念度,因 此他汏力泀題就在于將達

sg9 不庄垓忽視行力的不法性 (以 及責任本身)方根錯底与行力的法律后果

其隊上是匡分不幵的°將一介行力定性力非法行力只是硬市的一面,而另一面則正

是法律肘垓行力所定的責任和賠借形式及程度方面的后果°由于遊錯村子賠偕的形

式和程度是有夫系的,它 肘于行力的定性同祥也是有夫系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的匡分,肘于編集有夫的奈款肯定是不可缺少的,但送今匡分不影晌所涉的法律現

象的基本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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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回豚法律〤夯的作力或不作力的回隊責任好于回家是否要取決于其作力或不作力

被涉及的令人机夫的逍錯 (故意或逍失)° 同一介作者逐汏力,只 要按一介回家回

肉法的規定可將一介令人的意愿或行功視力一介國家的意愿或行功,就可能出現

AB兩种情況.A 垓令人代理人的作力 (或不作力)既違反回隊法也造反有夫的

因肉法,B 代理人的行力違反因隊法但不違反回肉法。
.U°  如果厲于 A种情

況,按 回內法村代理人行力定罪本身就排除了依回肉法將垓代理人行力力厲于回家

的可能性。按安芥洛蒂的活來悅“因此,八遻輯上悅,違反法律而行功的回家公夯

長的避錯座些起速祥的效果,即其行力不能視力回家的行力⋯⋯”°
4“  由此可

兄,如果回穌法仍然汏力回家位垓負責任,照安赤洛蒂看,速就是以客規基砒力根

据的看法°作者的解釋是,回家的責任 (不是以回家代理人或回家的任何逍錯力基

砒)是 以任何回家將村其机夫所引起的任何韻害久黃的一种保怔力基硹°在 B种

情況下,因 力代理人的行力是符合回內法的 (也就是在其枚限范園肉并符合現行立

法的>,所 以不能汏力代理人有什么避錯,思管其行力違反回隊法:

“〔國家代理人〕有〤夯連守其回家的法律,他們是按照其座有的行力來

行功的⋯⋯所以避錯必然在于那些制定法律的人,他們允并或是命令做達反目

家的回隊〤夯的行力;也許制定回家先法的人也有逍錯,他們授予某些國家代

理人与履行回家的回豚又夯不相容的枚力°但是要追究他們的避錯不伙不容

易,而且往往是不可能的,逐有,在一定情況下引起回家的目隊責任的行力几

乎患是不涉及逆錯的:思管非常注意或采取一切預防措施,法律迂是舍有缺陷

或弊病°此外,不梵一介回家的法律或姐坎有什么毛病,也不梵其原因何在 ,

回家的責任是不容置疑的,患之,避錯的确定或排除村于責任是不戶生任何后

4°U 
些代理人的作力或不作力按日內法力伙伙合法 (未被禁止)或必笯扺行

性辰●1均 厲于 B种情況°垓段后一部分指出的錯果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別是,如

果代理人的作力或不作力是必須拭行性辰,其避錯与伋伙是合法可允許行力情況相

比就更不能力厲于因家了。
4Ul  D Anz〡

cUtti,“ 〡a reSp。 nsabi〡 it。 inte「 naliUna〡 e...” , BGD｜ P, Ǔ〡 ×〢〡

(19U6), 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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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在速种情況下可以悅是一种事物本身固有的逍錯,速种逍錯的基拙是沒

有一种在任何情兄下足以确保履行回家的回隊〤夯的內部組象,也就是說遠其

豚上是一介并不构成逍錯的逍錯。但是速是与其跡事其不相符合的抽象現念。
因此遠一次我們也得承汏竟任所依括的是純客現的基砒,回家村造成損害的事

央久女,因 力速↑事其是由其活功所戶生°’’
.° 2

所以,如果悅回家在因隊上灸有責任的活,照安芥洛蒂的意見,那并不是由于

任何逍錯 (它 本身或其代理人的逍錯 )。 回隊責任也是依据錢客現的基砒。汊斯 .

凱水森也持相似的立場°
如3

169 阿戈拒能接受安芥洛蒂和凱本森夫于回家代理人的作力或不作力的方

厲同題泣由固肉法解決的現念,放而得出一介不同的錯淹°的4 
阿戈的意見是 ,

汏力回豚法可以說是依菲因內法將代理人的行力力厲于回家,那是錯淏的。他同意

安芥洛蒂和凱/Ix森 的看法,即 只能由于法律規則才能力厲于回家,意 思是說只能根

据法律規則才能將一↑或多介令人的行力“力厲”于回家,在遠一庶上特別報告真是

不同意的 (兄 下文第 17U至 172段 )。 但是阿戈肘于央施所渭的法律活功的法律

規則的洲源卸持有不同的立場°照阿戈 (以及其他一些人)的 看法,速种法律規則

4”  同上,第 29U頁
。

4U3 
可以回悒一下,凱 本森 曾淡到目隊制裁,淡 到“中心 9J厲

’’与“迪緣好

扁’’°“中心”厲”就是將代理人的行力按國家的日內法力于(‘
‘
片厲于”)回家。

“之緣

力厲”就是特隨之戶生的制裁 (即 回隊法委員舍所林的法律后果或賠佳又努力于

(“ 力孱于’’)回家,速是因隊法的任夯°因此,凱 /Ix森 肘于道錯得出与安芥洛蒂相

同的錯梵。因力回肉法律秩序決不合將逍借力于(‘
‘
刀房于”)回家 (‘‘中心好厲”

),

回坏法的責任”扁就純粹是基于客現的、因果美系的基砒°

4°4  RAgo,“
LacU︳ pane〢’∥〡ecitUinternaZ︳ Una｜ e” , Sc「｜ttiGiur︳ d︳ ciin onore

d︳ SantiRomanU(Padua,CEDAM,194U),vU〡 〣;特 載 于 RA9U,Sc「 itti

svⅡ a responsabi〡 ita inte「 nazio na｜ e deg〡 i Stati,  ( Nap｜ es,  JUvene,  η978),

vU〡 〡, pp271et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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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回家作力回隊人格者所在的同一法律体系即回妳法本身的規則°
如5 放此

自然得出以下笉淹,如果回家代理人是以速介身分行事,將其行力或行力的任何要

素如故意或逍失由于回家都不合由于同一行力按照回肉法不能“好厲于”垓代理人或

回家而碰到任何陣得。阿戈也同意固肉法普遍接受的法人理淹中共同的規焦即汏力

机夫和回家 (作 方法人>是同一介央体°
.U6 因此些回隊法 (通述“好扁’’9快力

代理人的行力是回家的行力而肘速种行力定性.l,它依据的是它本身的規則而不是

因肉法規則,放回穌法的視羔未看,日 內法規則只有事央上的价值°
.U’  所以,

如果因隊法有速祥的規定,代理人違反回隊法律〤夯的行力即构成回隊不法行力,

即使垓行力按固肉法規魚來看是完全正确的行力°因此,因杯法可以汏力速种行力

受到故意或避失的影晌,不淹按照因內法是否汏力垓行力受到遠祥的影晌,或快力

垓行力是完全合法甚至庄有的行力。阿戈瓜而拒絕接受任何汏力回隊法上的回家黃

任必然“全部或大部分扁于純粹客現責任’’的任何理梵
的8 他的第梵都是,避錯同

題只能根据回狋規則來決定,現在研究的正是肘回跡規則的達反。

4°5 
阿戈在他的梵文‘‘Laco｜ pa ne︳〡’Ⅱ〡ecito...” (LUCcit, p29U) 中引用了

丁PeraSsi, └eziUnididirittUinternaziona｜ e, Part｜  (RUma, n937):

“...⋯在考慮一种法律体系肘一介意愿芹明或一介行功賦予的效果吋,垓

意愿或行功在什么奈件下月扁于一定的人,垓 由垓法律体系按其本身的規則确

定。將意愿或行功好厲于一介人井确定它肘所”厲的人戶生的效果,遠种法律

活功按遻輯位垓依据同一介法律体系°”(p94,由 特別擬告長翻澤>M。 re｜ ︳｜

(前 引串,笫 η85丌起各頁和 342丌起各更)采取非常相似的立場。由于將在

下文 (第 17U段起各段)解釋的原因,特別拫告員汏力法律規則所其行的唯

一好厲是行力的法律后果的好厲°法律上有大的行力的起因和將此行力力厲于

一介人通常是一介事共同題,至少就事其上的其体而言是如此°

4°6 照特別報告貝看,遠介梵焦与在法律上將机大的行力”厲于回家的需要

是相互矛盾的(兄 上文腳注 4U5和 下文第 17U一 n72段 )°

�祪

畤畤畤

�祪

眥畤畤眥

A9U,“ LacU｜ paneⅡ’
i｜ ｜ecitU...”

同上,第 292-293烎。

, LUcc︳ t, p2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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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U 按照特別根告貝的意兄,安芥洛蒂和凱本森夫于逍錯央隊上元法好于

作力回豚人格者的回家的立場是站不住腳的°所以阿戈是有很大功簇的,他很出色

地批判了按照圄內法“好扁”的淹庶,排除了阻止承忕避錯在固豚責任領域中具有作

用的陣磚°与此同時,阿戈肘于些吋流行的客現理淹的批坪似乎尚未肘力厲同題迸

行御底的澄清。汏力將行力好屆于作力目隊人格者的回家 (包括任何程度的迂錯)

是有別于將行力的法律后果力厲于回家的目隊法的法律活功的理梵特別不能使特別

根告員信服。在 目前報告的范日內斌囿充分淹迷速介鬥題些然是大逍分的想

法,.U9 不逍,鈭于遠介同題的重要性,特別報告員党得不能不至少表示一下他

的怀疑。在他看來特別重要的是,要查明阿戈在 194U年 出版的淹文
如
。 沒有效

及到的前提,特別擬告員忕力沒有庄用速介前提是阿戈的修正逐不完各的原因°确

其,安芥洛蒂和凱本森的理淹中的主要困堆在于普遍汏力存在于作力回狋人格者的

回家一方和目肉法上的法人遠另一方之同的美似夫系°
幻〕 遠种美比早致兩位作

者想要使將回家机夫的行力力于國家納入大部分法苧家力了悅明將法人机大的行力

4°9 
很久以前特別報告貝在梵迷國家作力回豚人格者的一般理梵吋曾討梵逍

速一同題 (Staatim s｜ nnedesv° ｜kerreChts),G｜ ienti sU99ettide｜ ’ordinamento

︳nternaziona︳ e, (Ml∥ an,  G〡 vffre,  1951>,  p 128 et seq  and 335 et seq ,

esp343-346and36U-3﹁ °1971年 吋他重新討淹避速一同題,兄“Statiea｜ tⅡ

ent︳ , (SUg9ettiv｜ t。 ︳nternaziUna︳ e)”  NUvissimU DigestU ｜ta｜ ianU, (┬ ur｜ n),

vo｜ ×̌ ∥︳ (﹁ 9?1), pp15Uetseq, pa「as27-3U, 以廖︼‘L’ EtatdanS︳ eSensdv

DroitdesGenset︳ a NUtiUndv DrUit｜ nternatiUna〡
’’
, δsterrZ° ffnechtvU︳ 26

(1975—1976), p331-331, esp324etseq。
4〡 U 

兄腳注 4U4°

如9 
非常戶泛地淡想的遠种美似逐拼及到一介車一回家或敢邦回家回家体系內的

因分單位,特別指省、市、州、匡或朕邦中的成員邦速祥一些領土區分單位。即使按

回肉法速些其体不具有人格,它們其隊上狄其各自法律秩序与它們作力回家的法律匡

分單位在其中活功的回家法律秩序的大系的親羔來看是与法人非常美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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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法人工确地或不正确地采用的模式°但是遠介普遍汏力不成同題的美似美系卸

是很成同題的。

191 根据美比,正如代理人的行力就回內法而言是通道法人其体夫于其机

大結构和取杈的規章或朵例“”厲于”垓法人,如
2作

力因豚人格者的回家的机夫的

有力,就回豚法律夫系而言,也是根据規定回家机美和其取杈的回家法律秩序規則

“”厲于”回家。
“3遠介美比再加上回內法的一介普遍概念,即汏力作力法人的回

家是“不可能做坏事的”,特別不可能做故意或有逆失的不法行力,們
4就

早致以下

錯滼,即 回家達反一項目隊〤夯只能戶生基干達反行力和其拐害性后果同的純厲客

現的因果敢系的女任。任何故意或逍失都是其行力构成違反〤夯行力的代理人的故

意或迪失°

172 速介美比似乎并沒有什么合理根据。
如5作

力回豚人格者的回家些然是

4η 兄特別報告長的研究報告,G｜ ient︳ S。99etti...,pp121etSeqand335

etseq°

4ns 
按照凱/I× 森所用的未悟,速正是“中心力厲”

414 
故意和逍失仍厲于回家代理人行力的特征

拒同接的、鈍民事的黃任)°

415 特別拫告長的研究報告 G︳ ienti so99etti⋯⋯,特 別是第 16-39更 和

373-41U更 ,村此加以御底的批駁°(JKunz,1953,American」 Uurna｜ Uflnter

nationa｜ Lavv,  pp 512-5┐ 3,  和  Ueste「 re｜ chische Zeitschrift oeff Flechts,

η953,討梵了速部作品°)特別報告長村此美比的批判摘要兄 ┬heConcept lnte「

natiUna｜ LawandtheTheoryof︳ nternatiUna〡 Ur9anization, CUⅡ ected Cou了 SeS

.∞ ﹁972-︳ 〢, pp646-653, andin┬ heVn itedNationsDec｜ arat︳ Un onFr︳ end｜y,

Re｜ at｜ Unsandth爸 systemoflnte「 natiUna︳ Law (A〡 phanaandenB〢 n, SUth。 ff

&NUUrdhUff,﹁ 979),pp216-223° 同意他村法人美比 (和 回家作力因狋人格者

的事其概念)的 批評的有 LFe「了a〢 B「avU,DiⅡ ttU｜ nternaZ︳ onaeedi「 itto internU

ne〢 a st〡 pU〡 azionedei tratati (PUmpei, 
、
ηUrano, ┐964), pp 154etSeq and

FUr｜ ati  P｜ cchiU,   La Sanz｜ Une  ne〡  dirittU  ︳nternaZiona〡 e

(兄 上文腳注 4U3)°

(而 回家作力法人只有可能承

passim,  ↑Ⅵ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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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其体,因而好象是法人的基拙°然而放目隊法的現庶看,回家并不具有仄一

今回家社舍的法律現羔看定性力法人的最主要特征中的任何特征。回家法上的法人

是在一介以人美令人力主要成長和法律主体的社舍的法律秩序中的法律工具,它們

不是作力“特定的”其体而存在和活功,而是作力令人之同法律大系的法律工具而存

在和活功°
叫6 

放遠介意又上悅,法人和自然人相比,是“次要”的人。
41’  相

反,作力回妳人格者的主杈國家是一介狂特的、特殊的法律体体中的主要的人,遠

介法律体系以回家力其先決朵件正如回家法以人英力其先決朵件一祥°
如8 有犬

逞的梵据可以指出前途英比的錯淏,速里需要強琱其中的兩介。第一今梵据是,公

法法人和私法法人即使其戶生是由私人主功友起,也是由法律建立的,回 家則不

同,作力目隊人格者的回家伙伋是根据其作力狄立的政治單位的存在速介事其而戶

生°所以,法人是由法律創立、由法律滲透的法律央体,回家卸只是ㄞ史事件的戶

物°回家決沒有象法人受到國家法的滲透 (和 內部‘‘制的’’)那祥受到“回豚法”的滲

4ns (劣
奏)  (Padua, CEDAM, ┐974), P 322, G Battag｜ ㏑｜,“ Ⅱ

「
icUnUScimen to｜ nternaZ｜ ona〡 edei principi9ene「 a∥ de｜ di「 ittU” , in｜ nternatiUna︳

LaⅥ átthetimeUf｜ tsCodificat｜ ons Essays inHUnUu「 UfRUbertA9o (M︳ 〡an,

G︳ uff「e,1987),vo｜ ,p1U3,和 下文腳注 424提 及 的同一作者的其他著作 ;

andFLattanti, Garanziedeidirittide〢 一vomo ne〡 dirit｛ o inte了 naZi。 na｜ egenera︳ e

(、m｜ an, G｜ uffre, 1983), p119°

416 
兄特別報告貝的研究投告 LapersUnag〡 u而 d心acUmesU99etto strumentab

Giuff咍 , ﹁952 (repr｜ ntUfChapter︳ , revised, ofGⅡ ent｜ so9getti.‥) °(Mi｜ an,

4Π 9

618

同上,第 61-63更 9G︳ ienti soggett｜ ...,pp95-98°

國家只能在很成同題的 (目 前根本看不到的>人美公法范時內才能成力

介人之同法律夫系中的法律工具°在此范時肉它們确其持威力“世界法律秩序”及一

介“世界回家”的法律匡分單位°兄特別拫告長的研究報告 ,“丁heconceptUfinte「

natiUna〡 ｜aw..‥ ..’’L。ccit, pp651-653,和 ┬he∪ n itedNationSDe｜ a「 ation.⋯ ,

pp2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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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羽9 

第二介淹据也是同我●)n的 同題有直接大系的淹据,即 回家不同于法人和

區分單位,作力回隊人格者的回家不是由回隊法組象的,而法人和匡分單位是由其

回家法姐球的,只 能通道其合法机夫在垓法律范園內行功,其合法机夫只能在其法

定琳叔范圍內送行有效活功°
‘m 

放回豚法的角度看,回 家力其固豚法律夫系的

目的所建立的班玖只是一介事其上的錯构,其 中的回家法本身,汰 回豚法的角度

看,也只是另一↑卒其上的因素。
4幻

193 一旦將 由錯淏的“法人”模型所代表的崇拜吋象撇在一道,就更能看清

將行力力于作力圖你人格者的回家的真正性廣。力厲其隊上并不是由法律規則送行

的一介活功,特別是固肉法或回隊法進行的活功°肯定与持行力定性力不法行力和

責任的“月扁”送祥一种法律活功不具有相同的意〤°就任何法律后果而言,將行力

力屆于回家更現其地悅是由法律的解釋者——外交部的法律廠同或回隊法官——所

送行的活功,力 的是要确定构成違反目隊〤努的事其其豚上是由于特定的國家所戶

生,以便瓜法律上确定不法性和責任的好扁°且然淡到法人的行力單竟是一种似

制,但是將法人机夫的行力在法律上月扁手法人的概念至少逐是有法律基砒的°其

基砧就在于上面指出的法人的法律組象肘于它們所在的回家法律体系所具有的現其

意〤°

4┐ 9 回家蛗然自汏力放其筑治的社舍的角度來看是机构,但放回隊上悅 <不

一定放軍事的意又上悅),它 們卸守愿被秘力“板力單位气 放垓意〤上悅回家是狙

立的,而不仗是“自治”
。 自治是區分單位,即 象腳注 4● n中 提到的那些基本上厲

于依附地位的其体的特征°

4m 蚤然第二↑梵括看來也許只是第一介梵据的垮果,但速兩介梵据都只是

基本梵据的元數聳果中的兩介,垓基本捻据就是,回 豚法并不是介人之同的人美公

法 ,看 來 也 不 合 很 快 成 力遠 祥 的公 法 (┬he∪ nⅡedNationsDec︳ aration

pp22η -223)。

421 
夫于次要的、

‘‘表 面上 的”例 外,兄 “Statiea｜ trienti...” ,LoCcⅡ ,

p η66,  para 42,  f。 Utn oteㄇ  和

pp218-2η 9°

┬he ∪nited Nati。 ns Dec〡 arat〡 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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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法人的法律姐象的現其意又确其具有決定性,所 以介人的行功符合兩

介法律奈件——他是法人的法定代理人而且他是在其法定取叔范目肉行功——的情

況就是使有夫的回家法 (法人的章程是垓有夫法律的組成部分)視垓行力力可好厲

于垓法人的行力的必要和充分的奈件°然而回隊法上回家的不法行力卸不是速祥 ,

就回家的不法行力而言也不是速祥。第一,通常回隊法村于回家的唸j立 和姐象并不

起秋极作用,.22 規定回家机美的名秘和耿叔的國內法規則并不象法人的章程是

回家法的法律扑充那祥,它并不是固豚法的朴充°(兄 η92段 )瓜送↑視魚看,遠

些因肉法規則只是表明白家事其上的組象°η3 
第二,將一介机夫的行力”于因

家,既不以垓机美的合法力奈件,也不以垓机夫按回內法的取叔力奈件°速一庶可

以仄回豚法委員套草案第一部分的第 η至第 15秦得到怔其 (下文第 ┐76段 )° 因

此,垃垓悅遠是行力和回家的組欽之同的事其美系,即行力事其上力厲于作力回豚

人格者的回家,速种美系的存在需由法律的解釋者确定,而不垓悅遠是依回隊法在

法律上將行力月厲于回家。
η4

┐75 如果悅就回內法的法人而言在法律上將意應或行力 9J于法人是一种其

422  G〡
ienti soggetti...pp32Uetseq‥

在速一焦上特別投告長与阿戈的意兄相同,放特里別本和安芥洛蒂的吋

掌者們,特別是德因和意大利的回狋法掌者,戶泛同意速祥的現蕉°

G｜ ｜enti sUg9etti, ..., pp343-349J “
L’ Etat, dans〡esensdudro〡 tdesqens

⋯.”,Locdt,pp313-314and327。 法律上方厲掌悅与特別報告貝意兄的明确比較

兄 ︳
「
euste｜ , DieKompetenz-KUmpetenzzUmAbsc〣 ussvδ｜kerrcht〡 〡cherVertr台 ge︳ n

derka｜ ien｜schenLehre(Be〢 in,Duncker&Humb｜ Ut,1977),pp74-82° 同意特別

報告長意兄的似乎有 Fer「 aⅡ BraˇU,DiⅡtto interna4Una｜ e...,pp154etseq” 178and

216;  and by Batta9Ⅱ n〡, 
“Amministrazionee sov「 ani曲 neⅡ

’
e×一下e了 r｜ t。 r︳ o ∥berUd｜

┬r｜este” , Studi︳ n onored｜ ∼nan︳ ioVdina,  (Mi｜ an, Giuff碴 , 1975) , vo!〡, p128

(特別夫于机美心理念度的好責),和“CUnˇen⊿ Uneeuropea,misured’ emer9enzae

controllode︳ giud︳ ce” , G｜urisprudenzacUsf〡 fuzi一 Una!e (M〢 an) , 1982, part〡 ,

423

期 以 來 ,

424

p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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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方便用活的活,就作力目隊人格者的回家而言在法律上力厲于回家央豚上似乎

是↑錯淏而且是多此一帶°其所以是錯淏是因力正如前面所解釋的,放目隊法的規

魚看速并元其杯的法律基柮。其所以是多此一拳,是因力速是將只不逍是重复确定

不法性和宜任田厲的活功悅成是單狄的法律現象。大于作力一种法律活功將行力方

扁于回家的現念,充其量只能力之辦伊悅遠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說明它是法律解釋者

送行的一种迉輯的活功,目 的是可能情況下确定法律責任的好厲。

176 些然速并不是悅可以任意地將行力片厲于回家°需要作出結梵的外交

部法律厥同或仲裁人些然必奴依据杯准、准則和原則,除了常理以外,遜要包括回

家規則和目隊規則°可是他也必須考慮事其的因素,第一部分第 1至第 η5奈草案

清楚地表明某些事其因素比法律規定更力重要°原則上,上述奈款如第 5、 6、 7

奈指出以回家的回肉法作力行力”扁的杯准,回 家的回肉法肯定不是目隊法的一部

分°
姐5 但是在同一組奈款草案中,也可看到有的規定明确提到能村不扁于規范

性辰的因素。按照第 8奈草案,根据一介國家的回內法不能但于垓回家的行力,

如果是由事央上代表垓回家行事的人所做的行力,在 目防法上也可汏定力垓回家的

行力°再犖另一介例子,按照第 ηU奈 草案,依一目的回肉法同群不能力于垓目的

行力,如果是由咳因回家机夫在行使政府取杈的行功中所做但超出其回內法規定的

叔限或達反其指示的行力,在 回隊法上也能汏定力垓目的行力。在遠种情況下肯定

達回家法的依据也是沒有的。如果任何非國家机夫事其上作力回家机夫行事,或者

如果一介非主管的机大事其上作力有枳限的主管机夫行事,按其規定可將行力月厲

于回家的回家法就被置之不碩了。至于固隊法,些 然可以及想放法律上將行力好厲

于回家是依据草案第一部分第η至第 15奈 中所列的規則本身,或是依据速些奈款

草案所要編寨的一般因隊法的任何規則。然而速些規則其跡上并不影晌回家的錯

构,即 回家机美的合法性或其取叔,速似乎是很明昱的°遠些規則只是接受,或者

可以悅是“泥下”現存的事其上的錯枸。速些規則主要不是法律規則,它們只是代表

在确定行功的介人——及其行力和念度——与作力囝豚人格者的回家事央上的組象

4扔  兄上文腳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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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的事其上的連接坏市吋所垃垓達循的事其上的杯准或准則°
426 

回隊法肘垓

行力其隊送行的“活功”就是將垓行力的法律后果力厲于回家 (同 一介回家或另外的

回家)° 換句括悅,回杯法所要決定的只是垓行力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美系,肘准具

有速种夫系,有什么后果。因此,固 隊法所送行的唯一的月扁即凱本森所你的迪緣

好扁°垓行力“扁于”特定的回家是一介事其鬥題。行力是否已絰友生,是什么人所

做的,速些其豚上是法律解釋者 (政府法律顧同、仲裁人或法院)要解決的事共同

題,即解決法律月題的奈件,法律同題就是要确定法律后呆以及法律后果的“”厲”

(迪緣方厲)°
親9

4筎 些然不泣垓忽視在上述第一部分第 1至 笫 15奈草案所載的規則与 1969

年 《錐也納奈約法公的》第 9柔所列的規則之同有些相似之赴,冬管二者之同是

有匡別的,因力奈約法公的的規則至少确央象是指出某些机美是“主管的”机夫。速

介同題確度較大,所 以特別技告長很不愿意表示意兄,即使是村上迷匡別的意兄°

可是特別技告長想淡淡初步的看法,n969年維也納公的第 7奈村子回隊法 (林的

回豚法和一般目隊法)肘回家的組象的念度所起的影晌 (照 他看遠介影晌逐有待道

些地确定)不 一定舍送到大大改交在正文中所迷 (以 及他在‘‘
L’ Etatdans︳ esens

dudrUitdesgens...’ ’一串中所迷)的 狀況,也就是在回家和其机夫的行力之同的

基本上 厲于事其上 的敢 系°
「
er「 a〢 Bravo,“ A｜ cunerifessiUniSuirapportifra

dirittUconstitUziUna｜ eedirittUinternaziUna〡 e︳ ntemadi stipu︳ aZ〡 Uned︳ traffati” ,

︳Lawatthe┬ ｜meUfitsCUtipu〡 az｜ onedi traffati” , ︳nternationa｜ Lawatthe┬ ︳me

UfitsCUdif｜ catiUn‥ ., Upc｜ t, pp273etseq; 印口LCUndore∥ 〡,“ L’ ︳mpvtat︳ on。

︳’ Etat d’ Un fait ｜nternationa〡 ement iⅢ icite: so!utio nS c｜ aSSiques et nUuve∥ eS

tendances’’,Co｜ ectedCUurses..〢 984一 ｜̌,vU〡 η89,pp34-35。 曾筒草地蝕及

遠今 (与 ﹁969年聳也納公的第 7荼有大的)同題。
η’ Condore｜｜i在海牙回豚法苧院 η984年 的汫〤 (兄 上文腳注 426末尾 )

肘于“”責
’’〡司題或与此有大的同題送行了很有店友意〤的 (在忤多方面引人共趣

的)討淹°在需要肘遠篇淹文送行更准确的研究的奈件下,特別根告長的印象是 ,

蛋然在某些方面目豚法村回家的組欽的干涉主〤也許估計得遊分一些,行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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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77 撇幵与回肉法的法人的美比,或者至少重新划定目前美比的道用范

園,就可以根本消除進去已銓戶生而且仍然可能提出的肘于允許將近錯好于國家的

昇以。由于人的事其性辰,將故意或逍失力于作力回隊人格者的回家的同題就不可

能是根据回家法 (安芥洛蒂和凱本森的看法)或回隊法 (佩拉西、阿戈、莫列里和

其他一些人的看法)趺法律上將逍錯力于回家的同題。上迷叔威作者所討淹的在目

仞  (象 ) 屆”
——看來 Condore｜〡i也快力速是目豚法的法律活功——在不

止一种情況下似乎是放非常戶泛的意〤上來理解的,以致很堆匡別于 (至少肘特別

報告長未悅很堆匡別)他在否定法人美比的基砒上正确地或不正确地人力的固豚法

村作力回隊人格者的回家進行的唯一真正的“力扁”即將行力的法律后果好厲于回

家°特別報告長特別不了解將回家責任#及某些事其或行力在什么意〤上可以或者

位垓暗示,除賠偕黃任外,將并非由在回家組象肉拒任任何哪怕是事央上取位的介

人所做的行力戶扁于回家°他指的是例如 η982年 《朕合回海洋法公的》公的第

139奈 ﹁款所吸想的國家責任的情況。垓規定是否暗示 (正如 CUndUre｜︳i所提到

其他情況中一祥)將行功的令人提高到回家机夫的 (法 律?)資格和能力的地位

呢?特別扳告長党得很堆相信速一魚。特別根告員的印象是,特別報告長的困堆主

要是由于特別報告長与 CUndUre︳〡〡教授肘于后者所你的“規范”或“典范”有不同的

看法°遠些与所渭的回家‘‘自主組象叔”及上迷作者使用的其他“基本現念”垃垓是夫

于“新趌勢”的任何討淹的出友魚°但是遠里涉及的是整介固豚法意〤上的回家的鬥

題,特別是与法人的美比°特別根告貝肘 P-MDupuy同年在海牙掌院同祥引人

共趣的辨火‘‘Lefa∥ ㏄ nerateurde｜ aresponSab︳ ｜k合 lnte「 nationa｜ edesEtats’’
,

Co｜︳ectedCourseS...┐ 984-ˇ ,vo︳ 188,pp9etseq° 也有相似的昇以。特別根

告長以力“自為”的使用大不如匡分了,甚至更頻繁了,有 時指行力的力厲,有時指

交任的力厲,有吋指兩者。且然法人的美比 (在特別根告員看是很成同題的)不漸

地提到,但在他的淹文中逐有一介令人注意的想法,“一方面作力法人的回家由于不

法性的客現化,已盜充分脫萬具体了,男 一方面机械地力厲又將在速介空洞的法人

管轄下送行的非法活功的一切韻害性后果”屆于遠↑法人!” (同 上,第 85烎 )°

在速里至少泣垓悅,美 比确其已銓送到很成同題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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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与回豚法之同送行抉掙的河題完全是介假淡的同題°其所以是假淡的同題是因

力將行力好于回家的所渭中心月房并不是由法律規則本身送行的活功,而只是由呰

事人或由法官根据表明垓行力是或不是戶〤的回家組象的行力的正面和反面梵括所

送行的遲輯活功°因此在好扁的遊程中,談不上肘行力的特定要素送行法律上的備

迭,也淡不上在力扁避程中比如悅“排除”其中的什么要素。行力的所渭“主現”或
“t心 理”要素,元梵是逍錯、錯淏或惡意,都同祥可以好扁于回家,正如任何其他行

力的客視要素一祥,回 肉法或回隊法的任何規則均不能改交必然的事其琱查。所

以,一介回家達反其目隊〤努可以是在有避錯情9/U下 也可以是在元避錯情況下達反

的°如果是有逍錯,既可以是故意違反,也可以是由于不同程度的避失 (尸重越

失、蛭微逆失、最楚越失)。 在特定事例中有元故意或任何程度的逍失的同題是一

今事其鬥題,正如國家行力的存在本身是一介事共同題一祥°

198 特別根告長里持汏力,將逍錯力厲于回家基本上是一介事其鬥題,正

如 (就 回家法律体系肉的侵杈行力法而言)确定令人的行力有元遊錯一祥,但我們

決不是暗示悅速不是一介投其困堆的活功。除了找出在什么情兄下所渭的“主現”要

素是有夫系的 (下文第 179段起各段)以及有什么后果 (第 183段起各段)遠介

基本法律泀題具有更犬雅度以外,放事央上确定是否存在回家的故意或任何程度的

逍失本身肯定也要比相位的私法同題要跟巨得多。如果悅回坏人格者放某种意又上

是象自然人一祥的事其的活,它 至少也是象作力回家法上的人的國家速祥一种巨大

法人的基砒那祥的极端复染。它其隊上逐要更加复染些,正是因力 (如 同上面引避

的第一部分第 1至 第 15奈草案所表明的)回 家的組象超越了國家法所規定的“合

法”組象的界我。复染性 (加上事共性)的 第果是,作力回坏人格者的回家的行

力,如果不是在所有情況下也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由在回家坦象的領早系統中往往赴

于不同等級的不同机夫的多項行力和悉度所組成。
428 正如一今或多介低級官長

的外在或客現行力念度本身事其上可以体現也可以不休現作力回坏人格者的回家的

4抇 遠就是特別報告長要悅的“同白然人的行力的‘草一性’相反,目 隊法上的

人的行力的央廣复奈性,可悅是社舍复染性” (L’ Etatdans｜ esensdud「 oitdes

9ens,...’
’,LUccit,p315)° 遠一蕉在垓中中得到了回迷 (pp315et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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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一祥,速种官長的 (可能不相同的)所渭心理念度事其上可以构成也可以不构

成作力回隊人格者的回家的逍錯°因此考慮到确定任何意困或功机要比确定所渭的

“客規”行力要困堆得多,將任何程度的逍錯好于回家也許往往要比將“客現”行力月

于回家更力疑堆。在回豚女任領域在避錯同題上一直存在而且仍然存在疑同,其部

分原因大概就是因力不能移完全和直接以法律規則力依据 (如 同因內法的法人的情

況那祥)°

η79 不管在事其上送行田扁有什么困雅,夫 于述錯是不是有大系及在什么

意〤上、在什么程度上有夫系的同題些然是一介法律同題,遠介同題五然要根据不

法行力所達反的固狋規則的內容來決定。因此,述錯或任何程度的避錯是否責任的

奈件,特取決于遠介規則 (上文第 n65┤ 66段 )°

η8U 然而,另 一介同題是逍借吋于回隊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的夫系。在速

方面,一些杈威作者都承汏,是否有道錯,如果有的活故意或逍失的程度,在确定

責任的程度放而确定位有的賠伴形式和程度吋起一些作用,似乎是符合遻輯也是合

理的°持速种意兄的主要杈威作者是央本海和阿戈°

1Bn 奧本海悅:“ ...吋 于有意和惡意犯下的回豚違法行力的殕儅行力和肘于

保仗由于逍失而戶生的違反行力的賠儅行力,些 然是要有很大匡別的’’!4η  特

別根告貝以力,在沒有任何避錯的行力和有道錯行力 (故意的行力)之 同更舍有

“很大匡別”
。

182 阿戈的看法是:“ 夫于固隊不法行力中不同程度和等級的遊錯的同題 ,

似乎主要是吋另一介同題具有重要性,它村另一同題元疑有很大的影晌,速另一同

題即無裡責任的回家座些給予的賠僕的性廣和程度⋯⋯’’°
4SU

4?9。 ppenhe〡 m前 引串,第 354丌°

.s° Ago,“ Laco︳ pane〡｜’i︳ ︳ecitU...”,前引中,第 3U2更°持相美似規魚的作

者遜有 Giu︳ iano,Sc。 ǎzZi和 丁reveS,前 引串,第 581頁 ,Brown!｜ e,前 引串 ,

第 46頁 9 BS〡 mma,“ Ref〡 ect︳ onsUnaruc〡 es6U。ftheViennaConventiUn onthe

Law  of ㄒreatieS  and  ︳ts  backgrUund  ｜n  9enera︳  internatiUna〡   ︳aw”  ,

°sterrZ° ffF● echt, °̌︳2U (197U), pp ln一 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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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逍錯肘賠借的形式及程度的影晌

1 避錯和金我賠僕

183 吋判例的研究表明,法 官明确地考慮到回隊不法行力的所渭“主視”要

素村金哉賠儅的形晌的情況是不常兄的。仄表面上看,作害回庄付的等值賠佳的數

額似乎伙伙是根据所造成的韻害的性辰和程度來确定,就賠偕欻額來說,逍錯的有

元以及避錯的程度都是沒有夫系的..a1 可是在有些案例中卸可以看到明昱的相

反的趌向;尚待研究的是‘

(1) 特別報告長投法收集到的資料是否真正芥全 ,

(2) 沒有明确提到所渭的“主現”要素是否時常掩蓋了仲裁見村垓要素

的一种默示的考慮,有 時也忤是出手元心的考慮°

184 在明确提到速介同題的案件中,有三介案件似乎非常有意又 :

<a) 英回委員在皿拉巴馬案中友表了如下的意兄:“.⋯ ..所 要求的賠倍

決不垃超逍明昱由仿害所其隊造成的韻失的數額;“⋯.它 不伙泣与作力或不作

力所引起的強失而且也泣与作力或不作力本身的尸重性保持合理的比例°一今

絰度的逍錯其后果可能造成很大技害,但是在本案中不泣垓由損失的大小來決

定賠儅額而不考慮逆錯的名微性辰。
⋯⋯’’4釳

(b) 在法雍正尼案中昱然在一定程度上明确考慮到道失的尸重性°絮

比利皿解釋悅:“后者 (法堆皿尼)是委內瑞拉些局一次再次拒絕司法的受害

者,它特別阻得扶行 188U年 12月 15日 子馬賽作出的有利于法堆正尼的仲

佃  表示送种意兄的例如 Perso n naz,前 引串,第 1U6頁 ,以 及最近 的格

雷,他悅:“.⋯ ..尸格地悅,如果裁決的目的是要賠僕受害的外因人所受的韻失,那

么被告目的述錯就不位垓有什么美系⋯⋯” (前 引串,第 24烎 )°

432  “CUunter-care presented on the part of the GUvern ment of Her

B「 itannicMajeStyto the┬ r｜ bvna｜ UfArbitratiUn’
’(s｜ nd)(Archivesde｜’

Etat

deGen。 ve),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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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裁決。法國政府汏力,其韻害不保是韻失仲裁裁決位付的教額,因力法雍正

尼由于未能支付一乾低于仲裁裁決本可使其有能力支付的款額的款項,已銓在

那以后破戶。遠介破戶肘法籬正尼造成物辰上和精神上的很大嵌善,力此也要

求給予賠伴吒
433

按照仲裁人的意見,“夫于如果不友生不法行力原告本可其現的利潤的透明,其

庄垓服仄的朵件不如在尸重逍錯或故意情況下那么尸格,法官保有完全的怦斷上的

自由”° 34

.(c) 班布里奇委員在迪克斯集中代表美目一委內瑞拉混合賠僕委員舍

友言悅,“
.⋯⋯回豚法如同回肉法一祥,拒地在沒有大于故意的韻善意目的怔据

吋,肘 同接的后果給予賠儅°⋯⋯.B5

185 冬管有上述案例,但 苧者們汏力所渭“意囿”要素的存在与否及其程度

決不位垓影晌賠僕的計算,也許他們的現魚逐是有理由的°如果正如特別報告長一

直想要說明的,金我賠儅的目的是要使受害方赴于如不友生不法行力其本位赴于的

地位,也就是提供一芼我賠儂不法行力村受害方所造成的一切捐害但也只限于速些

韻害的活,換句活悅,如果狹火的等值賠撲的教額完全取決于造成的韻害的性廣和

規模的活,就很堆了解賠倍額与仿害回方面有元任何程度的遊錯可能有什么夫

系。
186 可是特別根告長傾向于汏力,遠种解釋也許并不象放表面遻輯上看來

那么正确°如果考慮到各种不同的賠倍形式在具体迋用中并不是象在原則上那祥相

互同有較大的X別 ,就更是如此°有人已銓特別指出:

(1) 放一定意〤上悅,任何一种賠儅形式都忠是兼有賠僗的作用和怨

我的作用,不梵在一定險段其匡別多么明昱,基本上逐是程度上的匡別 (上文

第 ﹁36段 ),而且

(2) 在某些案件中,判 鋡或多少主功自友地給予的較高的金我賠倍額

.s3 Subi｜ ia,前 引串,第 59-6U更 ,腳注 14η
。

Martens.NUuvea∪ 日ecuei〡 .2ndse「 ies.vo〡 ××̌ 〡｜.p699

∪NFl〡 AA, vU ｜×, p121

眥畤畤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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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有看不見的,可悅是愆而作用的代用品的成分,而愆弱作用被汏力是朴僕

(和保怔不重犯)的最典型的作用 (上文第 138段 )。 例如伊雞歐里的一些活

似乎表示送合同題遜需要送行更深入、更戶泛的研究°
.B6

2: 避錯和朴佳 (及不重犯的保怔 >

η89.不淹逍錯村金我賠僗額的形晌如何,看來很明昱逆錯因素肘于上面再

三強琱的青ㄇ意又上的朴僕的形式和程度是起重要作用的°遠里可再一次引用奧本

海速位扠威作者的活。
.B’

188 考慮到本報告 己有的篇幅,特別擬告長建以委員舍的委員們 自已去仔

鄉查同一下在有夫各市 (第 1U6段起各段)中提到的其我,特別是但不限于其中

的6 sa｜
VioⅡ 耳道3“照我看來,有夫犯罪人主現表現的同題不一定与不法行力

后果的程度鬥題有朕系,我們已絰說道,后者位垓遵照“正常情兄”和“可預兄性”的

原則,等 等⋯⋯在故意的情況下,行力人的意因,我們假定是要造成損害” 但是

如要犯罪人肘于以后的損害 y1炎 責任,則 必須怔明技害 y1的 戶生是正常的,是可

以預兄的,而遠不一定根据其最初也許只是想要造成 y損 害的意因就能怔明°”作

者接若悅:“然而我以力,如果以性辰完全不同的考慮力依据,即可汏力即使就确定

位予賠佳的后來嵌害而言肘故意的行力人比肘由于越失的行力人提出更尸要求的傾

向是合理的°要故意行力人村于非固有的韻害負拒責任,构成一种特殊的制裁形

式,一种怨坷措施,遠是因力在故意破坏吋,其行力是吋因隊法律秩序的最尸重的

破坏”(前引串,第 269-27U頁 )°

“7 ‘‘

。

ppenhe〡 m洗“固隊法庭在許多案件中判姶的技害殕儅金,絰逍分析必

須汏力具有刑事性辰°特別是在國家未能逮捕或有效慫治肘外國人犯有罪行的人

吋,需要判姶速种愆兩性賠僕金。回家和法庭的其跂逐表明有其他与刑局分辯不清

的賠偕文例,所采取的形式是与其隊遭受的韻害元大的金我朴救”(前 引串,第

355丌 )° 与上文第 17段所引的段落結合起來理解,速介意兄表示明白承汏故意

或越失的存在和程度肘于朴偕,特別是“恁兩性賠僗金”形式的朴僕的影咱°

一 16︳ 一



的丰富的外交其跩 (第 ﹁┐9段起各段 )。
.s8 

特別報告見放判例和外交其踐中得

到的印象是,避錯速祥的所渭“主現”要素在較小或較犬程度上在以下方面起逍重要

的作用:

(1) 肘于迋用朴佳代替金我賠僕或作力金我賠佳的重要朴充;以及

(2) 肘于所要求的和在大多數情況下荴得的朴佳形式的辰童和數量°

上述第一介事其在所有案例中毫元例外地出現,第二介事其在相些多的案例中出現°

189 在吋同技早的央跂中,照特別根告長看,特別有意〤的是前面引迷的

德回肘于 19﹁ 4年 9月 3┐ 日以后葡萄牙參我前所做行力的黃任案、莫克案、阿俺

茲案、〤和因起又案和特利尼案。
.s9 

在絰述送一步研究后,┐ 925年希腊侵犯

.U8夫
于 避 錯 在 賠 僗 采 取 朴 倍 形 式情 兄 下 所 起 的特 殊 作 用 ,例 如 兄

rl LuzzattU,“ RespUnsabi｜ ｜t。 ecU〡 pa ｜ndirittUinte「 naz｜ Una｜ e” , B〡 v〡 Stadid︳ ritto

interna4ona︳ e,(Mi｜ an),vo︳ L｜ (1968),p63中 有意〤的坪淹°必須順便到正

Luzzatto<同 上,第 58更 ,腳 注 13)在“好厲”泀題上提到 Quadri的 教程 D｜ 〢tt°

internaziUna︳ epubb︳︳c。 ,4thed(Pa｜ ermU,Priu〡 ｜a,┐ 963)和特別根告長的研

究擬告:G｜ ientiSo9getti...,吋 所悅的活。Uuadri在“
99厲

”同題和其他一些鬥題

上的立場汰 n949年 以前到 ﹁963年 已絰有較犬的差异。特別報告貝肘 Quad而 淹

魚的意兄兄 Stauea〡 trienti,前 引串,第 14﹁ 頁起各更,第 1η 段和腳注 8,第

27和 28段 和腳注)和第 3U段 和腳注,并兄 L’ Etatdans｜ esensduDrUitdes

GenS,c︳ t第 297更起各更,第 325-326,345,358頁 (腳 注 3U5和 3U6)。

439 
特別根告長特別提到天于朴偕性才卜救方法的原因,其 中除強琱在許多其

他案例中也有的恁罰或愆戒作用外,逐強琱達法行力的故意性辰°在德回責任案中

法庭悅到“肘犯罪固施加的一种別蜀,同 一般刑同一祥,其基于的思想是擬僕、碧

告和威惙
”(腳注 42)° 在莫克案中,力道黃非法使用武力,法庭判決給予愆同性

賠僕金。在阿俺茲案中裁決悅:“被告回政府愿意承忕肘其官長在速种情況下的不些

行力的責任” (腳 注 288)。 在特利尼案中蛗然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提出的要求狂妄

得根本不成比例,可是大使舍洪所提的要求放措洞上看似乎意味看在希腊方面有重

要的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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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正迪界案 (上文第 ﹁26段 )、 1937年 日本和美回之同的潘肉事件 (同 上 )

和在第 1′┤ 35段 中倚車回顧的 1945年以后外交其我的大部分案件可能都是有

意又的案件°在上面組案件中,考慮到肘外因回民或代理人造成仿害的是回家官長

(苦察或軍人),或者仿害的肘象是受害固有叔得到特殊保妒的人和房屋,仿害回

犬概都承快有某种程度的避錯。

19U 些然在上迷案件的若干案件中很可能舍出現以下 ).● 題:一今“作力”或

“不作力”的低致回家代理人的逍錯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事其上构成仿害目的逍錯 ,

以及仿善目的責任是否只是依据客現的基砒 (‘‘回家夙隆’’
)。 不逍要回答速介同題 ,

逐有必要更深入、更戶泛地研究判例。
“° 特別報告見傾向于快力,一介回家如

不村其組象的成長——特別是苦察和軍陝成長——提供有美他們在外回回民和代理

人的待遇上所久有的枳极和消极〤夯的道些指示,即不能汏力咳回家沒有道錯,然

而特別技告長逐要服汰送一步研究的結淹 (也要參照委員們的坪淹 )°

第 六 章

夫于等值賠借、朴儅和夫于不再友生

垓不法行力的保怔的柔款草案

191 特別報告員提洪的奈款草案案文如下:

第 8奈  等值賠借

1  (各逸案文A) 受害固有秋要求犯有目隊不法行力的回家村恢复原狀所

未扺偕的任何韻害給予金我賠僗,賠儅數額力恢复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舍存在的狀

況所必需的數額°

“° GPALM｜ SANU,正 在編每一份夫于速介鬥題的研究報告“CU︳ pade︳ ｜’

individuUeco〡 padeⅡ UStato ne∥ aresponsab∥〡tdinternaziona〡 e: spuntic了 itiCid︳

怡°r︳ aeprassi”,速一報告將出現在 CUmmun︳ caziUnieStvd〡 (Mian),ˇ
。
｜×〡×

(199η )°

——I43——



1  (各逸案文 B) 在如不友生回豚不法行力本舍存在的狀況未因按照第 7

奈規定恢复原狀而得到恢矣的情況下和在此范日內,受害固有杈要求犯有回豚不法

行力的回家支付金我賠僕,賠倍數額力9,i.朴 恢复原狀所未扺僗的任何韻善所必需的

數額。

2 依照本奈的金伐賠僗垃扺僕受害回因不法行力所受的任何可送行銍蓱估价

的技害,包括受害回回民所受的任何精神損害°

3 依照本奈的賠僕包括因固隊不法行力而喪失的任何利洞。

4 力本朵的目的,因 回隊不法行力戶生的韻害是通道不同新的因果美系坏市

与垓行力相朕系的任何板失°

5 凡厲垓技害的戶生部分是由于因隊不法行力以外的原因的情況,包括受害

因也有共同避失的可能情況,賠伴額均庄相位地減少°

第 9奈 利息

┐ 如果村喪失的利潤庄付的賠儅系肘一楚款額的利息,垓利息;

(1) 庄自在力賠僗的目的卄弊庄付本金數額吋未考慮的第一天起幵始

計算,

(2) 泣計算至央隊支付之日力止°

第 1U奈 朴僗和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的保怔

1 在囝隊不法行力肘受害因造成不能以恢复原狀或金我賠僗朴救的道又或法

律上的損害的范日內,犯有回隊不法行力的回家有〤夯向受害固提供道歉、名〤上

或懖罰性賠佳金、恕蜀久有責任的介人或保姬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等形式或以上形

式的任何錯合的充分朴佳。

2 在逸掙朴僕的形式吋座考慮到所破坏的又夯的重要性,以及犯有不法行力

的國家有元故意或逍失或其故意或述失的程度°

3 有管轄杈的因隊法庭宣布垓行力的不法性其本身即可枸成适些的朴儅形

式。

4 朴儂的要求決不庄包括向犯有不法行力的回家提出侮辱性的要求,或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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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洪程項目 3〕

文件 A/cN4/422和 Add1中

美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的第二次報告

特別技告員小木曾本雄先生編丐

〔原文:英文〕

〔ng89年 4月 nn日 和 24日 〕

頁次

159

16U

彔

注 ‥⋯ ⋯⋯ ⋯⋯ ⋯ ⋯⋯ ⋯ ⋯⋯ ⋯⋯ ⋯⋯ ⋯⋯ ⋯⋯ ⋯⋯⋯⋯ ⋯ ⋯⋯⋯ ⋯ ⋯⋯ .

早言 .⋯⋯⋯⋯⋯...⋯ ⋯...⋯⋯⋯⋯⋯⋯⋯⋯⋯⋯⋯⋯⋯⋯⋯‥

市

段   次

一般性意兄 ..⋯⋯⋯⋯⋯⋯⋯⋯⋯⋯⋯⋯⋯⋯⋯⋯⋯ .

解釋性奈款(第 3奈 )⋯⋯⋯⋯⋯⋯⋯⋯⋯⋯⋯⋯⋯⋯ .

肘草案第三部分.目 家豁免的 〔限制〕〔例外〕的

坪淹 ..⋯⋯⋯⋯⋯⋯⋯⋯⋯⋯⋯⋯⋯⋯⋯⋯⋯⋯⋯⋯ .

第 13奈 (人身仿害和財戶韻善)“⋯⋯⋯⋯⋯⋯⋯⋯.

第 η5奈 (寺利、商杯和智力戶枚或工╨戶杈) .⋯⋯⋯

第 18奈人事商並活功的固有或回當船舶 .⋯⋯⋯⋯‥

第 19奈 (仲 裁捇定的效力)⋯⋯⋯⋯⋯⋯⋯⋯⋯⋯⋯.

第 2U奈 (回 有化的情況).⋯⋯⋯⋯⋯⋯⋯⋯⋯⋯⋯⋯⋯

肘草案笫四部分美于財戶免予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的

2一┐9

┐9

2U-4η

2U-22

23

24-3η

32-4U

41

161

n72

┐73

﹁73

195

η95

181

19U

. 
包括文件 A/CN4/422/CUrr1 希口A/CH4/422/Add1/CUr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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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次 更次
.  

︴平●念 .........‥⋯⋯‥....‥∞..一 ..“ ..‥ ‥‥‥“..‥ “⋯..“‥““  42-46   191

建洪的修改 .⋯⋯⋯⋯⋯⋯⋯⋯⋯⋯⋯⋯⋯⋯⋯⋯⋯..  46  194

第 幻 柔 (免 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  46  194

第 23奈 (特定种美的財戶 ).⋯⋯⋯⋯⋯⋯⋯⋯⋯⋯⋯..  46  194

注

本掇告 中所引的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有美的文件

多 迪 公 的

出  走

《統一日有船舶豁免叔的若干規則的因豚公  目隊駁盟,《柔釣集》,第一百

的》 (布害塞本,1926年 4月 1U日 )——以   七十六卷,第 199更
。

下絲‘‘η926年布害塞本公釣”

及其

附加以定中 (布 害塞 /I× ,1934年 5月 24  同上,笫 214頁
。

日)

《美于回家豁免的歐洲公的》及其附加以定串  CUunci Uf EurUpe.EurUpean

(巴 塞水 ,η 972年 5月 16日 )一一 以   下reatySeriesNo74(Stras一

下林‘‘1972年 歐洲公的
” bUur9﹁ 972)

回 家 立 法

除澳大利工法令外,下 引法規特載于敢合回立法Δ串中的一卷:

《夫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的資料》(出 售品編母,E/「 81ˇ 1U),第一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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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

澳大利正

1985年 《外國回家豁免法》 AuStra｜ ia, ActsUfthePa〢 ｜a.

ment oftheCommUnwea︳ th

of Austra｜ ia passed dur︳ ng

the   year   1985(Canbra.

加拿大

1986).v。︳2‘p2696

┬he Canada Gazette.Part ∥︳

1982年 《回家豁免法》

巴基斯坦

1981年 ㄍ回家豁免奈例》

新加坡

1979年 《回家豁免法》

南非

198η 年 《外因回家豁免法》 e「nment  Gazette(  Cape

大不列顛及北爰本主駁合王回

下UⅥ ń),vU｜ ┐96.NU7849‘ 28

Uctober1981

∪nited  K｜ ngdom.┬ he  PvbⅡ c

1978年 《國家豁免法》

美利坐合余回

﹁976年 《外國主杈豁免法》 tion.VU｜ η2.tit｜ e28′ chap97.

1 特別報告長的速介第二次報告,如 同前一根告一祥,討捻美于國家及其財

戶的管轄豁免的奈款草案,遠套奈款草案是因阡法委員舍銓逍長期常以后于﹁986

(Uttawa).vo〡 6No15.22Uune

1982

┬heGazetteofPakistan(〡 s〡 a-

mabad).η 1March19Bn

敢合國,《 管轄豁免資料》,第

28更起各英

RepubicUfSo∪ thAfrica.GUv.

Genera  Acts,1978,pa「 t 1.

chap33.p715

∪n〡 ted States Code.η 982 Ed一

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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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第三十八屇套以上一滾通逍的°
Π 在 1988年提交委員舍第四十屆套以的初

步根告中,2 特別報告長分析了 24回 政府庄委見舍所靖提出的意兄,3、 并根

据速些意見建以了村奈款草案的若干修正°本報告是初步拫告的袋編,在村奈款草

案送行二放吋,位特兩次報告合起來看°
4

一、 一般性意兄

2 更仔細地分析各回政府的意見后,可以看出吋回穌法中回家豁免規則的現

狀存在看明五的意兄分歧。
5 特別技告長將根据兩种主要的現魚在本根告中甘梵

回家豁免規則,并就垓寺題的可能編寨建以一种道些做法°事其上,前任特別報告

貝素差伊庠先生在其第二次擬告中洋細分析了夫于國家豁免規則的回家慣例,并得

出結梵悅,在作力刁慣法的怔明的各因一般慣例中,元疑地回家豁免原則已務立力

刁慣固豚法的准則之一°
6 

在那介早期玠段,速項第梵 已被确汏力回隊法委員舍

就遠介題目升始工作的理由,放那吋起4委見套就一直努力澄清回家豁免原則适用

于外因各种活功的程度°

1 
案文兄 《┐986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更 起各兵°

2 ㄍ1988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頁,文件 A/CN

4/415。

3 1988年 3月 24日 前收到的速些意兄,除另五因政府在此日期之后提交的

外 ,特 載于 《1988年 ⋯⋯年 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更,文件

A/CN4/41U矛°Add1-5°

4 
在速一魚上,逐 可以提及前特別振告員的下迷根告:第二次擬告,兄

《198U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199更 ,文件 A/CN4/331和

Add1;第五次擬告,兄 《1983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25頁 ,文

件 A/CN4/363和 Add竹 第六次報告,兄 《1984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

部分),第 5頁 ,文件 A/CN4/376和 Addn和 2°

5 
兄文件 A/CN4/415(上 文腳注 2),第 8-┐ °段。

6 
兄文件 A/CN4/33η 和 Addη (上 文腳注 4),第 9U段。

一 ︳61一



3 蛗然 ┐986年
一

旗哲吋通道的秦款草案必須肘照公汏的回隊法原則和正在

逐漸形成 的回家慣例加以栓驗,但是委長舍已銍确定草案的基本概念,即在某些限

制 /例 外下,一 日享有不受另一因法院管轄的豁免°
’ 特別報告員在初步報告中

斌日不要重新討淹回家豁免規則的理淹基拙°遠就是力什么他沒有祥幼探甘司法慣

例和回肉立法或者回豚林定。但是,在第四十屆舍以將聳束吋提出初步報告之后 ,

委員舍的一些成長表示他們想較洋幼地知道夫于回家豁免的一般慣例的新友展°蛗

然前任特別報告長已在他的一些報告中提供了美于遠方面情況的板佳資料,但是遠

是一介完全合理的要求,特別是吋那些最近几年才加入委員套的成長而言°特別技

告員永于喃垃速項要求,在本報告中摘要列出一般回家慣例的最近友展,但不悌幼

探討回家豁免規則的理捻基砒°不逍,位 些強琱指出,在現F,+段 送行二汶吋,需 要

做的是努力送成一項新的多迪捇洪,以琱和道用或不道用回家豁免所引起的主杈利

益沖突,而非伙肯定在速介特定領域里更力根本的主叔原則°

4 各因政府的坪淹中出現了速祥一奈意見:回 家在凡乎所有情況下都地村免

受外因法庭的管轄,除非回家明确表示接受此种管轄。根据速一立場,絕村豁免是

一般回隊法的准則°因此,不遵守遠一准則的回家即違反了回隊法°保加利正、中

目、德意志民主共和因、赤敢及委內瑞拉且然支持速一主又°
8 

速一跳念的部分

依括是,在以往的某些險段,速一理梵在好凡介回家的法庭其我中占主早地位°然

而,斃肘豁免的理捨已逐步社位于限估1性豁免的理梵。因此,在 刁慣回豚法中現在

似乎并元規定自功要求國家肘其他回家一概給子管轄豁免。
9 

下面,本報告將筒

要叔迷各回國內法庭采取了限制性豁免理梵的道程。

5 十九世妃吋,地肘豁免的非法在司法其域中似乎是根深蒂固°下面是某些

回家 些B1的 作法°在法國,其 最高法院在西班牙政府維卡望斯案 (n849年 )

兄文件 A/CN4/4﹁ 5(上 文腳注 2),第 66段和第 ηnU段°

同上,第 11更°

9 
但一些回家所持的現魚是:回 家管轄豁免的原則在回豚法上得到了普遠的

承汏。靖兄文件 A/CN4/4η U和 Add┐ -5(上文腳注 3),如保加利工 (第 3

段)和 中因 (第 1段 )的 坪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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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  中明,能吋豁免叔道用于私法行力°它道用的普遍原則是,一 回政府在其

作出的承渃事項上不受外目的管轄。
’n 

在本世免初,德 回法院也升始采用地肘

豁免理淹。例如,在 He︳ 〡fie︳ d拆 den「︳skusdesrussischenReiches一 案 (η 91U

年)中 ,12 普告士管轄沖突法庭曾汏力,固 豚法并未承汏回家在行使主杈及以

私法身分出現吋有任何匡別。再者,在波〨貸款一案 (1921年 )中 ,n. 上途法

庭支持地肘豁免規則°它汏力,根据回豚法,外 因元淹是以公法身分出現逐是人事

私法上的交易都不受另一日法庭管轄,除非它自功接受管轄或案件涉及到不功

戶°
.. 

白188U年 以后,駁合王回下級法院普遍采用了地村性的理梵,至少在逮捕

或扣押外因回有船舶吋是如此。
15 

但克多斯蒂娜咢一案 (η 938年 )中 ,怖  最

高法院的某些勛弄卸村垓理淹是否道用于回隊法持保留意見。
n, 

除了速一有計

1°
 Do〡 ︳oz, Becuei︳  p。 r︳ Udique et critique de jUrisprudence, 1849

(Paris), part┐ , p

(Paris), partη , p93

9, Sirey,  日ecvei g。 n爸 ra〡 des 〡Uis et deS arr合 ts, η849

11 
兄 SSucharitku〡 .“ 〡mmunitiesUffUrei9nStatesbefUrenatiUna｜ authUr一

t｜ es”  .Co∥ ected Courses of ㄒhe Hague Academy of 〡nternationa｜  LaⅥ .́

n976-｜ (Leyden.S‥ thoff.η 977).vo〡 149.pp14U-141
12 Zeitschriftfur︳

nternatiUna〡 esRecht(Leipzig).vU〡 ×X(19η U).p416;丁 he

AmericanJo∪ maoflnte「 nationa｜ Law.vU5(1911).p49U
n3 Annva｜   Digest  Uf  Pub︳ ic  ｜nternationa︳   LaⅥ  ́ cases.1919一η922

(LUndon.1932).p1η 6.caseNo78
14  〕瓩 ︳ Sinc〡 ai「 .“ ┬he ︳awofsovere｜ 9n ｜mmvn ityRecentdeve〡 opments” .

Co∥ ected  Courses⋯ . ,  198U一Ⅲ ( A︳ phan aan den  B一 n.S叮 thU∥  &
NUU「dhUff.1981).vU｜ η67.pp13U-131

.s 
同上,第 121-127頁°

16 
〔╯n ited K｜ ngdUm,丁 he LavvRepU「 ts.HUuSeUfLords.」 udicia〡 Comn╮ 〡ttee

ofthePr｜ y̌CUunc∥ .1938.p485
’’ 兄 Sucharitku〡 ,前引串(上文腳注 1η ),第 ┐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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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性的案例法外,另 一种常听到的悅法是,許 多回家 (包括美利里合余回、澳大利

工、印度及南非)的 法院以往都里持免肘豁免理梵。
18。

6 另一方面,即使在遠种初期險段,尤其是在 192U年代和 193U年代,比

利時法院
ng@和意大利法院

2° Θ友展井采用所瑁的限制理淹,速种理梵不合給予

外回以非主根身分所作行力引起法律拆松的豁免 (事夯板行力)° 早在 η879年 ,

一比利吋法院拒地給予銷售直肥合同引起的法律沂妐豁免,并坪迷如下:遇有外國

政府“采取行功筌,T在任何時候及在任何地方都被視力商╨合同而泣遵守商夯法院

的管轄的合同時”,就不合再有主杈同題。
幻 Θ1933年,一名掌者在肘回家慣例

送行大量琱查后斷定:以統治杈行力和事夯板行力之同的匡別力基拙的限制性豁免

理淹乃是“比利 9f和 意大利特有的,必須加以打大將瑞士、埃及、多馬尼皿、法

回、奧地利和希腊列入”
。
η ◎其后,在西歐一些重要的大陪法系回家已友展和垃

用統治板行力和事夯杈行力之同的匡別°η °

7 回菅貿易的作法迅速普及,白 1945年以來更是如此;于是,不接受此地

村主又的回家的數目一直与日俱增至今。在美固,其 最高法院針村 theBer眨 z｜

BrUthersCovSS‘‘Pesa「 o’
’一案 (1926年)24@裁定,由 意大利政府所捐有和銓

U nB 兄  〡BrUwn｜ ie.Pr㏑ cip〡 eSUfP∪ b〡 〡c｜ nternatio na〡 Law.3rded(UxfUrd.

C︳ arendUnPreSS.1979).pp328-329.footnUte5

@n9 兄 Suchar〡 tku!.前 引串.第 132-η 35更 °

◎
∞ 同上,第 126-132更°

Θ  幻 Πau.ˇ anden Abee〡 e et C〡 evDuru case(PasicriSie be〡 ge.1879

(Brusse｜ s).part2.P175)

Θ
η EWA︳｜enπ hePUsitiUn Uf「 Urei9nStatesbefU「 eNatiUna︳ CUurtsCh｜ e刊

in Continenta〡  EurUpe(New ㄚUrk. Macm∥ !an.┐ 933).p3U1.cited in S｜ nc︳ air.

｜occit(fU。 tnUte14above).p134

°
m 

兄 HLavterpacht.“ ┬heprUb｜ emofjuriSdict〡 onaimmun︳ t｜esoffUreign

states” .丁 heBrit｜ shㄚearBoUkUf〡 nternatiUna〡 Lak.1.195η .VU｜ 28.pp25U-272

☉
26  ∪n itedStatesBepUrts.vo︳ 271(1927).p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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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向美回逐送入与貨物的一艘船舶位享有豁免叔°
葯

㊣但在其后的案例中,垓法

院的立場是‘是否授予回家豁免杈座祝回家政策而定,即 座由政府的行政部鬥确

定°其后,ng,年 ,回 夯院宣布它熒 同所渭的“塔特信 函”肉所迷限制性理

梵。
笳

Θ美目目前的立切受 ﹁976年 《外國主杈豁免法》制約,垓 法体現了限制

性豁免叔的理淹°耿合王目的法院在┬heph｜ ︳ippineAdm︳ ra｜ (1975年 )一集中确

汏可道用限制性的理淹°
’’

◎在速一案例中,框密院司法委員舍一反常規地汏

力,如某外目的政府將船舶用于商並目的,那么垓外因即不得在針肘速一固有船舶

采取的物枳沂松中享有豁免°
羽

☉就此引用英回上泝法院兩名法官 (德 守勛爵和

肖勛爵)在 下rendte〤 丁
「
ad㏑ 9CUUpe「atiUnLtdvCentra〡 BankUfN｜ 9eria(η 997

年)一集中的意見是頗有意又的。
的

◎他們汏力,垓銀行在債杈泝忪中不享有豁

免叔,因 力原告据之起拆的那件信用近是一份商並文件°正如德宇勛爵在此案的附

帶意兄中所指出的那祥,他們的立場所示明的原則是,如一外因同朕合王目的商人

送行商╨往來,那 么垓回即不享有豁免杈°sU◎
盤此案之后,瑕合王因頒布了

U葯 兄 Sucharitku〡 ,前 引中

State｜ mmun︳ ty. AnAna〡 ytica〡

(上 文腳注 η1),第 η55頁 ,和 CMBadr,

and Pro9nUst︳ cˇ iew (┬ he Ha9ue, ∼●arti nus

N〢 hUff, 1984), p36°

Θ  笳 友 表 在 下heDepartmentUfStateBu〡 etn(WaShin9to nDc)‘ vo｜ 26

(1952).pp984-985兄 S｜ nc〡 ai「 .前 引串 (上文腳注 14),第 η61-163兵。

Θ ” Uwners oftheShip.‘ Phi｜ ippineAdm〡 ra” vWa︳｜emSh｜ pping(Hon9

K° ng)LtdandUthers(┬ heA∥ En9︳ andLawRepUrts.1976.vo｜ ︳.p78)

Θ
路 兄 Badr,前 引串 (上文腳注 25),第 48和 79更 ;和 Sinc〡 air,前 引串

(上 文坤注 η4),第 154-155頁°

◎
η ┬heA〡 ︳Eng｜andLawnep。 ns1979.vU｜ ︳.p881          .

◎
sU 

兄 nHi9g｜ ns‘
‘‘Recentdeve〡 opments︳ nthe｜ awUfsoverei9nimmvnityln

the∪ n〡 ted K㏑ 9dUm” .Ame︻ canUUvma︳ of｜ n｛ ernatiUna〡  Law (、 nσ ash｜ ngtUn

DC),ˇ U7ㄇ (1977).pp425-43UBadr.前 引串(上 文腳注 25),第 49-5U更 ;和

S〡 nc｜ air,前 引串(上文腳注 η4).第 155-156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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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 《回家豁免法99,垓法体現了限制性豁兔杈的理梵°

8 在德意志朕邦共和回,其 一度支持地肘豁免杈的立場在 DanishState

日ai︳ways inGermany(﹁ 953年 )印 Φ一來中被基本地方法院斷然摒井°其意兄

是:“.⋯∞回家如涉入私法和民事活功,那么它必須接受外因法院的管轄,’
’此美活功

包括外目的德回境內銓菅公共汽李企╨°遠一限制性的理淹在耿邦德回先法法院

1963年的 X拆 EmpireUf⋯ 〔｜ran〕 案判決中也得到了确汏。
鈕

☉垓法院在全面

查園了其他回家的司法其踐、有夫奈的及各种編寨工作后
ssΘ

表示焚同了限制性

豁免杈的理梵。其意見如下:力 了匡分統治杈行力和事夯扠行力,庄垓看一看回家

交易或隨之而生的法律夫系所具有的性廣,而不是看回家活功的功机或目的是什

么。因此,速也就取決于垓外因之行力是行使主根 (即依公法)逐是即同私人行力

一祥 (即依私法)。
田 ☉針村回家豁免杈的此种立場其后也力其他國家的法庭所采

用°

年 )

例如奧地利最高法院在 Dra〡 ｜evBepvb〡 icUfCZechos｜ ovakia一 案 (┐ 95U

35Θ
和 HU︳ vbekv∪ nitedStates36Θ 一案 (η 9印 年)中 ;布害塞本上訴法

U 31  Juristenzeitung  (┬ tJbin9en).ˇ o〡 9(1954).p┐ η7:〡 nternatiUna｜   ReportS.

┐953(LUndUn).vo｜ 2°.n957.p178

@ 32  Entscheidun9en deS BundeSVerfassun9sge「 ichtes (T● bingen).vo｜ 16

(1964).p27:㏑ tematiUna Law BepUrts (LUndUn).vU45(L972).p57;∪ nited

NatiUns.Mate「 ia｜ sUnJvr:Sd｜ ctiona〡 ︳mmunities‥ ..p282

◎∞ lnte「nationa〡 LaW日 epo「 ts.vo︳ 45.pp63-73

°
s. 同上,第 8U更°

Θ ss δsterre心 h｜sche Juristen Zeitung(ˇ ienna).vU〡 5(195U).p341.Case

No356,  ︳nternationa〡  Law Beports.﹁ 95U(London)v° 〡17(1956)case NU41.

p155:∪ nitedNations.型 atela｜ sUnJurisdictiona〡 ｜mmun︳ ties‥ p┐ 83

◎
3滔  JuriStiScheBδ tter(Vienna).vU〡 84(ㄇ 962).p43:㏑ ternatiUna〡 LawRe-

portS (L。 nd° n).vU〡 4U(n97U).p73;Vnited NatiUns.Materia｜ s Un 」ur｜ Sdictiona︳

｜m「nun｜ ties..., p2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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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 SA“ Eau, Gaz, E｜ etic︳ teetApp〡 icat〡 ons”vUff︳ ceD’ A｜ deMutue︳ ｜e田

(1956年 )一 案 中,及荷〨法庭在 Kro｜ ˇBank〡 ndonesia(1958年 )、
sB

NVCabo〡 envNat｜ ona︳ ｜ran︳anU︳︳Company(1968

｜icUfMa｜ ta(1979年 )4°  中均采取了遠一立場°

年)39  及 ParsUnsvBepub.

9 此外,其他回家 (包括新加坡 (1979年 ),巴基斯坦 (198┐ 年),南 非

(19B● 年),加拿犬 (1982年 )和決犬利皿 (1985年 ))均 于最近頒布了英似于

美固和耿合王因式的因肉法規。人們逐注意到某些有大的奈夠其跩,尤其是外回及

其机构在商並活功領域的此美其我°1926年 的 《布碧塞本公的》及其 1934年

《附加以定串》規定,只 有非商╨性的公有船只方可享有回家的司法豁免叔°速一

原則在 1958年 《領海及毗遊匡公的》中得到了肯定。
4’  垓公玓規定,力商並

目的活功的公有船舶庄作力私有商船吋待,瓜而放奔了以其所有扠采區分公有及私

有船的界限°
φ

ηU 根据上文肘十九世紀至現險段回家央跂的筒述來看,不 能再汏力回家豁

3’
  Pas︳ cris｜ e  be︳ 9e  (Brvss is).η 957.Part

Rep ortS.1956(London)′ 23(﹁ 96U).2U5

sB Neder｜ andseJurisprudentie(Zwo〡 e), NU164(1959);︳ nternationa｜ Law

日eports.1958-∥ (LondUn).vU︳ 26〔 1963).p18U

39  Neder｜ andse Jurisprudentie (Zwo〣 e).No484(1969)∥ nternat︳ ona｜  ∩e-

ports (LUndon)‘ vU｜ 47(1974).p138;∪ n︳ ted Nat︳ Uns,Materia｜ s Un Jur︳ sdictiona｜

︳m「nun ities.“ , P344
4U 

兄 Nether︳ andsㄚ earbook of︳ nternationa〡 LaⅥ巧 Ǔ〡 ｜×(1978), pp

272-273°

如 朕合回,《奈玓集》第 516卷 ,第 2U5更°

.2 
兄 Brown｜ ie,前 引中 (上文腳注 18),第 329頁 9

NatiUns.、ηaterias Un Ju了 iSd一×ˇPepub｜ icofthe Phi︳ ippines(1977)(∪ n〡ted

Ⅱ.p88Ⅱ nte「 na tiona｜  LaNlv

ctiUna〡 〡mmunities .pp31U-3nη °

一 ︳67一



免的地肘化理淹是刁慣因隊法上一項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准則了。
招 但是可以速

祥說

一

地肘豁免杈的理淹肘那些不同意修改速一理梵的回家來悅仍是一項可以依救

的准則°但是正如前任特別報告長在其第六次報告
聑 中所指出的,俠靠宣布一

种相肘垃的理梵或照本宣科地琲出一瓨地吋化原則均不足以否定限制性的超向,除

非地村化理淹的掘中者能“具体怔明已有某項司法判決規定在共施限制性豁免的回

家本套抵制垥予的豁免已得到了落其”,.s 一項至夫重要的事其是 ,‘
‘曾絰主強地

肘豁免的回家的司法共踐 已友生了根本的交化°’’
46 

因此,肘地肘豁免并元普遍

一致的焚同意兄。

●● 其次,特別擬告員將爪反面的現魚來討淹回家豁免規則°同題是一段回

豚法現在是否容許一回按其需要任意否定其他回家的豁免。如果回家豁免規則座由

因豚法規范,則我們可以假沒回隊法中有一項限制各回否定其他回家的豁免的自由

的規范。然而,由 于村速一白由的限制的范團向題仍未解決,所以元法制定任何將

可荻得普遍怭南一致意兄的精确的奈文°事其上,提倡限制國家豁免原則者提出,

外目的行力可以分力而美:統治杈行力和事夯叔行力,外 目只肘第一美行力有扠荻

得豁免°不幸的是,在 其跟 中,速一 X別 在逗用于各美國家活功時出現了困

珀 如 Sinc︳ air,前 引串 (上文腳注η4),第 214一日7頁°

.. 
文件 A/CN4/376和 Add﹁ 和 2(上文腳注 4),第 46段。

45 GMBad了 也提到了速一
“普遍默汏限制豁免規則”的情況如下:

“值得指出的是,多年來并沒有在其行限制規則的回家的法院敗拆的回家

肘其中的任何回家提出抗以或其他外交交涉的圮最°如果大家汏力根据因豚法

各固有杈免于其他回家的管轄,則“受害”因不可能眼看“違反”速項一般回豚法

規則的事件增加而不作出道些的反位°’’同前引半,(上文腳注 25),笫 33-34

頁°

如 文件 A/CN4/376和 Addn和 2(上文腳注 4),第 49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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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
.’  看來速是掘妒銫村豁免原則者不愿接受限制的趌勢的原因之一。

粥

12 夫于速一匡別,特別根告貝接下來將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渭的“目的或性

辰”栓驗鬥題上。根据限制理淹,統治叔行力是一目力一“公共 目的”所作的行力,

只村或只位肘速种行力給予豁免。但是速一目的拉驗在司法其跟中被否定,而且也

受到回你法苧家的批評,因 力一日采取的一切行力都可以被汏力有某种公共 目

的°
.g 

因此,一些法院格外因行力的性反作力決定因素°
sU 

根据速一性辰栓

駩,如果行力的性辰扁于私人可以采取的行力;則外目元杈荻得豁免°不逍,性廣

栓驗柝准也引起困堆。被控告違背同私人的合同的外回不垃荻得豁免,但是,如果

說私人一般不供莽軍臥的活,那么,外 因在有夫賄共供給軍陝用品的价金合同的沂

忪中位有扠荻得豁免U印

13 夫于道用“目的或性廣”栓駩杯准的困雎,一 名苧者在 1988年友表的一

本著作中在探討一些回家最近的司法其跂吋
’ 悅:蛗 然最近一↑被告外目“力公

共工程采賄、迋輸熒物或簿資合同”案件凡乎一律被祝力商╨性的、元豁免叔案

件,但在“迋輸、屯信或教育等領域的回菅服夯”案件中仍有“模棱兩可的月題”
。

∞ 他指出,在后一种案件中,司 法其成因因而昇,甚至在同一今回家亦因法院

而昇°但是,他又悅‘“永迡舍有摸棱兩可的領域。〔但〕如果我們進用正确的杯

准,如果法院愿意超越回家的界致拭四尋找共同的因豚狋准,則 遠一灰色X域是可

例如,Sindair,前 引串 (上文胂注 14),第 21U-214頁
。

兄 CSchreue「 , State〡 mmun itySomeRecentDeve︳ opments(Camb-

日d9e,Grot｜ uSPub〡 ications,1988);事 其上,主 救地肘豁免者的一項主要梵京

一直是,不可能把兩美國家活功完全匡別幵來”(第 41烎 )。

的 例如,兄 ︳BrUwn〡 ie,前 引中,(上文腳注 18),第 33U-332頁°
sU 

例如,兄 SSuchar｜ tku〡 ,前 引串 (上文腳注 ┐η),第 187更°
山 例如,兄 ︳S｜ nc︳ air,前 引串,(上 文腳注 14),第 213-214更 ,和

︳BrUwn︳ ie,前 引中,第 331頁
。

52 CSchreue「,前 引串,(上文肺注 48),第 17至 第 3╮ 烎。
“ 同上,第 η8和第 26頁 °

�粔
畤畤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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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縮小的”
。

s.

我們逐注意到,B了UWn︳︳e也 于 1g,9年建洪同祥的亦法:“最不引人反肘的亦

法”是說明“某一美活功或事項,例如用于商╨目的的政府船月自
”作力例外而不享有

豁免,仄而不尋求建立區分筑治叔行力和事夯叔行力的一般林准。
55

﹁4 意而言之,蚤 然有一些掌者支持限制豁免原則,但是統治杈行力或事夯

杈行力都沒有一介車一的、公汰的意又。然而,与 此同吋,既然我們不能忽視“傾

向承汏回家管轄豁免并非元限的原則的明确元淚的趙勢”,sU 特別報告貝印汏

力,需要以客現的法律用浯說明并界定筑治杈行力和事夯叔行力。

15 草案第 6柔 的奈文將瓜以上現魚出友穹以。肘于回家豁免一般原則的一

項可能的措洞如下:s’

“第 6奈 回家豁免

“
一般未悅,外 因行使主扠杈力——即統治杈——的行力垃免受法院地回

的管轄,它在本奈款所規定的情況下不座享受豁免
’’
。

M 同上,第 41頁°

55 ｜BrUwn︳︳e,前 引串,(上 文腳注 18),第 331更°

56 ︳S｜ ncair,前 引串,(上文腳注 η4),第 196丌°

s’ 作力采用速一提法的其例,兄于回豚法捇舍在其第六十次舍以上通道的蒙

特利/IN回 家豁免公約草案 <蒙特利/lN,1982年 8月 29日 -9月 4日 )第二奈°垓

奈規定如下3

“第二茶 外國裁判管轄豁免

“
一般而言,外 因行使主扠扠力——即統治叔——時所采取的行力位免于

一法院地目的裁判管轄°在第三奈規定的情況下不泣得到豁免
”

(第三柔規定了几种裁判管轄豁免的例外。)兄 比A,RepUrtUftheSi× t｜ ethC。 n.

ference,MUnt了 ea｜ ,1982(LUndon,1983),第 5更 起各頁,笫 6母 次以 ,“ 回

家豁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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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一來文并不社外國有杈 自功荻得剩余豁免,因 力外回必須近明,即使受起泝

的行力不厲于一項明确的例外的范田,也是以其統治扠資格作出的°但是,遠祥一

項將怔明豁免扠的責任加渚外目的奈文人未有人提出逍,本草案第 6奈也未果

鈉°
sB 

比較常兄的起草亦法是,如果沒有一項明确的例外道用,則 外因有杈荻

得管轄豁免,速一亦法的第一項各逸奈文以一項一般豁免規則升共,然后列拳外回

不能要求豁免的例外,sg 第二項各述奈文列拳例外,然后朴足一項一般豁免規

央甘。 6°

16 草案第 6奈 采用上迷第一碩各送紊文,但 肘于是否加上方括手肉的短

浯:‘
‘
和一般回豚法的有夫規則”則有兩种互相坤突的意見°

引 刑去速一短浯可能

套限制一些法院 已在其行限制豁免規則的回家的管轄枚°ω 其其可以想象得

到,回 肉規則所涉及的某些案件超出了草案內所列拳的非豁免案件的范園°盤于最

近螢成限制豁免原則的新友展,保 留遠一短浯是合情合理的,因 力送祥將力遠方面

的法律的迸一步友展留下余地°

17 另一方面,保 留速一短悟可能使送奈規定被法院地目的法院作車方面解

釋,放而使豁免例外的數 目增加,速 必然舍早致統治叔利力受到不座有的限

田 一汶通道的第 6奈規定如下:

第六奈 國家豁免

“
一日本身及其財戶遵照本紊款的規定 〔和一般回豚法的有夫規則〕享有

不受另一回法院管轄的豁免
”(兄上文腳注 1)。

sg 例如,兄 1976年美目 《外因主扠豁免法》第 ﹁6U4和 第 ┐6U5柔 ;η 978

年敢合王回 《回家豁免法》第 1(1)和第 2一日1柔 ;回 隊法捇套蒙特利本回家豁

免公的草案 (兄 上文腳注 57)第 2和第 3奈°

sU 
例如,兄 1972年 歐洲公的第 1至 第 15奈°

“ 兄文件 A/CN4/415(上 文腳注 2),第 59-65段。
φ 兄文件 A/CN4/4ㄇ °和 Add1-5(上文脾注 3),如 下迷怦淹:澳大利

工,第 14-15段 ,敢邦德目,第 6段 :北歐回家,第 3段 ,瑞士,第 2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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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ss 

如果因速一原因或其他原因容許刪去速一短活,則 特別扳告 ,Fl建洪在公

的草案內加添以下新朵款第 6奈之二,以 在以上兩种不同意兄之同錐持平衡。

“第 6奈之二

“思管有第6奈 的規定,任何些事回在筌署本公的吋或在交存批准串、接

受卡或加入串.l,或在此后的任何時候,逛可方明除第 11至 第 n9奈規定的

情況以外的村回家豁免的任何例外,垓 回法院得据以受理村另一些事目的忻

忪,除非后者在方明作出后三十天內提出反肘。作出方明的回家的法院不得受

理針肘已反村垓戶明的回家的依据戶明所載回家豁免的例外規定的泝忪°作出

戶明的回家或反村方明的回家可隨吋撤回其戶明或其反肘°”

﹁8 要預測所提以的新奈款第 6奈之二是否舍被不少回家接受,可能遜力吋

避早。但特別擬告貝相信,垓奈款合乎回家其跂些前傾向肘目隊法中的國家豁免采

用限制性規則的患走勢,在遇到不厲于草案第 ηη至 19奈 范日的情況吋,草案并

不妨得在根据提洪奈款第 6奈之二作出任逃方明的回家中已銓承快的管轄豁免范

圍°元梵如何,速奈規定可能有助于制汀一奈明确的刁慣因豚法規則;垓規則可以

各目之同正規而且統一的司法其跋力依据,不避,到 目前力止,尚未制汀出速祥一

奈規則。在遠方面,特別擬告長汏力,如果有美任遠方明的提以的新奈款第 6紊

之二荴得通道,同 時亦刪除了草案第 6奈 內方括咢中的泀浯,則 或座重新考慮第

28奈。

解釋性奈款 (第 3柔 )

┐9 特別報告長在其初步報告中建以,鈭于有數目政府村于原款案文中所載

的目的杯准因其主現性或人力性而表示不同意,故泣把第 3奈第 2款 与垓報告建

以的新的第 2奈第 3款“ 取得一致°第 3柔第 2款是起草委員合在第三十五次

∞ 同上,兄下迷坪梵:第 9段 ,保加利正,民主德固,第 ┐5段 ,芽瑕,笫

9段。
“ A/CN4/415(兄 上文腳注 2),第 2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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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以上建以的一种妥你的奈款°
65 

力了垃付村子在按性辰來判斷一份合同是否

扁于南╨合同所提出的強烈反肘意見,委 員舍必須迷成一今也考慮到外國政府在同

私人方面汀立合同時斌回送到的最終目的或劫机的杯准°速就是草案采用垓款的由

來°不逍,遠种主要參照合同性辰但也參照外目的有失慣例的耿重杯准舍由于回家

央跩并非恙是很明确而早致道用垓杯准吋的不确定情況,而且逐套傾向于地村豁免

的原則°在照字面解釋朵文吋,目 的的准則乃是在友生疑同時所庄采用的一种朴克

准則°而根据肘第 3奈第 2款 的砰注 ,“如果在道用
‘性廣’

准則之后,合同或交易

看來是商╨性者,則 回家可以根据垓合同或交易的目的采肘速种判新表示昇

以’’s6 正如一因政府所坪梵的那祥,夫 子合同目的的判斷凡乎患是在片面的基砧

上作出的。
G’  其豚上,制 汀殃重柝准是要道些地保伊友展中回家在其回家銓游

友展中所做的努力。蛗然特別拫告員不否汏有必要制t速察柔款,但他感到可以采

用提洪的新的第 2奈 第 3款 的提法未保怔有一介更力均衡的杯准,即 座些主要參

照合同的性廣,而在相夫各國之同的因隊捇定或外國同私人方面汀立的中面合同中

明磽規定了公升目的的情況,亦座考慮到其目的°

二、肘草案第三部分,回家豁免的

〔限制〕ㄈ例外〕的坪梵

第 13奈 (人身仿害和財戶損害)

2U 如同前特別報告見在其第五次報告∞ 中所指出的那祥,最近編集中的

有夫奈款規定不豁免外因早致死亡或人身仿害或財戶破坏或損失的非法行力。速些

Us 
兄 《1983年⋯⋯年盤》,第一卷,第 291頁 ,第 18U5次合快,第 68

段°

66 
兄 《η983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 兄 文件 A/CN4/41U和 Add1-5(上 文腳注

梵,第 9段°

sB 
文件 A/CN4/363和 Addη (兄 上文腳注 4),

35烎 ,坪注第 2段°

3),墩合王回政府的坪

第 86-98段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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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通常規定,將領土管轄作力村道用侵犯行力例外的一介限制因素;例如敢合王

回﹁987年 《回家豁免法》第 5(b)市規定,一介回家在涉及夫于因“敢合王回境

肉的一項作力或不作力所引起的”技仿或韻失的泝忪中不庄享有豁免°另一方面 ,

草案第 13朵 中有兩朵累加的要求,垓奈同 1972年歐洲公的第 1η 奈相似 ,‘
‘.⋯“

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者⋯⋯于垓作力或不作力友生●1〔必須〕在垓領土內”
。蛗然

特別授告長在其初步報告中曾建洪刪除第二項領土方面的要求,.g 但送种侵杈

行力例外粹由于領土方面的第一項要求而不道用于在固外所犯的侵杈行力或其他跨

回界的損仿行力:相大的作力或不作力必須“全部或部分”友生在“法院地目的領土

肉”
。

刉  夫于回家責任鬥題,第 ﹁3奈提及的作力或不作力的非法性不是依据回

隊法的規則判定的°根据肘遠一奈的坪梵,“豁免規則的速种例外只道用于根据侵板

行力地法有夫回家位些久黃的情況或坏境’’°’° 換句活悅,所适用的法律原則上

是法院地目的法律°其次,特別報告員的理解是,“据林責任泣好黃于垓回⋯⋯的作

力或不作力”等活并不受制于回家責任的一般要求°速一蕉也庄根据一些政府的坪

梵加以澄清°

22 此外,蛗 然第 η3奈按照字面包括了人身仿害或有形財戶的損害,但仍

然可以爭以的是,垓奈的范圃避于戶泛,在制汀垓奈款草案吋得不到相些多回家的

支持°事其上,就坪梵中所反映的委員舍意因而言,第 13奈主要是要規范友生在

法院地因領土肉的日常事故。第 ﹁3奈 目前的案文由委員舍 1984年 通道,与 前任

拫告長 1983年原來提出的案文完全相同,它 曾一度被將其道用范園縮小到通常能

要求保險的交通事故的修訂案文所取代。
﹁ 元捻如何,委 員舍庄些根据迄今与

刑事犯罪有夫的賠儅案件字其上并不多兄遠祥一介事其來重新考慮本奈的范目。

文件 A/CN4/羽 5(兄 上文腳注 2>,第 ﹁41

《┐984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 ),

坪注第 2段。

《1983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硉畤畤絇

段°

第 66歹 ,第 η4奈 (現力

2U更 ,腳 注 59°

η3項舟)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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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奈 (寺利、商杯和智力戶叔或工╨戶杈)

23 一些友展中國家表示反村第 ┐5奈草案,因 力它將肘它們的銍游增次和

友展戶生有害影晌。一殺未悅,它們汏力,不制定保伊工╨戶杈或知洪戶杈的法規

是符合國家利益的,因 力在其回境肉白由复制任何新的技木送展可能肘整介社舍有

利°但是,第 ﹁5朵草案完全不影晌一介回家在本回領土肉逸捀和其施回內政策的

杈能。事其上,垓奈玵建以的回家豁免例外規定了兩介具体的領土限制°首先,据

林的侵犯行力必須友生在法院地目的領土范園肉,第二,案件必須涉及在法院地回

中受到保伊的扠利。因此,根据第 15荼 ,一介回肉法院元叔判斷友生在法院地目

領土外的侵犯行力°

第 ﹁8奈 (放事商╨活功的固有或因菅船舶)

24 特別擬告員建洪刪去JrH� 政府性”速一用悟,因 力保留它的活第 1和 第 4

款的合〤可以解釋力:一 回抈有并用于商╨活功的船舶享有另一回家的管轄豁免。

呈然在回菅貿易制度中放事╨夯活功的所有商╨船舶都可以援引豁免,但在自由市

場制度中汏事並夯活功的商╨船舶則須接受些地管轄°遠种不公平的法律后果肘很

多國家是很雎接受的°有人指出,在有回菅男易制度的回家中,回家是某船的所有

者,但授杈一今与回家分幵的其体力商╨用途使用和坯菅垓船。在速种情況下,除

非回家可以社速介分幵的瀣當者 (特別擬告長在其初步拫告中建以的第 11奈之二

中提及的“固菅企╨’’’2 )解 決由銓菅垓船而引起的求佳,否 則垓回家恙是庄垓

村有美絰菅垓船的任何泝忪原因久黃°速項建以將符合戶生于 1926年的布害塞水

公釣,1958年 的 ㄍ領海及毗達匡公的》
73 

以及 n982年 的 《朕合回海洋法公

的》
〃 的一般走努,布害塞水公的中确汰,回家捐有或絰菅的船舶和它I1● 所承

” 文件 A/CN4/4η 5(兄 上文腳注 2),第 η22段°

’B 
兄上文腳注 41°

〃 《朕合因第三次海洋法舍以正式記彔》,第十七卷 (敢合國出版物,出 售

品鴮甹 E84v3第 151更 ,文件 A/CUN「 6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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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女物与普通的商船一祥受些地法律管轄,只有在固有船舶用于公共或非商╨用途

●1才 能援用回家豁兔°我們逐可以在各項海洋法公釣中找到速种匡別:用 于商╨用

途的政府船舶和用于非商並用途的政府船舶之同的匡別°

25 根据速些因隊公的中的其廣性理由和措科,位刪去第 18奈 中第 1和第

4款 中的“非政府性”遠一用活。夫于第 6款,特別拫告長忕力,本款庄重新起草,

因力它的合意可能舍被淏解力,回家只在涉及有美船只和仗物的銓菅的沂忪中才可

以提出一切抗辦措施,吋效理由和女任限制°最后,特別拫告見怀疑給予友展中國

家所抈有或絰曹的船月白以豁免放次迒來看是否真有利于送些回家°如果它們不肘涉

及船舶的銓菅和速些船舶所我的貨物的泝忪久黃,友送回家中的私人合作者將舍不

情愿与友展中回家掘有或銍菅的船舶共同送行商╨活功°

26 夫于第 18柔,有兩因政府指出,在奈款草案中采用分萬的回家財尹的

概念,村 子解決有失回家所有或回家絰當放事商╨的船舶同題,將 是可取

的。
’s 鈭于速些坪淹以及需要有一今与特別報告貝在其初步披告’G 

中提出的

似以的第 ﹁┐奈之二相似的新的奈文,特別披告貝建以在第 ﹁8奈 中加上下面新的

第 1款之二:

第 η款之二

如果一介回家企╨,不梵是回家的一介机夫或一↑草獵机构,代表回家絰

當一艘固有并人事商止的船舶,而且根据回防私法庄道用的規則,与 垓船舶的

銓菅有夫的爭以庄由另一日法院管轄,前一回家即被汏力已同意在有夫垓船舶

的絰當的泝炂中由垓另一日法院行使管轄,除非有杈占有和史置分高的回家財

戶的垓回家企╨在垓拆忪中能姼起拆和被泝°

29.目 豚法委員舍必須充分汏清,特別是根据些今世界上而今主要的政治絰

游体系之向日益增次的貿易夫系,充分汏清速兩介体系之同的重大差昇°然而,接

石 兄文件 A/CN4/41U和 Addη -5(上文腳注 3), 白俄多斯赤維埃社舍

主又共和回 (第 13段 )和亦駁 (第 15段 )的坪淹°

’s 
兄上文腳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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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地肘豁免理淹社舍主又回家具有明昱的有利地位°速是因力它們的契易机构是回

家的重要部分,能 姼名易地取得豁免的資格。特別報告貝力斌日消除遠种机舍主

又,曾提出第 1奈 之二°同祥的考慮也道用于第 18朵
。

28 另外,也是大于第 18奈 ,有一回政府建以目豚法委員舍常以放事商並

的回家所有或回家象管的〝机的同題
’’ °垓同題由回豚民用航空法的奈的加以

規定,其 中包括以下几介奈的:

(a)  《夫于航空管理的公的》(巴黎,1919年 1U月 13日 )’
B 

及其若干

附加以定串,

(b)  《筑一回豚航空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 (牛 沙,1929年 ηU月 12

日);’
9

(c)  《筑一預防性扣押弋机某些規則的公的》 <男 馬,1933年 5月 29

日 , 8°

’’ 兄文件 A/CN4/羽 U和 Add1-5(上 文腳注 3),瑞 士的砰梵,第 3U

段。
’B “1919年 巴黎公的”(因 豚駁盟,ㄍ奈的集》,第十一卷,第 173更 )°

’g ‘‘﹁929年準沙公的”(同 上,第一百三十七卷,第 1η 頁)°

8° ‘‘1933年 多馬公釣”(同 上,第一百九十二卷,第 289頁 )° 垓公的第 3

朵肘下列弋机免于預防性扣押:

“(a) 寺 i┐ 捏任政府任夯其中包括郎政任夯的又机,但商╨任努除外,

“(b) 目前公共迋輸的定期航班弋机,以及不可缺少的后各入机 ,

“(c) 包租用于客逐或貨迋任夯的其他人机,但只限于力送行以上逐輸

正准各起人的弋机,涉及力即將送行的空迂所欠的債夯或在空迋逍程中戶生的

債衩的情況除外’’°

兄 L」 Bouchez,“丁henatureandscUpeUfState︳ mmunityfrom ju〢 sdict:Un

and execution” , Nether︳ andsㄚearboUk Uf 〡nternatiUna〡  LaⅥ ,́ η979, vo｜ ×,

p27。

回豚民用航空舍以 (芝加哥,1944年 η1月 η日至 12月 7日 )在 第六景決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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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日)°   2

29 ﹁944年芝加哥公的肘于回家〝机和民用〝机加以匡分,公夠道用于民

用人机。根括公釣第 3朵 (b)款 的規定,回家〝机包括“用于軍事、海夫和苦察

任多的〝机”
。送意味若〝机并不仗伙由于它由回家所有或絰管而被視力回家〝

机°因此有正些理由得出以下錯淹:在有美國家所有或回家銓管的〝机的拆妐中,

除〝机采用于軍事、海夫或苦察任夯者外,不得援引回家豁免。
田 換而言之,

由外因回家所有或銓管的〝机”入私人所有和絰菅的〝机 (民 用〝机)一美,并服

仄領土所厲固基于其領土主叔的管轄 (第 1奈 )。 速祥,芝加哥公的所基于的前提

就是,一介回家,在垓回所有或銓管的又机,因用于商╨而逐用孩公的賦予的板利

和特杈的情況下,即不能援引其豁免。

3U ﹁929年 準沙公釣确定了美于回豚空逐奈件,包括空逗文件和承逐人黃

任的一些筑一規則°但是它并未規定任何夫于回家豁免的保留。以下荼款值得注

意:

8U(致 ) 建以有代表出席舍洪的回家考慮可否批准或加入多馬公的 (如 果逐沒

有批准或加入的活),因 力:

“...⋯在扣押債叔人不能援引在普通程序中事先取得的判決和執行令或援

引同等的拭行杈的切合,沒 收或扣押〝机就舍影晌因豚商╨中弋机的迅速逐

行”
 (︳ nte「 nat｜ ona︳ Ciˇ i｜ Av〡 at｜ onConference, F〡 na｜ ActandFle︳ atedDoc.

uments (Wash〡 ngto n, D C , 1945), Department ofState PubⅡ cation

2282, p38)。

81 “n944年芝加哥公的”(駁合回,《奈的集》,

田 “1952年男馬公的”(同 上,第 3﹁ U卷,第
83 Bouchez,前 引串 (上文腳注 8U)°

《目豚民用航空公的》(芝加哥,η 944年 12月 7日 ),81

《外因〝机村地面第三方造成強害的公的》 (多 馬,η 952年 ㄇU月 7

第 15卷,第 295頁 )。

η8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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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奈

1 本公的道用于由取酬
、

机進行的人長、行李或貨物的一切回隊逐輸°

.     第 2奈

1 本公釣道用于為于第1奈規定的柔件范園以內,由 回家或依法組成的

公共机构所送行的逐輸”
。

B.

再者,按照 1952年的多馬公的,在 國家所有或絰菅的〝机友生碰撞或其他事

故的情況下,至少在咳回豚怭定的范園肉,私人債根人可提起大于債夯或賠儅責任

的民事泝忪°垓公的的以下朵款值得注意:

第 2奈

1 本公的第1奈所放想的賠僕責任庄由入机的絰當者承拒。

2 (ω  力本公的的目的,“絰菅者”一月系指造成損害時使用〝机的

人,但在入机航行控制杈由直接或岡接授予使用垓弋机板利的人保有的情況

下,垓人垃被視力絰當者°

3 垓丮机銓登記的所有者位推定力銍菅者⋯⋯

第 26奈

本公的不座道用于由軍事、海夫或警察又机所造成的韻善°

第 3° 奈

力本公的的目的:

“人”系指任何 自然人或法人,包括回家在內.

84 “奈件”与“回豚迂輸”的意又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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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別根告長傾向于汏力,除上途奈的外,不存在美于回家所有或回家銓

菅〝机的豁免的統一的刁慣回隊法規只l。 一位苧者在 1967年 出版的一部著作中

悅,夫于回家所有或因家絰菅的弋机,其豚的做法并不筑一,耿合王回是按照每一

案例中回家所有杈或控制杈的程度,給予速美〝机豁免的°Bs 根括社舍主〤目

家的看法,八事回狋逐輸的
、
机是回家財戶 (即 在回家所有的企並其隊管理下的固

定資戶資金,而且〝机的豁免一般是不放井的°蹈 按照亦敢法律的規定,赤朕

的航空公司赤航公司 (Ae「of｜

。
t)不是一介法人,夫 于航空公司村由于回隊空逐戶

生的技害的賠儅黃任的一切拆忪,均不得在外國提起°
B’  但是,因 力亦翐是

1929年 準沙公的和 ┐gs2年 多馬公夠的些事因,可 以推斷,冬管其法律立場如

此,方敢其隊上逐是同意,赤航公司所銓管的回家所有的商╨
、
机,按照以上面介

公釣所确定的責任規則,是不享有豁免的°然而,除速些奈的外,可 以构成回家其

35  G Schwarzenbe了
9er,  A Manua〡  of ｜nternationa〡  La、︿́,  5th ed

(London, Steˇ ens, ┐967), p1° 3

86 
夫于德意志民主共和目的立場,兄

「
Ende了｜en,“丁heim m∪ n itvofState

PropertyfrUmjurisdictiUnande× ecutiUn: dUctr︳ ne

Democratic Bepub｜ ic” , Nether︳ ands ㄚearboUk of

vU｜ 1U,pη 2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固通道 n955年 9月 n

沙公 的 的 些事 因
。

垓 照舍 的大 意是 ,民 主德 國汏 力

CNShawcrosS和 KM Beaumont, A｜ rLaw, 3rded

η975), 8ppendixA, p7)°

8’  兄 C。 sakwe,“ ASovietperspect｜ veUnforei9nsUverei9n immvnity:

Lavv and Practice” , ǐrg｜ nia Journa｜  
。
f 〡nternat〡 ona! LaⅥ  ́ (Char〡 otteSˇ∥｜e,

ǎ),vU｜ 23(﹁ 983),pp24-25° 赤維埃社舍主又共和國駁里放 ﹁934年起是

1929年牛沙公釣的些事回,以 1982年起是 n952年 多馬公的的些事回。

and pract〡ceUftheGerman

〡nternatiUna〡 Law,  1979,

日的照合成力 η929年 準

它受垓公 的的約束 (兄

(Lond。 n, Butter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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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有夫法律案例是非常少的°BB 所以特別根告貝建洪,夫 于〝机的同趣按照

以上怦梵中所迷方針哭理,而不要在第η8柔 中列迸一來有夫〝机的青ㄇ規定。

第η9朵 <仲裁捇定的效力)

32 美于第 19紊方括孝內的兩介供逃擇的規定案文,特別根告長汏力“民事

aB美 回逐作 出了一些有大的案件的判決°在 198U年 的 Sugarman沂

AerUme× ︳co, lnc案 (「 ede「 a︳ RepUrter, 2ndse︻ es,vU｜ 626(198U), p27。 )

中,法院汏力,墨 西哥航空公司在取得空迋承迋人執照吋,即 已放弄在有失去美目

航袋銓當的泝忪中的回家豁免,法 院沒有提到 1976年 ㄍ外國主杈豁免法》第

16U5(a)(2)奈 中美于商止活功的例外,在 AbUujΦ堂泝 Sin9aporeAi「 ︳︳ne.

Ltd案 (1986) (Newㄚ UrkSupp︳ ement, 2ndseries, vo〡 5U3, p555) 中, 法

院汏力,即使所指控的航空公司遊失行力是友生在美因回境之外,并未在美回境肉

造成直接影晌,回 家豁免也不道用于商╨交易°在 1987年的 Ba「 kan〡 c泝 Gener＿

a︳ Admin｜ st「ation ofCivi｜ Aviation ofthePeop｜ e’ sRepub〡 icofChina案 (「 ede「

a｜ nepUrter, 2nd se︻eS, vo︳ 822 (n987), p 11, ∪n｜ted States Repo●全,

vo︳ 484(1987>,p964(ce「 t︳orahden:ed))中 ,法院汏力,如果一介美回旅客

在美回一介外國回家航空公司代理人赴付款胊共机票并且使用垓机票乘机又行,Wll

法院村子垓外因回家航空公司具有垓主題事項的管緒板。外因回家所有或銓菅的航

空公司一般符合 1976年 《外國主叔豁免法》規定的外回回家的奈件,而且在它必

須取得美目的外因空逐承迋人扶照●1,它 需要放弄在有美盜菅往返美目的航我的空

逐承逐人的泝忪中的豁免。可以預料到,在速↑領域中凡乎所有的有夫案件,都是

适用上迷 η996年法中規定的商╨合同或交易厲于回家豁免的例外的規則來赴理

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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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商並河題”比“商╨合同”要好一些。
Bg 

如果第 19奈 的基本理由是默示同意,

就沒有理由特在涉及仲裁捇定的案件中拒絕豁免与堵如商╨合同例外速祥的例外之

一翐系起來°
gU 

确其,回 家与外目籍私人之 1.I的 仲裁常常是在兩者同蹄錯的商

並合同中沒想的,但遠一事其看來与承汏仲裁作力豁免的例外并元直接的夫系。大

部分最近制定的回家豁免法也載有由于仲裁捇定的存在而不豁免的規則,遠些仲裁

怭定并不一定与南╨合同有夫。
91 

而且,提到“民事同題”似乎逐有一↑好哭 ,

就是不排除由于船舶救助而引起的索賠的仲裁速祥的情況,速美索賠主攷不庄視力

純粹的商╨同題。

33 大于肘法院的提法,第 η9荼 使用的措詞是“村子另一回原位管轄的法

院”,而前任特別拫告見在第六次報告中建洪的措洞只1是“肘于在其領土上或按照其

法律送行仲裁或將送行仲裁的另一目的法院’’,92 特別報告昃傾向于后一种措

Bg 
美于各 因政府 的評淹 ,兄 文件 A/CN4/4η 5(上 文腳注 2),第

193一竹 9頁°然而在委見舍第三十七屆舍以上,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 民事和

商╨同題”的提法在投資的情況中也可以戶生同題,因 力投姿合同是一种特殊的混

合合同,可載有依照行政法的奈款,例 如公共工程的奈款或有失特忤杈的奈款”

(《1985年⋯⋯年盤》第一卷,第 243更 ,第 1g.,次舍以,第 η7段》)°

美于速一魚,Mann悅 即使特忤杈是依照公法的合同而不是一介通常的商╨合

同,它 也仍 然是 回肉法 的合 同,依 敕 于在特定 情況下庄道 用 的准据 法。

(F A Mann,“ State Co ntracts and ︳nternatiUna｜  A「bitration” , 下he Brit｜ sh

ㄚearbook of〡 nternationa︳ Law, 1967, vo｜ 43p8>°

gU 
兄 Schreuer,前引中 (上文腳注 48),第 69更°

g1 1972年
歐洲公釣 (第 ﹁2奈 )提到大于“民事或商並同題’’的仲裁。η978

年翐合王因 《回家豁免法》 (第 9朵 >、 因隊法怭舍袁特利/IN夫 于國家豁免的公的

草案 (第三朵)(上文腳注 57)和澳大利正 1985年 《外因回家豁免法》都是一般

地提及仲裁。
ψ 文件 A/CN4/376和 Add1和 2(兄 上文腳注 4),第 256段 (第 2U

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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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j4 蛋然有時有人悅,仲裁是一种特殊的解決爭洪程序,它不同于法院的常

判,gs 但普通的法院逐是在仲裁中起看支持的作用°
g1 

根据速种法律慣例,

第 19奈在公的草案中規定,在本回法院夫于仲裁的泝忪中,不承汏回家豁免,即

使泝妐的些事方中有一方是外國回家。些然,根据各目回肉法的有大規則,回 內法

院行使垓盟苦取能的方式可能各不相同。按照第 19奈的案文及其坪注,仲裁的盟

督范園抃及“有失仲裁怭定的同題”,褚如仲裁怭定的解釋和有效性,仲裁程序和仲

裁裁決的撒銷°
g5 

有些夫于民事拆忪的目肉法規定,將 由于公共政策的理由而

gs 
兄馬希筠先生在 《﹁985年 ⋯⋯年盤》第一卷第 238頁 ,第 1gn6次舍

以,第 28段 引迷的┬e× acoandCa〡 asiatic沂 GUvern ment ofLibya(1977)案

(｜ nternat︳ ona︳ LawBeports (Camb「 idge), vo｜ 53 (n979), p389, para44of

theaward)的 狂任仲裁員 R-JDupuy的 現魚°另兄文件 A/CN4/41U和

Add1-5<上文腳注 3),保加利正的坪梵,第 12段°

甲 兄 Schreuer,前 引串 (上文腳注 48),第 71-75頁 °另兄前任特別投告

員第六次根告,文件 A/CN4/376和 Add1和 2(上文腳注 4),第 247-248

更。素差伊庫先生悅:

“仲裁可能作力法院內或法院外的法律程序而存在。作力法院外的解決程序 ,

仲裁程序仍然不能完全撰脫司法常查、上泝或強制執行令等方式的司法盟督”(同

上,第 234段 )°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明磽承汏遠种支持作用如下:‘
‘
6中 裁捇定必然帶來的錯果是

放井村仲裁庭的管轄豁免,以及吋回肉法院有美仲裁的任何泝忪中的管轄豁免°”

(《η985年⋯⋯年盤》,第一卷,第 243更 ,第 1917次舍以,第 16段 )速种沂

忪与任命仲裁長和向法院上沂等同題有夫,些 事人必須提清一今外部的、公正的司

法机构解決速些同題。
gs 

兄 ㄍ1985年⋯⋯年鑒》,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3更 ,第 2U奈評注笫

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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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銷仲裁裁決。
1985年的組釣公的

gs 
規定,仲裁裁決只能由仲裁地目的法院下

令撤銷°

35 夫于遠介涉及由另一日法院行使盟督管轄板的泝忪的范園同題,卡塔水

提以,在第 19朵 (c)款 中加上夫于“承汏和強制執行’’
r中 裁裁決的沂忪°

g, 
前

任特別擬告見似乎汏力速介同題可以在有美一般強制執行的草案第四部分哭理。他

在第三十七屆舍以上友表垓跳焦吋悅:‘

‘仲裁也与常判前扣押、強制執行和執行有敢

系,所有速些同題都將在草案的第四部分較洋知地淹及”°
gB 

另一方面,他在甘

梵第 ┐9奈 (些 吋力第 2U奈 )吋悅,有些仲裁地目的法院舍需要有确汏和強制執

行仲裁裁決的杈力,速 巳超出了通常肘仲裁的監督。
99 

遠是一↑正确的看法 ,

不逍,正如勒泰所指出的,夫于強制扶行仲裁裁決逐有兩种另外的情況:(a)由

依照其法律送行仲裁或將進行仲裁的男一回法院的強制扶行,(b)有 事以的財戶

所在的另一目的強制執行°
noo 

因此,特別根告員提清目坏法委員套在第 19秦

中注意仲裁裁決的強制拭行同題。

36 近來編集的法律并不快力一介回家接受仲裁就是放奔遠↑回家肘于強制

∞ 《承汏和執行外因仲裁裁決公的》 (組 的,η 958年 6月 1U日 )(敢 合

因,《奈釣集》第 33U卷 ,第 3頁 )°

φ 根据垓因的看法 ,“ 庄垓承汏仲裁裁決的強估甘扶行可能有救于司法參与遠一

明昱的事其” (兄 文件 A/CN4/41U和 Addη -5(上 文腳注 3),卡塔 /lN的 坪

梵,第 9段 )°

9B 《n985年⋯⋯年盤》,第一卷,第 249頁 ,第 η9η 8次舍以,第 η3段。

99 
同上,第 249頁 ,第 1U段°他在其第六次拫告中說道:“一旦回家在中面

文件中同意特它与其他私人之同友生的或可能友生的爭以交付仲裁,就舍有一种如

果不是几乎元可反駁的推定的活也是元法抗拒的推斷,即汏力它已放弄它在仲裁程

序中戶生的一切有大同題上的管轄豁免,遠介仲裁程序仄仲裁的幵始起一直到仲裁

裁決的司法確汏和強制扶行” (文件 A/CN4/376和 Add1和 2(兄 上文腳注

4),第 255頁 )°

1°° 《1985年⋯⋯年鈭》,第一卷,第 241頁 ,1gn6次套以,第 4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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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行管轄叔的豁免,只有澳大利皿的 1985年 《外因回家豁免法》例外°
1m 

速

些近來的法律与第 19來 不同,它 們沒有提到仲裁裁決的強制執行同題,1”  或

者只是在夫于強制執行的一般規定中提到°
1°3 

在目家其跩中,美 于一介汀立仲

裁怭定的回家是否能姼在有失強制扶行由此戶生的針肘它的仲裁裁決的泝忪中,援

引其豁免的同題上,似乎有兩种相互沖突的規魚。一种現羔汏力,垃垓汏力垓回家

已銍放井它在仲裁裁決可能被強制執行的任何其他回家中免于強制執行的豁免。在

伊皮特雷德公司泝尼 日利工朕邦共和回案中,η
U. 

伊皮特雷德公司清求
1°s 

美

回哥伶比正特匡地區法院确忕 1998年 4月 25日 在瑞士作出的針村尼日利工的仲

裁裁決,1°
6 ┐998年 9月 25日 ,法院友出執行裁決的命令,理 由是,尼 日利工

通道締錯仲裁捇定而放奔了豁免°
1°’ 同一法院 ㄇ98U年在利比正美回石油公司

1°’ 渙大利正 (第 η7奈 )承汏在下列沂松中行使法院的監督管轄杈:(a)規

定由法院表示意兄的案件,(b)确 定仲裁捇定的有效性或其施同題或仲裁程序同

題的泝妐,或 (c)撤銷仲裁裁決的泝公°而且它逐規定,在一定荼件下,在有失

“承忕一介依括仲裁元淹在何焚做出的裁決力任何目的或力強制扶行 目的具有的束

力”的泝松中,回家不享有豁免。
η°2 

例如兄 1972年歐洲公玓和美目 1976年 《外回主叔豁免法》。
Π°3 

例如兄聧合王回 1978年 ㄍ回家豁免法》(第 13來 (2)至 (4)款 )和

回隊法林舍蒙特利本國家豁免公的草案 (上文腳注 57)(第八秦 )°

1°4  

「
edera｜ Supp｜ ement, 1999, vo｜ 465, p824, ︳nternatiUna! LaW日 e.

pUrts (Cambrid9e), vo｜ 63 (η 982), p196°

1°5 
根据 1958年組的公的第 5柔 (兄 上文腳注 96)° 尼日利工和瑞士都是些

事因。
1°6 

蛗然尼 日利工依据回家豁免的抗辦理由拒能參加仲裁程序,但按瑞士法

裁決是終局的和有拘束力的。
πU’ 捇定規定,合 同的履行受瑞士法支配,由 合同引起的任何爭端都將提交

回你商舍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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坼阿拉伯利比工社舍主〤民余固案中
no8 

采取了相似的立場。法院收到利比正美

國石油公司夫于确快和強制抗行 ﹁9刀 年 4月 η2日 在瑞士作出的仲裁裁決的中泝

后,1°
9 

汏力利比正由于同意特并杈怭定中的仲裁奈款,即 已默示放弄其在美國

的主根豁免,因 力仲裁祭款規定可在任何地方迸行仲裁°呈然法院承汰它有管轄

扠,卸未行使其管轄杈,11°  利比正美回石油公司些吋上訴的瑞典上沂法院在

﹁98U年 6月 18日 作出裁決,一介回家接受仲裁柔款即是放弄它的豁免,包括在

111
有美強制執行仲裁裁決的拆忪中的豁免°

39 男一种規魚汏力,不 能患是將仲裁林定理解力在有美強制扶行的拆忪中

放奔回家豁免°根据最近提以的肘美回 1976年 《外因主杈豁免法》的一項修正 ,

外國回家同意送行仲裁在以下情況下,例 如 (a)如 果仲裁在美回送行,或 (b)

如果仲裁裁決受或可能受一介要求承汏和強制扶行仲裁裁決而且村美固有效的奈的

的支配,即等于在強制接受仲裁或磽汏、承汏或強常j執行仲裁裁決的沂忪中不享有

豁免°
112 

除上迷兩种現羔外,逐庄垓注意到瑞士駁邦法院曾拒毠強制執行一介

1°8  
「
ede了 a｜ Supp〡 ement, η98U, vU｜ 482,

portS (Cambr〡 d9e), vU〡 62 (1982), p22U。

1°9 
兄 ㏑te「 nat｜ ona｜ LawRepUrts,vU︳ 62, p198。

n1° 垓爭以根括美回法是不能交付仲裁的,就是說,法院不能村作力回家行

力的目有化的有效性作出裁定。凡 Sch「euer,前 引中 (上文腳注 48),第 79丌 。
1Ⅱ  力強制執行上迷 η979年 4月 12日 的仲裁裁決 (第 36段 ),利 比巫美國

石油公司靖求法院裁定,將垓裁決作力有拘東力的瑞典判決加以抗行 (兄 lnterna.

uona｜ LawBepo「ts,vo〡 62,P225)° 但是,有兩↑法官友表反村意兄悅,主枚

回家享有免于瑞典法院管轄的豁免,遠也道用于裁決扶行狀的泝忪,而且“特忤杈

捇定中的仲裁紊款也許不能等同于明确放其援引豁免的叔利” (同 上,第 228

五Γ)。

nη  兄 ㄒBAtkes。 n和 SDRamsey,‘‘PropoSedAmendmentUfthe「 Ureign

SoVerei9n  ︳nn mvnity  Act”  ,  Amer︳ can  Journa〡  Uf  !nternationa〡   Law

(Vσ ash｜ n9t。 n, DC), vo︳ 79 (1985), p771c

pn┐ 75, 〡nte「nationa!Law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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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日內瓦作出的針肘利比正的仲裁裁決,因 力爭以的其辰并沒有“足姼的

日內美系”°
↑13 在各目的其跂相些混說的情況下,也許回坏法委員舍在第 19奈

中座垓避免提及美于強制執行仲裁裁決的沂忪°有一位掌者悅:“最近美固和其他回

家的判決⋯⋯都基于外 因回家肘仲我 的同意而否忕外 因回家肘執行的豁

免’’
,1n●  而男一苧者則汏力,最近夫于強制扺行仲裁裁決的司法其我是很不清

楚的。
li5 

因此,特別報告長相信,冬管有澳大利皿建以需要有更力明确的規定

Π13 
阿拉伯利比工人民社套主又民猋回泝利比正美國石油公司,198U年 6月

﹁9日 駁 邦法 院判決 (Annuairesv︳ ssededroit internat〡 ona〡 ,1981,vU︳ 37,

p刉 乃 )ntematiUna︳ LawMate了 ia｜ , (washin9tUn, DC), vo｜ 2U(1981),

p15┐ )。 由于垓爭以涉及到因取消在利比正的石油升釆板引起的財政后果,因

此,敢邦法院裁定,利 比正免于利比皿美國石油公司于 1977年 八方黎世地匡法院

取得的扣押令°兄 MBessin9和 ㄒBurckhardt,“ Sovere︳ gnimmunitY-Apitfa︳ ｜in

Stale arbitration? ” Swiss EsSays 
。
n ｜nte「 nationa〡 ,  A「 bitratiUn  ( Zurich,

Schu︳thess, η984), p1η 3。

1Π 4 PMMcGowan,“ ArbitratiUnc｜ aUsesasWa｜ versUf︳ mmUnityfrom jv.

risdictiUnande×ecutionunderthe「 Urei9nSovereign︳ mmun tiesActof1976” ,

NeNlvYUrkLaⅥ ŚchUU〡 JUUrna｜ andComparatveLa小巧 VU｜ 5 (1984), p43。
。

115 Schreuer,前
引串 (上 文腳注 48),第 76頁

。另兄 」WDe｜〡apenna,

Suing 
「。

reignGovern mentsand┬ heirCorpUratiUns <VVashingtUnDC), Bu-

reavofNationa｜ Affairs,η 988)。 De｜ !apena的 哲理是:

“在各回之同,元梵是在承汏針肘外因回家的外回判決方面,逐是在強制

執行針肘外回回家的判決的道些方式方面,都不存在共同一致的意見°⋯⋯

如果有人在因外荻得肘美國法院針村外因回家的判決的正式承汏,就全面

嗨強制扶行目的法律允許在多大程度上針肘外因回家扶行或采取其他強制扶行

手段的鬥題。犬部分回家次期以來玴玟連循在扶行方面矩肘豁免的侍筑,即使

它們坐定地主牧坼松方面的有限制豁免⋯⋯ 〔而且〕它們大概仍連守速一侍

穿 (第 4U1和 4U2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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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坪淹,草案中肘于強制扺行仲裁裁決同題的赴理逐是正确的,不避速是否定的赴

理。
ti6

38 此外,逐有一介有失強制拭行仲裁裁決的特殊同題,委 員舍在重新常以

目前的第 19奈 ●l庄垓肘此河題采取明确的立場。夫于遠介同題,垃垓注意到一介

字其,至少有兩种美型的肘仲裁裁決的強制扶行°一种典型是按一般公汏意〤上的

執行,遠庄垓是草案第四部分的主題,另 一种美型是“力仲裁裁決提供一介判決拭

行狀或某种相似的司法怔串,以便將仲裁裁決特交力一項判決或相些于判決的杈利

近卡。
’’’19 除了執行遠↑第一种美型的強制執行仲裁裁決外,遜不清楚力了荻取

大于仲裁裁決拭行狀的初步命令而送行的沂松是否不厲于根括第 19奈不能援引目

家豁免的泝忪°如果把力使仲裁裁決特交成因內法院的一項命令而提起的泝忪視力

仲裁程序的“終魚竹 而不將其視力扶行的起魚,那就座些汏力一介仲裁捇定的些事

回在速美泝忪中不享有豁免。
118

39 如果仄“夫于強制執行的中清除作力走向執行的第一步外別元其他用

赴’’1lg 的跳焦出友未看待速介同題,就可以允許在力荻取初步命令的沂忪中提

出國家豁免的抗辦,但 以回家未曾同意法院有夫央你扶行的管轄杈者力限°另一方

面,如果汏力要將仲裁裁決的承汏和仲裁裁決的扶行匡別丹,承汏仲裁裁決是“任

↑16 
兄文件 A/cN4/4η U和 Add1-5(上 文腳注 3),澳大利工的評梵,第

37段。
1n’ Mann,前 引串 (上 文腳注 89),第 ﹁8頁 °

lis 
同上。

1n9 
同上,第 ㄇ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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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仲裁怭洪具有的東力性辰的些然朴克,不垃垓受到主杈豁免考慮的影晌,’
’’2°

那么豁免就舍道用于大于仲裁裁決執行的拆忪,而不道用于在此以前村仲裁裁決的

承快°

4U 夫于遠介同題,逐庄孩提到法國法院的其我,法 國法院尸格區分仲裁裁

決的承忕与仲裁裁決的其隊拭行°根括 199U年 巴黎犬常法庭在南斯拉夫社舍主又

敢邦共和目拆歐洲沒汁与承包公司案中的判決,π
日

南斯拉夫回家由于它或力仲裁奈款些事方的事其,已銓同意放卉它肘于仲

裁 ,Fl及其裁決的管葀豁免,直 至并包括賦子使仲裁裁決荻得充分效力所必需的

裁決執行扶的拆忪中的豁免;

放井管轄豁免決不意味看放奔執行的豁免。然而,賦予有爭以的仲裁裁決

執行狀的命令并不构成執行的措施,而 只是執行措施以前所采取的一介初步措

施°

η981年 巴黎上沂法院在本丰呂蒂和邦方有限公司沂剛果人民共和國政府案中

12U 
兄 GFlDe〡 aume, ┬ransnatiUna｜ Contracts: App｜ ｜cab︳ e└awandSet.

uement。 fD｜sputes (DobbsFerry, NY, UceanaPub〡 ica｛ ions), binder〣
,

bUUk︳ et 16 (199U), chap×｜D, p 19, para n4U3 (Pub｜ icaton infaSc︳ c｜ e

fo「m)。 巴黎大穹法院在南斯拉夫社舍主〤敢邦共和回泝 歐洲投卄与承包公 司案

(兄第 4U段 )中 也汏力,賦予仲裁裁決抗行狀的命令 ,“是确汏仲裁裁決在所有方

面的有效性,只 是仲裁裁決的必要錯果,決不破坏回家所享有的扶行豁免
”(兄下

文腳注 η刉 )°

:21  Journa〡
dudrUit〡 nternatiUna｜  (C︳ unet) (Par｜ s), 98lhyear (1971),

p  131  and  ︳n  part｜ cu〡 ar

〔Cambrid9e>, vo〡 65 (1984>,

pp 132- 133,

pp46etse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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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采取了同祥的立場。
η2 且然遠也件是法回“本身狌特的赴理大于強制扶行肘

外回回家的仲裁裁決的中清的方法’’,1田  可是特別拫告長忕力遠介方法可向目

隊法委員舍提供一介重新思考遠一同題的有用指針,他 因此建以委員舍考慮在 19

奈中加上以下 (d>款
:

“(d) 裁決的承扒 ,”

但有一介諒解,即垓款不垃些解釋力意味看放卉執行的豁免
’’
。

第 2U奈 (固有化的情況)

41 第 2U奈 草案的奈款必須与第 15奈墩系起來討梵。友展中國家就第 15

奈采取的立場是,由 于它們的絰洴政策要求沒收某些企╨或工╨或將其收自固有 ,

而速祥做可能涉及元形財戶,所 以第 15奈 (b)項 可能舍影晌它們收回垓奈中提

到的戶杈或就其采取目有化措施的叔限,放而妨得它們的銓游和工╨友展°在委員

舍的一些成長表送了美似的美切后;第 2U柔作力一般性保留柔款提出。
1m 

特

n22  J。
urna︳  du d「 oit inte「 nationa︳   〈 C︳ unet) ( Paris) ,  1U8th year

(1981), p843, etp845, ︳nternatiUna〡 LaⅥ ńepUrts (Cambridge), vU｜ 65

(1984),p89。 按照 1965年牛盛頓 ㄍ美于解次各回和其他回家回民的投資爭端

的公的》 (耿合因,《奈的集》,第 575卷 ,第 158更 >,198U年 曾村此案作逍仲

裁裁決°庄本丰呂蒂和邦方有限公司的清求, 巴黎大常法院賦予垓公司強制朹行伸

裁裁決的扶行狀,奈件是采取任何執行措施須事先荻得准忤U垓公司向巴黎上泝法

院靖求撤銷速一柔件°上泝法院忕力,蛗 然公的第 55奈規定,夫 于取得仲裁裁決

拭行狀的第 54奈 中的任何規定均不得解釋力限制執行的豁免,但是 ,“賦予仲裁裁

決執行狀的命令并不构成一項抗行措施,而 只是執行措施以前所采取的一項初步措

施°”

’23 Schrever,前 引中 (上 文腳注 48),第 77頁°

1田 相些于原來的草案第 ﹁1奈第 2款 (兄 《η984年⋯⋯年鑒》,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59頁 ,腳注 2UU,和 同上,第 69頁 ,第 n6奈 (玩在第 15奈 )坪

注的第 1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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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報告長忕力,算 2U奈庄在草案中予以保留°事其上,回 肉法院可能被要求就一

項夫于智力或工╨戶杈的法律程序判定外目的固有化措施是否合法°假沒 (1)根

据 ×目的法律注f.9的 公司 A在 X回 ,同 91也在 Y因 (公 司 A向 垓回出口其戶品>

登記了一項青利,而且,(2)× 回將公司 A固有化,然后向Y目 的些局中清,要

求將 Y目 的音利以×目的名〤重新友布或登圮°在遠种情況下,如果 Y目 的青利

局力×回重新友布了青利,公 司A就侵犯青利扠提出泝忪,Y因 的法院將面嗨×

目的固有化是否有效的同題°X回按草案第 η5奈 (b)項 的規定不能在 Y目 的法

院援用回家豁免,法院可以根据現行目抔法規則判定 ×目的固有化是否合法。在

此美案件中,冬管有第 2U奈 的規定,本國法庭仍得道用美于固有化泀題的現行回

隊法規則。

三、肘草案第四部分夫于財戶免予強制措施

的回家豁免的泙梵

42 政府和苧者的大多數意見是,夫 于強制措施的豁免有別于回家的管轄豁

免°但是一些苧者提出捻魚汏力,如果允許原告肘外回提出泝忪,然后又通道執行

的豁免不社原告享有胜泝帶來的成果,速祥做可能合使原告哭于倍感沮喪的境地 ,

即法律費用昂貴,而判決又元法扶行。
’25 

在各回政府中,瑞士指出,執行的豁

免瓜本廣上悅和管轄的豁免并沒有什么不同,回 隊法委員舍的草案在源于扶行的措

施方面昱然昇于 1972年的歐洲公的。
”6 1972年

的垓歐洲i公 的采取了一項复

染的解決方法°基本的規則是普遍禁止執行措施,但是可以明確戶明弄杈°不逍公

約規定締的回女有直接〤夯垃 (自 愿)遵 守不利于它們的判決°若有不遵守的情

況,胜沂人可以在敗拆回法院起泝°逐有另一种做法,即一項洪定串規定可以將某

項行功提交一介特別的歐洲國家豁免法庭°此外,締的固逐可以友表任掙宣言,恢

臭最后采取執行措施的可能性。同友表任擇宣言回家同的夫系一群,戶生于工╨或

1乃 兄 CSchrener,前 引串 (上文腳注 48>,第 1葯 烎°

12s 
兄文件 A/CN4/41U和 Add1-5(上文腳注 8),瑞 士的坪梵,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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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活功的判決可以針村敗泝回寺ㄇ用于有夫工╨或商並活功的財戶加以執行。垓

項歐洲公釣沒立的制度系以締的回自愿遵守針村本目的判決力基砒,因 此在其他地

方如完全道用同祥的制度特舍出現困堆°

43 除一瓨弈杈之外,朕合王目的η978年 《回家豁免法》准并執行与些時

用于或打算用于商╨目的的財戶有美的判決或仲裁裁決。美目的η996年 《外國主

根豁免法》規定了執行豁免的一般原則,其 中規定了若干例外情況。不避,例外情

況只涉及商╨財戶°送項耿合王回法令和遠項美因法令之同的匡別在于,根据美國

法令,弄杈只能涉及商並財戶,但是根据敢合王目的法令,荓叔可适用于非商╨財

戶°歐洲各目的回家其跩一般趌勢是允許有失商╨財戶的執行,但是不允許有大指

定用于公共目的的財戶的抗行。草案第 21奈就是根据速些思路似汀的°唯一需常

洪的一魚是,庄否如好几回政府所建以的那祥,η
7 刪去 (a)項 中的措洞“而且

与拆妐要求的杯的有失,或者与被拆的机构或部 i┐ 有失’’°如果遠項建以被采納,

那將致好地反映歐洲各目的其我°如果不刪去垓措洞,在垓奈前面加上“除非有夫

回家之同另有捇以”
一悟,肘那些希望放 (a)項 刪去上迷措泀的回家而言,可能

舍減少它們的困堆。

44 許多有夫強制措施的案件都涉及一目的銀行帳戶°一种可能的現羔是 ,

銀行帳戶放本辰上悅是商╨財戶,不能汏力銀行帳戶是服努于任何公共目的。另一

种現魚是,只 要將來有可能用于公共目的,就有充分理由汏力銀行帳戶座些豁免.

兩种視魚都有魚板端°在涉及扣押伊朗回家石油公司在駁邦德回好几家銀行的姿戶

的伊朗白家石油公司案 (﹁ 983年 )’
2B 

中,德 固敢邦完法法院的判決是,伙保

是將來用于主板取能的可能性并不构成豁免的基砒°法〨克福地區法院在非居民上

同上,下迷回家的坪淹:渙大利工,第 39段 ,加拿大,第 2段 ,北歐各

段,卡塔水,第 n1段 ,敢合王因,第 33段 (c):瑞 士,第 3η 段°

EntScheidungendesBundesˇ erfaSSun9s9erichted (t.bin9en), vo!64

p 1:  〡nternatiUna︳ LaⅥ↙ RepU「tS (Cambr︳ d9e), vU｜  65 (1984),

129

回,第 11

128

(1984),

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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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人沂尼日利正中央銀行案 (1925年 )η 9
中作出了美似的判決。外交或領事

使因控制的銀行帳戶內的資金庄假定力用于公共目的,因此具有豁免叔°
13°  根

据朕合王目的速項法令,如果可以怔明“外因回家指定銀行帳戶寺ㄇ用于提取資金

支付商╨交易債多〞,則 將道用執行豁免°
ns. 

半近責任在胜泝人一方。其豚上

第 23紊 1<a)敖 目前的措泀似乎表明村刁慣法具有充分明确的理解°

45 夫于中央銀行的帳戶,英 因上拆法院再次拒地承汏尼日利正中央銀行的

豁免叔。
132 

另一方面,美 因 1996年 《外因主板豁免法》保留了夫于扁于外因

中央銀行或貨市些局列入自已帳戶的財戶享有不受扣押和扶行的豁免杈的規定°考

慮到德意志敢邦共和因的坪梵
竹3 

和美回法令的規定,特別振告員建以特第 23

奈草案 η(c)款 改耳如下:“ 中央銀行或其他貨市些局在另一困境肉用于金融用途

的財戶,除非速項財戶已分配或注明垃用于第 21奈 (b)項 所迷的用途。
”因此第

2款可以刪除。

n29  Neue Jur〡
StiSche 1● VUchenSchrift  < 

「
rankfurt) ,  ˇU〡  23 < 1976) ,

〡nternatiUna〡  Le9a〡  卜vnateria｜ s (、Λσash｜ n9tUn D C ), vU｜  16 (1977),

∪n ited Nations, 卜力ater︳ a︳ Son」 vr︳ sdictiona〡  〡mmunitieS‥ , pp29Uet

seq

你U 1961年
《堆也納外交夫系公玓》(耿合回,《奈的集》,第 5UU卷,第 95

頁)沒有有夫銀行帳戶的明确奈款。
131 

迪普洛克法官在阿 /I× 科姆公司沂哥伶比正共和回案 (1984)中 的判詞

(┬ heA︳〡Eng︳ andLawrlepUrts, ┐984, ǒ｜ 2, pㄇ 3)。

1” 兄 Trendtex貿 易公司沂尼 日利正中央銀行案 (η 997年 )(兄上文腳注

29),和 HispanUAmericanMercanti｜ SA沂 尼 日利 正 中央銀行案 (1979)

(凵 Uyd’ SLawRepUrts,﹁ 979,vU︳ 2,p27乃 特載于耿合回,《 管轄豁免資

料》,第 449頁。
’3B 

兄文件 A/CN4/4η U和 Add1-5<上 文腳注 3),敢 邦德目的坪梵,第

3﹁ 段。

p1U44,

p5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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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以的修改

●6 特別報告貝要求改功第21和第23奈的建洪如下:

第 幻 柔 (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在本奈升共增加以下文字:“除非有夫回家同男有林洪’’
,

或刪去 (a)款 中的遠些文字“而且与拆忪要求的杯的有夫,或者与被泝的机

构或部ㄇ有夫’’
,

笫 23奈 (特定种炎的財戶)

在 1(c)款 的后面增加“用于金融用途
’’白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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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妒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

〔以程項目 4〕

文件 A/CN4/42U

杕各因政府收到的坪梵和意兄

〔原文:英文〕

〔1989年 3月 3U日 〕

目  最

頁次

注 .” ..” ●●”””●●●●⋯”‥⋯⋯⋯”‥...● ●●●●●●⋯‥●●‥‥●●●●“‥●●●●●●⋯●●“⋯●●●●●●““●●....   ﹁95

早言 .....● ●●⋯●.....⋯⋯ ...⋯⋯⋯ ......⋯ ⋯⋯ ...⋯⋯⋯ ......⋯ ⋯⋯ ......⋯ ⋯.  η96

放美利里合尒 回收到 的坪淹和意兄 ..⋯⋯⋯⋯⋯⋯⋯⋯⋯⋯⋯⋯⋯⋯⋯⋯.  ﹁97

本文件提到的多迪公的

出  赴

《堆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維也納,1961    敢合回,《荼的集》,

年 4月 18日 ) 第 5UU卷 ,第 95頁°

《堆也納領事夫系公的》(堆 也納,1963    同上,第 596卷 ,第 261更°

年 4月 24日 )

《特別使市公的》(短的,﹁ 969年 12      秩合回,ㄍ1969年法律年盤》

月 8日 ) (出 售品編母:E91V4)

笫 125頁°

《堆也納夫于回家在其肘普遍性回狋組象大系  敢合目,《1975年法律年鈭》

上的代表叔公約》 (維 也納,1975年 3月     (出 售品編咢:E77ˇ 3),

η4日 )——以下林‘‘n99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   第 87頁 °

枳公玓”

注

一 I9≦一



早  言

1 回豚法委員合 1986年第三十八屆舍以一滾哲吋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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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草案。
〕 委員舍決定;依照其規釣第

16奈和 2﹁ 朵,這些奈款草案庄通道秘串長送交各因政府提出砰淹和意見,并要

求至退在 1988年 1月 1日 將遠种坪淹和意兄提交秘串長。
2

2 依照 1986年 12月 3日 第 41/81吾決以第 9段和 1987年 12月 7日 第

42/﹁ 56子央以第 1U段——析題都是“回穌法委員舍的拫告”
——大舍敦促各回政

府充分注意目跡法委員舍夫于就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

奈款草案提出坪淹和意兄的要求°

3 泣委員舍的要求,秘串長子 1987年 2月 25日 和 1987年 1U月 22日 向

各因政府友出通知,要求它們至退在 1988年 1月 1日 提出坪捻和意兄°

4 在 1988年 內收到 的答复載于 A/CN4/4U9和 Add1-5景 文件

內°
3 1989年 3月 29日 收到的另一件答复特載于下文內。

1夫
于草案案文,兄 《﹁986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4頁起

各更°

2同 上,第 24頁 ,第 32段。
3 

ㄍ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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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美利坐合尒回收到的泙捻和意兄

〔原文.英文〕

〔1989 年 3 v日  23 日 〕

1 回防法委員舍似汀了并在 η986年 委員舍第三十八屆舍以一旗暫時通迂了

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朵款草案。
1 

委長舍些●i

已通逍秘串長將速些朵款草案送交各舍見固政府征求它們通道秘中次向委員舍特交

其中面評捻和意兄。大舍第四十一、四十二和四十三屆套以的第六委員舍曾甘梵避

速些奈款草案°如同其他回家一祥,美利里合尒回曾在第六委員舍肉友表了它有夫

遠些奈款草案的意兄。
2

.2 特別報告長在其第八次報告中
3 

穹查了各回政府所提出的中面坪梵和意

兄以及各目在第六委員舍辦淹期同所友表的意兄的摘要°委員舍第四十屆舍以已升

始‘‘二旗
”奈款草案并討淹特別扳告員參照各回政府的泙淹肘奈款所作出的汀正

。在

垓次討梵錯東后,委員舍決定向起草委員套友送柔款草案以及特別根告貝和委員舍

全体套以的提案,但 附有一項了解,即特別擬告員可以根据委員舍全体舍以和第六

1夫
于草案荼款的案文,兄 《1986年 ⋯⋯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24更 起各頁。
2夫

于在第六委 ,Fl舍 表示的意兄,兄秘串赴編每的“大舍第四十一屆套以期同

第六委員舍甜淹回豚法委員舍報告的寺題摘要”(A/CN4/LzlnU),c市 尸第四

十二屆舍以⋯⋯寺題摘要”(A/CN4/L42U),F3市 ↗第四十三屆舍以⋯⋯寺

題摘要”(A/CN4/L43η ),E市°另兄通道秘中米提交委員舍的政府的坪梵和

意兄 ,特 載于 《1988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更,文件

A/CN4/4U9和 Add1-5。

3《 1988年 ⋯ ⋯ 年 盤 》,第 二 卷 (第 一 部 分 ),笫  頁 ,文 件

A/CN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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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舍內的坪淹和意兄,向起草委員套提出新的建以°
4 

蚤然在第六委員合幵舍

之前逐沒有收到回隊法委員合第四十屆舍以的投告,可是,卸有一些回家曾在第六

委員舍內針肘奈欺草案表示意兄.5

3 美國在常查了垓瓨擬告之后茲提出下列評淹和意見,以供特別報告長和委

員舍成長在委員舍第四十二屆舍以上迸行官以。我目的初步評捻一般都指出我國汏

力目前并不需要有失本寺題的來款草案,批准奈款草案必將戶生反效果。然后,我

們再針肘某些紊文提出評梵°美回如不坪淹某些奈文或垓等奈文所提出的事項并不

表示而且亦不垃被解,F+-力 表示我因支持垓等奈文或事項。

一、一般坪淹

4 蛗然美回政府嬖賞回隊法委員套,特別是其特別技告貝,正ㄞ山大 .揚 科

夫先生有美本寺題的工作,可是,美利螿合僉固正如同正提出串面評梵和意兄的某

些其他國家一祥仍叼汏力有夫本音題的柔款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恰些的°6

5 自仄 1949年以后,委 員舍曾銓討梵逍有夫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的地位的

各种各祥的寺題°不象委員舍近來所曾絰討淹遊的許多°如非犬多數其他的青題 ,

本寺題已由委員舍赴理了并銍琺合回和多數舍員回在各种情況下采取其行功°

6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7奈 一般規定了有夫外交信使和外

交邯袋的現行制度°垓公的不但普遍編集了刁慣目豚法和有夫外交美系的其跋,而

且也是委員套放 1954年至 η958年所揪奈款草案的基砒。委員舍姒汀速些奈款和

敢合固外交交往南豁免舍以采納它們不但仄 n961年 以后犬都都未曾改交,而且也

承人此一制度并未廄及有夫本寺題的許多知市;因 此,委 員舍后未才奐黃分析這些

同題并且送一步研究有失外交郎袋的制度°

7 可是,委 員舍和朕合回后未卸在各种不同的領域內討梵遠介寺題并且錴臻

提供第 27奈所,T的 基本制度。委員舍在 196η 年至 1968年 同似汀其有美特別使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75更 ,第 292段°

兄“第四十三屆舍洪⋯⋯寺題摘要”(A/CN4/L431),E市°

兄文件 A/cN4/417(上 文腳注 3),第 13段和胊注 1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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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柔款草案吋曾建以采用同一基本制度并且將垓同一制度納入 1969年所通逍的

《特別使市公的》°
’ 委員舍逐曾建以座將它納入它正似汀的有美回家在其村普遍

性因豚姐欽夫系上的代表叔的紊款草案并且已銓將它納入由朕合因子 1975年所召

幵的有夫垓青題的舍以所通逍的公的°8 
委員舍現在竟然提以一种銍修汀后克洋

列并在某些方面規定有失郎袋和信使的新的杈利或又秀的美似制度。委員舍仍然在

一般汏力乃是本柔款草案中力最重要的一系中考慮納入一項有夫准并珠道回要求幵

琯邯袋,否 ill 即拒地垓郎袋入境的規定°此項規定英似于委 ,Fl舍 于 1955年 至

1961年同所批9T的 有失領事倌的公的奈歉并已納入由駁合國于 1963年召幵的舍

啵所通逍的 《堆也納領事大系公的》°美固政府如同若干其他國家政府和委員舍某

些成長一祥都表示反村有夫外交郎袋的任何此美改交并且汏力 η96η 年堆也納公的

的立法史肘此庄具店友意〤°

8 委員舍和 1961年的敢合國舍以未甘梵外交邯袋制度的許多幼市同題的部

分理由乃是因力似以的解決某些具体但卸往往厲于孤立的同題的亦法非但沒有解決

它們,反而引起了更多的同題°蛗然美國劈賞委員舍 自放升始有失本寺題的最近的

努力后所進行的工作,可是,奈款草案卸昱示多年來情況毫元改交°本奈款草案斌

囡用一介文件合并在各种不同的情況下曾絰其施的外交郎袋制度并且試困解決回家

其跂上出現的各种同題°美因政府所夫心的是,本奈款案文和它們,尤其是第 28

奈所引起的爭淹都怔明 η961年存在的情況仍元改交。

9 在遠方面,美 國政府汏力重要的是不庄垓忽視現存制度的价值。外交部袋

的使用以及它村郎袋內供使田公秀使用的所迋信函和其他物品的保伊一向是而且仍

然是所有外交使困工作,仄而也是涉外夫系有效送行所必不可缺的°η961年堆也

納公的第 27奈所規定的基本制度再加上刁慣回杯法及慣例的朴充,已充分确立了

能姼在派遣目和接受回相庄的叔利和〤秀之同維持必要的、道些的均衡的外交夫系

逐作法律制度°速介制度不伋伙反映出好几介世紀的慣例,而 且也隨若坏境的需

’
大舍 1969年 12月 8日 通道的 ㄑ第 253U咢 決以,附件)公 的第 28奈

(通訊自由)。

8η 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扠公的第 57奈 (通訊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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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 回穌社套和某些回家加以必要的琱整°如果在遠些奈款案文中斌因赴理此一

制度在其他情況中的不同惆整的特殊阿題,就舍使本領域的法律复染起來、喊板不

同情況下外交郎袋制度所含分立但卸扁平行的亦法的炅活性.因此是不必要的,也

是不道些的°

﹁U 美國政府的理解是,蚤 然所有各目作力友出因和收受回都不斷地普遍使

用外交郎袋,然而其杯上出現的同題的數目相肘而言卸很少。在遠方面,至少有一

介回家如同美回一祥惋惜委員舍竟未將本奈款草案錯合到可能怔其需要似以的奈款

的任何肘現行回家其我的惆查錧果°
9

●● 冬管某些同題,尤其是有失外交郎袋有可能被用于支持恐怖主又者,在

性瘐上很尸重,可是,症結卸在于委員舍所建以的可能套引起更多的同題的全面洋

幼的御底修,T是否肘解決上迷同題其隊有效或其有必要° 目前美國政府汏力,現有

的向趣最好是由相夫各目在目前的一般体制內加以解決。因此,美 因政府建以委員

套泣暫●1擱置本寺題。

二、肘各今奈文的具体泙捻

第 1奈 (本奈款的范園>

笫 2奈 (不扁于本奈款范日的信使和郎袋 )

第 3奈 (用 浯 )

12 這些奈款草案 旨在規定有美由回豚坦象、派駐在速些姐象的使因和特別

使市使用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的事項°

η3 若干回家已表示反肘奈款草案內有夫使用郎袋和信使的全面方法°蛗然

正如同特別報告長所指出的,只 有一回政府明确表示反村有夫郎袋的全面亦

法,1U 可是,中 面評淹卸昱示某些回家曾同接表示反吋此一亦法°至少有雨介

其他的回家政府 曾建以本柔款草案庄限于 ┐96┐ 和 η963年 維也納公的,并 曾指

9兄
文件 A/CN4/4U9和 Add1-5(上 文腳注 2末尾),澳 大利正的坪

淹,第 1段°

1°
文件 A/CN4/417(兄 上文胊注 3),第 48-4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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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969年 ㄍ特別使市公的》和 1975年堆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尚未如同 1961

和 1963年兩介公的那祥被普遍接受。
11 

其他各回政府有美第 33奈 的影晌的种

种坪站似乎引起了同祥的夫切°
12

14 基于美國一般評淹內所迷的上項理由,美 回忕力,如 要通道遠些奈款 ,

它們不垃超出伋伙与外交和領事郎袋和信使直接有美的同題°它們不座垓才及特別

使市、常駐回坏姐坎的代表困和回杯組象,因 力許多回家并未加入 1969年 《特別

使市公的》和 1975年堆也納國家代表杈公的°但是,如果委員舍螿持座特朵款甘

及包括遠些美別的信使和郎袋,美 回汏力,力 了促使尚未加入速兩介公＿1● 的許多因

家接受速些朵款起兄,它必須載有美似于第 33奈 內奈款的一介奈款°

第 17奈  (嗨 吋住赴的不可侵犯 )

n5 第 19奈 規定外交信使的略●1住赴不可侵犯°曾吋本款規定提出坪淹的

回家大多數似乎都反肘它°竹 特別報告長汏力,在一滾通道時沒有人提出任何

正式的保 留的第 17奈案文乃是一介道些奈款的基砧,可是,本 同題仍庄加以研

究,以期找到一种更可能被接受的案文。
Ⅱ 美目如同已表示反肘的其他國家和

委員合成長一群反村本規定,因 力它背萬了 1961年 和 1963年 的兩介維也納公的

的現有法律和慣例并且不合理地強加新的久拒給接受回和述境回,而未提出有失速

些額外保伊的理由。

〕n兄
文件 A/CN4/4U9和 Addη -5(上文腳注 2末尾),澳 大利正的怦

梵,第 3段 ,敢合王固,第 4段
。

12同
上,奧地利的評淹,第 2和 第 4段 ,加拿大的坪捻,第 1段 :希腊的

砰淹,第 2段
。

13同
上,下迷評梵:決大利正,第 5段 ,奧地利,第 8段 ,比利時,第 6

段,法 因,第 η6段 ,敢邦德回,第 3段 ,荷 〨,第 5-6段 ;北 歐各回 (丹菱、

芬〨、冰島、挪威和瑞典)第 6段 ,耿合王目,第 η8┤ 9段 ,踹士,第 8-9段
。

14 
們 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4頁 ,第 37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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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奈  (管轄豁免)

16 第 18奈規定,外交信使就扶行其取夯的一切行力而言,座享有刑事管

轄豁免以及民事管轄豁免,但不包括在某些情況下因汽牢意外事故所引起的親害賠

偕拆忪°它逐涉及執行措施和作怔又夯。有若干回家反肘本奈規定。
’s 

特別拫

告長指出,整于委員舍的討梵絰逍,大多數的委員舍委,Fl似 乎都可以接受奈款草案

以及某些似洪的非其辰性修正案°
16’ ’ 美回在目前盼段同意如同其他回家一祥反

肘本來規定,因 力它背商了 1961年和 1963年的兩介堆也納公的的現行法律和慣

例、可能舍引起混淆和爭捻并且在信使已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杈的情兄下亦力咳信使

執行其取夯所不必需°

第 28奈  (外 交郎袋的保伊)

η7 第 28柔 是本草案中最重要的一奈°它逐姓廖是最受爭淹的一柔,遠 羔

反映在各目政府已提出的泙梵、他們在第六委員舍中的方明、
nB 

特別拫告長的第

八次拫告
伸 和委員舍第四十屆舍以的報告中°

η 美回以及許多其他回家都汏力

1961年和 η963年的兩今維也幼公的各項奈款已經道些地“在堆伊郎袋內容的机密

15兄
文件 A/CN4/4U9和 Add1-5(上 文腳注 2末尾),下迷坪淹:澳大

利正,第 6段 ,比利時,第 7段 ,朕 邦德回,第 4-8段 ;墩合王目,第 2U-21

段°

16文
件 A/cN4/417(兄 上文腳注 3),第 η58┤ 6η 更。

n’ 《η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5頁 ,第 385段。
’B兄 “大舍 第 四十一屆舍洪⋯⋯寺題摘要” (A/CN4/L41U),第

294-33U頁 9和“犬舍第四十二屆舍以⋯⋯寺題摘要”(A/CN4/L42U),第

246-247段。
19文

件 A/CN4/4η 7(兄上文腳注 3),第 221-253兵°

2° 《η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9-93頁 ,第 429-4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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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防止可能肘郎袋濫用速兩者之同做到可以接受的平衡’’,2n 因此不需要,也

不宜作任何改交°

18 但是,如果要通逛速些祭款,美 回螢同某些回家和委員合成長所忕力的

外交郎袋不可侵犯乃是确保郎袋內容的机密性和外交通訊正常逐作的基本要件°美

回銘記若遠介目柝,熒成保持第 28奈第 η款括母肉的案文°在遠方面,美國象似

已成力提出怦淹的地大多數回家政府的意兄同祥汏力外交郎袋垃不受栓查°
2’

19 同祥,美 回板力鍵同一些回家反吋第 28奈 第 2款 內載的規定位准忤接

受回要求栓查外交郎袋,否則即得要求退回垓部袋的奈款°
m 

美回逐要指出,在

螢同此款規定的回家中甚至有效回曾表示村其其施方式的夫切,并 強凋指出垃只

有在最特殊或例外的情況下才得行使此一杈力。
m 

美回汏力,遠可能舍汀定一种

可能舍被濫用的不切其你的杯准。其他的回家則愿意依救肘等原則來防止在其施第

2款所汀規定時的友生濫用情況。
兀 美國汏力,在許多情況下根本不可能道用肘

等原則,而且此原則可能舍使情況更坏,引 友根复行功循坏友生,放而其隊妨得到

外交通訊的白由流通。

2。  患之,美 回要重申它感洲委員舍和它的特別扳告員有夫本青題的工作 ,

21同
上,第 43。 段°

η
兄文件 A/CN4/4U9和 Add1-5(上 文腳注 2末尾),下迷坪梵:澳大

利正,第 ηU-11段 ;比利時,第 8段 ,巴西,第 7段 ,喀羑隆,第 3-4段 ,加拿

犬,第 3段 ;捷克斯洛伐克,第 3段 ;法 因,第 28-29段 ,民 主德國,第 12

段,希腊,第 1U段 ,新西〨,第 2-3段 ,西班牙,第 11段 ,委 內瑞拉,第 3

段°但也兄下迷坪淹,敢邦德回,第 11┤ 2段 ,敢合王回,笫 33-38段;南斯拉

夫,第 5-8段 ,瑞士,笫 ﹁3一η6段°

23同
上,下迷坪梵:澳犬利工,第 7段 ,保加利正,第 1° 段,法 國,第 7

段,民主德國,第 12段;希腊,第 ηU段 ,赤敢,第 9段°

24同
上,下迷評梵:敢 邦德固,第 11-12段 ;新西〨,第 4段 ,瑞士,第

16段°

25同
上,下迷坪淹:奧地利,第 nU段 ,捷克斯洛伐克,第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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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卸要指出,委長去如果不首先常查有夫外交和領館信使和部袋的回家其跩以期

确定肘現行制度的任何改交是否必要或恰些,就不庄垓送行吋朵款草案的二汶°在

速方面,美回要指出,至少有一介回家的政府曾指出,派遣回一般都不使用領倌郎

袋,因 力 1963年 維也納公的准忤各因利用領倌郎袋或外交郎袋來同領事倌通

︴干↓°外

2●  然而,如果委員舍決定送行肘奈款草案的二滾,美 回汏力,如果要荼款

草案能移有被各回政府戶泛接受的任何央豚希望,那 么,就必須作出土迷各項汀

正。最后,如果委員舍所批准的奈款草案美似于現有案文,美 目政府袂力委員舍按

照其章程第 23奈 向大套提出的任何有美如何哭置奈款草案的建洪均庄反映出各回

有失速介鬥題的分歧意兄和慣例。在遠方面,美 國汏力委員舍位建以大套至多位將

草案視力一套可能的准則,不垃垓期望召升一次旨在締結以本草案力基砒的公約的

固你舍以°

22 美回感甜有机舍以串面方式向委員舍表迷其意兄并且希望美因的意兄將

能有助于委員舍和特別報告貝將來有美本青題的送一步的工作°

第 9段°

——2U4——

26同 上,澳大利正的坪梵,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以程項目 5〕

文件 A/CN4/4n9和 Add1｜

夫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第七次報告

特別報告長杜杜 .揚 正姆先生鴮笉

彔

早言 ⋯...⋯ ......⋯ ⋯......⋯ ⋯...⋯⋯...⋯ ...⋯⋯⋯⋯...⋯ ⋯

一、我爭罪 ⋯⋯⋯⋯⋯⋯⋯⋯⋯⋯⋯⋯⋯⋯⋯⋯⋯⋯⋯⋯⋯

A 第 13奈草案 .⋯⋯⋯⋯⋯⋯⋯⋯⋯⋯⋯⋯⋯⋯⋯⋯⋯

B 評淹 ⋯⋯⋯⋯⋯⋯⋯⋯⋯⋯⋯⋯⋯⋯⋯⋯⋯⋯⋯⋯

1 哉爭罪的定〤⋯⋯⋯⋯⋯⋯⋯⋯⋯⋯⋯⋯⋯⋯⋯

2 用浯 ⋯⋯⋯⋯⋯⋯⋯⋯⋯⋯⋯⋯⋯⋯⋯⋯⋯⋯

3 成爭罪的尸重程度以及找爭罪与尸重違反行力之

同的匹別 .....●●●●●...............●●●●●●●●●●●●●●●.....● ‥

4 肘第 13奈草案兩介各述案文的起草意見 ‥⋯⋯ .

二
、危害人熒罪 .⋯⋯⋯⋯⋯⋯⋯⋯⋯⋯⋯⋯⋯⋯⋯⋯⋯⋯..

A 第 14奈草案 ‥⋯⋯⋯⋯⋯⋯⋯⋯⋯⋯⋯⋯⋯⋯⋯⋯ .

B 砰淹 .⋯⋯⋯⋯⋯⋯⋯⋯⋯⋯⋯⋯⋯⋯⋯⋯⋯⋯⋯”

┐ 危害人熒罪和天地种族罪的概念 ⋯⋯⋯⋯⋯⋯

2 不人道行力的概念 ⋯⋯⋯⋯⋯⋯⋯⋯⋯⋯⋯⋯

一包 括 文 件 A/CN4/4┐ 9/CUrrη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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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村人的侵犯⋯⋯⋯⋯⋯⋯⋯⋯⋯⋯⋯⋯⋯⋯

b.村財戶的侵犯 ⋯⋯⋯⋯⋯⋯⋯⋯⋯⋯⋯⋯

3 犬規模或有計划的性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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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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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本第七次報告甘淹找爭罪和危害人美罪,即 第 13和 第 14奈草案的主

題。在這些朵款草案之后是坪梵,摘要說明法苧家之同的辯淹和固豚法委員舍內的

辦淹°

2 特別擬告長汏力何略地提及因豚法委員舍內的辦淹是有用的,因 力在送行

辦梵吋,一些成長尚未成力回隊法委長舍委員。此外,在某些情況下,怦淹涉及一

些尚未在回你法委長舍丙穹以的新的要魚°例如,找爭罪的概念与 η949年 日內瓦

四公豹和第一母附加以定串
1 

意〤范園肉的尸重破的行力的概念之同的分別,或

村文化、芭木或ㄞ史財戶的裴古或村渚如人美坏境等重要財富的侵害°泙淹逛說明

力什么某一案文比 η954年 治罪法草案
2 

所我的男一案文更力理想,而且力什么

逐提出了某些新的罪行。

一、乩爭罪

A 第 13奈草案

3 特別報告貝提出的第 13奈草案如下:

第二章 构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的行力

第 13荼  找爭罪

第一各逸案文

任何 〔戶重〕達反哉爭法規或刁慣的行力,均构成找爭罪°

在本治罪法意又范園內,“找爭”
一詞指 1949年 8月 12日 日內瓦四公的

兄下文胸注 5和 6°

委員舍于 1954年 第六屇舍以上通道,案文特載于 《1985年⋯⋯年鑒》,

(第二部分 >,第 8更 ,第 18段°

笣�祤

畤眭�祪

�祤

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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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第 2奈和遠些公的的 1977年 6月 8日 第一咢附加以定串第 1荼第 4款所

界定的任何回坏性或非固隊性武裝沖突°

第二各逸案文

(a) 在本治罪法意又范日內,任何 〔尸重〕違反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回隊法規

則的行力,均构成找爭罪°

(b) “道用于武裝沖突的目豚法規則”
一浯指沖突各方筌汀的回豚林定所規定

的規則,以及道用于武裝沖突的普遍公汏的因杯法原則和規則°

(c) 3 以下行力特別构成我爭罪:

(一 ) 村人和財戶的尸重仿害,包括故意弟人,酷別,扣 留人辰,將平民

瓜占領領土上放逐或特移,不人道待遇,其 中包括遊行生物斌驗 ,

故意造成很犬的痛苦或尸重損害身体完整和健康,非 因軍事需要的

正些理由,大規模非法或寺橫地毀坏或剝香財戶 ,

(二 ) 非法使用武器和作成方法,特別是使用按其性辰不加匡別地打古罕

事和非軍事目杯的武器,使用元法控制其效果的武器,以及使用大

規模毀天性武器。

B 坪梵

n 哉爭罪的定〤

4 有人人力只須有一介一般定〤而元須似汀一介构成哉爭罪的行力的清車°

速祥一介清革舍引起必須斷定它是否洋思元遠的同題°此外,就清車所泣列出或省

略的罪行送成捇洪是困堆的事,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最后,盤于各种方法和技未的

迅速友展,人們將舍絰常肘清車提出昇以°

3由
于 (c)段 的 案 文 (A/CN4/419/Addㄇ )是 在 本 根 告

(A/CN4/419)分 友到委員套委員手中后提交的,所 以以下的坪淹并不涉及

(c)段 °兄 《1989年⋯⋯年盤》,第一卷,第  頁,第 2η U6次合以,第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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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U7年 《海牙公的》第四4 序言所我的而且非常恰些地丐入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第一咢附加以定中
5 

第 η奈第 2款 的著名的馬水板奈款仍然充分

有效°
6

6 釭十字回豚委長舍就第一母附加以定串第 η奈第 2款提出坪淹吋表示:

放力再次把遠一奈款列入決定串是有用的理由有二°第一,思管武裝沖突

法所包括的主題 日益增加,思管速种法律的編寨工作十分明細,但任何編簭工

作在某种特定時刻都是元法完成的,因此,馬水圾奈款防止人們凡不是有夫奈

約明白禁止就是允許的。第二,泣把它視力一介能功因素,表明不捻日后有何

种局勢或技木炭展,所迷的原則仍然通用。
’

7 ﹁954年 治罪法草案特別報告員已故的社 .斯皮多普洛斯先生悅:

目前放事速祥的冒險行功將使我了何現在的目狋——在不久的將來由各目政

府起草并通道遠祥的治罪法——元法付渚其班°我們汏力,目 隊法委員舍可以

做的是就上迷罪行通道一介一般定〤,遊法官根据哉爭法規的最近友展研究他

是否在常理“找爭罪吒
B

8 上述意兄尤其值得注意,因 力各有大公的都提及破坏武裝沖突法規的种种

行力,例 如 19U7年 《海牙公的》和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 (第 一項公的第 5U

4兄 19U7年 1U月 18日 有夫瞄找法規和刁慣的 (第 四)公的的序言第八段

(兄 J BScott, ed, ┬heHagueCUnventiUnsandDec〡 aratiUnsUfη 899and

19U7, 3「ded (Nevˊ ㄚUrk, UxfoΓd∪ nivers｜ tyPresS, 19n8), pp1Uη -1U2)°

5涉
及回豚武裝沖突受害者的保伊的第一手以定中,1977年 °月 8日 日內

瓦通遊 (敢合回,《奈的集》,第 1m25卷 ,第 3烎 )°

61949年 8月 12日 保伊找爭受害者的日內瓦公的 (同 上,第 75卷 )。

’
紅十字因隊委員舍,CUmmentarvon theAddtiUna〡 PrUtUca｜ sUf8June

1999 to the Geneˇ a CUnventions Uf 12 August ┐949 (Geneva,  Ma「 t｜ nus

NVihUff, 1987), pp38-39, para55°

8斯皮男普洛斯夫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第一次報告,《195U

年⋯⋯年盤》,第二卷,文件 A/CN4/25,第 266-269丌 ,第 8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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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第二項公的第 51奈 ;第三項公的第 13U朵 j第 四項公的第 ﹁47荼 >,以 及第

一咢附加以定串 (第 11柔和第 85奈 )° 在治罪法內重复速些案文是毫元意又和使

人煩仄的°

9 不梵人們吋組俺堡回隊軍事法庭所作的判決串有何保留,但人們必定螢成

它的主張.即 .找爭法規存在于已銓逐漸荻普遍确汏的刁慣和其踐,也源于法苧家

所庄用和牢手法庭所采用的一般公正原則,我爭法規不是固定不交的,它是根据一

介特交中的世界的需要而不斷被修汀,在忤多情況下,朵的不逍是表明和界定現有

的法律原n)l°
9

1U 法芋家本身 已逐漸支持元法似t一介洋思的找爭罪清革的想法°戴堆 .

馬克斯丰本 .法伊夫爵士在回答目豚刑法怭合和回隊律卯捇舍的一份向題車時悅 :

“我不快力制汀一套精心用途的洋幼定〤是切其可行的’’°因坏刑法捇舍些吋的主席

佩拉表示了下迷現焦:

在目前情況下似汀一介洋思的清革是不可能的°

位予指出,初步和平舍以1919年 淡立的城爭策功者責任和執行恁而同題

委員套編輯了一今有 32美達反我爭法規和刁慣的行力的清草°即使人們把在

第二次世界大哉期同或之后列在各因法律內的其他美別和敢合回我爭罪行委員

舍所制汀的其他美別包括在內,垓清草也不合被汏力是最新的⋯⋯我們汏力最

好逐是遵循回隊法委員套似汀的治罪法草案第 2系第 1η 款的公式。
1°

nn 遠介公式后來成力 ㄇ954年 治罪法草案的第 2奈第 12款
。

2 用活

η2 人們曾討梵“找爭”
一洞和“哉爭罪”一活提否逍吋,采用“

武裝沖突”
一悟

是否更道些°但保留“找爭”
一詞和“找爭法規或刁慣”

一浯似乎比較可取——固豚法

9兄
秩 合 國 ,丁 heCharterandJudgment oftheN● rnbergTr︳ buna︳ :Historv

andAna〡 Vsis(秘 中米各忘彔)(出 售品編母31949ˇ 7),第 64丌 °

η° V  ̌PeⅡ a, “ La codif｜ cation du droit p° na｜  ｜nte「 natiUna｜’’,  Revue

g台 ndra｜ ededrUit internationa｜ pub〡 ic (Pari s) vo｜ 56 (┐ 952), pp41η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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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套強烈支持速种傾向——因力速兩介洞浯已在許多仍然生效的回阿公的和回家

法律中确立°

13 19U7年 海牙 (第 四)公的涉及到了“找爭法規或刁慣”,速一措洞出現

在目隊罕卒法庭 (組俺堡法庭)組坎法﹁
第 6紊 (b)款 ,通京回穌軍事法庭 (京

京法庭)現象法第 5柔 (b)款°η它也出現在 1945年 6月 14日 英國的 《逮捕

令》(奈例 1>,怡1944年 8月 28日 法目的 《法令》(第 ﹁奈第 1款 ),141945年

決大利工的 ㄍ找爭罪法》(第 3奈 >,ls1946年 1U月 24日 中目的 ㄍ法令》(第 38

款)和其他奈款°
ns

﹁4 上述筒短例子可以消除那些忕力伋伋把找爭罪界定力“違反找爭法規或刁

慣的行力”將不符法元明文不力罪原則的人士的疑慮。上迷各回和采用速介用活的

其他許多回家都奉行刑法元追溯力原則。

3 我爭罪的戶重程度以及哉爭罪与尸重達反行力之同的匡別

15 庄子指出的是,第 13柔 草案的兩介各送案文都在哉爭罪定〤中引避尸

重程度的概念。速是一↑新的成分。《海牙公的》、各固豚軍事法庭的組象法和盟

Π1垓
組象法作力附件附于 1945年 8月 8日 美于起泝和恁治歐洲軸心回主要

哉爭罪犯的俺敦捇定 (朕合回 ㄍ奈玓集》,第 82卷 ,第 279丌 )。

”
兄  D。cuments Un American 

「
ore︳ gn Be｜ at︳ Uns, Ǔ〡 Ⅲ̌｜(Ju︳ y

η945一 December 1946) ( Princeto n ∪niˇ erSity PreSS,  1948),  pp 354 et

seq°

nB夫
于 遠 一 文 件 的 洋 幼 評 注 ,兄 LawReports of┬ ︻a｜sUfWar

Cr｜ mina〡 s(15一vo︳ umese日 eS, prepared bythe ∪nited NatiUnsVVar C而 meS

CUmmision× LUndon, HMStatiUnerYUf臼 ce, 1947— 1949),vU｜ , p﹁ U5。

14同
上,第三卷,第 93頁°

15同
上,第五卷,第 94頁

。
16同

上,第十四卷,第 η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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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管制委員舍 《第 ┐

。
手法令》

1’

都沒有根据被視力哉爭罪的行力的尸重程度而加

以匡分。
“找爭罪”

一詞中的“罪”字不具有道用于最尸重的違反行力的技求和法律意

又,它 只具有一項違反行力的一般意又°

16 尸重違反行力与其他違反行力或普通違反行力之同的匡別在稍后才出現

在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和第一母附加以定串°速些文串根据此一匡別而規定了法

律后果,因 力各目只有〤夯村尸重達反行力施加刑事制裁。

17 因穌法委員舍本身則沒有根据构成找爭罪的行力的尸重程度而加以Σ

分。因此,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和國豚法委員合作力其 1954年治罪法草案的根

据的各項公的所采取的赴理亦法是有別的。速一匡別曾于 1976年在重新确汏并友

展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回豚人道主〤法外交舍以第三次合以上被提出來°害庠納斯先

生回廠在垓舍以上就速↑主題而進行的跟巨辨捻 :

“一些代表田不斷坐持,要么尸重破坏人道主〤法的行力和成爭罪在性廣

上是相同的,要么尸重違反行力构成范園比較戶泛的我爭罪美別的一部分°但

另一些代表困提出許多淹魚反肘遠兩介概念可以混力一淡的悅法。
’’’8

其穌上,遠介可悅是理捻性的辨梵很容易舍使速兩介密切敢系而且不可分割的概念

戶生村抗作用°

η8 哉爭罪和尸重違反行力有若干共同魚°它們是兩介部分重疊的概念,它

們重疊之赴是日內瓦四公的和第一手附加以定中所規定的美于保伊人員和財戶的所

有事項,力 此,第一手以定串第 85奈 第 5款 明白規定尸重破坏垓決定中的行力构

成乩爭罪°

19 但找爭罪和尸重達反行力只是部分重重°找爭罪的概念比尸重達反行力

概念ㄏ,因 力它不伿道用于尸重破坏日內瓦四公的和第一母附加以定中的行力,而

1’
有大恁治犯有成爭罪、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美罪的罪犯的法律,η 945年

12月 2U日 在柏林制汀 (盟 回管制委員舍 ,M︳〡itaryGUˇ ernmentLe9is︳ at︳ Un

(Ber〡 ｜n, ﹁946))°

18 EJ RoucounaS,“
LeS infract︳ ons 9raˇ eS au dro︳ t humanitaire’ ’

.

heⅡ爸n｜ quededrUit inte「 natiUna｜ (Athens).ˇ o｜ 31(1978).p7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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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道用于其他達反行力,特別是用送行敬吋行功和非法使用武器有夫的那些行力°

力此,.本治罪法草案宇可把找爭罪界定力“尸重違反哉爭法規或刁慣的行力’’,而不

采用“尸重達反行力”一浯,快力后者伋具有四項日內瓦文串賦予它的有限的技未意

〤°

2U 但是,在 目前的第 13奈 草案內,“尸重”遠介形容祠都暫時放在括骨肉,

因力速須由因豚法委員合作出逸摔:把違反成爭法規的任何行力視力找爭罪,或只

把犯罪性辰尸重的達法行力視力找爭罪,与那些屆于座予愆治的不法行力炎別的行

力有別。

幻  回豚法委員舍也注意到速介泀題°在 n95U年 7月 4日 的第二屆舍洪

上,回 隊法委貝舍曾就委,Fl套 的一位委員已故的曼利 .赫德森夫于在找爭罪的定〤

中只包括某种程度尸重性的行力的提以送行辦梵。
19 

它的根据是 1949年 日內

瓦四公的,速些公的在某些違反行力的定〤肉包括了尸重程度的概念。特別報告長

J斯波多普洛斯先生汏力“違反哉爭法規的每一种行力都构成罪行”
。

2°

22 但是,在較近的辦梵避程中,一 些委員在常以班任特別根告長的擬告吋

表示只庄包括尸重達反哉爭法規的行力°他們汏力,由 于目隊法委員套已界定危害

人美和平及安全罪力非常尸重的罪行,因 此只垃包括性辰非常尸重的哉爭罪。速

祥,我 爭罪便舍在一介比較戶泛的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的概念范園肉,并威力垓

概念的一部分;把不是高度尸重的行力視力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是堆以想象的°

23 在目前指力“找爭罪”的行力中,一 些不逍是普通的不法行力,例 如戶重

仿害人体行力°一些軍事法庭,特別是英回管因的軍事法庭,曾 被人批坪有 9i把

《第 ┐U母 法令》适用于老微逍失°速种情況的一介解釋是那些軍事法庭希望一同

打冬,不社垃受黃各的行力逍遙法外,即使遠些行力尸格來悅不在罪行之列°此

外,垃垓記得的是 ,《第 1° 母法令》与鈕伶堡法庭和京京法庭的 ㄍ組豕法》有

別,它 把找爭罪界定力“暴行和不法行力”(第二奈,第 1段 (b))°“罪行”
一洞不

19 
《η95U年⋯⋯年盤》,第一卷,第 148一﹁49頁°第 6U次 套以,第 ㄇ2和

21 老支。
2°

周上,笫 1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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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其技木意〤,它只具有達反行力的一般意〤°

24 今天,力 了更大的法律精确性,使“罪行”一泀重新具有尸重的違反行力

的意〤可能是恰些的。人們很雎想象能姼把砮罪或立予愆治的不法行力提交回隊刑

事法庭申理,除非它6何 是同提交同一法庭常理的刑事拆忪有夫°老微的事件不能視

力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提起的拆忪必須具有一定的犯罪性;不是所有被描迷力

乩爭罪的行力都是同祥令人友指°

25 即使限于构成尸重違反找爭法規行力的行功,找爭罪的概念始終比尸重

破的行力的概念致力戶泛,特別是因力四項 日內瓦文串所列的遠些達反行力有限.

有一今只有找爭罪的概念占优勢而“尸重違反行力”的概念不道用的領域°遠今領域

就是送行敬肘行功和非法使用武器 的領域°夫于速些主題的回豚文串 已有不

少°
21 狼立于這些文串之外,則有錯琮复染而且迄今尚未解決的大規模毀又性

武器的同題:化苧武器、核武器,等等°治罪法似乎元須列拳速些武器。幵列清車

的方法的弊哭在上文已有說明,速种方法是不舍再采用的°

26 筒言之,在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玓和第一手附加以定串意〤范圍內“尸重

違反行力”的概念,比在 目前治罪法草案意〤范園肉的“找爭罪’’的概念更力狹窄°

治罪法草案不伙包括上迷文中規定的戶重違反行力,而且也包括其他違反武裝沖突

法規的行力。不借,第一母附加以定半第 1奈 第 2款 采用了 η9U9年 ㄍ海牙公

刉
例如.1868年 12月 1η 日在圣彼得堡筌署的美于在找爭期同放弄使用重

量在 4UU克 以下 的爆 炸性子 彈的宣言 (B︻tishand「 Urei9nStatePape「 s,

1867— 1868,vo｜ LV｜ Ⅱ(1876),p16》 η899年 7月 29日 在海牙筌署的有夫膨

朕性子彈 (迷 姆彈)的 宣言 (JBS。
。
tt,前 引串 (上 文腳注 4),第 2η 更);

η9U9年 1U月 ﹁8日 在海牙筌署的有夫放置水下 自功触友水雷的 (第八千)公釣

(同 上,第 ㄇ51更 》 1922年 2月 6日 在孕盛頓筌署的夫于在找爭中使用港艇和

有 毒 气 体 的 奈 釣 (MUHud。
。
n,ed.｜ nternat〡 ona〡 Le9｜ s｜ ation,vU〡 ∥

(1922-┐ 924) (VVash︳ n9to n, DC, 193η ), p794); η925‘羊6月 17 日′色日

內瓦筌署的 ㄍ禁止在找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幼苗作故方法的洪定

半》(回 豚駁盟,《奈的集》,第十四卷,第 6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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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言內著名的馬水頓奈款。但人們堆以据此假定日內瓦文件所列的尸重達反行

力并非有限°上迷文串的執芼者的惹旨似乎都是幵列一介洋冬元遺的清草°因此 ,

尸重違反行力的概念的內容不仗有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銓僵化,但找爭罪的概

念的內容卸舍隨若被禁武器种英的增加而抃充°

27 但是,上迷分別不位成力匡分找爭罪和尸重破坏人道主又法的理由。人

們有時村所渭海牙法和 日內瓦法加以區分; 日內瓦法尤其指日內瓦四公的保伊的人

貝和財戶的境遇,海牙法則尤其指敬肘行功的送行或管制和禁止使用某些武器的同

題。速种匡分在目前更站不住,因 力第一母附加以定串第 35奈 不伙重复了 19U7

年 《海牙公的》 (第 四)第 22奈 而且選一步加以圍迷。因此,我 爭罪和尸重違反

行力之同的匡別在今天更加不明确。但是,所存在的分別仍泣予強淍。

4 肘第 13奈草案兩↑各逸案文的起草意兄

28 第一各逸案文保留了“找爭法規或刁慣”一悟,但有一項了解,即 :“找爭”

一泀是指其其辰意〤而非其侍筑和表面意〤。因此,它道用于任何武裝沖突而不是

只道用于回家同的武裝沖突°

29 第二各送案文送捀“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回豚法規則”一洞而不采用“哉爭法

規或刁慣”°

二
、危害人美罪

A 第 ﹁4奈草案

3U 特別報告長提出的第 14奈草案如下:

第 14奈  危害人美罪

下列行力枸成危害人美罪:

η 种族天地即蓄意全部或局部消又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群体的任何

行力,包括:

(一 )榮害垓群体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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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肘垓群体的成長造成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尸重仿善;

(三 )故意使垓群体承受某种生活狀況,意 囿使其全部或一部分在肉体上

被消又.

(四 )強制采取措施,意 目阻止垓群体肉的生育J

<五 )強迫特移垓群体的儿重至另一群体 ;

2 (第 一各逸案文 )

种族隔商即在 1973年 《禁止并愆治种族隔商罪行的因隊公的》第二奈中界定

的行力,以及一般而言,建立基于种族、民族或宗教歧視的任何政府制度的行力°

2  (第二各逸案文)

种族隔商位包括 〔如在南部非洲所其行的〕种族分萬和歧視的政策和亦法,是

指力建立和堆持一介种族群体肘任何其他种族群体的統治,并且有計划地庄迫其他

群体而其施的下列不人道行力‘

(a)用下列方式剝香一介或一介以上种族群体的成長的生命和人身白由的杈利:

(一 )弟害垓群体的成長,

(二 )使垓群体成長受到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尸重仿害,損 害其 白由或尊

尸,或使其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赴兩;

(三 )任意逮捕和非法盟禁垓群体的成長,

(b)故意使垓群体承受某种生活狀況,意 日使垓群休的全部或一部分在肉体

上被消又9

(c)采 取任何立法措施及其他措施, 旨在阻止垓群体參与垓固政治、社舍、

絰游和文化生活,以及故意創造奈件,阻止垓群体的充分友展,特別是剝香垓群体

成長的基本人杈和 自由,包括工作的杈利、組象銓承汏的工舍的叔利、受教育的枚

利、商幵和返回本目的杈利、享有因籍的叔利、自由迂徙和居住的叔利、自由友表

意見和言梵的叔利以及和平自由集合和錯社的杈利 ,

(d>采取任何措施,包括立法措施,意 日用下列方法按种族界我分化人民:

建立各群体成員分別的保留地和集居X,禁止不同群体的成長之同通婚,剝香厲于

种族群休或其成長的地戶〕

(e)剝削种族群体成長的旁功,特別是肘其其行強迫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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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迫 害反村种族隔高的姐欽或令人,剝李其基本枚利和 自由J

3 奴求制和所有其他奴役形式,包括強迫旁功,

4 (a)將 居民放其領土上軀逐或強迫特移,

(b)使移民在占領領土上定居,

(c)改 交外回領土上的人口組成°

5 基于社舍、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理由,而村任何居民或令人犯下的所

有其他不人道行力,包括森害、放逐、消又、迫害和大規模破坏其財戶°

6 肘渚如人熒坏境等至力重要的人熒財富的任何蓄意尸重捐害°

B 坪淹

31 1954年 治罪草案的第 2奈 (1U)和 (n● )款捻迷危害人美罪°(1U)

款寺迷构成又銫种族罪的行力。
(11)款 寺迷所渭“不人道行力”U但是,1954年

草案肉既沒有“危害人美罪”一月也沒有“天地种族”一悟°力了下迷原因賦子它們道

些的地位似乎是可取的°此外,冬管 1954年 草案吋天地种族行力和不人道行力加

以匡分,它 卸沒有任何夫于不人道行力的定〤,它 只是根据速些行力的功机 (政

治、种族、宗教、文化功机,等等)列 出一介清車°

32 新的第 14奈 草案則捨迷危害人美罪的概念,其杯題就反映出遠一魚°

速↑概念不庄被摒井,因 力遠介概念賦予送美罪行它們的特征,即 它們是尤其五惡

恐怖的罪行,并強凋它r9是違反回隊法的罪行°

η 危害人美罪和又銫种族罪的概念

33 .‘‘危害人美罪”一詞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成后淡立的回隊軍事法庭的姐象

法內井非偶然,它是絰逍深思熱慮后才穹進去的°遠合同題回溯到 1943年 1。 月

2。 日在俺數成立的耿合國找爭罪行委員舍的工作°
η 人們不泣在此淏解“敢合

固”一洞,因 力它与兩年后在 1● 金山ell立 的同一名林的組坎沒有大系。垓洞只是指

22兄
H︳ storvUfthe∪ n itedNations、 V́arCrimesCUmmisiUnandthedeve├

opment oftheLawsofwa「 (London, HMStatiUneryUff｜ ce,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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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軸心回作我的同盟因。些吋在垓委員合迅速提出來的同題是,琱查是否位限于找

爭罪速介名詞的侍筑意〤,或是否位予拼大以包括其他不法行力°1943年委員舍

首先斌囡甘大已由 19η 9年責任鬥題委員舍根括載于 n9U7年 (第 四)海牙公的序

言的馬/lN頓朵款似汀的不法行力清車°
η

34 但是,1943年 委長套很快就友党沂渚垓奈款也元法照廠到在第二次世

界犬找期同所犯下的各美罪行。其豚上,不淹找爭罪的概念如何戶泛,一些破的行

力卸不能包括在找爭罪之列,特別是如果涉及犯罪者和受害者都扁同一回籍,或如

果受害者的固籍就是犯罪者所扁目的盟回。納粹分子肘德因人、奧回人和其他因籍

人士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因种族、宗教、政治或其他功机而肘元回籍人士和其他人

士犯下的罪行,都扁遠种情況°

35 后來,η 943年 委 ,Fl舍提洪把遠美違反行力絲力“危害人美罪’’,汏力它

們是一种特殊美男j的 逮反行力,遠些行力量然是在我爭期同犯下,但 它們卸具有一

些狂有的特性,使它r1● 在某些方面有別于哉爭罪°

36 η943年委員舍把其取叔范園折犬以便赴理“因种族、回籍、宗教或政治

信仰理 由府任何 目籍人士包括元 回籍人士犯下 的罪行,不 捻犯罪地 庶力

何”
。
2. 

英目政府被征求意兄后早在 1944年就支持速一梵蕉,但它強琱速美罪

行只位在涉及找爭狀念的情況下才予考慮。

37 在 ┐945年 8月 8日 筌署 ㄍ伶教怭定》之后,”  “危害人美罪”的概念

就明确地軍入 《鈕俺堡法庭姐銀法》第 6(c)荼 :京 京法庭組豕法第 5(c)奈 ,

盟因管制委員套 ㄍ第 1U母法令》第二 (c)奈
。

38 如上面所迷,危害人美罪遠介概念首先是同交我狀念敢在一起的,但它

后來印逐漸被視力一介狂立存在的概念,至今 已成力一介有別于哉爭罪的概念°因

此,不伙 ┐954年 的法典草案而且達已絰生效的公夠 (夫 于又能种族和种族隔有的

公的)已不再把速介概念同哉爭狀念敢在一起°

兄上文腳注 4°

H︳ StoryUfthe∪ n｜tedNatiUns llVarCrimesCommisiUn ,p176

眽畤畤眥畤畤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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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因 此,人們舍鬥力什么 1954年法典草案第 2朵 第 (1U)和 (11)款 沒

有采用“危害人美罪”
一泀。但是,固 狋法委員舍在“組俺堡法庭坦象法和判決串所

确忕的因沶法原則’’26 肉卸賦予“危害人美罪”
一泀其正些的地位。速介遺漏在此

庄予姘正,使“危害人熒罪”一詞恢复其泣有地位°速是回豚法逐漸友展的一項成

果°危害人英罪具有 自己狄特的性痰,使它們有別于找爭罪°

4U 不錯,如果一种行力是在找91犯 下,它 可能既是我爭罪又是危害人美罪

(力 此,﹁ 949年 日內瓦公的第一手附加以定串第 85奈 第 4(c)款把其行种族隔

萬視力找爭罪之-)° 蛗然速一事其表明取元定性是合理的,但它卸不垃使速兩介

概念有任何混淆。危害人英罪的概念至少在兩方面比找爭罪的概念較力戶泛‘

(a)危害人美罪可在我爭時期或和平時期犯下9我爭罪則只能在找爭時期犯下,

(b)找 爭罪只能是交找者之同所犯的,是赴于敬肘地位的犯罪者肘受善者所

犯的罪行J危害人美罪則可能是回民之同或交哉者之同所犯下的。

41 因此,速介概念再次表明它具有 自己的內容和特定的性廣,狄而怔明保

留“危害人美罪”
一詞是有理的。

42 “又地种族”
一詞也是一祥。

1954年治罪法草案第 2奈第 (1U)款 所列

的行力是构成天銫种族罪的行力°速介行力清草取 白1948年 ┐2月 9日 的夫于又

地种族罪的公的°
2’  力此,新的第 14奈草案第 η款把速些行力全部定力“又銫

种族罪”
。

2 不人道行力的概念

43 不人道行力的概念可道用于村人或肘財戶的侵犯°

(a) 村人的侵犯

44 必須就遠介方面提出兩焦意兄。第一、1954年草案第 2奈第 (nn)款

如
此后秘“鈕俺堡原則

’’,大 于案文兄 《η985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

分),第 12頁,笫 45段°

2’ 《禁止并愆治天地种族罪公的》(敢合回,《奈的集》,第 78巷,第 2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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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的行力可能全部构成普通法上的罪行,而 且几乎在所有回肉刑法中都有提及°

第二
、它●●可能是村人身的虐待或侮辱性或有辱人格的行力°

45.使 它們同普通法上的罪行相匡別的因素是功机°它們是受到意洪形念、

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上不容昇已心理所取使的一些行力,打古看某一令人的心

炅深赴,即他的信念、信仰或瑋尸。在遠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英國管匡最高法院的

判決,垓法院在其第一批裁次之一中表示‘

“村人造成損害的一切侵犯可构成或造成危害人熒罪,肘一人的存在、成

長与友展及活功領域的任何干予、村他与其坏境之同夫系的任何改交、村他的

財戶或价值的任何侵犯以致他同接受影晌⋯⋯
。
”田

46 因此,一 些不能視力村人身施暴的侮辱性或有辱人格行力,例 如公然些

仄侮辱或強迫介人達背良心做事的行力,以及一般地址笑他們或強迫他們仄事有辱

人格活功的行力,都可构成危害人美罪°力此,第 14奈 草案具体地赴理因政治、

种族、宗教等理由而村人口群体或厲于一介群体的人施加的任何侮辱性或有辱人格

待遇。

(b) 村財戶的侵犯

47 1954年 治罪法草案不包括在危害人熒罪定又范園內村財戶的侵犯°但

是,它們卸列在鈕俺堡原則的原則六 (b)肉 ,也列在各回豚軍事法庭的組象法

內,其 中提到“村公尒或私人財戶的掠香,村城填或多村的任意破坏,未能怔明是

基于軍事需要的毀又蹂躪°’’
’g..未

能怔明是基于軍事需要”一浯所引起的爭梵不舍在

此捻迷。垓河題同找爭法有美,不是本討淹的一部分。

28 EntScheidun9en des Ubersten GerichtshUfS fur die Brit｜ Sche Zone ︳n

Strafsachen, vU｜ 1(Ber｜ in, n949), p﹁ 3, cited｜ nMeyrowwitz, opc︳ t(fUU:

nUte3Ube｜ Uw), p274
29 ㄍ銀伶堡法庭組象法》第 6奈

令》第二奈,第 η款 (b)°

(b);另 兄盟目管制委員舍 《第 1U咢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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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目前要討梵的同題是,肘財戶的侵犯是否可构成危害人熒罪。現存的美

于危害人美罪的文串都沒有具体提及村財戶的侵犯。人們可能合同:它們的性辰是

否尸重到足以被視力危害人美罪。

49 司法意見的傾向是,肘財戶的大規模侵犯垃視力罪行。可資說明的例子

是,些一名德回外交官在巴黎被一名波〨裔狁犬人暗森后,1938年 11月 12日 的

法令肘德回狁大人集体田款 η
。
化馬克。美因一軍事法庭在其肘第三帝目的几位部

長的判決中
aU 

把遠祥的罰款視力肘德回狁大人送行迫害的典型例子,它 厲于鈕

佮堡法庭組象法 <第 6奈 (c)>夫子危害人美罪定又中的那种“由于政治、种族或

宗教理由而送行的迫害”
。根据判決串,力 第三帝目的利益沒收和清算德回狁大人

的財戶是“針村德因狁大人的迫害逐功的一部分,是違反因隊法和因豚荼的的行

力,放而在起泝#的 第五項主要罪狀的意〤范園丙构成罪行”°根据第五項主要罪

狀,德 回些局沒收和清算集中當因犯財物的行力以及其他行力,庄視力危害人失

罪。人們也可以引迷弟敕堡因布藾斯高上拆法院 1946年 7月 4日 在此同題上的

裁決 :“ 回家主管 些局于 194。 年非法沒收狁大人財戶 的行力构成 危害人美

罪”
。

印

5U 因此,放遠些司法先例可兄肘財戶的侵犯可构成危害人美罪,如果速种

侵犯具有下列兩种特性:它們是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劫机,而 且是一种大規模的

3°
兄 ┬

「
｜a｜sofWa「 Crimlna︳ sbefUretheNuernbergMi︳ ita「y┬ ribuna｜ sunder

CUntro｜ Counci｜ LawNU1U(N。 e「 nbe「 g, Uctober┐ 946-Apri｜ η949)(VVash︳ ng.

to n.DC, ∪S GUvernmentPrintin9 U何 ice, ┐952), caseNo┐ 1 (丁he Min︳ s＿

triesCase), vo｜ ×〡V, ︳npart〡 cu｜ arpp676and678, citedinHMeyrow:tz, La

「
。

pression par ｜es tr;bunau×  aⅡ emands des c「 〡meS contre L‘ humanit。 et de

rappartenance。 uneUr9anisatiUncrimine∥ e(Pa「 is, L〡 b「airie9爸 n台 ra︳ ededro︳ tet

dejur｜ sprudence, 196U), p267。  .

Bn DeutscheRechts一
ZeItsch「 ︳ft(丁 Vbingen), ˇU｜ ｜(1946), p93, c｜ tedin

∼●eyrUwitz, pp267and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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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功°銘

51 遠些司法先例到今天仍然充分有效,遠不伋是因力偏兄仍然根深蒂固,

而且是因力除了民族財戶以外,逐出現了新的一美財戶,遠美財戶正日益被視力人

天的遺戶.世界各地許多遺述都具有厊史、建筑或芭木意〤,使它們威力人美的遺

戶°

52 逍去有許多遠述被毀,因力它們不受保伊。速村人失造成很大損失,在

基督教時代升始吋被大火焚毀的正厊山大目#館就是一例°近年,耿合國教科文組

象已把某些遠址和遠速划力人英的遠戶;例如塞內加/i× 的戈雷島,因 力忤多世紀以

來它一直是奴蒙興易的主要中心,是非洲最遙迒之羔,是奴東船前往美洲的出友

焦。那里保存了几百年的以前的貿易站象征看人美ㄞ史的速一段黑暗時期,是一↑

供人沉思和瞻仰的地方°

53 逐泣予指出的是,一 些仍然生效的公的已禁止肘具有文化价值的財尹的

侵犯°1935年 4月 15日 在牛盛頓答署的夫于在我爭時期及和平吋期保伊芭木和

科芋机构及厊史遠述的奈的
∞  (增汀 《雷里奇公的》)已是朝看速介方向近迸的

一步°位予指出的是,垓奈的照厥到哉爭時期及和平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成后,在

教科文組努主持下,1954年 5月 14日 筌署于海牙的 《夫于在武裝沖突情況下保

伊文化財戶的公的》,a. 冬管垓公約的杯題如此,它也旨于在和平時期保伊文化

財戶,第 3紊規定鍗釣各方有火夯在和平時期其行速种保伊°核公的力文化財戶

制汀一今非常戶泛的定又如下:

第一奈 文化財戶定又

“(a)肘各回人民的文化侍筑至力重要的功戶或不功戶,例如宗教或非宗

教的建筑、芝水或厊史遺遊,考古遺址,本身具有厊史或芭木意〤的建筑群;

原稿、中籍和具有芭木、ㄞ史或考古意〤的其他物体;科 掌文集和重要藏串或

MeyrowItz,第 269兵°

固狋翐盟,《奈的集》,第一百六十七卷,第 289更°

敢合回,ㄍ荼的集》,第 249卷 ,第 215頁°

眳畤畤眽畤畤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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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案或上面界定的財戶的复制品,

“(b)主 要和央豚宗旨在于保存或展克 (a)款 所界定的文化功戶的建

筑,例 如博物倌、大型因卡倌和楷案倌以及在武裝沖突情況下旨在保伊 (a)

款所界定的文化功戶的收藏焚。
”

54 也庄子指出的是,1954年 海牙公的逐規定了村侵犯它所指的財戶的人

的刑事或紀律制裁°

55 技近期的逐有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第一母附加以定串第 85奈 第 4

(d)款 的規定°垓規定汏力下列行力厲尸重達反行力:

(d)‘‘
使特別安排,例 如在主管回狋組象范園肉的安排所保伊的,枸成各

國人民文化或精神遺戶的公汏厊史先念物、芭未品或札拜場所成力攻古的肘

象,其錧果使垓ㄞ史妃念物、乞木品或札拜場所遭到戶泛的毀坏”°
鈣

56 不錯,如果根据上述規定被毀坏的財戶是縈靠軍事目林,則毀坏財戶的

行力可能不构成哉爭罪,但遠种情況并不喊韻有美原則
。

此外,如果是涉及危害人

美罪的活,則遠一限制并不道用,因力危害人美罪是由其他功机所主使的,在任何

哉爭狀念下都可以送行°

57 庄予提及的逐有至力重要的人美財戶,例如不境。

58 力了上述各种理由,特別報告貝把村財戶的侵犯也列入第 η4奈 第 5款

草案°

3 犬規模或有汁划的性辰

59 各回坏軍事法庭的組象法都提及針吋“平民”的不人道行力°

6U 一种行力是否必須影晌到犬批人才算是危害人美罪?一种行力的大規模

性疚是危害人美罪的一介杯准,但并不是唯一的林准。有91,一种針村一介人的不

人道行力也可以构成危害人美罪,如果遠种行力是一↑制度的一部分,或如果是按

照卄划而行,或如果扁重复性辰,使人肘行力者的意向沒有任何怀疑°

61 罪行的大規模性辰並然意味看受害者僉多,遠往往是因力行力者猋多而

∞
兄上文腳注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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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采取了大規模手段才能成事的°危害人美罪往往是由令人犯下的,速些人利用回

家机器或利用主要財困交給他們支配的手段犯下速种罪行°就种族隔萬來悅,是回

家机器】就天地种族或雇佣軍活功來悅,是上述手段的其中一种或兩种均有°

62 但如上所迷,一种↑別行力可以构成危害人美罪,如果它是一介尸密制

度的一部分,是出于同一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功机而送行的一系列重复性行力

的一部分。
63 央豚上,“大規模罪行”立場的支持者与“介別罪行”立場支持者之同的沖突

似乎不能构成一切辯淹°

64 肘目抔軍事法庭的組象法(ㄍ組俺堡法庭組坎法》第 6(c)奈 ,《迒京回

隊軍事法庭組象法》第 5(c)奈 ,盟 因盟管理事舍 《第 1U咢 法令》 (第二奈第

(n)(c)款 ))的 申查昱示,它們都是計村犬規模罪行 (天 地种族、奴役、遊解出

境)和涉及今別受害者的案件 (謀荼、盟禁、酷刑、強奸 )。

65 朕合回哉爭罪行委員舍中的法律委員舍友表意見如下:

“
一般說未,有卄划的大規模行功,只 有在些局授叔之下,才能把伋受目

內法制裁的普通罪行特交力危害人美罪,放而也使它威力回隊法所管轄的罪

行。除了罪行友生因或受害人本回之外,別 回不得送行干子,除非垓罪行夯凶

板惡,或次數猋多,或在不同吋同和地魚以美似型式犯下,以致危及回豚社舍

或引起人美良知的憤慨”
。

ss

66 MevrowitZ自 已表示:“事文上,危害人美罪垃理解力不伋包括科肘介別

受害者的行力,而且包括根括 《第 1U景法令》第二奈第 (2)款 所指方法之一參

与針吋集体的犯罪行力’’
。

s’  作者引迷了英回軍政府 (法律願同管匡亦公室 )

﹁948年 1U月 15日 的一項各忘彔,其 中指出受害者人數或受害者身份都不能決定

一种行力厲危害人美罪,決定因素是垓种行力同有卄划地迫害一今群体或垓群体一

部分的行功的駁系°因此,針肘介人的不人道行力可能构成危害人美罪,“如果垓种

36 H〡 stUryofthe∪ nitedNatiUnsWarCrimeSCUmmissiUn⋯ Upcit(footn ote

22abUˇe), p179, c｜ tedin卜凶eV「ow｜tz opcit (fUotnUte3Uabove).p253°

’ MeyrowitZ,第 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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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的功机全部或局部存在于針村某一特定群体而送行的有卄划的迫害’’°38

S9 恙言之,如果大規模的成分不存在的活,則 一种介別行力必須是一來鐽

中的一介坏市,厲于一介制度或一項汁划的一部分。如果要把一种針村↑別受害者

的行力划力危害人英罪,則制度、汁划和重复性的概念是必要的°

4 其他罪行

68 除了肘財戶的侵犯以外,也包括了別的不法行力:种族隔萬、央行奴束

制、把土著人民逐出或強制移出他們的領土、使移民在被占領領土上定居,以武力

或任何其他手段改交某一外因領土的人口組成°

69 在此沒有必要重复种族隔有所引起的爭淹了。回坏法委員舍一些委長汏

力最好不要具体提及种族隔南而庄只采用比較一般性的“种族歧祝”一洞°但是,有

相些一部分委,Fl卸持相反意兄,因力速种罪行的狼特性廣使它車狌存在。我們在此

伋要指出的是第 14朵第 2款 草案有兩介各逸案文:一介案文提及 1973年夫于种

族隔萬的公的,sg 另一介案文則在草案內一字不漏地重逑垓公的第二紊°

7U 夫于奴東制,1926年 9月 25日 的公的
.U 

第 η奈第 1款把奴東制界

定力“吋一人行使附厲于所有杈的任何或一切叔力的地位或狀況’’
。第 η柔第 2款

把奴蒙販交界定力包括在使一人淹力奴東的一切擄荻、取得或特妻的行力;一切以

出兵或交換力目的而取得奴蒙的行力,將 以出〩或交換力目的而取得的奴莍通道出

〩或交換的一切特性行力,以及一般而言,美 于奴袁的貿易和迋輸行力°垓公的已

把奴束販美定力罪行,因力締的回承渃取締速种活功 (第 2奈 )° 后來,η 948年

BBMeyrowitz.第
28﹁ 更 .引 迷 自英 目 各 忘 最 ,垓

Zentra〡 一Just〡 Zb｜ att  fUr  die  Br｜ t〡sche  ZUne(Hambur9),

pp25U-25η °另兄特別報告貝第四次根告(《┐986年⋯⋯年盤》,

部分),第 58更 起各更,文件 A/CN4/398),第 31一日 段°

∞ 《禁止并慫治种族隔寓罪回隊公的》(敢 合目,ㄍ奈的集》,第 1U┐ 5卷 ,

第 243頁。
.U回

所瑕盟,《奈的集》,第六十卷,第 253更。

各 忘 彔 載 于

vU｜ 2(┐ 948),

第二卷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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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
。

日 ㄍ世界人扠宣言》
4i  (第 4奈 )和 1966年 12月 η9日 《公民杈利

和政治杈利因隊公釣》
φ  (第 8奈 )都 以最強烈的措洞進黃奴東制。

9●  同祥,ㄍ公民扠利和政治扠利因抔公釣》(第 8奈第 2和 3款 )也提到強

迫役使和強迫旁功。力此,垓公的以 1956年 9月 7日 的 《疲止奴東制、奴案販

與及英似奴蒙制的制度与刁俗朴充公的》
.s 的規定作力祥板,《朴充公的》在序

言中表示“任何人不得使充奴束或奴役’’°

72 庄予指出的是,﹁ 9“ 年治罪法草案 已把奴役定力不人道行力°但是 ,

回豚法委長舍一些成見汏力最好就此主題音ㄇ作出特別規定。          .

5 肘第 n4奈草案的起草意兄

73 1954年 治罪法草案包括兩介狙立的荼款:一介美于构成种族又絕罪的

行力,一介夫于“不人道行力”
。委員舍前一屆舍洪已指出枸成又銫种族罪的行力和

所渭不人道行力之同的匹別似乎沒有必要,因 力天地种族也是一种不人道行力 (其

隊上,它是不人道行力的典型),但 是,本報告卸保留了速一匡別,因 力各种不人

道行力的尸重程度有所不同,而且其中一些具有某些狌特的性廣°

74 第二項意兄是夫于在治罪法草案意〤范園內可能构成不人道行力的各种

行力的列拳。如先前所迷,列 在 ﹁954年草案的某些行力 (謀 榮、盟禁)也可能是

普通法上的罪行°謀森本身不构成危害人美罪,任意盟禁也如此。速些行力只是因

力周日的情況才成力危害人美罪°它們本身不构成危害人美罪°因此,速一魚在起

草第 14奈 吋是予以考慮的,重魚是放在行力的道德性和功机方面,而不是放在其

物辰性方面,因力同一行力可根据作力吋的情況而有不同的定性°

大舍 1948年 12月

耿合回,《奈的集》,

同上,第 266卷 ,

1U日 第 217A(Ⅳ>子次以°

第 999卷 ,第 n91烎°

笫 3頁°

眥畤畤眥畤畤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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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洪程項目 6〕

文件 A/CN4/429和 Add1和 2十

夫于回拆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第五次報告

特別拫告見斯蒂芬 .友卡弗里先生瑪軍

〔原文:英文〕

〔η989年 4月 5日 ,5月 4日 和 ﹁9日 〕

早言 .⋯ ......⋯ ⋯⋯⋯⋯⋯......⋯ ⋯......⋯ ⋯⋯...⋯⋯⋯⋯⋯‥

章次

一、与水有夫的危害和危險(柔款草案第六部分) .⋯⋯⋯⋯‥

早言 ⋯......⋯ ⋯.........⋯ ...⋯ ...⋯ ⋯⋯⋯...⋯ ⋯⋯⋯⋯

A 洪水和有大同題 .⋯⋯⋯⋯⋯⋯⋯⋯⋯⋯⋯⋯⋯⋯“

一般性評梵 ⋯⋯⋯⋯⋯⋯⋯⋯⋯⋯⋯⋯⋯⋯⋯⋯⋯

1 回家慣例 ⋯⋯⋯⋯⋯⋯⋯⋯⋯⋯⋯⋯⋯⋯⋯⋯

(a) 固隊捇定中反映的回家慣例 ‥⋯⋯⋯⋯⋯.

(一 ) 洪水 .⋯⋯⋯⋯⋯⋯⋯⋯⋯⋯⋯⋯⋯

(二 ) 冰情 ..⋯⋯⋯⋯⋯⋯⋯⋯⋯⋯⋯⋯.

(三 ) 排水鬥題 .........‥ ..“⋯‥⋯‥‥“......

(四 ) 水流堵塞 ‥⋯⋯⋯⋯⋯⋯⋯⋯⋯⋯.

(五 ) 淤泥沉枳 ‥⋯⋯⋯⋯⋯⋯⋯⋯⋯⋯.

(六 ) 侵佳 ‥⋯⋯⋯⋯⋯⋯⋯⋯⋯⋯⋯⋯.

.包
括文件 A/CN4/421/CUrr1,2和 4°

彔目

段  次 更次

η     23U

2一η19  23U

2-8   23U

9—1U4  236

9—19  236

18-65   241

18-54   241

19-29   243

3U-34   25U

35-4U   252

4﹁ -44   255

45-49   256

5U-53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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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次 更次

2

3

眥畤眻

(b) 反映于哭理特定案件的外交信件和其他

官方文件的回家慣例 ⋯⋯⋯⋯⋯⋯⋯⋯⋯.

政府同組欽和各种舍以通道的宣言、決以和

建洪 .⋯⋯⋯⋯⋯⋯⋯⋯⋯⋯⋯⋯⋯⋯⋯⋯⋯”

政府同現象和回豚非政府鈕豕編丏的拫告和

研究 .⋯⋯⋯⋯⋯⋯⋯⋯⋯⋯⋯⋯⋯...⋯⋯⋯“

〔a) 政府同組欽 ‥⋯⋯⋯⋯⋯⋯⋯⋯⋯⋯⋯⋯.

(b) 回跡非政府組象 ⋯⋯⋯⋯⋯⋯⋯⋯⋯⋯⋯ .

青家介人的研究拫告 ⋯⋯⋯⋯⋯⋯⋯⋯⋯⋯⋯

因豚法院和法庭的裁決 .⋯⋯⋯⋯⋯⋯⋯⋯⋯⋯

(a) 司法裁決 ‥⋯⋯⋯⋯⋯⋯⋯⋯⋯⋯⋯⋯⋯.

(b) 仲裁裁決 ‥⋯⋯⋯⋯⋯⋯⋯⋯⋯⋯⋯⋯⋯ .

(一 ) 圣胡安河案 .⋯⋯⋯⋯⋯⋯⋯⋯⋯..

(二) 古特圾案 ‥⋯⋯⋯⋯⋯⋯⋯⋯⋯⋯.

(三 ) 拉努湖案 .⋯⋯⋯⋯⋯⋯⋯⋯⋯⋯..

(四 ) 特雷水冶煉ㄏ案 ..⋯⋯⋯⋯⋯⋯⋯.

与水有大的其他同題和狀況 .⋯⋯⋯⋯⋯⋯⋯⋯⋯“

1 威水侵入 .⋯⋯⋯⋯⋯⋯⋯⋯⋯⋯⋯⋯⋯⋯⋯⋯

2 干旱和沙漠化 .⋯⋯⋯⋯⋯⋯⋯⋯⋯⋯⋯⋯⋯..

提以的朵款 .⋯⋯⋯⋯⋯⋯⋯⋯⋯⋯⋯⋯⋯⋯⋯⋯“

第 22朵  与水有失的危害、有害狀兄和其他

54-65   26U

66-72   265

B

73-8U   269

73-76   269

77-8°    27﹁

81-88  276

89-1U4   284

9U-9η    285

92—1U4  287

92     287

93-η U1  288

1U2    293

1U3— 1U4  294

1U5一ηη7  296

1U5— 1U8  296

ㄇU9—117  298

1┐ 8一﹁19  3U2C

不矛I影 〢i ........● ●●●●●●●●●●●●●●∞∞”‥”““”●●“●●●●..∞ ”“‥⋯“‥⋯●●●●”⋯⋯ 3U3

ㄐz梵 .....●
●●●●”‥...“∞●”‥..“ .∞ .” ....” ..‥ .......‥ “.......‥ ‥“.......” ⋯ 3U4

第 23奈  与水有大的危險和縈急情況 .⋯⋯⋯⋯⋯⋯⋯⋯⋯⋯⋯” 3U6

調工淹 .‥ ...● ∞●”‥●●⋯●●●●”‥‥●‥●“∞●●“●●●●●●●●●⋯●‥“●●●”∞‥‥●●●●●⋯●....”  3U6

二、非航行使用和航行使用之同的美系(奈款草案第七部分卜⋯‥  ﹁2U-127 3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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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航行和奈款草案的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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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以的朵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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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 ..⋯⋯⋯⋯⋯⋯⋯⋯⋯⋯⋯⋯⋯⋯⋯⋯⋯⋯.312

坪淹 ∞⋯⋯⋯⋯⋯⋯⋯⋯⋯⋯⋯⋯⋯⋯⋯⋯⋯⋯⋯⋯⋯⋯⋯⋯⋯⋯.312

三
、因豚水道的琱市(荼款草案第八部分)..⋯⋯⋯⋯⋯⋯⋯.  128-14U 3η 4

A 早言 ....⋯ ⋯......⋯ ⋯.........⋯ ⋯⋯......⋯ ⋯⋯⋯“  128-131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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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126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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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別拫告長在其提交給回隊法委員舍笫四十屆舍以大于回豚水道非航行使

用法的第四次擬告
1中

列出了美于本寺題的“所余材料提出的91同 表”.2由垓表可

知,他特于 1989年提清本委員舍申快提洪的奈款草案鋼要第六部分 (有夫水的危

害和危隆)和第七部分 (非 航行使用和航行使用之同的大系),以 及有夫“回沶水道

琱市”速介分題的材料。特別報告長指出他打算于 ﹁99。 年提出整套恭款草案,切

其遵守遠介吋同表舍使委貝舍于其本屆任期 (1991)屆 滿吋完成奈款草案的一

滾。因此 ,本擬告穹洪了下列分題:有夫水道的危害和危險 <奈款草案第六部

分),非 航行使用和航行使用之同的夫系 (奈款草案第七部分)和國豚水道的琱市

(奈款草案第八部分 )。

第 一 章

与水有美的危害和危隆

(奈款草案第六部分 )

2 在其第四次擬告中,特別根告貝提出了一介題力“污染或坏境緊急情況”(第

18奈 〔19〕 )的奈款,作力有失坏境保伊,污染和有夫事項速介分題的一套奈款草

案的一部分。由于委員舍第四十屆舍以常洪第四次技告的吋同不足,同 時由子工作安

排上的理由,特別報告貝提以在垓屆舍以中肘速一介別奈款不予洋幼常以°他表示有

意在第四十一屆舍以上就有夫水的危害和危險提 出一介新的洋幼奈文。
3

1《 ┐988年 ⋯ ⋯ 年 鑒 》,第 二 卷 (笫

A/CN4/412和 Add1和 2°

2同
上,第  頁,第 8┤ U段°

3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 >,

一 部 分 ),第  丌 ,文 件

——23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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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大垓奈范目的构想在委員舍
4 

和在大舍第四十三屆套以第六委員套
5 

都得到

支持°
.

3 表面上,緊急情況和涉及污染与洪水和浮冰造成的危跧情況是有基本差別

的:呈 然前者往往是人美活功的第果,但后者卸絰常是自然奈件造成的°文堆或危

險情況在其豚成因上的送种差別,可以用作道用不同管理制度的理由°且然有時可

以區分人力竹和純粹自然造成的有夫水的危險和文堆,但并非金可如此
。

通常純粹

厲自然的現象,也許有吋因人的介入而更兄尸重,有 時甚至完全是人的介入造成

的°半例來悅,幵迋河
6 

修水庫
’ 或伐林等土地使用慣例,8 便造成了不自

然的迅速溢洪。反避來悅, 自然也可影晌到人的行力,而帶來文雎后果,就象地度

4〕 例如切科夫先生(《1988年⋯⋯年鈭》,第一卷,第 ┐56更 ,第 2U69次

舍以,第 ﹁4段 ),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 (同 上,第 nS9頁 ,第 25段 )和埃

里克松先生 (同 上,第 16η 頁,第 2U68次舍以,第 22段 )的友言°

5例
如委內瑞拉代表的友言(《大套正式泥最,第 四十三屆舍以,第六委員

舍》,第 29次舍洪,第 31段 )°

6逐
河可以枳累地面水,在一焦 (迋河的一端)放出大量的洪水°涉及遠种

同題的回家慣例,兄 以下第 55-63段所討梵的玫瑰街分水渠案。
’
水庫突然大量放水,可能肘下游造成有害影晌°放水可能是故意的 (例如

力了保伊水庫),也可能是由于水庫破裂°最后,沿河筑圾舍使垓河流元法以春洪

坤洗下游,造成河床淤枳,乃 至河道載水量的不足。速祥一來,河水就有溢出兩岸

的可能°

8有 的跳察家汏力 1989和 1988年孟加拉回特別尸重的洪水部分由于上游

砍伐森林°例如 ﹁988年 1U月 3日 《組的時報》第 A1和 A6更 ,馬 索姆 ,“洪水

肘孟加拉因絰游的一些影晌竹 和卡恩,“孟加拉因的洪水文害及其村衣村杯境的影

晌”,遠些是在夫于孟加拉因洪水:匡域和全球坏境前景的固豚研甘合上提出的文

件,研討舍是孟加拉回研究局和 SCUPE/孟加拉回于 1989年 3月 4日 至 8日 翐

合拳行的 (以 下你‘‘﹁989年 孟加拉回洪水研討套”);提 交研討舍的送些文件載于

研討套的小冊子。一般資料兄下文腳注 η┐,以及其中所引的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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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水庫而造成洪水一祥°

4 因此,有 一連 串的可能性,汏純厲 自然的危險或文害到純粹是人力

的°
9 

預防城裻和朴僕不但庄考慮到文堆的性辰 (例 如洪水逐是化苧外溢)而且

庄考慮到造成有害后呆有多犬的人力因素°表面上看來,人力因素越高,水道目的

黃任便越大°但由下文可知,即使与水有夫的危隆完全是自然力量造成的,速也未

必表示屯元火夯可言。相反的,主要出于目豚捇定形式的回家慣例,克斥若在危險

純粹是由洪水浮冰等自然現象造成的情形下,仍有合作,通知等等〤每的其例 (兄

下文第 2U-34段 )。

5 由以上討梵可知,-切 美型的与水有失的文堆和危隆,不淹是自然的,人

力的,或兩种因素兼而有之,都可在一介或一套奈文中加以赴理。不避,委 員舍不

妨考慮夫于本分題的奈款草案是否只庄載有規定水道回又夯的工要規則,逐是也位

載有列拳違反速种〤夯后果的次要規則°因力且然水道回也忤要力成因純厲自然的

文雎和危險承拒責任,但違反送种〤夯的后果,卸沒有違反要求水道回不造成或加

別有害的与水有夫的火堆和危險的規則的后果那么戶泛°
1°

9兄
下例 1997年秘串夾編有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夫于不可抗力的种种情兄的

性廣的說明:‘
‘.⋯ ..早 致不可抗力事件或情況友生的其廣成因可以不同。不可抗力些

然可以由于地震之美的自然文善友生,但也可由于起因于人的找爭,革命,群余暴

孔等情況造成。而且,一 些最后早致不可抗力情況的成因,既可源自白然因素,又

可源自人力因素。例如,火文可以是人力的,也可以是雷屯造成的,等 于不可抗力

的板大銓游困境可由于缺水的干旱,也可以由于世界商品市場的混亂,或回家垤游

管理不善,等等°”“‘不可抗力’
和

‘意外事故
’
作力排除不法性的奈件:因 家慣例 ,

回豚司法判決和理淹琱查’’(ㄍ﹁97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66

更,文件 A/cN4/315,第 4段 )°

1°
里普哈根先生提洪的奈款草案第二部分笫 6奈 ,(《┐984年⋯⋯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 1UU更 ,腳 注 322),指 出了可能有的种种后果,即 戶叉的

賠佳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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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其,正是一回使用水道 (甚或其他資源),11 在領土以外造成有害甚

至火雅的可能性,才使水道因同的合作成力必要。回豚水資源友展的法律和体制同

題寺家姐在其報告中強琱各回必須組象起來,根据技未資料和細心的錝合流域和水

系合作和規划,以合理的方式赴理用水的有害后果同題°
12 

它又悅:

“早致控拆和使目杯上必須幼心加以規划 (力 了滿足或防止控拆)的 多數

情況是3在別回造成地面或地下水的供位不足,洪水,淤秋,盞化,直熒枯竭

及箊殖區域的消失,生長衰退,盞或其他化苧別,未銓赴理的污水,放射性物

辰,石油或其他疲物 (由 船舶或海岸釋出)的 集錯〕些然逐有水流的交化。因

此,甚至本來元害而有益的用途,拷如施肥,控制水風信子的甘散的行功,枃

筑土堰以存水或防洪,抽干沼澤,火力友屯ㄏ的冷卸,或將灌溉用水反注于河

流,都可肘河流的其他地區戶生有害的后果。冬管害赴多半友生于下游,但速

种常規在迪界河流和湖泊中也有例外。有些情兄合同時波及上游和下游,在涉

及捕直,航行和漂浮逐木吋尤其是如此。
⋯⋯上逑种种同題只是說明,只 要分享同一水源的回家同意必須柲作以便

以更有效的方式迷成其日杯,有些同題便有更大可能荴得解決°⋯⋯13

11按 照回隊水資源友展的法律和体制同題青家組的說法。

“...⋯水系肉一日友展或利用水以外的資源,可 能村水系肉另一因友展或

使用的水的量或辰友生重大影咱°一因在河水源共地域砍伐林木,可能造成尸

重的土地浸蝕,因而使大量淤泥版流而下,而至另一回家,同 時村自然流吋作

有害的更功,放而肘下游回家的使用友生不利的影咱°”(敢合回,《回狋水姿

源的管理‘体制和法律同題》, 自然資源 /水 Δ刊,第 1考 ,(出 售品編母 ,

E75Ⅱ A2),第 42段 >°

寺家組在遠方面提到 GJ卡渃編丐的一份大于水与其他資源的夫系的工作文件 ,

(兄 回豚法怭舍,《第五十三次舍洪報告,布 宜渃斯文利斯,1968年》 (俺 敦 ,

1969年 )附件,第 531更起各頁)。

12駁
合回,《回豚水資源管理⋯⋯》,第 5U段 。

13同
上,第 5η -5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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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男一介因素是全球溫度上升,它可能助長了有美水的危險,因 此使水道因

同的合作 日益重要°

美國犬瞄大的百分之三十五的地區在﹁988年垤ㄞ了尸重的旱情⋯⋯

亦翐西部在η988年也是既熱又早°中國的气候則因地而昇,牛 中北部和

牛中南部若干地區有暴雨,牛求和來南部大部分地區則昇常干旱。
﹁987年几

乎未出現的印度的雨季,﹁ 988年再次露面,下 了七十年來最大的一切暴雨°

孟加拉回絰厊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切洪水,四分之三的土地均沒入水中,生命

韻失尸重°1988年 8月 ,暴雨也在芬丹造成极大的洪水。

尸重的旱情和高溫,以及其他板端的气候交化,再度使人美切溫室效立所造成

的全球性气候交化,在速种效垃中,主要力二氧化碳的气体將大阻的輻射能封園在

犬气低居,提高了接近地面的空气的溫度。冬管犬气房科苧家村溫室效位与 1988

年的干旱有元直接夫系,仍有激烈辦梵,但有元可爭以的現象近明,大气居中的二

氧化碳以及人美一百年工╨造成的其他气体的水平,步在不浙上升°三介主要的回

豚組象——回隊科苧耿合合理事舍,敢合國坏境規划署和世界气象組象一┬友出了

一份報告,要求立即采取行功,似定政策來庄付气候的交化。垓根告又促清批准和

扶行夫于頡耗臭氧居物廣的裳特利/I,決定串⋯⋯’.

科苧家和其他現察家們已銓預言全球性溫度提高可能使熱帶气候回家遭遇特別

尸重的情況。
‥⋯.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半干旱地區將得到甚至更少的雨量°許多半干旱地

匡早已耕作力雎,村气候交化高度敏感,避去几十年中已銓有迂乃重的干旱和仇荒。

熱帶偏混的也舍交得更熟更混,熱帶風暴不但次數舍增多而且風雨套更加尸重°自

1968年至 1988年使 8UUUU人喪生,并殃及二化多人民的洪水,舍更加尸重
。

象洪

水之美的目前仍然少兄的自然文害,將越來越司空兄慣°

14η 989B︻ tannicaBUok oftheˇ ear(Chica9U.Encyc｜ UpaediaBritannica.

｜nc, η989)pp169-16U, Seea｜ So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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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其,溫室效位造成的气候混說,也許已絰是明昱的事其。
1988年 的全

球溫度再次到送或接近伙表數据的同期同最高妃最,較 自195U年起 3U年期

目的平均溫度上升了牛氏七度°速↑世妃最熟的五年都友生在 8U年代.而

且,逍去二十年中的全球加溫率是有史以來最有的°⋯⋯1s

速些現象昱示出世界有些地區合肘淡水的需求增加,而其他地區則可能遭遇越來越

多的水文°有人提洪委員舍在常以有夫水的文堆和危隆吋庄些考慮到送些因素°

8 本章的其余部分,將分成兩市,特別報告長將在每一市中將琱查夫于不同美型自

然文害或朵件的杈威意兄°第一市淹及洪水和有夫同題,第二市則迷及其他与水有美的同

題和奈件°既然這些鬥題在早先向委員舍提出的拫告中已絰加以甜淹,祐 以下的杈威意見

調查粹只是說明性的,元意予以洋思列拳°本章最后將提出一套有大水的文璀和危隆的

15DA沃思,“ 气候混亂”
,《外交政策》,(牛盛頓),第 94母 ,“ 989),第

9一﹁U頁°沃思汏力“溫室效泣如果不如消除,就可能造成不可預料的全世界力量

均勢的功說,加刷了我爭的危隆”(同 上,第 ηU頁 )。 又兄世界坏境和友展委員舍

的報告 :

“坏境村安全的威勝已在全世界出現。最令人裡心的是因大气屠秋存二氧

化碳和其他气体使全球溫度提高而可能戶生的后果所帶來的威勝°⋯⋯”(世

界坏境和友展委員舍,《我們的共同前途》 (牛津,牛津大苧出版社,1987)

第 294頁 )°

夫于相同或美似效位,兄斯德哥本摩回豚和平研究所,朕合因坏境規划署 《全球癸

源和國狋坤突.成略政策和行功中的坏境因素》,(牛津,牛津大苧出版社,1986

年)】 PH格菜克,“全球气候交化肘回豚安全的影晌”,力美于制汀政策座付气候交

化琲刁舍准各的第 14景背景文件,菲拉赫,奧地利,﹁ 987年 9月 28日 至 1U月

2 日°

16尤
位兄施丰只本先生的第三次掇告 《1982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

分),第 15┐ 頁起各丌,文件 A/cN4/348),第 337-379段 ,男 兄埃文森先生

的第一次拫告(ㄍ1983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185┤ 86更 ,文件

A/CN4/367),第 177-18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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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款草案。蛋然提以的奈文將涵蓋人力和 自然事故°但如上所迷,下列凋查將不涉

及污染同題,I’  因力垓主題是由第四次報告加以赴理的°
’B

A 洪水和有夫同題

一般性評淹

9 由于洪水和其他南水有夫的危險在事其上是銓常相夫的,因豚怭定和其他

些局常常將一些阿題一并赴理°速些享央上的相互夫系及由此而來的法律相互夫系

力本拫告本市若干不同同題的分美提供了一介基砧°在奈的和回豚姐珠工作最受到

注意的昱然是洪水田題°遠犬概是由于洪水ㄞ來在自然文善中居首位°
19 

因

此,A市 只集中討淹洪水危隆,但也舍討淹以下情況:結冰狀況,排水河題,水流

受阻,淤泥況淀9土壞流失°第 B市將討梵赴水入侵,干旱和沙漠化°

1U 如上文所迷,洪水构成全世界最尸重的自然危隆之一。
∞ 世界許多地

方——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固和中目——部友生水文°刉 洪水在世界某

1’
有待常洪的其中兩介寺題:淤泥況淀和威水侵入,可視力污染的形式;然

而,除此之外,本報告不甘捻污染回題°

iBA/CN4/412和 Add﹁ 和 2(兄上文腳注 1),第 38-88段 和第三章 ,

C市 ,第 nB〔 19〕 奈。
I9例

如,一介研究拫告指出在 η947年起的 2U年 期同,洪水所造成的生命

韻失几乎占所有 自然文害的 4U%° 兄 L希 恩和 K休伊特 ,“避去 2U年全球 自然文

害的初步琱查”自然文害研究,第 Ⅲ子工作文件,加拿大多俺多大掌 (1969)(油

印件 )。

∞
兄耿合因,《友展中回家防洪和治理方甜》 白然資源 /水Δ刊第 5母 (出

售品編音εE76∥ A),第 2至 9頁 (‘‘世界洪水同題的規模’’
9°

21兄
上介腳注所列拳的研究拫告中的表 1,記 載正洲、北美、南美、歐洲、

以及若干島目的“重大的洪水ㄞ史事件’’°大于非洲,兄例如 η988年 赤丹特大洪水

的拫告 (兄 下文腳注 24末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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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區造成生命、財戶和收入的韻失板力尸重°在整介珠南工地區,每年遭洪水摧

毀的作物超避 1UUU万苗,財戶韻失超逍 ηU化美元。
”

有些洪水造成 1。U万人

以上喪生,1°UU万人以上元家可月,淹沒的衣田送 1°UU万宙。
’s光 在京南正,

每年洪水造成的生命捐失就很尸重,洪水在皿洲次大綺和非洲似乎日益尸重。
出

﹁1 犮展中回家的洪患尤其尸重°

“在家南JE,每年有數以千卄的人淹死,n。
。
U万苗以上的作物力洪水所

摧毀°由于人口和銓渀活功不浙移向坤秋平原,使本已重大的洪水頡失更力尸

重°孟加拉因就是遠一迸程的一介其例,人 口和絰游活功大多集中子恒河——

η WR休 厄 /I× 和 HD福 斯特,“友展中國家的洪水治理:指汏道些找略的模

式”,兄駁合固,《流域幵坡、政策与規划》 自然資源 /水╧刊第 6手 (出 售品編

吾:E97A4),第 一卷,第 84丌 ,(敢合因夫于“流域与流域同友展”的區域同研

甘舍舍以圮最,(布 送佩斯 1g,5年 9月 16日 至 26日 )以 下秝“布迖佩斯研甘

舍’’
9°

23朕
合回,《防洪⋯⋯方針》,(兄上文腳注 2U),第 1丌°

回
兄本技告第 ?段夫于全球升溫現象与洪泛 日增的可能美達的討梵°如上文

所迷,孟加拉回在 1987和 1988年洪泛特別尸重,1988年 的洪水,淹沒了垓固

几乎四分之三°据政府報告,洪水造成 2UUU人喪生,更 多人因水污染而得病 ,

相信至少造成 3UUU万人元家可好 (ㄇ 989Britann︳ caBUUkUftheYea「 ,pp154

and159)° 一般兄孟加拉因政府和耿合固翐合工作鉏 η988年編丐的報告,‘
‘η988

年孟加拉目的洪水:形 晌、救游和重建”(SG/CUNF4/1)° 印度西北省份許多

地區洪泛造成的喪生人數估計 1UU。 人,印度四介受天的省份有數十万居民必須

疏散°有 9。

。
U介 多填遭受水文(《組的吋根》,1988年 1U月 3日 第 Aη 頁,又

兄 《＿rg的 時技》夫于吉水伯特台風的報告 ,η 988年 1U月 1日 ,第 A3頁 ).

“〔1988年 〕8月 暴 雨在赤丹造成戶重洪水
” (﹁ 989B「忙ann｜caBookUfthe

Year, 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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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馬普特拉三角洲。
”葯

但友送回家和友展中回家都舍友生洪患;

“匈牙利、伊拉克、日本、馬來西巫、荷〨和塞內加本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以上居住在可能力犬洪水淹沒的地區 ”26

﹁2.由 于尤其是犮展中回家更多地使用坤枳平原子衣╨、工╨和都市友展 ,

預期特未洪水造成的敬失舍更大。
”

“坤私平原的聚居造成迸退雨堆。一方面,坤 秋平原力人英的活功,特別

是衣╨和交通提供了至佳地魚,占肥沃的坤秋土之便,世界一些件大的文明是

在主要河流的低地上孕育友展起來的,例 如底格里斯河、幼友拉底河、尼多

河、印度河和物子江°河谷的平地是交通要道、房屋和工ㄏ的建造所在地⋯

⋯,因此,坤秋平原威力世界很木部分移居和絰游活功的集中地,是不足力奇

的。
“然而坤秋平原的聚居代价可以很大,在某些情況下,可 能早致文雎,因

力河水偶/fk舍 泛濫,造成財戶破坏、收入韻失,有時也造成人命栖牲。
’’28

13 在南正、京南正和拉丁美洲,高低分水岭伐林被确定力洪泛 日增的主要

原因°
力 例如在印度,每年有 2UUU万古土地遭洪水淹沒,部分原因是高地伐

林光是在恒河平原每年洪水造成的損害超逆 1U化美元°
∞

14 已确定的洪水共有下列五种:(a>溶冰所造成的洪水,(b)冰堵塞和裂

幵所造成 的洪水,(c)常 規暴風雨洪水9(d)旋 風洪水,(e)雨 水坤下沙

25翐
合回,《防洪⋯⋯方針》(兄 上文腳注 2U),第三頁°

26同上°

2’
休厄水和福斯特,前引中 (上文腳注 22),第 84頁

。
2B翐

合目,、 《洪水⋯⋯方針》(兄上文腳注 2U),第 ﹁更°

29敢
合 目,《 2°°U年世界絰游 的全面社舍絰疥展望》,(出 售品編咢 :

E9U∥ C2), 資各364｛交°

sU同上,引 用世界銀行,友展委員舍,《坏境、增長与友展》,出 版物編孝:

﹁4,(隼盛頓,1987年 ),第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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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
印 。城然,其他因素,例如上游筑堤 (減少了坤秋平原的患面枳)和土地使

用作法,土壞大是況秋 (減少了河道的載水量)也是造成定期洪泛的原因。

﹁5 些洪泛同題涉及一介以上回家●1,据 以往絰9JA,最有效的方法是通道目

豚合作°φ 最低限度,在搜集和交流有夫水文狀況的教据方面,有合作的必

要。
銘 但有效的防洪和預防文害方案涵蘊較高居次的合作°可通逍下列亦法送

成,友展預拫和苦告系筑,放而逐步建立起交流數据大系,最后敢合規划和執行防

止和治理洪水工程°s.

16 回坏法怭舍回隊水資源法委員舍 1972年提出的夫于防洪的拫告力人美

治理洪水的絰驗提供了令人感到共趣的ㄞ史現魚,圮迷洪水成因及后果,并列拳一

些杯准防止性措施ε

自迒古以來,人美即忙于肘付洪水及其肘毗邰土地戶生的文確性后果并受

其困扰°連同灌溉的需要,治水是友軔于尼多、底格里斯——幼友拉底、印度

和黃河河谷的第一批文明米起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將泛濫交成惆市灌溉定期出現于速些河谷的洪水就能使一大片的天然早干

地交力沃土。但是,与 此同時,在世界許多地區,洪水能造成文害°必須每年

花費大量金我救游洪水文民,并且修茸公共工程。在下列情況下,洪水造成永

印
朕合回,《 防洪⋯⋯方針》(兄上文腳注 2U),第 ﹁3頁。又兄回你水資源

法委員舍的報告的第二部分,有夫防洪 (技告長,「 J伯 布你)(目 豚法林舍,《第

五十五次舍以的擬告,鈕的,1972》 (俺敦,1974年 ),第 44頁°

” 遠一劈淹得 自下文章查的許多目隊捇定和其他些局°

33回
豚法委員舍第十四屆舍以哲吋通道的第十紊 (定期交流數括和資料)已

要求速种合作形式。夫于垓奈款案文及其坪注,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3頁起各更°

B.兄
休厄本和福斯特,前 引串 (上文腳注 22),第 9n頁°夫于冬量喊少洪

水技害的速熒策略‘兄回隊水姿源法委員舍報告中所指汏的方法 (下 文第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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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報害:留下沼澤,造成疾病和侍染病的可能,或者停滯的洪水及其后在千

季的蒸友,造成有害的私益,放而使大片沃土交成荒原°

乍看起來,治洪主要是科苧和技木鬥題,其執行是市立法和行政的日杯。

洪水的各种成因之中,最重要的是,連綿的求而,大雷雨,台風、旋風、

融雪、冰堵塞、山崩落和鋒立,水槽,片水池和圾的崩決、湖水坤潰,主要河

流各支流入口阻塞,求雨与河流泛濫并友,低地和平地排水不足和不移效率,

由于河流、地度和塌方、土壞流失帶來的犬燙泥沙況淀造成河床淤塞,由 于河

口大燙淤泥沉淀使低河匡和三角洲泛濫,高潮和水道的洪水并友,由 于河岸移

功造成阻磚,由 于在三角洲地帶缺乏琱市各水道水分配的适些管制培构°

力冬量減少水文所造成的韻害而制定的一些常用亦法如下‘

(﹁ )建造水放、伊岸、防洪堤或堤岸,以保伊洪水淹沒土地并使洪水不

流出通常的主要水道之外°

(2)通避使直、拓克或加深或者三法兼施,提高主要水道的排水量°

(3)將超出主要水道載水量的部分或全部水量早走°

(4)建造貹水池暫時將洪水肚起來,其后按水道的載水量分次排放。

(5)采取措施,改善土地使用作法,如植林、停植引起土壤流失的作

物,改植保伊土壞作物,以減少排放率°

(6)使 用水文預測并且友出早期苦告,以 冬量減少生命和財戶的韻

失。
ss

┐7 呈然水文銓洴与完全有害的后果相大連,不泣忘記,某些种美的泛濫也

∞
回豚法捇套,《第五十五次舍以 的

.報
告》 (兄 上文腳注 31),第 43-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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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干良好效果。在逍去或現在,某 些回家每年都有水文,36能 灌溉衣田,淤泥

況秋甚至使土地肥沃 (兄 下文第 46段 )°

在某些情況下,人美苧舍如何同坤秋平原的定期泛濫相赴,并使其交成絰

洴利益
。

然而,在大多數情兄下,洪水被視力危烇,而不是益赴°第三世界目

家洪水危險村全面友展是一今尸重河題,因力速些國家放水文恢复逍未要困雎

得多°
a,

本章及后列琱查梵及通常与洪水相美通的遠些久面效果所引起的鬥題°

(a)

18

η 回家慣例

目豚捇定中反映的回家慣例
38

回隊慣例的表現形式之一是ㄏ泛領域各項目隊林定內均出班美似的奈款。
∞

Bs例
如,孟加拉回“由于排水道堵塞、雨水流潢、暴風雨潮漲,每天都友生

洪水”(布伊皿,“孟加拉回洪水坏境方面和防洪措施’’,1989年孟加拉回洪水研甘

合提出的報告。兄上文腳注 8)°

古埃及的尼多河水位卄是按尼男河增水位采測定民生的沒升。例如,兄柯

里著“尼多河水位卄探索”速篇于 η989年孟加拉回洪水研甜舍提出的梵文,第

2頁 ,表 1。 圮數法 自水位 12“厄水”表示“仇瑾”(一 ↑厄水等于 η1公尺或

45寸 ),“困苦”(13厄 /lx),“飽足”(14厄示),“安穩”<15厄水),“丰足” (η 6

厄本),“文堆”(18厄水),因 此,极低水位相些于根食供泣不足,高水位相些

于繁茉,极高水位則意味可怕的文堆°

’
卡恩,前引串 (上 文腳注 8),第 39頁

。
sB文

中或腳注中所引迷的回豚文件的全文載于本報告的附件中°

sg特
別是“赴理一般由因坏法管制的事項”的取迪捇定,而 非“赴理明昱厲于

回家叔限內事項的奈的”
。前一美林定包括“夫于河岸枚的奈的;目 隊刁慣法規定了

河岸回91其他國家所久的〤努”(LHenkinandothe咚 .㏑ te「 natiUna〡 Law:Cases

andMater｜ a〡s.2nded(StPau〡 ‘M〡 nn,WestPvb｜ iShin9Co,1987),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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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狋上存在犬是我有洪水 1.I題 柔款的奈＿f● °其中許多怭定往往在同一奈款肉提

Ug(象 ) 又 兄 GHHackw。 rth.D〡 9eSfUflntemat〡 ona〡 Law.(Washingto n

D C 194° ), v。︳︳, p17, 和 C C Hyde, 《｜nternatiUna｜ LawChie刊 y aS｜ nter-

pretedandApp“ edbytheVn︳ tedStates》 , 2ndreved (BUsfUn, Litt｜ e, BrUwn

andCo., 1945), vo︳ .︳ , pp1U-11°

夫于“許多不同奈的肉載美似奈款的一般回狋法意〤,特別是目豚水道法方

面 , 兄 BDHayto n,“ 丁hefU「mation ofthecvsto marYru｜ msUf㏑ te了 nati。 na｜

d了 a｜ nagebasin｜ aus’
’inA HGarretson, R, DHaytUn和  CJU〡 mStead, eds,

ㄒheLawUf｜ nternationa｜ DrainageBasins(Dobbs「 erry, NY, UceanaPub︴ ica.

t︳ UnSη 967),pp868-8﹁ °又兄北海大陪架案(《η969年 目隊法院裁決集》,第

3更 )° 目豚法院在其中承汏一項或多項秦的所汀規則有可能納入一般回隊法,而

“...⋯作力法律意兄荻得接受,以致村遊去未曾作力公的鍗的回目前也不

是鍗的目的回家戶生的束力。毫元疑同,速种逍程完全有可能友生,且其隊上

不時友生:速 已构成公汏的刁慣回膟法新規則形成的方法之一°同時,速种結

果不能砮率地視力已絰送成”(同 上,第 42頁 ,笫 71段 )。 拉克斯法官在其

反吋意兄中表示,

“...⋯一般回家慣例座承汏力被接受成力法律的明昱江括。如果速种怔据

昱示‘
相些犬的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

’,些 然可予以反駁——甚至肘是否作力慣

例的根本泀題。
(庇伊杈案判決,《﹁95U年 回隊法院裁央集》,第 297更 )° 也

可反駁有夫、
‘所涉回家

’
或案件些事方的法律意兄 (同 上,第 231頁 )°

美回固夯院 1958年 4月 2n日 的一份大于回你水道系筑的使用所涉法律鬥題

各忘最也支持以美似紊的規定作力一般因隊水道法規則的怔据:

“許多朵釣載有美似奈款可推早出存在刁慣回隊法規則,即 作力法律的慣

例,遠是既定的法律理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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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种冰情例如冰塞(可 阻塞河水而在隨后釋放吋造成洪泛)和冰流;.U某些奈款逐

提到流水阻塞,淤私和侵蝕等同題°

(一) 洪水

19 因隊水資源法委員舍 1992年提交回隊法捇舍的報告的第二部分
們

最有

效地收集和分析了有失洪水的各項朵的規定。此赴仗提供一些悅明性的例子°

2U 許多怭定要求赫商、通知、交換數据資料、提供苦根系統、編制琱查研

究根告、規划和執行防洪措施、工程的操作和維修等°最常兄的或忤是要求盟測河

39(象 ) “夫于因跡水道系統全世界所鍗狤遊的或現行有效的奈的數 目迒超避

1UU今 °這些奈的指出存在一些原則來限制回家使用回豚水道系筑而不廠及肘邰

固有害影喃的杈力°⋯⋯’’(《 LegaaspecfsUftheuSeUfsystemsUfintemationa〡

watersˇvith referencetUCo︳ umbia-KUUtenayriversvstem undercustUmaryin.

ternationa︳ ︳awandthe丁 reatvofn9U9》 ,第 85屆 回舍,第 2屆 舍洪,參以院文

件第 118咢 ,(準 盛頓,﹁ 958),第 63更 )。

一般兄 MAkehurst.‘‘CuStUmasasUvrceofinternationa｜ ear” ,┬ heBrit︳ sh

YearBUUkUf｜ nternatiUna｜  Lav︶ .1974-1975.ˇ U〡 47p42, R R Baxter.“ 丁reaties

and cVStUm” ,  Co∥ ected CourseS Uf Ha9ue Academy of ︳nternat ona〡  LaⅥ .́

﹁99U一｜(Leyden. SⅡ thUff.┐ 971).vU︳ 129.p25: ｜
「
〡Shihata,‘‘┬he t「eaty as a

︳awdec︳ aringandcvstom-making ｜nSf「 ument” .Flevue爸 9ypt｜ ennededro｜ t inter.

nat〡 ona｜ (CairU).vo｜ 22(┐ 966).p51; 和 H llV A 丁hir｜ Ⅵ́ay, ︳nternatiUna〡 Cus-

tomarvLawandCodification(Leyden.SijthUff.1972)°

4U如上所逑 (兄上文第 14段 ),引 起洪水的五种情況之一是冰塞和破冰°

羽
垓拫告第二部分涉及到防洪 (回 豚法捇套,《第五十五次套以報告⋯⋯》

(兄上文腳注 31),第 43頁起各頁)。 又兄 PChapero n力 歐洲絰委舍水事委員舍

鷂丐的回隊防洪合作錝合拫告 (WAㄒεR/B143,1986年 ηU月 22日 )和秘串

楚村散于防洪領域跨界水捇定中的法律規定的說明,速些跨界水捇定涯鴮了与治洪

有夫的回豚怭定中的有美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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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位、定期涯搬、苦告任何可能引起洪泛的突然改交等的奈款°下列具說明性的

是 ﹁963年匈牙利和多馬尼正之同有美匈多遊界制度和逍界事項合作的 1963年察

的第 2° 泰ε

第 2U奈

迪境水域之水位和冰情方面与鍗的各固有夫的資料如果有助于防止洪水或

流冰危害,Jll庄 由及方道91地彼此侍遊°同祥地,耿方必要時位決定一种銓常

性信孝系統,供南水位或流冰時期使用°⋯⋯

另一項要求交換資料以防止洪犬的奈款是 1958年 芬敢和阿富汗之同有失赤阿

迪界常j度 的奈約第 17柔第一句:

第 17 奈

鍗的各方主管些局位冬可能定期交換有失迪境河流水位和水量的資料以及

有夫殀方領土肉降水情況的資料以期防止洪泛的危險或危害°⋯⋯φ

42亦
取和伊朗之同筌署的 1957年有夫赤聧一伊朗迪界制度和解決迪界爭端

和事件程序的奈的第 ┐4奈也載有相同奈款°以下是有夫交換教据癸料以防止洪泛

的奈的規定的迸一步其例:

η96﹁ 年加拿犬和美利墜合余回之阿有美合作幵友哥俺比皿河流域水資源的奈

玓,其 中規定,“水文气象資料將提供給兩目的各今其体以便即時和鍵篸用于防洪和

友屯工作”°

1964年保加利皿和希腊之同夫于合作利用橫跨兩目的河流流水的奈玓中規定

取方位交換必要的數据資料“以便及時采取措施,防止耕地遭受洪文⋯⋯”(笫 4

奈)°

η948年波〨和赤耿之同有美亦波迪界制度的捇定第η9奈第一句規定:

第 19荼

“美于迪境水域的水位水量和冰情的券料如果有助于防止洪水或浮冰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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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一 些怭定強淍有必要提供洪泛早期苦拫。例如 1944年美因和墨西哥之

同有夫利用科多拉多河和蒂牛幼河河水以及格朗德河 (RiUBavo)自 得克伊斯州

「
o〢 Quitman至 墨西哥涾河段的柔的第 19奈規定:

第 19 紊

各因政府同意粹其本回領土內蓄水庫的水友生昇常外流和洪水現象而可能

在他方領一肉造成洪泛的任何有大資料在可行范日內冬早向他方政府提供。

同祥地,196U年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同的印度河奈的第四柔第 8款規定,耿方

同意將水庫的水友生昇常外流和洪水現象而可能影晌到他方的任何有失資

料,在可行范日內冬早向他方遊送°

美似規定兄于 1955年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之同的赫定招 第 8奈,其 中規定:

第 8奈

鍏的各方地方些局庄將形成回界的水道以及与回界相交的水道和水流高水

位或冰情造成的任何危隆以及可能戶生的其他任何危險的可行的最迅速方式彼

此相告°

22 η952年波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回之同有夫逆界水域航行以及迪界水域

的使用和堆伊的捇定中規定耿方不伙垃村洪泛危險采取預防和警披措施,逐垃以捇

琱行功來肘任何次堤危隆進行朴救°捇定第三章:“洪泛和浮冰預防措施的合作原

央!”第 21奈規定:                         
一

η (袋 ) 害,則垃由締的殃方主管些局彼此交換。
⋯⋯”

又兄 1927年德國和波〨之同有失 Waπa遊界一段的管理和垓段交通的林定。
妳

捇定包括南斯拉夫一句牙利水盜渀委員舍章程,又兄章程第 1奈 ,第 2

款 (m)和 (n)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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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刉 奈

締釣各方位按照其道用朵款采取措施預防本回領土內友生洪泛,并位在必

要吋特任何決堤的危隆通知他方°

遇有決堤情況吋,秋方位立即合力修朴韻善,提供技木沒施和必要的旁

力°

靖求援助的一方位承拒有天使用°

23 某些怭定內載有高水位期同盟測水位的非常具体的要求°例如 ﹁946年

伊拉克和土耳其之同友好睦邰美系奈的所附有失底格里斯河和幼友拉底河及其支流

水域管理的第 1孝以定串,第 3奈規定:

第 3奈

⋯⋯高水位期同各有屯根通訊裝置的現測站,例如底格里斯河的迪皿水巴

克水、古茲雷等以及幼友拉底河的克班等每日上午 8吋所洲得的水位數据庄

以屯拫遊送伊拉克力此目的所指定的有美些局°

高水位期同以外吋同測得的水位數据庄以及月通汛方式遊送上迷些局°

上述遊送費用由伊拉克支付°

美似規定兄于 1956年法回和德意志敢邦共和回之同有失解決莽水同題的奈的,垓

奈的附件 8第 9奈規定兩因些局位放立水位洭拫事夯史。特別是

笫 9奈

2 些薜水河上游SarrebUur9測 站友出洪水警拫吋,非冬布呂肯的薛冬洪

水苦根事夯赴庄立即牙始工作°各有夫涯根事夯赴白垓時刻起庄彼此保持不浙

敢系,直到芛水布呂肯測站友生苦根終止的通知。

3 力了加速技告的侍遊,德意志敢邦共和目庄在#差 明有美亦事赴同菥

你布呂肯肉瞄航努亦事赴之同沒一特殊屯活我°垓屯活我庄以屯鎲補淡于舒路

沿我的法國領土, 自上游 75617公里起 (由 左岸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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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些林定許可其中一方栓查他方領土內的測量站,反映了各回村子盤測

和預苦系統道些迂作的重視°例如上途 1946年伊拉克和土耳其之同奈釣第﹁孝以

定中第 3奈有夫部分規定:

第 3奈

土耳其位沒立故期現測站,并庄久黃其作止和堆修°各現測站的╨努安用

庄自本決定串生效之日起由伊拉克和土耳其平均支付°

長期現測站庄由伊拉克和土耳其技木寺家按規定定期栓查°

25 一些赫定規定由鍗的各方采取敢合措施來防止洪文,其 中包括法目和德

意志敢邦共和回之同有夫幵友斯特拉斯堡 /基本和旁特堡 /渃堡丰/IN之 同菜茵河河

段的捇定°垓捇定第 9奈規定 :

第 9奈

1 取方位根据研究菜茵河洪泛阿題委,Fl舍 的凋查錯果冬速締結一項林定

以采取措施防止洪泛井按比例分拒葵用,考慮到其他有夫回家預期提供的所有

各种投入°

26 同祥地,1964年 波〨和赤朕之同有美迪界水域水資源使用的捇定也規

定耿方“采取林凋行功以期消除或減少洪泛、流冰和其他 自然現象造成的危害⋯⋯

(第 8奈 ,第 2款 )°
“

29 1958年 捷克斯洛伐克和波〨之同有夫道界水域水資源使用的林定第 8

奈不伿規定秋方彼此提供高水位、流冰和其他危隆的報告 (第 1款 (c)碩 ),而

且耿方逐垃“洪定采取何种朕合步驟來消除和減少友生洪泛或流冰狀況吋的危險以

Ⅲ ┐955年 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之同的捇定和南斯拉夫一匈牙利水銓游委 ,Fl套 章

程授叔委員舍“似汀⋯⋯預防洪泛和冰文的各項規章以及必要的其他規章”(第 4

奈,第 2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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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支付所需的發用”(第 2款 )°

28 大是怭定要求水道目合作編軍和交換有失防洪等同題的凋查和研究擬

告°﹁961年 加李大和美利坐合余目之同有美合作幵友哥俺比正河流域水資源的柔

的
.s 

載有相美奈款如下‘

第 十五 奈

常淡工程局

常淡工程局位    ‘

收集加拿大——美利里合尒回迪界哥俺比正河和庫特奈河流量的記

最,

(b) 在友生大塣偏萬水力友屯和防洪作╨卄划的情況下拫告美利里合猋

因和加拿大,并道情況在根告中提出朴救和琱整的建洪,

附件 A——作╨原則

.息   〕又I

2 耿方掛以并与常淡工程局捇商淡立和操作一介包括雷道、雨量站和測

流器在內的水文气象系統,用 于編集數括以供洋幼似汀防洪和友屯卄划°⋯⋯

29 載有此种規定的許多來的的另一共例是 1956年方駁和中年人民共和回

之同夫于朕合研究以确定阿穆本河 (黑尤江)流域白然資源及其生戶落力的弄友前

景和夫于力姒汀額本古鈉河和上阿穆/IN河 多用途丹友汁划而送行規划測量工作的林

仍
又兄 ┐944年美利些合猋 目和墨西哥之同的奈的,第 6、 12(d),13和

η6多舟。

眳畤畤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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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仍 垓怭定附件一和二所載相美奈款如下3

附 件 一

研究工作泣以下列各段所迷方式送行ε

1 研究自然狀況

3 測量水和水屯姿源

研究阿穆水河以及阿穆/I.河流域各主要河流水力友屯的港力并似汀初步提

案,說 明管理和使用河水的鋼要汁划,以期建造水力友屯站,改善航行奈件 ,

防止洪水,執行土地改良項目和友展湩並°

附 件 二

規划和測量工作庄以下列各段所迷方式送行:

如
又兄 1959年 阿拉伯朕合共和回和方丹之同充分利用尼男河河水的怭定

(第 四奈,第 η和 2款 ),以 及 196U年 有夫沒立常放朕合技木委員舍的洪定中 ,

1926年南非和葡萄牙之同管理庫肉內河河水用于水力友屯和西南非托管領土防洪

灌溉的赫定 (第 8、 9和 ηU荼 》 1959年尼泊水和印度之同美于廿送克河灌溉和

友屯項目的捇定 <第 1和 3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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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測量工作

η 研究額水古幼河和阿穆/IN河 自友源地至小米安蛉及其兩岸主要支流体

系的水文工作°

水文工作的目的庄在于提供數据來确定河流的水位、流塣、冬季流量、固

体流量和水的化苧組成°

2 大地測量和地形測量工作:

(c) 測量最高优先項目水庫的泛濫地區,比例尺1:25,UUU;

3 工程和地辰淑i邊 :

(9) 力最高优先項目勘探泛濫地區;

B 規划工作

4 坪价控制水流的絰./r后 果,以便減低河流兩岸因河水水位突然上漲而

使有絰洴价值土地友生洪泛的次教和規模,并力土地改良創造有利奈件°

6 估卄在各不同卄划之下洪泛造成的捐害。

(二 ) 冰情

3。  以上所迷只是有美洪水的許多奈的規定之中少數凡↑例子°各目的怭定

中往往同●I赴理洪水和冰情°下面一市再提出一些有失冰情的奈款以作說明°

31 冰情可引起洪水文害,其本身也可造成危隆,如 阻蹲航行和危及提取和

梇梁等建筑物的安全°耿合國一份研究掇告淡到結冰引起洪水的情況吋悅:

在初春,也可友生因冰坎阻塞和冰坎破裂引起的洪水°遠种情況常友生在

狹窄部位,如急穹、峽谷、梇洞或其他有形的阻得之赴°在河道坡度由陡交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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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河水入湖的地方也可能友生°在加拿犬和方朕,些 向北流功河流水源地方的

冰雪如果融化速度快于下游冰雪融化速度,洪水一般就舍友生°
.’

32 1952年 波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固有失逆界水域航行的捇定第三章 (在

肘洪泛危險采取林凋行功中止已提到 (上文第 22段 ))載有洋細的奈款°要求迸

行合作焚理冰情:

第 19 柔

締約耿方共同苦戒井彼此合作防止形成有港在危險的冰障°波〨方面村冰

的防伊工程提供技木指早。

波〨方面座及 9I通 知德因方面在奧德河迫界部分、奧德河中、下游和尼

斯一与 日茨卡河清除錯冰作並的地羔和時同。

破冰作並座趺奧德河河口丹始沿逆流方向送行°在必要時,和不吋河流下

游造成危險的情況下,可 以炸掉某些地方的冰障°

波〨方面在送行破冰作╨●1,垃考慮到德國方面的希望和要求,以 防止給

德國境肉造成任何危隆。德因方面垃按波〨方面的要求力破冰作╨提供道些技

木淡各 (破冰船和爆炸淡各 )° 締的班方的有夫些局位商定各方力破冰目的所

需提供技未沒各的數量°

第 2U奈

在進行爆炸作╨吋,如友生危隆或事故,各方位向肘方提供援助,提供此

美援助所涉發用垃予朴僗。

第 22奈

使用破冰船作並時的旁秀嬖用,由破冰船所孱方面承拒。

一方位另一方要求送行爆炸作╨如需雇佣芳力,秋方位平均分裡此美作╨

的幵支。

η
駁合國,《防洪⋯⋯方針》(兄 上文胂注 2U),第 1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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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958年 南斯拉夫和保加利工夫子水銓洴同題的捇定第 8奈是解決浮冰

同題柔款的例子3.B

第 8奈

節約耿方的迪境和地方些局“垃以可能最快的方式通知吋方高水位或浮冰

的任何危隆和村流壢或穿越迪境河流与支流可能造成的任何其他危險。

34 若干怭定要求鍗的方采取秋极措施,包括修建各項工程,以期提供保妒

免受錯冰情況之害°﹁967年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于迪界水域用水管理泀題奈

釣就有一項此英奈款。垓奈釣第 4秦有大部分規定,

(2> 締的取方庄按照各 自的回內規定,推功在本國境肉修建水利工程与沒

施,以預防迪界水域洪水和錧冰的危險,⋯⋯ .

(三 )  排水同題

35 排水河題同冰情一祥,同 洪水也有密切夫系°本市在指出排水不良的其

他有害后果后,倚要常查了有夫此同題的奈的秦款。

36 施丰只水先生的第三次根告摘要淡到排水不 良可能造成 的各种 同

題:的
“通物地排放逍量的水是一介由來已久的同題 (列 拳了自nBn6年 以來的

一些奈的)° 不能作到遠一羔,特破坏土壤,使地下水位逍高而造成韻害,使

珀 又兄 ﹁956年匈牙利和奧地利大于管理逆界區域水銓洴同題奈約,締匆要

求殃方“彼此思快通知涉及遊界水域的洪水或冰的任何危險⋯⋯,以 引起注意。
”

(第 1﹁ 奈),﹁ 96U年芬〨和赤敢之同的奈的 (第 17柔 );1956年 芽敢和捷克斯

洛伐克夫于管理方捷迪界及解決逆境事件程序林定 (第 19奈 ),和 n95U年方敢

和匈牙利大于管理方匈迪界奈的及最后以定中。
49兄 文件 A/CN4/348(上文腳注 ┐6),第 35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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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停滯污滋或引起地方的洪水。
sU 

在此方面,各回常把排水与防洪相互

錯合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因力排水通物后就可增加排洪水道的流塣。不如控

制地排放秋水,可使下游各回土地進致泛濫。因此,排水鬥題一向是水系回控

制或預防洪水赫定的一項內容°”
印

37 1928年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于解決 1919年圣日耳曼 (昂 菜)奈的

第 29奈所迷遊界法律同題的奈的也是一項此美林定,垓奈的第 29奈有夫部分規

定:

第 29奈

η 締的耿方位推功修建旨在保伊遊界水域和嗨近洪水匡域不受洪水危害

的工程。磷保相邰土地的排水与灌溉,或視情兄引早水的流向,力迪界地區供

水,并确保利用迪界水道提供的水力。

2 力使速些工程荻得失效并符合各項正确的工程原則,鍗釣踩方同意下

歹u原 則:

(b) 在系筑淍整一道界水道吋,⋯⋯垃注意思量保怔中上水位的正常流

5U沌
丰天水先生指出 (同 上,腳注 62U):‘‘肥沃土壤的枳水与盞碔化是排水不

良的一介猋所周知的后果°印度河流域就是速种情況⋯⋯”
并提到,世界根食舍洪

第七子央洪力題 ,“科掌管水:灌溉、排水和控制洪水”(《世界根食舍洪拫告》,多

馬,1974年 11月 5日 至 16日 ,(朕 合固出版物,出 售品編母:75〢 A3),第

1。-11頁 )°

1989年孟加拉回洪水研討舍也一再指出,由 于洪水排泄不良,形成“私水”所

造成的各种河題°速种情況不伋毀坏衣作物,而且引起与水有夫的疾病及其侍染媒

介。
s1施丰只水先生特別引迷了 1843年 比利吋与荷〨美于佛〨德河水域排水管

理公的第 6奈 ,和 19U5年荷〨与普害士夫于丁凱水河与丰赫特河公玓第 η奈 ,

第 4市 ,笫 4奈,第 2市和第 5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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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要注意⋯⋯避免兩岸土地排水道量,并在干早期同推功泥水的利用和

灌溉°

上述兩固 1967年盤署的奈釣 (兄 上文第 34段 ),要 求預防洪水和浮冰,怭定親

定兩回庄采取措施,确保迪界水域清洁,并修建相邰土地的水力排灌淡施⋯⋯ (第

4朵,第 2款 )°

38 196U年 荷〨与德意志駁邦共和回夫于共同迪界水路和迪界水域奈的也

提到排水鬥題°
’ 奈的表明考慮到邰目的利益和避免韻善邰回是一項普遍的〤

夯,并規定道量的排水是其具体的位用°

第 58奈

1 鍗的耿方在履行管理水的取黃吋,庄道 些厥及迪界水域郃目的利

益。
sB 

力此 目的,耿方同意采取或支持一切必要措施,在位于各 自境內的迪界

水域部分建立和維持保伊耿方利益的正常奈件,不采取或容并肘郃目造成央辰性韻

害的任何措施°

2 鍗的取方在履行第1款 的又夯時,位在進些期同肉特別采取或支持一

切必要措施 :

(a) 确保和維持迪界水域的足移排水量,使其送到郃固利益所要求的程

度 ,

(b) 防止因水同和水奴逐作不些所造成的泛濫和其他損失:”⋯.

3 此外,締的取方位在其財力范日內,冬力出資參加 (些 此美參加力公

φ 又兄 19U5年 荷〨与普害士美于丁凱本河与丰赫特河公的第 1柔 ,第 4

市,其 中規定:“在排放避量水吋所使用的方法°位思量避免使水漫避丁凱本河下游

而岸⋯⋯°

∞
奈的第 56奈肘“迪界水域”一洞所規定的定〤是“跨越或在某些部分构成德

回与荷〨迪界的地面水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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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吋>在邰回境肉就迪界水域所采取的措施°

這些奈款號明如何共同肘付排水不足和洪水 (泛濫)等有美現象,并表明應意送行

必要的合作解決遠些共同同題°

39 1956年 南斯拉夫和阿本 巴尼正締結一項有夫一切水銓游鬥題的林

定,s4 林定第 1奈包括下列有失奈款:

第 η 奈

2 本捇定各奈款道用于一切水銓游同題⋯⋯特別是:

(c) 排水、放水和美似措施 ;

(d) 預防洪水9‥⋯ .

(i) 預防土壤流失⋯⋯

4U 在 196U年 印度河奈的中,第 4奈 (4)款 規定巴基斯坦同意“保持 ㄈ某

些〕排水系統在垓回部分的良好狀念⋯⋯吒 垓奈坯規定:

(5) 如印度汏力有必要加深或加克巴基斯坦境內的任何 (上述)排水

系統,巴基斯坦同意作力公共利益工程承裡此項工作,但 印度需同意儅付加深

和加先的癸用。
(6> 各方 自生效之 日起,將竭冬努力保持咳河 白然河道的良好狀念 ,

冬量避免因速些河道的阻塞而可能給村方造成重大損害。

這些奈款再次表明承汏洪水、排水和水道阻塞之同的互相夫系°

(四 ) 水流堵塞

41 水流堵塞可能是冰坎造成,可能妨磚排水或造成侵佳,并可能最終早致

s.垓
林定包括南斯拉夫一阿水巴尼正水銓洴委員套章程和在迫界 9有:泊 与河流捕

直同題以定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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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濫°不逍,堵塞也可能不早致上迷其他情兄,其本身就村水力友屯、航逐等活功

构成危隆,甚至可能造成河流改道°水道流通受到堵塞,可能是人力活功所致,但

更常兄的原因是山崩、地震等事故,或 自然梗塞,或者因力泥沙或碎物逐漸私累而

致。赴理本章所迷其他各种危險和情況的奈的,大多數也汀有大于水流友生堵塞吋

庄采措施的規定°除了前途的奈文規定之外,以下兩項紊的是很好的例子。

42 在芽翐和波〨于 1961年生汀的夫于赤一波兩回迪境和在迪境事夯上合作

互助的制度的朵的中,第 16來 第 3款規定取方“庄朕合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清除

任何可能造成迪境河流、溪流或逐河改道,或可能妨得河水白然流功、河上航迋和

木材漂流的堵塞”以及如果必須采取敢合行功未清除速种堵塞,則“耿方的有美些局

庄決定如何送行°所需費用庄由鍗的班方平均分拒,除非在垓同題上另有特別捇

ㄘ史”。

43 匈牙利和男馬尼正在 1963年答汀的夫于匈一男兩回迪境和在迪境事夯上

合作的制度的荼的第 ┐6荼 中送成捇以,要确保兩回迪境的水域保持良好狀兄,并

“采取必要的措施,清 除任何可能造成迪境河流或溪流的河床改道或使逐河改交位

置、或者阻磚河水 自然流功的堵塞” (第 2款 )。 它們通商定 ,“ 如果一柔迪境河

流、溪流或迋河自然地或因某种 自然現象而友生河床改道,鍏的及方汏力有必要姘

正河床,必須在平等基砒上,敢合送行此瓨工作”(第 4款 )°

44 遠些捇以表明,各回都很重視要防范因水流堵塞而造成的損害°

(五 ) 淤泥況私

45 沒有那么引人注意然而有 91候 力害一祥大的,是泥沙的淤私,因 力它也

可能早致整奈河流改道。放世界各木河流都形成巨大三角洲就可近明,許多水道的

水流含有大量泥沙°南美洲的巴拉那河和孟加拉回的恒河、布拉馬普特拉河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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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泥邊以固体干重卄算,每年各迭 25化 吨左右°55 淤泥況秋可能引起航逐上

和其他方面的危隆,甚至可能早致河流偏萬原來的河道。水流中所含的泥沙去逐漸

克塞水庫,掩埋直美戶卵的河床,堵塞或損坏供水系筑的進水口和赴理站,以及使

河道水域再也不能用作游呆場所°
∞ 水道中泥沙的來源有天然的 (例如大水侄

流),有人力的 (例 如放牧逍度或砍伐森林等土地使用方式造成的侵蝕 ),s’  也

有兩者兼而有之的°

46 淤泥沉枳与洪水泛濫有時是互力因果的°淤枳套填高河床,減少它的載

流量,因 而可能使河水溢出河岸°洪水泛濫坤到各地的淤泥,可 能造成ㄏ泛的破

坏,但 同時也可能有它的益赴:

洪水大泛濫的重大后果之一,是文璀性的淤泥逐功,使衣止布局和交通沒

施受到破坏。但淤泥又是土壤的必要成分之一,它給泥土送來莽分和必要的亦

物辰°因此,淤泥既是一种危隆,又是一种資源,所以抗洪垃交卄划必須兼厥

到村淤泥的控制管理。
sB

47 肘于治理淤泥況私同題的努力,如果泥沙源于男一介回家,鬥題就更复

腩
大于巴拉那河,兄 HaytUn,《 普拉塔河流域》一文,收 在由 Garretso n、

Hayton和 U｜ mstead主鴮的前引中 (上文腳注 39),第 44U丌 ,注 94。 夫于恒

河、布拉馬普特拉河体系,兄 JRidde｜ 〡在 η989年 孟加拉目洪水討淹舍上提出的

梵文“控泥在減少洪文方面的作用”(兄 上文胂注 8)。

邱 淤泥況私所造成的速些及其他不利影咱,在施丰只水先生的第三次報告中

作了說明,文件 A/cN4/348(兄 上文腳注 16),第 366-367段。
’ “以挖泥和丹采砂亦的方式掏采貴金厲和石子,或者挖掘沙子和孫石,可能

使水道的輸泥量犬大提高⋯⋯”(同 上,腳注 631)。

田 KranCk,《洪水泛濫中的淤泥迋功》,η 989年孟加拉回洪水研甘舍提出的文

件 (兄 上文腳注 8),第 29更 °又兄施丰只示先生的第三次報告 :“ .⋯‥白古以

來,衣╨土地就依靠水淹未滋洞灌溉,每年放私下來的淤泥得到新的肥力,如果斷

了淤泥的翰送,肘依靠速种犬 自然的‘倩贈仙ㄅ下游回家就有重大的影咱°⋯⋯”

(文件 A/CN4/348(上 文腳注 16),第 36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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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了°元梵造成淤私的原因是否天然,都可能需要通逍村集水匡的管理來穗定河源

地區,.以 控制它的有害影晌。預防一般地悅比治疔更有效率,而且,以消除淤泥私

聚力目的努力,往往故不逆坤流下來的大量泥沙°
sg 不逍,速并不是說放治本

看手來解決 ).● 題是一件筒車易力的事:

銹正措施往往可能要求上游回家不斷作出重大努力,而上游國家自已卸可

能很少使用速一水道,或者即使使用也不受 〔淤泥的〕影晌°很明昱,受益于

遠些措施的水道系統回家位咳怭力采取行功和作出貢敵°
UU

48 早期一項赴理淤泥沉秋同題的捇洪,是 ┐892年瑞士与奧匈帝回之同筌

汀的夫于菜茵河汰上游伊水河汪流赴至下流入康坦茨湖之赴的管理的奈的,其 中第

十七奈有如下規定:

第 17奈

“瑞士敢邦委員舍和奧地利一匈牙利政府垃冬一切努力,在某茵河各支流

的洭水盆地采取姘正措施,米建水教和送行其他工程來搓住泥沙,以便冬可能

地減少菜苗河河床的移功,使垓河今后保持固定的河道°

兩回政府各自保留板利未決定何吋及在何种程度上采取各种所正水流的措

施,但送种工作位冬速展幵并庄取板送行,首先放輸泥量很大因而力害最大的

支流入手。

4。  戶生有害影晌的泥沙淤私,有 的是人美活功的直接或同接結果,因 而包

sg施丰只/Ix先 生在其第三次報告中悅:“ 南美洲的普拉塔河回坏水道系統有十

分尸重的淤泥況枳同題°⋯⋯巴拉那河的每年輸泥量的送 25化 吨,其兩介錧果是

在它与与拉圭河江合成力普拉塔河之哭形成三角洲,以及造成布宜渃斯文利斯港地

區不斷需要加以疏浚⋯⋯”(文件 A/CN4/348,第 369段 )。

又兄 日idde!︳,前 引串, (上文腳注 55)° 垓作者指出,清 除淤泥恐怕不是準用

于一切情況,特別是孟加拉目的情況的切其可行亦法,但在夫鍵地匡,疏浚也許是

一种有用的解決亦法°

6°
沌丰只本先生的第三次報告,文件 A/CN4/348,第 36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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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在第四次根告所提洪的第 ﹁6〔 17〕 奈,第 ﹁款污染定〤的范目之內°
印 淤枳

所造成的影晌,有的与化芋葑品流入河水相似,有 的則比較近似水流堵塞的情況
。

速就是力什么各國有時候將淤枳和污染的同題分幵未爽理°

(六 ) 侵蝕

5U 土壞侵蝕肘水道及其使用有若干种有害的影晌°如上面第 45-46段所指

出,侵蝕戶生泥沙,況秋下來就可能引起河水泛濫、水道充塞及其他有害影晌°侵

蝕逐可能村水道的兩岸和河床造成損害°鑒于速些同題,各回所汀立的水道捇定都

包括防止有害侵蝕的奈文。

51 其道用范園具体汀明包括侵佐同題的奈的其例之一,是南斯拉夫和保加

利皿于 ┐958年筌汀的大于水銓游同題的仿定°
φ 垓捇定第 ┐秦規定,怭定位

造用于所有水銓洴泀題,⋯⋯特別是:

<h) 保伊林匡和衣並地區以免土壤受到侵蝕 (造林、保存土壤、堅立

捎土培和控制淤私),

52 印度和巴基斯坦于 196U年筌汀的 《印度河水垓柔的》里面有一奈一般

性的保障奈款,赴理各种旨在 (除其他外)加強排水能力和保持土壤免受侵蝕的活

功:

第 4奈

(3) 本祭的的任何柔款不垃解釋力不允并任何一方送行排泄、整治河

6n文
件 A/CN4/4η 2和 Add1和 2(兄上文腳注 η),第三章,C市°

62以 熒似方法赴理遠介同題的另一介例子,是南斯拉夫和男馬尼正于 1955

年筌汀的大于兩因逆境肉或与逆界相交的水控制系統和水道的水控制同是的奈的和

南斯拉夫一多馬尼正水控制委員套的章程 (第 1奈 (1)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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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保持土壞免受侵蝕、疏浚等汁划,或清除各河流河床上的石共、孫石或沙

子,但 :

(a) 在送行上迷的任何卄划吋,每一方位在其豚可行范園肉,冬量避

免肘另一方造成任何其演韻害9

53 表明各回夫心保伊水道免受侵蝕的最后一介例子,是法因和德意志敢邦

共和因子 1969年筌汀的夫于幵球菜茵河的公的。兩回在垓公的中承渃耿合幵友

“菜茵河下游瓜伊安茲海姆搓河奴起的河道,以 防止或你朴河床的侵蝕’’
。

(第 1

奈,第 1款 )°

(b) 反映于哭理特定案件的外交信件和其他官方文件的回家慣例

54 仄以上所迷各國怭以汀明的慣例做法可兄,如何預防和控制速里所考慮

的各种不同事件、情況和其他同題,厊未都受到戶泛的夫注。作力各國刁慣做法怔

据的外交通信和正式文件則比較堆荻得,因 力它們往往是不公升友表的°且然如

此,所友現的一些此英文件已銓送一步怔其,各回快力洪水之美的危 F＿
K是位由一般

回隊法規則來史理的同題U

55 美利坐合尒因与墨西哥就兩介草狼同題送行的外交意兄交流說明了各回

就它們在遠美案件內的共同叔利和又夯所持的看法°第一案件是玫瑰街分水渠案 ,

垓案涉及將地表徑流放正利桑那州道格拉斯市引入墨西哥的同題。
“ 正如墨西

哥大使 (德拉科利幼)﹁ 951年 1U月 1日 致美回目努卿 (艾 奇迎>的 照舍所迷 :

我瑾通知園下,多 年來,在沒有任何依据的情況下,雨水所形成的地表徑

流被人力地利用一無水渠改交流向,速奈水渠放美回皿利桑那州道格拉斯市以

來延伸至墨西哥地區,越逍墨西哥的阿瓜阿普里塔鎮京部,通道一些以前在垓

鎮范日外面目前卸由于垓鎮抃展而被划入其范日內的地匡°

ㄇ948年 的降雨毀坏了孩水渠在墨西哥境內的部分堤岸,并造成私人財戶

損失°此后,每 些雨季,放阿瓜阿普里塔到机場和市立墓地的道路被截新,因

63兄 MMWh｜ teman, DigestUf㏑ ternatiUna｜ LbW(WashingtUnDC),

vU｜ , 6 (1968>, PP262-265。

——26U——



而危及水渠附近居民的財政,甚至是生命°

.墨
西哥些局就速一同題提出三种解決亦法:

第一种方法元疑也是最有效的亦法,其 中包括建造一奈萬阿瓜阿普里塔較

通的新水渠°考慮到送一魚,回 隊迪界和水事委員舍的兩介科著手送行必要的

地形測量°由于垓水渠是由美目建造的,望毫沒有荻得我目的同意,也 由于垓

水渠的存在是我國回民長期受害的主要原因,我 回政府汏力責回政府有責任力

必要的工程供資并賠儅損失°第二种解決亦法是,重建垓渠在墨西哥境內受拔

的提岸,而且美目政府要承汏有又夯支付与此有夫的葖用。第三种亦法也是最

后一种亦法,包括封園垓渠并沿分界我建造一道小提岸未保中阿瓜阿普里塔

市,冬管速祥改交流向舍肘道格拉斯市及其市民造成韻害。

上迷的第一种亦法昱然是最公平可取的方法,因 此我回政府希望黃回政府

支付規划和建造一奈新水渠的奏用并向長期受害的墨西哥人提供賠佳。

我國政府冒味地建以責因政府授叔美回寺貝与墨西哥寺員肘活,以 求就上

迷各羔迭成怭洪。

56 美回在 1952年 2月 5日 的一份照套中向墨西哥大使作了答复,其 中載

迷了道格拉斯和阿瓜阿普里塔兩市官見之同非正式討淹的狤果。

⋯⋯我荻悉,道格拉斯市在η919年 建造了一奈名力“玫瑰街分水渠”的排

水渠, 目的在于防洪e阿瓜阿普里塔的官員們提出利害夫系,兩 市代表套淡吋

所有建造工程因而暫停°參加甘捻的墨西哥官貝才艮指我所提供的資料同意恢复

建造工程,甚至逐力助道格拉斯市特垓渠放迪界向南大的偉延 15UU英 尺,以

便將水排入現在已有洪水流入的一介大旱谷內,相 些大楚的妻用由其本身炙

黃。兩目的所有各方在些吋似乎都感到滿意,而且我汏力你也合同意,大多數

人在速許多年來磽是放垓渠荻得好焚。因此似乎不合引起損害同題°

目前的不幸情兄似乎是由于阿瓜阿普里塔抃犬至并超越迂洪水谷而引起

的。由于道格拉斯市也同時#展,現有的水渠已不姼用,送 已成力兩介城市所

美心的同題。錯果,回 豚迪界和水事委員舍在 1949年 和 ┐95U年進行了非正

式研究,錯果昱示出在你我兩目的回內都有必要建造斯的防洪工程。

我回政府同意回隊迫界和水事委員舍庄姓笨其研究工作,以 求得出瑋捻并

——261——



在速一年內思早提交一份朕合技告。速份報告不但可以團迷夫于朴救措施的建
d

以,也可以甘梵兩目政府之同如何公平地分推發用的同題⋯⋯

57 墨西哥大使 (特略)在 1955年 3月 24日 的一份照舍內通知美國回夯

卿 (杜勒斯)悅,情況仍未荴得朴救,而且力了保伊阿瓜阿普里塔免受洪水之害 ,

墨西哥將“升始建造一些防洪工程以防止在道格拉斯的玫瑰街分水渠所江集的雨水

迸入阿瓜阿普里塔。
”大使注意到美國些局或愿采取措施“防止速些雨水流向道格拉

斯市所可能造成的后果°”并悅,“我回政府“保留要求力阿瓜阿普里塔居民迄今力止

所受韻害索賠的杈利⋯⋯’’°

58 1955年 5月 12日 ,美 回助理回努卿 (霍 〨)就洪水同題及墨西哥政府

將要進行的防洪工程耳信給道格拉斯市市長:

我部了解到°同題是因利用道格拉斯建造的工程人力地將源于道格拉斯附

近的洪水引入墨西哥而造成的。回你迪界和水事委員舍美國科和墨西哥科部汏

力,可 以由速兩介城市各 自采取完全可行和相村廉份的措施來防止人力地將洪

水引入肘方,放而朴救遠合同題°⋯⋯

⋯⋯既然美國和道格拉斯市都元枳在未絰墨西哥政府同意下將雨水放美國

境內的自然水道引入墨西哥而使墨西哥回民受害,看來墨西哥元疑有叔隨.l在

回豚迪界的墨西哥一道建造一道堤防未阻止雨水流入通避玫瑰街分水渠流入墨

西哥°另一方面,固 隊法原則規定每介回家都有又夯尊重他目的充分主杈,而

且要禁止在其領土內建造或授叔或數容建造如玫瑰街分水渠一美的,韻害他回

及其居民的工程,速是放褚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原則°

后未,墨西哥在垓回境內的分水渠上建置了一道地面堤防,而道格拉斯市也采取了

至少可以庄付普通風暴的徑流的措施°
“

59 交換意兄昱示出承快了一項原則,其 中規定一今回家不得通道改交自然

徑流,<或“將水流引萬自然水道”),因 而肘他目造成明昱的報害,并規定一介回家

如果受到送祥的威勝就可以采取道些而合理的預防措施,美似的原則也道用于數年

U.同 上,第 265頁 ,涉及回阡迪界和水事委員舍美回科工程好弗里德金

ㄇ955年 7月 n1日 給垓委員舍美國令員的一份各忘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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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所友生的一↑案件,垓案涉及到在墨西哥修筑一柔穿越斯莫格勒和山羊快的公

路°
∞

6U 回隊迪界和水事委員舍美回寺長在 1957年 5月 2U日 通知墨西哥寺長

悅,在墨西哥建造一奈高速公路舍給美國帶來洪水泛濫的危險。速奈公路与遊界平

行,穿述兩介峽谷,速兩↑峽谷放墨西哥往北將水引入美回,速項工程堆土“高送

6U尺 ,而且沒有任何暗渠”,同 9f,捃美回寺貝林,速項工程“勢將失敗 〔并且〕

舍在峽谷出口改造成急流,其流速犬犬超避自然水流,在美國境內的峽谷出口爽的

居民和財戶將舍因速种水流而受尸重技害”,美 國青貝患結悅:

⋯⋯我砍迎貴科就速介泀題送行穹查,如果友現情況与我所收到的根告相

同的活,則要与墨西哥境內這些的些局作出安排以采取力了消除危及我國利益

的因素所必須采取的朴救措施U

6η  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正州政府姒汀了排水渠卄划,但 目琢迪界和水事委

員舍美國科的工程瘁汏力遠些汁划不足姼,因 而最后也放弈了°垓州政府姒汀了一

組新的卄划,美 因科忕力,只 要依建以送行若干修改,速 些汁划就完善了°

62 美回大使 (希本)在 η959年 7月 29日 致墨西哥外交部故 (特 略)的

一份照舍中指出, 已安裝的排水道正被筑堤的填料所掩蓋,因 而越來越不可能符合

州政府的卄划°照舍盤緣指出:

村最近的建造工程板力熟悉的美回政府工程弗們汏力,位于圣安京尼奧旱

谷 ㄈ山羊峽〕的堤岸在某些情況下元法防洪,而在德拉卡布拉斯早谷的堤岸送

行的改建也不足以保怔其安全。可以致測在某些情況下遠些堤岸也舍元洴于

事°由于遠介地區的而季通常放 11月 升始,預測速介91候旱谷內舍有大量的

徑流,鬥題不但是戶重,而且很縈迫。

我回政府因而指示我敦促墨西哥政府采取這些的措施以防止由于不道些地

建造高速公路而可能引起的財政受技坏,人們被仿害的情況°我特別促清哲停

姓基德拉卡布拉斯早谷的工程,直至墨西哥政府可以作出安排,采用一些确保

速介峽谷內的堤岸的安全所不可或缺的特色,同 時要丹放圣安京尼奧早谷以防

∞
同上,第 26U-262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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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垓峽谷送行美似修建以前秋水°   .
.盤 于上迷各魚,我奉命保留美國根括回防法的規定在因修建垓公路而使美

回蒙受頡夫的情況下所享有的板利°

63 冬管其后力扑救速种情況而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如所預料,些 堤岸背后

累水吋,部分公路因而被坤坏°后來,美 回通道法律授杈回夯卿与墨西哥政府送成

赫以以便由面目政府共同建造,管理和維修一項因豚防洪工程°速碩林以于 η967

年 6月 19日 締錯。
s.

64 回家元首和其他政府官兵有吋舍就他們本回在回隊法規定下的板利和又

夯友表芹明,有時則舍就具体的案件或情況友表虍明°速些方明思管不象就具体鬥

題送行的外交意見交流那么明礄,但它們的确表明了垓回政府村所要垃付的局勢所

采取的立場。

65 孟加拉因患筑在 1989年 夫于孟加拉回洪水同題回豚研討舍的升幕式上

友表了一篇演汫,其 中淡到垓因洪水泛濫的部分 i司 題:

必須由遠介地區所有回家送行合作,以琮合亦法解決速些同題°元梵在何

种情況下相互依存都不合比合理使用和管理回隊共有河流更力重要。共有河流

是 〔必須〕在公平、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拙上送行合作的典型例子°孟加拉因

同意 〔与冷β邦〕組成耿合研究姐和工作臥未送行研究工作并提出方法和途徑未

治理、升友及合理管理速一元比重要的資源⋯⋯

⋯⋯現在,送行合作的奈件已放政治社步和道德特化力回睜法律黃任°達

反速項法令就是不履行目你又麥。
ω

66回
拆迪界和水事委員舍,美 回和墨西哥,舍洪圮汞第 225手°又兄美回忌

筑夫于速項怭定的芹明,載 于 Week︳ yCcmpi｜ atUnUfPresidentia｜ DUcuments

(VVash〡 ngtUnDC) vo〡 3, NU29, 1U Ju｜ y1967, P981°

67孟
加拉人民共和回忠筑侯褰因 .穆 罕默德 .艾 /IN沙 德的汫活,前 引牛 (兄

上文胂注 8),第 8-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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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同組象和各种舍以通道的宣言、決以和建洪

66 強琱必須合作庄付洪水泀題不依反映在上迷怭定內,也反映在本市將要

常查的各回杯姐坎的工作中°

67 1977年朕合國水事舍以通道的西德普拉塔行功汁划包括題力“自然文

害”的建以 E°
UB 在速項建洪中,舍以汏力許多回家必須加強努力,在土地和水

管理方案鋼領范日內執行一些方案,減少与洪水有夫的拐失和送行一般的防火各文

工作。它送一步要求各回采取第枸性和非錯构性措施來有效預防洪水,制定洪水預

測和營根系統以及防治和坪估洪水的措施;加強收集洪水損害數据的工作°

68 在 η987年第四十二屆套以上,歐 洲絰洴委員舍通逍了一整套有夫跨界

水域的合作原則,69 建以歐洲絰委合成見因政府按照速些原則來似汀和扶行其

水事政策。正如速些原則的序言中所悅的,它們“只涉及跨界水污染的控制和預防

同題以及跨界水域的洪水治理同題⋯⋯卿合作”柝題下規定的原則 2和 2(a>的有

夫部分如下:

合 作

2 跨界水域上的白然現象和人美活功所造成的跨界影晌最好是由直接有

夫回家林同楚理。因此,沿岸回之同位建立冬可能切合其坏的合作,不斷全面

交換資料,銍常送行林商并就下列共同夫心的鬥是作出決定: 目狋、杯准和規

范、監測、規划、研究与友展方案以及具体措施,包括遠美措施的執行和盟

之貝:°

68 
《駁合回水源舍以報告,馬 德普拉塔,┐ 977年 3月 14日 至 25日 》(敢合

回出版物,出 售品編孝:E77∥ A12〉,第一部分,第一章,又兄“提高管理水資

源工作的效率和共用水資源領域合作行功的友展情況:秘 中次的報告“ (E/

C7/1989/6),第 一部分,一 F市°“提高治理 自然文害洪水工作的效率”
。

69兄 1987年 4月 ηU日 歐洲絰委合通道的第 I(42〉 考決定(ㄍ絰.9r及社舍

理事舍正式記彔,1987,彳卜編第 η3咢》(E/η 987/33),第 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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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根据肘等、城意和睦邰大系等原則,力 了合理管理水資源和保伊速

些資源不被污染,吁清各沿岸回在一沿岸目要求吋進行怭商、以便就下列各項

送行合作:

——保伊生念系筑,特別是水域坏境;

——預防和控制跨界水污染,

——保妒跨界水域以免友生遇外污染、洪水和冰漂流等危隆文害,以及

——捇琱使用跨界水域。
’U

69 原則 9到 原則 η2分別提出大于“減少洪水危險”
、
“盟測和數括赴理”

、
“交

換資料”以及“警根系統”的建洪。它們的部分規定如下:

減少水文危險

9 夫于有可能友生洪水危隆的跨界水域,各締的回庄似汀方案,必要●+

似汀敢合方案,以便減少洪水和冰漂流的危隆°

9(a) 速美方案既包括沿水道采取砮捇琱的建筑措施,也包括采取非培构

措施。后者可包括因下大雨和流冰抈塞而引友洪水期同和之后的互通消t息 (警

根系統),疏散,洪水制四和分匡°在构想建筑措施吋,垃村可能受影晌的整

奈河的流域進行慎查,避免由于在某地采取的措施而將鬥題特移到河的其他流

’°
又兄歐洲絰委舍第四十一屆舍以通道的第 B(羽 )母決定夫于跨界水域方

面的合作的部分,特別是夫于建立預譬系筑和商定措施以防止洪水和限制其后r,+段

影晌的建以 ┐U(特 叢于 (敢合回),《水合作二十年:歐洲銓游委員舍的宣言和建

以》(1988年 ),(ECE/ENVWA/2),第 24頁 )。 夫于回家水事政策,兄 歐洲絰

委舍第三十九屆舍洪 (η 984年 )第 C<×××｜×>景決定通迂的夫于水的合理使用

的政策宣言,其中原則 3規定‘

‘‘3 在似汀和采取一項面向未來的回家水事政策吋,⋯⋯座特別側重

(°  采取措施防治水的有害影咱:洪水、土壤侵蝕等”(尻 上,第﹁5

99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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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原則上,可能增加洪水危險的活功泣由減少速些危險的措施來扺銷°建以

制定教芋模型未模似洪水,并位用送些模型來沒十一些措施和制定朕合治洪找

略。

盟測和數括赴理

1U 各鍗的回位制定和扶行赫琱一致的方案來盟測和規察跨界水廣量、

跨界水污染、遇外污染、洪水和冰漂流°同祥地位就數据赴理和坪价程序商定

共同方法°

交換資料

11 各鍗的回垃通逍跨界捇定或其他有美安排,最 戶泛地冬早交換大于

跨界水域的辰量和數量的數据資料,以便控制跨界水域的水污染、遇外污染、

洪水和冰漂流。

11(a) 除互相提供姿料說明影晌到其他鍗的各方的事件、措施和汁划,

以及敢合采取的捇媚一致方案的執行情況外,締玓各方位長肆地就其其用絰9＿
A

和研究工作交換炎料°駁合委員舍提供各种机舍促遊送美資料的交換,但合亦

演排和研討舍也是交換大量科掌和其用資料的适些途徑°

警根系統

12 各有夫鍗的回庄建立和管珵一介有效的譬根系統,位付特別的污染

事件,例如因遇外、疏忽和違法行力而造成的污染,井減少洪水和冰漂流的危

隆°在速美緊急事件中,有美各方可考慮是否能姼在商定的基拙上互相提供援

助。

12(a) 警根系筑泣由少量主要通汛中心組成,速 些中心或次肆有人駐

守,或可迅速迋作°速↑系統在回家報告制度的基砧上,確保按預先确定的方

式思快侍播效据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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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b) 跨界水域的告根系統座有效地返作,以便能姼冬早采取糾正和保

伊措施,限制跨界水域上的自然現象和人美活功引起的頡害和減少危隆°

12(c) 在遠方面,各鍗的因庄互相通擬力減少或消除遇外污染、洪水和

冰漂流的起因而在其領土肉采取的措施°

7U 1988年 在正的斯巫仄巴半行的河流和湖盆友展區域同舍以
’1 

在一項

夫于法律和体制事項的建以中承汏,水道沿岸回在公平基拙上秋极參与維持回隊水

道的安全的重要性名

“...⋯流域固有杈公平參与使用因隊流域盆地的水,奈件是垓回愿意在肘

等基拙上私极參与力維持垓水系統的安全而采取的必要合理措施和方案 (公平

名9● 与)。  72

刀  更力先筑地汫,大舍在 1987年 ┐2月 11日 題力“回杯減少 白然文害十

年”的第 42/169咢決以第 3段 中決定指定 2U世鈀 9U年代力“
一今十年,在此期

同,回 隊社套在敢合目的主持下將特別注意促選減少 白然文害遠方面的回隊合

作’’’3 ,并 在第 7段 吁清“各目政府在十年期同參加力減少 自然文害的回隊一致

行功九

72 銓游合作与友展姐欽理事舍于 1988年 7月 8日 通道一項夫于交換与可

能造成跨界技害的意外事故有夫的資料的決定°
刊 遠項決定主要涉及“危險淡

’i兄
駁合國河流和湖盆友展流域匡城同舍洪 IFAl重 非洲地匡的舍以圮最,埃塞

俄比正皿的斯正只巴,﹁ 988年 ηU月 1U日 至 15日 (以 下林“皿的斯正只巴舍

以”),翐合回,《河流和湖盆友展》, 自然炎源 /水 基刊第 2U考 (出 售品編景 :

E9U1〡 A1U)°

72同上,第一部分,第
一

章,舍洪報告,建以,B,第 4段°

’3又
兄大舍 ﹁988年 n2月 2U日 就同一以題通避的第 43/2U2母 決以

。
〃 《歐洲年鈭》,1988年 ,第三十六卷,第 4U頁

。又兄姪合組象理事舍

1988年 7月 8日 通遊的美于向大余提供炎料和大尒參与同防止和庄付涉及危險

物辰的意外事故有夫的決策逍程喲ㄅ決定——建以 (同 上,第 4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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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意外事故,乃  要求成長回“在吋等基砒上交換資料和互相捇商,以 期防止

可能造成跨界韻害的意外事故,并在友生送美意外事故91減 少韻害”(第 1款 )。

垓決定附最一載列洋鋼的夫于交換有失防止危險投施友生意外事故和垃付速英事故

的資料的規定。黃成成見回進行捇商以期似t座 急卄划 (C市 ,第 9款 ),并“在

友生可能造成跨界韻害的意外事故肘或遠美事故迫在眉睫吋⋯⋯”立即向可能道受

危險的回家侍遊縈急苦根 (D市 ,第 11款 )。 垓決定附暴三具体幵列危隘物辰的

安全限量°速↑清草將銓常得到常查和修汀 (決定第 5款 )°

3 政府同組象和回隊非政府組象編穹的報告和研究

(a) 政府同組絮

73 敢合目救文怭凋寺長亦事焚鷂軍了一份題力“水:姿源与危險’’的有用研

究報告,其 中討梵了預防一般 自然文害,特別是水文的泀題。
?6 

夫干預防水文

的同題,報告在“回隊合作与林琱’’●ㄅ題日下提出下列意兄:

就回家同或因豚河流而言,如河道管理和其他有大些局不林琱或合作送行

河道改良卄划,特別是在上游打大水圾或河道或建造全新的河道或堤防,居住

99
在下游地匡的人必然受到不利影咱。

報告接著甘站預防水文的同題,并就預警系統提出下列建以 :

乃 “危險沒施
”
一詞在垓決定附最二 (a)項 中定〤如下:

“(a> ⋯⋯危隆淡施是遠祥一項工並沒施,它裝載附彔三所迷的任何危

險物辰超逍安全數量,而且在其中使用、儲藏或生戶在友生事故吋吋沒施外的

人体健康或坏境,包括財戶,可 能造成尸重損害的危陸物辰,但軍事淡施或核

沒施除外”(同 上,第 45頁 )°

?6∪ NDRU/87/3景 文件。又兄政府報告貝按照歐洲銓委全政府坏境与水

同題高級厥 同作 出的決定編 耳的 《跨界 肉陪水域意外污染行 力守則草案》

(ENVWA/llVP3/Pη , n988年 3月 3U日 )。

’’VNDR○ /89/3, 第 4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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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的一今重要方面是預測和預警°有效的洪水譬報系統必須以可靠的預

測力基砧°洪水預測需要利用降水測量站 <降 雨測量卄 >、 流量測量計、气候

雷迖、天气气象同、位測〝机和气象工星。侍播苦告的方法包括屯台、屯祝、

地方縈急通訊淡施、苦技和汛母,如在高地打出不同顏色的虰咢。
’B

94 孟加拉目政府和朕合國敢合工作陝編寫的一份題力r..988年孟加拉回洪

水ε影晌、救游和重建”的報告
’g 

特別討淹了孟加拉目的防洪找略°垓拫告在

“目隊”杯題下作了如下隊迷 :

河岸回家之同的合作將确保治洪技木得到最佳利用,以便冬量減少洪水的

不利影晌。遠方面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朕合回救文柲惆寺員亦事赴 /世界气象組

欽熱帶气旋小姐參与因文前卄划的朕合工作,因 力在遠祥的暴風雨中,韻失的

較大部分又一次是因水而造成的U遠种方法需要考慮的主要方面可能包括:

(a) 喜馬拉雅山坏境退化和土壤流失加刷肘水流的影晌,和力減少況

枳和徑流采取可能的拼正措施,如重新植林 ,

(b) 力琱市盆地河流量,即 一方面力了防洪,另 一方面力了增加早季

水流量,所采取措施的影晌,

(c) 堵塞肘 自然水流的影咱,

(d> 水管理和規划°

由于集水 匡包括不丹、 中回、印度和尼泊 /IN的 地匡,孟 加拉 回忠筑于 9

月/1U月 汸同了其中三介回家 (可 能不久將汸鬥題第四介回家),以 尋求它們在通

道匡域途徑尋找長迒解決洪水目的亦法方面送行合作。作力這些汸同的錯果,成立

了敢合工作陝和研究組并期望它們在 6介 月內提出它們的根告°
8U

75 1981年 在迖喀本洋行的回隊河流組坎區域同舍洪在美于“合作安排方面

的避展”的主題作出的一項錯淹中看重指出,必須捇琨一致,采取行功垃付水造成

的各种文善和危隆:

同上,第 49段°

SG/CUNF4/η (兄 上文腳注 24)。

同上,第 115-11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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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合作回家 日益美注預防和緩和洪水、旱文和其他 白然和人力文害

的同題,因力集水X肉 急速出現許多交化;因 此必須采取新的或更有力的活功

來有效肘付水造成的危險和情況所引起的不良后果°回坏河流和湖泊姐欽是看

手送行研究和建洪措施、位急汁划和預苦系統,及肘情況和采取措施的道些性

銓常作出必要常查的道些机构。
’’8〕

76 1976年 ,歐洲銓渀委員舍友表了一份在歐洲絰委舍水同題委員舍的主

持下根括各目政府吋垓委員舍通道的一份向題單所作答复編穹的報告°
田 放各

回政府肘“回穌洪水琱市怭定的原則和主要趌勢”的題 目所作答复得出下面的“鋯

淹竹

答复同題車的回家所締錯的回隊洪水凋市捇定旨在建立合作美系,他們都

提到交流美于洪水友生情況的資料,大多數逐提到制汀捇渭一致的共同汁划 ,

建沒防伊工程,和因此而戶生的共同決心°

(b) 回隊非政府組象

77 除了委員舍以前的特別技告員的工作外,回 隊法律掰舍于 1972年就洪

水淍市同題通道的七荼荼款∞ 仍然是園明解決速些同是的一般法律規則,和制

定有美建以的唯一主要努力°柔款全文如下:

第 ┐荼

就下列各奈款而言,

1 “洪水”是指水位上漲,足以不利地影喃共同流域的人命和財戶°

81耿
合因,ㄍ回豚河流流域和湖盆的友展和管理銓駩》, 自然資源 /水丞刊第

1U咢 (出 售品編咢:E82∥ A19),第一部分 ,“舍以報告”第 49段 ,錯淹 5。

B2 《在河流河域友展方面的合理洪水琱市規划方法》(耿合日出版物,出 售品

鴮咢:E76∥ E26)°

田
遠些奈款及其坪注載于回隊水資源法委員套的報告的第二部分 (兄 回防法

捇舍,《第五十五次舍以報告》(上 文腳注 31),第 43頁起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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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水琱市”是指采取一切道些步驟使陪地地Σ不受洪水侵裴或減少洪

水造成的破坏°

第 2奈

流域各因位本看睦邰精神在防洪措施方面送行合作,同 ●l适 些地考慮到各

回作力共同流域目的利益和福利。

第 3奈

流域各回通道怭定就洪水琱市同題送行合作可包括下列各方面:

(a) 收集和交流有夫數据;

(b) 編穹淍查研究報告和相互交流結果 ,

(c) 親划和淡汁有美措施 :

(d) 執行洪水琱市措施 ,

(e) 工程的迋作和維修 :

(f) 洪水預測和洪水警拫的侍播 ,

<9) 成立一↑鐙常性信息服努中心,久 黃估播水位高度和排泄量°

第 4奈

1 流域各回遇下列任何情事垃冬快互相通告:暴雨、私雷突然融化,和

可能造成洪水 (或 )領土肉水位危險高漲的其他情況°

2 流域各回泣建立有效通訊系統,以履行第η款規定,并庄确保在緊急

情況下优先侍播洪水警根。如有必要,流域各回座建立一介特別 〔侍遊〕系

重9E°

第 5奈

1 垃白由和不受任何限制地利用河流河道和湖油排泄洪水,但速必須符

合洪水玥市目的°

2 流域各回泣使其水道赴于良好狀念,包括洪水涓市工程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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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域回家不垃受到阻得,以送行排水、河流排水、保伊土壞防止侵蝕

和疏浚工程,也不座受到阻得,以清除其水道河床的石坎、孫石和砂土,但在

抗行任何遠些工程●I,流域回必須避免不合理地干扰洪水淍市目杯,而且速些

工程必須不与任何另外可能存在的法律限制相悖°

4 流域各固泣确保迅速扶行旨在減少洪水在水位高漲吋造成的破坏的修

理和其他緊急措施。

笫 6奈

1 收集和交流有夫數据,編 穹淍查研究報告,洪水預測和洪水譬投的侍

播,及班立一介絰常性信t息服夯中心所需的幵支庄由合作進行速些事項的流域

固共同承拒。

2 一介流域回座男一流域因靖求,根括加定在其領土肉送行特別工程的

幵支垃由靖求回承拒,除非協定規定發用另行分配。

第 7奈

一介流域回不肘源于其國內的洪水村另一今流域回所造成的破坏久賠佳黃

任,除非垓流域目的行力不符合情況的合理要求,和 除非損失重大。

78 世界坏境与友展委員舍 (往往按其主席挪威的格多 .哈菜姆 .布俺特〨

的名字林力“布俺特〨委員舍’’)是琺合回大套于 η983年沒立的一介研究可持填友

展的似以找略并就此提出根告的狂立机构,垓 委員舍在 1987年提出了它的技

告。
肛 在題 目力“和平、安全、友展和坏境

’’●ㄅ第 11章 中,委 員舍提出以下有美

的意兄。

84秘
串長在其 ┐987年 8月 4日 的說明 (A/42/427>的 附件中向大套提交

了本授告。本文中美于拫告的引文均按照印刷本:世界-T,境 与友展委員套,《我們

共同的未來》<牛 津,牛津大苧出版社,﹁ 98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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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苦根的重要性

“由于因狋坤突往往是由不肯定狀念和不安全狀悉所促起的,所 以各回政

府在技害央豚危及回家的核心利益以前就汏只到緊迫的坏境汪力,是板力重要

的°通常政府并不具有送种預見的奈件。

最好是由有夫的回隊姐玖,包括有美的朕合回机构和匡域性組象,將其財

力、人力、物力江集起來——而且迋用現有最先送的盟視技木——建立大于坏

境風險和沖突的可菲的預先苦根系筑。
⋯⋯遠祥的系統將盟測風隆和港在爭端

的指示杯志,如水土流失⋯⋯以及正接近可承受的限度的公地使用。各組坎也

將提供服夯,捇助各固确立共同管理的原則和体制°
鈣

第 ﹁2章題力:“ 力了共同的行功:大 于体制和法律上交更的建坡”,汰 中摘出

的以下段落肘于本文也是有意〤的:

估計全球的夙險

未來——即使是可承受的未來——的特征也將是越未越多的風隆°与新技

木有夫的風險正在增加° 自然文害和人力火害的數量、規模、頻率和影晌正在

增次。
⋯⋯ 86

在同一章,委 員舍指出若干一般法律原則,其 中以下几奈与本研究文章有美 :

⋯⋯回家肘于其本國公民和其他回家久有下列黃任:

85同 上,第 3U2頁。
Bs同 上,第 323更°另兄敢合回坏境規划署到公元 2UUU年 及其后的坏境展

望的同舍期同政府同簿各委員舍瑪丐的,朕合回坏境規划署理事舍于 n987年 6月

第十四屆舍以通逍的 《到公元 2UUU年 及其后的坏境展望》,<《大舍正式圮暴,第

四十二屆套以,朴編第 25母》和更正 (A/42/25和 CUrr n)附件二);也載于

大舍 1989年 12月 1η 日第 42/n86考 決洪;特別是第三部分 D市 (安 全和坏

境)和第四部分 A市 (坪价 )。 后一市載有如下建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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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或減砮重要的坏境污染或韻害;

送行事先估卄或要求送行事先估卄,以确保重犬的新政策、項目和技未有

助于可持琴的友展⋯⋯B’

79 布俺特〨委員舍沒立了一介大于坏境法的因隊寺家小組,小組編每了夫

于坏境保中和可持笨友展的法律原則的建洪的拫告,垓 報告于 1986年 6月 出

版
田 寺家小組

Bg 
通逍的法律原則中有凡奈村本文有意又°因力遠些規定已在

第四次報告中列出
gU ,速

里只特最摘最°題力“坏境杯准和盟洲”的第 4柔 (b)

項規定,回家,除其他事項外,垃

(b) 建立搜集和侍播數据,定期視察 自然資源和坏境的系筑,以便能

姼做到充分規划自然姿源和坏境的使用,做到及早友現肘自然資源或坏境的干

扰,并及時加以干預⋯⋯

第 14奈 涉及在有失跨界坏境同題上送行合作的一般又夯,特別是要“防止或

喊砮跨界坏境干扰或其重要風隆”(第 ┐款〉°在可能范園內,速种合作的目的將

是“最大限度地友揮防止或喊砮跨界坏境干扰措施的效能。
”(第 2款 )最后,第 19

奈討梵緊急情況,并規定在下列情況下:

“﹁ ⋯⋯在其管轄范圍內戶生干扰奶回家,庄立即告知其他有美國家,

86(答 ) “92庄 通避在駁合回系統參与并在敢合國坏境規划署主持下的坏境

坪价方面的回厤合作,帝 助各回,特別是友展中回家,建立有效的回家盟測系

統、地理資料系統和坪价能力,并改善數据的可比性°力此目的,需要大量增

加各回在匡域和全球一圾的技木合作 ”̄

B’
世界委員舍⋯⋯,前引串,第 33η 頁°

BB世
界坏境和友展委員舍坏境法寺家小組 《坏境保中和可持笨的友展,法律

原則和建以》(俺 敦,格雷尼姆和特多特曼,η 987)°

89同
上,第 25頁-33頁

。
9°

文件 A/CN4/羽 2和 Add1和 2(兄 上文胇注 ㄇ),第 9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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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它們提供使它們能將跨界坏境干扰喊至最底限度的有夫情根,告知它們已采

取的消除干扰原因的步驟,并与速些回家合作,以便防止或冬量減少速种緊急

情況或其他情況交化的有害影晌°”

遠一來第 2款逐規定,回 家有〤每似汀座急卄划,“ 以便防止或思量減少縈急

情況或其他情況交化的有害形晌⋯⋯’’°第 19奈 的泙注悅,在有夫目杯水道的犬

量朵的中,“有許多奈的”怔明,在遠种緊急情況下,即使情兄并未危及人的生命或

健康,也有又夯迅即向“可能的受害回”友出警根°
田 夫于友出苦根并送行合

作,以 防止和冬量緩解跨界緊急情況的〤夯的近明,逐可以拳出科孚海峽案
g2

和坏境規划署理事舍 1978年通道的夫于指早各國在保中和林淍利用兩目或多回共

有的自然資源●l在坏境領域的行力准則的第 9柔 原則°
93

8U 筒言之,政府同組象和回隊非政府組象都承汏,需 要送行林作以至合

作,以 防止和喊砮与水有美的危害和危隆,以及水的其他所渭“有害影晌”(例 如水

土流失、水淓和水情 )° 銓查園的有些文件也承汏有多种基本上厲于程序性的〤

夯,其 目的和效果是防止和喊楚技害,避免爭端。按照若干文件,水道回不伙有又

夯進行合作就正在討梵的遠美同題交換情拫,而且有〤努力了防止或瑗解速种同題

送行赫商,友 出危隆警拫,并共同合作草揪垃急卄划,以及規划和其施有夫的措施

和工程。

4 青家介人的研究報告

81 伊迪望 .布 朗 .丰 斯教授在一篇甘梵回隊法中的坏境文害的淹文
g.

中,討梵了夫于“有重要跨界影晌的人力不境文害、影晌共有的白然資源的自然文

91 ㄍ坏境保伊⋯⋯》,前引串 (上文胏注 88),第 ┐﹁7頁。
” ㏎ 949年 因豚法院裁央集》,第 4更°

gs坏
境規划署,《坏境法,准則和原則》第 2母 ㄍ共有的自然資源》 (內 步

半,η 978年 )°

94 EBrUⅥ/nXlVeiSs,“ EnvirUnmenta｜ disaste「 s in︳ nternatiUna〡 ︳aⅥ ”́
, Anuari o

」uridicU︳ nteramericanU, ﹁986 (、′σash︳ ngton, DC, 1987), p﹁ 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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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以及形晌具有共同盤承財戶因素的重要自然和文化資源的文害”白9回 杯法律〤

夯°
95 

°因此,她在討淹 自然文害和人的活功引起的文善的同●l,逐討淹了”防

止坏境文害
”
、
“冬量減少韻害和提供緊急捇助”和“賠偕坏境文害造成的頡善”等題

目°她的錯梵是“防止坏境文害的〤夯⋯⋯扁于回家責任原則的范園,枃成刁慣回

豚法的一部分”,思管“在許多重要領域退退未送行确定可接受的安全杯准和措施的

努力。
’’g6 布朗 .丰 斯逐得出聳梵說 ,“迅即友出通知,提供情根 〔苦根〕和合作

以冬量減少技害,仄而冬燙減少坏境韻害的〤夯,現在是刁慣回豚法的一部分,厲

于回家黃任原則的范田°’’
9’  夫于賠借同題,布 朗 .丰 斯悅:

⋯⋯似乎有一种共同的意兄,汏力按照回隊法,達反防止事故和思量減少

捐害的〤夯,引 起村由此戶生的頡害的責任,而且即使并未達反〤夯,回家也

可能肘极大危害性活功或极其危險物廣的放出所戶生的韻善久貼儅責任°至于

回家根据因豚法是否要肘其他美事故戶生的頡害久賠儅責任的同題則尚未解

決。
UB

有一本夫于文善救助的集体著作,g§  其中一章美于目豚法村防止和喊輊自

然文害的其慶意〤。垓章作者塞繆本斯得出的錯梵中包括以下錯淹:

⋯⋯有夫白然姿源的一般黃任是厲于回坏人扠法的范圍U回 家特別有〤夯

防止和喊駤 自然文害,遠是 《絰.2F、 社舍和文化叔利回豚公的》第 1﹁ 奈所戶

生的黃任的一部分°銓林洪所有人均有叔“荻得相些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姼的

食物、衣看和住房,并能不斷改進生活奈件’’,而且回家因此有〤努“采取道些

的步驟保江其現速一扠利’’,以上杖利和又夯位些特化力友展中的三重責任:

95同
上,第 141更 至 142頁°作者解釋悅 ,“共同鍵承的財戶⋯⋯包括世界上

的自然和文化遠戶、回豚基因庫和美似的資源”(第 142頁 )c

∞
同上,第 η52更 °

g’

同上°

98同
上,第 15U烎

。
99 LH Stephens and S」 Green.eds.DiSaSter ass〡 Stance: appra｜ sa〡 .refUrm

andNewApprUacheS(NewYork∪ niˇ erSiⅣ Pres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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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在友生自然火害吋怭助他目的法律〤夯

回家在其領土肉送行救文准各,以及采取預防措施以來量減駤自然文害造

成的痛苦的法律〤夯

回家在自然文害友生后,如果其本身的財力、物力、人力不足,即有又夯

力其人民接受其他回家的救洴°
1°°

82 WRD.休 厄 /f× 和 HD福 斯特力 1975年 9月 ﹁6日 至 26日 布送佩斯

特寺題討淹舍編雩的一份研究根告強惆指出水道回之同進行合作,以爽理与水有失

的危害和危險的重要性。
1°1 

作者在提到在引起洪水韻善的水道是回隊水道的情

兄下出現的特殊同題時,指明了可能的預防找略,而且拳出凡介其施遠些預防我略

的例子:

因隊合作的作月

在世界上許多地匡,水管理的一介不幸的特征,就是各回傾向于采取各 自

狌立的成略,以大理与洪水有夫的泀題。可是絰駩表明,通逍回隊合作,可 以

荻得相些大的好赴。存在看多种多祥的机舍°其中包括耿迪或多迪的安排,根

据速些安排,共有一奈共同流域的回家以定在規划、制定政策或其施避程的某

些玠段送行合作U至少它們可以在搜集有夫水文狀況的數据方面送行合作。例

如在埃及和赤丹之同就已做出速祥的安排。在似汀譬根系統方面也可送行速祥

的合作,多 瑙河流域就是送祥做的。例如象老提、柬埔寨、泰回和越南在湄公

河下游遠祥的共同規划活功則需要有美各方承捏更高程度的〤努°以上四回遊

行合作已銍有近 3U年 了。也有遠祥的机舍,即在一今回家建筑防洪波施,主

要都是用于保伊其他國家受洪水威勝的平地。一↑例怔就是在加拿大哥伶比皿

河上所建的大圾,其部分目的是保伊垓河流域美國部分的村鎮。

第二种美型的合作是通道各种回隊机构,特別是与敢合回有大系的机构 ,

1°° JXlVSamue〡 s.“丁here︳ evanceUf〡 nternatiUna〡 ｜a、︵/tUthepreVent｜ Unand

m︳ t9atiUnofnatura〡 d〡 SaSters〞 (ibid, p263)°

Π°1Sewe〡 and「 oster,前 引串 (上文腳注 22),第 84更 起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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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合作,⋯⋯1m

83 多伯特 .D海頓力于 1988年 1U月 正的斯正只巴合以所編与的梵文中,

討淹了几介与本研究有夫的寺題。
1°3 

垓淹文研究了最近夫于若干河題送行的狄

迪和多迪努力,其 中包括交換水文气象方面及有失的教据和情拫,防止水土流失和

沙漠化,以及減老洪水的危險°夫于洪水危險同題,海頓介紹了拉普拉塔流域回家

最近采取的行功,速說明各回村子交換數据和情拫,肘 于洪水預拫,是非常重視

的:

⋯⋯在η983年 ,巴 拉圭和阿根廷的技木官員在皿松森合兄,甘梵在巴拉

圭河和巴拉那河的防汛同題。他們迖成錧淹,位咳涯集夫于兩奈河流流壞上游

一切能姼荻得的情根,包括水庫水位交功的情報;兩奈河流的水源均位于巴

西,凡需放巴西得到的情掇將通逍官方渠道索取。情根將送行走理,債入一↑

模型,以便送行洪水險段預根。此后不久,阿根廷和巴西幵舍討捨根据 1982

年和 1983年拉普拉塔流域主要河流洪水情況折大交換气象和水文方面的情

拫°
1“

然后海頓考察了在世界各地區合作赴理洪水同題的例子:

最近大于螢比西河流域、中巴拉那和大湖次流歧的合作事╨⋯⋯都以喊老

洪水危隆作力一介重要組成成分
。

在非洲其他流域、正馬扑河流城、拉普拉塔

流域和歐洲的河流系統等等方面,各回政府仍在鍵爹以防洪作力其合作努力的

一部分°防洪也是加拿大同美國筌汀的哥俺比皿河荼玓的目的之一°加拿大

(基本上赴于上游),由 于接受了重大的防洪〤夯,有叔作力交換奈件,取得下

游目的利益°⋯⋯1° 5

n°2同
上,第 91頁°

1°3 RDHayto n.“
Deve〡 op ments 〡nco一Uperative act〡 onconcern｜ ngShared

waterresUurces〞 ,R〡 ve「 andLakeBasnDeve〡 opme∩ t(兄 上文胂 注 11),第

362頁起各頁。
’°4同

上,第 376-379更。
1U5同

上,第 377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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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圾在概迷他肘最近美于回豚水道的合作行功吋恙的看法吋指出,各國越來越

汏伿到生物圈各种成分之同的相互夫系‘

在許多情況下,包括上文扼要介紹的情兄,水系回同意采取,或者已絰采

取具体的措施,研究其共有的水資源、土地及与速些水域相夫的其他資源的狀

況和逐用。遠种研究現在已甘犬到包括土地和水的使用和保全的社合和至游河

題方面°〔一般都汏伿到人的活功肘于一介區域 自然資源的直接和同接影晌,

以及采取糾正行功所需的日益增長的嬖用。〕

〔在外交人員中,那些沒有接受逍夫于人与其坏境之同的相互敢系教育的

人次期以來很不愿意接受將水土流失和水的保伊視力以最佳方式幵友、使用、

保中和管理共有的水資源速一9艮 巨任夯的＿.n成部分°不要將淡水与土地弄混,

不要將淡水与土地,或与空气或海水 (例 如港濟)耿系起來,因 力那將套抃大

管制使用的范園,而管制使用也忤需要与男一↑主根者林琱送行,甚至共同迸

行。但是有元可辦駁的怔据近明,肘于有些人悅來本身就引起不安的水文循坏

在起作用,而且与相夫的自然炎源和人力資源相互起作用,它是不管什么人力

的迪界袋的,在遠祥的怔据面前,上述不愿意接受的悉度也特交了。現在普遍

都承汏,如果要管理好水遠今“不定的癸源’’,就不可能沒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控

制,例如吋放牧的管理和肘填土的限制,就不能不保抻所渭“容器”的完整,“容

器”是指湖床、河床、分水蛉斜面和其他地辰形杰,以及流垓中人工的水力工

程和逐河。回隊水道也不例外。〕  1U6

如果要使人美不致受到与水有失的火害和其他更精巧形式的危害的摧殘,至力

重要的正是遠一美捇淍的、全面的資源管理°

84 同一 合作者 在夫于拉普 拉塔流域 的研 究 中討捻 了洪水 与淤泥 同

題°
1°’ 他友表了夫于拉普拉塔水系水道的以下意兄;

’°6同 上,第 39U更 °方括母中的小段是捻文中的原文 (ECA/NBD/

〡MRLBD/3)而 且未在上文脾注 7﹁ 所引迷的出版物中裝載。
1°’ RDHaytUn.“ The P｜ ata Basin” ‘in GarretsUnHayto n and U︳ mstead‘

eds,前引串 (上文腳注 39),第 298頁 起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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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流域中沿河的大片土地,甚至在河流之同的整↑地區都遭受未預期的、

季市性的洪水之善°巴拉那河每年要秋沉下數量惊人的淤泥,淤泥堵塞了它本

身的河床,將其三角洲不斷推向与拉圭的河口,在拉普拉塔河中造成巨大的、

移功的泥洲J阿根廷銓常的、犬規模的挖泥疏浚也雅以跟上泥土淤枳的速度°

布宜甘斯艾利斯港首先就是令人工建造的港口,速介港絰常遭到威勝°除非在

至少兩介赴于最上游的流域回家采取周密的措施,否則就不可能消除,甚至不

可能冬量減少洪水和淤泥。不可能更生功地表明全流域送行合作,包括賠僕和

捐助的迫切必要性°
1°8

以上結淹強淍在水道目之同有必要送行捇作,以 至私极“合作’’,以 防止和減少

与水有夫的危害、危烇和有失岡題°

85 在速介筒短的概途中最后位些提到的一介研究技告由托馬斯 .布 害哈提

出,1Ug 垓報告主要是討梵現代工╨事故所引起的縈急情況,但是它与我們現在

研究的同題也是有夫系的°布害哈在其研究根告中研究了“有夫保伊人美和坏境 ,

座付与技木友展有美敢的坏境緊急情況”的固盯法規則。
〕i°  他追溯了速一法律

領域的友展情兄,他汏力,有美垃付緊急情況的防伊和人道主〤救渀的規則,特別

是在 白然文害●+的 規則,來 源于 自十七世免幵始起最杰出的 自然法掌家的著

1U8同
上,第 4U1頁

。本引文的腳注部分內容如下:

“巴拉那河每年的淤泥量力25化 吨,淤泥已絰形成很大的三角洲,其豚已

堵塞住河流。淤泥主要來 自只本梅霍河。在拉普拉塔河中,船只舍在不知不党

的情況下在半浮在河底上的 3U英 尺稀泥中擱洩,有船底送水口的船只不能迸

入⋯⋯”(第 44U烎 ,注 394)°

1°9 ┬B「 uha.“  ｜nternationa〡 e  Be9e｜ ungen  zvm  Schutz vUr technisch一

︳nd∪ st〢 e｜ enumwe〡 tnUtfa｜ en〃 (lnternatiUna｜ rv︳ esdeSi9nedtUprUtectagainst

env;ronmenta! emergencies ︳inkedtUtechnoUgica｜ deˇ e︳ Upment).Zeitshchr︳ ft

fvr  aus｜ and︳ sches  offent〡 ches  Becht  und  Vo｜ kerrecht(Stuttgart).vU｜ 44

(1984).P1。

Ⅱ°
同上,第 62頁 (木 引文引自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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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111 布告哈以力,遠些法掌家,包括赤皿雷斯、格旁秀斯、沃/Ix夫 和瓦泰

本,..W明 确地或含蓄地將速部分法律視力“社舍回狋法’’的不容置疑的內容,112

“社舍回隊法”的目的是促迸“人美的共同福利’’°在遠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埃默 .

德 .瓦泰水的著作,瓦泰/lN是 在 ﹁955年造成三万人死亡的里斯本大地震以后不久

有的速本串,夫于他所悅的自然法一般原則 (互 助的一般原則),他悅了以下一段

活。
⋯⋯只要其他回家真正需要一介回家的帤助,速今回家又能提供遠种帶助

而不致忽略它肘自身的〤夯,遠介回家就肘其他任何回家負有与它肘自身久有

的同祥的〤努°速就是永恒不交的白然法°
n13

布害哈考察逍許多夫于坏境縈急情況的回隊文中°他斷定,即使沒有速祥的的

定的〤努,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又努也已威力一般回隊法的一部分°遠些〤夯包括防

止肘他目的尸重頡害和注意使他回不致赴于受拐善的重大風險之下的央辰性又

努
114° 以及根据清求,与 任何可能受影晌的回家送行怭商的程序性〤夯,捇商的

目的是商定回隊安全措施和“消除或冬量減少通道 〔起源〕固有危險的活功戶生的

縈急情況夙隆的必要亦法 (共 同的或林琱的警拫和盟測系統,座 急升划,等

等)’
’° 1’ s 速些原則看來也同祥運用于自然危害和危險,至少道用于部分由于人

﹁1同 上,第 6更。
112Bruha悅 ,互 爰互助的社舍原則是現代因豚法主要 白然法苧家的核心思

想。他列拳了亦正雷斯、格旁秀斯、沃本夫等人的著作,特別是瓦泰本的著作 (同

上,第 6至 第 7頁 ,腳注 η9)。

113 Edeˇ
atte〡 .┬ heLavˊ ofNations orthepri ncip｜ eSofNatvra｜ LawAppⅡ ed

of NatiUns and Uf S。 vereigns.V。 〡3
tU the cUnduct and t。  the Affairs

(Wash㏑ gtUn‘ DCCarheg〡e㏑ st｜ t∪ tiUn.1916)(t「 ans｜ Uf1758edbVCG「 enwi一

ck).b。
。
k Ⅱ.chap｜ .sect3:cited by Bruha.!occit‘ pp6-7.f。 Utnote 19:Bruha a︳ s。

、
ηefe｜ StUchap︳‘sects2and5

1竹 Bruha,前 引串 (上文腳注 1。9),第 55頁。
Ⅱ5同 上,第 63頁 (引 自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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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預而引起的危害和危隆。夫于在友生緊急事件 .1垃采取的措施,布害哈

放回豚保怔的人杈出友,推斷出受縈急情況影晌的回家有法律〤夯,在有

必要接受回豚林助.+,要 求回你赫助并力之提供便利,以 防止或冬量減少在其

領土內村人的健康的仿害°
116

86 概括起來,上迷著作都強琱回豚合作以庄付洪水和其他与水有夫的危害

和危險的重要性°上迷研究著作怔其,作力一般回杯法的一部分,存在一些有夫速

些同題的又努°遠些〤夯中的有些〤夯來源于因豚人道主〤法,可追溯到格芳秀斯

和赤工雷斯遠祥一些自然法芋思想家的著作°各今青家所指出的最突出的火夯,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戶納力防止或按情況冬量減少損害的一般〤夯°一般承汏,遠一

一般〤夯的組成成分包括以下〤夯:交換与所涉同題有夫的狀況的情根,根据清

求,与 可能受影晌的回家送行捇商,以便制定安全措施,迅速提供危隆的通知,以

及送行合作以減少技害°在此以外,因 隊法苧家們逐悅,作力一令回家根据回豚人

枳法的〤夯的一部分,逐有以下美于与水有大的文害的具体〤努‘在其自身領土內

進行救犬的准各工作;采取預防措施,以 水量喊少人的痛苦;在其本身的財力、物

力、人力不足以力其居民提供妥善的救游吋要求并接受其他國家 (或 目坏組坎)的

救渀°另外,有 些苧者逐同意以下現焦:一介回家可能要力其領土丙的板其危隆的

活功或板危隆物廣的釋放所造成的肘他目的損害,女賠佳責任°

87 更概括地悅,上述著作強琱有必要送行全流域的私投合作,以 防止和喊

少与水有美的危害、危險和其他阿題。銓常有速祥的情況,一介水道回肉的文害或

其它有害的影晌是由于其他水道回內的現象所引起。苧者們和其他寺家都承汏,力

赴理遠些同題所需的赫作和合作,可能要求那些因其境外的保中措施而受益的水道

回,做出捐助或提供賠倍,作力公平參与〤夯的一部分°

88 在遠介筒短概迷中不能不提到的最后一京是,按照有絰駩的現察家的看

法,現在普遍承忕,力 防止洪水和水的其他有害影喃所必需的那一美國坏水道管理

必須要包括肘土地使用的一定的規章。可以拳出的例子有:林並規定,村放牧使用

和填土做法的限制,以 及保抻河床、湖床、水力工程和分水蛉斜坡速祥的地辰形念

﹁6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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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我們以力,回 隊法委員舍第四十屆舍以暫●1通道的第 8奈 li’  庄

垓解釋力禁止合村其他水道目 (如通道洪水泛濫)造成韻害,或造成韻害的重大風

險的土地使用做法
。
 118 笫 8朵 的規定如下:

第 8無 不造成明昱韻害的〤努

水道回庄以不致村其他水道回造成明五損害的方式利用因隊水道 〔系

統〕。按照上述建以的解釋,就要求將具有所迷影晌的土地使用做法視力回穌

水道的“利用”
。确其,引 起例如水土流失,造成板不正常的大量況淀物被沖刷

迸水道的土地使用,似 乎与在瞄地上傾卸有毒廈物,致使疲物送入跨界河流或

蓄水居一祥,也是村水道的“使用’’°可是,力 了确保將土地使用做法道些地包

括迸去,我們以力美于与水有夫的危害和危惍的奈款座些具体提及土地使用做

法。

5 固阡法院和法庭的裁決

89 在特別拫告員以往的報告中, 已經研究逍与本分青題有美的目隊法院和

法庭的裁決U 119 因此,本市的目的只是筒車回厥一下速些裁決中一些方面°

1n’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5頁 起各更°

118速
段活的意思元意包括例如由于建造一介妥善沒卄的水垠而出現的很小的

風險 <冬管是重大損害的風跧)。

m9兄
第二次技告,ㄍ 1986年 ⋯⋯年荃》,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ηη3更起

各貢,文件 A/CN4/399和 Add1和 2,第 1U2-133段 和第四次報告,文件

A/CN4/4﹁ 2/Add1,(上 文腳注 1)第 83-8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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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司法裁決

9U 科孚海峽案
1如  所涉及的些然是元害通逍海峽的叔利,而不是回杯水

道°然而,提到目豚法院面前的主要向題之一卸是阿水巴尼皿究竟有沒有又夯告知

朕合王回一今巳9J,的 肘垓回軍親的危隆,即阿本巴尼正水域中水雷的存在。法院汏

定英因船只在通道科孚海峽吋确共是在行使其元害通逍叔,并斷定不可能在阿本巴

尼皿不知道的情況下布置水雷°它醚致指出:

些事取方夫于阿本巴尼皿由于知道水雷存在而戶生的〤努并沒有爭洪。阿

/l1巴尼正政府方面的律輝明确承汏⋯⋯‘‘如果阿水巴尼正在 1U月 22日 事件之

前得知布雷的行功,而且及時得知足以告知英回船只和一般船只在科孚海峽中

布有水雷,則舍涉及阿本巴尼皿的責任同題⋯⋯”° 1曰

也許座垓強琱指出,阿 /I× 巴尼正并不否定它有又夯將它所知道的危淦告如其他

國家遠介主張°法院在袂定阿水巴尼亞知道雷匡的情況后,汏力阿水巴尼皿由于兩

艘英國軍既于 η946年 1U月 22日 在海映触雷所造成的生命韻失和吋親支的技害

而肘駁合王國負回隊責任。法院大于阿本巴尼皿因知道雷匡所形成的危險所久的〤

夯的討梵肘于本分青題具有可貴的教洲:

阿/lN巴尼正些局庄久的〤夯在于,力 了一般航逗的利益,通知在阿/l× 巴尼

皿領水肉雷匹的存在,以及告知駛近的英親雷匡肘其造成的縈迫危隆°速介又

努不是以道用于找吋的 19U7年海牙第八公的力根指,而是以某些普遍和公汏

的原則力根据,即 :在和平時期甚至比在哉時更尸格要求的夫于人道的基本考

慮,‥⋯.和 每介回家不得在知情的情況下允許將其領土使用于達反他固叔利的

行力的〤夯°

12° 1949年 4月 9日 ,判 決,其辰同題,ㄍη949年 目坏法院裁決集》,第 4

頁。本案在特別根告長的第二和第四次報告中討淹逍:文件 A/CN4/399和
Add1和 2,第 ηU8至 11U段 ,和文件 A/CN4/412和 Addη 和 Add2,第

83段。
1刉  ((n949年 回隊法院裁決集》,第 2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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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其上,阿 zI.巴 尼正既未通知雷匡的存在,也未告知英固軍親它們 llS近 的

危險°

事其上,阿本巴尼工些局并未企困做任何事情以阻止文堆的友生。速祥的

尸重的不作力引起阿本巴尼正的固豚黃任°

法院因此送成錯淹,阿本巴尼正根据因隊法肘于友生在阿/iN巴尼皿水域肉

的爆炸事件⋯⋯久黃任,村于爆炸造成的頡善和生命的頡失久責任,阿本巴尼

9E有責任向耿合王因支付賠僗° 1η

值得注意的是,法 院汏力阿水 巴尼正責任的根据并不是怭的法,而是它甚至在

1949年也視力“普遍和公汏的”原則°法院在列拳這些原則時,將“大于人道的基

本考慮”撰在首位,遠項原則肯定同祥也道用于水道目所知道的与水有夫的危害和

危險的情兄。法院強琱悅,遠些考慮“在和平時期甚至比在我時更加戶格要求”,速

就迸一步怔明速項原則可道用于在和平吋期出現的与水有大的危險和緊急情況°每

一今回家均有又夯“不得在知情的情況下允許將其領土使用于遊反他固杈利的行

力竹 速介〤夯些然道用于由于某种人的作用所造成或加別的危害、危險和其他“与

水有夫的有害影晌’’°

9┐  因隊法院在夫于在尼加拉瓜和針肘尼加拉瓜的軍事和准軍事活功案

中, 1m 重申夫于告知雷匡所形成的危隆的又夯,它 引用并依括了上迷科孚海

πη
同上,第 22軍 23頁。

12B尼
加拉瓜坼美回案,其廣鬥題,1986年 6月 27日 判決,《ㄇ986年 回豚

法院裁決集》,第 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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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案的裁決中提及“夫于人道的基本考慮”的一段活,并以此作力依括。 
η田

(b) 仲裁裁決

(一 ) 圣胡安河案

92 在圣胡安河案中, 1西  哥斯送黎加和尼加拉瓜將 1858年 4月 15日

与划定其共同遊界的奈的有大的一些鬥題提交仲裁°仲裁員
126 

在其 1888年 3

月 22日 的裁決中,友表了与本分青題有大的如下意兄.

“哥斯送黎加共和回不能阻止尼加拉瓜共和回在其本回領土肉⋯⋯其施改

送工程,但此項改送工程不得造成吋哥斯送黎加領土的占領或洪水泛濫或損

害,或造成肘垓河流或其任何支流哥斯送黎加有杈航行的任何地魚航行的破坏

或尸重韻害。哥斯送黎加共和固有板力位于圣胡安河右岸房于它而未絰它同意

被 占領的任何地方,以及力位于垓河右岸遭洪水泛濫或由于改避工程受到其他

η4同
上,第 ﹁┐2更 第 215段

。法院肘遠一魚以η4票 肘 η票作出裁決,小 日

法官持反村意兄 (同 上,第 147至 ┐48頁 ,第 292段 ,第 8分段 )。 磽央,即使

小田法官也沒有時告知已知的危險的〤夯提出昇以。他投票反肘只是因力,按照他

的現焦,回 豚法院既已承汏美國大于多迪奈的的保留是有效的,即位些“停止受理

尼加拉瓜的起訴 中靖,因 力垓 中清是以 〔回豚法院〕規的第 36奈 第 2款 力根据

的”,而且按照他的視焦,法院既然“只能就所指控的美回吋取方之同 1956年友

好、通商和航逗奈的的違反”
受理此案件,法院大于雷匡的裁決厲于“有失違反依据

刁慣回豚法的普遍性〤夯的裁決,在本判決中做出速祥的裁決就是不合道的”(同

上,第 2η 4更,第 η至 2段 )。

↑25 
兄 JBM。

。
re.HistU了 yandD｜ gest of｜ nternatiUna｜ Arbitrant｜ ons tUwh｜ ch

the∪ nitedStateshasboenaPar〔 y(VVashingtUn′ DC.∪ SGUˇ ern mentPrinung

Uffice.η 988).ˇ o〡 ∥.p1964;垓 裁決摘要載于 《1974年⋯⋯年荃),第 二巷 (第二

部分),第 19U-1田 頁,文件 A/54U9,第 1U38-1U41頁°

”6仲
裁員是美回患統格男夫 .克利夫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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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韻害的任何土地,要求賠僗°

“......

“...⋯在厲于哥斯送黎加共和目的領土被占領或遭到洪水泛濫的任何情況

下,都將汏力在 〔奈的第八奈〕提到的哥斯送黎加共和目的天賦板利已受到損

害⋯⋯”° ’29 
仲裁裁決明确承汏,一介回家引起村另一回家的洪水泛濫韻

害是非法的,而且送一日狋不法行力戶生肘受害因賠佳的〤夯。

(二 ) 古特垠案

93 涉及洪水損害同題的第二件回坏仲裁案是加拿犬和美國之同的古特圾仲

裁案。 1珀  些事耿方所淡立的索賠庭
1的  “共收到 23U件 代表美回公民美于

村在美目的財戶的洪水和水土流失韻害的索賠要求,速种韻害据私是由在圣芳俺斯

河回隊部分跨越回豚迪界建造的加拿大水垠 〔古特教〕引起的°”抇U 
力了准确

1η
垓裁次的第 6和 1U段 (mUUre,前 引串,第 η965-1966更 )。

12a兄
美國方面代理人提交給安大略湖索殕庭的報告,垓 法庭于 1968年 1月

η5日 、2月 12日 和 9月 27日 村垓案件作出了三項裁決。垓報告和裁決摘要特載

于 《回豚法律資料》(牛盛皈),第八卷 (1969年 ),第 118頁起各頁°另兄夫于

垓案的以下廿梵和擬告:’Arbit了 atiUnUfLakeUntariU(GutDam)c〡 ams〞 .E× te「 na〡

Affairs(Uttawa).vo｜ ××(┐ 968).p5U7↗ 下heGutDamarb〡 t「aton〞 .Netherands｜ n-

ternationa｜ LawRev｜ ew(Le〡 den).vo︳ ×Ⅵ (η 969).p﹁ 61;MMWhiteman.Di9estUf

︳nternatiUna〡  Law  (VVash｜ n9to n.DC)vo〡 3(┐ 964).pp768-77┐ : 《 1974  年

⋯⋯年鑒》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94兵 ,文件 A/CN4/274,第 78至 82

段,也兄特別報告長的第四次報告,文件 A/CN4/412和 Add1和 2(上文腳

注 1),第 86段和腳注 187。

1291965年 3月 25日 加拿大和美回大于建立回坏仲裁庭以史理美固有失古特

放的索賠的捇定。按照怭定建立的仲裁庭力安大略湖索賠庭°夫于指明吉特放位置

的地因兄 《回豚法律資料》,第 四卷 (η 965年 ),第 472更。
竹
。7M,vo〡 V〣 ,pη 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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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仲裁案 的法律效果,筒車地介玿一下仲裁案的背景和事其也汻是有帶助

的°

94 加李大曾于 η9UU年謀求取得美目的允并以便建造水垠位于美國領土的

部分°η9U2年美國回舍通避立法給予速种同意,但垓立法規定美回領土上的工程

須待工程汁划絰美目瞄軍部長核准后方可升始°19U3年伊菜休 .害特部長核准了

加拿大的卄划,但 附有兩介柔件°第一介朵件是,如果水放玵安大略湖的水位有重

大影晌或引起“肘美回利益的任何韻害’’,加拿大將肘卄划做出“陪軍部長可能指示

的”更改°第二↑奈件規定如下:

〔如果〕上迷水圾的建造和迋用肘美國任何⋯⋯公民的財戶造成韻善或不

利,加拿大政府垃支付賠倍,賠僗的教額按照垓政府与受害方之洞的捇以,或

者按 照受理 受害方提 出的賠倍損害要求的美 回适 些法院村此所做 的裁

決° 1印

仔細園汶第二介奈件便可看出,尸格悅來它并未要求加拿大力水垠引起的任何韻害

向美國支付賠僕,它 只是規定加拿大要向美國公民支付賠儅,賠儚額由加拿大和受

害的美國公民怭洪決定,或 由“道些的”美回法院裁決決定 ,“适些的”法院犬概是指

吋些事方 (包括加拿大)和拆忪事項有管轄杈的法院。

95 水教于 19U3年建成,而且一直保留到 1953年 年初,些 吋力要拜各圣

旁俺斯航道工程項 目才將水圾拆去。可是,在 1947年 到 1952年期同‘‘由安大略

湖遊高的水位所帶未的水土流失和洪水泛濫已銓引起較犬的財戶損害”° 1”  在

1951年至 1952年尤其是速祥,些 吋安大略湖和圣芳伶斯河的高水位 ,“加上暴風

雨和其他 白然現象引起大面枳的洪水和水土流失韻害,抃及包括安犬略湖在內的各

大湖的南北兩岸’’°抈有受影喃財戶的美回公民“汏力,至少一部分拐害是由吉特教

引起的°”
伯3

竹1同 上,第 12U更°

┐32Wh｜teman,前 引中 (上 文腳注 128)

年 5月 12日 各忘彔。
怡3｜ LM,vU〡 V〣 ,pη 21。

——289——

第 969頁 ,引 自美回回努院 196U



96 受害的美回財戶所有人,在斌回与加拿大政府淡判解決其索賠要求未荻

成功后,在美回法院提起了几件村加拿大的法律拆忪° iB1 遠些起沂最終均被

駁回,在每一次沂忪中“加拿大駐美國大使都致函法院,指 出未銓加拿大政府的同

意,加李大政府是事有免于拆忪的豁免的,而加拿大政府并未同意⋯⋯
。
”.B5

蛗然速祥的立切似乎套使上面引逑的第二介奈件威力泡影,但加拿大政府后來逐是

同意通道仲裁解決美回公民的索賠要求。撰在索賠庭面前的同題涉及遠祥一些事

項,例如哪美人依照 19U3年的怭定有枳得到賠僗,加李犬的又夯是否哲吋是有限

制的,所指的拐害是否由水放所引起的,以及庄付的賠佳的數額。 1sU

97 在仲裁程序中,加拿大升始吋的梵魚是,按 肘 ┐9U3年 捇定的正些解

1“
速些拆忪是在美回組的北匡地區法院肘加拿大政府提出的。其中的一件拆

忪白秝是代表 1UUU多 介索賠人提起的集田泝忪°泝忪文件送到加拿大駐鈕的市的

恙領事。速些沂訟瀣合并穹理,最終于 1956年 5月 24日 被駁回,理 由是由于不

能有效地送送沂忪文件,缺乏吋被告人的管轄叔。兄奧斯特泝加拿大 白治領案 ,

(1956)(「 edera｜ Supp｜ ement,ˇ o︳ ,η 44“ 957),p746),判 決由法院元意見

汏定°克菜等人泝加拿大 自治領案°(1956)(「 edera︳ Reporter,ZndSe而 eS,

ǒ〡,238(1957),p4UU)。 1957年 美 國最高法院拒絕复常。
(∪ nitedStates

BespUrts,vU〡 ,353(1957),p936)美 回公民也肘美回政府起泝斌困力其韻害

取得賠佳,“根据的理捻是,由 于允許在美因領土上建造水圾的一部分,美國庄肘据

秝因水圾的迋用戶生的韻害負賠佳責任°”此拆妐于 1956年提交索賠法院也被駁

回°(赫塞沂美國案,「 edera｜ Supp〡ement,vo〡 145<1957),p916° 本注的姿

料引自Whiteman前 引串 (上文胂注 128),第 769-77U更。
13sWhiteman,第 969更°

136〡 LM,Vo｜ Ⅵ∥,pp,13U-14U° 比較 J.A比斯利在海牙目豚法苧院 η973

年掌末討梵套上友表的意兄,其大意是加拿大官長“美隊上已接受賠儅責任,送行

仲裁的只是韻善殕佳金額”(ACK｜ss,ed,┬heProtectiUnoftheEnvi「Unment

andlntemat〡 Una︳ Law(Leiden,sUlthUff,1975),p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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捀,它 只肘加洛普斯島的所有人久有賠倍〤夯。 la, 仲裁庭在其 1968年 η月

15日 .的
第一介裁決中拒地了速介淹魚,汏力“按照肘林定的正确解釋,⋯⋯ 〔加拿

大〕不伙肘加洛普斯島的所有人久有又夯,而 且肘任何美目公民均久有的又

每.”
.B8

98 的确,加拿大早先曾通知美回回努卿迪安 .艾 奇趣,它“在原則上承汏它

有〤努肘美國公民支付頡害賠僗,但以按照 19U3年 8月 18日 美國陪軍部長核准

串第 2景奈件的意又,技 害可好因于古特垠的建造或逐用者力限⋯⋯”° 1叩  于

是加李大按照遠介方明,承忕它有〤夯向能姼怔明其韻害是由水教引起的美國財戶

所有人支付賠儅°因果美系同題是要由仲裁庭做出決定的同題之一°

99 可是,正如前面所悅,速今案件最終和解解決了。 1的  和解是由仲裁

庭提以銓避淡判后送成的,它“并不妨得任何些事方的法律或事央立場九 Π4’

1UU 盤于速一仲裁案狙特的事共和法律背景,在估卄它的法律价值吋必須

瑾慎。加拿大确其承汏力水圾引起的韻害支付賠儅的又夯,但是按照它的說法,它

承拒的〤夯是村美國私人公民的〤夯,而且只是支付公民和加拿犬政府之同商定

的,或銓“道些的”美國法院裁決的賠佳額。蛗然不能因此就悅加拿大已姪明确同意

力水圾吋美目造成的任何損害向美回支付殕佳,但必顟汜住美回政府并沒有以加奪

n3’ 比M,vo〡 〣̌,pn● 3。
“因力加拿犬政府在二十世妃初期曾取得垓島所有

人的井枚怔明,垓淹羔的必然第果是加拿大沒有任何焙傍責任°”(同 上 )。
“怭定”的

解釋特別重要,因 力,

“建造古特圾的捇定,不 同于大部分的目隊捇定,它 并未正式納入車一的殃迪文

件,或者一今商定的秋迪的文件交換,例如換文°⋯⋯”(同 上,第 134更 )°

13ε
同上,136更。

139加
拿大駐牛盛頓大使館 η952年 1┐ 月 ㄇU日 夫于正在美國法院申理中村加

拿大的泝訟致美國回夯卿的信,同 上,第 139頁°

1.U加
拿大同意向美國支付 35万美元,作 力村所有索賠要求的全部、最終解

決亦法,最初的索賠額合計送 653,386美元 (同 上,第 14U頁 )。

141同
上,第 118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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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意向它賠傞作力它核准加李犬工程項目的奈件。它大概本可有杈速祥做,因 力

水垠的一部分是建在美回領土上°

1U1 坪价本案的法律效果逐庄垓考慮到另外几焦°第一,加拿大,按美因

核准串所附的第一今“奈件”,确 共同意在友現水圾影晌到水位或者引起“村美日利

益的任何韻善“●1,采取美回部故“可能指示的’’糾正行功°昱然,速些措施只是吋

未來戶生效果,并沒有提到扑救逍去的損害的〤夯或力此向美國支付賠佳的〤夯。

呈然在核准串中并沒有明确提到防止的又夯
∥2 

或賠伴的〤夯,我們以力,即

使沒有速介林定,加拿犬按照一般固杯法,也有〤努力水垠的建造或逗用所引起的

韻害肘美因賠僗,而且即使水圾是全部位于加拿大領土內,加拿大也有遠祥的賠僕

又秀。 1始  确其迋沒有友現大于加拿大甚至否汏它有速祥的又夯的怔据°加拿

犬是根据本案的事其肘其賠伴受害的美國公民的〤夯提出辰疑的,速介情況不足力

奇,也不位垓理解力拒絕承快根据一般回豚法肘美目的任何〤夯°首先,在加拿犬

在仲裁庭上的梵焦中,加拿大的立場是,建造吉特垠所依据的‘嘲、定”是由一系列文

件和文中所組成,而且“將所有來往中信合起來看表明,兩 回政府的共同意向是 ,

在友生頡害吋只村加洛普斯島的所有人支付殕佳”° 1“  其次,加拿大汏力,它

的〤夯庄 些有 某种 時限,因 力索賠 要求是在捇定筌汀后近 5U年 吋才提 出

1φ
第一介奈件中可以暗含有防止的〤夯,但是唯一明確提到的達反速一〤努

的后果,是肘工程做出美固所要求的更改的〤夯。
1珀

瓜委員舍在其第四十屆合以暫時通道的第 8柔 (兄上文第 88段 )所依据

的原則,包括“使用自己的財戶位不頡及他人的財戶〞原則,和下面指出的特雷水冶

煉ㄏ仲裁案的裁決,可 以得出遠介結果°在沒有大于早致速介“捇定”的淡判的更多

怔据的情況下,不能斷定悅美國“接受
”遠些秦件即等于放弈在水塽肘美國造成明昱

韻害吋取得賠儅的叔利°美國政府确其很少可能舍在水圾甚至尚未建造之前就放弄

速一叔利,因 力它根本不知道水圾是不是舍造成捐害,也不知道水放套造成多大程

度的技害。
n44｜ LM,v° !,Ⅵ ∥,pp133-134° 也兄上文第 97段 和胸注 1S9吋垓同題

的討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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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s 最后,不庄垓忘記,在遠些年同,所有各大湖的水位都普遍上漲 (兄

上文第 95段 )J因 此,大于因果夫系的爭扶似乎是一介非常确其的爭梵鬥題。

(三 ) 拉努湖案

1U2 拉努湖案
.如  涉及法國作力一介上游因是否能其施一介將改交拉努

湖水文流域 自然狀況的工程項目的同題°仲裁庭在做出裁決吋指出,夫于法國行功

自由的界限,“有一奈規則,禁止上游的沿岸目,在蓄意肘下游沿岸目造成尸重強害

的情況下,改交河水⋯⋯’’° ●●7 
另一方面,仲裁庭以力,車是工程項目特使法

回能修肘西班牙造成損害的事其,并不比法國幵展一↑肘西班牙形成一种“技未風

險”的活功,更容易引起法國的責任ε

⋯⋯即使草鈍爪冷Π因夫系的角度上看,西班牙政府所林的政治危險也不

比上迷技未風隆更力特殊°元淹如何,在 1866年 5月 26日 的奈約和附加文

件中,或在一般公汏的回隊法原則中,都沒有一荼規則禁止一今國家,在保妒

其正些利益的行功中,爽于能使其在事其上違反其回你又夯,甚至肘邰回造成

尸重損害的地位°
148

遠介錯淹的部分根据是“夫于不做惡意推定送祥一系 已絰确立的一般法律原

則。
”1的  八速些方明可以美比斷定,一 介回家車是建一今水圾,茧 然速使垓因

能姼肘另一水道回造成技害,也不受固隊法的“禁止竹 因此建圾行力本身不合引起

1碼
仲裁庭在第二↑裁決中夫于速介同題否定加拿大的主張。

η968年 2月 12

日作出 (同 上,第 138-14U更 )。

146仲裁判決原始法文本,兄朕合回,ㄍ回隊仲裁裁決集》第十二菤,(出 售品

編母:63V3),第 28η 頁起各頁,部分澤文兄 ㄍ1974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94烎 起各更°文件 A/54U9,第 1U55至 1U68段 ;和 lntema.

tiona︳ LaN.vFlepertS, ┐957 (London), Vo｜ 24 (196η ), pp┐ Uletseq°

1η
垓裁決第 13段 (第一分段 )。

148垓
裁決第 9段 (第 二分段)°

149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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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目的責任。与此同9I,由 于垓回沒有安全地迋用或道些地堆妒垓工程而村另一日

其隊造成的任何明並技善,按照垓草案第 8奈 (兄上文第 88段 ),昱然引起垓回

的責任°此外,逐有大量的先例,要求卄划送行速种活功或了解到速种危肚的回

家,友 出通知 (古叔)并提供机舍,以便就現有或未來局勢可能村其他因家形成的

任何威勝送行捇商° 1sU 因此,在拉努湖案中仲裁庭的上逑虍明庄垓按照其法

律背景來看和理解°

(四 ) 特雷水冶煉ㄏ案

1U3 引起特雷/I× 冶粽ㄏ案 Π印 的爭執涉及到跨界空气污染:并不涉及任

何回隊水道°然而,仲裁庭所承汏的基本原則是有戶泛意〤的,因 力它是以回你法

15U大
于本寺題的朵款草案第三部分的規定,和速些奈款坪注中所涓查的板威

依括,以及在特別根告長的有失報告中所列的根威依据都有速祥的要求°男兄如巴

水沃芛先生夫于目隊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因豚責任的第二項掇

告 (《 η986年 ⋯ ⋯ 年 盤 》,第 二 卷 (第 一 部 分 ),第 η45頁 ,文 件

A/CN4/4。 2),第 14段 ,秘中赴編丐的“大于因隊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

韻害性后果的回狋責任的回家央跩概克
’’°(ㄍ1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

分)),第 65頁 ,文件 A/CN4/384,第 28U段 至 283段 ),美 回法苧舍,《美

目肘外夫系法 (第 三次)复迷》 (圣保多,明 尼方迷),第 二卷 (1987年 ),笫

114至 1η 6頁 ,第 6U1市°投道者注 49和布俺特〨委員舍的坏境法青家小組拫

告 ㄍ坏境保伊⋯⋯》,前 引串 (上文腳注 88)第 98兵 至 119更 ,第 16至 19奈

及其坪注°                   .
i印

垓案 1938年 4月 16日 和 1941年 3月 11日 的裁決特載于駁合因,《回

隊仲裁裁決集》,第三卷,(出 售品編景:1949ˇ 2),第 19U5頁起各頁,并摘最

于 ㄍ1974年 ⋯⋯ 年 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192烎 起各 頁° 文件

A/54U9,第 1U49至 1U54段°兄特別報告員第二次和第四次報告中肘垓仲裁的

甘淹,文件 A/CN4/399和 Add1和 2(上 文腳注 119),第 ┐25至 128段 ,

和文件 A/CN4/4η 2和 Addη 和 2(上 文腳注 1),第 85段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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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原則力基甜的
。

仲裁庭在其第二介裁決中悅:

⋯⋯根据因隊法的原則,⋯⋯在情況具有尸重后果而且韻害絰明确、令人

信服的怔据怔其肘,任何回家均元杈以致使以姻在他固領土內或吋他回領土 ,

或肘他日領土肉的財戶或人造成韻害的方式,使 用其領土或允許使用其領

土° ’sz

速段活可以視力科孚海峽案的裁次之一的庄用,是“使用 自己的財戶位不頡及

他人財戶”原則的位用,以及駁合國人美坏境舍洪宣言 (斯德哥示摩宣言)第 21

朵原則的基砒之一的位用。 1ss 按新德哥/I.摩 宣言第 21奈原則的措泀,以上速

些杈威依据默示或明並地承汏,各 回必須“确保在其管轄或控制范日內的活功不致

肘其他回家的坏境造成韻善⋯⋯’’
。速介原則以同祥的效力道用于戶生套肘其他水

道固造成威勝或技害的与水有失的危害、危險或其他同題的活功。
1U4 前面概迷的裁決可村法庭和國家本身接受作力大于目前正常以的速美

向題的指早原則,提供一些可貴的兄解。首先,回狋法院曾雨次承汏,回家有〤夯

將它所知道的危險預先告知其他可能受影咱的回家°法院逐援引在“使用白己的財

戶座不韻及他人的財戶”格言中表迷的“
一般和公汏的原則”,即 國家不得允許“將其

領土使用于違反其他回家叔利的行力’’° 1s●  速美行力大概包括直接或同接引起

肘其他水道因造成損害的与水有夫的危害、危隘或其他同題的行力°在一些仲裁案

中已銍确汏“使用白己的財戶位不拐及他人的財戶”的一般原則,其 中有些仲裁案是

寺〡┐涉及其跡或可能的洪水同題的。另一方面,在仲裁案中也承汏,因你法并不禁

止一↑回家 ,“在保伊其正些利益的行功中,楚 于能使其在事其上違反其回穌〤每 ,

甚至吋郜因造成尸重韻害的地位°”
ns5 

然而,就是遠一段活也說明,通逍例如

不妥善地建造水故或逐用水圾而肘一介邰固造成尸重損害,可 能构成“違反〞水圾所

1’
耿合國,《因杯仲裁裁決集》,第三卷,第 1965烎°

’’3 
《1972年 6月 5日 至 ﹁6日 新德哥本摩敢合國人美坏境舍以擬告》(聧合

回出版物,出 售品編考‘E73∥ A14),第 一章。
1駟

科孚海峽案,《η949年 回隊法院裁決集》,第 22頁
。

1邱
拉努湖案,兄上文腳注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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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的“因豚〤夯”°

B 与水有夫的其他鬥題和狀況

1 威水侵入

nU5 “益分侵入”或“威水侵入”的意思是指海水肘淡水的滲透。遠种現象在河

口最常兄,但也可影晌到地下水的蓄水居°盞分侵入可以由人的行功、 自然現象或

兩者相聳合所引起。例如在上游力了灌溉目的而改交水道,可 能在河海之同的相交

哭改交相肘立的淡水水厜和威水水汪之同的均衡,早 致增加海水肘上游的滲

透。 156 但是 ,“在犬多數情況下,首 先是在干旱或我水季市,速介滲透是由大

自然在沒有人力怭助下完成的”° is’  在沿海岸低地地匡,夙暴也舍加別速介同

題° nsB

ηU6 咸水浸入是介尸重的泀題,影 晌許多目隊水道, 1’
g 

例如因比正

n’°
施丰只/tN先 生在其第三次技告中悅:‘

‘如果減少水流或水庄是因一介共同水

系目抽水而造成,沿岸水系目可能舍由于 〔根告中前面〕所界定的污染絰受明昱的

技害°⋯...(文件 A/CN4/348(上 文腳注 16),腳注 64U)。

1’
同上,第 39U段°

1sB例
如孟加拉因就有遠祥的情兄,兄 BM阿 巴斯 ,“促遊社舍銓游增長的河

流流域幵友:孟加拉目”,1995年布迷佩斯討梵舍上提出的梵文,前 引串 (上文

腳注 22),第二卷°第 188兵 至 η9° 頁°又兄 1989年 孟加拉目洪水研甘舍小冊

子 (上文腳注 8)各赴°

159比
利吋和荷〨 196U年夫于改避特水內森和根特逐河以及解決各种有夫同

題的奈的的第 32奈規定,要在迪界迂河中保持淡水与咸水之同的特定的比例°

——296——



河
1sU 

和共同組成博多河的恒河、布拉馬普特拉河和梅克幼河水系° 1引  本

可使用于灌溉或其他用途 的河流水流往往必須用于“扺制來 自海洋的盞分侵

入”
。 1ω

﹁U7 元淹是由威水侵入或灌溉所引起,淡水的威化央豚上使淡水特交力含

盞水或威水,使 它不能用于滿足人美的并多需要° 1°3 思管有成水淡化的技

未,速介工芭在目前逐是很安我的。

1U8 由人的活功引起的威水侵入,因 力它是人的行力早致的肘水的辰量的

改交,戶生村人美健康、水的有利使用和坏境等的有害影晌,所以是第四次拫告中

提出的第 ﹁6En7〕 奈草案第 1款意〤范日內的一种“污染
”形式。 1“  可是,因

力速一魚也許逐不明並,或許值得強淍一下,在夫于与水有夫的危害和危險的奈款

中,明 白提及人的行力引起的威水侵入°然而,同祥重要甚至更力重要的是,在赴

理由于干旱或季市性淺水流等白然現象引起的盞分侵入同題吋,需要有國防合作与

困聳°所以在奈款草案中也垃些淡到達种情況,特別是因力夫于污染的奈款不合涉

及速介情兄°

16°
例如夫于耶利滕送防盞梇堤的情況,兄 因比正河升友組象提交給 1981年

送喀水舍洪的梵文“夫于因比皿河幵友組象的技木說明”,敢合目,《 幵友和管

理⋯⋯的銓駩》,(上 文腳注 81),第 423更 9以及 RD海頓夫于迷喀/lN舍洪第二

以題的背景淹文,“合作安排的送展”(同 上,第 65頁,在第 7η 頁)°

1印
兄例如孟加拉目功力、水資源和防洪部編軍的淹文 ,“ 回坏河流一孟加拉目

的銓駩”(同 上,第 29。 頁和 272頁 )°

nU2同 上,第 272更。
n63施

丰,Fk/lN先 生在其第三次報告中悅:“含生成分高使水不能修使用于家庭、

都市和衣╨用途,也不能使用于大部分工╨用途
”(文件 A/CN4/348(上 文胂

注 n6),第 37η 段 )°

’s4文
件 A/CN4/412和 Add1和 2(兄 上文腳注 1),第三章,C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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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干旱和沙漠化

1U9 本章 A市 的大部分材料都涉及水量大多所引起的同題
。

可是世界上許

多地匡卸由于正好相反的情況而受害°有的地區可在同一介 12今月期內同時銍受

干旱和洪水, 〡ss 
送介循坏周期可以定期地反复送行°

ⅡU 長期的干旱可能引起衣╨和其他土地的貪瘠,在有些地區可能早致沙

漠化。夫于沙漠化現象,有人下避如下定又:

由气候交化或人的影晌,或兩者相結合而引起的,沙漠坏境向干旱地區或

半干旱地區的抃展或侵偵。气候因素包括暫時而尸酷的干旱時期和朝向干旱貪

瘠的長期气候特交。人的因素包括人力地改交气候,拷如消除植被以促使允瘠

地區的生物坏境退化 <送可能早致昇常強烈的水土流失>,逍度的耕种,以及

力灌溉或工╨、露天采亦而耗冬地面或地下水的供庄,等 等°

⋯⋯遠介逍程的特蕉是地下水水位下降,表土和水的盎潢化,地面水的喊

少,水土流失的增加,和天然植被的消失。
⋯⋯ 16滔

非赫勒地區 1968-1973年 期同的尸重干旱引起撒哈拉沙漠加速向南抃展,使

回豚注意力集中在沙漠化的回題上。 n田  在 1977年 ,在敢合目的主持下,在 內

男半拳行了一次美于沙漠化的套以°敢合國秘串長垃銓社理事套清求于 1983年編

軍的報告,生功地強玥了速介泀題:“ 沙漠化是一今世界范目的現象,它 影晌到非

洲、南美洲和正洲三洲合卄的勝地地區的三分之一以上吒 祐8

1羽  將來由于“溫室效垃”和由此戶生的全球交暖現象,干旱和沙漠化的鬥

題逐可能更加尖銳。
(兄上文算 9段 )事其上,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可耕地是位

1°5例
如孟加拉回即是如此,它 在 ┐988年 的夏末秋初絰ㄞ了极其凶猛的洪

水,在 1989年 的春天卸又遭到干旱的打古°

’66┬ heEncyc｜ Upaed︳ aBㄇ tannica.﹁ 5thed(ChicagU.1987).vU︳ 4.p32
1田

同上°

168秘
串長就垓項 目的拫告 ,《水資源:其 旄馬德普拉塔行功卄划的送展》,

(E/C7/η 983/η 1), 第 16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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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受到干旱影晌的地區° 1Gg 在非洲大陪同題尤其尸重,括估汁在非洲每年被

“向前推迸的沙漠”所吞住的可耕地有五万至七万平方公里° 1’
U

●●2 干旱的后果是多种多祥的。放缺少家庭、衣並、工╨需要的水,直到

坏境韻害和因伙水感染或不透些的工生奈件而友生疾病。秘串長在上面提到 η983

年的報告 (兄 第 11。 段>中指出,洪水和干旱等 自然文害阻得許多回家的絰游和

社合友展努力,要求通道采取聳构性的和非錯构性的措施,堵如預先苦根系統和預

測安排,加強和統一力減少以上現象造成的技害的努力° 171 在朕合回水源舍

以上夫于‘‘白然危害”方面的一般性辯梵中,也強琱避送些措施以及正确規划的重要

性:

1U1 舍以承汏,位急措施不能代替文善前的規划和文害的玫防⋯⋯

1U2 一些代表提清注意最近薜赫勒地區干旱的悲慘后果,干旱往往肘生

悉系統戶生不可逆特的影晌,而且引起沙漠化。蛗然周期性的干旱是次期以來

就有的,但代表們指出,速項文唯的規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現有社舍銓洴鋯

构的弱焦和缺少能姼位付缺而現象的与水有夫的基砒結构所致。代表 I1● 逐指

出,与 一般的看法相反,主 要的同題并不是在送介地匡根本上缺水。事其上 ,

估計研究拫告表明,可能利用的水源,特別是地下水水源,就可以預兄的需要

量而言,逐是很不少的。 1η

ηη3 放遠 些考 慮戶 生 了舍以 夫 于“干旱損 失控 制”音 題 的一 系列建

洪。 1乃  舍以在宣私采取措施以緩解干旱在受影晌地區戶生的后果是‘‘些夯之

急
”以后指出,“需要在⋯⋯遭受尸重干旱的地區友展改善的基拙,以便力土地和水

1Gg兄
佛得角共和日患銳佩雷拉先生 ﹁983年 9月 27日 在大舍上的友言(ㄍ大

套正式記最,第三十八屆套以,全体舍洪》,第一卷,第 7次舍洪,第 ┐7段 )°

’’°
同上°

1力 E/c7/η 983/nn,第 261段
。

口2 
《駁合回水源套以投告》(上 文+.,注 68),第三部分,第五章°

”3同
上,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6-6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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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送行規划。 .’
. 

因此,舍洪建以各因座垓:

(b) 編列可利用的所有水資源的清車,并制定水資源丹友作力其他 自

然資源幵友的一部分的汰期規划⋯⋯速些活功可能需要与郃目的美似活功送行

怭琱〕

(c) 考慮仄有多余的水資源的地區將水特移到遭受干旱的地區,

(d) 通逍地球物理和水文地辰的惆查,加 強地下水的探測,并在地X

范園肉幵展犬規模的方案⋯⋯

(e) 确定干旱肘蓄水居的影晌,

(k) 加強制度上的安排⋯⋯以便鴮軍和侍播水文、水文气象和衣╨方

面的預根,并將此項情根用于水姿源的管理和救文:

(m) 似汀座急卄划,以垃付受干旱影晌地X的 緊急情況,

(n) 研究將地表和地下蓄水集中起來,利 用在地下水枸造中儲存的水

量可能起到的作用,以便在干旱的奈件下維持最低限度的水供庄。
”n,5

114 位于遭受旱文地區的回家的做法表明它們有決心進行合作,以控制速

介同題°例如 ﹁98U年建立尼 日本河管理局的公的第 4荼規定,管理局垃送行有美

“預防和控制干旱和沙漠化⋯⋯’’白ㄅ活功。<笫 2款 (c)(四 )和 (d)(四 ))° 速种

做法的另外一介例子,可在建立葬赫勒地帶回家同抗旱常淡委員舍的公的中找到°

其取能包括在分地區范日內怭惆力抗旱和制止旱文后果的一切行功,以及簿措可以

得到的資金,以便力居于分地區合作范圍以內的行功提供絰癸°(第 4奈 (一 )和

174

i95

同上,第 66至 69段 °

同上,第 6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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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  i’
6

〣 5 在最近的政府同舍以上,都相些重視干旱和沙漠化的同題,特別是非

洲地區的干旱和沙漠化同題,在非洲遠种情99L尤 其尸重尖銳°例如 1985年 ┐2月

16日 至 18日 在升多拳行的第一次非洲坏境泀題部米級舍以的決定之一就是加強

在分地區范日內夫于坏境和生恣友展方面的合作,首先看望以下方面:

(b) 在南撒哈拉地帶和村肢地帶通避生念复原方案制止沙漠化和沙漠

推進的努力,

(e) 支持尼 日本河流域管理局肘尼 日/I× 河流域送行一体化升友,以便

合理地使用河水和生念系統,特別是要制止其肉瞄三角洲的干涸 (只 宇、布基

納法索、喀羑隆、乍得、科特迪瓦、几肉皿、馬里、尼 日本、尼 日利工),

(h) 力促送桹食生戶制止南部非洲沙漠發展的努力,

(i) 研究和文施螢比巫河流域統一的多用途幵友卄划 (灌溉、航道和

能源),以 便合理地使用河水,制 止沙漠化⋯⋯

() 常以和其施因比皿河流域 (因 比正、凡內正、凡內正比紹和塞內

加/lx)和塞內加本河流域 (馬 里、毛里塔尼正和塞內加水)的 忠幵友汁划,以

便使用其河水和能源以常j止 沙漠化,并防止可能戶生的消根的坏境影晌,

(q) 淡卄和其沌匡域合作方案,以便在#赫勒地帶回家同抗旱常沒委

員舍、馬格里布、西非國家絰渀共同体成長因、埃及和芽丹所包括的區域內制

n’6夫
于焚理港在的缺水田題而未使用“干旱”

一洞的奈的規定的其他例子,兄

例如尼泊/I.与 印度 ﹁959年 夫于根德格河灌溉和水屯項目的林定 (第 1U奈 )° 伊

拉克与土耳其 1946年友好和睦冷β夫系的奈的°附件夫于琱市底格里斯河、幼友拉

底河及其支流河水的第 n母以定串 (序 言第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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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沙漠化⋯⋯
;

(u) 怭助南部非洲升友掛惆舍以的成長回,送行車狼和集体制止垓匡

域特有的干旱的有害影晌,以 改送自然資源幵友技未的方案;

●●●●●●1’ ’

∥ 6 在 1988年皿的斯皿又巴舍以上,非 洲絰游委員套提出了夫子“作力非

洲社舍銓蓱友展工具的一体化河湖流域管理”的報告° 1’
8 

在報告提出后的討梵

中,表送了一种共同的看法,在非洲巫干燥地帶的情兄下,肘犬的流域的一体化管

理,被視力能姼其現制止桹食短缺、干旱和沙漠化所需的絟游迅速增長的唯一友展

哉略。

nn7 正如以上琱查所指出的,干旱和沙漠化都房子人美面嗨的最尸重的河

題之列°冬管速种狀況并沒有影喃到所有的回豚水道系統,但它卸現其地或落在地

存在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因:“放吉布提到中回,到 葡萄牙,到 美利墜合猋回,到 坦桑

尼皿敢合共和回以及許多其他地因,干 旱都是一介重要的同題°”
.9 

鈭于赴理

速些同題明昱地需要區域內和目隊同的合作,我們以力遠是道宜于在本奈款草案中

加以規定的鬥題°

C 提袂的奈款

nn8 特別報告長建以,速一章所忖梵的同題,以 及污染和坏境縈急情況的

鬥題 (第 四次技告中提出的第 18臼 9〕 奈草案的主題), Π8U 
按照水道因村子

其面嗨的特定美別的同題所采取的行功的美型,加 以焚理°涉及的事件、危害、危

i’’
非洲合作亓多方案 (∪ NEP/GC/14/4/Add6,附件一)。 E市 ,第 1

段°

1’a敢
合國 《河流和湖泊流域的幵友》 (兄 上文胂注 71),

1力
施丰,Ft水 先生的第三次報告 (文件 A/CN4/348

第 378段 °

18°
文件 A/CN4/412和 Addη 和 2(兄上文腳注 1),

第 59頁
。

<兄 上文牌注 η6)),

第三章,C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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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和狀況扁于兩大美:央 隊或可能具有縈急性廣的,和不具有速种性辰的°赴理前

一英鬥題所需采取的措施在辰的方面是与赴理后一美同題所需的措施不同的。前者

需要,除其他外,提供數据和情根,防范和預防措施,位急親划、夫于任何威勝或

央隊事件情況的通知,在事件或情況友生吋阻止或援解損害的縈急行功,在事件后

的朴救行功°很清楚,所有速些行功都必須以委員舍的第四十屆舍洪暫吋通避的第

9奈 (合作的一般〤每)所要求的,水道因之同的合作力基砧° 1印  哭理后一美

泀題所需的行功一般并不是那祥漿急性辰的行功,但是仍可能包括文施防范措施,

交換數据和情根,以及在采取朴救措施方面的合作,通可能包括以下送行中的合作

形式,如建造防范工程,清 除沉淀物及其他种美的堆修行功c

119 特別拫告長考慮到上迷因素,提出以下奈款,供 回豚法委員舍常以°

第六部分、与水有美的危害、危淦和縈急情況

第 22荼  与水有失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咱

1 水道回位送行公平的合作,以便預防和喊楚与水有美的危害、有害狀況和

其他不利影晌,例如洪水、冰情、排水鬥題、水流堵塞、淤泥況私、水土流失、咸

水侵入、干旱和沙漠化°

2 水道固力履行本奈第 ﹁款的又夯需采取的步驟包括:

(a) 定期和及時交換有助干預防或減輕第η款所指向題的任何數据和

情技,

(b) 在采取共同措施比各水道回車狙采取措施更力有效吋,就卄划和

扶行錯构性和非劈枸性共同措施送行捇商;和

(c) 編丐有美已采取措施的效能的研究報告并就此送行林商。

3 水道回庄采取一切必要措,,£,以确保在其管轄或控制下影晌回豚水道的活

功的送行,均不致引起能肘其他水道回戶生明昱韻害的,与 水有大的危害、有害狀

兄和其他不利影咱。

1印  ㄍ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3頁 起各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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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

(1) 第 1款規定了在与水有夫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方面送行

合作的一般〤夯°水道回之同的合作肘于防止奈款草案第 22朵所針肘的速美同

題,是必不可少的°

(2) 前特別拫告長施丰人本先生和埃文森先生夫于速一奈所提出的文本

中, 1胖  都在第 1款列有“按特定回豚水道系統情況所需的”或与此相些的悟

句。上面提以的文本中印刪去了速祥的悟句,所根据的理梵是 ,“公平的”詞浯已銓

暗含有速祥的意思°特別根告員原則上并不汏力列迸以上浯句有什么鬥題,他只是

汏力庄垓思可能少地在已銓非常一般的〤夯上加上修併浯。

(3) “公平的〞合作,也包含一↑其豚上受害或可能受害的國家肘于男一水

道 日至少部分 地 力其利 益采取 的防伊措施做 出兵獻或提供道 些朴佳 的〤

夯。 1BB

(4) 第四十屆舍以上暫時通道的第 8柔和本荼都道用于水吋于与水道元直

1”
兄施丰貝水先生在其第三次拫告中提出的第 1┐ 奈 (防止和喊輊危害)。 文

件 A/CN4/348(上 文腳注 16),笫 39g段 ,和埃文森先生在其第一次報告中

提出的第 26奈 (控 制和防止与水有夫的危害),文件 A/CN4/367(上 文腳注

6),第 179段°          .
π田

例如,兄 ﹁961年加拿犬和美固之同有失合作幵友哥俺比正河流域水資源

柔的,垓奈的要求加拿大依据本奈的的卄划,提供一定單位的蓄水能力用于防洪日

的并逐行蓄水圾°美國要以下游屯力优惠和現款兩种形式,朴佳加拿大提供的遠种

保#(第四至六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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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夫系的活功的有害影晌° 1田  遠美影晌的例子有洪水韻害、河床港口的淤泥

和与水有大的疾病° 185

(5) 在第 2款 中使用“包括”一同是要指出,所列的具体步驟并非洋冬元遺

的°在某些情況下,力 使水道回履行其按第 1款 的又夯,也許有必要采取另外的

措施或其他的合作行功形式°

(6> 第 3款是將 1982年翐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194奈 第 2款 中的提法和笫

四十屆舍以暫時通逍的第 8奈 的提法錧合起來°冬管力了本奈款的目的,提到在

水道目“領土”內送行的活功也許就姼了,不一定提在其“管轄或控估!下”的活功,但

我們以力,在 目前的情況下后一种提法的意思已絰修清楚了,因 此在法律上后一提

法更力可取°而且,可 以及想“領土”一同在有些情況下可能包括的范園大窄而在男

外一些情況下包括的范園又可能大先°例如,第 3款將道用于早致在其他水道回

友生洪水泛濫、淤泥、水土流失或水流堵塞等同題的土地或水的使用°正如本拫告

前面所指出的,特別拫告長的看法是,遠介又夯只不逍是第 8奈 (不造成明五韻

害的〤努)的具体垃用°除其他外,回 隊法怭合 ﹁98U年夫于水、其他自然炎源和

坏境之同夫系的奈款草案就赴理逍速介同題,其第 ┐奈規定:

184參
兄回隊法捇套 ㄇ98U年 第五十九次舍洪通道的夫于水、其他 自然資源和

坏境之同美系的奈款草案第 1奈 :

第 η柔

“按照赫本辛基規則第四奈,回 家庄确保 :

“(a) 在其管轄范園內水資源的幵友和使用不致肘其他國家或回家管轄

范園以外的匡域的坏境引起重犬韻害⋯⋯”

66......99

(回 坏法 t●
.套 ,《198U年 只本格菜德第五十九次舍以掀告》,俺敦,η 982

年),第 374至 395段 )‘

1觭
速种疾病例如血吸虫病 (裂体吸虫病),水 盲症、痦疾和夠端螺旋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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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柔

按照赫/IN辛基規則第四奈,回家位确保:

(b> 肘位于其本身迪界內其 (除水以外的)自 然資源和其他坏境因素

的管理,不致肘其他回家的水資源造成重大嵌害.”
nB6

上面提以的第 3款 比速介規定的范園要略先一些,因 力第 3款所要防止的損

害并不限于“肘......水 資源的⋯⋯韻害。
”

第 23紊 与水有大的危隆和緊急情況

┐ 水道回在其領土內戶生任何与水有大的危隆或緊急情況或得知此种危險或

情況9i,座 毫不拖延地以現有最迅速的方法通知其他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和有夫的政

府同組象°“与水有夫的危烇或緊急情況”的用浯包括如洪水速祥的基本上厲于白然

的現象以及由于人的活功所戶生的危險或情況,如有毒化掌品外溢和其他危險污染

事件°

2 在其領土肉戶生与水有夫的危隆或緊急情況的水道回,庄立即采取一切其

豚措施,以預防、瑗解或喊密由于垓危 F＿
A或 緊急情況肘其他水道回引起的危險或拐

善。

3 与水有夫的危險或緊急情況影晌所及的地區內的回家,以及主管的回隊組

象,座送行合作,在 些91奈件允汻的可能范圍內,消 除垓危 F＿
A或

情況的起因和效

果,并 防止或冬量喊少其韻善。

4 水道回以及其他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力 有效履行其本奈第 3款 規定的〤

夯,垃共同淡卄、友起和執行庄急的計划,以 庄付与水有夫的危險或緊急情況。

砰  梵

(η ) 本奈將第四次擬告中提交的題力“污染或坏境緊急情況’’的奈款草案第

1Bb兄
上文腳注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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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奈包括迸未
1B’  °正如本奈第一款所指明的那祥,其意四是既道用于

自然情況也道用于人的活功戶生的情況°元捻厲于以上哪一美,情況或危隆通常息

是采取突友事件的形式。因隊法委員舍也許愿意在這些時候,在奈款草案的第 1

奈中,軍迸夫于“与水有美的危烇或縈急情況”的定〤°

(2) 第 1款要求水道目吋在其領土上戶生或垓回了解到的危烇或情況立即

友出通知°在速↑情況下的“通知”包括友出苦根和提供使可能受影晌的回家能姼肘

付速种情況所必需的任何情拫°可以指出,將要通知的回家不限于水道回,而包括

可能受到影晌的任何國家 (如受到石油大量溢入水道影晌的沿岸回)。

(3) 第 2款主要道用于人的活功所戶生的危隆和情況,肘 自然原因戶生的

危險和情況,主要的〤夯是立即通知、提供情技等等°

(4> 第 3和第 4款基本上來源于 1982年駁合回海洋法公玓第 ┐99奈
。速

兩款所載的〤夯在回隊法委員舍中和在大舍第六委員舍中也得到支持° 〕BB “影

晌所及的地區內的回家”‘‘和其他可能受影晌的回家”的洞浯,意在包括非水道因而

可能受到本奈所涉危險或情況頡害的國家。

(5) 在第六委員舍上有人提以,庄 些要求放防伊措施或其他措施受益的回

家就所采取的措施向第三回提供朴佳
1Bg 

°特別報告員汏力,如果只是要求受

益因公平地分抹嬖用,他在原則上肘此〤努沒有昇以°速介同題值得由回豚法委員

舍加以官破。
(6) 委員舍也許愿意官洪的最后一介同題是,第 23奈是否垃垓列入一項規

定,要求受文害影喃的回家接受所提供的援助,而不將遠种援助的提洪視力干涉其

內政°可以回llZ一 下,有几位作者都強凋逍遠今泀題°

18’
文件 A/CN4/4n2和 Add1和 2(兄上文腳注 1),第三章,C市°

ΠBB夫
于第六委員舍的坪淹,兄“秘中赴編丐的犬舍第四十三屆舍洪期同第六

委員套夫于回豚法委員舍拫告的討淹的寺題摘要
”(A/CN4/L43η ),C市 ,第

144吾至146︴艾。
iB9同

上,第 14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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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非航行使用和航行使用之同的美系

(奈款草案第七部分)

A 早言

12°  思管本寺題主要与回狋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有夫,但不可否快的是,在

存在航行使用的情況下,非航行使用与航行使用是相互起作用的°航行可能影晌或

者甚至排斥非航行使用,反之亦然U例如,可 能有必要限制或者甚至停止灌溉,以

便保持足姼的水位用于航行:反逍未,在缺少某种用于航行的特別沒各的情況下 ,

建沒一座水垠便可使一無河元法通行。 19U 施市女你先生曾指出,作力一介央

隊同題,那些久黃全面管理水資源的人決不能忽視速些相互作用:

⋯⋯水道的航行使用和非航行使用之同的相互美系是很多的,以致于在幵

展航行或將要丹展航行的任何水道,受委托仄事水道幵友工作的工程節和管理

人長不可能將航行的需要和效果及其他有大水的項 目的需要和效果分幵

●●●●●● 191

B 航行和奈款草案的范目

121 委員舍在第三十九屆套以上暫時通道的第 2奈 中承汏了航行使用和非

’g°
施丰久/lx先 生在其第一次報告中就有美航行使用和非航行使用之同的大系

友表了如下意兄:

“.∞⋯航行的需要影晌到可用于其他使用的水的數量和辰量°航行可能而

且絰常污染水道,而且需要保持一定的水位,它逐需要穿避或者繞述水道中的

障得。
”ㄍ1979年⋯⋯年鑒》,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58和 ┐59頁 ,文件

A/CN4/32U,第 6n段。
191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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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使用之同的相互夫系。 Iφ  垓朵第 2款規定如下:

第 2奈 本柔款的范園

2 ⋯⋯力航行目的使用回杯水道 〔系統〕不屈于本奈款的范園,但其他

使用影晌到航行或受到航行影晌的情況除外°

在本委員舍及第六委員舍村于本項規定及第三十二屆舍洪哲吋通道的第 1

奈
1gs 

所作的坪梵表明,人們普遍理解和同意有必要淡及航行使用和非航行使

用的夫系。不逍,由 于本奈款草案的中心是有失非航行使用同題,所 以肘于航行的

梵迷庄垓限制于必要的范園,以錐伊草案中有美非航行使用的規定的完整性。第 2

奈第 2款 的否定式表迷強謂了速一赴理方法。

C 解決航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同的沖突

122 如果一今水道既用于航行也用于其他目的,那 么就可能套出現兩种美

型的使用友生沖突、或者甚至交得互不相容的現象。
(兄 上文,第 η2U段 )因 此就

戶生了在兩者之同是否存在某种固有的优先杈或者优惠的同題。本世先較早吋悅航

行使用享有速祥一种优先地位可能是正确的°1921年 的巴塞多那回隊性通航水道

制度公約和規的悅明了速一立場,規的第 nU奈規定如下‘

第 ﹁U奈

﹁ 每一沿岸固有又夯一方面避免采取所有可能損害水道的道航性或削減

航行沒施的措施,另 一方面冬可能迅速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驟,消 除肘航行可

能友生的任何障得和危隆°

’92 
ㄍ1989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

193第 2奈 第 2款 凡乎与第 1奈 第 2款 一祥 <

(第二部分),第 11U頁 >。

第 25頁
。

《198U年⋯⋯年盤》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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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不避,由 于在銍渀和社舍的重要性方面其他美型的使用幵始威力航行

的竟爭肘手,各國其狋上承汏,特地肘优先杈一般地賦予任何一种使用,破坏其現

水道的最佳利用。美洲絰游及社舍理事舍 1966年通逍的一項次以強凋了妥善的流

域幵友的若干目杯,速便是此种看法特交的例怔°垓決以提到ε

⋯⋯控制和銓游利用水道流域和河流⋯⋯以便通逍多回項目,促送其力了

共同的利益利用于逐輸、屯力生戶、灌溉工程及其他用途,特別是要控制和防

止堵如由于⋯⋯洪水而定期出現的技善。 1鈣

124 相肘于航行使用未悅,非航行使用 日益增次的重要性及所早致的回家

其我的趌勢,使得施市只/lk先 生在其第三次擬告中得出結梵悅:“似乎元可怀疑,現

在航行已失去了它的优先地位
’’
。 196 在 1966年 回隊法林舍第五十二次舍以通

道的夫于使用國防河水的赫本辛基規則第六奈 中,可 以友現支持速种立場的措

η田
也兄 1933年第七次美洲國家回豚套洪通道的有美國隊河流工╨和衣並利

用同題的蒙得籬的正宣言第 5荼 (特 載于 ㄍη974年⋯⋯年荃》,第二卷 (第二部

分),第 212更 ,文件 A/54U9,附件一、A);回 隊法研究院 ﹁gnη 年在馬德里

舍以上通道的“使用日妳水道的回豚規章’’.9決以規則二,第 4款 (蒙得維的皿宣

言第 5奈 以此力基砒),《 1911年 回坏法掌全年刊》 (巴 黎),第 24卷 ,第 366

更),及美洲回家姐象美洲法律委員套 1965年起草夫于目隊河流和湖泊的工並和

衣╨利用的修汀的公的草案第 5奈 (特 載于 《η974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

部分),笫 35U頁 ,文件 A/CN4/274,第 379段 )。

195有
夫控制和銓游利用拉丁美洲的水道流域和河流的第 24一M/66甹決以

(特 載 于 《﹁974年 ⋯ ⋯ 年 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351頁 ,文 件

A/CN4/274, 第 38U段 )°

196文
件 A/CN4/348<兄 上文胂注 η6)第 444段

。不言而喻,正如施市

只水先生指出的,“水系回仍可通道捇以⋯⋯磽立任何使用的优先地位⋯⋯”(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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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197

第 6奈

一种使用或使用美別沒有杈利肘任何其他使用或使用美別享有任何固有优

先地位°

回穌法捇舍在其村第六奈的坪注中肘垓規則作了如下的解釋 :

⋯⋯在逍去25年 中⋯⋯早致非航行使用迅速增加的技未革命和人 口爆

炸,引 起以前給予的航行使用的优越地位的喪失°今天,不淹航行使用遜是任

何其他使用均不享受遠种优先地位。
⋯⋯ 1蚺

125 如果非航行使用的甘犬和加強确其推翻了航行作力河流使用的优越地

位,那么根据些代回隊法怎祥來解決航行使用和其他使用之同的坤突呢?看來昱然

可以及已銓通避的奈款的精神,如果不是放文字中找到速种答案。速种向題將与解

決相互竟爭的非航行使用之同沖突的同祥方式予以解決:就象本草案第 7奈所規

定的那祥,考慮所有有夫的因素,以便迖到公平合理地分配垓固坏水道系統的使用

和利益。遠不伋适用于是否必須力了航行而保持足姼的水位的同題,并且也道用于

航行使用的其他港在影晌,褚如村于水道的污染等。不逍,必須要記住,由速一杈

衡道程而戶生的遠种制度,逐要服放本草案第 8奈 美于不村水道回造成明昱損害

的要求, ’gg 
除非有也忤以賠儅或其他社步力交換奈件接受速种后果的杯以。

19’
因坏法怭合,《 1966年 赫本辛基第五十二次套以根告》 (俺 敦,n967

年),第 484丌 至 491頁
。

〕98同
上,第 491丌 ,坪注第 n段

。
η9在

第 8荼 的坪注中,委員舍指出,冬管第 6奈 (公平和合理的利用)和第

8奈 (不造成明昱韻害的〤夯)座被汏力是相互朴克的,但一种造成明昱損害的使

用至少在表面看來不是公平的使用(ㄍ 1988年⋯⋯年盤》第二巷 (第二部分,第

36頁 ,坪注第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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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因力必須在各今案例中考慮所有有大的因素,以 決定某一特定用途

(例如家庭消費)是否村其他用途 (例如工╨使用)享有优先地位,所以看來不可

避免的是,不能作力一般規只l,賦予某一种使用优先于其他使用的地位。 2UU

在褚如本柔款草案速祥的一項鋼要文件中采取任何其他的做法,都將排除回坏水道

多重目的使用和幵友的可能性。些然,水道回可能希望在符合其需要并符合垓回隊

水道系筑特性的水道林定中,給予某些用途优先地位°冬管遠在較早的捇

定
2UI 

中并不是一介不常兄的特焦,但在大多數現代文件中,卸沒有沿用遠今

做法。

D 提以的奈款

127 根括前面的討淹,特別報告員提出下列奈款草案第 24柔供委員舍官

洪°垓奈將构成奈款草案的第七部分。

第 七 部 分

与航行使用的美系和在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

第 24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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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元相反的捇以,航行或任何其他的使用均不村其他的使用享有固有的优

先地位。

2 在回隊水道 〔系統〕的各种使用相互沖突時,庄肘遠些使用連同本奈款第

6和第 7奈大于特定水道的公平利用有美的其他因素一并加以叔衡。

2°U遠
一立場得到了赫本辛基規則第六奈及其怦注的支持 (兄 上文第 124

段)。

2”
例如兄 19U9年加拿大和美國之泀美于迫境水的奈多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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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坪

(η > 本奈草案有及重目的°首先它規定,一般未說,沒有哪一种使用 自功

享有优先于其他使用的地位°其次它明确表示,在速方面,航行与其他的使用并元

匡別°呈然尸格地悅未,速一奈可以只限于第一魚 (因 力航行犬概可以含蓄地包括

在肉),但特別報告長遜是嬖同他的前凡任報告長的意見,即 垓奈垃垓明确地提及

航行。如果不單狌提到航行,那么冬管有第 2奈第 2款 的規定,本寺題的柝題也

舍戶生速祥的印象:本奈款草案完全不妨得那种特定的使用。或許更力重要的是 ,

航行在遊去曾被賦予优先地位,速一事其促使要有一种明確的戶明,指出按照本奈

款草案,航行并未被賦予优先地位°

(2) 第 1款 的幵始一句保 留了送成任何賦予航行或任何其他使用优先地位

的林以的可能性。些然,速一句尸格地群井非必要,但穹送速一句是承汏在某些奈

的中給予航行的优待°“水道捇以”速一措洞被有意避免使用,因 力可以想象到在其

他失型的林洪中也可能提及航行,渚如一般的友好奈的等。 2°
2

ㄑ3) 第 2款 規定回坏水道 〔系統〕各种使用之同友生的任何沖突,均需按

第 6和 第 7奈的要求杈衡所有有夫因素加以解決°力了倚洁起兄,沒有重复“目隊

水道 〔系統〕”速一全私°

2”
的確,許 多遠祥的捇以的名秝 ,“友好、通商和航行”本身說明了遠种可能

性°些然,速祥的加以肘于非締的方的水道回是沒有的束力的 (兄 1969年 《堆也

納柔的法公的》第 34奈 )° 不逍,根据本奈款草案第 5奈,一介水道回可能有叔

參加其他水道回之同的掛定的淡判,并成力垓林定的些事回,如果垓捇定是在本草

案生效之后送行淡判或鍗錧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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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目隊水道的琱市

(奈款草案第八部分)

′     A 早言

η28 我于第四次拫告
2°3 的本寺題提期列出了考慮穹送奈款草案的“其他

同題”的清革。垓報告解釋悅,速 些同題道宜于在委長合奈款草案或其附件內赴

理,并且速些同題的列入將力各水道回提供所需的、与其努力升友回隊水道系統 ,

以便其現回抔水資源的最佳利用有大的指早意兄°力了使委員舍肘垓材料送行有計

划的穹以,特別擬告見建以速些同題中的第一介同題,即 固隊水道的凋市,泣在

η989年常以° 2“  因此,速一章將討梵遠今同題
。

与本寺題有大的余下的材料

將在下次拫告中討梵°

η29 “回隊水道的琱市”速一措泀庄用于本青題范園內具有特定的含〤——

就是通道工程或其他措施,控制水道的水,以便預防有害影晌 (渚 如洪水和水土流

失)并冬量甘大放水道中荻得的利益° 2U5 因此水分青題比上文第一章所涉及

的同題要戶,因 力遠里所涉及的措施不仗包括那些旨在預防水的有害影晌的措

2U3兄 A/CN4/412和 Add1和 2(兄 上文腳注 1),第 7段°

2°4同 上,第 8段。
2°5也

兄 198° 年在只本格菜德拳行的回豚法怭舍第五十九次舍洪通逍的琱市

因豚水道水流的奈款草案第 ﹁奈刊載的定〤°在其坪梵中,目 隊法捇套把琱市悅

成是“琱市、增加或以其他方式改交水道的水流’’
。

(兄 目豚法捇套水資源法委員舍

(主 席 /報告長,EJ曼 納)大 于現市因隊水道水流的第二次擬告,回 坏法捇套 ,

《η98U年 且水格菜德第五十九次套以報告》(俺數,1982年 ),第 363頁 ,坪淹的

第 2段 )。 1955年加拿大國隊河流改送法第 2奈 中“回隊河流改送”的定又具有同

祥的意思(《修汀的加拿大法規》,η 97U年 (渥 大準),第 四巷,第 n-22章 ,兄施

丰只水先生的第三次報告,文件 A/CN4/348(兄 上文注 η6),第 3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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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2°
6 

逐包括那些打算戶生并增強水能提供的多种利益的措施。例如,通避

在雨季備水和在早季放水,琱市水流,可使水道回在全年放水道的使用中荻得最犬

利益°

13U 一介水道回肘回你水道的水送行凋市,常 常舍肘其他水道回尹生有利

影晌°例如,使水流流量更力穩定可以防止洪水和干旱,延長可能灌溉的期同,允

許送行或增加水力友屯,減少淤泥,稀釋污染物;防止形成可能滋生侍染痦疾的蚊

虫的死水塘,以及聳持湩並。不避,琱 市也可能舍村其他水道回戶生不利影晌°例

如,上游因送行的工程可能使水流減少到元法力下游回提供充分疏浚河床所必須的

水流°另一方面,下游回采取的渚如建造水圾等措施,也可能早致上游回遭受洪水

韻害,褚如肘耕地和居住X造成頡害等°

131 河流淍市既吋最佳利用有必要又可能戶生有害影晌,速一事其使得有

必要在水道因之同送行合作°許多有美遠一同題的奈玓規定怔明各目汏只到在遠方

面送行合作的重要性°

B 回隊捇定中反映的回家慣例

η32 1959年 赤朕、挪威和芬〨美于淍市伊納里湖的林定載有祥冬的規定 ,

速些規定肘于正在研究的梵題是有店友的。垓林定允許赤駁通道凱塔科斯基水屯站

和水致在特定水位范園以內肘垓湖送行淍市° 2U’  赤駁則答位磺保凱塔科斯基

水屯站和水垠以及伊納里湖和水屯站之同的帕茨河河道欠于遠祥一种狀況,即伊納

2UU這
些影晌在第一章作了叔迷。正如回隊水資源法委員舍向日坏法委員舍第

五十八次舍洪提交的有夫淍市回隊水道的水流的第一次報告中所指出的,逍量的水

流如不加以惆市,可能舍肘耕地及河岸本身造成重大損害°另一方面,水流逍少則

可能加別水的污染或中斷渚如航迂和飄浮迋木等使用。不均勻的水流通可能妨得水

力友屯ㄏ的正常逐特,使其必須在水量不足期同停机。
(回 坏法捇舍,《1978年 馬

尼拉笫五十八次舍洪根告》(俺 敦,198U年 ),第 2幻 頁)°

2U’
垓林定第 1奈規定最低水位力海拔 11567米 ,最 高水位力海拔 1n8U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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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湖的水的排放始終按照垓捇定 (第 2奈 )所 附的奈規送行。按照遠些奈規,伊

納里湖的水流庄銍常保持在每 日平均排放量的特定范園肉° 2UB 力了使伊鈉里

湖准各容幼春季洪水,以免使其超避所允許的最高水位,并且力了限制洪水排放量

及水屯站以下帕茨河的洪水水位,伊納里湖的水流在芬〨依照某些奈件所作的預報

和建洪的基拙上進行琱市° 2°
9

133 在其 1944年夫于科多拉多河、蒂隼納河及里朗德河河水利用的奈約

中,美國和墨西哥同意共同修建下列工程以惆市速些水道 :

第 5柔

一、力保全、備存和凋市 〔里朗德〕河每年最大流量所需的水坦,以便在

特定的水源分配所要求的派度內,确保鍵篸現有的使用,以及弄友最大量的可

行項目。

二、力使里朗德河水流改道所需的水奴和其他敢合工程。

134 1959年 阿拉伯翐合共和回和芬丹美于充分利用尼男河水的林定第二柔

規定埃及在阿斯旺修建阿斯旺高垠,作力在尼多河上力全年儲水而共建的一系列項

目的第一介坏市 (第 η款),赤丹在青尼多河上修建害塞里斯大致,以便使其能姼

利用垓回分事的水 (第 2段 )°

135 ﹁971年 芬〨和瑞典美于迪境河流的林定第 4章 載有“夫于渭市河水的

特別規定”
。第 4章笫 ┐柔特別規定:

第 1奈

有失惆市放湖泊流出的水或水道中的水流的許可,可給予希望其現水的更

好管理的任何人,以便促送交通、木材漂逐、水力的使用、衣╨、林╨、淔

2°8兄 垓捇定附件 3中 的垓奈規第 2段°

2U9 〡司」∟°

一 316一



並、供水、蓄水或任何其他重大的公共利益°

第3章 的有夫規定位道用于以上第一款范園之內的各項工程計划。

η36 1969年 巴西、阿根廷、玻利堆正、巴拉圭和南拉圭所汀的拉普拉塔河

流域奈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合理利用水資源,特別是通遊水道琱市及其多用

途和公平的幵友來合理利用水資源”(第 1奈,b項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水

奈的在其附件 E中 洋冬淹途了印度在西部河流中蓄水及建造和使用蓄水工程的同

題°η955年意大利和瑞士之同的青夠涉及到戶加渃湖水的惆市同題°

﹁37 1946年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友好和睦£r.大 系奈＿f9第 1母以定串提到了琱

市底格里斯河和幼友拉底河及其支流的河水。在第 1景洪定串的序言中,殀方承

汏建沒蓄水工程“借以确保維持河水的正常供座,和琱市兩河水流,以便于每年水

漲吋期避免洪水的危隆”,具有重要意〤°力了說明它們承汏河水多种用途的重要

性,耿方遜接受速祥一項原則,即此种工程“垃冬可能并力了面目的利益,适座于

灌溉和水力友屯的目的°”

138 下面是載有涉及回豚水道琱市規定的另外一些奈的其例:1928年奧地

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解決有美逆界的法律河題的奈的,特別是第 η9奈 I196。 年荷

〨和德意志駁邦共和國逆界奈的,附件 B,涉及“河流的凋市及由此早致未來迪界

走向的改交⋯⋯’’;1954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夫于解決与迪界水道有大的技

木和絰游同題的怭定,特別是第 2-7紊 ,第 ηU和 η8奈 ;195U年 赤敢和匈牙利

夫于在赤句迪界提薜河流域地區預防洪水和凋市水制的措施的青的,特別是第

1-8奈 ;﹁ 957年 多馬尼皿和方朕夫于將 ┐952年兩固夫于預防洪水和琱市普害特

河水制的措施的寺的規定抃大至提伊河、赤恰瓦河和錫雷特河及其支流以及拘成或

橫切男赤迪界的灌溉和排水渠道的捇定,第 1奈 ,以及 ┐963年希腊和土耳其夫于

最后消除有失在雨岸其施水力工程以改善馬里查河河床的分歧的以定串,特別是第

2U奈°

C 回豚法捇舍的工作

┐39 如同在防治洪水方面一祥,除 了前凡任特別報告員所做的努力之外 ,

目隊法捇舍在似汀有失河流琱市的一般法律規則和建以方面做出了唯一重大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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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 198U年于9rt本 格萊德半行的回隊法捇舍第五十九次舍以上,垓林舍通道了

有美調市回豚水道水流的九項祭文° 21°  奈文如下:

第 η 奈

力本朵款的目的,“琱市”是指力任何目的意囡控制、琱市、增加或以其他

方式改交回跡水道水流的持旗措施,速些措施可包括通迂水垠、水庫、崔河垠

和迋河等手段儲水、放水和改交流向°

第 2奈

按照公平利用的原只j,各流域回泣以誠意和睦冷β夫系的精神合作,估价水

流凋市的需要和可能性并似汀卄划°在道些吋,座 些共同進行凋市。

第 3秦

在送行共同琱市吋,各流域回垃些通道林洪解決所有大于管理和行政的同

題°必要吋垃些建立敢合机构或委員舍,并授叔其管理所有有失淍市方面的工

作。

第 4荼

除另有林以外,每一參与琚市的流拔回座承裡与其自琱市中所荻取的利益

相你的費用份額。

第 5奈

η 一介流域因在另一目領土上修建凋市所需的水圾、逐河、水庫或其他

工程和沒施以及遠些工程和沒施的迋用,只有通避各有夫流域回之同送成林洪

方可其施°

m°
兄回穌水姿源法委員舍夫于謂市回豚水道水流的第二次報告,前 引中 (上

文腳注 2U5),第 362頁起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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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另有捇以外,速些工程及其逐用的費用座由有失的流域回承裡。

第 6奈

一介流域因不泣送行特肘其他流域回造成重大韻善的琱市,除非速些回家

得到保怔將字有按照公平利用原Xll它 們有杈得到的使用收益叔。

笫 9奈

π 一介流域固有〤夯友出通知和提供情根并遵守赫水辛基規則第二十九

柔所規定的程序°

2 在道些吋,垓流域回座些邀靖其他有失的流域目參与速种湄市
。

第 8柔

如果出現反肘所提以的凋市的情況,有失各回庄冬全力迷成一項捇洪。如

果它們未能在道些91同 內送成一項林以,遠 些回家垃根据赫/I.辛 基規則第 6

章尋求一項解決亦法。

第 9奈

將本奈款道用于送行凋市以控制洪水不影咱回跡法林套1972年通道的美

于控制洪水的有夫奈款的适用。

思管以上奈文包括的是本荼款草案其他各章所涉及的內容,但 它們說明本分青

題与其他分寺題日相互影晌的方式°

D 提以的柔款

┐4。  在回隊捇定中大于河流和湖泊的惆市的洋幻規定反映了各回肘速一同

題的重視。由于承汏琱市回隊水道所友揮的重大作用,特別報告員提出以下奈款供

委員合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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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部 分

目豚水道的淍市

第 25奈  回豚水道的琱市

1 水道回位送行合作,以查明惆市回隊水道的需要和可能性°

2 如元相反的捇以,水道回座公平地參与它們同意車狂或共同送行的琱市工

程的米建和堆修,或公平參与其妻用的支付°

(﹁ )第 η款是本奈款草案第 9奈所載一般合作〤夯的具体垃用°垓款在要求

水道回在速一方面進行合作吋,承汏了淍市在幵友回豚水道中所友揮的重要作用°

(2>第 2款是作力一項剩余的規則提出的,它 夫系到遠祥一些情況,即水道

目同意送行淍市工程,但并未規定分推此美工程的久拒。
“公平地參与”速一措洞是

村本奈款草案第 6奈 的庄用,其 豚上速意味看放一特定工程受益的水道回位些按

比例肘工程米建和堆抻做出貢獻。特別報告員汏力,“公平”速一措泀逐意味看遠种

貢敵只有在垓水道回財政上能姼承拒的奈件下才必需做出。 2n1

(3)委 員舍可能希望穹洪是否垃將“淍市”速一措泀的定〤最終包括在本奈款

草案第 η奈°可能的模式包括回豚法捇舍通道的奈文第 1荼所載的定又 (兄上文

第 139段 ),以 及由施丰只/I× 先生在其第三次授告中提出的以下案文 :

力本奈的目的,“琱市”一洞是指力任何有益目的,使用水力工程或任何其他持

基性措施,以 改交或交更回豚水道系統的水流° 2n2

刉1在
送种情況下,多 迪幵友銀行往往舍友揮作用。

刉2文
件 A/CN4/348(兄 上文腳注 14),第 389段 ,第 12茶草案第 3款

(回 豚水道的湄市〉°

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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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 束 浯

η41 本報告包括定于 1989年提交的三今分寺題:与 水有失的危害和危險、
非航行使用和航行使用之 1.H的 夫系以及回豚水道的淍市。特別報告員打算在其

199。 年提交的第六次叔告中淹迷垓青題的其余部分°因力維持了速介●+同 表,委
員舍庄垓能在 1991年其委員些前任期錯束吋完成整套荼款草案的一旗。

附  件

本報告引用的奈約
.

林

B「 SP

立法文件

A/54U9

A/CN4/274

南非駁邦和有萄牙 :

淍市使用庫內內河水用于水力友屯及西南非

洲委任統治地上的防洪和灌溉 目的的捇定

(幵普頓,1926年 7月 1日 )

阿拉伯駁合共和回和赤丹 :

充分利用尼男河河水林定 (弄 多,● g59年

11月 8日 )和建立常淡耿合技木委員合的以

定串(幵 多,196U年 ┐月 19日 )

《英固和外因回家文串》

駁合回立法Δ中,《有夫回坏河流航行以外目的利用的立法

文件和奈的荼款》

(出 售品編母:63ˇ 4)°

“有夫利用和使用回豚河流的法律同題”,秘串次的報告,特載于

㏎974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3頁°

“有失回抔水道非航行使用的法律同題’’,秘串次的朴充拫

告,特 戴于 《η974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

分),第 265頁。

回阿墩盟,ㄍ荼的集》,

第七十卷 ,第 315更 ,摘 要兄

A/54U9,笫 96-99段°

敢合目,《奈的集》,第 453卷 ,

第 51頁 ,摘 要兄

第 ┐U8一nl3段
。

件》,第 148頁 °

A/45° 9,

《立 法 文

一文件按洲、年月順序排列°

一 並 ︳一



上沃.IN特
、乃里、毛里塔尼正、尼日/Ix、 塞 A/9178

內加水和乍得‘

建立伊赫勒地帶回家同抗旱常殶委員舍的

公約 (瓦加杜古,上沃水特,1973年 9月

12日 )

久守、喀友隆、象牙海岸、几肉皿、上沃本 聧合固,ㄍ有夫回狋水道航行以

外 目的利用的朵釣8非 洲》,

自然資源 /水 基刊第 13考

(出 售 品 鴮 景 :E/「 84

〢A9),笫 56頁°

B「 SP, 19U8-19U9, 第 1U2

卷 ,第 137頁 ,《 立 法 文

件 》,第 26U更 ,摘 要 兄

A/54U9,第 154-169段
。

敢合回,《奈的集》,第 3卷 ,第

3η 3頁 ,摘 要兄 A/54U9,

第 」 η-216段
。

特、馬里、尼日本、尼日利工和乍得:

建立尼 日/IN河 管理局公的 (法 拉納 ,

正,198U年 11月 21日 )

凡 肉

英國和美國

加拿大和美國之同夫于迪界水和逆界泀題的

奈的 (準 盛頓特匠,19U9年 1月 11日 )

美回和墨西哥 :

夫于科多拉多河、蒂牛納及放得克#斯基泰

旻堡到墨西哥洿的格朗德河河水利用的柔

的 (半 盛板特Σ,η 944年 2月 3日 ),和

朴充以定串 (1944年 1n月 14日 )

加拿大和美因:

夫于合作幵友哥俺比皿河流域水資源的奈玓

(牛盛板特匡.1961年 1月 17日 )

美回和加拿大 :

夫于建立回隊仲裁庭以赴理美固有美古特放

的索賠 的林定 (渥 大半,1965年 3月 25

日)

美

取合 回,ㄍ荼的集》,

第 245頁 , 摘

54U9,第 ㄇ88至

敢合 回,ㄍ柔夠集》,

第  η41 更 ,

A/CN4/274,

段。

第 542卷 ,

要 兄 A/

2U。 ︴災
。

第 6U7卷 ,

摘 要 兄

第 78-82

——322——



巴西、阿根廷、玻利堆皿、巴拉圭和馬拉圭

《拉普拉塔河流域奈的》 (巴 西利皿,η 969年 4

月 23日 )

伊拉克和土耳其:

《友好与睦邰夫系奈的》和有夫琱市底格里斯

河和幼友拉底河及其支流河水的第 1母洪

定串 (安卡拉,﹁ 946年 3月 29日 )

方敢和中年人民共和因:

有夫測定阿穆示河流域的自然資源及其生戶

港力的幵友前景的共同研究工作和似汀額

你古納河和上阿穆本河多目的幵友的汁划

的規划和琱查工作的捇定 (北 京,1956年

8月 ﹁8日 )

赤敢和伊朗

夫于方敢一伊朗迪界的制度和解決迪界爭端和

事件程序 的奈的 (莫 斯科,1957年 5月

14日 )

赤敢和阿富汗:

夫于方敢一阿富汗兩因逆界制度的奈的 (莫 斯

科,η 9m年 1月 18日 )

尼泊/I× 和印度 :

夫于根德河灌溉和水屯項 目的捇定 (加德清

都,1959年 砭 月 4日 )

印度、巴基斯坦和回隊复共升友銀行

η96U年 印度河水奈的 (卡 拉奇,η 96U年 9月

┐9日 )

耿合國, ㄍ奈的集》,第 875卷 ,

第  3 更 9 摘 要 兄

A/CN4/274,第 6U-64段
。

朕合 回 ,《 奈的集》,第 39卷 ,

第 226更 ;摘 要 兄 A/

54U9, 第 341-346段°

《立法文件》,第 28U頁 ,第 87

母 , 摘 要 兄 A/54。9, 第

318-32U段
。

朕合 回,《柔 的集》,第 457卷 ,

第 η61頁
。

敢合 回,《柔的集》,第 321卷 ,

第  99頁 ;摘 要 兄

A/54U9, 第 386-398段°

《立法文件》,第 295丌 ,第 96

母 ; 摘 要 兄 A/54U9, 第

347-354段°

翐合 回,《奈 的集》,第 419卷 ,

第  125頁 ;摘 要 兄

A/45U9,第 356-361段°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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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比利吋和荷〨 :

夫于惆市佛〨德 河水流域 的寺的 (根 特 ,

1843年 5月 2U日 )

瑞士和奧地利一匈牙利 3

凋市放上游伊本江合赴到垓河流入康斯坦茨

湖的下游地焦一段的菜茵河的奈的 (維 也

納,1892年 12月 3U日 )。

荷堂和普害士:

《立法文件》,第 541頁 ,第 155

子 9 摘 要 兄 A/54U9, 第

9U1-9U6段°

B「 SP,  ﹁891— 1892,  第 84

卷 ,第 69U頁 9《 立 法 文

件》,第 489頁 ,第 141母 J

摘 要 兄  A/ 54U9, 第

81U-8┐ 7︴災。

《立法文件》,第 752頁 ,第 21U

母 : 摘 要 兄 A/54U9, 第

647-652更°

因隊駁盟 ,《奈的集》,第 七十

一卷,第 369更°

回隊敢盟,ㄍ奈玓集》,第 一百

零八卷 ,第 9頁 ,摘 要兄

A/54U9,第 891-892頁°

敢合 國 ,《 奈 的集》,第 39卷 ,

第  25丌 ,摘 要 兄

A/54U99第 953段°

《立法文件》,第 823烎 ,第 226

景 , 摘 要 兄 A/54U9, 第

597-6U6段。

夫于丁克 /I.河 和 丰

η9U5年 1U月 n9

德回和波〨 :

夫于构成迪界的瓦本塔河一段的管理及垓段

的交通的怭定 (波茲南,n927年 2月 16

日)

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大于解決与1919年 9月 ηU日 在圣 日本曼昂菜

筌汀的林的回及其盟國和奧地利之同和的

笫 27柔 ,第 6款 所逑迪界有夫的法律同題

的奈釣 (布 拉格,1928年 12月 12日 )

波〨和方瑕 :

夫于亦敢一波〨兩因迪界制度的怭定 (莫 斯

科,ㄇ 948年 7月 8日 )

赤敢和匈牙利 :

大于赤朕一匈牙利兩回迪界制度的奈的 (莫斯

科,195U年 2月 24日 )

赫特 河 的寺 的 (柏 林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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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敢和匈牙利 :

夫于在亦匈迪界提併河流域地區預防洪水和

琱市水流制度措施的寺的 (与 日戈多德 ,

195U年 6月 9日 )

波〨和德意志朕邦共和回:

夫于迪界水域航行及使用和維持逆界水域的

林定 <柏林,1952年 2月 6日 )

芽敢和多咼尼巫:

美于預防洪水和凋市普害特河水制度的措施的青

的 <基什尼奧夫,﹁ 952年 12月 25日 )

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

解決与迪界水道有美的技木和銓游鬥題 的怭

定 (布拉格,1954年 4月 16日 )

南斯拉夫和男馬尼皿:

未于兩因逆界上或跨迪界的水控制系統和水

道的水控制同題的林定以及南斯拉夫一多馬

尼皿水控制委員套的章程 (布 加勒斯特 ,

●g55年 4月 7日 )

南斯拉夫和匈牙利:

美于水絰游泀題的柲定以及南斯拉夫一匈牙利

水絰游委員舍的章程 (只 /Ih格東德,1955

年 8月 8日 )

意大利和瑞士:

夫于琱市戶加渃湖的怭定 (戶 加渃,1955年 9

月 ●9日 )

匈牙利和奧地利‘

夫于管理迪界地區水絰渀同題的奈的 (堆 也

納,1956年 4月 9日 )

《立法文件》,第 827頁 ,第 227

母 , 摘 要 兄 A/54U9, 第

866-87U段
。

敢合 回,《奈的集》,第 3U4卷 ,

第  131頁 ,摘 要 兄

A/54U9, 第 9。7-914段
。

《立法文件》,第 923更 ,第 251

母,摘要兄 A/54U9,第 79η

段°

聚合 回,《奈幻集》,第 5U4卷 ,

第  231丌 ;摘 要 兄

A/54U9,第 536-542段°

《立法文件》,第 928更 ,第 253

母 , 摘 要 兄 A/54U9, 第

548-555段°

《立法文件》,第 83U頁 ,第 228

母,摘 要兄 A/54U9,第 543

段。

敢合目,<奈的集》,第 291卷 ,

第  213頁 ,摘 要 兄

A/54U9,第 9幻 -729段°

取合回,《奈的集》,第 438卷 ,

第  η23頁 ,摘 要 兄

A/54U9,第 566-58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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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和德意志朕邦共和國:

美于解決伊水同題的奈的 (戶 森堡,1956年

1U月 27日 )

赤敢和捷克斯洛伐克:

大于亦敢一捷克斯洛伐克遊界制度和解決迪界

事件程序的怭定 (莫 斯科,1956年 1﹁ 月

3U日 )

南斯拉夫和阿/lk巴尼正:

大于水銓游同題的怭定以及南斯拉夫一阿本巴

尼正水銓游委員套的章程和夫于在界湖和

界河中捕直的以定串 (只 /I× 格某德,η 956

年 砭 月 5日 )

方朕和男馬尼正ε

夫于將ㄇ952年 美于預防洪水和管理普害特河

水制度的措施的寺的拼大至提併河、赤恰

瓦河和錫雷特河及其支流以及构成或跨越

多方迪界的灌溉和排水渠道的林定 (布 加

勒斯特,﹁ 95?年 7月 31日 )

捷克斯洛伐克和波〨:

大于使 用迪界水域 的水資源的捇定 (布 拉

格,1958年 3月 2┐ 日)

南斯拉夫和保加利皿:

夫于水銓疥同題的怭定 (索 菲皿,1958年 4月

4日 )

芬敢、挪威和芬〨 :

大于通避凱塔科斯基水屯站和大致琱市伊納

里湖的怭定 (莫 斯科 ,π 959年 4月 29

日)

《立法文件》,第 658頁 ,第 m99

母 , 摘 要 兄 A/54U9, 第

996-1UUη 段°

耿合回,《奈的集》,第 266卷 ,

第 244頁 ,摘 要 兄

A/54U9, 第 ﹁U13-η U19

段°

《立法文件》,第 441更 ,笫 128

母 , 摘 要 兄 A/54U9, 笫

498-5U2︴殳°

摘要兄A/

段。

CN4/274,第┐56

朕合回,《奈的集》,第 538卷 ,

第 89頁 ;摘 要 兄

A/ CN  4/ 294,  第

157-163段。

敢合國,《奈的集》,第 367卷 ,

第  89丌 ,摘 要 兄

A/54U9,第 5n● 一日 8段°

敢合國,《奈約集》,第 346卷 ,

第 n67頁 ;摘 要 兄

A/54U9, 第 447-45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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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其他迪界鬥題的朵的 (並 界柔的 )

(海牙,﹁ 96U年 4月 8日 )

比利 .f和荷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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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日 )

芬〨和赤敢 :

大于芬〨一方敢兩因迪界制度和解決迪界事件

程序的捇定 <赫 水辛基,196U年 6月 23

日)

赤敢和波〨‘

夫于赤敢一波〨兩回迪界制度和迪界事夯的合

作和互助的朵的 (莫 斯科,196n年 2月

15日 )

希腊和土耳其:

夫于最后消除在兩岸送行水力工程以改善馬

里查河河床 的分歧 的決定 串 (安 卡拉 ,

1963年 1月 19日 )

匈牙利和多馬尼正ε

夫于匈牙利一男馬尼正兩因迪界制度和並界事

夯的合作的奈的 ㄑ布送佩斯,1963年 6月

┐3日 )

保加利工和希腊:

大于利用流絰兩目的河流河水 的合作的捇定

(雅 典,1964年 7月 9日 )

朕合國,《柔的集》,第 5U8卷 ,

第  nS更 ,摘 要 兄

A/54U9,第 9┐ 5-927段
。

駁合 目,《奈的集》,第 423卷 ,

第  19頁 ;摘 要 兄

A/54°9, 瑏爹1UU9至 1U12

段
。

敢合 回,《紊玓集》,第 399卷 ,

第  299更 9摘 要 兄

A/54U9,第 944段
。

聧合目,《奈的集》,第 42U巷 ,

第  η61 丌 ,

A/ CN  4/

ㄇ78-193段
。

摘要 兄 A/CN4/

2U6-21U段°

摘 要 兄

274, 第

274, 第

駁合 目,《荼 幻集》,第 576卷 ,

第  275烎 9摘 要 兄
.

A/ CN 4/ 274,  第

2η 6-227段
。

摘要 兄 A/CN4/274, 第

269-27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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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〨和芥敢B

夫于使用迪界水域的水資源的協定 (牛 沙 ,

1964+7月 η9日 )

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ε

夫于規定有失迪界水域水管理 同題的奈的

(堆也納,1967年 12月 9日 )

法回和德意志朕邦共和回:

夫于幵友施特拉斯堡 /科水与芬特堡 /豽 布

威水之同的菜茵河的寺的 (巴黎,1969年

9月 4日 )

芬〨和瑞典:

夫于迪界河流的捇定 (新德哥示摩,η 9﹁ 年9

月 η6日 )

一 般 公 的

《因坏性通航水道制度公的和規的》 (巴 基多

那,1921年 4月 2U日 )

《牮也納奈的法公約》 (維 也納,1969年 5月

23日 >

《駁合 目海洋法公的》 (蒙 特哥洿,牙 共加 ,

1982年 φ 月 1U日 )

耿合回,《奈的集》,第 552卷 ,

第  175 英 9

A/ CN 4/

293-278段。

駁合 回,《奈 的集》,

第  3η 3 頁 9

A/ CN 4/

282-296︴災°

敢合 固,《奈的集》,

第 3U5頁°

摘 要 兄

274, 第

第728卷 ,

摘 要 兄

294,.第

第96U卷 ,

耿合 回,《奈的集》,

第  ﹁9n 更 ,

A/ CN  4/

3U7-321更°

第825卷 ,

摘 要 兄

294,  第

回豚朕盟 ,《 奈 的集》,第 七

卷,第 35頁 °

駁合 回 ,《 奈的集》,第 1﹁ 55

卷,第 33ㄇ 頁。

《第三期敢合回海洋法舍洪正式

怩彔》第十七卷 (耿 合回出版

物,出 售品編母:E84V3),

第  15﹁  頁 , 文 件

A/CUN「 6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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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目隊責任

〔洪程顎目 7〕

文件 A/CN4/423中

大于因豚法不如禁止的行力

.所戶生的拐害性后果的回隊黃任的

第五次技告

特別扳告員胡利奧 .

市

巴/IN沃 菥先生編丐

〔原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ngBg年 4月 葯 日〕

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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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初步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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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笱

一、早言

A 初步考慮

1 在最近一次回隊法委員舍舍洪
1 

上以及在大套第四十三屆套洪第六委員

中肘本寺趣的辯梵是极富有成果的。特別拫告長相信,在遠兩次重要辦淹之

委員舍特有可能沿看正确的方向前迸。

B 危險的概念

2 在現任特別拫告長的第四次拫告中,3 “危隆’’●ㄅ概念被建以作力限定草

案范目的一种手段°斌日划分界限是合乎遻輯的,因力否則的活,垓項主題舍碎裂

成若干介部分,將很璀荻得道用于各部分的草一方法。

3 然而,一 項法律文本可將兩种炎型的責任結合在一起,只 要彼此界限分

明。遠在回內法中常有友生,因力在目肉法中,依靠所送捀的法律程序,兩种不同

美型的責任可以道用于同一行力。例如在工╨事故方面,某 些回內法律体制規定了

一种雇主方面的因果夫系賠信責任,于是,一旦事故友生,雇主必須支付某种最高

額的金額,而不管是不是他的借°遠种賠借有時比雇貝所遭受的其豚仿害要少得

多,結果,如果后者汏力他有足姼的怔括怔明是雇主的借,他可以送捀通常的法律

程序并要求得到更多的我。在遠种情況下,根据普通法他久有拳怔責任。

4 由“危 F.A”速一概念所施加的限制可以確立界我,遠些界我將尤其防止招致

各种“能X.l的
”責任,根括速种責任,所有各介跨界損害都必須得到賠僗°特別根告

n 
夫于固豚法委員套第四十屆舍洪的辦淹摘要,兄 《┐988年⋯⋯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 9頁起各頁,第 21-1U2段°

2 
兄“秘串赴編軍的大套第四十三屆舍以期同第六委員舍美于回豚法委員舍擬

告的討淹的青題摘要”(A/CN4/L431),B市
。

3 
《1988年 ⋯ ⋯ 年 盤 》,第 二 卷 (第 一 部 分 >,第

A/CN4/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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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逍去汏力,并盤綠汏力,速將需要一定程度的田錧,而送种困結只有在比現在的

回隊社舍更完整和湝得多的社舍中才舍出現°

5 社我們更力仔細地弄清上迷同題°就責任而言,法律最終而嗨看一种元情

的逸捀.確將力所友生的損害承裡責任?第一介回答將是,在最戶泛的意〤上,確

要久黃°那介人必須要付賠儅金°但如果沒有人肘引起韻害的具体行力負責,那

么,放事那項活功——那种行力构成垓活功之一部分——的人必須支付賠儅金,通

常是因力是他受忠于那項活功的錯果,或者是其他抈有危險物的人得提供賠僕金 ,

因力是他早致了遠种危隆
。

速就是“危險”理梵的基砒,在那儿,正如現任特別報告

員所兄,存在者一种“原迂錯’’2—
—他在他的一份報告中林之力“原罪“ 

——因

力遠种牡 錯”或“罪”是放一幵始就存在的,換句活悅,它在活功之初就存在。按照

速种理捻,銍菅者承袒力他造成的危險所齦成的事故送行賠佳的黃任。送被林力

“有奈件的逍錯’’,因 力瓜理淹上悅遠种錯淏一直存在,但 只在美踐——如果事故友

生——中魼友 :銍菅者“有錯”是因力他村活功的存在負有責任,冬管他肘垓其坏

事件不庄受黃。

6 然而,存在第三和情況:些 拐害并不是由一項活功而是由肇事者元法控佑i

的孤立行力或由一种通常并不危險的事情所引起的情況下,兩种美型的逍錯元法匡

分。在前文所悅的情兄下,夫于行力的避錯 (真正的或不是真正的)是与一項活功

相敢系的:但是在速里,那种駁系甚至并不存在。

7 然而,某 些回內法律制度卸在防止元辜的受害者——根本沒做任何事泣垓

受到強害的人—
—

道受損害。一种可能的解決亦法是遊炙黃垓行力的人承拒責任 ,

即使他并沒有做錯,或扯引起損害的事物的主人承拒責任,即使垓事物通常并不危

險。元梵區分多么幼致,并且即使其述錯堆以測出,如果能姼進行匡分的活,那 么

就可以分辨出是准的黃任了°特別擬告員在其第四次報告中通道提出“有危險的活

功”的概念而放法避免的正是速最后一种可私之力“毠肘的”責任。

4 
速是力了避免使用“逋錯”速一概念,因 力它可能套使目隊責任方面的同題

复染化。兄特別技告貝的第三次根告 ,ㄍ 1987年⋯⋯年塋》,第二卷 (第 一部

分),第 5U頁 ,文件 A/CN4/4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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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現在速种基于危隆的限制涉及到堆以預測的數量同題:是否要將其影晌通

常是 日益秋累的污染所造成的明昱跨界韻善的活功包括送寺題中去呢?特別報告長

在其第四次根告
5 

中梵迷了送一同題,慎者可查園亥扳告°

9 速些美型的活功帶來的困璀是它們污染的影晌以及隨之造成的捐害通常是

可以預見的ε它是活功本身不可避免的錯果。如果工╨使用某些已知力污染物的成

分并且如果逐知道存在看某些情況,那么跨界損害勢必舍友生°既然損害沒有偶然

性因素,就很堆悅危陸°

1°  然而,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四次根告中主張將速些美型的活功包括送寺題

的范園中去,因 力,如果特有危隆或偶然性板害的活功包括造去,那 么,將那些肯

定要引起損害的活功包括進去就更合乎遻輯了°那就是將它們包括送寺題中所依据

的遻輯,肘速一主題的概括性措泀 (‘
‘沒有禁止的活功⋯⋯’’9也有功于將它們包括

造主題,因 力就遠些措泀本身而言速祥做是合迢的,蛗 然它們尸格地悅可能并不

“涉及危隆’’,人們逐汏力,一般因隊法并未作出可能套特它們排除在寺題之外的禁

止規定
6 

°

nn 然而,委 員舍和笫六委員舍不愿接受在第四次根告中所使用的“危隆”的

概念
’ °然而,力預防的緣故而保留了速一概念,因 力,如果一項活功沒有危險

特征,能不能要求一日肘之采取預防措施。

η2 在速种情況下,現任特別報告員不能元祝委員舍的一系列重要意兄,委

5 
文件 A/CN4/4η 3<兄 上文腳注 3),第 8-15段。

6 
同上,笫 ηU段°

’ 奧地利代表在第六委員套中所友表的現魚是吋速群不愿意志度的圍釋:

“...⋯位垓記住:目 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的責任的概念与需要不同肘待方

式的根本不同情況有夫°一种情況是与一旦友生事故則具有毀天性后呆危險,

但在其正常迋行中吋其他回家或村整↑因豚社合沒有不良影晌的危隆活動有

夫。因而只在友生事故吋才涉及賠佳責任同題°根括其遠种特性,速种責任必

須是能肘的和尸格的,并且不容任何例外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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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舍 宇可不使用“危險”的概念作力一种限制因素并汏力速种想法可以体現在奈款草

案中°他也汏力,根据遠一草案,并不是所有損害都可得到賠佳 (思管根括其他文

件是可能的),如果遵循祭款草案中存在的某些概念,例如与“行力”相村立的“活

功〞速一概念,就不合招致可怕的“地肘責任”°敢系到現任特別根告長的第二次根

告,8 回隊法委員套巳昱示出宁愿采用法文本青題杯題的用詞并且提“活功”而不

提“行力”°
9

13 遠种念度肘限制草案的范園很重要,因 力就其意〤之一來悅,賠借黃

任是指某些行力的后果。
1°  按照遠种意思 ,“賠信黃任’’只与行力有夫,法律后

果可白鐺于行力而不是活功,因 力因果性源于具休行力而不是活功°威力法律上

嵌害的外界 中某些皓果可以將一連 串原因追溯到引起速种第果的具体人的行

’(筌 ) “然而,因 隊法委員套的任秀逐与一种根本不同的情況有夫:即村坏境

的跨越因界和長期的影晌°在速种情況下,事故的危隆只是泀題的次要的一介

方面。某些工╨或生戶能源的活功,正是通道它們的正常迋作而給其他回家的

坏境帶來損害的。而且,遠种捐害并不象在危隆活功情況中那祥由草一的、可

以則的來源引起的°遠些釋放物長吋同被普遍接受了,因 力每介回家都在生戶

它們,而其极坏的后果既不戶力人知又不明昱。然而,人們吋其有害影呴的日

益党醒使忍受程度降低°在送一焦上,黃任有兩今明昱的作用:一方面,它 同

危陸的活功一祥,涉及事故的危隆,男 一方面,它必須逐涉及通道正常迋作而

在其他回家領土上造成重大技害——速是它的夫鍵作用。因而,危險的責任必

須与有害活功的黃任結合在一起’’(《大舍正式圮最,第 四十三屆舍以,第六委

長套》,第 27次舍以,第 37和 38段 )。

8 《η986年 ⋯ ⋯ 年 盤》,第 二 卷 (第 一 部分 ),第 η45頁 ,文 件

A/CN4/4U2。
9 ㄍn986年⋯⋯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58更 ,第 2n6段°

1° 達反又麥 (不 法性)或滿足特別引起賠佳責任的奈件 (因 果美系賠佳責任

中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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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然而,它 不能很尸格地力鋍于一項“活功”

,“ 活功”是由一系列入的行力

———↑或更多的朝看一定日杯的達篸的人美行力的活功——所組成。
14 肘后果的速种說明反映“賠佳責任”

一月刁慣上的意〤°
η 但淡到活功

的責任●i,人們指的是一些与行力的后果非常不同的東西°
13 

黃任是与活功的

性辰相夫的,因 而在上文第三种情兄 (第 6段 )中 所提到的孤立的行力將不包含

在本寺題的范日中°力了使本奈款制度道用某些行力,那些行力必須与一种——我

們將看到——有危隆或有韻害性影晌 (第 η奈)的 活功有不可分割的駁系。由孤

立的行力所造成的韻害并不在草案所适用的范回肉,遠祥就避免了上文第三种情兄

﹁ 兄現任特別報告長在其第二次報告中悅:‘
‘.⋯⋯因此我們回到寺題杯題的复

奈性以及‘行力’
和

‘活功’之同的匡別上°特別扳告見忕力——如先前所迷——法文

本是正磽的,它 給寺題划定了真正的范園°垓委員舍根据犬舍所賦予它的取杈范

日,必須赴理回隊法不加禁止的活功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褚項活功是由复染而多

交的因素所形成 ,速 些因素相互美聧 以致于它們之同堆 以分辦⋯⋯” (文 件

A/CN4/4U2(兄 腳注 8),第 68段 )。 在一項合法活功中,存在看可能引起損

害和某些后果的合法行力,也可能存在若引起不履行〤夯的不法行力,正如可能友

生不履行預防〤夯的合法行力或活功°不逍,速是男一碢事。
φ 而且,有一种私作戶格的方法只將与違反〤努后果有夫的法律的那一章冠

以“賠僗責任”的杯是,并且宇可將法律肘其具有危烇的活功所施加的〤券描述力由

企╨所給予的“拒保吒 特別報告員汏力,遠正是遊去促使委員舍某些成長悅賠傍黃

任只与不法行力有夫的原因所在°然而,如果是遠祥的活,元數回家淹迷村危恮的

賠佳責任、因果夫系賠倍責任、客視踣佳責任、尸格的或能肘的殕營責任等等的回

內法所有各章都是巨大錯淏°冬管其柝題有賠佳責任字祥,但它們其豚上不梵迷殕

僗責任,因 力合引起速种賠信責任的違反〤夯的情形些然是不存在的°

怕 肘本青題至美重要的‘‘respUnsibi｜ itv’
’
一洞逐有男一介意思°在甘狎 責任”

一泀的各种意〤吋,戈水迫悅 ,

“依括一介人在社舍中的取黃未悅,責任一泀因而包括行力后果的責任好

厲°第二,它 可表示“作力吋早致技害久黃的些事方’’●ㄅ被告的角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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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描迷的可怕的能村責任。

15 速祥,寺題杯題意力“大于因豚法不如禁止的活功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

〤夯”并包括“責任”一洞的秋重意思°力使其持攻下去,遠种活劫要求就在起源回

和受影晌回之同确立制度和旨在迸有大利益同取得平衡的又夯和拒保上取得一致。

由于肘一瓨具体活功沒有一种具体制度,就需要在本柔款中包括一介患的制度,速

些柔款确立提供資料、通知、商定一种制度并根据某些准則力肘所造成的損害送行

可能的賠僗而捇商的〤秀。

二
、村草案第一章 (一般規定)和第二章

(原 則)提出的修汀奈款

16 特別報告員因此提出包含有他快力在上述因你法委員舍和第六委員舍辦

淹 (兄 第 1段 )期 同所作出的最重要坪梵的其他荼款,〕
4 

作力送交姶起草委員

舍的共 ┐U奈 的各迭案文。

13(笨 )別 報告貝在其第二次技告中引用的摘最,文件 A/CN4/4U2(兄

上文l￣l注 8),脾注 nU°

速兩种意思都道用于lg82年 《敢合國海洋法公的》第┐39奈 第n和第2款

中的‘‘責任”
一洞°在那里表送 res° onsab｜〡itesetob︳ igations quienddcUu｜ ent

吋,英悟“責任”一洞与法活 responSab︳ ︳t° 一洞并用,而“賠信責任”用于
。
b.

〡i9atiUnde伯 pare「”,短 浯“責任和賠儅責任”与法悟 Ub〡 ｜9atiUndevei〡 ｜erau

respectde︳ ac。 nˇentionetrespUnsabi｜ it爸 encasdedomma9es并用°兄前

任特別根告員昆廷一巴克斯特的初步報告,《198U年⋯⋯年鑒》,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5U-25n丌 ,文件 A/CN4/334和 Add﹁ 和 2,腳 注 17。

第一介意思是指趺事某項活功所位承拒的主要〤努°所以,就“因果美系”

賠偕責任而言,守 可用活功而不用行力作力參照焦以便有章可循,使垓責任持

琴下去,遠是并不令人惊奇的。力此需要力炊事速項活功的介人確定主要〤

夯。正如屢次所兄,一旦戶生損害,遠些主要〤努就升始起作用c

14 兄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9英 ,第 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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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一 般 規 定

第 1奈 本奈款的范園

本奈款泣道用于在一回領土內或在力回坏法所承汏的垓回管轄下的其他地方 ,

或在沒有遠种管轄的情況下在垓回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的,其有形后果在整今逍

程中造成跨界技善,或戶生造成跨界損害的明昱危隘的活功。

第 2荼  用悟

力本荼款的目的:

(a)(一 )“危險”是指物的使用,由 于其內在的自然性辰,或遠种性廣与使用

的地羔、坏境或方式的大系,在使用的整介越程中,元梵吋此采取任何預防措施 ,

都可能造成跨界拐害的危陸;

(二 )‘
‘明昱危隆”是指通迂村垓活功和所涉的物廣就其使用的地蕉、坏境或方式

送行筒車的栓查即可只別的危烇,其 中包括友生巨大 (文 堆性)跨界在害的較小可

能性和較小明昱損害的較大可能性 ,

(b)‘‘有危險的活功”是指 (a)疚所指可能造成韻害的活功,而“具有損害性效

果的活功’’則是指在整令逆程中造成明昱跨界損害的活功,

(c)“ 跨界損害”是指作力第 η奈所指活功所引起的有形后果,在另一回領土肉

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地方,肘于人員或物体或村地匡的使用或享用或肘坏境起到的

明昱有害的效果,不梵有夫目家有元共同的逆界。按本荼款的制度 ,“跨界技害”患

是指“明昱損害
’’
。

(d>“起源回”是指在其領土內或在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地方友生第 1奈所指活功

的回家 ;

(e)‘‘
受影晌回”是指在其領土內或管轄下的人見或物体,或地區的使用或享有

不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明五損害的日家°

一 “ 7一



第 3奈 叉夯的确定

1 起源回如果知道或有方法知道第 1柔所指的活功正在或將在其領土內或其

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即位承拒本奈款所規定的〤夯。

2 除非有相反的怔据,垃推定起源回如第 1款所指是知道或有方法知道的。

第 4奈 本奈款与其他回豚林定的大系

如果本奈款些事因同●.l也 是夫于第 ㄇ奈所指活功的另一固隊捇定的些事回,

則在速种回家之同的夫系上,垃道用本來款,但不得違反垓另一回隊捇定。

第 5奈 肘回隊法的其他規則元影晌

各送案文 A

本來款并未指明在何种情況下起源目的不法行力或不行力引起跨界技害的友生

的事其,并不妨得回隊法任何其他規則的其施°

各送案文 B

本奈款不妨得目豚法確定不法行力所造成的跨界韻害責任的任何其他規則的其

第 二 章

原  則

第 6奈 行功白由及其F艮 制

回家在其領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或允并送行人美活功的主杈

自由,必須与保伊他國主板所戶生的叔利相符合°

第 7奈 合作

各國之.同 位送行誠意的合作,并清求可能帝助它們的任何目沶坦象提供撿助 ,

施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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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防止在其領土肉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的第 1荼所指的活功造成

跨界韻害。如果友生速种損害,起源回泣与受影晌回合作,冬量喊少損害的影晌。

如技害是因意外事故所造成,受影咱回在可能吋也虛封肘在起源日的領土肉或其管

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可能戶生的任何捐害性后果,与 起源因合作°

第 8奈 預防

起源回垃采取道些的措施,以 防止或在必要吋冬量減少跨界梖害的危隆。力

此,起源回座在力所能及的范園肉,村第 1奈所指的活功使用可逐用的最力切失

可行的手段°

第 9荼  賠儅

在符合本奈款的奈件下,起源因座肘第 1奈所指的活功造成的明五碳害作出

賠信°速項賠傍位由起源目同受影咱回之目的淡判決定,井且原則上座以本奈款所

定的杯准力指早,特別要銘怩賠借座垓謀求恢复受到韻害影晌的利益平衡。

三、肘第一章和第二章提出的修汀奈款的坪捻

η7 村上面特鼓的奈款送行坪淹的主要 目的是解釋所作出的交功。

A 笫 1奈  (本奈敖的范圍)

η8 夫于“在一日領土內”遠凡↑字,表示回至i了 領土的概念,加上管轄和控

制的概念°速并非完全必要,因力,如果一項活功友生在一日領土內,它 自然是在

垓目的管轄之下。然而,在強淍奈款中所用的“管轄”速一概念也指在垓回領土之外

的其他地方時,它也許就有用了°

19 采用短悟“回隊法所承快的管轄板”是力了道位垓領土的管轄杈并不是由

回防法所“授予”的而是源于垓因原始主叔的狀況。且然有一种看法汏力沒有必要特

別說明管轄板必須符合回豚法,但特別根告員宁可保留達种措洞以便明磯區分速种

情況和下面一种情況,即在沒有合法管轄叔的情況下一目的部分或所有領土是在另

一日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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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 “地方”一洞取代原來的“范目”
一洞主要是因力“范園”不是通常用浯°“地

方”可能与真正意〤更相近些,元淹如何,它足以概括能引起跨界板害的渚如一奈

船、一架〝机或大空〝船遠英小范園°

21 在“控制”
一切前刪去了“有效的”

一切,因 力它使人感到,除非控制是有

效的,否 nll就不是控制°

22 在本朵中采用了“在整介避程中”凡介字——遠以前只在与危險相夫的第

2奈 (a)款 中出現——因力它們与活功的黃任而不是行力的黃任思想相一致°在

有危險的活功的情況下,某些明昱損害可能在一定時期肉友生是事其上的必然性 ,

而在具有損害性后果的活功的情況下,所使用的送种說法賦子損害所期望的意〤 :

它可能及一幵始就幵始并盤絞、或者是日程月累的并且不是立即出現的而是在垓活

功的“整介逍程中’’出現的°

23 “造成跨界技害,或戶生造成跨界頡害的明昱危隆”几今洞代表看一种要

進用有危隆的活功和帶有損害性后果的活功的企四。在回豚慣例中被采用的“明昱

危隆”的提法保留下來°
ns 

如果危陸井不象第 η奈所規定的那祥“明昱”,那么就

堆以理解需要預防。而且,在通常有捐害性后果的活功的情況下,不用悅遠种后果

是容易預見得到的。

24 泣垓指出的是,在有危險的活功中,所提到的“明昱危隆”必須是早致需

要眾防的“明昱嵌害”的那种危隆。思管我們不能遊于尸格地村待界限有些模糊的

“明昱的”危隆和明昱損害,但原則上,遠一形容詞必須雨种概念都道用°

25 早在第一奈中就采用了肘本草案唯一有意〤的“明昱韻害”速一概念。很昱

然,較砮的板害与青題元夫°“明昱”
一泀既用于修佈危險又用于修佈損害,因力它似

乎表示忍耐的道些界限,蛗 然人們明昱不能肯定其精确界限。帶有同祥的限制奈件,

賦子較高界限的提法的“重大的’’z.重 要的”或“相些大的”遠些泀可能被采用,蛗 然特別

技告員快力遠种較高的界限也許并不理想,但是些然遠要由委員舍來逃捀。

15速
一提 法 在特 別 根告

A/CN4/413(兄 上文腳注 3),

員 的第 四次 報告 中有 數全 面 的解釋 ,文 件

第 24-31段 和胂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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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明昱的”一洞在夫于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奈款草案
n6  (以

下林
“夫于回防水道的奈款草案”)中逐被用來修佈“韻害”一悟,思管并不強求一致性 ,

但特別根告員汏力既然兩今寺題彼此美似,速就近明兩介青題用浯座垓一致的現庶

是正确的°

B 第 2奈  (用浯)

27 在 (a)(一 )項 中,短悟“元淹肘此采取任何預防措施”是要描述肘危隆

的賠僕責任的基本特征,即在速种情況下沒有道錯并且与“适皆努力”元美。在辦淹

中美于庄將引起火璀性韻善可能性小的活功包括迸去的意兄在“明昱危險” (a)

(二 )項 中被采納了。短悟“較小明昱韻害”用于表示蚤然小但逐必須是明昱的韻

害°如果用詞要表迷巨大程度的損害的意思的活,特別根告貝肘重大韻害是否垃被

描途力“巨大的”
、
“文堆性的”或甚至“段又性的’’,愿傾听大家的意兄。逐泣提到的

是,存在渚如核活功遠祥的活功,速种活功提供兩种可能性:在它們正常操作中一

直具有造成損害的較大危險和文堆性事故的較小危隆。
28 (b)項 村某些如造成韻害的污染速梓的活功采用了修佈活“具有損害性

后果”
。速美活功并非完全具有韻害性:允許送行速美活功是因力它們的益赴超避

它們所造成的技害。

29 吋 (c)項也需進行一些澄清。

3U “跨界韻害”是一日所遭受的作力第 1奈 中所提多i的 活功的有形后果的韻

害°短浯“明昱有害的”表送的是遠种意思:与 本青題有夫的損害只是超出由‘‘明昱

的”一泀所磽定的忍耐界限的那种損害。

引  在 (c)項 中再次使用“地方”一泀是要表明跨界損害可能不伋影晌到一日

的領土,而且影晌到垓回行使回隊法所承汏的管轄叔的其他領域——如前所悅 (第

2。 段),可 能是小地方°例如在青厲鐙渀匡、錯台或人工島或沿海固其阡船只可能

由于男一目的船只或放瞄地 (些 然是放另一目的領土上)或放在另一回注〺的入机

怖 況)回 豚法委見舍第四十居舍以暫時通逍的笫 8秦 (又造成明昱頡害的〤

夯×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4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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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送行的活功而受韻坏°一种明昆怔据不充分但仍然有意根据的跨界技害的例子

是ε兩奈不同回籍的船在公海上航行吋,一 只船的活功肘另一只船的活功造成韻

害°此哭重要的是“法律管轄區域同”的因素。

32 另一回“控制下”的地方或領土的事例存在一定的困堆°一↑初步的反庄

將是拒地將受影晌目的地位給予肘達犯回豚法的那坎領土行使控制的那介回家,以

便預防將速种控制等同子合法的管轄。然而,速种錯果將使得遠坎領土的居民一旦

在其健康、遺戶、村某些地區的使用和享用及其坏境受到韻害吋沒有回狋保妒。速

里有雨奈可能的途徑:或者給予肘速坎領土送行控制的回家以受影晌目的地位,奈

件是垓回久責肘遠里人民履行回豚取黃,如保妒他們的人杈,或者將速种地位給予

村速坎領土有合法管轄杈的其体,即肘速坎領土享有合法叔利的回家或被指定代表

它的机枸,如前西南非洲領土事例中的駁合回納米比正理事舍°

33 在可能遭受韻善的“人員或物体”和“肘地區的使用或享用”之后加上了“坏

境”一洞°思管可以汏力先前的定〤包括了它,但人們感到,坏境已交成如此重大

夫切之事以致于必須將它包括在損害定〤中,以便社人毫不怀疑本草案也是謀求保

抻坏境的°    .
34 (d)項 將責任不仗方于据有速坎領土的回家,而 且旁于吋另一地方行

使管轄或沒有管籍而是送行控制的回家°速是非常自然的,因 力有述錯的國家正由

于其逍錯而不能排除在黃任之外。

C 笫 3奈  (〤努的确定)

35 第 3柔 的杯題已放“責任的”厲”改力“又夯的确定’’°有人坪淹悅,速里

使用“黃任的方厲”一詞舍混同夫于回家責任的奈款草案中所用的責任的自厲,因 而

必須在速兩者之同做一匡分°

36 遠种坪梵也許是正确的。在夫于回家責任草案的第一部分中,使用“責任

的力厲”一詞
i’  是指將行力的責任力厲于一因°在第二部分,主 角是受影晌的因

家,一定的扠利、叔力力厲于那介回家,“責任的力厲”
一泀沒有使用。既然如此 ,

’1 
㏎ 98。 年⋯⋯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U頁 起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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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由于“黃任的力扁”只指“行力的罪黃”,在本青題中使用它是不道些的,因力”

罪或好扁于一介回家的并不真正是一項活功,更不是行功,而是某种〤夯,速些〤

夯源于在受其管轄或控制的領土或地方所迸行的某項活功遠一事央。而且,遠些〤

夯不同于夫于回家黃任草案第一部分中的次要〤夯,它們是主要〤夯。

37 第 2款 包含速种推斷‘一回知道或有方法知道在受其費葀或控制好硬土

或地方送行第 ┐奈所提到的活功,并且拳出反正的責任在于垓目°且然在程序法

中很雎怔明某項行力并未友生或某介事物和性廣并不存在,但在遠种情況下就并不

很困雎了.一 目只要表明渚如它有多少或什么美型的船只和〝机与它必須盟督帥匡

域有美,以便人們判別遠些是否足以＿9t斥 相反的推測。忠之,不要忘記,汏力一日

知道在其領土上友生的一切事情速本身只是一种假淡°

D 第 4柔  (本奈款与其他日豚林定的大系)

38 第 4奈 原來是由前任特別報告貝、已故的昆廷一巴克斯特起草的 5奈之

一。
18 

它沒有引起強烈反村,它提到常以中的鋓要公的与力具体活功——速些

活功受到很美似于本奈款基砒的原則所支配——制汀奈例的一些公玓之同的夫系°

“不得違反垓另一回你林定’’自9提法是根指与道用夫于同祥主題事項的后緣奈的有失

的η969年 《錐也納無約法公的》19 的第 3U奈第 2款。

E 第 5柔  (村 回陎法的其他規則元影咱)

1 初步考慮

39 第 5奈也是由前任特別根告員起草的,它 沒有引起重大坪淹。然而,委

員舍一位委員在第四十屆舍以
2°  上所提洪的措詞似乎把同祥的思想表送得更力

’B 
《1984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77頁 ,第 237段 U

19 
駁合回,《秦的集》,第 ●n55卷 ,第 331頁。

2U K(n988年 ⋯⋯年荃》,第 一卷,第 33頁 ,第 2U48次 舍洪,第 8段 (埃

里克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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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特別報告貝汏力把垓案文作力第 5奈 的各迭案文 B提交委員舍常以是合道

的°元淹如何,因 果夫系賠佳女任和不法行力黃任之 ).● 的夫系值得更力仔細的穹

以,依照下文 (第 4﹁ 段)所提及的 1988年 夫于回你水道寺題的有趣辦梵未看尤

其如此°

2 因果夫系賠儅責任和不法行力

責任兩制度的道用性

4U 我們已絰看到,完全可以及想,不法行力責任的制度可与因果美系賠倍

責任制度在同一体制內并存°除了已提到的工╨事故的例子 (第 3段 )外 ,也可

以提到特雷水冶煉ㄏ案
刉 的裁決,仲裁庭肘加拿大規定黃任和賠儅責任的狄重

制度°一方面,垓庭規定了冶海ㄏ必須采取的某些預防性措施,而咳庭汏力速些措

施將足以預防使牛盛頓州受到姻雱造成的避一步韻害;另 一方面,垓庭逐判定,即

使加拿大已采取了上迷措施,一旦出現明五韻害,加拿大也必須作出賠佳。

4η  委員舍在其第四十屆舍洪穹以回豚水道奈款草案期同,洋幻討梵了夫于

污染的第 η6奈 〔17〕
η U第 16奈第 2款力:

2 水道回不泣造成或允許以舍給其他水道回或目坏水道 〔系統〕的生念

帶來明昱捐害的方式或程度污染目豚水道 〔系筑〕.

速种措洞引起了一切有美所涉及其豚上是因果大系賠信責任或尸格的殕信責任

速种同題,以及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明确划分速兩种制度之同法律上分界我的坪梵

白ㄅ男幸1眨123    °

42 特別報告員不同意。且然速兩种制度同的分界致有吋是微妙的,但 它依

然明晰可辨:人們只要考慮成力速兩种明並不同制度基砒的概念。在目前情況下 ,

刉 敢合固,《目隊仲裁裁決集》,第三卷 (出 售品鏞母:1949ˇ 2),第 19U5

更。
” 本奈于 1988年送交起草委員舍;垓案文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笫 26頁,腳注 93。

η 同上,第 29頁 ,第 16U段°

——344——



我們有〤努防止如在回家責任的荼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23秦 中所規定的一定事

件°
因 根据同一奈,只 是‘‘如果垓因通道所采取的行力沒有荻得那种聳果”才存

在違反那項又夯的情形。些然,如果垓事件 (即 由于水道污染所造成的明昱韻善)

沒有友生,沒有人舍去栓查用于預防它的方法是否道些。如果遠种第果 (預 防所討

淹的垓事件)送到了,就沒有違反其〤夯因而也就不再栓查所使用的方法或所采取

的行力°

43 然而,如果送种事沒有得到預防并引起了明昱強善,那將怎祥呢?現在

我們在速兩种制度同有奈明晰但固定的分界我°在速种情況下。——根据前面所提

到的第 23各 的坪梵,力 了能決定是否存在逆違反又夯因而存在不法行力,就必須

考慮用以預防所淡淹的那事件的方法°如果友現垓因只要采取不同做法本可預防垓

事件,那么就有達反又麥的河題。否只1就 不合有。据委員舍所悅,⋯ ...昱然可以要

求垓因只以有可能阻止速种事件即在其枚力所及的范日內阻止速种事件友生的遠种

方式去行功。
⋯⋯葯

44 達是根本的,不法行力責任与因果夫系殕借責任同的X分正是在此:在

后一种制度下,不淹給予多么大的注意,甚至是最大的注意,賠佳是造成韻害的不

可避免的結果。因此盎格害一撒克避法符之力“尸格的”或“絕村的”責任 (蛗 然在速

兩介泀之同些然有微妙的不同)° 即使淡捻在遠方面的“逍借”是非常危隆的,國 內

法律体制也傾向于將速种責任制度和力“元逍錯”責任°換句活悅,不管有責任的些

事方是否按照預防規則行事,責任的由厲是同祥的°

45 如果有遠祥的水道回:它 們不伙是相庄公的的鍗的回,而 且逐是本奈款

的締釣回,那舍怎祥呢?如果拐害友生,特有必要看看是否使用了通常由“位有的

注意”所包含的手段U如果沒有使用速种手段,那將存在違反〤夯的情形,因而是

不法行力。因此需要送行賠儅°

46 但是,如果使用了垓回所能表得的最好方法,就不存在違反〤努之事 ,

24 
夫于第 23奈 (違 反防止特定事件的回阡〤夯)的 案文及其評注,兄

ㄍ1978年⋯⋯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n頁 起各頁U

箹 同上,第 82-83頁 ,笫 23奈坪注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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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就沒有不法行力°速祥,因 果大系賠撐責任可能适用,并且由于在遠种制度

下,賠僗取決于發用分推的性廣而不是取決于恢复原狀,特別要記住所戶生的發用

同題,可付數目將不得不減少。在本草案中,速些向題可由捇商及力遠种形勢所規

定的方法來決定°

47.事失上,在通常的污染事例中,肘“泣有的注意”的抗辦其隊上是不能考

慮的,某項活功的存在就起源因所知是由于肘造成損害的原因旡知而友生的,明 昱

可自因子垓活功的錯果是板力稀少的°通常,我們知道,以某种方式所使用的某种

原素早致污染。結果,其 隊上在渚如那些与水道有大的案例中存在兩种可能性 :

(a)村 于使一項活功的污染后果保持在忍耐界限 (明 昱韻善)以 下沒有給予庄有

的注意,在速种情況下,將存在違反〤努并因而是不法行力,或 (b)采取了一切

道些措施預防韻害,但事故及由此而戶生的吋受影晌回或水道 (系 筑)上 的回家的

明昱頡害依然友生了,在速种情兄下,將存在因果夫系賠倍責任及相庄的朴借°

48 速可以說明依照第 8奈 的預防火夯的形式,在沒有另一公的肘某些事例

中的不法行力規定責任的情況下,所建洪的有夫本寺題的公的舍怎祥。如果〤夯是

結果之一,其影晌將美似于存在兩种公的91的 影晌,除非同一文件中并存兩种制度

(一 ↑力不法行力責任,另 一今力因果夫系賠佳責任>。 其結果將力:如果由于達

反預防的〤夯而友生頡善,那么不法行力責任及其所涉一切情況將道用,同 時如果

那些〤夯得以履行而強害則依然友生,因果夫系賠佳責任連同其一切有夫的法律也

將道用°

49 有人指出,遠里存在与委員舍大理“不加禁止妁ㄅ行力的責任的任夯不一

致。除了許多成長肘速种明昱矛盾漠不大心以外,人們逐可以爭辯悅‘速种推淹道

合于梵迷“行力”而不是“活功”的寺題:任夯涉及到楚理某些与不加禁止的活功縈縈

相連的不法行力的后果°速种活功舍盤紋得到允許,而 只有損害性“行力”才必須停

止6

5U 使人感到矛盾的是,村起源因最不戶厊的解決將是車一制度的存在:因

果夫系賠佳責任或尸格的賠信責任°速种制度作用如下:預防不需車狄〤努,而是

只來 自根括戶格的賠佳責任制度進行賠借的威惙性影咱U第 8奈 只是合作〤努的

附件,一旦違背則毫元意〤 <例 外的是:如果頡害友生,按照預防的〤夯將黃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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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回支付絰削喊的賠儅 )。 它逐舍提供下列好赴:(a)不 合將回家行力定力不法行

力J(b)力 确定又努確立一介容易的方法,(c)需 要賠儅只是力了恢复利益均衡

而不是受完全恢复的原則的指早J及 (d>最 后,速种行功不必停止,呈然其后果

是賠倍同題,速有時可能戶生更力炅活的解決亦法°

51 且然速最后一系优焦可能看起來是姶子起源回盤袋早致仿害的許可近以

作力支付一定數量貨市的根答,但是必須記住,首先,送行賠佳的又夯是要村回家

施加一定的限制,第二,本奈款逐規定了林商制度及力有大活功沒立具体制度,遠

可能最終甚至早致禁止建立在栓驗利益均衡的基拙上的活功°

52 如果已采用的不是“垃有的注意’’的〤夯——看來遠就是美于因隊水道法

奈款草案的第 16(17)荼 (兄 上文第 41段 )中 所投想的——而是行力的〤夯 ,

可以想象,需要采用的就舍是大家接受的回隊杯准——如果速种柝准存在的活——

或者正如在一些目隊文件中肘其他向題那祥,在制汀水道系統奈例吋,將渚如工並

疲物遠种有毒因素的內容加迸去。
笳

53 且然其踐中可能出現不同后果,但至少放理梵上悅,違反行力的那种〤

夯舍早致——甚至在戶生頡害之前———切不法行力的后果,并 因而致使引起韻害

的行力的停止、其后果的消除、事前狀念的恢复以及最后夫于國家責任奈款草案的

第二部分第 6紊所要求的一切奈件得到清
口 η

尺 o

54 也有可能受影晌回舍采用某些措施強迫連守行力的〤夯—— 些然是在造

成任何物辰韻害之前°強迫其行速种常j度 与男一种尸格賠佳責任——如果遵照犬家

所接受的回你杯准而事故仍然友生,就可能道用速种責任——并不矛盾。

「
 第 6荼  (行功自由及其限常j)

55 委員舍沒法在第 6集 中只提到回家允并在垓奈中所提及的活功的自由而

不是真正萬迷那种 白由,因力某些委員汏力那將是捻迷昱而易兄的事情°先前的奈

妁 例如,1987年 9月 16日 夫于損耗臭氧居物辰的蒙特利本以定串 (肉 男

半,坏境規划署,﹁ 987年 )°

η ㄍ1985年⋯⋯年塋》,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2U頁,胂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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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草案只提到領土,后妒大到包括在回家管轄或控制下的“地方’’,冬管在第四次根

告中,送种理解噫含在一般原則的草案中。垓柔的第二部分依然沒交°

56 第 6奈是以駁合固人美坏境舍以宣言 (新德哥本摩宣言)m 的第 2﹁

奈原則力基拙的,但謀求与幵友 白然資源的概念沒駁系的更戶泛形式除外°第 2﹁

奈原則基本上用途了某种 自由及其界限°第 6柔 同祥如此并因而描迷了主杈的兩

介方面:一方面,一 日在其領土范日內按其意應行事的自由,另 一方面,就來自領

土之外的影晌而言領土的不可侵范性。遠里的夫鍵因素是二者不矛盾°換句括說 ,

既不存在先肘的白由;也不存在銫村的不可侵范性:二者必顟保持平衡并且相互不

矛盾U

57 遠是最低界限的基拙,在速界限以下,必須容忍損害;它代表看以領土

的不可侵犯性力代价村各因在其領土肉行功自由的社步,但送种 自由必須不超避由

仗力煩扰行力或不大的仿害的特征所磯定的界限,遠是使遠些概念并存的唯一方

法。

58 給起源回施加〤夯是使同祥因素并存的另一种方法:在其領土肉送行或

允許活功的白由必須与某些預防和賠僗的〤努相平衡。

59 同祥不用悅,源于回家主杈的叔利包括那些人員和物体、地區的使用或

享用以及垓領土的坏境等的完整性。

G 第 7奈  (合作)

6U 第 7柔是要以比在第四次掇告中所建以的文本更具你的方式罔明源白合

作原則的又夯:一旦韻善友生,在預防韻害性后果并控制、使之臧少到最小程度上

存在看一种合作的〤努°沒有提到送行賠僗的又努,因 力遠不合來 白合作的〤夯 ,

而是來白恢复遭到破坏的利益均衡的又夯°

61 第 9荼提到在第 1奈 中提到的兩种美型的活功°在有危隆的活功的情兄

下,必須要送行 旨在思璗減少危險的合作以便努力預防套引起損害的事故。在具有

m 
兄 《┐972年 6月 5-6日 朕合回人美坏境合以的報告》(敢合目出版物 ,

出售品編甹:E73〢 A14和更正),第一部分,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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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害性后果活功的情況下,合作的目的必須是將速些后果保持在明五韻善的界限以

下°說明合作原則的文本如果不提回坏組象就是不全面的,遠些因豚組欽的主要目

的是促迸回家 lH9的 合作,速也是建立速些組象的目的。大家很清楚,有一些速种組

象或它們的方案都特別隨●+准各看就在其叔限范園肉的同題上帝助各回°在遠方面

有許多組象,渚如敢合國系統肉的目眛海事＿1n象 、回缽原子能机枸、世界工生組

豕、世界气象組象和坏境規划署,以及其他姐象,如絰洴合作和友展組狄,起源因

有〤夯清求遠些固你現象予以合作°些然,遠种〤夯并不是在所有情兄下都是自功

的,只有在情況需要時才是速祥°因此,特別拫告員宁可將速种提法耳迸渚如合作

遠种戶泛原則中而不是丐送更力具体的〤夯中°

62 患之,如果在某介組致的援助可能是有用的特別情況下,起源因沒有清

求速种援助,那么就可以汏力它沒有遵守力尋求預防明昱嵌害友生而送行合作的〤

夯。合作逐有一今目的是一旦友生明昱拐害則喊輊其影晌。不捻可能在何焚,起源

回和受影晌回必須相互提供合作。遠意味著,如果受影晌回有方法速祥做,例如如

果它有更力先迸的技木的活,它也得帶助起源因喊密其領土上的損害性后果°些

然,正如第四次報告
四 所指出的,不一定要免費提供遠种合作。重要的是不要

只是因力是起源回就不容許它抈有朴救或冬量滅少在它白己領土上的事故所造成的

損害的手段。些然,速种合作也不意味著利用速介机舍去尋求政治上的好赴或侍播

任何种美的吋抗°

63 垓奈的第一部分力提供情況、通知及征均受影晌目的〤夯奠定了基砒。
正如先前所悅,速些〤夯是力預防的目的服努的,因 力受影晌回的參与將意味看兩

介些事方將力此共同努力°然而,它們逐——也許更加——道合于力有夫活功建立

一种可能的制度的目的。提供情況或通知意味看使假定的受影晌目參与共同坪估垓

活功及其后果的性廣°速反避來舍使得有可能決定是否需要有一介制度未恢复利益

均衡。如果需要有一种制度防止一方遭受損害和另一方能放持移 (向 外特移)一家

企╨的‘‘內部的”
葖用——預防韻害的熒用——中荻益的活,速 些就是“肘于”一种制

度垃承裡的〤夯。

玓 文件 A/CN4/4η 3(兄 上文腳注 3),第 ηUU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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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第 8奈  (預 防)

δ4.第 8柔 (前第 9奈 )說明預防的原則。
sU 以前的文本悅,回家必須呆

取“一切合理的預防措施以防止或冬量喊少頡害⋯⋯”°現在的措洞是要求速种回家

采取“這些的措施,以 防止或在必要吋思燙減少跨界韻善的危淦。
”

65 送一取黃并不是紀肘的,因 力下一句力:“力此,起源因座在力所能及的

范園肉,使用可逐用的最力切文可行的手段⋯⋯
。
”那些得使用最可逐用的手段的人

是那些汰事速种活助的人,不梵他們是私人或回家。遠句取代了被汏力是模糊或并

不足需的“合理的預防措施”
一活。

66 回家逐得制定必要的法律和行政規章將速种又努載入國內法并將其施那

些日內准只j。 換句活悅,如果活功是由回家或其某一机枸或企╨所力,那么,必須

采取相座預防措施的是回家或其企╨°然而,如果遠些活功是由私人或私人公司所

力,那 么,必須制定預防的其隊方法的就不是回家而是那些私人或私人公司,白家

必須強制其行或其施目內法所規定的相位又夯°

67 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魚是,必須考慮到坡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

速些回家到目前力止受全球性污染影晌最大,而造成此种污染卸最少。因此,在提

及所使用的手段吋,本奈悅,各回庄“在力所能及的范日肉”使用它們,而速些手段

必須是遠些回家所“可逐用的”°

68 如上文村第 5奈 的坪梵所示,美干預防的草案提出了三种可能性。如果

采用一种完全基于尸格的殕僗〤夯的方法,那 么,預 防的〤努將包含在那些賠儅的

叉多中°在那种情況下,第 8奈 在沒有違反包含任何管轄保伊杈的速种〤夯吋,

BU 在 1982年 《駁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194(1)奈 (《第三期敢合回海洋法

舍洪正式記暴》,第 十七卷 (駁 合國出版物,出 售品編母:E84V3).第 151

更,文件 A/CUN「 62/n22>,n985年 《維也納保中美氧居公的》第 2(n)奈

(肉 多坤,坏境規划署,ㄇ 985年 )以 及 1988年 5月 由因豚坏境管理研究所起草

的夫于跨界污染的埃克斯一勒斯一本斯公釣草案 (油 印件)的 第 3奈 中部使用了美

似的措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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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必須保持一种合作形式°

｜ 第 9紊  (賠傍)

69 第 9奈特栽以前第 1U奈 的內容°蛗沒有改交原意,但它省去了“不庄使

元辜受害者車狙承受技害的影晌”的提法°有人吋遠一短悟是否恰些提出了疑同,

因力它鋡人的印象是元辜的受害者庄垓承裡韻善的主要灸裡°些然,速不是它的本

〤所在。它所要表送的是速种看法ε賠僕并不尸格遵照在不法行力責任中道用的恢

复原狀的原則,或至少在每一事例中孤立地考慮韻害吋不連守送一原只j。

7U 速是因力,韻害并不是不法行力的結果而是預期合法活功的結果,坪估

遠种活功涉及到复奈的棒准同題。速种狋准之一是受影晌目本身可能仄特別的或一

般的遠种活功中荴得的利益°男一介柝准是現代世界的相互依存,遠种依存使得我

們都成了受害者和犯法者。逐有一今杯准是起源回可能付出的預防代价。最后,我

們已列拳也許需要送一步祥冬說明的寺題鋼要第 6部分
3n 

的所有因素,且 然并

不祥冬。遠些奈款中的朴佳似乎是受“費用分抹”性廣的支瓦 ,“費用分攡’’的目的是

防止回家通逍將活功——它是垓活功的主要受益者——的癸用“特移到外部”并使垓

癸用落到元辜的受害者共上而非法荻利。

9n 賠傍必須是怭商的主題,在林商中肘所有速些因素進行衡量,然后就起

源因要付給受影晌回金額或它力后者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送成林以°人們舍笈現 ,

悅賠傍庄“謀求恢复受到礙善影呴的利益平街”是正确的,因 力遠也許是本寺題中損

害的最精磽定〤:它是村受影晌回枸成非同尋常韻害的某种影晌,速种影晌破坏了

在戶生遠种影晌的活功中所涉及的利益平衡,錯果,賠佳不一定与在每介事例中孤

立進行考慮的全部韻善相等,而必須恢复所涉及的利益平衡。

四、所建洪的草案第三章 (通知、資料和受影晌目的通告 )

第 1° 至第 12柔:預 防和制汀制度程序的第一險段

72 特別報告長提出的第三章的共三荼如下:

《1982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3頁 起各頁,第 ﹁U9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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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通知、資料和受影晌目的通告

第 1U朵 評估、通知和資料

如果一固有理由快力第 1奈所指的活助正在或將在其領土肉或其管轄或控制

下的其他地方送行,垓 回位3

(a)常 查垓項活功以評估其落在的跨界影晌,如友現垓項活功可能造成跨界

韻害或戶生造成跨界技害的危險,則 庄确定其所引起的韻害或危隆的性廣 ,

(b)將上迷常查的結梵及時通知受影晌因,

(c)隨 此通知附上現有的技木數据和資料,以便使被通知目能姼坪估垓項活

功的港在影晌〕

(d)向 被通知因通擬其按照第 8奈 准各采取的措施,如其快力道些,則 一并

通根可作力各些事方之同大于垓項活功的法律制度的基珀的措施。

第 11寨 保伊回家安全或工╨秘密的程序

如果起源因以回家安全或保伊工╨秘密力理由,以便不透露某些本位侍送給受

影晌回的資料:

(a)它 垃告知受影晌回已扣友某些資料,并垃指出力此而援引的是上迷兩奈

理由中的哪一奈理由,

(b〉 如有可能,垃 向受影晌回侍送任何不涉及上述保留領域的資料,尤其是

夫于其扒力可預兄的危隆或韻善的美型以及其提洪力建立有失垓項活功的制度的措

施的資料°

第 12奈 假定的受影咱目的通告

如果一目磽共有理由相信它正受到或可能受到第 1奈所指活功的影晌,而垓

活功正在另一目的領土肉或其管帶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進行,即可靖示垓男一日道

用第 1U奈 的規定U提 出靖示吋位同時提出渭迷上迷看法的理由的、附有有失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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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水性說明°

五、村第三章第 1U至 第 12奈 的一般性坪梵

A 一般性常洪

73 昱然,正在官以的程序英型涉及相互密切翐系的三項功能,速三項功能

中的任何一項都不能与其他雨項相脫萬°速些功能就是有失第 1奈所指活功的評

估、通知和資料°在某些情況下,遠些功能中的一种功能不言而喻是假定的。例

如,除非起源回首先肘一种活功給其他管轄范目肉戶生的港在影晌作出坪估,否則

一回如何能荻得有夫垓活功的某种危隆或損害性影晌的通知呢?如果不同時通知或

預先通知受影晌回一种活功所涉同題,如何能提供有夫垓活功的資料呢?如果不提

供人們或許已掌握的任何資料,又如何能通知某人某种危隆呢?

74 此外,与 受影晌回送行林商也与遠三种功能有朕系°如果不征求受影晌

回的意兄,評估、通知和姿料又有什么用赴呢?正如已銓指出的那祥,在第 1奈

所指的活功方面,一起源目的白由受到了种种限制,而在友生明昱損害其他回家 ,

特別是韻害受影晌目的主叔叔利時就舍出現遠种好艮制°在速些叔利受到侵犯或可能

受到侵犯遠介意〤上,受影晌因在渚如第 ┐奈所指的那些活功方面是有一些友言

叔的。況且,如果不首先采取前面的措施,又怎么有可能送行林商呢?

75 同祥的考慮道用于淡判,而淡判絰常是与林商相混淆的。被援引作力淡

判〤夯的基砒的判例法、奈的規定、目隊姐笨的決洪等等,也磽汏了坪估、通知、

告知和怭有的〤夯°在評估所提洪的荼文其隊上有多大基砒吋,速一魚泣垓予以考

慮°

76 根据上迷情況似乎可以看出,所討梵的各种又夯所依括的基本原則之

一,或并是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第 7奈所規定的合作〤夯,特別是參与方面的合

作〤夯°放合作的責任首先戶生了遠祥一种責任,即 回家有責任确汏一种看來象是

具有危險或戶生韻害性影吶特征的活功是否其豚上造成了速种危隆或影晌°速就意

味若垓活功必笯絰逍足修尸密的洋幼栓查,才 能得出明确的錯梵°另一方面,如果

垓活功并未且示出具有速种性廣,或者,如果仄表面未看,垓活功沒有可能造成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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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技害的“明昱”危隆,其他回家沒有收到速种意思的通告,并且——不用說——放

其他消息來源也沒有得知可能存在此种危隆,那 么垓活功就將低于有夫預防草案的

規定弄始生效的界限°

77 特別擬告貝汏力,通知來源于合作的一般〤夯,因 力在某些情99L下 ,如

果預防是有效的,那么起源回和受影晌目及方就有必要采取朕合行功°或并在受影

晌回領土上采取的某些措施可以提供保伊,并防止戶生于起源目的影晌被特移到它

自已的領土上°或者,可 能其他國家的合作有助于些事方之同可能送行的資料交

換,如果垓其他國家掌握与眼前的同題有大的技木就尤其如此了°或許遠是因力耿

合惆查通常比單狄淍查更富有成果°因此,速就意味看,如果預防是真心誠意和有

效的,那么受影晌目的參与就是必要的,所以可以汏力,起源目的〤夯具有同祥的

目的,因力根据遠种〤夯,起源回必須同意速种參与。

78 因此,合作的又努是一項基本原則,在遠方面經常援引的回豚判例法的

一般規則中逐有其他的原則,即按照回跡法規定,一 目有意只利用其領土村另一回

造成韻害是不能允忤的°首先,我們可以回厥一下,在特雷水冶婛ㄏ案中,仲裁庭

悅:

⋯⋯任何國家也沒有叔利利用或允許利用它的領土,使其姻霎在或肘他回領土

上的財戶和生命造成損害⋯⋯32 在科孚海岐案 (其 廣泀題)中 ,回 阡法院提

到:“每一介回家有不得故意允許利用其領土放事侵犯其他回家叔利的行力的又

努
’’°

33

B 固隊其我

79 若在遠里列洋規定了在第 1U朵 中确定的坪估、通知和資料〤夯的許多

多迪和耿迪林以,則要占用大多的篇幅,速些怭以的情況与正在常以的寺題的情況

相美似°在遠方面可以援引若干具体的先例°

8U 夫于評估 ,﹁ 978年 的 ㄍ保中海洋坏境免遭污染的科威特 匡域公

敢合回,《回隊仲裁裁決集》,

《1949年回豚法院裁決集》,

第三卷,第 1965頁°

第 22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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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
銋 第十一奈規定:

第十一奈 坏境坪估

(a) 每一鍗的回送行可早致在其領土肉,特別是在可能肘海洋地區造成

尸重污染危險的沿海地區肉放置項目的任何卄划活功肘,泣冬力村港在的坏境

彩晌作出坪估°

81 1979年迒距南越境空气污染公的
ss 的第 8奈規定:

第 8秦

各締的回在第1U奈 提及的執行机构的框架內以及在取迪一級,力 了其共

同的利益,位垓就下列情況交換現有的炎料:

(b) 回家政策和恙的工╨友展方面的重要交化,及其港在的影晌,速

种影喃將有可能造成通距萬越境空气污染方面的重大交化,

82 1982年 ㄍ駁合回海洋法公玓》,36 第 2UU奈規定:

第2UU奈 研究、研究方案及情根和資料的交換

各回垃⋯⋯冬力私板參加因域性和全球性方案,以取得有夫鈭定污染的性

廣和范園,面嗨污染的情況以及其通道的途徑、危隆和朴救亦法的知法°

83 1983年 美利里合尒回和墨西哥夫子合作保中和改造迪境地Σ坏境的捇

以
’ 第 7柔規定:

“ 敢合目,ㄍ奈的集》,第 1n4U卷 ,第 133頁°

35 E/ECE/1U﹁ U將 載于秩合回,《奈釣集》,第 21823考 。
36 

兄上文脾注 3U。

3’  ｜nternatUna〡  Le9a〡 ↑vnateras (X●lashingto n. D C), vU〡  ×X(l, NU5

(1983), p1U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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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奈

鍗的方位按照各自回家的法律、規則和政策,酌情就可能吋逆境地厎坏境

有重大影晌的項目送行坪估,以便考慮道些措施避免或喊楚肘坏境造成的不利

影晌。

84 夫于通告和資料,垃垓指出的是,有很多收最有夫目防水道的新使用的

通知、資料和怭商火夯的文串,速些文串銓必要的修正可道用于本青題,羑卡弟里

先生在其夫子因隊水道的第三次報告
3B 

中提到其中一些文中°泣垓注意垓報告

中并不具体涉及水道而是范圍更戶泛一些的兩介案例°

85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瀣合友＿ln象理事套的第 C(94)224母建洪
sg ,垓

建洪的附件載有一碩“通知和林商原則”,其 內容如下:

6 在一回幵始送行有可能造成尸重的越界污染危隆的工程或汁划之前 ,

遠介回家位冬早向受到影晌或可能受到影晌的其他回家提供情授。它疸向遠些

回家提供立法規定或法令或道用回隊公的不禁止侍遊的情授和資料,井且垃提

靖它們友表意見。

7 有夫回家泣根括一↑受到或可能受到直接影咱的回家的要求而就現存

的或可能出現的越界污染同題進行林商,并座在一段合理銬同內就遠一具体鬥

題送行不懈的怭商。

8 各目在扶行可能舍造成尸重的越界污染危隆的項目或活功之前,垃首

先通知受到影晌或可能受到影晌的回家,而且除非在非常禁急的情況下,庄根

据情況提供送行不懈捇商的合理期同°根括合作和睦郃的最佳精神拳行的送种

怭商不位使一介回家能姼元理地拖延或阻得正在林商的活功或項目
。

86 順便逐庄指出,上迷原則第 6和笫 8款 均提到了“尸重危隆”,速使特別

sB 
《1987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23頁 起各頁,文件

A/CN4/4U6和 Add1和 2,第三章。
39 1g94年 11月 14日 絟合友坦坎理事套通遊的夫子“大于跨界污染的原則”

的建以 (同 上,第 7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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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長有理由使用“明昱危隆”速一同祥的概念。

87 另一介具有特別重要意〤的先例,是 1978年 兩介或兩介以上回家共有

自然資源政府同青家工作組起草的“坏境領以指早各回券伊及和i皆 利用兩介或兩介

以上回家共有的自然炎源的行功守則草案”
。

4°  正如羑卡弗里先生在其擬告中所

回厥的,坏境規划署理事舍隨后核准了守則草案,并將其提交犬套通道°秘中收又

將守則草案交各去見回砰价,此后,第二委員舍肘其送行了討梵。在 1979年 12

月 ﹁8日 未銓表決扶得通道的第 34/186咢決洪中,大舍注意到政府同寺家工作

姐的報告和守則草案,它靖所有回家在似汀夫于兩↑或兩介以上回家共有白然資源

的取迪或多迪公的時,將速些守則看作指早方針和建玟,本看誠意和睦邰精神。

88 第 6奈特別恰些:

原 則 6

1 每一介与一今或更多其他國家共有 白然資源的回家都需要:

“(a) 將提出或幵始改交莽伊或利用女源方法的有夫卄划的洋情預先通

知其他一日或多回,因 力速一改交使人合理地想到套肘其他一日或多目領土的

坏境戶生重大影咱:

“(b> 按照其他一日或多目的要求,就上迷汁戈j送行磋商 :

“(c) 按照其他一日或多回肘此方面的要求,提供与這些卄划有夫的其

他特定資料 ;

“(d) 按照其他一回或多目的要求,就速些卄划送行磋商,如果沒有上

述分段 (a)所沒想的預先通知的活°

2 在回家立法或目狋公的禁止侍送某些情投的情況下,掌握速些情掇的

一日或多目仍庄特別本看誠意和睦郃精神,与 其他有夫一日或多回送行合作 ,

以便找到滿意的解決亦法°

89 第 9祭 与連守 9原 則的吋同性及垃遵循的精神有夫,其 內容如下:

4U 
同上,第 87段。速些守則的最后文本載于坏境規划署 《杯境法:指早方

針和原則》,笫 2母 ,《共有自然癸源》(內 多半,┐ 97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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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則 7

交換情掇、通知、磋商和有夫共有 自然資源的其他形式的合作基拙是誠意

和睦邰精神,以及防止在合作形式或執行友展或赤伊項目上有任何不合理的拖

延°

9U 除了羑卡弗里先生在其第三次根告中援引的遠些先例之外,逐有与捇商

〤夯有夫的其他先例,速些先例昱然含有某种形式的通知和資料,沒有速些也就不

可能有怭商°

91 速些先例之一便是 1979年近距萬越境空气污染公的
羽 的第 5奈 ,垓

奈規定 :

第 5柔

根据清求,以 其阡受到或面嗨一种尸重的近距萬越界空气污染危險的締的

回力一方,以在其管轄范園內或厲于其管轄范日下友生或可能友生尸重的迒距

萬越界空气污染的鍗的目力男一方,垃及早就所進行的或打算送行的活功送行

林南。

可以指出,遠一文本也使用了“戶重危隆”速介概念,它是与特射根告昃在其他奈款

中使用的‘‘明昱危隆’’相一致的。

92 男一今先例是 η974年 防止結源物廣污染海洋的公的
砭 第 9奈 第 1

款,其 內容如下:

第 9奈

η 些來 自某一鍗的回領土的瞄源物廣所造成的污染可能韻害本公的的一

今或凡介締的因利益,而 且造成遠一污染的物廣又沒有列入本公釣附件 A第

4Π  兄上文牌注 35°

42  VNEP.Se｜
ected卜Ⅵut∥ ate「 a｜ 丁

「
eatiesin the「 ie〡 dUfEnˇ ironment.∪ NEP

nefe「 enceSeries3(Na｜ rUbi.η 982).p43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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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肘,有夫的鍗的固銓其中任何一方清求送行林商,以便送成一介合作怭

i)七 °

93 1982年 《敢合國海洋法公的》的 第 142奈第 2款 与一固升友超越一

沿海回回家管轄范目的海底亦藏以及与垓回村垓沿海目的〤夯有美,垓款規定ε

第 142奈  沿海目的杈利和合法利益

2 庄与有美回家保持林商,包括維持一种事先通知的方法在內,以免侵

犯上迷叔利和利益°如“區域’’肉活功可能早致村回家管轄范圍內烡源的幵友 ,

則需要事先征得有夫沿海目的同意°

94 值得指出的逐有 1969年 村公海上友生油污事故送行干涉的回豚公

的
.. 

第三奈,其 內容如下:

第 3奈

些一沿岸目根括第一奈規定其行采取措施的叔利吋,下列各項規定位子道

用‘

(a) 沿岸回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庄 同受海上事故影咱的其他回家,特

別是船旗回或各船旗回送行林商:

(b) 沿岸因庄立即將批采取的措施通知它所知道的或它在掛商中得知

的可以有理由被汏力將舍受到那些措施影晌的利益的任何白然人或法人°沿岸

回座考慮他們可能提出的任何意見°

95 或并逐可以提到 1975年 美利堡合尒回和加拿大夫于交換涓市气候活功

的情投的捇以
45 

的第四和第五奈,其 內容如下:

招 兄上文肺注 3U。

“ 敢合回,《奈的集》,第 97U卷 ,第 21η 頁c

碼
同上,第 977卷 ,第 38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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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奈

除根据本怭洪第二奈交換情披之外,鍗的及方同意,在琱市气候活功幵始

之前,通知井充分告知村方有美其送行的任何相互夫心的此种活功的情兄°位

冬一切努力冬可能在此种活功幵始之前提供送种通知,同 時銘記本捇以第五奈

的規定°

第 5奈

鍗玓殀方同意絰任何一方靖求即就殃方夫心的各介琱市气候活功進行捇

商°速种林商瀣一方清求垃迅速幵始,在 緊急情況下可通逍屯活或其他快速通

訊手段送行。捇商垃根据締的耿方有美琚市气候的法律、規則和行政其跩迸

行。

六、肘第三章第 ηU至 第 12奈 的具体評捻

A 第 1U奈  (坪估、通知和姿料)

96 第 1U奈 甘梵的案例是一回快力第 1奈所迷活功將要在其領土上或在其

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區內送行。

1  (a)、 (b)和 (c>項

97 正象較早吋汫逍的那祥,凡乎沒有任何必要力一假定的起源日常查速祥

一种活功的又夯建立基砒。速是因力回家通常舍仔幻常查速些活功,將其作力保伊

本回居民的一項預防措施,而且所有查的此美活功通常需要得到核准°

98 在起源回由于肘遠种活功送行常查而得出咳活功有可能造成跨界損害的

錯梵時,根据較早時提及的基本原則 (合作,及一日不故意放其 自己領土內肘他目

造成損害遠一必要奈件),起源固有又夯將此情況通知一介或多介受影咱目,井且

有〤夯隨通知附上它可能掌握的夫于有危險的活功的任何癸料。人們將注意到使用

了“現有的技末數括和資料”遠一措泀,提及遠一魚是要表明,在坪估垓活功的影晌

時,起源回將不需要進行任何送一步的凋查,或進行比它已絰進行的更力全面的常

——3卷 U——



查°

2   (d) 項

99 正象巳至指出的那祥,通知的又夯也道用于其他目的,渚如邀清落在的

受影晌因參与洋幼揪汀一种垓活功的制度。
“法律制度”速一措洞不泣意味看速在一

切情兄下都是一种复奈的法律文串°在情況明确吋,起源因只要提出若干喊砮危隆

(如活功具有危隆性)或將越界韻害減少到“明昱韻害”水平以下的措施可能也就足

姼了。些然,起源回也可提出一些法律措施,例如准各村可能造成的任何板害送行

賠儅的原則。遠种似以中的措施及受影喃回接受速些措施,可 能套形成些事方之同

赴理垓活功的法律制度°

1UU 因此,通知和提出剛剛提及的那些措施是近向一种制度的第一步°假

沒一起源國有共趣找到一种狄事它炙有責任的有危險或造成韻害性越界影晌的活功

的法律制度,那么放垓起源目的現魚未看,受影晌回參与遠一遊程也是可取的°元

捻如何,如果目前一般回厤法的不確定概念將社位于肘所友生的任何越界技害必須

予以賠傍速祥一种磽定概念,那么起源回就舍捐有速祥的共趣。

﹁U1 我們正在迓向的制度帶有通知的又夯,其 目的不俠是要防止事故,而

且逐要通遊吋一系列因素進行排列使些事方之同的利益得以平衡。例如,可 以作出

一項有美預防措施的決定,速祥就可以根括下途情況未衡量損失:事故的韻失和垓

活功的利益、垓活功所涉危隆的大小、垓活功的銓渀和社舍重要性、每一些事方可

能分裡的此种活功造成的損失——如果有林洪,某些葵用要共同分推——可能村遠

些〤努提出的反村意兄等等。

B 第﹁1奈  (保伊回家安全或工╨秘密的程序)

1U2 力了回家安全或保中工╨秘密,村于起源回侍送它掌握的所有資料給

受影咱回將吋起源回造成一种有害局面的情況,垃作出規定。速是速介主題事項典

型的利益平衡同題。強迫一介回家透露它或許耗奏很大力量才荻得的工╨程序,仄

而使竟爭者可以元佳地放中表益,速看起來似乎是不公平的U在其他情況下,出 于

回家安全的考慮亦有可能不合提供某些資料。但是人們村遠些利益能提供多少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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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伊方面呢?答案元疑就是:以維伊速些利益不致造成肘第三目的韻害力限°一旦

友生速种韻害,則必需仄天平的一方拿下一坎砝碢放到天平的另一方以恢复平衡°

1U3 另一介同題是如何防止利用工╨秘密或回家安全作力借口未掩蓋不城

其行力或与回家安全或工╨秘密元美的枳宜手段,或者掩蓋伋伙是要避免扯受影晌

回參与所戶生的控制同題遠祥一种愿望°

┐U4 因此,思管尊重起源回在遠祥的情兄下不提供它通常座垓提供的所有

資料的板利,但必須要強琱垓起源固有責任向受影咱回提供不影晌起源回回家安全

或不涉及其工並秘密的任何資料。

﹁U5 在由于缺乏有夫報害來源的資料因而堆以查找所友生韻害的原因的情

況下,庄咳允許受影晌困依据假定和同接近据未怔其韻害是因垓活功所造成的°況

且,速种規則依括的理由同科孚海峽案
46 

的判決理由相同,在垓案中,允忤受

影喃目使用速种程序手段未怔明起源因了解在其領土上進行的使受影晌回蒙受技害

的活功°

C 第 12奈  (假定的受影晌目的通告)

ηU6 第 12奈 載有朴充第 1U柔所涉及的情況的規定。有可能一回或忤沒有

汏課到,在第 1奈所淡想的情兄下,正在送行一种有危隆的或具有板害性后果的

活功。也有可能幵始吋超源日或忤在原則上低估了速一活功的特性。元淹出干什么

理由,如果一日意只到 自己的領土受到男一目的一項特定活功的危害,它有杈向垓

另一回友出通告,同 時附上叫迷上迷看法所依括的理由的、祥冬技未性說明。恙

之,本規定賦予受影晌日要求起源因履行第 ┐U奈所規定的〤夯的叔利,速种又夯

是它 (a>穹 查垓活功以呼估其影晌;(b>將 其錯捻通知受影晌目,及 <c>提供

有夫的技木資料,同祥,如果起源回表現垓活功的確是第 ㄇ奈所指的活功,那么

它必須通知受影咱回它按照笫 8奈規定卄划采取的任何草方面措施,并酌情通知

可作力各些事方之同趺事垓項活功的法律制度的基砒的任何措施°

《1949年 回杯法院裁決集》,第 η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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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所建洪的車案第三章第 13至 第 ┐7奈 :

.           通知后的步驟

1U7 特別報告長提出第三章的如下五奈.

第 13奈 村通知作出答复的期限,起源目的〤夯

除另有捇以外,通知回座容許被通知因在六介月的期限肉肘活功的港在影

晌送行研究和估价,并將錯梵告知通知回。在此期限內,通 知回泣与被通知回

合作,根据靖求提供,力更好地估价活功影晌所需的其他任何已有的數据和姿

料°

第 14奈 村通知的答复

被通知回垃將其錯捻冬早告知通知因,向 其通授是否接受垓目提洪的措

施,告知垓因它本身提以的力朴充或取代原提以措施的任何措施,同 時提出喵

迷上述第捻的理由附有有夫文件的技木性悅明°

第 15奈 吋通知不作答复

1 如果通知回在第13奈 規定的斯限內未收 至i根 括第14奈 庄作出的答

复,即 可汏力它在通知時提洪的預防措施及可能的法律常:度 村于垓項活功是可

以接受的e

2 如果通知回并未提以任何建立法律制度的措施,則 庄道用本荼款規定

的制度°

第 16奈 淡判的〤努

η 如果通知回与被通知回在以下方面意兄不一致含

(a) 活功的性辰或其影喃;或

(b> 垓活功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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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逃案文 A

它們庄不退延地送行怭商,厲 于 (a)方面的不一致,捇商的目的是切其

确立事其J房于 (b>方 面的不一致,怭商的目的是就垓事項送成林以 ,

各逸案文 B

除另有捇以外,它們庄按照本奈款附件的規定,建立其況凋查机构,以确

定活功可能的跨界影晌°其兄惆查机构的拫告垃厲于咨洵性辰,肘有夫回家不

具有的束力°報告完成之后,有失回家泣送行林商,以期淡判出一項道合于垓

活功的法律制度。

2 上述林商和淡判座在城意的原則和各回必須合理地照厥到他目的杈利

和合法利益的原則基絀上送行°

第 ㄇ9柔  村按第 ┐2奈友出的通知不作答复

如果按第12奈規定被通知的回家在收到通告后的六介月內不作任何答

复,假定的受影咱因可快力通知中所迷的活功具有通知中指出的特性,在速种

情況下,垓活功泣運守本奈款所規定的制度c

八、肘第三章算 η3至 第 17奈 的

一般性坪挖

A 一般性常洪

1U8 到 目前力止,奈款草案大理的是一种清楚的情況,得到法律理梵和回

豚慣例的有力支持°送里出現了同是,主要是兩今:

(a)在 与一介或多介受影晌回送成令人滿意的林洪之前,起源國是否位推退

咳項活功?

(b)村那些已銓存在了一段吋同的活功作何楚理?吋那些有捐害性后果但迄

今力止一直是能容忍的活功,如某些美型的工╨疲物,衣╨使用的某些肥料,汽車

尾气,家庭取暖等,作何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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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推退或不推退看手一項新活功

1U9 至于一項活功的推退或不推退,首先可以比較一下在有夫目坏水道同題

的草案第 11柔起各奈中赴理的汁划建淡的新工ㄏ的相似但不恙是相同的情況°
.’

〣U 本寺題和目豚水道寺題之同确有某些相似之哭。一項活功可能需要相些

犬的投資,如通常計划建沒工ㄏ吋涉及水道同題所友生的情況°在放事建放大規模

工ㄏ之前等待相位的授杈是自然的,因力一項工程的卄划或某些重大的費用大的技

水方面作些改交可能是必要的。本音題而言,遠种情況同祥道用于堵如需要道垃玩

有工ㄏ的、建汲新工ㄏ的、或改交生戶流程的新的生戶工芭°一旦作出有美幵支 ,

要禁止若手某項活功或力垓瓨活功規定本未可以采用的同題較少的方法 (如果人們

在一升始就預兄到的活),就更加困堆了°同祥,如果建殶新的工ㄏ或送行新的活

功舍造成韻害,那 么在仄事垓項活功前原則上以等待得到受影晌目的同意力好°

111 不避,冬管可涉及水道的活功多种多祥,但是多祥性不是元限的,而

且遠种活功是划分明磽的;些 我們考慮到送一事其時,相似性就不大明昱了。一介

河岸回家可能接受有夫的限制而在其受到不正些影晌的本回領土上沒有行功自由。

但是,要把交化看的复奈的人美活功的流功服放于強求一致的回隊汏可,那 可完全

是男一回事,更不必悅下列事其了:如 已絰表明的,在大多數情況下跨界影晌套幵

始吋起源目人民戶生坤告,以 及有危險的或有韻害性后果的活功在得到回家些局批

准前通常必須接受穹查°
48

●n2 因此在提出一項解決方法——如在水道同題上恪吋采取的解決方法即

推退著手升划建沒的新工ㄏ——之前,似乎有必要村有夫事宜送行更深入的考慮。

4’ 兄垓草案第三部分 (卄 划的措施)第 ηη至第 2┐ 奈及其坪注,載 于

《﹁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5更超各頁U

珀 男一方面,人們可以提出速祥的梵魚,即 港在的受影咱回沒有又努接受另

一日肘其白己人民的危隆和捐害的估卄,因 力每介回家肘待白己的回民可能持有不

同的念度,例 如,速一京己被村人叔的造用性和扶行所持的不同志度所怔明°元梵

如何,遠一梵魚不是沒有分量的,人們必須考慮其真正的价值°

一 “ 5一



恙之,速是一介以平衡的方式赴理第 6奈規定的夫于一介回家在它自己領土內的

行功白由和速种自由的限度的原則的同題°

n● 3 活功的推退將以解釋強琱限制的第 6柔力基拙,在 由源于受影晌回主

杈的杈利构成的限制解除以前,垓項活功不合升始°速一解釋的好赴在于,它提出

了一↑理想的局面,那就是在有美赴于危險中的利益平衡的所有方面都送成捇洪或

者在人們已絰采取最大限度的預防措施——我們已絰看到,只有在受影晌回參加的

情況下才能采取速种措施——之前,不送行有危險或有梖害性后果的活功°

n● 4 另一种解決亦法优先考慮行功白由,即 不等待受影咱目的同意就丹始

活功U昱 然,在遠种情況下,起源回必須直接承拒它可能造成的任何損害的責任。

患之,奈款將体現一种嗨吋制度,按照送一制度活功可以姓鎮, 自由和責任并肩前

迸,和其他生活領域的情況一祥。

115 速一解決方法熒同事后效果°如果起源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是吋的

而且吋另一因沒有明並的影晌,那 么有美回家就能在它們方便的時候淡判出一介最

道些的制度。另一方面,如果起源固錯了,它將力其錯淏付出代价,速舍促使它瑾

慎,不去妨磚冬早力活劫制汀青ㄇ制度。些穹以賠佳同題的章市吋將考慮所有速些

因素°

116 特別根告貝相信,如果容許看手有大的活功,確 定完成步驟的期限的

迸程可能是比較容易的,因 力冬快淡判出一介解決方法玵耿方都是有利的。

C 玩有的活功

n● 7 昱然存在看某些有韻害性后果但在目前仍然可以容忍的活功°速一情

況也許可好因子,例 如,送祥一介事其,即 損害是由各回共同的一些活功造成的,

元法确定有損害性后果的砍切起源,或者速些后果是逐漸增加的,井且只有到了很

堆突然加以直接禁止時才被注意多i°

〣 8 同祥清楚的是,大部分有夫的活功是絰穹查和复查逍的而且是回隊淡

判的主題,淡判的目的在于減緩它們的影喃,力其所用的某些特別有害的物瘐找到

替代品,最后使世界逐漸撰脫它們的有害影咱。遠也許是我們現在主要夫心的事 ,

在速里洋幼討淹速一同題似乎有些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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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9 目前的草案,包括力各部分鴮耳的有待展升的綱領性的患指早方針 ,

村一介逍波時期未悅看來是這些的,但紊件是适些考慮遠祥一↑事其:它 的主要优

魚是它規定了談判的又夯ε力活功淡判一介所需要的道些制度,以及在造成拐害的

情況下淡判賠倍同題°在以后的某介險段些委員舍考慮速一徽妙的同題吋,它可能

舍決定肘遠些奈款規定的步驟作出某些不大的交功以便將早 已存在的活功包括送

去,因 此特別報告員汏力將遠一段包括在目前的報告中是道些的,希 望委員舍各位

委員肘遠一同題提供宜黃意見.

12U 逐有一种做法似乎也是合理的:如果由于科苧和技木的送步,替代材

料和工芭在某些活功中可供使用,因 而受影晌回位有杈通知起源回并把它們召集到

談判桌旁來以便就引送速种材料和工芭的可能方式送成林以,速祥就可以使赴在危

隆中的利益保持平衡°些然,在整介遊程中都座考慮友展中回家的特殊情況°它●)●

的活功肘正在常以中的同題的加別黃任最小而趺速些后果中遭受的危害最大。

1因  特別報告貝希望以后能赴理遠一璀題,但是他村委員合委員力促進化

的工作而就達一同題表送的任何看法都將不胜感激。

九、肘第三章第 n3至 第 17秦 的

具体坪捻

A 第 η3奈  (吋通知作出答复的期限,起源目的〤麥)

n22 第 η3奈是在回隊水道泀題草案第 ┐3奈 和第 14奈 的基砧上稍加必要

的修改揪定的。
們 速星逐位垓指出的是已將“合理”的期限改力具体的期限,因

力肯定的期限吋通知目和被通知因都有好赴。以水道同題草案第 ┐3荼力例 ,“ 除另

有林以外”速一詞表示,在每介具体情況下,可 以而且必須姶有美國家一介与情況

相道垃的期限。因此六今月的期限是朴充性辰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可 能班方都愿

意加快速一道程,因 力具体的制度比只具有矛卜充和啦吋性辰的一般制度更遣合于作

力淡判主是的那次活功的特殊情況。

們 兄上文腳注 4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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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第 13奈 的第二句也是以水道同題草案笫 ﹁4柔 力基砒的,并規定起源

固有提供合作的〤努,也就是悅,庄被通知目的要求提供它掌握的有美垓項新活功

的任何資料。不要求起源回送行隨后的琱查,但要求它力已提供的資料朴充“可供

使用的”
和必要的任何資料以便更好地村卄划進行的活功作出更好的估价°

B 第 14奈  (肘通知的答复)

124 被通知回必須“思早”
答复。換句活悅,如果它在六介月限期到期前就

肘通知的內容得出了錯淹,它必須相位地告知通知回°呈然遠一情況因假定的起源

回己絰幵始垓項活功而沒有象水道青題下的相位情況那么緊急,但是所提洪的措洞

是可取的,因 力放思的利益考慮,垃垓在短期肉采取速些措施°些然,如果被通知

回不同意通知因肘垓次活功的性廣或其影晌的坪估并且不接受力給它一介合法的框

架而提以的措施,那么它必須力其立場提供充分的技木性說明U

C 第 15柔  <肘通知不作答复)

125 第 η5奈所赴理的是在投想的期限肉不作答复的情況, 些然,假定有夫

期限沒有延長。不作答复就是表示同意,通知回受叔作出送种判新,因力被通知目

有〤夯就通知的內容和向它提出的建以作出不管是肯定的逐是否定的答复。通知回

于是可以盤貘垓項活功,只 要它采取了所提以的玩防損害和危險的措施。如果起源

回提出的建以中存在看遺漏和刑市,庄在肘現行奈款的規定送行朴充的基砒上予以

位用°如果沒有提出法律制度,就將直接用現行奈款赴理班方向的美系°

D 第 ﹁6奈  (淡判的又夯)

126 如所看到的那祥,逍程中的第一步是怦估一項活劫的性辰和影晌,第

二步是通知和提供情兄 (作 力預防和思量減少頡善的〤夯,也作力合作的〤努 )。

速91,如果受影晌回同意起源回肘垓項活功的性慶和影晌的坪估并接受那介回家提

出的相位建以,那 么放事垓項活功的制度的怭以就迷成。在遠种情況下,兩 回位在

一項加以中正式表明它們意見一致°

129 另一种可能性是假定的受影喃目通知起源目,可 以把它悅成第 1奈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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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那种活功的活功正在其領土上送行°在速种情況下,可能友生下列兩种情況

中的一种8起源目接受送一評估并提出相位的建以,或者它不接受遠一坪估因而也

不提出任何建以。

﹁28 如果起源回接受垓坪估并提出相位的建以,受影呴回可能接受垓建以

或者它可能忕力建以不恰些°患之,如果秋方不能就垓項活功的性廣和影晌取得一

致或者不能就力垓項活功提供合法的框架而提出的建以取得一致,就舍戶生第一介

分歧°

129 速就是第一次真正戶生淡判〤夯的情兄,因 力且然通知和提供情況是

淡判前的重要步驟,但 它們不代表淡判本身°夫于速一〤夯在委員舍、第六委員舍

和元效次掌木討梵舍中已絰淡得很多了°垓主題在本青題下已絰穹坡道,但是淡判

〤夯卸較早在因坏水道寺題下絰述深入常洪。
sU

13U 現任特別報告長汏力,撂在垓委員全面前的任夯不是企回去探討一今

新的同題,那祥舍造成元意〤的重复勞功;而是要考慮許多現有的夫于淡判〤夯的

先例是否道用于正在穹以的領域,換句活悅,适用于拷如立陶完和波〨之同的鈇路

交通案、拉努湖案
51 

和北海大陪架案等案例以及英國和冰島之同渲並管葀匡案

是否也道用于因坏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青是°

┐31 然而,冬管在遠方面存在看各种各祥的回坏慣例,但是司法和仲裁解

決亦法、多迪和秋迪捇洪規定在赴理美似速种解決亦法的案例中的淡判〤夯以及回

坏組象的所有決以和科掌机构的所有建洪,都有最低的共同杯准:它們都是指存在

利益沖突的情況。

132 忌之,淡判是哭理任何回豚爭端的首遠方法°回厭一下 1969年 2月

2U日 目隊法院吋北海大陪架案的判決中盜常被引用的一段活,也并有用的:

..⋯ .“本法院回厥⋯⋯淡判〤夯⋯⋯只不逍构成作力一切回豚夫系基砒的

5U 
兄目隊法委員舍第三十二屆舍洪通道的第 3奈 的坪注(《﹁98U年 ⋯⋯年

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笫 1η 4更起各更,(┐ 9)一 (35)段 )。

51 
駁合 目,《 回豚仲裁裁決集》,第十二卷 (出 售品窮母:63V3),笫 281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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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原則的特殊位用,而且耿合回完章第三十三荼中承汏速一原則是和平解決

回隊爭端的方法之一。元需坐持速一解決方法的基本性瘐,除非要指出明昱的

事央已有力表明司法的或仲裁的解決方法不是被普遍接受的。
’

133 呈然 《駁合回先幸》第三十三奈的确提到有可能危及因坏和平和安全

的爭端、但是先章并沒有力确定只道用于速种爭端的談判〤夯提供一介道些的基

砒。首先,作力建立駁合回現象的基拙的主扠平等原只l(第二柔第一項)要求,如

果一今回家汏力另一回采取的行功使其板利遭到侵犯或者其利益受到韻善,后者必

須听取其中拆并誠意地尋求恢复平等的方法,如果平等确 已遭受破坏的活°而且 ,

完章第二奈第三項確定的原則規定解決回豚爭端的方法不依不得危及因豚和平和安

全,逐不得危及正〤°

134 速一談判〤努看來适用于任何利益坤突,尤其道用于由因豚法不加禁

止的行力引起的有韻害性后果,如果我們考慮到因豚法院在湩╨管轄因案
∞ 中

表迷的現蕉村的活。垓法院園途如下:

⋯⋯不淹哪一种杈利都不是篦吋的:沿岸目的优先叔受其需要考慮其他回

家的枚利和需要保伊資源的〤夯的限制⋯⋯;其他捕直目的既定根利反避未受

到沿岸因肘湩╨的特殊依救以及其本身有〤努要考慮包括沿岸目在內的其他回

家的板利和需要保伊資源的限制°
印

逐悅:

因此淡判〤夯出自耿方各 白枚利自ㄅ本性,因 此把它們引向淡判在速一案件

中是正些行使司法取能。速也符合墩合目先章夫于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和規

定°⋯⋯ss

法院近引用了上面持載的 (兄 第 132段 )其在北海大阽架案判決中的有大段落。

’ 《1969年因阡法院裁決集》,第 47頁 ,第 86段°

“ 《敢合王回泝冰島和德意志敢邦共和回沂冰島案,1974年 9月 25日 判決

ㄍ974年回隊法院裁決集》,第 3烎和第 175更 )°

s. 
同上,笫 31頁 ,第 73段 ,和第 2UU頁 ,第 63段。

弘 同上,笫 32烎,第 95段 ,和第 2Un頁 ,笫 67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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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目隊法院在湩並管轄匡案中的描迷似乎字字都道用于本昔題所涉情

況°淡判又夯出自灰方各 自杈利的本性ε一方面,起源目的叔利——起源于其領土

主杈——可以自由地使用其領土,另 一方面,受影晌目的叔利,也是以其領土主杈

力基拙,可 以使用和享有其領土不受韻善。

136 以前,由 于技木庄用只有在板少數例外情況下早致跨界技害,不需要

任何法規,它也适合于捕直案例直至捕直活功加強力止的情況°但是,一旦科掌的

送步使得我們能移支配确有潛力造成跨界損害的技木.1,一种相互依存的局面就出

現了,要求肘所有回家的杈利施加某些限常j。 因此,正象固豚法院表明的,現在存

在看一种“考慮其他回家的枚利和需要保伊資源的〤夯。
”美于保#的 措洞非常道合

于所有有夫坏境的又夯°但是,我們垃些記住,并不是所有与本秦款草案中有美的

〤夯都与坏境有美,蛗 然其中忤多都是有美的°

137 力了不冒被淏解的危隆,特別報告貝希望說明,他決不快力領土主枳

板利是“优先叔”°它們不是,但它們也不是能肘的叔利,正如回阡法的存在本身所

表明的,如果各回都打算把紇肘主杈的概念付褚美跂的括,矩肘的叔利的庄用是不

可能的——正如任何文明的共赴形式是不可能的一祥°社我們再悅一追,在官以的

青題中,起源回的領土主叔叔牙1与 出自受影咱目的領土主板的杈利是互相沖突的,

它們都享有平等地位。

η38 力了肘淡判又努的性廣能有一介更好的理解,稍 稍萬題一魚以便描迷

一下談判又努的兩介明昱的限制也忤是有益的°區然淡判〤夯務其是有限制的,而

且它們似乎就是誠意和合理性。它們是有夫領域中的雨↑主要准則。正象涉及到它

們吋通常出現的情況那祥,我們知道它們是什么但些它們出現在其跌中吋我們又堆

措途它們或用數量表示它們。

139 如果 B回 在許多年之后突然以交化元常的方式解釋它和 A目 之同的迪

界捇定,算果某介一直被承汏厲于 B目 的地區突然被宣布厲于 A回 ,A回是否有

淡判又夯?特別報告員汏力沒有,因 力那种情況既不以合理力基砧,可能也不以減

意力基砒。之所以速祥是因力淡判〤夯不伙伙是傾听另一方的〤夯;它不伙是“送

入淡判,逐要冬力淡下去以便迷成林以怕ㄅ〤努,如 η93η 年 1U月 15日 回隊常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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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立陶宛和波〨之同的鈇路交通案
56 

中的咨淘意兄所表明的那祥。如果一

方的念度不合理并且不以城意力基拙的活,就不能強求另一方鍵琴淡判°

14。  回豚法院在北海犬陪架案 中的判決力上迷情兄提供了一介板好的例

子。
s’  取方送行了兩次談判——第一次在 ┐965年和 1966年 ,第二次在判決指

示拳行淡判之后。

14﹁  在回杯法院看來,第一次淡判不是真正的談判,因 力丹友和荷〨里信

“只有等距萬原則才道用,因 力有一奈規定的束看朕邦共和國”°
sB 

有失回家些

然沒有理由脫高等距萬規定。因此可以汏力它們是在不想深入送行真正談判的情況

下与德意志朕邦共和回舍淡的,因 力它們汏力中泝的內容是不合理的因力它不符合

法律。

﹁42 男一方面,第二次淡判是真正的淡判。一旦回防法院澄清了法律的有

夫要魚并确定按照回隊法等距萬不是確定迪界 (例 如速里提到的迪界)的 唯一方

法,于是各方迸行真正的淡判直至迭成一項解決亦法°

143 特別報告長汏力因坏法院力淡判提供某些作力指早的要素,如提到公

平的原則和況秋的整体性,村他的分析并沒有任何重要性。那是有夫案件的特殊性

廣,案件真正具有普遍意〤的方面是淡判〤努的基砒和限制°

144 因此特別技告長的規魚是在穹以的領域里存在看淡判〤夯,因 力速里

有各种利益的沖突,速种沖突必須加以凋解如果速些利益基本上是合理的,并且第

16奈 第 2款考慮到了所提到的兩今重要要素,即合理性和喊意。

145 在兩介不同的方面可能意見不一致:即 活功的性辰或其影晌以及力活

功似定法律制度的措施。

∞ ㄍ目隊常沒法院 A/B輯》,第 42母 ,第 ηU8更 ,在第 1η 6英°

s’ 在常理中,垓 案在速方面遵循了剛引用的咨均意兄,因 力它表明耿方“只

有表現出承拒〤夯,淡判才有意〤,如果任何一方坐持其自己的立場不打算作出任

何改交,淡判就沒有意〤了’’(《 1969年 回隊法院裁決集》第 47頁 ,第 85(a)

段)。

朋 同上,第 48更 ,第 8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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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在第一种情兄中,是村事其的意兄不一致,解決速种不一致的最好亦

法是建立一介由寺家組成的其兄琱查机构°另一种可能的亦法 (各逸案文 A)是位

通道取方同的淡判來确立事其,不要寺家參与,因 力絰駩表明各回明並不愿意接受

第三方參与它們的爭端°如果央兄調查机构的意兄村各方沒有的東力,垓机拘也許

比較容易被接受——組成人長的任命和其他細市將在可能的附件中焚理°那就是由

前任特別掇告長在他的音題鋼要
∞  <第二部分,第 68段 )中提出的解決方法°

按照送一鋼要,淡判〤夯只有在以下情況下才舍戶生:(a)怔 明在合理的時同肉

就其況淍查机构的建立和杈限送成林以是不可能的,(b)任何一介有失回家肘琱

查錯果不滿意,或者汏力庄垓考慮其他事項,以及 (c)其 現凋查机构的撤告建以

速祥做。

147 在寺題鋼要中提出的遠一解決亦法其所上是一介合理的解決方法,因

力首先各方必須肘活功的性廣和影晌持相同的規魚以便能就必要的預防措施和最道

用的法律制度送成林以。此外,員 然通道一幹磋商來升始工作比看手指定一介寺家

机枸并一直等到青家們送成林洪要更容易些,但逐是座垓考慮速祥一↑事其,一方

面假定的起源回可以不用等待有夫常以的錯果就升始垓項活功,另 一方面奈款中規

定的惟時黃任制度給予假定的受影呴目一定程度的保怔:任何技害持給予朴佳°原

則上不合有令人煩怙的砮率拳劫。

E 第 17奈  (肘按第 12象友出的通知不作答复)

148 根括笫 η7奈 ,被通知目的沉默可能肘它戶生不利影咱。因力垓固有〤

夯按淡判又夯表明其規羔,速就意味著如果假定的起源回在接到通告后六介月內不

作任何答复,佑淹將是,它接受由另一日指出的有美垓項活功的性辰,因而垓項活

功將連守本奈款所規定的親度,好象遠就是第 ﹁奈中提到的一項活功。

59 
兄上文胂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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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拫告所引用的多迪公釣:                資料來源

《耿合國特杈及豁免公的》           朕合回,《荼的集》,第一卷 ,

<俺致,﹁ 946年 2月 ﹁3日 )       第 15更°

《寺ㄇ机构特枳和豁免公的》          同上,第 33卷,第 26η 頁。

(組 的,﹁ 947年 ●n月 21日 )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夠》            同上,第 5UU卷 ,第 95更 °

(維 也納,1961年 4月 n8日 )

《堆也納領事夫系公的》           .同 上,第 596卷 ,第 261頁°

(維 也納,1963年 4月 24日 )

ㄍ堆也納奈的法公的》             同上,第 n.55卷 ,第 33┐ 頁°

(維 也納,1969年 5月 23日 )

《堆也納大于回家在其肘普遍性因豚＿.E象 美系

上的代表叔公的》              駁合回,《 1995年法律年鑒》

(結 也納
、

﹁975年 3月 14日 )       (出 售品窮咢:E79V3),

(以 下私‘‘η975年維也納國家代表叔公    第 87頁。

的”
)

一、早言

1 1986年 ,特別報告員向回坏法委員舍第三十八屆舍洪提出了題力“回家和

回豚姐象之同夫系 (青 題的第二部分 )’
’的第三次根告°

n

2 委員舍第三十九屆舍以在其第 2U23至 2U27次和第 2U29次舍以上常洪

1 
《﹁986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63歹 ,文件 A/CN

4/4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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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三次擬告°
’

3 在其第三次擬告中,特別掇告員分析了在大舍第四十屆舍以第六委員舍和

國防法委長舍第三十七屆舍以上有美速介寺題的辦淹,并放速些辦淹中得出若干結

梵。同祥,他提出了村本青題范目的几魚考慮并遵照委,Fl舍 的靖求,向 它提交了特

別根告 ,Ft打算就本青題似,T的各項奈款草案所涉事項內容的綱要。
4 在听取了特別報告長的介紹之后,委員舍就寺題的各介方面,渚如今后草

案的范回、特別擬告長提出的鋼要的現其意〤以及今后將采用的方法交換了意兄°

5 在意見交換錯束肘,委 員舍決定要求特別報告長根据其第三次報告中所載

的青題鋼要制定的指早方針并且依照在委員套第三十九屆舍以上園迷的意兄,盤袋

吋本青題送行研究。

二、犬套第四十二屆合洪第六委員舍甜淹本寺題的情況

6 在犬舍第四十二屆套以期阿,第六委員舍討梵了目隊法委員舍有美本寺趣

的工作°
3  

首先座些提到的一焦是,有凡位代表在強凋回豚組銀的作用的同

時,看重淡到本昔題的玩其意〤和重要性°他們肘委員舍的有美工作表示玖迎,井

同意委員舍要求特別報告貝根括其第三次技告中所載的寺題綱要制定的指早方針和

本委員舍中交換的意見姓絞吋本青題送行研究°送些代表恙的汏力委員套批准吋鋼

要是一介良好的幵端,同 時也力未來的工作提供了适些的基砒。

7 肘于所要采取的一般方法,有人提出未來的草案不庄局限于現行法律制

度,而泣努力你朴遠种制度的缺陷,放而力固豚組象的特叔与豁免和它們取長的保

障提供一介更好的基磞,同 時座折犬特別報告員所提綱要的范園,將 目狋組坎根据

因隊法院的有夫判例聳伊其取員豁免的能力和掌握的手段包括進去°肘此有人指

出, 目前常以的草案泣規定末道回有責任确保遠些組象及其取長的地位、特叔和豁

免受到法律保伊和尊重,使京道回不能肘因你姐象的取員采取歧視性的限制措施 ,

2兄
《1989年⋯⋯年盤》,第一卷,第 ┐87頁起各更。

3兄
秘串哭編有的“犬舍第四十二屆套啵期同第六委員合夫于回狋法委員舍

報告的討梵的青題摘要”(A/CN4/L42U),E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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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遠种情況在某些國家已銓友生。

8 大家肘委員套采取的特編集現行規則和慣例与查明漏洞錯合起來的工作方

法表示支持。他們汏力兩者都是有益的工作,兩者是相捕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9 一般意見忕力,就因豚組坎而言本寺題的范圍一般只垃包括普遍性的回豚

組象°區域性姐象可在以后研究赴理。

┐U 夫于目跡＿.n球 的概念,人們汏力,蚤 然 1975年 的堆也納回家代表杈公

的規定的定〤仍算充分,因而元須似定新定〤,但 回狋法委員舍泣穹快回豚組欽的

因隊人格泀題。村此有人汏力,特 別報告長在其第二次被告中提出的第 η奈車

案
4  

的內容窄了一些,特別是“在符合其建立文串的范日內”一悟似乎是限制性

的,第 1款 (a)、 (b)和 (c)項 給人的印象是,回 怀組象除速些項中所提厲性之

外別元厲性°逐有人村‘‘按成長目的回內法”
一浯提出了辰疑,因 力速种因內法与速

介同題不相干°另一方面,人們支持特別根告員提出的將咳柔草案的第 2款 車列

一奈的建以,但垃在垓款的末尾增加“和回你法”字祥。

11 大舍在第六委 員舍技告 的基砒上于 1987年 12月 7日 通道 了第

42/156母決以,在決洪的第 3段 中,大舍建立回豚法委員套按現行卄划鍵鎂有

夫本音題的工作。大舍第四十三屆套洪在 1988年 n2月 9日 第 43/η 69母決以

中重申了垓建以。

三、回坏組象的概念

12 特別技告貝在其第二次報告中已淹及固豚組象的概念同題;5 因此 ,

他將淡到垓根告肘速介同題的看法。

13 特別報告員在其第二次根告中指出,在辨梵特別報告長的初步報告 91,

几乎所有友言的回隊法委員套委員都汏力不宜村回豚組象姒定并提出一介明確的定

又,特別是因力委員舍的任夯并不是革似夫于回隊坦象的柔釣。人們要求特別擬告

4ㄍ 1985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笫 n12一 日﹁3頁 ,文件

A/CN4/391和 Add1,第 47段
。

5月
上,第 1U5-1U9烎 ,第 15-3U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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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避免送行昈日持久的掌未性和理梵性討梵’’°
6

14 在友表了一系列意見之后,他得出的錯淹是:他庄鍵綠采用委員舍在討

梵它所制定的三↑草案吋所采取的重失效的亦法。遠三介草案,即有美“奈約法”寺

題的草案,有夫“回家在其肘普遍性目隊姐象大系上的代表杈”青題的草案 (其第一

部分現在正在常以中)和“夫于回家与回豚組坎之同或因狋組坎相互同締結的奈的”

寺題的草案,現在都已成力奈的°

15 夫于國家与回隊組象之同或目坏組象相互向締錧的奈的的奈款草案第 2

奈第 1款 (一 )項肘“固坏組象”下的定〤与 η969年 《維也納奈的法公的》第 2奈

第 1款 (c)項 中的定〤是一祥的。它倚草地規定回狋組象是政府同組象。在肘有

夫奈約法的奈款草案第 2奈 的坪注第 14段 中,委 員套悅 ,“ 回豚組象”
一詞在第 1

款 (一 )項 中被界定力政府同姐努是“力了清楚表明非政府姐銀的規則是排除在外

的”°
7

16 在村有夫國家与回缽組象之同或回豚＿1n絮相互同締結的秦釣的奈款草案

第 2奈 (一 玟吋通道)的 坪注的第 7、 8和 9段 中,就第 1款 (一 )項而言,委 員

舍逐悅 :

<7) ⋯⋯本定〤位按其隊賦予它的含〤未理解,也就是悅,它是指主

要由回家組成的生象,在某些情況下達种組坎有尚未成力回家的耿系成長,甚

或有其他日杯姐象作力其駁系成員:在遠方面,提到了一些特殊情況,如 因豚

屯信敢盟中的駁合回,夫 與患赫定或其他回豚机构中的歐洲銓游共同体,或者

甚至在納米比正威力世界工生組象的敢系成長之后,馱合回在世界工生組象里

通避納米比正理事舍代表納米比正°

(8) 但是,庄 些強涓的是本草案肘“回隊組象”一洞采用与 《維也納公

的》中一祥的定〤所戶生的影晌要比垓公的大得多°

(9) 本草案采用速一富有彈性的定〤并不是想肘每↑組象肉根据其現

同上,第 15段°

《1966年⋯⋯年銴》,第二卷,第 19U烎 ,文件 A/63U9/Rev1,第

第二章。二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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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規則在其內部享有某种程度 自主叔的各种其体 (附厲机构或有美敢的机构)

所庄遵循的制度預先作出判斷°同祥,也不斌因村一介其体力了能被視力本草

案所指的回豚組象而需要具有多大的法律行力能力預先作出判斷。事其是——

我們將在評迷第 6奈 吋再淹及速一同題——本草案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規定回

豚姐坎的地位,而是要規定一介或凡介回豚組象已絰加入的奈的的制度°我們

是想將遠些奈款草案道用于遠种奈釣,而不梵有美組象的地位如何’’
。

8

η7 因此特別報告員汏力,力本奈款草案的目的,委員套垃坐持其快力“回穌

組欽〞是指政府同或國家同組象的規魚。

18 此外,根据在回豚法委員舍和大舍第六委員舍討捻中友表的意見,并在

考慮到在送些甜梵中提出的并在特別報告員第二次報告中所迷保留意兄的情況下 ,

我們泣暫時將速种組象局限于普遠性的組玖。

四、柔款草案的第一部分;特別擬告貝提交的第 1至 第 4奈

η9 草案第一部分全文如下:

第一部分 早言

第 1奈  用浯

n 力本奈款的目的:

(a) “回豚＿1n珠”是指普遍性的政府同姐象9

(b) “姐坎的有夫規則”特別是指垓現象的＿lE成 文串、据此通道的垓組象的

決定和決以及其已磽立的慣例 ,

(c) “普遍性的姐象”是指駁合回、各音鬥机枸、回豚原子能机枸以及其組

8《 1974年 ⋯⋯年鑒》,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295-296更 ,文 件

A/961U/Bev1,第 四章,B市 ,迂去在特別根告員的第二次技告中曾引用述

(《┐gB5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1U6頁 ,文件 A/CN4/391和
Add﹁ ),第 25段 。

一 田 9一



豕成 ,Fk和 責任均具有全球性辰的任何美似組坎;

(d) “姐象”是指有美的固隊組豕9

(e) “京道回”是指遠祥的回家,在垓目的領土內:

(一) 沒有姐象的意部或亦事赴;或

(二) 拳行其机枸之一的舍以或其召升的大舍°

2 本荼第 1款夫于本柔款草案用活的規定不妨得其他國隊文串或任何回家回

肉法肘遠些用活的使用或所賦予的含又°

第 2奈  本奈款的范回

1 本奈款迢用于普遍性的因隊組象同接受本奈款的回家之同的美系。

2 本奈款不道用于其他目隊組象的事其并不妨得奈款中按照回豚法不梵本奈

款 <公的)有元規定均道用的任何規則的道用。

3 本奈款 (公約)能不阻得各回之同或目豚組象之同締結捇定,使秦款 (公

的)能全部或部分地道用于本柔第 n款所指回豚姐象以外的回豚組象。

第 3奈  本奈款 (公 的)与 回隊組珠有失+nt則 的夫系

本奈款 (公的)的 規定不妨得因豚組象的任何有美規則c

第 4荼 本荼款 (公的)与 其他回隊林定的夫系

本奈款 (公夠)白ㄅ規定:

(a) 不妨稈回家之同或國家与普遍性回豚坦欽之同現行有效的其他目隊林

定,而且

(b) 不座阻得締錯大于普遍性回隊組象的特板和豁免方面的其他因隊怭

定。

2U 速里需要重复一下早先提出的兩魚意兄°首先,大家想必記得,委 員舍

得出的錯梵是,力有美本寺題第二部分的初期工作的目的,委 員舍垃視野戶園;因

力其研究垃包括匡域性組象,只有在垓瑛研究完成之后,才 庄最后決定未來的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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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否庄將遠英組象包括在內°
9  

其次,正如已絰指出的那祥,將肘在奈款

草案中可能使用的其他木悟下定〤,在本寺題的工作錯東以后將進行速瓨工作。

21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涉及本寺題的第一部分的 1975年堆也納回家代

表叔公釣只限于普遍性的目隊組豕,此外在垓公的第 2奈第 2款逐有一奈保留意

見,即垓公的的范園只限于回家在其同普遍性回隊組象夫系上的代表杈鬥題速一

庶,不位妨磚在回家与其他組象的美系中道用垓公的規定的按回豚法不捻垓公的有

元此項規定均庄通用的任何規則
。
                  .

五、回隊組珠的法律行力能力

22 特別報告見在其第二次技告淹及回隊組象的法律行力能力,并提出了第

1秦草案,速一柔后未分力第 ﹁奈和第 2奈草案°
1°  回豚法委員舍和第六委員

舍的討淹表明,大家普遍感到座特所建以的第 1奈 的第 2款 車列一奈并在其末尾

增加“和按回隊法”字祥。看來沒有必要肘第二次報告的內容作任何別的朴充。

六、奈款草案的第二部分:特別技告員提交的笫 5和 第 6奈

23 奈款草案第二部分全文如下:

第二部分 法律人格

第 5奈

回隊組象座根据日豚法及其成長目的目內法享有法律人格°它們庄在符合其建

立文中的范目肉有能力:

(a) 汀的;

(b) 荻得和焚理功戶和不功戶;以及

(c) 提起法律泝忪°

《1983年⋯⋯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U頁 ,第 277(c)段。

兄上文腳注 4°

9

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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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奈

一固豚組欽締第奈的的能力遵照垓姐象的有美規則和因豚法。

七、給予回你組豕的特叔和豁免

A 村法律程序享有的豁免:根据

24 元可否汏,力 了保障回你姐象的白主性、狂立性和行使取能的有效性并

保伊它們使其免受任何种美的侵害,而且由于國家法院井不意是史理目隊組坎力些

事方的沂忪案件的合道場所,因此垃給予各回豚組象在其基本╨夯方面以某种程度

的法律程序豁免.

25 力支持回家垃享有法律程序豁免而提出的捻魚与就回豚姐象所提出的淹

羔基本相似,因此有些人汏力道用于回家的規則也可道用于回隊組象°

26 有許多作者汏力硬要將回家和目豚組象的司法豁免完全等同起來是沒有

根括的,因 力給予兩者豁免的理由井不一祥U首先,我們村回家需要的豁免与回坏

現象需要的豁免是否必須范園相同遠一魚并不清楚°特別報告貝汏力,正确的做法

是根据某回豚組坎的取能需要考慮座給垓姐珠多大程度的法律程序豁免。
11

29 如果一介回豚組象存在的理由就是建立遠介姐象所要行使的取能和所要

其既的目杯,那 么取能需要就座些是磽定給予某一組坎特根和豁免的范圍和程度的

主要柝准之一,即使不是唯一的拆准.因 而垓組絮的狌立受到保障的程度就是其行

使耿能和其玩目杯所必需的程度。

28 給予目隊組象特板和豁免的合理性逐在于回豚組欽的威昃回之同平等的

11特
別兄回隊組象及其有夫人長的特扠与豁免同題小組委員舍于 η968年

力歐洲委員套瑪与的報告,垓根告由歐洲法律合作委員套修汀并予以完成:歐洲委

員舍,《回豚組貁的特板与豁免》,歐 洲委員舍部長委員舍于 1969年 9月 26日 通

道的第 (69)29咢 決以,以 及解猙性報告 (斯特拉斯堡,197U年 ),第 23頁 ,

第 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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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由于回隊組欽是由相互同平等的回家所創建的,在 它們共同創建并厲于的回

狋組象面前,速些回家必須一律平等。特別是不垃有任何回家放交由＿1n象赴置使用

的資金中荻取不位有的財夯好爽°

29 在界定回隊組坎的特叔和豁免方面逐有一今先例因素°出于可以理解的

其隊原因,遊去給予失似姐象的特板肘于穹以給予新組豕什么特板和豁免速今鬥題

是有用的參照依照。

3°  第一批回豚机构一建立就昱得有必要給予它們一些保伊,保伊它們不受

能干涉其工作的些地因家些局、特別是法官和行政官貝的影晌。回坏組象因自己沒

有領土,便不得不建立在某一回領土上°

31 原來特叔和豁免是給予速些机构的胑長和代表的,一般是把他們等同于

外交人昃°很快,由 于回狋組象迅速增多,便盛行起一种新的理梵。速种有根括的

理梵力給予固隊組絮特叔和豁免提供了理由。速种理由狼立于并不同于肘于回家來

悅的那种夫于特杈和豁免的理由。

32 回坏姐豕白功享有特杖和豁免,即 它們作力回豚法人以及作力回豚法主

体放公的、患部捇定或可能依照刁慣而荻得的特叔和豁免。它們有叔荻得特杈和豁

免并可以要求各回給予遠种特板和豁免°然而同回家相比一介基本不同之赴是互惠

性。各些事方在性演上不同,速便排除了日你坦象肘其荻得的特板和豁免向肘方提

供等量好赴的可能性。正如克里斯蒂安 .多 米尼切所悅:

“如果回狋姐象沒有回豚法律人格,夫 于此美姐象的特叔和豁免的任何公

的,特別是忌部捇定,就沒有任何意〤。然而,遠并不是悅豁免是此种人格的

必然厲性°豁免來白規定它們的具体規則⋯⋯12

33 目豚組象不能象回家那祥享有領土主杈所給予的保伊,因 此它們的唯一

保中是所賦予的豁免°与日益受限制的回家豁免不同,回 隊組象的充分豁免是完全

合理的,其充足的理由就是,國家是謀求自身牙j益 的政治其体,而 回狋坦象是代表

12C DUminic台
,〃 L′ immunitδ  de jur｜ dction et d’ e×台cvt〡on des

o「 gan｜ satiUns internatUna︳ es〞 . CoⅡ ected CUv「 sesUfthe HagUeAcademyUf!n.

ternationa〡 Law,1984一 ｜̌ (DUrdrecht′ MamnuSNijh° ff.﹁ 985).ˇ U〡 ┐87.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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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有成長回行功的服夯机构°
i3

B 回隊組象的分美

34 正如肘固隊姐象下定〤一祥,在送一步研究本同題之同位些考慮一下 :

村遠种組欽送行分美是否可能、必要和可取;換句活悅,吋回隊組象送行分美以便

确定位給予每一美目隊姐象何种特枳与豁免的做法是否有益°

35 各法律著作的作者提出的分美法多种多祥°一般悅來,遠种分美的唯一

日的是便于列拳現有姐象。遠是大家都容易理解的。前面已絰悅述
14  ,根

据劍

建目豚＿.n珠 的法律文串給它們規定的取能,每一今回豚姐參都有 白己的特性。蛗然

有些回豚組坎有共同的特庶,但它們又具有各种不同的特魚,速取決于按回家的意

應建立遠些組象的目的。

36 盤于速种情況,任何斌團送行分美的做法其鋍果只能是确定回隊組象的

美別,而送主要是使之系筑化而不是作純粹的理淹說明。前面已經悅逍,賦予回隊

組象的取能多种多祥,因此任何分美都不一定舍合道U

37 法律理梵中最常用的因隊組象分美法都是以下列杯准力依括的:(ω 組

成;(b)活功的目的;(c>杈力°
15

38 根据組成情況送行分美吋,肘具有普追使命的＿1n象 和區域性姐欽加以匡

分。村前一美組象很堆界定。沒有一介回豚組象是完全普遍性的°由于速些姐象是

在自愿的基砒上建立的,所 以有些回家不愿參加迸去始終是可能的。即使是“具有

普遍使命的”
一浯也不是完全令人滿意的,因 力它看重說明普追性只是表面上的.

n3同上,第 η78丌起各頁°

14兄特別根告長的第二次報告,(ㄍ 1985年⋯⋯年鈭》,第二卷 (第 一部

分),第 ηU7更 ,文件 A/CN4/391和 Add┐ ),第 32段。
15兄 PReute「 .mtemat〡 Una〡 mstitutions(Newㄚ Uck.B｜ nehart.1985)‘ pp

219 et seq: Γvη  
、

íra〢 y:〞 Definit｜ on and c︳ assificatiUn‘  Uf ｜nternationa｜  Ur9aniza-

tionS:A〡 e9a｜ approach.一 InGAbi￣sadb.ed.丁 heConceptUfmternatiUna〡 U‥

1981).pp 5° etseq。9anizat︳ Un(Pa而 S.∪ nes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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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是因力它未能將渚如世界銀行之美的組象包括在內。世界銀行是根据銓游原則建

立起來的,它 不允肯拒能遠些原則的回家成力其成見回。仄組成情況的角度未看 ,

村匡域性姐象比較容易垥予界定°但是,逐有第三美回坏組致按此兩种分美法是元

法包括迸去的3速美姐欽沒有普遍使命,也不是在區域的基絀上建立的,例如石油

輸出因組象、絰游合作与友展組豕和主管初級商品的各种理事舍和委員合°

39 按活功目的送行分美吋,肘政治姐象和技木組坎、一般姐象和青ㄇ姐象

常常是根括其取杈范日加以區分°其他作者則送而將政治、絰游、金融、社舍、文

化、行政、軍事和其他的組象加以匡分°肘速种純厲說明性的清單是毫元限制的,

它其豚上是一一列拳而不是真正的分美。

4U 按叔力送行分美吋,肘捇商性廣的組象、确定准則的組象和執行的組欽

別是根括速些組象是否有叔作出肘其成長回具有的東力的決定以及它們能否抗行 自

己的決定加以Σ分°放法律的角度來看,速祥匹分比較可取°然而,它 同祥不是完

全令人滿意的°仄作出的決定是否具有的東力的角度來考慮,比如悅,朕合目大舍

似乎是一↑掛商机构,因 力它的次以只有建以的效力,而安全理事合則舍被汏力是

一介確定准則的机构,因 力它可以作出具有的東力的決定°
16

41 最好的亦法是及法根括一介回隊組欽冬可能典型的但同時又与男一目隊

組坎有很大不同的特征未確立一种比較系統 <或科掌)的分美方法。
1’  我們已

銓指出,一介姐象的取能是其真正的存在理由。其成見因建立它并參加其活功、承

拒其發用和接受它勢必帶來的限制就是力了使它能姼行使其取能。目盱姐象的錯构

本身要服狄其取能需要。

42 現有的回豚組象几乎都符合一种模式,它們分三圾送行工作:

(a) 最高一級,全体政府同机构 ,

(b) 最低一級,行政秘中赴,

(c) 中同一級,全体政府同机枸 (在 只有少數目家參加的組象中)或有限

的政府同机枸 (在世界性姐象中)°

兄 Reute「,訂引串,

兄 Vira〡 y,前 引串,

笫 2ng頁起各更,Vira｜〡y,前 引串,第 58-59更 。

第 59烎起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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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速种一般模式在有了一些附厲机构后便交得复奈了U遠 些附房机构因賦

予有美組象的取能性廣、它需垃付的局面、肘其活功規定的方向等不同而有很大的

差昇°昱然,要將速些体制上的多介組成部分好納力非常明确的几大美如要不是不

可能也是板其困堆的°

44 在淡了上述看法以后,由 于目隊法委,Hl舍采取重取能的方法作力遠項研

究的主要基拙,所以作力分熒原則,我們可以主要瓜三介角度來甘淹因豚組象的取

︴會〔::

(a) 根括作力某姐豕的任夯所要其現的合作的程度;

(b) 根捃保留給或賦予遠种合作的活功領域的范園,

(c) 根括力其現遠种合作而采用的方法以及垓組欽与其成見回之同和各成

長回本身之同建立的夫系的美型°

45 采用第一种杯准●1可 以區分普遍性或世界性或全球性的組象与成長因數

目有限的組象。些然,世界性姐象的目的是其現目你社套的統一并力此目的將組成

垓社舍的所有國家本身組合起來并殶法在世界一級解決所出現的同題°成員回數目

有限的＿1n欽 只尋求促送某些特定回家之同的合作,而速种合作是根据它們共同的特

定利益 (這些利益使它們有別于回豚社舍的其余成長)在 限定的范目肉送行的。在

某种意又上可以悅普遍性的組象是建立在包容原則之上的,而成長目數目有限的組

欽是建立在排他原則之上的°遠兩美組象的匡別不伙在于成長目的數目和加入的親

則,而且在子建立机构网的工作、有夫組象与成長目的夫系、工作的目的及其余部

活功等所帶來的一整系列影晌°

46 采用第二种杯准 9+可 以匡分一般回隊組坎和部ㄇ性的回隊姐欽。第一熒

回豚組象是由力在所有下迷領域送行有組象的合作而建立的目怀姐象組成:在速些

領域里,幵展遠种合作是有益的,它不受任何限制,或者只是不包括某些明确規定

的部 i┐ (如 國防)° 速美一般回家＿1n象 可以象敢合目那祥建立在世界基砒之上,也

可以象美洲回家姐象或非洲統一姐坎那祥建立在Σ域基砧之上°第二美國豚組象是

由只具有在某一今部ㄇ活功、或至少在某些尸格規定的部ㄇ活功的胑能的因隊組象

多壬1成 。

47 采用第三种杯准吋可以匡分確定准則的因坏組狄和放事並努工作的回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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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象°确定准則的回豚姐象主要夫注的是引早其成見回以防止它們在悉度上友生坤

突 (如 已友生,則終止此种沖突),并怭助通述林同努力其班共同目林°但是遠些

組絮文現上迷日杯的方法可能各不相同°瓜事╨夯工作的組象由自己采取行功,它

們使用 自已的資源或其成長回提供的資源,如扁后一种情況則由姐象決定姿源如何

使用,因此它有╨夯管理杈。誠然,在多數情況下目阡＿1n象使用的資源都來源于成

長回,但是速方面的情況則因遠些資源是明确持移給垓姐貁 (如財政捐款)逐是伋

伙在寺用的基柮上提供給它 (如派遣的軍事部叭)而大不相同°

48 有些回坏組象送行的活功凡乎完全是並夯性的°金融机构,特別是褚如

世界銀行之美的回隊銀行的情況就是如此。另一些坦象的活功則是磯定柝准和仄事

其豚並夯兼而有之,如敢合回 (其 活功主要是厲規范一失)和多數青ㄇ机构 (金融

机枸除外)°

49 根据上迷情況,唯一的結梵是,提 出的任何分美方法都不可能狼力提供

。介普遍杯准可用以确定位些給予因豚組象什么特叔和豁免°要明确X分各种美別

的回隊組象是不可能的。有時遠些美別相互重迭°最后,正如前面已絰說道的那

祥,上迷匡分主要是一一列拳而不是真正的分美°要准鴉地怔明悅我們可以放根据

前面列祥的柝准所作的筒革分美中自功地得出每一美國坏姐象的具体和明确的法律

后果,是不可能的°

C 村法律程序所享有豁免的范日

5U 因此,要 弄列同祥道用于所有回隊坦象的特叔和豁免清車看來不伙十分

困雅,而且遠祥做也不可取,因 力根据有夫文串建立的各國防姐象都有本身的特

性°因此,一介回豚組坎力其現其目杯和行使其特定胑能而有 自己明確規定的若干

特叔和豁免,而遠些特板和豁免与具有不同目杯和取能的其他回吥組象所庄享有的

特叔和豁免不一定要一祥,而且一般是不同的。

Sn 鈭于要制定普遍原則或杯准以便能修据此 自功給予某回豚組象以若干特

定的特杈和豁免十分困璀,因 此在遠方面制定的任何准則都必級要有一些能姼根据

每介回坏組象的具体特性加以朴充或修改的一般規定,以便姪逍涓整后的准則能姼

道座有失組坎的其豚取能需要,并与建立垓組象的法律文串不相扺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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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有失各回防組象特杈和豁免的一般捇定 <如 1946年 ㄍ敢合回特叔及豁

免公的》和 1949年 《寺鬥机枸特枳和豁免公的》
nB  

通常都有忠部怭定或耿近

或多迪捇定加以朴充,速些林定明确規定給予、限制或伊大某一組象的特杈和豁

免。速种做法有助于林凋回狋姐象和回家的利益,而不淹速介回家是一↑或几↑回

杯組豕的水道回°

53 只要查同一下現行的有夫公釣、忠部捇定和其他耿迪和多迪法律文中 ,

就能友現在給予現有的目隊姐豕以特叔和豁免方面或多或少是普遍地采用了一些杯

准,它們是:

(a) 因豚姐象久黃的地域 ,

<b) 回杯組象的政治特性 ;

(c) 因隊姐珠所具有的耿能美型,如商並、金融甚或工╨方面的取能,

(d) 回豚組坎的規模,速是有道理的,因 力給予犬回防組玖的某些必要或

不可或缺的特叔和豁免可以不給予取能有限的小回跡組象而不合造成重大田堆。

54 最后,我們不垃忘記如下情況,即 某些因隊組坎蛗然是根据因豚捇定建

立的,但不一定要給予它們特叔和豁免°其姐象形式使之可以根指京道回的回肉法

完全作力法律其体送行工作的政府同回豚組豕就是速种情況c

55 ﹁947年 的 《寺ㄇ机构特杈和豁免公的》是根括敢合回大套 1946年 2月

13日 第 22D(工 )考決以似定并通避的,垓決以中有一段說:

各寺ㄇ机美固未必需要他青ㄇ机夫之一切特杈及豁免,而其中頗多青ㄇ机

夫,因 其任夯特殊而需特种特根非力駁合回本身所需者,大舍汏力駁合國之特

板及豁免,垃一般范圍最戶者,于此范日內,各青ㄇ机夫座享有其力善送成其

各垓任夯所需之特杈及豁免,而村子并非确有需要之特叔及豁免不泣主張之°

56 因此,在法律理捻和多迪、取迪和草迫的法律文中中以及在敢合回和現

有的其他回睜組玖所遵循的慣例中采用最多和以一般形式出現的唯一杯准是取能需

要。因此,達成了委員套在本研究報告的幵共所采用的主要杯准。

1B以
下林‘‘1946和 1947年 一般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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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元淹如何,我們座些牢記:

(a) 特叔与豁免是一种叔利而不是札退 ;

(b> 它們与被賦子速种杈利的因豚現象的取能密切相夫,

(c) 不垃利用特叔和豁免來破坏向它們提供遠种叔利的依括并肘司法提出

挑找。

在討梵回豚取貝的特杈和豁免吋,我們將再梵及速介鬥題。

58 根据現有的犬多數法律文件 <特杈和豁免公的、忌部林定等),回 豚姐坎

不泣由采用普通法律的任何法院未肘其作出判決,除非它們明确放弈遠項特杈°即

便它們放井遠項特叔,也不能將其抃犬到執行措施。

59 冬管遠种特殊的情況看來有些避分,但是由于目豚姐象承拒了制定司法

制度以解決它們可能卷入的沖突或爭端的〤夯,速种情況明五地受到了限制。現行

的所有意部林定都規定有速項又夯,如工生組珠和瑞士之同的捇定
”  (第 23

奈)以 及教科文組象和法回之同的林定
2°   (第 28奈 )。 η946和 1947年一般

公的中也有失似的奈款 (分別兄第八奈算 29市 和第九奈第 31市 )° 《歐洲委員舍

特杈和豁免恙捇定》
幻  中有一奈更力明磽的規定.其 中第 21奈提到了仲裁。

6U 放駁合國法律癲同根据委員舍的決定
η  于 1978年 3月 13日 向各青

ㄇ机构和原子能机构友出的惆查表所得到的答复以及 1984年 n月 5日 向各匡域

組象友出的琱查表所得到的答复看,多 數青ㄇ机构和原子能机 +一9以 及敢合回都汏力

＿
’g1955年 9月 29日 的撿定 (兄 Switzer〡 and.

d「 Uitf° d爸 ra!(Beme.η 97U).sectUη 92η 2U281)。

Recvei syst台 mat｜ quedu

┐954年 7月 2日 的排定 (敢合 回,《奈 的集》,第 359巷 ,第 3更 )°

CoUnc〢 ofEurUpe.┬ heGenera｜ Agreement onPriˇ ｜｜e9eSana〡 mmuni.

tiesUftheCounci｜ UfEurUpeof2September1949(Strasbovrg 〔nd〕 )。

” 兄 《1979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27更 ,第 95段 ,和

ㄍ┐983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 丌,第 277(f)段。

�祪

畤畤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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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的法律程序豁免受到回家主管些局的充分尊重和承汏。
η

6﹁  放速些答复中可以推新固豚組珠的法律沂忪豁免原則已得到加強。夫于

速介鬥題,引 用一下耿合回村琱查表的答复是有益的°

(a) 承汏朕合回的法律程序豁免

●n 197U年 4月 29日 美利坐合猋目威力 《敢合回特叔及豁免公的》的鍗

的回。它的加入加強了朕合因在有失其在美國村法律程序享有豁免方面的法律

地位,因 力此前在美因速項叔利一直是以美目的回內法規和特別是源于 《耿合

因先章》第一百零四荼和一百零五柔的一般回隊法力依据的°遠一行功肘本組

努意〤尤力重大,因 力它友生在主板豁免理梵正在迅速演交的時刻。些吋許多

回家都在提出限制性更犬的理淹,以致頒布了褚如 n996年的美國外因主杈豁

免法案之美的回家法規。主杈豁免理捻冬管不直接适用于回豚＿fn象 ,但是速种

理梵的演交,尤其是肘外因主根回家的商止活功采取限制更尸的做法,不可避

免地特影喃回家法院村回豚組象活功的看法°不避,駁合回盤妓不受限制地肘

法律程序享有豁免,而且在遠方面与根据現行捇定不享受同祥法律保伊的其他

組參不同,沒有遇到任何特殊困堆。
2.

62 因力速里涉及一介位于敢合目的末道因境內因而是很重要的法院,所 以

引用一下組的丟最高法院村梅衣案的裁決 (1973年 )昱得特別重要。一今敢合國

雇見 (非 些地居民)被還奔的妻子因力家庭法庭法官拒能命令敢合回說明力什么不

能扣留其丈夫的薪金以供券她及其年幼孩子而村法庭提出廣疑。但是,最 高法院

(特別升庭期>裁定駁回其要求,林“法律明確規定主叔者吋 〔美目〕法院的管轄享

有豁免,除非它同意接受其管轄’’
。法院遜汏力敢合目“具有主叔者地位,它可將速

种保伊范目拼大到它的代理人和雇長”,而且“敢合國的主叔者地位在涉及其工作人

田
兄“駁合回、青 i┐ 机构和國坏原子有旨机构夫于其地位、特根和豁免的慣

例:秘 串赴窮 耳的才卜充研究根告”(《 1985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

分 /Add1),第 145頁 ,文件 A/CN4/L383和 Addη -3)。

四
同上,第 161烎 ,A部分,第二章,第 7市 ,第 n﹁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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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財夯代理人●1不容本案或家庭法庭些局肘其提出廣疑’’25  在討淹取長的特

杈和豁免同題吋,我們特有机舍肘速今裁決送行坪淹°

63 最后,男 一介与此有失的例子是布告塞/I.一 申法院吋“Mande〢 ie「 沂聧

合回和比利時回”
一案的裁決 (n966年 )。 原告吋“朕合回駐剛果部陝的粗暴行力”

使其裝受所渭韻失提起泝忪,要求敢合因或比利時政府或兩者共同肘其送行賠倍。

法院因此案涉及朕合因而拒地受理速一案件,其理由是根据 1946年的 《朕合固特

杈及豁免公的》第二市,本組象肘任何形式的法律程序享有豁免°
加

64 寺ㄇ机构和原子能机构采用仲裁的亦法解決提交給它們的根据普通法律

厲于私人的任何爭端。
η  与供位商筌汀的灼貨合同一般都載有仲裁奈款°

65 此外,青 i┐ 机构青放了一介行政法庭并接受其管轄°垓法庭有叔村音ㄇ

机构及其工作人員之同可能友生的糾紛作出判決°

66 青 i1机构和國家之同筌汀的技未援助合同以及寺ㄇ机枸之同或寺ㄇ机构

与敢合國之同筌汀的合作林定一般都載有仲裁奈款°速些組豕的組成文串規定,如

果在村上迷法律文中的奈款之一的解釋和道用上友生爭以,可 以請求回坏法院提供

咨淘意兄。

67 在某种情況下,有些回隊金融組象愿意在回家法庭送行泝忪°放因隊复共幵

友銀行 (第七荼,第 3市 )、 目昹金融公司 (第七奈,第 3市 )和目豚幵友捇舍 (第

八奈,第 3市 )的 怭定奈款未看,就是速种情況°但是,成 員回或代表垓回或因垓回

2s兄
駁合目,《 1973年 法律年壆》 (出 售品編母 :

在文件 A/CN4/L383和 Add﹁ -3,A部 分,第二章 ,

用°

葯
兄駁合 目,《 1966年 法律年盤》 (出 售品鴮咢 :

在文件 A/CN4/L383和 Add1-3,A部分,第二章 ,

用。
η

兄文件 A/CN4/L383和 Add1-3,B部 分 ,

段。

E75ˇ 1),第 198頁 :

第 7市 ,第 η2段 中引

E68ˇ 6),第 283頁 ;

第 7市 ,第 η3段 中引

第一章,第 η市,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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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杈提出要求的任何令人都不能肘速些組欽提起泝忪。在沒有終穹判決的情況下,

速三今机构的財戶和姿戶村一切形式的沒收、扣押和執行都是豁免的°

68 耿合回法律願同 ﹁978年 3月 13日 向各寺ㄇ机构和原子能机构行政領

早友出的琱查表所得到的答复表明,大多數寺ㄇ机构和原子能机构肘法律程序享有

的豁免受到回家主管些局的完全承快。

69 村勞工姐努和貨市基金姐象提起的拆松中,它 們肘法律程序享有的豁免

始終得到承汏,2B :但是,冬管現有的回豚怭定給予了根衣組坎以法律程序沂忪

的豁免,有凡次逐是吋它提起了泝松。桹衣組象吋地方法院吋其所受起拆的管轄叔

提出昇以°冬管忠部赫定
29  

提到“肘一切形式的法律程序享有豁免竹 京道因意

大利法院的判決仍不承汏根衣組象的豁免。意大利法院斌四匡別肘待,方私桹衣姐

象村法律程序享有的豁免只道用于与力其現垓組象的目杯和行使垓組象的取能而仄

事的活功有夫的事夯,即統治扠行力,而不道用于由其他活劫所引起的厲于私法性

辰的交易活功,即 管理杈行力。不管怎祥,它 并沒有尋求村桹衣姐絮采取任何扶行

措施。昱然,桹衣姐象的理事机构不同意速种解釋,汏力泣完全按照息部林定奈款

的字面意思未解釋°否則,根衣組象和其他固豚組坎將陷入忪爭,仄而影晌它r1● 有

效扶行其方案。
BU  

夫于肘患部林定有夫奈款的解釋,可 以考慮征求目豚法院咨

均意兄的可能性°

7U 在村根本組象提起的其他沂妐中,耿方送成了法律以外的解決亦法°在

有些泝妐中沒有尋求執行村桹衣組象的判決°

91 世界銀行、幵友怭舍和金融公司并不享有普遍的泝松豁免。它們享受的

豁免只限于成長固、或代表垓回或因垓因而有枳提出要求的介人提起的沂松。其他

28同上,B部分,第二章,第 7市,第 43段°

2° 195° 年 1U月 31日 的捇定 (兄 敢合回,《有夫因防組象的法律地位、特

杈和豁免的立法文件和紊的規定》,第二卷 (出 售品鴮母:61V3),第 η87頁 )°

sU兄
文件 A/CN4/L383和 Add1-3,B部 分,第 二章,第 7市 ,第

48 <b)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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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只能在垓組玖沒有亦事赴、力接受╨努或知舍迸程而指定了代理人、或已在些

地友行或拒保怔券的成 ,Fl回 領土內的主管法院提起沂忪°世界銀行、幵友怭舍和金

融公司沒有悅友生逍不承快它I1● 享有的有限豁免的情況°

92 根据 η947年公的第三奈第 4市 大于“吋一切形式的法律程序”享有豁免

速一規定的透用同題,多 數青ㄇ机构和原子能机构都現在解釋垓項規定方面沒有遇

到特別的因璀°貨市基金組坎汏力肘上迷泀浯座作戶又的解釋,放而使其道用于一

切形式的司法杈力的行使°
印

73 值得注意的是 1976年美國 《外因主叔豁免法》朋确規定,美 回患筑指

定的固豚＿in象 (其 中包括世界報行、丹友怭舍和金融公司)的 財戶“不垃因力向美

目法院或州法院提起沂訟而被扣押或受到任何其他司法程序的影晌,以致阻得向某

一外因支付資金或根据垓外目的命令支付資金
’’
。

32

74 沒有出現逍提到村扺行措施予以豁免同題的情況。然而,只有根衣組坎

擬告悅,未道目的代表曾就垓机构在末道回村法律程序和扶行措施享有的豁免同題

在 1984年 11月 拳行的根衣組象理事舍舍以上友表一項方明。

75 在垓方明中,上迷代表作出了木根告前面 (兄 上文第 69段 )提到的匡

分,即意大利法院肘統治叔行力和管理叔行力所作的匡分,但垓代表又悅,‘
‘如果有

人烒圈貫砌吋桹衣組象采取的執行措施⋯⋯,那 么垓組珠庄出出庭以便在法庭上指

出根括⋯⋯患部侞定它享有豁免”°
∞

76 由于吋患部林定中使用的“一切形式的法律程序”一浯作了限制性的解

釋,根衣組象汏力并主救速一洞浯庄包括肘執行措施享有的豁免。

D 放弄片法律程序享有的豁免

77 有几介机构放卉肘法律程序享有的豁免的事例。例如,貨 市基金組坎力

同上,第 52段°

同上,第 53段
。

同上,第 5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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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租賃的目的放井了豁免。与貨市基金組象某些借款林定有美的元圮名票据規定貨

市基金姐欽放弈村法律程序享有的豁免,在起泝和拭行兩方面它都服仄指定回家法

庭的管轄°部政敢盟在泝忪案件中也承汏瑞士法庭的管轄°
“ ′

98 此外,前面已絰排避 (第 64段 ),各寺ㄇ机构和原子能机构筌,T的 多數

合同都規定通道仲裁解決一切爭端。

E.財戶、資金和姿戶

79 如果我們仄目坏姐欽具有法律人格的原則出友,那 么很五然,賦予回隊

組象財戶的地位或制度就可以被視力咳人格所帶來扠利的合乎遻輯的延伸°

8。  上文已銓悅述,回 坏姐玖完滿行使它力之建立的取能的先決秦件之一是

享有銫村自主叔。然而,除非承汏回豚組象有杈赴置 白己的姿源,否則速种 自主杈

就堆以想象。

8﹁  倘若沒有力采取行功提供适些的工具,沒有能姼采取行功的手段,沒有

必要的物廣支助,固 豚組象就元法執行其組成文串及其他法律文串賦予它們的任

努。回隊組象的資源提供了速一切°首先,速些資源有助手使回豚組坎始終能姼執

行其其現其一特定目杯的具体使命°

82 放下迷意〤上排,可 以把回隊組象的資源比作公夯人貝的資源,即拔鋡

速些資源完全是力了其現回豚姐象的目的,因 此才有回豚組象資源的元形和不可址

与的原則°
∞

83 昱而易兄,速 些特性并不只是回隊組奴才有,回 內法或目坏法中的公共

机构也有這些特性。財戶不可社与和稅收豁免的原則,把保伊公共其体的姿源以碥

34同 上,第 55段。
∞

兄 J Duffar.ContributiUn。 Uetvdedes pr｜ vi｜ d9eSetimmunit爸 SdesU「

9an︳Zations inte「 nationa︳ es(Paris.L｜ b「 airie9爸 n。 ra｜ eded「Uitetdeju「 ｜Sprvdence.

η982)‘ p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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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不斷提供服夯作力其唯一目的。
∞

84 址 .迪法水汏力,目肉法中夫于公共机枃的財戶不得特用于行使其取能以外的

目的之規定是有道理的,它首先解釋了公共戶並的不可社与性。
釸  回隊組象的財戶也

因其用于集体目的而受法律保妒。速項恙原則甚至可以加以惆整以利于固踩姐象,因力

戶╨就意味看所有叔,而目豚坦象的財戶甚至不力其所有時也受到保伊。
85 所有夫于目隊組致特杈和豁免的文件中都明确提及房舍和建筑物°1961

年 《堆也銷外交夫系公的》第 22奈第 3款規定:使信仿舍及殶各,以及館舍肉其

他財戶与使倌交通工具免受搜查、征用、扣押或強制執行。1946和 1949年一般

公的、敢合國同美利坐合僉因、
∞  敢合國同瑞士

鉑  汀立的意部怭定等均載

有美似的規定°

86 速看來是合乎遻輯的。甚至些因隊＿fn象 的房舍和建筑物毫元疑同受适用

于財戶的一般制度的制的時,下迷一蕉也是昱而易兄的:如果沒有速些房舍和建筑

物,回 隊姐象的活功不伋舍受阻,而且凡乎不可能送行°因此,必須肘它們給予板

大和特別的重視并力此建立一項特殊的法律制度。
87 回豚組象的財戶作力一余整体,根括各回慣例和有美各國坏姐象的法律

文半 (組 成文串、患部捇定、公的等),被汏力是不受普通財戶法制的的°把速熒

9ml戶 永久拔給姐象机构用有助于防止速美財戶被用于預定目的以外的目的°因此村

它們汀有一顎公法制度,使之免受社与和扣押。

F 財戶和房台的不可侵犯性

88 在回豚絰象的其師生活中,有一碩极力重要的特枚,肘其充分行使取能

ss同
上

。
卻

同上,第 237烎°

鉑 1947年 6月 26

39 η946年  6 月 ┐1

銓 1963年 4月 5日 和 1┐

日林定 (敢合國,《柔釣集》,第二卷,第 1η 更)。

日和 7月 1日 咯時捇定 (同 上,第一卷,第 163烎 ),

日互換的照舍修正 (同 上,第 5U9卷 ,第 3U8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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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不可少的,遠就是夫于回杯組象房舍不可侵犯的特杈。正是速項原則賦子回跡

姐取以自主、狂立和保密杈°送項原則些然在凡乎所有大于目隊組象特根与豁免的

法律文串中都有,不梵是常被援引的 1946和 ﹁947年兩項一般公的,逐是患部怭

定或其他有失現存目豚机构的秋迪或多遠捇定,都規定有遠項原則°

89 囝豚法中規定的回隊組坎房舍的不可侵犯性,在 內容上与 196η 年 ㄍ堆

也納外交夫系公釣》笫 22奈 第 1款 中所規定的外交房舍的不可侵犯性是一祥的。

然而,兩者內容所依据的原則印不同°各回專重外交房舍的不可侵犯性是基于主杈

平等及互惠的原則°就目阿組豕而言,淡不上互惠,而且也不存在互惠。必須放下

迷事其中尋找遠方面的依据:回家的、放厲的法律秩序不能要求回阡的、較高的法

律秩序服放或強迫之°
.U

9U 就將要建立的第一批回隊組坎而言,在江明不可侵犯性是正些的●l候提

到了“治外法杈”°于是,比如在瑞士敢邦政府同意部沒在瑞士的一些固豚姐象答汀

的怭定中就使用了送介木活。速些林定中規定“瑞士駁邦委見套承汏垓坦絮的切地

和建筑物以及它所占有的同其犬舍在瑞士召幵的舍洪或任何其他套洪有夫的一切建

筑物的治外法杈。
”(同 其中有旁工姐珠、工生＿1E欽 和气象組象等筌汀的捇定第 4

奈 )

9η  遠种理梵其豚已被摒井。固隊組象房舍的不可侵犯性,不是有敕于治外

法板 (前面悅述,遠是一項度奔了的原則)速一虛枸的京西,而是有敕于每介回隊

姐象享有其秘密受到尊重和不可侵犯的叔利°遠是一項人格固有的叔利°
41

92 最早的捇定只提到了:‘
‘本組象的房含”°然而,最新的捇定澄清了遠一用

浯,并且些然逐澄清了特板的內容,但并沒有修改它的范日。因此,η 961年 《堆

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1奈 (i)項 中便反映了委員舍在似汀垓公的吋所表送的現

兄 Duffa「,前引串,第 ηU1頁°

同上,笫 5η 更起各頁。

眥畤畤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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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房舍如果系厲建筑物則包括周圍的土地及附厲物包括花因和停車埸’’
。

φ ′

維也納公的其隊規定:“使館倌合
’
是供使倌使用⋯⋯之建筑物或建筑物之各部分 ,

以及其所附厲之土地⋯⋯’’
。

93 些和所在回筌汀大于永久性沒施如組的或白內瓦或匡域絰游委員舍患部

的永久性淡施的捇定時,琺合國力求在意部林定中或朴克捇定或附件中,界定其房

舍所在地區或其所特地匡的准确界我°
43

94 遠祥放戶泛、普遍意又上理解的不可侵犯性,并不意是被接受的。特別

是有一些因跡組象的患部投在其境內的回家往往肘它施加限制。1986年力歐洲法

律合作委員舍編穹的一份報告确汏了回豚組坎的房舍不容侵犯的原則,但又指出,

初看起來就所有行使錢粹管理或技未胑能的目隊組象而言,規定房舍不得侵犯似厲

沒有必要,并且在某些情況下,規定楷案不容侵犯也就足姼了°垓委員舍一致汏

力,房舍垃些理解力完全用于行使組欽的官方取能目的
*的

土地、建筑物和建筑物

的各部分,而不梵所有叔屬于准°
44

95 1958年 因隊法委員舍第十屆舍以肘遠同一限備i送 行了辦淹,些 吋夫于

外交交往和豁免的奈敖草案 (以 其力基砒形成了 1961年堆也納公勾)正在忖淹

中。些吋垓委貝舍的一位委員童金先生反肘加上“官方的”一泀,因 力他汏力“使困

的房舍就是用于行使使囝取能的房舍竹 加上那介洞“只能造成混亂,并且舍被解釋

力只有使日的亦公室才可以被汏力是官方房舍’’45  
然而,﹁ 963年 《維也納領事

砭
兄 《1958年⋯⋯年盤》,第二卷,第 95頁 ,文件 A/3859第二章,第

二市,肘夫于外交交往和豁免的奈款草案第 2U奈 的坪注第 2段。
招

兄“朕合國、寺ㄇ机构和國豚原子能机枸夫于其地位、特叔和豁免的慣

例:秘 串哭編軍的朴充研究拫告’’(《 1969年⋯⋯年盤》,第二卷,第 229更 ,文
件 A/CN4/L∥ 8和 Add1和 2,第二部分,A,第二章,第 99段 )°

“
兄歐洲委員套,前 引半 ㄑ上文腳注 1η ),第 29更,第 44-45段

。
45兄

《1958年⋯⋯年盤》,第一卷,第 128丌 ,第 455次 舍以,第 6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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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系公的》在第 31奈 第 2款采用了遠一措詞,限定“領倌倌舍中等供領倌工作之

用之部分”不得侵犯°

96 冬管限制和匡分不可侵犯性的是勢有強有力的支持者,但 至少在
一

今案

件中,有一介法院,即 歐洲共同体法院,确汏了普遍一致的不可侵犯性的理梵,些

吋它裁決悅歐洲原子能翐菅的房舍和建筑物并不只限于行政樓,因此回家行政些局

吋朕當机构利益領域的干預⋯⋯就构成了行政制釣措施。
如

97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大系公的》第 1奈 (︳)項体現了因豚法規定的不

可侵犯性的另一基本特魚,即不可侵犯性原則保抻的不是房舍的所有板而是房合的

占用°因此用了“至于所有扠准屆,則 在所不同”的措洞。速同祥的措洞在 1946和

﹁947年一般公的中也可找到 (分別力第二奈第 3市 和第三奈第 5市 ),速表明同

祥的原則也道用于回隊組坎°
η

98 在 1969年 由秘串赴草似的第一份研究報告中作出了如下恰如其分的坪

捻:冬管堆也納公夠理所些然不道用于回隊組象,但是它卸表明村那些白有的房舍

和租用或以其他方式嗨吋占用的房舍的不可侵犯性井沒有送行匠分。在遠方面它只

是陳迷了現存回豚法。
珀

99 很清楚,速項以 19引 和 η963年維也納公的采用的措洞——即保伊占

用——所用明的原則意味著有兩介确切的吋刻:不可侵犯性原則可以幵始央行并且

必須美行的時刻和不可侵犯性原則停止其行的時刻。第一今時刻決定于回隊姐象弄

‘6 Case268∪ fficiU〡 mpUStediC。 nsum。 di〡 sp了 a VCUmm｜ SsiUnUfthe

EuropeanC。 mmvnit｜ es.oΓ derof17December┐ 968 日epo〢 s。fCasesbefore

theC。 u了tUfJusticeoftheEuro anCUmmunit〡es.1968(Lu×embUur9).p437;

cited︳ nDuffar.opc︳ t (fU。 tn。te35ab。 ě).p﹁ U2

好
兄 pCah｜er.LedrUitdip｜ omatiqueco ntempora｜ n(Gen爸 ve.DrUZ.

1962).pp ﹁98-199c

珀
兄文件 A/CN4/Lnn8和 Add1和 2(上 文腳注 43),第 二部分 ,

A,第二章,第 9η 段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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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其隊占用房舍的吋同。第二介9f刻放遻輯上辨決定子占用房舍的回你組絮勝出房

合的吋同。1975年堆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在第 7U柔 中采納了速項夫于保伊房

舍、財戶和楷案的原則,垓奈第 η款規定:“ 些某介机拘的舍以或犬合第束之,1,

只要代表日的房合仍被使用,水道回就必須尊重并保伊之⋯⋯’’°

1UU 法律文就几乎一致确汰所有夫于外交上不可侵犯性的原則都道用于回

妳組象的房舍。各國遊循的慣例怔央了遠一羔°此种不可侵犯性有敕子房合用于其

現回豚組象的目的和回隊姐象肘房舍的其豚占用°

η
。
1 然而,就准确确定上文提到的兩种時刻,即不可侵犯性原則幵始其行

的時刻与停止其行的9i刻 而言,似 乎逐有漏洞。造成速种情況的原因是在有夫各回

和回隊坦象之同夫系的大多數現行法律文串中,缺少一項在占用和賸出回豚姐象占

用的房舍或其他空同的吋刻給予必要通知的程序。速种通知些然垃些向京道國主管

些局友出°例如,敢合回占用或勝出某些房舍F1就 向京道目些局笈出一份正式通

久口°

ηU2 速种〤努在夫于外交特叔和豁免的哈佛法掌院公的草案第 3奈 中作了

規定。根据速頸草案 ,“使困占有或使用房舍如果事先已通知接受回’’,則 其不可侵

犯性就垃些受到京道目的尊重和保障°
49  

阿戈先生在委員套第九居舍以上指

出,派遣目的慣例是就其將占用房舍事宜通知接受回,他并且建袂悅不可侵犯性原

則可以仄派遣目的通知到送接受回之 日起升始其行。
sU  

垓委員舍吋此建以未置

49 HarvardLε
wSchoU｜ .Researchin｜ nternatiUna｜ La㏑  ́〡 D｜ p｜ UmaticPriv＿

∥e9es and ｜mmun itieS. Supp｜ement to丁 heAmerican Jov「 na︳ Uf ｜nternat:ona︳

Law °ⅣashingtUn. DC). vo〡  26(1932). pp‥ 5U-5┐ ; c｜ ted ｜n Cah〡 er. Upcit

(foUtnUte 47 above). pp 2UU and 216. and in Duffar. op cit (fUUtnUte 35

abo﹀e).p135°

5°

兄 《1957年⋯⋯年盤》,第一卷,第 53丌 ,第 394次套次,第 2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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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耿合回和美因子 ﹁966年 在駁合回征用位于原來划定的
51  

恙部匡之外的

房舍之后盤汀的怭定規定,些 房舍幵始被占用吋和停止占甪吋都必須友出通知°侅

怭定第二奈規定3

第 二 朵

如果第一奈中所迷的任何房合或其任何部分不再被朕合國秘中赴用作亦公

室,耿合回秘串故就泣些立即通知美日常駐駁合因代表。這些房舍或其部分放

此种通知友出之日起就不再是息部隊的一部分°

垓捇定第三柔重申了此种做法的〤夯性辰:

第 三 奈

敢合固秘串次座立即通知美日常駐駁合回代表駁合因終止分租第一奈所迷房合

各部分和占用速些部分。這些房舍的速些部分 白此种占用之日起垃成力意部匡的一

部分°

﹁U3 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在其夫于回豚組象特叔与豁免的報告中,只 涉及

房舍的確切界錢,此种界毀將載入患部林定和夫于嗨吋占用房舍的林定中°
’

ηU4 因此,一般悅未,似 庄承汏因隊組象的房含和外交倌舍一祥是不可侵

犯的°速种不可侵犯性的內在必然結果是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征用、扣押、沒

收、剝碎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強制或千扰,不梵是出于政府、行政、司法行功逛是立

法行功。回家政府的任何代理人均不得送入回隊組象的房舍 (吋此已絰界定),除

非垓鉏象中有杈大理送行干預的要求或批准此种干預的官長已經要求或批准此种干

51兄 文件 A/cN4/Ln18和 Add1

A,第二章,第 1UU段°

’
兄上文腳注 44。

和 2(上 文腳注 43),第二部分 ,



面,或有美基本法律文件放弄不可侵犯性原則。
田

1U5 各固及耿合回、寺Π机构和原子能机构的做法反映了下迷主攷:不可

侵犯性不仗意味著各固不得送入回隊組象的房舍,而且意味看有又夯保伊它們使之

免遭外部任何可能影晌它們的威跡或騷扰。回家在法律上必須肘回防組象的房合給

予特殊保伊,正象它必須村外交房舍給予特殊保伊一祥°房舍的不可侵犯性使各回

有〤夯不仗要杜能某些行力而且要力房舍提供秋极的保伊°速些原則在許多忌部怭

定中部得到了确汏或被各回放力是必得扺行的,例如,翐合回和美利坐合猋回締錯

的捇定“  (第 六奈第 16市 ),朕合因和法回互換的照舍55  (第二市)〕 正

洲及迒京銓游委員舍和泰回筌汀的捇定
sG  (第

三奈第 5市 );非 洲絰渀委長舍

和埃塞俄比皿筌汀的怭定
s’   (第 三朵,第 4市 ),聧合國桹食及衣並組象和意

大利筌汀的捇定
sB  (第

四奈第 8市 ),敢合回根食及衣並組象和埃及筌汀的怭

定卵

定
sU

(第 二奈第 4市 (c));駁 合 國桹食及衣╨＿fn欽 和泰回筌汀的捇
(第五奈笫 7市 );敢合國教科文組象和古巴筌汀的捇定61  (B市

)〕

53兄
文件 A/CN4/L∥ 8和 Addη 和 2(上 文腳注 43),第二部分 ,

A,第二章,第 1U9段
。

54兄
上文腳注 38。

∞
拘成美于在巴黎拳行犬舍第六屆舍以的 η951年 8月 19日 林定的換函

(朕合回,ㄍ奈的集》,算 122卷 ,第 191頁 )。

sU1954年
5月 26日 林定 〈同上,第 26U卷 ,第 35烎 )。

s’ ┐958年 6月 18日 捇定 (同 上,第 3n9卷 ,第 1U1頁 )。

納
兄上文腳注 29°

U ss1952年 8月 17日 怭定 (兄敢合國,《立法文件⋯⋯》 (上文腳注 29),

白自212烎 )。

6°1957年 2月 6日 捇定 (同 上,第 22U更 )。

611949年
8月 3U日 和 9月 9日 的換函 (同 上,第 23U頁 )。

┤ U】 ——



朕合目教科文姐絮和法固筌汀的怭定
ω  (第 7奈 )等 等。

﹁U6 就瑞士耿邦政府而言,它悅保妒回隊組象的房舍是瑞士的〤夯,甚至

些駁邦筌汀的患部怭定中沒有任何大意如此的特殊規定吋也是如此°
∞  因此垓

固必灰采取必要措施保伊目防坦珠在外共以及酌情透有里共的房舍°在后一种情況

下,我們已銍悅逍,迸行干預必須是姪有大目隊姐象的官長提出要求或批准才行°

駁合回教科文姐象和法目筌汀的患部捇定
“  第 7奈 明确規定了遠一原則。

1U7 些社回隊姐象享有不可侵犯的杈利以利于行使其取能吋,作力交換 ,

各固不庄允許因豚組象占用的房舍交成避璀所,速是合乎遲輯的。耿合固和美回答

汀的患部林定
ss  中肘速一魚有明确的規定,垓捇定第三奈第 96b)市 規定,

(b) 駁合圄在不損害忌公的的規定和本捇定第四奈的情兄下,位 些防

止患部匡成力下列入長的避雎所:正在逃避美回依据駁邦、州或地方法律送行

逮捕的人,或美國政府要求引渡給男一目的人,或者正在竭力逃避肘其友出法

律侍票的人°

在敢合回教科文姐象和法因汀立的恙部捇定第 6奈 第 3款 中也可以找到美似的規

定。

┐U8 根据駁合回法律厥河友給各寺ㄇ机构和回豚原子能机枸的琱查表所得

到的答复,遠些組豕的房舍的不可侵犯性,意 的洗來已銓得到承汏c耿合回的情況

也是速祥。各寺ㄇ机枸和回豚原子能机构多半仍然免受搜查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干

ω
兄上文腳注 2U°

ss兄 Annua｜ resu︳ ssededrUit interna● Una︳ .ng69-197U(Zurich).笫 26卷 .

ppη 7U一η71: 另 仄L P Cah〡 er. Etude deS accUrds de Si。 9e c。 nc〡 us entre ｜es

organ｜ satiUns lnterna● ona︳ eset｜ esEtatsU由 e︳ 〡eS了 dSident(M︳ 〡an.Giuff咍 .┐ 959)

(thesis).pp259-26U。

“
兄上文腳注 2U。

∞
兄上文腳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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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U9 因此,很清楚,已界定的現存回杯＿fn象 若非全部也是大部分在其財戶

方面肘法律程序享有地村豁免。
1946和 1947年 一般公的分別在第二奈和第三奈

中規定了所涉回豚組象的財戶和資戶村法律程序享有豁免。速些文件的內容給予上

迷組象的財戶和資戶以地吋豁免°回家法官的杈限取決于目隊＿li象 的明确放井,遠
种放弄決不合是普遍性的,也決不合拼犬到任何執行措施。

11。  涉及到固豚組數●I,同 (國 家中豁免范目的抃犬一般取次于判例法

的)情兄相反,由 于豁免是一項地村原則,故豁免所受或已絰受到的任何限制都源

于一瓨特殊規定°如上文所悅,渚如回豚复共升友銀行、因坏幵友机构和回豚金融

公司之美的絰游或金融組象的情況就是如此,它們的組成文串都根据速些文中中确

定的奈件規定了回家法官的叔限°就回豚組象卒輛造成的次要泝忪或事故的案件而

言,肘 國家法官的叔限也在目穌＿rn象不元保留的情況下作了規定。
111 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 已得出錯梵汏力,星 然因豚＿1n欽 肘法律程序享有

一定程度的豁免是必要的,但是遠种豁免泣些有某些例外并受到保障。垓委員舍列

拳了垃些有此种例外的若干領域如下:

(a) 回隊組象送行的商╨或金融活功,

(b) 回隊坦銀參与公司、捇舍或其他法律其体 ;

(c) 回隊組象荻取的寺利 ;

(d) 肘居于回你組象或其要求的建筑物或其肘速些建筑物的使用所捐有的

村物叔利 ,

(e)

(f)

成的韻害,

(g) 因目隊組象可能据以提出任何叔利主張的法律夫系或事央而引起的反

∞
兄文件 A/CN4/L383和 Add1-3(上 文腳注 23),B部分,第二

章,第 9市 ,第 58段起各段。

惠及回林姐象的觟承、遠戶和捐贈,

由厲于回坏組象或力之幵功的机功卒輛或其他交通工具造成的事故所造



拆
。
  6’

●n2 目豚組象行使其取能、送行其公夯活功所用財戶和姿戶的豁免原則,

如我們所兄,已方法律著作作者和回家慣例所接受,并且在許多現行的耿遊、多迪

甚至車迪法律文串中都得到了反映°垓原則意味若免受搜查、征用、沒收、剝李或

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或司法的強制或千扰,呈 然速种豁免村所有目豚組象而言可能

并不昱得必不可少°然而,剝李卸被允肯作力豁免原則的一介例外,如果力了公用

事╨的目的速是必要的活。在送种情兄下,杋行垓措施之前庄些警告垓組欽并与之

磋商,并且給它這些、公平的賠僗°

n● 3 如果回隊姐象未被授叔 自由、毫元阻得地管理和琱功”其支配的資金

和資戶,以便能完滿行使委托姶它們的取能,那 么它們的白主和狙立就是一句空

括°

nn4 一些法律著作作者汏力,思管一般悅來回豚組象特移姿金而不受一般

外江管制措施制的的叔利是可以接受的,但遠种杈利庄些伙限于成長回之同的資金

特移。另一方面,不泣肘持有或特移速些資金吋所用的貨市施加任何限制。

nn5 筒言之,法律文敵及各回在焚理与目盯組象的美系時所連循的慣例都

承汏,回豚組象泣些被授叔持有和特碑資金与仗市,幵立任何貨市的銀行帳戶以及

兌換其所捐有的貨市而不受任何形式的金融管制、規定或暫停期的制的。彳艮昱然,

如此之大的一項特枚肘那些預算規模小并且其炎金多半在意部所在目使用的固豚姐

象未悅似乎并非不可或缺°

H6 n946和 1947年一般公釣些然都肘此都有規定°┐947年公的第三奈

第 7市 規定:

第 7市

在不受任何財政管制、財政奈例或延期徬付令的限制下:

(a) 青ㄇ机构得保有款項、黃金或任何貨市,并得以任何貨市迋用收

田 歐洲委員套,前 引串 (上 文腳注 n1),第 24頁 ,第 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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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

(b) 寺ㄇ机构得 自一回至他回或在一日境內自由特移其款項、黃金或

貨市,并得特其所保有的任何貨市換成任何其他貨市°

在意部怭定比如朕合國教科文組象和洪回汀立的捇定 (第 19荼 )中一般可找到英
似的規定°

UB  
所有捇定中部有一項夫于行使所給予叔利的限制性奈款,大意

是:有夫組珠座道些注意任何成長回政府提出的任何要求,“但以它汏力滿足此种要

求不合插害其本身的利益力限°”

八
、奈款草案的第三部分:特別報告員提交的第 7至 第 ln奈

〣7 作力迄今所悅的一切的必然錯果,特別報告員建以奈款草案的第三部

分全文如下:

第三部分 財戶、炎金和癸戶

第 9荼

回豚組象及其財戶、資金和姿戶,不捻位于何地、由准持有,垃享有肘各

种形式法律坼松的豁免,它 們明示放弄豁免的特定案件除外。然而根据理解 ,

放弄的豁免都不包括肘任何扶行或強制措施的豁免°

第 8荼

η 完全用于履行其公夯取能目的的回隊組象房舍不受侵犯°回隊組欽的

財戶、資金和資戶,不梵位于何地、由進持有,垃免受搜查、征用、沒收、剝

香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干扰或強制,不淹是出于政府、行政、司法行功逐是立

法行功°

2 回豚＿fn坎 座將房合的地蕉、形狀和店用日肆通知京道回。它們逐座將

∞
兄上文腳注 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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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出房舍情況及撤出日期通知末道目°

3 本來第2款規定的通知中的日期,除有夫方面另有捇以外,位決定何

吋幵始和停止享有本奈第﹁款所規定的房舍不受侵犯叔利°

第 9紊

在不損害本來款 (公的)的 規定的奈件下,回 隊鉏豕不得容許其意部成力

下列入長的避堆所B淡法躲避索道目依据法律規定送行逮捕的人,或垓回些局

力了執行司法判決而查我的人,或因現行罪行而受到通緝的人,或水道因些局

村其友出了法院命令或驅逐令的人。

第 1U奈

在不受任何管制、栓查、規定或暫停期的限制的奈件下:

(a) 回隊組象可持有資金、黃金或任何种美貨市并可升立任何貨市的

銀行帳戶:

(b) 因豚組豕可仄一回到另一回或在任何回家內自由特移資金、黃金

或女市,并可自由地將它們持有的任何貨市兌換成任何其他貨市,

(c) 因豚組豕在行使本來 ‘a)知
(b)碩 所規定的叔利吋泣道些注意

任何本奈款 <公的)些 事回政府提出的任何要求,但 以滿足此种要求被汏力不

韻善其本身的利益力限°

第 nm 柔

思管有第1。奈 6a)和
(ㄓ 項的規定,所給予根利的范目仍可依据有夫

組坎的取能需要并通道有夫方面的共同捇洪加以限常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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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第四十一屆舍以文件一光表

杯 題 各  注

A/CN4/418    嗨吋洪程 油印件°夫于通迂的以

程,兄 《989奇
一
.⋯ .

年勓 ,第一卷 (第二

部分)第一章第7段°

特載于本卷(第 更)。

A/CN4/4η 9    特別報告長杜杜 .錫 正姆先生

〔和 C°
「「

1〕      夫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

和 Add1       罪法草案的第七次報告

A/CN4/42U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  同上 (第 158頁 )°

的外交郎袋的地位:放各固政

府收到的坪捻和意兄

A/CN4/421    特別救告員斯蒂芬 .夌 卡弟里  同上 (第 227烎 )。

〔和 Co旺 1.2和 4〕    先生夫于因隊水道非航行使

和 Add1和 2     用法的第五次報告

A/CN4/422    特別根告員小木曾本雄先生夫  同上 (第 158頁 )。

〔和 Co旺 1〕 和Add1  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

〔和Add1/CU“ 1〕   免的第二次報告

A/CN4/423    特別技告員胡利奧 .巴 /f.沃 莽  同上 (第 329烎 )°

〔和 Coπ 1和 2〕     先生夫于因妳法不加禁止的

行力所戶生的韻害性后果

的回隊責任的第五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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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杯  題 各 注

A/CN4/424    特別擬告長菜昂納多 .迪正斯一 同上 (第 374頁 )°

〔和 C°了r﹁ 〕     网發雷斯先生大于回家和因

防姐象同的美系 (音 題的第

二部分)的 第四次報告

A/CN4/425    特別根告長加埃塔渃 .阿 〨焦一 同上 (第 ﹁頁)°

〔和 C。「
1〕 和Add1  害伊斯先生大于回家責任的

〔和 Add┐ /C。πη〕   第二次擬告

A/CN4/└ 43﹁    秘#赴編耳的大套第四十三  油印件°

屆舍以期同第六委員舍夫

子圄隊法委員舍擬告

的討梵的青題摘要

A/CN4/L432   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  案文紫載于 《1989年

夢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奈   .⋯‥年鈭〉〉,第一卷,

款草案。起草委員舍二滾通   第刉m次舍洪筒要

述的柝題和案文:第 1至 第   祝最 (第 16段起各

32奈和第一和第二任掙洪   段),第 刉四次套以

(第 1-1U3段)和
定串草案

第2nSU至 第 2n鈕 次

套洪.

無



文 件

A/CN4/∟ 433

A/CN4/L4銘

A/CN4/∟ 435

和 Add1┤

曰扣︿±蛑/a㏕〕

A/CN4/└ 436

和 Add1-3
A/CN4/L437

A/CN4/└ 438

杯 題

夫于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草案的奈款草案。起草委

員舍通逍的杯題和案文ε第

1鈦 14和 15奈

固豚法委員舍第四十一屆舍以

工作的報告草稿:第一章

a飪以的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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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危害人美和平

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同上.第四章 (回家責任)

同上:第五章 (大于因豚法不

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

性后果的國防責任)

各 注

同上,第 4鉗 次舍洪街

要汜最 (第 的 段起各

段),第 刉SS次套以和

第 2136次 舍以 (第

π-●﹁ 段) 。

油印件°夫于所通逍

的案文,兄 伙 套正

式汜最,第四十四屇

套以,朴編第1U母》

(A/聑 /1U)°

夫 于 最 后 案 文 ,兄

《19Bg年⋯⋯年盤》,

第二卷 (第二部分)。

同上
。

同上°

同上°

同上°

無



文 件 杯 題 各 注

A/CN4/∟4Sg     同上B第六章 (回家及其財戶   同上°

和 Add1和 2      的管轄豁免>

A/CN4/L●●U     同上.第七章 (回隊水道非航   同上°

〔和 CUrr﹁ 〕和     行使用法)

Addη 和 2

A/CN4/∟聑1     同上:第八璋 (回家和回隊組   同上。

珠同的大系 (青題的第二

部分))

A/CN4/∟聑2     同上:第九章 (委員舍的其他   同上。

決定和錯梵)

A/CN4/SR2U9’   第 2Ug5至第 2nzlB次舍以嗨吋   油印件°最后案文載于

《19Bg年⋯⋯年盤》,

A/CN4/SR2148    筒要記汞

第一卷。

Hl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