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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奈 本奈款同其他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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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 班逐居民,持居民強迫特移

和有夫的罪行⋯⋯⋯⋯⋯⋯⋯⋯⋯⋯⋯⋯

Θ  其他不人道行力,包括破坏

財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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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奈款草案 ”⋯⋯⋯⋯⋯⋯⋯⋯⋯⋯⋯⋯⋯⋯⋯⋯⋯.

1 委員舍至今力止哲吋通避的柔款

草案案文 .....⋯ ⋯●●●......⋯ ........● ⋯●●●......⋯⋯⋯.

2 委員舍第四十一屆舍洪哲吋通避

的第 13、 14和 15奈草案案

文及其坪注 .⋯ ......⋯⋯...⋯⋯⋯⋯⋯⋯⋯...⋯⋯∞

第二章 构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力

第一部分 危害和平罪

第 13奈 侵略的威跡 .⋯⋯⋯⋯⋯⋯⋯⋯⋯⋯⋯”

坪注 ⋯⋯⋯⋯⋯⋯⋯⋯⋯⋯⋯⋯⋯⋯⋯⋯⋯⋯⋯.

第 14奈 干涉 ....⋯⋯......⋯⋯⋯⋯...⋯⋯...⋯∞

坪注 ..⋯⋯⋯⋯⋯⋯...⋯⋯⋯⋯⋯⋯⋯⋯⋯⋯⋯.

第 15紊 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

的外因統治 .⋯⋯⋯⋯⋯⋯⋯⋯⋯⋯⋯∞

坪注“.........⋯ ...........................⋯ ...⋯ .......

四、回家責任⋯⋯⋯⋯...⋯⋯⋯⋯⋯⋯⋯⋯⋯...⋯⋯⋯⋯⋯⋯

A 手言⋯⋯⋯⋯⋯⋯⋯⋯⋯⋯⋯⋯⋯⋯⋯⋯⋯⋯⋯⋯⋯

B 本屆舍洪常以送介寺題的情況...⋯⋯⋯⋯⋯⋯⋯⋯⋯

1 村所提洪的草案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錯拘的坪淹 ....⋯⋯⋯⋯⋯⋯⋯⋯⋯⋯⋯⋯⋯⋯”

〔a) 分別赴理回隊達法行力和回

隊罪行兩者的法律后果 .⋯⋯⋯⋯⋯⋯⋯∞

〔ω  央廣性和程序性法律后果 .⋯⋯⋯⋯⋯⋯”

2 肘第二部分第 6和第9奈草案的坪站 .⋯⋯⋯⋯.

第 6奈  (停止持絞性的固豚不

法行力)..⋯ .⋯⋯⋯⋯⋯⋯⋯⋯⋯⋯⋯

段 次 頁次

131

2η 9  131

136

137

137

139

139

141

141

218-3。2   143

218-224  143

225-3。 1   145

231-255  π48

23η -246  148

249-255  152

256-3U1   155

一 IX一

256-276   155



最 (致 )

章次

第 7奈  (恢复原狀)”...⋯⋯⋯......⋯ ⋯⋯....

c 夫于回家責任的朵款草案 .⋯⋯⋯⋯⋯⋯⋯⋯⋯⋯⋯..

第二部分 回家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

委員舍至今力止哲9.l通道的奈款草案集文..‘ .⋯⋯⋯⋯⋯∞

五、夫于目隊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

性后果的固狋責任⋯⋯⋯⋯⋯⋯⋯⋯⋯⋯⋯⋯⋯⋯⋯⋯⋯

A 早言⋯⋯⋯⋯⋯⋯⋯⋯⋯⋯⋯⋯⋯⋯⋯⋯⋯⋯⋯⋯⋯

B 本屆舍洪常洪速介寺題的情況⋯⋯⋯⋯⋯⋯⋯⋯⋯⋯

1  特別根告長介紹第五次拫告 ..⋯⋯⋯⋯⋯⋯⋯⋯.

2 委員全村第 1至第 9紊草案的常洪⋯⋯⋯⋯⋯⋯

(a) 一般性泙梵⋯⋯⋯⋯⋯⋯⋯⋯⋯⋯⋯⋯⋯

(一)肘本寺題的做法”⋯⋯⋯⋯⋯⋯⋯.

(二)本寺題的范園⋯⋯⋯⋯⋯⋯⋯⋯⋯

〔b9 村具体奈款的坪梵⋯⋯⋯⋯⋯⋯⋯⋯⋯⋯

(一)第一章 一般規定 .⋯⋯⋯⋯⋯⋯∞

第 1奈 (本奈款的范園) .⋯⋯⋯⋯⋯∞

第 2奈 (用 悟) .⋯ ...⋯⋯⋯⋯⋯⋯.....

第 3奈 (〤夯的确定) .⋯⋯⋯⋯⋯⋯..

第 4奈 (本朵款与其他日

豚林定的大系)和 .⋯⋯⋯⋯⋯...∞

段 次 丌次

277-3U1   159

165

3U2     165

3U3-397   168

3U3-3U6  168

3U7-399   19U

31U-334  17U

335-376  181

335-35U  ●8●

336-341  181

342-35U  184

351-376  186

352-367   ┐87

352-358   187

359-361   188

362-363  189

19U

19U

189

第 5柔 (肘固隊法的其他

規則元影晌) ⋯⋯⋯⋯⋯⋯⋯ 364-367 189

(二)第二章 原則 .⋯⋯⋯⋯...⋯⋯⋯.. 368-376 19U

第 6奈 (行功自由及其限

制) ....∞ ..”∞.....⋯”●●●●∞●∞●..... 368

第 7奈 (合作) .⋯⋯⋯⋯⋯⋯⋯⋯⋯” 369-37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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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笨)

章次

第8奈 〔預防) ....⋯ ...⋯⋯...⋯ ...⋯“

第 9奈 (賠僗) .⋯⋯⋯⋯⋯⋯⋯⋯⋯∞

3 委員套村第 1U至第 17奈草案的常

洪⋯...⋯ ...⋯⋯⋯⋯......⋯⋯⋯⋯⋯⋯⋯⋯⋯

(a) 一般性坪稔⋯⋯⋯⋯⋯⋯⋯⋯⋯⋯⋯⋯⋯

(b9 村具体奈款的泙梵⋯⋯⋯⋯⋯⋯⋯⋯⋯⋯

第三章 通知、資料和受影晌目的通告 .∞

第 1U奈 (坪估、通知和資

料).⋯⋯⋯⋯...⋯⋯⋯⋯⋯∞

第 11奈 (保伊回家安全或

工╨秘密的程序)”⋯⋯⋯⋯.

第 12奈 (假定的受影晌固

的通告)”⋯⋯⋯⋯⋯...⋯⋯⋯.

第 13奈 〔肘通知作出答复

的期限,起源回

的叉夯〕和 .⋯⋯⋯⋯⋯⋯⋯“

第●4奈 (村通知的答复) ⋯⋯⋯⋯⋯⋯

第 15茶 (村通知不作答复) ⋯⋯⋯⋯

第 16紊 (談判的〤夯) ⋯⋯⋯⋯⋯⋯

第 17奈 (村按第 12茶友

出的通知不作答

复)” ....“ ........∞ ...“..⋯”.∞

六.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A 早言⋯⋯⋯⋯⋯⋯⋯⋯⋯⋯⋯⋯⋯⋯⋯⋯⋯⋯⋯⋯⋯

B 本屆套以常快速介寺題的情況...⋯⋯⋯⋯⋯......⋯ ⋯

1 一旗暫吋通迪的荼款草案∞...⋯ ......⋯ ⋯⋯⋯⋯⋯.

段 次 頁次

372-373  191

374-376  192

399-399   192

399-384  192

385-397  194

194

385-386  194

387-388   195

389     196

196

39U     196

391-392   196

393-395  199

396-397   197

398-613  199

398-4U2  199

4U3-613  2U1

414-61。   2U3

一
和 -



章次

最 (絞 )

〔a)第一部分 早言 .⋯⋯⋯⋯⋯⋯⋯⋯⋯⋯”

第 1紊 (本奈款的范園) .⋯⋯⋯⋯⋯⋯“

第 2奈 (用悟)和 ..⋯⋯⋯⋯⋯⋯⋯⋯⋯⋯.

第 3奈 (解釋性規定) .⋯ ...⋯⋯⋯⋯⋯”

第 4紊 (不受本荼款影晌的特叔

和豁免)..⋯⋯⋯⋯⋯⋯⋯⋯⋯⋯.

第 5荼 (本奈款不溯及既往)”⋯⋯⋯⋯.

(b)第二部分 一般原則 .⋯⋯⋯⋯⋯⋯⋯⋯∞

第 6奈 (回 家豁免) .⋯⋯⋯⋯⋯⋯⋯⋯∞

第9奈 (央行回家豁免的方式)

第 8奈 (明 示同意行使管轄)

第 9奈 〔參加法院坼忪的效果)

第 1U荼 (反坼) ⋯⋯⋯⋯⋯⋯⋯⋯⋯⋯

(c)第二部分 回家豁免的 〔限制〕〔例外〕⋯.

第 11奈 (商ㄓ合同) ⋯⋯⋯⋯⋯⋯⋯⋯

第 12奈 〔雇用合同) ⋯⋯⋯⋯⋯⋯⋯⋯

第 13奈 (人身作害和財戶搵害) ⋯⋯⋯

第﹁4奈 (財戶的所有叔、占有

和使用) ⋯⋯⋯⋯⋯⋯⋯⋯⋯⋯

第 15奈 (寺利、商杯和智力戶杈

或工ㄓ戶杈) ⋯⋯⋯⋯⋯⋯⋯⋯

第 16奈 (納稅事夯) ⋯⋯⋯⋯......⋯⋯

第 17奈 (參加公司或其他集体

机构) ⋯⋯⋯⋯⋯⋯⋯⋯⋯⋯⋯

第 18奈 (回 家抈有或回家豋菅的

狄事商╨活功的船舶) ⋯⋯⋯

414-452  2U3

414-417  2U3

2U4

418-442  2U4

443-45U  21U

451-452  212

453-486  213

453-463  213

464-467   215

4U8-475  217

476-48U  218

481-486  22°

489-568   221

489-5U5  221

5U6-593  225

514-526  227

段 次 頁次

527-532  23U

533-536  231

537-54U  232

541-544  233

545-553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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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袋 )

章次

第 19奈 (仲裁林定的效力) ⋯⋯⋯⋯⋯

第 2U奈 (固有化的情況) ⋯⋯⋯⋯⋯⋯

ω)第四部分 夫于財戶免于強制措施

的回家豁免 ....⋯ ⋯...⋯ .........⋯ ⋯⋯⋯∞

第 21奈 (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

第 22恭 (肘強制措施的同意) ⋯⋯⋯⋯

第 23奈 (特定种熒的財戶) ⋯⋯⋯⋯⋯

fe)第五部分 染項規定 .⋯⋯⋯⋯⋯⋯⋯⋯..

第 24奈 (泝松文中的送送) ⋯⋯⋯⋯⋯

第 25奈 (缺席判決) ⋯⋯⋯⋯⋯⋯⋯⋯

第 26紊 (免于跡迫措施的豁免) ⋯⋯⋯

第 27奈 (程序上的豁免) .........⋯⋯⋯

第 28奈 (不歧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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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  耳

EcE      歐洲絰湃委員套

︳AEA     囝隊原子能机构

︳CJ      固隊法院

︳CBC     紅十字目豚委員舍

比A      固隊法怭套

比U      因隊旁工組班

∪Nc┬AD   耿合回貿易和友展套洪

∪NEScU   琺合回教育、科苧及文化組豕

∪N叮An    耿合固圳妹研究所

VPU      万回邯政朕盟

*

*      *

《回狋法院裁決集》《園隊法院判決、咨洶意見和命令集》

夫于引文的注

除另有說明者外,來 自英文以外文字的著作的引文是由秘串赴翻澤的.



第 一 章

舍洪的組坎

● 回隊法委員套是根据大套 1947年 11月 21日 第 174(︳ ︳)景決洪淡立

的.委 員全依照作力垓次坡附件并垤后來修正的委員舍章程,自 1989年 5月 2

日至 7月 21日 在耿合固日內瓦亦事赴的委員舍永久套址拳行了第四十一屇舍洪.

第四十屆套坡主席菜昂納多 .迪巫斯一因菸雷斯先生主持了套洪升幕式°

A 成長

2 委員套由下列委員組成:

博拉 .阿德系姆博 .阿吉博拉素王 (尼 日利正)

侯寨因 .巴 哈幼先生 (巴林)

奧恩 .哈索內先生 (的 旦)

里正茲 .馬 哈茂德 .非米 .凱西先生 (伊拉克)

加埃塔渃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意大利)

胡利奧 .巴 都沃薛先生 (阿根廷)

朱里 .巴 示甜戈夫先生 (赤維埃社舍主〤共和目朕盟)

的翰 .艾俺 .比斯利先生 (加拿大)

穆罕默德 .本努鋪先生 (摩洛哥)

布特多斯 .布特男斯一加利先生 (埃及〕

卡洛斯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 (巴 西)

菜昂幼多.迪正斯一因發雷斯先生 (委 內瑞拉)

古茲蒙迪水 .埃里克松先生 (冰出)

芳雷水 .弟 朗西斯先生 (牙妥加)

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德 意志民主共和目)

弗朗西斯 .馬 洪 .海斯先生 (爰水〨)

豪本赫 .伊 留埃卡先生 (巴拿馬)

安德πlJZ斯 .雅科籬德斯先生 (塞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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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 .科多馬先生 (塞拉利昂)

艾哈近德 .馬希馬先生 (阿本及利正)

斯蒂芬 .友卡弗里先生 (美利里合A固 )

弗〨克 .恩詹加先生 〔肯尼正)

小木曾本雄先生 (日 本)

斯坦尼斯瓦夫 .帕夫拉克先生 (波〨)

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非 .拉奧先生 (印度)

埃迪本只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馬迷加新加)

保多 .勒泰先生 (法回)

埃馬努埃你 .害庠鋪斯先生 (希腊)

塞伊水 .塞普水籬送一古鈇雷斯先生 〔墨西哥)

史久備先生 (中 回)

路易斯 .索拉里 .圈德拉先生 (秘害)

杜杜 .錫正姆先生(塞內加水)

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德意志耿邦共和目)

正ㄞ山大 .揚科夫先生 (保加利正)

B 主席因成長

3 委員舍在 1989年 5月 2日 第 2U95次舍以上進出下列主席困成長:

主席:伯 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第一副主席: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拉奧先生

第二副主席:埃馬努埃水 .害庠納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卡洛斯 .卡菜男一多德里格斯先生

報告貝:穆罕默德 .本努納先生

4 委員套甘大的主席困由本屆套洪主席因成長、曾任委貝套主席的委炅
1

1即
芳雷水 .弟 朗西斯先生、保多 .勒泰先生、社杜 .錫正姆先生、正ㄞ山

大 .物科夫先生、斯蒂芬 .表卡弗里先生和菜昂納多.迪╨斯一因祥雷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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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特別根告長組成.2 拼大的主席困的主席由委員套主席捏任.根据拼大的主

席困的建以,委員舍在 1989年 5月 2日 第 2U95次套洪上力本屆舍洪沒立了一介

規划小組,久責常洪委貝舍的汁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并就此向折大

的主席困提出根告.規划小組人貝組成如下:

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芛.拉奧先生 〔主席)、 博拉 .阿德赤姆博 .阿吉博

拉素王.里正茲 .馬 哈茂德 .芛米 .H9L西先生、朱里 .巴本謝戈夫先生、
的翰 .艾佮 .比斯利先生、卡洛斯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菜昂納

多.迪正斯一因薛雷斯先生、古茲蒙迪本.埃里克松先生、芳雷水 .弟 朗

西斯先生、豪水赫 .伊 留埃卡先生、安德烈正斯 .雅科維德斯先生、艾哈

近德 .馬希与先生、弗〨克 .恩詹加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斯坦尼斯瓦

夫 .帕夫拉克先生、埃馬努埃水 .害庫納斯先生、杜杜 .錫皿姆先生、克

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和正厊山大 .物科夫先生.

C 起草委長舍

5 目隊法委員套在 1989年 5月 3日 第 2U96次套以上任命了由下列成長組

成的起草委員舍:卡洛斯 .卡兼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 (主席)、 侯泰因 .巴 哈納先

生、奧恩 .哈索肉先生、朱里 .巴水甜戈夫先生、的翰 .艾俺 .比斯利先生、菜昂

幼多.迪正斯一因蘚雷斯先生、弗朗西斯 .馬 洪.海斯先生、阿卜杜勒 .科多馬先

生、斯蒂芬 .夌卡弗里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斯坦尼斯瓦夫 .帕夫拉克先生、埃

迪冬只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保多 .勒泰先生、塞蘚水 .塞普本堆迷一古扶雷斯

先生、史久傭先生和路易斯 .索拉里 .囡德拉先生.穆罕默德 .本努鈉先生也以目

豚法委貝舍報告長的身分參加了起草委員舍的工作.

D 秘半赴

6 副秘爭故兼法律厥同卡你一奧古斯特 .弟菜施豪水先生代表秘爭提出席了

2即
加埃塔渃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胡利奧 .巴 你沃伊先生、菜昂幼多 .

迪正斯一因薛雷斯先生、斯蒂芬 .c友卡弗里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杜杜 .錫正

姆先生和正ㄞ山大 .物科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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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舍以.法律事夯斤編集司司故弗拉基米本 .科特賴水先生袒任委員套秘串,并

在法律碩同未出席時代表秘串故.法律事夯斤編寨司副司故杰奎琳 .多 琪女士捏任

委員舍副秘弚.高等法律干事桑原幸子女士和曼努埃水 .拉馬一蒙塔示多先生捏任

委貝全高釵助理秘中,法律干事舞努什 .阿桑賈尼女士和伊戈本 .富米站夫先生捏

任委員全助理秘串.

E 洪程

7 委員套在 1989年 5月 2日 第 2°95次套以上通避了第四十一屆舍洪的下

列快程:

1 本屆舍洪的工作安排

2 回家責任

3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4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邯袋的地位

5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6 目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7 夫于目隊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固狋黃任

8 回家和圄沶組欽同的夫系 (寺題的第二部分)

9 委員套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1U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11 第四十二屆套洪的日期和地焦

12 其他事項

8 委長套常洪了其洪程的所有項目.委 員套犖行了 54次公斤舍以 (杕第

2U95次至第 2148次舍以).此外,委員舍的起草委貝套犖行了36次舍洪,拼大

的主席困拳行了3次舍洪,拼大的主席目的規划小組拳行了9次套洪.

F 委員舍第四十一屆舍洪工作情況概迷

9 委員舍在其第四十一屆套以上,完成了夫子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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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邯袋的地位奈款草案的二旗 (兄第二幸).3 忖站是以 (a)1986年 委員

舍第三十八屆舍快一旗哲吋通避的寺題奈款草案,和 (b9特別根告見正ㄞ山大 .

切科夫先生在 1988年第四十屆舍以上提交的第八次技告,4 垓報告栽有夫于各

因政府村一凌通避的奈款草案提出的坪淹及意兄
s 

的分析性綜逑以及特別報告見

提出的供委員舍送行二旗時常快的修汀案文,fc)起草委員舍在二放吋提出的奈

款草案力基拙送行的.在甘梵錯末吋,委員套通避了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

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奈款草案的最后案文以及分別寺ㄇ封肘特別使市因信使和

郎袋以及普遍性固豚組象的信使和邯袋的兩介任捧決定串草案.委員舍逐建洪大舍

召幵目豚全杈代表套洪研究上迷三項草案并就本洪題締結一項公的.

1U 委員全用 12次套洪音日常洪
“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的寺題

(几 第三章 )。
6 

忖梵是 以特別報告貝杜杜 .錫 正姆先生的第七次報告

tA/CN4/419和 Add1)力 基砧送行的.根告具体載有兩荼奈款草案,分別題

力
‘
我爭罪’(第 13奈)和 “

危害人美罪
”(第 14奈).忖梵結束吋,委員套將上述

奈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員舍.此外,委員套逐在起草委員舍的建以下,暫時通避了有

失本寺題的三奈新奈款 (包括村奈款的坪注〕,特其列入草案中美于危害和平罪的

第二部分,即第 13奈 (侵略的威跡〕、第●4茶 〔干涉〕和第●5荼 (殖 民統治和

其他形式的外回統治)。

11 委貝合用 6次舍洪寺日常洪
“
回家責任

’
寺題

’  (兄第四章).討梵的基

3 1989年 6月 29日 至 7月 6日 之同拳行的第 2● 28至第 2132次舍洪申

洪了本寺題.

4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 Aˊ cN4/417.
5 

同上,文件 A/cN4ˊ 4U9和 Add1-5.其后收到一日政府的泙淹和意

兄,載于 《1989年 ...⋯年崟》,第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A/CN4/42U.
6 1989年

5月 3日 至 16日 ,23日 和 24日 以及 7月 11日 和 13日 拳行的

第 2U96至第 21U2次、2● U6次、21U7次和第 2134至第 2136次舍洪常以了本

寺題.

’ 1989年 5月 16日 和 19日 和 6月 21日 和 28日 在第 21。2至第 21U5

次、2● 22次和 2〕 29次全以上常洪了本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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砒是特別根告長加埃塔渃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在 1988年第四十屆套以上提交的

初步根告,8 其中具体載有兩奈奈款草案,題 目分別力:“停止持致性的目隊不法

行力 (第 6奈 )’ 和
‘
恢复原狀

”(第 9奈).甘淹錯束時,委員合將第6和第7奈草

案送交起草委員套.由 于吋同不移,委 員套未常洪特別根告長的第二次拫告

鈴/CN4ˊ 425和 Add1).

12 委員套用 8次舍洪寺ㄇ常洪
‘
夫于目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

性后果的圄妳責任
’
青題 (兄第五章).9 討淹以特別報告貝胡利奧 .巴水沃蘚先

生提交的第五次投告 (A/CN4/423)力基砧.報告具体載有 17朱奈款草案,

題目分別力:“本紊款的范圓
”(第 1紊 )、

“
用活

’(第 2奈〕、
“
火夯的确定

”(第 3

紊)、
‘
本荼款与其他目怀怭定的夫系

”(第 4奈 )、
‘
肘固豚法的其他規則元影晌

”

(第 5荼 )、
“
行功自由及其限制

’(第 6紊 )、

‘
合作

’(第 9奈 )、
“
預防

〞(第 8柔 )、

‘
賠僕

”
〔第 9奈 )、

‘
泙估、通知和資料

’(第 1U奈 )、
‘
保伊回家安全或工╨秘密的

程序
”(第 11奈 )、

“
假定的受影晌目的通告

”(第 12奈 )、
“
村通知作出答复的期

限,起源目的又夯
”(第 13奈 )、

‘
肘通知的答复

”(第 14荼 )、
‘
肘通知不作答复

’

(第 15荼 )、
‘
淡判的火努

’(第 16奈)以及
“
肘按第 12奈友出的通知不作答复

”

(第 17紊 ).村淹錯束吋,委員舍將上迷前九奈奈款送交起草委員舍.

π3 委員合用 9次合洪昔ㄇ申快
‘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
青題

1°  (兄第

六章〕.村梵的基砧是 (a)η 986年委員套第三十八屆舍決一滾暫吋通避夫于垓音

題的紊款草案,(b)特別根告貝小木曾本雄先生向1988年第四十屇舍洪提交的初

步拫告
11 

和第二次拫告 〔A/CN4ˊ 422/Add1).根告載有夫于各圄政府

8 《1988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文件 A/cN4/416,

Add1.
9 ﹁989年 5月 3U日 和 6月 7日 期同犖行的第 21U8至第 2114次套洪以

及 6月 2U日 的第 212● 次舍快常快了本寺題。
1° 1989年 6月 7日 至21日 期同拳行的第 2114至第 2122次全扠常以了

本寺題.

1〕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 A/cN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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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一放通逍的奈款草案提出的坪稔意兄的分析性綜逑
η 以及特別根告見草似的

修汀案文,以供委長套肘荼款草案送行二旗時常坡.甘梵結束時,委員全將奈款第

1奈至第 11奈送交起草委員套,并且同意在下屆舍洪幵始時常查余下的第 12至

第 28紊 .

14.委 員舍用 5次舍洪音ㄇ常快
‘
固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
寺題 (兄第七

幸〕.’
. 

封梵的基袖是特別根告長新蒂芬 .c友 卡弟里先生的第五次拫告

(A/CN4/4刉 和 Add1和 2).根告具体載有兩奈恭款草案,分別題力:“ 与水

有失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
”(第 22奈)和 ‘

与水有夫的危險和緊急情

況
”(第 23荼〕.在討淹叔告的第一章錯束吋,委員舍粹第 22和 23奈草案送交

起草委員套.委員舍逐听取了特別拫告長村其拫告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介紹,其中具

体載有兩奈奈款草案,分別題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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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奈)和‘

目豚水道的琱市
’(第 25奈).因 吋同不髒,委員套

未甘梵拫告的第二、三章.

15 委員套用一次舍洪寺ㄇ討淹
“
回家和目隊姐豕同的夫系

”
寺題 (寺題的第

二部分〕(兄第 0́章〕.委員舍听取了特別拫告貝菜昂納多 .迪並斯一因薛雷斯先生

肘其第四次報告 (A/cN4/42的 ’4 
的介紹.根告具体載有 11朵恭款草案,

即組成草案第一部分 (早言)的第 1至第4紊 ,組成第二部分 (法律人格)的第 5

和第 6奈 以及組成第三部分 (財戶、資金和姿戶)的第 7至 11紊 .因 時同不移,

委員舍未村梵第四次扳告.

16 有失委員套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等同題均在甘大的主

席日的規划小組和甘大的主席因范園內送行了甜梵.本報告第九章中將用途委員套

的有失意兄和建洪.垓章逐淡到同其他机构的合作以及一些行政和其他事項。

’2 
同上,文件A/cN4/41U和 Add1-5.

’3 1989年 6月 22日 至 28日 和 7月 7日 期同的第 2123至第 2126次套

以和 2133次全決常洪了本寺題.

’.. 
在 ●989年 7月 7日 的第 2133次套以上介紹了第四次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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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邯袋的地位

A.專言

1 委長舍工作的厊史回碩

﹁7 委員舍遵照大套 1976年 12月 13日 第 31/76咢 決坡的規定,在

1977年其第二十九屆套以上升始申決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

的地位》的音題。委員舍 1998年第三十屆舍洪常快了在阿卜杜勒 .埃里安先生主

持下的夫于本寺題的工作組提出的報告.工作組的研究錯果于 1978年在委貝套給

大套的拫告中提交給大套第三十三屆舍快.’
s 

大套垓屆套洪肘委員套工作的成

果送行封梵后,在 1978年 12月 19日 第 33/139景 決坡內建洪:

‘
回狋法委員全盤鎮研究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同題,包

括委員套已豋确定的那些同題,以期可能似汀一項道些的法律文串,送行研究時泣

參照大舍第三十三屆舍玟第六委員套辨梵送介項目吋所作的坪淹以及各舍長回將來

提出的坪站.’

18 大套 1978年 12月 19日 第33/14U手 決洪決定,它

‘
將送一步常快速介橁題,并汏力,除非各舍長目表示宜于早日常洪,否則等到回隊

去委長舍向大套提出它肘是否可能似汀一項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

邯袋的地位的道些法律文串同題所送行的工作結果吋,再送行常快,較力道些.”

π9.委員套 1979年第三十一屆舍洪再次建立由正ㄞ山大 .揚科夫先生但任

主席的工作組,研究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拼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同題。委

員套垓屆舍以根据工作姐的建以,任命正ㄞ山大 .物科夫先生力本寺題的特別根告

長,并委托他力一介道些的法律文中起草一鈕奈款草案.

is 《197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38兵起各更,第 六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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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8。 年委員套第三十二居套洪收到了特別叔告長提出的初步根

告,.U 逐收到了秘爭赴編耳的一份工作文件.’
’ 委長舍在垓屆套洪的一般性

討梵中常以了初步報告.i8 大舍 198U年 12月 15日 第35/163景決坡建洪委

員套考慮到各目政府的半面坪淹和在大舍辦淹中所友表的惹兄,雞袋送行本音題的

工作,以期可能似汀一項道些的法律文中.

21.在 1981年第三十三屆套以至 1986年第三十八屆套洪期同委員套常洪

了特別根告長提出的六份報告,坤  除其他外,速些根告載有夫于本寺題 43奈朱

ns 《198U年 ⋯⋯年鑒》,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231更 ,文 件

Aˊ CN4/335.
i’ A/CN4/WP5.
’B 《198U年⋯⋯年鑒》,第一卷,第 26U烎起各頁,第 1634次舍洪,第

1-41段 ,和 第 274更起各頁,第 1636次合洪,第 1-23段 ,和 第 1637次全

以,第 1-56段 ;又兄 《198U年⋯⋯年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4-165

烎,第 162-196段 .

m 
特別投告長速六份投告載于下列文件 :

第二次根告,《 1981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51更 ,文件

A/CN4/437和 Add1和 2;

第三次報告,《 1982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47丌 ,文件

Aˊ CN4ˊ 359和 Add1:

第四次根告,《 1983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62更 ,文件

A/CN4/374和 Add1至 4;

第五次根告,《 1984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72頁 ,文件

A/CN4/382;

第六次根告,《 1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49面 ,文件

Aˊ CN4/39U;

第七次報告,《 1986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39頁 ,文件

A/CN4/4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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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草案案文的建洪和修汀建以. m

22 1986年委員舍第三十八屆套洪錯束吋,委見舍完成了速一寺題一鈕 33

奈紊款草案
因 和坪注” 的一放.

23 委員套在同屆舍以上決定,座依照委貝舍章程第 16和第 21奈通道秘爭

故將一滾哲吋通避的奈款草案送交各套長回政府征求意凡,并且靖求在 1988年 1

月 1日 以前持泙淹和意兄送交秘半故.η

24 大套在 1986年 12月 3日 第 41/B● 母決決第 9段中和 1987年 12月

7日 第42/156手次快第 1U段中,數促各回政府充分注意回怀法委炅套夫于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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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泙梵和意兄的靖求。

25 秘爭長垃委員套的靖求,分別于 1987年 2月 25日 和 1U月 22日 向各

’U 委員套夫于此寺題工作的洋知介努以及特別根告長提出的奈款草案案文

和委貝舍的常以,兄 :

(a)委 貝套根告:(1)第三十屆套快,《 1978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

部分),第 138頁起各頁,第六章;(2)第三十一屆全以,《 1999年⋯⋯年鈭》,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7U頁超各頁,第六章;(3)第三十二屆套以,《 198U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62頁起各頁,第八章;(4)第 三十三屆套

洪,《 1981年⋯⋯年鑒》,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59烎起各頁,第七章:(5)

第三十四屆套洪,㏎ 982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12頁起各兵,

第六章;(6)第 三十五屆套快,《 1983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4

瓦起各烎,第五章;(7)第 三十六屇舍洪,《 1984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

分),第 18烎起各頁,第三章;(8)第三十七屆舍快,《 1985年⋯⋯年盤》,第二

卷 (第二部分〕,第 28頁起各烎,第四章:(9)第 三十八屆套快,《 1986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3頁起各瓦,第三章.

(b)特別根告長的根告 (兄上文腳注 16和 19)。

” 案文兄 《1986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4烎起各烎.

” 同上,第 24頁 ,腳注 72.

2a 
同上,第 32段 .

-】U一



目政府友出通函,清其于 1988年 1月 1日 前送交坪梵和意兄.

26 委員套在 1988年第四十屆套快常坡本寺題吋,已有 29介回家提交了串

面坪梵和意兄.留

27 除各固政府的坪淹和意兄外,委員舍第四十屆舍以逐收到特別報告長的

第八次報告.2s

28 特別報告長在其根告中分析了各固政府提交的串面泙淹和意兄.肘每一
荼款,他患錯了遠些坪淹和意兄中的主要傾向以及各回政府提出的建以,并据此提

以或修改有夫紊款的荼文,或將其与其他奈款合并,或維持銓一旗通避的奈款或者

刪去此荼款等.

29 委員套在同一屆套以上常以了特別拫告長的第八次根告.2U 委員套在

听取特別扳告長的介紹后,忖梵了特別報告長力奈款草案二旗提出的各項建以.委

員套在討梵錯末時,決定向將速些奈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員舍送行二填,同 時送去特

別報告員提出的建坡和在全体舍洪村梵期同提出的建洪.但有一項涼解,即如特別

根告長忕力道些,他可根据委員舍全体套以期同以及大套第六委員舍可能提出的坪

淹和意兄向起草委員舍提出新的建快.2’

2 本屆套坡常洪速介寺題的情況

3。  在本屆舍以上,起草委員套村恭款草案迸行了二滾.起草委員套向委貝

全提交了一份投告,起草委員舍主席肘垓根告送行了介紹,委員舍在 1989年 6月

29日 至 7月 6日 的第2”8至第 2132次套以上肘其送行了常洪.委員舍在垓扳

留 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 A/cN4/4U9和
Add1-5,此后收到一日政府的坪淹和意兄,戰于 《1989年⋯⋯年整》,第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 Aˊ CN4/42U.
2s ㏎ 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 A/cN4/419。
2. 

辯梵摘要兄 《●g8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75頁起各

更.第 229-488段 .

〞 同上,第 95頁 ,第 29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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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基砧上通避了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抻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一組 32

荼紊款草案的最后案文.委長舍透通遊了夫于特別使市困信使和郎袋地位的任摔洪

定半草案和夫于普遍性固豚組狄信使和郎袋地位的任摔決定中草案°2B 
委員舍

按照其章程,特荼款草案和任捧洪定半草案与一項建快一并提交大套 〔兄下文第

66至第 7。 段).

3 肘奈款草案的一般意兄

(a) 草案的目的和范園

31 本奈款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在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1969年 《維也納特別使市公的》和 1995年 《維也納夫

于回家在其討普遍性回豚組銤失系上的代表杈公的》的基砒上,四  制汀一項夫

子所有失型信使和郎袋地位的達貢而冬可能統一的制度.遠首先意味看現固、怭惆

和統一現有的規則,其次意味著力速些公的未完全規定的情況似汀具体和更精确的

規則,以方便公夯通訊的正常送行,r,q保郎袋內容的机密性,防止濫用邯袋.委員

套一直把重羔放在所要制定的制度的央用方面.

32 在大舍第六委貝全就送一音題迸行的辦淹中,己銓确汏了制定速种制度

的必要性和央用意〤.BU 有几目政府在其中面泙稔和意兄中也重申了速一

田 奈款草案和任摔決定串草案的案文兄本拫告本章 D市 .

四 以下林
“
編案公的

”,兄下文腳注 54.

BU 
夫于第六委貝套辦梵期同各位代表友表的意兄,兄“

秘中赴編耳的,大于

大套第三十七屆套洪期同第六委貝套討站目豚法委員舍報告的寺題摘要
”

,

(Aˊ CN4/L352),第 186至 187和 189段 ;“大套第三十八屆套以⋯⋯寺題摘

要
’(A/CN4/L369),第 3U3至 3。4段 ;‘大舍第四十一屆合洪⋯⋯昔題摘要

”

(A/CN4/L41U)第 251至 252、 257、 266、 267段 ;“大舍第四十二屆舍洪

⋯...寺題摘要
”(A/CN4/L42U9,第 243和 24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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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印

33 同時也位指出,在第六委貝套的辯梵
a2 

以及一些回家的半面坪淹和意

見
白日 中,肘制汀本寺題一組奈款草案是否有用曾表示保留和疑慮.有人扒力現

有的公的已充分包括了＿●外交和領倌信使和邯袋有失的固隊規則。
34 夫于奈款草案的范日,委員套工作患的傾向是在速組奈款草案中包括回

家一●其外交使因、飯倌、常駐回豚組象代表因和參加固豚舍坡的代表困之同送行公

夯通訊所用的信使和邯袋的法律地位.委員套逐在紊款草案的二旗期同同意通避一

項任摔決定中提供机舍將奈款草案的規定道用于目家同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

所指垓回特別使市因之同送行公分通訊所用的信使和郎袋.逐建洪用同祥的方法村

侍普遍性目隊組象与其使因和亦事尖之同或与其他回隊組象之同送行公夯通訊所用

的信使和郎袋.因此,由于通避任捧決定中向各固提供了些事目之同將本奈款草案

适用于特別使市因和回隊組象的信使和郎袋的机舍,本朵款草案的适用范園央豚上

伊大了.

35 本奈款草案的范日包括公夯通訊的狄重性辰,即 派遣日一9垓 固使困、領

佑和代表困之同的通訊,以及那些使困、領信或代表困彼此之同的通訊.

(b) 方法同題

〔1) 全面.統一的做法:范 園和局限性

36 自委員套速一寺題工作的幵始險段,采取全面的做法制汀有失所有美型

田 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 A/cN4/4U9和
Add1-5,奧地利、保加利正、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目、德意志朕邦共

和回、西班牙、亦耿、南斯拉夫和瑞士的坪稔.

田 兄
‘
寺題摘要

〞(A/CN4/L352)第 188段;(A/CN4/L369),第
3。5段;(A/CN4/L41U)第 261-262段 ;(A/CN4ˊ L42U〕 第 244段 .

Bs 
兄 《1988年 ...⋯ 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 A/cN4/4U9和

Add1-5,淡 大利亞、比利時、加李大、荷〨和琺合王目的泙淹。又兄 《1989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文件 Aˊ CN4ˊ 42U,美利墜合猋目的坪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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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使和郎袋地位的達貢而思可能統一的制度,就一直是常以的主題.

37 可以llL及 ,特別根告見在 198U年第三十二屆舍洪提交的初步根告中就

已生根据平等肘待四項編慕公的所規定的所有美型信使和郎袋的全面做法,提 出

‘
官方信使和官方郎袋

”
的全面概念.他在要求委員舍肘送一寺題今后工作的范園和

內容給予指早吋指出:

‘
希望遠种全面的做法舍更充分地反映自1961年 籬也鈉公的以來出現的重大友

展.由于因豚夫系日益活趺,各固和各回豚鉏象之同通避各种方法,包括官方信使

和官方郎袋送行十分枳极的瑛系,外交法的各介方面都取得新的形式和新的范園.

盤于送些友展,夫于不同回豚法主体之同在不同切合通避官方信使和官方郎袋送行

通訊的目隊規章基本上面佑看同祥的同題,必須肘美似的挑找和央隊要求做出反

位,不梵信使是外交信使、領倌信使,逐是派往一日特別使市因或常駐代表困或固

狋組象的信使.違反外交法事件的增多,其中一些事件已引起公尒的夫注,也是制

訂遠种夫于所有美型官方信使和官方郎袋地位的全面和達貢的規章的理由.通避速

种方式,力 官方目的通逍官方信使和官方郎袋送行通訊的一切手段都將享有同等程

度的固豚法律保伊。
’’B4

38 委員套扒法到速种方法的央用意〤,但指出
‘
需要有效地保伊外交信使和

外交邯袋,需要防止可能友生的濫用.“
5 委長合迸一步同意,“在編纂和逐漸友

展夫于常快中寺題的目豚法吋,立特別強琱位用央驗和其用的方法,以期在含有具

体央豚規則的紊款与含有确定信使和郎袋地位的一般規則的奈款之同取得道些的平

衡.祀
6

39 委貝舍肘提快的
‘
官方信使和官方邯袋

”
的概念送行了甘淹,原則上沒有

村全面統一肘待不同美型信使和郎袋的方法是否道些提出辰疑,但指出:

‘
考慮到各目可能采取的保留杰度,位 些十分瑾慎地位用專致一組連貫的奈款草案

B. 《198。 年⋯⋯年盤》,第 二卷 〔第一部分〕,第 245丌 ,文 件

Aˊ CN4/335,第 62段 .

∞ 《198U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64苂 ,第 163段 .

Bs 
同上,第 16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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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做法.多數看法汏力,且然原則上奈款草案垃些包括所有失型的官方信使和

官方郎袋,但泣堆持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送些名林.也有人說,編慕工作庄基本上

只限于各因之同的通訊.几位友言人沒想,且然虛維持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的概

念.但也汻可以通避同等看待公式找出道些的解決亦法.主要目林立是在合法保伊

所有炎型的官方信使和官方郎袋方面冬可能送到達貢性和統一性,而不一定要提出

各回可能不合戶泛接受的新概念.’
B’

4。  正如委員套在肘其 1983年第三十五屆套洪一旗暫時通避的第 1奈草案

的坪注中指出的那祥:‘速种全面的做法是以外交法領域中的多迪公的所載的外交信

使和外交邯袋待遇的有失荼款所規定的共同杯准力依据的,而速些多道公的是各种

信使和邯袋的統一待遇的法律依据.’
’s8

41 夫于所有失型信使的地位,存在基本一致的村待亦法°正如回家法律和

固隊林定,尤其是取迪領事寺的所怔明的那祥,回家央踐是明确的,飯信信使与外

交信使和其他信使享有同等程度的人身不可侵犯杈.速些及迪公的和回家法律大多

給予領信信使与外交信使同祥的叔利、特杈和豁免,其 中首先包括人身不可侵犯

杈.ag

42 特別技告長送行的夫于 1UU多介狄迪領事寺的和大量日內規則和奈例的

回家央踐的分析性琱查完全怔明了垓梵斷.m 外交信使和領信信使的待遇的筑

一性得到各目的普遍支持,因 而可被視力林的法和刁慣法中的公汏規則.

43 央豚上,回家央我承汏的外交信使和瓴倌信使的法律地位之同的一致得

到 1963年耿合固大于領事夫系套以送行的辦梵的确汏并載于垓舍洪通避的 《籬也

納領事夫系公夠》第 35奈第 5款 .不妨回碩舍上給予領信信使比外交信使享受的

田 同上,第 169段 .

.B 《1983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53頁 ,坪注 (1)段
.

m 
兄 《●g82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一部分),第 231更 ,文件

Aˊ CN.4/356和 Add1-3,所我趺各固政府收到的情況.

.U 
兄特別拫告長的第四次報告,《 1983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

分),第 94起各烎,文件 Aˊ cN4/394和 Add1-4,第 47至 67段。

-I∫ 一



特杈和豁免更少一些特杈和豁免的企困曾遭到強烈反肘.但是,正如在特別根告貝

第二次報告
田 中所指出的,舍洪拒銫及重待遇的概念,其理由力

“
信使必須享受

完全不可侵犯的待遇,而不得給予領事官貝有限的不可侵犯待遇
’.42

44.﹁ 969年 《特別使市公釣》和 1995年 《維也納夫于回家在其肘普遍性目

豚組絮夫系上的代表杈公的》中涉及信使地位的有失規則也是按照 1961年 《維也

鋪外交失系公的》第 27紊第 5款的模式制定的.回家央跩怔明送些規Jll甚 至在

1969年和 1995年公的生效前就已被垃用.此外,不妨指出早在 1961年 《維也

納外交夫系公的》通道之前,各固在共与耿合目及其寺ㄇ机构的公夯通訊中已分別

以 1946年 《耿合回特叔及豁免公的》.B 
和 1949年 《寺ㄇ机构特叔和豁免公

釣》“ 力基砒使用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送兩項公的狹得普遍承忕并成力以上

信使和邯袋地位的法律基袖,速些信使和郎袋享受那些給予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的

同祥的特杈和豁免.

45 因此,可 以下第淹說,有失各种美型的信使的地位,特別是夫于其人身

不可侵犯的連其一致和統一的制度在些代外交和領事法中具有些央的基砧。

46 至于公夯通訊的邯袋的法律地位,特別是夫于邯袋不可侵犯的規定,在

待遇林准上有一些匿別.尒所周知,1961年 《堆也納外交夫系公的》、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和 1975年 《維也納夫子回家在其肘普遍性目隊鈕象夫系上的代

表板公的》采取了邯袋完全不可侵犯的原則.只有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

夠》在承扒垓一般規則 (根据該規則領倌郎袋不得幵拆或扣留)的 同時承汏在某些

奈件下可幵拆郎袋.1963年 《籬也納領事夫系公釣》第 35茶第 3款規定的領倌

.’  《1981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61丌 ,文件

A/CN4/347和 Add1和 2,第 34段 .

φ 兀 《朕合因領事夫系套以正式泥最》第一卷,《全套和第一和第二委見套

筒要圮暴》(耿合圄出版物,出 售品編咢:63× 2),第 32U頁 ,第二委見舍,第

﹁3次套洪,第 15段。
.B 

耿合目,《茶的集》,第 1卷第 15頁 .

“ 同上,第 33卷第 261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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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袋的速一特殊待遇构成了肘其他編慕公釣沒立的制度的例外.

47 冬管,正如人們已銓指出的,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生效前

和生效后締錯的大多數及逛領事寺釣規定領倌郎袋不可侵犯和既不得幵拆又不得扣

留,但是,不能忽視仍存在根据 1963年 《堆也納領事夫系公釣》村待領信郎袋的

不同待遇林准.仍  然而,有些及道領事林定遵循載于 1963年錄也納公的第 35

紊第 3款的規定..s

48 外交、領倌和其他郎袋不可侵犯同趣特在第 28奈 (外交郎袋的保伊)

的泙注中洋幼常洪.速里伙提到垓同題,以期斃銃地指出适用于各种美型的信使和

邯袋的全面而統一的做法的要素,并考慮到四項法律編集公的的有大規定.

49 因此,很昱然,夫于各种美型的信使和郎袋的全面而統一的做法具有ㄏ

泛的适用領域,專致似汀思可能達貢一致的法律制度.冬管如此,垓做法也有其編

慕公的有失奈文确定的限制,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35奈第 3款夫

于領信邯袋待遇就是速祥的情況.

(2) 取能需要是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基本要求

5U 与委員套似汀夫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邯袋的地位的紊款草案工作的患方向

有大的其他方法同題涉及到仄取能出友的方針的執行和取能需要所友揮的作用,取

能需要是确定各种信使和郎袋地位的基本因素.

51 庄粹放取能出友的方針視力查明有效履行信使〤夯和完成郎袋取能的所

有先決奈件的亦法.信使是派遣目的一名官長,其取夯是保管、迋送郎袋并梅它安

全遊交其收件人.郎袋是回家用來与其國外使困或使因之同保持朕系的重要通訊工

具.邯袋內容包括机密材料和公分使用的文件或物品,因此位受到保伊和給予必要

便利以便使其迅速到送目的地.信使在履行其取責吋泣得到同等保伊,因力他是久

有公奔使命和能接蝕机密文件的人.

.s 
兄特別報告長第四次拫告中提到的領事林定,《 1983年⋯⋯年盤》,第二

卷 〔第一部分),第 124丌 ,文件A/cN4/374和 Add1-4,腳 注 286.

.s 
同上,第 125更 ,腳注 287和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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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因此,取能需要不伙位被援引力便利、特杈和豁免方面的限制因素也立

被視力有效履行外交信使和外交邯袋公夯取能的不可或缺的奈件.同題不在于外交

信使在地位上相些于派遣目的使館、飯佑或其他使困的哪一象別的工作人長而在于

向信使和邯袋提供的便利、特叔和豁免在多大程度上肘于完成信使的公夯是至夫重

要的.速是似汀本紊款草案逍程中的主要考慮.

53 因此,在确定向履行公夯的信使和邯袋提供道些法律保伊吋立用法取能

出友的方針特力派遣固、接受固和避境目的杈利和〤分之同的道些均衡奠定基拙.

在解釋和道用本荼款吋也位以八取能考慮的方針作力指早方針.

(3) 与外交和領事夫系領域中其他公的和+.●定的夫系

54 本奈款与外交和領事夫系領域中其他公的和林定的夫系可分三介主要房

次來考慮,即 :

(a) 与耿合目主持下締結的編慕公的的夫系;

(b) 与外交和領事夫系領域中現有取道或區域公的和怭定的夫系;

〔c) 与本荼款些事固將要締錯的夫于信使和郎袋地位的未來怭定的夫

系.

55 速三种失系是載于第 32奈的特別規定的內容 (本寨款＿●其他公釣和1.1

定的夫系〕。

56 作力一今方法同題,特別重視本奈款与編寨公釣,即 1961年 《維也幼

外交夫系公的》、1963年 《維也幼領事大系公的》、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和

1996年 《籬也納夫于回家在其村普遍性固豚鈕欽夫系上的代表杈公的》之同的夫

系.遠些公的意是被視力夫于各种美型的信使和邯袋的地位的達貢一致的和琴可能

統一的制度的共同法律基砒.

57 夫于本奈款和編集公釣之同的夫系的方法同題的送一方面在特別擬告見

提出的根告中送行了戶泛地用迷,特別是在他的第四次、第七次和第八次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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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在第七次扳告中特別報告貝強惆悅:

‘
失于垓夫系的規定的主要日棒位其現現有規定与赴理通道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

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公夯通訊的法律制度的新奈款草案之同的林惆和統一.夫于垓

制度的規R(l的逐漸友展和躺寨位以現有公的力基砧并以更具体的規定肘其加以外

充.法律大系也位思央狋可能包括外交法領域中的其他目豚怭定.本奈款草案与外

交法領域中的其他日隊奈夠之同的法律夫系在一定的炅活构架內送行了常洪,速介

构架是 1969年 《堆也納荼的法公的》分別在夫于同一主題先后所汀荼的之道用和

仗在若干些事回同修改多道奈的之+.1定 的第 3U和第41奈中所沒想的.’
.8

58 也位指出,在編蔡和逐漸友展夫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邯袋地位的法律避程

中,載于四項編寨公的的夫于上迷地位的規則需要迸一步加以似汀,因力每一公的

仗載有失于垓規則的一無荼文.在速方面,必須特別強琱信使的杈利和〤夯、他的

法律保伊,特別是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法律保伊.

59 因此,且然奈款草案不打算修改四項編慕公的,但它們确其更洋幼地友

展了夫于通道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逐用公分通訊的法律制度的有夫規則.

6U 委員舍在奈款草案中沒有耳迸夫于本來款与刁慣固狋法規則之同夫系的

規定.然而在委貝舍中有人表示速祥的現庶,即在未來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

使伊送的外交邯袋地位的文半中,就速介同題增加一奈規定也忤是道些的.

〔c) 草案的形式

61 根据委員舍的故期一貫做法,在完成寨款草案二旗吋似汀了一項夫于委

長套垓寺題工作最后錯果的未來形式的建洪.夫于垓同題的最后決定厲于大套的取

.’ 分別兄 《1983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133-134丌 ,文

件 A/cN4/374和 Add1-4,第 396-4。 3段 ;《 1986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49-5。 瓦,文件 A/cN4/4UU,第 56-62段 ;和 《1988年

⋯⋯年鑒》,第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 Aˊ CN4/417母 ,第 268-274段 .

.B 《1986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49烎 ,文 件

Aˊ CN4/4UU,第 5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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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范目.委員舍的任夯是通避夫于些前第四十一屆套洪的工作搬告向第六委員舍提

出大于奈款草案形式的建洪.

62 在遠方面不妨指出,大套在其 1978年 12月 19日 第 33/14U咢央洪

在焚當地注意到委員舍若手本音題的工作時指出
‘
它可以迸一步促迸固隊外交法的

友展
’,決洪第 5段決定些

‘
目豚法委員舍向大舍提出它肘是否可能似汀一項夫于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道些法律文中同題所送行的工作

結果吋
’,大套將迸一步常快速介同題.

63 有時在第六委貝舍辦淹遊程中,有人肘奈款草案的形式友表了意兄.在

委長套工作的早期險段,‘︴多代表支持垓意兄:草案位采用具有的東力的形式,最

好是目豚公釣形式
’.49 其他代表人力委長舍夫于本寺題的工作的最后結果可以

是
‘
不逮背瑛合目主持下通道的有失公夠的決定串

”.sU 然而,些 吋一般意凡是

變成推退到較后險段再作出夫于草案最后形式的決定。

64 在 1° 86年和 1987年第六委員全常洪委長舍一旗通避的整介奈款草案

期同,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來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公的的思想似乎荻得更

ㄏ泛的支持.印  它也反映在一些回家政府提出的一些弚面坪淹和意見中.φ

65 委長舍汏力,本紊款草案的最道些形式是一項公的,作力一項強立的法

律文串,保持与編集公的的道些法律夫系.

.g 
特別救告長的第五次報告,《 1984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第79瓦 ,文件 Aˊ cN4/382,第 14段 .

sU 同上.

印 凡
‘
大舍第四十一屆舍洪⋯⋯寺題摘要╮ (A/CN4/L41U9,第 251、

253和 267段和
‘
大套第四十二屆套快⋯...寺 題摘要

”(A/CN4/L42U),第

243段 .

眨 兄 《﹁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A/CN4/4U9,和

Add‘1-5,保加利工、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目、亦騏、委內瑞拉和南斯

拉夫的坪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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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委長舍的建洪

66 在 1989年 9月 2U日 第 2146次套以上ss ,委
員套決定,根据其章

程第 23各,庭洪大套召幵回隊全板代表舍洪,研究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

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奈款草案及其任捧洪定半草案并鍗錯夫于垓同題的公的.

67 盤于委員套決定增加一項夫于普遍性目豚鈕象的信使和郎袋的地位的任

捧決定爭,召集遠祥的套洪也粹需要大舍就速祥的目豚組坎參加套破作出決定.

68 除了參加未來公的的同題,套以除了常查奈款草案的其廣性親卿外逐需
要解決与公夠最后朱款和和平解決爭端有夫的一般同題.

69 根据上文第 61-65段所逑的考慮,委員套在提出本建洪吋銘圮,奈款草

案和任摔決定串草案的通避將是在外交和領事法領域完成編寨和逐漸友展工作。委

員套在垓領域避去的所有工作最終早致締結四項編寨公的,即 1961年 《籬也納外

交夫系公的》、1963年 《維也幼領事夫系公的》、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和
1975年 《維也納夫于回家在其村普遍性目杯組象夫系上的代表叔公的》.就本寺
題通道一荻新公的粹以一項多迪具有的末力的文串的方式,适些地完成垓領域逐漸

友展和編慕的工作.

9U 荼款草案和任摔決定#草案所涉同題,即 回家与其使困、領信和代表困

的公分通訊以及普遍性回狋組欽与其使困和亦事赴或其他日豚組象的公分通訊的重

要性,逐有在外交和領事法領域的其他公的 (它們都与速些重要同題有失而且本奈

款草案力圈朴充速些公的)除了唯一例外,全是通道召幵力垓具体目的的世界全叔

代表套洪通避的速一事央,都表明速后一种解決亦法似乎是些前情況的最可取的亦
法.

C 委貝舍通道的決洪

9●  委員舍 1989年 7月 2U日 第 2146次舍以上,在通越了夫于外交信使和

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邯袋的地位的奈款草案案文后,一致通道了以下次洪:

“ 又兄第 2132次舍快何要圮暴 (兄 《1989年⋯⋯年鈭》,第 一卷),第
64-9U｜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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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豚法委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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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草案,

希望向特別報告長正厊山大 .物科夫先生表示非常變質他在速几年不碎辛芳以

其寺ㄓ知氓、敵身精神力起草草案作出的生安貢散,林而使委長套園滿地完成遠一

重要任夯.

D 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妒送的外交郎袋的

地位的奈款草案及其任摔決定中草案
“

72 下文所載內容力固隊法委員套第四十一屆舍洪最后通避的夫子外交信使

和沒有外交信使拼送的外交郎袋的第 1至 32奈草案以及第一和第二任摔決定中的

案文和坪注如下:

1 夫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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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一般規定

第 1奈 本奈款的范目

本荼款道用于回家力同元淹何赴的垓固使困、領倌或代表困之同迸行公分通

s4 
在以下各荼款和決定串的坪注中將碟合目主持下締錯的下列四項外交和

領事法多述公的林力
“
編慕公的

’
:

﹁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 (朕合目,《奈的集》第 5UU卷 ,第 95

〕rt),

1963年 《籬也納領事夫系公釣》(同 上,第 596卷,第 26η 更〕,

﹁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 (耿 合目,1969年 《法律年盤》出售品編母 :

ε71V4,第 125丌 ),

1975年 《維也納夫于回家在其9I普遍性固豚姐舉夫系上的代表杈公的》 (耿

合固 1975年 《法律年盤》出售品編景:Ξ 77‘V.3,第 87更 ,)以下筒林
“1975年

維也納回家代表杈公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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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以及送些使困、領館或代表困同派遣固之同或彼此之同送行公夯通訊所用的外

交信使和外交邯袋.

〔1) 本奈款草案的患的目的是在下文提及的一定范日內,建立一种全面和

銃一的制度,可 以适用于回家力公夯通訊所用的各种信使和郎袋.速种全面和統一
的做法是以外交法領域中的多迪公的所我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待遇的有失奈款所

規定的共同杯准力依据的,而速些多迪公的是各种信使和郎袋的統一待遇的法律基

砒.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1963年 《維也鋪領事夫系公的》、1969年

鰣 別使市公的》以及 1995年 ㄍ籬也納夫子回家在其肘普遍性回豚組象夫系上的

代表杈公的》中有失奈款規定的制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有很小的匡別.

(2) 冬管情況如上文所迷,但委貝套逐是十分了解:許多回家逐沒有參加

所有速四項編集公的,因此可能套傾向于下迷看法,即本奈款不要求肘上迷公的所

涉及的各种不同美型的信使和郎袋給予同祥的待遇.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

釣》些事目的數目及 1963年 《籬也納領事夫系公的》些事目的數目很多 (后者少

于前者),形成了在速些領域內法律夫系的几乎普遍性的系統,但是 1969年 《特

別使市公的》蛗已生效,卸 尚未得到戶泛的批准和加入.另 一方面,且然 1975年

籬也納回家代表叔公釣的确未得到戶泛的加入,但委貝舍考慮到,正如回家的故期

央踐所确汏的那祥,回家代表杈公的所涉的信使和郎袋,即來往于常生使困和代表

因之同的信使和郎袋也厲于 1946年 《朕合目特叔及豁免公的》5s 
和 1947年

《青ㄇ机构特叔和豁免公的》s. 
中夫于套長目代表的信使和郎袋的奈款范園之

內.速兩項公的得到目隊社套的ㄏ泛加入,正如第 3奈的坪注 (B9段所指出,速

兩項公的央辰上將套長回代表友送信使和郎袋的法律制度等同于外交信使和郎袋。
因此,速种等同或同等肘待力將本泙注 (1)段 中所迷的銳一做法也拼展至速种信

使和郎袋提供了耿系坏市.

ss 
兄上文腳注 43.

se 
兄上文腳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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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盤于此,并且出于在不放葬力所有信使和郎袋規定統一的法律制度

的基本日林的同時确保本無款得到較戶泛的接受的各种央隊原因,委員舍決定特荼

款的范園限于外交和領倌信使和郎袋及常駐代表困和代表困的信使和郎袋 (兄第 3

奈〕.夫于特別使市困的信使和邯袋,委員全決定力各因保留通道任捧決定串特本

奈款甘大道用于此种信使和邯袋的可能性,回家可以与本荼款一起筌署和批准此項

任摔決定串 (兄第一任捀決定串草案及其坪注).

(的  有些委員舍委長指出,在采用等同的方法吋,委 員舍并不打算表明,

速种方法必然反映刁憤回隊法,或者,送种方法是刁慣固豚法所要求的.

(S9 第 1奈草案的措洞特意表明派遣回与其使困、領倌或代表困之同往返

送行通訊的性辰,以及其使困、領倌或代表之同相互送行通訊的性辰,后者即位于

一目的使因、領館或代表因与位于另一目的使因、領館或代表困之同的橫向通訊。

(c9 肘于耳送
‘元梵何赴

’速几介字在委員套中有避一些討淹.冬管有些委

長汏力速几介字可以刪去,而不合影吶第 1朵 的意叉,但是大多數委員汏力,加

上速几介字可以更加清楚地昱示出垓奈款所提到的公夯通訊是往返送行和相互送行

的.例如,送祥一來,就可以板力清楚地說明,本奈款包括的彼此之同送行公秀通

訊的派遣目使困、領倌或代表因不仗是指駐同一接受目,而且是指駐不同接受目的

使困、領倌或代表困.

第 2奈 不扁于本奈款范園的信使和郎袋

本奈款不适用于特別使市因或目豚姐狐公每通訊所用的信使和郎袋的事央不位

影喃:

〔a) 速美信使和邯袋的法律地位;

(b) 本奈款中按照固豚法不站本奈款有元規定均道用的任何規則肘遠美信使

和邯袋的道用.

(1) 委員舍和大舍第六委長舍上的普遍現蕉是特本奈款的范園按第 1奈所

逑限于回家信使和郎袋.但朵款伙規定回家信使和郎袋速一事央并不排除目隊組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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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其中普遍性或戶泛區域性的姐象的信使和邯袋法律制度与回家信使和郎袋法

律制度之同十分相似的可能性.速种十分相似的情況可能來源于相些猶立于本奈款

的固豚法准則.例如,按照 1946年 《耿合目特叔及豁免公的》第三奈第 1。 市和

i947年 《寺Ⅱ机构特叔和豁免公的》第四奈第 12市 ,琺合回及其昔鬥机构的信

使和邯袋
〞
庄享有与外交信使和郎袋相同的豁免和特叔

’
.

〔2) 另外,委員舍汏力,也忤庄些址各固有可能逸摔將本來款道用于普遍

性的回狋現象的信使和郎袋.如下文有夫第二任摔決定串草案的坪注中致洋幼地解

釋的,速祥做的方法是一項夫于普遍性固隊組象的信使和郎袋地位的任棒決定半.

(U9 出于第 1奈泙注中解釋的原因,委員套決定在本奈款范園中不包括特

別使市困的信使和邯袋.速并不影晌﹁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些事方之同速美信

使和郎袋的法律地位.委員舍逐就此种情況決定,允許各目通避一項夫于特別使市

困的信使和郎袋地位的任摔決定半特本奈款道用于特別使市目的郎袋和信使是可取

的,下文夫于第一任摔決定中草案的坪注有較洋鈿的解釋說明.

第 3奈 用悟

1 力本恭款的目的:

(● 9 ‘
外交信使

”
是指豋派遣回正式授叔,或故期袒任或在特殊切合作力特

派信使拉任:

(a) 1961年 4月 18日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所指的外交信使;

(b9 1963年 4月 24日 《籬也納領事夫系公約》所指的飯偉信使;或

〔c) 1975年 3月 14日 《維也納夫于回家在其肘普遍性目隊組象夫系上的

代表杈公的》所指的常駐代表困、常蛙現察困、代表困或視察因的信使,

受托久黃保管、逐送和遊交外交邯袋,用于送行第 1紊所指公夯通訊的人貝;

〔2) ‘
外交郎袋

’
是指元淹有元外交信使伊送的,裝載來往公文、公夯昔用

文件或物品,用 于迸行第 1奈所指公夯通訊,附有外部林汜,可烡氓別其性辰力

下列郎袋的包裹:

(a9 1961年 4月 18日 《堆也幼外交夫系公的》所指的外交郎袋;

(b9 1963年 4月 24日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所指的飯倌郎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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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995年 3月 ﹁4日 《堆也納大于回家在其普遍性固狋組玖夫系上的代

表叔公夠》所指的常駐代表困、常垃現察困、代表困或視察困的郎袋;

(B9 ‘派遣因
’
是指向或爪其使因、領倌或代表因友送外交郎袋的回家;

(Φ  ‘
接受固

’
是指在其領土上駐有派遣回收友外交郎袋的使困、領倌或代

表困的回家;

(5) ‘
避境固

’
是指外交信使或外交郎袋途中絰避其領土的回家;

(6) ‘
使因

’
是指:

(a) 1961年 4月 18日 《籬也納外交大系公的》所指的常沒使倌;和

(b9 1995年 3月 14日 《維也納夫于回家在其肘普遍性囝狋組象夫系上的

代表叔公釣》所指的常駐代表困或常蛙視察困;

(9) ‘
領倌

〞
是指 1963年 4月 24日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所指的患領事

信.領事館、副領事信或領事赴;

(8〕  ‘
代表困

’
是指 1975年 3月 14日 《籬也納夫于回家在其村普遍性目隊

鉏象大系上的代表叔公的》所指的代表困或視察困;

(9) ‘
固眛現象

’
是指政府同組象.

2 本奈第 1款有失本奈款用活的規定不妨磚其他目狋文中或任何回家的目內法村

送些用活的使用或給予的合〤.

泙  注

(﹁ ) 遵照四項編慕公釣的范例,第 3紊村子奈款最常用的木浯作了說明,

以便利肘茶款的解釋和道用.定火供限于能表現出所迷央体的特魚的基本要素.构

成定火的其他要素留待丐迷有夫的央廣性奈款.

第●款(1)項

(29 第 1款第 1項在給外交信使下定火吋庄用了兩介央放性的、必不可少

的要素:(a)他必須承捏保管外交郎袋并將其迋送遊交給收件人的取夯或取黃,

°他的官方身分或派遣固主管些局的授杈.有 時,派遣因在特殊切合委派其一名

官長承捏遊送垓目公夯信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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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有人汏力,‘外交信使
”
一洞的定〤位些具体明确提及要包括的所有各种

信使.思管由于刁慣以及力使措詞倚緣的原因,在整介奈款中都使用了
“
外交信使

’

遠一用悟,但位些明确的是:速一定火不依道用于 1961年 《維也幼外交夫系公

釣》所指的尸格的意火上的
‘
外交信使

”,而且遜道用于 1963年 《籬也納領事夫系

公的》和 1975年堆也納國家代表叔公的中分別所指的
‘
飯偉信使

”
以及常駐代表

田、常駐現察田、代表因或現察因的信使.委貝套的理解是,1975年籬也納公的

中
6常

生代表困信使
’
或‘

代表困信使
’
的用悟也包含了1946年 《琺合回特杈及豁免

公釣》第四荼第 11(c9和 16(f)市及 1947年 《青ㄇ机构特叔和豁免公的》第

一奈第 1”)市和第五奈 13〔 c)市 中所指的
‘
套員囝代表

”(此洞包括代表困的

代表.副代表、碩同、技木寺家和秘串)的信使遠种概念.

(4) 垓定又不但包括次期的外交信使,而且包括特派外交信使.舍洪同意

位些把
‘故期

’
一洞理解成与

‘
特派

’
或

‘
在特殊切合

”
相肘,并不是要表示与委派是否

合法有失的任何概念.特派外交信使的特魚是,其取夯期限明确.他執行外交信使

的全部取夯,但俠仗是在特殊切合.在通行的回家央踐中,一向是指派厲子派遣回

外交部ㄇ或者在外交夫系方面起到美似作用的其他机构的官貝來拉任特派外交信使

的取夯的,遠种机构例如肘外貿易部、肘外篷游夫系部或者回陎文化合作方面的有

失回家机构.一項基本的必要奈件始終是:顏 由派遣目主管些局正式授叔.他的取

夯的具体期限大系到他享有有失奈文中所規定的特派信使的便利、特叔和豁免的期

限.

(5) 定〤中參照第 1奈的用意是用明:定火不依包括派遣回肘共生外使困

的草方面通訊,而且遜包括使因肘派遣固以及派遣目各駐外使因之同的通訊.第 1

奈已銓确定了本奈款的范園,力使草案文字筒珠,因 此,參照的做法不但道些,而

且可取.

(U9 夫于速項定〤的內容,分別在夫于外交信使怔件的第 8奈和夫于外交

信使取夯的第 1U奈的具体奈款中避一步用逑 .

第 1款 (2)項

(7) 外交郎袋定叉的兩介客現和基本的特魚是:(a)它 的取能,即作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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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目及共生外使困送行通訊的工具,裝載來往公文、公分音用文件或物品;(b)

其可資琪別的怔明郎袋官方性廣的外部杯圮.在匹分外交郎袋和渚如外交代表的私

人行李或普通郎包或邯件等其他旅行容器吋,速兩介特魚是十分重要的.外交郎袋

曲真正的基本性辰是有怔明速种性辰的可姿洪別的外部杯圮,因力即使友現其內容

不是裝有來往公文、公分音用文件或物品的包裹,它仍然是泣些受到遠种保伊的外

交郎袋.

(8) 郎袋的遊交方式可以多种多祥.可 以由外交信使擄帶.也可以不由信

使楊帶,而委托給商菅弋机机故、商船船次.遊交方法杕使用的友送和逐輸工具來

悅也可以多种多祥,可 以邯寄或采用其他瞄逐、空逐、水逐或海迗方式.有人汏

力,速些肘郎袋的定〤并不重要的做法上的多梓性,可 以在另一奈中加以道些規

定.速里指的是第26奈 .

(9) 夫于定火中包括不同种美的
‘
外交郎袋

”
以及參照第 1奈,本項与夫于

‘
外交信使

口
定火的第 1項在錯构上相美似.第 1項泙注中同祥的活大致也道用于

‘
外交邯袋

”
的定〤.特別是,按委貝舍的理解,1975年維也鋪回家代表板公釣中

‘
常生代表日的郎袋

’
或“

代表困的郎袋
”
的用活也包括了1946年 《朕合目特杈及豁

免公的》第四系第 11(c)和第 16市及 1947年 《寺ㄇ机构特杈和豁免公的》第

五奈第 13(c)和 第一奈第 1“)市 中所指的
“
套員目代表

”
的郎袋送种概念.

(﹁ U9 夫于送瓨定叉的內容,分別在夫于外交郎袋的洪別的第 24柔和夫于

外交郎袋的內容的第25奈的具体奈款中送一步用明.

第1款 (3)瓨

(﹁ 1)  (3)項和 (4)項 中
‘
派遣固

’’r接
受回

”
的用悟沿用四項編蔡公的的固

定木悟.第 3奈予以保留,其定〤則稍有修改,以便更貼切地反映涉及元梵有元

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具体情況.本項村
‘
派遣目

’
的定火力

“
友送外交郎袋的

’
目

家.(3)項包括一切可能出現的情形,友送沒有信使伊送的郎袋的回家和派出其

取夯患是与郎袋有失的外交信使的回家.此外逐包括上文 (2)項的坪注提及的有

信使伊送郎袋的其他一切可能出現的情形.‘ 向或汏其使困、領倌或代表困
’
一悟不

俠再次說明所涉公夯通訊的及向性,而且也說明:郎袋元淹是由回家、使困、飯倌

一 站 -



遜是代表田友出,一概是派遣目的郎袋.

第 1款 (4)項

(12) 在一姐夫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的朱款里采用‘
接受目

’
速一侍筑用活

是完全合理的,因力按目隊法規定有〤夯給予派遣回使困、領館或代表因灰其人長

便利、特杈和豁免的接受回,就是本柔款設想的如派遣固向同祥那些使田、飯倌或

代表因友送信使或郎袋吋規定給予垓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以便利、特杈和豁免的回

家.如另外采用例如象
‘
目的地回

’
那祥的用悟,央隊上套引起混淆,因力速特達背

肘在其境內的外因使信或領倌及其人長久有火夯的回家和肘外交信使或外交郎袋久

有〤夯的回家之同的根本一致或等同的主救.

(1S9 夫于常駐代表日、常駐現察困、代表困、或現察困的信使和邯袋同

題,速里規定的
‘
接受固

”
的概念也包括 1g,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杈公釣所指的

“
京

道回
”
的概念.委員套的普遍意見是:侍銃意火上的

‘
水道目

’
和

“
接受目

”
的火夯在

涉及外交信使或外交郎袋的情況下的相似性并不說明在本奈款中立肘二者加以匡

分,尤其是因力固隊組玖信使和郎袋的同題不扁其范園之內,奈款采用了
“
使困

”
速

祥一介通林,以概括 (U9項所列的各种不同情形.

款(5)瓨

(1的  委員套戶泛汏力
“
途中銓遊

”
一悟或更确切地悅,‘豋避

’
一洞在現代回

狋夫系和固隊通訊中含〤板其清楚明确,元須解釋,且然
“
避境回

’
的定〤乍看起來

似乎有魚累整,也逐是既不易也不宜使用替換的用悟.

(﹁ S9 垓定又相些戶泛,不仗足以包括事先已知信使或郎袋按規定旅程途中

需避其目境的情況,而且也包括根据其紊件道用第 3U奈第 2款規定的未預兄的情

況.避境固定叉范園之所以如此戶泛的依据是 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4U系、1963年 《籬也納領事美系公的》第 54茶、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42奈和 1975年維也鋪回家代表杈公的第81紊所淡想到的各种不同情形.

(1S9 垓定〤分別提及外交郎袋和外交信使,水而不伙包括沒有信使伊送的

郎袋,而且也包括委托非外交信使的人見 (商 菅
、
机机長或商船船長〕,元淹用何

�紶

�祤

邪
�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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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迋輸手段 (空迋、阽迋、水逐或海迋)逐送郎袋的所有其他情形 .

第 1款〔6)、 (7)和 (8)項

●9) 八 (6)、 〔7)和 (B9項可清楚看出,‘使因
’’.領

信
〞
和

“
代表困

”
各洞的

定火系參照第 1款 (1)和 (2)項 中所提到的編寨公的所我的有失定〤.委 員套

的理解是,1975年籬也幼回家代表杈公的中的
‘
常駐代表困

’
或

“
代表因

’
的用悟也

包括 1946年 《耿合回特杈及豁免公的》第四柔第 11和第 16市及 1947年 《寺

鬥机构特叔和豁免公的》第一朱第 1(v)市 和第五奈第 13市所指的
“
舍見固代

表
”
的概念.委員套汏力,用悟上的速种統一有助于將速一組夫于外交信使和外交

郎袋寺題的奈款納入外交和領事法領域皿已通避的整介規定系統和公的体系之中.

第1款〔9)項

(1B9 委員舍委員肘本項的措洞表示了不同的意兄.有人主依,力 与以前几

瓨的措洞相村林,本項案文位提及 1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因力本項規定

是參照垓公的第 1奈第 1款第 1項草似的.也有人同本項是否泣特定又只限于普

遍性政府同組豕,以使其与 1975年籬也納公的的范園相一致.委員們戶泛忕力,

一●

(9)項涉及申洪中本柔款的兩介不同方面.一方面,盤于各紊款也意在包括派駐

或派往目豚姐象的常蛙代表因、常駐視察因、代表困或現察困所用的外交信使和郎

袋,因 而其中即使被劫地也逐是含有
“
目豚鉏豕

’
的概念.仗伿速一焦就有理由把夫

子
‘
回豚鉏麥

’
的定〤包括在其中.另 一方面,(9)項也与第 2奈及其坪注所澄清

的一祥,涉及本奈款的范目同題.

第2款

(19) 本款照暴 1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的第 1奈第 2款 .其 目的是

限制第 3奈 目前所載各項定火的适用,只 在其中載有速些定又的送組奈款的范園

和体系內道用.速些然不妨得其中有些定〤可能与其他固坏文串所載的同祥用悟的

定〤相吻合,也不妨磚在某些情兄下參照其他日豚文半肘某些用悟所下的定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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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朱 公夯通訊的自由

1 接受因泣允許并保伊派遣目如第 1無所迷通避外交信使或外交邯袋送行的公分

通訊.

2 避境目肘于派遣回通道外交信使或外交郎袋送行的公夯通訊位給予与接受目給

予的相同的自由和保伊.

第1款

(1) 本款的出赴兄四項編慕公的所我的奈款,即 1961年 《雍也納外交夫系

公的》第 29奈第 1款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35奈第 1款 ,1969

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28奈 1款 以及 1995年籬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第 57奈第

1款 .因 此通訊自由的原則已被普遍公忕力現代外交法的法律基砧,也必須被視力

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法律制度的核心.安全地、物通元阻地并迅速地侍送外交信息

及其机密性之不可侵犯,是速一原則最重要的其狋方面,它力保伊外交郎袋提供法

律基砧,責成接受圄每些信使或郎袋送入其管轄范園吋即給予一定的便利、特杈和

豁免,以确保充分央現上迷目的.

(2) 与第 1奈相互參照清楚表明,第 4奈規定的自由道用于規定本荼款范

園的黍款所逑的全部公夯通訊.

第2款

(S9 本款确汏,如要切央執行外交通訊自由的規則,不依需要接受回允件

并保妒在其管轄范日內,通道外交信使和郎袋送行通訊的自由,而且也要求避境目

承拉相同的又夯.因力在某些情況下,安全元阻迅速地把外交郎袋遊送至最后目的

地昱然取決于郎袋能否按其旅程通避別目的領土.第 2款的一般規則体現速一共

隊要求,其依据是載子四項編集公的的相位紊款,即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

的》第 4U紊第 3款.1963年 《籬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54茶第 3款,1969年

《特別使市公釣》第 42朱第 3款和 1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叔公的第 81奈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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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

第 5紊 尊重接受因和避境回法律和規章的火夯

1 派遣固座确保不以与本奈款的目的和宗旨不符的方式使用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郎

袋得到的特叔和豁免.

2.在不妨得給予外交信使的特叔和豁免的情況下,外交信使有〤夯尊重接受回或

避境目的法律和規章.

第1款

(1) 本荼患的目的、尤其是第 1款 的目的是要在派遣固安全元阻地遊送郎

袋的利益一方面和接受回与避境目的安全及其他合法考慮的另一方面之同,建立必

要的平衡.在遠方面,本奈是 -● 确立接受固和避境因〤夯的第 4奈肘等的奈款.

本姐紊款的目的和宗旨在于确立一种体系,充分确保外交郎袋內容的机密性,充分

确保郎袋安全到送其目的地,但必須防止濫用郎袋.所有特杈、豁免或便利,元梵

是給予信使的逐是給予郎袋本身的,都只考慮遠一目的,因 此是趺取能出友的方

針.本款具体規定派遣固有黃任确保送些便利、特杈和豁免的目的和宗旨不被達

反.后面几紊特洋鈿規定派遣固掌握做到速一焦的具体手段,例如召回或解雇其信

使及終止其取夯導.

(2) 委長舍中有的委員指出,‘位确保
’
一活庄解釋力

‘
庄竭冬全力以便

”.⋯ ..

位杕速今惹〤去理解法文ㄅei｜ ｜e’ 一月和西班牙文ㄅe｜ ara por” 一洞.

第2款

(S9 第 2款把四項編慕公的中相似規定的原則道用于外交信使.本款除了

若干修改外基本上參照 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釣》第 41紊、1963年 《維

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55柔、1969年堆也納 《特別使市公的》第 47奈、1975

年籬也幼回家代表杈公的第 77奈的規定.本款具体提到,在不妨得外交信使所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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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便利、特杈和豁免的情況下,信使有火夯尊重接受目和逮境目的法律和規章.

外交信使遵守接受因或避境目确立的法律秩序的火夯可包括一系列范園戶泛的維持

法律和秩序的火夯、遵守公共工生的規章和使用公共服夯和交通工具的奈例、或有

失旅信住宿的規章、外因人登圮的規定,及聲駛找照的規章等等.在派遣回或其外

交信使根据本奈款的明确規定,可免于道用接受固或避境目的法律和規章的情況

下,速种〤奔有然不再存在.

(Φ  委員舍的理解是,第 2款所我的叉夯也包括避免采取可能被汏力等于

是干涉接受目或避境回內政的行力,如參加速些回家的政治返功,或在外交邯袋肉

逐送針肘接受回或避境固政治制度的類覆性宣侍品并在此美回家散友.

(S9 第 5奈 的前几介文本
s’  都特別提到派遣回和外交信使有又夯在接受

目和避境日內尊重目豚法規則.肘速介同題送行了一些村淹后,多 數人汏力不必提

及固狋法,不是因力尊重其規則的〤秀不存在,而是因力所有回家及其官長,不淹

其身分地位,包括在特定情況下,作力派遣目或外交信使,都有〤夯尊重回隊法規

則.在速里提及
“
目除法

”
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复迷了不言而喻的道理.

第 6荼 不歧視和肘等待遇

1 在道用本紊款的規定時,接受回或遊境目不得村不同回家加以歧視.

2 但下列情況不泣視力歧視待遇:

(a) 接受目或避境回限制性地道用本奈款中任何規定是由于派遣回肘其外

交信使和外交邯袋限制性地道用垓規定;

(b9 回家彼此之同依刁慣或林定肘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邯袋相互提供比本奈

款所規定的更力有利的待遇.

(1) 第 6奈基本上參照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49奈 ,并在較小的程

s’ 夫于最初文本,兄 《1982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 4更 ,腳注 3U8.夫于修汀文本,兄 《1983年 ......年 盤》,第二卷 (第二

部分〕,第 45丌 ,腳注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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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參照 ﹁961年 《維也鈉外交夫系公的》第 49朱、1963年 《籬也納領事美系

公的》第 92紊、1975年維也納代表杈公夠第83奈.遠一奈規定了不歧視和村等

待遇的原則.速項原Rll是 四項編蔡公的的普遍原則的一部分.其根据是回家主叔平

等的基本原Jl1.肘 外交或領事人長道用送項原Jll 早致建立一介可行和有系統的夫于

外交和領事交往夫系的制度.不歧視和村等待遇兩者之同固有的夫耿,及在肘待外

交領事人長和外交信使吋保持有效的平衡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基砧,以制定一介可行

的夫子信使和郎袋制度的法律規91l体系.

第 1款

(2) 本款規定上迷的不歧視一般原則,其中不仗提到接受回,而且也提到

遊境目.

第 2款

(B9 本款根据肘等待遇原則列出一些夫于第 1款的例外,而送些例外不庄

視力歧視待遇.

第2款 (a)項

〔4) 第一項例外允許的村等待遇是允許接受目或逍境目限制性地道用本奈

款中的規定,如果送是由于派遣回肘其外交信使或外交郎袋限制性地道用垓項規定

的活.遠項規定給予接受因和避境目的逸摔反映出,速些回家和派遣目的夫系狀況

必然影晌奈款草案的執行.但立垓就可以容忍的限制程度汀立一些杯准或奈件.位

垓假定,有失派遣目的限制性适用是尸格按照有夫規定執行,并且是在垓項規定所

允許的范日內;否則特是肘本奈款的侵犯,接受固或避境目的行力將交成根复行

力.

第 2 款(b)項

〔5) 第二項例外是指回家之同可依刁慣或+.1定 ,肘彼此的外交信使或外交

邯袋給予欲优惠的待遇的情況.同上面一祥,回家可肘等地道用規定,但速里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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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功地.私板地在彼此之同建立一介比它們根据本荼款規定給予其他日家的更力有

利的待遇制度.“ 刁慣
’
一洞的目的不伙包括尸格的法律意火的刁慣,即 一种可慣性

規Jll,而且包括兩介或兩介以上的回家愿意在其夫系中友展的
‘
目狋扎扯

”
慣例.

第二部分

外交信使和受托送交外交郎袋的船長或机故的地位

第 7紊 委派外交信使

在第 9和第 12奈規定的限制下,派遣因或其使因、領偉或代表困可自由委派

外交信使.

(● ) 第 7朵規定外交信使可由派遣回或其使日、領信或代表因自由委派,

所用洞悟与四項編寨公的夫于除使因因故或飯館倌故以外的外交工作人貝或領倌工

作人長的任命事項的相位規定的用悟一致.速些奈款是: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失

系公的》第 9奈 ,1963年 《維也幼領事夫系公的》第 19奈 第 1款 ,1969年

備 別使市公夠》第 8奈和 1975年堆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第 9荼 .

(2) 委派外交信使是派遣回主管些局或其裝外使因指派人員執行官方取

夯,即保管、逐送和遊交外交郎袋的行力.委派在原則上是派遣回固內管轄范園內

的行力,因此,在 7奈中使用了
‘
自由

”
一洞.所 以,委派或特別委派的奈件、委

派行力所依的程序、有失主管些局的指定以及委派形式等均依照固內法律、規章及

慣例.

(3) 但是,派遣固委派外交信使有某些涉及接受回或避境目的回豚影晌.

有必要制定一些固豚規則,以平衡派遣目的叔利和利益以及外交信使在其境肉執行

琳夯的接受固或避境目的叔利和利益.速就是在第 9奈中提及的第 9和第 12奈的

目的.村速几奈的坪注特阿明央現上逑平衡的方法.

〔4) 寺╨和正規外交信使一般由派遣固外交部主管机夫的公文委派,因 而

成力或可能成力外交部次期或佑吋的工作人長,具有由其公夯長的取夯所戶生的杈

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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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火夯.另 一方面,特派外交信使并不一定是外交官或外交部工作人貝.速种取

夯可由派遣回任何官長或由其主管些局自由逸派的任何人長執行.他是力特殊切合

指派的.他与派遣目的法律夫系是者吋性的,可由派遣目外交部委派,但是往往是

由派遣目的使困、領倌或代表因委派.

(S9 委員舍人力,第 9奈并沒有排除在例外情況下兩介或兩介以上回家共

同委派同一人力外交信使的做法.委員全逛扒力,上述做法庄理解力受第 9和第

﹁2奈規定的限制,但如果信使至少具有派遣固之一的固籍,即符合第 9奈第 1款

的要求.

第 8奈 外交信使的怔件

外交信使位持有官方文件,載明其身分和主要的令人資料,包括其姓名,道 些

情況下其官方取位或取致,以及由其伊送的构成外交邯袋的包裹件效、其杯圮和目

的地.

(1) 第 8荼的直接來源是四項編慕公的內有失外交或領倌信使的規定,即

●g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7奈第 5款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

釣》第 35奈第 5款,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28奈第 6款,1975年維也納

回家代表叔公的第 S9奈第 6款 .

〔2) 普遍央行的固家央跩,特別是在避去二十年來,都尸格按照上述公釣

規定的亦法,即友鈴信使特別文件,說明其信使身分和最基本的令人資料,如姓

名,道 些情況下其官取或圾別,以及夫于构成外交郎袋的包裹的件數和其他資料,

如編咢和目的地.元梵速和文件林力
‘
官方文件‵‘

信使函件
”
、
‘近明

’
、
‘
信使怔明

”

或
‘
特別怔明

’,其法律性辰和目的基本上一梓,即都是怔明外交信使身分的官方文

件.速种文件由派遣目主管些局或其駐外使錧或其他官方使困飯友.文件的格式,

形式上的特魚和名林完全是派遣固根据其法律、規章和既定慣例,在其管轄范園內

可自行決定的事項.但最好取得起西的連貫和統一性,速將通道似汀普遍同意的規

則和規章,有助于使外交郎袋安全、元阻得和迅速地友送和遊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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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以前的文本中,第 8奈幵共是:‘外交信使除了伊照外,逐位持有官方

文件...⋯’
.‘除了伊照外

’
一活似乎反映出各因通行的慣例,除友給外交信使怔明其

身分的文件外逐友給伊照或普通旅行近件.事央上,許多回家的寺ㄓ或正規信使甚

至持有外交伊照或公夯伊照.委貝舍扒力,速句活全造成錯侯的印象,以力持有伊

照是強制性的規定,包括在接受回或避境目的法律和規章往往并沒有速祥要求的情

況下.如果不需要伊照,那么,在怔明外交信使身分的特別文件上也就不需要筌

怔.但刪掉速句活并沒有免除外交信使的又夯,即在接受固或遊境回法律規章有規

定吋出示有效的伊照.

第 9奈 外交信使的固籍

︴ 外交信使原則上位垓具有派遣目的回籍.

2 非銓接受目同意,不得委派具有接受回固籍的人力外交信使,此項同意可隨9.+

撤銷.但 些外交信使在接受目領土內執行取夯吋,撤銷同意須待外交信使將外交郎

袋遊交其收件人后方能生效.

3.接受目討下列情形也可保留第 2款規定的杈利:

(a9 派遣目回民但力接受固定居居民者;

(b9 第三目回民而非同時力派遣目回民者.

(● 9 第 9奈第 1、 第 2和第 3款 (b)項均仿效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

公的》第 8紊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22奈,1969年 《特別使市公

的》第●U恭和 1975年籬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第73奈 .

和第 2款

〔2) 上迷編慕公的中所我的美似規定說明了一介次期存在的考慮,即作力

規則,外交人長、領事官員和其他代表由于其外交取夯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机密

性,位是派遣目的回民.各种外交官真的因籍向題一直是具有重大政治和法律意〤

的,同祥的考慮也道用于外交信使.因 此,一般的規則是,外交信使原則上位垓是

坪

眴�祤邪
�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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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

�祤第 3

派遣目的回民.

(B9 第 1款力了符合所有四項編茱公釣的用悟,使用
‘
位垓

’
一洞而不是

‘
位
’.送是由于上逑原則可能有例外.

〔的  第 2款規定,任命接受目的回民力派遣目的外交信使需銓接受目同

意.并規定垓項同意可
‘
隨吋

’
撤銷.‘隨吋

’二字的目的并不是使寺斷地撤銷同意或

阻時或干扰已豋幵始的使命的執行合法化.必須根据以下事央水解釋遠一規定,即

外交信使在接受回領土內執行其官方取夯,力 了送一目的,他有杈享有回家通常給

予外圄回民而不是其本圄回民的某些便利、特叔和豁免.而且位道些考慮保伊委托

外交信使的外交郎袋及其安全送交收件人.整于所有送些考慮,第 2款第二句明

确規定在外交信使在接受回領土內執行取夯吋,撤銷同意須待信使將外交郎袋送送

收件人后方能生效.

(5) 按照第 3款,接受固可以把第 2款規定的、夫于需銓同意和可能隨吋

撤銷同意的法律制度拼大到其他兩美人:(a)第三固目民而非同時力派遣回回民

者;(b9派遣目回民但力接受固定居居民者.必頦根据接受目的日內法來理解
“
接

受固定居居民
’
一悟,因力确定定居居民的地位扁于日內法而不是固陎法的范園.

(ω  按照第 9朱泙注第 (5)段的解釋,委員舍汏力,在兩介或兩介以上目

家共同委派同一人力外交信使的情況下,如信使至少具有派遣固之一的目籍,即 符

合第 9荼第 1款的要求.

第 1U奈 外交信使的取夯

外交信使的取努力保管、迋送委托他的外交郎袋,將郎袋遊交其收件人.

(1) 現有的編寨公的村外交信使官方取夯的范園和內容沒有充分的規定,

且然可以八速些公的的某些規定和目豚法委員套肘形成速些規定基袖的荼款草案的

意兄中推斷出來.因 此,必須肘速些取夯似汀出一介适些的表迷措洞.第 1U奈以

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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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3恭第 1款就是斌囿送祥做.

(2) 扶真規定外交信使官方取夯的范目和內容,村子區分信使地位所固有

的、力執行其任夯所必需的活功和超越或濫用其取夯的活功,是非常重要的.超越

或濫用其取夯的情況可能促使接受目宣告信使力不受砍迎的人或不能接受的人.冬

管按照第 12紊 ,速一宣告是接受目自由決定的叔利,但接受固力其自已的利益通

常不合旡根据地或寺新地行使遠种叔利,因力道些規定信使的官方取努力各回提供

了行使送一叔利的合理棒准.

(S9 外交信使的主要任夯是在其最后目的地安全遊交外交郎袋.力送到送

一日的,他 自汏派遣回主管机夫或使困接受郎袋吋起到向在官方文件上和在郎袋上

杯明的收件人遊交郎袋吋止,久 黃照管和逐送他所伊送的郎袋.外交郎袋作力公分

通訊自由的工具,是法律保伊的主要9+象,因力外交郎袋的法律地位來源于使信來

往公文不可侵犯的原則.給予外交信使的便利、特杈和豁免是与其取夯緊密相夫

的.

(Θ  肘第 1U奈的理解泣与第 1紊規定的和夫于外交邯袋定火的第 3奈第 1

款 (2)項提到的本荼款的范園耿系起來.在外交央踐中,郎袋的友件人和收件人

可以不便是回家及其使信,逐可以是領信、特別使市困、常蛙代表因或代表困.速

昱然來源于以下事其:四介分別涉及外交大系、領事夫系、特別使市和目家代表叔

的編慕公的,都有失于外交信使的規定.而且,各目戶泛的央跩是,利用一介外交

信使在其接受派遣固任命后往返于派遣回同位于几介回家或接受目几介城市的派遣

固使信、領信、特別使市困等之同遊交和 (或 )提取不同种美的官方邯袋.力 了文

字筒浩,委員全八本奈草案以前的文本中刪去了有助于反映遠些不同央跩的文字.

然而,在速祥做的同時有一項掠解,送一刪喊能不影晌第 1柔草案及其坪注所反

映出的回家与其使因、領信或代表困之同通遊委托外交信使的外交郎袋送行的通訊

的往返及相互的性辰.

(ω  即便外交信使沒有擄帶外交邯袋,但在前往使因、領信或代表困領取

郎袋途中,或者在遊交郎袋后未領取另

一

郎袋而高升接受固途中,也是在拭行其取

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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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奈 外交信使取夯的結束

除其他情況外,在下列情況下,外交信使的取夯結束:

(a9 外交信使的取夯完成或已返回原來回家;

(b9 派遣回通知接受目,必要吋并通知避境回,外交信使的取夯已予終

止:

(c) 接受回通知派遣回,按照第 12紊第 2款的規定,它不再承汏垓人力外

交信使.

(1) 冬管現有的編慕公的中都沒有失于外交信使取夯錯束的具体規定,但

本奈措洞受到下迷公的中夫于外交人貝或領事官長取夯錯束的几項規定的肩友,即

︴96﹁ 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43奈,.g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25恭,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2U柔和 1975年堆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第4U

和第 69紊 .

(2) 必須指出,思管明确确定信使取夯的緒束有利于迸一步肯定他在任何

特定時同的地位,但信使的特叔和豁免的錯束是由一項具体奈款,即第 21奈第 2

款以及其坪注中解釋的拆准所規定的.遜必須指出,尿管第 11奈列帶了外交信使

取秀錯束的最銓常最明昱的情況,引 言中
“
除其他情況外

”
的字祥表明,正如以下第

tU〕 段送一步解釋的,第 11奈所列情況并非洋冬元遺,’而是提示性的.

〔a)另面

(3) 信使取夯的結束首先可通避信使介人的行劫而友生.戶生速种效果的

最豋常的情99L是信使行程錯來,完成其使命.在正規或寺ㄓ信使的情況下,速种情

況的杯志是信使返回原來回家.‘原來回家
”
庄解釋力是指信使幵始其使命的回家.

在特派信使力接受目居民的情況下,其使命在遊交委托他的外交郎袋后即結束。

(a)項逐考慮到信使的取夯可因緊急或意外地返回原來回家而在未完成的情況下錯

床的可能性.除其他原因外,引起速种情況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現象,如阻得信使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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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收件人的地度或洪水,也可能是派遣回不遊交已在途中的郎袋的決定.

(b)項

“)外交信使取夯的錯束也可通避派遣目的行力而友生.(b)項直接仿效

﹁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43無 (a)項 .冬管派遣國主管些局其現信使

取秀終止的行力的央辰或功机可以不相同,并可以采取召回、解取等等形式,但肘

接受回表送速种行力的方式拉力通知接受目或必要吋通知避境目的外交部信使部ㄇ

或有失單位.

〔c)巧瓦

(5) 信使取夯的結束也可以通避接受目的行力而友生.(c)項直接仿效

1961年 《堆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43奈 (ω 項.接受目的行力是象第 12荼的

坪注更洋鈿地解猙的那祥,通知派遣目外交信使力不受砍迎的人或不能接受的人.

如派遣固不召回信使或終止其取夯,接受目可以拒免承汏垓人力外交信使,自 通知

派遣目之吋起生效°

(U9 正如本奈引言中含有的
“
除其他情況外

’
几介字所近明的那祥,第 ●●荼

并不想洋思元造地列出所有可能專致信使取夯錯束的原因.信使取夯的錯束也可通

避其他事件或情況而友生,例如信使在執行取夯期同死亡.必須指出,在速种情況

下,冬管信使的取夯錯末了,接受目或遊境固仍必須象第 3。 奈泙注中更洋知地解

釋的那祥保近給予外交郎袋的保伊.

第 12奈 外交信使被宣告力不受玖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1 接受因可隨吋通知派遣固外交信使力不受砍迎或不能接受的人,而元須解釋其

決定.在遠种情況下,派遣固位視情況召回垓外交信使或終止其在接受回執行的取

夯.可在某人到迷接受回領土之前宣告其力不受攻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2 如派遣回拒地或在一段合理的吋同內沒有履行第 1款規定的又夯,接受固可不

再承扒垓人力外交信使.

一 “ -



坪

第1款

(﹁ ) 第●2奈第 1款特宣告不受砍迎的人送一制度迋用到外交信使的法律制

度.通避刁慣固狋法确立的接受固享有的速一杈利,在各編築公的的下列紊款中都

曾反复提到,即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9奈,1963年 《籬也納領事

夫系公的》第 23奈和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12奈 .

〔2) 速介制度原則上是終止外交信使取夯的一种形式,也是接受固力保伊

其利益而終止外因官貝在其境內的取夯可以采取的一种有效的措施.但它也有可能

阻止力接受目不喜砍的外因官長有效地但任其取夯.由于外交信使不是使困困吹,

在其委派前的任命同意制度是不道用的.按照第 7奈坪注的解釋,信使在原則上

是由派遣回自由逸派的,因此事前并不將其姓名提交接受因取得同意。但如果接受

目在信使到送垓固之前即不砍迎垓信使,那么垓固可如同肘待不同意的使困因故那

祥,通知派遣固垓人力不受玖迎的人,或者不能接受的人,其效果与使因因故的情

況相同.例如,如果派遣固汏力持派遣目肘垓信使的委派迸行通知是合道的,或者

它按接受圄要求亦理入境申清筌怔,就可能友生上迷情況.因 此委員套扒力最好在

特別拫告長提交的第 1款的案文加上第三句,規定
“
可在某人到送接受目領土之前

宣告其力不受砍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速一句在本泙注第 1段中提到的編慕公的的

相位奈款中都可以找到.

(3) 第●2黍按照 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9奈的用悟,淡到宣

告
“
不受玖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速取決于力接受目所拒銫的外交信使有外交官街

〔不受放迎的人)或沒有外交官街 〔不能接受的人).

(Φ  接受目宣告外交信使力不受砍迎或不能接受的人,元梵是在其送入其

領土之前作出決定,逐是之后在垓目停留期同作出決定,按照第 12茶的解決亦

法,在兩种情況下接受目都不必村其決定送行解釋或悅明理由,除非它另有決定。

速种自由坪斷叔不依表送了接受目的主叔,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出 于政治或安全方

面的利益或其他考慮,近明也是有道理的.

(S9 正如第 1款所規定的,接受固宣告外交信使力不受砍迎或不能接受的

一 砭 一



人之后,派道回即位召回其信使.信使不能被召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第 9

奈第 2款所迷,因力他是接受目的回民.因 此第●2恭第 1款規定派遣因的另一种

逸摔亦法是
‘
終止其在接受固執行的取夯

’.速句活也包括信使尚未到迷接受因領土

但正在前往途中的情況.速句活也表送了速祥一介概念,即終止的耿夯是指被接受

固宣告力不受砍迎的人或不能接受的人的信使在垓具体的接受因執行的取夯,而不

是久有多种取夯的信使可能在另一接受固執行的取夯.

第2款

(U9 第 2款是根据本坪注第﹁段所引各項編集公的相位奈款中的美似規定

似汀的.第 2款庄垓錯合第 11泰 (c)款和第 21奈第 2款及其坪注來理解.第
21奈第 2款的坪注將比較洋本地解釋第 12奈第 2款与上面提到的規定之同的相

互夫系.第 12紊第 2款指的是派遣回拒免或不履行第 1款規定的又努的情況.因

此,它 涉及信使取夯的終止.接受固只能在派遣目沒有履行召回信使或終止其取夯

的〤分之后停止承汏垓人力外交信使,持其作力普通外目坊同者或恪吋居民肘待.

第 21奈第 2款第一句的第二部分指的是在信使未在合理期同商丹接受固吋其特叔

和豁免的停止.

第13紊 給予外交信使的便利

1.接受回或避境目泣給予外交信使執行其取秀所必需的便利.

2 接受因或避境固垃根据靖求思可能怭助外交信使取得喵吋住赴,并通避屯信系

統与派遣目及其元站何赴的使因、領信或代表因建立耿系.

〔1) 第 13奈涉及在外交信使執行有失通訊自由的取夯吋給予外交信使的一

般便利以及与其喵吋住赴和同派遣固及其使因建立朕系有失的其他一些更具体的便

利.

注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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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款

(2) 第 1款具有普遍性,它參照了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5

奈;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釣》第 28奈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22

柔以及 1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第 2U和第 51荼 .

(S9 外交信使作力派遣目的官長,些其在接受固或避境固領土肉執行取努

吋,其旅行可能需要某种怭助.信使可能需要的便利可包括接受目或避境固些局給

予他的各种靜助或合作,以便迅速執行其取夯而元避多的困雎.其中一些便利由于

具有必需的和重复的特羔,在事前便可以預卄,而另外一些便利的性辰別是不可預

計的.因 此在一項奈款中把它明确地与出來既不容易也不方便.夫于便利的性廣和

范園,患 的要求是完全按照信使正常執行取夯的需要給予便利.便利可視情況由中

央或地方些局給予.便利可能是技水性的或行政方面的,涉及到允許送入派遣因或

接受目的領土,或力确保外交邯袋安全而提供的林助.正如委員套在相位的第 33

奈的坪注第 2段所悅 j

‘
力本紊所迷的便利下定火是困堆的,因力速取次于每一特定事例的情況°然

而位垓強惆,提供便利的〤夯仗限于祝特定情況的需要,提供合理范目的便

牙ll” . s8

逐位朴充說明,力 外交信使執行其取夯而給予他的便利的性辰和范目构成其法

律地位的重要方面,因 而必須祝之力保伊派遣固＿●其使因、領倌和代表因之同通訊

自由的重要法律手段.

第2款

(4) 本款涉及接受目或避境固給予信使的兩項具体便利.本款的主題是特

別根告長提出的草案中兩奈草狘紊款草案的內容,即 夫于通訊自由的第π8奈和夫

于烆吋住欺的第 19奈.委長套汏力由于遻輯上以及文字倚珠方面的原因,最好將

sB 《1961年⋯⋯年盤》,第二卷,第 i● ●天,文件 A/4843,第 二章,第

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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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項規定合并力一款,作力第 13奈的第2款 .

(5) 在接受因或避境囝力信使在其領土內執行其取夯而可能給予的央隊便

利范園內,第 2款具体提到在某种情況下根据要求力信使取得佑吋住赴所給予的

林助.一般悅來,外交信使須自已解決其旅行中出現的一切央隊同題,包括其住

赴.然而,在有些特殊情況下,外交信使可能找不到自已居住和保伊外交郎袋的道

些咯吋住赴,例如些他不得不改交原定的行程,或在某地停留時.在送种特殊情況

下,他可能舍要求接受回或避境目怭助他荻得送种蒞時住赴.重要的是使外交信使

与其擄帶的外交郎袋赴于安全可靠的住赴.因 此本款規定接受目或避境固庄給予信

使正常執行其取夯所需要的便利.第 2款 中使用的
‘
冬可能

”
等字說明速祥一介事

央,即村提供速种便利的火夯的理解,仗限于合理的范園內,遠种〤夯是提供手

段,而不是确保其錯果的火夯.委員全忕力,且然按某些回家的日內組象,在回家

机夫的干涉下可以确保易于找到旅佑或其他住赴,但其他回家的情況印不一定是速

祥.在后一种情況下,怭助信使取得佑吋住赴的〤夯在某种切合或某种情況下可能

近明是一种雅于久拉的又夯.因 此必須是在合理范園內.

(ω  第 2款 明确提到的另一項便利是接受因或遊境回根据要求林助信使思

可能通避屯信系統与派遣回及其元淹何赴的使困、領偉或代表困建立朕系的叉秀.

遠种情況可能是些外交信使在途中或在中途暫時停留的某地,可能需要与派遣回主

管些局或駐外使倌直接通信耿系,以便清示或通知他們有失延退情況,改交逐貨車

或告知其他任何与拭行其取夯有美的情況.接受固或避境因提供速种怭助,在必要

吋灰給予信使使用包括屯活、屯根、屯侍和其他現有服夯在內的道些屯信手段的便

利.在一般可以荻得通信工具的通常情況下,原則上不位要求接受固或避境回給予

怭助.只有些信使沒有接受固或逍境固些局的直接帶助或合作,便元法克服現有困

堆或障磚吋,才有理由要求林助.在送方面,履行速种林助〤秀可能包括确保外交

信使通避一般公用屯信系統优先通活,或者在緊張情況下可能迸信使通避其他屯信

系統通活 (如警方的屯信系統等).逐垃指出,本坪注第 5段所解釋的
‘冬可能

’
等

字的限制也道用于速种林助叉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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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奈 送入接受固或避境目的領土

1 接受目或避境回位允許外交信使力執行其取夯而送入其領土.

2 如需要盤怔,接受因或逍境回庄冬快筌友外交信使的盎怔.

(1) 第 14奈基本上仿效 1975年籬也納回家代表叔公的第79奈 .

第1款

(2) 接受回或避境固允忤外交信使送入或通迪其領土是信使執行其取夯不

可缺少的奈件.如果拒絕外交信使迸入接受目的領土,那 么昱然舍阻止他執行其取

夯.出手速一原因回家允玝外交信使送入其領土的又夯在固隊法和回家其跂中被确

定力通造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央現公夯通訊自由原則中一項基本因素,也是上文第

7朵及其坪注,特別是第 2段中提到的自由委派信使速一特魚的必然豬果.“力執行

其取夯
”
庄解釋力

“
在執行其取夯的逮程中

”,包括力領取以后遊送的邯袋而送入接

受固或避境目領土.

(3) 接受固或避境固給予外交信使送入其領土的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

它們制定的夫于允許一般外固人,特別是外目使信和其他使困以及官方代表困的成

長迸入其領土的制度.速些便利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不受阻得并迅速地通逍迪境的移

民局和其他栓查部｜┐.有的回家的制度肘所有外因旅客或某些回家的回民需要入境

或避境筌怔才能入境,果敢速种制度的接受目或避境固主管些局立冬快并在可能吋

按筒化的手絞給外交信使筌友入境或避境筌怔°通避回家規章和回豚林定,已篷形

成很丰富的回家央踐,按筒化的程序,力外交信使筌友故期的多次出入境有效的特

別筌正.

2款
邪

�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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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柔 行功自由

在接受因或避境回美于因回家安全理由禁止或管制送入的地區的法律規章限制

接受固或遊境因位确保外交信使拭行其取夯所需在垓固領土上的行功和旅行自

(1〕  第 15奈直接來源于四項繃集公的中的有失奈款,即 1961年 《維也納

外交夫系公的》第 26奈,1963年 《籬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34奈 ,1969年

鐑 別使市公的》第 29柔和 1975年籬也幼回家代表杈公的第 26和第 56奈 .

(2) 在接受回或避境回領土肉的行功和旅行自由是外交信使正常執行其取

夯的另一介基本的奈件.它也是外交通訊自由速一普遍原則的一介重要因素.任何

妨得信使力拭行取夯的行功和旅行自由的做法必將專致阻蹲外交通信的遊送,杕而

村公夯通訊造成不利影晌.力 了确保行功和旅行自由,接受目或遊境固些局除特殊

情況外位些林助外交信使解決其旅行中因苦方、海夫或其他的例行查驗或檢查造成

曲可能的困雅和障得.通常,外交信使在執行其任夯期同他本人必須力其整介旅程

作出全部必要的旅行安排.在特殊情況下,信使可能不得不要求接受回或派遣固些

局怭助搞到道些的交通工具,如些他碰到雅以克服的障得并可能耽淏他的行程,但

在地方些局給予思可能的科助和合作下,則 障磚可能克服的情況.

(3) 行功和旅行自由須給予外交信使使用所有可得到的交通工具和接受回

或迪境回領土內任何道些路我的叔利.然而,考慮到外交信使的行功和旅行自由須

服八其撈帶外交邯袋的取夯送一事央,位垓扶力信使必須采取最道些的路我,即一

般位是安全、迅速和絰洴地粹郎袋送送其目的地最方便的旅程.正是力了強琱本奈

款是瓜取夯的角度考慮,委員套將特別根告長最初的提法
“
位r,%保外交信使在執行

其官方取夯吋⋯⋯在其領土上的行劫自由
’
改力較精确的說法‘

庄确保外交信使執行

其取夯所需在垓目領土上的行助和旅行自由
’,速句活照汞了1969年 《特別使市

公的》相位規定 (第 27荼 )中 的提法.夫于肘速一提法的解釋,第 15奈規定的

接受目或迪境目确保外交信使行功和旅行自由的〤夯只限于与執行其取夯有失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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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行功.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信使享有接受目或逮境目法律和規章給予外因坊同者

的一般自由.

(4) 此外,接受固或避境固某些地區,由于回家安全的理由而禁止或管制

造入因此涉及速种地區,可以村信使的行劫和旅行自由規定某种限制.村行功和旅

行自由的速种限制已得到目豚法和夫于外因回民包括使倌和其他使日成長在內的目

家共跩的普遍承汏,本泙注第 1段所列現行編慕公的的各項規定也明确予以承

汏.正是力了-● 上迷規定的文字保持銃一,委貝舍肘特別技告貝提出的最初提法作

了一些修改.粹‘
因回家安全理由禁止接近或管制接近的地匡

”
一句改力

‘
因回家安

全理由禁止或管制送入的地區
〞.有人汏力委長套座垓保持那介提法,哪怕只是力

了避免可能的淏解.由 于同祥的原因,特別根告長提洪的本奈款末尾
“
或返回派遣

因途中
’
速句短悟也刪去了.委員舍汏力垓短悟肘本奈款不增加任何意〤,而且可

能造成肘沒有相位短悟的各項公的作出錯淏的解釋.另 一方面也位指出,根据委員

套 1958年大于外交交往与豁免的恭款草案中相位規定第 24奈的泙注,sg 規定

禁區不得大戶,以使行劫和旅行自由成力幻影.

第 16奈 人身保伊和人身不可侵犯

外交信使在執行其取夯吋泣得到接受因或避境目的保伊.他座享有人身不可侵

犯杈,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留.

〔1) 第 16奈大于接受回和逮境目的〤夯,其直接來源是以下編集公的中夫

子信使人身不可侵犯的規定:196﹁ 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玓》第 27奈第 5款和

第4U奈第 3款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35奈第 5款和第 54奈第 3

款,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28奈第 6款和第42奈第 3款 ,1995年維也納

回家代表杈公的第 27奈第 5款、第 57奈第 6款和第 81奈第4款 .

sg 《●958年⋯⋯年盤》,第二卷,第 96烎 ,文件 A/3859咢 ,第三章 ,

第二市.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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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第 16無所依据的上迷奈款同 1961年 《籬也幼外交夫系公的》第

29紊規定的外交人長人身不可侵犯的朱款作一比較可以得出送祥的錯淹,即外交

信使的人身不可侵犯就其范園和法律含叉而言,非常接近外交人長.其理由是由于

信使的取夯性廣夫系到保管、逐送和遊交外交邯袋以及來往公文的机密性受到法律

保伊.信使的不可侵犯不依來自上迷編朵公的的規定,也來自其他大量回家央我的

形式,如汊道領事寺的和國家立法規定.

(3) 信使不可侵犯的原ill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意味看肘接受目和避境回來

悅久有基本上是消极性的〤夯,送种火夯主要表現力不采取行功的責任.因此,信

使不位受到逮捕、拘留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肘其人身的限制,并免于相些于直接強制

的措施.信使人身不可侵犯兩重性的另一方面,使接受回和避境回方面必須承裡秋

板性的叉夯.第 16荼体現的保伊概念包括接受目和避境固有責任采取一切道些措

施防止村信使人身自由或尊尸的任何侵犯.接受因和避境固有〤夯尊重并确保尊重

外交信使的人身.它們力此必須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驟.

(Φ  思管保伊和尊重外交信使不可侵犯的責任具有一般的性放,但作出某

些限制也是道些的.正如第 16荼所規定的,信使位在
‘
執行其取夯吋

”
得到接受固

或避境目的保伊.此外,按照委員套 1958年夫于外交交往与豁免的草案
sU 

第

29荼 〔垓奈力 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大系公的》大于外交人貝人身不可侵犯的第

29奈的基拙)的坪注第 1段 ,泣作速祥的理解,信使的不可侵犯的原則并不排除

肘信使采取自工的措施,或在特殊情況下力了防止信使犯罪而采取的措施.

第 19奈 嗨吋住赴的不可侵犯

1.撈帶外交邯袋的外交信使的嗨吋住爽原則上不可侵犯,但
(a) 在友生火文或其他文害有必要吋可立即采取保伊行功;

〔b9 在有尸重的根据可以汏力咯吋住赴內有接受日或避境固法律禁止持有

或迸出口或杜痰規章管制持有或迸出口的物品吋,可以栓查或搜查幅9I住赴.

2 在第 1款 (a)項所迷情況下,立采取力保伊外交郎袋及其不可侵犯性所必需

∞ 《1958年⋯⋯年盤》,第二卷,第 97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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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

3 在第 1款 (b9項所迷情況下,杜查或搜查位在外交信使在切吋送行,而且栓

查或搜查不得侵犯外交信使人身或外交郎袋的不可侵犯杈,也不得討外交郎袋的遊

交造成不庄有的拖延或障得.位允許外交信使有机套与其使田耿系,以便靖垓使困

的人長在檢查或搜查送行吋到切.

4.外交信使庄冬可能通知接受目或避境固些局共恪吋住赴所在地.

〔1) 夫于外交信使烙吋住赴不可侵犯的同題元淹在四項編集公夠中,或在

任何一項外交或領事法方面的其他目隊+.-定 中,都沒有具体的規則.然而,在速些

公釣中卸載有失于使倌成長的私人住宅地位和特別使市困、常駐固豚鈕象代表困成

見或參加固隊舍快的代表困成見私人住赴地位的規定.速些規定是 19U● 年 《維也

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3U奈 ,1969年 《特別使市公夠》第 3U柔 以及 1975年維也

納回家代表板公釣第 29奈和第 59奈 .

(2) 信使的住赴往往安排在使田信舍,使因所有或使用的私人公寓,或使

因成長的私人住宅.在速种情況下,外交信使恪吋住赴的不可侵犯將按照上迷公的

或刁慣固狋法的有夫規定受到保伊。如果外交信使的幅吋住赴恰好是旅佑、汽車旅

錧、其倌、私人公寓和其他招待客人喵吋住宿的公共淡施,那 么就适用夫于外交信

使佑吋住楚不可侵犯的特別規則.

第1款

(S9 第 1款規定了擄帶外交郎袋的外交信使的嗨吋住赴不可侵犯的一般原

則,以及不可侵犯性可受到限制的兩种具体情況.規定速些例外的目的是在尊重榜

帶外交郎袋的外交信使的帖吋住赴不可侵犯与接受目或避境目在例如火文或威跡信

使嗨吋住赴的其他文害等緊急情況下立即采取保伊行功的必要性以及消除或怔其郎

袋被用于輸入達禁物品的怀疑的必要性之同做到現央、可行的平衡°

(4) 八接受固和避境目的現魚看,第 1款第一句規定的信使嗨吋住赴的不

可侵犯具有兩介方面.就消板方面而言,它們有叉夯阻止其本固人長力任何公分日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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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送入信使的住炎,除非取得信使的同意.速包括免于任何搜查、征用、扣押和

執行,因 此即使是依照一道司法命令也不可送入信使住赴.些然,可 以村住赴的私

人房戶主采取執行措施,只要不需送入信使的嗨吋住赴.信使嗨吋住赴不可侵犯也

意味著接受固或避境日久有一种更力秋板的火夯.它們位确保信使住赴的不可侵
犯,防止未絰汻可控自侵入.此外,由于信使的官方取夯,特別是肘其擄帶的外交

邯袋的保伊,在特殊情況下可能有必要采取特殊保伊措施.

(S9 第 1款 (a,項和 (b9項是力了在派遣回保伊信使和郎袋的利益与接

受回或逍境目保伊其安全的利益之同建立平衡.它村于lr.￣ 吋住赴不可侵犯的規則提

出了在某种情況下的一些限制.肘遠兩項的理解座与相位的規定,即第 2款和第 3

款秩系起來,因 力速兩項都肘蒞吋住赴不可侵犯的原則提出了可能的例外,分別有

尸格規定速种例外可道用形式或奈件的一款來加以制的.而且,第 1款提到
“
擄帶

外交郎袋
’
的信使明确了嗨吋住赴不可侵犯的目的与其悅是保伊信使,不如悅首先

是保伊邯袋.

第●款(a)項和第 2款

(U9 第 1款 (a)項規定在友生火文或其他文害有必要吋可立即采取保妒行

功,其措洞可追溯到 1963年 《維也幼領事夫系公的》第 3● 奈,并在某种程度上

追溯到 ●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25奈 .采取速种行功昱然只位垓是力了救文

的目的,因力速种文害可能造成公害,危害公共安全或信使本人和郎袋的安全,不

位采取可能超出原來速介目的的任何措施.(a)項 中規定的例外只涉及佑吋住赴

本身的不可侵犯,并不影呴隨吋都垃受到保伊的外交郎袋的不可侵犯.速就是第 2

款力什么明文規定在友生火文或其他文字有必要立即采取有效保伊行功吋,垃采取

力保伊外交郎袋及其不可侵犯性所必需的措施.

第﹁款〔b)項和第 3款

(7) 第 1款 〔b9項規定了在有尸重的根据可以忕力佑吋住赴內有接受回或

迂境目法律禁止持有或迸出口或拉疲親幸管制持有或迸出口的物品時可以栓查或搜

查惟吋住赴的可能性.因此,此項規定的目的是确保遊守接受回或避境目的法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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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尊重其合法叔益。但第 3款 9I上迷規定加以制的,要求速种栓查或搜查庄

在外交信使在切吋送行,而且栓查或搜查不得侵犯外交信使人身或外交郎袋的不可

侵犯板,也不得肘外交郎袋的遊交造成不位有的拖延或障得.

(B9 第 3款第二句規定,泣 允海外交信使有机套与其使困琺系,以便清垓

使目的人長在檢查或搜查吋到切.速一規定所基于的理淹根据是,在正常情況下,

第 1款 (b9項的假沒并不构成需要立即采取行功的緊急情況,而且有.f使困人貝

到場套肘信使有益或有所靜助,例 如在信使不掌握接受回或避境固悟言吋。然而,

位垓指出,遠一句并未規定使國人貝到切力送行栓查或搜查的奈件.星然在并多情

況下有可能等候使困人貝到埸,但在其他一些情況下 (如怀疑嗨吋住赴內有爆炸

物),速种等候可能与第 1款 (ω 項的主要目的,即确保遵守接受回或避境回安

全規章相矛盾.

第4款

(9) 信使須通知有失回家其lrw吋住赴所在地,以便于接受固和避境固履行

第 1款第一句所載的又奔.因 此,第 4款的目的主要是力了便于接受固和避境固

些局履行其〤夯,以執行信使嗨吋住赴的不可侵犯.委員套也扒力在違反速些〤夯

的情況下,如果不符合第 4款的要求,有失回家的目隊責任也就可能不存在。
‘冬

可能
”
等字是說明,在特殊情況下,信使可能旡法提供遠种情況.

(1U9 些信使使用本人的介人交通工具執行其取夯吋,可能套提出速祥的同

題,即是否道用夫于介人交通工具不可侵犯的特別規定.委長套思管扒力肘此元須

有特殊規定,但感到位在第 17奈的坪注中反映速祥的現羔,即凡外交信使使用交

通工具執行其取秀吋,不得9I速种交通工具采取可能阻得或拖延其執行取夯特別是

遊交郎袋的措施.第 18奈的坪注第7段中有与遠一同題有夫的迸一步解釋.

第 18奈 管轄豁免

● 外交信使就執行其耿夯的行力而言,庄享有接受目或避境目的刑事管轄豁

免.

2.外交信使就執行其取夯的行力而言,逐位享有接受固或避境目的民事和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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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特豁免.在車輛華事引起損害,車輛的使用可能使外交信使久有賠僕責任,而

不能狄保險取得賠僕的范園內,上迷豁免不庄适用于要求賠僕垓項板害的坼忪.根

据接受目或逍境目的法律和規章,信使宵駛机功丰輛吋必須具有肘第三者風險的保

｜6全r.

3 不得村外交信使采取任何執行措施,但如果扁于他按第 2款規定不享有豁

免的情況,而且采取執行措施吋不致侵犯其人身、嗨吋住赴或委托他的外交郎袋的

不可侵犯叔,則不在此限.

4 外交信使在涉及執行其取夯的事項中,沒有出庭作怔的〤夯.在其他案件

中,可要求外交信使出庭作怔,但 以不外外交邯袋的遊交造成不庄有的拖延或障得

者力限.

5 外交信使肘接受目或避境回管轄的豁免并不使其免除派遣目的管轄.

(1) 第 18奈的來源是編纂公的的下列規定: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

的》第 31柔和第 37奈第 2款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31和第 36荼 以及

1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叔公夠第 3U奈、第 36紊第 2款和第 6U奈。

第1款

(2) 夫于外交信使的刑事管轄豁免的第 1款,是委員舍內明並的兩派意兄

的一种妥林亦法,速兩派意兄是:有人汏力,由于信使的地位及取夯,給予信使免

村的刑事管轄豁免是必要的,是完全合理的,而另一些人則汏力給予送种豁免是多

余的,汏取夯上悅是不必要的.因 此,本奈与特別拫告長提出的原案文有所不同,

本奈用
‘
就執行其取夯的行力而言

’
的措洞作力給予刑事管轄豁免的奈件,送今措洞

与夫于民事和行政管轄豁免的第 2款相同.

(S9 如上面第 2段所迷,委員舍內夫于寺ㄇ規定刑事管轄豁免的必要性和

速科豁免的范園意兄是有分歧的.

(的  一方面有人肘第 1款友表了保留意見,理 由是夫于外交信使不可侵犯

的第 16奈 已絰規定給予外交信使力執行其取夯所需的一切保伊.另 一方面,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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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增加的
“
就執行其取夯的行力而言

”
一悟友表了保留意兄,理 由是位垓旡奈件地給

予外交信使刑事管轄豁免.增加上逑短悟可能套戶生解釋方面的困雅.

(5) 增加了
“
就執行其取夯的行力而言

’
一悟,是力了明确地規定,刑 事管

轄豁免不道用于信使所做的不直接同扺行其取夯有失的任何行力.刑事管轄豁免不

包括的那些行力,趺象盜安或謀茶速祥最明並的罪行,一直到尸重濫用外交邯袋的

行力,例如蓄意撈帶第 25朵規定禁止擄帶的物品,如恐怖分子使用的武器或痳醉

品.在遠方面,有人指出,位垓根据并錯合下列各奈來解釋第 1款的規定,即 夫

于尊重接受目和逮境目法律和規章的又夯的第 5恭 ,夫于保管、送送和遊交邯袋

的外交信使的取夯的第 1U荼 ,夫于外交信使被宣告力不受次迎或不能接受的人的

第 12奈 以及夫于外交郎袋的內容的第 25奈 .夫于
“
就執行其取夯的行力而言

’
的

解釋和文怀道用的其他意兄載于本坪注的第 (6〕 至第 (1ω 段.

第2款

(6) 本款第一句是仿效 199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板公的第 6U荼第 1款的第

二部分.冬管四項編纂公的在接受目或逍境回民事和行政管轄豁免方面采用了趺取

能出友的方針,但是其中大多數公的的做法是列拳豁免原則的例外,依据的理由是

速些例外昱然构成垓享有豁免的人所送行的其取夯范園以外的行力,例如,同垓人

以其介人身份送行的任何取╨或商╨活功有夫的行功。第 2款同1963年 《維也納

領事夫系公的》第 43奈和 1975年籬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第 6U荼第 ﹁款一祥 ,

反映了采用一般提法,即 “
就執行其取夯的行力而言

”
的非具体方式,未爪取能出友

考慮赴理民事和行政管轄豁免。速也是本坪注第 1段提到的編集公的村有夫使困

行政和技木人貝所采用的方針,即規定
‘不座給予其取黃范園以外的行力

’
豁免.

(99 第 1款的另一今同題是确定不同于垓人私人活劫的
‘
執行其取奔的

’
行

力的法律性辰和范圍.在速种情況下采用的汏取能出友考慮的方針,預先假定派遣

目央豚上承汏豁免,因 此,豁免限于信使作力豋授杈的官貝力完成派遣固使命而迸

行的行力.送美行力的性辰可以由多迪奈的或班道奈的或公的,由 刁慣回豚法或各

目的目內法和規章來确定.不厲于履行其取努的行力的明昱的例子是 1961年 《籬

也幼外交夫系公的》第 31奈等上迷編慕公的的規定中列帶的行力.然而,遜可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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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一些享有些地民事管轄豁免的人所做的其他行力,例如并不是以明示或默示的

方式作力銓授杈力派遣固履行任夯的官長的身份訂立契的.速种情況可能涉及到外

交信使在旅途中租用旅館房同、租用汽牟、使用率逐和存放的服夯或筌署一份租借

或賄妥的契的.支付旅信帳草或其他外交信使灼物和力外交信使提供服夯的妻用的

〤夯,冬管是在外交信使拭行其官方取夯期同,甚至是在与其執行官方取夯有失的

避程中戶生的,但并不享有道用些地法律和規章的豁免.得出送种錯梵的主要原因

在于在所有遠些情況下有夫人長的R.● 物和向其提供一般商立性服夯,受益人不梵何

人都必須付款.1961年維也納公的第 34紊 (e9款和其他編蔡公的的相位奈款所

規定的力提供特定服夯所收取的葵用,也道用同一規則°因此,与速美蚼物或服夯

有失的行力本身不能視力垓信使在執行官方取夯..+所做的扁于享有些地民事和行政

管轄豁免范園的行力.

(B9 至于就接受回或避境目行政管轄而言
‘
執行其取夯的行力

’
的解釋,忤

多人扒力,首先
“
行政管轄

’
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接受回或避境目的日內法,

它肯定包括行政法庭.再者,同祥一介行力是否受行政管轄則取決于送一行力些吋

的情況.信使連章停車肯定套要被罰款甚至吊銷賀駛扺照,如果信使是在前往參加

一介私人聚套吋有送种行力.如果是由于急于及時遊交外交邯袋的需要,則 肘速些

行力的坪价便位有所不同.如 已在第 17恭坪注的第 9段 中所作的解釋,真正的棒

准位是:‘凡信使使用交通工具執行其取夯吋,不得村速种交通工具采取可能阻得或

拖延其執行速种耿夯特別是遊交郎袋的措施°
’

(9) 至于堆有杈确定外交信使的行力是否‘
執行其取夯的行力

”
遠介向題,

与領事官長和派往固豚組努的代表困成長的情況一祥,在苧悅和回家其踐中可以得

到不同的答案.一种跳羔傾向于接受固,而另一种現魚卸汏力可以由接受回或避境

固和派遣囝共同确定.在有夫速介同題的回家央踐中,兩种苧悅都有人遵循,即 由

派遣回和接受回來确定速种區分,或者由接受目草狂确定.在派遣固和接受目之同

友生爭端的情況下解決速英同題的最适些可行的方式是通道外交渠道友好地解決.

(︴ U9 卒輛的使用可能使外交信使久有賠僕責任,而不能汏保險取得賠佳的

丰輛縈事的情況可能有兩种.一种事故可能是在外交信使拭行其取秀以外的情況下

友生的,在速种情況下道用第 2款第一句的一般規則,垓外交信使不泣享有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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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但是,外交信使在執行取夯中也可能友生事故.在送种情況下道用載于第 2

款第一句的規則,垓信使在原則上將享有接受固或避境目的民事和行政管轄豁免,

但有一介例外,而且垓款明确規定上迷豁免不庄道用于要求賠僕遠种事故造成的韻

害的坼松.遠介例外有几奈很有份量的理由.力令人或取ㄓ目的使用汽車已成力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交通事故和達法行力必然增加,使索賠要求日益增多.昱然需要

村涉及外交人長和其他享有外交豁免的人長的交通事故所引起的人身仿害和財戶振

害的賠僕責任同題作出規定.然而,在速介領域道些編寨回怀法卸絰避了相些吋

同.● 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并元速祥的規定,以后的公的卸列入規定垓

同題的具体規范,即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釣》第 43恭第 2款 〔b)項 ,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31荼第 2款 (d)項和 1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叔公

釣第 6U奈第4款 .

(11) 第 18奈原先的奈文中有
“信使使用或掘有的車輛

”
的提法.委員全人

力
‘
外交信使使用或抈有年輛

〞
送介措洞的解釋在某些法律体系中可能是有同題的,

可能妨害根据某些回家的固內法确定民事和行政責任.‘牟輛的使用可能使外交信使

久有賠僕責任”的說法;冬管不大具体,但一般悅來卸人力是比較精确和比較能接

受的,因力它把确定在特定事故中介人久賠僕責任的荼件的同題交給接受回或避境

目的日內法來赴理.

(12) 逛位指出,第 2款較上文第 1° 段提到的編纂公的前迸了一步。其中

第三句确定了速祥一介︴恣原則:根据接受固或迪境目的法律和規章,信使賀駛机功

牟輛吋必須有肘第三者風險的保險.也正因此才以
‘
在不能狄保險取得賠僧的范目

內,’取代
‘
不能八保險取得賠儅的情況下

’,這里考慮到敬害可能八保險取得部分或

全部賠僕.

第 3款

(1B9 第 3款涉及執行措施的豁免.作力外交信使取夯豁免的結果,只 能在

与執行其取夯的行力元夫的案件中封肘信使采取執行措施.外交信使享有執行豁免

是合道的.首先,根据其官方取夯他有叔享有些地的民事和行政管韓豁免,至少庄

享有与行政人長和技木人長同等程度的豁免。第二,所有的編寨公釣都明确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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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信使人身不可侵犯,意思是說,他不位受到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留.第三,執行

措施昱然必然舍早致妨得信使正常執行其官方取夯.正是由于速些原因,即使是在

原則上可能村信使采取執行措施的情況下 (在非執行其取夯的行力的情況下〕,如

果此爽措施侵犯了信使的人身、佑吋隹赴或委托他的外交邯袋的不可侵犯叔,那也

不允玝采取此美措施.

第4款

(1的  第 4款的基本原則受到 1961年 《維也鈉外交夫系公的》第 31奈第

2款和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和 1975年維也幼回家代表杈公的的相位規定的

信友,即 外交信使沒有出庭作怔的〤夯.可是,在其廣上,就上迷原則央施的恭件

或方式而言,垓款比較接近于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44奈 ,冬管在

文字上有較大的差昇.

(1S9 垓款林,外交信使在“
涉及執行其取努的事項中

’
沒有出庭作怔的又

夯.在速方面有兩魚特別值得注意.第一,肘“
涉及執行其取夯的事項中

”
的措洞的

解釋垃垓附有肘第 1和第 2款道用的并在本坪注上面有失各段中都有反映的同祥

的保留和荼件.第二,垓款涉及的案件是要求信使力他日睹的他人的行力或犖止作

怔.不是指信使自已作力被告的行力的案件,象第 2款第二句所悅的情況,在后

一种情況即由于牟輛華事引起韻害,牟輛的使用可能使外交信使久有賠僕責任的情

況下,可以要求他出庭作怔.

(16) 第 4款迸一步規定在
“
在其他事項中可能要求

”
外交信使

‘
出庭作怔

”
.

在遠方面也位垓指出兩羔.首先,委長舍內有明确的諒解,接受回或避境回按照其

日內民事坼忪程序規則或考慮到速种可能性的可道用的林定,可以要求信使提出爭

面近詞.第二,座垓指出,外交信使的耿夯和地位的基本目的是要确保外交郎袋的

安全迅速遊送.而送一目的不得因作近的要求引起的可能是不道些的延淏而遭到板

害.因 此,第 4款村子在其它事項中可能要求信使作近規定了柔件,即 不村外交

鄰袋的遊交造成不遊些的拖延或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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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速一款是本泙注第 1段所悅的有失管轄豁免的所有規定所共有的,承

汏派遣因肘其固外官兵有效的管轄有助于加強司法和法律秩序.它指出一种派遣固

肘由于外交人長的豁免而使接受目的一位提出要求的人的杈利不能受到其他保伊的

情況提供的法律朴救方法.送一規定逐以介人甚至在目外吋和其回籍所扁回家同的

永久的法律夫系力根据.

(1B9 但是,如本款所迷,說明信使肘接受回或避境目管轄的豁免并不使其

免除其本目的管轄与斷定遠种管轄的存在不是一日事.正如肘 1961年 《維也納外

交夫系公的》第 31無所依据的委員套 1958年夫于外交交往与豁免的荼款草案相

位的規定第 29恭的坪注所指出的,“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由于垓案件不厲于垓因法

院一般杈限的范園,或者由于垓目的法律并沒指定可以向某一地方法院提起速种坼

松,所 以送种管轄不通用.委員套打算在恪吋草案中通道規定在速种情況下管轄的

法院特是派遣固政府所在地的法院來填朴送一缺陷.然而,有人根据管轄地羔由回

肉法決定來反91速一提洪.’
“

(19) 思管如上所迷,委長套仍汏力本款且然不象所希望的那祥有效,逐是

有某种价值的,即使趺心理上的角度看也是有用的,它肘派遣固提出了一介微妙的

建坡,即它庄垓在本來由于9I接受目或避境目的管轄援引豁免板而可能枸成拒銫司

法的情況下行使其管轄杈.

第 19奈 免除夫稅和捐稅

1 接受回或避境日位按照其可能通避的有失法律和規章,允許外交信使介人行李

帶迸的其介人使用的物品入境,并免除村遠些物品的一切夫稅、捐稅和有失安用,

但力提供特定服秀所征的發用除外.

2.外交信使在執行其取夯吋庄免除其在接受固或避境目的一切全目性、地區性和

地方性的捐稅,但通常包括在貨物或服努价格之內的同接稅以及力提供特定服夯所

6Π 《1958年⋯⋯年盤》,第二卷,第 99烎 ,坪注的第 1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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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使用除外.

第 1款

(1) 第 19奈第 1款的直接來源是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36

紊第 1款 ,1963年 《籬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5U奈第 1款 ,1969年 《特別使

市公釣》第 35奈第 1款 ,1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叔公的第 35奈第 1款和第 65

奈第 1款 .

(2) 允許外交信使在其介人行李中擄帶免征一切夫稅、捐稅和有失安用的

介人使用的物品跨越迪界,其主要原因是承汏他的官方取夯,根据是夫于回家公分

上的通訊自由的基本原則.各目的法律和規章以及其他形式的回家央跩已形成的一
种鮮明的超向,即給予外交信使海夫上的特叔和豁免与給予使信成長的美似,不避

在某些方面按信使的具体情況而定.因 此,作力本泙注第 1段所列各項祝定基砧

的奈款草案的坪注,參照道用于第 19奈第 1款的解釋是有益的。
(3) 盤于信使在接受回或避境回停留期同短的特魚,允許入境和免除夫稅

只适用于信使在令人行李中帶迸的其介人使用的物品,不道用于其他迸口的物品,

然而,遠一羔不庄解釋力排除非隨身擄帶的行李的情況,由于所逃用的交通工具,

逐輸上的延淏或搞混或者由于其他情況,速种行李可能比信使本人晚到.

(Φ  第 1款受到
“
按照 〔接受回或避境固)可能通遊的有失法律和規律

〞
一

句的限制.委員舍的理解是,垓句是指在信使送入接受回或避境回之吋可能是有效

的那些法律和規章°夫于准件介人和貨物通道道界的法律、規章,包括在迪境杜查

焦移民局、海夫以及杜疫所檢查的法律和規章扁于回家管轄范園.其 目的在于保伊

本目的安全、銓洴、財政和其他合法利益.冬管本奈款未明确規定,但庄理解力速

些法律和規章基本上涉及形式上和其他程序方面的規定,目 的是防止村免除可能的

濫用.正如委員舍 1958年夫于外交交往与豁免的奈款草案第 34奈 (垓奈力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36荼的基褦)的坪注所逑,

‘
因力速些免除易于受到濫用,各回生常制定規章,特別是限制迸口物品的數量,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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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交代表机构迸口物品的期限,或規定免稅迸口的物品在一段吋同內不得特美.

遠种規章不得視力不符合接受固必須給予所迷免除的規Wll” .62

遠紊原則庄垓參照适用于外交信使.

〔S9 免除夫稅的例外的來源已在本坪注第 1段中与明,它指的是
“
但存放、

卒迋和美似服夯的表用除外
”,現改力

‘
但力提供特定服奔所征的慶用除外

”,因 力

遠祥更道合信使的情況°一狀悅來,信使不需要存放或牟逐服夯,而只有意外和偶

然需要的服夯.而 9I捧种服夯他是位垓付發的.速祥修改的用悟也符合第19奈第

2款的用悟。

第2款

(6) 在編纂公的中沒有肘外交信使免除捐稅的具体規定.第 2款基于送祥

的考慮,外交信使在各方面受到的待遇位道合其作力執行官方取夯的人的地位,因

此夫于免除捐稅,信使的地位不泣低于使國內既不是接受目的回民也不是定居居民

的行政和技木人長.考慮到上迷原因,本規定的材料來源是:1961年 《維也納外

交夫系公的》第 34荼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49恭,1969年 《特

別使市公的》第 33奈,1975年維也鋪回家代表杈公的第 33和第 63柔 .

(7) 思管如上所迷,在車似第 2款吋仍碩及外交信使在某一日家停留期短

的特魚,速使他的情況与使困成長的情況多少有魚不同,而且使他不大有可能,或

几乎不可能送行或送入須承捏特定形式納稅〤夯的活功或法律夫系.因此,草似免

除原則例外所用的方法不象上迷來源奈款所用的那种一一列犖的方法,它在一般釵

迷免除原則吋,提 出了某些限制奈件.在速一方面,使用了
“
在執行其取夯吋

〞
一句

短活,以 明确指出汰取夯的角度考慮有失的免除,送就排除了信使一切可能的私人

活功,妳朴了第 2款在規定中減少了夫于免除原則明文規定例外的數目的情況.

此外,不象上文第 6段中提到的來源奈款,沒有具体提及
‘
功戶或不功戶

”
稅,因

力遠些措洞似乎不道合信使停留期短速一具体的央隊情況,在送种情況下使他雅以

有机套肘不功戶行使私人叔利。第 2款位解釋力,免除原則道用于外交信使以信

62《 1958年⋯⋯年鈭》,第二卷,第 1UU更 .

一 ω 一



使的身分旅行途中可能碰到的捐稅,但不道用于在接受固和避境目居住了一段時期

后必須皴鈉的捐稅.

(助  第 2款 明文規定了免除原則的兩項例外.速里考慮到的稅收和發用庄

由信使支付,元梵他是不是在執行其取夯.速些例外是通常包括在貨物或服夯价格

之內的同接稅以及力提供特定服夯所征收的捐使.送兩項例外在本坪注第 6段提

到的編寨公的中也可以找到.

(9) 委員套沒有在本奈款中作出任何有失免除令人芳夯及公共服夯或免除

社套保臉的具体規定.它感到信使在接受目或避境目停留的吋同很短,其隊上要求

信使提供各种性辰的介人旁秀和公共服秀的可能性,以及肘他們引用社舍保險規定

的可能性都很小.因此不必要以明文奈款來規定返商現央的假設情況.

第 2U恭 免除栓查和栓螒

1 外交信使位免除人身檢查.

2 外交信使的介人行李垃免于栓驗,除非有尸重根据可以汏力行李中有不扁外交

信使介人使用的物品,或其迸出口是接受目或避境回法律規章所禁止或栓疫法規所

管制的物品.速种栓驗垃在外交信使在場吋迸行.

第 1款

(1) 編慕公釣中沒有失于外交或領事人長免除人身檢查的寺ㄇ規定.然

而,在央域中一直籬伊速种免除,因力据汏力速是根据人身不可侵犯的原則.同

祥,村外交信使免除人身栓查的主要理由是承扒他的官方取夯,根据是夫于回家公

分上的通氓自由和受托執行上迷胑夯的人的不可侵犯性.免除人身搜查也被人力是

村回家官長的一种札遇.

(2) ‘
人身撿查

”
指搜身,而且不排除在机埸或其他商境或入境焦力安全目

的而使用金扁或其他探測器.在遠一方面位.lZ及 第 1款原來的案文包含下列短

悟:‘包括以屯子或其他机械裝置在一定距南之外送行的栓查↖ 委員套中有一种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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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感兌,即送一短悟是將上迷原Jll元理地加以延伸,速特達背几乎所有回家都采取

的安全措施,何況在通常的央踐中甚至外交代表也不反肘接受送些措施.除 了某些

形式的犯罪,拷如非法販逐外市、球醉品、武器和其他貨物,已迷到惊人程度之

外,由于回豚恐怖主又的支延、非法香取代机以及其他形式的空中強盜行侄,已有

理由采取特殊措施肘旅客和行李加強校查,包括絰常使用屯子和机械裝置送行杜查

和甄別.

第2款

(B9 本荼第 2款的直接來源是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36奈第

2款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釣》第 5U奈第 3款 ,1969年 《特別使市公

夠》第 35荼第 2款 以及 1975年維也納目家代表板公的第 35奈第 2款和第 65

朵第 2款 .

(的  第 2款規定外交信使的介人行李免受栓查.在有尸重根据可以汏力行

李中有不扁于介人使用,而是用來菅利或其他不正些目的的物品,或其迸出口是接

受回或避境目法律所禁止或栓痰規章管制的物品吋,本款尋求限制濫用送种特杈.

然而,昔ㄇ指出些速种例外情況出現吋有一朱肘信使的重要要求和保障:它 規定只

有信使在場的情況下才能送行送种栓gjK.

第 21奈 特叔和豁免的升始和錯束

1: 外交信使庄爪其力執行其取夯而送入接受目或避境固領土之吋超享受特杈和豁

免,或如果外交信使已銍在接受固領土內,則庄八其幵始執行取夯之吋起事受特杈

和豁免.

2 外交信使的特杈和豁免位于垓外交信使南幵接受固或避境目領土吋停止或在其

可以南境的合理期同終了耐停止.但作力接受目居民的特派外交信使的特杈和豁免

庄在垓信使將其照管的外交郎袋遊交收件人吋停止.

3 冬管有第 2款的規定,夫于外交信使執行其取夯的行力,其豁免泣始終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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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

(1) 冬管編集公的中沒有一項公的村外交信使的特杈和裕免的期限有任何

具体規定,但是速些公的中夫于外交人長或領事官長持叔和豁免的期限的一些規

定,即 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39奈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

的》第 53奈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43奈 以及 199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杈

公的的第 38和第 68奈,肘于第 21奈的措洞是有名友作用的.

第1款

(2) 第 1款承汏外交信使幵始享有特叔和豁免同執行或行使其取夯有密切

的朕系.作力一項一般規則,外交信使泣瓜其力執行其取夯而迸入接受回或避境目

領土之吋起事受特叔和豁免.在速种情況,外交信使越避目境即是幵始享受特杈和

豁免之時,而跨越目境的目的是執行信使的取夯.在速种情況下,在越境之前信使

的取夯可能早已幵始了,例如垓信使已事先收到要送交的邯袋,但只是在他商升派

遣回領土送入避境目或接受固領土時,才戶生事受持杈和豁免的理由和需要.由外

交部委派的坎期信使通常就扁于速种情況,他在被委派之吋是在派遣回領土內.但

是也有可能被委派力信使的人,在委派吋已銓在接受回領土內.由派遣固駐接受回

使困、領信或代表因委派的特派信使通常就扁于速种情況.在速种情況下,本奈親

定信使垃仄他央隊丹始執行其取分之吋起享受特枚和豁免.“杕其幵始執行取夯之吋

起
’
的措洞泣垓解釋力是指他被委派并收到了第 8無所提到的近件之吋.委員套逐

明确地指出,思管由于措洞方面的原因第 1款規定
‘
如果外交信使已銓在接受圄領

土內╮ 但立垓特垓短浯的意思理解力如果垓人在被委派力信使耐已銓在接受目領

土內.

第2款

(39 第 2款的第一句第一部分,夫于外交信使的特杈和豁免的正常或最通

常的停止之吋,采用了第 1款夫于幵始享受特杈和豁免之吋所采用的相肘林的杯

准或依据.垓句規定速些特杈和豁免位于垓外交信使高幵接受因或避境回領土吋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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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長期信使的情況是送祥.垓信使不再在接受目或避境目領土內吋,他享受特叔

和豁免的基詘就不再存在了.

(4) 第 2款第一句第二部分,即 ‘
或在其可以南境的合理期同終了吋

’
可以

指兩种不同情況.垓款速一部分最可能适用的情況是可能宣布信使力不受砍迎的人

或不能接受的人.夫于送种可能的情況,‘或在其可以南境的合理期同終了耐
’
速一

短活位錯合第 11奈 (c9款和第 12荼第 2款及共泙注來理解。速些奈款均規定外

交信使可能被接受回宣告力不受砍迎的人或不能接受的人.他 的取夯并不因此事央

本身而些然終止,但是,宣告的結果是戶生了派遣目的〤夯,或者召回其信使,或

者如果垓信使是捏久多种使命的信使,就終止其在宣告他力不受砍迎或不能接受的

人的接受日內的取夯.如果派遣目拒免履行或在合理期同內未履行上逑又秀,則接

受因可以通知派遣回,按照第 12奈第 2款,它停止承汏垓人力外交信使.按照第

11朱 〔b9款的規定,接受目的速介通知即終止垓信使的取夯.思管其取夯已終

止,其特杈和豁免卸盤致有效,原則上一直到垓信使萬幵接受目領土時力止,遠里

道用的是本奈第 2款第一句第一部分規定的一般規則.但是盤于宣布力不受砍迎

的人速种非常具体的央豚情況,接受目的利益可能在于确保垓人冬快地南幵共領

土,就是說在合理期限期滿前高境.如果信使未能在垓期限內商升接受目領土,其

特杈和豁免則于期限終了吋停止.

(5) 星然在宣告不受砍迎的人遠种情況下接受固最有可能要求外交信使在

合理期限內商境,但第 21柔并不排除接受回出于其他理由,而不是宣告不受砍迎

的人的理由,确定速种期限的可能性.送美情況例如,接受固不想采用宣布不受放

迎的人的亦法,然而卸想減少信使在遊交郎袋和完成使命后故吋同呆在其境內吋可

能肘特杈和豁免的濫用.

(U9 第 2款第二句沒想了第一句規定的一般規Jll的 一介例外.采取的解決

亦法仿照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7奈第 6款 ,﹁ 963年 《維也納領

事夫系公的》第 35奈 第 6款 ,● g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28奈第 7款 以及

1995年維也夠回家代表叔公釣第 27紊第 6款和第 57奈第 7款 中所采取的亦

法.上迷速些公的一致規定特派外交信使的特叔和豁免位在他將其照管的外交郎袋

送交收件人吋停止.考慮到各种因素之后,委員舍持如下意兄:在其特杈和豁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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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方面給予故期信使和特派信使不同待遇在特殊情況下是有道理的,遠今特殊情

況是:信使是駐接受目使困或領偉的成長或者是接受目的居民.委員舍銘圮此羔,

將第 2款第二句的道用性限定于
‘
作力接受目居民的

’
特派信使,送也包括信使身

力使困或領館成長速种情況.

(9) 位垓指出,不 同于第 3款所使用的
‘
豁免

”
一洞,本奈第 1和第 2款中

使用的
‘
特杈和豁免

’
的措洞指的是本奈款所涉及的給予外交信使的一切特叔和豁

免.

第3款

(B9 第 3款是仿照本坪注第 1段所列編纂公的的相位規定似定似汀的.本

款規定信使就執行其取夯的行力而言,在其取夯終止后,及信使萬幵接受因后盤欲

享有豁免,指的只是第 18紊 中規定的管轄豁免.其存在的理由在于信使執行的使

命的公夯性廣,速介使命相些于派遣目的主杈取能.

第 22奈 放井豁免

9 派遣回可放井外交信使的豁免。

2 放井豁免概須明示,并位以串面通知接受目或避境目。

3 但如外交信使提起泝松,即不得肘与主坼直接有夫的任何反坼援引管轄豁免.

4 村司法坼忪管轄豁免的放荓,不庄視力肘判決或裁決執行的豁免也默示放卉,

判決或裁決執行的豁免必須另行放井.

5 如派遣目不放井一項民事坼忪中外交信使的豁免,即位冬力謀求垓案的公正解

決.

(99 第 22荼的來源是編寨公的中相位的規定,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

公的》第 32奈 ,1963年 《籬也幼領事夫系公的》第 45奈 ,1969年 《特別使市

公的》第 41奈 ,特別是垓奈第 5款 ,以及 1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板公的第 31

和第 UI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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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系村子外交信使的豁免,道用上面提到的所有躺寨公的均有的放

井豁免的規定.因 此,可將放荓豁免看作是外交信使豁免中止的一种形式.規定放

井豁免依据的基本概念是,送种豁免是各目主杈平等原則的一种表現,給予豁免不

是力了介人的利益,而是力了确保信使取夯的有效執行.

第﹁款

(S9 第 1款用逑了只有派遣因才可放荓外交信使的豁免的一般原則.必須

由派遣固方面放荓豁免,因 力豁免的目的是使外交信使能移充分自由地履行其取

黃.Ug

(Φ  委員套9t第 1款中的
“
豁免

〞
一洞使用了复效形式,表明派遣固放卉豁

免的決定的适用范園可能很ㄏ.按照派遣目的自主決定,所殶想的最常兄的情況包

括刑事、民事和行政方面的管轄豁免,或其中的任何一种.但是,派遣固方面放井

豁免的決定逐可以迸而包括同管轄有失的豁免和特叔以外的豁免和特杈,包括不受

逮捕的豁免,因力如上文第 3段所悅,所有特叔和豁免的基砧是力了有利于信使

更好地執行其取夯.

(ω  思管第 1款罔明了派遣固可放井外交信使豁免的原則,但是它沒有淡

到由派遣目的哪一介主管些局放井送种豁免.夫于有叔行使放井豁免杈利的些局,

各目的央跩和苧者的現魚有很大的不同.于是提出了是否在所有的情況下都庄由中

央些局譬如外交部放井豁免,逐是使困因故、另一名外交人見,或某一具体情況所

涉的使因成長也位垓有杖放井管轄豁免的同題.委員套的看法是,遠介同題的可能

解決亦法主要取決于制定了送美法律和規章的派遣目的有失固內法律和規章,如元

任何寺ㄇ的立法Jlll取決于确立的慣例和程序.一些回家授叔使困田次或使困成長放

荓管轄豁免,但只有在外交部預先或就具体情況友出指示吋才能速祥做.在速种情

況下,可能要求使仿或其他使因的困長或送种使日的成長先清示然后再方明放井豁

sB兄委員合 1958年 夫于外交交往与豁免的荼款草案第

垓奈力 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32奈的基砧.(

第二卷,第 99頁 ).

3U奈坪注的第 ﹁段 ;

《1958年⋯⋯年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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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U9 大量的回家央或和作力編慕公的的美似規定基砧的奈款的有失坪

注.. 
都忕力在任何法院中都特坼忪視力一介不可分割的整体,因 此,按照有失

的要求提出的并豋有美法院承汏或接受的放井豁免都排除元梵是在垓法院宣布判決

前或提出上拆吋要求豁免的叔利.

第2款

(99 第 2款尸格仿照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釣》第 45奈第 2款,它

規定了放荓豁免必須明示的原則,并要求放井豁免庄以中面通知,作力其明示性辰

的最道些和最明确的表現.第 2款先前的案文曾加有
“
但本奈第 3款規定的情況例

外
’.委員舍決定刪去速些洞浯,理 由是,正如下文所解釋的,第 3款淡想的情況

不是默示放葬而是不存在豁免,因此它不构成放井概須明示原則的真正例外.

第3款

(B9 第 3款規定,如外交信使提起坼松,即不得肘与主泝直接有失的任何

反坼援引管轄豁免.遠一規定的基本理由是,在遠种情況下,伏力信使已按照要求

全面接受了接受目的管轄,以便解決同主坼密切相夫的各介方面的爭端.∞  在

速方面,委員套的理解是第 3款提及的不存在豁免涉及的是民事和行政坼忪,因

力任何放井刑事坼忪管轄豁免始終泣垓明示并庄以串面通知.夫于第 3款 ,委員

套逐指出,派遣目的規章通常要求其外交人長以及信使在接受回提起坼忪之前,事

先須得到中央些局的批准.不遊如果他們提起坼松,此時就扒力他們已得到必要的

授叔.GG

特別參兄上文腳注 63所引坪注的第 5段 .

兄上文腳注 63所引泙注的第 6段 .

兄上文腳注 63所引坪注的第 3段°

64

65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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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款

〔9) 第 4款區分了放卉管轄豁免与放井判決執行的豁免.它規定村司法坼

松管轄豁免的放卉不庄視力村判決執行的豁免的默示放井,判決執行的豁免需要另

行放井.遠奈規則在 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之前已在刁憤因豚去中确

立,并得到了各回慣例的确汏.冬管在委員舍有些委員肘速紊規則是否可取表示怀

疑,但是委貝套忕力,本泙注第 1段所列所有四項編集公的中所我的同放井豁免

有失的規定中都包括了上逑規則,足以近明垓規則是作力目隊法的一介公人的准則

而存在的.

(1U9 第 4款早先的案文悅到
“
肘民事或行政坼忪管轄豁免的放卉

”,遠一悅

法同本坪注第 1段提到的編集公釣中相位奈款使用的木悟更相近。現在的案文悅

的是
‘
司法坼松

’,是想不仗包括民事或行政訴忪,而且也包括刑事坼忪,它反映了

委員套的送种想法,即 取重放葬的要求也位道用于刑事坼忪.

第5款

t● 1〕  第 5款照暴了由1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第 31和第 61奈首次

提出的一項規定.正如委員套在其 1971年大于回家在其肘回豚組珠夫系上的代表

叔的奈款草案有失放葬豁免的第 62奈的坪注第 2段所表明的,

午..⋯第 5款規定,如果派遣日在一項民事泝忪中不愿放井有夫人長的豁免,則 派

遣固有火夯冬力謀求垓案的公正解決.第 5款 一方面規定由派遣因自由作出放井

豁免的決定,派遣固元須肘其決定加以解釋,而另一方面又規定派遣固有一項客現

〤夯,如果垓固不遵守垓項火夯,未道目就有理由提出申坼.’
s’

(12) 立垓特第 5款的規定看作是解決民事到份的可行亦法.在某些情況

下,它可以提供有效的方法來解決同題.考慮到外交信使的法律地位和官方取夯的

具体特魚,用 司法以外的方法友好地解決爭端可能是合道的.村子派遣固可能拒地

G’ 《1971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321頁 ,文 件

A/841U/nev1,第二章,D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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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井垓信使豁免的可能情況,它提出了妳朴的亦法,提供了適避公平解決的淡判送

成公正楚理的可能性.

(1S9 位垓粹第 5款解釋力指在民事坼忪的任何險段,因此,它 同祥道用于

派遣目不放卉信使的判決拭行的豁免的情況.

(﹁ 的  本款赴理的是民事坼忪案,因力在速种情況下才最篷常出現賠僕鬥

題.但是也不垃完全排除在赴理輊徵刑事案、特別是由犯罪行力引起的民事坼忪案

肘援引第 5款的可能性.

(1S9 夫于第 5款 ,也位垓圮住,第 18奈第 5款規定,外交信使肘接受固

或避境回管轄的豁免并不使他免受派遣目的管轄.

第23奈 受托送交外交郎袋的船長或机坎的地位

1 外交邯袋可委托給按預定航程到迷絰核准的入境港用于商╨的船舶或弋机的船

故或机故.

2 船故或机故座特有官方文件,載 明构成委托其送交的邯袋的包裹件數,但垓船

長或机長不得視力外交信使.

3 接受目泣允卄派遣目使困、領倌或代表困的一名成長元阻得地登上船舶或丮

机,以便直接自由地杕船吹或机次炎領取郎袋,或直接自由地向船故或机畏遊交郎

袋.

坪   注

(1) 除作了几魚朴充并在文字上作了几魚調整外,本奈的基本組成部分已

載于四項編泰公的的相位規定中,即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9奈第

9款,1963年 《籬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35恭第 9款 ,1969年 《特別使市公

的》第 28奈第 8款 以及 1995年維也鋪國家代表杈公的第 29奈第 7款和第 57

朵第 8款 .

第 1款

(2) 上述多迪公的以及許多及迪林定的有夫規定銍肘回家行力的常查后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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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确扒,它表明,第 23奈所涉利用商ㄓ使用的船方自或弋机的船故或机長保管、迋

送和遊交外交郎袋的做法是現代固隊法的組成部分.現代特別ㄏ泛地采用了持外交

郎袋委托給商菅弋机机坎的做法.已近明速种做法有其优羔,可以概括力絰渀、迅

速和相些的安全,因 力邯袋冬管沒有信使伊送,但印依然在一位久黃人的保管或照

看之下.在海逐是最方便的交通手段,或者由海路托逐一些体私大的熒物更銓洴合

算吋,也將郎袋委托給客船或其他商船的船長,且然速种情況不很常兄.委長舍的

理解是,第 1款的目前集文冬管沒有明确悅到,但所指的外交哪袋,按照第 1奈

界定的本紊款的范囿,可能是派遣目的郎袋,也可能是垓目使國、領倌或代表困的

郎袋.

〔3) 特別根告貝提出的本奈草案原來的案文淡到
“
商菅弋机的机次或商船船

故
”,而 目前本奈的文字是

“用于商並的船舶或弋机的船長或机故
”.力 了一9本坪注

第 1段提及的三項編慕公的,1963年 《維也納即領事夫系公的》、1969年 《特別

使市公的》和 199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中所載的規定中使用的措洞保持一

致,保留了既道用于船舶又道用于弋机的
“
Capta｜ n” 一洞.垓涓打算用來說明具有

指揮杈并肘船舟自或弋机久黃的人的取能,而不管根据任何回家的日內法垓洞可能套

有什么特別的意思。通避表送所使用的送介洞的央隊意思,委 貝套透打算消除由于

肘船A.工 和弋机使用了同一介洞
“Captain’ 而在某些悟文文本中可能戶生的悟叉上的

玉力.至于
‘
用于商ㄓ

’
的措洞,是用未給船舶和弋机”美的,以便消除同本奈款最

初提出的案文中所使用的
“
商菅弋机

”
几介字相比較而言,‘商船

”二字也忤具有的任

何可能的限制性涵〤.

(的  ‘
按預定航程到送豋核准的入境港

’
送一短浯,是指回家之同的定期航

我上的船舶或弋机以及有失的入境港,而不是指由任何船舟自或弋机幅吋送行的航行

或弋行.委員套承汏,根据某些航空公司的規章及与某些回家作出的安排,‘包租〝

行
’
可以有除汀票制度外的定期弋行的一切特焦,并可被視力厲于

‘
按預定航程到

送
’
速介措洞的范園內.但是,委 員舍逐有人指出,垓短悟打算考慮到下面的事

央,即第 23紊規定了接受固方面根据第 3款的規定位承捚的某些又夯,以及接受

固在非預定航程弋行或航行的情況下,在履行速些火夯方面可能遇到困雅.然而,

不庄將第 ﹁款的任何規定解釋力排除各固銓共同商定,可 以決定特其郎袋委托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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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預定航程弋行或航行或除
‘
用于商並口

之外的任何性辰的船舶或民机的船故或机畏

的可能性.

(S9 且然本款案文本身沒有明确地啡到速一焦,但本款的措洞并不排除一

些回家將元人伊送的郎袋委托給船長或机組成長的現有做法,速种做法或者由回家

中央些局作出決定,或者由船故或机故委托給船長或机組成長.

第2款

(6) 受托送交邯袋的船故或机長要有一份官方文件,載 明构成委托其送交

的外交邯袋的包裹件數。可以把速种文件看作是与友給外交信使的官方文件性辰相

同的文件,村第 8奈的坪注中已罔迷后一种文件.但是,泣垓指出的是,上迷編

集公的夫于速一魚都有明确的規定,即不持船故或机長視力外交信使,不淹是長期

的逐是特派的外交信使.因此,本奈款大于外交信使介人地位的規定不道用于船長

或机故.

第3款

(9) 每些派遣回絰由用于商並的船舶或弋机的船故或机故送交外交郎袋
9.l,接受目的首要火夯是要力直接自由地粹邯袋送交派遣回絰授杈的外交使困成長

或其他絰授杈的官員提供方便,他們有杈登上船舶或弋机以便領取外交邯袋.接受

回位垓制定有失的規則和奈例,并規定道些的程序,以确保外交郎袋在其入境港迅

速自由地遊交.庄垓規定在絰核准的入境港元阻磚地登上弋机或船舶,以便領取到

迷的外交郎袋,或 向机長或船長遊交要友送的外交郎袋.在兩种情況下,有杈接受

或遊交外交郎袋的人垃垓是派遣目絰授杈的外交使田、領倌或代表日的成長.在夫

于委托用于商╨的弋机或船舶的机故或船敬送交外交郎袋的規則的有夫規定中,垃

垓反映出速种杕船長或机故史領取或向船長或机故遊交外交郎袋的取向便利安排.

第 3款肘特別根告貝提出的原案文的措洞作了一些改劫, 目的在于強淍接受目的

上迷〤夯,重复放給予船次或机長便利特到接受固有〤夯允忤元阻得地登上船舶或

弋机.接受目力履行第 3款規定的〤夯,就必須了解郎袋到迷的情況,或者是因

力所涉及的是有預定航程的和定期的弋行或航行,或者是因力同具体回家盤汀了共

-9I一



同怭定,如本坪注第4段所說明的那祥.

(B9 如第 3款所迷,接受固准許派遣固使因、領倌或代表因的成長元阻時

地登上船舶或弋机的目的是使后者能姼
‘
直接自由地仄船次或机故赴領取郎袋,或

直接自由地向船故或机卡遊交郎袋.’
’.直

接自由地
’
的措洞立垓八字面上解釋力

‘
由

船故或机故手中交到指定人見手中
”,反避未也是送祥,不受任何中同人的干預.

西班牙文和法文文本中所使用的措洞,即 %emanosde︳ ”
和

“desmainsdu’ 分別忠

央地反映了英文本中使用的
‘
直接自由地

’
遠一措洞所要表迷的意思°

〔9) 委貝全村梵了是否位垓用本坪注第 1段所列各項編纂公釣中的相位規

定所提及的,即 “
按与派遣固有失些局作出的安排

”
的措洞未限定本款規定的接受固

的火夯.委長舍決定不把遠祥的措洞耳迸本款,以免造成印象,即遠祥的安排是接

受囝上逑〤夯存在的前提.不迪,速些安排可以外其隊履行垓項〤夯的方式作出規

定.

(1ω  冬管沒有明确規定,但是位垓忕力要杕船故或机故赴領取郎袋,或 向

船次或机次遊交郎袋的使因、領倌或代表困的成長,必須是銍派遣固有失些局正式

授杈的人.确定速祥一种授叔的央隊同題可能是接受固与派遣回之同作出特/,l安排

的同題.

第三部分

外交郎袋的地位

第 24柔 外交郎袋的氓別

1 构成外交郎袋的包裹位附有夫于共性辰的外部昱著杯記.

2 构成外交郎袋的包裹,如沒有外交信使伊送,逐位附有夫于其目的地和收件人

的昱著杯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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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第 1款

(1) 第 1款是以四項編集公的下迷規定的幵共部分力模式的,即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7奈第 3款,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35

奈第 4款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28奈第 5款和 1975年籬也納回家代表

叔公的第 27恭第4款和第 57奈第 5款 .

(2) 按照長期的回家其踐,外交邯袋患是通避某些昱著的外部柝圮枳別

的.外交郎袋最普通的可洪別的外部林圮是一介杯明褚如
“
外交通信

’
、
‘
來往公

文
”
、
“
公夯邯件

’
速祥的杯筌或柝貼.特別是,外交郎袋必須由派遣目主管些局以印

有公章的蛣印或鉛印封好、用挂碳鎖住或用派遣回和接受固之同商定的其他亦法封

口.速种封口的亦法不依有利于派遣因,以确保邯袋內容的机密性,而且也有利于

接受回.遠种封口的亦法一方面有助于接受囝确定外交郎袋的誠意性和确央性,另

一方面在万一出現被指控頡坏郎袋的情況下力接受固提供反駁的姬据.

(3) 本款的各項規定遊用于各美邯袋,元淹是否有人伊送.

第2款

(的  第 2款寺Π涉及的元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已在現代外交通信中荻

得了重要地位°速美外交邯袋的頻繁采用反映出速是一种普遍的回家央跩,其使用

范園日益廿大,意火日益重要.第 23荼及其坪注提出的,是元人伊送的外交邯袋

的形式之一,即是委托商船船長或商當代机机故的郎袋.但象下面第 26朵及其坪

注解釋的那祥,也銓常采用郎政或任何逐輸方式侍送外交郎袋.出于瀣湃上的考慮

村外交郎件使用旡人伊送的郎袋几乎已威力友展中回家一种篷常的做法,但 目前其

他許多回家也普遍使用送种郎袋 .

(5) 元人妒送的郎袋也必須象由外交信使伊送的郎袋一祥符合夫于外部杯

況的要求;它必須由派遣目主管些局以印有公幸的蜡印或鉛印封口.不是由寺並信

使或特派信使伊送的郎袋可能更需要小心捆好或采用特別的挂鎖鎖好,因力它是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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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委托船故或机故的貨物友送的。此外,夫子可資琪別的外部林圮,外交郎袋必須

附有棒明其本身性辰的拆筌或杯貼.但是由于元人拼送的郎袋丟失的可能性較大,

清楚地杯明元人伊送的外交郎袋的目的地和收件人是必要的.在送一魚上,委長套

有人扒力,遠后一介要求且然可能只是在元人伊送的外交郎袋的情況下是必要的,

但肘有信使伊送的郎袋也是有益的,因力某些固豚其我的例子表明,郎袋与信使分

幵和流失的可能性患是存在的.在送种情況下,清楚杯明目的地和收件人舍板大地

便利迅速和安全遊送.冬管第 2款的規定构成一介附加奈件,其央豚目的是确保

元人伊送的郎袋的遊送,但若未附有任何速美附加杯怩不庄喊技垓邯袋作力外交邯

袋的地位.

(6) 采用
“
构成外交郎袋的包裹

”
速一用悟是力了同1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

系公的》第 29奈第4款的措洞相一致.它 的意思是用一介統一的法律概念包括构

成外交郎袋的各种共狋部分,但是,它不是指构成郎袋內容的各件物品。

(99 特別報告見提出的第 2款原來的案文中載有一介附加朵件,即元人伊

送的郎袋坯位附有杯明
“
任何中途羔或特逐焦

”
的可氓別的林汜.冬管委員公有些委

員扒力拆明持迋羔十分有用,特別是在郎袋丟失的情況下,因 此人力垓奈款位保留

在本款的案文中,但其他委員汏力,持迋魚同題更多地厲于航空公司可以改交而元

須事先通知的空迋航我范園之內.思管整介委員全都承人某些回家的做法是杯明持

逐蕉,以及速种做法在某些切合可能是有用的,但卸汏力在第 2款案文中規定速

祥的要求并不可取.

(8) 特別根告貝最初提交的本荼草案載有第 3款 ,其內容是ㄅ卜交郎袋的最

大限定体私和重量庄由派遣因和接受固之同的林洪規定
’.委員全仔細申洪了垓款

以及肘它提出的各修正案文以后,決定不收迸垓款.委長舍忕力,如果按照有人提

出的一介修正素的建洪,用任捧性用悟似汀,那么垓款就是多余的,但若象最初提

快的那梓,采用強制性用活,它則可能造成錯淏的印象,即速祥的林決是接受目給

予外交郎袋便利的先決奈件.然而,委員舍确共同意由派遣目和接受回之同的1.●坡

确定外交邯袋最大限定体私和重量的做法是可取的,而且速一程序也得到普遍的固

家央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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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奈 外交邯袋的內容

1.外交郎袋只限于裝載來往公文和寺力公夯使用的文件或物品.

2 派遣圄位采取道些措洞防止通避其外交郎袋逐送第 1款所列物件以外的物件.

(● ) 第 1款是仿照 1963年 《籬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35紊第4款第二部
分似汀的.其措洞也与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7奈第 4款、1969
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28奈第 5款和 1995年維也納目家代表叔公的第 27奈第
4款和第 57奈第 5款密切相夫.

(2) 本款通道規定裝入邯袋的來往公文、文件的公夯性廣或裝入邯袋的物
品力公夯用品速一林准确定了外交邯袋允許的內容.按照速一根据大量的回家央跩
以及上迷各公的規定的規則,外交郎袋可以裝有公夯信件、技告、指令、資料和其
他公夯文件,以及密四或者其他編碢或烽砃淡各和手冊、渚如橡校印章等亦公用品
或其他亦公用的物品、旡我屯沒各、勛章、串籍、圈片、暴音帶、屯影肢片和可以
用于促迸文化大系的

“
芭木品

”.考慮到最近濫用外交郎袋內容的現象,副詞
“
只
”
和

‘
寺
’
強淍了允汻的有夫物件的公夯性辰.

第2款

(3) 有失外交郎袋內容的規則不伙座垓包括堵如第 25紊第 1款所逑的邯袋
可允汻的內容的各項規定,而且逐垃垓規定要采取道些的預防措施,以确保遵守美
于外交郎袋內容的規則,并避免任何濫用回豚法和回內法給予外交邯袋的便利、特
叔和豁免的情況.速兩介因素,即 邯袋的可允忤的合法內容的規則及共有效執行,

村子在促迸回豚合作和涼解方面正确迋用公秀通訊是有其豚意〤的.尸格遵守送些
規則,就可避免接受固在允忤外交郎袋入境吋,以及派遣回在接受目要求采取查驗

程序,包括用尖端的杜查裝置吋,相互的猜疑.到 目前力止任何編集公釣都未村外

注坪

拗
�祤

眭�祤邪
�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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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郎袋的可允許的合法內容提出一奈解決拉查同題的可行亦法.濫用現象日益增

多,已使速介同題具有特別重要性,涉及某些政治、銓湃和其他方面的同題.基于

上迷理由,委員舍扒力,在草狼一款中明文田迷派遣固有叉夯采取适些措施以防止

利用其外交邯袋迋送第 1款所列物件以外的其他物件的做法是可取的.第 2款庄

垓結合第 28荼及其泙注來理解.

第 26奈 以郎政或任何逐輸方式侍送外交郎袋

有夫的因隊或回肉規則所确定的夫于使用邯政或任何逐輸方式庄遵守的茶件泣

道用于侍送构成外交郎袋的包裹,以便确保力遊交郎袋冬量提供方便.

(1) 涉及以郎政或任何迋輸方式侍送外交郎袋的第 26奈淹迷了除委托船次

或机故的元人伊送的郎袋以外的各美元人伊送的邯袋。冬管上面第 23奈坪注的第

﹁段提到的編集公的的具体茶款中肘送后一美元人妒送的郎袋作出了明文規定,但

第 26荼涉及的各美元人伊送的郎袋必須被視力已包括在夫于使困、領館和代表因

在同派遣圄通訊中所使用的
“
一切适些方法”之中,速种提法在各編集公的的所有有

夫規定,即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釣》第 27奈第 1款 ,1963年 《維也幼

領事夫系公的》第 35荼第 1款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28奈第 1款和

●975年堆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第27奈第 1款和第 57奈第 1款 中都出現避.

(2) 确定有夫使用郎政方式侍送外交郎袋的奈件的規則也并不止一种,有

如万目郎政耿盟确定的固隊邯政規章等多述怭定;坯有在派遣目和其使因或瓴館之

同送行通訊的各种方法中提到郎政方法的領事或其他耿迪林定,逐有一些通逮郎局

侍送外交通信或通道航空郎政渠道交換外交通信的特別林定.除 了速些固怀規章

外,逐有某些回家采用的回家行政和邯政規章.按照本無規定,万回郎政耿盟的固

狋郎政規章在道些吋均在有失回家之同道用.在速种規章不排除其道用的奈件下,

其他日豚規章,如及迪怭定,也可道用.最后,如果回家規則同有夫回家同現行有

效的固豚規則不矛盾或沒有速种固怀規則,則 回家規則也道用.在回家規則中,根

据每介回家的回內立法和行政規則,也可能有通避商ㄓ逐輸手段迸送邯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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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大于本荼提到的
‘
迋輸方式

”,速一措洞取代了本奈早先的一介文本中

所使用的‘以海返、陪逐、空逐
’
等字.以海、陪、空商╨逐翰手段迋送作力托逐貨

物的外交郎袋的做法在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之前很故吋同就已是各回

的普通做法了.遠种公夯通訊方式特別用于況重的和体私大的托迋物品和非机密性

信件、文件和其他物品,如使偉、領倌和其他使困公夯所用的串籍、展此品、影片

和其他物品.在速种情況下,本奈也涉及夫于以速祥的迋輸方式遊送郎袋的奈件的

回你或日內規則.在速介方面泣垓指出 198U年 的 《朕合因固豚貨物多式耿逐公

的》,銘  垓公的涉及各种不同逐輸方式的多逛規章.逐有其他一些規定海、陪、
空方式逐送貨物的回隊公的,包括區域性公的在內.如果速些公的中的任何一介公

的可在有失回家同道用,那么速祥的固隊規章也將道用.在沒有可道用的固隊規章

的情況下,回家規兵!將道用.

(φ  第 26奈悅垓奈中提到的奈件泣道用于外交郎袋,‘ 以便确保力遊交邯袋

冬量提供方便
’.在起草速部分規定吋,委員舍牢記 1999年在里的熟內戶帶行的

万因邯朕大舍拒瑰修改万目郎政耿盟回隊規章第 18奈 ,拒能在目豚郎政服夯中沒

立一介林力
‘
外交郎袋

”
的新郎件美別的提以.Ug 因此,外交邯袋只能与其他信

件邯件同等村待,除非邯政局之同筌汀有失的灰道或多迪林定,規定給予通避邯政

渠道侍送的外交郎袋較优惠待遇.然而央隊上,可以而且絰常給予外交郎袋某些更

多的照厥.因 此′起草第 26茶送一部分就是力了郎政些局或任何其他迋輸些局在

執行侍送邯袋的有夫規則吋,冬量根据速些規則給予郎袋最惠待遇.

(5〕  委員套汏力沒有必要耳入一奈,指 出本奈款中所有涉及外交郎袋地位

和保伊的規定也道用于所有种美元人伊送的郎袋,因力有失奈款的案文肘此已有明

确規定.在某些情況下,另 外音Π規定或提到旡人伊送的邯袋.第 24奈第 2款和

第 3U紊第 2款就是如此.委員套逐汏力沒有必要在本奈中提及把提單 (象最初提

UB兄
貿友全洪,《朕合回目隊多式耿迋公的套洪,第一卷:最后文件及固豚貨

物多式耿逐公的》 (朕合目出版物,出售品編咢:E81Ⅱ D7(第一卷)).

sg兄
特別擬告長的第四次技告,《 1983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2U-121瓦 ,文件 A/CN4/394和 Add1-4,第 312-31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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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的奈款草案那梓)或邯政收据作力
“怔明外交郎袋的官方地位的文件

”.委員全扒

力,第 24奈及其坪注也道用于第 26奈涉及的郎袋,它肘法別速些外交邯袋已作

了充分的規定.冬管委員套汏力在本奈案文中上迷提法沒有什么必要,但它承扒,

共狋上提單或郎政收据常常用作怔明托逐品扁于外交郎袋性炭的免据.且然速些文

件肘氓別外交郎袋本身并不是免肘必要的,但它們可以有助于肘速种伿別提供怔据

或江明.

第27荼 外交郎袋的安全和迅速送交

接受回或造境固庄力安全迅速送交外交郎袋提供方便,特別座确保外交邯袋的

送交不因形式上或技本性的規定而受到不座有的拖延或阻得.

(1) 夫于接受回或逮境固有叉努力安全迅速送交外交郎袋提供方便的第 27

奈是根据那些專致委員套通道第 13奈的同祥考慮而似汀的°因此,可 以悅,速一

祭戶生的根源与第 13奈的泙注的第 2段所指出的基本相同.

(2) 冬管本荼道用于各种外交郎袋,元淹是外交信使伊送的、委托船次或

机長遊送的逐是以郎政或其他任何逐輸方式友送的郎袋,但肘外交信使提供便利已

有了一奈具体規定,央 隊上是要使有人伊送的邯袋較容易地安全和迅速逐送和遊

交,遠就使本來村子元人伊送的,特別是那些以邯政或其他逐輸方式遊送的郎袋更

加重要,因力旡人伊送的郎袋的安全和迅速送交其隊上需要更多的注意.

(S9 殶想給予邯袋的便利時逐庄密切耿系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提到接受日或

迪境固及某些局力使公分通訊通迪使用外交邯袋正常送行需要提供某些林助或給予

合作的所有其他規定.象給予外交信使的便利一祥,給予外交郎袋的便利也庄垓患

是根据其取能的需要和央坏林助的需要,視其不同的逐送方式和具你的情況而定,

而且位垓以合理速一原則力指專.

(的  冬管在忤多情況下,給予外交郎袋便利舍給接受固或避境固戶生消板

的〤努,但在其他情況下,可能涉及的是比較私极的火夯,如遇交通同題吋給予优

惠的待遇,或者加速亦理貨物迸出所用的叔夫程序和手裝。全面列拳位鈴予外交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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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的便利似乎既不可取也不可能.較可取的亦法似乎是确定在什么祥的情況下需要

給予遠祥的便利.一般地悅可以肯定,虛垓由外交郎袋的公分取能和安全迅速地把

郎袋送交到其最后目的地的必要奈件未确定便利的范園.因 此,一般的准則將是,

每些出現危及郎袋的安全或迅速送交迋送或遊交的情況,便能或者粹引起給予郎袋

便利的需要.在遠方面,第 27朵強惆接受因或避境目庄确保郎袋的送交不因形式

上或技水性的規定而受到不庄有的拖延或阻得.連守速部分規定的亦法是喊少或免

除文半工作、錯夫手致、海夫手致,或允許迸入某些地區,例如向使困人員筌友特

別通行近,以便他們可以在机切的停机坪接收郎袋.

(S9 第 27奈及本泙注垃垓緒合第 23荼第 3款及其坪注,第 26奈及其坪

注,尤其是第4段來理解.

第 28奈 外交邯袋的保伊

1.外交郎袋不淹位于何赴,均不得侵犯,不得丹拆或扣留,并泣免除直接或通道

屯子或其他技木裝置的栓查.

2 但是,如果接受固或逍境固主管些局确有理由相信領信郎袋內裝載有第 25奈

第 1款所指的公文、文件或物品以外的物件,則 可要求在垓些局在埸的情況下,

由派遣回一名受杈代表丹拆郎袋.如果派遣回些局拒免速一要求,邯袋泣退回其友

送地.

(1) 第 28奈被伏力是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

的奈款草案的夫鍵規定.

第1款

(2) 第 1款中
“
外交郎袋⋯⋯不得幵拆或扣留

”
的措洞,照 最了四瓨編慕公

的中的有夫規定,即 1961年 《維也幼外交失系公的》第 29恭第 3款,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35荼第 3款第一句,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28

茶第 4款 ,1975年 維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第 29奈第 3款和第 57紊第 4款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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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公的中已含有的送一基本概念被第 28奈患結力
‘
外交郎袋不可侵犯’

,‘并位免除

直接或通避屯子或其他技木裝置的杜查
’
速一措洞則村其內容送行罔明.

(B9 外交郎袋不梵位于何楚均不得侵犯,不得幵拆或扣留的原Jll是速种通

訊手段最重要的方面,它作力一項規則,已得到普遍的承汏。邯袋不受搜查被看作

是反映了刁憤目豚法普遍承扒的、編慕公的 〔即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4

朵,《籬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33奈 ,《特別使市公的》第 26泰和籬也納回家代

表杈公的第 25奈和第 55無)所体現的外交和領事通信、使因或領倌的梢案和文

件不可侵犯速一基本原則.

(4) 送一規則第一介央辰內容是不得到派遣目的同意郎袋不得升拆.接受

目或逮境回方面送种克制的責任是保伊郎袋和尊重郎袋內容的机密性必不可少的姐

成部分,其來源是夫子外交通信机密性的原則。

〔5) 垓規則的另一共放性內容是接受囝或避境目不得在其領土內扣留郎袋

的又夯.扣留郎袋是侵犯以外交通信力手段的通訊自由.此外,扣厜郎袋意味看邯

袋在某一時期內赴于避境目或接受目些局的直接控制之下。速祥可能舍使人怀疑郎

袋在速段時期內受到与保守其机密性的要求不相容的擅自栓查.昱然,任何扣留郎

袋的行力都可能打孔逐送郎袋最初的吋同表,狀而延淏郎袋的運送.最后,扣 留郎

袋可能使郎袋的安全受到影晌,因 力接受固或避境目不可能始終确保邯袋的完整元

缺,并保怔邯袋旅行的達絞性.

〔U9 ‘
位免除直接或通道屯子或其他技木裝置的栓查

”
的措洞送一步罔明了

外交郎袋不可侵犯原則的范園.委員舍普遍忕力耳迷速句活很有必要,因 力技木的

友展戶生了十分先迸的粒查手段,很可能專致侵犯郎袋的机密性,而且只有那些最

友送的回家才抈有速些手段.另 一方面,本款并未延伸到9I郎袋及共性廣的昱著杯

志或杯圮送行外部檢查,因力送行速种外部杜查只是力氓別的目的,以保怔某一被

林力外交郎袋的容器确其具有速种性辰.本款并未排除在怀疑邯袋用于迋輸痳醉品

的情況下使用非侵入性的外部栓查手段,例如用嗅狗.

第2款

(7) 除第 2款 中的參照文字外,第 2款照暴了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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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第 35奈第 3款的案文,因 此只道用于尸格意叉上的飯館邯袋.在飯倌郎袋

方面,它兼願了派遣固在确保邯袋內容得到保伊、安全和机密方面的利益和接受因

或避境固在安全方面的利益.

(8) 大于遠一魚,委長套完全了解,可能濫用邯袋的情況不只限于領信郎

袋,也可能才大到尸格意叉上的外交邯袋,或使因或代表困的郎袋.些代的回豚央

跩中就曾友現利用或企困利用外交郎袋非法逼迸或迋出貨市、庥醉品、武器或其他

物品,甚至逐人的案例,違反了有失邯袋允許裝載內容的既定規Wll,掘害了接受固

或遊境目的正些利益.委員舍汏力,思管保伊外交郎袋位被看作是各固之同送行正

常公夯通訊的基本原則,但央行速一原則不立力影晌接受目正些利益的濫用提供机

舍.

(9) 夫于速一魚,委員舍申洪了把第 2款 中的領倌邯袋制度拼大到所有外

交郎袋的可能性.然而有些委員汏力,垃根据 1961年 《維也納外交美系公的》中

夫于尸格意又的外交郎袋的現有制度制汀所有郎袋的統一制度,而外交夫系公的沒

有給予接受目或送境目第 2款規定的杈利.委 員舍逐常以了一些中同的解決亦

法.最后,豋避肘速一同題的洋幼常以,委員套逸++k了 目前的与法,保持四項編集

公釣中的現有制度,作力能銘保怔本奈款草案更有可能得到各目普遍接受的妥林解

決亦法.

(1U9 委員套表明,在夫于不歧視和肘等待遇的第 6奈 的限制下,并不排除

各固在相互夫系中根据+.1定肘外交邯袋央行其他做法.它們尤其是可以同意將領倌

郎袋按外交郎袋制度赴理,或粹外交郎袋按領信郎袋制度赴理°

(11) 委員套逐ll二及,按照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58朱第 4

款,非銓兩有失接受目同意,不 同回家內以名巷領事官員力倌故的兩介領倌同,不

得互換領倌郎袋.

第 29奈 免除夫稅和捐稅

接受回或避境回泣按照其可能通避的法律和規章,允卄外交邯袋入境、逍境和

出境,并免除夫稅、捐稅和有夫妻用,力提供存放、卒逐及美似的服夯所征的發用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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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集公的中村于免除外交邯袋的夫稅和捐稅沒有具体的規定.第 29奈

是基于邯袋及其內容力使因、領館和代表因的
‘
公夯用品

’
的考慮而似汀的,因力按

照第 25奈規定的定叉,外交邯袋
“只限于裝載來往公文和寺力公分使用的文件或

物品
’.盤于上述原因,本規定來源于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36

奈、1963年 《籬也幼領事夫系公夠》第 5。 紊、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第 35

奈以及 ﹁975年堆也納回家代表叔公的第 35和第 65奈 .

(2) 各固有火夯允汻外交郎袋入境、避境和出境,送在固坏法和目家慣例

中都已确立,也是第 4紊所載夫于通訊自由速一原則的基本內容,因 力速祥才可

能做到安全、不受阻磚和迅速地遊送外交信件.遠一又夯也是外交郎袋所載公文、

文件或物品的公努性廣所必然決定的.接受目或逍境目的規章奈例可肘有秩序地管

理汀出原則,例如規定固定的入境或出境羔.

(B9 夫于第 29紊規定的免稅項目,包括避境固或接受目村迸出口物品征收

的夫稅和其他財政捐稅.免稅項目遜包括有失錯夫或其他手寂的安用,如有些回家

力确保某介項目或物品免稅地位所必須履行的手裝。免稅是根据有失回家的法律和

規章所央行的,范園包括接受目或避境回固內的規章荼例所規定的全目性、地區性

或地方性捐稅.然而,免征夫稅和有失表用以及避境固或接受目征收的其他捐稅,

不包括力友送、侍送和遊交外交郎袋所提供的存放、車逐、逗輸、邯寄或美似的服

夯發用.某些服夯妻用,例如邯裹或迋發可以免除,但只能以派遣回与接受目或避

境目之同的互惠林定力依据.

第四部分

李項規定

第 3U奈 遇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況吋的保妒措施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原因或其他非常情兄,外交信使或受托送交郎袋的用于商止

的船舶或弋机的船次或机故或任何其他船長或机組成長元法盤絞保管外交郎袋,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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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固或遊境回位將情況通知派遣固,并采取适些措施以便确保外交郎袋的完整和安

全,直至派遣因些局重新取得垓郎袋.

2.如果由于不可抗力原因或其他非常情況,外交信使或元人伊送的外交郎袋赴于

原先未預卄力避境目的一日領土內,垓目如果知情,即位給予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

本奈款所規定的保伊,特別是提供便利,使其迅速安全地萬幵垓回領土.

(﹁ ) 第 3U荼迷及在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況 (a)阻得外交信使或根据第

23恭受托遊送外交邯袋的任何人,包括用于商╨的船舶和弋机的任何船長或机組

成貝雞袋保管邯袋,或 (b9使外交信使或郎袋改交其預定行程,送入原先未預卄

力逍境目的一日領土吋,接受回或避境回方面的一些〤努.

第1款

(2) 第 1款迷及遇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況吋,如死亡、重病或意外事

故,外交信使.受托遊送郎袋的用于商╨的船舶或弋机的船故或机故或其他任何船

長或机組成長旡法鍵緻保管外交郎袋的情況.由于有失情況的特殊性和被保伊利益

的重要性,有理由要求接受固或避境因方面采取特別措施,保伊外交郎袋的安全.

遠一又夯必須視力各回力促迸外交通汛而央行因隊合作和國錯的一种表示,它來源

于第 4奈所規定的通訊自由的患的原則.委員套明确指出,本款元意包括通避郎

政或任何逐輸工具 (第 26奈)逐送的外交郎袋的丟失或文害事故,因力在速种情

況下,庄 由久黃逐送的有失服夯部ㄇ承拉第 1款所迷非常情況下的責任.

(S9 在速种非常情況下,接受回或避境目所采取的行功包括采取适些措

施,保伊郎袋的安全及其完整.送需要力妥善存放或保管邯袋提供必要的奈件.避

境回或接受目逐必須通知派遣目主管些局,悅明垓目友送的邯袋因非常情況正由它

保管.如派遣回在接受目或避境目沒有使倌或領倌,則 此通知位友給使倌或飯信.

若外交郎袋所在的接受園或避境回境內未沒此美使信或飯倌,則垓回些局須通知派

遣目外交部,或在其境內血黃保伊派遣固利益的另一日使倌.

(的  委員套9I于接受回或逍境目可能戶生上迷火夯的奈件做了三羔澄清.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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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遠种叉夯些然只有在接受固或遊境回知道存在本款所迷非常情況下才舍戶

生.其次,如果是委托船故或机卡逐送的郎袋,Jll只 有在接替指揮人長中或其他船

長或机組成長中均元人能姼盤致保管郎袋時,接受回或避境目才戶生遠种又夯.第

三,逐有人提出,第 1款肘接受目或避境回所賦予的〤夯是扁于行力的又夯而不

是結果的叉夯,亦即有失回家有黃任采取一切具有合理的必要性的道些措施,以确

保邯袋的完整与安全,即使有時由于元法控制的原因,未必能取得速一結果.

第2款

(ω  第 2款所我規定來源于 1961年 《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4U奈第 4

款,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第 54奈第 4款 ,1969年 《特別使市公釣》

第 42奈第 5款 ,1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第81荼第 5款 .

(U9 通常在正常的情況下,外交信使或元人伊送的外交邯袋力到送最終日

的地所途銍的避境回事先是明确的.然而,有時也舍出現如第 3柔泙注第 14-16

段所迷的情況,外交信使和元人伊送的邯袋不得不迸八未預汁力信使或郎袋正常路

我的某一日領土或停留一段吋同.速可能是因力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況,堵如惡

劣的气候奈件、弋机迫降、迋輸工具友生故障、自然文害或信使或擄帶郎袋者元法

控制的其他事件.与事先知道、在需要情況下已筌友造境筌近的逍境固不同,因遇

不可抗力邯袋所要避境的回家是元法預料的.速种情況只是在板特殊的奈件下才舍

出現.本荼第 2款所迷正是速种情況.

(7) ●961年 《維也幼外交夫系公釣》是制定有夫使倌成長及其家厲以及外

交信使和外交郎袋因遇不可抗力 (第 4U奈第 4款)而在迪境固領土迪境通迪的規

Jlll的 第一項多遊奈的.与 此規定美推,事先未預汁的遊境固有又夯給予逮境的外交

信使和外交郎袋与接受固所給予的相同的不可侵犯和保伊.在本坪注第 5段所列

其他編集公的中也有失似的規定.

(8) 夫于未預卄的逍境固在出現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況下所承捏的叉夯

分力兩大榮.首先是保伊的責任,确保信使不受侵犯,保怔郎袋的安全和机密性.

其次,未預卄的避境固位力信使或哪袋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使其迅速安全地南幵

垓目領土
’.遠句活的理解位是,避境回可以逸捧,或允并信使或邯袋鑑鎮其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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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目的地,或提供方便使其返回派遣固.在遠方面,提供便利的程度垃由本規定

的根本目的決定,即保伊各囝之同的通訊不受阻得以及在履行固豚〤夯和赴理囝豚

夫系方面的城志原Jl1.

第 31荼 不承汏回家或政府或沒有外交或領事夫系

在其領土內沒有回隊姐象的患部或亦事赴,或拳行回隊机构的套洪或大舍的目

家,村于派遣回來往于其使困或代表困之同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庄給予本奈款

所賦予的便利、持叔和豁免,思管在垓回同派遣目之同不存在外交或領事夫系,或

者其中一日不承汏另一固或另一目的政府。

(1) 派遣圄或回隊組象來道目的叔利和叉夯不受它們之同互不承汏或沒有

外交或領事夫系影晌的基本概念,載于 1995年維也納目家代表叔公的第 82荼 ,

因此垓奈是第 3● 荼的來源之一.委員套在起草本規定時,主要夫心的是如何清楚

而确切地界定其日杯与范園。因此,本規定寺ㄇ注重表迷按照本奈款向派遣目來往

于其使因或代表困之同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提供方便、特叔和豁免,本荼一幵共

即列出1995年維也納公的第 1荼第 1款 (15)項所載夫于
“
未道回

’
的定〤.

(2) 委員套通道第 31奈是有重要理由的.信使取能的重要性和意〤以及郎

袋作力各固公分通訊的切其手段的目的,元淹回家或政府的承汏同題或存在不存在

外交或領事大系的同題如何,都值得給予特別的保伊和村待.正常送行公分通訊有

利于籬伊圄狋合作与涼解,因 此,庄垓給予便利.

(3) 第 31奈 同時提到
‘
不承汏

”
和

“
沒有外交或領事夫系

’,因力元梵承汰固

家或政府都未必意味著建立外交或領事夫系.’
U 

此外,它包含京道因不承人派

遣固或派遣目不承汏索道目.如第 1紊所反映的,本紊逐涉及派遣回同其使因和

’U兄 《耿合目夫于回家在其肘固隊姐班夫系上的代表叔套坡的正式圮最,第二

卷,套決文件》〔瑛合圄出版物,出售品編母:E95V12),第 52-53丌 ,有夫第

79奈的坪注第9段 .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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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因之同以及使因和代表困同派遣目之同通訊的相互性.

(●9 給予本奈草案所迷的便利、特杈或豁免本身并不表示給予回承汏派遣

因或其政府.更不表示派遣圄承汏給予便利、特杈或豁免的回家.

第 32奈 本來款同其他公釣和捇定的夫系

1.本來款在它和第 3奈第 1款第 1項所列各項公的的些事固之同位是上逑公的

所載夫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地位的規則的增扑.

2 本奈款的規定不妨得其他日隊林定些事回之同現行有效的其他回豚+.-定 .

3 本奈款的任何規定均不阻得其些事目締緒有失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

外交邯袋地位的固隊1.●定,但速些新怭定不得違反本奈款的目的和宗旨,而且不得

影晌本柔款其他些事固依本奈款享有其杈利或履行其〤夯.

(1) 第 32奈的宗旨是确立本奈款所載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妒送的

外交郎袋地位的規則与有失同一主題的各失林定中所載的各美規則之同的法律夫

系.送些英別將逐款分別予以淹迷。

第 1款

(2) 第 1款是夫于本寨款与第 3奈第 1款 (1)瓨提及的三介編纂公的之同

的夫系,即 ︴961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釣》、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和

1995年籬也幼回家代表杈公的.在速一方面,位指出制訂本奈款的主要目的是确

立有失信使和邯袋地位的連貫而統一的制度.一直是在通迪逐漸友展和編集迸一步

規定送一同題的新的更洋細、具体的奈款,以期央現有失通避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

送行公夯通訊的法律制度規則方面所希望的林琱和統一.因 此,本紊款元意修改只

能由其鍗的固修改的上迷公的,而是肘編寨公的所我的夫于信使和邯袋的規定作出

增朴.然而,上逑公的某些規定的适用可能因本奈款的增朴性廣而受影晌,因力本

注
”

’n參兄上文第 54-6U段 .

-“ 一



奈款草案林琱和友展了有失信使和邯袋的法律制度的規Jl1.如果厲于速种情況,nll

位道用 1969年 《維也納奈約法公的》η 中夫于同一主題內容的ㄞ次紊的的道

用的規il1.

(B9 ‘
在它和第 3奈⋯⋯所列各項公的的些事因之同⋯⋯的增朴

’
一悟意在

說明本奈款的增朴性反只在有失國家也是上迷公的的些事回吋才适用.

第2款

(4) 除
‘不妨得

’
一悟引自 1g,5年籬也納回家代表杈公的第 4款 (a)項

外,第 2款的直接來源是 1963年 《籬也幼領事夫系公的》第73荼第 1款 .

(S9 第 2款規定了本奈款与除了第 1款 中提到的怭定之外的現有怭定之同

的法律夫系.各回在成力本奈款的些事目之吋,可能已是除了編寨公的之外的夫于

同一主題的取道或多迪林定的些事回.肘一些回家之同的領事夫系作了規定的并多

領事寺釣或怭定便是一例.第 2款的目的在于保留規定相同的主題內容的林定的

地位,并肘那些林定所戶生的各回叔利的火秀起一介保障奈款的作用.垓款庄垓按

1969年 《籬也幼奈的法公的》第 3U奈解釋.

(6) 第 3款受 1975年維也納回家代表板公的第 4奈 (b9項 的店友,但其

中所載奈件來源于 1969年 《維也納荼的法公的》第41奈第 1款 (b)項
.

(9) 第 3款涉及本奈款与某些些事固今后可能就同一主題內容筌汀的柲定

一一以在速些些事回之同确汏、朴充、甘展或充其本奈款的規定一一之同的法律夫

系.本款承扒各固有筌汀速些新林定的叔利,但它規定了一些旨在保障本紊款基本

規則的限制.因此,速些新林定不能違反本奈款的目的和宗旨,而且不得影晌其他

些事回依本奈款享有其杈利或履行其火夯.如第 28紊坪注第 1段所說明,兩因之

同一致同意將領倌郎袋按外交邯袋制度赴理或將外交郎袋按領倌郎袋制度赴理的怭

定,不違反本奈款的宗旨和目的。兩目之同規定放方的郎袋將受屯子或机械杜查的

’2耿
合因,《奈的集》,第 1155卷 ,第 331丌 .

拗
�祤

眽�祤邪
�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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柲定也不連反本奈款的宗旨和目的.

(8〕  第 3款的規定位与第 6奈的不歧視和9I等待遇規定及其坪注秩系起來

理解.

2 夫于特別使市因信使和邯袋地位的第一任摔決定串草案

夫于特別使市因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一任捧決定串草案

本決定中和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妒送的外交啷袋的地位的紊款 (以下

何林
‘
奈款● 的些事目決定如下:

第 一 奈

奈款也道用于回家同元淹何赴的 1969年 12月 8日 《特別使市公的》所指垓

固特別使市困之同,以及送些特別使市因同派遣回或垓目其他使困、領倌或代表困

之同送行公分通訊所用的信使和邯袋.

第 二 奈

力柔款的目的:

(a) ‘
使因

”
也指 1969年 12月 8日 《特別使市公的》所指的特別使市田;

(b) ‘
外交信使

’
也指豋派遣回正式授杈袒任 1969年 12月 8日 《特別使市

公的》所指的特別使市因信使,受托久黃保管、返送和遊交外交郎袋,用于送行本

決定中第一奈所指公分通訊的人長;

(ω  ‘
外交郎袋

’
也指元淹有旡信使伊送的,裝載來往公文和公夯寺用文件

或物品,用 于送行本決定中第一奈所指公夯通訊,附有外部杯圮,可資洪別其性辰

力 1969年 12月 8日 《特別使市公釣》所指的特別使芾因郎袋的包裹.

第 三 奈

﹁ 本決定中在它和 1969年 12月 8日 《特別使市公的》的些事固之同位是

垓公的所載夫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地位的規則的增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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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決定中的規定不妨磚其他目豚林定些事固之同現行有效的其他日隊林

定.

3 本決定半的任何規定均不阻磚其些事回鍗錯有失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

妒送的外交邯袋地位的因豚浾定,但速些新林定不得達反奈款的目的和宗旨,而且

不得影呴奈款其他些事因依荼款享有其杈利或履行其又秀.

(1) 如第 1奈泙注中所解釋的,委 長套決定在本奈款范日內不包括 1969

年 《特別使市公的》所規定的特別使市困信使和郎袋.考慮到委員中和一些政府表

迷的意見,同 ●f盤于 1969年公的的些事固餃少,委員舍感到特遠种信使和郎袋包

括在本奈款范園內可能阻得更多尚未加入垓公的的回家接受本奈款.但 由于汏汏到

些前在外交和領事法領域力逐漸友展和編寨所作的努力的最終日杯是村所有信使和

郎袋制定一介全面、達貢和統一的制度,因 此,委員舍不愿阻止有意將本奈款草案

制度也道用于特別使市困信使和邯袋的各固送祥做.它 力此采取的亦法是制汀本任

摔決定串草案,其唯一目的是向各回提供將本奈款草案甘大道用于上迷信使和郎袋

的法律手段.速一解決亦法校一旗通道的解決亦法更符合上逑目林和理由,一放通

道的亦法是,冬管本來款范園ㄏ泛,涉及所有信使和郎袋,但各目仍可以第 33紊

草案 〔后來刪去)中設想的友表任摔性戶明的亦法,隨吋以中面戶明,具体規定不

通用本奈款的任何美別的外交信使和相位美別的外交郎袋。現在的解決亦法在以下

兩者之同取得了更恰些和細致的平衡:一方面是确保速一領域的外交和領事法在逐

漸友展和躺集中央現上迷日杯,另 一方面是固隊社套肘确保本奈款草案得到最戶泛

接受的失心.

(2) 任摔決定串的每一恭款大体上都可在本荼款草案中找到相位的奈款.

第一奈相些于本紊款草案的第 1奈 ;第二奈相些于奈款草案的第 3奈第 1款第 1

項、第 2顎和第 6項 ;第三奈相些于紊款草案的第 32奈 .因此,肘有失奈款草案

的坪注基本上也道用于本決定#草案的相位奈款.

(3) 第一朱在界定本決定#的范目吋,也規定了其目的与宗旨,即本紊款

草案也迢用于 1969年 《特別使市公的》所指的特別使市因的信使和郎袋.除 了寺

-89-



ㄇ提及垓公的所指的特別使市目的信使和郎袋之外,它采用了与本荼款草案第 1

茶相同的提法.

(Φ  第二奈确定了构成有失本決定中草案范目的第一奈的具体內容的概

念,速些內容有別于有失奈款草案范目的第 1奈.送些概念是:‘特別使市困
’
、
‘
特

別使市固信使‵ 和
‘
特別使市困郎袋

’.第二奈的目的是在奈款草案中凡出現
‘
使

困
”
、
“
外交信使

’
和ㄅ卜交郎袋

’
等用悟吋,力本洪定中草案各些事因拼大肘速些用活

的解釋,以將特別使市困及其信使和邯袋包括在內.速祥本奈就增朴了奈款草案第

3奈第 1款 〔1)、 (2)、 (6)項 中的定〤.

(5) 第三奈确定了根据本決定中草案道用于特別使市困信使和邯袋的有失

外交信使和邯袋的地位的規則与有失同一主題內容的各美林定之同的法律夫系。垓

夫基本上采用了与奈款草案第 32奈相同的錯构和提法,各美林定Jll在各款中分別

站及.

3 夫于普遍性目眛組欽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二任捀決定半草案

夫于普遍性目隊鈕欽信使和郎袋地位的第二任摔洪定串草案

本決定中和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奈款 (以下

何林
‘
奈款● 的些事回決定如下:

第 一 奈

奈款也道用于普遍性目豚組象以下公奔通訊所用的信使和郎袋:

(a) 与其元淹何赴的使因和亦事赴以及速些使困和亦事爽之同的公分通

〔b9 与其他普遍性目隊組象之同的公夯通訊.

第 二 奈

力奈款的目的:

(a) ‘
外交信使

”
也指篷固杯鈕欽正式授叔但任信使,受托久黃保管、逐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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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遊交郎袋,用于送行本決定半第一奈所指公夯通訊的人貝;

(b9 ‘
外交郎袋

”
也指元梵有元信使拼送的,裝載來往公文和公夯寺用文件

或物品,用于送行本決定串第一奈所指公奔通訊,附有外部柝圮,可資洪別共性廣

力固狋鈕象郎袋的包裹.

第 三 奈

1 本決定爭在它和 1946年 2月 13日 《耿合目特杈及豁免公的》或 1947

年 ●9月 21日 《寺ㄇ机构特叔和豁免公的》的些事固之同,座是上迷公的所載夫

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地位的規則的增朴.

2 本以定串的規定不妨磚其他固豚怭定些事目之同現行有效的其他日隊林

定.

3 本決定中的任何規定均不阻磚其些事固締結有夫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

妒送的外交郎袋地位的日狋怭定,但速些新+.+定不得違反茶款的目的和宗旨,而且

不得影晌奈款其他些事回依奈款享有其杈利或履行共〤夯.

(1) 由于本奈款草案第 1奈 的規定,本荼款的范園俠限于回家使用的信使

和邯袋.但在委員舍就速一寺題送行工作的各介險段,都有人提出是否可能持紊款

草案的范園拼大至固豚組欽在公奔通訊中使用的信使和邯袋的同題.目豚組玖在公

夯通訊中使用信使和郎袋的做法是戶泛存在的,并受到肘因狋組象的地位作出規定

的重要多迪公的的承汏.例如,1946年 《耿合囝特杈及豁免公的》’s 
中夫于通

訊便利的第三奈第 1U市林:‘琺合回庄有使用密碢之叔利;得用信使或邯袋收友郎

件,共信使邯袋立享有外交信使及外交郎袋之同祥豁免及特叔。
’1947年 《寺ㄇ机

构特杈和豁免公的》π 中夫于通訊便利的第四奈第 12市林:‘各寺ㄇ机构泣有使

用密碢及由信使或用密封郎袋收友函件之杈利,其信使郎袋位享有外交信使及外交

’3兄上文腳注 43.

π
兄上文腳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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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袋之同祥豁免及特叔.’位指出,有一大批回家是速兩介公的的締的固,它們不仗

承汏蚨合固及其寺1●机构有叔使用信使和郎袋,而且將速些信使和郎袋的地位等同

于外交信使和邯袋的地位.

(2) 然而,由于委員舍內和來自各固政府的坪梵中肘于是否拼大本紊款草

案的范園以便將囝隊鈕象的信使和郎袋包括在內存在意凡分歧,委員套逸摔了把范

日限于目家使用的信使和郎袋的做法,以免影晌本奈款草案被接受.但整于前段中

用明的各种考慮,委員舍也汏力以下的做法是合道的:各目如有此意愿,可逸摔將

本泙注的第 1段的道用性至少廿大至具有普遍性的回隊鈕努的信使和郎袋.委員

套以本任捀決定串草案的亦法做到了速一羔。

(3) 第一奈界定了本任摔決定半草案的范園以及其目的和宗旨,即將奈款

草案道用于普遍性固隊組象力公夯通訊使用的信使和邯袋.1975年 維也夠回家代

表公的 (第 ﹁奈第 1款 (2)項)村‘
普遍性回隊組象

’
概念下了如下的定叉:‘朕合

固、各介寺鬥机构、目豚原子能机构和任何美似的、其成見和責任具有全球性規模

的 〔政府同〕組象.” 本奈包括:(a)回 豚組銀与其淡在任何地羔的代表因和亦事

赴之同,(b)遠些代表困和亦事爽与目豚組欽或它們彼此之同,狄向或相互性辰

的公分通訊.其范園也包括普遍性回隊組玖之同以信使和郎袋送行的通訊.

‘(4) 第二奈的目的是力決定中草案的各些事目在本奈款草案中凡出現
‘
外交

信使
’
和

‘
外交郎袋

”
等洞悟之赴F大肘這些洞悟的解釋,以使其也包括

‘
固隊鉏象的

信使
’
和

‘
目豚鈕象的郎袋.” 因此送一奈是村荼款草案第 3奈第 1款 (1〕 、(2)項

中所我的定火的增朴.

(5) 第三無确定了按照本決定串草案道用于普遍性目豚組珠信使和郎袋的

夫于外交信使和郎袋地位的規Illl与 同一主題內容的各美林定中所我的規則之同的法

律夫系.垓柔基本上采用了与本茶款草案第 32朱相同的錯构和提法,各美林定Jll

在各款中分別站及。位指出,第三朵第 1款寺ㄇ提到 1946年 《球合回特杈及豁免

公的》和 1947年 《寺ㄇ机构特杈和豁免公的》,因力由于大批回家是速兩介公的

的締夠固,速兩介公的可以被汏力是琺合固及其寺ㄇ机构的特板和豁免方面真正具

有普遍性的編集公釣.本紊款草案第 32柔各款的坪注大体上也道用于決定串草案

第三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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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A 早言

73 大舍 1947年 11月 21日 第 177(︳ ︳)咢央洪指示委員套:〔a)編汀姐

俺堡法庭組象法及法庭判決→所确汏的固狋法原則,并 (b9似具危害人美和平及

安全治罪法草案,明 示上列 (a)段所林原則位具有的地位.委員套 1949年第一

屆舍洪任命址 .新皮『普洛斯先生力特別根告長.

74 在特別根告見拫告的基砧上,(a)委員套 195U年第二屇舍洪通避了似

打的組俺堡法庭＿1n象 法及法庭判決半所确汏的因隊法原則,’
s 

并連同坪注提交

大舍;〔b)委 員套 1954年第六屇套洪向大全提交了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

案
祐 和坪注.’

’

95 大舍 1954年 12月 4日 第 897(｜×〕母袂被考慮到,委員套似汀的危害

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提出了与侵略定火同題密切相夫的同題,并鈭于大舍已

委托一介特別委員套編耳夫于侵略定又草案的拫告,因 此決定在特別委員舍提交拫

告之前,推退常以治罪法草案.

76 大套 1g,4年 12月 14日 第 3314(××｜×)母決洪以林商一致方式通避

了侵略定〤.

97 1981年 12月 1。 日,大舍在第 36/1U6咢決洪中清委員套恢复工作 ,

以似汀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并 以必要的优先次序加以常查,以便送行

’s 以下林
‘
鈕俺堡原則

”
,《 195U年⋯⋯年銴》,第二卷,第 394-378頁 ,文

件A/1316,第 95-129段 .

’e 《1954年⋯⋯年盤》,第 二卷,第 15U一 ●52更 ,文件 A/2693,第
49-54老殳.

’’ 鈕俺堡原則和 1954年治罪法草案的案文兄 《1985年⋯⋯年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2頁 ,第 45段 ,和第 8更 ,第 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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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常,同 時道些考慮到回狋法逐漸友展逍程中所取得的成果.’
B

78 委貝舍 1982年第三十四屆套洪任命杜杜 .錫正姆先生力本昔題的特別

報告貝.委員套汰 1983年第三十五屆套洪到 1984年第三十六屆套洪收到特別拫

告長的兩份根告.力

79 到委員套 1984年第三十六屆全洪錯束時,本寺題的工作送到如下險

段.委員套汏力,治罪法草案只泣包括最尸重的目狋罪行.送些罪行特參照一介↓息

的杯准以及与本寺題有失的公的和宣言來确定.夫于可承捏回眛刑事責任的法律主

体,委員套希望了解大套肘送介同題的現羔,因力回家的回坏刑事責任同題是政治

性同題.夫子治罪法的執行,由于一些委員汏力,一部既不規定刑罰又元有叔限的

刑事申判机构的法典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因 此委員套清大套指明委員套的任夯是否

也包括似汀有板常判介人的目怀刑事常判机构的挑的.BU 委長舍逐清大全指明

速祥的常判机枸是否也有杈申判回家。 B1

8。  而且,委員舍已說明,夫于治罪法草案就人而言的內容,它打算在現險

段仗限于今人的刑事黃任,但不妨磚以后根据各固政府友表的意兄常洪是否有可能

將固隊刑事黃任速一概念道用于回家°夫于委員套治罪法草案工作的第一險段,委

員舍打算根据大套 1983年 12月 19日 第 38/132手決以,先似汀一份暫汀罪行

’B 大套 1987年 12月 7日 第 42/1引 景決以同意回隊法委員套的建以,修

改了寺題的英文杯題°因此青題的英文林題力:‘ DraftCodeUfCrimesagainst the

PeaceandSecur〡tyof●Ⅵankind” .

’g 速些報告載于以下文件:第一次根告:《 1983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

部分),第 137頁 ,文件 A/cN4/364.第 二次報告:《 1984年⋯⋯年盤》,第

二卷 (第一部分),第 89頁 ,文件 A/cN4/397.
BU 

夫于固隊刑事常判机构同題,兄委員全第三十七屆舍決扳告 《1985年⋯⋯

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9頁 ,文件 A/4U/1U,第 19段和腳注 16和

17.

“ ㏎ 983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6丌 ,文件 A/38/1U,

第69段 〔c〕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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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草,同 時考慮似汀一介早言,概迷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方面的回狋刑法一般

原則.

81 夫于治罪法草案就事而言的內容,委員套打算將 1954年治罪法草案所

我的罪行包括迸來,由委員舍在較后險段考慮在形式和央廣內容上作道些的修改.

在第三十六屆套以上,委員舍出現的患的是勢是,如果可找到道些的法律提法,變

成粹殖民主叉和种族隔南列入治罪法草案,在可能情況下也螢成將尸重捐害人爽坏

境和銓游侵略列入.委員全第三十七屆舍迸一步討梵了絰渀侵略的概念,但沒有作

出明确的結滼。夫于原子式器的使用,委員舍洋知地討淹了遠一同題,并打算根据

大套表送的意兄,更深入地忖淹速一同題.夫子雇佣兵活功,委貝套汏力,就送种

做法用以侵犯回家主板、破坏政府的穗定或反肘民族解放逐劫而言,它构成了危害

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然而,委員全汏力,最好庄考慮到似汀反肘招募、使用、資

助和洲銖雇佣兵目豚公的特沒委員套的工作.夫于扣留人辰、針村享有外交特杈和

豁免的人長使用暴力等等和劫持弋机,委員套汏力遠些行力的一些方面可汏力与固

隊恐怖主叉現象有美,因此位仄速介角度哭理。夫于海盜行力,委員套承汏按刁慣

固拆法速是一种因豚罪行.然而,它 怀疑,在些今的回隊社舍中,速种罪行能否尸

重到构成村人美和平及安全的威跡.”

82 委員全在 1985年第三十七屇全破和 1988年第四十屆套以之同常快了

特別拫告長的另外四份手艮告.as 它逐將特別根告見報告中所載的第 1至第 1●

荼送交起草委員套.在三十九和四十屆舍以上目你法委員套暫時通避了以下荼款:

﹁(定火);2(定性);3(責任和愆新〕;4(常判或引渡的火夯〕;7(一事不再

B2 《1984年⋯⋯年整》,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17頁 ,文件 A/39/1。 ,

第 65段 .

BB 
速些拫告特載如下:第三次拫告,㏎ 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

分),文件 A/CN4/389,第 四次根告,《 1986年⋯⋯年盤》,第 二卷,文件

A/CN4/398,第五次拫告,《 1987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文件

A/CN4ˊ 4U4和 第六次拫告,《1988年⋯⋯年鑒》,第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

A/CN4/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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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8(不溯及既往);1。 〔上級的責任〕;11(官 方地位和刑事責任);12(侵

略｝,田  及其坪注.Bs

B 本屆舍決常快速介寺題的情況

83 委 長舍本屆舍快 收到特別拫告長夫于本 寺題 的第七次根告

(A/CN4/419和 Add1).特別拫告貝在其擬告中改与了他在 1986年第四次根

告中提以的夫于找爭罪和夫于危害人美罪的朵款草案.Be 新的第 13奈 (找 爭

罪)和第 14紊 (危害人美罪)B’  附有泙注,患錯了理梵上的村淹和委貝套內討

梵的要羔,而且解釋了特別拫告長力何提洪新的案文的理由。夫子找爭罪,特別拫

告見在其拫告中特別討梵了定又同題、用悟同題和找爭罪的尸重性及找爭罪与尸重

達法行力的匡別同題.夫于危害人美罪,特別報告長在坪淹中特別甘稔了其概念同

題,种族人免的概念同題,以及不人道行力的概念同題,特別是村人身的侵犯、討

財戶的侵犯和不人道行力的大規模和有系統的性廣同題.他近討淹了其他罪行,如

种族隔寓、奴兼制和強迫芳功.

84 委員合汏 1989年 5月 3日 至 16日 和 5月 23、 24日 在其第 2U96至第

21U2次舍袂上和第 21U6及 第 21U7次舍以上申快了特別拫告長的第七次拫告。

在听取特別根告長的介紹后,委 員套常洪了根告中所我的第 ﹁3和 第 ﹁4奈草案,

并在第 21U2次舍決上決定粹其送交起草委員全。本拫告第 88-21° 段反映了委員

們9+那些奈款草案的坪梵和意凡.

85 委員全在忖梵結束吋普遍同意治罪法草案中的每一种罪行位垓草列一奈

B. 遠些奈款集文兄本章 C1市 .

Bs 
夫于委員舍三十七至四十屆舍以上本寺題工作更洋鈿的介鋁,兄 《﹁988年

⋯...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56-57烎 ,第 2U1至第 214段 .

Be 
兄 《1986年⋯⋯年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3-44兵 ,腳注 1。 5,

第 12和 13奈草案.

B’ 遠些奈款的編景是特別寺艮告見提洪的編景。由于委員套后未已暫時通道了

編母力 13和 14的其他荼款,因 此上迷編母最后逐需要改功 (兄下文第 8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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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86 委長套 ●989年 7月 11至 13日 第 2134至第 2136次舍以上申洪了起

草委員全的報告后,暫 吋通避以下奈款:第 13奈 (侵略的威勝〕;第 14奈 (干

涉);第 15紊 (殖 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

89.委 長舍委員們夫于哲吋通避的速些奈款所友表的看法反映在各荼有夫的

坪注中,遠些坪注和奈款集文兄下文 c2市 .

1 找爭罪

88 特別根告長在介紹第 13奈草案
BB 

吋悅避,找 爭罪的定〤提起了三介

BB 
特別披告貝在其第七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13奈草案的兩介各逸案文如下 (兄

下文腳注 1U7):

“
第二章

“
构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力

“
第 13奈 我爭罪

第一各逸案文
‘

〔a) 任何 (尸重〕違反找爭法規或刁慣的行力均构成找爭罪.

已(b, 在本治罪法意〤范園內,‘ 找爭
’
一洞指 1949年 8月 12日 日內瓦四

公的共同的第 2奈和速些公的的 1977年 6月 8日 附加以定串第 1奈第4款所界

定的任何固豚性或非回隊性武裝沖突.’

第二各逸案文
‘
〔a) 在本治罪法意火范園內,任何 〔尸重〕違反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回狋法規

則的行力,均构成成爭罪.

‘(b) ‘
适用于武裝沖突的回隊法規則

’
一悟指沖突各方所筌汀的目隊林定所規

定的規則,以及道用于武裝沖突的普遍公汏的囝隊法原則和規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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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題.第一介同題是要知道定〤中要不要包含尸重性的視念.

89 第二介同題冬管具有法律的含火,但性炭上是木活的同題,它 涉及逸捀

哪一介用浯來指明如果違反即构成找爭罪的法律規范的同題.有兩介可能逸摔的用

悟:‘找爭法規或刁慣
〞
和

“
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固坏法

’
.

9U 第三介同題是定〤的方法同題,也就是說,送介定火是一般性定叉遜是

采用列犖的方式,如果列拳的活,是洋冬元遺地列半,透是提示性地列犖.

〔a) 尸重性概念和找爭罪的定〤

91 特別技告貝曾悅避,在兩介各逸案文中,第 13荼草案都在我爭罪的定

叉中引迸了尸重性概念.然而他指出,﹁ 9U7年海牙公的、
Bg 姐俺堡固豚軍事法

庭組象法sU 迒素回豚軍事法庭 (末京法庭)組象法田 和盟回管制委員套第 1U

手法 92 均不根据其尸重程度匡分被林力找÷I.罪 的行力.‘ 找爭罪
”
用悟中

“罪’
一

洞并不是按其技木和法律的意〤來理解,即指最尸重的犯罪行力,而是按一般的犯

罪行力的意〤來理解,其中并元任何尸重性的因素.

92 特別根告長指出,尸 重犯罪行力和其他犯罪行力也秣普通犯罪行力之同

Bg ●gU9年 1U月 18日 夫于瞄地我爭法規和刁慣的第四公的 (兄斯科特編

㏎899年和 19U7年海牙公的和宣言》第三版 〔鈕的,牛津大苧出版社,1918

年,第 1UU更 ).

gU 1945年
8月 8日 追坼和恁從歐洲軸心目主要找爭罪犯的俺敦砵定所附姐

豕法 (耿合固,《奈的集》,第 82卷 ,第 279頁〕.

91 《美固肘外夫系文件》,第八卷 (1945年 9月 至 1946年 12月 )(普林斯

頓大苧出版社,1948年)第 354烎起各頁.

” 夫于愆赴犯有成爭罪、危害人美罪、危害和平罪人長的法律,1945年 12

月 2U日 在柏林制定 (盟 目管制委員舍,《翠管立法》柏林,194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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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匡別,是在以后隨看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
gs 

和第一手附加決定串
解 出現

的.速些文串賦予速种區別法律上的后果,因力只有尸重的犯罪行力各目才有〤夯

送行愆赴.日 內瓦四公的持尸重性概念引迸達反人道主火法行力的等級中來,宣林

只有尸重達反人道主又法才构成找爭罪.

93 然而委員舍 1954年的治罪法草案卸沒有按照其尸重程度肘找爭罪作任

何匹分。因此在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和第一附加決定#一方以及委員套 1954年

治罪法草案所仿效的前途法律文半的另一方之同,在做法上是不同的.

94 特別拫告貝遜指出,委長舍在 5U年代就注意到尸重性的同題.在 195U

年 9月 4日 的套以上曾就赫德森夫于在找爭罪定〤中引迸尸重性因素的建以展幵

忖梵.gs 但些吋委員舍沒有接受速介建洪.

95 然而,他強惆指出,在通常林力
“
找爭罪

’
的行力中,有一些就是普通的

犯罪行力.所以,有人曾指責某些軍事法庭,特別是英占匡的法庭,有時肘一些小

事也道用第 1U咢 法.照他看來,送种情況特別是由于速些法庭肘垓法律作很克的

解釋,不址庄受申斥的行力不受法律愆赴,冬管速些行力不厲于尸格意〤上的罪行

一美.另 外,第 1U手法同妞俺堡或末京法庭的組象法不同,它 肘找爭罪的定火是
“
暴行或犯罪

’(第二奈第 1(b)款〕.“ 罪
”
速介洞在速里并不具有其技本上的意

又,只是具有一般犯罪行力的意〤.

96 最后,按特別根告長的意兄,現在必須在法律用悟中做到更加准确,肘
‘
罪
”
一面按最尸重犯罪行力的意〤來理解.可是,第 13朵草案中,“尸重

”
速介形

容洞暫時是放在方括咢中,因力泣垓由委員套在兩者之同做出逸摔:或者特所有達

反找爭法的行力都林力找爭罪,或者只是尸重違反行力才林力找爭罪.

97 件多委員舍委員扒力,只 有极其尸重的違反找手法行力才能視力危害人

gJ 1949年
8月 12日 夫于保伊找爭受害者的日內瓦公的 (耿合回,《奈的

集》,第 75卷 ).

g1 1997年
6月 8日 在日內瓦通避的夫于保伊固豚武裝沖突受害者的第一洪

定串 (同 上,第 1125卷,第 3更 )。

gs 
兄 《195U年⋯⋯年盤》,第一卷,第 π48更,第 6U次舍洪,第 1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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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和平及安全罪行.他們的看法是,既然委員舍已銓將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界

定力非常尸重的犯罪行力,能包括迸來的也只能限于具有遠种性廣的找午罪.今后

找午罪將是一介更戶泛的概念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概念中的一介成分.不能沒

想不具有非常尸重程度的行力能被視力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罪行.按送些委員的意

兄,速今形容洞是必不可少的,方括母必須去掉,以便避免將輊微違反武裝沖突挑

則的行力也納入治罪法范園.在遠方面他們提及第四今日內瓦公的第 146和第

﹁47奈
gG 

以及第一咢附加以定中第 85奈 .g,

98 美于尸重性概念本身的确定,有人指出有兩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以罪行

的性廣本身力基砧,另 一种方法是要考慮到罪行的后果。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及

其附加以定串是采用第一种方法,以罪行的性廣力准.

99 有些委員汏力有兩种确定尸重性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在治罪法本身中

确定,就是在治罪法中列出規定的違反行力的清草.速种尸重性的确定厲于委長舍

的取能,因 此委員套有黃任提出一介构成找爭罪的違反行力清草。另一种方式,不

梵治罪法根据行力的內在性辰肘于垓行力如何定性,法院都位考察有元喊輊或加重

赴罰情市,以 便确定行力人的責任.這些委貝人力在第 13柔草案中最好用

“
breaches” (違反)一洞而不用匆io〡 ations’ (違反)一洞.

1UU 有些委員卸傾向于在泰款草案中不要用㎏ravebreaches” (尸 重違反)

速介用悟, 日內瓦四公的使用速介用悟,而速些委員汏力它并不包括所有的我÷1.

罪,甚至不包括所有具有一定尸重性的找爭罪.他們党得較好的做法是在第 13奈

中提到
“
seⅡ onsvio｜ ajons’ (尸重違反)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固豚法規則的行力.

1U1 有人分析了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及其附加以定串的有失奈款案文,強

琱指出
“
我爭罪

〞
概念比㎏raveb「each’ (尸 重違反)的概念更戶.但是㎏rave

breach’和
“
seⅡ onsvi°〡auons”之同的匡別卸不清楚.公的和決定串的案文似乎是

將遠兩介概念些作同〤悟來使用的,只有第一附加決定串第 9。 各第 2款 (c9項

g. 1949年
8月 12日 夫于找吋保伊平民的日內瓦公的 (耿合回,《茶的集》,

第95卷 ,第 289更 ).

D’ 兄上文腳注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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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 是例外,在那里兩者也許是有匹別的,不避案文并未完全消除疑同.

1。2 最后,有些委員反肘在找爭罪的定〤中引迸尸重性的概念.一位委員

特別指出,就找爭罪而言,在存在了一介多世紀以來的夫于找爭罪的固豚法中汏來

不曾出現尸重性的概念.速位委員悅,現行的回豚法規則允忤交找目在逮捕敬固翠

臥中蓮反任何找爭法規則的成長后,肘其送行追坼,即便是輊微的違反行力.另 一

位委員強調悅,不梵是軍人遜是平民,任何人凡犯有逮反适用于武裝坤突的目隊法

規Jll的行力,即 可作力找爭罪犯予以恁赴,不存在什么尸重性杯准.

1U3 夫于上一段中提及的意兄,有人指出同題不在于修改
“
找爭罪

’
用悟通

常的意又,也不在于修改進用于
‘
找爭罪

”
的制度.同題只在于确定治罪法草案意火

范園內的
“
我爭罪

’
概念.

(b) 使用的木浯和找爭罪的定〤

●
。
4 特別拫告貝在提出第七次被告9,l指 出,有人汏力

‘
我爭罪

’
的用活已銓

避吋,位垓以
“
武裝沖突

”
來取代

‘
找爭

”
一洞.然而他強淍悅,大量的公的和其他日

隊文中,特別是 19U9年的海牙公的、鈕俺堡法庭組象法和末京法庭組象法都使用

侍銃的用悟“
找爭法規或刁慣

’.因 此他力第 13奈提以了兩介各逸案文。第一各逸

案文使用侍銃的用悟
“
找爭

”.第二各逃案文以
‘
武裝沖突

’
概念取代

“
找爭

’
概念。兩

者之同需由委員套未作出逸捧.

1U5 委員套中出現一种确定的傾向,贊成使用
“
适用于武裝沖突的回隊法規

2!’ 用浯的第二各逃案文.在速介同題上有人指出,第一番逃案文中的侍統用活
‘
找

手法規或刁慣
”
不再能令人滿意了,因 力隨看回隊法的演交,侍筑的找爭現念已絰

避吋,由于它有時指的是并非侍筑意又上的我爭速介洞的情況.而 “
武裝沖突

〞
速介

用悟卸清楚明确,根本不用解釋.給找爭罪下定火力違反
“
适用于武裝沖突的固隊

法規只l〞 ,既考慮到林定法也考慮到刁慣法,逐考慮到可91之道用固豚法的一切英

型的武裝沖突.有些委員指出,因 力找爭法今天已生逍大量的編集,似乎不再提
‘
找爭刁慣竹匕較好.他們汏力,在刑法送介敏感的領域,特別位垓速祥.

1U6 螢成第二各逸案文的人逐提出一介滼羔,侵略者有吋使用
‘
事件

’
或ㄅ中

突
’
速祥的詞而不提

“
找爭╮ 以便避免村其受害者道用人道主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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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武裝沖突概念的內容,有人指出,姶找爭罪下定叉必顏考慮到些代世界的

情兄,現在回家之同的找午越來越多地被內部沖突或村其坤突的外部干涉所取代.

按某些委見的意兄,武裝沖突概念不依指主杈自家之同的暴力行力,而且指人民力

行使自決叔反肘殖民銃治,外因占領或种族主〤政杈的斗爭.

1U7 可是另一位委員汏力,由 于
‘
武裝沖突

’
用悟不伙指固狋沖突而且也指

非目豚的沖突,因此委員舍位些仔細研究在第 13奈草案中納入送介用悟的同題.

π
。
8 另一位委長根据有失的案文概述了

‘
武裝沖突

〞
用悟的范園,他指出第

一附加決定半不俱道用于日隊性武裝沖突一一也就是日內瓦四公的共同的第 2朱

所指的情況一一而且,道用于人民行使自決杈送行反肘殖民統治和外固占領或反肘

种族主叉政杈的斗爭的武裝沖突.第二附加決定串
gB 

則适用于保伊非目豚性武

裝沖突的受害者,它友展和完各了日內瓦四公的共同的第 3奈,道用于在一介鍗

釣方領土上迸行的、
“
垓方武裝部臥和在久黃統率下肘垓方一部分領土行使控制杈,

趺而使其能送行持久而1.1惆 的軍事行劫并執行本決定串的持不同政兄的武裝部陝或

其他有鈕象的武裝集困之同的
’
武裝沖突 (洪定中第 1奈第 1款 ).但它不道用于

不視力武裝沖突的內部功孔局勢,如暴功和暴力行力.

(c) 定叉的方法

1。9 特別拫告貝曾指出,他所提洪的第 13奈草案的兩介各逸案文都只是提

出一介一般的定〤而沒有列拳构成哉爭罪的行力.依他看,如果列拳就舍碰到速介

列拳的清草是否洋冬元遺的同題.

∥°.特別拫告長指出,夫于哪些罪行座咳列入找÷I.罪 清革的同題是很雅甚

至于不可能迷成+.1洪的.另 外,由于武裝沖突的方法和技木迅速友生演交,遠介清

草就銓常不斷地需要重新考慮.

他在遠方面曾回厥避載入 19U7年海牙公的序言
gg 

的有名的馬頓斯奈款 ,

9B 1977年 6月 8日 在日內瓦通道的夫于保妒非固狋武裝沖突受害者的第二

以定中 (瑛合囝,《紊夠集》,第 1125卷 ,第 6U9頁 ).

gg 
前引串 (上文腳注 89),第 1。 1-1U2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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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第一附加決定半
1°°  (第 1奈第 2款)特載了送今奈款.

111 另外,特別根告長透提到紅十字固豚委員套肘第一附加以定爭的第 1

奈第 2款 的泙注,泙注洗:‘在決定中中有必要再次使用速介提法,速是力了兩介

目的.首先,冬管武裝沖突法所包括的內容已大大增加,冬管有洋幼的編慕工作,

但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設想有完各的法典編集.霄 頓斯荼款防止人們持一切未篷有

失奈釣明文禁止的行力都汏力是可以允許的.其次,馬 板斯奈款也可看成是一介能

功的因素,它 宣林,不滼情況或技木以后友生什么演交,所迷的原Rll仍 然位些道

用‵ 1U’

112 他也回願了治罪法草案寺題第一介特別扳告貝社 .新皮多普洛斯先生

的立場,斯皮多普洛斯先生在他的第一次根告中悅:“我們目前的目的是似汀速部治

罪法,爭取在最近的未來得到各固政府的呆幼,如果我們目前冒險采取速种做法,

我們的目的就舍化力泡影.我們以力委貝舍目前能做的就是通逍一介上逑罪行的一

般定又,而社法官去研究,考慮到找爭近來的演交,他所面惟的是不是
‘
找爭

罪
’”

.1°
2

●●3 特別拫告見汏力,速介意兄特別值得考慮,因 力違反武裝沖突法的各

种不同的行力已在各有夫的公的中提到包括 19U7年的海牙公的,1949年 日內瓦

四公的,(即 第一公的第 5U紊 ,第二公釣第 5可 奈,第三公約第 13U荼 ,第四公

釣第 147奈 )和第一附加以定串 (第 1● 和第 85柔 ).在治罪法草案中照抄速些

奈文既元用又乏味。

1°° 兄上文腳注 94.

n°〕  ︳CBC.Commentarvon theAdditiona︳ Protoco︳ S。f8June1979to the

Geneva  Convention  of  12  August  1949(Martinus  N叮 h。 ff.Pub｜ ishers.

Geneva.1987).p38-39
〕φ 《195U年⋯⋯年盤》,第二卷,第 266-267瓦 ,文件 A/cN4/25,第

8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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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別根告長逐回碩了鈕俺堡法庭的判決爭,1UB 其中悅找爭法規來源

于逐漸得到普遍公汏的刁慣和慣例,法苧家以及罕事法庭庄用的一般司法原則,找

爭法并不是靜止不交的,它不新地琱整以适位交功的世界的需要,奈的往往只是表

送或指明已銓生效的法律的原則.

●●5 最后他提到苧者們的意兄也傾向于洋冬列拳找爭罪是不可能的想法.

●.6 有些委員重新提出特別拫告見在上面几段所用迷的一些梵魚,反肘似

汀一介找爭罪的洋鈿清草,婪成一般性的定火.他們特別提出在治罪法草案中將

1949年 日內瓦公釣及其附加決定串夫于找爭罪的全部規定都每迸來的央隊困雎。

此外,尤其是那些附加以定半并沒有豋很多回家加入,因此并不是罪行清草可以引

力依据的那种普遍性的奈的.而且有一些締的囝或者是提出迪保留,或者在筌字時

附有解釋紊款.其中一位委員全委長強琱悅,他不能同意委員套通道一介案文默示

日內瓦公的的任一附加洪定半曾形成避刁慣法的規則.送位委員堅決拒銫以近來的

公的或耿合固大套的次以罔途了刁慣回隊法的規則力借口,以送些公夠或決坡作力

治罪法草案的依据的想法.發成一般性定火的人逐提出另一介淹羔,找爭法領域是

在交劫中,新的公的可能特現在并不汏力是我爭罪的行力定力找爭罪。一介一般性

的定火可以使治罪法道庄于今后的演交.

∥9 然而,委員套的大多數委貝卸表示螢成在我爭罪的定〤中包括列犖构

成乩爭罪的行力的清革.在遠方面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如果治罪法的央施全部或部

分是固家法院的任夯,就必須在我爭罪的定性方面給予回家法院具体的指示,以免

不同的回家法律之同戶生矛盾,以便r,m保治罪法的道用有一定的一致性.至于

﹁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的附加決定串的批准和加入的現況,送些委員扒力,促使某

些回家不批准或不加入附加決定爭的理由,不一定与決定串中肘找爭罪的列拳有

失,玝多回家之所以沒有批准或加入,是 因力有失回家政府程序的退純或瑗慢所

致.

118 有些委長安成洋冬列拳找爭罪,因 力他們汏力一介革先提示性的清草

1Us 
兄耿合固 《鈕俺堡法庭的組躲法与判決中,厊 史与分析》(秘串故各忘

暴)(出售品編咢:1949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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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么用赴,也沒有法律上的意叉,因力它并未送到刑法上所必需的精确性.

119 可是,大部分委貝卸表示變成有一介一般的定〤,然后附一介提示性

的找爭罪清草。肘此他們提出,速祥做有兩介好赴,避免村未來封田大河,又連免

似汀一介洋思元還的清羊的央豚困雅.因此,委員舍可以列帶那些沒有什么爭洪的

罪行,但是不限于所列的罪行.委員舍在 195U年在編慕鈕俺堡原Jll1°
4 

中的第

六奈原則吋就曾采用避送介亦法.力表示所列帶的行力只是提示性地列拳,在侵略

定又中用避
“
特別是

”
一月,1Us 在列拳妞俺堡原則的原則六 (b〕 吋用避

‘
但不以

此力限
”
一活。

12U 然而,有 一位委員熒成只要一介提示性清革,前面不要一般性定又,

因力照他看來接受速祥一介一般性定叉就不得不賦予法官一种并不扁于他的叔力 ,

即判斷違反行力的尸重性。

121 特別披告長提到在村淹中友表的各种意兄和在委員套中形成的大多數

傾向意兄吋回顧悅,他 的 1986年第四次寺艮告 (第 13奈 )1°
6 

中提以的找爭罪

第一介定〤就包括一介一般定〤加上一介非洋冬元遺地列帶的清草.些 吋委員舍內

村遠介方法有些保留意見.可是力了顧及目前委員套內的傾向,他在本屆全以上肘

其第七次拫告所載第 13奈草案的第二介各逸案文加以增朴.速介增朴的 (c9款

幼入他在第四次拫告中提洪的找爭罪清草,已 根据在委員舍內友表的意兄做了修

1“ 兄上文腳注 75和 77°

’Us 
兄委員舍第四十屆舍洪暫時通避的第 12奈 (侵略)第 4款 (1988年⋯⋯

年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72更 ).

1°6 
兄上文腳注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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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iU’

〔d) 村提快的我爭罪行清草的具体意凡

122 夫于第 13紊草案 (c9款 的幵共悟,有几位委員的意凡是,用 “
除其他

外
’
几介字比用

“
特別

’
一洞能更好地指出速介清草并不是洋冬元遺的性廣的清草。

﹁23 一位委員提到罪行清草的志的措洞,他怀疑 (一)項 中
‘
尸重仿害

’
一

悟中的形容洞是否真有必要,因 力根据定〤清草中列半的罪行都是尸重的違法行

力.夫于某些罪行所使用的
‘故意

”
送介形容洞或副洞也是如此。夫于其他罪行沒有

用速介洞有使人以力可以在沒有
‘意圈’

情況下犯速些罪行的危險.

124 夫于 (一)項,肘于
“
人

”
速介洞,有人提洪加上

“
受保妒的

’
速介形容

詞,一位委員汏力速介概念要明确,要指出遠是指受道用于武裝坤突的目狋法規則

保伊的人.另 一位委貝汏力速介概念既道用于找斗貝也适用于非我斗貝.

125 夫于
‘毀坏或剝李財戶

”,有一位委員提快庄垓用姐俺堡法庭姐珠法第 6

奈 (b9nUB 所使用的措洞采取代以上用悟.第 6奈的措洞是:‘元端毀杯
”
或

‘
掠

李公共財戶
”.按照送位委真的意兄,送种措洞明白昱示毀坏的尸重性才使它成力

找爭罪.有一位委長汏力
“痛苦

〞
和

“
軍事需要

”
概念值得委員舍深入地研究,以便确

1U’ 特別拫告貝提洪的第 13奈 草案第二各逃案文 (c9款 (A/CN4/

419/Add1)如下:

‘(c) 以下行力特別构成我爭罪:

‘
〔一) 村人和財戶的尸重仿害,包括故意茶人,酷刑,扣 留人廣,將平民

汏占領領土上放逐或特移,不人道待遇,其 中包括送行生物斌驗,

故意造成很大的痛苦或戶重韻害身体完整或健康,非 因軍事需要的

正些理由,大規模非法或者橫地毀坏或剝李財戶;

‘(二) 非法使用武器和作成方法,特別是使用按共性辰不加匡別地打缶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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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 
兄上文腳注 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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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較好地界定速些概念的狋准.

﹁26 有些委員提快在 (一 )項加上其他的罪行.例 如有一位委員悅 (一 )

瓨中沒有提到在 1949年 日內瓦四公釣第一附加以定中第 85各第 3款 (a)項有

規定的村平民人口的攻古.遠位委員汏力,〔一)項同接地針91速介同題,但重要

的是明文規定禁止村平民人口的攻告.速位委員逐汏力,在奈款草案中庄有夫于村

找俘的虐待或不人道待遇,特別是在找爭行功期同或以后指派他們送行強迫旁助的

明文規定.另 一位委員建洪逐位些提到在鈕俺堡法庭組象法中有規定的人的流放以

及肘不沒防城鎮和村庄的破坏.

﹁27 夫于 (二)項 ,有人指出,耳迸叫├法使用
”
用悟中的形容洞使人以力

技禁止的某些武器或遠些武器的某些用法是合法的,例 如在自工情況下.

128 有一位委長汏力
“
翠事和非軍事目杯

”
的用浯似乎有矛盾,因 力照他看

來很雎殶想在找吋有非軍事日狋.

129 另外有人指出,(二 )項 中沒有提到第一附加決定串第 85奈所列的最

尸重罪行之一,即肘平民人口的攻苦.

13U 有失 (二)項的坪梵大部分都是夫于使用大規模毀天性武器,特別是

夫于使用核武器的.

●31 如有人指出,在找爭罪清革中完全位垓耳送 1925年 《禁止在找爭中使

用室息性.毒 性或美似气体和細菌作找方法的日內瓦決定串》n。9 
和 1992年

《禁止幼菌 (生 物)及毒素武器的友展、生戶及儲存以及銷毀遠美武器的公

的》羽
。 所禁止的武器的使用.

﹁32 有一位委員汏力,針肘軍事日杯的武器也可能仂害平民人口,所 以必

須明文禁止可以用以攻苦和數坏整介城市的武器.

133 夫子在 (二 )項 中是否位明文規定使用核武器的同題展幵了辦淹.有

些委員汏力速介同題必須留待道些的政治机构去討梵,回豚法委員舍不是最道合討

梵速介同題的机构.逐有人提出,在沒有央現即使在自工情況下也銫肘禁止核武器

.Ug 
固隊耿盟,《奈的集》第九十四卷,第 65頁 .

Ππ° 朕合回,《奈的集》第 1U15卷,第 ●63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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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1ll以 前,看來不可能特使用核武器定力罪行并規定介人的刑事責任.在速介同

題上有些委員表現出特別反肘特首先使用核武器定力罪行.

134 另一些委員不能姼淡想在一部目的在于愆治最尸重犯罪的危害人美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中,克能漏掉他們扒力是最戎暴、最不人道的作找手段.肘此,有

人提出,使用核武器不依是我爭罪而且是危害人美罪.

135 此外,有人指出,且然速介同題确共有很強的政治含火,委員舍仍位

捏久超它立血的促迸回狋法的逐漸友展和編集的責任.有人建快將使用核武器列入

找爭罪清草或草列一奈,但不要把送介同題与首先使用概念耿系起來.委員套庄垓

楚理速介尸重的同題,利用回家同涼解和信任的新的气氛,以及圄豚與淹肘核意外

事故的危險的汏味.

﹁36 最后,有一位委員熒成取消 (二)項 .他的看法是,非法使用武器已

盜由一些固隊公釣部分地禁止,裁軍舍洪肯定逐舍伊大遠种禁止的范日。

〔e) 肘第 13奈的文字方面的建洪

137 有些委員提洪根据他們在辦淹中洋＿工m說 明的意兄重新似汀第 13奈草

案.

﹁38 有一位委員人力奈款的第二各逸案文可按以下亦法修改:(a)款在我

爭罪的一般定叉之后,列拳被視力找爭罪的主要行力,參照 1949年 日內瓦四公的

和第一附加決定中,列拳的清草也汻不是洋冬元還的;(b)款可保留,或忤做一

些形式上的琱整;最后加上一介 (c9款 ,其中載有
“
武裝沖突

”
用悟的定〤,基本

上按第一各逸案文 (b9款的內容,大致措洞如下:“
‘
武裝沖突

’
一悟按照日內瓦四

公釣所确定的含又⋯⋯”,遠祥就可以明确地界定兩介重要的用悟
‘
适用于武裝沖突

的固隊法規則Γ和
“
武裝沖突

”
.

139 另一位委貝建快采用現在的第 13奈草案第二各逸案文,在特別根告貝

提出的找爭罪清草上加上几介字
“
特別是使用核武器‵ 在送介清草后面有一介患的

規定,說明
‘
我爭罪

’
一浯也指所有其他尸重達反找爭法規或刁慣,違反沖突些事方

所接受的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固坏法規則,以及一般公扒的道用于武裝沖突的目豚法

原則和規則的行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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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U 逐有一位委員汏力,在特別根告長所提決的第二各逸案文所我的哉爭

罪一般定又之后,庄有一介提示性的清草,其中可分列三美找爭罪如下:

(a) 榮接看第二各逸案文的 (a)款之后,是夫于肘人的罪行的一項:“ 〔一〕

故意茶人,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包括迸行生物拭驗,故意造成很大的痛

苦或尸重根害身体或健康,非法扣押,粹受到保伊的人 (病 長、仿長、

我俘、淡判代表、失去找斗力的士兵、如女、儿童,等等)扣 留力人

廣,將平民杕被占領土或向被占領土放逐和特移.’

〔b) 第二項是夫于在找切上違反找手法規的罪行,但不提依据的文串。規定

如下:“ (二)仿害平民人口,仿害平民和其他受到保伊的人,波及民用

或其他財戶或受到保伊的人的不如匹別的攻缶,明知套造成受到保伊的

人的死仿而肘具有危險力量的工程或設施送行攻苦,非因軍事需要的正

些理由大規模毀坏或剝李財戶.”

〔c) 最后第三項載有一切使用被禁止的作找手段的罪行。依据現有的法律 ,

可采取以下措洞:‘ 〔三)非法使用武器、作找手段和方法,特別是使用

按其性辰全造成元渭的痛苦或不加Σ別地打古軍事和非軍事目柝的武

器、作找手段和方法,以及怍騙性使用紅十字的氓別柝圮和其他保伊性

●拉
°
;HⅡ己t。 ”

1羽  根据另一位委貝提洪的措詞,第 13奈杯題力
“
找÷(.罪 ”,案文如下:‘本

治罪法道用于一切尸重違反道用于武裝沖突的目怀法規則的行力
”,也就是大致上

按照特別寺艮告貝提洪的第二各逸案文的 〔a)款 的措洞.至于第二各逃案文的

仙)款,遠位委見汏力不必要,其主要內容可放在坪注中。

2 危害人美罪

(a) 患的意兄

142 特別拫告貝在其第七次根告中, 以及在提出其夫于危害人美罪的第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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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
111 

草案吋,都 曾指出危害人美罪在 1954年治罪法草案的第 2奈第 1U和第

11款中已有規定.第 1U款針村的是构成又銫种族的行力.1954年草案第 11款

則是大于
‘不人道行力

’
的.可是 1954年草案既未用造

‘
危害人美罪

”
也未用避

“
天

先种族
’
的用悟,按照特別根告長的意兄,在現在的奈款草案中,以上兩介用活位

垓恢复其庄有的地位.

︴43 至于不人道行力及其与天地种族之同可能的區分,特別根告長指出,

1954年治罪法草案村不人道行力沒有下任何定〤,它只是單純根据行力的原因列

拳各种行力 (行力的原因,因政治、种族、宗教、文化等夫系).

144 特別拫告長強琱悅,危害人美罪速介用悟出現于第二次世界大成后建

立的圄豚軍事法庭的組象法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鎰避深思熟慮的錯果。可以回

厥一下 1943年 1。 月 2U日 在俺教成立的耿合回家琱查找爭罪委員舍的工作.“耿

合回家
’
的用浯与在送以后在1● 金山成立的朕合回組狄毫元共同之尖.‘琺合回家

’
指

的只是肘軸心目作我的盟固.在上逑委長舍,很快就出現一介鬥題:琱查范園是位

垓限于侍統意火上的找爭罪呢?逐是位垓拼大以包括其他的犯罪行力.耿合回家琱

查找爭罪委員舍起初曾想依据 ●gU7年海牙公的序言有名的馬頓斯奈款,1η  將

另一介委長舍,即 1g.9年建立的我爭友功者責任委員套,避去似汀的犯罪行力清

草加以甘大.但是垓委貝舍很快就友現,以馬頓斯奈款力依据并不能將在第二次世

界大找期同所犯的所有各美罪行全都包括迸未.央隊上有些犯罪行力,不淹我爭罪

的概念如何克,也元法列入送一美罪行.特別是犯罪人与受害人具有同一日籍的罪

行,或者受害人是犯罪人回家的盟回回民的罪行.納粹村德目回民、奧地利回民等

所犯的罪行,以及肘元目籍人和基于种族、宗教、政治或其他原因肘其他人所犯的

罪行就扁于速种情況.

﹁45 特別被告長逐回jlL悅 ,琺合回家琱查找爭罪委員舍些吋提洪特速些犯

罪行力林力
‘
危害人美罪

’,扒力速些罪行是一种特殊美型的犯罪,即便在我爭期同

Π﹁ 未文兄下文腳注●●8、 12U、 122、 128、 134和 144.

.i2 
前引中 (上文腳注 89),第 1。 1-1U2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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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下,也具有其特魚,一●我爭罪有匡別.由于 1945年 8月 8日 俺敦林定
113 

的

筌署,危害人美罪的概念确定地体現于鈕佮堡目豚軍事法庭組象法 (第 6紊 c

款),以及后來的未京法庭組象法 〔第 5奈 c款 )和盟固管制委員套第 1。 手法

(第二紊第 1(c)款 ).危害人美罪概念幵始是与交我狀杰相瑛系的,以后已逐漸

取得其批立地位,今天遠介概念具有不同于找爭罪的草狙存在意又.因 此不依

1954年的治罪法草案而且現行有效的公的 (如夫于又抱种族和种族隔有的公的)

都不再特送介概念与找爭狀忞朕系起來.

146 特別根告貝強琱指出,冬管同一介行力如果是在我爭期同所做的行

力,确央可能同時构成我爭罪和危害人美罪 (例 如 1949年 日內瓦公的第一附加坡

定串第 85奈第 4款 c項就將种族隔高的措施列力找爭罪),但速一事央決未早致

混淆遠兩介概念.

147 夫于危害人美罪概念,特別根告貝強琱悅,速介概念既可适用于肘介

人的侵害,也可道用于肘財戶的侵害.而且他逐指出,遠种侵害不一定必須具有大

規模的性廣才能构成危害人美罪.特別根告貝肘此指出,有 時村于一介人所犯的不

人道行力,如果是厲于一介体系的一部分,或是執行一介汁划,或具有一种重复性

使人肘犯罪人的意圈不致有任何怀疑,則仍可构成危害人美罪.至于罪行的大規模

性炭,意味看受害人是許多人,然而往往只有在犯罪人有汻多人和使用大規模手段

的情況下才可能使許多人受害.危害人美罪往往是由迂用回家机器的今人所犯的,

或是由逐用大財困提供的手段的令人所犯的。就种族隔商而言,是逐用回家机器。

就种族又免或雇佣兵活助而言,是迋用以上兩种手段之一,或 同時逐用兩种手段。

但是草犯的行劫,如果是厲于連貫的整体的一部分,或是一系列重反而且出于同一

介原因 (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原因)的行劫的一部分,仍可构成危害人美罪.

148 在遠方面特別根告長看重指出,支持
“
大規模罪行

’
悅的人和支持

‘
草介

罪行
’
現的人之同的矛盾似乎并不是一切真正的爭淹.央隊上,1鈕俺堡法庭組象法

(第 6奈 c款 )、 末京法庭組象法 (第 5奈 c款 )和盟目管制委員舍第 1U景法 (第

二奈第 1款 (c)項 )的考察即可友現,它們既針肘大規模罪行 (又 能、奴役、流

〕lB 
兄上文腳注 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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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也針肘車介受害人的情況 (謀茶、監禁、酷刑、強奸).特別技告長逐提到

朕合回家我爭罪委員套,垓委貝舍表明的杰度如下:

‘
原則上,要使一介只能依日內法愆楚的普通法律的罪行特交成力夫系到固杯

法的危害人美罪,就必須是大規模的、有系統的行功,尤其是那种具有杈威的行

功.只有那些由于其規模或其我暴性,或 由于其多次性,或 由于同美行力在不同的

吋同和地羔友生,因而威跡到固隊社套,或使人美良心展惊的罪行,才有理由使除

罪行友生地固或危害人所扁因以外的回家送行干預.’
1“

﹁49 此外,特別手艮告見指出,例 如米洛丰茨送祥的作者曾与道:‘危害人共

罪央豚上庄解釋力除包括針村革介受害人的行力外,逐包括按照第 1U手法第二奈

第2款所逑的方法參与大規模犯罪的行力
” 1ls

15U 委貝套的并多委員支持特別拫告見提洪的區分找爭罪与危害人美罪的

意兄,支持送祥的錯淹:危害人美罪构成單狂的一美,冬管其中的某些行力如果是

在找時犯下的也可以9J入找爭罪一美.有人指出,提出的并多危害人美罪已銓有草

狂的奈釣作出規定,寨的中有洋鈿的釵迷,只 需特奈的中有夫的規定照抄迸治罪法

相位的奈款中就行了,夫于第 12奈 (侵略)就是遠祥做的,垓紊是委員舍在前一

n〕4米
洛 芧 茨 所 引 英 王 文 串 局 出版 的 H︳ st。rVUfthe∪ nitedN師onswar

CriΓnes Commission and the deve︳ opment of the ｜aws 
。
fwar.London.1948.

p179“ Lar洽 press︳ on par︳ es tribunauxa∥ emandsdescrimescontre1’ humanit彥

de ﹁
’appartenance ° une 

。
rganisation cr〡 mineⅡ e” .(Pa了︳S.L｜ bra︳了︳e 9彥 n。 ra︳e de

droitetdejurisp了 udenCe.196。 ).p253

11s 
米洛丰茨前引中,第 255英 ,第 1U手法是以英目軍政府 (英 占匿法律願

同亦公室)的一介照合力依据,垓照舍洗一介行力是否枸成危害人美罪不是看受害

人教的多少,也不是看受害人的身分,而主要要看垓行力是否
“
与肘一介群体或其

一部分的有系統的迫害
’
相朕系.因此村一介人的不人道行力,‘如果行力的劫机全

部或部分在于肘特定的一群人央行有系統的迫害
’,也 可构成危害人奘罪 (同 上,

第 281頁 ).參兄特別拫告真的第四次根告,文件 A/cN4/398(兄 上文腳注

83),第 31-5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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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舍以哲Hf通避的.1m

15︴  許多委員建洪第 14奈草案位垓附有危害人美罪的定〤.夫于定〤同

題,委員套的甜梵特別集中子兩介方面,即 “hvman︳ tv’ 送介洞的含〤和有失危害

人美罪的意目与功机之同的匿分同題.

152 夫于
‘human︳ tY’ 一詞,一般承汏位垓解捀力表示

‘
人美

”
的意思,而不

是表示一种道德概念即与
‘
不人道

”
相反的意思.所 以危害人美罪就是封村整介

“
人

美
”,危及人美文明的基本价值准則的犯罪.

153 特別披告貝在患結委貝套夫子速介同題的忖站吋悅,“危害人美罪
’
中的

‘human竹 y” 一洞既不表示慈善,也不表示表迷一种文化形式的人道主〤,而主要

是指文明的原則和价值准則.杕速介意又上悅,‘危害人美罪
”
用悟的目的是保抻人

美免于野螢狀杰,而且一般地反村一切違反人的尊尸的行力.

154 夫于危害人美罪定又的組成要素
‘
意困

’
和‘

功机
”
的概念同題,有些委員

的意兄汏力,在危害人美罪特別是又免种族和种族隔萬罪中,意日概念已确立力罪

行的一介組成要素.可是,“助机
”
印不是速祥,它主要是指引起行力、促使行力人

采取行功的感情.肘此有人提出1973年 《禁止井愆治种族隔南罪的固狋公的》第

三奈
’’’ 明确規定,垓公的所指种族隔南行力的行力人,“不梵其功机如何

”,在

回豚上均泣久刑事責任°

155 另一些委員不完全簽同上述看法。例如一位委長的意凡是,危害人美

罪有以下几介方面:村人的生命的我酷,村人的尊尸的鄙視,村人美文化的破坏,

另外其功机也是一介重要因素.照他看來,“人美
”
概念本身不足以區分危害人美罪

和找爭罪,所以功机逐是給危害人英罪下定火的一介有用和必要的因素.

●56 夫于
‘
意圈

”
和

“
功机

”
的匡別,特別根告貝在答复所提的意兄吋指出,每

介法律体系肘速些概念所使用的木悟都不是沒有意〤的.在他最熟悉的法律体系

中,兩者之同是容易Σ分的.‘意困
”
一洞是指做一介行力,要求并謀求送到其結果

的有意伿的意志.他完全承人意圈是任何罪行不可缺少的一介組成要素,不梵是危

〕iU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71-72更 .

li’ 朕合回,《奈釣集》,第 1U● 5卷 ,第 24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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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爽罪逐是普通法律的罪行.意 困和功机的匡別是,功机可能出于非常不相同的

感情.有下流的功机,完全是出于謀利的誘惑,例 如拾劫、靠他人美淫賺我.也有

出于激情的功机,例 如爰情的仇怨等等.夫于危害人美罪,其功机就更不能容許

了,因力它板害有夫人的尊尸的价值准fll,韻害具有深刻根基的人美感情°因此各

美不同罪行之同的匡別不是其意困,因 力意圈是各种罪行共同的要素,而是看其劫

机.在危害人共罪送介特定情況中,因力它是出于种族主火、宗教上的不容昇已或

意泯形怒或政治上的不容昇已,瓜速种意〤上悅其功机描害的是神圣的价值准則.

157 有些委員悅,庄 些象村种族天地或种族隔寓那祥肘危害人美罪下定

火,即 以行力力基砒而不以政策或做法力基砧,思管行力可能是由政策早致的,或

扁于一种做法,速祥的因素套使行力更力尸重.

158 至于文字措洞同題,一位委員建洪第 14奈草案可按以下亦法重新似

汀,即將送一奈草案分成八奈,患杯題是
‘
危害人美罪

〞
.

第一奈案文是:‘本治罪法道用于天銫种族.按本治罪法的意又,‘ 又免种族
’
一

悟是指意困全部或部分消又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群体所做的任何行力
”

.

第二奈力↗本治罪法道用于建立基于种族、民族或宗教歧視的任何政府制度的

行力
’

.

第三奈力:“本治罪法道用于奴表制和所有其他美似的制度和做法
”.也忤透庄

垓重新考慮
‘
美似的做法

”
送介用浯,但是元梵如何

“強迫蒡功
’
送介用活是不合道

的.速以后就是第 14奈第4款所提及的三种罪行,泣垓分別列三奈,每奈幵始都

是
“
本治罪法适用于⋯⋯”.以下第七奈是 :

‘
本治罪法道用于由于社套、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原因肘任何居民或肘介

人犯下的所有不人道行力
’.第八和最后一無是 :

‘
本治罪法道用于村人美坏境的蓄意尸重振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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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又銫种族

1Sg 夫于天免种族罪,特別報告貝指出,他 在第 14朱 草案的第 1款

中
’’B 提洪的火免种族行力的清草并不是洋思元散的,不同于 1948年 《防止及

愆治天地种族罪公的》Ⅱg 
的做法,因力可构成天免种族的行力不限于 1948年

公的所列拳的五項行力.与 1954年治罪法草案不同,他決定匡分天地种族和其他

不人道行力,將又先种族草列一款,因 力又免种族可悅是典型的危害人美罪.

16U 特別報告員提交的夫于天免种族的規定草案得到委員們的良好反泣°

他們樊成特別拫告長的做法,就是在危害人美罪中首先提到又免种族;其次因力速

介做法忠于 1948年公的所下的定又;第三因力特別拫告長的做法不同于 1948年

公的,在提出构成天免种族罪的行力清草吋并未規定只限于速几項行力.

161 有一位委員強琱指出又銫种族罪与將居民汏其領土上班逐或強迫特移

的罪行之同存在的瑛系,特別根告長在其第 14荼草案第 4款 中將后一罪行列力草

另的罪行.速位委員汏力速些行力往往构成天能种族的手段或目的.

1’B 
特別拫告貝提出的第 14奈草案第1款如下:

“
第 14奈 危害人美罪

‘
以下行力构成危害人美罪:

1.种族火銫,即蓄意全部或部分消又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群体的任

何行力,包括:

‘(一〕茶害垓群体的成長;

(二)肘垓群体的成長造成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尸重仿害;

(三)故意使垓群体承受某种生活狀況,意 困使其全部或一部分在肉体体上

被消火;

‘(四)強制采取措施,意囿阻止垓群体內的生育;

‘(五)強迫特移垓群体的儿重至另一群体.’

119 
耿合目,《奈的集》,第 78卷 ,第 279丌 .

；

畤畤畤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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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种族隔商

162.特別根告長在提出第 14荼草案夫于种族隔商的第 2款吋
Π2U

π2. 
特別報告見提出的第 14朱草案第 2款的兩介各逸案文如下:

第 14奈 危害人美罪

‘以下行力构成危害人美罪:

ㄉ 第一各逸案文

‘
种族隔萬,即在 1976年 《禁止并愆治种族隔萬罪行的目豚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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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ㄉ 第二各逸案文

‘
种族隔寓庄包括 (如在南部非洲所央行的〕种族分商和歧祝的政策和加法,

是指力建立或維持一介种族群体肘任何其他种族群体的統治,并且有卄划地汪制其

他种族群体而央施的下列不人道行力:

‘(a) 用下列方式ill李 一介或一介以上种族群体的成長的生命和人身自由的

板利:

‘(一) 茶害垓群体的成長;

‘〔二) 使垓群体成長受到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尸重仂害,韻 害其自由或尊

尸,或使其遭受酷刑或我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赴田;

‘(三) 任意逮捕和非法監禁垓群体的成長;

‘(b)故 意使垓群体承受某种生活狀況,意 日使垓群体的全部或一部分在肉

本上被消火;

‘(c)采取任何立法措施及其他措施, 旨在阻止垓群体參与垓目的政治、社

套‵銍游和文化生活,以及故意創造奈件阻止垓群体的充分友展,特別是剝李咳群

一 H6一



指出,沒有必要重新展幵速介概念所引起的午淹.在委員舍前几屆舍洪的封梵中,

有些委員汏力最好不必昔ㄇ提到速介概念,他們主攷用比較普遍的用悟种族歧視.

但是力數A多 的委員們則持相反意兄,由于送种罪行的具体特性,它立成力草狘的

一种罪行.特別根告長力第 2款提被了兩介各逸案文,一介集文提到 1973年 《禁

止并恁治种族隔萬罪行的回豚公的》,另 一介則在草案中全文照抄上迷公的的第二

奈.

163 在委員舍內,一般都同意將种族隔南列力危害人美罪.地大部分委員

表示熒成特別根告長提出的第二各逸案文,垓案文夫于罪行的定火照暴了《禁止并

恁治种族隔商罪行的回狋公的》第二荼的案文.玝多委員悅,較好的亦法是不要在

奈款草案的案文中明文指出規定的來源,因力汻多回家尚未成力上迷公夠的些事

固.在送介同題上,他們提到了委員合上屆舍快哲吋通避的第 12奈 (侵略)的先

例.1幻

164 銫大部分委員也表示螢成取消第二各逸案文幵共浯中放在方括咢肉的

部分,即 ㄅ口在南部非洲所其行的
”.有人在速介同題上提出,即使可能扒力南非的

种族隔萬制度正走向不可避免的消亡 (依照某些委員的看法,速逐是非常還近的

事),委長舍也仍需要針肘未來立法,以便防止在世界上其他地Σ形成美似的制

度.一位委員就此指出,逐存在若部族的或刁俗的种族隔南,它不同于形成制度的

〔注 12U致 )

体成長的基本人杈和自由,包括工作的叔利、鉏絮銍承扒的工套的叔利、受教育的

叔利、南幵和返回本目的杈利、享有目籍的杈利、自由迂徙和居住的杈利、自由友

表意兄和言梵的杈利,以及和平自由集舍和錯社的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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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各群体分別的保留地和集居匹,禁止不同群体的成長之同通婚,剝李厲于

种族群体或其成長的地戶;

‘
伯)剝 削种族群体成長的旁劫,特別是村其央行強迫芳功;

‘
〔)迫害反村种族隔商的組象和介人,剝李其基本杈利和自由.”

η幻 兄上文腳注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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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隔商,它表現力一介民族群体侍統上自扒力比另一介民族群体优越,因 而窈取

了肘另一群体的杈利。受害的民族群体有時不能參与政治生活,上中小苧或大半要

受數量的限制,或在篷漭活助中要遵守一些荼件,有時甚至采取干脆在肉体上消又

他們或破坏他們的生杰坏境和文化坏境的措施.送位委長汏力第 14奈草案也位垓

針肘速美种族隔商情況.

165 有一位委員并不完全反肘取消方括咢內的活,但他悅他傾向于保持速

些活.冬管第 2款所針村的行力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确央也存在,但只有在南部非

洲种族隔高才成力官方的政策;在存在遠介同題的其他地區,正在作出努力解決速

介同題.而且,按那位委員的意兄,想廿大定〤的范園有可能使它更不易力某些目

家所接受.

﹁66 另一位委員悅,第二各逃案文中所用的
“
政策

”
一洞需要澄清.委員套

可冬力界定第二各逸案文中列拳的行力而保持其文字,在速祥做吋可以明确提到在

种族隔萬的奈件下所做的行力.

﹁69 一位委員肘于特別報告貝提洪的第一各逸案文中的以下定〤很重視:

“
建立基于种族、民族或宗教歧視的任何政府制度的行力

”.另 一位委員汏力可以以

此作力幵共悟,以下接看洋幼列拳构成种族隔高的政策和做法.

168 特別技告長悅,他將像口在南部非洲所央行的
”
一悟櫻在方括景中是力

了提清委貝舍注意是否泣垓保留速段活的同題.夫于
“部族的种族隔萬

’
或

“刁俗的

种族隔萬
’
用悟,特別拫告貝宣林他不想使种族隔商交成普通的木活.他承汏可能

存在多种不同形式的种族歧視,也可以用一介如
‘
种族隔南和其他形式的种族歧視

”

遠祥的措詞來概括.然而他以力
“刁俗的种族隔南

’
一浯是元法接受的,送只套造成

混孔,因 力刁慣是回隊法的一介淵源。因此在治罪法中必須連免用遠介用活,而另

找其他的用活.既然 《禁止并恁治种族隔商罪行的固隊公的》尚未得到普遍的接

受,就有必要使用不致阻得其他回家接受的洞活.然而照他看來,必須汏力种族隔

萬是違反強制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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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奴素制,其他奴役形式和強迫旁功

169 特別根告長在淡到第 14奈草案夫于奴素制的第 3款 iη  吋悅,1926

年奴求制公的
’23 

第 1奈第 1款村奴東制下的定〤是
‘
肘人行使所有叔所具有的

任何或全部杈力的狀念或狀況
’,同 一奈 (第 2款)肘奴蒙販美所下的定〤是

‘
捕

捉,荻取或社与一介人使其淹力奴束的一切行力;荻取一介奴求以便粹其出售或交

換的一切行力;以 出售或交換方式址与一介力出售或交換的目的而荻取的奴素的一

切行力;以及一般妥美和逐輸奴蒙的一切行力
’.垓公的已將奴求販美定力罪行 ,

因力些事固久袒〤秀追坼和愆治速种行力 (第 2紊 ).以 后 《世界人杈宣

言》η4  (第 4奈 )和 1966年 《公民杈利和政治叔利回隊公的》125  (第
8

奈)也強烈進黃奴素制的做法。特別拫告貝朴充悅,《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目豚公

的》〔第 8奈第 2和 第 3款 )有夫于奴役和強迫芳劫的規定.公的也受到 1956年

《度上奴東制、奴彔販美及美似奴案制的制度与刁俗朴充公夠》η6 
的店友 ,

●g56年公的的序言中悅
“
不得迫使任何人接受奴素制或奴役

’.特別報告長指出,

1954年治罪法草案中已銓粹奴役列力不人道行力.但是委長舍有些委員扒力,較

好的亦法是將奴東制單列一項規定,特別技告貝在革似第 14奈第 3款吋已篷考慮

到遠祥的意兄.

’22 
特別根告長在其第七次才艮告中提出的第 14荼草案第 3款如下:

第 14奈 危害人熒罪

以下行力构成危害人美罪:

η 奴素制和所有其他奴役形式,包 括強迫芳功.’

i2B 
目隊耿盟,《奈的集》,第六十卷,第 253頁 .

1四 大套 1948年 12月 1U日 第 2● 9A(Ⅲ )景決洪.

〕巧 耿合因,《奈的集》,第 999卷,第 19● 丌.

’2U 
同上,第 266卷,第 3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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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員舍內普遍同意在治罪法草案中將奴蒙制列力危害人美罪.村此有

人指出,委長套可在 1926年奴兼制公的中表現的侍統的奴兼制概念和 1956年朴

充公的較ㄏ火的定又之同作出逸摔,1956年公的涉及的是
“奴東制⋯⋯及美似奴

彔制的制度和刁俗.” 耿合目的主管机构,特別是防止歧視及保伊少數小姐委員舍,

曾研究避与奴束制有失的同題,在似汀奈款草案吋參考它們的根告可能是有益的,

因力奴東制的概念在近年來范園已銓拼大,今后它包括債夯奴役和多种其他剝削形

式.有人朴充人力,因此必須弄清除忤多回家普通法律已銓定力罪行的奴素制以外

的,奴袁制可能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一位委員的意凡是,粹奴蒙制定力罪行的困

堆在于,在大部分目家的法律中,奴莍制是普通法律的罪行,只有在由回家央行奴

彔制吋,它 才构成危害人美罪.因 此委員舍要決定治罪法是伙仗适用于普通法律的

罪行,逐是也道用于回家曾以某种方式介入的犯罪行力.

171.大于
“
其他奴役形式

”
的用浯,委員套一般人力送介用悟不准确,必須

說清楚它的內容.

172 夫于
“
強迫旁功

”,忤 多委員指出必須迸一步說明.一位委長的意兄

是,央豚上 1926年夫于奴東制的公釣第 5奈只限于指出些事固有〤夯
“
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防止在美似奴莍制的奈件下央行強迫芳功或強制芳劫
’.因此公的主要

不是涉及強迫芳功,而是防止它交成奴兼制.它甚至容許
“
力公共目的

’(第 5奈

(1)款)央行強迫芳功或強制芳功,不避公的是 1926年筌汀的。在此以后有兩种

制度,債夯9X役制和衣奴制,已被宣布力非法.強迫芳功則被固豚旁工組象 1957

年第 1U5母公的所度除.1η  以上文件可作力委長套工作的基砧,但茶件是委員

套必須修改其案文,使治罪法所愆赴的行力都有明确的定又.

173 其他委員指出,固 泳勞工姐欽內村于
‘強迫旁劫

’
用悟的解釋就治罪法

草案來說范囿是大戶了.在遠方面有人建快治罪法草案可提及
‘奴素制或美似奴彔

制的強迫芳功
’

.

﹁94 特別根告長方林必須深入研究速介同題,以及构成危害人美罪的
“
強迫

芳功
’
是否必須出于种族、民族、宗教方面的考慮逐是不梵何种強迫芳劫均一律視

1〞 夫于庾除強迫芳功的公的 (﹁ U5手〕(同 上,第 32U卷 ,第 291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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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危害人英罪的同題.确共必須將速种情況与在某些回家出于笙洴友展的需要采取

所渭
‘公民服夯

’
制形式或其他形式的情況匡別幵.

(e) 班逐居民、持居民強迫特移和有失的罪行

●75 特別報告長悅,他把第 4款列入第 14奈草案
1m 

的依据是委員們在

上屆舍快
’2g 

上提出的建洪,速些建以在四十三屆犬舍上得到第六委員套代表的

支持.1BU

176 委員套的一些委見砍迎增加第 4款 .速些委員汏力,些 前世界上仍存

在若班逐居民、使移民在占領領土上定居和改交某一領土上人口組成造成的后果和

苦雅一一有些是效百年來所造成的.

177 一些委長犖出班逐居民的典型例怔:在第二次世界大找結束吋強迫特

移被盟回占領因家的本回居民.另 一些委員忕力,根据在板端尸重和例外情況下力

籬伊和平而締錯的奈的特移居民不能被視力強迫特移.

198 特別拫告長悅,座 明确區分出手人道主又理由而央行的特移和治罪法

草案中提及的特移.在前一种情況下,特移的性廣是一目的非本固居民受到酷刑或

赴泱威跡吋的一种救援行功.第二种情況是把居民汏原籍目強迫特移到另一日.此

12B 
特別報告長第七次根告提出的第 14奈草案第4款案文如下:

‘
第

‘
以下行力构成危害人英罪:

∥ (a) 粹居民爪其領土上班逐或強迫特移;

‘  〔b9 使移民在占領領土上定居 ;

‘  (c9  改交外回領土上的人口組成.’

1” 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5頁 ,第 295段 .

1.U 
兄

‘
秘串赴編丐的第四十三屆大舍第六委員套討梵委員舍根告的寺題摘要

”

仈ˊCN4/L431),第 3U9-31U段 .

14奈 危害人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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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移昱然是不人道的行力,因 而位列入治罪法草案范園.

199 大于肘第 4款的各介方面提出的具体建以,一些委員悅,(a)項似不

銘尸瑾,而且有些含糊.班逐或特移的目的庄是界定違反情形的一种高度重要的因

素,而 規定草案卸未予提及.在速方面有人指出,鈕俺堡法庭組欽法第 6

奈
1“  中把放逐的目的視力犯罪的重要构成內容.例如,在找爭行劫中特移平民

以确保其安全不能被視力找午罪。姐俺堡法庭組象法中用明的犯罪涉及力奴求旁功

或其他美似目的的放逐.

18。  有些委員提出,(a〕 項位提及
‘
被占飯的領土

”
.

181 一位委員肘 (c9項表示疑同.他汏力,改交外回領土上的人口組成本

身并不构成犯罪,只是另一罪行即班逐或強迫特移居民或移民定居的后果,或者是

速几种行力錯合戶生的后果.另 一位委員提洪將 (c9項 改力
‘
改交外固領土或位

于回家道界內的領土上的人口組成
”
或

“
改交一人口群体所在領土上的人口組成

”
,

遠祥就可表明在一日迪界內也可犯此种罪行。

●82 一些委貝提坡將 (b)項和 (c)項合并,或將 (a)、 (b)、 “)三項合

并.

183 有人提到某些案文,汏力可作力委長全改理第 4款所涉同題的出友

焦,即 :1949年 日內瓦公的第一附加決定串
1鈕  第 85祭第 4(a)款和 1949

年日內瓦第四公的
iss 

夫子尸重達反的第 147奈 .

184 最后,一些委員悅,第 4款提及的犯罪可能＿●种族天銫罪或种族隔萬

罪混淆.

兄上文腳注 9U。

兄上文腳注 94.

兄上文腳注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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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其他不人道行力,包括破坏財戶

185 第 14奈草案第 5款 ,〕
s. 

涉及不同于以上各款提及的不人道行力.

特別報告貝在第七次才艮告中以及在口共介紹速一規定草案吋都悅,速美其他的不人

道行力不依可包括村人身的攻古,而且可包括肘財戶的攻告.

186 特別拫告長指出,村人的攻士不依伙是一介身体虐待的同題,也可能

是不一定伴隨此种身体虐待的侮辱或有辱人格的行力.有些殘酷的行力就是打古人

的內心.即信仰、信念或尊尸.1Bs 据此,本身不能視力身体戎害的侮辱或有辱

人格的行力,如 :公斤侮辱或迫使介人違背良心行事,以及一般的嘲弄或迫使某人

作出有辱其人格的行力等,可构成危害人美罪°由于速一原因,第 5款也涉及以

政治原因或种族、宗教等原因村居民或群体送行侮辱或施加有辱人格的待遇.

187 特別根告長回碩悅,1954年治罪法草案在危害人美罪的定〤中未包括

村財戶的攻士.但此种攻缶包含在一今哉爭罪清車中,遠就是鈕俺堡原則
’a6 

的

1“ 特別根告長在其第七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14奈草案第 5款案文如下:

“
第 14奈 危害人美罪

‘以下行力构成危害人美罪:

% 基于社套、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理由,而村任何居民或介人犯下的

所有其他不人道行力,包括茶害、放逐、消又、迫害和大規模破坏其財戶;’ .

iBs 
在遠方面特別拫告貝提到英占匡最高法院的判決,其 中最早的一項裁決指

出:‘各美肘人造成仿害的攻告可构成或造成危害人美罪;肘介人的生存、成次和友

育或行功領域的任何一美干預,肘其与坏境之夫系的任何一种改交,肘其財戶或其

直接受影晌的价值的任何攻苦⋯⋯”.米洛丰茨前引半所引 (上文腳注 114).第

294烎 .兄 H︳ st。 rvofthe∪ n∥edNat︳ ons1lVarC〢 mesComm︳ ssionandtheDe＿

Ve!opmentUftheLawsUfwar同 上,第 195、 196和 179更 .

laG 
兄上文腳注 75和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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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Xll六 (b9項幵列的清草,也兄于固豚軍事法庭組坎法,其 中提及
‘
掠香公共或

私人財戶、肆意毀坏城鎮或村庄,或元軍事必要之破坏
”.ns, 他怀疑攻古財戶

可否构成危害人美罪.目 前与危害人美罪有失的文半未具体提及攻缶財戶.或許可

以同,攻士財戶的性辰是否尸重到可粹其視力危害人美罪.

188 特別拫告貝悅,司 法規魚一般主救把大規模攻古財戶視力犯罪.1938

年 ●●月12日 法令,鍵一位波〨裔优大人在巴黎暗紊一名德目外交官后,命令肘

德目狁大人集体罰款 1U化馬克,此法令很說明同題.一介美固軍事法庭在常理中

汏力此項罰款是
“
德固狁大人受迫害的典型例怔’,此乃‘出手政治、种族和宗教理

由
’
的迫害。判決半中指出,“力帝日利益’

沒收和
“
清理扁于德目狁太人的財戶是針

肘德固狁大人的迫害逐功的一部分,違反了目怀法和目豚奈的,杕而构成控告半中

第 5奈罪狀含叉范園內的犯罪‵ ’BB 根据第 5奈罪狀,德目些局 ill香和清理集

中菅因犯的財物除其他外被祝力危害人失罪。与此有夫的另一介案例是 1946年 7

月 4日 布敕斯高地區弗板堡上坼法庭的判決,其中指出,“ 回家銃治机构 194U年非

139
法沒收优大人財戶一事构成危害人美罪

”
.

189 特別根告長汏力,根据速些司法判例判浙,攻古財戶如果是出于政

治、种族或宗教功机且力大規模行功,即 可构成危害人美罪°
i.U 遠些判例仍完

全有效,原 因不伙在于偏兄仍有很深的根基,主要逐在于除回家財戶外,又出現了

一美新的財戶,此美財戶正越來越被視力人美的共同盤承財戶.全世界汻多具有ㄞ

史、建筑或芭木意〤的還述就扁于速一美.此外,教科文姐躲將某些遺址和遺述也

划力人美的共同盤承財戶。特別拫告長指出,現行有效的公釣己禁止肘具有文化价

值的財戶的攻古.η 935年 《夫于我吋及和平時期保伊芝木和科苧机构及厊史遺述

的荼的》(加強η eU〢 ch” 奈的)’
.l 已是朝此方向近出的一步.值得注意的是,

Πs’ 鈕俺堡法庭＿fn象法第 6奈 (b)(凡上文腳注 9U9.

.BB 
米洛芧放前引串 (上文腳注﹁1的 ,第 269兵 .

同上,第 267-268頁 .

同上,第 269頁 。

目豚琺盟,《奈的集》,第一百六十七卷,第 289頁 .

硉畤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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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奈的既涉及找時,也 涉及和平時期.后來又有了1954年 《夫于武裝沖突中保伊

文化財戶的公的》.’
砭 但冬管拆題如此,垓公的也包括在和平時期保伊文化財

戶,其 中第 3奈規定,各方在和平吋期有責任保伊文化財戶.公的第 1奈肘文化

財戶的定火范園很戶,包括:

伯)村每一日人民文化遺戶具有重大意又的功戶或不功戶,堵如:宗教的或

世俗的建筑、芭木或ㄞ史遺速;考古遺址;作力整体具有ㄞ史或芭木意叉的建筑

群;芭水作品;手稿、串籍和其他具有芭木、厊史或考古意火的物品;以及科苧收

藏和重要的半籍收藏或梢案,或 以上界定之財戶的复制品的收藏;

(b)主要和其隊用于保藏或展示 〔a9項界定之文化功戶的建筑物,渚如:博

物信、大型日串倌和梢案庫、以及用于在武裝沖突時保藏 (a)項界定之文化功戶

的掩蔽所;

19U 特別拫告見逐提及 1949年 日內瓦公的第一附加以定半第 85荼第 4

ω)款 1珀  ,其 中把以下情況定力尸重違反:

(d)使特別安排,例 如在主管目隊組欽范日內的安排所保伊的,构成各固人

民文化或精神遺戶的公汏ㄞ史先念物、芭木品或札拜切所成力攻苦的村象,其結果

使孩ㄞ史先念物、芭木品或札拜場所遭到戶泛的毀坏。
...⋯

他坯悅,城然,在速些情況下,如果被毀坏的財戶位于軍事日林附近,此种攻

古就可能不构成找爭罪.而就危害人美罪同題而言,此种限制不道用,因力此种犯

罪是出于不同的功机,元梵是否存在找爭狀杰.

︴91.因此,特別拫告長在第 14荼草案第 5款 中包括了攻缶財戶.另 有一奈

規定,即 第 6款 ,包括肘坏境等构成重要的人美財富的財戶的尸重板害.

192 第 5款得到委員舍委員的燢同,他們肘此提出了一些坪淹和建洪.

193 有人指出,“不人道行力
’
一活前的

“
其他

’
一洞很重要,它表明,除种族

天免外,前面各款提及的其他犯罪也是不人道行力.

n砭 耿合目,《奈釣集》,第 249卷 ,第 刉5更 .

〕.J 
兄上文腳注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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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一位委員忕力,第 5款位提及社套、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日

的
’,而不位提

‘理由
”.另 一位委員指出,本款草案引起了堆可作出有夫的

‘不人道

行力
’
的同題.1954年治罪法草案第 2奈 (11)款規定,此爽行力可能由

“
一日些

局或受其教唆或數容之介人
’
作出,而 目前常洪的草案沒有送介內容,因 而可理解

力延伸到任何介人行力.特別報告長可能并旡此意,因 此在案文中庄些說明.遠位

委貞逐汏力,位把大規模的因素納入規定,若不速么做,也庄納入与此有夫的原

Rll,規定构成危害人美罪的介人行力必須是一連串行力中的一介坏市,一介系筑或

一介汁划中的一部分.

195 一位委貝提洪在第 5款列拳的行力中增加
“
摧毀住所

”.另 一位委員

悅,本款提及的迫害可有不少形式,肘此需要澄清。

196 一些委員明确支持把攻古財戶列力不人道行力.攻苦財戶的特羔既可

能是數量的,也可能是廣量的,目 前的草案規定包括了第一介方面,即 大規模破坏

居民的財戶,而咳款日泣些延伸,明确包括保伊人美的文化遺戶,并粹攻古具有ㄞ

史、建筑.芭木或考古意〤的遺述定力可從罰的行力,在有些情況下,此种攻古可

能針肘整介城鎮或村庄.有人提到教科文姐躲在速方面的工作,以及提到是否有可

能參照垓組豕在界定登記和承忕力人美共同雞承財戶的具体財戶方面确立的杯准,

治罪法草案位將破坏此种財戶定力犯罪.

199 一位委員汏力,庄常洪攻士財戶速介概念本身.例 如,在某一地區,

所有住房和供水及配屯系統等重要投施可能被破坏。

●98 特別寺艮告長村辦淹中提出的各种建洪表示玖迎.但他忕力,位 明确匡

分作力我爭罪的攻士財戶和作力危害人美罪的攻苦財戶,前者已具体包含在日內瓦

公的第一附加快定串第 85奈 中,后者Jll是 另一同題.禁止找吋攻古財戶是相村

的,因力送种禁止有例外,例如,出于軍事需要而破坏財戶,或是財戶靠近軍事曰

杯的情況.非找吋友生,被視力危害人美罪的攻告財戶則不道用此种限制:在速种

情況下,禁止是免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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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村人爽坏境等村人美至力重要的財戶和財富的攻苦

199 第 14荼草案第 6款’.. 
把蓄意尸重頡害人美坏境等至力重要的財富

定力危害人美罪.

2U°  委員舍餐同把尸重敬害人美坏境也定力危害人美罪之一.但有一些委

貝指出,速一規定位更緊密地按照回家責任奈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19朵第 3(d)

款
1.s ,其

中把以下情況定力目豚罪行:“尸重造反肘籬伊和保全人美坏境具有根

本重要性的又夯,例如禁止大規模污染大气居或海洋的〤夯.’

2U1 另一些委貝汏力,逐位考慮到 1949年 日內瓦公夠第一附加決定串第

55奈 ,垓奈意在保伊自然坏境,使其不受有可能妨害居民的健康或生存的戶泛、
長期和尸重板害.另 一位委員提出,第 14奈草案第 6款庄与夫于回豚法不加禁止

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目豚責任草案有所耿系.一位委員洗,固 隊安全概念

包含生念安全,將此种規定列入治罪法元疑有助于确保生念安全.他提出,位把生

念罪概念納入治罪法,將其作力一美具体的危害人美罪.

2U2 一些委員提及危害坏境罪的蓄意性廣,并螢同第 6款 ,因力它引入了

決定性的意困概念,汰而有可能區分事故引起的肘坏境的尸重損害和蓄意的搵害。
但另一些委員則肘在危害人美罪的定又中增加意田內容表示保留;他們汏力,可能

肘坏境造成的技害的尸重性以及由此而可能村人美造成的尸重后果都表明庄把尸重

技害坏境視力犯罪,元梵造成撮害吋是否力蓄意.

2U3 一些委員汏力,“ 至力重要的財富
”
速一概念頗力含混,垃 更明确地界

1“ 特別根告員在其第七次寺艮告中提出的第 14奈草案第 6款案文如下:

“
第 14奈 危害人美罪

‘
以下行力构成危害人美罪:

‘6 肘渚如人英坏境等至力重要的人美財富的任何蓄意尸重韻害.’

’.s 《198U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U頁起各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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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何力
‘
村人熒至力重要的財富

”
的判定不扁于司法取能范園,須 由委長舍确定哪

些是村人美至力重要的財富,若加以敬害即构成犯罪.一位委員提洪,除尸重韻害

坏境外,再增加夫于破坏民族群体財戶遠一概念.另 一些委員則人力,尸重破坏文

化財戶最好由第 5款赴理,或在另一款中赴理.

2U4 夫于有人提洪沿用回家黃任草案第一部分第 19紊的措洞,特別根告長

回碩悅,他 曾在第四次拫告
146 

中提出造遠种亦法,但它也近明是有午坡的°

夫于把意囡作力危害人美罪的构成因素送一羔,特別報告貝指出,他寺ㄇ在定火中

納入了意日因素,但明昱的錯淏和不行力位視力有罪的意圈.在有些領域即使是十

分了解情況的法院也雃以确定意困.肘此必須分析研究具休情況,以确定犯罪意

困.日 內瓦公釣第一附加決定串第 35柔第 3款已包括了找吋撮害坏境的行力,而

且此种行力元梵如何也已包括在第 13奈草案規定的范園內.反之,和平時期損害

坏境則庄在另一項規定中赴理.夫于
“至力重要的人失財富

’
送一概念,特別報告長

解釋悅,他本人人力至力重要的財富是指肘生命极力重要的財富,人美坏境就是一

种.

(h) 痳醉品回隊販迋

2U5 一些委貝汏力,治罪法草案中泣有一項規定把林醉品目豚販逐定力犯

罪.位將此种販逐視力危害和平罪,因 力它村某些回家,特別是小目的穗定具有破

坏作用,因而有害于回隊夫系的正常幵展。此外,痳醉品目狋販逐些前与回怀恐怖

主〤合流,因 而成了一种新的罪行,在某些回家林力
‘
販毒恐怖主〤

’.痳醉品販逐

者生手巨額資金,共販逐所得資金肘各固政府构成威跡,此种金額在有些情況下大

于其活功所在目的預算額.痳醉品販逐所得資金的貨市倒美也在其他回家造成同

題.

2U6 一些委員悅,林醉品固豚販逐也可构成危害人美罪.即便販迋者是力

謀利或被資金收益的前景所誘惑而林事販遂,其罪行仍i,9及全人美的健康和幸福.

i.6兄 《1986年 ⋯:..年 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61更 ,文 件

A/CN4ˊ 398,第 66段,第 12柔草案第4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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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販毒分子出口痳醉品是美給自愿出找姁妥的吸毒成癮者,而如今情況已友生

了交化,因力港在的賄妥者不再限于自愿的使用者.新出現的策略是造成一种可迫

使其吸毒成癮的社套,所 以販毒分子正在企困鼓肋几童和青年吸毒,以保怔以后舍

有源源不斷的成年碩客。
2U7 有人提靖委員套注意,1988年 12月 2。 日在維也幼筌署了《瑛合目反

村非法販逐痳醉品和精神菂物公的》,1.’  其主旨是确立一种普遍的管轄,規定

回家有叉夯 (肘罪犯)加以引渡或起訴.目 前已有 64介回家筌署了垓公的,預汁

持于 199。 年生效,其 中未涉及令人作力回家代表所犯的罪行.但其中肘有失行力

的
‘
尸重性

”
有一定〤,規定

“
若罪犯拉任公取而罪行⋯⋯与垓取夯有失

”(第 3紊

第5佁)款),則 罪行即被視力
‘
特別尸重〞

。蛗然早就有人汏力,91子海上非法販

毒有理由央行普遍管轄,包括一固有杈在公海上搜查愚挂非垓目目旗乃至不意挂任

何目旗的船舶,但 1988年籬也夠套以上則決定目家沒有在公海上進捕的普遍管轄

叔,因此它們需依靠取道寨夠.

2U8 委員套的一位委員提及 1961年 《痳醉菂品草一公的》第 36

紊,1.B 汏力委員套可借盤垓段案文.

2U9 特別拫告貝悅,痳醉品非法販逐同題是在常洪他早先提出的一份技告

吋提出的.些 吋他不大主張把此种販迋定力犯罪,因力他些吋汏力送是一种普通的

罪行,其基本功机是賺找。然而,此后的友展表明,且然販毒者的目的是賺我,但

也可能造成政治后果.爪情況來看,他不反肘在兩項規定中赴理速介同題,一項規

定列入危害和平罪,另 一項規定列入危害人美罪.速介鬥題可交起草委員套赴理.

21U 委長套決定清特別寺艮告炅似出一項夫于林醉品目豚販逐的規定草案 ,

交下屆套以常洪.

1η 案文兄 E/CUNF82/15和 Co了 r2.

’.B ﹁961年 《痳醉菂品革一公的》,絰 1972年 3月 25日 洪定半修正 (朕合

固 《奈的集》,第 996卷 ,第 1U5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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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治罪法的其施

211 一些委員就治罪法的其施同題友表了泙淹或提出了建坡.

2I2 一位主張建立目隊刑事法庭的委員悅,力保正裁決的一致性,必須建

立一介公正客現的司法机美。此外逐必需避免目家法院道用治罪法吋逮分政治化的

可能性.固坼法庭可作出銫肘客現的宣判,如果治罪法由此种法庭其施,就可喊少

有爭洪的解釋.

2﹁ 3 另一位委員悅,如果在一段吋同內元法建立固豚法庭,Jll庄 利用回家

法庭,但須有多固成見,一位法官由原告固派出,一位法官由被告目派出,并至少

要有一位或兩位其他回家的法官。

刉4 另一位委貝汏力,不庄把目家法庭和目豚刑事法院視力互相排斥.最

好箸合兩种法院的优羔,由 回家法庭作力初常法院,由 固隊刑事法院作力上坼法

庭,有杈常查回家法院的判決.根据垓程序,回 民被另一日法院常判的回家或犯罪

友生于其領土上或針肘其犯罪而罪犯又力外固法院常判的回家有叔向日怀法院提出

上坼.也可授叔常理治罪法范園內某一案件的回家法院清固豚法院就固豚刑法的某

一同題友表有的束力的意兄。送位委員汏力,此种程序有助于鼓肋各回同意建立固

豚刑事法院和避免不必要的引渡,而且不需要沒立栓查官或校查院,也不需要建立

因隊盟獄和培訓囝隊監獄管理人貝.同 時,囝 隊刑事法院如果作力一种上坼法院,

可加強司法的客現性和公正性,林琱回家法院采用的判例法,有效保伊各固防止圄

家法院的危險和可能的缺格.

215 夫于上述建以,另 一位委員提出,如果把因豚刑事法院定力一种复常

机构,在其力回民的一日法院受申的介人在本目的各种朴救亦法都全部使用之后,

也位能移將其案件提交目隊刑事法院常理.

刉6 特別技告貝強惆悅,他免肘沒有假定須排除囝怀刑事法院制度,他持

考慮在委長舍以后某屆合以上提出道些的荼款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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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c 夫于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奈款草案

1 委員舍至今力止暫時通避的紊款草案案文

刉7 委員舍至今力止暫時通道的第 1至第 8和第 1。 至第 15奈草案某文如

第 一 章

早  言

第一部分 定〤和定性

第 1奈 定叉

本治罪法中所規定的 〔目隊法上的〕罪行构成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罪行.

第 2荼 定性

一項作力或不作力定性力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不取決于日內法.垓項作力

或不作力是否可按園內法恁罰的事央不影晌遠种定性.

第二部分 一般原則

第 3奈 責任和恁罰

1 凡犯有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介人,不梵被告援引任何不包括在罪行定〤

之內的功机,均位肘速种罪行久黃任,并垃力此而受愆研.

2 肘犯有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介人的追坼,并不免除一介回家9+可 月因于

它的作力或不作力依回豚法庄久的任何責任.

第4奈 常判或引渡的又夯

● 凡在其領土內出現据林犯有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介人的回家位村其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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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判或持其引渡.

2.如果有几介回家要求引渡,位特別考慮罪行友生在其領土內的回家的要求。

3.本奈第●和第 2款的規定并不預先判定固怀刑事法院的淡立和管特杈.中

第 5無 不道用法定時效

危害人熒和平及安全罪行不道用法定時效.

第 6奈 司法保怔

凡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介人均元歧視地享有村人美所有人提

供的在法律和事央方面的最低限度的保怔,特別是:

● 他在被怔明力有罪之前庄推定力元罪;

2 他有叔:

(a〕 在一介根据法律或紊釣正式建立的有管轄杈、狸立和公正的法庭上接受

公平而公幵的申理,由垓法庭确定肘他的指控有元根据;

的)以本人所懂的悟文迅速洋思地荻悉村自已提出的控坼的性廣和理由;

“)具有充分的吋同和便利荼件力自已的辦拼做好准各,并与自已逸捀的律

師朕系;

td)不 逮分退延地接受常判;

(e)在本人出庭情況下接受常判,并素自或通迂自已述捀的辦伊人林助力自

已辦妒;如果沒有辦拼人林助,位通知他有杈得到送种怭助;如果他元力支付辦伊

人的根酬,則位免發力他指定辦伊人;

()訊同控坼怔人或使其接受氓同,并在道用于控坼怔人的同祥奈件下使辦伊

近人出庭并接受訊同;

㎏)如他不懂或不合說法庭所使用的浯文,位免發得到口烽長的林助;

〔h)不被迫作不利于自已的怔明或供汏有罪.

. 
如果建立固豚刑事法院,本款即取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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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奈 一事不再理

“.任何人不得因已由一介回隊刑事法院村其最終定罪或宣告元罪的本治罪法罪

行而受常或受怨罰.〕

2 在本來第 3、 4和 5款規定的限制下,任何人如果因按本治罪法定力罪行的行

力已絰由一介回家法院最終定罪或宣告元罪,而且如已判刑垓刑罰已絰執行或正在

執行,垓人即不庄因垓罪行而受常或受恁研.

3 冬管有第 2款的規定,如果作力普通罪行常判和愆珂的行力符合本治罪法所規

定的一項罪行,兵｜垓介人仍可因本治罪法規定的罪行而受到 〔一介目豚刑事法院

或〕一介目家法院的常判和恁男。
4 冬管有第 2款的規定,另 一固回家法院在下列情況下仍可因本治罪法規定的一

介罪行村一介人避行常判和恁而:

伯)如果作力外回法院判決主題的行力友生在垓回本目領土內;

(b)如果垓目是罪行的主要受害者°

5 如果一介人以后按本治罪法被定罪,法院在判刑吋位將因避去村同一行力定界

而已判赴并執行的任何刑罰扣除.

第 8泰 不溯及既往

1 任何人不得因本治罪法生效前的行力按本治罪法定罪.

2 本奈的任何規定并不排除村子任何人因在行力吋根据回狋法或依目隊法位道用

的日內法构成犯罪的任何行力迸行常判和恁男.

第 1U奈 上級的責任

如果上致知道,或者掌握情根使其能在些吋情況下斷定,其下象正在或將要犯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而且并不采取其板力范日內的一切可行措施,以預防或

制止垓罪行,只1垓罪行系下圾所犯的事央并不免除其上圾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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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奈 官方地位和刑事責任

犯有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令人的官方地位,特別是其以回家或政府首摘

的身分行事的事央,并不免除其刑事責任.

第 二 章

构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力

第一部分 危害和平罪

第 12奈 侵略

1 凡根据本治罪法肘构成侵略的行力久有責任的任何介人,都庄因危害和平罪而

受到常判和恁研.

2 侵略是指一日使用武力侵犯另外一介回家的主杈、領土完整或政治狂立,或 以

与《耿合固先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3 一日違反 《先章》的規定而首先使用武力,即构成侵略行力的初步近据,但安

全理事套得按照 《完章》的規定下淹斷:根据其他情況,包括有失行力或其后果不

甚尸重的事央在內,沒有理由可以确定已友生了侵略行力°

4.在本紊第 2和 第 3款規定得到泣有考慮的情況下,(特別是〕任何下列行力,

不站是否銓避宣找,都构成侵略行力:

(a) 一介回家的武裝部陝侵入或攻缶另一日家的領土,或 因此侵入或攻士而

造成的任何軍事占領,不梵吋同如何短暫,或使用武力吞并另一回家的領土或其一

部分:

(ω 一介回家的武裝部臥表炸另一回家的領土,或 一介回家村另一日家的領

土使用任何武器;

(c) 一介回家的武裝部臥封鎖另一回家的港口或海岸:

(d) 一介回家的武裝部陝攻苦另一固家的瞄、海、空軍或商船和民航机;

(e) 一今回家連反其与另一回家汀立的怭定所規定的荼件使用其根据怭定在

孩接受目領土內駐扎的武裝部臥,或在林定終止后,延故垓項武裝部臥在垓他固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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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內的駐扎期同;

“) 一介回家以其領土供另一回家使用迸垓日用來91第 三因送行侵略行力;

(g) 一介回家或以其名叉派遣武裝小陝、武裝困体、非正規軍或雇佣兵;肘

另一回家送行武力行力,其尸重性相些于上逑所列各項行力,或垓因央怀卷入了速

些行力.

(h) 安全理事套确定的构成 《先章》規定下的侵略的任何其他行力.

rS 安全理事舍夫于侵略行力的存在的任何決定肘于回家法院均有的束力.〕

6 本奈中任何規定能不得解釋力廿大或鎕小 《耿合回先章》的范園,包括先章中

有失使用武力力合法的各种情況的規定在內.

7 本奈中任何規定能不妨得 《夫于各固依朕合回完章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目豚

法原則宣言》里所迷被強力¥ll李 了洲源于 《先章》的自決、自由和猶立杈利的人

民,特別是在殖民和种族主〤政杈或其他形念的外因統治下的人民取得速些杈利,

亦不得妨得速些人民按照 《先章》的各項原則和上迷宣言的規定,力此目的而送行

斗爭并尋求和接受支援的叔利.

第 13荼 侵略的威跡

侵略的威勝在于使一日政府有确央理由相信正在扶真考慮9+垓 回送行侵略的芹

明、通訊、昱示央力或任何其他措施.

第 14奈 干涉

﹁ 以煽功 〔武裝〕類覆或恐怖主叉活功,或組象、赫助或姿助速种活功,或力速

种活功提供武器,趺而 〔尸重〕韻害一介回家自由行使其主叔杈利的方式,干涉垓

目的內政或外交.

2.本朵的任何規定銫不妨得庄尸載入琺合回先章的人民自決板.

第 15荼 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

達反庄尸裁入秩合回完章的人民自決杈,強迫建立或維持殖民統治或任何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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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外國統治.1的

2 委員套第四十一屆套洪哲吋通避的第π3、 14和 15荼草案案文及其評注
.sU

第 二 幸

构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力

第一部分 危害和平罪

1.g 
起草委員舍主席在介匆起草委員套夫于本寺題的根告時告知因豚法委長

套,起草委員舍曾故耐同甜梵夫于尸重違反村籬拼目隊和平与安全至夫重要的〤夯

的行力的第 16奈草案.垓 同題的案文原來由特別根告長在其提交委員全第四十屆

全洪的第六次拫告中作力第﹁1荼 (构成危害和平罪的行力)的第 4和第 5款提出

(兄 《1988年⋯⋯年鑒》,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2烎 ,腳注 289).

送兩荼的集文如下:

‘4 一日達反其依奈的所久的火夯,而此項奈的旨在确保目隊和平与安全,

特別是通遊以下手段确保:

“(一) 禁止翠各、裁軍、或限制軍各;

‘(二) 肘軍事圳妹或找略工事的限制或任何其他同美的限制.

‘5.一日違反其根据一項禁止在一定地匹或在外房空同部署或拭驗武器的奈

夠所久的又夯.’

夫于起革委員舍主席就第﹁6系草案在本屆套以上友表的排活兄第 2136次舍洪何

要圮最 (兀 《1989年 ..:...年 盤》,第一卷),第 43段起各頁.

1sU 
和第 12奈第 1款 (侵略〕不同,第 13、 14和 15奈草案在現險段只限于

界定构成垓奈草案的罪行的行力.這些行力月黃于介人的同題以后將在一般規定的

范時內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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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紊 侵略的威跡

侵略的威勝在于使一日政府有确央理由相信正在汏真考慮肘垓回送行侵略的芹

明、通訊、昱示央力或任何其他措施.

(1) 力确定一介行力是否构成侵略的威跡,委員舍可采取兩种可能的途

侄:一介是似汀一介一般性的定〤;另 一介就是在奈款中規定构成威勝的因素,以

便法官在确定是否存在侵略的威跡吋能姼有具体的杯准作力依据.委員套所逸摔的

是第二种亦法.

(2) 委員舍在第 13奈中似汀构成侵略威勝的因素.l曾 汏卄多回隊文串中得

到店友,特別是 《朕合回先章》第二奈第四項,197U年 《各回依耿合因先章建立

友好夫系和合作的回豚法原則宣言》,1引  1987年 《加強在固豚夫系上不使用武

力或送行威跡原則的效力宣言》,Π
52 

以及目豚法院在尼加拉瓜案中的判

決.” 3

(3) 至于
“
威跡

”
一洞的含又,泣垓指出,速介司一般既可指情況或爭端 ,

也可指孤立的行功.例 如可以悅一种情況构成肘回隊和平与安全的威跡.在世界上

一今地區含有能村垓地Σ乃至肘世界和平戶生影晌的沖突的苗子的情況或孤立的行

劫即是如此.如先章第三十四奈曾提到其雞袋存在足以威勝回狋和平与安全的任何

情況,可是草案第 13奈的
‘
威跡

’
一洞的使用卸不具有速介意思.在本奈中,‘威

跡
”
一詞是表示采取一种行功,目 的是要使一日相信,如果垓回不滿足某些要求的

活,就粹肘垓回使用武力.按本紊草案的案文,威勝可以是戶明,也就是半面或口

Ⅲ 大舍 197U年 1U月 24日 第 2625a×v9咢決以,附件.

πs2 
大舍 1987年 ●●月18日 第 42/22手決決,附件.

is3 
在尼加拉瓜和反肘尼加拉瓜的軍事和准軍事活功 (尼加拉瓜坼美利堡合猋

目某〕〔央廣同題),1986年 6月 27日 判決,《 1986年因怀法院裁決集》,第 14

:9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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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公幵表示,可 以是通氓,也就是一日政府些局肘另一日政府些局通道任何途徑

侍遊的信息,最后,威跡也可以是昱示央力,例如在迪境集結軍臥.所列拳的送三

項是提示性廣的,速八
“
或任何其他措施

’
速几介字中可以看出.

(4) 威跡的存在不取決于感到受威跡的回家的主現判新,而取決于可由公

正的第三方核興的客現因素.首先,第 13奈規定,所采取的措施,包括戶明、通

訊和示威行功,位 些
“
使一日政府有确央理由相信⋯⋯”

.‘确央
’
理由就是指充足的

理由.肘此在委員舍中有人悅,本奈所指的措施是使一介回家任何久責任的政府有

理由相信垓固即將遭受侵略的措施.另 一介客現因素就是
“
忕真

”
遠介副洞,它加強

了遠祥的思想:不要把短暫的避火的言詞些作侵略的威肋,而要根据完全客現地判

斷的具体因素。在遠方面,力加強遠种客現性,有些委員汏力,一介回豚刑事申判

机构可提供道些的保怔.

(5) 委員套內逐有人指出,和侵略不同,侵略的威跡并不能怔明受威跡的

回家有理由行使 《朕合固先章》第五十一奈規定的自工杈而使用武力.然而送決不

妨得受到侵略威跡的回家采取任何不包含使用武力的措施,其中包括向安全理事全

控坼,以及可能時向區域困結机构呼吁.

(6) 有些委貝汏力,在侵略威勝方面,常理的法院或法庭的杈限和安理舍

叔限之同夫系的同題所提出的堆題,与侵略罪行方面所提出的堆題是相似的,委貝

全上屆套洪暫時通道的第 12奈的泙注
1s4 

已反映了侵略罪行方面提出的雅題.

速些委員特別怀疑一介法庭在安理套未送行任何常洪未作出任何錯淹情況下,如何

能自由常理侵略罪或侵略威勝罪的控訴.

(9) 有几位委員就第 13柔提出保留.他們中同有人扒力在案文中立垓加強

构成威勝的因素.在遠方面曾提到避
“
尸重性

’
、
‘緊迫性

’
和

“
卄划性

’
概念.另 一些

人扒力紊款中沒有清楚地表現出意目的因素.逐有些人表示怀疑,在指控的威跡已

豋友生但侵略行力尚未友生的情況下,是否可能肘威跡的事其作出客現的決定.最

后逐有人汏力安全理事舍垃垓在确定垓行力是否构成侵略的威跡中友捍作用。

1“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92-7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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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奈 干涉

1 以煽功 〔武裝)類覆或恐怖主又活劫,或組象、林助或資助遠种活功,或

力遠种活劫提供武器,狄而 〔尸重〕板害一介回家自由行使其主杈杈利的方式,干
涉垓目的內政或外交.

2 本奈的任何規定能不妨得庄尸我入朕合回先章的人民自決叔.

〔1) 第 14奈規定的危害和平罪干涉的定又包括趺第 1款 中可以明昱看出的

兩介因素.第一介因素有失干涉的效果或后果.速就是垓款提到
“
狄而 〔尸重〕I,i

害一今回家自由行使其主叔杈利⋯⋯,干涉垓目的內政或外交
”
的部分。定又的第

二介因素是列犖可构成干涉的某些活功,如煽功 〔武裝〕飯覆或恐怖主〤活功,或
鈕象、林助或資助速种活功,或力速种活劫提供武器.

(2) 在列拳构成干涉的具体活功吋,委員舍也參考了●97U年各固建立友好

美系和合作的固隊法原則宣言. Πss 
其中,第 14奈与η97U年宣言有兩介主要

差別.第一,奈款沒有用
“
數容

〞
一洞,因力在委員舍看來速介洞更多地扁于共同犯

罪理梵的范園.第二,奈款中汏力有必要突出提供武器以煽功另一回家內的類覆或

恐怖主火活劫的規定。
(3) 在似汀上述定〤的第一介因素吋,委員舍參考了各回建立友好夫系和

合作的目豚法原則宣言和目豚法院肘尼加拉瓜案的判決. 1sU 委員套希望避免

含〤范囿大戶的定又,即將回家肘另一回家政策施加一定影呴的任何美型或形式的

行功都汏力是干涉.第 14奈所沒想的干涉必須有強制的因素,它韻害被干涉回家

的主杈而且是垓目所不能接受的.如在尼加拉瓜集中固隊法院悅,被禁止的
‘
干涉

’

位垓涉及根据回家主杈原則各回有杈自由作出決定的事項.政治、銍游、社舍和文

化制度的逸摔及肘外政策的制汀就扁于速美事項.村子速美本位自由作出的逸摔,

1ss 
兄上文腳注 151.

1茄 兄上文腳注 153.

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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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強制手段送行干涉,那就是非法的干涉.遠介強制因素是被禁止的干涉的

构成因素和它的央辰.在 以軍事行功的直接形式或以支持另一回固內的武裝顛覆或

恐怖主叉活劫的同接形式使用武力送行的干涉中,送介強制因素特別明昱.各回建

立友好大系和合作的目豚法原則宣言特送种在另一日領土提供支助的行力
‘
涉及武

力威跡或使用武力
’’n, 

吋,將速种支助視力提供支助的回家使用武力.八速里

可以清楚地看出,固 豚法院汏力,強制是判斷非法干涉的決定性杯准.

(的  第 14荼的干涉定火的第一介因素有失
‘
垓目的內政或外交

”
.“ 外交

’
指

的是每一介回家有杈自由地決定其肘外政策或者如目隊法院的判決所悅
‘
肘外政策

的制訂
’.干涉一日外交的例子如強迫垓固加入或退出一介朕盟体系,或迫使垓因

度上或破坏垓目所締結的荼的.

(ω  由于意兄有分歧,委 長舍決定將
‘
尸重

’
一洞放在方括咢中.有些委員

汏力
‘
尸重

”
一洞是必要的,以便清楚地說明茶款所指的只是最尸重的干涉形式.另

一些委長汏力無款中另一部分即
“
以煽功顛覆或恐怖主叉活功,或姐珠、怭助或資

助送种活劫,或力速种活功提供武器
’,本身已絰足姼尸重了,不需要另外再加一

↑́Ⅵ參佈洞.

〔6) 委員合內逐就第 14奈定力罪行的
“
期覆或恐怖主火

’
活功是否患是必須

具有
‘
武裝

〞
活助的性廣的同題展幵了討淹.有些委貝扒力,只有含有使用武力的強

制才位被視力治罪法草案所指的干涉,治罪法所考慮的只是最尸重的干涉形式.另

一些委員快力,奈款草案所指的干涉不一定含有武力的使用,因力干涉往往采取与

使用武力同祥尸重的形式,特別是銍疥性措施的形式.他們以力后一种干涉形式是

最常用的手段,因力它不大明昱,不大引人注日,但是往往更有效,主要是在央力

不平等的回家之同的夫系上.遠些分歧意兄早致委員套將
‘
武裝

”
一洞放在方括咢

內.

(7) 第 14奈第 2款是一种絞短形式的保障荼款,其他因隊文中中也有美似

的奈款,特別是委員全上屆舍洪哲●.1通避的第 12奈第7款 (侵略), ns8 垓奈

《1986年 固豚法院裁決集》,第 1U8丌 ,第 2U5段 .

兄上文腳注 116.

眹畤畤畤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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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速一款又參照了大舍 1974年通避的
‘
侵略定〤

’
的第7奈. is9 第 14紊

与迸速一奈款可能是哲肘的,因 力在委員套工作的較后險段可能要力所有的危害和

平罪通避一介更普遍的同祥性辰的奈款.夫于
‘
庄尸載入朕合回先幸

’
一浯兄第 15

奈坪注第4段 .

第 15奈 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

違反庄尸載入琺合目完章的人民自決杈,強迫建立或維持殖民銳治或任何其他

形式的外因統治.

(1) 委員套似汀第 15紊吋參考了大套以下次洪:載有 《給予殖民地回家和

人民狙立宣言》的 196U年 12月 14日 第 1514fXV)母決洪,特別是垓宣言第 1

段;196U年 12月 15日 題力
“
套見目力确定是否久有又夯遊送先章第 73奈

(辰 )款規定之情根所位遵循之原則
’
的第 1541av9母 決洪;199U年 1U月 24

日附有 《各目依瑛合回先章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目隊法原則宣言》的第 2625

“×V)咢決洪.委 員套逐參考了它夫于回家責任的工作,特別是垓寺題祭款草案

第一部分第 19奈第 3款 (b)項 .〕
sU

(幻  第 15奈第一部分
“強迫建立或維持殖民統治

’
部分是指侍統的ㄞ史上的

殖民統治現象,其措洞直接以委員套一旗通道的夫于回家責任的荼款草案第一部分

第 19奈力依据.委員套的意兄是,由于殖民主又現象受到一致的、普遍的遊黃,

由于有必要消火其一切遺述,由 于殖民主叉現象的重新出現,在治罪法草案中有充

分理由列入速一罪行。

(3) 恭款的第二部分,即 “
任何其他形式的外目統治

’,直接參照載有 《給

予殖民地回家和人民狌立宣言的大舍第 1514(×V)景決洪的第 1段 .它是指任何

外固占領或兼并,違反庄尸載入朕合回先章的人民自決杈剝李人民自由逸捀其政

大舍 1974年 12月 14日 第 3314(XX｜×)咢決以,附件.

兄上文腳注 145.

注坪

硉畤畤

�祪

眻畤畤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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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銓游或社舍制度的任何行力.且然曾參照上迷大舍第 1S● 4(×V)母泱袂第 1

段,其中提到
‘
使人民受外目的征服、統治和kll削

’,但第 15奈仍守可采用一种較

短的提法,速并不影晌它的范園.速种提法另外逐有一今好赴,它 可以指一切外因

統治的現象.委員金有些委員以力,外因統治包括
‘
新殖民主火

’,和剝削各目人民

的自然炎源和財富,違反大套 1962年 12月 14日 題力
‘
村自然資源的永久主叔

’

的第18U3“Ⅵ｜)母決洪.

(的  有人強惆悅,‘庄尸載入瑛合目先章的
’
速一短悟不位解猙力人民自決板

在先章以前不存在.有些委員強惆自決杈在朕合圄先章之前已銓存在,先章只不避

是承汏和确扒人民自決杈而已.此外有人汏力,“違反⋯⋯人民自決杈
’
一悟位改力

‘
放而違反⋯⋯人民自決杈

’
并放在后面,以免給人造成印象以力逐有不違反自決叔

的外目銃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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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回家責任

A 早言

幻8 村于
‘
回家責任

’
送介青趣的奈款草案,1975年委長套第二十七屆全以

通避的患甘划曾沒想其結构如下:第一部分涉及固狋責任的起源;第二部分涉及目

豚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可能的第三部分一一委員舍可能決定似汀速一部分

一一可能涉及解決爭端和拭行目豚責任的同題.n引

2● 9 198U年委員套第三十二屆套以一旗暫時通避了夫于
“
回狋責任起源

”
的

朱款草案第一部分.1”

22U 委長舍在其第三十二屆套以上也幵始常以夫于
‘
目隊責任的內容、形式

和程度
’
的朱款草案第二部分.

221 委長舍汏第三十二屆舍以一直到 1986年的第三十八屆套洪共收到特別

報告長威廉 .里普哈根先生涉及荼款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 (目 隊責任的“
拭行

”
和解

決爭端)的七次技告.’
sB 

第七次報告有一市 (在三十八屆套以上既沒有介紹也

沒有忖梵〕,淡的是肘奈款草案第一部分送行二慎的准各工作,涉及各目政府91第

161 《1975年⋯⋯年盎》,第二卷,第 55-59更 ,文件 A/1。 U●

。
/Rev1,

第 38-S● 段.

1s2 《198U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U頁起各頁.

’Us 
特別技告長的七次拫告兄:

初步根告:《 9g8。 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U9烎 ,文件

A/CN4/33U;

第二次拫告:《 1981年⋯⋯年整》,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79頁 ,文件

A/CN4/344;

第三次報告:《 1982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2頁 ,文件

A/CN4/354和 Add1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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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中各荼款的串面泙淹.

222.委員舍在 1986年第三十八屆舍洪結束時,村奈款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

的工作送行到以下險段:伯)一漾哲吋通避了第二部分第 1至第 5荼草案;164

Φ)把第二部分第 6至第 16奈草案送交起草委員舍;nss  (c)第三部分第 1

至第 5奈草案及其附件
1.e 送交起草委貝舍.1G’

223 1987年委員全第三十九屆舍洪任命加埃塔渃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力

‘
目家責任

’
寺題的特別根告長.

224 在 1988年第四十屆舍洪上,特別拫告貝向委長套提交了他夫于本青題

的初步報告 (A/CN4/416和 Add1).1sB 委見舍逐收到一介政府有失草案

(注 163裝 )

第四次拫告

A/CN4/366

第五次拫告

A/CN4/38U

第六次甘艮告

A/CN4/389

第七次技告

《1983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3更 ,文件

和 Add1;

《1984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面 ,文件

《﹁985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3丌 ,文件

《1986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頁 ,文件

Aˊ CN4/399和 Add1.
1s. 

案文兄本章下文 c市 .

1Us 
案文兄 《1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21頁 ,腳注

66.

i6° 案文凡 《1986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5-36烎 ,腳注

86.

9田 肘一直到 1986年委長套就本寺題所做工作的全面ㄞ史回厥,凡 《1985

年⋯⋯年鑒》,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9頁 起各頁,第 1U2至 163段 ;以及

KK● 986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5瓦起各兵,第 4U至 65段 .

〕sB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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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的各奈款的坪站和意見.’
eg 

特別根告長在其初步根告中提出如何赴理

草案剩余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的方法,并就第二部分提出一無新的夫于停止的第 6

朵 (兄下文第 229段 )和 一紊新的夫于恢复原狀的第 7奈 (兄下文第 23U段 ).

特別報告員介紹了他的拫告,但委員套由于吋同不移未能在第四十屆套以上常洪速

介寺趣.π
’U

B 本屆舍洪常洪送介昔題的情況

225 1989年 5月 16至 19日 和 6月 21日 及 28日 委員舍本屆套洪第

刉U2至第 21U5次、第 2122和 第 2127次 套洪常坡了特別報告長的初步扳告

(Aˊ CN4/416和 Add1).由于時同不移,委 員全未能常以特別拫告貝的第二

次根告 (A/cN4/425和 Add● ),1﹁  把它推退到下屆套玟再常以.

226 在辨淹結束吋,委員套在第 2127次舍以上決定將特別根告長初步報告

中提出的第6和第7荼草案送交起草委員套.

227 特別報告長曾于 1988年第四十屆舍以上介紹了他的初步根告 (兄上文

第224段).力 了大套的方便,下文第 228至第 23U段筒迷了他的介紹.

228 美于如何赴理草案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特別拫告貝建洪盤袋按照前任

特別根告長和委貝舍所遵循的意大鋼行事.但他建洪做些改交.第一他提坡村回隊

達法行力和回隊罪行兩者的法律后果分幵赴理.第二夫于達法行力和罪行的兩章,

每章都將赴理央辰性后果一一例如停止同題和不同形式的賠儅,和程序性后果一一

例如受害固有叔采取措施以煤取停止或賠儅或有杈央施任何形式的草狙或集体性措

施或制裁.第三夫于他的前任所淡想草案的第三部分,特別救告貝汏力泣垓匡分

(a)夫于和平解決爭端的規定和 (b9夫于受害回在采取措施之前庄履行的任何又

夯的規定.前一种規定位放在第三部分,而后一种規定則位放在第二部分,同其合

πsg 
同上,文件A/cN4ˊ 414.

’’°
特別報告貝在第四十屆套以上介紹他的初步技告的摘要,兄 《1988年

“⋯.年器》,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U4烎起各更,第 53。 至 546段 .

’’i 
載于 《1989年⋯⋯年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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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正是以履行遠些火努力紊件的措施放在一起.所以,特別根告貝就奈款草案第

二和第三部分提出恪吋性的大鋼如下:

第二部分 回家黃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

第一章 一般原ill(一放通避的第 1-5奈 )

第二章 因隊違法行力戶生的法律后果

第 1市 受害目的央辰性杈利和
‘
行力目

’
的相庄又夯

a 停止

b 各种形式的賠儅本

(一) 恢复原狀

(二) 等值賠僕

(三) 朴僕 (和 ‘
愆珂性賠僕金

”
)

c 不重犯的保怔

第2市 力爭取停止、賠僕和不重犯的保怔可采取的措施

第三幸 固豚罪行戶生的法律后果

第 1市  目跡罪行戶生的杈利和相位的叉夯

第 2市 适用的措施

第四章 最后規定

第三部分 和平解決据林的固狋不法行力引起的爭端

229 夫子第二部分停止不法行力的第 6奈新草案,特別投告長悅1在規則

的制訂、修改和庾除取決于回家意志速祥一种制度下,達反現行規則,不依威勝垓

規則的效能而且威跡共存在.在吋同上延換的不法行力,尤其如此.因此,夫于停

止的規則,不依村保伊受害目利益有必要,而且肘保伊目豚社套在維拼和依靠法治

方面的利益有必要.任何夫于停止的規則虛夠來不法行力目使其停止,但不影晌其

肘不法行力已久捚的責任.冬管汰戶〤上悅停止也是不法行力的一种后果一一因力

停止至少含有不法行力已幵始速介前提奈件,停止不同于賠僕.因 此,停止泣以草

狙一奈赴理.特別投告貝提出以下第 6奈草案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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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奈 停止持袋性的囝豚不法行力

其作力或不作力构成 〔具有〕持袋性 〔的〕目狋不法行力的回家仍然有又夯停

止送种作力或不作力,而不影晌其已絰久有的責任.

23U 夫于第二部分恢复原狀的第 7奈新草案,特別報告長悅,速种形式的

賠僕意在草狂地或錯合其他形式的賠僕,妳朴由不法行力造成的韻害.他指出,芋

悅和央踐都表明,91于恢复原狀速介概念有几乎勢均力致的兩种意兄.根据一种意

兄,恢复原狀就是重建不法行力友生之前存在的情況,即 以前的狀況.根据另一种

意兄,恢复原狀就是重建如果不法行力不友生便合存在的狀況.冬管在目的上有速

种分歧,但苧悅和央踐几乎一致地把恢复原狀視力最自然的,狄速介意又上辨因而

也是首要的、較好的賠僕形式.但是,恢复原狀很少能姼作力自足的、完全狜立的

賠儂形式起作用.在多數情況下,它必須由金我賠僕全部或部分地予以替代或者朴

充.事央上,恢复原狀銓常遇到一些障磚,使得速种全部或部分的替代成力llK理成

章的事.恢复原狀又夯的較常兄例外是央沶上的不可能.只有在恢复原狀同更高的

日隊法規則例如 《砆合回先章》或強制性規范不符合吋,才道用法律上的不可能.

不能援引日內法或日內管轄未拒免恢复原狀.些然也庄考慮速些日內法律障得,速

些障得肘不法行力固造成避重久捏吋,便可能力不恢复原狀提供理由.肘逍重久捏

如何恰些地下定〤,以免在不法行力圄夫于提供具体賠僕的〤夯中留下避多的漏

洞,特別報告貝表示有疑慮.他注意到苧悅和其跩,扒力不垃垓由不法行力固未逸

摔恢愛原狀逐是金找賠儅.同 吋,受害目在遠方面的逸摔叔也有限制:速种逸I+k不

得与回你法的強制性親范相抵触,也不得使提出要求回得到不正些的利益而韻害不

法行力目.根据以上解猙,特別根告貝提出了下列第7奈草案案文:

第 7奈 恢复原狀

1 受害目有叔要求犯有目豚不法行力的回家肘它因此所遭受的任何振害其行恢复

原狀,但送种恢复原狀具有以下奈件和限制:

(a) 恢复原狀并非共豚上不可能做到的;

〔b9 恢复原狀不合造成達反根据一般目豚法的強制性親范所戶生的又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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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恢复原狀不套肘犯有固隊不法行力的回家造成迪分沉重的久捏.

2.恢复原狀不位快力是避分沉重的久捏,除非:

(a9 恢象原狀的久牲与不法行力所造成的損害很不相林;

(b9 恢笈原狀尸重危害犯有目隊不法行力的回家的政治、銓游或社舍制

度.

3 在不妨磚本奈第 1款 (c9項 的紊件下,來 自犯有目陎不法行力的回家日內法

的任何障磚,本身均不位排除受害固要求恢复原狀的杈利。

4.受害固可及時要求以 〔等值殕僕〕(金我賠僗〕全部或部分代替恢复原狀,但

遠种逸摔杈不得損害犯有固豚不法行力的回家杕而使受害目得到不正些的利益,或

造成達反根据一般固豚法的強制性規范所戶生的叉夯.

1 肘所提快的草案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結构的坪淹

(a) 分別赴理固隊違法行力和目隊罪行兩者的法律后果

231 委見套的汻多委員贊同特別拫告長的建洪,即在兩章中分別赴理固隊

違法行力和目隊罪行的法律后果.送种鎗构使違法行力和罪行的匡別更力鮮明.一

些委貝扒力,需要更加快真地似汀夫于固怀罪行的法律后果的一章。然而,速种分

別赴理的做法不庄早致把罪行的后果同刑事責任等同起來.委員舍汏一幵始就有意

避免后一种用活,錴絞堅持速一方法將是可取的.力此,一些委員建洪,最好不把

采取措施的目的視力施加愆罰,不把恁罰性賠僕金視力一种賠僕形式.

232.一 些委長支持提以的亦法,因力他們感到它更接近荼款草案第一部分

第π9奈坪注
1’2 所反映的委員舍起初采取的亦法,其 中表明不同不法行力可能

引起不同的法律后果.此外,他們汏力,結构交功只是工作方法同題,并不一定表

明夫于達法行力和罪行的理梵赴理友生了交化.他們忕力,委員套于是便可用新的

大鋼力基詘盤致工作,到后一險段,它特更能确定固豚達法行力的法律后果是否与

固豚罪行的法律后果有很大不同,以致位將其分別赴理.一些委員忕力,遠种亦法

.”  《1976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95更起各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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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委員套有可能确定有失各方村不同賠僗形式,可能吋村停止固隊不法行力所具

有的叔利和叉夯,以及朴救初始達反行力的方式.

233 一些委員汏力,在提以的大鋼似乎暗示的達法行力和罪行的后果之同

的明昱匡別是人力的,因力達法行力本身,按第一部分第 19奈的規定,是与罪行

相參照加以界定的.罪行的后果是達法行力后果再加上一些其他內容.因此,不庄

Σ分違法行力和罪行,二者都是違反回杯法規范的行力,只是在規模或尸重程度上

有所不同而已.他們汏力,使甘梵仗限于達法行力,而不涉及所有不法行力共有的

月題將是十分因堆的,而且逐可能延長委見舍的工作.一位肘分別赴理達法行力和

罪行的后果是否明智提出疑同的委員汏力,兩者都具有下列后果:(a)如果速种

不法行力具有持絞性就停止速种行力;(b)提供各种形式的賠儅的又夯。至于罪

行特有的后果,它們包括 (a)村所有回家而言的后果:拒免肘罪行所造成的局勢
(占 飯、吞并等)給予法律承汏的又夯;(b)不力行力固提供援助的〤夯;fc)援

助受害目的相位火夯.

234 有几位委員反射委員套在奈款草案第一部分將回隊違法行力与回豚罪

行加以區分的做法.他們汏力,垓部分第 19奈沒想的罪行美別沒有真正的存在价

值;將它耳迸回家責任的奈款草案之中將毫旡理由地使速一已蜜十分困雅的青題更

超复染.他們汏力回隊罪行的概念是一介創新,可能得不到現行回豚法的支持.速

些委員汏力把任何刑事責任的概念加之于一介回家都是不适些的.回家犯下的不法

行力包括尸重程度較低的行力和尸重程度較高的行力.庄垓杕速一方面考慮法律后

果,而不立斌囡划一奈明确的界我以确定某些不法行力力罪行.

235 一位委員同是否能把每項目豚不法行力定力一項達法行力,或一項罪

行.他扒力未必能把引起目豚責任的領土或迪界爭端定力違法行力或罪行.特別根

告貝或汻立持其分析甘及到速一
‘
中同區域

’
的情況,以便确定遠些情況可能戶生的

法律后果.

236.有人指出,把 固阮法規Jll尸格分力
‘
初圾

’
或者

‘
次圾

’
規則是自孔步伐

村垓何題采取一介不避于注重理淹的方法將套使人們更易理解所涉及的基本原

此外,速一方法位考慮到在确定是否已犯下一項不法行力方面存在的困雃.

237.一位委員指出,委員舍奈款草案的第一部分采取的方法否汏損害是引

穴

�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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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固責任的先決奈件.他扶力,速种決斷曾引起相些激烈的爭稔,后來有所喊

弱,但未全然平息.他汏力,草案第二部分是以造成韻害的假沒力基砧而似汀的.

第二部分在提出各种形式的賠僕前,先站及韻害的性辰、特征或范園是适宜的.一

位委員就一項失似的同題同,第二部分將如何赴理在違反林商或合作火夯的情況下

的朴敬方法同題.

238 有人遜建以,在制訂夫于不法行力后果的規則吋,庄記住送祥一介事

央:回家不是抽象的其体,而是人姐成的社套.因 此,不座些用否扒一介民族生存

叔利的洞句來界定不法行力的后果.

239 一位委員指出,他冬管發同所提洪的村草案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

錯构修改,但希望強琱不位忽視第一部分.他汏力,第一部分的原則免沒有全部吸

取回家央跩与司法裁決所戶生的刁慣回豚法的丰富內容.因 此,即便得到高度泙价

的第一部分也需要委員套在二凌吋加以全面的常查.

24。  一些委長汃力,提快的大鋼似乎可以更洋幼地予以廿大。速特使委員

套更能看清特別拫告貝打算遵循的路我.其他一些委員汏力,在看到所有失于賠僕

同題的奈款之前,雎 以肘第 6和第 7奈草案作出确切的坪淹,因力它們央隊上是

相互朕系的.

241.一位委貝汏力,在赴理罪行的后果吋,委員舍可用美推的方法借盤回

內法楚理罪行的方法.在固內刑法中,是先說明罪行的构成因素,然后依据尸重程

度規定刑罰.

242.特別根告長在肘辦梵送行志錯吋悅,他所建決的肘草案第二部分和第

三部分的大鋼迸行的修改意兄既不位被夸大,也不立被淏解.它們均扁方法泀題,

因力任何央辰性修改首先須迸一步研究,其次,只有委貝套才能肘速种修改作出最

終的逸摔.

243.至于力分析的目的,他 曾建以分別赴理違法行力和罪行的同題,他并

未預先排除遠梓一种可能,即 罪行后果的特魚在奈款草案中最后可作力村違法行力

后果的竹卜充
’
而提出.遠很可能怔明是最好的起草亦法.然而,在肘速兩介領域迸

行更力充分和深入的探究前,他不能肯定地表杰.他特別元法說明,在多大程度

上,或采取何种方式才能正明肘罪行和最尸重的違法行力采取愆兩性或其他恁戒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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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是合理的.特別是鈭于他肘技求意〤上的朴佳的外交和司法判例央踐送行的研

究,他 日前所能悅的只是,肘仿害回采取恁戒措施的例子并非罕兄.以尸重避失或

蓄意企目力特魚的不法行力,尤其如此.

244.一些委員汏力,庄垓放井把達法行力和罪行匡分幵的做法本身,回家

的目拆罪行毫元理由地使速一青趣复奈化了.冬管特別拫告長意氓到,在逐漸友展

和編慕回家責任法中确定罪行具有的具体后果
1’s 

存在巨大困雅,但他宣林不能

同意那些委長的意兄.作力特別報告長,他昱然不能在草案似汀的目前玠段,村委

員舍一旗通避的第一部分第 19奈的存在本身提出昇洪.些 然在委員舍肘垓奈款革

案第一部分送行二恢吋肘第 19奈迸行一些修改是可能的和可取的.他准各可能時

力此冬一份力量.然而,他不能以一些委員提坡的下列假沒力基砒送行垓草案第二

部分的似汀工作:罪行的美別已汏第一部分中消失.

245 特別報告長感到他同祥不可能接受速祥一种現蕉,即 可美推适用日內

刑法中列出罪行和位受愆研的方法來赴理定力罪行的目隊不法行力的后果同題。速

祥做,不伙同囝隊責任既不純系民事責任,亦不鈍系刑事責任,而是兼有二者的某

些特征的速种現念友生了扺触,而且也同如下現念友生了扺蝕,即冬管在一些情況

下回家刑事責任的确存在,而且也泣垓存在,〕
’. 

但回家責任主要具有的是日內

法中民事侵杈行力的特征.此外,象有人建以的那祥,采取一种力具体行力規定具

体恁研的方法特意味看委見套放井其基本思想,根据速一思想,回家責任法的編集

要夫心的泣是所渭
‘
次圾

”
規則,而不是回豚法的全部

“
初級

”
規則.特別拫告員冬管

愿意承汏速种匡別是相肘的,但扒力采取一种与囝內刑法美推法將使委員舍近迡背

商迄今力止村其任夯的普遍理解.

246 特別拫告員汏力,把委員舍的辨梵中友表的彼此沖突的意兄加以比較

’’3 
特別根告長悅,由 JHH串 勒、A卡塞新和 M斯皮肉蒂編輯的 《回家的

回豚罪行》(1989年德格勒伊特出版社在柏林和鈕的出版)一半提出了許多有意

思的想法.

1’. 
兄 H芳特派特,‘和平法的一般規則

’
,《海牙目豚法苧院汫又集》,1937

第四集,(第 62卷第 35U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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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怔明采取如下做法是合理的:

(a) 分別研究達法行力和罪行的后果;

(b) 先汏比較了解的固隊達法行力的后果領域看手,盤而研究不甚了解的

(至少肘他如此)目杯罪行的后果領域.

(b) 央辰性和程序性法律后果

247.委 長套多數委貝樊成分別赴理拷如停止和各种賠儅形式的回豚不法行

力的央辰性后果和渚如可求助于何种措施來确保停止和賠儅的手段性或程序性后

果.但一位委員提出,送种區分連同達法行力和罪行的區分不位些怔明有理由,在

罪行的程序性后果規則中,作出把仿害日判力η已罪
’
的規定.

248 一些委員也麥同特別根告真的建洪,即把草案第三部分的程序性規則

移入第二部分,使第三部分伙限于有失解決爭端的規則.他們汏力,有兩魚位垓考

慮到:第一、受害目肘行力目采取法律行功前庄具各的奈件;第二、解決爭端本身

的程序.央豚上最好分別赴理送些同題,因力正如特別拫告員建以的那祥,采取措

施前位具各的奈件厲于草案第二部分,而解決÷i.端 的程序則扁于第三部分.有人逐

提到,分別赴理程序性后果的好楚之一是,某些速美后果可肘央辰性同題戶生影

晌:些地朴救方法已全部使用規則便是一例.

249 一些委員螢同特別根告長夫于央廣性和程序性法律后果的匡別不是銫

村的現焦.例如,人們不合同意下迷看法:賠僕是央演性后果,而拫复的杈利只是

程序性后果,因 力它是用來确保停止、賠僕等等.因 此,賠儅不是不法行力的唯一

法律后果,也不是林之力回家責任的夫系的伙有內容.受害因也有杈采取肘抗措

施,思管速种杈利并非元限制的.肘抗措施亦厲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其道用主要

一一如果不是全部的活一一取決于賠佳的要求未能得到滿足.速些委員汏力,遜可

使用肘抗措施強行停止不法行力,連免造成元可妳朴的韻害,功專另一方接受商定

的爭端解決程序等.

25U 有人遜表示了速祥的現羔:夫于程序性規則,必須有具体規定來确定

采取肘抗措施須具各的奈件.一位委員汏力,前任特別根告長提出了援引賠儅的程

序性奈件并特其列入一項規定中,大意是,要求賠僕的回家必須將其要求通知据私

-62—
—



犯有回隊不法行力的回家,垓通知必須說明要求采取的措施及其理由.1’
s 

然

而,速种程序性規Jl(l可 同草案第三部分解決爭端的規則錯合在一起,因力任何爭端

都是以一項要求力前提的.可能有必要在援引回家責任避程中所有險段都要持解決

爭端的程序全部用上.因此,力 明确目狋不法行力法律后果救以生效的避程,在第

二部分确定法律后果、在第三部分确定央施速些后果和解決送一道程任一險段戶生

的任何爭端的程序或件是可取的.送位委員指出,1969年 《籬也納奈的法公的》

第五部分第 3和第 4市 1’. 
采取的就是速种方法.但是其他奈的卸使用了一种不

同方法.速位委員釱力,賠儂的要求和采取措施的杈利具有央廣性和程序性兩介方

面,它們不同于解決爭端的規則.因 此,他肘特別根告長肘央辰性和程序性后果所

作的匡分以及使第三部分仗限于解決爭端的規則的意困不甚滿意.他逐是傾向于在

第二部分中集中确定作力目豚不法行力法律后果而戶生的叔利和〤夯,而把使速些

后果生效的規則和解決在此避程中可能戶生的爭端的規則一并納入第三部分.

251 在村坪梵作出答复吋,特別報告長悅,至于逸摔分別赴理回豚不法行

力的央廣性后果和法律后果的鬥題,速不是由苧木功机決定的,而是取決于速兩美

后果截然不同的性廣。他的确相信,夫于仿害固停止不法行力和提供賠僕的又夯的

規則不同于夫于受害固力确保停止和賠僗及在可能情況下央施制裁可能求助的措施

的規則.更具体地悅,前者的后果是直接的、央廣性的和元可避免的,而后者的后

果卸是不大直接的、手段性的,其本身是不法行力目由于提供了迅速、及早和有效

的賠僕 (如果道用,也包括停止)而得以避免的.把速兩美后果不加區分地混在一

起持套引起淏解,因力正象他后來解猙的那祥,人們可能理解速意味看作力一項据

林的不法行力的直接后果,受害回自然有杈求助于任何措施,而不管仿害固肘賠僕

采取何种立場.

252 特別 扳告貝汏力,由 于事物的根本性辰所決定 ,初 步技告

(A/CN4/416和 Add1)內 失于停止和恢复原狀 (第 6和第 7奈)的央隊內

容,第二次報告 (A/cN4/425和 Add1)所沒想的夫于不法行力其他央辰性

┐’s 
第三部分第 1奈草案

Π’G 
朕合回,《奈的集》,

(兄上文腳注 166).

第 1155卷,第 331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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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第 8至第 1U無 (賠僕、利息、朴催和保怔不重犯)內容,第三次拫告的預計

音ㄇ討梵措施的內容,遠些內容都明昱地反映了送种匡別.

253.他指出,有人捏心其辰与程序的區分如果同罪行与違法行力的匡分錯

合在一起,可能早致力罪行的后果通避意在使回家受到某种
‘
刑事

’
制裁的規定.特

別拫告長在提到他己篷就固豚不法行力的恁研性或恁治性后果同題悅避的活吋悅,

他并不汏力通道任何速种形式的
‘
刑事

”
怨研是送行送种區分或將其緒合在一起的必

然結果.

254 特別技告長在最后淡到他同迄今遵循的大鋼第三介背萬之赴時,淹迷

了草案第二部分所涉同題与第三部分所涉同題之同的匡別遠祥一介昇洪較少的同

題.正如汻多委員鍵同的那祥,把任何夫于受害固在采取旨在确保停止和賠僕的措

施前庄采取的行功的規定仄第三部分移出的想法是出于下逑考慮:夫于警告、通知

等一美行劫的規定扁于夫于措施的奈款,即 第二部分,而不扁于第三部分所載夫于

解決爭端程序的朵款.

255 他汏力,速些規定的确厲于第二部分,因 力作力采取措施的合法性的

奈件,速美規定元淹如何都位在草案中有失汻可的根复的任何形式的那一部分中制

汀.它們的位置庄放在第二部分的最后
“
一般性

”
奈款之中.速些規定卸不那么直接

扁于爭端解決的奈款,冬管它們之同有明昱的相互作用,因 力任何火夯或責任的存

在一一受害目遵守速些〤夯或責任位是采取措施的合法性的一今奈件一一不庄取決

于更碓确定的爭端解決制度.央杯上,第三部分所我的爭端解決規則可能不全都具

有的束力;可能也不真正是洋思元遺的.特別根告長扒力,夫于受害回在采取措施

前一般庄采取的行功的規Jll倒 必須垃淡想力有的束力的規則,元梵坯舍沒想出什么

例外,都須如此.的确,把速种規則”扁于
‘
執行

’
一美的杯題下,并放在一介并非

涉及措施的部分中將十分危險地降低他水力遠美規則具有的重要性.他悅,他不愿

意毫元重大保留地接受仲裁庭村空逐林定案表示的意兄。垓意兄內容是:

如友生一日扒力專致另一日違反目豚〤夯的情況,則垓固有杈,在固隊法夫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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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武力的一般規ill确定的范日內,通避采取‘
村抗措施

”
肯定其杈利.1’

’

2 村第二部分第6和 第9柔草案的坪淹

第 6奈 停止持換性的回豚不法行力
)’8

256 委員們肘停止不法行力規定的必要性元昇以,但肘停止的确切合火及

其与賠僕的夫系有一些爭淹.

257 就法律理淹未悅,委員套有几位委員不同意特別報告貝的意見,即停
止基本上戶生于初圾規則,而朴救則扁于次圾規則,因 此,停止与朴救是有不同

的.他們汏力,一旦初圾規則遭到破坏,次圾規則即生效,因 此停止和朴救均厲次

圾規則.特停止視力遵守初級叉夯就舍弄混委員套在本寺題首次使用的夫于初躲規

則与次數規則之同的匡別,而且粹達反行力的后果置于兩介不同基硝之上.速也是

錯淏的,因力即使停止的意困是恢复違反火夯之前存在的狀況,它肘行力回所要求

的行力也不同于原來的〤奔所要求的行力.即便是同梓的行力,也是具有完全不同

意又的行力.速祥,停止就是違反初級又夯的一介法律后果,作力法律后果它似乎

是賠僗的組成部分之一.

258 有人指出,在目隊法院的裁決和安理套的決坡中,肘尊重某些杈利的

要求和停止特定行力的要求已加以匹分.因 此,停止的要求不伙伙是确汏雞絞原來

的〤夯,因力它涉及新內容,取決于侵犯杈利的方式.此外,有人指出,在某些情

況下停止可通避制裁來央行.

259 大部分委員且不否汏停止和賠僕之同的夫系,但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意

兄,即停止具有不同于賠僕的本身固有的特羔.基本考慮是,初級火夯一一村其破

坏即构成不法行力一一雞絞存在,停止不法行力是垓初圾又夯的錯果.

1η 夫于 1946年 3月 29日 美利里合猋因和法回締結的空逐林定集,1978年
●2月 9日 的裁決.(耿合目,《 固隊仲裁裁決集》,第 十八卷,(出 售編母 :

E/F8UV7〕 第 4● 9更 ,兄第 443丌 ,第 81段 ).

.’B 
案文兄上文第 22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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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一位委員逐指出,目 家黃任概念的基就是加強回豚法和消除不法行力

后呆的政策.送梓的一种政策意味若最充分地遵守初敷火秀.法律被破坏并不早致

法律本身的消又.送是恢复初圾〤夯以消除破坏速种要求的基拙.他提到,停止与

恢笈原狀及其他朴救方法之同的琺系特更力清楚,如果在不法行力的其隊停止与可

被林之力法律停止之同加以區分的活,法律停止只在同題完全解決后才友生,并可

能也包括朴救.且然不法行力的停止与其他朴救方法之同的匡別是相肘的,但它具

有其本身特殊和秋板的特羔,主要是停止韻害行力.有人說不法行力也威跡到不法

行力所破坏的垓規則的存在本身.速就是力什么停止的意叉超越了所涉兩目的取迪

夫系,停止是同所有回家都有失系的.

261 另外一些委貝汏力沒有必要斌圈就停止厲于初級規則逐是次致規則作

如此明确的理稔匟別.他們汏力,受害固央狋上更力夫切的是逐用綜合朴救方法而

不是革狌的有區分的朴救方法.法院夫注的似乎也是确定朴救方法而不是肘其基砧

加以匡分.某些行功在有些情況下可能兼有停止和恢复原狀的特魚,如釋放人辰、

撤出占領領土等.送些委貝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意凡,即 夫子停止的規則可視力介于

初圾和次圾規則之同的
“
中同領域

”
的規定.元淹汏哪一种現魚未看,草案中必須有

夫于停止的具体規則,并庄狂立于夫于賠借的規定。

262.在 肘停止杈和吃時保伊措施的要求送行比較吋,少 數委員伏力,正如

特別報告長建以的,在兩者之同加以區分更力有利.例 如,有失法庭可能駁回喵時

保伊措施的要求,如果在其管轄板范日內沒有沒想友出遠种命令的活.但是夫于停

止的草狙規Jll特超越速介管轄杈的障得.

263 有人建洪,第 6奈草案不位仗伙強琱行力回火夯,也要強惆受害目要

求停止不法行力的杈利.送种重魚的持移并不妨得受害固肘其所受特定韻害要求賠

僕的杈利.夫于違反一項普遍的火夯一一例如一項多逛奈的的又秀,所有其他回家

都能要求停止.但是,賠僕特限于除了法律上逮反本身以外道受具体板害的回家.

264 夫于特別投告長的建洪,即建立一种机制,向迸行一种可能早致不法行

力而赴在初期險段的目家提出警告,少 效委員指出速是預防性同題.他們理解特別

根告長的夫切,但他們扒力
‘
初步險段

’
的概念引起的鬥題可能多于解決的同題,因

力碓以查明可能的受害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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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夫于
‘
持緻性不法行力

’
的含叉,有人回碩悅,委員套在荼款草案第一

部分第 18奈的泙注中曾用‘延鎮一段吋同的行力
”
的措洞表明三种不同美型的行

力:持致性的行力;由 一系列行功組成的行力;和复染行力.i’
g 

力了包括速三

种失型的行力,第一部分第 25紊林題使用了‘
有時同延裝的目家行力

”.因此停止

的要求的范園不垃伙限于持袋性行力速一美型,因力送特使第 6奈草案范田避

窄:有人指出,在回家央跩中,一系列行功和复染行力的情況下也承汏停止的要

求.

266 夫于第 6奈草案的位置同題,有些委員汏力,停止与朴救元夫,它有

其自己狂特的地位,因 此垃放在第二部分第一章
“
一般原則

〞
之內。然而,其他一些

委員汏力停止与賠僕有充分耿系,因 此不座与夫于賠僕的紊款萬得避近,因此泣作

力車狂一奈留在第二章肉.

269.一位委員扒力,奈款草案庄載有送祥一項規定:恢复被違反的〤夯不

伙以央豚停止垓行力力前提,逐要以取締仿害固固隊范園肉和回家范日內的非法行

力力前提.凡違反回沶法規則的回家法律、行政奈例和法院判決都庄予以撒銷、度

除或修改.它們位被視力自始元效.速种亦法是以承汏目隊法高于日內法和各目的

固豚又夯居优先地位力基砧的.

268 一位委見指出,在界定持緻性和位予停止的行力吋,特別根告貝的分

析似乎暗示:其后果具有持接性的不法行力位被視力持紋性的和庄予停止的行力.

垓委員不同意速一立切.他拳出一介回家通逍立法肘外目財戶央行固有化的例子.

根据特別報告長的定叉,固有化的行力將具有持袋性,因此泣予停止,在送里的意

思就是非固有化.既然特別報告長不承汏停止有例外,停止的要求在速种情況下可

能威勝或危及一目的社套和銓洴制度.

269 有种坪梵忕力,停止概念中存在若迫切的概念,即 立即停止的必要.

因此,第 6奈立以包含速种理解的方式車似.

27。.夫于停止的性廣及其与其他朴救方法的失系,特別拫告長在患錯辦梵

吋确汏他村停止的定〤是一种有別于賠僕的朴救方法.些 然,不法行力是停止以及

1’g 
兄 《1976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8丌 ,坪注的第 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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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僕的先決茶件,因力至少在友生了不法行力后才能淡想任何停止.另 一方面,在

任何特定時同停止不法行力不同于提供賠僕:特別根告長人力,少數委員表示怀疑

的原因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停止可以悅被恢复原狀吸收了,因 而本身己不能察党.速

仗是明昱事央的后果之一,他的初步根告也指出,在共狋做法中,受害目要求停

止,同 吋也要求恢复原狀,可能透要求其他形式的賠僕,目豚法庭也作出相位的裁

決.也有送祥的情況:停止表現力明确、特定和迫切要求和裁決的目的.在极力尸

重的違法行力和罪行的情況下,尤其如此.除了美目蛙德黑〨外交領事人貝
’BU

案外,他汏力可以很容易犖出逐步才攷領土占領、在人叔領域一系列
“
有系統

”
違反

回狋〤夯的行力或逐漸蔓延的侵犯有失外目回民待遇的又夯等例子。

29●  特別寺艮告長汏力,思管央隊上銓常出現錯合各种朴救方法的措施,但

有充分理由使停止成力奈款草案一項明确和特別規定的內容,速是甘捻停止性廣的

唯一其豚目的.

272 特別拫告長悅位仔鄉考慮一位委員提出的夫于在定力持袋性不法行力

的非法沒收情況下,他的停止概念的道用性同題.特別報告炅扒力不位排除下列情

況,即位重新考慮將非法占据財戶包括在持袋性不法行力內.

293 特別根告長不能接受送祥的意凡,即停止仗仗是
“
恪時措施

”
的重复.

第一,他扒力,嗨吋保伊措施的任何常洪只能在一介第三方解決程序的构架內,或

在固拆政治机构的制度化的程序构架內送行.但在目家同夫系中,任何速种程序的

存在,俠仗是一种例外,如果不是板罕兄的活.在大多數情況下,仿害目和受害固

是在沒有任何司法或政治第三方的情況下,在外交方面直接相兄.第二,有失目杯

文中仗在特殊情況下才規定一介回豚机构有杈指明佑吋保伊措施;第三,最終決定

的喵吋措施,如 《固隊法院法院親的》第 41奈所指的情況,通常是沒有的束力

的.

294.大于草案中停止規定的位置同題,特別報告長悅,他肘若干委員提出

的建破可以考慮.他扒力,要羔是所有友言人原則上均同意他的意兄:位在第二部

分幵共各款
‘
某赴

”
炎理停止同題,即在各种形式的賠僕規定之前.因 此,停止泣每

.B° ●98U年 5月 24日 判決,《 198U年固豚法院裁決集》,第 3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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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一系草案,放在第二部分一般性的首幸或放在賠僕的奈款的第一奈.因 而,他扶

力元必要錴鎮爭淹停止是初數或次數規則鬥題,或者正如他的根告中所悅的,是厲

于兩姐規Jll之 同的一种
‘
中同領域

’,兩者之同的E別不垃作避分的估汁.

295 最后夫于文字同題,特別報告見感謝提出一系列十分有用建洪的委

長.他星然同意速祥的意兄:夫于构成罪行或尸重違法行力的持致性不法行力,第
6紊草案的措洞垃更強烈一些,但他汏力位避免旡效而鈍扁舞文弄墨的強琱.夫于
‘
仍然

’
速介洞由

‘
久
’
字采取代的建破,他說他党得

‘
仍然

”
重复性較小,更道合于表

送垓奈的夫鍵目的,即 阿明遭破坏的目狋規Jll、 判決或裁決和由此戶生的叔利的持

袋活力.夫于就受害固要求停止的叔利重新姒汀垓奈的同題,他相信他的案文可能

更好.原 因之一是使停止取決于一介要求,可能削弱仿害回在凡厲受害回因故不能

提出停止要求吋停止不法行力的又夯.第二,提出要求的規定可能不透些地影晌因

豚法中默汏的徼妙同題.賠僕杈的喪失是一日事;‘初豕
〞
杈利的喪失則是另一日

事.患之,最好重新仔＿1●考慮垓奈的措洞.

296 特別報告長不堆接受下列有用建以:第 6寨草案中界定停止道用于哪

些种不法行力的措洞要符合奈款草案第一部分有夫規定的措洞.建洪的
‘
有吋同延

袋
〞
的措泀可能最道些.

第7奈 恢复原狀
iB’

279 委員套汻多委員同意特別拫告長的意兄,恢复原狀的地位在其他任何

形式的賠儅之前,因 力速可使所受韻害以自然、直接和完整的方式得到朴救.力

此,他們逐同意特別叔告貝所悅,恢复原狀垃些是冬可能ㄏ泛和普遍加以道用的賠

僕方式,以及不必要規定一种違反外目人待遇規則的特別制度.遠一向題最終可能

取決于委員舍在何种程度上愿意使初象規則的內容決定次數規則的分美.他們指

出,恢友原狀的首要地位也在許多回家的日內法中得到承汏.

298 少數其他委長指出,放央踐看,恢复原狀具有优先于其他賠儅形式的

地位的概念很堆怔明.此外,确 央只有在央豚上或政治上可行吋恢复原狀才有可

1田 某文兄第23U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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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則,恢复原狀通常被看作是坪估金找賠儅的初步措施.一位委員表示忕力,

恢复原狀与停止位垓仔幻區分.位垓明确拒免停止被收复原狀吸收或結合迸去的現

念,即使是二者同時友生的板端情況也如此.因 此,行力可能停止而并未恢复原

狀,在二者同時友生吋,概念上是可以分幵的,也位些分幵.另 一位委員談到日內

普通法的收集原狀和固杯法的恢复原狀的匡別.在固內普通法中要求恢复原狀尸格

地洗并不是要求賠借韻害,其 目的不仗是賠僕板失,而且是剝李不法行力者的一定

利益.在回豚法中恢复原狀的主要考慮是恢复原先的狀況.

279 有人提到,在起草夫于恢复原狀的奈款吋,位 些考慮到央隊緊急情

況,并位采取炅活的做法.有位委員汏力,看來第 7奈草案是寺ㄇ改理出現物廣

韻害的情況.冬管特別根告長悅避,他要在竹卜借
”
的范園內楚理法律掘害,他仍傾

向于在第7朱中提及送一羔,以 防止混淆.

28。  夫于恢复原狀的合〤,有人指出,看來苧悅或回家央跩中八未銃一

道.有些人忕力恢复原狀的定〤不逍是重新建立原來的狀況,即不法行力之前存在

的狀況,而其他人汏力是重新建立如未友生不法行力本來套存在的狀況.第 7奈

的案文未說明恢复是上迷含火中的哪一种.多 數委員傾向于較戶〤的恢复,而另有

一些委員偏重于較力狹〤 (原先狀況).

281 有些委員悅,就要求恢复原狀的目的是消除不法行力的后果而言,可

能不庄把︷陝复
’
作如此ㄏ又的解/F..由于央隊的原因,并仿照 1988年 《規定南板

洲穿物資源活功公釣》
nB2 

第 8奈第 2(a)和 (d)款的先例,恢复的要求庄限

于恢复原先的狀況,速可以清楚地确定而不板害肘失去利益的任何賠儅.

282.另 有一些委員傾向于肘恢复賦于較ㄏ的含又,即使其中包含某些推

測.他們扒力遠种亦法符合特別根告長焚成的恢复原狀的
‘
完整

’
概念,在速介概念

中恢复和賠僕的內容溶合在一起.

283.逐有意見汏力,位考慮到恢复的同題不仗与固隊違法行力有失,而且

与圄豚罪行,即尸重達反固豚法的行力有失.在送祡情況下,恢复原狀的范園和內

容粹是先戶的,光考慮到其物辰方面是不移的.即使特別報告長打算在以后的奈款

1眨  《目豚法律資料》(牛盛板)第二十七卷 (1988年〕,第 86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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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其他方式的賠僕作出規定,也庄在恢复原狀鬥題范日內作迸一步分析,以考慮

到非物廣的韻害.

284 夫于其豚上不可能是恢复原狀叉夯的一介例外的同題,普遍同意以此

力由的例外是不言自明的.

285 夫于法律上不可能Jll意 兄不一.有人指出,有兩种法律上的可能:固

內的和固豚的.特別根告長仗扒力固狋法律上不可能有失,即恢复原狀〤夯涉及源

于一項強制法規則的〤夯的達反.并多委長同意速种看法.有位委員同意強制法例

外.但扒力,很堆理解恢寞原狀如何全達反一項強制性規范,除非它所依据的初級

又夯也違反速一規范,在速种情況下就不戶生法律后果,也就不公有速种同題了.

另有一位委貝不同意強制法例外.他汏力,确定一般回隊法的強制性規范是有爭快

的,速祥的規定特使恢复原狀的執行戶生同題并且元法确定.

286 有一位委員扒力不位完全旡視日內法的例外.他承汏日內法不能排除

固豚責任,但是扶力恢复原狀的又夯不道用于某些行力,如回家法院的判決.如果

忽視了此种日內法的不可能,Jll含有達反固狋法內容的因內法院判決都要撤銷或取

消.可是 《歐洲人杈公的》183 
規定了一种不同的替代亦法。根据垓公的第 5U

朵,如果回內法不忤可恢复原狀,就泣給予被害一方正些的朴僕.因 此同題不在于

一日可否援引目內法回避其因豚責任,同題在于恢复原狀是否适用于每一日隊不法

行力.

287 有人指出,且然不可援引日內法本身排除恢复原狀,但需要有婁种服

制以确保外固人不能用恢复原狀的要求來限制人民的自決杈,特別是固有化的叔

利.

288 有位委長汏力,固有化本身不是不法行力,因 此不位被看作是回家責

任寺題的一部分.另 一位委員汏力目豚法委員舍在目前工作价段庄在肘待外回人待

遇的同題上瑾慎狄事.他汏力,些然有必要改善外因人生活的社舍坏境,速更多是

扁于人杈的鬥題.

1Ba 《保伊人杈和基本自由公的》(多 馬,195U年 1﹁ 月 4日 〕〔耿合回,《荼

釣集》,第 213卷 ,第 221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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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有人指出,就達反固狋法規則央行的固有化而言是否庄忤可恢复原狀

的同題是一介十分央拆的同題,元法回避.特別拫告貝提出持承受避重久袒作力例

外來楚理送一同題.有些委員汏力速一杯准有可能保障回家自由送行它汏力必要的

任何銍蓱和社舍改革.但是有位委貝扒力在速种情況下,主要是尊重回家政治、銓

渀和社舍逸摔叔的同題,而不是避分況重久捏的同題.因此他扒力特恢复原狀的例

外和久捏造重相琺系有些牽強,他傾向于以肘回家政治、篷洴和社套制度的尊重作

力垓例外的基砒.

29U 逐有一位委員悅,他不能同意喊輊赴田情市,如有失日內管轄或日內

法,或 以回家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則力名又的有失行力回政治、蜜洴或社舍制度的

情況。冬管可能考慮到仿害固銓漭友展的水平,但事其上犯有固豚不法行力的回家

就有〤夯賠僕 (其形式之一是恢复原狀),而如果立刻就肘速一原則定出例外,肯

定恢复原狀〤秀的首要地位就沒有什么意叉了.需要的是确定恢复原狀的荼件和庄

采取的形式.

2g●  有少數委員指出,有 時可能很雅將其狋上不可能与法律上不可能分

幵,例如一日肘兩介或兩介以上的回家的又夯相互沖突的情況.有人指出,在速种

情況下,也甘可考慮〤秀的性辰和目的,以确定位以何力主.

292 有位委員扒力
“
迪分沉重的久袒

’
用悟不姼道些,位 些改力

“
不相林的久

捚
”
或可能較容易理解的其他說法.

293 有位委員村避分況重的無但是否足移清楚,作力一介有用的例外情

況,表示疑同.他汏力如果泙估避分況重的久捏的主子因素是達反或板害的尸重程

度,遠可能全銓常引起僵局的出現。而另一方面,如果渚如相互沖突的叉夯或日內

法上的不可能遠美障得居于尸重程度概念之上,央狋上就造成不可能的局面.另 一

位委貝村子避分沉重的久捏的例外表示不安,他悅由于恢复原狀在某种意火上是推

退履行〤夯,支持速种例外的梵蕉不能令人信服.如果恢复原狀似乎是逍分況重的

久捏.那只不逍是意味看履行初級火夯也是況重的久袒,金我賠僕也是遠祥.

294 有些委員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意兄,忕力區分直接和同接抗害是牽強

的,但另有几位委員汏力它符合先全部使用本地朴救方法的原則,因 而是有用的.

他們扒力回家不能代表其回民要求另一日賠僕,除非其目民已豋先全部使用被指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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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法行力目的本地朴敬方法.

295.几位委長指出,在赴理不可能履行恢愛原狀又夯的同題時,位考慮到

委員套已一旗通遊朵款草案第一部分的第 33黍 ,〕
B. 

根据垓奈第一款 (a9項 些

不法行力是
‘
針村一尸重和緊迫的危臉而采取的唯一保障基本利益的手段’

時,行力

目可援引危急狀況.友現自已尖于第7朵草案第 2款 (a)項枎杰中的回家,即哭

于恢其原狀的久袒与不法行力造成的板害不相林吋,可被汏力有理由援引第一部分

第 33奈的規定.速种援引可排除行力的不法性,同 時不影晌賠僕韻害所涉的任何

同題.

296 夫于受害因逃摔恢复原狀或金我賠僕的叔利,有些委員同意特別報告

長在第 9奈草案第 4款 中的提被.但他們汏力一旦提出了夫于金伐賠儅的各款,

就可重新坪价整介同題.

297 一位委員悅,第 4款在逸摔涉及達反強制性規范所戶生的〤夯的情況

下限制了受害目的逸摔自由.他汏力,玵速一例外遜垃朴充村源于多迪奈的的普遍

性叉奔的違反.另 一位委員汏力,在規定在恢复原狀和金我賠僕之同送行逸摔的基

砧吋,也位考慮到固豚社舍的利益.例 如,如果一行力目肘一日豚河流的污染超避

明昱韻害的程度或可被汏力不法的任何程度,如果受害目接受賠僕而不是恢复原

狀,杯境和目隊社套就舍蒙受韻失并雞袋受害.

298 特別報告貝患結討淹吋承忕,他在第 7奈草案中未明白表示在恢复原

狀的狹又概念与多數委貝表示贊成的戶又概念之同作任何逸捧.但是送一逸捧將明

确出現于夫于除恢复原狀之外的賠僕形式的規定之中,特別是夫于等值賠僗 (金我

賠僕)的奈款草案.在垓奈草案第一款中确央特規定,金找賠僕位包括自然恢复原

狀未列入的任何頡害,其程度即与准确地重新建立未友生不法行力吋位存在的狀況

所必需的程度.

299.特別報告長同意速种意兄,恢复原狀最不容易赴理的是在規定恢复原

狀的火夯在何种情況下已絰失效或庄垓失效吋如何在相互沖突的利益之同取得平

衡.且然沒有明昱地出現有失央隊上不可能速种不可克服的障時的同題,但似坡的

1“ 兄上文腳注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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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無草案第●(b9至第 3款所涉的同題依然存在.但速些款項在必要時座緒合

起來理解.遜位考慮到的是限制自然恢友原垘〤努的規定并不限制賠僕叉夯.恢复

原狀叉夯的例外不意味著解除仿害目以金我賠僕或其他賠借方式送行
‘
你朴

’
的又

夯.星然他承忕所悅的所有例外均位仔幼重新中洪以保怔爭取道些的平衡 (他在介

匆初步報告吋已提避),但特別投告貝快力甜淹中提出的一些反肘意几可能沒有充

分考慮到上迷同題.

3U。  大于源于固豚法的法律障磚,特別根告長悅他特很雅接受任何此美不

是來自一項
‘
高致

”
目豚規則的障得的有效性.因 此他提出的第 9茶草案第 1款

fb)項將保持不交.特別是他看不出在 A回同時久有肘 B和 C兩目相互沖突的又

奔時怎能似汀任何客現的法律棒准 (除 了在一方或另一方同時存在一項
“
高圾

’
一般

性規則之外〕,并 以此林准力依据,粹 B固 的利益 (族取恢复原狀)凌賀于 c目 ＿●

之不相符的利益之上,或將 C目 的利益凌賀于 B因利益之上.何題必須由A固 以

某种政治亦法加以解決.

3U1 夫于逍分沉重的久捏,特別根告貝承扒肯定逐需要更深地探索并多同

題.速恰恰表明,在炎理固隊不法行力的一切后果吋,不合促放事并碩及一切必要

鋼市,避免忽略重要同題,是可取的.在依照起草委員舍迸一步研究和常洪所取得

的錯果的前提下,他建快庄坪估和界定上迷
‘
免黃

’
朱款,考慮到下列泣考慮的因

素:

ta)免于自然恢复并不意味著免除以任何其他形式賠僗的〤夯;

(b)除合理荼件或相林的奈件之外,避分沉重的久捏逐包括日內法的法律障

得,遠些障得 (其本身不能成力法律上的障得)可村法律制度构成尸重威跡,在速

种意又上也肘仿害目的政治和社舍制度构成威勝.

如果悅
‘
逾分況重的久捏

’
的例外在一些委員看來避于迂就作害目的活,遠肘于

減少另外 (或同祥〕一些委員肘排除固內法障磚的任何有效性的昇洪來悅是必不可

少的.似扠的第 7奈第 3款中
‘
本身

’
一洞就是用來承扒在修改或撤銷終局判決必

然違反先法原則吋 (其本身杕固狋法現魚看并不是有效的法律障磚)可用金找賠僕

取代.送种替代仗在達反先法原則特合尸重危害彷害目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吋才可允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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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夫于回家責任的奈款草案

第二部分 目狋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

委員舍至今力止哲吋通避的奈款草案案文
iBs

3。2 委員舍至今力止哲吋通道的第二部分第 1至第 5奈草案案文如下:

第 1 奈
laG

一日所犯的目隊不法行力按照第一部分的規定引起的垓目的回狋責任,戶 生本

部分所列的法律后果。

第 2 奈
1B’

本部分各項規定,在不妨得第 4奈和 〔第 12奈〕規定的荼件下,道用于一日

的任何目怀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但那些法律后果已由寺ㄇ有夫垓目隊不法行力的

目豚法其他規則所确定者不在此限.

第 3 奈
1BB

在不妨得第 4柔和 〔第 ●2奈〕規定的奈件下,本部分各項規定未列出的一日

的固豚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泣仍遵照刁慣回隊法規則的規定.

1茄 由于在第三十七屆舍以上哲91通避了第 5奈草案,委員舍肘其第三十五屆

舍洪哲吋通道的第 2、 3和 5奈草案作了相位的修改 (兄 《1985年 ...⋯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 2U丌 ,第 1U6段)如下:在第 2和第 3奈 中,‘ 〔第 4〕 和

第 5奈’
的提法改成了

‘
第4各和 〔第 12奈〕”;以及第%’奈草案重新編母力第

“
4’

奈.

1Be 
委員舍第三十五屆舍以暫吋通避.肘本奈的坪注兄 《1983年⋯⋯年鑒》,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2頁 .

1B’ 委員舍第三十五屆套洪暫時通逍.肘本奈的坪注,同上,第 42-43丌 .

1BB 
委長套第三十五屆合玟哲吋通道.9I本奈的泙注,同上,第 43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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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奈
1Bg

本部分各項規定中所列一因回隊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在道些情況下位遵照

鯄 合目先章》夫于維伊固豚和平与安全的規定和程序.

第 5 紊
1gU

1 力本奈款的目的,‘受害囝
’
指在一日行力根据本奈款第一部分的規定枸成

垓目的目豚不法行力吋,共叔利遭受垓目行力侵犯的任何其他回家.

2 ‘
受害囝

’
特別指下列情況:

(a) 如一日行力侵犯因灰道荼的而戶生的杈利,只j另 一些事回即力受害

固;

(b9 如一目行力侵犯因目隊法院或法庭的判決或其他具有的束力的解決爭

端的裁決而戶生的叔利,則有杈享受垓叔利的其他爭端些事回即力受害回;

(c9 如一日行力侵犯因回豚法院或法庭以外的固隊机构的具有的束力的裁

決而戶生的杈利,則根据垓有失固豚組象的組成文串有杈享受垓杈利的回家即力受

害固;

(d〕  如一日行力侵犯因奈的肘第三目的規定而戶生的板利,則垓第三回即

力受害目;

(e9 如一日行力侵犯因多述奈的或刁慣固豚法的規則而戶生的杈利,在近

央下列情況的奈件下,垓多迪奈釣的任何其他些事目或受刁慣目隊法有大規仄j的束

的任何其他回家即力受害固:

〔一) 已銍波立或所确立的杈利討其有利;

(二) 一日行力侵犯垓叔利必然影晌多道奈的其他些事目或受刁慣固隊法規

πBg 
委員舍第三十五屆舍坡哲吋通避 (些 吋力第 5奈〕.肘本來的坪注,同

上.

1gU 
委長套第三十七屆舍以哲吋通避.91本奈的泙注兄 《1985年⋯⋯年盤》,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5頁起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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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l的末的其他回家享受叔利或履行火夯,或
(三) 已絰殶定或所确立的杈利的目的是力了保伊人杈和基本自由.

() 如一日行力侵犯因多道奈的而戶生的杈利,在怔央垓荼的明文規定遠項

叔利的目的是力了保伊些事目的集体利益吋,91l垓多迪奈的的任何其他些事回即力

受害回.

3 此外,如回豚不法行力构成因隊罪行,Jll〔在第 14和第 15奈規定的各

目的叔利和叉夯范日內)所有其他回家即力
“
受害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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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幸

夫于目豚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回豚責任

A.專言

3U3.委員套在其 1978年第三十屆舍以上將
‘
夫于回豚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

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固豚責任
’
速一寺題列入其工作汁划并任命多伯特 .U昆廷-

巴克斯特先生力本音題特別拫告貝.

3°4 委員舍八其第三十二屆 (198U年)至第三十六屆 (1984年)套洪,

中洪了特別根告長提交的 5份報告.19’  送些根告力困力本寺題友展一介概念基

咄并載有寺題鋼要和五奈奈款草案。特別報告長向委員套 1982年第三十四屆套洪

提交的第三次根告中提出了上述昔題鋼要.1φ  特別根告貝向委長舍 1984年第

19’ 前任特別報告長的五份拫告如下:

初步根告:《 198U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47烎 ,文件

A/CN4/334和 Add1和 2;

第二次技告:《 1981年⋯⋯年鈭》,第 二卷 〔第一部分),第 1U3頁 ,文件

A/CN4/346和 Add1和 2;

第三次報告:《 1982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51頁 ,文件

A/CN4ˊ 36。 ;

第四次報告:《 1983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U1烎 ,文件

A/CN4/373;

第五次扱告:《 1984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55丌 ,文件

A/CN4/383和 Add1.
1貶 寺題鋼要案文載于委員全第三十四屆全洪根告:《 1982年⋯⋯年鈭》,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 83-85頁 ,第 1U9段 .前任特別拫告貝肘鋼要的修改,兄

委員套第三十五屆舍洪拫告:《 1983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4-85瓦 ,第 29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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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屆舍洪提交的第五次報告提出了上迷 5紊黍款草案.1gs 委長舍肘奈款草

案避行了申以但未作出將它們送交起草委貝舍的決定.

3U5 委長舍在其 1984年第三十六屆舍以上遜收到了下逑材料:村朕合回法

律厥同于 1983年向 16介逸定的因豚鈕象友出的惆查表的答复,琱查表是要查

明,除其他之外,各目作力回隊組象成長目相互之同承拒的以及庄履行的〤夯可否

在速介范園肉履行或取代寺題鋼要中所提及的某些程序,1解  以及秘#赴編耳的

一份研究根告,題力
“
夫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頡害性后果的固豚責任

的回家央踐概此
’.19s

3U6 委員套于 1gB5年第三十七屆套以上因多伯特 .U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

的逝世而任命胡利奧 .巴 本沃葄先生力本寺題特別根告貝.委員套汏其第三十七屆

套以至第四十屆套洪 (1988年 )收到特別根告貝提交的四份拫告.1gU 委員套

在其 1988年第四十屆舍以上向起草委員舍送交了特別根告長在其第四次拫告

1gs 
前任特別披告長提交的第 1至 5奈草案案文我于委長套第三十六屇舍洪才艮

告:《 1984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77更 ,第 237段 .

’g. 
村前任特別報告長在秘串赴的林助下所似的琱查表的答复載于 《1984年

⋯⋯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129頁 ,文件 A/cN4/378.
〕gs 《1985年⋯⋯年整》,第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A/CN4/384.
1gs 

特別拫告長的四份被告如下:

初步根告:《 1985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97頁 ,文件

A/CN4ˊ 394;

第二次報告:《 1986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45頁 ,文件

A/CN4/4U2;

第三次報告:《 1989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47丌 ,文件

A/CN4/4U5;

第四次根告 :《 1988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頁,文件

A/CN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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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第一章 (一般規定)和第二幸 (原 Jll)的第 1至第 1U奈草案.ig,

B.本屆全決常洪速介寺題的情況

3U7.在 本 屆 套放 上 ,委 長舍 收到 了特別 報告 長 的第五 次拫告

(A/CN4ˊ 423).委員舍八 1989年 5月 3U日 至 6月 7日 和 6月 2U日 的第

四
。
8至第 2● ●4次和第 21刉 次舍以申以了速介寺題.

3。8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次根告中提出了第 1至第 9奈的修汀草案 (兄 以

下第 311段)以替換在上屆舍洪送交起草委員全的第一和第二章的 1U奈 ,逐提出

了第 1U至第 17奈的新草案 (兄下文第 3” 段)以替換草案第三章.(通知資料

和受影晌目的通告).

3。9 委員全第 2● 21次舍決將修汀的第 1至第 9紊草案送交起草委長全。

1 特別根告長介紹第五次拫告

31U 特別被告貝悅在介紹其第五次根告之前,他想淡兩介初步的同題.速

兩介同題未列入本次根告,原 因是特別拫告貝需要村它們送行送一步的研究。他之

所以提到達兩介同題,是力了了解委員套的反泣,以便指早他今后的工作.第一介

是肘許多回家的普遍板害,或有遠方面危險的活功的責任同題.第二介是肘任何目

家管轄范園外的領域
‘
全球公地

’
造成撮害的活劫的責任同題.速兩介同題在以下情

況下都戶生复染的通知和淡判程序同題,即 受影晌的回家很多,有 時有几介起源

回,而且逐可能需要一些回豚鈕象的干預.第二介同題出現的困堆更多,渚如有時

村
‘
全球公地

’
所造成的韻害并不直接侵害某一具体回家的利益而是有掘于整介固隊

社舍的利益.特別拫告貝人力上迷速兩今同題原則上均扁于本寺題的范時,因力堵

如第 ﹁紊草案所考慮到的某些活功的最重要的損害性后果恰恰正扁于送些領域,

并且特合乎遻輯地戶生相位的責任同題.他希望委貝套的委員們將在常洪他的第五

1g’ 第四十屆舍洪期同送交起草委員套的第 1至第 1。 章草案案文,兄 《1988

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9更第 22段 .委員舍辦稔的提要,兄 同

上,第 9更起各頁,第 23-1U●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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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報告期同封梵上迷兩介同題.

311 盤于委員合在上屆套以上以及耿大第六委員套在第四十三屆套洪期同

所表示的意兄,特別報告長巳修汀了已送交起草委員套的第一章和第二幸的 1。

奈,并將其喊力 9無 .他 回厥在本寺題范日內列入‘
攕害和危臉

’
的概念得到強烈

的支持.絰修汀的第 1至第 9奈草案如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 1奈 本奈款的范園

本奈款位道用于在一日領土內或在力回豚法所承汏的垓固管轄下的其他地方,

或在沒有速种管轄的情況下在垓回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的,共有形后果在整介避

程中造成跨界板害,或戶生造成跨界板害的明昱危險的活功.

第 2奈 用浯

力本奈款的目的:

(a)  (一) “
危險

’
是指物的使用,由于其內在的自然性辰,或速种性辰与

使用的地t良 、坏境或方式的夫系,在使用的整介避程中,元站肘此采取任何預防措

施,都可能造成跨界搵害的危險.

(二) ‘
明昱危險

”
是指通避肘垓活功和所涉的物辰就其使用的地羔、坏境或

方式送行何草的栓查即可只別的危險,其中包括友生巨大 〔文雅性〕跨界損害的較

小可能性和較小明並I,i害 的較大可能性.

(b9 “
有危險的活助

’
是指 (a〕 項所指可能造成碳害的活功,而 “

具有技善

性效果的活功
’
則是指在整介避程中造成明昱跨界敬害的活功.

(c) ‘
跨界掘害

’
是指作力第 1荼所指活功所引起的有形后果,在另一日領

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地方,討于人長或物体或肘地區的使用或享用或肘坏境起

到的明昱有害的效果,不站有夫回家有旡共同的迪界.按本奈款的制度,‘跨界振

害
”
患是指

“
明昱掘害

’
.

(d9 ‘
起源目

’
是指在其領土內或在管轄或控制下的地方友生第 1奈所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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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回家.

(e9 ‘
受影晌固

’
是指在其領土內或管轄下的人長或物体,或地區的使用或

享有坏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明並搵害的回家.

第 3系 又夯的确定

●.起源回如果知道或有亦法知道第 1無所指的活功正在或特在其領土內或其管轄

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即位承捏本恭款所規定的叉夯.

2 除非有相反的怔据,位推定起源固如第 1款所指是知道或有亦法知道的.

第 4奈 本奈款＿●其他目隊林定的夫系

如果本荼款些事囝同時也是夫于第 1奈所指活功的另一日怀+.-定 的些事固,

則在遠种回家之同的夫系上,庄道用本奈款,但不得違反垓另一日隊林定.

第 5奈 肘回狋法的其他規則元影晌

各逸案文A

本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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頡害的友生

的事其,并不妨得固豚法任何其他規則的央施.

各逸案文 B

本奈款不妨磚目豚法确定不法行力所造成的跨界損害黃任的任何其他規則的央施.

第二章 原則

第 6紊 行功自由及其限制

目家在共領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或允許送行人美活功的主杈

自由,必須与保拼他日主叔所戶生的杈利相符合.

第 7奈 合作

各固之同位送行誠意的合作,并清求可能祁助它們的任何目豚組躲提供怭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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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防止在其領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的第 1無所指的活功造成

跨界技害.如果友生速种韻害,起源回立与受影晌目合作,冬量減少韻害的影晌.

如振害是因意外事故所造成,受影晌固在可能吋也位針村在起源目的領土內或其管

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可能戶生的任何韻害性效果,与起源回合作.

第 8荼 預防

起源目庄采取道些的措施,以 防止或在必要吋思量減少跨界拐害的危險.力

此,起源固泣在力所能及的范日內,肘第 1奈所指的活功使用可逐用的最力切央

可行的手段.

第 9奈 賠僕

在符合本奈款的奈件下,起源回庄肘第 1紊所指的活功造成的明昱捆害作出

賠僕.遠項賠僕庄由起源目同受影晌回之同的淡判決定,并且原則上位以本奈款所

定的杯准力指早,特別要銘圮賠僕位垓謀求恢复受到掘害影晌的利益平衡.

312 在修汀的第 1奈 中,“韻害
”
和

“
危險

”
的概念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按

照新的案文,送些奈款既道用于造成跨界韻害的活功,也道用于戶生造成跨界抗害

危險的活功.搵害和危險都限定力
“
明昱

’
的板害和危險.特別搬告貝悅,如危險的

可容忍限度高于
“
明昱的

’
程度,Jll可能是不可取的,肘于假定的受影晌目也是不公

平的.況且,委員舍也曾使用
‘
明昱的

”
速一形容洞來限定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荼

款草集中的
‘
板害

’.由 于送兩介寺題具有美似性,看來較力方便的是,在速兩今寺

題中的用活庄怭琱一致,而速也就是他狄上迷音題借用
‘
明昱的

’
送一用浯的原因.

313 盤于奈款的范日不再只限于具有危險的活功,因此必須增加一介內容

來限定范日,否則套昱得本奈款是根据免村賠僕責任的概念.他在其第二次根

告
.gB 

中已銍表明用
‘活功

’
一洞比‘

行力
’
好,而且看來委員套也螢成他的看法.

按他的理解,某一活劫是由件多人致力于戶泛的共同目的的行力而构成的.在某一

1gB 《1986年 ⋯⋯年盤》 ,第 二卷 〔第一部分),第 1S● 烎,文件

A/CN4/的2,第 2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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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活功范園內,有些合法的行力可能造成板害和某些后果,而且也可能有些不

法行力舍形成達反又夯的情況.因此,他把寺題的焦魚特而放在肘某些
“
活功

”(而

不是行力)后果的責任之上,遠就同時村寺題的范固作出了限制,因力速些奈款將

只适用于由第 1無所迷的活功引起的楓害.

314 尸格地悅,責任不能月于某項活功,只 能好于某一行力,因力早致一

定韻害的因果夫系只能起源于某一具体的行力.因 此,力 了使本奈款道用于行力,

速些行力必須不可分割地与具有跨界I,R害危險或造成跨界振害的某一活功相朕系°

315.修訂的第 2奈中
‘
危險

’
一洞的定〤逐包括了具有造成文雅性損害的較

小可能性的活劫.赴理渚如由污染性活功造成的韻害昱然是較力因雅的,因 力污染

具有枳累性效位,因 而只有在避了某一段時期之后才舍五示出明昱的振害.然而,

出于慎重,遜是將其列入了本寺題的范園.特別叔告見洗,在 (c9項 中,粹“
范

圍
’
改力

‘地方
’
一洞,以表明跨界親害不仗可影晌一目的領土而且逐有垓固行使管

轄和控制的其他地區.他在上屆套以上曾深入洋鉬地罔迷避
“
管轄

”
和

“
控制

”二洞,

沒有必要再加以重复釵迷.逐有
“
受影W,9目

”
一洞,現在包括了肘坏境的明确提及.

因此,領害的村象不止是介人或物体,地區的使用或享有,而且遜包含第 1奈所

規定的界限之內的坏境。在某一活劫的
“
整介迪程中

’
造成的板害的提法意在既包括

在某一時刻造成的敬害,也包括可能有持鎮性和可能隨某一具体活功的延妓秋累形

成的韻害.

316 第 3奈的杯題由
‘
又夯”扁

”
改力

“
又夯的确定

’,是力了避免使本青

題的用悟与回家黃任寺題的用悟之同友生混淆.在 回家責任奈款草案的第一部

分
1gg 

所采用的
‘
”扁

’
提法系指將某一行力的責任”于一介回家,而速是受某些

規則支配的,但這些親Jll并不道合于本寺題的內容.本寺題与責任”厲回家的行力

(扁 于回家責任奈款的含又范田)元夫,而是建立在一圄管轄或控制下送行的某一

具体活功的某一行力与某一具体板害之同的因果大系之上.第 3荼 的第 2款規定

的假沒Jll是 ,一 日知道或有亦法知道,在其領土內或管轄或控制的地方送行第 1

奈所迷的某一活功.提出相反正明的責任測由垓目承拉.

1gg 《198U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 更起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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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第 4紊的意困是要說明,本黍款元意否定各因就本寺題所指的活功可

能締緒的任何具体捇定.

318 第 5無用途了本寺題与回家責任寺題之同的夫系.完全可以設想,夫

于不法行力責任的制度可与因果夫系責任制度在同一体制內并存.仲裁庭肘特雷本

冶燋ㄏ集所作的裁決
2°° 提供了一介不法行力責任和尸格賠僕責任并存的制度.

它規定了冶妹ㄏ必須采取的某些預防性措施,而法庭汏力這些措施粹足以預防使牛

盛板州受到姻羿造成的迸一步韻害.但是,法庭逐判定,即便加拿大已采取了上逑

措施,一旦出現明昱根害,加拿大也必須作出賠僕.

319.現在第7奈更力具体地用明了由合作原則戶生的火秀.合作既可以是

力了預防跨界韻害,也可以是力了冬量減少速种韻害.在前一种情況下,合作的日

的是冬量喊少有危險的活劫的危險程度,在第二种情況下,目 的是使掘害性影晌保

持在明昱撮害限度之下.合作的又夯是以城意力基砧的.因 此,要求受影晌回与起

源因合作以預防或思量減少韻害.但是,如果起源因事先知道其准各送行的活功將

造成跨界韻害,但仍照祥送行,再要求受影晌回承裡合作〤夯則是不公平的.

32。  依照第 8奈 ,要求各回采取道些的措施預防或在必要吋琴量減少跨界

韻害.速一又夯不是免村的,因力本奈村又夯有所限定,即 ,要求各回冬其所能,

使用可迋用的最力切央可行的手段.因 此,倘若是由一日或其某一机构或企╨八事

的活功,則庄由垓固或其企╨采取相位的預防性措施.如果速些活劫是由私人或公

司送行的,他們特必須采取預防的央豚手段而回家Jll粹必須依照其目肉法規定和央

施相位的〤夯.在遠方面,必須考慮到友展中回家的特殊情況.送些回家到目前力

止受全球性污染影晌最大,而造成的此种污染卸最少.就是由于遠一原因,在提及

預防性手段方面,第 8奈規定各目位
‘
在力所能及的范日內

’
使用送些手段而且速

些手段必須是回家所
‘
可逐用的

”.由于本寺題的基砧是尸格賠僅責任的理淹一一通

逍淡判和
‘
發用分推

’
的原則而加以篆和一一因此可以保留第 8奈中規定的預防火

夯,只要委員舍決定速可作力一种合作的形式,而肘此項規定的達反不合引起受影

2UU 
駁合固,《回防仲裁裁決集》,第三卷 〔出售品編景:1949V2),第 19U5

烎 .

——
︳那-



呴固方面采取行功的杈利.

32●  修汀的第 9無不象以前的案文
2m 那祥,并未提及

‘
不庄使元辜的受

害者草狂承受損害的影吶
’.送一短句曾被批坪力不道些的措洞,因力它造成淏

解,使人以力元辜的受害者必須承拉被害的主要久拉.依照新的提法,賠僕仍將通

道波判未确定,而在談判中將常查若干因素.遠特是今后要提出的新的奈款的內

容.依本柔款,損害泣被視力是破坏超源回＿●受影晌目之同利益平衡夫系的一介因

素.村此作出的賠佳旨在恢复各些事目之同的利益平衡.

322 特別根告長的第五次投告的下半部分田逑預防跨界I,i害 的程序.速些

程序重羔在于肘第 1奈所涉的活功的坪估、通知和通告.速些程序就是第三章中

新的第 1U至 17奈草案的主題,案文如下:

第三章 通知、資料和受影晌目的通告

第 1U荼 坪估、通知和資料

如果一固有理由忕力第 1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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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固位:

(a) 申查垓項活劫以泙估其洛在的跨界影晌,如友現垓項活劫可能造成跨

界損害或戶生造成跨界頡害的危險,則 位确定其所引起的韻害或危險的性廣;

(b9 將上逑常查的錯淹及時通知受影晌因;

〔c9 隨此通知附上現有的技木數据和資料,以便使被通知固能姼坪估垓項

活劫的港在的影晌;

(d9 向被通知固通拫其按照第 8紊准各采取的措施,如其汏力道些,則 一

并通根可作力各些事方之同夫于垓項活功的法律制度的基拙的措施.

第 11朱 保伊回家安全或工╨秘密的程序

如果起源目以回家安全或保伊工ㄓ秘密力理由,以便不透露某些本位侍送給受

卸9 原第●U奈草案 〔兄上文腳注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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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呴目的資料:

〔a) 它位告知受影晌固已扣友某些資料,并垃指出力此而援引的是上迷兩

無理由中的哪一紊理由;

(b9 如有可能,位 向受影晌固侍送任何不涉及上迷保留領域的資料,尤其

是夫于其汏力可預兄的危險或敬害的美型以及其提洪力建立有夫垓項活功的制度的

措施的資料.

第 12荼 假定的受影晌目的通告

如果一日有确共理由相信它正受到或可能受到第 1荼所指活助的影晌,而垓

活功正在另一目的領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即 可靖求垓另一日道

用第 1U奈的規定.提出清求時垃同時提出用迷上迷看法的理由的、附有有失文件

的技木性說明.

第 13茶 肘通知作出答复的期限,起源目的火夯

除另有怭以外,通知日泣容汻被通知回在六介月的期限內肘活功的港在影晌迸

行研究和估价,并將結淹告知通知目.在此期限內,通知目垃与被通知目合作,根

捃清求提供力更好地估价活功的影吶所必需的其他任何己有的效据和資料.

第 14柔 村通知的答复

被通知目垃特其緒梵冬早告知通知目,向其通報是否接受垓因提洪的措施,告

知垓目它本身提洪的力朴充或取代原提洪措施的任何措施,同 時提出潮迷上逑錯梵

的理由附有有天文件的技木性說明.

第 15奈 肘通知不作答复

1 如果通知目在第 13奈規定的期限內未收到根据第 14奈庄作出的答复,即 可

汏力它在通知吋提洪的預防措施及可能的法律制度91于垓項活助是可以接受的.

2 如果通知固并未提以任何建立法律制度的措施,Xll虛 适用本來款規定的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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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朵 淡判的火夯

1 如果通知目一●被通知目在以下方面意凡不一致:

(a) 活功的性辰或其影晌;或

(b) 垓活功的法律制度:

各逃案文 (A): 它們位毫不退延地送行林商,扁于上迷 〔a)方面的不一

致,怭商的目的是切央确立事央;扁于上述 (b9方面的不一致,林商的目的是就

垓事項送成怭以;

各逸案文 (B〕 : 除另有怭以外,它們位按照本奈款附件的規定,建立央兄

琱查机构,以确定活功可能的跨界影晌.央況惆查机构的報告位扁于咨洶性辰,肘

有失回家不具有的束力.投告完成之后,有美固家庄送行林商,以期淡判出一項适

合千垓活劫的法律制度.

2.上述柲商和淡判垃在誠意的原則和各目必須合理地照厥到他目的杈利和合法利

益的原則基砧上述行.

第 17奈 升按第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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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受影晌固可汏力通知中所迷的活劫具有通知中指出的特性,在速种情況下,垓

活功立遵守本奈款所規定的制度.

323 特別報告長悅,据 以規定各固有火夯采取某些程序性步驟以預防跨界

韻害的基拙是草案第 9奈中已豋規定的合作原則.有合作〤秀就必然有另一項又

夯,要求各因查明在其領土內將送行的活劫是否具有跨界撮害的危險.如果有速种

危險,則 位通知可能受影呻的回家.在有些情況下,如要做到有效的預防,速兩英

回家有必要采取朕合行劫.也汻杕受影晌固領土上采取的某些措施可防止八起源固

戶生的板害性影晌特移到前者的領土上.因 此,第三革新的第 1U至第 17奈草案

是合作原則的具体体現.

324 就第三章患的錯构而言,第 ﹁U至第 12奈草案甜肘的是預防跨界根害

程序的第一險段和制訂大于第 1紊所迷活劫的制度.第 13至第 17奈草案針肘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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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因通技存在某一可造成跨界技害的活功之后采取的步驟.遠些恭款借鈭了委員舍

上屆舍洪哲吋遇避的因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第三部分紊款草案
2U’  .

325 第 1U無規定的坪估、通知和資料的三項功能是相互夫耿的.例 如,只

有在起源固首先肘在其領土內的活劫的可能影晌作出坪估之后,才可友出通知.在
速一奈款中規定的火夯不止是戶生于合作的〤夯,也來自于各目的責任,即不得在

知情情況下允許其領土被利用于八事連背其他回家杈利的行力.依照速一來款,起

源圄必須:第一,泙估送一活功的可能影晌,第二,如果估卄表明可能出現跨界韻

害,庄通知受影晌回,以及第三,侍送現有的技木資料,放而使受影晌日本身能村

活劫可能的影晌得出錯淹.因此,起源固必叛通報受影呴囝它准各采取的任何草方

面預防措施.

326 第 11奈針肘保伊回家安全利益和工ㄓ秘密的程序.在有些情況下,透

露情根資料9+起源固是有害的.迫使某一日向某克爭者透露具有重大价值的工╨程

序是不公平的.出于回家安全的原因,偶然也不得不扣友夫于某一活功的某种英型

的資料.但是,在上逑情況下,些估卄速項活功可能戶生拉害吋,泣允吽受影晌回

依据同接怔据怔央振害是由速一活功造成的.特別根告長說,可能似汀有美遠一方

面的奈款草案.

327 第 12朱朴充第 1U奈,賦予假定的受影晌因一項杈利:些 它有确央理

由相信起源目將要或正在送行或將要送行具有跨界振害可能性的活劫吋,有杈要求

起源目履行第 1U奈的火夯.

328 夫于第 13至第 17荼草案規定的程序〤夯方面,泣說明兩羔.其一,

在与假定的受影晌固送成令人滿意的林快之前,起源目是否必須推退某一活劫.其

二,是否泣垓容忤正在迸行的活功,堵如垃圾赴理、使用某种化肥,等 ,如能容

忍,則容忍到什么程度.在討汾上逑兩介同題吋,特別投告貝在道些之赴借盤了目

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奈款草案.

329 夫于第一介同題,即在送成林以前是否位推退活功,特別根告貝扶力

m2 
夫于案文及其泙注,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5

丌起各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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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推退活功.奈款草案規定了一項嗨吋性的制度.依照垓制度,起源固可幵始或

迷絞送行活功,而元無等待得到受影晌目的同意.但是,在送种情況下,如果垓活

劫被怔央扁第 1無所指的活功,起源目粹直接承捏其可能造成的任何損害的黃

任.

33U 大于第二介同題,即造成跨界拉害性的正在送行的活功的地位,奈款

草案提出了一瓨帖吋性的解決方案.所有回家村大多數此美活功一般是容忍的.就

此美活功而言,汻多回家既是起源回也是受影晌固.然而,此美大部分活功是絰逍

定期常查的,并力此送行回豚淡判,以便城輊并最終消除其損害性影晌。恭款草案

在此的目杯只是要求各固力此美活功淡判出一項制度,如旡此項制度,則 力此美活

功可能造成的擏害淡判賠儅事宜.如果委員舍人力送介同題位作另一种赴理,程序

性規則可隨后加以修正.

331 第 13奈是在目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奈款草案第三部分第 13和 第 14

奈
2Ua 的基砒上稍加必要修改似汀的.按照垓奈,除另有林以外,通知目必須允

許被通知固在六介月的期限內村有失活功可能的振害作出坪价并作出其答复.通知

固有又秀与被通知回合作,根据要求向它們提供現有的、估价垓活功的影吶所必需

的其他數据及資料.些 然,些 事各方可商定比本奈規定的六介月更短或更坎的期

限.

332 第 14奈涉及被通知目的答复.被通知固有〤夯通根其接受或拒免所提

以的預防性措施或起源回提出的法律制度. 依照第 15奈,假定的受影呴目肘上逑

几魚未作任何表示則意味著接受.

333 第 16紊考慮到了些事各方肘某一具体活功可能的韻害方面的不一致°

村此,些 事各方有又分送行淡判.在固狋法中,速一〤夯已被确立力解決沖突的第

一种理想的步驟.些 然,談判的叉夯并非是元限制的.誠意和合理性确定了限度.

些事各方的不一致可能涉及 (a)活 劫的性辰 〔其危險或掘害的尸重程度);或

(b)提以中的預防措施的有效程度和夫于些事各方同有失活功方面夫系的法律制

度.第 16荼提出了兩介各逸案文.由于第一种不一致涉及事其情況,些 事各方既

2°3 同上,第 49至 5U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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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避相互談判解決同題,或建立一介伙具各咨洶取能的央兄琱查机构.前任特別

報告貝在寺題鋼要 (第 2(U9市 )四4 
曾提出建立一介央光琱查机构.但如要

解決有失村活功造成的韻害作出賠伴的分歧,則除了淡判之外,沒有其他可逸摔的

亦法.

334 第 17荼是朴充第 12奈的.它針肘下途情況,即假定的受影晌回向起

源目提出提供資料的要求之后,起源目未在六介月的期限內作出此美答复.依照第

19奈,未作出答复意味看起源目 (此赴力被通知回)同 意假定的受影晌目 (此赴

力通知回)肘活功作出的錯淹.因此,垓項活功位遵守本奈款草案規定的制度.

2 委長套肘第1至第 9奈草案的常汊

(a) 一般性坪淹

335 委員們提出了若干一般性的意兄.速些意兄淡到肘待本寺題的做法及

其范園,包括本奈款是否庄适用于肘所渭
‘
全球公地

”
造成技害或戶生造成韻害危險

的活功的鬥題。

(一) 村本音題的做法

336 有些委貝汏力,隨看委員舍在本寺題方面的工作的送展,寺題的复染

性及其具体的特性日趙明昱.特別根告見提出的許多奈款草集使委員套能更好地理

解并放恰些的角度看待本寺題可比較可靠地依敕的原Il1.庄垓承扒,本寺題必顏采

用件多新概念,有些是借盤于侵叔行力法的概念,而有些法律体系比別的体系更熟

悉上迷法律.本寺題的另一介特魚是,必須在本寺題本身的范園确定的界限內友展

回狋法.本寺題并未提及
“
合法”

或‘不合法”
的行力,而只是林

“
回隊法不加禁止的

”

行力.但是,速些雅題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委員舍位毫不狁豫地适些借盤其他各美

法律.堵如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回家責任法和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委

員舍在尋求其工作的先例方面逐須有炅活性.本寺題可借盤奈的的其踐以及仲裁和

2“ 兄上文腳注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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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我次.忤多委員汏力,元淹扶奈的遜是球司法裁決來看,大量的回家央跩都

要求造成跨界韻害的一些合法活功承捏賠儅責任.些然,奈的集中子具体和明确确

汏的活功,但遠并未喊少它們的有益性,原 因有二.其一,送种奈的越來越多,速

表明一介致力普遍性的制度在法律上是可行的.其二,遠些奈的作力目家央跩的怔

据,江明本身可作力戶生一項目隊制度的基拙.

337 上迷現羔并不是委員舍的所有委員都焚同的.有 一位委員悅,些委員

全幵始大于本寺題的工作吋,并未确切地假定存在看由目豚法不加禁止的行力而戶

生的跨界敬害的固狋責任.速位委員汏力,并旡普遍可道用的原Ill要求起源固承捏

跨界描害的責任.他忕力,送一事項厲于中同區域.在此情況下,可采取兩种做法

村待本寺題.其一是逐漸友展本寺題,并肘所有造成跨界根害的活功規定尸格賠僕

責任.其二是側重于預防,并村未采取預防措施規定賠僕責任。因此,回家責任的

概念可延伸至遠一中同區域,冬管送并不是委員舍原來所設想的,但也可以速祥

做.遠位委長焚成第二种做法并汏力第一种做法將近明是有同題的.

338 少數几位委員扒力,固 狋法中針肘尸格賠儅責任的規則基砧是新出現

的,而并非來自于大量的回家其跩.有一位委員汏力,援引有逸捀地汏回內法院介

別判決中摘取的原則,并不患是有理由的、因力日內法院的判決和囝肉法并不是固

狋法的淵源.他伏力,目 前委長套的日杯泣是謀求一介現央主〤的和平衡的做法,

來肘待本寺題,要考慮到所有各固以及整介人美的利益.因此,垓做法泣看眼于奠

定法律基拙并明确指早方針,以便使各固之同就具有跨界技害性的、回家沒有道錯

的某些活功締結林定.

339 有人指出,在形成本青題的概念吋,必須銘圮,所制定的制度最終必

須与來述和多道紊的中的制度相林惆.有人悅,本青題的奈款与取道奈的的林琱粹

不套构成重大因雅,因 力些事固可逸捧它們愿意道用于有失活功的制度.夫子多迪

奈的,可通避澄清本寺題的宗旨來解決同題.本寺題的目的可以是以冬可能普遍性

措洞規定管制造成跨界韻害的活功.換言之,可 以某一方式似汀奈款使之道合于作

力一項剩奈各用性公的:肘央廣性的規則作板力一般性的規定,而 由青ㄇ公的迸一

步罔明和具体化.另 一位委長汏力,如果本寺題以速种一般性的規定赴理,《各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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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疥叔利和火夯先幸》2U5 
特是有助的,特別有益于制汀一般規定.然而另一委

員怀疑,盤于以具体公的形式迅速拼展的坏境法,是否仍有必要似汀某种
‘
患括性

’

的公釣.另有一些委員仍汏力最好列出本奈款所指的各种活劫的清羊.恰如委員套

在上屆套洪的辯淹中所眛迷的理由,回家央或表明
‘
清草做法’

并不是很不現央的.

忤多其他日杯文串曾采用送一做法.速釋的一份活功清車將更明确地規定并界定本

寺題的范園,并特使更多回家容易接受本奈款.

34U 某一委員扒力,特別根告長并未生常划清不法行力的回家責任寺題与

本寺題的界我.特別拫告長用迷的危滕,是建立在由某人杕事的活功造成事故早致

跨界拐害的
“
原逍錯

”
概念之上的.即使有些法律著作在某些情況下Σ分

‘
危險

”
与

‘
避錯

’,速位委見汏力,速兩介概念都戶生于同美基本案文.委員舍曾決定肘速兩

美責任分升甘淹.他提同,是否有必要在速兩者之同尋找根本上的匡別?他汏力,

所有夫于在回家責任方面的停止和賠僕規則在此都是道用的。但是,另 一委員汏

力,在本寺題和回家責任寺題之同划出平行我是容易令人淏解的.回家責任所涉的

是次教規則,而本寺題則是以保伊坏境力中心制定出初圾規則的同題.而另一委長

汏力,思管委員舍位草似一項有失坏境保伊的公的,而遠一公的与回豚法不加禁止

的活功的法律是不同的.

34●  有些委員汏力,向 寺家和主管目隊組象咨均并听取各日本身的意兄是

有益的.他們汏力,速將有助于參照央豚情況和一般忕力与本昔題相夫的具体活

劫,构成本寺題的概念.最好是采取解決同題式的做法,因力速些委員汏力,最終

的同題是委員套是否准各面肘現有的目豚同題并提出指早方針,汏而提出如何解決

日益增故的跨界技害同題,速是以科苧和技水力基砒的些今人美文明的副戶品.他

們汏力,委員套必須向前看并頂卄到各回由于某种活功特相互造成敬害或捐害坏境

的局面.因此,垃常以能姼据以防止或解決今后的混說的方法, 旨在于改善生活辰

量并建立起目豚犬困錯和相互依存性.

日第 3281(××｜×9景袂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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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寺題的范田

342 委貝套的有些委長坪站了特別報告長夫于由本寺題所指的活功可能友

生肘
‘全球公地

’
一一超出任何回家管轄范園的區域,特別是人美共同盤承的財戶匡

域一一造成頡害的介紹性友言.他們扒力,委長舍不可忽視解決村人美坏境撮害及

反映村待
‘
全球公地

’
新概念日益增故的意氓的可頂兄的必要性.有人說,普遍扒

力,回家村其大气居的管搖范園直至外居空同的幵始羔。冬管如此,人們越來越傾

向于視大气居力
“全球公地

”,或者悅人美的共同資源,有必要考慮送祥的視魚如何

能与主杈原則怭淍.昱然,送介同題既不倚草,也不再是一介苧木同題。盤于目前

囿銑看氣氯氧肘臭氧居的影晌的爭快,在送种情況下如何确定責任,速決不能筒草

地擱置起來.一位委員汏力,今后有可能制汀其他形式的法律制度以赴理肘坏境具

有韻害性效庄的某些活劫.在送些制度方面,也忤援用元避錯責任以外的法律依

括°但在目前,委長全泣綣笨肘本寺題的封淹,假淡速持包括肘坏境有頡害的活功

并采取元遊借賠僕責任的做法.但是,少數几位委員肘將送一同題列入本寺題是否

明智,不完全有把握,因力送可能使本寺題元法赴理.一位委員汏力,委長舍位推

退肘本同題作出決定,直至在目前本寺題討梵上取得迸展之后,然后,委員套方可

決定是否特肘
“全球公地

”
具有影晌的活劫列入.

343 汻多委炅玖迎本寺題范園方面重魚的特移.按上屆合以所确定的,本

寺題范園涉及到本來款肘具有造成跨界頡害的危險的活功的道用同題。力村委員舍

和大舍第六委員舍中提出的要求作出反庄,特別根告貝,根据它們的看法曾道些地

修改了范日.按照修改后的案文,本奈款道用于具有造成跨界+,i害危險的活功和造

成跨界掘害的活功.因 此,在本寺題中危險和板害概念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送些

委員扒力,危險和韻害的林准都得到了位有的看待,并力建立本音題兩介重要部

分,即預防和賠儅,奠定了基硝.

344 有人袒心粹明昱韻害納入奈款的范圍,作力責任的基砒.一位委長忕

力,遠就等于确立任何明昱抗害的地村賠僕責任,就舍模糊本青題与回家責任青題

之同的分界我.他忕力,板害作力黃任的唯一基砧力送一青題提供了一介新概念基

砧,而其特有頡于以前的基砧.不包括危險的根害作力責任的唯一基砧將副李預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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搵害措施的一切法律基拙.因力,在元任何假沒危險的情況下,各因如何送行合作

預防捅害?送位委員逐悅,他希望确切用明新的范園准各包括哪一种合法的活功,

即元法确汏其所具有的危險成份的活功.筒而言之,他肘本寺題范園的新基砧持有

尸重保留.另 一委員人力,在沒有本來款道用的活功清草情況下,新的措洞特使各

固更不愿意接受本奈款,因力送些回家可能不准各承捏元精确定叉的〤夯.他汏

力,委長舍不位放井幵列一份本青題所指的各种活功的清半的做法.

345 在洋幼用途危險概念吋,有几位委員告城特別拫告長不泣將危險与荼

件性的或意外的
‘
避錯

’
等同起來.那是一介法律上的似制,不能用作有危險的活功

的賠伴責任的基砧.回家央踐杕不主救把危險視力熄藏的遊錯.一位委員汏力,不

些得利概念可以作力元避錯賠儅黃任的法律基砧,因力它基于一种賠儅制度和安用

分排概念.

346 一位委員指出,在特別根告長的第五次根告 (A/cN4/4239和 在委

員套辯梵中,‘尸格
’
賠僕責任和

‘
免村

”
賠佳責任似乎一直被互換使用.他 自己的理

解是,尸格賠儅責任是基于掘害而不是基于避錯.他汏力有一介現存的或正在友展

的坏境捐害尸格賠僕責任規范.他悅,銫村賠僕責任意味若沒有任何限制的責任.

在一些多道奈的中肘子核殶施造成的技害送熒同題規定了速美賠儅責任.些然,在

免除責任等同題上各紊的之同規定各昇,但它們清楚地宣布了旡避錯賠僕責任規

則,而不是基于危險的責任.不避,他感到,危險一一特別是特殊的危險一一与本

以題有失.

347.特別根告員在患錯辦淹時就各位委員的一般性意兄洗,他作力特別拫

告長必須考慮到去年在本委員套和上一年大舍第六委員舍表送的強烈現魚.他相信

速些現羔促使他同等地重視I,i害和危臉概念的作用.因 此他肘寺題的范園作了修

,T.他希望,隨若本寺題工作的迸展,隨若其特魚和特性交得更加明昱,委員全能

移更好地限定其范日,如果它人力合道的活.目 前,考慮到目前辦梵中表迷的跳

庶,他相信他位雞袋假定掘害和危險速兩介概念都在本寺題范園之內.

348.夫于頡害
‘全球公地

’
的賠僕責任同題,他變賞就此同題友言的那些委

長的意兄.他 同意汻多委長的看法,汏力早致韻害
‘
全球公地

’
的活劫原則上是本青

題的一介部分.但他愿迸一步研究速一同題并向委貝套下一屆舍以拫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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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特別拫告長指出,他夫于本寺題至今力止提出和將要提出一些奈款草

案和提洪都是拭驗性的,因力本寺題把委員舍帶入了一介新的領域.他將在得到目

狋法委長舍和第六委員套提出的意兄和指早基砧上村其加以修訂.昱然,有些提以

套在委貝舍里引起大量忖梵,因 力許多委員就本寺題庄向何方友展特有強烈的現

焦.他扒力那些甘梵很有用.他但希望強惆本委員套得到大舍授予的任夯,它垃垓

履行速一任夯.

aSU 夫于就本音題中尸格賠僕責任的作用友表的一些現魚,特別拫告長汏

力虛垓考慮到此种形式的賠僕責任在寺題鋼要
2UG☉

中已大大喊輊速一事央,他看

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在遠方面脫高寺題鋼要.在委員套內似乎有一种普遍的看法,焚

成在造成跨界板害前沒有任何責任,直到現在,在此种情況下除了淡判立付的賠僕

外沒有任何其他又夯.夫于他不座把危險同
‘
意外的

’
或

‘
有奈件的

”
避錯等同起來的

意見,特別報告長悅他并元此意,其第五次根告 (同上,第 5至第 9段 )并未斌

囿就有危險的活功引迸一种有奈件避錯的法律理梵:他仗在斌困解釋在涉及尋找一

介久責任的人之吋一般在黃任領域起作用的心理机制.夫于列拳构成本寺題范園的

各种活功的同題,在不影晌再次常查速一同題的前提下,他仍然相信此种列拳最好

由在本奈款构架以內締結的決定中或地區性公的來做.

(b9 肘具体奈款的坪淹

3S●  委員套許多委長砍迎肘草案第一和第二章中荼款的修訂.修訂后的第 1

至第 9奈大有改造,考慮到了本委員舍汻多委員和大舍第六委員舍代表們的意

兄.冬管第一和第二章原來的荼款已送交起革委員舍,有些委員仍感到有必要肘修

汀避的文本友表意兄.有些意兄屬于文字措詞性廣,而其他一些則与奈款的央辰內

容有失.

加6 
兄上文腳注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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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幸 一般規定

第 1奈 〔本奈款的范目)

352 除本寺趣范田所提的一些一般性意兄 (兄上文第 342至 第 346段 )

外.逐有夫于第 1奈草案的一些更具你的意見.

353 夫于奈款是泣适用于
‘活功

’
逐是

“
行力

’
的向題,許多委員傾向于

“
活

功
’.他們感到,‘活功

’
恰些地构成了本來款的主題事項,特別是更清楚地表迷了那

些通避累秋效位引起韻害的行力.因 此有人建洪委長套最好集中考慮可能因事故或

不新污染而造成有形頡害的那些‘活劫
’

.

354 但有一些委員表示了不同的現魚.他們同意本奈的主要目的庄是通避

程序惆市各种活功以防止跨界碳害,即創立一介法律制度.但是損害可能由于行力

或是由于情況所引起,元淹其是否与活功相夫耿.有忤多行力或人力的情況即使与

活功元夫也能戶生跨界振害.除此之外,活劫与行力之同的Σ別也不完全清楚.例

如,若要拆除一座核屯站且此項工作引起了跨界親害,那 么拆除位被忕力是行力逐

是活功?因此行力与活劫的匡別可能被怔明只是表面上的.即使在行力与活功之同

有真正的可以別的匡別,把恭款限于活劫就全忽視不位社元辜受害者狙自承袒韻失

送一原kll.

355 也有人表示
‘
活功

’
的概念似乎排除了由

‘
情況

〞
引起的跨界碳害速一現

魚.有時候跨界拉害的出現并非由活功或行力所致,而是由于一种事念的存在所

致.因此
‘
情況

’
的概念十分重要,位 些幼入第 1紊 .

356 有些委員支持把韻害和危險都納入第 1奈范園的定又中,他們汏力可

能需肘紊款草案作一些錯构性改交.他們感到,用 一些規定分別赴理危險和韻害也

玝更好.有人忕力,韻害的估价和危臉的估价是密切相朕、互相依存的,在任何情

況下都不可能象第 1奈似乎要做的那祥特其中一介＿●另一介肘立起來.

3S9.夫于
‘
領土‵‘

管轄
”
和

‘
控制

”
速些求浯提了忤多意兄。有些委員汏力遠

三介洞一起使用更可取,因力它們包括了跨界韻害的所有情況。另有一些委員汏力
‘
領土

’
一月沒有必要.忤多委員汏力

‘
有效控制

’
一月比‘

控制
’
好.他們相信形容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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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

’
能移考慮到友展中回家的特殊情況,它們可能村跨目公司在其領土上的活功

并旡有效控制.不避有一位委貝怀疑速种提法能否有效地保伊友展中回家.既然奈

款草案中的
‘
管轄

’
和

‘
控制

’
概念現在都限于

‘
地方

’,它就不包括其韻害性活功友生

在外目的跨國公司本目所行使的管格和控制.村送些情況必須找到另一种提法水解

決.另 一位委員感到,‘管轄
’
有三种形式,領土、取能或事央上的管轄 (控制〕.因

此
‘
控制

’
并非志是

‘
管搖

’
的替代物.他扶力它們可以是兼有的.

358.有 些委員扒力第 1紊中使用的某些用悟模糊不清.他們汏力可予改

造.例 如,‘在整介逍程中‵ 和
‘
地方

’
速些用悟不常用,因此庄另換他洞.有些委

長汏力沒有必要討站速些文字鋼市同題,相信送些同題位垓留給起草委員套楚理。

第 2奈  (用悟)

359 許多委貝汏力第 2荼草案中木悟的定又是恪吋性的,忕力委員套在本

音題取得更多迸展吋逐要回到速介同題.遜有一些委員就本奈中某些木悟的使用提

出了具体意兄.

36°  有些委員忕力
‘明昱危險

’
送一用悟令人滿意.他們同意特別拫告長的

現魚,扒力任何其他提高危險界限的林准肘假定的受影W.● 固都是不公平的.但其他

許多委長感到,‘ 明昱危險1氏于体現在各各釣中公忕的那些固怀杯准。他們忕力,

冬管委員全在目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柔款草集中用了形容洞
“
明昱

〞,但它不道合用

于遠介涉及多种活功形式的本寺題.甚至較近的回家央踐逐使用了如
“
昱著危險

’
、

‘
昱著影晌

’
或

‘
昱著后果

’
等詞,但元一使用

‘
明昱危險

’,垓洞意味看一介低得多的

界限.同祥,有人建洪
‘
明昱拉害

”
一洞位些代之以

‘
昱著板害

’.遠些委員汏力,本

委員全位連循目家共踐.如果目的是要限制各目仄事固坏法不加禁止的活功的自

由,則速些活功就位具有比跨界損害的
‘
明昱

’
危險更大的危險。

361.也有人扒力修飾
‘
危險

’
的形容洞

‘
明昱

’
意味看可以察党出來或可以預

遠是与隱藏的或堆以察党的危險相村而言.因 此,“ 可察党出的
’
一洞可能更

但些道用于強害吋,“ 明昱
’
一洞意味看在尺度上的某一焦,因 此最好代之以

“
昱

�笰

�絁

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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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奈  (〤夯的确定)

362 有些委長螢同把第 3奈草案的名林八
“
叉夯片厲

’
改力

“
〤夯的确定

”
.

‘
好厲

’
一洞可能在本寺題与回家責任寺題之同引起混淆,尤其盤于回家責任是适用

于將行力方黃于回家的具体規Jll,而送与本寺題元失.有些委員不完全肯定
“
叉夯

的确定
”
就是最好的逸捧,但同意

‘
〤夯”扁

’
不合适.

363 大于本奈內容,有些委員汰力修訂避的案文比先前措洞有改迸,特別

是新的提法規定由起源回承捏不知道或沒有亦法知道的帶怔責任.在遠方面,有些

委員說位注意友展中回家的特殊需要.由于在工ㄓ化回家肘化工和有毒材料的生戶

央施尸格的坏保規則,忤多生戶ㄏ商正將其生戶特到沒有遠种規則的友展中回家里

去送行.許多友展中回家面村岔困和外債的巨大久袒,元法抵制遠种在短期看來似

乎具有吸引力的絰游机套.在大多數情況下,速些跨固公司冬管取得垓友展中回家

的回籍,它們卸一直炎于其母公司的控制之下.第 3奈忽視了友展中回家面佑的

速种特殊困雅,因 此必須找到替代的提法.一位委員在此同題上表示了不同意兄.

他悅他同情保障友展中回家利益的那些現焦.但他不能肯定最佳途侄是以起源固知

道或有亦法知道力賠儂責任的紊件.他汏力速偏南了目隊法的基本原則.此外,速

祥一种要求的措洞大一般化,可 以道用于所有回家,包括友迭國家,送村友展中固

家是不利的.

第 4奈  (本奈款一●其他回隊I.1定的米
一
系)和

第 5奈  〔肘目除法的其他規則元影晌)

364.就遠兩奈友表泙淹的委長很少.夫于草案第 4奈 ,有些委員感到垃垓

更仔幼地考慮本寺題各荼款与其他日隊怭定怭琱的同題.有位委員汏力,已有件多

法律文中制定的杯准比特別根告長建洪的規則洋細得多、尸格得多.但速些文中并

未构成一介達貢的整休。相比之下,本委貝舍正斌囿淡十一介達貢而又全面的法律

架构,但它只能友揮輔助的作用,因 力具体規女1必定忠是占优先地位.在速一羔

上,他人力第 4奈沒有充分考慮到肘此种圄豚林定位些給予的重視.

365 遜有意見汏力,在有失美似題目的其他日豚林定中所規定的尸格賠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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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的火夯与拆准可以与本茶款中列犖的不那么尸格的〤夯共存.因力第 4荼放

荓了特別法优于一般法的規則,如果送些林定的些事固也是本柔款的些事固,則速

些怭定所規定的〤夯就套被坤淡.在人們日益汏汏到不境同題的重要性之吋如友生

此种情99L,則 本委員舍不愿承扒地村賠僕黃任杯准就是一今倒退的步驟.

366 另一位委長說,本奈款最終所取的形式舍更好地确定共与其他固豚怭

定的夫系.如果最后文串是一介多迪公的,1ll1969年 《籬也納奈的法公釣》第

3U朵第 3款 2°’ 就可适用,因力那祥就扁于先后訂立的朵的的情況.反之,如

果送項工作是重逑法律,則他忕力不需要第4奈草案.

369‘ 夫于第 5荼草案,一位委員汏力各逸案文 (B)更好。另一位委員汏力

送一來沒有必要,忕力最好將此同題留給固豚法一般規則和奈的法赴理。

(二) 第二章 原則

第 6荼  (行功自由及其限制)

368.有些委員肘第 6紊友表了意兄.有人指出,速介規定是回家在其領土

內自由行功主叔叔利和他日領土不可侵犯、不受在一日領土上杕事的活功的有害影

晌原則之同的妥林.一位委員捏心各固在任何合法行功方面是否舍接受此种妥1.-.

另一位委員扒力若要保伊地球,舍此別元他法,思管他承汏荻得此种接受并不容

易.速种妥林可用 《朕合固先章》第七十四朱中宣布的睦冷Γ友好夫系的一般原則來

｝甘再;9:耳:.

第 9奈  (合作)

369.有些委員砍迎第 9奈草案新的表迷方式,它 意味看起源回和受影晌固

垃共同努力肘付跨界污染及其危險.他們也焚同本紊分別迷及力預防和減少捐害迸

行合作.夫于同回豚姐象合作的叉夯,有些委員忕力此一火夯不位免肘,因力在有

些情況下它可能并非完全可取.但另一些委長汏力提到目豚組坎十分及時有用.

2U’ 瑛合因,《奈的集》,第 1155卷 ,第 331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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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有几位委員扒力第 7朵措洞中的合作原則的确切法律內容不清楚.本
紊立田迷在遠方面各因同合作所依救的回你法基本原kl1.因力合作的原Jlll是本寺題

的中心1.9題 ,第 7奈必須把它放在突出位置,在遠方面本朵的措洞必須更加枳

板,合作的方式或許以美似 1982年 《朕合目海洋法公釣》mB 朱款的措洞來規

定.第 9朵也垃清楚地說明受影晌固在有頡害危險的活功和已造成親害活功的情

況下需要合作.逐有人建以本紊位垓更清楚地區分道用于有危險的活劫的規兵!和道

用于造成頡害的活功的規則.

39●  一位委員表示了下迷視魚,即在起源目和受影吶目領土內預防和喊少

韻害方面送行目豚合作的整介制度是基于一种以危險力其基本要素的方針.特別根

告長力草案規定的特別制度采用了那介基砧,冬管危隆的存在已不再被汏力賠僕黃

任的一介基本要素.但送位委員汏力不可能在兩种不同的方針之同采取一种平衡行

功.他相信送种平衡在涉及合作原則吋就套崩潰.第 7奈修汀案文是基于
‘
受害

者
’
与那介或明示或暗示被汏力犯有錯淏一方之同的

‘
琉近

”
或肘立送祥一种思想.

第 7奈先前的案文
2Ug 

更恰些地要求起源固和受影晌回之同的合作,在他看來垓

案文更好.

第 8奈  (荻防)

372 忤多委員原則上同意第 8奈草案,它 規定預防的責任在于起源目,而

不管第 9朵宣布的合作的責任。有人注意到,第 8泰把預防的責任限于采用可逐

用的最央隊可行的手段.但不清楚的是上迷限制是指世界現有的科技手段遜是指起

源目可逐用的手段,后者的棒准可能低一些.遜有人迸一步建以,預防的〤夯垃垓

包括最大限度喊少共狋技害.

393 玝多委員強琱,位垓明确,起源目未采取預防措施在沒有造成任何掘

害的情況下不立被人力是不法行力,垓固也不庄久有任何責任.也有人洗特別根告

2U8 《第三次耿合目海洋法舍坡正式圮最》第十七卷 (耿合目出版物,出售品

編景:E84V.3),第 1S● 丌,文件 A/CUN「 62/122.
’U9 

兄上文腳注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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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其第五次拫告中有一段活,大意是預防的火夯不依适用于回家而且也道用于私

人或公司 (Aˊ CN4ˊ 423,第 66段),速种現羔似乎有些奇昇.目狋公的通常不

直接規定介人的火夯,而是規定目家的火夯,回家有責任在目內頒布法律強制執行

此种〤夯.

第 9奈  (賠儅)

394 許多委員同意第 9奈草案的基本原則,即恢复超源目和受影晌回之同

利益的平衡°他們按同本荼的做法,本紊不依仗涉及中止或恢复原狀,而且足姼炅

活,可根据本青題所涉活劫的多祥性采用不同的賠僕形式.他們也狩同奈款中的規

定,賠僕必須銍各目同誠意談判.然而,有人指出呀!益平衡
’
速介用悟的意火位予

清楚地界定或至少庄确定其敕以央現的杯准.有几位委員汏力特別報告長夫于賠僕

并不意味看肘所有受到的頡害都賠僕的現羔不清楚.他們汏力在履行垓又秀必須呆

取的措施方面需要一些額外的指早.

375 有几位委員指出,在修汀的案文中,賠僕的概念已脫商了元辜受害者

和公平的概念.确 央,有的時候碳害的原因是先迸技木的使用,它 必定也板害起源

圄.但事央是受影晌固在造成掘害中未起任何作用,保伊其利益位垓优先°然而,

有一位委長快力,建立一介完全元視起源回在送行先班活功吋也受損害甚至比元辜

受害者道受掘害更大送一事央的賠僕制度舍起反作用.

376 有些委員建洪改交本奈的杯題,考慮到賠僕在回家責任寺題范園之內

有其具体的含叉.有位委員快力,第 9奈似乎更多地涉及指專淡判的林准而不是

指手賠供的林准.

3 委員套肘第 1U至第 19奈草案的常洪

(a9 一般性坪淹

397 許多委員指出,在似訂本音題規則吋,特別是在規定程序規則時,位

些牢圮委員套并不是在赴理不法行力.他們汏力,草案第三章目前的形式似乎并未

完全反映速一情況.垓章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固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奈款草案的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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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2π
° 但夫于因隊水道的奈款草案的程序規定來源于戶泛而連袋的回豚其

踐,并体現在許多文串之中.送兩介寺題冬管有相似之赴,它們之同卸有很大的匡

別.力本音題設想的程序必須能道用于各种染型的活功和情況.所提洪的程序是以

有可能預先洪別出洛在的受影晌固以及起源固遠种假定力基砧草似的.但在許多非

地方性跨界污染一一如近距南空气污染一一的案件中,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并不一定

預先知道,而且由于污染可能源于多赴,不可能确定哪一介是起源固,也汻有几介

起源回.

378 有些委員汏力,似汀的程序火夯不道用于技害
“全球公地

”
的案件.如

果要把
‘
全球公地

’
包括在本寺題范園肉,程序則位能道用于整介回隊社舍被汏力受

到影I.,或強害的情況.

379 有些委員建坡,不規定淡判而規定一种通知的程序,或 向寺家委員舍

提交定期報告的程序,如在人杈和海洋法同題上所做的那祥.昔家委員舍可由各囝

指派,在回狋組欽主持下工作.

38U 有些委員逐指出,淡判的〤夯不垃与怭商的叉夯混淆.前一項又夯是

各方就本寺題所涉的活功采取的一系列程序步驟的差不多最后一介价段.而后一項

〤夯并不一定意味若怭商錯束時要送成林快.各固官方代表力了澄清現焦送行林

商,必要吋也力找出解決亦法而送行林商.然而,草案第三章的做法似乎是早向使

有失各固有火夯決定一項制度.但速些委貝汏力目豚法上沒有一項一般規則規定一

固有火夯就具有港在跨界技害的合法活助淡判一項制度.甚至坏境污染領域較近些

時候所送行的工作也是要求林商而非淡判.程序上的〤夯不垃等于洛在的受影晌回

肘起源目的活功有否決杈.

381 有些委員扒力第 1。 至第 17奈草案所我的程序大复染,肘各目是介久

袒.此种親Jll的 目的也不大清楚.如第●3紊草案規定六介月內肘通知作出答复就

沒有意火,除非起源因在得到答复前必須推退垓活功.此外,有跨界技害危險的活

功和造成此种韻害的活功适用不同的程序.送兩种情況不同,堆 以想象同祥的程序

能有效地适用于速兩种情況.

刉
。 兄上文腳注 2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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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大于頂防的程序步驟,特別根告長在患錯中悅其隊上仗有三种可能解

決亦法.第一种是似汀要遵行的洋幻程序.第二种是似汀一般性程序奈款,其道用

有很大的炅活性.第三种是不打算似汀任何程序規則.他汏力很清楚的是委員舍不

變成第一种解決亦法,也就是他己在第 1U至 17紊草案中已做的那祥似汀洋幼的

程序規則.第三和解決亦法沒有吸引力,因力如沒有任何程序,就不能保怔假定的

受影晌目的參与,汏而既旡任何預防措施方面的指早又元任何林准供受影晌目确定

是否已采取任何預防措施.速些奈款草案中的預防作用因此套大大減少.因 此,他

放力第二和解決亦法更好,送种方法容忤在采取預防措施吋執行普遍而又炅活的程

序,他將在下屆套以上就此提交一些奈款草案.

383 夫于分別制汀針肘有板害危險的活功的程序奈款和針肘有板害的活功

的程序奈款同題,特別報告長同意他肯定位垓探討遠一焦.但作力初步意兄,他希

望提一下,針村有撮害危險的活劫的程序奈款和針肘有韻害的活劫的程序奈款不可

能完全分幵.有些程序肘兩美活劫都是共同的,庄玵兩者都道用.例 如,坪估一項

活功的后果、交換資料和通知的火夯同祥道用于兩熒活功.部分分別程序規則也忤

更恰些,他將在下一次報告中研究其可能性.他人力在第 6、 7、 8、 9奈送些夫于

原則的奈款草案中更不可能分幵.

384 特別根告見指出,他在介紹其第五次根告吋曾提到,第三章的奈款并

未考慮普遍性的撮害或其危險的情況,如近程污染,或肘
‘
全球公地

”
的搵害.正如

他早些時候所悅的,他意伿到送介同題,并將在下一次根告中玵其作迸一雄 封.

(ω  肘具体奈款的泙淹

第三章 通知、資料和受影晌目的通告

第●
。
恭 (坪估、通知和資料)

385 有些委員且然一般地同意第 1。 奈草案的內容,但卸不知道委員全是否

位建立如提洪的那祥洋鈿的程序,因力此种程序可能不一定肘每一美活劫都道合.

昱然,一日履行其預防火夯的程度可以构成坪估賠僕責任中的一介重要因素,但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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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本身不需要涉及速些幻市.較可取的亦法是一項一般性荼款,而將其适用留給各

因之同的來遊或地區一圾的具休怭定去規定.在送一魚上,有人提到探忖地匹性1.+

定建立的合作机制套有用.

386.〔b)項的要求一一即及時通知受影晌因一一在有些委員看來不道用于

起源回不能移預先辨別落在的受影晌目的情況.因此垓項位垓不那么免肘.有位委

員汏力,由于委長全尚未作出決定把正在迸行的活功納入本寺題的范園,本奈中美

于
‘正在送行⋯⋯’

的活功的提法就庄些八引言句中刪除,或放在方括景內.另 一位

委員沐力,第 1。 恭位垓鼓肋各固提供資料,而不把通知視力等同于汏罪.因 此按

現在的措洞,奈款肘有些情況是合道的,如在靠近目豚迪界力具有洛在危險的設施

逸址的情況.在另一些情況下,位 由受影吶回提出反肘意兄.

第 1可 奈 〔保伊回家安全或工╨秘密的程序)

387 有些委員村第 11奈草案友表了意兄.有人汏力速是委員舍在回隊水道

非航行使用法奈款草案中采用的那种侍統規定,2∥  它也可在 1982年 《朕合目

海洋法公釣》a2 中找到.第 11奈遵照那些規定的措詞并杕杯題中刪除
“
程序

’

一洞更好.本奈可以只是強琱速些荼款的任何內容均不扷害回家保伊敏感資料的杈

利,而不必給予起源固援引回家安全理由的杈利.

388 特別投告長在第 11奈 中提出了坪估影晌和其況琱查的火夯,速一事央

受到玖迎.有些委員指出,特別拫告長遵汏了遠方面大量的回隊央跩.歐洲銓渀委

長舍正在草似的在跨界奈件下坏境影晌泙估鋼要林定草案
刉3 

特別有用,因力它

使用并界定了特別根告貝在本荼款中使用的忤多木浯或其肘等洞.

”. 
兄委員套上屆舍洪哲.l通避的第 2U奈 (肘固防和安全至夫重要的教据和

炎料),(《﹁988年⋯⋯年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54烎 ).

幻2 
兄上文腳注 2U8.

田3 
兄文件 ENN●WA/AC3/4,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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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朵 (假定的受影晌目的通告)

389.肘第 12紊草案的坪梵不多.有人悅,本紊的目的是力假定的受影晌固

提供-● 起源固瑛系的可能性,即提靖注意在后者領土上正在送行或將要送行的活功

可能在前者領土上戶生有害后果.一位委員扶力,本朱杯題中提到、草案第三章的

杯題也重复的由假定的受影晌回提出
‘
通告

’
不大常兄,因 力通常是起源固友出通

告.另 一位委長建洪,第 12恭第一句中的
‘
确其

’
沒有必要,因力肘起源固沒想美

似情況的第 1U奈啡到
“
有理由扶力

”,而不是
‘
有确央理由汏力

’.兩奈款的用洞庄

些一致.

第 13荼  (村通知作出答复的期限,起源目的〤夯)和

第 14奈  (肘通知的答复)

39U 有几位委員肘第 13和 第 14奈草案友表了意兄.有位委員悅送些奈款

提到活功的
‘
港在影晌

”(第 13荼),送表示它們針肘的是卄划的活劫而非正在迸

行的活功.肘于在受影晌固和起源固之同送成怭以前是否位推退幵始一項活功的同

題,有位委員螢成推退活功.他忕力,有些失型的有形I,i害是元法挽回的.就逮去

的錯淏支付金找賠僕可能使受影晌圄滿意,但肘喊輊肘坏境的損害卸不起很大作

用.他扒力,其行一些嗨吋性保伊措施以減少重大韻害是有些先例的.推退送种性

辰的活功也得到伊斯〨法原則的支持,如 《奧托曼民法典》第 3U荼規定避免韻害

优先于荻取利益.

第﹁5紊  〔村通知不作答复)

391 有人汏力第 15奈草案建立了一介不常兄的法律制度,因力初圾〤努尚

未具体規定.由于元視送項工作的曰林是姒訂一介剩余各用制度速一事共,委員舍

正在走向速梓一种假定,它有利于受影晌固提出的一种法律制度,但卸不知道垓制

度的內容是什么.

392.有位委長汏力,第 15奈 中提快的解決亦法比較合理,但他感到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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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吶目的杈利也許不庄沒有限度.因此需要似汀某种形式的
‘
禁止改口”,使沒有

得到答笈的起源回能姼不用捏心地醚欲其活功.第 15紊似乎是基于一种取迪大系

的亦法,遜不能完全肯定在造成戶泛韻害的事故吋或在影晌雅以定位的逐漸污染情

況下它是否能起作用.

第﹁6奈  (淡判的〤夯)

393 有人指出雅于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形式表迷淡判的〤夯.有些委員汏

力,特別是在多目跨界的情況下,委員舍位垓汀出一种在目眛組象主持下尋求解決

的〤夯,遠比起波判來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此第 16奈草案庄規定每一

方可以建決可以通逍一介因豚組象的斡旋送行怭商.

394 有几位委員汏力,波判的〤夯不現其,因力它不反映目隊法的現狀并

面先假定回狋社舍巳銓送到了足姼高的一体化程度.在某些區域性組象內,如在一

体化程度較高的歐洲篷湃共同体內,各回也許可能淡判指早在共同体內它們自己因

家活劫的法律制度.但在一介象本奈款范日如此之戶的文件的奈件下,速就不可能

做到.狄現央的現魚看只能指望在邰回之同送行此种淡判.

395.有位委員汏力似汀淡判的又夯吋不能以淡判叉夯本身來解決賠僗責任

同題.換句活悅,一介回家拒能談判本身并不足以將賠僕責任9J于速介回家。另一

位委員汏力,林商和建立央況淍查机构不一定是不同的各逸亦法,央狋上它們可能

互力朴充.

第 19無  (肘按第 12奈友出的通知不作答复)

396 很少人肘第 17紊草案友表意兄.有位委員人力本茶增加了一些美似第

15奈草案中的那些假定和自功性的新因素.他汏力此种假定不能接受,因 力他們

沒有考慮到所有的可能性.他悅第 19紊草案假淡起源目村假定的受影晌目的靖求

不作答复,但如果起源因作出答复又如何呢?另 一委員忕力本荼位迸一步園明.

397 特別根告長在患錯辦淹吋悅,基子已友表的意見,他理解本委員舍不

希望似汀洋幼的預防程序規則.它更傾向于更一般性的奈款,肘其違反本身不賦予

任何行劫叔.大于第 16奈草案項下淡判的〤秀,他不想洗速意味看洪案一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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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夯.它只是一項坐在淡判桌前以便通道合理和誠意的行功送成一項林決的又

夯.他扒力,速祥的淡判的火夯在目妳法上已銍确立了.不迪,作力第一步,純粹

的怭商可能是更好的解決亦法.他注意到伙有一位委長淡到与假定的受影晌固迷成

你以前推退本青題所指的一項活功的同題,因此他似可把許多委長的況默理解力同

意他主張不推退活功的提洪.盤于辦淹的情況,他不要求把第 1U至第 17奈草案

送交起草委員舍.他同意需村送些奈款作送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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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一



第 六 幸

因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A 早言

398 ‘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
寺題是固豚法委員舍 1978年第三十屆舍洪

按委員合力了幵始本寺題的工作所設立的工作組的建洪,并庄大套 1977年 12月

19日 第 32/● S● 景決以 (第 9段 )的 要求而決定列入其 目前的工作卄划

的.刉 4

399 委員套在 1999年第三十一屇套以上收到了特別擬告貝’.9蓮 .素差伊庫

先生提出的初步拫告.215 委員全在同一屆套以上決定向耿合回去長固友出調查

表,以便取得更多的資料,并 了解各回政府的現魚.仄肘琱查表的答其中所收到的

材料已于●981年第三十三屆舍決上提交委員套.216

4U。  汏第三十二屆套以至第三十八屆舍洪 (1986年 ),委員舍共收到特別

報告長的另外七份報告,2’
’ 其中載有分五介部分安排的奈款草案:第一部分

214 《1998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152-155頁 ,第
179-19U丌 .

2’5 《197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229更 ,文 件

A/CN4ˊ 323.

幻6 
遠些材料以及秘半赴編耳的某些其他材料以后友表在琺合目立法鑫中中題

力 《夫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的資料》 (出 售品編景:E/「 81V1U9一半

中.

刉9 
夫于特別根告長速另外七份根告,第二次掇告兄 《198U年⋯⋯年銴》,第

二卷 〔第一部分〕,第 199頁 ,文件 A/CN4/331和 Add1,第 三次拫告兄

《19Bi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25頁 ,文件 Aˊ cN4/34U和
Add1,第四次報告兄 《1982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199丌 ,文

件 A/cN4/357,第五次報告兄 《1983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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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言｝,第二部分 (一般原兵║〕,第三部分 (回家豁免的例外),第 四部分 (夫于

財戶免于扣押和執行的回家豁免),第五部分 (染項規定).

4°﹁.在銓避八年長期甘梵后,委員舍于 1986年 6月 2U日 第三十八屆套以

上一放哲吋通避了本寺題的全部 28無草案
2.B 

及共泙注.2’
g 

在同屆套以上次

定,22U 按照委長舍章程第●6和第 21荼 ,特一決哲吋通逮的奈款草案通避秘半

故送靖各套長回政府提出泙捻和意凡,并清各回政府在 1988年 1月 1日 前特泙

梵和意兄提交秘半故.22’

4U2.委員套 1987年第三十九屆舍洪任命小木曾本雄先生力本青題的特別根

告長.委 長套 1988年 第四十屆舍洪收到了特別報告長的一份初步根告

m/cN4/415〕 .”2 
特別根告長在報告中分析了23介舍貝回和瑞士肘一旗

通道的荼款草案提出的中面坪淹和意兄,速些泙梵和意兄以及后來收到的其他五介

舍長目的坪梵和意兄已載入文件 A/cN4ˊ 41U和 Add1-5.2田  他在技告中

(注 219致 )

25英 ,文件 Aˊ cN4/363和 Add1,第 六次拫告兄 《1984年⋯⋯年盤》,第二

卷 〔第一部分),第 5頁 ,文件 A/cN4/376和 Add1和 2,第七次拫告兄

KK● 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21更 ,文件 A/cN4/388,第八

次根告兄 《1986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8一 22頁 ,文件

A/CN.4/396.
21日 夫于案文,兄 《1986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烎 ,第二

幸,D﹁ 市.

幻9 
同上,第 8更起各面,腳注7至 35.

22U 同上,第 8頁 ,第 29段 .

田 夫于委員舍 1986年 以前垓寺題工作的全面ㄞ史回碩,几 《1985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51瓦起各烎,第 2U5-247段 ,和 《1986年⋯⋯

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7-8頁 ,第 15-22段 .

〞2 《﹁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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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每一朵草案”鈉了速些半面泙站和意兄,并据此建洪修汀有夫朵款草案案文,或

將其与另一朱草案合并,或維持一決通遊的某奈草案.特別報告見介匆了他的初步

根告,但 由于吋同不移,委員舍未能在第四十屆舍以上甘淹速介寺題.22..

B 本屆套決申快速介寺題的情況

4U3 在本屆舍以上,委員舍收到特別投告長的第二次根告 (Aˊ CN4/422
和 Add1),委 員全力幵展村荼款草案的二旗常洪 了垓拫告及初步擬告

仈/CN4/415).

4U4 特別報告貝在第二次叔告中根据各回政府的中面坪捻和意兄以及他本

人村有失的法律編慕和回家共跩的分析,送一步考慮了某些奈款草案,并提出了某

些修改、增朴或刪市,作力肘其初步扱告中速美內容的朴充。按照委員套某些委員

的清求,特別拫告長在拫告中逐俏要泙逑了在回家豁免方面各目一般其我的最新友

展情況.

4U5 委員套 1989年 6月 7日 至 21日 第 2114至第 2122次舍洪常洪了特

別擬告長的初步報告和第二次拫告.委員套听取了特別擬告長夫于第二次報告的介

芻,隨后討淹了特別根告長在速些報告中針村奈款草案的二旗提出的建坡.在第

刉22次套以上,委員套決定粹第 1至第 11奈草案送交起草委員舍送行二填,并

向其送交特別根告見提以的新的第 6朱之二 (兄下文第 459段)和 第 11奈之二

(兄下文第 498段),以及他和某些委員在全体套以討梵中提出的建洪,但特別拫

告長可根据委長舍內的泙梵和意兄向起草委員套提出他扒力遊宜的任何新建洪.夫

于第 12至第 28紊草案,委員舍決定在下屆全以上迸一步常洪:

4U6 夫于奈款草案的二旗工作,委員合同意特別根告長的意兄,即位些避

免再次肘回家豁免同題的一般原則作理捻性辦梵,因力委員套已送行避戶泛的辦

梵,而且委員舍內91此 意兄仍然不一致;委員全泣集中忖梵各奈,以便形成+.-商一

致意兄,确定回家的哪一美活功泣享受豁免,哪一美活功不位享受另一目的管轄豁

2四 夫于特別根告貝在第四十屆舍以上肘初步根告的介紹的摘要,兄 《1988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98頁超各頁,第 5U1-52U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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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委長舍扒力,速是似汀能得到目隊社舍戶泛支持的公的的唯一的夯央方法.

4。9 委員舍內遜普遍支持以下意見:委長全的二旗工作不位急于求成,因

力据某些委員扒力,仍然存在看一些未央的央辰性同題.有人指出,回家管轄豁免

法正赴于演交狀忞,因力一些回家正在修改其基本法,有的則是剛剛修改完,因此

必須做到奈款草案能反映出遠些政府央踐,并力回家管特豁免法的迸一步友展留有

余地.

4U8 在遠方面,委 員全感共趣地注意到一位委長提供的資料,涉及赤耿在

改革迸程中正在央施的一系列立法和銓游改革,其 目的是其現目民銍游体制的杈力

下放,內 容之一是社回家企╨有板管理、使用和赴置固有財戶中的一介分南部分及

保有它們自己的烡戶久債表.速些目家企並有一种狂立的法律地位,回家肘回家企

ㄓ的〤夯不但久責任,反之亦然。另一位委貝提供了有夫立法改革的美似資料,涉

及波〨目家企ㄓ的地位。逐有一位委員向委員奈介紹了美回最近村其 1996年 《外

固主杈豁免法》”5 
所做的修改,涉及固有船舶以及仲裁林定和裁決的強制拭

行.

4U9 一些委員村奈款草案全文作了一般性的坪淹,他們表示夫注以下情

況:委員舍一旗通逮的現有的朵款草案偏重于力數有限的、接受有限制回家豁免理

站由回家的其跩,速很雅悅反映了一般回豚法或大多數目家的央踐.他們汏力,未

來公夠的目的位垓是重中和加強回家管轄豁免的适用,同 9.I定 出明确的例外.他｛︳I

說,以有限制固家豁免規Rll取代基本的回家豁免規則合在法律上造成不确:定 ,黛回

家受到的外因管轄避多,有可能妨害回家的絰渀友展并造成目隊摩擦.他們提出,

力了使奈款草案能得到固豚社舍的戶泛接受,位 些肘其加以改避,使之兼碩政治、

社全豋游和法律制度以及友展險段不同的回家的各种不同的目家央跩.

41。 在速方面,他們表示不同意特別根告長在第二次報告 (A/cN4ˊ 422

和Add1,第 1U段)中 的錯梵,速一錯梵林,根据肘十九世免至現險段一些回家

其我的分析,已不能再堅持汏力回家豁免的能肘理捻是刁憤囝豚法的普遍的有的束

225 《美國法典》,1982年版,第 12卷 ,第 28編 ,第 97幸 ,第 298更 ;

又兄碟合目,《夫于管轄豁免⋯⋯的資料》(兄上文腳注216),第 55更起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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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規范.速些委長汏力,大多數回家都坐持回家豁免原則,指 出特別報告見分析

中提及的判例法主要限于工ㄓ化回家,況且這些回家的法院作出的判決也不象特別

報告長所悅的那祥完全一致.一些委員提出,常查司法央踐和回家立法不仗立包括

日內法院的裁央,而且垃包括被告圄政府向外回法院提出的答辯.他們強琱,提及

某些匡域少數目家的央跩元法在司法上作力回家豁免規則的近明.

411.另 一些委員不愿辯站回家管特豁免法律的現狀,但他們支持特別根告

長的錯站.他們悅,遵循取能性或有限制回家裕免理梵的回家的其踐長期以來一直

加力一致和統一,因此不能斷言普遍承汏或遵守某种革一的回家管轄豁免規則.一

位委長提出,既然公的草案涉及的是一介迅速友展中的領域,可規定定期拳行締的

目套洪,以兼碩回家央我的演交,适些吋逐可肘奈款的規定加以淍整.

412 特別報告長悅,他在常查回家豁免法演交后的錯梵是:夫于免肘理梵

或是有限制理淹表明日你法規則的同題,目 前尚元怭商一致意兄,因 而,委員套肘

奈款草案的二放工作尤位集中爭取在回家活功位排除在外目管轄豁免道用范田之外

的領域送成+.-洪 .他指出,肘回家豁免的任何法苧分析中的固有雅題就是雅于放不

同區域的回家取得有失的司法或立法材料,而且某些區域的政府友來的串面坪淹和

意兄极力有限.

413 以下各段介紹特別根告長村荼款草案的坪梵和建洪,其依据是各回政

府的半面坪淹和意兄以及委員套委員肘速些串面坪梵和特別根告長建洪的反位.由

于委員套未能完成肘第 12至第 28荼草案的常洪,本披告并不反映所有委員肘速

些荼款草案的意兄.

1.一放暫時通避的紊款草案

(a) 第一部分 早言

第 1荼 (本奈款的范園)

414 委員套一旗哲吋通道的集文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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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恭 本朵款的范園

本奈款道用于一日及其財戶不受另一日法院管轄的豁免.

415 特別根告貝在初步拫告中指出,只 收到一日政府肘第 1奈的坪淹,其

中提出把主杈回家豁免的一般原則至于沒想的公釣之首 (A/cN4/415,第

19-18段).大于送介同題,特別根告貝扒力本紊草案仗庄涉及柔款草案范目的界

定,用 明國家豁免的一般原Jlll(第 6奈)位留在草案第二部分.

416 委員舍一般都支持特別報告長的遠一意兄,但有一位委員悅,第 6奈

草案的規定可納入第 1荼 .另 一位委貝提出,第 6奈的規定可榮接在第 1荼之

后.有一位委員遜提出一介文字性的建洪,以‘
一外固

”
取代

‘
一日

’,以“
法院地回

”

取代
“
另一日

’
.

417 特別拫告貝又指出,第 6奈的位置不庄近萬第 11至 第 19奈 ,因力相

互有密切琺系.

第2奈 (用 悟)和

第3奈 (解釋性規定)

418 第 2奈和第 3荼涉及奈款草案中某些用悟的定〤和解釋.委員套一旗

哲討通道的案文如下:

第 2奈 用悟

1 力本無款的目的:

(a) ‘法院
’
是指一固有叔行使司法取能的不捻名f,●

.力何的任何机夫,

(b9 ‘
商ㄓ合同

’
是指:

(1) 力出售或灼妥貨物或力提供服夯而汀立的任何商ㄓ合同或交易,

(2〕  任何貸款合同或其他金融性廣的交易,包括与任何此美貸款有夫的任

何捏保火夯或与任何此爽交易有失的任何保賠〤夯,

〔B9 不淹扁于商並、工ㄓ、更易或耿ㄓ性廣的任何其他合同或交易,但不

包括雇用人長的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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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夫于本紊數用活的第 1款的規定不妨時其他目狋文串或任何回家的日內法肘送

些用悟的使用或給予的含〤.

第3奈 解釋性規定

1.本紊款中使用的
‘
國家

’
一月立理解力包括:

(a) 國家及其各种政府机失,

(b9 有杈力行使回家主叔叔力而行功的回家政治區分單位,

(c9 有叔力行使回家主叔叔力而行功的回家机构或部ㄇ,

(d) 以回家代表身分行功的回家代表.

2 确定出售或蚼又袋物或提供服夯的合同是否扁于商ㄓ合同時,首先庄根据合同

的性廣,但如合同的目的在孩目的其跩中与确定合同的非商╨性廣有失,仄j也位予

以考慮.

419 特別根告貝在初步拫告中指出,夫于第 1款 (a)項 中
‘法院

”
一洞的定

〤,有兩介政府坪淹悅,垃澄清
“
司法取能

”
概念,以免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出現不

一致的解釋 (A/CN4/415,第 23段).特別扳告長忕力, 目前的措洞已足鉹清

楚,但又提出此事可在起草委員合內討梵.

42U 夫于第 3恭第 1款 中
‘
回家

’
一月的定〤以及第 2奈第 1款 (b〕 項和第

3恭第 2款中
‘
商立合同

”
一悟的定〤,特別扱告貝提清注意一些政府提出的某些央

辰性意兄.速些建洪涉及:在第 3奈第 1款 ‘
回家

’
定〤中增加朕邦回家的組成部

分;在第 3紊第 1款 (a)至 (c9項 中澄清回家的政治區分單位或回家的机构或

部ㄇ享受管轄豁免的朱件;抈有
‘
分南的固有財戶

’
的回家企ㄓ的地位;需力判定某

一合同是否商╨合同的杯准找到道些的措洞.2筎

421 由于一些政府批坪第 3奈第 2款中判新合同商╨性廣的林准失之主現

并可造成法律上的不确定,特別根告長提洪將第 3奈第 2敖案文修汀如下 〔新的

”° 兄 《1988年 ...⋯ 年盤》,第一卷,第 26● -262頁 ,第 2U81次套被,第
11-15段 ;和 《1988年 .....● 年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99-1UU丌 ,第
5U9-51U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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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荼草案第3款)(兄下文第423段 ):

‘
确定出售或灼異貨物或提供服夯的合同是否厲于商ㄓ合同時,首先位根据合

同的性辰,但如有失回家之同的目狋怭定或些事方之同的串面合同規定合同是力了

公共的政府性目的,在确定合同的非商ㄓ性辰吋也庄考慮此种目的.”

422.特別報告員在其第二次根告 (A/cN4/422和 Add1,第 19段)中

迸一步坪迷了以上規定,承扒在判斷某些合同的商ㄓ性辰吋不能否扒目的杯准的現

央意〤.不避,第 3奈草案第 2款的現有案文且主要提及合同的性廣,但根据合

同些事目的央踐,也提及合同的目的,他汏力在道用中舍早致不确定,因力垓目的

其跩不一定很明确,及重杯准終特偏向于免91豁免理梵.他汏力,較客現的杯准可

能就在似洪的修改的措洞中,速种措洞特把目的杯准的适用限于回豚+.-定或半面合

同本身規定合同力公共或非商立性的情況.

423 許多政府扒力第 2奈和第 3奈草案的規定位合并力一紊,我入荼款草

案夫鍵用悟的定〤,肘此他悅,他 已接受了遠一建洪.新合并的奈文如下:

“
第 2奈 用活

1 力本奈款的目的:

；
畤畤畤畤畤

；

(a)

(b)

‘法院
’
是指一固有杈行使司法取能的不梵名林力何的任何机夫;

‘
回家

’
是指:

(1) 回家及其各种政府机夫;

(2) 有杈力行使回家主叔叔力而行劫的回家政治區分單位;

(S9 有叔力行使目家主叔叔力而行功的回家机构或部Π;

〔4) 以回家代表身分行功的回家代表;

(c9 ‘
商立合同

’
是指:

‘(1) 力出售或蚋妥貨物或力提供服夯而訂立的任何商ㄓ合同或交

易;

‘〔2) 任何貸款合同或其他金融性廣的交易,包括与任何此美貸款有

夫的任何捏保火夯或与任何此美交易有夫的任何保賠火夯;

‘(S9 不梵扁于任何商ㄓ、工╨、與易或取ㄓ性辰的任何其他合同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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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但不包括雇用人長的合同.

ㄅ 夫于本朵款用活的第 1款 (a)、 (b)、 tc)項 的規定不妨時其他固防文

#或任何回家的日內法村速些用浯的使用或給予的含〤.

“3 确定出售或灼妥併物或提供服秀的合同是否厲于商╨合同時,首先庄根

据合同的性辰,但如有失回家之目的圄隊柲定或些事方之同的串面合同規定合同是

力了公共的政府性目的,在确定合同的非商立性廣吋也立考慮此种目的.”

424.委 長套內甜淹遠一音題吋,普遍支持特別拫告長的建洪,把第 2奈和

第3奈草案合并,以‘
用浯

’
力杯題.

425 夫于新的第 2奈草案第 1款 〔a)項 中
“法院

’
一洞的定又,一些委員扒

力需澄清
‘
司法取能

’
概念.村此,一位委員具体提及,可參考澳大利工的 《回家豁

免法》.2〞  另一位委貝提洪送一步澄清,粹提及的
‘
司法取能

’
限于民事.

426 夫于新的第 2奈第 1款 (b9項中
‘
回家

’
一洞的定〤,并多委長都汏力

需加以深入的研究.大于如何村待瑛邦回家,一些委員支持一介政府的建坡,即增

加夫于耿邦組成部分的規定.一位委貝指出构成琺邦回家的州元叔力行使耿邦回家

的主叔叔力而行功,因 而現有的 (b)(2)項 村其不适用,他逐表示,他傾向于把

仍)(2)項 改力
‘
被賦予主叔或政府杈力的回家政治區分單位

”
.

429 一些委員提出,需要力
‘
机夫

’
、
‘
政治區分單位

”
和

“
机构或部鬥

”
汀出更

准确的定火,以照厥到不同政治制度中的各种回家央体.肘此,一位委員汏力,大

可不必力所有有失央体幵列一份清車,速是元法做到洋冬元遺的,只 需确定回家本

身的法律特性,指出回家即有叔行使主杈杈力的央体就姼了.

428 另一些委員悅,需在 (b9(S9項 中說明私菅公司元淹戶杈”堆所有一

律不享受豁免.另 一位委員也持榮似意兄,表示支持一介政府的建洪 〔凡

A/CN4/415,第 35段),把‘
回家

’
的定又改力:

“
回家

’
一浯是指回家及有杈力行使回家主叔叔力而行功的各种回家机夫和代

表
”

.

22’ 淡大利工,《決大利工耿邦以套 1gB5年 通道的法律》 (堪培拉,1986

年),第 2卷,第 2696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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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b)(4)項 涉及以回家代表身分行劫的回家代表,夫于速方面的規

定,一些委員忕力,可將其刪去,因力道用此項規定舍引起外交豁免規ill和 回家豁

免規Jlll的 同題.

43U 另一些委員提出,一固家
’
一洞的定〤不能充分明确回家企ㄓ的地位,他

們支持一介政府的意兄,即寺力送行商ㄓ交易而建立的、以自身名〤行功的固有自

立的法律央体不代表國家,因 而其自身及財戶元杈享受目隊法規定的豁免.送些委

員建洪把一介政府村此特定同題提出的建洪鈉入
‘
回家

’
一洞的定〤.遠一建洪的案

文如下:

‘
本朵款所用

‘
回家

’
一月不包含回家力送行 〔本〕茶中界定的商並交易所建立

的、以垓机构本身的名火行劫并以其本身姿戶袒久責任的机构.’
’2m

.431 
一些委員又淡到回家其体享受管轄豁免的奈件,他們指出,新 的第 2

奈草案第 1款 (b)(2)和 (3)項 中
‘主叔叔力

”
一悟与法文本中

‘pr封ogat∼ esde

︳apu︳ ssancepvb｜ ique’ 一活相比,未充分包括回家又体享受豁免的所有情況.他

們扶力兩种文本的差昇是央廣性的,因力后者包括不行使主叔叔力的回家央体.在

遠方面,他們提清委員舍注意第 7奈和第 12奈分別用了‘主根杈力
”
和

“
政府杈

力﹁ 而速兩奈的法文本都用了
“

pu｜ ssancepub〡︳que’ .一位委員指出,回 家責任

奈款草案第 1部分
22g 

用的是
‘
政府叔力

’
一浯,委 員全些吋汏力送是法文本中

〞
pr° rUgauvesde｜ apu︳ ssancepub｜ ique” 一悟的正确澤法.因此,他提以至少把新

的第 2奈第 1款 (b)(3)項 中
“主叔

”
一切改力

‘
政府╮

432 夫于新的第 2奈第 1款 (c9項中
“
商ㄓ合同

’
的定〤,一些委員提出,

使用
‘
商ㄓ

’
一洞有重复之嫌,定叉中立連免使用.一位委長忕力至少可粹其汏

tc〕 〔3)項 中刪去.另 一位委貝迸一步提以刪去 〔c9(2)項 ;他汏力垓項是多余

的,因力第二次世界大成后的回家央跩表明,政府与外固私菅金融机构同貸款以及

友行債券等金融交易几乎都規定政府一方須放井肘此种交易的主叔豁免。夫于
“
合

〞B 《1988年⋯⋯年盤》,第 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 Aˊ cN4/41U和

Add1-5.
”9 《1988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U丌起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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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一洞的使用,一些委員表示傾向于采用

“活功
’
或

‘
交易

’
等含火技戶的用浯.

433.夫于新的第 2奈第 2款,一位委員仍人力此种規定沒有必要.另 一方

面,他伏力可說明本紊款草案中使用其他日豚文中或回內法所用的用悟并不一定表

示委長舍接受以前情況下肘速些用浯所賦予的含又.

434.特別報告長提洪的新的第 2奈第 3款涉及确定合同商╨性辰的林准同

題,得到一些委長的支持.但也有一些委長反村似洪的新措詞.他們扒力,其 中的

要求避尸,未充分照碩到回狋林定或串面合同元法事先規定的預料之外的情況.基

于送些理由,他們表示最好仍用委員舍一旗通逮的原有規定第 3奈第 2款 ,同 吋

有一項涼解:把“
目的

’
林准視力村

‘
性廣

”
柝准的朴充,或肘特別根告貝提出的措洞

作較大的修改.另 一些委員汏力,‘性辰
’
杯准和

‘
目的

”
杯准庄垓得到同等的重視.

435 其他委員則堅持汏力
‘
性辰

”
栓螒杯准 (或林准〕最重要,因 力速是一

种客現林准.其 中一些人汏力,“ 目的
’
杯准只有在道用

‘
性辰

”
林准元法明确解釋合

同時才能作力輔助性的林准.其他委員忕力,‘ 目的
’
杯准是行不通的,不庄垓耳迸

奈款草案.

436 夫于第 3款 中
‘
出售或姁妥貨物或提供服夯的合同

’
速一提法,一位委

員悅,速介短活泣改力
‘
商╨合同∴ 以表明第 3款的規定肘第●款 (c9項提及的

所有商ㄓ合同均适用.

439 特別報告貝根据上迷泙梵提出了一些看法.夫于有人建坡界定
“
司法取

能
’
一悟,他表示速祥做可能很困璀.因力其含叉因不同的法系而昇,可在坪注中

波到速一魚.他提洪將此事交起草委員全赴理.

438 特別報告長談到一位委員大于把
‘主叔叔力

’
改力

‘
政府杈力

’
的建洪,村

此他提及第 3朵和第 7奈的坪注,并悅,使用
‘
主杈杈力

”
一悟是力了一般地排除

‘
地方或市圾行政些局的回家匹分單位〔,速种單位〕一般不力行使主叔叔力而行

劫,因此它們本身并不享有國家豁免
’,2BU 因此,新的第 2奈草案第 1款 (b)

項 (2〕 〔39目 似玟的修改全專致央廣性的改功.他建以起草委員舍銘混坪注中的

2B°  《1986年 ......年 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4丌 ,第 3奈的坪注第 3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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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意兄.

439 夫于刪去第 1款 (b9〔Φ 項的建洪,特別拫告見汏力此項規定可以保

留,所根据的理解是,在第 4奈中已清楚地用明本紊款草案与 1961年 《堆也納外

交夫系公夠》2印  的失系.

44U 夫于有人建快用
‘活劫

’
或‘

交易
’
取代

‘
合同

’
一詞,特別報告長汏力遠些

同題位交起草委長套赴理.他指出,前任特別報告長最初就建坡用
“
交易

’
或

‘活功
”

一切,而起草委員舍后來ill采用了
‘
合同

”
一月,至于原因何在他并不清楚.特別根

告長表示,他并不反肘按建洪修改遠一用浯,但遠祥做必須得到委貝套的明确指

示.

441 夫于确定合同商立性辰的道些杯准同題,特別根告貝表示,他特根据

肘他夫于修改新的第 2荼第 3款措洞的建洪所提出的一些批泙意兄爭取再似出一

介各逸案文,初步建洪在此款末尾加上以下一句:

‘
与此有夫的涼解是,法院地目的法院在赴理未預兄的情況吋可裁定合同具有

‘公共目的
”

.

他遜提出,速介同題垃交起草委員套赴理.

442 夫于一位委員建洪說明第 3款村
‘
合同

”
的提法包括同一奈第 ●(c)款

界定的各美商╨合同,特別技告貝提出,第 3款首句可改力
‘
确定第 1款 (c9項

所逑合同是否扁于商╨合同時
”.此事也位交起草委員套赴理。

第4荼 (不受本紊款影晌的特板和豁免)

443 委員舍一旗哲吋通避的第4奈束文如下:

第4奈 不受本紊款影晌的特杈和豁免

﹁.本恭款不妨時一日所享有的有失行使下列取能的特叔和豁免:

(a) 其使信、領偉、特別使市因、派生固豚姐班的代表困或派往固狋組欽

机构或目豚舍以的代表因的取能,和

2田 琺合固,《無的集》,第 5UU卷,第 95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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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与上迷机构有失的人長的取能.

2 本奈款同祥不妨磚根捃回隊法給予回家元首介人的特叔和豁免.

444 特別報告貝在初步根告中回.lZ悅 ,一介政府在半面坪滼和意兄中提

出,在第 1款引悟句
“
一日

’
一悟之后增加‘根括目防法

”
字祥,以此表明垓款所迷

的持叔和豁免是指目拆法賦予的特杈和豁免.提出此建以逐在于使垓款的規定与第

2款的規定相一致.特別拫告長焚同速一建快,据此提以 (A/CN4/415,第
5U段)把第 1款引活句改力:

1 本奈款不妨時一日根据回狋法所享有的有失行使下列取能的特杈和豁

免:”

445 大于第 1款 〔a)項 ,特別報告長淡到一介政府建洪在其中提及 1961

年 《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幻2 
和 1963年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2s3 ,他

指出,(a)項提及的內容逐包括
‘
特別使市因‵‘

派駐囝豚組狄的代表因
’,因此建

快 (a)項案文維持原狀 (同 上,第 48段 ).

446 夫于第 2款 ,特別根告員悅,一介政府提洪,在垓款中不伙提及目隊

法給予回家元首的特叔和豁免,而且提及得到承汏的政府首肺、外交部故和高級別

人士的特杈和豁免.但特別報告貝汏力,給予速些人士及回家元首家扁特叔和豁免

主要是出于目隊札迸而不是根据确定的回陎法規仄l(同上,第 49段).因 此,他

汏力可能不必修改第 2款.另 一介政府建洪再增加一款,規定本茶款不影晌一日

武裝部臥在征得另一日同意而駐扎在垓因時享有的特杈和豁免.特別報告昃汏力此

美特杈和豁免是有失兩目之同的林定确定的,而不是刁慣目隊法确定的,因 此可能

不宜按建洪另增一款.

447 委員舍一般都支持按特別根告長的建洪修改第 1款.一些委員捏心,

照此規定,外交官得到的保伊程度全大于他們所代表的因家得到的保伊程度,因力

本奈款草案規定的回家管轄豁免的例外村外交代表不道用.因 此,他們汏力必須澄

清本奈款草案下的回家豁免与 《1961年籬也納外交夫系公釣》賦予的外交豁免之

232

233

�笘

�笘

�笻

�笻
第 596卷,第 26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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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大系.但另一些委貝Rll扒力,結果可能并不象初看起來那梓不正常,因力如要

使外交官能在接受回履行取黃,力之提供的保伊大于力派遣固提供的保伊是可以理

解的,甚至是必需的.因 力管轄豁免和外交豁免的性辰和目的都不同,后者有時

限,而且其目的在于便利外交官行使取能.

448 夫于第 2款 ,一些委貝建以拼大規定的范園,將其道用于以私人身分

行車的回家元首,以及政府首摘、外交部長和其他高象別人士.

449 特別根告貝汏力,且然可以理解一些委員肘外交豁免和本紊款草案的

范日內的回家豁免的夫系表示的夫注,但外交豁免是一种早已确立的特殊的法律制

度,能移也庄些与本紊款草案的道用分升.他在送方面指出,送种現魚得到了一些

委員的支持.

45U 夫于有人建洪拼大第 2款的道用范園,特別報告長汏力,至于以回家

机夫身分行事的人士,堵如政府首肺、外交部故和其他高級別人士,第 1款的規

定已包含了他們的豁免.此外,夫于回家元首家厲的特叔和豁免,且然有些委員已

作了泙逑,但特別被告長仍怀疑是否根据确定的目豚法規則才給予其豁免.不避,

他不反村按一些委長的建以把送些人增列在第 2款 中.

第 5奈 (本紊款不溯及既住)

451 委貝套一樣哲吋通道的案文如下:

第 5奈 本奈款不溯及既往

在不妨時本紊款所列,不管本奈款是否有規定,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按照

固豚法均位遵守的任何規則的道用的奈件下,本茶款不立道用于在本奈款肘有失回

家生效前,在另一日法院村垓回提起的坼忪所引起的任何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同題.

452 特別拫告貝在初步被告中指出,兩介政府的串面坪淹中提出了一些具

体意兄,一种建洪增加一介
‘
任摔奈款

’,使本奈款能姼道用于公的在有失回家之同

生效日前某段限定的吋同內出現的任何坼因;另 一种建洪追溯性道用某些列明日豚

法現代原則的奈款.但特別報告貝汏力,在奈款草案的二旗完成之前,第 5奈 的

-坨I2-



現有措洞垃些維持 〔A/cN4/羽 5,

的意兄.

(b) 第二部分 一般原則

第 6奈 (回家豁免)

第 56段).有些委員明确支持上逑兩介政府

453 第6奈列明了回家豁免的原則,委員舍一旗哲吋通避的案文如下:

第 6奈 回家豁免

一
日本身及其財戶遵照本來款的規定 (和一般回豚法的有夫規則〕享有不受另

一日法院管轄的裕免.

454 特別根告貝在初步拫告中指出,第 6恭列明朵款草案的基本构想,9i

此,收到的政府半面泙淹和意見明昱地均分力兩种,一种支持保留方括母中的
“
和

一般回豚法的有夫規則
〞
一活,另 一种主張梅其刪去.持前一种意兄的政府汏力必

須保留速一用悟,速祥才能留有足銘的炅活性,并照碩到回家其跩的迸一步友展以

及一般回你法的相位修改.后一美政府里持要求特其刪去,它們汏力此科提法只舍

助故草方面解釋本奈款,并早致道用上的不确定 (Aˊ CN4/415,第 59-63

段〕.

455 特別根告長汏力,保 留方括咢中的短悟可能符合最近日家央跩的友

展,速种友展似乎傾向于有限制的豁免,但此种提法可能公使法院地目的法院能姼

單方面解釋回家管轄豁免規則,最終早致不位有的肘統治杈行力的限制.

456 基于速些理由,他提以刪去方括咢中的短悟 (同上,第 67段〕.他逐

悅,如能按一介政府的建洪 (同上,第 65段)在未來公的序言部分增加以下一

段,各方可能更容易接受特速一短悟刪去:

‘
申明一般固隊法規Ill仍道用于本公的未明确規定的同題.’

457 除大于其刪去方括手內短活的建以外,特別拫告貝逐在其第 2次 根告

(A/CN4/422和 Add1,第 17段 )中提以在草集中增加一介新的第 6奈之

二,規定可肘回家豁免的例外作任捧性的芹明.新的奈款是一介政府提出的,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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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上迷建洪的替代亦法,意在肘焚同有限制回家豁免理站的政府的立切恢复道些的

平衡.新的第 6紊之二的案文如下:

‘
第 6無之二

‘冬管有第 6奈的規定,任何些事固在筌署本公的吋,或在交存批准串、接受

中或加入中吋,或在此后任何時候,遜可戶明除第 11至第 19奈規定的情況以外

的9I回 家豁免的任何例外,垓固法院得据以受理村另一些事目的坼忪,除非后者在

芹明作出后三十天內提出反91.作出芹明的回家的法院不得受理針肘已反村垓芹明

的回家的、依据芹明所載回家豁免的例外規定的坼松.作 出方明的回家或反肘戶明

的回家可隨吋撤回其芹明或其反村.’

458 特別根告貝伏力,任摔性戶明有助于澄清本荼款不妨得第 1● 至第 19

朵确定的例外或限制范園之外的情況下奈款規定的管轄豁免的程度,同 吋,或忤遜

有利于形成夫于目坏豁免的精确的一般回豚法規則,因 力它可鼓劾統一的回家央

跩.特別根告員逐悅,如果通避所提洪的新的第 6奈之二,并刪去第 6奈方括咢

中的
‘和一般目隊法的有夫規則

”
一悟,夫于不歧視的第 28荼也可刪去 (同 上,第

﹁8段 ).

459 失于刪去遜是保留方括咢中短悟的同題,委員們的意見有分歧.并多

委員主張刪去,因力他們汏力,此种提法可能討編慕的規則构成一种任意的限制,

送就連反了委長舍工作的宗一旨.如果遠一短浯意在照碩固豚法的逐漸皮展,最好的

亦法是由未來公的的些事目通逮附加以定半未村公的的規則作必要的朴充.一位委

長逐指出,特速一短悟解釋力只是指有限制豁免理梵,速是成同題的,因 力一般固

豚法規則仍然在大部分回家中央施,而速些規則主要是反映紀村回家豁免理梵 .

46U 一些委員明确主張保留速介短悟,一位委員忕力,速一短悟是必要

的,可留有余地,社些前的有限制豁免走向盤坡友展:另 一位委長逐汏力,速一短

悟很重要,如果第 11至第 19荼的限制和例外在范田和适用上限制性大大,則 可

以以此作力就未來公釣送成怭商一致的基砧。一位委員扒力,一种解決亦法或并是

力
‘
遵照本朵款的規定

’
一悟找到一种比較中性的措洞,或許可將其改力

‘
依本奈款

的規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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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夫于提快的新的第 6奈之二,許多委員林簽特別根告長的努力,但汏

力速不能解決同題,因力根据提洪的案文,除第 11至第 19朵的例外之外,一回

逐可就例外作出方明,如果因此而形成一故串例外,就舍破坏奈款草案的宗旨.一

位委員指出,保留的法律效果是限制一日按紊釣規定本舍承袒的火夯,而根据第 6

奈之二,一介締夠回通避草方面方明即可抉得針肘其他鍗的目的叔利.他汰力,在

目狋法中幵創速种先例是不妥的.因此,有人提出必須做某些較大的修改,以解除

此种袒心.

462 一些委員發同按一介政府的建洪增加一介序言段 〔兄上文第 456段 ).

特別拫告長根据送些坪梵提出,泣允忤起草委貝舍以原案文力基砒迸行工作,因力

委員套和政府串面坪站及意兄都有分歧,刪去方括咢中的短悟就意味著要那些根据

本固立法堅持有限制豁免的回家作出重大遊步.

463 方括景中的短浯最終可以在林商一致的基砒上刪去,奈件是起草委長

全需找到一种合道的方式,例如附加以定中,狄而你合侍統的回家豁免理淹和最近

支持有限制豁免的法律編慕之同的差距.

第9紊 (其行回家豁免的方式)

464 委員套一旗哲吋通道的第9奈案文如下:

第 7恭 央行回家豁免的方式

●.一日庄避免在其法院上肘另一日提起的坼忪中行使管轄,以央行第 6奈所規定

的回家豁免.

2.一日法院上的坼忪如果事央上要迫使另一日服杕垓法院管轄,否 Rll 即承但垓法

院所作出可能影喃垓另一日財戶、杈利、利益或活功的裁決的后果,即位視力肘垓

另一固提起的坼忪,而不淹垓另一日是否被指名力垓坼忪的些事一方.

3 特別是,一日法院上的一瓨坼忪,如果是肘另一目的一介机夫,或肘其一介政

治E分單位或一介机构或部ㄇ行使主叔叔力的行力提起的坼忪,或肘垓目的一位代

表,就其以代表的身分所作的一項行力提起的坼忪,或用意在剝李垓另一日財戶或

使其不能使用所占有或控制的財戶的坼忪,即位視力肘垓另一日提起的坼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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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特別報告長在初步根告中,根据某些政府的中面坪淹和意兄,汏力有

必要在起草委長舍中研究某些木悟的使用,堵如第 2款的
‘
利益

’
和第 3款的

‘
控

制
’,因 力在某些法系中,肘速些用活沒有明确的理解.他接受一些政府的建坡 ,

第 3款可以何化,亦法是免去
‘回家

’
一司的冗故定叉,因力第 3奈第 1款中己銓

涉及;他也同意一介政府的建洪,把本來草案中
‘
一日

’
和

“
另一日

’
分別改力

“法院

地目
”
和

‘
一外因

’,以 明确其恰些的上下文.特別報告長逐提到一介政府的坪淹,

其中提洪說明在法官有可能确扒符合豁免奈件的情況下不得肘回家作出缺席判決。

夫于送一具体同題,特別根告貝汏力提洪的新的第 9奈案文第 4款 (凡下文第

●99段)已充分解除了速种拉心 (A/CN4/415,第 76一98段 ).

466 根据上逑呼梵和意兄,特別扱告貝提以以下新的第 7奈束文 (同 上,

第79段 ):

‘
第 7奈 央行回家豁免的方式

1.法院地回位避免在法院地圖村一外目行使管轄,以 央行第 6奈所規定的回家

1書6｝ 免.

η 法院地固法院上的坼忪如果事央上要迫使一外目服汰垓法院管轄,否則即承

但垓法院所作出可能影晌垓外固杈利、利益、財戶或活功的裁決的后果,即位視力

肘垓外圍提起的坼忪,而不梵垓外固是否被指名力垓坼松的些事一方.

η.特別是,法院地目的一項訴訟,如果是肘第3:鑫算.6::款 ′n〕 :≡三ω)』斯指

一目的任何机夫提超的坼忪,或用意在k)l李垓外因財戶或使其不能使用所占有或控

制的財戶的坼忪,即位視力肘垓外目提起的坼忪.”

469 普遍扒力提洪的新的案文可以接受,它是垓奈的很大改迸.委見舍一

些委貝村文字措洞作了具体的泙梵,包括:把本紊草案英文林題改力
‘M°desUf

g︳vingeffecttUStateimmun︳ tv” ;澄清第 2款 中
‘
如果事央上要⋯⋯’

一浯的含

〤;考慮根据新的第 2奈草案刪去第 2款 〔兄上文第 423段),如不刪去.則 位更

准确地界定第 2奈中的
“
机构

”
和

‘
部Π

”
等用悟;筒化第 2和 第 3款的文字,并刪

去其中的
‘
利益

”
和

‘
控制

’
等洞,或代之以較力普遍接受的法律用悟.大于第 3

款,有人提出,可規定要求法院依取杈判新是否涉及某机构或部ㄇ的豁免.有人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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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如保留第 3款,就庄力构成瑛邦回家的州作一規定.

第 8奈 〔明示同意行使管轄)

468 第 8恭涉及固象明示同意外國法院行使管轄,委員舍一淺暫時通道的

案文如下:

第 8無 明示同意行使管轄

一日如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另一日法院肘任何事項行使管轄,即不得肘在垓法

院就垓事項提起的坼忪援引管轄豁免:

(a) 目豚林定,

(b9 半面合同,或

(c9 在法院肘特定案件友表的戶明.

469 夫于 (b9項 ,特別拫告五在初步擬告中指出,一介政府表示不同意某

些舍長圄在大舍第六委員套上提出的意兄,即肘垓項加以修改,使回家能撤回肘外

固管轄的同意,只 要盤署有失合同時的情兄友生根本交化,而且另一政府也支持此

种修改 (A/cN4/415,第 83-84段〕.特別報告貝悅,他不主攷采用
“
根本交

化
’
速一概念,因力它可能專致濫用 〔同上,第 89段〕.

47U 大于 (c)項 ,特別拫告貝支持某些政府在半面坪淹和意兄中提出的建

破,即在回家可能接受外回法院管轄的途侄方面使規定更炅活一些.他表示,有一

种亦法是把此項改力
‘
在些事方之同友生爭執后向法院提交的串面戶明

”(同 上,第

9U和 93段 ).

49●  特別拫告長逐洗,一介政府建洪,在第 8奈末尾增加一介
‘
但中

”,犬

意是同意适用一日法律不位理解力接受垓目管轄.另 一介政府提出,第 8奈 以及

第 9、 第 1U紊中的
‘法院的坼忪’

一悟可汀得更洋幼一些,亦法是在第 2奈第 1款

中增加一介定〤,說明
‘
坼忪

’
一泀包括上坼法院.特別報告貝忕力速些意兄可在坪

注中赴理 (同上,第 91段 ).

492.他 逐悅,一介政府建快,具休規定放荓回家豁免庄由最高些局決定。

但特別技告長忕力,速主要是一介回內程序同題,事共上,有大的朱的其跩并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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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种立場.● 969年 《籬也納紊的公的》2.4 第 46紊 已近明了速一魚 (同 上,

第 92段 ).

493 委長套一些委長提出,(b)項的規定位允并鍗結合同時的情況以后友

生根本交化耐的例外 (情勢不交悅),因 力紊的法承汏速一概念,而且合同中常有

送种做法.另 一些委長則忕力,不宜作此种限定,因力送舍早致濫用并造成回豚夫

系的不穗定.

474 夫于按特別報告見建洪 (兄上文第47U段 )重似 (c9瓨 一事,一些委

員表示支持,忕力速是一种有用的澄清.但有人提出,可將垓短悟政力
‘向法院提

出的串面方明
’,速祥就可由些事方決定如何央施。另一种建洪是重似垓項吋減少

其限制性,允許通道外交渠道的明示同意.

475 另一介文字性的建洪是把引悟段中
‘
事項

”
一洞改力

“
爭洪

’
.

第 9奈 〔參加法院坼忪的效果)

476 第 9奈涉及一日參加一外因法院坼忪的效果,委員套一旗哲吋通避的

葉文如下:

第 9荼 參加法院坼妐的效果

1 一日如有下列情況,在另一日法院的坼忪中即不得援引管轄豁免;

(a) 垓日本身提起垓拆妐,或

(b) 就案情共辰介入垓坼松或采取与案情央辰有失的任何其他步驟.

2 上逑第﹁款 (b9項不道用于任何介入或采取的步驟,如其唯一目的力:

(a) 援引豁免,或

(b9 村坼忪中午拭的財戶主張一項杈利或利益.

3 一日未在另一日法院的坼忪中出庭不庄視力垓回同意垓法院行使管特.

479 特別根告長在初步報告中悅,一些政府在泙滼和意兄中提出了兩項具

体建快.一种建洪得到兩介政府的支持,建以在第 1款 (b9項 中增加一种限制,

田4 
同上,第 ●155卷 ,第 331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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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忤以下情況下的豁免:所涉回家在了解据以要求豁免的事其以前采取与坼松案情

央廣有失的步驟,或村垓固起坼不些的較一般的情況.特別報告長汰力,似可增加

一介犬意如此的新款 〔A/CN4ˊ 415,第 96和 98段 ).

478 特別技告長逐悅,一今政府提出了另一种建快,即澄清第 2款 中提及

的例外,說明伙仗由回家或其代表在一外目法庭出庭以在某案件中履行保伊其回民

的責任或報告犯罪情況或作怔,不垃被視力同意法院肘垓目行使管轄.特別報告長

扶力
‘出庭履行提供保伊的責任

’
速种提法舍不透些地才大回家豁免的范園,但忕力

可增一新款,規定一日在外因法庭出庭作怔速美情況下的豁免,以解除上迷捏心

(同上,第 97和 99段 ).

479 根据上逑坪淹和意兄,特別才艮告長提以以下新的第 9奈案文 (同上,

第 1UU段 ):

“
第 9奈 參加法院坼松的效果

‘1 一日如有下列情況,在另一日法院的坼忪中即不得援引管轄豁免:

(a〕  垓日本身提起垓泝松,或

(ω  就案情央廣介入垓坼忪或采取一9案 情其廣有夫的任何其他步驟,但如

孩回使法院确信只有在采取此种步驟后方能了解据以提出豁免要求的事央,即 可以

速些事央力依据要求豁免,但必須冬早速祥做.

η 上逑第 1款 (b)項不道用于任何介入或采取的
一
步驟,如其唯一月曲:力 :

‘
〔a) 援引豁免,或

‘
〔b) 肘坼忪中爭執的財戶主救一項杈利或利益.

η 一日代表在另一日法院出庭作江不影晌垓目在垓另一回法院的遠一坼忪中的

豁免.

鄉 一日未在另一日法院的坼忪中出庭不庄視力垓固同意垓法院行使管轄.’

48U 委員舍忤多委員支持按特別根告長的建洪在第 1(b9款 中增加的一句

案文.大于特別報告長提洪的新的第 3款 ,一些委員表示支持,但另一些委員忕

力不必要.一位委員提破,把‘
在垓另一日法院的速一坼忪中

’
一悟改力

‘
肘垓法院

管轄
”.遜有人表示新的第 3款也泣包括履行領事取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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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U奈 (反坼)

4S●  委長舍一樣哲吋通道的第 1U朱案文如下:

第 1。 奈 反坼

●.一日如本身在另一日法院提起一項坼忪,測不能就与主坼相同的法律夫系或事

央所引起的任何肘垓目的反拆援引管轄裕免.

2 一固在另一固法院的坼忪中介入提出坼妐要求,91ll不 能就与垓回提出的坼忪要

求相同的法律夫系或事其所引起的任何村垓目的反坼援引垓法院的管轄豁免。

3 一日在另一固法院肘垓目提起的拆忪中提出反坼,則不能村主坼援引垓法院的

管轄豁免.

482 特別根告長在初步根告中悅,一介政府建以增加一介美似美目1996年

《外因主杈豁免法》”5☉ (第 16。7(c)奈)中 的那种但串,大意是,外 回仗在

肘其坼忪或反坼要求的朴救在教額上不起避或在性辰上元昇于垓外日本身謀求的朴

救的范日內不得援引管轄豁免.特別根告長主張在本奈草案中增加速祥的規定,因

此提出新的第4款案文如下 (Aˊ CN4/415,第 1U5和 1U7段 ):

‘4 一日供在肘其坼忪或反坼要求的朴救在數額上不超避或在性辰上元昇于

垓日本身謀求的朴救的范園內不得援引管轄豁免.’

483 另一介政府提出的一項建快是把第 1款和第 2款合并成一款如下:

‘
提起坼忪的外圍或在法院地回法院訴訟中介入提出坼忪要求的外固不得就与

主坼相同的法律失系或事央所引起的任何肘垓外目的反坼援引管轄豁免.’

484 特別報告長提以,可持上逑建洪交起草委長套常快 (同 上,第 1U6

段).

485 一些委員表示可接受特別根告貝建快的新的第 4款 .另 一些委員仄1怀

疑此款是否有根据,并要求特別根告長用明垓款欲送到的效果.

486 特別拫告見解釋悅,垓款意在防止在第 1款和第 2款規定的一日元板

2” 兄上文腳注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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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豁免的情況中肘一日提出避分的拆忪或反拆要求.他尤其考慮到一种情況,即
提出坼忪要求者或提出反坼要求者舍利用垓日元法要求豁免的情況收集或收灼垓回

位僕的債夯,并提出近近超逍原坼的坼妐要求或反坼要求.他汏力上逑規定可防止

此种情況.但他也承汏,坪估坼忪要求和反坼要求在坼忪中是很因雎的,所以只要

委員套汏力新的規定不妥,他并不里持保留.

(c) 第三部分 回家豁免的 〔限制〕〔例外〕

489 特別根告長在初步拫告中說,第三部分的林題同題在委員舍中引起了

爭梵,放各目政府收到的串面坪梵和意兄也反映出相互沖突的看法°有些回家熒成
‘
限制

〞
一洞,同 意現在的目豚法不承忕第三部分所涉領域肉的回家管轄豁免的概

念,另 有些回家變成
“
例外

”
一洞,汏力它正确地說明了目家管轄豁免是囝豚法的親

則,速一規91l的例外必須取決于回家的明示同意.但特別技告長汏力,一凌期同肘

拆題同題避分強琱了.他悅,一旦解決了主要的同題,就可以逸摔其中之一而不合

妨害各种理淹立切 (A/CN4ˊ 到 5,第 11U段 ).

488 9I方 括咢中的兩种措洞委員們再度分別表示出自已支持的意兄.但是

特別根告貝夫于第三部分杯題方面的決定位在完成奈款草案央辰部分二旗之后作出

的建洪得到普遍的支持.一位委員建以,一介更具有叡逑性的林題可能有助于送成

林商一致,如‘
不得在另一日法院援引回家豁免的情況

’
.

第 11奈 (商╨合同)

489 第 11紊涉及回家在外目法院与商ㄓ合同有夫的泝忪中的管韓豁免,委

員舍一旗暫時通避的案文如下:

第 11奈 商╨合同

﹁ 一日如与一外回自然人或法人訂立商╨合同,而根据因豚私法适用的規則,有

失垓商╨合同的爭洪位由另一日法院管轄,則位扒力垓日已同意在垓商╨合同引起

的坼忪中由垓另一日法院行使管轄,汏而不得在垓坼忪中援引管轄豁免.

2.第 1款不道用于下列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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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商ㄓ合同是在回家之同或在政府肘政府的基砧上訂立的,

〔b9 商ㄓ合同的些事方另有明确林洪.

49。.特別拫告長在初步報告中指出,若干政府的一些泙淹和意兄樊成列入

一項大于一介商╨合同引起的午以和一介法院地固之同的管轄耿系的規Jll,而有一

介政府放力提及
‘
目隊私法道用的規Jll” 是有效和足姼的.特別報告長悅他傾向于同

意后一种意兄.他人力統一日你私法的規則不屈于奈款草案的范園,元淹如何是很

不容 易 的工作 ,因 力各 回和 固狋法律 文半 中的解決 亦法各 不相 同

〔A/CN4/415,第 113和 115段).因 此特別拫告長提快第 1款 目前的措洞保

持不交 (同 上,第 119段 ).

491 夫于第 1款中
‘
則位汏力垓因已同意在⋯⋯垓坼忪中

’
一句,特別拫告

長同意一些回家政府的意兄,垓句錯淏地采用了一种默示特定同意的似制,而在速

种情99L下 ,目 前的目狋法并不承汏管轄豁免是一無規I只
j.所 以特別拫告長建洪 〔同

上,第 121段)第 1款修汀如下:

1.一 日如与一外回自然人或法人汀立商ㄓ合同,而根据固豚私法道用的規

則,有失垓商╨合同的爭洪座由另一日法院管轄,則垓固不得在垓商ㄓ合同引起的

坼忪中援引管轄豁免.’

492 委貝套甘淹本音題期同,忤多委長支持特別根告長的建洪,肘第 1款

做如上修改.有些委貝星然支持特別披告長的提洪,但汏力重要的是在垓款中列入

一奈規則,确定一介商╨合同与一介法院地回同的領土朕系,而不是一般地依敕

‘
目狋私法道用的規則

’
.

493 一位委員遜建洪,肘第 n● 荼逐可加以有益的澄清,即任何商ㄓ合同中

夫于合同受另一因法律支配的規定不得被視力接受垓目的管轄.

494 另一位委員提出的建洪是修改第 1款的幵共,改力
“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

捇以外
”,如第 12至第 18朱那祥.另 外粹

‘
如果一日与⋯⋯汀立商╨合同

’
改力較

精确的浯言,指明一因因商ㄓ合同而引起的又努.他指出夫于一介特定爭以与法院

地回同管轄瑛系的規則的重要性,因 此建洪按以下亦法修改第 1款的措詞:

1 除有失目家同另有林洪外,如果坼忪是基于一日因与一外固自然人或法

人汀立的商ㄓ合同所引起的火夯,而且商ㄓ活功部分或全部在法院地固送行,則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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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另一固法院援引回家豁免.’

495 夫于道用的規則 1.● 題,特別報告長重中共意兄 (兄上文第 49U段 )并
表明,就第 11奈水悅,指 出速一魚就姼了,本固法院通常都有自已的規則,以便

确定特定的商ㄓ合同与法院地回同的管轄瑛系.

496 特別報告長注意到就商ㄓ合同各方夫于支配合同的法律的任何柲洪的

效果所提快的澄清,他建快可由起革委五套在討梵第●1奈或象一日政府建洪的那

桿在甘淹第 8奈吋研究垓同題.

497 夫于提玟增加‘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林以外

’
一悟的同題,特別根告貝反

肘速介意兄.他扶力第 11奈是回家不享有外因管轄豁免的基本規則,因此不宜鼓

肋通避取迪或匡域林定或以串面合同方式達背速奈基本親只j.

498 特別根告貝考慮到一些社套主〤回家政府在半面泙站和意兄中表示的

現魚,在初步根告 (A/CN4ˊ 415,第 位2段)中提出了新的第 )● 奈之二,焚

理有分商的回家財戶的回家企╨同題.新奈款案文如下:

“
第 1● 朱之二 分高的回家財戶

‘
如果一介回家企╨代表回家与一介外回自然人或法人汀立商並合同,而根据

目狋私法垃道用的規則,有失垓商ㄓ合同的爭洪泣由另一日法院管轄,垓目即不能

在垓商ㄓ合同引起的泝忪中援引管轄豁免,除非代表回家作力合同一方的垓回家企

╨有杈占有和赴置分南的回家財戶,服杕作力自然人或法人夫于商╨合同所服杕的

同祥的責任規則.”

499 委員舍若干委員且然同意有必要在奈款草案中按特別拫告長提出的亦

法列入一項有夫有分南回家財戶的回家企╨的規定,但仍汏力送一概念需要較多的

澄清.在遠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意兄.首先,有人洗回家企ㄓ“
代表回家

”
訂立的商

╨合同的現念很堆理解,因力回家企ㄓ是代表自已与外因人汀立商╨合同的.第
二,有人指出,仍有一介代表杈的同題,其中牽涉到确定与回家本身分萬的回家央

体地位的回內法規則与夫于代表叔的回隊法規則之同夫系的同題.第三,特有分萵

財戶的回家企ㄓ与其回家分幵可能套使私人沒有充分的朴救亦法.因此這些委員汏

力,有分高的回家財戶的回家企╨同題位由委長舍更深入地常洪.一位委員建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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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另的林題下赴理不享有目家豁免的國家企╨同題.

5U。  有些委員扒力,遠一新奈款草案的目的位是防止針肘外固固家濫用司

法程序,力此,奈款草案不仗立澄清有分商的回家財戶的回家企╨的概念,而且遜

位使主根回家免于在有分商的回家財戶的國家企ㄓ与外因人之同的商ㄓ合同引起的

爭以的坼忪中在外因法院出庭.其他一些委員汏力,速种免除肘友展中回家也是重

要的.肘此,有人悅,曾 多次友生速祥的集例,即就一介按其本目法力執行其取能

具有草狙分別的法律地位的回家企ㄓ所汀的商╨合同,肘一介回家提起司法坼松.

速些委長汏力,起坼庄限于肘速些企上起沂,送不仗是基于法律原則,也是考慮到

友展中回家的銍疥能力有限,而某些其他回家的坼松表用非常之高.

5U1.力 了迸一步澄清有分商的回家財戶的回家企此的法律概念,一位委員

提出下列第 11紊之二的初步修汀草案案文靖委員舍常以.

‘
第 11奈之二

1 如果一介回家企╨与一介外固自然人或法人訂立商ㄓ合同,而根据固怀私法

庄道用的規則,有失垓商上合同的爭洪垃由另一日法院管轄,垓固即不能在垓商╨

合同引起的坼忪中援引管轄豁免,除非垓回家企ㄓ是一介与垓回家分商的法律央

体,有杈占有、使用和炎置一定部分的、分高的回家財戶,服汰作力自然人或法人

大于商╨合同所服八的同祥的責任規則,而且回家依垓固回內法肘垓回家企╨的債

夯不久任何責任.

η.在上款所指的商╨合同引起的拆忪中,垓回家企╨回籍所扁回家的外交代表

或其他主管些局所筌署,直接送交外交部特送法院的怔明,庄作力垓目家企立性辰

的确定近据.’

5。2.另 一位委員提出了第 11奈之二的下列案文:

‘
第●●茶之二

1.如果一介國家企ㄓ与一介外圍法人或自然人訂立商並合同,而根据囝隊私法

道用的規則,有失垓商ㄓ合同的爭洪位由另一日法院管轄,垓回家企╨ (回 家法

人)在垓商ㄓ合同引起的坼忪中即不位享有管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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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眨.如果不是村与外回自然人或法人汀立商ㄓ合同的回家法人提起坼忪,而是肘

核目的另一介企ㄓ或村垓回家本身提起拆忪,Jll不道用第 1款 的規定.而且在就

合同以外的夫系提起坼忪吋,本來的規定均不道用.

‘3 如果法院地固在美似的案件中給予回家法人管轄豁免,垓法院地回即不庄道

用第∥ 奈之二第 1款的規定.’

5U3 許多委員人力遠兩項提快是有益的,井建以委員舍庄在下屆套坡上肘

其送行深入的常洪.在遠方面有些委員悅他們尚不清楚在何种程度上可特社舍主〤

回家的央域适用于其他國家.特別是有人提出必須仔幼研究朱款草案第 11荼之二

村友展中回家戶生的法律影晌.

5。4 有些委員承汏第 11朵之二草案引起了复染的鬥題,他們傾向于有一介

回家政府的提以,就‘
回家

’
的定〤耳迸新的一款如下 (兄上文第43U段 ):

‘
本奈款所用

‘
回家

’
一洞不包含回家力送行 〔本〕奈中界定的商╨交易所建立

的.以垓机构本身的名火行劫并以其本身資戶久但責任的机构.’

5U5 根据速些坪梵和意兄,特別代表表示將根据舍洪期同提供的有用資料

和任何其他材料,包括可能向他提供的 1988年亦朕回家企ㄓ法,向起草委長舍提

交夫于第 11奈之二或新的第 2奈第 1款 (b)項的修汀草案案文.

第 12奈 (虐用合同)

5U6 第 12奈涉及回家在外回法院有失雇用合同的坼忪中不享有豁免,委員

套一旗哲吋通避的案文如下:

第 12奈 雇用合同

﹁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林以外,一日肘另一日原庄管轄的法院中涉及垓目和介人同

夫于已全部或部分在垓另一日領土內送行的或粹迸行的服夯工作的雇用合同的坼

松,如果垓雇員是在垓另一日征聘,而且道用垓另一因其行的社舍保險規定,則不

得援引豁免.

2 第 1款不道用于下列情況:

〔a) 征聘垓雇員是力了迸行与行使政府叔力有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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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垓坼忪涉及介人的征聘、雇用期的延長或复取;

(c9 垓雇長在筌汀雇用合同時既非法院地目的目民也非其故期居民;

〔d9 垓雇長在提起訴松吋是雇用目的因民;

(e9 垓雇長和雇用固另有串面怭洪,但由于公共政策考慮,因垓坼忪的事項

內容而賦予法院地固法院寺扁管轄杈者不在此限.

5U7 特別根告貝在初步報告中悅,除一日政府外,八各目政府收到的半面

呼梵和意兄均支持列入第 12奈 .但特別根告長注意到有些政府建洪刪除第 1款 中

夫于社套保險規定的附加杯准;有的意兄汏力速介要求可能在有社套保險制度的回

家和沒有此美制度的回家同央行不同的亦法.另 有意兄扒力,沒有合理的原因增加

社舍保險規定的林准作力外因不享有豁免的兼有紊件之一.考慮到速些意兄,特別

拫告長建洪刪去
‘
而且道用垓另一固其行的社舍保險規定

’
一活 (Aˊ CN4/415,

第

一

“ 段).

5U8 特別根告貝逐同意有些政府表示的意兄,第 2款 (a)和 (b)項 目前

的措洞可能引起逍克的解釋,套大大蹜小本奈規定的回家豁免例外的范園.特別擬

告長注意到 1972年 《大于回家豁免的歐洲公的》田6 
中沒有此美規定.所 以他

建快林奈款草集中刪去遠兩項 (同 上,第 132段 )。

5U9 委長套有些委長建洪將第 12荼全部刪去.他們汏力本奈沒想的芳工法

爭以通常由共同怭洪或保險亦法解決。缺少司法判決或回家其跌的怔据不成力列入

遠一親才的撰:由 .

S● U 另有一些委員扶力第 12紊很重要,因 力地方法院是向雇長提供有效朴

救方法的唯一方便的法院.他們指出地方勞工法道用于速种性辰的爭洪和法院地回

的法院解決此种爭以的情兄并不少兄.他們汏力,坼拷外交保伊通常不是令人滿意

的解決亦法,因力由有失回家支持一項要求涉及的各种不确定因素,逐因力夫于須

全部使用完本地朴救方法的規定.

5∥  夫于特別根告長汏第 1款中刪去社套保險奈件的建洪,有若干委員表

2ss 歐洲委員舍,《夫于回家豁免的歐洲公的和附加以定#》,歐洲恭釣集,第

74咢 (斯特拉斯堡,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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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支持,但也有些委長扶力速一奈件是道些的.

512.夫于特別技告長趺第 2款 中刪去 (a9和 (ω 項的提以,有些委員表

示鍵成.有一位委長提到,在第 12奈第 2款 (a)項 中使用
‘
政府叔力

”
一悟,第

3紊第 1(b9和 1(c9項 中則使用
‘主叔叔力

’
一悟,他建坡使用相同的用浯.男

一位委員提出,第 2〔d9項規定雇長在提起坼忪耐必須是雇用目的回民限制性大

強,庄 改力在筌汀具体合同吋.其他一些委員反村刪去 (a9和 (b9項 ,扒力速

是達反明白确立的規則.一位委長肘刪去 (b9項特別失注,因力送套早致一法院

地因強迫某一外回雇用某一介人的情況.

513 夫于后一种意兄,特別拫告貝汏力如果保留 (a)和 (b9項 ,第 12奈

下提供的例外就沒有多少央廣內容了.他特別夫注的是,(b)項有一种大大縮小

适用本地旁工法規保伊雇員地位的范目的作用.在遠方面,特別被告長帶出一名日

本雇長力撤銷村她的解雇而肘雇主歐洲共同体委長套提起坼忪的案例.

第 13奈 (人身仿害和財戶韻害)

514 第 13奈草案涉及某些夫于人身仿害和財戶韻害在外目法院提起的坼忪

中回家不享有豁免的同題,委貝舍一旗哲吋通避的案文如下:

第 13奈 人身仿害和財戶拉害

除有失回家同男有林以外,一日肘于另一日原位管轄的法院涉及人身死亡或仿

害或有形財戶的板害或又失的賠儅的坼忪,如果据林責任位月于垓回,造成死亡、
仿害或頡害的作力或不作力全部或部分友生在法院地固領土內,而且作力或不作力

的行力人在作力或不作力友生吋赴于法院地因領土內,則不得援引豁免.

Sl5 特別根告見在初步根告中指出,若干回家政府村第 ●3奈提出了批坪.

它們汰力,人身仿害和財戶強害全因一介人或一介法律其体的作力或不作力而友

生,規定有失賠僕技害而戶生的法律夫系不扁于無款草案的范日.它們悅,如果作

力或不作力好因于一介回家,就套戶生回家責任同題,速是目隊法的同題,不 能由

回家法院來決定.速些政府汏力第 13奈的其行將舍使同題迸一步复染化,因力垓

奈的效果特是,一介外目村于同一行力享有的豁免將低于其外交官的豁免,按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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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年 《籬也納外交大系公釣》2a, 第 31奈,外交官夫于速种侵杈行力責任是

受到保伊的.它們指出,由于通常送种同題由保險或通迪外交渠道解決,速方面只

有少數的爭洪.因 此,它們建快可刪去速一無草案 (凡 A/CN4/415,第 136

段).

S● 6 另一方面,其他一些政府則焚成列入第 13奈.其中有些政府逐提出,

庄拼大其道用范園,包括跨界掘害.并提快刪去
‘
而且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作

力或不作力友生吋炎于法院地回領土內
’
一悟.一介政府遜提洪,可在荼款草案中

加以澄清,說明垓規定不影晌規定賠僕責任或賠僕的范園或确定爭坡解決具体亦法

的圄坏法規則 (同 上,第 137-138段 ).

517 大于目家責任同題,特別報告長汏力第 13奈中作力或不作力是否達法

由法院地目的法律規則确定 (侵板行力地法),本紊泙注中已有說明,2aB 遠介

同題不按照因隊法規則确定 (同 上,第 14U段 )。 夫于第二介領土杯准,特別拫告

長同意汏力,作力或不作力吋垓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法院地目領土內,根据近

來的法律編慕的有夫規定,不能理所些然地視力排除回家豁免的必要杯准,他 因此

建以將其 刪去 (同 上 ,第 1羽 段).但 特別 報告長在其 第二次拫告

仈 ĆN4/422和 Add1,第 2U段)中悅,本奈的侵杈行力例外將不因第一介

領土耿系要求而道用于在目外的侵杈行力或其他跨界的板害性行力.

518 特別報告長支持一日政府在第 13奈中增加新的第 2款規定的提洪,其

案文力 (A/cN4ˊ 415,第 142-1●＿n遴妙 :

ㄅ 第 1款不影晌目隊法中夫于回家寅任的任何規則°
”

S● 9 特別報告長在第二次根告 (A/cN4/422和 Add1第 22段〕中逐悅

明.第 13奈 目前的范田除其他外包括人身作害或有形財戶搵害的所有美型,范 園

可能迪克,不易得到普遍的支持.在遠方面,他注意到本奈的坪注中提出,委長套

曾准各將奈款的道用范目主要限制于在法院地固領土上豋常友生的交通事故.因此

m’ 兄上文腳注 231.

2sB 《1984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6烎 ,第 ﹁4奈 (后 來的

第 13奈)的坪注第 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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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拫告貝建洪委員全出于送成妥林的目的不妨考慮鎍小恭款草案的范園,使其仗

包括交通事故.

52。  在委員舍送行討梵期同,一些委員表示肘第 13奈有尸重的怀疑.有人

指出,垓朵的范園超出了涉及達反國內法的范園.有些委員汏力,垓奈可能妨磚荼

款草案范田以外的目隊責任同題而舍造成因雅,因力速舍在一日根据未來公的享有

的管轄豁免与代表回家的外交人長根据有夫的現行固豚林定享有的管轄豁免之同造

成不一致,而且因力它沒有粹主叔行力和私法行力加以匿分.

5刉  有些委員提洪刪去第 13奈 .有人忕力本奈除了少數目家近年的立法之

外別元其他法律基袖,而且凡回家在涉及人身作害或財戶損害的案件中在外國法院

同意放井豁免吋,全是通避締結目狋林定來速祥做的.他們汏力速种案件可通避外

交渠道最有效地解決.

522 支持保留第 13奈的其他委員們指出,速种性廣的爭洪并不罕兄,并汏

力規定是保伊介人受害者的必要保障.他們汏力,央豚上外交保伊并不是一介可行

的替代亦法.

523 另有一些委員并不完全反討列入一項規定,但強琱第 13荼需做較大改

功,以澄清确定哪些是本奈范目的案件,哪些是參照回家責任的因豚法解決的案件

的各种規J1.1.

524 夫于特別技告長的具体提快,委員伯表示的意凡普遍表明他們傾向于

保留一決通避的垓奈款案文.特別拫告員提以的刪去第二領土狋准被汏力不妥,因

力跨界技害通常引起必須按目豚法加以解決的爭端,而不是以法院地日內道用的法

律解決.

525.普遍意兄汏力提洪增加新的第 2款是多奈的 (兄上文第 518段〕.但一

位委長提出拼犬垓款范園以提及夫于跨界韻害目隊民事責任的紊的法規定.最后,

夫于將第 13奈范園限子交通事故的鬥題,委員們的意兄存在分歧.有些委員提出

通避保險加以解決的普遍做法可喊少奈款草案中此种規定的央豚需要.

526 根据速些坪梵,特別根告員表明,他粹不堅持刪去第二領土杯准.但

元梵如何第 13奈特別是它＿●回家黃任法的法律夫系速一重要同題需要迸一步研

究.

一 ” 9一



第 14奈 (財戶的所有叔、占有和使用)

529.第 14奈涉及回家在外國法院有失財戶所有杈、占有和使用的訴忪中不

享有豁免的同題,委長合一滾哲吋通迪的案文如下:

第 14荼 財戶的所有杈、占有和使用

﹁.除有夫回家同另有怭以外,在涉及确定下列同題的坼忪中,一日不能援引回家

豁免來阻止另一日原泣管轄的法院行使其管轄:

(a) 垓固肘位于法院地目的不功戶的任何叔利或利益,或其肘垓不功戶的占

有或使用,或孩目由于村垓不劫戶的利益或占有或使用而戶生的任何又夯;或

(ω 垓固肘功戶或不劫戶由于雞承、贈与或免戶而戶生的任何杈利或利益;

或

(c) 垓回肘构成死亡者‵精神失常者或破戶者戶╨一部分的財戶的管理的任

何杈利或利益;或

(d) 垓目肘公司解散或豬╨吋財戶管理的任何叔利或利益;或

(e9 垓回肘托管財戶或其他方式信托的財戶的管理的任何杈利或利益.

2.凡厲在另一日法院向回家以外的人提起的坼忪,冬管垓坼松涉及的或要使回家

喪失的財戶系:

(a) 目家占有或控制的財戶;或

(b9 回家村之主救抈有叔利或利益曲財千 ,

但如垓回家本身在向其提起拆忪的情況下也不能援引豁免,或者垓回家主張掘有的

叔利或利益既未得到承汏,也元表面怔据的支持,則不位阻止垓另一日法院行使其

管轄.

528 特別報告長在初步報告中悅,狄各日政府收到的有些中面坪淹和意兄

提出,目 前形式的第 14奈范目避鬼.夫于第 1款 ,特別拫告貝本人肘 〔c)至

伯)項是否反映了普遍的央跩表示疑同.他悅,如果委員舍的意向是扯英美法系

目家的其或占主早地位,他建洪修改 (c)、 (d)和 (e9項 以較好地反映現在的央

域;但如果委員套扒力 (b9至 (e9項 即使在財戶和法院地因同沒有任何琺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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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也可力外因管轄打幵犬Π,他則建洪刪去速四項 (兄 A/CN4/415,第
146一●49段和 152-154段 ).

529 根据遠些考慮,特別報告長提以 (同 上,第 156段)將第 14奈第 1

款修改如下: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林洪外,在有失下列同題的坼忪中,一日不能援引回

家豁免來阻止另一固原位管轄的法院行使其管轄:

‘(a)垓 回肘位于法院地目的不劫戶的任何杈利或利益,或其肘垓不功戶的

占有或使用,或垓回由于肘垓不功戶的利益或占有或使用而戶生的任何叉夯;或
‘
〔(b)垓 目肘劫戶或不功戶由于盤承、贈与或銫戶而戶生的任何叔利或利

益;或
‘(c)信托的管理、公司錯止、破戶坼松或肘位于法院地目財戶的任何其他

形式的管理,冬管一介外回可能91財戶的一部分具有或方林具有利益.V
53。  若干委員支持特別根告長夫于重新常以第 1款 (。 至 (e9項 的建

以.委員們普遍地悅,速些規定是以英美法系回家的法律央成力依据的,不道于一
項普遍性的公的.呀甘益

”
一洞肘許多委員來悅仍然构成因雅同題,在英美法系之外

速是一介沒有明确理解的法律概念.有些委員怀疑,在 (b9至 (e)項 中規定的

財戶与法院地目之同是否有任何管轄朕系,并建洪刪去速四項.

531 有些委員提出在第 14紊第 2款和第7奈第 3款之同可能有些重复,建
以刪.士第 2款 .

532 特別報告貝提快,可持速些同題交給起草委員套常洪.夫于某一財戶

与法院地固之同的管轄耿系,特別根告長提出,就 (b9項 而言,不雅看出那种朕

系.

第 15奈 〔寺利、商杯和智力戶叔或工止戶叔)

533 第 15恭涉及回家在外國法院大于寺利、商杯和智力戶杈或工╨戶杈方

面的坼忪中不享有豁免的同題,委員套一放哲吋通避的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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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紊 寺利、商柝和智力戶叔或工╨戶叔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怭以外,一日不得肘另一日原位管轄的法院在有失下列事項

的坼忪中援引豁免:

(a) 确定垓回肘在法院地固享受包括暫時措施在內的法律保伊措施的音利、

工ㄓ淡卄、.商ㄓ名林或企ㄓ名林、商杯、版杈或其他任何美似形式的智力戶叔或工

ㄓ戶叔的任何叔利,或

(b9 据林孩因在法院地圖領土內侵犯在法院地回受到保伊的、厲于第三者的

上述 (a)項杈利的行力.

534.特別根告長在初步根告中悅,有一日政府在其中面泙稔和意兄中就

伯)項提出若干具体建洪:〔一)提及
“
育种者杈利

”
;〔二)刪 除

‘任何美似形式的

智力戶杈或工ㄓ戶叔⋯⋯”
中的

‘
美似

’
一洞,垓洞可能引起一种需要,要确定法律

地位未明确規定的各种新板利是否包括在內,如卄算机戶生的作品的叔利;以及

(三 )修改
“
确定

’
一洞,垓 目政府汏力速介洞沒有道理地縮小了規定的道用范園

fA/cN4ˊ 415,第 159段 ).

535 特別報告貝肘前兩項提以作答吋悅,可在泙注中肘提出的同題加以澄

清.因些他建洪保留一放通避的奈款案文.

536.委員套內肘第 15紊沒有任何具体坪淹,只是表示支持特別拫告長的建

洪,即在泙注中說明本奈草案的央辰范園,保留目前的案文,不做修改.

第﹁6奈 (納稅事努)

537.第 16奈 涉及回家在外圄法院有失納稅事努的坼忪中不享有豁免的同

題,委見舍一琪哲吋通避的案文如下:

第 16奈 納稅事夯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怭以外,一日9I另 一日原庄管轄的法院有失垓目按照法院地

目法律可能須教納夫稅、賦稅或其他美似捐妻的納稅叉夯的坼忪,不得援引豁免.

538 特別報告見在初步報告中指出,一些回家政府遊交的討第 16奈的坪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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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兄中包括三項具体建洪.一項建以是,用 一介新奈款代替現有奈款,其中垃規

定,管轄豁免不道用于有失失稅、賊稅或研款的坼忪,遠是 1972年的《夫于回家

豁免的歐洲公的》2s9 
第 29紊 (c9款 中的規定.另 一項建以是,在‘

按照法院

地回法律
’
之后加上‘

或兩回同現行固隊怭定
..第三項建以是,在‘

除有失回家同另

有林以外
’
之后加上‘

并且在不妨得已确立的回狋外交法規Jll的 奈件下
’ (兄

A/CN.4/415,第 165-167段 ).

539 大于第一項建洪,特別根告長的意凡是,第 16奈庄保持原梓.夫于第

二羔,特別拫告長強惆,幵共的半句活
‘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i.+以外

’
中已將速一魚包

括在內.美于第三項建以,按照特別技告長的理解,第 4荼 已銓說明,不妨磚外

交和領事財戶根据回隊法位享有的特叔和豁免 〔同上,第 169-19U段).如果泙

注特送一理解包括迸去,就沒有必要修改第 16奈 .

54U 在委員套甘淹時,一些委員表示螢成保留第 16奈 .另 一些委員怀疑其

必要性.其 中一位委長特別忕力本荼位垓全部刪去,因 力它有撮于主杈和回家同主

叔平等原Rl1.

第 17奈 (參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

5叫  第 19奈涉及回家在外回法院有失其參加公司或集体机构的坼忪中不享

有豁免的同題,委員舍一旗暫時通逍的案文如下:

第17奈 參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

●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林以外,一日肘另一日原位管轄的法院有夫垓回參加具有或

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的坼忪,即大于垓回与垓机构或垓机构其他

參加者之同夫系的坼忪,不得援引豁免,但有以下奈件:

(a) 垓机构的參加者不限于回家或目豚机构,而且

(b9 垓机构是按照法院地目的法律注冊或組成或其控制中心或主要菅並地位

于法院地因.

m9 
兄上文腳注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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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爭端些事方之同的串面林以或建立或管理垓机构的章程或其他文中中有相反

的規定,本茶第 1款即不道用.

542 特別報告長在初步報告中指出,一日政府建洪,特有失集体机构
‘主要

當土地位于法院地囝
’
速一無件放在确立回家管轄豁免規Illl的 例外的其他兩項杯准

之前.另 一日政府建洪以
“
成長資格

”
和

‘
成長

’
分別代替

‘
參加

’
和

‘
參加者

”(兄

A/CN4/415,第 173-194段 ).

543.特別報告見建快第 19朵保持現有案文不交,理 由是,就第一項建洪而

言,在有夫的回豚或回家法律文串中沒有先例;夫于第二項建洪,第 ●和第 2款

現在的措洞看來并不表明需要修改
“
參加

”
和

‘
參加者

’二洞.

544 在委員全村淹時,沒有村第 17奈提出任何具体建洪,只有一位委員建

被以更一般化的措洞重新似汀第 1款 (b9項 .

第﹁8荼 (目家抈有或回家銓菅的杕事商ㄓ活劫的船舶)

545.第 18紊涉及回家在外目法院有失回家抈有或回家銓管的商用船力白的坼

忪中不享有豁免的同題,委員套一放暫時通逮的案文如下:

第 18奈 回家抈有或回家豋菅的八事商ㄓ活功的船舶

1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林決外,抈有或豋菅一艘狀事 〔非政府性〕商ㄓ活功的船舶

的回家,在有失咳船舶的銓菅的任何坼忪中,只要在泝忪事由戶生時垓船力自是用于

或意囡寺用于 〔非政府性〕商ㄓ用途,即不得村另一日原庄管轄的法院援引管轄豁

免.

2.第 1款不适用于罕肌、輔助肌艇或一日調有或絰菅而用于或意圈用于政府性非

商╨活功的其他船舶.

3.力本朵的目的,‘有夫垓船舶的銓菅的坼忪
’
一悟位指包括确定下列坼松要求的

任何坼忪在肉的坼忪:

(a) 夫于碰撞或其他航行事故的要求:

(b9 大于林助、救助和共同海韻的要求;

(c9 夫于修理、供位或有失船舶的其他合同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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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有夫回家同另有怭以外,一日在有失垓目抈有或銍菅的、八事 〔非政府性〕

商ㄓ活功的船舶所我併物的逐輸的坼忪中,只 要在坼忪事由戶生吋垓船舶是用于或

意目寺用于 〔非政府性〕商╨用途,即不得肘另一日原座管轄的法院援引管轄豁

免.

5 第 4款不道用于第 2款所迷船舶所載迋的任何貨物,也不透用于厲于回家所

有、用于或意困用于政府性非商ㄓ活劫的貨物.

6 國家可提出私有船舶、食物及其所有人所能利用的一切抗辦措施、時效和責任

限制.

9 如果在任何泝忪中戶生有失船舶或貨物的政府和非商ㄓ性辰同題,垓船舶或貨

物所扁回家的外交代表或其他主管些局盤署的、送迷法院的怔件,泣作力垓船舶或

貨物性辰的怔据.

546 特別根告長在初步根告中指出,一些回家政府在其中面坪淹和意見中

建坡刪去第 1和第 4款 中的叫�政府性
”
一洞.只有一日政府表示汏力垃去掉方括

景而保留遠介洞,另 一回政府則指出,庄考慮到一艘船舶同時用于商╨和政府目的

的可能性 (兄 A/CN4/羽 5,第 18U和 182段〕.

547 特別擬告長汏力,加上┤├政府性
”
一洞套使第 η款含又不清,并舍引

起一些不必要的爭洪.因 此,他建洪水第 1和 第 4款 中刪去速介洞 (同 上,第
191段).特別報告長在第二次拫告中指出,刪 去速介洞符合奈的慣例,因力速种

提法未兄于有失的回隊公的,包括 1926年 的布告塞你公的
’.°  、●958年 的

《領海及毗達匡公的》’.i 
和 1982年的 《朕合回海洋法公玓》留2.  

根据速些

24°  《統一有失固有船舶豁免的若干規則的公的》(布害塞水,1926年 )和附

加以定串 (布告塞水,1934年 )〔回狋耿盟 《奈的集》,第一百七十六卷,第 199

和 215更 ;特我于琺合目,《夫于管轄豁免的烡料》(兄上文腳注 216,第 173更

起各頁).

四1 
朕合回,《奈的集》,第 516卷,第 2U5頁 .

留2 《第三次耿合回海洋法套以正式圮最》,第十七卷 (耿合日出版物,出 售

品編母:E84V.37,第 1S● 頁.文件 Aˊ cUN「 6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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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固有或回家銍菅海洋船舶的豁免只限于罕飆和政府非商用船舶.特別拫告長

透汏力,規定除用于或意困用于政府非商ㄓ目的船舶以外的回家所有或豋菅的船舶

豁免最終可能不符合友展中回家的利益.他次力,如果友展中回家肘有失船舶銍菅

或所我貨物的坼忪要求概不久黃,速可能舍使友送回家和其他友展中回家的私人不

愿使用速种船舶 〔A/cN4/422和 Add.1,第 24-25段 ).

548 特別報告員在第二次報告中悅,兩今回家政府建洪采用分南的回家財

戶的概念;它們汏力,送特大大有利于解決与八事商ㄓ的回家所有或回家銓菅船舶

有夫的同題.根据遠些意兄;特別根告貝提洪在第 18奈 中加上央廣上与新的第

11恭之二相位的以下新的第 1款之二 (同 上,第 26段),案文如下:

‘1之二如果一介回家企ㄓ,不淹是回家的一介机夫或一介草犯机构,代表固

家銓菅一艘回家所有杕事商╨的船舶,根据固豚私法位道用的規則,与垓船舶的銓

菅有失的爭洪位由另一日法院管轄,前一回家即被汏力已同意在有失垓船舶銍當的

坼忪中由另一日法院行使管轄,除非有叔占有和赴且分高的回家財戶的垓回家企ㄓ

在垓拆忪中能姼起坼和被坼.

549 特別根告長逐提到一日政府的建以,即委員舍在第 18奈 中遜座垓考慮

回家所有或回家銓菅的商用弋机鬥題.他指出,一些回豚民用航空茶的及其決定爭

中已有遠介同題的規定,速些奈的包括 1919年 的巴黎 《固怀航空管理公

的》留3 
、1929年 的牛沙 《統一日隊航空迋輸某些規則的公的》’.4 

、1933

年的多西 《統一預防性扣押弋机某些規則的公的》加S 
、1944年 的芝加哥 《民

用航空公釣》留6 
、1952年的多馬 《美于外因弋机肘地面第三方造成韻害的

公的》留7 .他在分析了遠些紊釣中有失的規定之后,傾向于汏力,除送些荼的

以外,沒有大于回家所有或回家豋菅弋机的豁免的統一的刁慣固豚法規則.而且可

243

244

245

24°

249

回隊耿盟,《奈的集》,第十一卷,第 173丌 .

同上,第一百三千七卷,第 11面 .

同上,第一百九十二卷,第 289更 .

耿合固,《柔釣集》,第 ●57卷,第 295頁 .

同上,第 31U卷 ,第 181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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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回家央域的有失法律案例板少.根据送些考忠,特別拫告員忕力,肘于弋机同

題在坪注中涉及比在第 18各 中增加一款涉及更力合道 (A/CN4ˊ 4〞 和

Add1,第 28-31段〕.

55U 夫于本奈草案第 6款 ,特別根告長建洪委員套考慮重新起草速一款,

因力它可能被淏解力只是在涉及有失船舶和併物的豋菅的坼忪中才允忤回家提出一

切抗辯措施、吋效和責任限制 (同 上,第 25段 ).

551 在委員合討梵吋,淡到速介同題的件多委員都同意特別報告長夫于刪

去第 1和第 4款中的┤├政府性
〞
一月的建決.但另一些委員持相反意兄.一位委

員悅,支持保留叫�政府性
’
一洞的友展中回家的目的不是尋求一切回家所有或回家

銓菅的商用船舶的豁免.正如在甘滼根据新的第 2奈草案第 3款 (兄上文第 423

段)确定一項合同的商ㄓ性辰的林准吋所表明,它們所失心的是,如果回家所有或

絰菅的船舶送行的特定商ㄓ活功涉及回家的利益,垓目庄垓可以援引垓船舶的豁

免.一位委長忕力,現有奈的中瀣常提到
‘
政府非商╨用

”
的林准的事其可以推淹

出,确 央存在看
“
政府商╨用

〞
的林准.有几位委員表示不同意垓委員的跳魚.他們

人力保留η├政府性
’
一洞套大大增加适用中的因雅.另 一位委員強琱悅,第 18朵

提出的同題美似新的第 2奈草案有失
‘
回家

’
一洞定又的同題,以及第 11奈之二中

‘
分寓的回家財戶

”
定〤同題.同題不在于确保有很大回家財戶部目的回家取得有利

地位,而在于保伊速些回家不受歧視.

552 友言的委貝們也普遍同意特別報告長的另一介意兄,即 沒有特別需要

增加一奈夫于回家所有或回家豋菅的弋机的管轄豁免的規定;速介同題位放在坪注

中赴理.

553 至于特別報告長夫于刪去第 6款的建決,一些委員要求避一步說明其

建洪的目的.

第 19奈 (仲裁怭定的效力〕

554 第 19奈 涉及回家在外固法院夫于仲裁林定的坼忪中不享有豁免的向

題,委員套一凌暫吋通避的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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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奈 仲裁林定的效力

一日如与一外國自然人或法人汀立中面怭定,特有失 〔商ㄓ合同〕〔民事或商

ㄓ同題〕的爭快提交仲裁,則垓回肘于另一日原泣管轄的法院夫于下列事項的坼

妐,即不得援引管轄豁免:

(a〕 仲裁林定的有效性或解釋:

(b9 仲裁程序;

(c9 裁決的撤銷.

但仲裁林定另有規定者除外.

555 特別拫告貝在初步報告中悅,一些回家政府肘引浯句中方括咢內各逸

摔的
“
商ㄓ合同

’
和

‘
民事或商並同題

”
兩介用悟提出了串面坪梵和意見,表示變成果

用
‘
民事或商ㄓ 同題

”
用活 ,另 有兩回政府發成采用

‘
商ㄓ合 同

”
用活

仈/CN4ˊ 415,第 194-195段 〕.

556 特別根告長趴力位采用
‘
民事或商╨同題

’
用浯較好,因 力涉及一日同

一介自然人或法人之同的商立或民事同題爭洪的仲裁案例越來越多.他近堅持汏

力,如果第 19奈的基硝是默示的同意,就沒有理由將法院地目的盟督管轄板限于

商╨合同 (同 上,第 2UU段).他在第二次根告 (A/cN4/422和 Add1,第

支 段)中悅,爪其豚上來看,采用
‘民事同題

”
一洞比較合道,以便不排除某些情

況,如由于援救船舶所引起要求的仲裁,送可能不厲于
‘
商╨合同

’
范日.

S59 夫于
‘法院

”
一洞的提法,特別根告長指出,第 19奈 中提到

‘
另一適原

位管格的法院
’,而前任特別報告貝原來的建洪是

‘
在其領土上或根据垓目法律已迸

行或粹迸行仲裁的另一目的法院
’.特別根告貝傾向于采用后一种提法 (同 上,第

33段 ).

558.夫于有失撤銷仲裁裁決的 (c9項 ,特別報告長指出,有些回家大于民

事坼忪的固內法規定,可 由于公共政策的原因撤銷仲裁裁決.在遠方面,他悅,

︴958年 的 《鈕的承汏和執行外因仲裁裁決的公的》留8 
規定,只 能由仲裁所在

四8 
同上,第 33。 卷,第 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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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的法院下令撤銷仲裁裁決 〔同上,第 34段 ).

559 夫于另一回法院行使監督性管轄的坼忪的范園,特別根告見悅,有一
日政府建洪在 〔c9款加上升仲裁裁決的

‘
承汏和拭行

’
的坼松 (同 上,第 35段〕.

大于仲裁裁決的執行,特別技告長悅,除沒大利工 1985年 的 《外回豁免
法》外9 

以外,最近的法律編祭都不快力一介回家接受仲裁就是放井執行管轄的

裕免.但他指出,各目法院的判決以及作者的意兄在速介同題上很不一致.因此,

特別拫告五建以,第 19奈不要規定裁決的執行同題,冬管一日政府在其坪梵中趴

力在本奈中立明确提到速介同題 (同上,第 36-37段 ).

56U 夫于肘仲裁裁決的
‘
承趴

”,特別拫告見提到,法目法院的做法尸格匡

分承汏裁決和央隊拭行裁決.特別拫告見汏力,呈然速可能是一介回家特有的做
法,委長舍在決定自已的杰度吋逐是可以此种亦法作力指早.因 此,特別根告長建

被委員舍考慮第 19荼增加一介新的 (d9款 ,即 :‘ (d)我央的承汏
’,奈件是 ,

它不位被解釋力有放卉執行的豁免的含火 (同 上,第 38-4U段 ).

561 在委員舍甘梵吋,一些委員表示支持特別根告長夫于刪去
‘
商╨合

同↖ 保留
‘
民事或商╨同題

”
的建洪.另 一些委員反肘速項建以,他們說不能支持

速項建坡,因力它舍廿大第 19奈所規定回家豁免的例外的范園.

562 夫于特別技告見有夫增加 〔d9款的建以,一些委員扶力速是有益的,

且然一位委員汏力要瑾慎,以免因增加一款而加重第 19奈 中已存在的含〤不清同

題.另 一位委員汏力有必要在奈款草案的某一部分中明确規定肘仲裁裁央的承汏和

執行;并表示不知立些放在夫于有元豁免的第三部分,遜是放在涉及執行的第四部

分.他汏力可放在第 19奈或第 21奈中.

563 夫于后一合同題,特別扱告長悅,就村仲裁裁決的承汏而言,可放在

第 19奈 中,但要清楚說明,所建洪的 (d〕 款不庄被解釋力意味看放井執行的豁

免.

加9 
兄上文腳注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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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黍(固有化的情況)

564 第 2U紊涉及固有化措施的域外效力同題,委員舍一旗暫時通迪的案文

如下:

第 2。 奈 固有化的情況

本奈款的規定不位板先判定夫于一回肘于包括助戶或不功戶、工ㄓ戶叔或智力

戶叔在內的財戶,所采取的回有化措施的域外效力所引起的任何同題.

565 特別根告員在初步報告中指出,村第 2U紊提出坪梵和意見的政府不

多.一些目家政府汏力本奈款的具体范園和含火不清.有些回家政府悅,固有化措

施作力主叔行力不庄受另一目的管轄,第 2U朱全址人得出固有化措施是豁免原則

的一种例外的錯捻,垃 些刪去此荼.另 一些國家政府汏力,本奈位些放在草案第一

部分中 〔兄A/CN4/415,第 2U5-2U7段 ).

566 特別披告貝指出,固有化措施的域外效力并不是具体要求委員套表示

意兄的一介同題.他回碩說,在一樣吋已肘速一同題送行了一些討梵,但委員合同

意保留一介象第 2。 奈速祥的一般性保留朱款.因 此,特別根告貝忕力,本奈可保

持不交 (同 上,第 2U8段 ).他在第二次報告 (A/CN4/422和 Add1,第 41

段〕中提到在一些特定情況下,一介夫于固有化措施的一般性保留柔款可能是恰些

」#b.

569 在委員全討淹吋,并多委員變成刪去第 2U奈 .本紊草案目前的位置特

別被汏力有同題,因力它迸人党得固有化措施是第 11至第 19荼所規定回家不享

有豁免的情況的一部分.一些委貝建洪持本奈放在其他地方,例 如第一部分.

568 根据遠些意兄,特別根告長表示,如果委長舍希望遠祥,他可以同意

刪去第 2。 奈,但反肘將其放在第一部分中,因 力它与本奈款草案的主要內容元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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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 四

569

案文如下:

第四部分夫于財戶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奈 (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第 21奈涉及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的原Jlll, 委員舍一淒哲吋通道的

第 21奈 免于強制措施的國家豁免

一日在有失另一日法院的坼忪中,享有免于肘其財戶或垓目占有或控制的財戶

〔,或垓目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的使用央行的強制措施的豁免,包括

免于任何扣押、扣留和執行措施的豁免,除非垓財戶

(a) 系垓目寺日用于或意困用于商ㄓ 〔非政府性〕用途而且与坼洽要求的狋

的有失,或者与被坼的机构或部何有失,或
(b9 已被垓回拔充或寺Π指定用于清僕作力垓坼松杯的的坼忪要求.

57U‘ 特別技告貝在初步根告中指出,各固政府肘第 21奈提出的坪淹和意兄

表明,速些政府中有些汏力起首句方括甹內
‘
或垓固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

戶
”
一浯的含火和法律意又不明确,因 此位予刪除,因力速种措洞方式可能甘大免

于執行的回家豁免的現有范目.只 有兩介政府焚成保留速一用浯.忤多政府逐汏

力,(a)款 中在外因法院坼靖村一日財戶其行強制措施的要件是垓財戶系垓固寺

ㄇ用于或意囡用于商╨用途而且与坼忪要求的林的有失,速一要件肘依法可能泣肘

財戶央行強制措施的情況施加了避分的限制 〔兄A/cN4ˊ 415,第 211和 213

老之〕.

59● .夫于 (a)款,有些政府明确表示方括咢內的叫�政府性
’
一活位垓刪去

(同 上,第 2.2段 ).

572 有一介政府建快刪除 (a)款和 (b)款 (同 上,第 216段 ).

573 盤于上逑泙梵和意兄,特別報告貝建洪刪除 (1)起首句方括咢中的
‘
或垓回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

’;(2)(a)款中
“
与坼忪要求的杯的有

失,或者与被訴的机构或部Π有失
’
等洞,以及 (3)(a)款 中方括咢內┤�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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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一悟.但是,特別擬告長不同意按照某介政府的建洪刪除 (a)款和 (b)款

,

因力他扒力,其 中所似汀的、村子回家豁免的限制有其必要,可以防止免于強制措

施的回家豁免范目拼大化,事央上,若干政府在它們提出的中面泙淹和意兄中都變

成規定速兩介例外情況 (同 上,第 217-22。 段).

594 特別根告貝在上述建快以外,又在其第二次報告 (A/cN4/422和

Add﹁ ,第 43末尾和 46段)中村刪除 (a)款 ‘
与坼忪要求的杯的⋯⋯有失

’
等洞

的建快提出速祥的各逸亦法:‘ 与坼忪要求的拆的⋯...有 失
’
等洞可予保留,但在本

奈幵共加上“
除有夫回家同另有林以外

’
一悟.

595 就第 21奈友言的委員有些發成按照特別拫告長的建洪刪除起首句中方

括手內的
‘
或垓固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

’
一浯.但是,有一位委員指出,

‘
利益

”
的法律概念比

‘
杈利

”
戶泛,垓悟位予保留,以便不致限制免于外目拭行管轄

的回家豁免例外情況的范園.有些委員提洪以
‘
物杈〞

概念取代
‘法律保伊的利益

’
概

念,速兩者是相同的,送祥即可參照巴塞多那屯牟公司案
25°  的判決.

596.特別根告長夫于將 〔a)款中方括咢內的叫�政府性
〞
一活刪除的建洪,

得到一些委員的螢同,但另一些委員反肘粹垓活刪除,他們扶力:一旦加以刪除便

限制了免于強制執行的目家豁免的道用.有一位委貝汏力,新的第 2奈草案 (兄

上文第423段 )中 ‘
商╨合同

”
的定〤和第 18奈中回家抈有或回家銍菅的船舶的待

遇,若能得到滿意的解決可能有助于就速一特定同題送成折衷解決亦法.

577.特別根告長建洪將 (a)款中
‘
而且与坼忪要求的杯的有夫,或者与被

拆的机构或部ㄇ有失
’
等悟刪除,有些委員扒力不能接受.另 一些委見變成特別拫

告長提出的各逸亦法,在垓荼幵共增加‘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林以外

’
等悟.

578 有一位委員忕力,第 21奈庄垓大致上按照 1972年 《夫于回家豁免的

歐洲公的》2s1第 23荼 ,明确用迷財戶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原則,特本草案

第22奈的一些內容包括迸去.因此,他建洪將速一紊改每如下:

2sU 巴塞多那屯萃、屯虰和屯力公司案,第二險段,197U年 2月 5日 判決 ,

KK● 97。 年圄隊法院裁決集》,第 3烎 .

乃9 
兄上文腳注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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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柔

1.除 非一固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另 一日不得村其領土上的垓回財戶采取查

封.扣押或執行等強制措施:

‘(a) 回狋林定,

‘
〔b9 半面合同,或

‘(c9 在法院村特定案件友表的芹明.

ㄅ 按照第 8奈 的規定同意行使管轄不位被汏力默示同意按本奈款第四部分采取

強制措施,夫于強制措施必須另行表示同意.’

599 另一位委員逐汏力,第 21奈可以似定力夫于禁止村外目財戶采取強制

措施的原Jll的 一般紊款,而不要把它汀成夫于例外事項的奈款,而且增加一介奈款

規定各回位在本朱款基砒上遵守肘它們作出的最后法院判決.

第 22紊 (肘強制措施的同意)

58。  委員舍一玫哲吋通道的第 22奈案文如下:

第 22荼 肘強制措施的同意

﹁.一日在有失另一日法院的坼忪中,村有夫使用其財戶,或垓目占有或控制的財

戶 ㄈ或垓固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的強制措施,如果垓固以

(a) 目隊林定,

〔b9 串面合同,或

(e9 在法院肘特定案件友表的方明

明示同意村垓財戶采取強制措施,即不得援引豁免.

2 按照第 8奈的規定同意行使管轄不位被扶力默示同意按本奈款第四部分采取強

制措施,夫于強制措施必須另行表示同意.

581 特別拫告貝考慮了各回政府的串面泙淹与意兄后,在初步才艮告中肘第

22奈只提出一項建洪,即刪除第 1款 中方括咢內的
“
或垓固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

益的財戶
”
等浯 〔A/CN4/415,第 22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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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特別板告長的上述建快得到就第 22朵友言的一些委員簽同.有一位委

長建被比照大于第 21奈的提洪,將‘
有法律保伊的利益

’
改力

“
有效杈利

’.另 一位

委員建洪按照他改耳第 21奈的建洪相位地改胃第 22朵如下:

‘
第 22朱

‘
可依据第 21奈村其采取強制措施的回家J●I戶位是厲于以下情況的財戶:

‘(al 垓目寺ㄇ用于或意日用于商ㄓ非政府性用途而且与坼忪要求的杯的有

失,或者与被坼的机构或部ㄇ有失,或
‘(b9 已被垓回拔充或苦Π指定用于清僕作力垓坼松林的的坼忪要求。

”

第 23奈 (特定种美的財戶)

583 委員舍一旗暫時通避的第23荼案文如下:

第 23奈 特定种美的財戶

﹁.下列各美回家財戶不座視力第 21奈 (a)款所指的一日寺ㄇ用于或意困用于

商ㄓ 〔非政府性〕用途的財戶:

(a〕 位于另一日領土內,用于或意日用于垓固使信、領倌、特別使市困、駐

固你組玖代表因、派往日豚鉏玖的机构或目豚舍洪的代表困用途的財戶,包括任何

銀行帳戶款項,

〔b) 厲于軍事性辰,或用于或意困用于軍事目的的財戶,

〔c9 垓圄中央銀行或其他倚市些局位于另一日領土內的財戶,

〔d) 构成垓固文化遺戶的一部分,或榴案的一部分,位于另一固領土內,

井非供出售或意日出售的財戶,

(e9 构成在另一回領土內犖行的具有科芋或ㄞ史价值的物品展此的一部分,

并非供出售或意日出售的財戶.

2.村第 1款所列財戶种英或其一部分,不得在有失另一固法院的坼松中采取強制

措施,除非垓目已按第 21奈 〔ω 款特垓財戶拔充或寺ㄇ指定用途或按第22奈具

体同意肘其垓美財戶或其一部分采取強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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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特別拫告長在初步報告中指出,有三介政府在其坪梵有意見中提到第●
.款方括咢中的叫├政府性

’
一活,兩介焚成刪除,另 一介主救保留.特別拫告貝汏

力,位 比照第 18寨 和第 21奈 的尖 理方式特 叫車政府 性
’
一悟 刪除

仈/cN4/415,第 238段 ).

585.夫于第 ﹁款 (c9項 ,特別報告長在第二次報告 (A/cN4/422和

Add﹁ ,第 46段)中贊同一介政府提出的建以,汏力庄垓在
“
位于另一固領土內

’

和“
的財戶

’之同加上‘
力了貨市上的目的

”
等泀活,力的是不許所有中央銀行的財戶

得到豁免.

586 夫子第 2款 ,特別根告員悅,他 曾銓建以改耳其案文,在迸一步考慮

之后,他撤回原來的建洪.

589 在委員舍討站期同,就第 23紊友言的一些委員熒成按照特別報告長的

建快,將第︴款中的┤�政府性
”
一悟刪除.另 一些委長則主救予以保留.

588.至于特別根告長要在第 1款 (c9項 中增加
‘
力了併市上的目的

’
一悟的

建坡,有些委員不忕力增加速些字有什么好赴,因力任何銀行帳戶,包括中央銀行

帳戶都是力了貨而上的目的幵沒的,增加的洞浯可能引起混說.

589.夫于第 2款 ,有些委員熒成保留原來的案文,不 予改功.有 的委員螢

成刪去.

59U.夫于中央銀行帳戶同題,特別根告員指出,他的理解是:中央銀行帳

戶通常照說是力了貨市上的目的幵沒的,除非已被拔充或用于南╩甡目的,則 享有

免于執行的豁免.

伯)第五部分 染瓨規定

第 24無 (坼忪文中的送送)

591 委員套一旗哲吋通避的第 24柔案文如下:

第 24 紊 坼松文串的送送

1 以任何侍票或其他村一固提起坼松的文件送迷坼忪文中座按以下方式送行:

一 留 j一



〔a9 按照起坼人与有失回家之同夫于送迷犬中的寺ㄇ怭洪,或

〔b9 如元此項林以,則按照村法院地目和有失目家均有的束力的任何道用

的目豚公的,或

〔c9 如元此項林快或公的,Rll通迪外交渠道送交有失目家的外交部,或

(d) 如元上迷亦法,則在法院地目和有失回家的法律均允并的奈件下,

〔1) 可以需有筌字收捃的挂咢信送交有夫回家外交部的首長,或

(2) 以其他任何方式送送.

2 以第 1款 (c)項和 (Φ 項 (1)目 的方式送送泝忪文串吋,外交部收到垓項

文中即垓項文中之送送.

3 在必要吋,送送的文中立附有澤成有失回家正式悟文或正式悟文之一的澤本.

4 任何回家在肘其提起的坼松中就央辰同題出庭,其后即不得戶林坼松文串的送

送不符合第 1款和第 3款的規定.

592 特別擬告長在初步根告中指出,若干政府在其中面泙梵与意兄中汏

力,第 1款 〔a)項的規定在忤多法律体系中旡法執行.另 有一介政府汏力,作力

一介原則同題,坼忪文串或其他文件的送送垃垓通避外交渠道送交 (兄

A/CN4ˊ 415,第 243和 245段 ).

593 盤于上迷泙梵与意凡,特別報告貝汏力,比較道些的方式是提及有失

固家之同的回狋林定,如果沒有此种1.●定,則 由外交渠道送交,而不提第 1款

fa)項 中所規定的音ㄇ
‘
林洪

’.因 此,特別報告長提洪 〔同上,第 248段 )修改

第﹁和第 2款,其案文如下:

J● .以侍票或其他村一日提起拆松的文件送送坼公文爭庄按以下方式送行:

‘(a) 按照肘法院地回和有失回家均有的束力的任何道用的回豚公的;或

‘
〔b9 如元此种公的,則通道外交渠道送交有失回家的外交部;或

‘
〔c9 如旡上迷亦法,則在法院地目和有夫回家的法律均允許的奈件下:

‘
(● 9 可以需有筌字收据的挂母信送交有失回家外交部的首故,或

‘(2) 以其他任何方式送迷.

η.按第 1款 (b9項送送坼忪文中吋,外交部收到垓項文中即忕力垓項文串已

送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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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就第 24無友言的一些委員人力特別根告長的建以可以接受.夫于第 3

款中的
‘
在必要吋

’
等字,他們也人力位垓予以刪除.

第 25朱 (缺席判決)

595 委員套一決暫時通迪的第25奈案文如下:

第 25奈 缺席判決

● 除非怔明符合第 24泰第 1款和第 3款的規定,而且趺送送侍票或其他起坼文

件之日起或按照第 24奈第 1款和第 2款汏力巳送送文件之日起已避去至少三介月

的吋同,不得村一回作出缺席判決.

2 肘一日作出任何缺席判決,庄將判決半的抄本,必要吋附上烽成有失回家正式

悟文或正式活文之一的澤本,通越第 24奈第︴款所列的一种方式,送交垓有夫回

家,力撤銷一瓨缺席判決所道用的吋限不位少于三介月,吋限泣趺有失回家收到判

決半抄本或汏力有失回家收到判決串抄本之日算起.

596 特別拫告貝在初步根告中悅,有兩介政府在它們的坪淹和建快中表示

拉心第 25無可能意味看:只 要符合第 24朵規定的道些送送文件程序就能作出缺

席判決.在遠方面,有一介政府建洪在第 25奈第 1款末尾加上“〔而且〕垓法院

具有管轄叔
’
等字 〔兄A/CN4/415,第 2S● -252段 ).

597 特別披告長指出,如果按照上迷建洪修汀第 24奈 (兄上文第 593段 )

放而使泝忪文串的送送按照目豚林定或通避外交渠道送行,即可消除上逑政府的袒

心 (A/CN4/415,第 254段 ).

598.委 員全村梵期同,有一位委員提洪修改第 25荼第●款,以确保除非起

坼人已瀣以法院忕力滿意的近据怔明法院有管轄杈,以及其要求朴救的主張或叔

利,法院即不得作出缺席判決.另 一位委員指出,不庄垓伋按第 24奈規定的坼忪

文爭的送送推定文件的送迖.

599 有些委員提以粹第 2款 中的
‘
在必要吋

’
等字刪除,他們肘第 24荼第 3

款也曾提快作速种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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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朵 (免于跡迫措施的豁免)

6。U 委長套一快暫時通道的第 26朱廉文如下:

第 26紊 免于跡道措施的豁免

一日在另一日法院的坼松中,肘要求垓目央施或不其施特定行力否Xll 即予罰款

的任何勝迫措施享有豁免.

6U1 特別根告貝在初步報告中指出,有一介政府建快第 26荼庄予改每,以

便指 明:它 給予某一外目的裕免意味看本 目法院不庄 向垓目友 出命令

仈 ĆN.4/415,第 258段 ).

6U2 特別投告見汏力,昱然,些 一固在另一日法院的坼忪中享有豁免吋,

法院有又夯尊重速种豁免,因 而不友出罰款勝迫的命令.第 26奈 中
‘
一日⋯⋯肘

⋯...任何跡迫措施享有裕免
’
一浯的解釋包括不友出命令的叉夯和不采取其豚跡迫

措施的〤夯 (同 上,第 259段〕.

第 27奈 (程序上的豁免)

6U3 委員套一放暫時通道的第 27奈案文如下:

第 27奈 程序上的豁免

﹁.一目未能或拒能力另一圄法院的坼忪的目的提出任何文件或提供任何其他情

根,除送种行力肘垓案的央辰可能戶生的后果外,不位戶生其他后果.特別是,不

得因此肘垓目赴以罰款或罰金.

2 一日在另

一

固法院中作力坼忪些事方,則在任何速共坼忪中,均元須提供元淹

何种名林的拉保、保怔串或保正金,以保怔支付司法安用和幵支.

6U4.特別根告長在初步根告中指出,在兩目政府提出的中面坪梵与意兄

中,建洪修改第 2款的案文,以規定元須提供捚保的情形只道用于回家作力被告

的案件 (A/cN4ˊ 415,第 262段 ).

6U5 特別被告貝女同遠項建洪,提洪 (同 上,第 266段 )粹第 2款 改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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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眨.一日在另一固法院中作力坼忪被告方,Rll在任何速美坼妐中,均元須提

供元淹何种名林的袒保、保怔串或保怔金.以保怔支付司法袋用和幵支.”

6U6.就第 26奈草案友言的一些委員村建以改每的第 2款提出杯疑.他們

悅,第 2款 的規定只限于道用于被告回舍使得目家不愿意在外國法院作力原告提

起坼忪.有一位委員婪同特別根告長的提洪,汏力它作了合理的限制性規定.

第 28奈 (不歧視)

6U7 委員舍一旗暫時通避的第 28奈集文如下:

第 28奈 不歧視

1.本奈款的規定位不加歧視地道用于本紊款各些事固.

2 但下列情況不位視力歧視待遇:

(a) 法院地回由于垓有失的另一回家限制性地道用本奈款的任何規定,而限

制性地道用垓項規定,

(b9 回家彼此之同依怭定相互給予与本奈款的規定所要求的不同的待遇.

6U8 特別報告員在初步根告中悅,各回政府提出的泙站与意兄中建洪第 28

朱有待迸一步研究,因力它引起了重要的解釋同題.特別根告長注意到第 28奈同

第 6奈 (Aˊ CN4/415,第 67段)有密切夫系,他汏力垃保留委員套一旗通遊

的第 28奈,以便保持炅活性,并且在有失第 6荼的兩种肘立的立場之同取得平衡

(同 上,第 293段 ).有一介政府指出,第 28紊的規定央隊上涉及肘等待遇同題,

而不是不歧視同題,它 肘荼款草案中列入本規定是否合道提出辰疑 (同 上,第

29U段〕.

6°9.委員舍甘淹期同,有些委員忕力,位垓刪除第 28奈,另 一些委貝則變

成予以保留.主牧刪除的委長們汏力,依据肘等待遇限制性地道用本奈款舍有韻未

來公的的宗旨,因力任何些事方光是方林另一些事方限制性地道用公的便能偏萬規

定的規Jll.有一位委員汏力第 2款的規定有同題,因 力本目法院必須听狄政府的

指示以便遵守肘等原則.另 一位委員指出,既然奈款草案所規定的回家豁免的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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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情況几乎都冠以
‘
除另有怭以外

”
的字梓,八豁免的決定或肘等才大或限制來

看,都不必汀立第 28奈 .

61。  另一些委長焚成保留第 28紊,扒力它可以起到抵消建洪刪去第 6紊方

括手內的
‘
一般目杯法的有夫規Jll’ 等字的效果的作用.

2.夫子解決爭端的奈款

6● i 前任特別擬告長在第八次根告中提出,夫于解決爭端的草案第六部分

及附件的建快.2’  第六部分第 29至 33柔草案及附件的案文如下:

第六部分

解決爭端

第 29荼 怭商和淡判

如果本奈款的兩介或兩介以上些事方之同戶生了本奈款的解釋或道用方面的爭

端,它們位按照其中任何一方的清求菋求通造林商和淡判的程序解決送介爭端.

第 3U奈 琱解

如果第 29奈所迷的靖求提出之日起六介月內爭端沒有解決,垓爭端的任何一

方可以向球合目秘半故提出清求并向爭端他方或各方通知道項靖求的方式,將此爭

端提交本紊款附件所規定的惆解程序.

第 31荼 司法解決和仲裁

任何回家在筌署或批准或加入本奈款吋或在其后任何吋同,可通知保存人,方

明在位用第 29和第 3U奈所迷的程序未能解決爭端吋,垓爭端可以通道爭端任何

一方串面申清提交回豚法院裁決,或者提交仲裁,但以爭端他方已作出同祥的方明

乃2 《.g86年⋯...年盤》,第 二卷 〔第一部分),第 32更 起各英,文件

A/CN4/396,第 43-48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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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朵件.

第 32奈 共同同意解決

恩管有第 29、 3° 和 31奈的規定,如果本奈款的兩介或兩介以上些事方之同

戶生了村本紊款的解釋和道用的爭端,它們可以銓避共同同意商定粹爭端提交回豚

法院,或提交仲裁,或提交任何其他解決午瑞的道些程序.

第 33奈 其他有失解決爭端的有效規定

第 29至第 3U奈的任何規定不位影晌本奈款的些事方在解決爭端方面根据村

其有的束力的任何有效規定而具有的叔利或又夯.

附  件

1.琺合因秘中長位制成并保有一份淍解見名單,由合格法苧家組成.力此目的,

泣情力朕合固套長固或本奈款些事目的每一回家指派琱解貝二人,如此指派的人長

姓名即构成上迷名單.惆解長的任期,包括遇因故出缺指派扑缺的任何惆解長的任

期在內,庄力五年,并得達任.淍解見任期屆滿吋位鑑裝執行其根据下款規定被逸

但任此取夯.

2.在根据第 3。 奈向秘中故提出清求吋,秘中故庄粹爭端提交依下列方式組成的

琱解委員舍:

爭端些事一方的回家位指派:

(a) 力其本目或其中一日回民的琱解員一人,由 第 1款所迷名草逸出或另

行進出;以及

(b9 非其本回或其中任何一日回民的惆解長一人,由名單中逃出.

爭端些事另一方的回家亦垃照此方式指派琱解見二人.各些事方所逸出的琱解

五四人垃于自秘中故接到靖求之日后六十天內指派.

此四名琱解長位自其中最后一人被指派之日后六十天內,林上迷名草內逃出第

五名惆解長,袒任主席.

如主席或琱解長中任何一人未在以上規定期同內指派,位 由秘中次于此項期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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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后六十天內指派.主席得由秘中故自名單中或自因狋法委貝舍委貝中指派.爭

端的些事方得以林洪延故任一指派的期限.

任何人長出缺吋,位依力第一次指派所定的方式朴足.

3 琱解委長套庄自行決定其程序.委員舍得銓爭端各些事方之同意遨清本公的任

何些事方向委員套提出口共或半面意凡.委員舍的決定和建洪位以委長五人的避半

數票作出.

4.委員套得提靖爭端各些事方注意可能促迸友好解決的任何措施.

5.委長套位听取各些事方的隊迷,常查其要求与反肘意凡,并向各些事方似具提

以以求送成爭端的友好解決.

6 委員套庄于組成后十二介月內提出拫告.其根告位送清秘串故保存并特送爭端

各些事方.委員套的投告包括其中夫子事央或法律同題所作的任何錯稔,肘各曾事

方均元的末力,共性廣立限于力求促成爭端的友好解決而提供各些事固考慮的建

→●9t.

7.秘串次位提供委員全所需的林助与便利.委員舍的安用位由琺合回久捏.

612 特別根告長在其初步拫告 (A/cN4ˊ 415,第 294段 )中 指出,由

于委長合沒有時同常以有失解決爭端奈款的建洪,所 以遠些柔款井未載入一旗通道

的奈款草案.他表示,如果委長合同意,他愿意提出他肘本同題的看法.

6π 3.委 貝舍討淹期同,有一位委員表示,不宜在奈款草案中列入一套夫于

朵款的解釋与道用的爭端解決規則.他忕力,如果遠些荼款草案最終采用固豚公的

的形式,有失解決爭端的法律机制垃垓我入革狂的任摔以定半,而不是列入公釣本

身.患之,他扒力速是需由外交全洪決定的事項.另 一些委員也主張將速介事項留

待外交全放決定.在迸一步討淹速一同題之前.大公如能指出它的傾向,肘于委員

套持是有益的.

-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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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因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 專言
2s3

口

6﹁ 4 力晌位大套 199U年 12月 8日 第 2669(××V)手次洪的建汊,委 員
套︴99● 年第二十三屆套坡的工作卄划中列入‘

回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的寺題。

615 委見套第二十六屆舍洪通避了在同屆套以上就垓寺題成立的小組委員套所
提出的一份報告,并且任命理查德 .D卡尼先生力速一寺題的特別報告長.2田

616 委員套 1976年第二十八屆舍洪收到了21介舍員目政府肘小組委員套
似汀的琱查表

2s5 
的答复,256 以及特別根告長提交的根告.2s’  委員舍垓屆

2s3 
有夫速介昔題厊史背景的更全面的悅明,兄 《1985年 ......年 鈭》,第二

卷 (第二部分〕,第 68更起各頁,第 268-29U段 .

%4 
在垓屆套決上委員舍收到秘串次夫于与固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有失的法律

同題的朴充拫告.兄 《1974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65頁 ,文件

A/CN4/274.
”5 

友給套貝目的琱查表的最后文本載入 《1976年⋯⋯年盤》,第一卷 (第

一部分),第 15° 頁,文件 A/CN4/2g4和 Add1,第 6段 .又兄 《19駬 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2-83烎 ,第 262段 .

256 《1g,6年 ⋯⋯年銴》,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47頁 ,文件

A/CN4/294和 Add1.在以后的各屆全以上,委長套收到了另 11介套長固政

府提交的答复,《 1978年⋯⋯年銴》,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53頁 ,文件

A/CN4/314,《 1999年⋯⋯年鈭》,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98烎 ,文件

A/CN4/324,《 198U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53頁 ,文件

A/CN4/329和 Add1和 《1982年⋯⋯年鈭》,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92

更,文件 Aˊ CN4ˊ 352和 Add1。

25’  《1996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84丌 ,文件

Aˊ CN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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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洪市快速介寺題后普遍同意,确定
‘回隊水道

’
一洞的范目的同題不需要在工作升

始吋解決.2sB

6● 7 委員舍 ﹁977年第二十九屆套破任命新蒂芬 .施串只水先生捏任本寺題

特別報告貝.

618 施串只水先生分別在 1999年委貝套第三十一屆舍洪和 198U年第三十

二屆套以上提出了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拫告.25g 在第三十二屆舍以上,委貝套

哲吋通道了六奈奈款草案 〔第 1至第 5奈和×紊).2GU 委貝套在同屆舍以上逐

接受了一介夫于
“
目狋水道系統

”
含叉的暫耐的工作假淡.2“

619 委員套 1982年第三十四屆舍洪指定詹斯.埃文森先生力本寺題的特別

根告貝.2砭  在委員套 1983年第三十五屆和 1984年第三十六屆套以上特別根

告見提交了兩介拫告,2Ua 第一次拫告載有作力討捻基砒的公釣草案大鋼,第二

次根告載有絰修汀的公的草案,草案共有六章 41奈 .

2s8 《1976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62英 ,第 164段 .

259 《197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143頁 ,文件

A/CN4/32U和 《198U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159更 ,文件

A/CN4/332矛●Add1。

2sU 奈款案文及坪注凡 《198U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1U

更起各烎.

2引 垓假沒的案文兄下文腳注 292.

2s2 在同屆套洪上分友了前任特別扳告長施串只你先生的第三次報告 (凡

《1982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和 更正〕,第 65更 ,文 件

A/CN4/348)。
263 《1983年 ⋯⋯年鑒》,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1sS更 ,文件

Aˊ CN4/367和 《1984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1。1頁 ,文件

A/CN4ˊ 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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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U 在第三十六屆舍以上,委員套看重甜梵了第 1至第 9奈草案,2B. 決

定將第︴至第 9奈草案送交起草委長舍,以便按照辦淹的情況予以常以.2ss 由

于吋同不移,起草委長全未能在 1984至 1986年期日的舍以上常快速些奈款.

6刉 .委員套 1985年第三十七屆套以任命斯蒂芬 .c友卡弗里先生力本寺題

的特別根告貝.特別根告長在委員套垓屆套以上提出了一份初步根告,2s. 投告

回碩了委貝舍到目前力止夫于本寺題的工作情況,并且用明他肘委長套就遠介寺題

的工作可以遊循的患方針的初步意兄。舍洪普遍同意特別根告長提出的夫于在似汀

本寺題其他奈款草案吋他將一般遵循前任特別扳告員建決的大鋼的提洪.

622 委員套 1986年第三十八屆套洪收到了特別拫告貝提交的夫于本寺題的

第二次技告.2’  在第二次根告中,特別拫告貝在回厥了委貝套夫于速介青題的

工作情況后,坷迷了他肘前任特別根告貝提洪的第 1至第 9奈的意兄,2GB 并甘

梵了支持速些意兄的法律依据。拫告逐載有一組五奈奈款草案,系夫于道用于涉及

加4 
奈款案文兄 《1984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9頁起各

更,胸注 288、 29U、 291、 292、 295、 296、 3。 1和 3U4。

小S 根据涼解,也粹向起草委員套提供目隊法委員舍 198U年套以接受的哲

吋工作假設案文 (兄下文腳注 292),委員套同屇套洪哲吋通避的第 1至 5奈和 X

奈案文 (兄上文腳注 26。 ),以及特別拫告貝在其第一次根告中提以的第 1至第 9

奈草案案文 (兄 《1983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8頁起各頁,腳

注 245-25U).

266 《1985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87頁 ,文件

A/CN4/393.
26’  《1986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87頁 ,文 件

A/CN4/399和 Add1和 2.

笳8 
兄上文腳注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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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洪的新的使用的情況的程序性規則.2Gg

623 委長套 1987年第三十九屆套洪收到了特別報告貝提交的夫于本寺題的

第三次報告.2’
U

624.特別根告貝在第三次拫告中筒短地回碩了夫于本寺題工作的狀況 (第

一章),用迷了有失利用固隊水道的程序性規則的患的考慮 (第 二韋),提 出了六

奈 (第 1U至第 15無)涉及合作和通知的一般原則的奈款草案 (第三章)印  并

且介紹了一般性交換數据和資料遠一分寺題 (第 四章).

625 銓委員舍忖淹后,特別根告員提以的第 1U至第 15荼草案已送交起草

委員套。
2〞

626 在第三十九屆舍以上,委員舍在常快了起草委員套夫于送交給它的本

寺題恭款草案的技告后,核准了起革委員舍就第 1奈和
“
系統

”
一洞同題上采用的

方法,并且暫時通避了第 2至第7朵 .2’
s 垓屆舍以通避的朱款草案是以委員套

269 速五奈草案如下:第 1U奈 (夫于提洪的使用的通知);第 11荼 (答复

通知的期限);第 12奈 (答 复通知,夫于提洪的使用的1.-商 和淡判);第 13奈

(不遵守第 1。 至第 12奈的后果):第 14紊 (提洪的最緊急的使用)。

2’° 《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5頁 ,文件

A/CN4/4U6和 Add1和 2.

羽 遠六奈草案如下:第 1U奈 (一般合作〤夯);第 ﹁1紊 (夫于提以的使

用的通知):第 ﹁2奈 (答复通知的期限);第 13茶 (答复通知,夫子提以的使用

的怭商和淡判);第 14奈 (不遵守第●●至第 13奈的后果);第 15奈 (提洪的最

緊急的使用〕.紊款案文兄 《1987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1-23

頁,腳注 76和 97.

2’2 
村第三十九屇舍快大于第 1U至第 15奈草案辦淹的重要傾向的何要敘

迷,包括辦淹后由特別拫告貝得出的結淹,兄 同上,第 21兵起各更,第 93一●●6

段.

z’3 遠些奈款的案文及其坪注兄同上,第 25頁起各頁,又兄下文 c市 .

-→
筘 一



在 1984年第三十六屆套決上送交起草委貝套的第 2至第 8奈 ,2’
. 

以及委長舍

198U年 第三十二屆套以暫時通道的第 1至第 5朱 2’s 
力基砧的.由于吋同不

移,起草委員舍未能完成肘前任特別拫告長提坡的并于 1984年送交起草委員舍的

第 9奈 (禁止夫于因狋水道的活功村其他水道目造成明昱敬害)的 常決,也未能

申以在第三十九屆舍以上送交給它的第 1U至第 15奈 .

627 在 1988年 第四十屆舍以上委員套收到了特別報告貝提交的第四次根

告.276

628 第四次根告載有三章:第 一章,本寺題工作的現況和今后的工作卄

划;第二章,交流數据和資料;第三章,坏境保伊、污染和有大事項.在第一章中

特別根告貝提出赴理整介寺題的幅時提鋼.特別根告長遜提出了一介提交余下的材

料的吋同表,垓吋同表得到委員舍的普遍焚同.

629 特別拫告長在其第四次技告中提出了四奈奈款草案:第 15(1U9荼 ,定期

交換數据和資料;第 16〔199奈,回豚水道 〔系統〕的污染;第 19〔 1B9奈,保伊

固防水道 〔系統〕的坏境;第 18〔 1g9奈,污染或坏境緊急情況.2η  技告逐載有

夫于坏境保伊、污染和有夫事項的材料的洋幼概克。
63U 銓委員套第四十屆舍洪討梵后,除第 18〔 19〕 奈草案外,其他奈款草

案均送交起草委員舍.2’
B 

夫于第 18〔 19〕 奈,特別根告長悅他特在下一次根

告中思力將速一奈每得比較概括一些,涉及与水有夫的各美緊急情況.他的意兄得

2π 兄上文腳注 264.

〞5 
兄上文腳注 26U.

2’6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 A/cN4/412和
Add1和 2.

η’ 奈款案文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5丌起各

丌,腳注 67、 73、 91和 94.速些奈款的編手些然是佑吋性的.方括咢內的編母

指原來特別扳告貝提洪的祭款咢.由于委員舍已暫時通道 21奈奈款草案,達些編

母最后都需要改劫.

〞B 
忖淹的摘要兄同上,第 24更起各烎,第 124-18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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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普遍的同意.

631 在第四十屆套以上,委 員套逐根据起草委員舍的建以哲吋通迪了第 8

至第 2● 奈.2’
g

B 本屆套以申以送介寺題的情況

632 在本屆套以上委員套收到特別報告貝夫于本寺題的第五次根告

tAˊ CN4/421和 Add1和 2).

633 第五次寺艮告的第一章涉及草案的第六部分并且載有特別拫告長提出的

第 22奈草案 〔与水有失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和 第 23奈草案 (与

水有失的危險和緊急情兄)(兄下文第 637和 641段 ).第一章逐載有村与分寺題

有夫的大量材料的分析性綜逑.第五次拫告的第二和第三章討淹非航行使用和航行

使用之同的夫系以及目豚水道的琱市,并載有草案第七和第八部分送些分寺題的兩

項奈款草案 (第 24和 第 25奈)(兄下文第 677段 ).

634 特別根告長重新确汏了他曾于第四次報告中提出的夫子提交其奈材料

的吋同表.28°  速一時同表意在使委員全能磁在本屆任期于 1991年結束以前完

成全部無款草案的一旗.

635 在 1989年 6月 22日 至 28日 ,委員舍第 2123至 2126次套洪肘特別

報告長第五次根告的第一章迸行了常快.委員舍第 2126次舍洪根据特別根告長的

建洪,持第 22和 第 23奈草案送交起草委員舍根据辦淹的情況送行常以.特別根

告長在第2位 6和第 2● 33次舍以上介紹了第五次根告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但 由于

吋同不移委長套未在本屆舍以上常洪.

﹁.与水有失的危害、危險和緊急情況 (奈款草案的第六部分)

636 以下各段先列明特別拫告貝第五次根告提出的第 22和 第 23奈草案和

”9 遠些奈款的案文及其泙注,兄同上,第 35更起各更,又兄下文 C市 .

2BU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文件 A/CN4/412和

Add1和 2,第 8-9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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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村此所作的坪淹摘要,隨后說明本屆舍坡上夫于速介寺題辦淹的主要傾向,其中

包括特別根告長的口共介紹和患結.2田

第 22奈 (＿●水有夫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和

第 23奈 (＿●水有夫的危險和緊急情況)

637 特別根告長建洪將第 22和 第 23紊草案放在草案中的草拙一部分,哲

吋定力第六部分,題力
“
与水有失的危害、危險和緊急情況

”.特別拫告長第五次根

告提出第 22奈草案案文如下:

第六部分

与水有大的危害、危險和緊急情況

第 22荼 与水有夫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

1 水道固位送行公平的合作,以便預防或喊輊与水有夫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

不利影晌,例 如洪水、冰情、排水同題、水流堵塞、淤泥況私、侵蝕、盎水侵入、

干旱和沙漠化.

2 水道目力履行本紊第 1款的〤夯需采取的步驟包括:

〔a) 定期和及時交換有助于預防和喊輊第1款所指同題的任何效据和資料;

(b) 在采取共同措施比各水道回草狌采取措施更力有效吋,就汁划和執行錯

构性和非錯构性共同措施送行林商;和

(c) 編每有失已采取措施的效能的研究根告并就此送行林商.

3 水道目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在其管轄或控制下影晌目狋水道的活功的

迸行,均不致引起能肘其他水道目戶生明昱板害的,与水有夫的危害、有害狀況和

其他不利影晌.

638 在其根告肘第 22奈車集的泙淹中特別根告貝指出,第 1款力在与水有

2印 第 2﹁ 23至第 2126次套以筒要圮最充分反映了友表的看法和所作的坪

站 (兄 《1989年⋯⋯年盤》,第一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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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危害.有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晌方面規定了普遍的合作叉夯.他汏力,水道固

之同的合作是防止本奈款所針肘的各种同題的夫鍵.特別根告長解釋說
t公

平
’
的合

作包含央豚或洛在的受害水道目肘另一水道囝至少是部分力其利益所采取的保伊措

施作出貢就或提供道些朴借的責任一一速是一种在回家奈的其踐中有先例的〤夯°

公平的概念也＿●所要求的合作的性廣有失,在特別投告長看來,速种合作依所涉及

的特定的回豚水道系統的情況而有匡別.第 四十屆套洪上哲吋通避的第 8紊 〔不

造成明昱板害的〤奔)田2 
和第 22奈草案均道用于水肘于与水道元直接夫系的

活功造成的有害影晌.2Bs 速美影晌的央例是水文和由水滋生的疾病.284

639 特別拫告貝在坪淹中悅,在第 2款中使用
‘
包括

”
一洞目的在于說明列

拳的具体步驟并非洋思元遺;在某些情況下水道回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或其他形式的

合作行功以便履行第 1款 中的〤夯.

64U 按照特別拫告長的看法,第 3款綜合了 1982年 《耿合固海洋法公

工B2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5烎 .

田3 固豚法林套 198U年只本格菜德第五十九次套決通避的夫于
‘
水、其他自

然資源和坏境之同的夫系
’
的奈款 (因 狋法1.-舍 ,㏎ 98° 年只水格菜德第五十九次

套以拫告》(俺敦,1982),第 374-375頁 )第 1奈与此大致一致:

‘
第﹁奈

‘
遵照 《赫本辛基規則》第四荼,各目位确保:

(a) 其管轄范日以內的水資源的幵友和使用不致肘其他回家或回家管轄范園

以外的匡域的坏境造成重大城害⋯⋯’

夫于固隊法林舍 1964年赫水辛基第五十二次舍洪通道的 《夫于使用圄抔河流

的水的赫本辛基規則》,兄固豚法林舍,《 1964年赫水辛基第五十二次套坡根告》

(俺敦,1967),第 484頁起各頁;部分特載于 《1994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59頁起各頁,文件A/cN4/274,第 4U5段 .

2B. 
遠美疾病的例子是血吸虫病、水盲症、痒疾和鉤端螺旋体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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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田S 
第 ﹁94朵第 2款和由委員套第四十屆去以哲吋通避的第 8朵送兩种措

洞.他表示,且然肘于本奈款草案來悅提到在水道固
“
領土

’
內,而不是其

‘
管轄或

控制
’
范日內送行的活功是足移的,但他汏力后一种表送方式的含〤在目前情況下

已足移清楚所以在法律上更力可取.特別根告貝指出,第 3款道用于例如早致其

他水道目友生洪水、淤泥沉秋、侵蝕或水流堵塞速美同趣的土地或水的使用.特別

根告長汏力速一火夯恰恰是第8奈 (不造成明昱韻害的〤夯)的具体道用.

641 特別投告見第五次拫告中提出的第 23奈草案案文如下:

第 23荼 与水有夫的危險和緊急情況

● 水道目在其領土肉戶生任何与水有夫的危險或緊急情況或得知此种危險或情況

吋,庄毫不拖延地以現有最迅速的方法通知可能的受影晌目和有夫的政府同組象.

‘
与水有失的危險或緊急情況

”
的用悟包括如洪水遠祥的基本上扁于自然的現象以及

由于人的活功所戶生的危險或情況,如有毒化苧品外溢和其他危險污染事件.

2 在其領土內戶生与水有失的危險或緊急情況的水道固,位立即采取一切央坼措

施,以預防、璦解或喊輊由于垓危險或情況肘其他水道目引起的危險或技害.

3 与水有失的危隆或緊急情況影晌所及的地區內的回家,以及主管的固隊組象,

立送行合作,在 些吋奈件允卄的可能范園內,消 除垓危險或情況的起因和效果,并

防止或冬量喊少其拉害.

4 水道回以及其他可能的受影晌目,力有效履行其本奈第 3款規定的〤夯,庄共

同沒汁、友起和執行垃急的卄划,以庄付与水有夫的危險或緊急情況.

642 特別拫告長在其報告所載的肘第 23荼草案的坪梵中指出,本奈收入了

他在上屆舍洪提交的第四次根告中所我的題力
‘
污染或坏境緊急情況

”
的第 18

〔19〕 奈草案.2BU 正如本奈第 1款表明的,它 意在既道用于自然情況也适用于

由人的活功造成的情況.就此二者而言,情況或危險通常都以突友事杰或事件的形

加5 《第三次朕合回海洋法合洪正式汜最》,第十七卷 (耿合日出版物,出

售品編咢:E84V3),第 1田 頁,文件 A/cUN「 62ˊ 122.

m6 
兄上文腳注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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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現.特別拫告長提出,委長舍不妨在道些時候在紊款草案第 1奈中耳迸一項

‘
与水有夫的危險或緊急情況

”
的定火.

643‘ 按照特別拫告長的看法,第 1款要求水道固肘友生在其領土上或其了

解到的危險或情況立即友出通知.在速一情況下
‘
通知

’
包含友出苦根和提供有助于

洛在的受害回肘付速种情況的任何必要的資料數据.特別根告長指出,被通知的目

家庄不依限于
‘
水道

’
固,逐立包括有可能受到影晌的任何固家 (例 如受到石油大量

益入水道影晌的沿岸因).

644 特別根告長解釋悅,第 2款主要道用于人的活功所戶生的危險和情

況.肘 自然戶生的危險和情況所承捏的主要火夯是立即通知、提供資料等.

645 特別報告貝悅,第 3和 第 4款基本上是參照 1982年 《耿合目海洋法

公的》第 199荼似汀的.速几款所我的叉夯也得到委員全和大套第六委員套的熒

同.2B’
 ‘

影晌所及的地區內的回家
’
一悟和

“
其他可能的受影晌固

”
一活意在包括

非水道因而仍可能受到本杰所涉危險或情況的板害的回家.

646 特別投告長指出,第六委員套上有人提出一瓨建洪,即 要求杕保伊措

施或其他措施受益的回家就所采取的措施向第三目提供朴儂.特別寺艮告貝指出,他

汏力,如果只要求受益回公平地分排葵用,速項火夯在原則上不合戶生昇洪.速一

同題值得委員套予以常決.

647 最后,特別根告貝悅,委員舍不妨常快第 23奈草案是否垃列入一項規

定:要求受文害影晌的回家接受所提供的援助,而不把速种援助的提洪祝力干涉其

內政.他日碩說,若干他曾研究避其著作的坪淹長都強琱了速一同題.

648 特別投告貝在村第 22奈草案送行口共介紹吋,曾提清大家注意垓奈主

要涉及的那一現象的故期性或延致性.他逐回碩了大舍 1989年 12月 11日 第

42/169手決洪,垓次快指定 2U世免 9U年代力
‘
固豚減少自然文害十年

”,它迸

一步怔明有必要采取本奈所要求的那种行劫.第 22奈草案特別要求水道固共同合

2B’ 夫于第六委員套上的坪淹,兄秘半赴編耳的
‘
大套第四十三屆舍快期同

第六委員合忖淹固隊法委員套拫告的寺題摘要
”(A/CN4/431),第 144-14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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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便預防和改善長期性同題,并采取措施來預防文字或喊駤其影晌.所 以,垓

奈的主旨是封肘預期或預防措施的,而不是第 23奈草案規定的緊急措施.第 22

奈草案正象已研究的央隊上所有目豚林定都表明的那祥,反映了同其他水道目送行

合作,以便預防或喊絰与水有失的危險和其他不利影晌的基本叉夯.

649 在介紹第 23奈草案吋,特別報告貝指出,垓無草案除其他外,將規定

肘与水有失的危險和緊急情況迅速友出苦根,逐將要求在其領土內戶生与水有失的

危險或緊急情況的水道回立即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消除或篆解垓危險或情況并防

止肘其他水道回造成損害.

65U 淡到遠一同題的大多數委員都支持第 22和第 23奈草案的主旨,支持

村分寺題采取的患方法,其中包括在奈款草案中綜合赴理所有种美的危害与危險的

方法.

6田  可是有些委員汏力,特別寺艮告長在其第五次根告中提出的材料不全是

有失朕的,不一定能得出所提出的錯滼和奈款草案.至于特別根告長提出的奈款草

集中是否要有次圾規則,規定達反水道目的某些又夯的后果同題,大多數委貝不簽

成送祥做,理由是速套使奈款草案复染化,使草案失去平衡,逐持不道些地拖長委

貝舍夫于本音題工作的吋同.特別拫告長表示同意速种意兄,他悅他不打算迸一步

研究速今同題°不避,有人次力,反正柔款草案最后患位垓有次圾規則的,遠方面

的工作位垓与因家責任寺題以及夫于目眛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襁害性后果的

固隊責任寺題的美似工作取得林琱。

652 有人坪淹悅,大規模文害情況的銓瑜表明,必須作出全面的反庄,逐

用私人的財力物力以及政府和固豚組欽的財力物力,特別是迋用些代科苧技木的多

种优越奈件.

653 也有人指出,所帶的狄逛怭定載有非常不同的叉夯,不 能作力速介飯

域刁慣規范的基砧。其他委員以力,特別拫告貝所引用的原始材料至少能指出固狋

法的一些些代的超勢,委 員套座垓考慮.

654 有人怀疑,特別根告員所引用的取迪奈的和案例能否作力似洪的多道

朱釣的道些先例。一位委員回答悅,引 用取迪奈的央跩似乎是正确的,因力已知的

河流同題通常都是在汊道夫系中戶生的.特別根告長在患錯中同意速一魚,但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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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赴理速共同題的多迪紊的的例子,即 198。 年建立尼日本河流域管理局的公

的.田ε

655 有些友言人表示忕力,似洪的荼款草案清楚地說明水的使用和土地的

使用的相互米系,送怔明有必要去掉
‘
系統

”
一洞前后的方括咢.

656 有人汏力,坏境保伊所需要的責任杯准泣比特別報告見所沒想的棒准

更高一些.根据一位委長的意凡,甚至在自然文害的情況下,也位沒想有某种程度

的責任.

659 一位委員汏力,奈款草案不庄垓肘回家規定一些預先就知道由于引起

与水有夫的危害的因素昇常复染回家元法履行的〤秀.如何庄付和朴救速种狀況,

亦法就在于教育、援助、預防、侍授豋驗和技木.

658 另一位委員建洪,第 22和 23荼草案均位按照如下方式重新琱整緒

构:遠兩奈首先庄規定通知的火夯,第二位規定各水道目位采取的措施,第三位規

定碟合的集体措施.特別報告貝悅,正如所研究的因狋怭定表明的,有失第 22奈

草案所赴理的同題,其最基本的〤夯是合作的〤夯.因 此,類倒速一火夯与其執行

手段的位置,似乎不妥,除非委員全希望速祥做.

659 第 22奈草案:大部分委員變同第 22奈草案的主旨.但一些委貝村列

入垓奈或垓奈第 3款是否有用提出疑同,其理由是第 8奈 已充分涵蓋遠一同

題.2Bg 肘第 22奈 的用悟其中包括其柝題,提 出了各种各祥的同題.‘危害
”
一

洞,其中包括垓洞其他浯种的翻烽被汏力存在同題.多 數淡到垓同題的委員忕力,

‘
其他不利影晌

”
一悟遊于先銃.特別拫告見表示同意最好能明确用悟,但指出要找

出可包括第 22奈所涉一切現象的一般用悟是十分困堆的,特別是送些現象其杯上

常常都是相互瑛系的.

66。  第 1款 :有人表送了遠祥的現魚:第 1款所提到的一系列同題肯定不

是洋冬元遺的;伙水侍染的疾病被扒力是一介位垓包括在內的附加同題.特別報告

mB 
琺合目,《夫于目隊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奈的:非洲》, 自然烡源和水生串

第 13母 〔出售品編景:E/「 84〢 A7),第 56兵。
田9 

兄上文腳注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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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思管由于速一同題的重要性,同 意可在第 22奈 中明确提及垓同題,但提醒大

家,在一今鋼要林定中斌四似汀一介洋冬元遺的清草是不适宜的,因力速必然套忽

略一些村某些目狋水道而言板力尸重的同題.

661 一些委員村
‘公平的

’
合作送項概念友表了一些意兄.有人建洪刪除速

一用活,或用
“
按照本公的的規定

”
一活代替.逐有人建洪增朴其他形式的合作,包

括相互僕付.但其他委員則支持使用
‘公平的

’
一洞.正如特別根告長強惆的那祥,

使用速一田所根据的想法是,在确定每一水道固各自肘預防或璦解与水有夫的危害

和危險作出的
‘
貢猷

”
時位考慮到一切有夫因素.有人指出,‘公平的

’
一洞未出現在

第 23荼草案第 3款.特別扳告見在肘此答复吋悅,如將垓洞列入垓款,他沒有昇
-●

9t.

662 一位委員建以在第 1款 中增加
“
特定回豚水道系筑的情況所需要的

”
一

浯.特別拫告員悅,他不反肘送項增加,因 力他汏力,送將确保垓款包括多种不同

美型的水道及赴于不同友展險段的回家的需要.

663 夫于第 22奈第 2款 (a)項 ,一位委員就速一款同第四十屆套坡暫時

通避的、涉及定期交換數据和資料的第 1U奈2gU 之同的夫系提出了同題。他建

以,在垓款中提及第 1U奈 ,并規定更絰常地交換夫于第 22和 第 23兩奈所涉向

題的有失效据和資料.

664 有人提出意兄,汏力庄找出另一介洞未代替
“
同題

”二字。逐有人提出

一介一般性意兄,即 最好村 (a)項案文加以澄清.

665 夫于第 2款 (b9項 ,一些委員要求澄清
“
錯构性和非錯构性

”
一悟的合

〤.特別拫告見強惆悅,送些洞浯只是指拷如水圾、筑堤等一美的有形緒构.他遜

悅,力澄清速一魚,可用例如下面速祥的活代替此悟:“⋯⋯共同措施,元淹是否包

括工事建筑
’

.

666 第 2款 (c)項 :一位委員汏力,本項虛更加筒明.他逐建洪用
‘
送行

’

代替
‘
編耳

’
一洞.但垓建洪遭到委貝合另一委員的反肘.

667 第 3款 :正如已銓指出的那祥,有人扒力第 3款沒有必要,因 力第 8

四°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3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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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 (不造成明昱擻害的〤夯)已充分包括送一同題.夫于咳項的多數意見都涉及幼

芾同題.例如,有人建洪在
“
措施

”
一洞之前加上

‘
其狋

’
的字祥;一些委員傾向于使

用
‘
領土

’,而不是
“
管轄或控制

”.有人透建以在
“
戶生

’
一洞之前加上

‘
可
’.逐有人

建快提及
‘
草狘和集体措施

’.有人扒力,可用
‘重大板害

’
代替

‘
明昱振害

”
一悟.逐

有人指出,‘⋯⋯的送行,均不致引起⋯⋯”
一悟似乎相些免肘.特別根告長表示,

村送些修改意兄需要汏真申快,他粹在起草委員舍中提出速些意凡.

668 第 23奈草案,送一奈的主旨得到了ㄏ泛熒同.思管一些委員發同討

‘
榮急情況

〞
加以界定的意凡,但相反的規羔汏力,緊急情況患是具有特殊性,因此

不能加以界定.逐有人指出,或汻可通逮在第 1款中,而不是第 3款中提及防止

同題來肘垓同題加以強惆°有人汏力,最好將有夫水道污染的所有規定全列送恭款

草案的一市中.

669 第 3款 :思管肘第 1和 第 2款的坪淹基本上是文字性的,但村速一款

的村梵卸涉及各种各祥的同題.‘地區內的回家
”
一悟被汏力含糊不清,因 此須加以

澄清.与 此同時有人指出,村此同題采取速一方法具有不必要的限制性,因力它沒

有考慮到不在受影晌地區肉的回家自愿提供援助的情況.

69U 有些委貝指出,非本來款些事方的回家和固隊組象不受本奈款的的

束.有人建以,可通逮重新似汀本款,說明非些事方不受速些又夯的的束,來解決

速一同題.特別寺艮告貝肘此表示樊同.

69●  有人建洪,庄鼓肋抈有某种技木如遙感能力的回家,通逮提供數据 ,

如有失洪水頂板的效据,向 可能受影晌的回家提供援助.大家提出了若干文字同

題,如有人肘
‘冬量減少

’
一詞提出了疑同;逐有人建洪把

‘
位
’
改力

“
位些

”
.

672 夫子接受外部援助同題,委 長們恙的看法是,冬管草案中不庄規定遠

种又努,但可鼓肋回家接受速种援助.

673 一位委員提出一介新奈款 (第 23奈之二),垓奈特作力一今保障奈

款,并鼓肋受影晌的水道囝接受援助.有人透提出規定通道何种方式給予援助的同

題.特別報告長在其t惡 結中肘一位委員的如下建洪表示興同,即柔款草案可規定鍗

的方召幵定期舍洪或特別舍以,以赴理一切共同的同題,他透提到夫興患林定范園

內的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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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合作气候 .

675

面 .

有人在淡到友生文害和緊急情況吋的相互援助吋,提到改善了的目豚

他指出,肘速种气候位捕之以故期的法律措施,特別是目隊1.1定 .

至于第 23奈第 4款 ,有人強琱似汀和拭行泣急汁別是本奈最重要的方

676 大于肘另一水道回采取的保伊措施予以朴僕同題,有人指出,由 于朴

佳 1.● 題主要取決于特定的情況,事先提供确定的答复央豚上是不可能的.透有人悅

如果另一國主要是力有失回家的利益央施措施,朴僕同題是不言自明的.有人鬥朴

僕是泣在文害友生前,逐是在文害友生后提供.逐有人指出,除非規定朴僕 〔捐

助)狋准,否則朴儅的概念是毫元用赴的.有人建快,在央施保伊措施前座同保伊

的可能受益者1.1商.逐有人錯合后一蕉建以,朵款草案本身可規定,或鼓肋至少在

某些情況下迷成接受援助的柲洪:如有遠种事先同意,便不必迸一步封梵垓同題.

2 奈款草案的第七和第八部分

679 特別根告長第五次根告中提洪的第 24和第 25奈的案文如下:

第七部分

与航行使用的夫系和在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

第 24奈 航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同的夫系;在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

1 如元相反的+.-洪 ,航行或任何其他的使用均不肘其他的使用享有固有的优先地

位.

2.在回狋水道 〔系統〕的各种使用相互沖突吋,位 91送些使用連同本奈款草案第

6和第7紊夫于特定水道的公平利用有失的其他因素一并加以叔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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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固隊水道的惆市

第 25荼 目狋水道的琱市

1.水道目位送行合作,以查明琱市固豚水道的需要和可能性.

2.如元相反的林洪,水道目庄公平地參与它們同意草獵或共同送行的惆市工程的

共建和籬修,或公平參与其表用的支付.

678 特別報告長在肘第 24和第 25奈草案送行口共介紹
291 

吋指出,第

24荼主要規定,一般悅來,沒有哪种回隊水道的使用自然享有优先于其他的使用

的地位.在送方面,航行与其他的使用并元匡別°此外,各种使用友生的任何沖突

均須按照第6和 第7荼的要求杈衡所有有失因素加以解決.

679 特別寺艮告貝建洪,鑒于力了例如家庭用途和衣ㄓ用途,遜力了保伊坏

境而使水辰保持在足鉹高的水平上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強,委員套可能愿意考慮指明

位在杈衡避程中給予某些因素更多的注意.

68U.第 25奈草案強琱琱市目豚水道和水道回在速方面送行合作的重要性°

特別根告貝強碉,‘琱市
’
一洞在固豚水道范園內具有特定的技木含〤,因此不位予

以戶叉的解釋.他解釋悅,垓洞指的是,力預防有害影晌,及冬量拼大放水道中荻

得的利益,而通道工程或其他措施控制水道的水.

681 特別拫告貝強惆指出,琱 市目隊水道是管理白狋水道系統的最重要的

方面之一.速介同題比他第五次扳告第一璋 (与水有失的危害和危險)所涉及的同

題逐要戶,因力它不仗夫系到預防水的有害影晌同題,逐夫系到戶生并增強水的利

益的同題.特別根告見提靖委貝套特別注意其根告中夫于遠方面目家央踐的敘迷

(A/CN4/42● 和 Add1和 2,第 131至第 138段 ),他汏力,速充分表明了各

固及苧木困体肘惆市囝怀水道同題的板大重視.

四1 
兄第 2126次套以 (第 82段起各段)和第 2133次舍洪 (第 23段起各

段× 《1989年⋯⋯年盤》,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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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特別拫告長逐悅,委員套或并愿意考慮可否在第 25奈第 1款中增加一

項規定,要求水道目按照任一方的清求,就琱市水道的需要和可能性同題相互林

商.

683 最后,特別技告長表示,他希望委員舍在下屆套以上將在全体套坡和

起草委員全中力常洪速一昔題分配充足的時同,以使其其現在 1991年本屆委員任

期錯末時完成本奈款草案一旗的目杯.

C 夫于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奈款草案

委員套至今力止暫時通避的奈款草案案文

684 委員舍至今力止暫時通道的奈款草案案文照暴如下:

第一部分

早 言

第 1奈  〔用悟〕2g22ga

第 2奈 本奈款的范目

1 本奈款道用于力航行以外目的使用回隊水道 〔系統〕及其水,并道用于同使用

遠些水道 (系 統〕及其水有失曲莽伊措施。

2 力航行目的使用目豚水道 〔系統〕不扁于本奈款的范固,但其他使用影晌到航

四2 
委員舍 198U年第四十二屆套洪接受了一介夫子

‘
回隊水道系統

”
一悟含

又的哲吋的工作假沒.垓假殶載于如下的說明之中:

‘
水道系統是由河流、湖泊、逐河、冰河、地下水等水文組成部分合成,由于

它們之同的自然夫系,速些部分构成一介整体單元,因 此,任何影晌到系統一部分

水域的使用就可能套影晌到另一部分的水域.

“
目狋水道系統

’
是指其組成部分位于兩介或兩介以上回家的水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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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受到航行影晌的情況除外.

第 3紊 水道固

力本來款的目的,水道目系指某一日豚水道 〔系統〕一部分位于其領土內的目

家.

第4奈  〔水道〕〔系統〕林定

1 水道固可汀立一項或多瓨按照某一特定固怀水道 〔系統〕或其一部分的特征和

使用道用和淍整本奈款的規定的林定。力本奈款的目的,速种怭定位林力 〔水道〕

〔系統〕林定.

2 兩介或兩介以上水道固之同締結的 〔水道〕〔系統〕林定,位規定其所道用的

水的范園.送种+.+定可就整介回隊水道 〔系統〕或其任何部分汀立,亦可就某一特

定項目、方案或使用訂立,但 以一介或一介以上的其他水道因村垓固豚水道 (系

統〕的水的使用不受垓1.●定明並不利的影晌力限°

3 如果某一水道囝汏力因力某一特定目隊水道 〔系筑〕的特征及使用而需琱整或

道用本恭款的規定,水道目庄迸行柲商.以期力鍗錯一項或多項 〔水道〕(系 統〕

林定而迸行城意的淡判.

(注 292致 )

‘
如一日水域的某些部分既不影晌肘另一日水域的使用,也不受使用另一因水

域的影晌,則速些部分不庄被視力包括在目隊水道系銃內.因 此,如系統內水域的

使用互有影呴,測 在速介范園內也只有在遠介范日內,垓系銃成力固豚系統,所

以,水道的目豚性是相肘的,而不是銫肘的.’

《●98。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U8頁 ,第 9U段 .

四3 委長金 1987年 第三十九屆套洪同意哲吋撇升第 1朱 (用 浯)同題和
‘
系

統
’
一浯的使用同題,并在委貝舍第三十二屆套快 (198U年 )所接受的哲吋工作

假設的基砧上雞妓其工作.因 此,‘ 系統
’
一洞在通篇奈款草案中全置于方括手之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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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U—

—



第5奈  〔水道〕〔系統〕怭定的些事回

1 每一水道圄均有杈參加道用于整介目隊水道 〔系統〕的任何 (水道〕〔系統〕

怭定的波判,并成力垓怭定的些事回,以及參加任何有失的1.1商 .

2 如水道目肘某一日眛水道 〔系統〕的使用可能因執行只适用于垓水道 〔系統〕

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特定項目、方案或使用的似洪中的 〔水道)〔系統〕林定而受到

明昱影晌,則垓水道目在其使用因而受到影晌的限度內有杈參加夫于速一林定的柲

商和淡判,并成力其些事因.

第二部分

一般原則

第 6奈 公平合理的利用和參与

1 水道固庄在其各自飯土內公平合理地利用某一日防水道 〔系統〕.特別是,水

道固在使用和幵友某一日狋水道 〔系統)時 ,位看眼于央現与充分保伊垓目隊水道

〔系統)相一致的最佳利用和受益.

2 水道固泣公平合理地參与固豚水道 〔系統〕的使用、幵友和保妒.速种參与包

括本荼第 1款所規定的利用固隊水道 〔系統〕的杈利和第⋯⋯奈所規定的在肘其

加以保拼和幵友方面送行合作的叉夯.

第 7奈 与公平合理利用有失的因素

1 在第 6恭 的含〤范園內公平合理地利用固隊水道 〔系統〕需要考慮到所有有失

因素与情況,其 中包括:

〔a) 地理、水道、水文和气候因素和其他自然性嚴的因素;

〔b) 有失水道目的社舍和絰漭需要;

(c) 一介水道目使用固豚水道 (系 統〕肘其他水道目的影晌;

〔d) 肘目隊水道 〔系統〕的現行使用和可能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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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回坏水道 〔系統〕水資源的莽伊、保伊、幵友和市的使用,以及力此而

采取的措施的費用;

σ) 某項卄划使用或現有使用有元其他价值相些的各述方案.

2 在道用第 6奈或本奈第 1款吋,有夫水道固垃在需要吋本看合作的精神送行

林商.

第8奈 不造成明昱根害的〤夯
2出

水道固庄以不致肘其他水道目造成明昱技害的方式利用回豚水道 〔系統〕.

第 9奈 一般合作〤夯
2gs

水道因泣在主叔平等、領土完整和互利的基砧上送行合作,以便央現固豚水道

〔系統〕的最佳利用和充分保妒.

第 1U柔 定期交換數据和資料
296

1 依照第 9奈,水道目位定期交換夫于水道 〔系統〕狀況,特別是夫于水文、气

象、水文地廣和生杰性辰的、一般可得到的數据和資料以及有夫的預根.

2 如果一介水道因要求另一介水道固提供不厲一般可得到的數据或資料,后者位

冬力滿足速种要求,但可附有紊件,即提出要求的回家需支付搜集及在道些情況下

赴理遠些教据或資料的合理葵用.

3 水道目位冬力以便于接受數据資料的其他水道日利用垓效据資料的方式搜集并

在道些情況下赴理數据和資料.

四4 
本奈是以前任特別根告長在 1984年提出的第 9奈草案力基砒重汀的。

四5 本奈是以特別根告長在 1987年提出的第 1U朵草案力基拙重汀的。

2g6 
本奈是以特別報告貝在 1988年提洪的第 15“ 6〕 荼草案力基拙重汀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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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汁划的措施

第 11奈 夫于卄划的措施的情況

各水道囝庄就卄划的措施肘水道 〔系統〕狀況可能戶生的影晌交換情況和相互

+.●商.

第 12奈 夫于可能造成不利影呴的汁划的措施的通知
2g,

一介水道目在拭行或允汻執行可能肘其他水道固造成明昱不利影晌的汁划的措

施之前,泣及吋向送些回家友出通知,并同時提供現有技木數据和資料,以便使被

通知目能姼估价卄划的措施可能造成的影吶.

第 13奈 肘通知作出答复的期限
2gB

除另有林以外,按照第 12荼友出通知的水道因泣容許被通知回在六介月的期

限內肘汁划的措施可能造成的影晌送行研究和估价并將錯梵告知友出通知的水道

目.

第 14奈 通知回在答复期限肉的〤夯
2gg

在第 13奈所迷期限內,通知固位与被通知固合作,些后者要求時泣向其提供

力迸行精确估价所需的其他任何已有的數据和資料,未絰被通知回同意,不得執行

或允許執行汁划的措施.

即 本奈是以特別扳告貝在 1987年提出的第 11茶草案力基袖重汀的.

2g8 
本荼是以特別根告貝在 1987年提出的第 12奈草案力基砧重汀的.

mg 
本奈是以特別報告長在 1987年提出的第 12奈草案力基砒重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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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紊 肘通知的答复
3°°

1 被通知目立將共結稔冬早告知通知目.

2.如果被通知固人力執行卄划的措施持不符合第 6或第 8無的規定,垃在第 13

奈規定的期限肉向通知目提出罔迷送种錯淹的理由附有有失文件的說明.

第 16奈 肘通知不作答复
3田

如果通知回在第 13荼規定的期限肉未收到根据第 15奈第 2款告知的錯站 ,

Jlll通知回在不違反其依第 6和 第 8茶所久〤夯的奈件下,可按照友給被通知目的

通知和任何其他數据和資料看手執行卄划的措施.

第 19奈 夫于卄划的措施的林商和淡判
sU2

1 在按照第 15奈第 2款告知結稔的情況下,通知回和告知結梵的回家座送行林

商和淡判,以期公平地解決速种局勢。

2 第 1款規定的+.-商和淡判,位在各目必須城意地合理照碩其他回家的杈利和正

些利益的基砧上送行.

3 在送行怭商和淡判的避程中,如果被通知回在按照第 15奈第 2款告知錯稔吋

提出要求,通知目在不超送六介月的期限內,即不位拭行或允許執行汁划的措施.

第 18奈 沒有通知吋的程序
班

●.如果一介水道固有确央理由汏力另一水道固正在汁划的措施可能肘其造成明昱

的不利影晌,前者可要求后者道用第 12奈的規定.提出速一要求吋座同時提出用

迷上迷扒氓的理由附有有失文件的說明.

3°° 本奈是以特別拫告長在 1987年提出的第 13奈草案力基砒重汀的.

BUn 
本紊是以特別報告長在 1987年提出的第 14紊草案力基砒重汀的.

BU2 
本奈是以特別報告長在 1987年提出的第 13奈草案力基砧重汀的.

BU3 本奈是以特別報告長在 1987年提出的第 14奈草案力基砧重汀的.

——
274—

—



2 如果正在汁划送行措施的回家仍人力它沒有叉夯按照第 12奈友出通知,它庄

告知垓另一日,同 時提出罔迷遠一忕氓的理由附有有失文件的說明,如果送一汏氓

不能使垓另一回滿意,則有失回家座根据垓另一目的要求迅即按照第 17朵第 1和

第 2款指出的方式送行林商和淡判.

3 在怭商和淡判期同,如果垓另一日在要求幵始怭商和淡判的同時提出送种要

求,則正在卄划送行措施的回家位在不起避六介月的期限內避免執行或允忤執行卄

划的措施.

第 19奈 緊急執行汁划的措施3U.

1 如果力了保伊公共工生、公共安全或其他同祥重要的利益,汁划的措施的執行

具有极端緊急的性廣,則思管有第 14荼和第 19寨第 3款的規定,卄划送行垓項

措施的回家仍可在不達反第6和第 8荼 的奈件下立即執行垓項措施.

2 在上逑情況下,位 向第 12奈所提到的其他水道目友出夫于措施的緊急性的正

式芹明,同 時提供有失的效据和資料.

3 卄划送行垓項措施的目家在其他回家清求吋,庄迅即同它們按第 17紊第 1和

第2款指出的方式送行1.1商和淡判。

第 2U奈 村目防或安全至夫重要的數据和資料
3° 5

第 1U至第 19奈的任何規定均不使水道回承但火夯提供肘其回防或安全至夫

重要的數据或資料.但垓目庄同其他水道目送行城意的合作,以期冬量提供在速种

情況下可能提供的資料.

第 21奈 同接程序

在水道固之同直接瑛系有尸重障磚的情況下,有失的回家庄通避它們所接受的

3U. 
本柔是以特別技告貝在 1987年提出的第15奈草案力基砒重汀的.

BU5 
本來是以特別根告貝在 1988年提玟的第 15〔 16)奈草案力基砒重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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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同接程序送行第 1U至第 2。 奈所規定的任何數据資料的交換、通知、告知錯

梵、林商和放判.

D 清求提出坪站的同題

685 委員舍砍迎各目政府在第六委長舍或以串面形式提出意見,特別是肘

特別根告貝提決的第 22和第 23奈草案提出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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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幸

回家和回隊組象同的夫系

〔寺題的第二部分)

A 早言

686 目隊法委員舍肘題力
‘
回家和固隊姐象同的夫系

’
遠一寺題的研究工作

分力兩部分.委員舍就第一部分夫于各回班回豚組欽代表的地位、特杈和豁免同題

于 1991年 第二十三屆套以上申快完半后,通道一姐奈款草案,并提交給大

套
3Ue .

687 大舍后來特夫于寺題第一部分的奈款草案送交 1975年于堆也納召幵的

一次外交套以,垓套以通避了《籬也納夫于回家在其肘普遍性回豚＿rn象夫系上的代

表叔公的》.3°’

688 因豚法委員舍 1976年第二十八屆套快幵始常快本寺題即
“
回家和固豚

現象同的美系
’
的第二部分,速一部分涉及固狋組象及其取見、寺家和其他不作力

圖家代表參加其活功的人長的地位、特叔和豁免.3°
B

689 在委貝合第二十九屆舍快 〔1977年 )和第三十屆套洪 (1998年 )前

任特別根告長已故的阿卜杜勒 .埃里安提出了初步報告和第二次根告,3°
9 

委見

BU6《
199● 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84頁 起各頁,文件

A/841U/Bev1,第二章 c和 D市 .

3°’
瑛合回,《 1995年法律年盤》(出 售品編咢:E79V3),第 87烎 .

m日 《19,6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π64頁 ,第 173段 .

3°9《 ●g,7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139頁 ,文 件

A/CN4/3U4;和 《●978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263頁 ,文件

A/CN4ˊ 311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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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肘兩份報告及時送行了常快. 田。
69U 委員舍在其 1979年 的第三十一屆舍快期同任命菜昂納多.迪工斯一因

發雷斯先生力本寺題特別報告長,前任根告長阿卜杜勒 .埃里安先生因些逸目隊法

院法官而辟取.3η

691 由于委員套遵照大舍的建坡,把完成其工作汁划中似汀有失奈款草案

的工作已銓取得較大迸展的若干寺題的研究放在优先地位,所 以,委貝全在 198U

年的第三十二屆套決上,和隨后兩屆套以上均未看手赴理遠介寺題.只是在 1983

年的第三十五居套以上,它才重新幵始夫于本寺題的工作.

692 委員舍在其第三十五居套以上以現任特別根告貝提交的初步報告
印2

力基砧重新幵始常快速介寺題.

693 在初步根告中,特別根告見何要敘迷了迄今力止委員套就速介寺題所

做的工作,其 中指明了在甘梵前几次拫告時提出的同題.is 和概逑了委員套就研

究本寺題位采取的方法作出的主要決定.到 6

694 在委員舍肘特別拫告貝的初步根告
3”  送行的廿梵中,几乎所有委貝

都強琱指出,特別報告員位有相些程度的自由并庄板其瑾慎地行事,努力村送介告

題采取一种汫究共效的亦法,以避免送行冗故的苧本性和理淹性甘梵.

695 根据特別拫告見在甜站錯束吋送行的患錯,委長套得出如下錯梵:

(a) 委長舍庄看手研究
‘
回家和回隊組欽同的夫系

’
音題的第二部分;

印
。夫于委員舍村兩介技告的甘梵情況概要,所得緒梵,秘串赴采取的行功,

兄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5U-51丌 ,第 199-2U3段 .

即. 《1999年 ......年 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89丌 ,第 196段 .

卸2《 1983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η 烎,文 件

A/CN4/37U.
印3同上,第 228更 ,第 9段 .

印4同 上,第 ●●段.

卸6兄 《1983年 ,..⋯ 年盤》,第一卷,第 237丌起各更,第 1796至第 1798

次全快和第 1999次套快 (第 1至第 1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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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速項工作位板力申慎地迸行;

(c9 鑒于速項研究立包括區域性組數,委員舍送行本寺題第二部分的初期

工作中庄才大若眼庶.至于今后編祭時是否包括速染姐致,只有在研究工作完成后

才能最后決定.

〔d9 肘寺題內容,如确定本寺題的工作次序以及是否宜于分險段送行研

究,也庄同祥伊大看眼范園;

(e) 位些靖秘半赴修汀 1967年編每的題力
‘
耿合目、各寺∥机构和圄隊原

子能机构夫于其地位、特叔和豁免的慣例
’
的研究擬告,山6 

修汀吋位參照肘朕

合目法律碩同于 1978年 3月 13日 隨函寄給各寺Π机构和原子能机构的惆查表的

答复.琱查內容是夫于速些机构的地位、特叔和豁免,但不包括有失各固代表的事

項.速次的琱查表是肘 1｜965年 1月 5日 友出的同一寺題琱查表的朴充;

() 垃些清耿合因法律碩同及出美似于把分及給各寺鬥机构和原子能机构法

律頑同的美似琱查表寄給各匹域性組奴的法律碩同,以便收集与通避分別于 1965

年和 1978年青給瑛合目音Ⅱ机构和原子能机构的兩份琱查表所狹取的相同的資

料.印 9

696 委員套在 1985年第三十七屆舍以上常快了特別根告員提交的第二次扳

告.助8 
特別報告長在其第二次報告中討淹了回豚組珠的概念和肘本寺題未來奈

款草案的范園可能采取的方法同題,以及回隊鉏象的法律人格和由此戶生的法律叔

力同題.至于后一同題,特別根告長向委員套提出一介共有兩介各逸形式方案的奈

Bi6

Add1

319

A/38/1U,第 277段 .

印B《 1985年 ⋯⋯年鈭》,第 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391矛⋯Add● .

《︴969年⋯⋯年盤》,第 二卷,第 154丌 ,文件 A/CN4ˊ L118和

和 2.

《●983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81烎 ,文件

第 1U3更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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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草案. 鉗9 委長舍逐收到了秘串欺位委員舍要求 〔兄上文第695(e)段)編

丏的一介朴充研究投告.垓拫告是以耿合目法律碩同就各寺ㄇ机构和原子能机构的

地位、特杈和豁免的慣例同題向遠些組絮的法律碩同友出的琱查表所得到的答复

(A/CN4/L383和 Add1-3)力 基拙編每的. 32°

697 委長套常快了速介寺題,集中村梵了特別救告長在第二次拫告中所涉

及的同題.

698 委員全在討淹錯束吋得出如下結淹:

(a) 委員舍就本寺題送行了有益的辦淹,并肘特別投告貝力使委員全能在

有失本音題的工作中取得重大送展所作出的努力以及肘他提靖委貝套就下一步采取

的措施作出決定所表現出的炅活性表示焚賞;

(b9 由于在本屆套以上可用來甘站本寺題的時同很短,委 員舍未能在速一

險段就特別根告見提出的奈款草案作出決定,位垓在委員合第三十 0́屆全以上盤袋

送行村梵,以便使更多的委貝能姼就此同題友表意兄;

(c9 委貝全期待收到特別甘艮告貝表示打算在第三十八屆舍以上提交的根

告:

(d) 在遠方面,特別根告貝立考慮到委員舍委長就將草似的夫于本音題的

奈款草案的可能范園友表的意兄,研究有元可能在委員套第三十八屆套以上提出具

体建快;

(e) 特別根告貝逐可考慮有元可能在委員舍第三十八屆套以上提出他打算

就本青題似汀的各項無款草案所涉事項內容的鋼要:

Θ  秘中赴如能在第三十八屆舍以上將肘上文第 695“)段中提到的惆查

表所作答复的副本送交委員舍委員將是十分有益的.3刉

印9垓
奈草案案文兄 《1985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7更 ,腳

主主252.

鈕° 《1985年 ⋯ ...年 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145烎 ,文 件

A/CN4ˊ L383矛°Add1-3.

3幻 《.985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7頁 ,第 26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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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 特別報告長在 1986年第三十八屆合以上向委貝套提交了夫于本寺題的

第三次根告,3〞  由于沒有時同.委員套未能常洪垓根告.

7UU.委員舍在 1987年第三十九屇套以上常洪了特別拫告長夫于本寺題的第

三次根告 (兄 上文第 699段 ).委 員全逐收到了秘#赴 編每的一份文件

俗┬/L匚G/17),垓文件逐介同題地敘途了秘串赴收到的目隊組象肘駁合回法律

碩同 1984年 1月 5日 友給它們的夫于其地位、特杈和豁免同題的琱查表所作的

答复 (兄上文第 695〔)段 ).

7U1 在其第三次根告中,特別報告長分析了在大套第四十屆套洪第六委員

套和目隊法委長全第三十七屆套以上有失速介昔題的辦淹,并瓜速些辦淹中得出若

干錯梵.同祥,他提出了肘本寺題范目的几焦考慮并遵照委員套的靖求,向它提交

了特別根告長打算就本寺題似汀的各項朵款草案所涉事項內容的鋼要°3”

9U2 在常以特別報告長的第三次報告時,委 員套就寺題的各介方面,渚如

322《 1986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163丌 ,文 件

A/CN4ˊ 4U1.

3田
特別根告長第三次報告提交的鋼要如下:

“
一、固隊鈕欽的持杈和豁免:

‘A 非財政方面的特叔和豁免:

‘
〔a〕  法律坼忪豁免;

‘(b9 房地的不可侵犯性,回 隊姐數村速些房地的控制扠;

‘(c9 其財戶和資戶免于搜查以及任何其他形式干扰的豁免:

‘(d) 其梢案文件的不可侵犯性;

‘(e9 通信淡施 (密碢的使用、由信使或用邯袋送友信件等)方面

的特叔和豁免;

‘B 金融財政方面的特杈:

‘(a) 免除賦稅;

‘(b9 免除夫稅;

“(c9 袋市管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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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草案的范田、特別根告長提出的鋼要的現央意叉以及今后持采用的方法交換了

意兄.

7U3 銓避意几交換,委員舍決定要求特別拫告長根据其第三次根告中所載

的寺題鋼要制定的指早方針并且依照在委見舍第三十九屆舍以上用迷的意見,雞裝

村本寺題的研究,并且希望他在道些的時候提出一組荼款草案.夫于將采用的方

法,特別根告貝將自由地采用在意兄交換H+所提及的各种做法的綜合性方法,即編

寨或者系統地整理上述鋼要所迷的各領域中現行的規則和慣例,在可能吋查明上迷

每介領域中現有規范方面需要有法律規定的漏洞或具体同題,以便在上迷同題上逐

漸友展圄豚法.

B 本屆舍快常快速介青題的情況

7U4 委員舍在其 1989年第四十一屆舍以上雞紋村本音題的常洪,并且已收

到了特別根告長的第四次根告 (A/cN4/424和 C。 rr1〕 .

(注 323致 )

‘(d) 銀行存款;

‘二、取長的持叔和豁免:

‘A 非財政方面:

‘
〔a9 公分行力的豁免;

‘(b9 回家服役火努裕免;

‘(c) 移民限制和外囝人登泥豁免;

‘(d) 行政官和其他高豕取長的外交特杈和豁免;

‘(e9 友生因隊危机吋遭返的便利;

‘B 金融財政方面:

‘(a) 免除薪金和根酬稅;

‘
〔b9 免除夫稅.

‘三、力目怀鉏豕執行任夯的青家或者与之有公夯耿系人長的特叔和豁免.”

-︴
田 一



7。5 特別拫告長在其初次報告中提及,在大套第四十二屆舍以期同,第六

委員全村本寺題所提出的一些意兄,具体涉及到固狋組象的概念,回 你組奴的法律

行力能力以及共特杈和豁免,他遜特別提及回狋組象的法律坼忪豁免,其財戶、資

金及姿戶的地位以及其財戶和房地的不可侵犯性.特別報告長在根告中提交了 11

奈奈款草案 (第 1至 11奈 ),324 組成草案的第一、二

一

三部分,涉及一般規

定、法律人格和財戶、資金及資戶.

7U6 但是,由 于吋同不足,委 員套未能在本屆全以上研究本寺題.然而,

委員套汏力技好的做法是由特別根告貝介紹其報告,以便促迸在下屆舍洪上肘本寺

題送行甘梵.

9U7 特別扳告貝在 1989年 9月 9日 委員舍第 2133次舍以上口共介紹了其

第四次報告.

1 一般評梵和回隊組數的定火
鈕5

7U8 特別拫告長指出,二十世紀下半吋的特魚是世界各人美群体之同更大

324案
文兄下文腳注 325、 332和 335.

3巧
特別根告員第四次根告提交的荼款草案第1至第 4奈如下:

‘
第一部分 早言

‘
第 1荼 用悟

1 力本紊款的目的:

‘
〔a) ‘

固豚鈕象
’
是指普遍性的政府同組象;

“(b9 ‘
現象的有夫規則

’
特別是指垓組欽的組成文#、 据此通避的垓組致

的決定和決以及其已确立的慣例;

‘
〔c9 ‘

普遍性的組象
’
是指耿合固、各寺ㄇ机构、固妳原子能机构以及其

組絮成長和責任均具有全球性廣的任何美似姐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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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相互依存.技木板大程度的友展,以及通訊逐輸手段的避步和日益增故的速

度,使各目人民更緊密地相連,八而賦予他們一种休戚与共的因錯感,不梵他們的

回家地赴何方,都使他們感到扁于同一介人美.速一意洪表現在各回之同的合作,

共同致力于解決或村付,除其他同題外,若干政治、社套、銍漭、生怒、文化、人

道主〤以及技木同題,而這些同題的重大程度是日隊社舍任何一介成見回都沒有可

能草狼解決的.

(注 325換 )

“(d) ‘
組象

’
是指有夫的囝隊組象;

‘(e9 ‘
木道固

’
是指送祥的回家,在垓目的領土內;

“(一) 沒有組象的患部或亦事尖,或
‘(二) 拳行其机构之一的舍洪或其召集的大舍.

‘2 本奈第 1款夫于本草案用悟的規定不妨得其他日隊文串或任何回家目內法肘

速些用悟的使用或所賦予的含叉.

“
第 2朱 本奈款的范園

‘1 本奈款道用于普遍性的囝豚組欽同接受本奈款的因家之同的夫系.

η 本奈款不道用于其他日狋姐坎的事央并不妨磚奈款中按照固豚法不淹本奈款

〔公的〕有元規定均道用的任何規則的道用.

‘3 本奈款 〔公的〕能不阻磚各目之同或回隊組豕之同締豬林定,使朱款 〔公

的〕能全部或部分地道用于本奈第 1款所指回隊姐扒以外的回豚鈕玖.

‘
第 3奈 本奈款 〔公的〕一9目 隊姐豕有失規則的夫系

“
本朵款 〔公的〕的規定不妨磚固怀組象的任何有失規則.

‘
第4奈 本奈款 〔公的〕与其他日隊林定的夫系

‘
本奈款草案(公的〕的規定:

‘(a) 不妨磚回家之同或回家与普遍性固怀組妖之同現行有效的其他固豚浾

定;而且
‘(ω  不位阻磚締錯夫于普遍性目怀組象的特叔和豁免方面的其他日豚林

定.”

-︸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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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U9 力了管制、指早上途合作并使之切央有效,各回采取了它們依照因豚

法所唯一具有的工具:朱的.合作的姐數基砒是奈的,通遊遠一手段,各回确定、

限定它們所同意的合作并使之荻得成效,也就是說,它們建立一今狂立于各目的一

介必不可缺的永久性取能机构以央現期望的目棒:杕法律原理而言,遠林之力賦予

固狋机构
‘
制定親幸的叔力

’.速些机构可比侍筑的外交舍快采取更快的行功并且更

有效.

9●

。
 特別投告貝指出,自 第二次世界大找以來,普遍性或匿域性固隊組坎

的激增促避了回隊夫系的特交.元可否汏.新的回隊法的友展是以各回的多道合作

力基砧的.新的目隊豋游法、固隊刑法、坏境法以及外交法本身都是在送些新的多

逝夫系和各目同合作概念情況下友展演交,速是居住在地球上的各介不同的人共集

因日益相互依放的錯果.遠些交化早致了目豚上村介人的一定承汏及固隊組欽和因

体的建立和日益激增,因此,回 眛夫系最終不再伙仗是各介目家的事情了.

9∥  夫于圄狋姐欽的概念,特別投告長注意到,大多數法苧者變成在委員

套編暴奈的法期同提以的定又,根据垓定叉,‘ 固杯姐象
”
速一木浯意力

‘
由奈的所建

立的、有一部章程和一些共同机构的回家的集体組欽,它具有不同于其成長目的人

格
”
。 326 然而,垓定〤既未被 1969年 《維也納奈約法公的》B27 

果幼,也

未被其后的編集公的采納.以确定垓公的范園力其唯一目的的 1969年維也納公的

第 2奈第 1(一 )款仗規定
‘
固狋組象

”
是指

“
政府同組狄

”.垓定火与琺合目采用的

求浯一致,朕合目的木浯將目怀組象描迷力与非政府組玖截然不同的政府同組扒

(兄 《朕合目先章》第五十七恭).法 目的法苧家、尤其是勒泰教授和孔巴科教授

忕力,目 狋鉏扒是
‘
若干回家同力在某一特定領域送行合作的目的、通道恭的建立

的一介央体,具有其自已的、能移狼立采取行功的机构.’
田8

326杰
拉水德 .菲 茨莫里斯爵士在其夫于奈的法的第一項拫告中提出的第 3

fb)朵草案(㏎ 956年⋯⋯年鈭》,第二卷,第 1°8頁 ,文件 A/CN4/1U1〕 .

32’
耿合目,《奈的集》,第 1155卷,第 31︴ 更.

328 PReVterandJCUmbacav.︳
nst｜ tut｜ onsetre︳ at:Uns internatiUna｜ es.3「ded

(Par〡 s.Pressesun｜ vers︳tairesde「 rance.1985)(coⅡ ect｜ on‘th白 m is’ ).p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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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特別根告貝悅,令人感共趣的一魚是,在汻多法律和政治出版物中就

此同題提以的定火都提到目隊姐奴的三介相同的重要构成要素:(a)以 一份奈的

力基砧,八法律現羔看,它是組成文半,反映在某些領域送行合作的政治意愿;

仙)錯构或組銀要素,它保近垓鈕執行使取能的一定的故期性和穗定性;(c)手

段,即垓組象的取能和取叔,反映它本身相村子其成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在法

律上,此种自主反映在決策机制的存在上,它反避未又反映了垓組舉本身的意愿,

遠一意愿并不一定与其各成長目的意愿相同,爪而怔央其分別的法律存在或法律人

格.

713 特別根告貝遜指出,1947年 《寺Ⅱ机构持叔和豁免公的》〞9 
沒有

排到固坏組象.題力
‘
定叉和范日

”
的第 1奈第 1市仗用了

‘
寺ㄇ机构

”
遠几介字,

并表明它們力所指的那些机构或
‘
遵照先章第五十七奈及第六十三奈与耿合固建立

夫系的任何其他机夫.’垓公釣列拳了送些寺ㄇ机构.

9● 4 固沶法委員舍狄工作的一幵始就采取了夯央的立埸,速种立切早致通

道了 1969年 《籬也納奈夠法公的》.在 1995年 《維也納夫于回家在其肘普遍性

囝豚組躲夫系上的代表杈公的》ss°  和 1986年 《籬也納夫于回家与固妳組象之

同或回坏鉏玖相互同的奈的法公的》BBI 
中可看出同祥的立埸.夫子回家和目坏

組欽目的夫系 (寺題第二部分)的本研究工作采取了垓奔央的立場.特別技告員悅

他提交的根告同祥以此种立切力基詘.

2 目隊姐奴的法律行力能力
aB2

9● 5 特別根告貝指出,各种法律体系自然地确定根据其規則承扒其是有叔

利和火夯的央体.在目隊鈕班建立之前,只有回家被承汏力具有因狋人格的固豚法

329耿合目,《奈的集》,第 33卷 ,第 261烎 .

田
。兄上文腳注 3U7.

sslA/CUNF129/15。

3鈕
特別根告貝第四次根告中提交的第 5和第 6奈草案案文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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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現在,根据回隊法院 1949年 4月 11日 肘耿合目公夯中所受仿害的賠僕案

的咨均意兄,回 豚＿ql絮也享有因豚人格.目 隊法院的意兄悅,‘人格
’
位被理解力指

‘
具有固狋叔利和火夯的能力

’. 3aB

716 此种人格具有并多央隊上的后果.例 如,固 防組欽通避遵守刁慣規

nll、 汀立因豚林定和通逍回隊規范村固隊法的友展作出貢就.它們可能引起固狋責

任,但也可像外交保妒那祥,代表在履行取夯吋受到仿害的取長和代理人提出目怀

索賠要求并行使
‘
取能保伊

’.它們遜可成力固隊仲裁的些事方.因此可以悅,不允

汻固狋鉏象求助于某些常沒机构 (如目豚法院)的規定不合乎因豚社舍已銍送到的

友展險段.

919 特別手艮告長忕力,賦予固隊組欽的人格昱然不可能像回家享有的人格

那祥戶泛.用 回隊法院在上迷咨竘意兄中的活悅:“任何法系的法律主体的性辰或叔

利范園都不一定相同;其性廣取決于社舍的需要‵ 3“  目狋組象的杈力受其組

(注 332袋 )

“
第二部分:法律人格

“
第 5 奈

‘
回豚＿fi玖 庄根据目豚法及其成長目的囝內法享有法律人格。它們泣在符合其

建立文中的范園內有能力:

‘
〔a) 汀多ㄅ;

‘(b9 荻得和哭理功戶和不功戶;以及
‘(c) 提起法律坼忪°

’

‘
第 6 奈

t一
日隊組象締結奈的的能力遵照垓＿rn象 的有失規則和回隊法.”

Ba3 《1949年囝狋法院裁決集》,第 174頁 ,兄第 179頁 .

Bs4同
上,第 178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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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中規定及所久有的一般取能的限定,回狋鈕銀的杈力范園和目防人格展幵了固

豚行政法的新篇章,并使央在因怀法的概念本身友生了特交,使其不再伙俠是目与

目夫系的法律,而且也是目怀姐銀的法律.

9.8 特別根告長指出,國家是固狋法的原始主体,而 目豚鈕狐是根据國家

的意愿成立的,享有次一致的人格;介人則通避目豚鈕舉沒立并且介人有机舍接触

的机制同接享有人格.因 而很昱然,目宗仍赴于囝隊生活的中心.然而另一羔也很

清楚,必須考慮到侍筑念度因回隊鈕象的建立而友生交化的程度,遠种交化篆慢,

但漸迸并穗步地影晌若回豚社舍.整于囝豚社套中的交化,即使回家仍保持固豚生

活中的突出地位,即使主杈概念速一日家的基本扁性將盤幾村整介固豚法有決定性

影晌,但目豚法也不能再錴袋被視力草鈍的回家同的法律.

3 特杈和豁免
3Bs

刀9 特別根告貝指出,除了政府同目坏組班具有的汀的能力 (汀的、扶得

和赴置劫戶和不劫戶及提起法律坼忪的能力〕,朕合目及其寺ㄇ机构逐享有一般性

奈的和患部林定及各輔助文中中承人的某些特叔和豁免.如果一介固豚組躲存在的

理由是建立垓組豕的取能和目的,送些取能要求就必須是用以确定位給予垓固豚鈕

絮的特叔和豁免的范園和程度的主要林准之一,即使不是唯一的杯准.因 而垓姐努

的狂立受到保障的程度就是共行使取能和文現目杯所必需的程度.

3ss特別根告貝第四次拫告中提交的第 7至第 11奈草案案文如下:

“
第三部分:財戶、資金和資戶

‘
第 7 奈

‘
目豚鉏絮及其財戶、資金和資戶,不梵位于何地、由堆持有,位享有肘各种

形式法律坼忪的豁免,它們明示放井豁免的特定案件除外.然而根据理解,放井的

豁免都不包括村任何執行或強制措施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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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U 給予回狋鈕銀特杈和豁免的合理性逐在于回隊組欽的成長回之同平等

的原則.由于回豚組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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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狋組球面前,速些回家必須一律平等.特別是不位有任何回家汏交由組象赴置使

用的資金中表取不垃有的財夯好赴.

(汨三335珞甘)

噶 8奈

1 完全用于履行其公夯取能目的的固豚鈕象房舍不受侵犯.目 隊＿$l努 的財戶、
資金和資戶,不站位于何地、由堆持有,庄免受搜查、征用、沒收、剝香以及任何

其他形式的干扰或強制,不滼是出于政府、行政、司法行功遜是立法行功.

ㄉ 回豚組球位持房舍的地魚、形狀和肩用日期通知水道目.它們逐垃粹撤出房

舍情況及撤出日期通知球道回.

‘3 本奈第 2款規定的通知中的日期,除有失方面另有+.●以外,庄決定何吋幵始

和停止享有本奈第 1款所規定的房舍不受侵犯杈利°’

‘
第 9奈

‘
在不韻害本奈款 〔公的〕的規定的奈件下,固 豚姐絮不得容許其患部成力下

列人長的避雎所:沒法躲連水道回依据法律規定送行逮捕的人,或垓目些局力了拭

行司法判決而查我的人,或 因現行罪行而受到通緝的人,或未道目些局肘其友出了

法院命令或班逐令的人.’

‘
第 1U 奈

‘
在不受任何管制、杜查、規定或者停期的限制的奈件下,

‘(a)回 狋組班可持有資金、黃金或任何种美貨市并可幵立任何貨市的銀行帙

戶,

‘
(b〕 固狋組釩可八一因到另一日或在任何回家內自由特移資金、黃金或貨

市,并可自由地將它們持有的任何貨市兌換成任何其他資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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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特別報告貝遜指出,在界定回豚鈕扒的特叔和豁免方面遜有一介先例

因素.出于可理解的央狋原因,迂去給予熒似組坎的特叔肘于申洪f.A予新組象什么

特杈和豁免速介同題是有用的參照依据.第一批目妳机构一建立就五得有必要給予

它們一些保持,保伊它們不受能干涉其工作的些地目家些局、特別是法官和行政官

長的影晌.回 狋鈕欽因自已沒有領土,便不得不建立在某一日領土上.

722 特別拫告長逐悅,起初特杈和豁免是給予送些机构的取長和代表的,

一般是把他們等同于外交人長.很快,由于目沶組致迅速增多,便盛行起一种新的

理梵.送种有根据的理梵力給予回豚鈕象特叔和豁免提供了理由。遠种理由狂立于

并不同于村于國家來悅的那种夫于特叔和豁免的理由.給予目怀組班及其取長和代

表的豁免基本上依据的是不妨磚公夯原則,速今原Jll的 目的是使他們不受阻磚地履

行其捏久的取責.因 此,据特別根告長悅,遠些豁免和特叔的基砧就是力了固隊社

套的利益履行取黃所必需的猶立性.

723 特別報告貝接若悅,星然 《回杯朕盟盟的》在第 7奈第 4和第 5款提

到
“
外交特杈和豁免

”,但几乎所有夫于現有因怀組欽的法律文中都不再用速种悅

法,而采用了不妨得公夯原則,并規定各姐狄位享有它們履行取夯所需要的特叔和

豁免°《朕合固先章》第一百零五朵第一項規定
‘
本組欽于每一舍貝固之領土內,位

享受于迷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杈及豁免‵ 第二項就耿合固套長固代表和本現象的

取貝使用了相似的措洞,提到
“
其狙立行使⋯⋯取夯

’
所必需的特叔和豁免.特別根

告長解釋悅,不妨磚公夯原則使得履行取夯需要特叔和豁免吋便能給予特杈和豁

(注 335致 )

‘(c)固 豚鈕銀在行使本朵 (a)和 (b)項所規定的杈利吋位道些注意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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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害其本

身的利益力限.’

‘
第 ●i 奈

‘思管有第 ●U朵 (a)和 〔b9項的規定,所給予杈利的范固仍可依据有失組

象的取能需要并通道有失方面的共同怭以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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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并确立了此界限,超避此界限,便沒有必要給予特叔和豁免.因 此,通避的林

准就是回豚鈕玖拙立履行取夯棒准.

724 特別根告長悅,回 豚組致自功享有特杈和豁免,即 它們作力回豚法人

以及作力固狋法主体八公的、恩部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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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目要求.然而同回家相比一介基本不同之楚是涉及

互惠性.各方在性反上不同,速便排除了目隊組象肘其荻得的特杈和豁免向肘方提

供村等的好赴的可能性.在速方面,特別根告貝同意多米尼切的說法:

‘
如果回狋姐象沒有回除法律人格,夫于此美姐狄的特叔和豁免的任何公釣,

特別是志部林定,就沒有任何意又.然而遠并不是說豁免是此种人格的必然厲性.

豁免來自規定它們的具体規則.’
’Bss

725 最后,特別根告長指出,元梵制度如何,因 隊組象及其取長的特叔和

豁免現在是以央在的法律文中和規定与任何扎社考慮元夫的杈利的文件力基袖.固

狋姐班与回家不同,元法享有領土主板所給予的保伊,因此他們的唯一保伊是所斌

予的裕免.与 日益受限制的回家豁免不同,因豚組象的充分豁免是完全合理的.很

好的理由就是,回家是謀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央体,而 目狋姐球是代表其所有成長固

行劫的服夯机构.

4 常洪本寺題的汁划鋼要

726 特別根告長在提到他草似的寺題整体鋼要和奈款草案的一般錯构吋

悅,第一 〔手言)、 第二 (法律人格)和第三 (財戶、資金和資戶)部分由他在本

屆套快提交的共 11奈草案組成.第三部分粹由以后一份報告增加夫于回坏組軹的

梢案的奈款扑充完成.第四部分持栽有夫于通訊便利的規定.第五有一部分則涉及

目狋姐絮取長的特叔和豁免.

336CDom｜
nic台 .‘ L.｜ mmunit台 deju了｜d｜ Ctionetd.ex合 cuuondes。 rgan｜ sations

internationa︳ es〞 ,Co∥ ected courses Uf the Hague Academy Uf t ｜nternationa〡

Law.1984一Ⅳ(DUrdrecht.MartinusN叮 h。 ff.1985).v。 ︳187.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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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委員舍的其他決定和錯淹

A 委員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927 委長套在其于 1989年 5月 2日 犖行的第 2U95次舍快上注意到,犬套

1988年 12月 9日 在其第 43/169母 決洪第 5段中曾要求固豚法委員套,

〔a) 錴墩申查如何規划其成長任期內的活劫,同 時考慮到在草似夫于特定

寺題的奈款草案方面有必要思量取得最大的迸展;

〔b) 迸一步常洪其工作方法的所有方面,同 時考慮到交錯常快某些音題可

能有助于央現上迷第 3段 中所提及的日林,并有助于第六委員舍更有效地常洪其

根告;

(c) 在年度根告中,就每一寺題,指 出各固政府或在第六委員合或以#面

形式表示逍意兄的那些肘委員全的雞袋其工作特別有失的各項具体同題.

728 委員套一致同意,速些要求位放在其題力
‘
委員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

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
的洪程項目9中忖淹.

729 妒大的主席目的規划小組的組成兄第一幸 (第 4段〕.委員套委見中不

厲于垓小組成長的人也受到遨清參加其套洪,其中有些人參加了舍洪.

93U 規划小組于 1989年 5月 4日 至 9月 6日 拳行了九次舍洪。規划小組

收到了大套第六委員舍在第四十三屆套洪期同送行忖站的寺題摘要中的章市,柝題

分別力
‘
委員套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

’
和

‘
努力改迸第六委員舍常快固隊法委員

舍報告的方法,以 期有效地指早垓委長全的工作
’ (A/cN4/L431,第

418-432段和第435-439段).此外它逐收到了委員套委員提出的一些建以.

931 F大的主席因于 1989年 7月 13日 常快了規划小組的扳告.在其

1989年 7月 18日 的第 2142次舍以上,委 長套根据廿大的主席困銓避規划小組

討梵后戶生的建以通道了下列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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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功的規划: 目前和未來的工作汁划

732 委員套汏力,委長舍 1988年第四十屆套以上力其委貝五年任期的剩余

部分制汀的工作卄划只要在執行中有必要的炅活性,就仍然有效.根据垓工作汁

划,委員套的意向是在本屆任期內完成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拼送的外交邯
袋地位的朵款革案的二旗,以及完成夫于回家及共財戶的管葀豁免的恭款草案的二

凌.

733 現在第一項目林已銍完成.委長舍打算在 199U年的第四十二屆套以上

思一切努力完成夫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的奈款草案的二旗.它逐打算在五年

任期余下的吋同里座优先赴理
“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和

‘
因狋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
速兩介寺題,以期在本屆任期內完成速兩介寺題的奈款草案的一旗.委

員舍將按照其在本五年期幵始吋所表明的惹向,努力在以下令題上取得重大迸展 :

夫于目除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韻害性后果的目狋責任和目家責任。它并將盤

幾常玟回家和回隊組絮同的夫系寺題的第二部分.

734 目隊法委員舍按照其第四十屆舍洪工作報告的第 557段 ,3B’  在其
1989年 5月 18日 第 21U4次舍以上淡立了一介常坡委員套長期工作汁划的工作

組.工作組由哈索內先生、迪正斯一阿祥雷斯先生、馬希与先生、帕夫拉克先生和

托穆沙特先生組成,特逃出其主席并在道些吋1.● 向規划小組提交其拫告.

735 工作組逸犖迪亞斯一因祥雷斯先生力其主席,逐封淹了与委員套長期工

作卄划有夫的一些同題°3sB

736 委長舍注意到,工作鉏蛗然已就其任夯范日內的同題半行了几次套

田9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1U頁 .

3BB委
員套故期工作汁划中的音題和分寺題就委員舍所采取的行功而言的現況

如下:

(a) 1949年 嵌期工作汁划中委員舍目前正在研究的寺題:回家責任;回家

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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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送行了有益的意兄交流.但它汏力現在提出建洪力吋大早,它提快位垓按照委

員全第四十屆舍洪根告第 5S9段的設想,在第四十二屆舍以時錴攻犖行舍洪,常

快共任秀范園內的同題.

起草委員舍的作用

937 委員套按照其在本五年期幵始核准的工作卄划常查了爭取完成各項目

杯的方式和手段.在速方面,充分甘淹了力起草委貝套的工作提供便利的方法.

(注 338笨 )

(b) 1949年故期工作卄划中委員套已絰提出最后草案的寺題或分寺題:公

海制度;領水制度;目籍,包括旡固籍抉怒;奈的法;外交交往和豁免;領事交往

和豁免;仲裁程序;美于荼的的回家盤承;夫于奈的以外事項的回家雞承。

(c) 1949年 故期工作卄划中沒有提出最后草案或根告,委 員舍目前也未迸

行研究的寺題或分寺題:回家和政府的承趴;肘于回家領土以外所犯罪行的管轄

叔;外圍人的待遇;庇伊叔;目 隊組珠成長資格的雞承.

(d) 由大全友交委員套目前正在研究的寺題: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1981年要求恢复常快);回家和固沶組象同的夫系(青題的第二部分);日 豚水道

非航行使用法;夫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固狋責任;外交

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

(e〕  由大套友交委員舍已提出草案、報告或錯梵的寺題:回家叔利和〤夯宣

言草案;鈕俺堡原則的表迷;目隊刑事常判机构同題;多迪公的的保留;危害人美

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1947年要求);侵略定又同題(1954年危害人美和平及安

全治罪法草案);回 家和目豚組象同的夫系(寺題的第一部分);特別使市;最惠因

奈款:目家和回狋組豕同或兩介或兩介以上固狋組象相互同締錯的奈釣同題;外交

人長和其他依因豚法立受特別保伊人長的保伊和不可侵犯同題;ㄞ史性水域包括厊

史性海洿的法律制度;妒大參加在固隊耿盟主持下締結的一般多迪茶的同題;多迪

系釣制訂程序的申查.位咳指出,委貝舍逐根据其章程的第 24荼 ,常洪逍以下寺

題:使刁慣回狋法的怔据更容易取得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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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委員舍重申需要在全体套以常決各寺題与起草委員舍在寺題送交之后

肘恭款草案的常洪之同保持一定的平衡.委員舍安排了其工作,以便使起草委員套

能以交錯的方式向全体舍以遊交其報告.送使它得以錯來村大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

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紊款草案的常洪.

739 在常查工作現狀和需要取得的迸展之后,3sg 委員舍封汾了在今后兩

年分配給起革委員套更多吋同的各种亦法.盤于上述因素,考慮到起草委員舍在起

草恭款草案方面的特殊作用,委員舍打算在本五年任期的剩奈部分中力起草委員舍

分配冬可能多的時同.

回狋法委員套与犬舍之同的夫系

74U 委長套滿意地注意到,在犬舍第六委員舍內按照大套 1989年 12月 7

日第 42/156手決洪第 6段正鑝絞送行努力,改迸回隊法委見套的拫告在六委迸

行常洪的方法,以便9.l目 狋法委員套的工作提供有效的指專.它 也螢當地注意到大

舍第四十三屆舍決期同六委按上迷次以第 6段淡立的特投工作＿1n所取得的工作成

果.

941 力了便于在第六委員全中常洪委貝合的報告,委 員舍的寺艮告貝將冬一

切努力,特別是,(a)使報告冬可能何明,使每章幵共的背景資料減少到最低限

度,(b)使各寺題辦淹情況的介紹取得1.●琱,若重于委員套需要得到大舍指早的

同題,(c)取得各特別根告長的林助,清其提供夫于各介寺題所荻得的成果的何

短估价,以便与迸拫告第一章
“委員套工作情況概迷

’
部分.

742 委員套記得,在其第四十屆套以拫告的第 582段中,3Φ  它曾提靖注

.B9 
在本屆舍洪結束吋,起草委員舍尚待申洪的奈款有:回家責任寺題第 6和

第7奈草案;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按豁免第﹁至第 11奈之二奈款草案;危害人共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 9奈 ,第 ﹁1朵第 3款 (a)和 (b)項、第 4、 S和 7款 ,

第 13和 第 14奈草案;回 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第 16〔 1力 、19〔 18〕 、22和 23

無草案.

“° 《1988年 .....● 年盤》,第二憋 〔第二部分),第 192-1︳ 3頁 .

—
—2%-



意有元可能社特別根告貝出席六委夫于委貝舍根告的討淹,以便使他們有机舍更全

面地了解目前的各种立切,注意到所友表的意兄,較早地編耳他們的根告.有几位

委員在提到第六委長舍依大舍第 42ˊ 156早 決洪第 6段設立的工作組內友表的失

于送介同題的看法吋汏力,回阡法委長舍位重申,位 些社特別根告長有机套在六委

甘站委貝套報告中与其有大部分時出席舍洪.在遠方面除曾犖出的各种理由外,近

指出特別報告見出席可以力特別根告貝和各目政府代表之同送行有益的非正式接

蝕、交換意兄和林商提供便利.

屆舍的期限

743 委員舍希望重申其現魚:根据因豚法的逐漸友展及其編慕的工作要求

以及洪程上的音題的規模和复染性,位垓保持通常的套以期限。委長套逐要強琱 ,

它已充分利用在本屆舍坡期同向它提供的吋同和服夯.

其他事項

944 委員套在其第四十屆套快根告第 57U段 中
B.’  曾要求法律事夯斤編

集司在現有人力財力和耿合回夫于控制和限制文件的指示所允忤的范園內,及時收

集和分友來源于耿合固、各音鬥机构、原子能机构和涉及固杯法的非政府組躲,与

委員舍目前工作卄划中的寺題有夫的材料.委貝舍注意到,力其第四十一屆合快已

編耳了一份根据上述要求收集的材料的清草,并 已向各委員分友.它汏力速些安排

的方向符合委員套的需要,虛予里持,秘半改庄垓持各特別根告貝及各位委員可能

推荐的文件加送上迷清草.

945 委貝套忕力,性秩合因特別是固隊法委長舍本身在目豚法的逐漸友展

和編集方面的工作得到冬可能戶泛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它夫心地注意到委員舍秘半

爽和耿合目日內瓦亦事赴的新同效力此目的而采取的步驟.

946 正如委員舍第四十屆舍決工作寺艮告第 567段所指出,3.2 委員舍汏力

341同 上,第 ●●1頁 .

“2同 上,第 ●●U-1∥ 更.

——
296—

—



值得送一步研究利用屯子汁算机的浾助完成其任夯的可能性.在遠方面,它得知在

另一介范園肉淡立的特別工作組的活功仍赴在探索險段.目狋法委長舍打算在它有

足姼的情拫估卄速种技木的可行性和洛在的优勢吋再重新研究速介同題.

B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749 委員套南任主席菜昂鈉多.迪正新一因≠雷斯先生代表目隊法委員套參

加了皿非法律捇商委員套于 1989年 2月 在內多半拳行的舍以,他 以委員舍現察見

的身分參加套以并在舍上友言.並非法律+.1商委員舍出席固豚法委貝舍本屆舍洪的

代表是垓委員全的秘串故弟〨克 .恩詹加先生.恩詹加先生在委員全 1989年 6月

29日 的第 2128次舍以上友了言,其友言兄垓次合洪筒要圮暴.

948 委員舍商任主席菜昂納多.迪JE斯一网祥雷斯先生代表固隊法委員套參

加了歐洲法律合作委長舍于 1988年 11-12月 在斯特拉斯堡拳行的套以,他是以

固你法委員套現察長的身分參加合洪的,并在舍以上友了言.歐洲法律合作委見套

參加固豚法委員套本屆套洪的代表是埃里克 .哈雷莫斯先生,哈雷莫斯先生在委員

套于 1989年 7月 11日 帶行的第 2134次舍以上友了言,其皮言兄垓次套洪筒要

圮暴.

749 美洲法律委長舍參加固隊法委員舍本屆套決的代表是菜奧多 .佛 朗哥

先生.佛 朗哥先生在委員舍 1989年 7月 11日 犖行的第 2134次套以上友了言,

其友言兄垓次舍洪何要圮最.

C 第四十二屆全快的日期和地魚

95U 委員合決定其下一屆套洪自199U年 5月 1日 至 7月 2。 日在朕合固日

內瓦亦事赴半行.

D 出席大套第四十四屆套快的代表

751 委員套決定由其主席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代表委貝舍出席大舍

第四十四屆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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匚 因狋法排刁套

952 按照大套 1988年 12月 9日 第 43/169母次以,耿合固日內瓦亦事

典在回隊法委貝合本屆舍快期同犖亦了第二十五屆圄隊法汫刁套.排 刁舍是力目隊

法的研究生和在工作中7理回隊法同題的年駤教授或政府官長拳亦的.

753 由菲力普 .卡 吋水教授 (日 內瓦固豚同題研究生院)捏任主席的甄逸

委員套于 1989年 3月 15日 拳行舍快,在常以了8U多 份參加汫刁舍的申清后,

挑逸出24名 具有不同目籍、大部分來自友展中國家的參加者.22名 荻逸人貝以

及 3名 朕合回圳研所研究金貁得者得以參加汫刁套本屆舍坡.343

954 在耿合固日內瓦赤事楚梅克 .渃本一瓦根安水德女士的主持下,本屆汫

刁舍于 1989年 6月 12日 至3U日 在万固官帶行.在力期三周的悱刁舍期同,排

刁合參加者旁听了固狋法委長套的一些舍以,并听取了寺i1力 他們組欽的汫惈.一

些辨堁是由委長全的下迷委員汫授的:菜昂納多.迪正斯一因祥雷斯先生:“ 回家和

目豚組欽同的夫系 (寺題的第二部分)口 ;艾哈近德 .馬希与先生:“ 目坏法委員舍的

343 
第二十五屇目隊法排刁舍的參加者名單如下:蔚里 .阿丹哈本先生 〔印度

尼西正)、 格雷古瓦.阿拉耶先生 (洲 研所研究金荻得者)〔只守)、 海梅 .巴籬里

斯先生 (厄瓜多水 )、 阮北山先生 (越南)、 阿布德拉赫曼 .本 .曼泰本先生 (突

尼斯)、 併耶曼 .布拉 .布拉先生 (扎伊本〕.阿道弟 .庫 水籬洛 .加斯特里正渃

斯先生 (古 巴〕、芛利富.丰 巴先生 (訓研所研究金狡得者)(馬 里〕、塞繆本 .弗

森先生 (加納〕、男哈娜 .加 ㄇ迪正女士 〔秘害〕、阿斯〨 .京迪茲先生 (土 耳

其〕‵埃克哈德 .黑 你只克先生 (瑛邦德固〕、馬梅什 .卡送姆先生 (印度)、 科

思 .馬塞洛先生 (阿根廷)、 阿布 .馬尼害扎更先生 (孟加拉固〕、姆康博赤 .姆

希幼先生 (坦桑尼正朕合共和回〕、何塞 .安球尼奧 .蒙持斯一馬多金先生 (洲研

所研究金荻得者)(危地馬拉)、 雷站瓦 .恩送伊呂基耶先生 (布隆迪〕、梅利莎 .

佩里女士 〔淡大利工)、 卡多利娜 .多 索女士 (玻利堆正)、 帕維水.斯 困水馬先

生 (捷克斯洛伐克)、 祥卡里 .武奧俺瑟洛先生 (芬〨)、 斯坦尼斯瓦夫 .瓦伊送

先生 〔波〨)、 加布而拉 .籬斯女士 (瑞士〕、埃≠姆 .扎鈉提先生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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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斯蒂芬 .友卡弟里先生:‘ 目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特別涉及引渡的有夫恐怖主火的法律鬥題
’;埃迪水只 .拉扎凡德

拉朗博先生:‘目隊公分長的管轄豁免
’;埃馬努埃水 .丁 .會庠納斯先生:‘确定目

隊法的輔助手段之同的失系
’:杜杜 .錫工姆先生:‘危害人哭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

多意

j’

.

955 此外,瑛合固日內瓦亦事赴和紅十字固狋委員套的官貝也友表了如下

汫活:安托万 .布維埃先生 〔鈺十字回豚委貝合法律司):“ 回拆人道主叉法的現

焦
”;雅克 .居塔特先生 (興友全決高等絰洴事夯昔長〕:‘新的回隊篷游秩序

”;串

克.施拉吉先生 〔歐洲銓游委員套坏境和人染住匹司):‘歐洲銓渀委員套在坏境方

面的〦作气

756 按照汫刁套的侍統,參加者受到日內瓦市的接待,并 由日內瓦州正式

接兄.接兄吋,州 的新同主任博林格水先生就瑞士一般的和日內瓦州的先法和政治

特焦友表了排活.

757 在汫刁套結束吋,目 隊法委員套第一副主席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芛 .

拉奧先生和朕合因日內瓦亦事赴主任筒 .耳膳松先生向參加者友表了啡活.在速何

短的伙式上,每一今參加者都得到一份怔爭,怔 明他或她參加了第二十五屆啡刁

套.

758 悱刁舍是由舍貝目的自愿捐款和回家政府力其回民提供的回家研究金

提供豋安的.委員舍特別變賞地注意到奧地利、芬〨、德意志耿邦共和固、爰本

生、墨西哥、瑞典和瑞士以向耿合國有夫的援助方案提供自愿捐款的方式特別力未

自友展中因家的參加者提供了研究金.有 了這些研究金,才能姼央現參加者的道些

地域分配,遇迒地區回家的合格人逃才得以參加,否則他們即不能參加.1989年

有 12介參加者得到全飯研究金 (包括旅發和生活津貼),4介參加者得到部分研

究金 (伙有旅發或伙有生活津貼).速祥自1964年幵始帶亦汫刁舍以來,在 曾參

加排刁套的 558介分別具有 124种 固籍的參加者中,共有 28。 人得到避研究金.

759 委長舍希望著重指出它肘汫刁套的重視,啡 刁舍使年駤的法苧家、尤

其是那些來自友展中國家的法苧家能鉹熟悉回豚法委員舍的工作,以及患部淡在日

內瓦的卄多回狋組奴的活劫.委 見舍非常滿意地注意到在 1989年凡是中靖財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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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人都能得到研究金,它建以大舍再次吁清能姼送祥做的回家自愿提供所需的捐

款,以便在 199U年犖行參加者冬可能戶泛的排刁舍.

96U 委見舍逐注意到在 1989年向啡刁舍提供了充分的口竫服夯,它表示希

望在將來的啡刁舍上能思一切努力克服現有的財政因堆向啡刁舍提供同梓的服夯和

便利.

「
 希你堆托 .阿馬多紀念排座

961 力先念杰出的巴西法苧家、因豚法委員套前委員希水維托 .阿馬多,

在 1971年決定犖行先念汫座,邀清目隊法委員舍委員、目隊法汫刁套的參加者和

其他日狋法令家出席 .

962 希水籬托 .阿馬多先念汫座所以能拳行是由于巴西政府的慷慨捐助.

委員舍在本屆套坡初期設立了由卡洛斯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 (主席)、 安德

烈正斯 .雅科籬德斯先生、阿卜杜勒 .科多馬先生、保男 .勒泰先生和並ㄞ山大 .

物科夫先生組成的非正式林商委長套,以便就必要的安排提出建洪.第十次希水維

托 .阿耳多免念排座于 1989年 6月 14日 群行,套后拳行了希本籬托 .阿馬多妃

念晚宴.主汫人是秩合目副秘半故兼法律厥同卡本一奧古斯特 .弗菜施豪水先生,

汫題力:“夫于耿合固維持和平行功的法律同題的一些想法
”.委貝舍希望,象前几

次一祥,速次的排稿將以英文和法文印友,以便向日豚法領域中琴可能多的寺家提

供.

763 委貝套感甜巴西政府的慷慨捐助,使希本維托 .阿馬多先念啡座得以

在 1989年半行.委員舍清其主席向巴西政府特送其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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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第四十一居全快文件一兌表

柝 題 各  注

A/CN4/418  恪吋洪程 油印本.夫于已通避的洪程,

兄上文第 更,第 9段 .

Aˊ CN4/419 特別擬告長杜杜 .錫工姆先生夫 我于 《19Bg年⋯⋯年盤》 ,

〔和 Co rr● 9和  于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第二卷 (第垹 分).
Add1      草案的第七次報告9

A/CN4/42。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 同上.

外交郎袋的地位:各固政府的

坪稔和意兄

A/CN4ˊ 421印 特別拫告長斯蒂芬 .友卡弟里先 同上.

Corr1、 2和 4〕  生夫于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和Add1和 2   的第五次根告

A/CN4ˊ 砭四和 特別根告長小木曾本雄先生夫于固 同上°

Corr●〕和醐 1【和  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的第二次

Add1/CUπ 1〕   報告

A/CN4/423: 特別根告貝胡利奧 .巴 水沃菸先 同上.

和 co rr1和 2〕   生大于目怀法不加禁止的行力

所戶生的碳害性后果的固秝黃

任的第五次根告

Aˊ CN4ˊ 424  特別拫告長菜昂鈉多.迪正斯一 同上.

I和 Corr● l    因茫雷斯先生夫于國家和目豚

組絮同的夫系 (寺題的第二部

分)的第四次根告

A/CN4/砭 5:和 特別拫告貝加埃塔渃 .阿〨焦一 同上.

CUπ 1〕和 Add1:和  害伊斯先生夫于回家責任的第

Add1/CUπ 1〕    二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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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Aˊ CN4/L.431

A/CN4/L432

A/CN4/L433

A/CN4/L4卸

杯 題

秘中改編丏的大套第四十三屆舍

快期同第六委員套討站因豚法

委員舍報告的寺題摘要

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妒送

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奈款草案.

起草委員套二族通道的第1至第

鈕奈和第一、第二任摔以定串草

案的拆題和案文

夫子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

案的奈款草案.起草委員舍通避

的第 13、 14和 15奈的狋題和案

文.

目隊法委貝套第四十一屆合洪工作

投告草稿:第 一章 (套洪的組

豕)

各 注

油印本 .

集文載于 《1989年 ⋯⋯年

崟》,第一卷以下全以何要

泥暴:第 刉28次舍洪 〔第

16段起各段),第 212g次

套洪 (第 1-1U3段),第
刉SU至第21U2次蝕 .

同上,第刉田次套洪 (第49

段起各段),第 2● ∞次舍

洪和第 2136次套以 (第

●-●1段)何要圮暴.

油印本.夫于已通避的某文,

兄《大合正式泥暴,第四十

四屆舍洪,朴編第 1U母》

仈/聑/1U9.夫于最后

案文,兄上文第 頁.

同上,兄上文第 更.

同上,凡上文第 烎。

同上,兄上文第 頁.

A/CN4/∟4BS和 同上:第二章 (外交信使和沒有外

Add 1-4【 和  交信使妒送的外交邯袋的地甸

Add4/C。 rr1〕

A/ CN4/ L436 同上:第三章 〔危害人爽和平及安

和Add-3    全治罪法)

A/CN4/L4S9  同上:第四章 (回家責任)

一田 卜



文 件      林 題 各 注

A/CN4/凵BB  同上:第五幸 〔夫于目狋法不加禁 同上,兄上文第 頁.

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抽害性后果的

因隊責任)

Aˊ CN再 /∟粥9和 同上:第六幸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 同上,兄上文第 丌.

Add1和 2     轄豁如

A/ CN4ˊ ∟如  同上:第七章 〔回豚水道非航行使 同上,兄上文第 頁°

〔和 Co比 1〕 和  用法)

A扣 1和 2

A/CN4/︼囧  同上:第八章 (回家和目豚組象同 同上,兄上文第 頁.

的夫系 (寺題的第二部分)),
A/CN4/印2  同上:第九章 (委員舍的其他決定 同上,兄上文第 頁.

和錯梵)

A/CN4/SR四95 第妁95次舍以至第21姻次合洪喵吋 油印本.最后文本兄《1989年

-A/CN4/SR   倚要圮最            .⋯ .出磪粉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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