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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自2152次 考>ㄘ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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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朴委貝合的一介喵吋空缺(章程第 n荼 ).⋯⋯⋯⋯⋯⋯⋯⋯⋯⋯⋯⋯⋯⋯⋯⋯⋯”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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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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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塞 )

特別報告長的館人次報告(生 完)

第15、 16、 17、X和 Y茶生

夫子回阮別卒法院規的的規定(塗 室)”⋯⋯⋯⋯⋯⋯⋯⋯⋯⋯⋯⋯⋯⋯⋯⋯⋯.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塞 )

特別根告長的第三次報告(塗 )

二滾中洪荼歉車寒(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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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次

第 2162次 套快

199° 年 5月 23日 星期三上午 1° 吋琴 5分

回家及共財戶的管特豁免(攻 )

特別報告長的第三次報告(撲 完)

二凄中快茶蓛車瑋(玟 完)”⋯⋯⋯⋯⋯⋯⋯⋯⋯⋯⋯⋯⋯⋯⋯⋯⋯⋯⋯⋯⋯⋯. 17U

回沶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特別報告長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報告

茶款草案第七至十部分和

附件一
.⋯⋯⋯⋯⋯⋯⋯⋯⋯⋯⋯⋯⋯⋯⋯⋯⋯⋯⋯⋯⋯⋯⋯⋯⋯⋯⋯⋯⋯⋯⋯  174

第 2163次 金以

上9gU年 5月 25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 零 5分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象 )

特別拫告真的第五和第六次報告<玫 )

茶歉草案的第七至第十部分 :

第∥ 茶(航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同的夫系,在 使用中沒有It先地位)

第 2S茶 (回 哧水道的琱市)

第 2s荼 (蚨合机构常理)

方 27茶 (保妒水姿源和淡施),塑

第 2S茶 (曰 昹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坤突中的地位×生 ).⋯⋯⋯⋯⋯⋯⋯⋯”  185

附件一
(茶款的執行×生 ).⋯⋯⋯⋯⋯⋯⋯⋯⋯⋯⋯⋯⋯...⋯⋯⋯⋯⋯⋯⋯..  185

常 21“ 次舍快

199U年 5月 29日 星期二上午 1。 吋琴 5分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生)

特別根告真的第五和第六次根告<基 )

茶歉草案的館七至第十部分 :

館∥ 奈ㄑ航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同的失系,在 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

第 2s茶 <日 隊水道的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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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次

弗 ZG茶 〈球合机构管理)

第 27各 <保伊水資源和政施),型

茶 田 茶(回 隊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坤突中的地位×塞 ).⋯⋯⋯⋯⋯⋯⋯⋯.. 196

附件一 <茶款的執行×生 ).⋯⋯⋯⋯⋯⋯⋯⋯⋯⋯⋯⋯⋯⋯⋯⋯⋯⋯⋯⋯⋯‥  196

第 216S次 舍快

199。 年 5月 3U日 星期三上午 1° 吋零 5分

填扑委貝金的一介喵肘空缺(幸 程第11奈×塗完).⋯⋯⋯⋯⋯⋯⋯⋯⋯⋯⋯⋯⋯⋯..  2U8

回哧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生 )

特別根告長的算五和第六次報告(生 )

茶款草案的第七至第十部分:

第24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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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茶 <因 隊水道的琱市)

第 2S各 <瑛合机构管理 )

第 27茶 (保乎水姿源和女施),生

第 2B茶 (回 所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生).⋯⋯⋯⋯⋯⋯⋯⋯”  2U9

附件一 (茶款的執行×塞 )”⋯⋯⋯⋯⋯⋯⋯⋯⋯⋯⋯⋯⋯⋯⋯⋯⋯⋯⋯⋯⋯. 2U9

第 21㏄ 次舍快

legU年 5月 31日 呂期四上午 1U吋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生 )

美洲法律委貝舍現泰長的友言 .⋯⋯⋯⋯⋯⋯⋯⋯⋯⋯⋯⋯⋯⋯⋯⋯⋯⋯⋯⋯⋯⋯..  218

回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生〉

特別報告長的第五和牛六次報告(塗 )

荼敏草案的寫七至館十部分:

第鈕奈<航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同的大系,在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

方2S茶 (回 防水道的惆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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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次

第 葯 茶 (球合机构管理)

第 29茶 (保伊水發源和淡施),型

館 28茶 (回 防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攻).⋯⋯⋯⋯⋯⋯⋯⋯..  釳l

附件一
(茶款的執行×撲).⋯⋯⋯⋯⋯⋯⋯⋯⋯⋯⋯⋯⋯⋯⋯⋯⋯⋯⋯⋯⋯..  屁l

第 21銘 次舍快

199U年 6月 1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

因妳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玟)

特別散告貝的笫五次根告(玟 完)和 第六次報告(攻 )

茶款草案的第七至第十部分 :

第 24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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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荼 (回 防水道的琱市)

第 2● 茶<耿合机杓管理 )

第 29茶 <保 #水資源和政施),和

弗 2S茶 (回 呠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坤突中的地位×攻完).⋯⋯⋯⋯⋯⋯⋯..  Z2B

附件一 ㄑ茶放的執行×牧完)....⋯ ⋯⋯⋯⋯⋯⋯⋯⋯⋯⋯⋯⋯⋯⋯⋯⋯⋯⋯..  〞8

第 2168次舍以

199U年 6月 5日 星期二上午 1U時琴 5分

攻迎新委員 .⋯⋯⋯⋯⋯⋯⋯⋯...⋯⋯⋯⋯⋯⋯⋯...⋯ ⋯⋯...⋯ ⋯⋯⋯⋯⋯⋯...⋯ ..  239

回家云任

茶數草案的第二部分

特別報告長的第二次報告

新的弟 8至 1。 系⋯⋯⋯⋯⋯⋯⋯⋯⋯⋯⋯⋯⋯⋯⋯⋯⋯⋯⋯⋯⋯⋯⋯⋯...⋯   2Sg

好 21ω 次合快

199U年 6月 6日 星期三上午 lU吋

回家女任(綠 )

茶放草案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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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次

特別報告長的第二次報告(生 )

弗8茶 (等值賠儂)

第 9奈 (利 息)生

第lU茶 (朴僕和保並不重犯)(生 )“
⋯⋯⋯⋯⋯⋯⋯⋯⋯⋯⋯⋯‥⋯⋯⋯⋯⋯.笳 5

第 217U次 合快

199U年 6月 ?日 星期四上午 lU吋

回家黃任 (牧 )

茶款車案幣二部分

特別根告長的第二次報告〈塞 )

弗 8奈 〈等值賠僕)

寫 9茶 (利 息)和

第lU荼 (朴僗和保並不重犯〉〈生 )”⋯⋯⋯⋯⋯⋯⋯⋯⋯⋯⋯⋯⋯⋯⋯⋯⋯.⋯  264

第鈕?1次 含快

199° 年 6月 8日 星期再⋯

回家女任(繳 )

茶數草案第二部分

‘特別報告長的第二次報告ㄑ生 )

第 8奈 (等 值賠儅)

第 9茶 (利 息)和

第1U茶 (希卜伴和保並不至犯×生).⋯⋯⋯⋯⋯⋯⋯⋯⋯⋯⋯t.⋯ ⋯⋯⋯⋯⋯...  笳8

第2192次合快

lg9U年 6月 12日 星期二上午 1° 吋

回家女任ㄑ攻)

系數草案第二部分

特別報告貝的第二次根告(生 )

一 l。 一



頁次

第 8茶 (等 值賠借)

第 9茶 <利 ′息)和

第 1U茶 (扑伴和保怔不重犯×絞).⋯⋯⋯⋯⋯⋯⋯⋯⋯⋯⋯⋯⋯⋯⋯⋯⋯⋯.. 284

第 2193次 套快

】gg。 年 6月 13日 星期三土午】°吋

國家女任 (接 )

茶款草案第二部分

特別根告貝的第二次報告(攻 )

第 8奈 (等 值賠儅 )

第 9茶 (利 息)和

第 lU茶 (扑倍和保址不重犯×生 ).⋯⋯⋯⋯⋯⋯⋯⋯⋯⋯⋯⋯⋯⋯⋯⋯⋯⋯”  297

第 2174次 合快

lg9U年 6月 14日 星期四上午 lU吋零 5分

國家黃任(接 )

奈款草案第二部分

特別根告真的第二次報告(塞 )

第 8荼 (等 值賠伴 )

第 9茶 (利 .息 )和

第 1U秦 (才卜偌和保怔不重犯×絞).⋯⋯⋯⋯⋯⋯⋯⋯⋯⋯⋯⋯⋯⋯⋯⋯⋯⋯.. 312

第 2175次 舍洪

199U年 6月 15日 星期五上午 l1吋 lU分

回家女任(袋 )

茶放革來算二部分

特別報告長的持二次報告<基 )

第 8茶 (等值賠借>

弟 9茶 (利 息)和

第lU茶 <扑儅和保並不重犯×攻).⋯⋯⋯⋯⋯⋯⋯⋯⋯⋯⋯⋯⋯⋯⋯⋯⋯⋯⋯  田4

算 21化 次合洪

199U年 6月 19日 星期二上午 1U吋零 5分

一 Ⅱ 一



更次

回家和國酥姐班同的夫系(令 趣的第二部分 )

特別根告貝的第四次根告

第 1至 11荼⋯⋯⋯⋯⋯⋯⋯⋯⋯ ........⋯ ⋯⋯⋯⋯⋯⋯⋯⋯⋯⋯⋯⋯⋯⋯⋯⋯  SS2

第 21η 次舍快

1” U年 6月 2U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零 S分

回家和曰阡姐扒1.n的 夫系(寺題的第二部分×撲)

特別報告長的弗四次報告(生)

第 1至 1茶 (鋃 )......⋯ ⋯⋯...⋯ ⋯⋯⋯⋯⋯⋯⋯⋯⋯⋯⋯⋯...⋯ ⋯⋯⋯⋯...⋯  343

弗 2178次 合快

1ggU年 6月 21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回家和國怀組玖同的夫系(令 題的第二部分×臻)

特別根告長的第四次報告(塞 )

第 1至 11紊 (臻 )......⋯ ⋯⋯⋯⋯⋯...⋯ ⋯⋯⋯⋯⋯⋯⋯⋯⋯⋯⋯⋯⋯⋯⋯⋯⋯  SS3

算 219p次′
::〧

一

洪       .

1gSU年 6月 22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

委真套一位前任委貝的到合 .⋯⋯⋯⋯⋯⋯⋯⋯⋯⋯⋯⋯⋯⋯⋯⋯⋯⋯⋯⋯⋯⋯⋯..  SS3

回家和回豚組玖同的夫系(青 題的第二部分×缺)

特別根告長的算四次報告(塞 )

<  
第 1至 11紊 <生 )“

⋯⋯.⋯ ⋯⋯⋯⋯”.⋯ ⋯⋯⋯⋯⋯⋯⋯⋯⋯⋯⋯⋯⋯⋯⋯⋯⋯  364

大于回怀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瓶害性后果的回隊黃任

特別報告長的第六次根告

第 1至 BS茶⋯⋯⋯...⋯⋯⋯⋯...⋯ ⋯∴.⋯ ⋯...⋯ ⋯⋯...⋯ ⋯⋯⋯⋯⋯⋯...⋯⋯  368

回狋法排刁舍的錯束

館 218U次 含七灶       ,

legU£ 6月 2c日 星期二上午 l° 時

回家和回隊組出1.9的 夫系(寺趣的弟二部分×墩完)

特別報告長第四次報告(塞 完)

常 1至 1l茶 (致完).⋯⋯⋯⋯⋯⋯⋯⋯⋯⋯⋯⋯⋯⋯⋯⋯⋯⋯⋯⋯⋯⋯⋯⋯⋯..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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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次

第 ”81次 合洪

199U年 6月 27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零 5分

美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韻害性后果的回隊女任<臻 )

特別報告真的館六次報告(致 )

算 1至 33荼 (攻 ).....‥ ..⋯ ‥”⋯⋯⋯‥⋯⋯⋯⋯⋯..⋯‥⋯⋯..⋯‥⋯”..‥”⋯⋯⋯‥⋯⋯  385

第 2182次 套洪

lg9U年 6月 鈕 日星期四上午 lU吋

夫子回眛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國隊責任(球 )

特別報告長的蚌六次報告(生 )

第】至 33茶 (致 )...‥ ‥‥..⋯‥....‥ ⋯..⋯‥..⋯ ‥..‥ ⋯⋯..” ‥”..⋯‥..‥ ⋯⋯‥....‥ ..” . BgU

第 21B3次 合洪

199U年 6月 29日 星期五上午 1° 吋巧 分

夫于回妳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回昹責任(絞 )

特別報告貝的第六次根告(臻 )

第 二至 33茶 (換 ).....⋯ ‥....⋯ ......⋯ ..⋯ ⋯‥⋯⋯⋯‥⋯‥⋯””⋯‥⋯⋯⋯⋯⋯‥⋯⋯  B98

本屆合洪的工作安排 (接 完)

第 2184次 舍洪

1ggU年 7月 2日 星期一下午 3吋零 5分

夫子回沶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韻害性后果的園萍責任(象 )

特別報告炅的弗六次根告(撲 )

第 1至 33荼 <綠 ).“ ..⋯‥....‥ ..‥ ‥”........⋯⋯...⋯ :.⋯⋯⋯..⋯ ..‥⋯..” ⋯⋯⋯⋯⋯  412

第 2lBs次套快

l99U年 7月 3日 星期二下午 3吋

回京女任<致完)

茶款車未的第二部分

特別報告長的弊二次報告(撲 完)

弊 8茶 (等 值賠儅)

館 9茶 <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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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次

第 lU茶 (朴儅和保祉不重犯×臻完).⋯⋯⋯⋯⋯⋯⋯⋯⋯⋯⋯⋯⋯⋯⋯⋯⋯⋯  426

夫子回酥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回陌責任 (臻 )

特別報告貝的第六次散告(窒 )

第1至 33茶 (攻 ).........⋯ ⋯⋯⋯⋯⋯⋯⋯⋯⋯⋯⋯⋯⋯...⋯ ⋯⋯...⋯ ⋯⋯⋯⋯  尼6

第 2lSS次舍快

199° 年 7月 4日 星期三下午 3吋

夫子因沶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旳嵌害性佑果的回沶責任(臻 )

特別報告真的第六次根告(塞 )

第1至 33奈 (生)” ⋯.⋯⋯⋯⋯⋯⋯‥⋯⋯⋯⋯⋯⋯⋯⋯⋯⋯⋯⋯⋯⋯⋯⋯⋯⋯  妞U

第2187次 合快

199U年 7月 5日 星期四下午3吋 ∞分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生)

起草委貝合提以的茶數草案

第2Z至 29茶

第22奈 (保伊和保全生悉坏境).⋯⋯⋯⋯⋯⋯⋯⋯⋯⋯⋯⋯⋯⋯⋯⋯⋯⋯⋯”  旃6

第 2S茶 (預 防、減少和控制污染)”⋯⋯⋯⋯⋯⋯⋯...⋯ ⋯⋯⋯⋯⋯⋯⋯⋯⋯.  458

第24茶 (引 迸外來物种或新物种).⋯⋯⋯⋯⋯⋯⋯⋯⋯⋯⋯⋯⋯⋯⋯⋯⋯⋯..  463

第2188次 套快

199° 年 7月 6日 星期五上午 1。 吋零 5分

田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塞 星)

起草委真套提快的茶數草案〈望完)

第銋紊(弓 〡送外來物种或新物种×笨完).⋯⋯⋯⋯...⋯⋯⋯⋯⋯⋯⋯⋯⋯⋯⋯..  466

館 2S茶 (保伊和保全海洋那境)....⋯ ⋯⋯⋯⋯⋯⋯⋯⋯⋯⋯⋯⋯⋯⋯⋯⋯⋯⋯.  如7

寫加荼<預 防和城老有害狀況).⋯⋯.j.⋯⋯⋯⋯⋯⋯...⋯⋯⋯⋯⋯⋯⋯⋯⋯⋯”  “9

第 29朵 (榮 怎竹兄).⋯⋯⋯⋯⋯⋯⋯⋯⋯⋯⋯⋯⋯⋯⋯⋯⋯⋯⋯⋯⋯⋯⋯⋯⋯..  〞3

特別根告真的簿六次報告<塞 完)

茶款草案附件二(其兄惆查和爭端的解決)..⋯⋯⋯⋯⋯⋯⋯⋯⋯⋯⋯...⋯⋯⋯⋯.  475

第 21田 次合快

199° 年 7月 9日 星期一下午 3吋    .
—— 14 ——



甦

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塞 )

夫子女立國酥別瑋常判机杓 .9趣 工作姐的報告

第一幸(叔 限)”⋯⋯⋯⋯⋯⋯⋯⋯⋯⋯⋯⋯⋯⋯⋯⋯⋯⋯⋯⋯⋯⋯⋯⋯⋯⋯⋯.  奸8

常二幸(朕合回以前在國隊別

一

申判机构方面所作的努力)⋯⋯⋯⋯⋯⋯⋯⋯⋯.  ●99

第三幸 (委 貝合本屆合快甘淹送一伺趣的情況)..⋯⋯⋯⋯⋯⋯⋯⋯⋯⋯⋯⋯⋯.  479

第 2lgU次 合快

199U年 7月 1U日 星期二上午】U吋 1U分

悼念保〞 .勒 泰教授 .⋯⋯⋯⋯⋯⋯⋯⋯⋯⋯⋯⋯⋯⋯⋯⋯⋯⋯⋯⋯⋯⋯⋯⋯⋯⋯”  484

夫子田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擷害性后呆的回哧黃任(攻 完〉

特別報告貝的第六次報告(塗 完〉

第 】至 33茶 <撲 完).⋯⋯⋯⋯⋯⋯⋯⋯⋯⋯⋯⋯⋯⋯⋯⋯⋯⋯⋯⋯⋯⋯⋯⋯⋯..  491

第 2191次 考》洪

199U年 7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3吋 1U分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塗 完)

歐洲法律合作委貝含現象貝的友言 .⋯ ..:.⋯ ⋯⋯⋯⋯⋯⋯⋯⋯⋯⋯⋯⋯⋯⋯⋯⋯.  496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葀豁免(繳 完)

起草委員合二放提快的奈數草案

弗 1至 1U奈和第 12至 16荼 ⋯⋯......⋯ ⋯⋯⋯⋯⋯⋯⋯⋯⋯⋯⋯⋯⋯⋯⋯⋯⋯  49g

第四十三屆套快的日期和地蕉 .⋯⋯⋯⋯⋯⋯⋯⋯⋯⋯⋯⋯⋯⋯⋯⋯⋯⋯⋯⋯⋯⋯”  51l

第 2192次 合快

199U年 7月 12日 星期四土午 1° 吋

危害人失和平天安全治罪法車未<塞 )

淡立回怀別手法院鬥捶工作組的報告<生 )

第三幸<委 真金本屆合快常快速↑鬥趣的竹現×撲)”⋯⋯⋯⋯⋯⋯⋯⋯⋯⋯⋯.  512

第 2lgB次 含快

199U年 7月 l2日 星期四下午 3吋 3U分

危害人犬和平仄安全治罪法瑋來(生 )

圾立回狋別═法院同題工作姐的根告(塗 )

第三幸 (委 貝合本屆合以常快速介鬥題的情況×玫)“⋯⋯⋯⋯⋯⋯⋯⋯⋯⋯⋯.  5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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荈次

第 2194次 合快

199U年 7月 〕3日 星期⋯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塞 )

淡立回穌別卒法院向趣工作姐的報告(望 )

弊三幸(委 貝合本屆合以常洪達今 1.● 趣的什兄)(玫 )..⋯⋯⋯⋯⋯⋯⋯⋯⋯⋯⋯.  S24

第 2mS次含洪

199U年 7月 16日 星期一上午 1U吋

回阡法委貝合第四十二屆合快工作報告草稿

第三幸.回 家及其財戶的管培豁免

A.專 言 .....⋯ ⋯...⋯ ⋯⋯......⋯ ⋯⋯⋯⋯⋯⋯...⋯⋯⋯⋯⋯⋯⋯⋯⋯⋯⋯.  534

B.本屆合快常洪達介寺趣的情況 .....⋯ ⋯⋯⋯⋯⋯...⋯⋯⋯⋯...⋯⋯⋯⋯.  SS5

第四幸.回 穌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專 言 ..⋯⋯⋯...⋯ ⋯⋯⋯⋯⋯⋯⋯⋯⋯⋯⋯⋯⋯⋯⋯⋯⋯⋯⋯⋯⋯⋯⋯.  54。

B.本 屆合決常快速介寺題的情況 ..⋯⋯⋯⋯⋯⋯⋯⋯⋯⋯⋯⋯⋯⋯⋯⋯⋯. 敬U

第 Z19● 次合快

199U年 7月 16日 星

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合治罪法車某(基 )

收立固哧別#常 判机拘同趣工作鏟的報告(撲 完)

第三幸<委 員合本屆合洪常快速介鬥翅的惜現×撲完)”⋯⋯⋯⋯⋯⋯⋯⋯⋯. 543
‘
起草委貝合提快的荼款草案

第 16、 18和 X茶

第 16茶 <日 隊恐怖主叉).⋯ ............⋯⋯...⋯⋯⋯...⋯⋯⋯⋯......⋯......⋯..  547

年l?茶 (達反旨在确保回泳和平与安全的茶的).⋯⋯⋯⋯⋯..:⋯⋯⋯⋯⋯⋯”  s53

館21g,次 合快

199° 年 ?月 17日 星期二上午 lU●l琴 5分

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來<塗 )

起草委長舍提洪的秦款單來<生)

第1B茶 (招 芬、使用、資助和圳琮雇佣兵).⋯⋯⋯⋯⋯⋯⋯⋯⋯⋯⋯⋯⋯...⋯ ..  559

X茶 <非 法敗迓痳碎品)⋯⋯⋯⋯⋯⋯⋯⋯⋯⋯⋯⋯⋯⋯⋯⋯⋯⋯⋯⋯⋯⋯⋯.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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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次

第 19茶 (違 反 旨在确保回妳和平与安全的茶的×攻).⋯⋯⋯⋯⋯⋯⋯⋯⋯⋯..  566

第 2198次 舍快

】99° 年 7月 17日 下午 3●l琴 5分

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基 )

起革委員合提快的奈款草案(塞 )

第17荼 <違反旨在确保曰防和平与安全的茶約×綠).⋯⋯⋯⋯⋯⋯⋯⋯⋯⋯..  田1

回酥法委貝合第四十二屇合快工作根告草稿(攻 )

第四幸.回 怀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緣 )

B.本 屆舍快中破遠介寺趣的情況<塗 )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塞 完)

起草委員舍提決的茶款草案<塞 完)

館 17茶 〈達反旨在确保回隊和平与安全的茶的)(臻 完).⋯ ⋯⋯⋯⋯⋯⋯⋯⋯⋯  田7

因酥法委員舍第四十二屆合快工作根告草稿(臻 )

第四幸 回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生 )

B.本 屆舍快守快速↑寺趣的情況(填 完)

D.清 求提出坪淹的同趣 ..⋯⋯⋯⋯⋯⋯⋯⋯⋯⋯⋯⋯⋯⋯⋯⋯⋯⋯⋯⋯⋯.  SS2

第 2199次 含洪

199U年 7月 18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琴 5分

口隊法委員合弟四十二屆套快工作報告草稿(撲 )

第一幸.合 快的姐班⋯⋯⋯⋯...⋯ ⋯⋯⋯⋯⋯⋯⋯⋯⋯⋯⋯⋯⋯⋯⋯⋯⋯⋯⋯⋯  SB3

第六幸.回 家和國防每銀同的夫系(寺 趣的第二部分)

A.早 言 ‥......⋯⋯...⋯⋯⋯......⋯ ⋯......⋯ ⋯...⋯⋯.........⋯ ...⋯ ⋯⋯....  584

B.本屆合快申快送介音題的帝現 ..⋯⋯j..⋯⋯⋯⋯⋯⋯⋯...⋯⋯⋯⋯⋯⋯.  SB4

第二幸.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來

A.早 言 .......................................................................................  SS?

B.本屆套快常快速介寺厜的竹兄 ”⋯⋯⋯⋯⋯⋯⋯⋯⋯⋯⋯⋯⋯⋯⋯⋯⋯.  駱7

第四幸.回 所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塞 )

C.夫子田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漆放車瑋

第 1分市<委 貝合至今力止暫時通逮的茶燕草案案文)

第 2分市ㄑ委兵合寫四十二屆含快哲●f通避的第幻 至 27茶 草案案文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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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次

其坪注)

館 2Z奈 (保中和保全生怒系統)的 評注⋯⋯⋯⋯⋯⋯⋯

一

.⋯ ⋯⋯⋯⋯

第 22。 U次合洪

回怀法委只合第四十二屆合快工作報告草稿(撲 )

第四幸.回 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生 )

C.夫 子因哧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奈獄草案(扶 )

第 2分市(委 貝舍第四十二屆套快哲吋通避的第鈕 至 29奈 草案康文及

其坪注)(臻 )

第 22荼 (保伊和保全生念系坑)的 坪注(貕 )

第 23奈 (預 防、減少和控制污染)的 坪注 .⋯⋯⋯⋯⋯⋯⋯⋯⋯⋯⋯.. 5ε 4

第八幸 .委 貝合的其他決定和錯站 .⋯⋯⋯⋯⋯⋯⋯⋯⋯⋯⋯⋯⋯⋯⋯⋯⋯⋯..  597

A委 反合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 ⋯⋯⋯⋯⋯⋯⋯⋯  598

B.同 其他机杓的合作 ..⋯⋯⋯⋯⋯⋯⋯⋯⋯⋯⋯⋯⋯⋯⋯⋯⋯⋯⋯⋯⋯⋯.  6U2

C.第 四十三屆套城的日期和地魚 ”⋯⋯⋯⋯⋯⋯⋯⋯⋯⋯⋯⋯⋯⋯⋯⋯⋯.  6U2

第ηUl次 套快

199U年 7月 19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零 5分

回沶法委貝舍第四十二屆合洪工作報告車稿 (致 )

第八幸 .委 見合的其他決定和緒淹(塞 )

‘
   D.出 席大套第四十五屆合快的代表 ..⋯⋯⋯⋯⋯⋯⋯⋯⋯⋯⋯⋯⋯⋯⋯⋯.  6U4

E.回 豚法排刁合 ”⋯⋯⋯⋯⋯⋯⋯⋯⋯⋯⋯⋯⋯⋯⋯⋯⋯⋯⋯⋯⋯⋯⋯⋯.  CU4

弗四幸.回 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生 )

C.夫 子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紊欺草案<玫 )

第 2分市(安 真舍第四十二屇合快哲吋通避的第 22至 〞 奈車未來文及

其坪注×攻)

第 ∥ 紊(引 迷外來物种或新物种)的 坪注⋯⋯⋯⋯⋯⋯⋯⋯⋯⋯⋯⋯  6U5

第拓 奈(保中和保全海洋不境)的 坪注...⋯ ⋯...⋯ ⋯⋯⋯...⋯ ⋯⋯⋯  6U5

第加 奈 (孤 防和城挃有害扶玩)的坪注⋯⋯⋯⋯⋯...⋯ ⋯⋯⋯⋯⋯⋯  6U5

常 Z9奈 (緊 急特兄)的 坪注⋯⋯⋯⋯⋯⋯⋯⋯⋯⋯⋯⋯⋯⋯...⋯ ⋯⋯  6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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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次

第五幸 .國 家責任

A.早言 ⋯⋯⋯⋯⋯⋯⋯⋯⋯⋯⋯⋯⋯⋯⋯⋯⋯⋯⋯⋯⋯⋯⋯⋯⋯⋯⋯⋯....  6U?

B.本 屆舍快常快速介寺趣的情況 ”⋯⋯⋯⋯⋯⋯⋯⋯.,.⋯⋯⋯⋯⋯⋯⋯‥.  6U7

常 ZZU2次合洪

199。 年 ?月 19日 星期四下午 3吋琴 5分

回隊法委員合第四十二屆合快工作根告的草稿 (琪 )

第五幸.回 隊女任<塞 完)

B.本屆套快申快速介寺趣的情況(生 完)⋯⋯⋯⋯⋯⋯⋯⋯⋯⋯⋯⋯⋯‥⋯  m4

C委 貝舍至今力止哲吋通迂的第二部分茶款草案案文 ”⋯⋯⋯⋯⋯⋯⋯⋯. 618

第一幸 .舍快的鈕扒(撲 完)⋯⋯⋯..:⋯⋯⋯⋯⋯⋯⋯⋯⋯⋯⋯⋯⋯⋯⋯⋯⋯⋯.  618

第二幸 .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臻 )

B.本 屆合快中快速介音趣的情況<塗 完)

弗四幸.回 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窒完)

C.夫子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紊款草案〈臻完)

第 Z分市〈委貝金第四十二屆舍以哲吋通迂的第22至 η 茶草案案文及

其坪注×致完)

第 22茶 (保伊和保全生怒系玩)(貕 完).⋯⋯⋯⋯⋯⋯⋯⋯⋯⋯⋯⋯⋯  619

第 29紊 (緊 急竹玩>的坪注(臻 完).⋯⋯⋯⋯⋯⋯⋯⋯.:.⋯ ⋯⋯⋯⋯‥  倪U

第八幸.委 員套的其他決定和錯梵(塗 完)

A.發 貝含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墩 完).⋯⋯⋯⋯⋯⋯⋯”  倪U

第七幸.夫 子田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韻害性后呆的回吥黃任

A.早 言”...⋯⋯⋯...⋯ ............⋯⋯......⋯ ⋯⋯⋯⋯......⋯ ...⋯ ...⋯⋯⋯.  銘2

B.本 屆合快中快速介青趣的竹兄 ..⋯⋯⋯⋯⋯⋯⋯⋯⋯⋯⋯⋯⋯⋯⋯⋯⋯.  623

方22US次 合快

19gU年 7月 ZU日 星期五上午1U吋 琴 5分

回酥法委真合第四十二屇舍以工作叔告革稿<臻 >

好七幸 .大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因跡女任(塗 完)

B.本 屆合洪中洪送介音翅的情況(塗 完)

弗六幸.回 家和曰隊組珠同的夫系<寺翅的第二部分×瑛完)

B.本 屆金快常以達介青題的竹玩<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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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次

第二幸.危 害人爽和平天安全治罪法草案(綠 )

D.夫 于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茶放草案

第 1分市(委 貝合至今力止哲.f通避的余數草案寒火)”⋯⋯⋯⋯⋯⋯. “5

弊 2分市<委 貝合第四十二屇合快哲吋通避的第 16、 1S和 X奈草案案文

及其坪注)

第 16荼 (回 沶恐怖主〤)的坪注⋯⋯⋯⋯⋯⋯⋯⋯...⋯ ⋯⋯⋯⋯⋯⋯  635

第 22U● 次合快

199U年 7月 2U日 星期五下午 3耐 1° 分

回吥法委貝含第四十二屆金快工作報告草稿 (貗 完)

第二幸 .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每 完)

D.夫 子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茶款車葉(塞 完)

第 2分市(委 貝合第四十二屆套洪哲吋通避的第 16、 18和 X茶 草案案文

及其坪注×玟完)

好 16茶 <回 跡恐怖主〤)的 坪注(臻 完).⋯⋯⋯⋯⋯⋯...⋯ ⋯⋯⋯⋯..  63?

第 18朵〈招券、使用、姿助和圳琮雇佣兵)的坪注⋯⋯⋯⋯⋯⋯⋯⋯⋯  637

X奈 (非 法敗迋妹陣品)的 坪注 .⋯⋯⋯⋯⋯⋯⋯⋯⋯⋯⋯⋯⋯⋯⋯..  64°

第 18茶 (招 芬、使用、資助和圳珠雇佣兵)的坪注(撲 完〉.⋯⋯⋯⋯⋯⋯  “3

合快結束 .⋯⋯...⋯⋯⋯⋯⋯⋯⋯‥⋯⋯⋯⋯⋯⋯⋯⋯⋯⋯⋯⋯⋯⋯⋯⋯⋯⋯⋯⋯⋯⋯..  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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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合委貝

博拉 .阿德亦姆博 .阿吉博拉素王

侯發因 .巴 哈幼先生

奧恩 .哈 索內先生

里皿茲 .馬 哈茂德 .薛米 .凱 西先生

加埃塔甘 F阿 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胡利奧 .巴 /iN沃 薛先生

朱里 .G.巴 小甜戈夫先生

的琦 .艾稔 .比 斯利先生

穆罕默德 .本 努納先生

布特多斯 .布特多斯一加利先生

卡路斯 .卡某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

某昂納多 .迪 皿斯 .因 #雷 斯先生

古茲裝迪小 .埃里克松先生

旁雷本 .B.弗 朗西斯先生

伯恩哈德 .格 雷夫拉特先生

弗朗西斯 .馬 洪 .海斯先生

求小赫 .E.伊 留埃卡先生

安德烈皿斯 .J.雅科堆德斯先生

阿 卜杜勒 .G.科 多馬先生

文哈逗德 .馬 希島先生

斯蒂芬 .C.友 卡弟里先生

弗〨克 .X.思居加先生

小未曾本堆先生

斯坦尼斯瓦夫 .帕夫拉克先生

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拉奧先生

埃迪犿只 .拉扎凡德拉朗甘先生

埃馬努埃卡 〢 .存庠納斯先生

塞碎本 .基 普小堆送 .古欲雷斯先生

文久儲先生

尼 日利正

巴林

約旦

伊拉克

意大利

阿根廷

萍堆埃社舍主叉共和日琺盟

加李大

摩洛哥

埃及

巴西

委內瑞拉

冰出

牙共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回

舜本主

巴今巧

塞浦路斯

塞拉利昂

阿小及利正

美利里合森回

肯尼巫

日本

波〨

印度

馬送加新加

希腊

墨西哥

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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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路易斯 .索 拉里 .困 德拉先生

杜杜 .錫正姆先生

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皿ㄞ山大 .揚科夫先生

主席田成見

主席 :史 久備先生

第一副主席 :胡 利奧 .巴 小沃薛先生

第二副主席 :朱 里 .G.巴 本甜戈夫先生

起草委長舍主席‘文哈近德 .馬 希馬先生

根告貝:古 茲裝迪你 .埃里克松先生
一

國  籍

秘各

塞內加小

德慮志敢邦共和國

保加利皿

法律璋夯斤編來司司米弗拉基米小 .S.科特放小先生代表秘中卡并但任委見合秘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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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程

委員合在 199U年 5月 2日 第 215U次 合以上通扯了如下快程 :

1.本屆令快的工作安排 .

2.壞朴委真合的一介啗吋空缺 (幸程第Ⅱ 茶).

3.回 家女任 .

4.回 家及其財戶的管葀豁免.

5.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6.回 跡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7.夫于回酥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根害性后呆的國防責任°

8. 國家和國怀姐妖同的夫系 (寺趣的第二部分)。

9.委 貝套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

1U.同 其他机构的合作°

11.第 四十三屆套洪的日期和地蕉°

12.其他事項 .

—— 23 ——



何  林

ECE         歐洲銓洴委見金

EEC         歐洲篷游共同体

ESCAP        皿洲及大平洋銍洴社合委炅合

FAU         蚨合國根食及衣╨姐軹

GATT        夫稅及文易恩怭定

IAEA        回隊原子能机枸

IBRD        回隊袈共升友銀行

ICJ          回隊法院

ICRC        紅十字回隊委貝舍

IFAD        曰隊衣╨皮展基金

工A         田阡法怭金

工U         回所芳工組班

IMU         回唪海事組軹

UAS         美洲回家姐扒

UAU         非洲銳一組球

UECD        盜游合作与友展組班       :

UPEC        石油愉出回姐玖

PCIJ         因酥常淡法院

UNCTAD       蚨合回交易和友展套以

UN●P        耿合國升友卄划署

UNESCU       球合回教育、科半及文化組班

UNHCR       球合回堆民

一

芬高數音貝亦事赴

WIPU        世界知洪戶叔姐軹

W。了︳dB●
。
k      回所欠米牙及徹行

一

ㄍ回沶法院裁決集》   ㄍ因沶法院判決、咨掏意兀和命令集》

—— 24 ——



ㄍ回昹常淡法院A弱 》 ㄍ囡隊常淡法院判央集》

(第 1-24集 ε直到并包括 193U年 )

卡

☆   ●●

夫子引犬的說明

在引文中,以 斜体排印且后接有星手的詞句或段落在原文中并不是斜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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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所引用的多逆公的

來  源人  叔

ㄍ防止及怨治又鬼种族罪公的》(妞 的,19姻 年 l2月 9日 )     朕合國,ㄍ 奈的集》,第 78卷 ,

第 277丌 .

《公民叔利和政治板利回隊公的沖(組 的,1966年 12月 16日 )   同上 ,第 999卷 ,第 171英 .

《銓洴、社套、文化叔利回呠公的》(銀 夠,19㏄ 年 lZ月 16日 )   同上 ,第 gg3卷 ,第 3英 .

ㄍ我爭罪及危害人柴罪不道用法定時效公幻》(羾 的,1968年    同土 ,第 754卷 ,第 73英 .

l1月  26 日)

ㄍ禁止并怒治种族隔萬罪行回眛公的》(鈕 的,lg73年 Ⅱ 月 3U   同上 ,第 〕U15卷 ,第 放3面

日 )

特叔与豁免 ,外 交夫系

《敢合回特板及豁免公的》(唸數,1s46年 Z月 13日 )       同上 ,第 1卷 ,第 15英 °

《青ㄇ机构特叔和豁免公＿.9》 〈組的,1947年 11月 21日 )     同上 ,第 33卷 ,第 %1頁 °

ㄍ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維 也鋪,1961年 4月 】8日 )       同上 ,第 5UU卷 ,第 95瓦 。

《維也納領事夫系公的》(籬 也納,lg惢 年 4月 24日 )       同上 ,第 596卷 ,第 笳1英 。

《特別使市公的》(姐 的,1969年 l2月 8日 )           耿合口,ㄍ 1969年 法律年盤》

(出 售品編母:E.71.V

4),第 125更 .

《夫于防止和怒赴侵害位受因所保伊人貝包括外交代表的罪   瑛合回,《 紊的集》,第 lU35

行的公的》(鈕 ＿..J,1993年 12月 14日 )             卷 ,第 167更 °

《堆也納夫子回家在其村普遍性回隊姐銀夫系上的代表根公   琺合回,《 1995年 法律年鈭》

的》(籬 也納,19%年 3月 ∥ 日)               (出 售品編咢:E.77.V.

3),第 87瓦 .

茶約法

ㄍ鏤也納荼約法公的9(籬 也納,19m年 5月 印 日)       瑛合回,ㄍ 茶的葉 》,第 l155

卷 ,館 SBl更 .

ㄍ維也功夫子田京与回狋組鉌之同或回吥銀扒相互同的奈＿1●    A/CUNF.129/15.

法公的》<維 也幼,1986年 3月 21日 )

海洋法

《領海及呲連匡公的》<日 內瓦,1958年 4月 2g日 )       蚨合國,《 奈的集》,第 516

.           卷 ,第 2U5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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ㄍ公海公的》(日 內瓦,1958年 4月 29日 )

ㄍ捕至及券抻公海生物資源公的》〈日內瓦,1958年 4月 ”

日)

《大隨架公的》<日 內瓦,19SB年 4月 2g日 )

ㄍ耿合國海洋法公的》(裝特哥只 ,19&年 12月 lU日 )

核活劫和外房空同活功所造成敬善的女任

《核能方面第三者大任公的》(巴 黎,19cU年 7月 2g日 )及 附

加快定中(巴黎 ,19敬 年 5月 Z1日 )

ㄍ堆也納核損害民事責任公的》(維 也納,19“ 年 5月 21日 )

ㄍ空同物体所造成根害的回酥責任公的》(伶 敦、莫斯科、準盛

噸,19?2年 3月 29日 )

庥碎品和精神菊物

ㄍ耿合回禁止非法販迋床碎菊品和精神菊物公的》(籬 也納 ,

1988年 1Z月  2°  日)

染項別卒同題

《反肘劫持人辰回隊公的》(姐 的,19η 年 12月 17日 )

ㄍ反肘招募、使用、資助和圳緣雇佣軍回酥公的》(羾 的,19Sg

年 12月 4日 )

同上 ,第 心°卷 ,第 l】 瓦.

同上 ,第 559卷 ,第 285頁 .

同上 ,第 坍9卷 ,第 311更 °

ㄍ館三次瑛合回海洋法合快

正式記暴》第十七卷 (蚨 合

回出版物 ,出 售品編孝 :

E.84.V.3),第 151更 ,文

件 A/CUNF.62/122.

砆合回,6茶 的集》,第 仍6

卷 ,第 2s1和 第 BS5更 .

同上 ,第 1U63卷 ,第 265丌 .

同上 ,第 %1卷 ,第 187頁 .

E/CUNF.82/15和 CU..2

球合 回,ㄍ 茶 的集》,拜 1316

卷 ,第 2U5頁 °

大合幣 44/34母 央洪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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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A/CN.4/426/Rev.1

A/CN.4/427〔和 CUrr.l〕

和 Add.1

A/CN.4/428〔和 Corr.1,

2和 ●9和 Addl

A/CN.4/429和 Add.l-

4

A/CN.4/43。 和 Add.1

A/CN.4/431〔 和 CUrI.1〕

A/CN.4/432

第四十二屆合快文件一光表

林  趣

幮吋坡程

特別根告貝斯蒂芬 .C.友 卡弗里先生夫子回

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第六次報告

特別報告貝胡利奧 .巴 麥沃薛先生夫子因隊法

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強害性后果的回吥

云任的第六次報告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連 照大套第

43/1“ 咢和第 姐/32考 次坡汏各套貝回收

到的怒兀

特別根告貝杜杜 .傷皿姆先生夫子危害人共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車瑋的第人次報告

特別報告貝小木曾本雄先生夫子回家及其財戶

的管格豁免的第三次報告

特別報告長菜昂幼多 .迪正斯 .网 薛雷斯先生

大于田京和回防姐玖同的夫系(寺 題的第二

部分)的 第五次報告

各  注

油印件 .夫 子所通避

的洪程 ,凡 上 文第

瓦。

特裁千《I99U年 ⋯⋯

年 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

同〦°

同上°

同上 .

同上°

將以綜合形式作力文

件 A/CN.4/438特

載子《lgg1年 ⋯⋯

年盤｝,館 二卷 <第

一部分).

特我子qggU年 ⋯⋯

年盤》,弗 二卷 <第

一部分).

油印件 .

油印件 .

凡弗 2191次 舍快 的

何要圮暴(館 郎 段

A/CN.4/433

A/CN.4/433/Add.1

A/CN.4/L.443

A/CN.4/L.444

朴足喵吋空候ㄑ幸程第 ll茶 )‘ 秘+赴 的說明

同上——秘#於說明增編 ,候逸人和反厊

秘串爽編專的大合第四十四屆金快期同第六委

真套討站回吥法委貝合扳告的青趣摘要

夫子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的茶敖草案.起

草委貝套二接通迂的林趣和案文,第 1至 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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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趣                各  注

1U茶和第 12至 辯 16茶            起各段 )

夫子回所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奈放草案°起草 凡 第 2】87次 和 第

委貝套通避的狋趣和呆文:弊 22至 莊 〞 奈   2188次 合快 的筒

要圮暴 (好 1至 第

?4段 〉°

A/CN.4/L.446     曰隊法委真合館四十二屆舍以報告草稿 :第 一 油印件 .夫 于所通道

幸 <合快的鈕班)              的案文,北《犬金正

式圮最 ,第 四十五

屆套快 ,朴 編第 1。

母》(A/45/1U).最

后 案 文裁子《1ggU

年⋯⋯年盤》,第 二

卷 (第 二部分 )。

A/CN.4/L.璵 7和Add.1 同上 :第 二幸 <危 害人共和平仄安全治罪法草 同上。

和2〔 和Add.2/Corr.〕 〕  集)

文  件

A/CN.4/L.445

和 Add.3

A/CN.4/L.448

A/CN.4/L.449和 Add.1

和 2

A/CN.4/L.45°

A/CN.4/L.451

A/CN.4/L.452

A/CN.4/L.453

A/CN.4/L.454〔 和

Coir.l〕

A/CN.4/L.4S

同上 :第 三幸(回 家及其財戶的管培豁免)

同上 :第 四幸(國 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同上‘第五幸(回 家女任 )

同上 :館 六幸(回 家和國哧姐銀向的夫系×寺趣

的館二部分)

同上 :弗 七幸(夫 子田怀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

生的嵌害性后果的回豚女任)

同上 :第八幸(委 員合的其他決定和錯梵 )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來:回 隊法委炅

套依照大合第伍/39告 次快第 1段清求所淡

的工作姐的根告

夫子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荼款車

寒。起草委員套通迂的林題和案文‘第 16、 18

和 X荼
- ”  

— —

同上。

同上°

同上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算 二幸,C市 .

凡第 21%次舍扶 (方

粥 段起各段 )、 瑋

219?次 舍以及 館



文  件         林  趣                各  注

2198次舍洪(蚌1-8

段 和 第 S2-Bl

段).

A/dN.4/sR.21● S-A/ 第2149至 22U4次 合洪愉吋筒要七暴     油印件.最后案文我

CN.4/SR.22m                          于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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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阿法委真套

第四十二屆合快筒要記彔

199U年 5月 1日 至 7月 2U日 在日內瓦拳行

第公坍 次舍洪

1gg° 年 5月 1日 星期二下午 3時 】U分

卸任主席 :伯 思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主席ε文久儲先生

出席 :巴 哈納先生、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巴小榭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布特

〞斯一加利先生、卡末〞 .〞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网 #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伊留埃卡先

生、雅科籬德斯先生、科多巧先生、馬希島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倍庠幼斯先生、塞普小堆迷 .古飲看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錫正姆先

生、托穆沙特先生°

本屆套快升幕

1.卸任主席宣布因隊法委員舍第四十二屇金快升落并玫迎安見舍委貝和秘中史成長到金 .

悼念保多 .勒泰先生

2.卸任主席悅 ,他不得不悲痛地告拆委長合各位委貝,保男 .勒泰先生兩天前去世了.委 真

們都知道工●泰先生玵回隊法作出了杰出的反敵 ,但他自19S● 年以來在委貝合所起的作用元疑是最

受人飲佩的.他知道勒泰夫人將在 6月 下半月到日內瓦,因 此建洪奏貝舍到 .f抽 出一次舍快悼念劫

泰先生.勒泰先生除了作力法半家具有的卓越天才之外 ,委 民合委貝們逐將永迒汜住他非凡的心智

品格,他 的琪明、學洪、智意、幽跌、以及优雅尚札的風皮 .

位卸任主席遐靖,委 真舍合生                 。

卸任主席的排括

3.卸 任主席悅 ,他有幸參加了犬合弗四十四屆合快 ,并 向第六委貝舍介紹了本委反合弟四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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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屆舍快的根告 〈Au4/lU)1. 他在六委悱活的全文
’, 六委就本報告拳行的各次合快的衝要圮

暴,以 及秘串爽編与的有美辨淹的青起拘要(A/CN.4/L.租 3),已分皮玲各位委貝.委 長含根告,特

別是其中所我的茶款草案,引 友了森多建女性想法和建快.甘站反映了村根告提出的許多重要同趣

的多元的解決亦法,因 此委貝合在尋求制定平街的來文吋必須把那些相互不同的意兄考慮迸去,汏

而使各种不同立埸得以惆和,使有夫的回家能告送成你洪°

4.在 第六委貝舍甘挖逍程中,委 貝含和大套加強蚨系的達要性得到反交強淍 ,加 強送种合作

的新亦法也被提了出來°

5.他 只提清委貝令注意几蕉具有普遍性的意北,遠 些志凡可能影晌委員合的工作方向.

6.王 然委員合的報告球恙体土悅得到好坪,但若干代表田批坪了報告的故度和錯构 .他忕力

今后位垓有可能向大合提交更精粽的報告,主 要集中子委貝合的決定和坪注 ,而 不把寺題報告真的

報告棍要收迸去.送祥作便能使委貝金琱整根告的第枸,使散告的不同幸市更具有一致性°村送介

同趣,根告貝和親划小姐垃普立刻著手解決 .

7.卄 多代表困表示遼憾的是,委 員舍的報告沒有足侈明确地悅出委貝舍希望第六委見合赴理

的主要項目或泀題°他知道第六委真合已多次提出避速介 1.9題 ,所 以在介紹報告吋冬力肘那些主要

鬥題加以強惆.但 昱而易況,達不龍代替委只合作出一瓨決定,把需要各回答褒的鬥題列出來,因

力委貝合工作成敗在很犬程度上取決于各國的政治決定,達种政治決定指引者委員舍在具体的車

案上朝什么方向走°所以在 1989年 12月 4日 有失委長舍報告的第斑/35考 決洪第 4(c)段 ,大

合要求委貝合,在 其年度報告里竹玵每介寺趣列出那些各回政府如能表示意兄套村委貝合雞臻工

作特別有腳助的具体鬥題°

8,好几介代表田就委員舍的工作方法提出了建以,涉及委貝舍在回酥法日益迅速友展的避程

中必須起的中心作用.正 如人們正确地提到的那祥,茗 六委長合和本委貝合保持建淡性夫系的美

健 ,在 于恰些地理解在送一避程中各 自的作用°也有人強惆第六委兵合的工作方法与本委貝合的工

作方法的密切相互依放性,冬管兩者之向有所不同.在 速方面提出了一些兵体的走洪和想法,例 如 ,

把委真合的屆合分成兩介部分 ,以便利起草和及時提交報告 ,成 立丙介起草蚕長舍或小組同時效理

不同的寺趣,精 何委貝合報告,改 善与區域性机构的合作 .

9.逐有人走快,故期性的弗來甘划位埔以短期性的就兵体向趣提供法律悲兄的工作 ,位垓考

慮是否有可能扯委真舍參加有夫
“
球合曰回豚法十年

”
的工作—— 道介 l,● 題拉由規划小姐考慮 .

lU.他提清注意大舍方“/35子 決破有失某些寺捶的申快可能停滯不前同趣的第 4段 (b),他

悅送是十分可行的,因 力委貝舍或并可以銬東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茶數草案的二決 ,集 中7理

l凡 《lg89年 ⋯⋯年盤卜 第二卷 (第 二部分 >°

2北 <大金正式圮暴,第 四十四屇合快,館 六委貝合》,弊 24次舍快,第 1-1U2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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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和回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因 而加快委員合的干作°另外,委 見合

拉毫不狁綠地推退肘俱提出几項茶款草案的報告的申快 ,待 提出一套較全面的奈款吋再加以申破°

速祥能使委真合更好地考慮到各介草案茶敖之同的夫系及其在整介草案案文里的地位,也 將使起

草委貝合能移銘圮全体合快上的辯淹°曾委長套井淹之后世了好挨吋同,起 草委長舍才赴理有夫某

一昔趣的荼數草案●f,起 革委長舍便應子田雅的比地.肘于就委貝舍今后工作和工作方法提出的一

切意兄和建快,規划小組元疑金垥予重視 .

∥.在第 44/35母 次快第 5段 中,大套肯定地答欠了委貝套的如下建洪:在必要吋,垃 遨靖寺

趣報告貝參加犬合肘他們的青趣的甘梵°

12.大 合通達的若干其他次快也与委員套有失.在 大含 1989年 1Z月 4日 第 44/36孝 決快里 ,

大食肘委貝套就外交信像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椰袋的地位鬥題所作的工作表示嬖賞.但 是

好多代表田希望有更多的吋同研究有失送一青趣的茶款草案.因 此大合決定在第四十五屆合以期

同就垓事項拳行非正式磋商,然后再就召升外交金快的同趣作決定。

13.在 大合 1989年 12月 4日 第“/B2咢 決快里,大合強調了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來

的重要性和紫迫性.犬 合同一天的另外兩項決快也可能村委員舍制定治罪法草案的工作友生影峋,

即有失反村招奏、使用、資助和圳緣雇佣軍日隊公約的第班/34子 次快和趣力
“
仄辛跨曰界非法敗

迋庥醉菊品和其他跨回犯罪活功的令人和其体帥回哧刑事女任:建立一介91速熒罪行有司法叔的

國隊刑手法庭
”

的第 44/39景 央以。

14.大 于第 44/34甹 決快他提音委貝合,尤其是超革委員合注意反村招棼、使用、資助和圳球

雇佣軍回隊公的起草特淡委貝含報告
‘ 第 8<b〉 段,垓 段确汏,村雇佣軍罪行在危害人共和平及

安全治罪法草案中位赴的地位,決元意加以任何根害°

15.在 第44/39考 決快里 ,大 合要求本屆委貝舍常快把有失敗迋毒品的香款放入治罪法草案

的鬥趣 ,委 長舍上屆合快也曾達洋共定達 .因 此青趣報告長在本屆合快上提出的算八份根告(A/

CN.4/43U和 Add.1)中 提出了一項紊敏草案,把 回隊毒品販逗普作治罪法所包括的回隊罪行●

因此委長套可以在本屆舍破中快速介鬥趣.他接著宜袂了第44/39告 決快執行部分第 1段 ,垓段也

音委貝合就建立一介玵治罪法所包括的罪行具有管特叔的回隊別

一

法院或其他回隊別小申判机中

的1.9通 提供法律志兄 .大 舍區然希望委貝舍本屆合快肘送兩項要求都作出反拉.犬金遜安排了在第

四十五屆合快上常快此項目.不迂,他 的理拜是,第 六委貝舍并沒有要求委貝舍起草一份田哧別

一
法院幸程 ,也 沒有授予委貝合送標的取板.共 隊上它是要委真套起草一份文件 ,指 出所涉及的各种

不同向趣,并 就此

一

項提出法律意北,好 也寫六委長合作出政治決定。

16.大 于委貝合可能受委托完成的各种美型的任夯,有 人造祥悅迂‘如果委長舍能姼冬速就与

. A/C.6/44/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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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隊社合直接相夫的領域內今后行功的通些法律框架表送意兀,其价值便套更明立°例如,在 第六

委真奈里一介代表田曾建快 :如 果建立常理販毒同題的曰酥法院的建快被通迂 ,虛 靖因隊法委炅舍

以倚緣的形式列出需要解央的各种存瓨 .正 是本著之紳精神,大 合第 44/39咢 決快以掰商一致的方

式荻得通遊°他确信 ,才 大的主席田肯定舍哭理送介同題.或忤成些建立′介小型工作班編雩一份

有失此同趣的文件°工作姐可把有失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合治罪法草案的第八次報告的第三部分作

力起魚,送份報告本廣上是一份
“
調查表——報告

”,目 的在子弄清委貝舍各委員的立埸 ,以便編

与一份能侈滿足犬合第 44/39咢 決快中的要求的文件 .

17.他 再次提到第 t4/35吾 次快,在孩次快第 12段 里,大 合重申希望委員合加強它与其工作

同回阡法的逐漸皮展和編無有夫的政府同法律机构合作°他悅,他參加了 1gg9年 8月 在里的熱內

戶召丹的美洲法律委貝合金被和 19gU年 3月 在北京召幵的皿非法律柲商委貝合合快°他參加速兩

次套快收荻很大,使他汏味到達兩介机构正在申洪的同趣有多么戶泛,他們的工作方法冬管有所不

同但多么有效°他得知美洲法律委貝合剛通避了一瓨坏境宣言,肘 此尤其感米趣°達介宣言是一項

全面的文本 ,涉及女任岡趣的各介方面,包括了通知程序和解決爭端的程序.皿 非法律1.9商 委見舍

攻迎委貝舍大于第四十一屆金快的報告°垓委貝金在甘站期同,特別注意到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車東、回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以及回家及其財戶的管培豁免.舍上透有人表示希望委員金有

失回家安任同題的工作將冬快取得迸展 .

∥.力 促迸委貝合与那兩介机杓的合作——他放力送种合作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他采取了

一 些行功,确 保美洲法律委真舍和皿非法律捇商委見金的有失文件可以社委炅合的令趣根告貝伯

立即得到。托穆沙特先生曾代表委貝金參加了歐洲法律合作委長合 1989年 11月 份合洪 ;括 他了解

托務沙特先生也淡法使那介机杓的文件特到令趣報告貝們的手里.委 貝舍和各政府同法律机构也

位垓能管定期交換報告,那 些机构的草案和央快也垃垓能接系統地,象本屆合法所作的那祥 ,列 入

与委長套快程各介令題有失的資料名單.另 外 ,向 那些机杓的秘中爽提供一套本委貝舍的瞄吋倚要

圯暴也將是有益的,可 以加快洋幻女料的交換.並而易凡,由 子倚要圮暴是嗨吋性的,因 而金受到

大幅度修改,所 以佷供參考之用.規划小姐如能就此事項起草一份建快,將舍犬有卸助 .

19.最 后,他再次悅,大舍常六委貝舍肘委長合的工作表示了放大螢弦,送球第∥/S5母 決破

可以看出來,在 垓決快里大合回答了委長舍提出的許多1.9趣 .

逸拳主席田成長

合快以鼓半方式迄拳史先生力主席°

文先生入主席座 .

2U.主 席感甜委貝舍逸他作主席,領早甘稔 .他感甜送种信任的表示,愿冬力完成交給他的任

夯°他相信,在 主席田內的同+●●、才大的主席因和委真套全体委長的協助下,第 四十二屆合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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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定套取得成功.

下午 3吋 45分合快哲偉,4時 巧分集合 .

以鼓擊方式逸半巴小沃#先 生力第一副主席.

以崁華方式逸拳巴小榭戈夫先生力第二副主席.

以致羊方式逸拳馬希盞先生力起草委真套主席°

以崁準方式逸半埃里克松先生力報告貝.

下午 4吋 3U分散合 .

第 21SU次舍以

m9。 年 5月 2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 1U分

主席 :文 久備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小沃#先 生、巴水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

努納先生、布特′斯一加利先生、卡菜步 .男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因 #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

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新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鳥先生、友

卡弗里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告庠幼

斯先生、塞普小堆送 .古扶雷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傷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通迂快程<A/CN.4/426)

1.主席提清与金者注意第四十二屆合快嗨吋快程(A/CN.4/● Z6),走 快,醬千宿要壞扑由子勒

泰先生去世而造成的空缺,垃孩包括一介新項目2題力
‘
換朴委貝合的一介愉吋空缺 (幸 程館 H

奈 )” ,其后的項目依次重新編咢.

. 就速洋以定 .

2.主席靖安真舍通迂鎰修正的帖吋快程,但 不形喃各告捶常快的次序,此

一

特在以后決定 .

篷越修正的喵時洪程 ㄑA/CN.4/426/Rev.1)通 避 .

3.主 席提清各位委貝注意1989年 12月 4日 大合館“/35吾 次快 ,建 快位在快程項 目9項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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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洪垓央破第 4段 的要求 (委 長合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就遠祥坡定°

本屆舍以的工作安排 〔快程項目 l〕

4.主 席悅 ,妒犬的主席田已升合甘淹各洪程項目申快的次序以及分琵給各項目的套玟次效°冒

前尚未就全盤的吋同表送成一致者兄,他希望迸一步磋商,林后再向委貝合提出正式提坡°但是 ,

才大的主席田同意建快‘快程項目5“危害人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位 作力第

一
介青趣申洪 ,

并分瓦蛤垓青越 8次舍以 :

5.友 卡弗里先生被,冬臂他原 lll上 同意垓項建快,但不知是否分配蛤孩寺趣 8次合快的決定

先行哲吋通迪,可根据未來有夫分配給常快淡立回隊刑手法庭 1.9題 的全体委員金和工作組工作安

排的決定子以修汀。若委貝套最終決定原Jll上 以工作姐的方式赴理別卒法院鬥題 ,那 么申快治罪法

草案寺題的金套次數可以少一些 ,但 是 ,若 決定錢理有夫回隊別卒法院鬥趣的特別報告貝夫子核青

趣的第八次根告館三部分<A/CN.4/43° 和︿dd.1)垃 由全套申快 ,則 可能需要 8次 以上的舍快 .

6.卡菜多 .〞 德里格斯先生悅 ,委 長套卄划淡立的工作姐有一今十分明确的目的,即 帶助委

員合回答大合在 1989年 12月 4日 第 44/32咢 第 1段 中91其決玟中提出的鬥題。垓泀趣厲于治罪

法草案令題的范田,垃 在特別報告真的指手下由全舍予以申快 .工作姐元淹如何不成取代全体委員

合,而 仗仗位垓帶助它晌垃大合的要求編雩一份道些的文件 .

7.巴 你甜戈夫先生同意送些坪淹。他原則上不反村淡立一介工作組,但在听取治罪法車棄特

別報告貝的意凡并就此告題拳行辯淹之前遠掙做不恰些.他放力 ,委 真套垃垓分記一定教丑的合快

甘淹治罪法草案,包括回昹別手法院鬥翅,但有一項諒解,即有如任何多奈的吋同,就用來常快垓

工作姐的報告.在 班阱段,任何其他決定都力91越早 .

增.場 正姆先生悅 ,他也變同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建快在特別報告長介貂垓寺題

之前哲吋擱工友卡弗里先生的意凡 .

9.阿〨焦一任伊斯先生現,他支持剛才友言者所表途的現魚,并成朴克悅,若秘中7能就此快

趣編耳文件,合犬有助手委貝合村回怀別

一

法院1.9題 的常以°

1。.巴 哈妠先生同意位垓在稍后阱段考慮快立工作鈺的1.9趣 ,但他不9,道 ,大 舍算“/39子 次

快是仗仗音委貝舍就回狋別

一

法院1.9題 提出法律志兀,或是規定仔幻推技送种別═法院的規的°

1.雅科堆德斯先生悅,大 家似乎普遍同志所要連循的方法.首 先,治罪法草案特別根告貝位

垓介鄉垓寺趣,委 長合然后位牙始在一定時同范田—— 如#大 的主席田所建快的吋伺范日內——

予以甘站.此后可以考慮淡立工作姐的鬥趣 .在 遠方面,他蠻同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靖秘串爽編寫

文件的要求°

12.比 斯利先生悅 ,接受送一程序村他沒有任何 困堆 ,但他希望提出几魚坪淹供以后險段常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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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委貝次力 ,回 妳刑事常判机构鬥趣正是治罪法車寒主趣卒項的核心°委貝合位孩淡立一介工作

＿.i,送介工作組位有炅活的取杈范田,不 局限子特別根告只有失后一青趣的報告及特立尼送和多巴

哥就達一同題提出的建洪的范田.冬 管特別報告長.ld任 工作鈕主席可能不道宜,但 他成力工作姐的

些然成見十分重要 .

lB.主 席悅,如果沒有反討意兄,他就放力安真合同意廿大的主席田的建以,即把治罪法瑋案

作力第一介音趣 ,并分瓦蛤垓寺趣 8次套快.淡立曰哧刑事法院同題工作組的同趣將在特別根告貝

介匆其弗八次報告以后常破 .

就速洋快定 .

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I (A/cN.4/419

和 Add.1,z A/CN.4/429和 Add.1-4’ , A/CN.4/43。

和 Add.1一  A/CN.4/L.4妳 ,B市 )

〔快程項 目 5〕

特別報告長的第八次報告

第 15、 16、 17、 X和 Y茶塑

夫于曰隊刑卒法院規的的規定

14.主 席清特別報告貝介貂他夫子本令趣的第八次叔告(A/CN.4/43U和 Add.1)以及報告中

所我的第 15、 ㏑、17、X和 Y茶茶款草案,茶款車來全文如下 :

第 二 幸

构成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合罪行的行力

弗 1S奈  共犯

下列行力杓成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 :

:委
真含在 1954年 第六屇套快上通迂的治罪法萃來 <ㄍ 19S● 年⋯⋯年盤｝,錧 二卷 ,算 151-

1S2瓦 ,文件 A花Gg3,錧 S● 段),特哉子⋯985年⋯⋯年些),第 二卷 <好 二部分),第 8更 ,右

18段 .

3特
栽于°989年 ⋯...年 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
持我于《19gU年⋯...年 盤>,第 二卷ㄑ弗一部分).

(同
上 .

-37一



1.力 本治罪法所界定的任何罪行的放犯 .

φ.在本治罪法的意〤范國內,共犯是指主罪之前或主罪時的放犯行力和主罪之后的汏犯行

力°〕

第 ㏑ 茶 共謀

下列行力构成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 :

1.參与共同卄划或共碟犯本治罪法所界定的任何罪行°

2.第 一各逸屎文

肘于執行上迷第 1致所指的共同卄划而犯的任何罪行,不依犯此罪行者庄久刑︴女任 ,凡

命令、煽功或姐軹此項卄划或參与執行的任何令人亦垃久別卒女任°

第二各逸案文

每一參与者位按其本身的參与情況受到怒田,而 不梵其他人的參与情況°

第 17荼  未遂

以下行力构成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罪行 :

企囿犯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罪行未遂°

.X茶
 非法販逐床碎品:危 害和平罪行

下列行力构成危害和平罪行 :

1.仄卒非法畈逼床醉品.

2.非 法販這床醉方品是指違反已生效的公的規定,力 生戶、制造、提煉、瓦制、提供、兜售、

分銷、出售、以任何茶件交付、塞兒、友送、迋翰、迸口或出口任何床碎品或精神菂物而＿.=銀 的任

何販逞 .

Y茶  非法敗迋床碎品:危 害人榮罪行

以下行力杓成危害人共罪行 :

按本治罪法 X茶規文的奈件玵痳碎品的任何非法敗迋 :

15.傷皿姆先生ㄑ特別報告貝)悅 ,寫八次報告(A/CN.4/43U和 Add.l)包括三部分 :簿 一部分

(共 犯、共碟和未遂),錧 二部分(日 酥非法販逼床#品 )和 牛三部分 <日 隊別

一

法院規的).委 只合在

弗三十八屆舍快
∫ 常快他的第四次根告

‘ 吋已洋如辨淹迂館一部分的主趣卒項.現在 ,第 15、 16

‘
兄ㄍ1鋁6年⋯⋯年婆》,第 二卷 (第 二部分),寫 47面起各更,第 115-132段 .

.ㄍ 19笳 年⋯⋯年盤》,第 二卷 (弗
一部分>,第 SS瓦 ,文件 A/CN.4/B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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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7系草案就是根括那次甘淹提出的
,

16.荼款草案第 15茶 第 1敬界定
一
共犯一切本身的概念,而 第 2數把孩定〤廿大及子主要罪

行之前所作的行力以及隨后的附屆行力°由子构威共犯行力的性辰以及可能的犯罪者力多人,并 由

于送些行力在吋同上的達臻向趣 ,共犯是一介十分交染的概念.共 犯行力可分力兩爽♂智力行力和

体力行力.体力行力相討來悅容易洪別,而稽力行力确地非如此.報告 <同 上 ,第 9段 )甘梵了Ⅸ

分主犯和玫犯的困堆 ,壆子其非常的特征和相玵的新粄性,他希望提甘各位安貝村此特別注意.些

上數軍官下令爪

一

一項犯罪行力,而 一名下數執行了垓命令,那 么確是起源者,確是班犯?

17.某些法院判決曾斌田解決速一同趣.美 田最高法院在山下來例中放力,一名指揮官玵其下

屈命令或未能下送道些的命令可以枸成共犯行力 <同 上,第 11段 ).但是,之一1.9題 常常是由立法

決定.因 此,在許多回內立法中,上 司下#一項命令 ,或未能下送一項命令可以被汏力是一項共犯

有力,在送方面,他 引怔了戶森堡、希腊、中回、特別是法目的立法所采取的亦法.法 回法律汏力 ,

万一有疑鬥,位 視上圾力共犯.速 一亦法有些奇怪,因 力下圾被扶力是一項罪行的主犯,而上數是

共犯°

18.出 現的另一鬥趣是,早致某人犯罪的助告或咨洶能否視力共犯有力.些 然,遠在很犬程度

上取次于孩咨掏的力量及其玵犯罪者所做決定的影喃.五然,加令大別法把煽初或玫扇犯罪忕力是

共犯行力,但 其他法律制度卸并非如此.至 于咨淘的效力,一今板瑞的例子是‘律加借長的資洶專

致其碩客犯下刑#罪 .在速神情況下,把律師視作共犯就走得大近了°

19.在 一柱罪行系由一群犯人所力時,常 常堆以區分立犯和共犯°在一介筒革的違法案中情況

就完全不同,例 如侵入住宅,其 中主犯在共犯的怭助下由堵遊壁。但是,在 大丑的罪行,划 此界我

免非易卒,有 一派學悅主錄摒除主犯和共犯的匹別,把所有有夫人士看做一丘之貉°并多年

一

法庭

的判決采取了送一亦法。例如,不 列無匡破最高法院次力共犯行力和土犯行力都是危害人共罪,因

此,共犯位垓以犯有危害人失罪而不仗俠以作力共犯來判罪 (同 上 ,寫 羾 段>.些 然,在送一同趣

上,位 孩時刻圮住共犯的別

一

發任与主犯并元靬牲 .

2。.至 于犯罪吋1.● 的1.● 趣 ,有 些法律制度——如普通法制度不俠未特共犯的定〤限予以前或同

時的行力,而且逐包括以后所仄

一

的行力.大 多數犬特制度呆取一种更加有限中亦法,但是,最近

在你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德意志蚨邦共和目的立法;以 及法曰母南上拆法院的判決承放 ,犯 罪之后的

同竦在某些竹況下也能构成共犯.茶致車未方 lS奈弗 2欺炎理達一向捶 ,但垓數文字被工于方指

吾之內.他并不打算提出明确的提快,而 是留待委長套決定 .

21.荼放車來瑋 16奈越理共碟,它 由兩介要素相成:方 一,一項共同卄划,方 二,央 跡犯罪.

由于垓 1.9題 涉及可能的集体女任送一做妙的同趣 ,他提出一些好 2放 的各逸來文.弊 ′介各逸案文

兵体指明不叔是犯罪者而且任何命令、煽劫或姐扒一面共同卄划或參与其執行的任何介人都無有

別卒女任°第二种各逸案文以令人女任力基地,規定根括每介參与者的參与程度予以無治,而 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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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情況 .

2Z.可 以回碩 ,級佮堡回隊軍卒法庭將明樣臻化集体責任的通用佷限于危害和平罪°村子我爭

罪和危害人美罪,垓法庭傾向于道用令人安任概念°最近的友展表明,重 大的罪行已不再能姼視力

由孤立的介人所仄卒的.玉 然班代別法青京仍然坐持介人別卒女任原則 ,但他●1● 卸 日益傾向子趴犯

罪的集体性辰中得出更力戶泛的緒淹 .

Z3.茶 款草案第 17茶 赴理未達罪°五然,未遂概念仗道用于所申快的各爽罪行 .雅 以看出未

送的仄#侵 略行力舍采取何种形式,并且很堆匡分升始央施侵略行力和侵略行力本身。有失侵略威

勝未送的情況甚至兵力混孔.然 而,不位垓完全不厥未遂概念.在送神情況下,完全可以想象大多

數危害人美罪是由一系列其体的犯罪行力和未送行力所杓成,褚 如种族又地和种族隔南.

∥.迸 一步淡到委員合在上屆舍快上提出的清其就非法敗迂床碎品提交一項茶敖草案的要

求
’, 他現在提出兩介案文:X荼草案 〈非法敗迋席醉品:危害和平罪)和 Y茶草案 (非 法敗迋

痳醉品:危害人美罪).他忕力,完全有理由江明非法販逗痳碎品具有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失罪的

兩重性 .

25. 最后 ,在他的根告的第三部分甘淹了回隊刑手法院規的鬥題 ,基本上是采用同題草的形

式。力達慎超兀,他遊免提出任何明确的提快 ,央 跡上吋所有 .9題他都提出了兩介甚至三介各地表

文。

26.普 然,回 隊別卒法院并非新的快題。在回敢時代 ,些 南斯拉夫的皿力山犬一世子 1934年

在馬按遮刺之后,子 19釕 年筌署的 6預 防和您治恐怖主叉公的》中就紂此种法院作了規定。但是 ,

垓法院放未共現.在 第二次世界大成錯束時,快 立了組佮堡法庭,但 它是一合力赴理某些兵体案件

而淡立的喵吋法庭 .

27.特 別報告真的鬥趣革—— 報告的目的是在各种可能的解決亦法中珨安貝舍提供一些進擇°

送些逸捀有#多 要魚,已栽入其報告 <同 上,錧 79段 ).但是,鋼 幻想起來 ,他希望撤回垓清草第

1<b)項 <需要或不需要其他回家的同志)。 垓清草的第 1項是法院的管格叔鬥趣,在送方面,可

以回厥,1954年 的治罪法車棄仗涉及及尸童的罪行。例如,其 中沒有包括散布吋回隊夫系有不利

形中的假新田°因此 ,垓 法院的管格叔是限于危害人美和平与安全的罪行遜是垓法院申理所有回沶

罪行?冬 可能戶泛的管格杈似乎是可取的,否則,就 希要女立兩今日狋別

一

司法机杓 ,由 此帶來#

多久染1.9趣 .他在送介鬥題上提出再介案文,而不提出任何兵体提快°案文 A把孩法院的管格叔

限于治罪法項下的罪行,即危害人大和平与安全罪.來 文B范 田瑛先,逐包括
‘
由其他班行因跡

文中定力罪行的其他犯罪
”°

2B.“回趣車
”

的第 2項是失于任命法官的程序 1.9題 ,來 文B的 基珀是 19S3年 回沶別卒常判

’ ㄍ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弗  更,館 21°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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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委貝合編丐的汀正規的草案第Ⅱ 茶°6

29.第 三項大理向垓法院起坼 1.9趣 ,他就此提出了三介不同的案文°案文 C具体規定,任何

瑛合國合貝回得向垓法院起拆 ,“但需絰
”
法院規的所規定的

“
球合回机构的同意

”
°#多 委員汏力 ,

上逑机枸位孩就是大合.由 子使用否央叔造成的困堆,人們不大袋成女合理卒合°

3U.夫子第四項 (粒泰官的取女),有 丙种可能性.或者由提起拆松的回家起草拆狀 ,或者由

一介狂立的司法机构,即 植寨院起草.正 如 lg53年革未所規定 ,原 告回位垓久云迸行起訴,速似

乎完全符合迓輯°不逮,速 介鬥題也垃由委真舍指出英逸捀 .

31.肘 席五項 ㄑ常前常登);他伙提出了一种案文,其 中規定初步申查位曾授杈垓法院由數名

法官組成的一今法院來避行,他 們捅有其取女所固有的所有叔力°

S2.夫 子第 6項 (一 日法院已決案件的叔威)引 起了下列同題,若 一日國內法院作出不中上訴

的最終判央,回 酥別手法院受此种判決的的東,是 否能姼宣布有杈常理垓案.垓 同題的另一介方面

是垓法院自己判央的已決案件的效率,送一向趣涉及第 7項 (法 院已決案件的叔威)。 在遠方面,他

傾向子不要引起使法院判決9.生 鬥趣的可能性°

33.第八項涉及撤拆1.9趣 ,五 然遠可能看來仗是一↑形式鬥題,但卸涉及一介相些重要的原ll1.例 如,若

一日撒拆,是否此种撤拆 自功地使垓案中新?有 午快的是,若 一項回隊罪行被汏力是村回隊社合所

犯的罪行,則 一日撤拆不能手致坼忪中新°而且,允并回酥社舍中的任何國家就其未直接受害的罪

行起拆也并大遊分.根告中沒有淹及此蕉,他 現在將其提出依仗是力了供委炅合作道些決定 .

34.夫 于館九項涉及的比例,他 提出了三种各地案文°第一种哉子 《姐俺堡回昹軍卒法庭先

幸〞, 規定法院可以判尖其次力道些的任何刑田.第 二种案文排除了死刑,而 第三种不仗排除死

刑,而 且排除了日內法庭所判赴的某些其他尸重別羽 .

BS.第 十項涉及法院的財政安排.在 送方面,看來合乎迓輯的是 ,若 干法院的法官由犬舍任命 ,

Jll大 舍—— 并因此是朕合因的合長回——成垓力垓法院提供資金 .但是 ,若 保是那些力規的締的回

的國家淡立垓法院,那 么達些回家就垃垓力其活功提供資金 .另 一方面,若必須是法院規的的些卒

回才能向垓法院提超拆忪,遠种規定也大遊分°因此,他次力,位孩使那些非規的些

一

日有可能向

垓法院提起拆松,速洋合政助各回采取和平解決令瑞的手段,而 且也舍有助子恕治國隊罪行 .

∞.最后 ,夫于甘淹共報告的程序,各位委真可能希望首先就算′和館二部分送行坪淹,琳后

再坪挖夫子回隊別

一

法院規釣的館三部分 .

“19S3年 回怀別

一

常判机构委貝合的根告,lgsB年 7月 27日 -8月 2U日 ’
<ㄍ 大舍正式圮承 ,

第九屆合快,朴編第 12子 》(A/2“ 5)),附件。

孩完幸附千 1945年 8月 8日 ㄍ控拆和恁其歐洲抽心回主要我犯的1● 敦怭定》(蚨合回,ㄍ 紊

的集》,算 82卷 ,第 η9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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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銍 逮程序性的討淹 ,主席建洪不泣持甘淹任硬地分力兩介部分 ,希 望就整今坡趣皮言的委

員位可自由友言 .

就送祥破定°

38.托移沙特先生悅 ,特別報告長第八次報告根告第一部分<A/CN.4/粥U和 Add.1)中 有很

大一坎空白,因 力在爽理共犯和明碟棠划概念之前,首 先需要确定一些狋准,用 以衡量犯有危害人

共和平与安全罪者的特征.特別根告貝很好地揭示了區分立犯和仄犯一═的不确定性——特別是

在其報告第 22至 η 段和第姐 -47段 中,但是就因力有達种不确定性,所 以必須明确界定主犯的

概念.然后才有可能決定是否需要洋幼用途共犯和明竦策划的概念.至 今力止,委 長合仗确定了一

份大多力洲隊罪行的清草 ,但 印沒有指明如何能侈將其特焚力需要肘介人造行刑卒制裁的罪行 ,仗

伙是在第四十屆套快
m 上哲吋通道的第 12茶 (侵 略)中 ,委 貝舍才亓始焚理達介回題。

∞.罪行清車載列兩美不同罪行.首 先,找 爭罪,它很容易”入侍筑的別法失.此种罪行通常

是由令人或一介集困主功犯的,其上司不知情也沒有其他形式的參与,侍 坑的刑法概念可以村共道

用.但是 ,第 二,侵略、干涉和种族隔南等罪行則是一介完全不同的同趣.例 如,种族隔南涉及一

介政府和全体人民,因 力生活在南非的每一介人都知道种族隔南是如何摘的,任何村支持种族隔南

的政党投螢成果者都是在幣助种族隔南。送正是 1973年 ㄍ禁止并愆治种族隔南罪行回浾公的》的

萍弱不市:由 于引用特銑別法的共犯概念,使得人真的涉及面人ㄏ.需 要做的是打士其飯早者和姐

玖者,因 力不可能控告整介人民.

4U. 在此也需要考慮研村侵略同題提以的規Jll所 戶生的錯果,因 力一定要避免使每名連守上

致命令的士兵都受到治罪法所規定的制裁.很堆看出其中的界我。

41:必須分別考慮每一罪行,以便決定把共犯作力犯罪行力是否明智,委 長合必須采取一种限

制性的亦法,只 有速祥它才能姼得到各回政府的秋板呴泣°治罪法草案由子其本身性辰而十分政治

化,以 致大容易被人濫用°沒有任何理由包括那些未被一致放力需要送行刑

一

制我的行力.因 此他

反玵就共犯和明碟來划作出一殺規定.

η.特別推告貝悅得村,不 能忽祝組銀者,只 把他些做并多別卒活初中元足輊重的人物.不 庄

垓允并姐玖者逃連女任,元 捨他是否素手犯罪,都位被作力犯罪者起拆°

芻.如果明謀策划未央怀早致犯罪,抽 象地把明竦鎌划定力罪行板不明智.例 如,中多工惡的

卄划可能在部卡數的舍以上通甘,但 隨后印未付堵施行.治 罪法璋案并不打算作力提南回怀士气的

手段:些 其奈款其隊上被達犯之吋道用孩法就足告了.因 此,他 強烈反肘夫于未迷罪的茶款草案館

17紊 .核茶沒有必要,因 力若一挂犯罪活功在友功之前就被停止,些 然沒有必要悚劫國酥刑

一

法

院.而 且,界定未遊罪困堆重重。若一桂普通罪行仗奴因力狙立于落在的犯罪者意田之外的精況而

m ㄍ1988年 ⋯...年盤》,弟 二卷 (方 二部分),第 71-92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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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央施,可 以充分根据法律的效力村其企田送行焚門.然 而若征服另一日家的努力失敗,在毋第

一掩之吋侵略行力就已銓幵始°正如特別報告長所指出,在 种族又地的情況中,完 全可以想象未遂

罪行。但肘其他罪行卸不一定°

44.委 貝合一樣哲吋通迂的第十三茶
田 (便 咯威勝)表 明了起草一介未送罪茶款的田堆.威

肋的概念已銍將本委貝合帶得很迒,而 引迸未送罪的概念則合粹未遂的侵略威勝确立力一項危害

人共和平与安全罪.堆 以看出達到底是何意思,但 因此犯罪行力的范田則肯定套大力妒展.所 能做

的就是具体指明在某些情兄下,夫 子′种或另一种罪行,未 遂罪位些受到刑

一

制裁 .

45.而 且 ,力 了迓輯上的理由,宜 于把第 lS、 16和 19茶 車棄列入治罪法車來的一殺規定部分 .

例如,在 第 19奈 的情況下,若未遂罪本身被列力一粧罪行 ,則 未遂的企回也是一柱罪行.適 些然

不是其原意,力 了在法律〦明确起兄,必 須消除所有疑同。

46.至子田酥非法販迋痳碎品的茶款草案X和 Y茶 ,他想靖同:第 一,力 何特別報告真提破

兩茶五然范田同擇的茶敕。央体法是一口卒,其分共又是另一回卒°因此,即 使此种非法販逼既是

危害和平罪又是危害人美罪,但 列力兩介奈款仍然沒有必要.第 二,匹 分小的走私犯和大的姐取者

是至夫重要的°在曰吥一致,不可能典理小規模的罪行 ,冬 管送一魚必顏在案文本文中予以親定.

47.特 別報告見在夫子回哧別卒法院的根告第三部分中,就 赴刊提出了三介各逸棄文(A/

CN.4/43U和 Add.1第 1U1段 )° 此种爽型的茶欺垃垓构成央辰性規則的一部分,因 力它不是程

序法的一部分°因此,垓規定必須放在治罪法草案第一幸的一般性幸市中,或者力每一瓨罪行指明

道些的焚闐.夫 子遠三种棄文的內容 ,他与特別報告貝志兄也不相同:爽田必須規定在确定某行力

力一堪罪行的挑則之中,送一項得到承放的回隊人板保伊法的原Jl1.因 此,委 貝金必須玵所列的每

一桂罪行商定道些的赴坷.但 是,由 于委長合委貝并非別法令京,送一任努可以留待透普吋侯召丹

的全叔代表合快未完成

起草委員合成長

48.馬 希馬先生 (起 革委長合主席)悅 ,銓 +.h商 后 ,他提快下列委兵力起革委貝合成長♂巴哈

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卡末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
、
迪工斯 .阿 薛雷斯先生、海斯

先生、科男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几德拉朗博先生、塞普本堆

送 .古秩雷斯先生、文先生和索拉里 .田德拉先生.埃里克松先生以委貝合特別根告長身分威力些

然委貝.

就送祥洪定 .

下午 191散 合°

ll 《1989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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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51次 合快

199U年 5月 3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主席:史 久竹先生

出席:巴 哈鈉先生、阿〨焦一午伊斯先生、巴水沃薛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

努鈉先生、布特′斯一加利先生、卡菜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网 菸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

生、格雷夫拉特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科〞馬先生、巧希島先生、友卡弗里先生、

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各庠蚋斯先生、塞普你堆送 .古欲雷斯先生、

素拉里 .囡德拉先生、楊皿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本屆舍快的工作安排 (生 )

〔快程項目 1〕

1.主席悅,像妒大的主席日甘梵和非正式磋商后,已 制訂出本屆合快的工作吋同表 ,其汲想

是委見合在前 1° 周內每周拳行 4次合体合洪 ,在 最后兩用內每月拳行 1U次 舍決。似坡的吋同表如

下ε

1.危害人共和平仄安全治罪法草案(項 目5)”⋯⋯⋯⋯. 5月 2日 至 15日  8次令洪

2.回 家及其財戶的贊培豁免(項 目4)⋯⋯⋯⋯⋯⋯⋯⋯. 5月 16日 至 22日  4次 合快

3.回 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項 目6)..⋯⋯⋯⋯⋯...⋯⋯. 5月 23日 至 31日  5次套洪

4.回 家犬任(項 目3)..⋯ ⋯⋯⋯...⋯⋯⋯......⋯ ⋯⋯⋯. 6月 5日 至 12日  5次合快

5.國 家和回怀姐班同的大系(音 趣的第二部分)

<瓨 日8)........⋯ ⋯●●●......⋯ ⋯⋯......⋯●●●●..⋯⋯.... 6月 1§ 日至 19日  4次合法

6.大于回沶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頡善性后果的回

狋走任<項 目7)..⋯⋯⋯⋯⋯⋯⋯⋯⋯⋯⋯⋯⋯⋯⋯. 6月 2U日 至 2g日  7次合快

7.起 革委貝舍的報告⋯⋯⋯⋯⋯⋯⋯⋯⋯⋯⋯⋯⋯⋯⋯  7月 3日 至 9日   6次 套快

8.通遊委貝舍的根告⋯⋯⋯⋯⋯⋯⋯⋯⋯⋯⋯⋯⋯⋯⋯  7月 12日 至 2U日 14次 舍以

2.6月 1日 的舍快可供起草發貝合或淡立回隊別÷法院阿翅工作姐使用。7月
1。 日至Ⅱ 日期

同的4次舍破留作各用 .有 一項理解是 ,全体金快中快某一青趣所省下的任何吋同成分配給超革委

貝舍、規划小姐或其他机构.按照以往的價例9同 委貝舍保持工作夫系的法律困体代表將在本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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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期同皮言,其 日期待定。

3.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肘子快程項目3“ 國家女任
”只分配到 5次舍快表示掠呀。你朴速种比

例失琱的亦法是將留作各用的若干次金快分屁給垓青題°

4.雅 科堆德斯先生同志速一建快,并悅 ,他肘委貝合在回家長任遠一寺趣上迸展緩慢感到夫

切.委 貝套最好能取得一些央怀錯呆,以 提交絡下一屇朕合國大金 .

5.本努幼先生說 ,他也次力用于常以回家女任的吋同位普多一魚.送一寺題在委貝套的任夯

中占有板力重要的位且 ,因 力它是仍有待編年的一放回昹法的最后一介主要領域.委 貝令必灰加快

送行送一寺翅的工作,完 成送一工作一定舍提高委真合的方卷°

6.己你沃#先 生洗 ,冬管他汏力正如剛才几位悅迸的,日 象責任是一介非帝重要的寺趣,但

項目7“ 夫子回吥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韻害性后果的因所女任
”
五然兵力緊迫。軟合回的卄

多机构一直在各种技末級別上研究達一1.9題 ,并 正若手起草規91l草 案°ㄍ瑛合回人失不境合快宣

言》(ㄍ 新德哥小摩宣言》)l 第釳 茶原Jll規 定
“
各國位相互合作 ,迸 一步友展夫子責任和肘污染及

其它不挽破坏的受害者作出賠儅的因沶法⋯⋯”
,送荼原 Jll 即將共行.我 們必須銘圮例如危●J.品 達

一領域.因 此 ,委 員舍垃砩立一般原則 ,并 向犬舍提交一組有系坑的拘想°力此目的分瓦 7次合快是

超四的。

7.主席洗 ,不 位些把揪快的吋同表看作是一种限制,恰恰相反 ,垃保持最大的炅活性 ,視 需要把

多奈的金以分瓩給特定的快程項目。根据達一理解 ,如 果沒有人反肘 ,委 真金就通迂了拙洪的肘同

表。

就速祥決定。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a (撲

)

<A/CN.4/419和 Add.1: ,A/CN.4/429和 Add.1-4‘  ,

A/CN.4/43U和 Add.15 ,A/CN.4/L.443,B市 )

t球合曰人大眾境合快報告,新德哥水捧,1g〞 年6月 5日 -1● 日》(秩合日出版物,出 售品璃

孝:E.9S.Ⅱ .A.14和 更正),年 一部分 ,方 一幸 .

.委
長套在 19S4年 館六屆舍以上通述的治罪法車棄 <ㄍ 1954年⋯⋯年盤》,第 二卷 ,算 1S1-

1S2更 ,文件 A/2693,第 駐 段),特 哉子a985年 ⋯⋯年盤》,第 二卷 <算 二部分),年 8反 ,方

18段 .

.特
裁子q989年⋯⋯年盤》,館 二卷 <第 一部分).

‘
特栽于ㄍ199U年⋯⋯年盤》,第 二卷(笫

一部分).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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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程項 目ω

特別報告真的第八次報告 (瑛 )

第 1S、 16、 17、 X和 Y茶‘
 生

美干回沶別手法院規的的規定 <生)

8.雅科堆德斯先生悅,他充分注意到特別報告炅在趣力
“
共犯、共樣和未遂

”
的第 8次報告

(A/CN.4/43σ 和 Add.1)館 一部分中的分析以及托穆沙特先生在上一次舍快上所友表的不同意

兄°以前他曾有机合就達一鬥娷友表達自己的意北 ,因 而不打算再重褒.

9.夫 子報告的第二部分 <回 隊非法販逞床醉品),他 日碩洗,他和其他人几年前就建破位些粹

垓 1.9趣 列入治罪法草案°因此,他 很高只耿合國大舍青ㄇ委托回怀法委貝合申洪遠一同超 .他确信 ,

床碎品敗迋是人某些前的一介主要褐害,值得在加以恰些界定之后列入治罪法.

1°.報告的第三部分涉及田隊刑事法院的親的.要 成力完整的法律文串,治 罪法必須包括 3介

內容:罪行、怒弱和管培°因此他次迎朕合回大套的倡快和特別報告真的反垃.犬舍希望听取夫于

法院規的送一向題的法律意凡,力 鬥明委炅合的立切,不妨波立一介工作組,并 以特別根告真的意

凡作力出皮魚。

11.他 目前只淡主要的凡魚,但 以后有可能再淡送一同題的其他方面°首先 ,夫于管格同題 ,

回隊別#法 院F,些 外被挂犯有治罪法所列罪行的人具有管搖杈.被其它曰怀文中定力罪行的其它

不法行力可在任掙的基地上受法院仔格 .其次,夫子任命法官的程序同趣 ,他 們最好是由大合任命 ,

表用由大套被立的基金支付 .

12.一 項重要考慮是:是 否需要其他囝象同意向法院提出案件或撤回申泝,他汏力 ,由 于在治

罪法所道用的罪行影晌到整今日隊社舍而不依仗涉及些

一

方的主現利益,才有此一向題°

13.格 雷夫拉特先生感謝特別報告長的第八次報告(A/CN.4/43U和 Add.1).孩 報告針玵板力

球手的鬥趣提出了何車的解決亦法,并 向委真金提供了有失汝立一介回隊別卒法院鬥趣的琱查表 ,

狄而有助手91達一同趣送行精何的初步討啥,同 時可促迸大合 19Bg年 12月 4日 第 44ZB9母 決破

指定委貝合送行的任夯 .

14.目 前,他只玵第人次報告的常一和第二部分淡一庶看法,但保留以后就第三部分提出的惆

登表再次友言的叔利°

】5.第 15奈 車來的坪注是八方法淡起的,因 此他也打弊達祥做.他次力,未遂、參与和共碟

并非革狂的罪行,而不迂是犯罪的形式.因 此,他不想使用同謀罪或未迷罪的名林.依第 17茶車

.瑋
文凡集 215U次 合快,好 1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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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的說法,它 們只不扯是幵始犯下罪行清草所列菜一罪行而已°他汏力 ,村犯罪形式作出規定的

一般茶款位列于治罪法草案中夫于′般原則的那一部分.另 一方面,普 界定具体罪行的內容吋,委

長合必須确定想要包含哪些可能的犯罪形式以及如何怒坷罪犯.速 五然与确定堆垃村某一罪行久

文的困雅鬥翅相夫 .

16.夫 于犯罪者,他放力很雅就通用于各失不同罪行的一般規定迷成+.1快 .在 ,Jn代 ,极高數別

●●人在近南找埸的地方簿划和姐銀找爭罪行的

一

曾銍友生遊 ,將 來也有可能友生,而 送紳罪行也有

可能采取共竦形式°只有在明确界定堆是犯罪者之后,才 能決定必頦在何种程度上提到共犯或同

謀.玉 然一殺而言可以洗 自行犯下某一罪行或通迪他人犯下某一罪行或違反法律〤夯未采取任何

行劫阻止犯罪的人是罪犯,然 而曾涉及侵略、种族隔南或种族又地等一共有組軹的國家罪行吋,或

許有必要更加具体 .在送些情另下,委 貝舍夯必租定由政治地位高到可以井划、命令和友劫罪行的

人承捏責任—— 而不是由所有身受法律和限制因素的束而不得已的介人承捏 .

17.速 就又回到罪行介人化的向趣 ,換言之,确 定確能修或堆位些肘某一罪行久責.在遠方面,

在委貝金一樣哲吋通避的第 lZ茶 ㄑ侵略)’  中所作的芸拭是不移的.委 貝舍只是哲吋通述了送一

茶的第 1款 ,因 力它仍未界定可能的“巳罪者
”
——道是受到大套第六委貝合尸房批評的一介疏漏°

他并不里持使用与沙科夫先生 1985年 廷洪的措泀,即 “
卄划、堆各、皮功或早致侵略行力的人

⋯⋯’’n 
或

“
卄划、准各、命令或早致一介國家迸行武裝干涉的人⋯⋯’’’,但他愿意提及此一措

洞,以 表明需要按照有夫罪行堆确描途犯罪者 .

1S.委 貝舍可在一般原則那一部分界定未遂行力、同樣和共謀 ,在遮一魚上使用特別根告貝提

快的筒草措詞不失力一介好主意°然而,委 員合位些在罪行清車的不同部分,或甚至在描途介別罪

行吋具体規定是否未送行力—— 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同樣—— 垃普受到恁到°

lg.他 汏力,只 有在一項或一美罪行的荼敢中明文規定未送行力吋,它 才垃些受到怒捌.遜泣

些明确規定未遂行力所受的恁例位些楚于既達罪.即使威勝侵略或准各侵略被定力車狂的罪行 ,把

侵略未遂定力草狘的罪行也是老元道理的.村子參与,竹 兄也是如此.如果委貝合放力就一項具体

罪行而言,煽 功、掰助或本后的爪犯行力垃些受到恁罰 ,Jll它 垃普明文規定。同時,不垃忘圮法律

常常允許罪犯和帶凶所受的恁樹有所匹別.在共味作力特定犯罪形式的竹兄下,委 貝合夯必規定.

怒田与他人參与犯罪元涉:速吋便咯、种族隔南和种族天地的案件特別有其必要.村送一魚,位 些

在牛 lS茶草案中的車狄一致明确規定 .

2°.所 提交的茶數車來迪子先坑,与 罪行時草述子脫市°它們可以作力不同犯罪形式的定火.

’ ㄍ1988年 ⋯⋯年盤》,第 二卷 (館 二部分),弗 71-92更 .

.兄 ㄍlggs年 ⋯⋯年盤》,第 一卷,寫 61歹 ,第 18路 次舍快,弊 狙 段 .

.同
上,館 S2頁 ,第 4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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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央防泣用吋必須与每一項罪行具体朕系起來°

21.,’x到 回隊非法販迋床碎菊品鬥趣 ,并不需要在達一主題上有兩介茶數草案°將大規模跨界

販逼毒品定力危害人失罪或許就是姼了.蛗 然它有可能專致一系列沖突,狄 而危害和平 ,但 沒有理

由因而宣布它是一項危害和平罪。遮憾的是,特別報告貝在其報告第 Sg段 最后一句及在其 X茶草

案的坪站中,有夫達一罪行的各要慮沒有列入垓茶文本身.因 此,他建快修改X茶 草案第 1款 ,而

整令茶文車來位移到治罪法草案危害人美罪那一部分°

鉈.最后 ,委 長舍垃些避免卷入夫子介人黃任和集体女任的爭站°回內刑法和國吥別法一向爽

理今人責任。然而 ,現在座些要赴理有姐無犯罪,而且不伙仗是危害和平罪情況下的有鈕取犯罪了.

送是一介罪行交任分瓦的曰趣 .在 任何情況下,女 任都位”于今人‘它取次于有夫人貝在犯罪吋所

起的作用,即 使此一作用包含他人力鍾銀犯罪而放卒的行力 .

23.卡菜男 .男 德里格斯先生指出,特 別報告貝在第八次報告第一部分 (A/CN.4/43U和

Add.l)中又重新淡到他在 lggs年 第四次報告
m 中7理 迂的1.● 趣,并且仍放力治罪法

“
有失罪

行
”

或
“
其他罪行

”
一市是有用的.他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自 1%6年 以來也未改焚逮看

法:治罪法草案所通用的具体罪行垃些是特別報告貝舍在
“
危害和平罪

”
、
‘
危害人美罪

”
和

“
我午

罪
”

等拆趣下已列拳的那些罪行.共犯、共琪和未遂不避是迸行犯罪的一些方面°托穆沙特先生

<第 215U次 套以)以及格雷夫拉竹先生均提到,委 貝合尚未大理參与犯罪的基本鬥趣 ,即 确定何种

人是主要參与者;犯 罪者——位根据送′夫鍵定〤來界定同謀和未遂行力°

鈕.在 夫于共犯的第 15荼草案的坪站中,特別根告貝白已提出了支持他 (卡某男 .多 德里格

斯先生)看 法的淹魚,即 委員舍在此效理的不是草狂的罪行而是參与犯罪的黃任确定。例如,特別

根告貝根据弓｜迷的法律和判決新定 ,

‘
在主犯、同犯和9X犯等概念同沒有尸格的界限.⋯⋯很雅制定明确的拆准來Z分放犯、主犯、

同犯等,送或許說明了力什么 <回 隊軍

一

法庭組銀法》在相同的荼欺中未加匹別地提到
“
領專者、

組班者、唆使者和同竦者
”..⋯.(A/cN.4/43U和 Add.1,第 13段 .)

特別報告貝在得出錯淹悅 ,“速一何車的引途悅明了同謀概念的范田及其內容的多祥性,它反

映在同謀行力及其特魚中,也反映在仄卒送种行力的人的地位中

一

(同 上)° 特別報告貝拳了其他一

些例子 (同 上,年 銘 -2S段 ).他悅 :侍玩的主犯和仄犯兩分法是遠倚車的方式,但 由于行力者榮

別增多而不再道用.代 替送种兩分法的是裝力ㄏ泛的參与者概念,達 一概念既包含主犯,也包含水

犯 .有 時令人感到是否位些將所有行力者都界定力參与者 ,而 不必确定他●1● 中的每令人到底友揮了

何种作用 (同 上,第 23段 ).

因此,特別報告真本人承快共犯是犯罪的一部分°爪犯象主犯一祥也是行力者。所以,沒有理

m《 1986年⋯⋯年醬》,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53更 ,文件 A/CN.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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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洪力共犯相成單狙的罪行°

ZS.特別報告貝在夫于未遂的第 17茶 草案坪梵第 7U段 中作了同一推理 :“一般悅來 ,未達系

指已著手犯罪,但完全由子不以犯罪者意志力持移的因素而失敗或受阻
”(同 上,第 65段 )° 委貝

合些然可以接受送种老生常淡,但如何能姼汏力一种犯罪行力如果板利完成,是 一种罪行,而 如果

未能完成,則 是另外一种罪行呢?

笳.共謀的1.● 趣就更褒染一魚了,因 力它具有自己的特性°特別報告貝在第 16茶 草案評站第

43段 中似汀了共謀的定〤,并 匹別了兩种程度的預碟犯罪,但 送些淹羔与特別報告長的錯淹 ,即

共犯和共謀
“
根力相似并且有時相互重垂

”(同 上,第 6岔 段.)不 完全一致.正 因力如此,共碟也

位視力參与犯罪的一介方面°

27.忌 之,治 罪法草案必須載有夫子未遂和共犯的茶款,但不垃作力狙立的罪行。有失茶歉庄

些放在一般原則部分.此 外,沒有必要力共謀半列一項規定,但如果委見合不同意遠′志兄 ,垃 些

把有失規定放入夫于黃任分瓦的一殺秦款中.治 罪法草案同一部分位我明确定何人拉力某一罪行

受到冬例所需要的一切茶件 :在 最初盼段 ,垃 允︴法官央定把何人些作犯下罪行的人,遠在罪行原

91l上 ”答于國家的情況下是一介特別重要的鬥趣°

28.由 于似定茶款草案的主旨是界定不同的罪行,因 而放他的立切來洗 ,璀 以吋奈款草案加以

坪淹.所 以,他 只想指出他准以接受第 1S茶 草案弗 2放所親定的以犯罪之后的行力作力根据的同

樣概念 .

29.他 可以同意在某些情況下曰吥非法販迋庥碎菊品可迷到危害人共和平与安全罪的程度 .然

而,特別報告貝夫子送一同趣的建快不能令人充分清慈.在 X和 Υ兩奈草案中,垓罪行的定又位

附有性辰上和數丑上的匡別 ,否 則毒品大某和小販就合同漓治罪法的范田,而 送普然不是特別報告

真的本意°因此,有 必要哉明所适用的敗迓失型.

3U.X茶車屎館 2歡作出的定叉沒有什么用爽。它的措甸取 白1g88年 ㄍ朕合回禁止非法販迋

床醉菊品和精神菊物公的》的第 3紊 ,把道用垓紊的達法行力定力日內法下的罪行,与 把它●1● 升力

最高一致的回哧罪行有匡別的.他相信特別根告長能姼解決達一1.9趣 .

S1.科 ′霄先生悅 ,他只作一初步坪拾,青 內淡一淡共犯、共謀和未速究竟拉定力車我的罪行

遜是泣列入治罪法一散原則部分.屯 元無 1.9,特 別報告長在弊 15茶 車未坪淹 <A/CN.4/43。 和

Add.l,持 6段 )中 提出的立劫是得到委真合 195U年似市的姐●●堡原則
m支

持的,但姑且不站送些

原則,如果不能把共犯或共#作力犯罪,什兄就舍是,除 非犯下罪行 ,共犯或參与共謀者也不合受

到怒走°因此他次力,元站是先例逐是理淹方面的考慮都有利子特別根告長的建洪,即 車狌哭理作

“羾俺堡法庭姐班法和垓法庭判決中确快的回隊法原則。宋文持我子q985年⋯⋯年各9,牛

二卷(弗 二部分),第 12瓦 ,簿 4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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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其第八次報告第一部分主腄的三种罪行°

上午 11吋 散合,以 便起革委貝合幵金°

第 2152次 金快

lg9° 年 5月 4日 星期五上午 1U時零 5分

主席:史 久儲先生

出席 :巴 哈鈉先生、阿〨焦一任伊斯先生、巴妳沃#先 生、巴小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

努納先生、布特〞斯一加利先生、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网 薛霄斯先生、埃里克松先

生、格雷夫拉特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島先生、友卡弗里先生、

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每庫納斯先生、塞普水堆送 .古佚雷斯先生、

索拉里 .困 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填朴委員合的一介嗨吋空缺 <幸 程第Ⅱ 奈 )

〔快程項目29

1.主席悅 ,令人道憾的是,委 員舍不久必須瑛朴由子勒泰先生去世而造成的空缺°主席田建

快 ,按 照慣例委貝合虛普靖秘串炎子 199U年 5月 25日 分友一份栽有候逸人名單的文件 ,而 遊拳位

普于 199。 年 5月 SU日 拳行。

就送祥洪定 .

委員合的甘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英文件工作

〔洪程瓨目 9〕

才犬的主席田規划小組成天

2.主席洗,才大的主席困走快,規划小姐庄由下列人真姐成 :

巴本沃#先 生 (主席)、 阿吉博拉素王、巴哈幼先生、軌西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

生、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因 薛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伊留埃卡

先 生、雅科雒德斯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斯里尼瓦#.拉 奧先生、年庫幼斯先生、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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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和揚科夫先生.孩小姐是不限人數的,放迎委貝合的其他委貝參加小組的合

快 .

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治罪法革來
〕 〈辣)

ㄑA/CN.4/419和 Add.l: ,A/CN.4/429和 Add.1-4,︳

A/CN.4/43U和 Add.1. ,A/CN.4/L.443,B市 )

〔快程項 目 ω

特別報告貝的算八次報告(摸 )

第 15、 16、 17、X和 Y奈‘ 型

夫子曰吥別導法院規的的規定(塗 )

3.錫 皿姆先生(特別報告見)洗 ,力 了加速委真套的工作 ,他愿意肘兩魚加以澄清°首先 ,冬 管美

子方法的同題的确很重要 ,但 委員舍不位在送方面花述挨的吋同°中央上他并沒有特別注重他在第

八次報告<A/CN.4/43U和 Add.1)中 提出的米于方法的同題 .大 多數刑法典均栽有一介志Jll部 分 ,

但送一部分不一定就合涉及共犯向題.一 些法典在有失罪行的部分中力共犯保留了一介特殊的位

且。遠方面有許多例子,伙拳其中一例。ㄍ法〨西刑法典》第” 茶就是如此.在 委員合 19S4年 治

罪法草案中,共犯是放在第 2茶 第 (13)敬 中作力一种罪行來大理的而不是放在一般原Jll一 市.此

外,組俺堡法庭原則
. 

明确地將共犯定力一种回所罪行。些然有茶原則規定同謀犯按主要罪犯赴

理,但 刑法典在速一魚上也有所不同.因 此,主要鬥趣是委貝合泣些赴理共犯 1.9題 ,而 它在治罪法

草案中的位王則是次要的。

4.其次 ,他 的報告也洋在涉及非常交染的共犯概念時避分注意了幼市,報告中涉及到的犯罪

者扮演了各种角色,堆 以將他 (1● 分失力直接或同按的犯罪者 ,同 謀犯或原煤°而且,行力者效且越

犬 ,蛤送一概念下定〤就越困准,達透涉及到了侍筑的情況,它包含同豫犯在犯罪吋在埸直到并沒

委貝合在 lg54年 第六屆合快上通遊的治罪浩草棄(619馺 年⋯⋯年壆9,年 二卷 ,好 151-

152更 ,文件 A/2693,第 9段 ),特 找于ㄍ1gB5年 ⋯⋯年盤》,箄 二卷 (館 二部分),乍 8更 ,第

18段 .

持栽子《1gs9年⋯⋯年盤》,寫 二卷(第
一部分).

特我子ㄍ1ggU年 ...⋯ 年盤》,算 二卷 (館 一部分).

同上°

來文凡第 215U次 合快 ,第 14段 .

兄第 2151次 舍破,腳 注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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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參頂的各种情況°一种侍坑概念所未能包括的美型戶生了,即 某一罪行的領早者、策划者或

姐軹者并沒有直接參頂其執行 .

5.鈕 伶堡法庭把送种人,他們通常是高數文取和軍

一

官貝,有 吋甚軍是法官作力同樣犯爽理°

現在的回題是要決定如何肘送些同謀犯送行起訴.托移沙特先生 (第 21S° 次舍快)爭 辦城 ,起拆

全体人民是不可能的,但在常理第三帝目的案件吋,羾俺堡法庭冬最犬可能依法判爽了同樣犯.因

此,委 長合定〤必須列拳各种炎型的同涕犯,速 一 1.● 翅最好是在坪注中而不是在案犬中涉及°

6.他 同志夫子回隊痳碎品非法販迋的茶款草案不能完全令人滿意的意兄.他 曾就速和非法販

迋提出丙荼革狂茶數 ,作力危害和平和危害人失的一种罪行 ,因 力委貝舍很久以來就做述遠种Σ別

并且确央已銓起草迪荼欺草案分別列拳出所有危害和平和危害人失的罪行.或忤送介 .9題 最好留

符起草委員合赴理 .

7.各庠鈉斯先生悅 ,特別叔告長的澄清很有神助,但共謀、共犯和未遊這些概念仍需要作迸

一步的分析。委員套一幵始避行治罪法草案的一作吋的有限目林 ,絟 逮多年以后皮展力包括范田板

ㄏ的犯罪行力,其 中包括恐怖主叉和危害不境的罪行°

一

央上,最初的目林和寺趣的其演隨若因隊

社舍放味的逐漸演焚而友生了奕化°委員舍在力概念下定又吋必須記住速一魚°

8.特 別報告貝在其第人次報告中戶泛地提到了曰肉法律<A/CN.4/43° 和 Add.1),但 速和國

內法律只有些它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一致和怭琱吋才具有決定性。特別報告貝十分祥冬的工作事央

上表明,走些概念即使在回家法典中也并不是那么清楚°

9.《 鈕佗堡法庭完幸y 在第 6茶最后一段中提到共犯 (但 英活表遠方式是°
。
nspiacy,法 活表

送方式是°
。
mPlot〉 ,其 目的在于确定參与制定或執行一項共同卄划的人的責任 ,坪 注者將它定性

力扁于介人罪以外的共犯罪的一种例外.在介別同題上他同意特別報告真的志兄 ,即 例如象優咯速

祥的1.9題 ,令人必無和其他人一起參加速种罪行°在玵煽劫他人犯罪而本身并沒有共豚牽涉執行的

人迸行判決時,鈕 r● 堡法庭似乎達循的是有美罪犯參預刑法的一殺原則.因 此迂分注重缸估堡先例

或許是不大明智的.

1U.正 如特別報告長剛才所悅的,委 真合 195。 年揪汀的組伶堡原Jll明 确將共犯定力回跡法中

的一种罪行.但送些原則的內容和 19s● 年治罪法草案第2茶 <13)致 因力沒有肘所指的概念給予

更力洋幻的定〤而引起委真合的坪淹.除 非有失茶放清楚并得到ㄏ泛的理解,否 則委真合位些將送

一茶留給法官按照他●●肘自已本回片什的解秤而不是按治罪法夫理。

11.屯 旡疑1.9,不 站共犯是否等同于罪行,回 沶法委貝舍和組伶堡法庭均未民予其集体黃任°

共犯仍屈于一种由一些人犯下的行力的介人天任,例 如恐怖主叉、种族又地或床#品 脫迋行力.姐

佮堡法庭甚至在共碟鬥趣上保留本身

一

先作出坪估的叔利,并且不允并各目的其他法院在第二次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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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我以后以地理力理由作出判決 :

12.位 垓圮得 ,共犯速一木悟曾砮列入 19化 年夫子回家責任的茶款草案第一部分中,. 但在

19?8年 委貝合在贊吋通達的館η 荼中正确地將它刪去了°
’

13.至 于共犯或共竦是否位些車狂或在治罪法的思Jll部 分中哭理,不 垃些忘圮,其他曰豚文串

玵治罪法草案中所包含的回隊罪行是草狙赴理的,例 如种族天地、床薛品敗迋或扣留人辰°1948年

的(防 止及怒治又篦种族罪公的》肘不同程度的參与作了匡別并且將未送行力定力一种罪行.早 在

193c年 ,ㄍ 恕治非法敗逐危險菊品公的》就曾要求各回按照國內法將未送行力和共犯分別做力兩种

罪行赴理。最近,lg88年 ㄍ瑛合回禁止非法販迋席碎菊品和精神菊物公的》 (第 3茶 第 1款 (c)

(三 )和 <四 )列 入了未達和共犯。思管他注意到 ,、 onsplmoy” 一詞出班在英文本中,而 法文本

使用的則是
、。

mplid侹”,達表明送兩介概念并不是完全清楚的.同 一公的在第 3奈第〕款 Q)的

引言茶敖中逐裁有一瓨保留,即
“
在不連背其先法原則...⋯ ”

,它減弱了以下各瓨的力量°以同祥

的措洞表迷共犯和未遂行力的逐有 199g年 ㄍ反肘扣留人府因隔公的》(第 1茶 第 2款 )和 19銘 年

《冬治破坏海迋安全的非法行力公的》<第 3茶第 2款 ).

14.盤 子所有遠些公的將雞緣与治罪法并存 ,在 治罪 法的恙則部分中涉及共犯或并是比較要

些的。同
●f,力 了与現行回隊法保持和湝一致,村 子治罪法中所列的每一种罪行位些采取不同的加

法。它不同意存在若解決与回酥法准則并存達在一起的岡趣的回隊法原則,他放力,特 殊法的准Jll

并沒有提供一种答案°委貝合泣些主要夫心法律的确定性,也 正是在 1.● 燕的送介方面委炅金位些給

予特別的注意°

15.夫子茶款草案本身,第 15茶 草案第 2款完全沒有必要.19SS年 蛈合回公的的第 3奈板力

祥冬,委 貝食位些吸取其中的措祠作力位以危害人共罪玵待的尸重罪行的內容°

16.本 努納先生悅 ,特別報告真的莊八次報告(A/CN.4/43U和 Add.1)將 放大地丰宮治罪法車

案已篷完成的工作。

17.他在坪淹報告的第一部分吋洗 ,如 果方法同題只涉及共犯 ,共碟和未速概念在治罪法中的

位王,他 同志由超革委長舍7理送一 1.● 捶.然 而,他在夫子方法 的1.9趣上遇到了困璀不屈于送一

共,因 力他不是以回家法或形═法令京而是以回隊法學家的身份提出意北的。因此,他 鬥自已某些

特我的刑法榮形——共犯、共碟和未遂——是否能道用于危害人共和平均安全治罪法草案,后者涉

及到的不是隨便田一种罪行 ,主要是插害普遍公次的价值珧念 ,并且屈于程度之尸重力肘其送行恁

田非曰哧合作不能送到目的的那共罪行 .他杯疑將共犯、共謀和未遂作力車狂的罪行爽理是否具有

凡ㄍ19?8年 ⋯⋯年盤》,簿 二卷ㄑ好一部分),第 m瓦 ,文件 A/CN.4/3U7和 Add.1和 2,第 η

段(第 鈣 奈車來)。

<199S年 ⋯⋯年盤》,第 二卷(館 二部分),好 gg更
。

—— 53 ——



在相些大的程度上伊大兵体罪行定又的范田的作用,或 至少具有給予法庭板其戶泛的曲赴叔的作

用—— 而送种酌爽叔是与回隊社合的班兄不相符的.回 家半竟想要知道它●●所付努力的目的是什

么.如 果將某些國內刑法概念—— 甚至本身都不統一——倚草地特用于回狋法,非 但不能澄清鬥題

反而合增加混孔,雅 道不是么?

18.力 了將送些罪行的所有組成部分都包括迸來 ,在 央定每一种罪行吋已豋作出了努力以便避

免可能怔明有根于治罪法信啟的ㄏ〤解秤°如果按每一种罪行現有的定〤來校駩共犯、共碟和未遂

的概念,送些概念的不透合性—— 以及某些時候所引起的荒廖后果——就交得十分明五了.

lg.特別報告長在根告中指出
“
速丙介概念的內容一旦持交力口坏法就合友生交化 ,因 力所涉

罪行范田很犬以及行力和行力人很多
”(同 上,第 笳 段).因 此,就危害人爽和平与安全罪行來悅 ,

送些概念本身元站在何种程度上一接做到日跡法就舍交形.那 么人●●要同在送一特殊領域國內法

能帶來何种好赴.特別報告貝迷一步指出,“共犯和共謀板力相似而且有時是重發
”

<同 上 ,第 ●2

段).他肘
“
未遂的理淹只能村常快中的罪行作有限的垃用

’
<同 上 ,弗 66段 )表 示夫切,接著他

遂就例如企困迸行使咯未遂、企團執行种族隔萬和种族天地未迷提出了若干 .● 題 .

2U.盤 于已怔明遠些概念有許多鬥腄、那力什么又把它們幼入治罪法?是否只是因力它●l出 班

在某些回家法律中,或哉子姐俺堡原則
Ⅲ 和 lg54年 的治罪法草案?然 而,國 內法系并非是筑一

的,而 委員合所仄卒的工作比姐作堡原Jll和 19M年的治罪法草案不知要先迸多少°所以在我看來 ,

委員合位些首先考慮到每一种罪行的具体性辰以及位些道用的法律体系—— 最終是回所法—— 并

且据此包含或排除共犯、共碟和未遂的概念 .

21.除 了在委貝套一快哲吋通迂的第 12奈 (便 咯)弗 1敖ll 
中哲吋建立了朕系之外,尚 未

建立起罪行与令人發任”屈之向的秩系.在送方面,決定送洋做是正确的,即 目前位些采納第 12

茶第 1放 中已有的一般提法,即 先界定罪行的行力人然后再常理有美的行力或次位參加者.他快

力 ,委 貝奈在尚未村治罪法車未的思体鎗构 ,首 先是回家罪行和令人大任”屈之lH9的 球系有一介牧

确定的祝念之前就肘牛 lS、 lG和 1?茶車集作出決定是不成熱的.

22.例 如.19Sg年 ㄍ反肘招毒、使用、安助和圳球雇佣軍日阡公的)第 2茶 ,的确,在 雇佣

罕的招奏和根指公的的罪行之同建立了必要的球系,名 4茶規定共犯是一种罪行 .盤 子治罪法所放

想的罪行的交染性,他主救在每一种竹況下建立送洋一种敢系并且快力委真舍不位些依放思的祝

念 ,因 力速將合玲法官以逮分的叔力.委 貝合位些逐一按照具休來件亦理°因力恙而言之,未遂和

共犯范田很戶以至于使同球犯和主犯在恁碉鬥趣上相等同。將危害人大和平与安全的罪行范田廿

大到送祥′种程度是否正确和恰些?

”
凡牛 2lS1次合快,腳 注Ⅱ°

llㄍ lg88年⋯⋯年盤》,第 二卷 <弟 二部分),第 91-92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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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于垓報告的第二部分 ,委 貝合提命將曰所庥醉品敗迋作力一項危害人共和平与安全的罪

行赴理 ,它 超出了 19路 年 《耿合國禁止非法販迋痳薛菊品和精神菊物公的》的范田,因 此之拌一

种辰交必然合弓〡超罪行定〤的辰交°不能把危害人共和平与安合的罪行作力一种普通的罪行丸理 :

的确,如果不是送祥的活,夫子治罪法的所有工作就位垓停止°相反,必須保持治罪法的板力特殊

性和尸奇性,而且必須加強連守治罪法的紊件.因 此,X茱 璋來所下的定〤似乎大戶而不能迷到日

的,速 一目的不是無用小的敗毒者而且那些在回隊范國內遊行活功其銍安有時趣避共所在回家此

种孳女的重大罪犯.治 罪法位曾淡法列入的是送一共罪行 ,而 委真合力此目的庄些制定恰些的法律

林堆°在最近一次屯視屎坊中,哥俺比正法官們說他們元法在本日常理那些罪犯 ,因 力那些罪犯的

影晌力大大,而 國家法院旡法使他●●服法°正是速种卒共促迸了在困呀范日內恁罰他們的想法.由

回隊法院常判送些人在因隊法中將是一介重犬刨拳 ,所 以定〤必須特別具体 .耿合回犬合期望委貝

合的工作成果能姼超出 1988年公的,委 真合垃些作出努力以不幸久送一期望 .

放.巴 水甜戈夫先生悅,共犯、去碟和未遂的1.9翅 村子未來的治罪法的有效性、肘手口吥正又

卒╨,同 祥9+于 加強回隊法律秩序具有根本的重要忠〤.很雅找到一和解決亦法的原因一方面是由

于正如托移沙特先生 (第 215U次 合快)所指出的,罪行所固有的不同,另 一方面是由子各种回內

法律体系所采取的板力不同的立切以及有限的回隊銓駩 .

2S.至 于托格沙特先生夫子不同罪行需要有什肘共犯和共謀的岡趣的不同解決加法的肌庶,毛

元疑同將要在裁決每一具体案件的云任 (.9題 吋考慮到罪行的兵体性辰.一种可能的加法是力每一

和具体罪行 ,甚 至是每一种罪行的組成因素确定共犯和共謀是否有可能,它 們可能采取什么洋的形

式.速种亦法最力明确.但 送合增加洋如制定治罪法草案所需要的吋1.● ,他杯疑達祥做是否有尸格

的必要性 .

2s.在 某些案件中,例 如象俀咯、种族又地和种族隔南,主 要行力不可能是由一介介人人卒的.

里然某些罪行可能是由介人犯下的,但 央眛上治罪法草案包括的所有罪行都包含某种形式的共犯 ,

在某些罪行中沒有共犯是不可怒泉的.

29.已 友舞某些具体罪行原則上并不容并有共犯或共謀 ,如 果委真金的一些委貝基于速种理由

反玵治罪法放力共犯或共謀位些受到恁到,即 祥幻制定一項一般規則并且表明它的例外情況.或者

一一列半有可能友生同謀或明碟的罪行.然而,他介人不安成送种拜次亦法 .

2B.他 同意特別叔告貝恩的現魚,即 在出現危害人犬和平与安全罪吋—— 或者至少在大多數送

种罪行的情況下—— 共犯鬥捶具有決定的重要性.他注意到了特別報告貝已里在其年八次報告

(A/CN.4/“U和 Add.1,第 55段 )表 明了速种現魚,甚至提到了兩种女任形式的沖突——集体云

任和令人云任.送介鬥趣的重要性超出了治罪法車集的范田.他放力,刑

一

女任放性辰上悅一向垃

些由令人久女,只 有犯下某一具体罪行或者是垓罪行同謀犯的介人才庄普衣別卒云任 ,換句活悅.

按照集体久女的原則,別 ═云任不能道用。正如托移沙特先生正确的戈達的,比如說,不 能把整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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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送上法庭承捏別卒黃任,但他感到有責任提到在人失ㄞ文上以及在些代出班的一些情況 ,其 中

除了少數公民之外,整 今民族參与犯下了褚如种族又地送祥的罪行°危害民族和平与安全的罪行的

集体女任,例 如象种族又地、侵略和种族隔南,居 于國家所久的回沶女任,而 元淹達种黃任是法律

的 <基子田穌法的)政治的、物辰上的逐是其他形式的.由 一介回家村种族天免行力所承扭的責任

采取的形式可能是剝李那介回家行使91人 民犯下罪行的叔利以及相互的領土叔 .例 如 ,一 介回家肘

在棠二次世界犬成期同犯下的侵略行力所承但的云任,反 映在力它建立新的逛界以便剝李它重新

走上侯咯道路的机舍,因 力速合國家在一代人期同曾兩皮送行避侵略°

2g.同 ●+,在 确定令人的可能別卒黃任吋,如 果忽視介人所犯下的那些罪行為子大規模和連象

性的拉些受到恕用的曰隊罪行遠一特征,將 是一种錯淏°因此,在 例如象种族又地或紳族隔萬達祥

的案件中,其 中的罪行是由很多人犯下的,而且垓罪行的正确的法律定叉只能基于所有這些人犯下

的恩的有力而不是每介人草獵的罪行 ,所 久的女任只能根据在集体行力中所有罪犯的參与采确定°

每介人都要玵白己的行力承捏女任.但 送些行力被汏力是所有犯罪者所犯下的相互獄系的罪行的

。部分°而其昹上采用的也是達种亦法,不俠特別根告貝 (同 上,第 53段 )提到的波小案件是送

祥,埃希更和巴比案件以及其他案件也都是連桿°

3° .白 然而然引起的同題就是如何确定確是同謀犯,如何區分飯尋者、姐扒者、蟻初者和其他

美型的同謀犯.在達方面,他淡到了 《鈕佗堡法庭先幸》lz 第 6茶 的最后一款、《通本國沶軍事法

庭 (球 京法庭)完 幸》1‘  第 5茶 <c)和 盟回管制委真套館 1U甹 法律第 2奈第 2款 .“  它逐淡到

了特別根告長在根告的第 7段 中提出的村共犯行力的分美 (同 上,第 7段 )°

31.在 赤瑛的刑法中,共犯的定又是兩介或兩介以上的介人苦謀共同參加一种罪行,并且是一

种涉及若干人貝力了送到一种犯罪目的采取球合行功的一种犯罪形式,因 此它被汏力是一种尸重

的情況°玵于兩种形式的同樣作了E別 ,何 草共犯 ,其 中所有合伙犯罪者直接參与一种犯罪行力 ,

褒染共犯 ,其 中各种罪犯友揮不同的作用 ,有 些人屈子直接犯罪行力者而其他人則扮演教唆者、姐

銀者或其他同謀者 .后 一种共犯的形式一殺被描途力尸格意〤上的共犯 ,因 力在送种情況下一介或

一↑以上的介人參与由另外一令人直接犯下的一种罪行。犯罪者、姐班岩、煽功者和敬唉者都是速

一罪行的同樣犯并且依照他●9共 隊扮演的角色而界定力特殊失型的同沬犯.同 樣犯所無別︴女任

的基地是參与一种屈子具体罪行定又以內的村社金造成危險的行力并且達种參与成些受到惡判。

#凡 弗 215U次合袂,坤 注 9.

mD.cuments onAmei:canFore:gnRelations,vo1.VIII(July1945-Decemberl946)(P了 inCeton

U㎡ve6s:tyPress,1948).pp. 354etseq.

1‘ 194S年 l2月 2° 日在柏林頒布的有失恁治犯下我爭罪行、危害和平和危害人美罪行的人的

法律 <盟 田管制委貝合 ,ㄍ軍政府立法》(柏林,19碼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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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者的行力与犯罪的結果有看直接的瑛系.至 于其他同謀犯的行力,它 們通述犯罪者与犯罪的錯

果球系在一起 :教 唆者掰助罪犯其瑰犯罪錯果,煽 功者煽劫他去犯罪,組 軹者則在其他一些人犯罪

吋討他●●的行功加以指尋°

S2.肘 共犯行力的怒何在肘所犯罪行規定的刑法范田內加以确定,例 如元期徒刑.在 宣布判決

吋,法院位考慮到每一不同樣犯參与犯罪的程度和性廣 .

SS.共 謀是一种屈子罪犯定叉范田之內的若干令人就有組出的共同行力迷成的秘密林快°重要

的是注意到在日內法中,共樣一殺是指一种反肘回家的行力,例 如基存叔利.在 回哧刑法中,共謀

被理解力一种所犯的某种日防罪行的形式.按照國隊軍

一

法庭先幸的規定,參与一种 目的在子策

划、升始或皮缸侵略找令的共同甘划或共謀的行力是要受到恁坷的.在 特別報告貝的第人次根告

中,共媒的定〤是
“
參与一項旨在犯下危害人共和平与安全罪的共同卄划

”
<同 上 ,第 4U段 ).按

照 1948年 《防止和恁捌种族又地罪公的》第三茶 °),犯 下种族又地的共竦將受到恁田.因 此,把

例如共媒速梓的犯罪形式—— 參与′种共同犯罪卄划的秘密怭洪—— 列入治罪法草案是恰些的.

田.所 引起的鬥趣是一介在主要犯罪行力之后作出行力的介人(例 如村主犯提供庇抻或隱戎或

1.n助 他逃避您用)是 否位些汏力是罪行的共犯,或者送种行力是否构成一种草狙的犯罪行力.如 果

達种行力是在犯罪之前或在犯罪的同時犯下的,它 們元疑是共犯行力°根据事件友生之前或事件友

生迂程中送成的你洪或明謀而在

一

件之后放手的美似行力也屈于同桿的性辰.通有行力友生在卒

件之后并且事先并沒有怭快的情況就交得十分褒染了°在之方面,它 淡到了亦琺別法中力界定一种

行力使用的概念,送种行力冬管与一种罪行有碟系,但 并不杓成确定犯送种罪行的一瓨茶件,例 如

承堵隱成就是送祥.他杯疑其他國家的刑手法其中是否也有相同的概念°

Ss.另 一介同題是如何确定侵略、种族又免或种族隔南行力在時l,● 上被次力終止的那一庶.行

力的升始一殺比較容易确定,但 比如說种族天地行力是找止子停止居茶之吋逐是位垓放力只要璀

民或被流放者不能返回他●1● 的家因种族又地就仍在鏟攻呢?達不同趣的同樣、共謀和未送遠一具体

范田內值得迸一步思考 .

S● .夫子報告的第二部分,回 豚床#品 的非法販迋 ,他要淡的方一蕉涉及特別報告貝提出的定

叉.罪行的回隊因素只出現在名二部分的林題下而不是 X茶瑋未的案文中.他放力,只 談到目前

生效的公的是不姼的.他要悅的錧二焦涉及罪行的分爽.把一种行力分共力危害和平罪.危害人美

罪或找午罪的理由普然只是相村的.然 而,不容正反的是回隊床碎品的非法效退出手它所具有的件

多特性,區 然是屈子危害人爽罪一共,因 力它有害子全世界各國人民,而 它的其隊銬果是摧殘所有

回家即全人爽的生命°

釕.表卡弗里先生悅 ,特 別報告長在全面的館八次報告(A/CN.4π 3° 和 Add.l)中 力委員舍提

供了相些多的思考材料,再次表現出了他村本委真合和大合六委的要求作出了迅速的反位 .

BB.他 玵于沒有道守特別根告貝避免甘站方法同題的忠告表示放悲,但速一蕉是夫鍵的一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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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在遊去強調的,夫 鍵的是必須村子每一种共哧罪行清楚地表明令人犯罪者与构成犯罪的行

力或作法之同的球系°例如 ,种 族又免是最高一致回哧不法行力,但 它不可能只由一介人犯下。因

此,所 引起的 .9題 是堵如如何通遊一种
“
反向音任 l工 屈

”
述程找出能移村其罪行加以常判的某一介

人或某一些人,同 吋圮住种族又地按照其特羔被快力是由回家犯下的一种罪行 .

Bg.不 能抽象的肘待未送行力,共犯和共謀棍念中的任何一种 :它 們中的每一項都必須根据介

別的央体罪情況加以中查,以便确定,例 如,哪 些因素椈成了企田送行侯咯未達或企困扶行种族又

地球速.托移沙特先生 (第 21S° 次舍快)建快,夫子罪行主犯的定〤基本上可以解決達介同題。定

叉的措洞的确可以免去調查共媒或共犯 1.● 捶的需要 ,因 力任何策划或鈺豕罪行的人都是罪犯 ,因 此

不需要提及共犯°然而,並 然玵令人的恁例因參与的程度不同而各异°他們中的所有人都是罪行的

犯罪者,但怒田的戶重程度是有匡別的,速取決于他們中堆是領早人或確是次要的參加者。在甘淹

中逐有人指出,早在 1985年 名斯哈科夫先生就曾提出將治罪法中的各种罪行
‘
分別列拳

”
的建洪°

他本人完全同志与斯哈科夫先生在速介鬥翅上的慮兄 .

4U.一 共上有必要研究每一种車狂的罪行 ,以 便搞清楚共犯、共謀和未遊是否和以何种方式构

成犯罪的一部分,而不是泛泛地淡共犯、共謀和未迷枸成犯罪°就他來悅,他汏力送些不是草狂和

狄立的罪行 ,正 如卡菜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 (常 215】 次套洪)指 出的,他們是介人參与其休犯罪

定火的各介方面。夫子位些在治罪法草案恩91l部 分提到共犯、共竦和未遂的阿題 ,垓建洪的缺蕉是

暗示它們扁于車狙的罪行——道就只赴理破坏回妳和平与安全基拙的最尸重和普遍的行力和作法

的治罪法來悅是一种令人杯疑的前提°

41.何 而言之,怔 明有必要斌田准确确定是否位些和如何能栘將令人視力每一犯罪的同謀犯或

放定他共謀犯罪或犯罪未遂.沒有特別報告員夫子每一其体罪的建快 ,是元法完成送一任簽的,送

些建1X位 些表明罪行是否构成共犯、共樣或未遂的主趣,并提供一些現象說明,例 如,什 么构成企

田送行种族又地未迷°

犯.夫子田阡床碎品販迋 1.9題 ,他坐決支持卡某男 .′ 德里格斯先生的建快,即 位些或海在 X

香的館2致 中耳入板力尸重的行力或大規模敗毒.否 則孩數中
“
任何敗逗

”
的用悟將不伿包括席碎

品巨商而且逐包括床碎品販.普 然可以把床碎品煐看成是同樣犯,但 治罪法草案失心的只是最尸重

的回哧罪行,即 危害人美和平与安全罪.某些形式的共犯可能迷不到送种程度°

心.及后,冬 管堆以我到恰些各致的合道位王,但他仍然同意委貝●●的志兄,即 沒有必要在痳

碎品蕨迋鬥越上摘兩茶車床.床碎品麼逼刮削人犬并且可以被次力是一和危害人大罪,不依如此 ,

它逐造成政府的不穗定并且危害整今社舍,送就使它威力危害和平罪的候逸玵泉 .

44.小 水曾先生悅 ,他 玫迎特別報告良在共出色的第八次報告(A/CN.4/43° 和Add.1)中 所作

的努力,孩 根告在力國沶治罪法的目的确定共犯、共謀和未達的定〤吋妥善考慮了各回別法典中所

列的各种典型的罪行和一殺原則°不拉,他不同意扒力共犯、共媒和未達可以杓成狙立子危害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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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危害人美罪和我爭罪以外的草狙罪行的意兄.他捏心是達种解釋可能將共謀、共犯和未遂列入

治罪法草案的第二車而不是第一幸的一殺原則部分°日本的刑法典是在恩Jll部 分界定共犯和未逆

概念,并且在有失具体罪行的部分逐一按照罪行〺共犯或未達迸一步作了規定°他汏力達种方法是

大多數回家別#立法中所采用的.

45.除 了反玵回家的共謀罪以外,在 所有回家的刑法典中都不能找到共謀的稱念,他 村于是否

可以悅送一概念位威力回哧法思的理淹的一部分感到尸重怀疑 .

竹.特別報告貝在解釋力卄么他決定在赴理罪行本身那一部分中涉及共犯概念吋說道 ,‘ 毛元

疑鬥,同樣犯与主犯一祥久有同祥的別#安 任,達是不言自明的。
”(同 上,常 6段 )如果他意味若

主犯和同樣犯均垃受到恁何的活,速句活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就他介人來悅,他村其中可能的暗

示,即 兩者玵于奈歉車來中界定的每一种罪行均位承袒同祥的別卒云任,表 示了某种保留.恁 刊共

犯的程度因速祥或那祥的罪行而有所匹別。共酥上,在 某些情況下根本不位些應到共犯;例 如,泣

些怒門一項侵略行力的主要罪犯,但 參与侵略的軍臥中的下緻人民則不泣些按照指控的共犯珨子

怨肯骨了°

47.大于共媒的同題,特別根告貝就第 16茶 第 2欺草案提出了丙項各逸案文,并解釋悅.年

＿項基子集体別

一

安任的概念,第 二項基于今人刑事女任的概念.共 沶上,特 別報告貝似傾向子集

体女任,因 力他爭辨悅 :

今天,越未越有必要無理不新友生的集体罪行和由此引起的新的同趣⋯⋯因此,力 泣什罪行的

送种新的方面的同趣,法律必須給別卒責任下新的定〤,而在送种情況下必須采用集体形式,因 力

要确定每一今參与集体罪行的介人所起的作用起來越困雅了.(同 上,第 斑 -SS段 >

在遠方面他愿意強惆他在委貝舍 19跖 年幣三十八屆合以上悅述的活,即 位些冬可能將介人女

任作力我爭罪的′殺原則來村待。如果委貝舍次定將共豫祝念列入治罪法草案,按 照 19● Sㄍ 防止

及惡治又免种族罪公的》第 3紊 (b)已 銓作出的規定 ,送一概念垃些只道用于危害和平罪和种族

又免罪。

●S.思 的來悅 ,他 同意特別叔告真垮未送下的定〤是 ,“ 由于不以犯罪者志困力特移的竹兄而

失敗或被制止的任何丹始執行的罪行 .’ (同 上,弊 65段 )然 而,正如他在錧三十八屈合以上指出

的,只 是頂各但沒有睡若執行不位曾看成是犯罪行力.特別報告貝目前美于未遂的定文,孩定〤提

到了
‘
幵始執行

”,特有助子使未送和頂各之同的界我十分汁楚 .

中午 12吋 45分散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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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53次 令快

19gU年 5月 8日 星期⋯

主席:文 久儲先生

出席 :巴哈幼先生、阿〨焦一每伊斯先生、巴你沃#先 生、巴水榭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

努幼先生、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因 #雷新先生、埃里克i.x先 生、格雷夫拉特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雅科推德斯先生、科′馬先生、馬希与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木曾

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各庫幼斯先生、索拉里 .圈 德拉先生、場正姆先生、

托姆沙特先生°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撲

)

(A/CN.4/419和 Add.1,呂  A/CN.4/429和 Add.1-4,s

A/CN.4/43U和 Add.l,‘  A/CN.4/L.443,B市 )

(快程項 目 5〕

特別報告真的第八次報告 (玟 )

館 15、 16、 17、X和 Y秦’ 塑

夫子田防別卒法院親的的規定 ㄑ生〉

1.比 斯利先生說,他有几焦涉及原則和共辰內容的同題要憐 .

2.就中快中的本令題所涉原則來悱,很並然,任何特別報告貝,不淹多么有才能和劫勉,都

:委
貝合在 1954年 策六屆套快上通述的治罪法車某<<1954年 ...⋯ 年盤>,第 二卷 ,簿 151-

lS2更 ,文件 A/2693,弟 甲 段),袋 栽于ㄍ1985年 ⋯...年 盤》,方 二卷ㄑ第二部分),錚 8瓦 ,第

18段 。
3特

裁于《1gB9年 ⋯⋯年些∥錧二卷(第 一部分).

.特
我子ㄍlgsU年⋯...年 盤》,弗 二卷(第

一部分 )°

.同 上 .

‘
果文兄第 215° 次舍以 ,第 14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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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堆在一介案文里把各紳國家法律制度捇琱在一起 .因 此他忕力 ,委 員合虛考慮是否有可能靖因睜

刑 法青家提供扶木靜助°

3.夫 子央辰性 1.9題 ,杕討捻中可清楚看出,委 長舍如要取得迸展,就顏連免敬奈主〤.必須

努力根据國家刑中制度找到恰些的手段 ,指 以建立有失法院或使現有鞍院和揩地逼用未來治罪法 ,

而不至因法律上和程序上的任何差昇使基本司法原則受韻.在遠方面,委 長合須犬腥園入新領域 ,

肘解央送介陶趣持不拘一格的悉度.委 貝合看來正准各達洋做°

4.盤于有失回家刑法和回防別法 (淡若存在的情況下)的 思想友生的演焚,位 些肘達种演交

的原因加以考慮 .某一特定的行力在某些因家法域而不在其他回家法域中放定力罪行 ,或者在一介

法域中先前未被定力犯罪而隨后又被定力罪行 ,送一�其表明,送一行力作力犯罪行力的最后定性

反映了公共政策的原ll1.例 如,一些法域特共犯和共碟行力之一或兩者均定力罪行.這些行力本身

不是犯罪行力,但 印銓常”屈子基本犯罪行力的犯罪行力°因此,在 因公共政策而需要采用制止措

施吋,速些行力有可能被确定力犯罪.加 令大規定的共謀罪似乎就厲子遠种情況°在其他情況下 ,

將共犯或共樣定力罪行可能是有效地肘付基本犯罪行力的唯一亦法.

5.回 吥刑法的演焚也可以悅是基于正在形成的回怀公共政策的概念。達祥,1954年 的治罪法

草案和姐俺堡原Jl1. 庫視力黨女的先例,但 委真合成垓可以隨意再常查達些先例以及在本寺題下

中快的一系列其他日趣 .送祥做的目的,不依是要編來回吥刑法,而且也是要逐漸友展回哧別法 ,

以便有助于建立回隊和平与安全的完幸体系,送是委貝合在本寺題下的基本 目狋 .把送种校查杯准

道用于治罪法草案所包含的每一种罪行以及共施治罪法的体制和方式,將是駁力理想的.就后一魚

來悅 ,他 仍然确信任何回家法院如不吸收其他法系的代表參加,都 舍在道用治罪法草案吋遇到田

堆,達也使逐漸揪汀共同的杯准,迸 而惆和各法系之同的分歧威力可能°

6.力 了說明常以中的(.9趣 的欠染性,他提及了 ㄍ加李大刑法典》的某些段落,特別根告真的

館人次根告<A/CN.4/43U和 Add.1)也 引用了垓法典的某些部分°

7.例 如,孩 法典第 21茶靠 (1)數 ,涉及犯罪行力些

一

者.包含了一項大意力如下的規定:凡

帶助或教唆別人犯罪者皆力犯罪行力些︴者.有 爭以的是,由 子一种行力複放力是被告所力 ,而他

本人并沒有做 ,速洋某种熒似手法律似制的來西便可能建立起來.向 祥,牛 21奈 φ)欺規定,一

旦在介人之同形成共同犯罪怒田,每一人便成力其中任何一人所犯任何有失的罪行的普

一

者.第

η 恭規定,敬唉別人犯雜者便威力其些

一

者°而弗●22奈規定,即 使未犯下罪行,但教唆犯罪者

仍犯敬唆罪。最后,第 2S市 涉及︴后爪犯有力 .

8.些 然,大 可不必把 6加 令大刑法典>視作可逆循的一种可能范本洋加分析,然而考慮一下

垓法共和其他油源如何有助于委暴舍在友展一致的央辰性和程序性回沶別法半体系方面怭琱各种

‘
凡弗 21Sl次 套快,腳 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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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法律制度,也 是适宜的.

9.特別報告見提出了若干同題 ,但 并沒有把答案都找到。送是一今明稽的拳劫,因 力常快現

在有效的各种法律制度的最好手段仍有待尋找°因此委員合泣努力做的是 ,不 依要吸收遠些現有制

度的精牛,而且要荻得能提供共同基拙的先例°如果沒有,委 長舍則垃大腥革新.送項任夯不仗是

肘起草委炅套而言,也是村委貝含合体舍快而言°

1U.肘另一介有夫的、同祥達要的并且得到他支持的提以,即建立一介回隊別卒法院的可能性

I.9趣 ,他原則上保留以后重提的叔利 .

l1.巴 哈幼先生悅,在村提交的茶欺草案作出分析之前,他先就特別報告長在第人次根告(A/

cN.4u3U和 Add.1)中 采用的方法以及做法友表凡魚一般意兄 .

l2 夫于方法鬥題 ,他 同志特別根告長的意兄,即 共犯,作力一种罪行,庄 列入治罪法草案中

罪行定〤部分 ,而 不是一殺原則部分 ,因 力放犯与主犯久有相同的別#女任.達一羔同群通用于共

謀和未遂 ,冬 管后者近垃依据治罪法規定的每一項或每几項罪行的具体情況加以申查 ,因 力治罪法

依有失罪行的不同性辰而只其施到一定程度。

13.夫 子做法,特別報告真在揪打出夫子共犯、共樣以及未遂的因隊狋准吋似乎述子受到某些

回家刑法中的規定的形晌。他放力送种做法易招人反玵,因 力它欠慎重,并且半竟依据的是同因肉

法的榮比°他十分傾向子采用多逆茶的的做法°目前有夫子涉及又地种族罪、痳碎有品、劫持以及

找爭罪的各种日隊公約,它 ●)n列 入了有美共犯、共謀和未遊的規定 ,遠 肘送行治罪法草案的工作提

供了十分有益的基拙 .

14.村 子特別報告真提交的各文草案,他洗班在他月想友表一些概念性、其辰性的坪站 .

15.第 15茶 草案規定共碟力一种罪行°由于曰隊犯罪大多是集体犯罪,涉及扮演不同角色的

各种有力人,所 以理所些然地所有与垓罪行有失的行力人均久有罪黃 ,不 站送些人是罪行的友起者

近是執行者°然而也并逐有道种情況‘某人非故意或不知不党地涉入了一項非法或受禁止的行力。

此人孩視力無有罪云喝?犬家圮得館二次世界大城后.只 有主要找犯被提到羾稔堡和木京法庭申

訊 .他放洪到 ,區 分回怀罪行中的主犯和放犯并不比Ⅸ分國內罪行中的主犯和班犯容易.冬管如此 ,

遜是顏玵不同程度的共犯加以匡分 ,以便确定銙予多大程度的恁弼.不速洋做 ,法律便如同虛淡 .

共犯罪行的性辰要求村垓1.● 捶的送一方面作比坡祥幻的研究.他放力,年 15茶 卒案鋅 1放沒有解

決送介1.9趣 ,也 投城清楚
‘
狄犯

”
一詞的含文.方 2放旡真好潦了共犯概念的范田,但所指的是其

在肘同上的位用,因 力它涉及在主罪之前和主罪之后的仄犯行力.之是完全不同的1.● 趣.他 元其使

同共犯的基本視念,即 共犯位包括所有汰犯行力,不在是在主罪之前逐是主罪之后.然而在主罪和

主罪之后的汏犯行力之同位注意建立起球系.所 以他扒力第 15奈位包含
‘
杕犯

’
概念的定〤,并

拉明确規定共犯行力杯准以便使放犯久有罪女.

16.第 16荼草案規定,共樣瑀子危害人共和平數以及社舍罪.在 lg駟 年的治罪法草案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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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合把共謀的概念#犬力包括所有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的罪行°特別報告貝玵送种做法似有保留

意兄,他在根告里洗遠种做法
“
大犬才大了共謀的范田

”(同 上 ,第 5U段 ).不逮,放其坪淹中看

不出他的保留意凡是涉及罪行本身逐是介人和集体責任向趣。不淹所指力何 ,共樣同題須更透仞地

送行研究—— 如必要 ,Jll依 照每一項罪行或每几項罪行的兵体竹兄迸冇研究.同 時其范田垃子明确

規定.然后可以考慮在垓茶文里加上
‘
共謀

”
的定〤并指明文任范田。的确 ,特別報告真指出 (同

上,第 41段),共謀涉及兩今要素:一是怭快,二 是有送行犯罪的共哧行力.但他次力達一表示位

列入荼文的正文里.至于共碟是否垃包括治罪法中所列的所有罪行,他并元定兄.然 而夫子犯罪云

任座屈集你的逐是令人的,他傾向子集体女任概念 ,速介概念肘于控制治罪法所包括的罪行更力有

效 .然 而就共竦菜悅 ,垃 淡法協定每介罪行的參加者都有必要的犯罪志田.就 此來悅,他傾向子呆

用第 16奈草案第 Z飲 的弗一介各逸案文°

17.特 別報告炅在報告里指出,“參与犯罪的概念最ㄏ泛意〤不但包括侍統的共犯概念 ,而且

包括共謀的祝念 (同 上,第 加 段),并 指出
“
無然共犯和共樣是不同的概念 ,但 是它●l非 常相似,

有時透是重垂的
”(同 上,第 φ 段)° 遠些意凡不禁令人戶生達標的疑鬥:就 同樣和密謀各列一奈

文,是 否共有必有°在速介同題上,茶的慣例也不冬一致。某些奈的,如 1948年 《防止及怒治又

免种族罪公約》村同謀和密媒分別7理 ,而另一些茶約,如 1988年 ㄍ瑛合回禁止非法販逼痳碎菊

品和精神葑物公的》,把兩者視力同〤悟.他 星然村送丙种做法元明立成凡,但 扒力如果第 15和 ∥

茶草案合并成一茶,務作
“
參与犯罪

”,則 有可能避免特別報告長提到的重垂鬥趣 .

lS.夫子第 r茶 ,他放力把
“
未遂

”
也列入治罪法草案里田堆很多.首先,無 找到國防止公

快的
“
未遂

”
定叉.其次 ,未送的概念位道用于治罪法包括的所有罪行,逐是只道用于其中某些罪

行,送介鬥題必須确皮°逾憾的是,1954年 的治罪法革來沒有肘
‘
未迷

”
作界定,在把未遂与有

夫罪行視力同等的田哧公的中也沒有作界定°然而未送的抗念在刑法中有明确界定。一般來排 ,它

包含下列要素:伍 )有 犯罪的意田,(b)有送行犯罪的明區行力,<o)未 能犯罪,ω)有 犯罪的明

昱可能性.他水力第 17茶 車來中
‘
未遂

”
的定又位包括所有這些要素 .

19.他 同志特別報告長的志北,印 未達的棍念道用于大多效危害人大罪,如 又地种族和种族隔

南。因此在就送些罪行來悅不堆作出規定:即未速构成一种罪行.撫而村子危害和平罪卸不能相同

看待 ,如便犯和干涉,因 力正如特別報告貝所城 <同 上,好 ∞ 段),元 法确切地确定使犯或干涉及

何肘超,狄何吋失效 .

2U.就 分別把回唪床碎菊品敗逞視作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美罪的兩茶車未來說 ,他村特別報告

真的哭理亦法有所保留.他承放回豚庥碎菂品販迋目前已杓成一种尸重成勝 ,但 裾此就可把其定性

力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大罪喝?只 定力危害人犬罪或并就足移了.村子特別根告貝7理 回哧非法敗

迋床碎菊品罪的定〤的方法,他也有保留.1988年 的球合回公的簿 3奈肘
“
犯罪

”
和

‘
制裁

’
作

了ㄏ泛界定,把每一和可想到的与床碎菊品販迋有夫的行力都包括在內。相比之下,特 別報告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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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X茶 草案卸只包括了垓定〤的一部分。比如悅垓公的的財政方面就沒有包括迸去°速一缺陷

庄妳朴,他提洪,力 了治罪法草案目的,日 防林碎菊品販迂的定〤拉以1988年 耿合回公的力基袖 .

21.旦 然他持有這些保留意兄,但他感甜特別報告貝提供的有肩友性的、鼓舞人心的報告.他

保留以后再就夫子可能建立回隊刑事法院的同趣皮言的板利°

22.揚 皿姆先生 <特別報告鼠)悅 ,他感到掠研的是委員舍至今沒有一位委員提及他的第八次

根告寫三部分涉及的日哧別卒法院規的1.9題 .在上一屆金以上,曾 要求他冬早提 交一份草案,似

乎︴情很急.既然吋向很快就要迂去了,委 貝舍或萍位考慮更改工作卄划。

2S.主席說 ,只 要孩快程項目逐淡有以完,委 長合委真可在此期同隨吋就根告的任何方面,包

括第三部分友表分析慮兄 .

24.帕 夫拉克先生站及有夫共犯、共謀 和未遂的第八次報告(A/CN.4/43U和 Add.1)第 一部

分,說他理解特別報告真的推理,但不能女同他的某些錯淹.在他 (帕 夫拉克先生)看 來,共犯、

共碟和未遂旡疑都是犯罪形式°歐洲的犬多數別法,包括波〨的別法並然采取的是遠种做法,因 此

在治罪法車集中也位垓考慮到達种做法°

Z5.作力犯罪形式,共犯、共謀和未遂位視作治罪法中的單狌部分 .在遠新的革狙部分里,最

好加速一介放回所法角度制定的犯罪者定〤—— 如果委貝合同意送祥一介定〤的活°速介定叉,可

以筠沙科夫先生的意兄
’ 力基拙 ,可適迂所渭相夫的罪行澄清犯罪形式的卄多方面的鬥趣 ,象委

貝套好几位委員已指出的那釋,并汏而仗委長合的任奔更容易些 .

加.的确 ,曰 吥罪行与日內刑法所界定的大多數罪行不同,但 不同之哭往往仗是垃子怒刊的行

力的尸重程度同題。正由子此,狄原則上排不宜力治罪法中的每一項回沶罪行車狄另定共犯罪、未

遂罪等,些 然有些可作力例外,例 如共碟.最好在治罪法車來第二幸幵首列凡項系數,把治罪法包

括的所有犯罪形式都加以界定°速凡項茶款比如可狄准各升始 ,接著涉及共謀、加入、未遂等°然

后作出共同作來者各种形式參与的定叉,不法共同作案者是皮起者 ,直接犯罪者 ,近是沒有直接參

加執行而只是指手犯罪的領早者.在 洋冬釵迷了共同作菜者的所有參与形式后,便 有可能站及放

犯.他 已篷悅逮,共犯只是犯罪的一种形式.些 有了主要犯罪者的定〤后 ,之一庶便合更加清楚地

區示出來 .

29.在 其報告 <同 上,弊 1g段 )的弗 21段 ,特別根告貝提及在共犯方面
“
存在若灰色廖域即

不确定區域
’.的确 ,肘并多回家法律造行研究之后可以得出結梵 :缺乏筑一性.然 而委真舍不泣

夫注于放端呆例,相 反位冬可能洪先地界定犯下治罪法下的罪行吋的女任.治 罪法的作用不單是恁

捌,也是教育和制止.共犯、煽劫、准各、琤助、唆使、命令、指揮等行力都只是犯罪的形式,昆

然泣根据參与找行犯罪的程度和犯罪行初本身一帶受到應何°有盤子此,他袋同介人發任原則,而

’
同上,腳 注 8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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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獎同集体責任原則 .

2B.夫子涉及回隊非法販逞床碎菂品同捶的根告第二部分,他悅,委 員套垃直接了些地宣布遮

种販迋力危害人榮罪,并 把注意力集中子速介定〤的效果°有一茶就是拸了.目 狋是怒治巨共麻醉

茹品販迋者和銓銷者,而 把小商販以及屈于非法敗逐床碎菊品的其他活劫留給國內法院赴理 .

29.伊 留埃卡先生回碩悅 ,委 貝合最初被委托起草一今治罪法車未任夯的原因是,在 友生了′

弱重大的世界性沖突之后 ,回 狋社合希望肘某些罪行以及相位的怒例措施加以界定 ,希 望起草一套

适些的法律親則 .委 鼠套必須找到一些法律解次亦法,使妞伶蠻法庭和球京法庭能銘避免受到的批

坪.送些批評是‘法庭沒有依指現行回酥法而建立,提 出的指拉沒有符合法制原Jll,其 施的怒到達

反
“法光明文者不用

”
的原則 .

3U.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八次報告(A/CN.4/43° 和 Add.1,第 6段 )提 出的夫于方法同題的意兀

不泣忽視 ,但 第 15、 16、 17茶 車來的內容和范園昆示,形式和內容密不可分,次方法半上排,相

肘于其沶和精神上的作棄者未現,其 隊上元法确次泣予怒刊的行力的組成要素和他們虛受的怒刊

的組成要素°

31.委 貝舍的任夯五然不是依据普通法或多馬法体系似定一介治罪法草案,也不是依据用于解

決法律沖突或回家法院管箝杈坤突的規91l而 似定治罪法草案°按照犬合 1947年 l1月 21日 第 1?7

(H)孝 決快和 1981年 12月 1° 日常 36〃U6子 決快,委 貝合須通逮似定治罪法草棄,指 出妞佗堡

原則位具有的地位,同 時泣道些考慮到回眛法逐漸友展的錯果 .

32.在 報告中 (同 上,好 19和 第 26段 ),特別根告貝淡到給涉及共犯的行力人下定〤的困雅

(“灰色Z域 ,不确定區域
”).他所指的鬥趣涉及因阿別法的兩介基本理捨,即 ke.criminis——犯

罪友生的方式——和与共同犯罪有失的犯罪參与,換言之,即 志大利法律中的 s。 ciet三 ssceler:s.

33.就犯罪友生的方式來悅 ,共犯、共煤和未速占据若特別位丘,因 力只有一次犯罪,但有多

介犯罪者°犯罪並然包含卄划和執行兩介險段.犯 雖卄划的客既表現是達祥 :一 ,企 四,送 意味著

已升始執行,二 ,失敗,送意味若行劫已姪執行 ,但 由于客現茶件不以犯罪者的意志而特移 ,預期

的佑果沒有其現 <夫子此魚,他指出,特別根告長悅 (同 上,第 c9段〉,夫子未逆概念的括也道用

于失效 ,弟人失效—— 比如又地种族、种族隔南和便珞等侍兄肘治罪法未悅是有意〤的—

—

是一种

犯罪行力,遠在厊文上,尤其在拉丁美洲厊文上可找到其例),三 ,既達罪行,即 錯束了執行犯罪

的迂程.然 而,作力犯罪形式,提破犯罪、共碟 <第 16茶車來站及)和 挑井或煽功成与未遂、失

效和既迷列在一起 .

m.在報告中,特別報告長指出了兩种傾向,一种是將︴后參与和共謀分升,另 一种是將兩者

秩在一起 .所 以他的堵站是他不能
“
在承扒造兩种走勢存在的竹玩下而建快草狂一項規則

”
<同 上 ,

第 S9段 ).因 此他在第 15茶 草案里提出的解決亦法垃列入治罪法中,因 力它提供了一項最好的亦

法,界 定每介參加犯罪行力的人的參与以及他垃無的女任和垃受的怒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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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并多團宗的別法村犯罪者、班犯和時匿犯加以匡別°村子后者,刑 法寺家●il 有分歧,但接

受第七屆回隊刑法大套的現志 (同 上 ,第 Be段 )恐 怕是保險的,即后來提供援助的行力不是出子

先前的林快,例 如隱匿,泣 作力一种特別犯罪行力加以恕刊°

Se.有 夫犯罪參与的些代刑法理淹反映了兩种主要意凡:特坑的志兀,如 一元淹所代表的,坐

持罪行的車一性 ,与 犯罪者的多數性相村 ;多 元淹 ,次力每介參加者是构威犯罪的共同行力的一部

分。一些著名的形法家放力,如果几介人同志犯一項罪行,或者如果有一項主罪行力,參加者放達

种行力中扶得了其參加者煦資格,那 么參与的仄犯性疲就十分明立°參加者的行力只能
“
有案件

地
”

定性力犯罪行力,因 力其行力取決于主要犯罪者的行力 .

B9.由 于特別報告真的工作 ,委 長舍完全能移揪定一介治罪法革未,力 回怀刑法智格叔的共施

鑰平道路°治罪法泣成力一套統一的︴羊冬的普遍接受的規則 ,并 与世界上各种不同法系保持掰琱一

致。央施治罪法,五 然孺要淡立因隊形卒法院,孩 法院在必要的行政机构支持下,將抈有申判治罪

法所包括的各种罪行的青有叔力。目前因跡气候的特魚是裝和、和平、茨遠和合作,送毫元疑鬥悅

明了琺合口大合力何在1989年 12月 4日 以怭商一致的方式通避了具有所史意〤的第44/39子

次快 ,決 定淡立一介村放中非法敗迋床碎菊品和其他跨因犯罪活功者掬有管格叔的回酥刑事法

院°

38.最 后 ,他表送了如下意具 :夫 于共犯、共謀和未遂的第巧、16和 17荼 ,位 列入治罪法草

案青迷一殺原 91l的 部分.他保留就涉及回隊別

一

法院規的同趣的第八次報告(A/CN.4/43U和

Add.1)第 三部分再次及言的叔利°

Sg.馬 希馬先生悅 ,特別報告真的報告何明扼要的特意,起初使他在心第八次報告(A/CN.4/

43U和 Add.l)沒有包含足侈的內容,使委長舍堆以研究所渭的
“
有夫的

〞
罪行°共隊上本報告須

參照特別報告貝年四次報告
︳ 的好三部分來袂,他在速一幸洋幼分析了

“
其他罪行‵ 委員●●曾被

要求就追要的几介 1.9題 清楚地田明各 自立場 ,他 現在就紫紫田現速几介重要鬥題友表一些意

凡 .

1U.夫子球其辰性后果甪皮考慮的方法1.9題 ,他注意到若干委貝提出了達洋的1.● 趣‘是否有必

要兢共犯、共碟和未達的祝念制定一奈一殺規則,或換言之,用 演鋒方法次垓紊規則中推早出每一

項罪行的后呆 I或者是否宜子直接球系每一項罪行而炎理每一介概念,以便連循 l=納 方法而考慮每

一行力的特魚.有 的委貝逐 ).● ,是 否位將治罪法車舞革狂一部分寺ㄇ用未討淹有失的罪行,逐 是位

把送些罪行列入已有的一部分,如 夫子一殺原則的那部分 .

41.達 些1.9越提出了另一介共辰性阿趣即究竟如何力每一种罪行定性的鬥翅.它們是狂立罪行

透是先粹的有美罪行?例 如,共謀如被視力貀立罪行,則 即使逐沒有升始執行也垃受恁用.特別根

︳ 《19SS年⋯⋯年盤》,#二卷 (館
一部分),弊 GS更起各瓦,文件 A/CN.4/S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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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貝力肩友委員合而所用的比較的例子清楚說明了所持的立切名不捨罪行是否已共沶犯下,俠伙屈

于罪犯田伙達一庶就是位受到恕判.升 始執行 ,只 不逮是加重7何 情市,其后果是村判定有罪者可

施子更重別田°反遊來,如果同樣被視力一种參与犯罪的形式,只 是一种有失罪行 ,則 立劫將犬力

不同°如要肘送种參与施予恁罰,須將其与主要罪行朕系起來.委 貝套正是須依照遠些后果來常快

所快各項罪行的性辰 .

42.在送方面,特別報告貝1Zj及 疑稔堡法定肘其姐班法’ 弟 6奈 的解舞,垓紊區分了三爽罪

行 :危 害和平罪 ((.)敘 ),找 令罪 <<b)款 ),危 害人大罪 <<c))款 )° 里然共樣只是在 (a)

放明确提到,但 可以假定,因 在弗 6茶末尾提到共謀概念,它道用于全部三榮罪行.些 吋的目的是

在不必調查主要罪行的情兄下也能戶厊恁治那些准各、姐無或領早犯罪行力的人°然而錯果.法 庭

卸村第 6茶作了狹隘的解釋,汰力共磏棍念只道用于危害和平罪°就危害和平罪未悅 ,速种共樣被

看成是狽立的罪行,目 的是村珗治者犯下的罪行即危害和平罪送行恕同 (速种罪行主要是侵略行

力),并 把那些久有罪黃者作力主犯而不是仗作力9X犯加以常判°集体責任的概念自那時超升始形

成 ,因 力銀伶堡姐銀法第 6荼所依据的是領早和姐玖那些罪行的人之目的共同責任 ,其 中一部分罪

行是由另外一些人直接犯下的°五而易兄,必須村集休黃任概念加以忕其研究,并在逐來常查的基

拙上找出達一概念起作用的确切奈件°送洋 ,共味概念便可作力狂立罪行星于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

罪之中,但茶件是須持必要的進快杰皮,道 些考慮到某些因素,如 意因因素,送种因素有限制此祝

念的作用°

43.更先玩地悅,有 失的罪行造成了兩碓的局面:或是快力;治 罪法車來包括了犬多數尸重罪

行 ,据 此,不仗必灰恁田那些犯罪友瑞者 ,而且必須恁捐因共犯、共謀和未遂而涉入的所有的人 ,

村他們道用的您捐与其參与程度一致,或是放力,在友生尸重罪行吋,必顏尸格執行法律,并拭田

仗您用那些其正玵具你的各別的行力久有罪女的人°然而,或 并存在著一紳中同立場。

44.夫 于共犯,他洪力用一介荼歉道用于治罪法草案所包括的所有罪行是可能的,而 委員合另

一些委長放力,肘于共犯 ,在 某些罪行上,如 找爭罪,可用狹窄的7理 亦法,而在另一些罪行上 .

如危害人美和平反安全罪 ,可用較先的犬理亦法.然 而他逐沒有听到任何支持達种區分的兵正有悅

服力的意北.或并困現有的找午罪公的列有洋幻的規定 ,肘各种罪行作了班別,達使得力各种罪行

包括共犯定性牧容易,洪 而有利于在達爽罪行的共犯同題上采取狹窄的天理亦法.然 而,即 使如此.

海牙公的和 日內瓦公的可能是不准确的,元站它●●多么洋幻 .因 此借助于此在一介同趣上支持狹窄

的7理 亦法,而在另一介 1.● 趣上支持牧克的炎理亦法,可能不移穗妥.另 外他不敢确信,把共謀罪

列入治罪法草案舍否不使委貝合肘共犯棍念采取狹窄的大理亦法,共抹祝念使怒捐飯專者和銀班

者成力可能,那 么力把某些有女任者也抓住而把共犯棍念才大有任何根据喝?忠 之,弗 15奈瑋未

’
凡弗 215U次 套快,腳 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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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似定更洋幼的案文,以 便更清楚地确定根据治罪法垃受怒用的共犯行力。

45.未遂是与頂謀犯罪紫密相夫的行力的例子.因 此,肘未遂須賭合各种罪行加以分析并根裙

具体情況加以恁琱°如果未速罪行由于情況不以犯罪者意志力特移而未犯下,則 未遂仍庄受到怒

┤百●.

筎.夫 子非法販迂痳醉菊品同趣 ,送方面首先出現的1.● 題和我爭罪情況一祥是确定是否任何与

床碎商品有失的非法行力都包括在治罪法草案范日內.他 的意凡是,戶 重性因素,不淹与村其他种

爽罪行須考慮的尸褒性因素多么不同,必須努力力把一項罪行列入治罪法提供法律根据 .因 此必須

确定一些要素,使有可能洗;其一具体非法活功攸由日內法甘格 ,到 一定程度上,它超出了日內法

管箱范田而成力回妳禁止的肘象 .所 以,力 了把非法販迋席薛菂品列力治罪法作力危害和平罪予以

德到的行力之一,肘速一外來因素須姶予一定重視.然而放送一角度看,X茶草案第 2敏是不充分

的°另外,特別報告貝在其報告方 69段 中的坪淹与垓放不完全符合,垓欺在范園上是很先的,因

而并不排除孤立的行力.因 此必須強調垓茶草案第 1款所指有力的外來性,以及它可能村回隊夫系

帶來的后果 .正是与因眛夫系的球系使某一涉及林醉菊品的具体行力成力危害人失罪°X茶 草案第

2款可以列出枸威犯罪的并因而泣受怨引的行力 .

47.委 員合一些委貝杯疑 ,作力危害人爽罪的非法販迋痳碎菊品是否位革次一荼7理 °他的落

凡是最好有丙荼 ,特 別是因力.委 貝金在治罪法草案第二幸的各介部分中分別涉及危害和平罪、危害

人爽罪和我等罪.如 要把非法販迋席碎菊品定力危害和平罪,則 顏在第二幸有夫部分明确說明,如

定力危害人爽罪,也須同祥做。人回豪的現魚出友,非 法販迋來醉葑品作力危害和平罪,既有國內

方面的鬥趣,又有回隊方面的鬥趣°正是因力它影咱了回家的穗定或因力危害了回酥夫系,它 才可

稱力危害和平罪.在把非法敗迋床碎菊品界定力危害和平罪的茶歉草案里必須包括送些要素.然 而

在危害人失罪方面,与 回家有失的內部或曰妳因素是元夫緊要的.給人民帶來尸重后呆的日內非法

販逞由于達些后果并仄某些方面看可視同又地种族罪的一种形式°它并沒有直接彩咱回隊和平或

一日政府的穗定,但 它的确危害了ㄏ泛范田的人口,所 以位錚伊送拌的人爽祝念.在送种情況下 ,

便与日內法有密切的琺系,于是因肉法院和拙以中的曰隊別

一

法院頦划分想判方面的后果—— 而

送是一件特別瑋瓜理的同趣 .

1B.及后 ,他提到特別報告真曾多次故甘求玵主犯作出界定,以便接著可以确定犯罪參与者的

各种哭別.他本人不發同送种做法,因 力別法一殺不求玵待罪行那祥迂多地界定犯罪者.根 括罪行

确定犯罪者的竹市,以便能按照共參与程度蛤子想用.在達一魚上,委 貝舍不能述子堆心勃勃:有

些概念不能得到完全精确的界定.在 國內法中,往往是由法官估定每介被告在犯罪中所扮演的角

色,沒有任何理由悅明在回隊法方面就位有研不同.委 民合灰制定一些指早原則,但在每介兵体案

件上垃由法官确定每介与葉子有失者的女任.委 真合一旦快定了主要罪行清革;即 可再列一介相夫

罪行的清革。它泣爭取之冬可能的洋冬,冬甘共不可能做到洋冬元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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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既然前几位友言者共隊上淹及了特別根告長提出的有夫共犯、共

謀和未遂概念的所有同題 ,他仗何要地就此令趣淡一些意凡°他能移理解 ,特別報告貝不應重幵在

lgSS年 第三十八屆套洪常快其第四次報告期同已篷送行迂的辦梵.而是想了解委貝合的委貝肘他

提出的三介概念的定〤有何想法.然而委貝金好几位委貝并沒有參加索三十八屆舍快的甘梵°而

且 ,特別報告長玵達三介概念的定叉所作的修改几乎不合引起任何志凡分歧 ,因 力它們只不遊反映

了一般刑法的普遍接受的原911.正 由于此,將要送行的任何有有成果的甘挖 ,尤其必須集中子似給

送三介概念确定的作用.委 真合必羾決定是否可以把達些祝念不加交功地引入回豚刑法中.

5U.夫子共犯1.9題 ,余 所周知在一殺別︴法中,共 犯棍念根括的是派生的犯罪性原則和派生的

怒7性原則°根接第一介原則,共犯是由主要犯罪行力的存在決定的°放垓項原則戶生了若干后果 .

其中,只 有在主要行力友瑞者被定力有罪后,杕犯才可定力有罪,主要行力被免罪后,共犯的犯罪

性辰也將消除.根据第二介原則即派生的恁改性原則,共犯行力和主要行力以同祥方式受到偲何 ;

根据地肘派生的恁赴性理站的倡早者,主 犯和放犯甚至必須受到央妳上相同的恕引 .

51.因 此在侍坑的法律制度中,共犯一般根据主要行力求界定,有奈特別親定—— 大多教情況

下栽子刑法中隊途一殺原則的那部分—— 等ㄇ釵途主要犯罪者或假定的主要犯罪者的概念.達 是

非常普遍的情況°            .

S2.然 而,委 員合無起草一項危害人大和平仄安全的治罪法草案,換言之一項回隊法犬中.和

迂去一祥 ,委 天舍每些不得不考慮把回內法的規則和原則特移到回怀法中吋必須遊快放÷,放其考

慮共犯概念位以何种方式特移到治罪法中,即使送介概念的定〤和內容在所有國內刑法中都大致

相同°特別是有必要确定 ,派 生的犯罪性原則和派生的恁赴性原則是否道用于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

罪中的共犯概念°如果适用 ,共犯概念就垃在治罪法中的一殺部分中加以界定 ,或中和主要犯罪者

的概念一洋°

53.然 而在就此鬥趣作出決定之前,必須分析一下田隊公的和司法伍例.正 如特別報告真在其

弗八次報告(A/CN.4/43U和 Add.1,館 1B段 )中 指出的,回 萍罕手法庭規的在同一茶熬中不如匡

別地提到
“
領早者、扭銀者、煽功者和放犯

”(羾●●堡法庭姐軹法館 6“)各和未京法庭銀無法算

5“ )奈 ),在 犯罪者和汰犯之同不作匡分.狄犯和主犯之伺沒有汏屈夫系的現魚体班子羾俺堡原

則
m 

中,也体現在 1954年 的治罪法車未、1968年 的 《防止及想治又比和族罪公釣●、lg,B年 的

6反肘种族隔南回穌公的》、199g年 的 6反玵扣留人辰回隊公的).然 而大金 1989年 12月 4日 適述

的 6反村招去、使用、資助和圳珠雇佣軍曰防公的●似乎是介例外 .

54.馬 希与先生清楚地說明了肘主要行力和共犯行力同等交理并使后者也威力狂立罪行之一

解決亦法的法律后呆 .

m凡
第 2151次 合快,腳 注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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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正 如剛才看到的,因 隊慣例並然是采取把共犯行力与主要行力分幵的亦法,回 肉法中也出

現了美似的赹勢,即 才共犯有力犯罪性辰的确定不是取決于村主犯的定罪 ,甚 至不是取決子村主犯

的确冰°在速种情況下可以理解的是,特別根告長本位把共犯作力草狂的一項罪行赴理°然而他也

知道 ,委 長合如果斌困玵狄犯概念作出界定并使之Ⅸ別于犯罪者的概念,必 然合遇到困堆,所 以他

恰普地提快拋荓特筑的主犯和仄犯的
‘
一分力二’

的美系而逸用更鬼泛的參与者祝念,送就把主犯

和仄犯都包括迸去.委 長合垃幻致地常全送一解決亦法,并考慮是否可以起車一項夫子參加犯罪的

一殺規定 ,把舉取者、煽功者、犯罪者和放犯都包括迸去。送祥的規定位列入一般原兵j中 并在原則

上道用子治罪法包括的所有罪行 ,同 時它被理解力,在每一起兵体案例中,拉 由回隊別

一

法官來估

定每今參与者所超的确切作用 .

“.与 委貝含的一些委真不同,他不快力目前有必要常查各种不同的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罪 ,

以便确定共犯理梵是否可以道用于送些罪.

田.靠 16茶 草案包含的丙款涉及特別根告長所你的共煤的兩种程度 .一 共上,只 有第 1款其

正梵及共樣的特魚是參与共同卄划或參与者之同有掰快°第2款指的不是共媒 ,而 是相些于法國刑

法木悟中所悅的一种犯罪行力 (attentat),即 已執行的共謀°例如,在 法回刑法中,危害回宗安全

的犯罪行力杓成一种完全車狂的罪行.把夫子共樣本身的挑定列入治罪法草案一般性部分庄是可

能的,而且沒有困堆的°

#.弗 2敬 第一各逸集文涉及的是集体天任,弗 二各迤案文涉及的是令人女任.如 果委員金迤

掙令人女任原則 ,91l第 2款焚得多余 ,因 治罪法草案已咎有一項大于今人安任的規定.如果委貝合

逸舞第一各遊案文——按照犯罪參与的概念,垓案文肘參加犯罪的所有人同等肘待—— 91l弗 2款

案文完合成列入一殺原則部分,紫 接夫子參有的規定之后°

s9.夫子未遂的第 17茶 車未引起的坪淹和夫子共謀的規定引起的坪站一祥 .既然又是堆以常

查治罪法所包括的所有惡行以便确定未遂的概念能否道用于它●●,所 以挃易地規定未遂可能通用

于所有的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是不明智的.如 果委員合仗伙把未送的侍銃定〤列入治罪法一殺

性部分,達就意味若將由法官未确定在每介兵体案件上未迷祝念是否道用 .

m.淡到來人次很告的年二部分 ,他悅他原則上女同把球碎品取迋列力治罪法所包括的罪行之

中的意兀.他放力.豫好把之种罪行定力危害人爽罪而不是危害和平罪.然 而特別報告貝泣重新惆

整Υ奈草案璨文,以便仗奴包含去
一

构成回豚共碟行功的有鈕然的犬規模敗逼 .

c1.索 拉里 .田穗拉先生先就共犯和共#抗念友表坪淹 ,他洗,承 何革的英迂于肘送丙介抗念

揪汀一項且相同的規定,三于參与犯罪的林題下.特別根告貝在弊八次推告<A/CN.4/43U和 Add.

l,館 加 段)也确共達擇吸想避.送洋做逐有一項好哭,即 可作力不同的法律制度共同使用的林准 ,

各合法律制度并不患是區分共犯和共沬的.在 送方面,位 圮住 ,如 果治罪法把送洋的犯罪者定〤列

入 ,不供包括共沶犯罪者,而且包括
‘
起始者

’
和 1.● 接犯罪者 ,那 么有美共犯和共竦的規定也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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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奈的了°

62.而 且 ,他 杯疑是否所有形式的共犯 ,特別是主罪之后的仄犯行力都足以杓成尸重的罪行而

被祝作危害人共罪,因 此被治罪法些作犯罪行力來炎理.未 迷同擇有速介 (.● 題 :它 似乎沒有尸重到

可視力危害人美罪的程度。把送些犯罪行力定力危害人美罪有其危害性 :根 瑞尸重之概念有可能在

公森心目中焚得多少有些模糊不清,而 它本是与治罪法作力犯罪哭理的行力密不可分的.

惢.夫子非法敗遂床碎菊品的X茶草案的措甸拉加以修改,以便十分清楚地表明垓奈只道用

于有組豖的大規模販透°

a.把一种新的犯罪形式—— 敗毒品恐怖主〤—
—

列入治罪法包括的罪行清革里也是一种很

好的做法°人叔委貝合在第四十六屆舍以上適迂了第 199。 /75母 決洪.趣力
“
非正規武裝集田和敗

迋毒品分子的暴行力村人板的享受所造成的影晌
”
,其 中垓委員合肘許多回家中的非正規武裝集困

和床醉品敗送分子的犯罪和暴行以及這兩者之同加緊蚨系的怔据深 表夫切。現在有理由忕力 ,凡

年前在歐洲十分猖獗的恐怖主〤活功曾与床醉品敗迂者有球系°目前拉丁美洲好几介國家的情況

也是如此,速 种新的犯罪形式肘那里的社套构成了真正的威勝°因此送里涉及的不依是危害人美

罪,而 且是危害和平罪,必 須作力治罪法中的一种犯罪确切加以延理。

SS.主席作力委炅套委貝友言,他首先指出,特別報告長在第八次根告(A/CN.4/43U和 Add.

1)第 一和第二部分提出了板引起爭快的同趣°共犯、共碟和未遂是國內法概念,其 丙含依法律制度

的不同而各异.如果要使一項目酥犬中威力普遍接受的文中,那 么在把達些概念列入垓文中之前 ,

必須迸行統一和捇淍的跟巨工作 .即 使不久的特未要建立一介回怀別手法院,但 治罪法包括的罪行

元疑在大多效情況下透是由回內法院常判的.

66.道憾的是,第 15、 16和 V奈草案照目前的措洞是瑋以完全接受的

S9.他 不反玵治罪法把共犯和共謀作力犯罪赴理 ,但 9I于 把未遂列力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罪是

否恰些抱有 lr.疑 .共 隊上特別根告見本人村送一魚似乎也有些疑鬥.他在報告中承放 (同 上,第 ㏄

段),未達理挖只能村常快中的罪行作有限的位用.然而,接 了好 17紊車來卸給人与坪捨相反的印

象:它站遊的正是普遍垃用理淹 .

SS.夫 于方法1.9趣 .他放力有失共犯、共碟和未送的規定位列入治罪法淹迷一殺原則的部分 ,

因力速些不是兵体屈于危害人大和平天安全罪的罪行 .央 豚上這些罪行犯下吋往往与堵如碟弟、盜

窗等罪行有球系°或并正是由干達′原因,在各介回家包括他自己回家的別法中,有 大達些概念的

規定我干涉及一殺原則的部分 .

∞.他 玵于特別根告貝在報告里提交了夫于非法敗逗痳碎菊品的茶數感到南米.他 所扁于的民

族曾是帝日主叉分子鈕取的床碎菊品頭遂活初的弗一介受害者 ,所 以他深有感想地相信 ,回 昹社合

把達一罪行定力危害人失和平及安全罪,是作出了一介在世界厊史上具有里程碎志〤的央定.村子

就此主題提交的紊款革瑋,他承放非法販迋床碎菊品既是危害和平罪,又是危害人榮罪,但汏力沒

—— 71 ——



有必要次立兩茶草獵的奈款°

η.最后,正如特別報告長本人指出的,作力治罪法下的一种罪行來尖理,速种販迋必須是板

力戶重的°所以它必須是大批的,并且是由秩合或私人緒伙或政府官長大規模送行的°適憾的是 ,

X茶草案放后看不出速一庶.

中午 12時 5° 分散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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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巴 哈鈉先生、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小沃蘚先生、巴休謝戈夫先生、本努鈉先生、卡

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伊留埃卡先生、

雅科堆德斯先生、科多馬先 生、馬希烏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

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
午庠幼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

生。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塞
)

(A/CN.4/419和 Add.】 ,: A/CN.4/429和 Add.l-4,:

A/CN.4/43U和 Add.1,｛  A/CN.4/L.443,B市 )

委貝舍在 1954年 第六屆套快上通述 的治罪法車來 (ㄍ lg54年 ......年 盤》,第 二卷 ,第 1S1-

1S2瓦 ,文件 A/2693,第 駟 段),持 栽于q985年 ⋯⋯年盤》,方 二卷 (算 二部分),第 8瓦 ,第

lS段 .

特哉于a989年⋯⋯年盤》,第 二卷〈第一部分).

特哉子qggU年⋯⋯年些》,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

同上 .

——
 72 ——



〔破程項 目 5〕

特別報告貝的弟八次報告 (臻 )

第 lS、 lS、 17、X和 Y茶‘
型

夫子回隊刑#法 院規的的舥定<基 )

1.主 席指出,根招力本快趣通逮的●l同 表 ,本周舍快主要<五 儘并非完全)討站特別根告炅的算

八次報告<A/CN.4〃 3U和 Add.19第 三部分 ,即 沒立回阿別卒法院的鬥題°

2.巴 本沃#先 生注意到,在辨淹期同戶生了共犯和未遂是象特別報告見所汏力的那祥是狙立

的犯罪,因 而被列入罪行清車中呢,或者仗仗是犯罪的形式同題,位 出現在治罪法的恙則部分.他

忕力,后 一种有失共犯的兄解可能有些根括,但必須牢圮,共犯所犯的行力恩是具有趴犯性辰°小

其本身情況來看 ,它 便不是一神犯罪的形式°至于未遂,其 主要特意恰恰是犯罪的行力在罪行犯下

之前已受阻。既然如此,未 遂不能被視力犯罪的一种形式.悅迂上迷意兀后,他放力求送和共犯在

治罪法中泣占有的位置并非重要的泀燕 .它 們不拉放在原列之列,因 力它們肯定不是原則,但 它們

可以象十多回隊公的那祥列入到忌則部分。

3.紫 接著的同趣是,是 否有必要納入遠些概念的一些定〤.他友班若干有失的重要回酥文中

五然宣私同謀米系和未遂是可受恕用的,但味肘速些棍念下一介定〤°在遠方面他提音注意組份堡

原 Jll‘ 第六茶,lS89年 《禁止招棼、使用、支助和培圳雇佣軍曰隊公的》第 4茶 ,1988年 ξ瑛合

國禁止非法販逐床碎劣品和精神物辰公＿.● 》第 1(。 )(四 )款 ,1948年 ㄍ榮止和恁治种族又免罪公

夠》第 3茶和 1979年 《禁止劫持人辰曰隊公的》第一茶 .

4.由 子在送些文#中 均未列入未速和共犯的定〤,共緒果就是各回法院根括其國內法來解舞

速些未悟,遠 种萍法的缺魚是解釋可能不冬相同°力了避免遠一缺蕉,或海可在治罪法草案和坪注

中納入夫子就垓同趣制訂回沶理梵的一些指早原Jll,就 同樣夫系而言,重 魚是其9A屈 性辰 :也垃指

明同謀失系概念包括隨主罪行力之后友生的行力.夫 子朱送 ,帝 強琱的主要思想是,它 包含亓始迸

行某一罪行,以及可能作來者因其元法控制的因素而中止其行力之一

一

共.有 了速祥的指早原則 ,

法官將能告Ⅸ別堆各性行力和犯罪企田.

5.另 一1.9趣 是,是 否有必要納入夫子主犯的定〤.央 跡上,治 罪法革瑋就所列各种罪行一一

下了定ㄨ,定〤玵犯罪者作了同接而全面的悅明.在辯捨中將 ㄍ禁止招去、使用、發助和培洲雇佣

軍回豚公的》引作一介文中的例子,其 中提供了玵犯罪者的描途,不避,卒 央上核公的肘雇佣軍作

‘
案文凡第 21sU次 金快 ,幣 ∥ 段°

‘
兄第 2151次 合快,腳 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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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說明,但未悅明罪犯,即 招棼、使用、炎助或培訓雇佣軍的人。因力根据第 3茶 的措詞 ,雇佣罕

本人只有在直接參与了敬〺行力或共同的暴力行力才威力罪犯°

6.需要澄清的另一蕉是,必須Z分合伙罪犯与同豫.例 如,某 一罪行的煽初者是合伙罪犯而

不仗是同樣 .

?.夫 于共謀鬥趣 ,早 言茶款和算 16茶 瑋來第】歉的定叉是可以接受的,即使第 2款 的第二各

進來文得以通逮也是如此°根括算 2數 的年二各逸未文,共謀的責任屈子介人,因 力參与者將根括

其參与情況、而不管其他人的參与情況受到惡用.另 一方面,第 一介各逸案文就集体黃任作出了親

定 .

8.共樣的概念在适用于靖如侵略行力的罪行●+系 指通常所林的准各行功.將共謀車狂列出,

作力可受怒到的一种罪行 ,送是某些立法采取的亦法,目 的在子保押某些夫使利益.村 子附加保伊

而言送是一介人所共知的法律机制°例如,有 些回家規定,只 要抈有仂造鈔票的底版本身,即使根

本沒有使用逆,即构成犯罪行力.同 祥 ,在 一些回家只要抈有武器即力犯罪.另 外許多回家的法律

規定 ,只 要參与制汀犯罪共同卄划,即 使沒有共隊犯罪行力 ,亦力一項草狂的罪行,垃 受愆罰.然

而,力 第 2款提出的第一介各進來犬同時涉及到共悚車狂罪同趣 ,力 此每一參与者均垃承也責任 ,

同時每一參与者亦垃肘其他人犯的罪承捏責任.他在 19“ 年委貝合第三十八屆合以上已表示村此

有些保留.速种形式的別卒女任超越了他所熟悉的大陷法系中的慣例。送些法律制度未村共樣概念

作出規定,但 是盤于它存在于英美法系中,而 英美法系又特別注意保中介人自由,力 此如果委貝合

次可將它作力阻止有組象的罪行的手段,他愿接受垓概念°

9.最 后 ,他可以同意治罪法草案包括有失販逞毒品的意凡,但庄將其編在危害人榮罪的杯趣

下,而 不是編入危害和平罪的林趣下°他女同仗包括大規模罪行的視魚.

1U.科 多馬先生祝女特別根告貝在赴理好人次報告(A/CN.4/43° 和 Add:1)中 立題所表現出

的技巧,因 力很堆將回肉刑事法中的同竦夫系、共謀和未遂的欠染概念移植到回跡法中.

l1.辨梵中出班了兩大主要立塌 ,一 些委員放力同碟、共碟和未送位在治罪法車來令 i┐ 涉及一

殺原則的部分來赴理 ,其他委貝則人力拉把它●●作力狂特的罪行來7理 .在 達方面,垃 提到委員金

195U年 例汀并由大合放可的羾俺堡原則°? 也并根捃垤驗或不新焚化的特兄位肘它們迸行琱整 ,

但是它們位垓得到#重 ,原 因不便仗是通述送些原則的方式,而 且逐因力它(1● 是由些吋法律界最有

才稽的人所制訂的.逮些原則住班了所史特要和法律公正性,正如 19粥 年大套所至中的,︳ 不得

批評它●●缺乏效力°

12.他 不反討將同樣大系、共碟和未迷我入治罪法思則部分,但也泣將它(1● 列力具你的罪行.

同上。

大舍 19妳 年 12月 l1日 常 95<I) .焉

一

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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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所周知,決定痴朵姐佗堡原則的主要原因是力了消除因元明确界定的有失罪行和制裁行功而引

起的曰題.在 一介 目前正甘淹之中的法典中,罪行必須具体 :只 有達祥才能〺被告的起坼提供所需

的址括,被告才能知道他受指挂的罪行的具体性辰和起坼他的怔据.因 此,俠將所有被告指力
“
參

与者
”
并不移具休°即使不是元法起坼的活道亦將玲起坼工作帶來困碓,因 力怔括可能因主犯到手

央之前的同伙和卒其之后的汏犯而昇.此 外,被告掌握整介辨抻范田—— 正些理由、自工、必要性、

迫子厜力、版班上班的命令、法律錯淏或牛央錯淏,如果起拆中不姼具体 ,合敗坼 ,被告將逍進法

外 .

lB.所 以,在斌田分摧法律責任吋,備要肘被告所承拉的各种形式的刑天作界定,村迂据也要

作界定‘怒羽的牷重亦將取決子每一被告被指控的罪行.力 此,未 銍元法律明文規定不力罪和法元

明文者不同的格吉將得到達守.

∥.正确的赴理亦法可能是,首 先,將 同樣夫系、共謀 和未迷定力各种柴型的罪行,其次中

查它們是否位垓被視力草獵罪行.遊 憾的是,特別根告貝的報告未村送些罪行作界定。根告俱悅所

列行力构成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治 罪法所定任何罪行的同樣位受到恁堈。何渭同碟沒有任何悅

明°他建快肘此作一何草定〤,大意如下 :“凡卻助、教唆、出土志或犯下治罪法所定任何罪行的

人均拉受中判或犯有垓罪
”

.

15.同 祥 ,共謀可被界定力一种罪行,即 兩人或兩人以上同意力共同目的一起犯下治罪法所定

的任何罪行 ,定 〤將指明他 l1● 中的每一介人都是共採垓罪的罪犯°送祥一种定〤更明确叫明了特別

報告貝所杓想的共謀 案子所涉及重黃任——介人和集你的安任 (同 上,第 “ 段).

16.一介人如果有意困、知情或因疏忽而瓜中違反治罪法任何耙定的行力,他將肘犯有治罪法

所指罪行承袒介人責任°集体女任与令人大任不同,它 戶生于下列情況 ,即 些介人与他人一起行劫.

并在有意、知情或疏忽的情況下放�違反治罪法的非法行力 ,并且些垓有力可丱因子一法律其体以

及參与央簾逮程或執行犯罪行力的決定的每一介人.罪 行的性辰立然村子确定涉及到哪神罪行的

刑

一

女任板力重要,因 力某些罪行,如便珞、又免种族和种族隔南不可能由介人所力:它 需要集田

或集体參与.才 大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罪的集体女任的范田的傾向是可理解的,特別●i告 真的報告

(同 上,集 55段)明确鬥明了速种傾向的法律基袖。

19.他 同意特別報告長夫于不要忽視未速行力概念的建快。班抽象角度看,它 似乎是一种神秘

的 (如果不是陳脫的)概念,然而它的重要性在于防止犯罪,換句活悅 ,超到一种威援作用 .特別

根告真提出苦告悅 ,未遂的理由佷在有限的范日內道用于正在封淹之中的罪行的領域 (同 上,牛 ㏄

段).

18.夫子未送行力是否足以犯种族又免或种族隔南罪的同題,答案是肯定的.根括 1948年

《禁止并怒治种族隔南罪行回隊公的》,締的回同意,种 族又地和共碟 或教唆佳犯种族又跑罪行、以

及种族又鉋的未速和同謀大系位受回內法院或回隊刑

一

法院的恁捐°夫于种族隔南罪行 ,未造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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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介种族集田力建立和籬持肘另一介种族集困的主宰地位 ,而 有卄划的汪迫另一集日成貝,染 害

其成貝或使他們受到身休上或心理上的尸重彷喜.因 此,重 魚位核是杓成主罪的具体犯罪行力 ,而

不是主罪本身,种 族隔南半竟仗是介措泀芭木而已.所 垃垓考慮的是在主罪丙,元 梵是种族又銫或

种族隔南,所 犯下的具休行力 .

19.回 隊毒品販逼是治罪法草案所要納入的一介主要鬥題。也并令人遼憾的是特別報告貝忘圮

考慮販迋毒品是危害和平罪的ㄞ史中央,正 如文先生在上次金快扼要提到的,送种卒其冬管不克

分 ,但确共存在 .然 而他的志凡是,如果委貝金把敗毒定力危害人爽的罪行 ,委 貝合將更力里定°

哥佗比正忠坑最近夫子垓鬥趣的方明支持了送一看法.

2°.有 人建快,除 非涉及到的毒品的故童板大,否 Hll毒 品販逼不垃作力國所罪行.鈭 子雅以央

定某种毒品的什么數量是板大的數量 ,同 時特別報告貝在送方面沒有提出指早性原則 ,他 將不螢成

把重魚放在教丑因素上.提快的荼款的法律基祂泣垓是現有的夫子床碎菊品回眛公的°

21.帕 夫拉克先生悅 ,原 則上并在某些茶件下,他安成可考慮淡立一介回隊別手法院,作力一

介單狂的司法机构 ,常 判介人,元站是作力私人行功的令人或官長,只 要他被指控犯有治罪法或共

他國哧公的授叔法院管宿的罪行。迫切淡立速祥一种法庭的理由很有悅服力,栽 于 (除 了其他文件

外)特 立尼迷和多巴哥常駐代表在大套第四十四屆合快之前提交的夫子淡立一介管培非法販退麻

碎齒品和其他跨回犯罪活劫的曰跡別�法院的解科性各忘暴°’ 回隊社舍 日益放味到某些形式的

犯罪送到跨日程度 ,需要大多效 (如 果不是所有)回 家采取行功。目前 ,非 法生戶和販逼毒品為之

一共罪行。

22.今 天,回 隊法的主要缺陷在于執法不平和缺乏有效的制裁机制.除 了侍琉上定力回吥罪行

的罪行外,世界上正出班令人罪犯,他●●抈有危及所有回家安全和向所有政府挑起我爭的本領.力

了控制造和形式的罪行 ,各 回通避相互援助和互換做法,加 強了引波奈夠或共行回內刑法,但是 ,

送种侍坑亦法不足以同与毒品有失的犯罪送行斗爭,需 要新形式的回隊合作°在遠方面,也洋值得

探討通道 (狄執法角度而言)淡 立一介回呠刑中法院,若 重史理明确界定的罪行,放 井特玩的亦法 ,

來典理鬥趣是否能取得真力明昱的錯果.可能需 要克服某些持玩思想刁慣.他些次安成位以令人

而不是田家作力回萍管搖杈的車你的原則,但 是,并多回家今天比迪去可能更愿將其回民交付回怀

刑︴法院常判,并 掰助達祥的法院尖理法律和程序 1.● 趣 .

2B.夫子錧八次報告<A/CN.4/43U和 Add.l)幣 三部分所栽調查表.法 院管格叔 l,9趣 ,他支持

特別根告貝提出的來文B(同 上,年 SU段 ),但 帝稍作修改,他也完全同志特別報告長的錯淹 (同

上,簿 SS段 ).

鈕,夫子任命法官的程序鬥趣 ,除 非未來法院規的和什肘回酥罪行的其他回哧跡定得到ㄏ泛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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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他主張由犬套逸拳法官,因 此,守 可采用案文 Aㄑ 同上,弗 SS段 )° 如果在常舍迸行進拳,則

不需要秘中故召集大舍°此外,只 需 特定三分之二多數而不需牠村多效°

鉐.夫 于向法庭提出起訴鬥題 ,他逸用案文C(同 上,名 甜 段),但有
一
項博解 ,即 可由敢合

回任何成長因提出起拆,但 需征得大合同志 .

%.夫子粒其官的取夯鬥趣 ,他支持來文A(同 上,寫 9U段 ),他次力不存在位泰官与回家官

真相混淆的曰娷,因 力他們的取夯分得十分明确 .

29.夫 子中判前琱查1.9趣 ,特別根告真提快的來文 ㄑ同上,第 eZ段 )是可接受的,些 然其措

洞需迸一步斟酌,如 力了尖理提速的琱查庭成長的曰籍鬥趣 .

2B.美 于一目的法院的定案杈同題,來 文 B(同 上,第 gB段 )更道合子回所罪行的性辰.位

視一罪不二常規lll力 某些回家法院仄兄判其的班泉而不是借口.

2e.他支持特別報告貝夫子法院定案叔的提案 <同 上,第 %段 ),央 隊上 ,元其他解決亦法.

夫子撤回拆松,瑋 文 B<同 上,第 gs段 )更可取,有 夫利用鬥趣,他支持集文 A(同 上,第 lU1

段),考慮到回沶刑事法院判別的密重不位受限°

3U.最后,夫子財夯茶款曰趣,來 文A(同 上,第 1U6段 )更好 ,因 力它使法院有一种狙立子

各介別國家的感党.然而,如果法院規的未荻普遍接受,位 共行由締的回按比例提供癸金的亦法.

31.格 雷夫拉特先生說 ,他 板力發常特別報告真的決定 ,將 軍人次報告(A/CN.4/43U和

Add.1)第 三部分以琱查表的形式提出,因 力它与大合 19Bg年 比 月 4日 常 44/39辛 決快夫子女

立跨田界非法販逼痳碎菊品回哧刑卒法院或其他日跡別羊常判机相同題提供法律志兄的要求相

符°

32.星 然琱查表根告的具体目的并非力了跡助委長合編耳犬合所要求的文件 ,但 它元真在達方

面將有很犬帤助。正如他已在升落舍快所拜釋的,大 舍在以怭商一致意凡通述第狂/39母 次破吋既

未要求委真合力回惏別═法院起草規的,也 未村委貝合 19SB年提出的是否其起草治罪法的任夯也

要#大到起草達种規的的1.9趣 垥予肯定答欠°大合清委長金佛耳一份各逸文件 ,指 出現速祥的一介

主娷作出決定所要涉及的不同1.● 捶和方面.要 求委員合起瑋法律意凡,以 便力大合就之一重要和兵

有深遍惡〤的1.9捶作出政治決定英定基地和提供便利 .

BB.回 隊別

一

法院同趣在逮去四十多年里一再出班,但 一直未荻得田清桿央.五 然各回現一方

面与回家主叔原則密切相夫,男 一方面与回隊法律秩序逐步友展密切相夫的1.9題 作出決定的吋机

尚不成熟.淡立送祥一种法庭將是回隊法逐步皮展迂程中的一介里程碎 ,在 7理垓 l,● 趣吋必須根力

慎重和進懷.犬 合的要求和在某种程度上特別報告貝調奎表—— 報告的优庶在于委長舍并不傾向

子立即起車一介規的,而 是必須首先考慮回隊刑

一

法院可行的錯构和叔限的各种可能性.放力仗以

一种形式沒立法院那將是一介尸重的借琪,在 現有回沶竹兄下技道曾的形式希要慎重的考慮 .

故.因 此 ,解 決下列同趣的方式將合戶生很大的差別 :法 院村某些罪行是否抈有皂肘管格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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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与國內法院有共同管培板 ;它 只皮揮初常法院的取能逐是褒查回內的最終判決,以确保法制的公

正和統一,是 所有回家透是有美國家才能向法院提出沂必 ,法 院是否狸立子其他朕合回机杓°需要

肘達些1.● 趣和柴似的鬥題加以常查,以 利大合作出明确的政治決定 ,反 逮來又將使委貝合根据大多

數回家的法律意田起草一介親的 ,使 法院有可能有效地送行工作.委 貝合瓜一升始就庄努力建快淡

立一介不合注定元能力力而是能力穗定回萍夫系作出貢敵,加 強囝酥法基本原則和促達國家同等

瑞的和平解決的法院.回 沶刑事法院需要王身子回怀法律制度之內,并可逐步才大其板限和重要

性 .

3S.多 年來,許 多國家表示了不同的立場和反村意兀 ,特別是它們篷常放力淡立達洋一介法院

的吋机尚不成熟,或它可能干扰現有國內管格板和夫子起訴和怒治因隊罪行的許多多迪茶的規定

的普遍管培杈制度°委貝舍不得不考慮与現有將罪犯規之以法的亦法相比較因怀刑事法院的米短

典的向趣。委員套逐必頦解釋力什么今天比四十年前更迫切霈要沒立一介田隊刑事法院,力 什么在

些今的因沶夫系中波立速祥一介法院比遊去更力可行 .与 此密切相夫的回題是 ,放 些代回隊美系的

角度來看,攻 立一介法院或美似的申判机制是否明稽或甚至是否可能°

i6.送 兩介同趣的答案在很犬程度土將取決于力法院枸想的錯杓和叔限.送些因素也將影晌村

篷常提出但很少得到鬥迷的同題的答交 :即 淡立一日隊刑事法院村回家主叔帶來的法律形晌。人們

往往忘圯普遍管培叔在其怀上將使主叔受到相些大的限+l,特 別是有夫治罪法草案所規定的罪行 .

速种情況而不是在行使管棺板方面造成混孔的可能性,是一些回家里決反村治罪法草案具有普遍

管格板的原Jll的 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且 而易兄,淡立法院村子回家主根舍造成多大的影晌,粹取

次于法院的意困到底是要取代回家管葀叔、与之竟爭或作力扑克 .

3λ 另一重要鬥趣是,法 院7理 的是哪美罪行,是否允并回家取消法院村某些罪行的管格叔°

另一也絰常提出、甚至在委員金內提出的1.9題 是 ,回 阡刑事法院的申判村回家之同正友生的沖突或

正在朕合國迸行的程序合戶生什么標的形呴.

38.法 律政錶的速种考慮勢必村与瑋立一介回酥別卒法院、其錯拘和杈限有失的法律 .● 趣帶來

巨犬形喃°委貝舍的法律意兄位提靖各國和犬金注意每一可能的解決亦法的不同法律后果.此外 ,

委貝合本身在常快特別報告具根告筘三部分吋也垃考慮達一方面的鬥捶 .

Bg.特 別報告貝正确指出,法 院的叔限位限予常判介人,但是,冬管如此,委 貝套位垓考慮它

是否也位規定申判除回家以外的法人或其你的板限,至 少在有夫某些罪行方面.他也同意特別根告

長的看法,即 法院的叔限不成限于治罪法所提到的罪行或甚至俠限于具体回隊文中規定的某些回

穌罪行.如果央定淡立一日師別卒法院,那 么只位坡立一介送祥的法院,而不是各 自常理特定的回

豚罪行的一系列法院.然 而,遊有另一1.9趣 ,即 法院是否有叔根据刁慍回酥法或些卒回日內法來确

定罪行°他將不發成适用的法律的遠种延伸 .

4U.委 貝合如要常查叔限鬥娷就必須決定力法院規定何种美型的拆松程序 .委 員合到底是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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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介初中法院或只是褒常國內法院的最終判決的法院?法 院 是否有杈就因酥刑法恫題提出具有

的束力的法律志兀或力在國內法院提出起坼确立回唪犯罪活劫的初步怔据?目 前 ,最 好將法院淡成

一反常查法院,但 在有必要吋也有叔提供有的東力的法律意兄。送种板限將板大地促避法院的建

立 ,它 可較容易符合普遍管擂板的現有制度 ,促迸曰京之同的合作并將以坑一的方式道用回隊法來

友揮功能 .

41.是 否有必要淡一名校療官、一介委長舍分庭或一介回隊別

一

調查委貝合也取決子就有失法

庭的叔限所作出的決定.如 果所淡立法院的目的是力了交中美于回隊別法的日內裁決,它 可能足以

7理有失回家理由充分的起訴 ,而 不需要淡王任何其他校秦官。送引起向法院提出起坼和建立拆松

程序或要求咨掏意北的叔利鬥趣°可能性很多,如果要考慮的可能性大多可能反而含戶生反效果°

提出超坼的杈利由曾事固行使將更可取 ,些 卒回可能是犯下罪行的因泉,其 回民卷入罪行或在共領

土上友班罪犯.如果法院有杈复常回家法院的最終判決,最 好將起拆叔限于提出起訴的國家,即 垓

回汏力在其領土友現所指你的罪犯的回家未制訂忻妐程序或另一回家肘屈子治罪法的案子的判決

不力 ,如果,x9罪 行是討91超拆目的或在其領土友生的或如果其回民被另一口怒例.因 此,看來有失

拆松鬥趣比報告甘梵的坼松鬥趣更力深近和褒染 .

●2特別根告貝涉及到的另一同趣是,如 何授予法院甘搖叔.夫 于特別根告貝在遠方面提出的

案文 A〈A/CN.4/43U和 Add.l,第 84段 ),他 指出,1953年規的草案 (同 上,第 BS段 )第 29紊所

要求的不是由一介或另一介些

一

日授予甘葀叔,而 是由罪犯力其回民的回家和罪行据務力友生地

的回家授予°送些然是不能接受的限制性茶歉。

43.此 外,法 院是否將具有牠肘管格叔,或 回家法院的杈限是否娃墩同肘共同存在?l9S3年

規的車屎螢成共同管格叔 ,回 怀法律怭舍的最近車未也螢成共同管培板 .冬 管可能戶生港在的戶重

同題 ,但仍提出了送祥一种解決亦法,因 力各回不愿放井肘在其領土友生的罪行或形咰共生存的罪

行的管培叔 .

“.逐必頦就投子管括叔的亦法作出決定 :以公的、車逍戶明、喵吋林定等形式作出.但是 ,

淡立一介曰沶刑

一

法院所涉的主要法律曰趣持不是定棄杈的同趣,而 是抾院的管培叔是否可取代

回家管格杈或伙力普

一

日提供另一机舍的1.9趣 .

們.就 回家法院的判決与法院的杈限之同的大系而言,特別報告長提出的來文 B(同 上 ,鉻 gs

段>更力可取 :法 院可以中判和恁田一日家法院已作出判決 (或 未提出起拆)的 罪行,如果其領土

是犯罪地獄的回家或罪行所針肘的回家、或其回民力受害者的回家 (或共回民是被判別的人)有理

由相信垓目的判決 (或不提出起拆的決定)并未肘法律或卒其作道些坪 价力基袖.速茶規定不成

垓是有失例外的規則而是決定法庭杈限的主要規911.

筎.他 同志特別報告長的提案 (同 上,館 ㏄ 段),即任何回家法院均不得常訊已提 交別卒法

院的案件,但 是垓段措詞并未能解決所涉回家是否能移就另一日家法院正在常理中的案子向日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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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院提出起訴的1.9趣 °道种可能性泣排除,送 些回家位等到回家法院已作出最終我央力止.所

有道些鬥題都很重要,因 力不仗需要避免管格叔出現沖突,而且也需要避免回家之同出現政治坤

突。委貝舍垃始終傾向子逸捀遊一步促迸曰泉之同合作的各逸案文.

4?.逐有一系列重犬程序鬥趣要解決,如 道用于別#法 院的程序法和上拆的可能性.如 果法院

將淡力初常法院,那 么根括 ㄍ公民杈利和政治叔利回穌公的9第 】4茶弗 5數規定的基本人杈泣有

可能提出上拆 .如 果別

一

法院的板限仗限子交常回家法庭就日防刑法所作出的判決,那 就不需要規

定提出土拆的可能性°委貝舍逐必須考慮法院執行判決的最明智亦法,位 法院要求,可 能也有必要

就回隊刑

一

日題提供互助。委貝合透婷解決淡立法院的亦法及共与球合目的夫系等 1.9趣 。

粥.目 前甜站的主要目林之一是,确 立提交大舍的各逸文件所需解決的同題.委 貝合必須就他

所淡到的 .9趣 ,央 隊上遜有其他 .9趣 ,友表意兄,以 鬥明村速些 1.● 趣的各逸答案所涉影吶,委 長合

必須就現有各遄亦法是否明智及其可行性友表意兄 .

49.卡菜男 .′ 德里格斯先生悅 ,委 貝套起草因隊別卒法院規約的工作沒有新的突破 :19SS年

固酥別#申 判机构委炅合編耳的汀正規的草案
l° 有相些的技木技7,將含有很大的神助°特別叔

告真慎重地建快委長金位首先集中精力全面常查必須作出逸擇的若干鬥翅,他 的
“
惆查表—— 根

告
’

的爽理亦法很好 .

5U.夫 子叔限曰趣 ,如果法院是根括治罪法淡立的,它 位肘被指控犯有治罪法界定的罪行的人

具有管培杈°特別報告長在其算八次報告(A/cN.4/43U和 Add.1,拜 BU段 )提交的案文B瑋以法

院可以有杈常判被挂犯有
‘
銓其他有效回吥文中定力罪行的其他犯法行力的人

”,仄 而伊大了法院

的叔限,但 正确地避免提及刁價法°治罪法不包括所有回琳罪行 ,但是正如特別報告長提出的清草

(同 上,第 Bl段 )所示,治 罪法以外的送种罪行的定〤往往不戶遊.把管格叔限于玵回隊文中所定

罪行的管格,道帶來了一定的肯定性,但透不移.委 長舍的意田是否是:被拴犯有某一口怀文中所

定罪行的人位 自功受法院的常判?如果是達祥,如 何解決刑罰鬥趣?夫 子
“
最大限度的管格板

”

(同 上,第 SB段 )的概念是可接受的,但 必顏仔如加以界定.虛确定法院主要玵治罪法所定罪行有

管樁叔 ,并有可能才犬到其他回隊文+界定的罪行 ,如 果速些文+明 确承汰法院的管格杈社班有國

隊文串蹄的回在文中中增汀
一茶承次法院管培杈的奈放,送一魚并不堆做到。

51.夫 子田豪在行使管格叔的迂程中的作用 1.9趣 ,特別報告貝在提交的兩介文本中所提出的唯

一可接受的建以 <同 上,弗 84段 )是 ,日 泉只庄在提起訴忪時皮揮初步作用.沒有理由不將司法

我立的原則庄用于一日沶机枸.力 申理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而坎立的回沶刑︴法院必須能姼常快

肘某一罪行的指挂并怒判罪犯.根据日內刑法,只 要受害者提出拆松 ,一些人就舍受到常判,而在

致力尸重罪行的案件中,提 出中判的是介政府政策同趣.盤于危害人犬和平反安全罪行的尸重性和

m兄
第 Z15U次 合快,腳 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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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伊正〤的共同利益,任何一介回家都不得防止或阻得法庭的行劫°

52.常 判前植查鬥趣位交給附加法院的拉療官的亦

一

赴久云,達似乎是合乎遲輯的,力 了公正

而螢成淡立一介常圾校察官,送一理由很有悅服力.各 回有叔提靖植泰官注意已絰犯下罪行的速

泉 ,但是回家的行劫仗限于此,提 出起拆的主要天任位交給校泰官無女.回 家也垃垓有杈指定代理.

盟怪他的行功,但是否有理由向法院提出起拆,送塵垓由拉泰官決定°所以,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美

于向法院提起訴忪的 3介棄文 (同 土,好 88段 )或他在有夫撿泰官的取芬的案文A(同 上,年 gU

段>中 所提的建快,即 位療官可由被告指定,是可以接受的°杜泰官庄是一名常任官長,具有宋文

B所途的取夯,也 位垓參与預中庭申判前的琱登工作。

惢.夫 子刑樹,根括所提出的 3介來文中的任何一介 (同 上,第 lU1段 ),法 院將可自由或几

乎可自由地行卒°与任何別手法院一祥它虛享有一定的白由,根据些

一

人的罪行和參与程度量刑,

但是如果社法院有板
“
判赴任何它扒力合理的別田

”,速特連反刑法的基本原則.治 罪法泣村刑到

作具体挑定。正如它多年來一直主張的,也 正如委貝套大多數委員所同意的,如 果要使治罪法威力

有用的文中,它 必來村罪行作出界定,指 明甘搖板和規定刑罰程度.委 員套終子將注意力汏罪行的

定〤持到管格叔的同趣,它 也必須爽理刑珂鬥題 .

54.特 別報告貝未太注意法院的數象和年資曰題,遠 是正确的,因 力速些鬥趣并不涉及根本的

法律 1.9題 °只有在稍后盼段才能垥予最終答案。如果治罪法草案和法院挑的草案成力回跡社合普追

接受的整今因酥法的一部分,那 么法院可能与耿合國達在一起°如果治罪法和法院不幸伙受到效〧

有限的回家的接受,那 么這些國家垃垓任命法官并提供資金 .

SS.夫 于刑事法院就回家法院的判決道用一罪不二中原91,的 1.● 題,所提快的案文A(同 上,算

93段 )重 申了委炅合一放哲吋通迂的治罪法車來第 7茶第 2放 叫逑的原則 ,∥  而棄文B承放 ,如

果某些回家有理由汏力判次
“
并非基于肘法律或中共的适些坪斷

”
作出的,那 么回隊刑事法院可以

迸行常判.速 一例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好 7茶館 1放規定的原則的例外竹況.但不可能地村相符 ,

因力起車第 ?茶 吋并未先彈次管格叔鬥娷.然 而其帝神是一祥的.

S6.夫 子回家法院就口酥刑

一

法院的判央道用一罪不二常原則的曰趣 ,特 別報告長提出的提案

<同 上,箅 96段 )的措詞且非十全十美,但意思完全清楚‘原則的完全道用 ,符合治罪法草案第 ?

奈館 1致。然而,第 7茶并非定稿,治罪法車來可能保留一罪不再理原則,但在規玓草案中就同一

同趣制定多茶規定,可 能不明智:任何Σ別均可能手致法律上的不穗定性.另 一方面,如 果兩赴的

規定相巧合 ,那 可能早致不必要的重象.因 此委員舍在將報告第 SB至 田 段建破的規定編入規的車

來吋帝三思而行 .

9.馬希馬先生悅 ,自 汏委長合就治罪法車未升始工作以來,凡乎每屆合洪都提到淡立回隊別

ll 《1988年 ⋯⋯年盤》,館 二卷 (館 二部分),第 GB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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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法院 .● 趣,送 是很 自然的,因 力它是治罪法淡想的若干解央亦法的前提 ,而 如果不力法院作出規

定,那 么治罪法持不完善°大合清委真舍常快与同非法敗迋床碎菊品送行斗爭的需要有失的同題 ,

速力直接甘站垓同題和就淡立達祥一介法院的必要性作出決定提供了机合。寺題報告長的第八次

散告(A/CN.4/43U和 Add.1)力 委員合的工作英定了基拙 ,若 干草案也已恫世 ,它 們特力委貝合提

供主女資料 .寺 趣根告長未就法院規的草案提出确定的提案,而是正确地提到重新就某些共辰性 1.9

趣送行辯淹,力 此提出 1° 介鬥趣由委貝合送行申快 .

S8.他本人將著重淡淡委貝含垃集中討淹的同趣中的5魚 ,遠 5庶位是快立回所刑事法院的基

拙 :即 法院的杈限、超拆鬥趣、校泰官的取奔、申判前惆登、定來板.其他 1.9題 屈子技水性更強的

泀趣,如 法院簿資亦法、法官的任命、褚如撤回起拆的程序以及甚至淡立法院的亦法等,可 以稍后

赴理。

59.第 一魚——板限——板力重要,因 力叔限一旦明确規定,特有助手在′升始吋即解決若干

其他 1.● 題.他汏力杈限涉及 3介 鬥趣:法 院位申理何种罪行?法院位常判和惡研什么祥的罪犯?法

院的管格杈与El內 法院管搳板之同是什么祥的夫系?只 有解決送 3介 鬥趣才能在一方面避免管轄

杈坤突 <它 合引起矛盾,汏 而在法律和政治′躲造成困堆),另 一方面,如果田怀法院或國內法院

都不申判某些罪行,避免出班拒免司法的危險.

6U.他 村速 3介 同題的回答是,首先因隊別

一

法院只能中判治罪法規定的罪行.因 此,他 同意

在送方面提出的案文 A<同 上 ,第 8U段 ),不 同意特別根告長的意兀 <同 上.第 BS段 ),以便給法

院以最大限度的管常杈.法 院仗是治罪法的運輯錯果,所 7理 的

一

項不位孩超出治罪法的范田.

61.法 院申判和冬們的罪犯垃垓是犯下有夫罪行的自然人或法人°遠祥委員合將完全執行大合

I989年 12月 4日 第妞伯9咢 央快 ,決洪提到狄卒非法販逐痳醉菊品和其他跨回犯罪活劫的介人和

共体°在珧盼段他將哲不提到夫于回家卷入的微妙同題 .

倪.第 3和 最后一介同趣 ,即 別÷法院管格杈与日內法院智格杈之同的夫系,是有待解決的最

後妙的鬥題,并 已在委長舍一法哲吋通迪的治罪法草案集 4和第 7茶 中碰到.I 立然,它仍特是

未來一段吋同委員舍將辨站的一介鬥趣°

㏄.力 向法院提出起拆走洪的 3介來文 (同 上,方 88段 )均不冬人清悲,因 力必須特提出超

好的叔利限子些

一

日,避免普通起拆,因 力普道起訴,所有田京均可使用 ,它 引起的同趣可能要比

解決的同題更多.力 此,他螢威通遊一些道些的杯准.些 然,在 刑法中兩介特銳的林准是屈地性原

則和人格 .前者使罪行友生地回提出起訴,而 后者—— 元淹是秝板或消极人格—— 使回家根括犯罪

受害者的因箝或罪犯的回發提出起訴 .

“.夫于校察官的取夯鬥趣 ,他 宇可采用案文B(同 上,弟 9U段 ),因 力它將有助手校察官獵

法
同上 ,茗 67和 館 68-∞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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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工作,使 法院在更力狙立的基拙上皮揮作用.夫子申判前琱查,他也傾向千采用案文B,因 力他

放力特別根告貝提出了一介道些的來文 (同 上,年 釳 段).

65.委 真金在甘梵一罪不二中規則吋已討挖了定案板同趣 ,交 真舍就有夫法院規的提出的解其

亦法在迓輯上位垓參照第七荼的解決亦法.他本人放力,很堆特回哧刑

一

法院作成一种上拆法院,

常理日內去院的判決,它 們有其本身的朴散加法,包括根括

一

共和法律提出土拆°扯回隊別

一

法睆

討回肉法院有迷一步的控制,送不依舍引起法律 1.9捶 ,而 且也合引起政治同捶 ,因 力各回不犬可能

接受送种控制 .

∞.回 酥別

一

法院的裁決肘日內法院是否具有的東力的阿趣比較徹妙,他發成尋求避免任何

管培叔友生沖突的解央亦法.因 此,力 了91罪 行的起拆和怒用保持一致,他支持特別報告真的解其

亦法,將 日內法院与回隊別

一

法院的管格叔分幵°

67.本 努納先生悅委員套的意兀正是子一致,他相信送將使委真合在寺厜報告真的林助下就

建淡性提案造成怭定,滿 足大金的要求.投 立回隊別︴法院鬥趣不是新同趣 ,目 前是i工 垓考慮就治

罪法草案做逮一步工作將戶生的所有形咱的吋侯了,以便确定已提出的共辰性鬥題,并 在有必要

吋,提 出朴充茶款。

銘.他 攻迎特別根告真采取的亦法,并 將就所提出的鬥趣基本上按照鬥趣提出的次序送行坪

梵。第一介鬥趣涉及叔限,之一 lH● 題最重要,它形呴到所有其他鬥趣.他完全螢威特別報告長在送

方面提交的案文A(A/CN.4/43U和 Add.l,第 8。 段),管 格板將限子治罪法所規定的罪行.不庄忘

記治罪法草案規定的罪行的定〤仍有同題,達你現在委長合一女哲●+通逮的第 茶 (定 〤>中 ↗

“
依照回哧法

”
的措肆放在方括咢內.他本人次力,在現險段回酥社舍不可能淡立一介肘所有各种

罪行均具有管樁叔的別═法院°委員合是在爽理某种程度的罪行的法典的范田內送行工作的,達 是

力什么需要力一法院作出規定°然而,才 大其管堵板可能舍不道些地干扰法院的工作 ,使 之取代回

丙法院的某些取夯,而速不是法院的作用.但是治罪法一旦通避,持不合永通一成不焚.其 酥上已

篷淡想有可能根括回防法的友展或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的新罪行重新中全或修正治罪法.可 以把

遠种罪行比作力病毒‘些找到一种烊毒別吋,其他罪行將出現 ,在 送种伺捶上人的想象力板力丰宮.

因此,根括狄定程序,完 全可以才大治罪法,以 珀入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之外的其他罪行 .

∞.第二介回題是碗立法院管葀叔的基地.丙介提快的未文 (同 上,弟 84段 )央 沶上并非各

逸案文:它 ●●涉及到回昹法中十分不同的祝念,即 管格叔和向法院提出來件.此外,未 文B的館

二句活伿重申了回隊法院使用的一殺和普遍承次的程序規則 ,換句活洗 ,曾 法院的管葀叔受到辰疑

吋,泣 由法院本身玵同題作出我次 .

7U.在 法院管格板賦子反向法院提出起訴的叔利之同有瑛系,在 達一羔上口酥法院的判例比

” ㄍ19胖 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3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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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指早意〤°此外 ,曰 隊別卒法院修訂后的規的草案館二十六茶明确規定了速一敢系,——令人

遼憾的是委長合沒有垓文件——垓文件是 19SS年 回隊別═申判机杓委貝金編耳的°
l｛

 9x’ 茶全文

如下 :

第 2S栥  省格板的賦子

1.不可推定法院的管籍叔 .

2.一 日可通迪公約、特別怭定或革方面方明授予法院管格叔°

3.授 子管格叔意味著有叔向法院提交案件,和 根括各回具体制定的茶文接受其管格的〤夯。

4.除 非在將管特杈授予法院管搖叔的文+中 另有規定,一 日确定回家別

一

曫格叔的法律不位

受垓授叔的形晌.

?1.垓 茶第一款是村因跡法規Jll的 位用,回 昹法院多次重申垓規定,送 里并沒有沒想回家主

叔受到限制°第二款涉及到除了加入規的外,卒 先村管葀叔的同意,達是回昹法院目前所采用的亦

法°第三敖規定承放管搖叔,向 法院提出起訴的板利和
“
根括一日或各國具体制定的規定

”
接受其

管培的〤夯之同的瑛系°速戶生了委員合垃垓大理的一系列日趣 ,特別是討管格叔的接受是否能做

出保留°送是一介重要同趣,因 力它將使回家有限地升列它承放法院有噲瑤板的罪行清草,因 此 ,

也︴能增加應接受法院偕培板的國家°孩奈弗四款也至夫重要 ,它体現了回家法院的管搳叔与囝隊

法院的管葀板之同的米系,同 時承忕兩者可共存的可能性°l,9題是將管培板交r.A一 介回沶法院可能

合 (如 果垓因愿意的活)剃 李日內法院的所有管格叔 .

佗.就 定案叔而言,他館成案文B(同 上,館 93段 ),即在因內法院作出判決后 ,也能向回哧

刑卒法院提出起拆°需要确立向回隊法院提出起沂的基拙 .需 要确定垓法院是根据

一

共逐是根据法

律淡王的上坼法院?如果為子前者,法 院將需要申查整介程序,但 是,在后者的情況下,法 院只需

要宣布一口達犯了法律°他本人將鍵成后一种 ,歐洲共同体法就屇子送祥的情況.因 酥法院如完全

控制日內法院,送將是村回家主根的重大侵犯,因 此,是不能接受的.

竹.有夫向法院提出起訴提快的 3今來文 <同 上,第 88段 )涉及的面都很戶和不能令人滿意°

他仍螢成 l。惢 年規約草案集加 茶規定的管培叔与向法院提出超坼之同的瑛系 (兄上文第 7° 段),

π.夫 子次要的同題,如 “
校療官的取夯

”
的案文B<A/CN.4/粥 U和 Add.】 ,第 9U段 ),

考慮到狂立送行工作的宿要,他完全支持瑋文B.他也同志由法院的一今分庭久女申判前琱查.夫

子撤銷起拆,他 發威案文B(同 上,弟 gs段 ).

9S.就 別研而言,允║法院炎以它汏力合道的任何別研,那將是不可思洪的°送將不依不符合

人杈 ,而 且也不符合法元明文者不捌的基本法律原則.一項治罪法必須力違反垓法的任何情況制定

l兀
館 215U次 舍快,腳 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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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羽規定,做 不到達一焦就元法典可言 .

%.就他与球合回打交道的砮驗而言,他知道 ,只 要某一委貝合的財奔茶款規定委員合由坤的

回供資,就 金因支付拖欠而造成困堆.因 此,最 好的亦法是規定資金由瑛合回正常預算提供 .

下午 1耐零 5分散套。

弗 2155次合以

199U年 5月 1U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主席:文 久希先生

出席:巴 哈納先生、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小甜戈夫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 .多 德里格

斯先生、迪正斯 .因 葄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男馬先生、

馬希鳥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各

庫納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揚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臻
t (綠

)

(A/CN.4/419和 Add.r, A/cN.4/429和 Add.】 -4’
,

A/CN.4/43° 和 Add.r, A/cN.4/L443,B市 〉

l委
貝套在 1954年 #六 屆舍以上通遊 的治罪法車未 (ㄍ 1954年 ...⋯ 年盤》,幣 二卷 ,第 151-

152瓦 ,文件 A/2693,算 田 段),特 栽子《1%5年⋯⋯年盤》,第 二卷 (館 二部分),第 8更 ,常

18段 .

‘
特載于仁98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

s持
戢于ㄍ19gU年 ⋯⋯年盤》,第 二卷 (館

一部分 )。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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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程項 目ω

特別報告真的第人次 HFt告 ㄑ塞〉

第15、 16、 17、 X和 Y茶‘
塑

夫于回隊刑卒法院親的的規定 (塞 )

1.錫 正姆先生 <特 別散告貝)回頑現在介紹他的第八次根告吋,他明确指出ㄑ館 21SU次 舍洪 ,

第 29段 ),他希望撤回大于回昹別

一

法院規的的蚌三部分<A/CN.4/43U和 Add.1,館 9g段 )中 提

交供常快的同趣尊中的項目1ㄑb)(是 否需要其他回家同志).因 此,委 員合委貝不必肘垓段的內

容作坪淹 .

2.他逐愿鬥明他村管培板丱屆同趣的立埸 ,因 力他完全不同意本努納先生在上次套洪友表的

遠方面意兄°似快中的法院必須爽理破坏回所公共秩序的罪行。達是介回酥別卒法泀題 ,因 而不存

在生敬硬套回隊法院親的的鬥翅 ,回 妳法院的叔限范田全然不同.肘破坏回昹公共秩序的回家必須

琨之以法.它不得力了逃避受中而拒免承放回妳別

一

法院的管培叔.如果它有道和逸捀自由,換句

活悅 ,如果要申判一回家,必須首先荻得共同意,法院就沒有任何理由存在了°此外,法 院規的的

坤約囝怎么能悅它沒有授予法院管格板。他本人的看法是,凡是成力法院挑的締的目的回家,即 默

放其管搖杈°些然,不存在元祝國家主根原則之意困,不逮孩原Jll得 有今范田,否 91l如 委員套所做

的制定有失回家板利和叉芬的原則又有何用?

3.因 此,委 貝合委貝位叫明他們肘管格叔丱屆向題的立翔 :速是在回隊法的逐漸友展方面位

加以考慮的根本一魚。委見套正制定一項新法,即 回昹別卒法,盤于遠方面一切均未肯定,委 員合

就不能大白信 .

6.小 未曾先生悅力了在怒引治罪法規定的危害和平及安全罪方面确保公正,必須建立一介回

所別

一

法院,放 而在—— 例如沖突中——犯有此种罪行者位垓受到中判 ,元站他們是我胜者透是失

效者.此外,建立送洋一介法院是委貝金一旗哲吋通述的治罪法草案
‘ 館 2奈 的必然豬果.孩茶

規定
“
把一項作力或不作力定性力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不取央于日內法 .”

5.另 ′方面,格治罪法提到的所有罪行均交玲孩法院管格將是不恰些的.由垓法院申理的罪

行必顏限于性廣板其戶重、村回隊社合造成尸重后果的罪行,由 孩法院中判的犯人垃孩只是主犯 .

其他罪行和其他參与者位由回京法院根謂一樣哲吋通遊的弊 4茶第 1和 2款加以大理
’

.因 此 ,垃

案文兀第 215U次舍洪,牛 14段 °

《19肝 年⋯...年 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 Ⅱ 英°

ㄍ1988年⋯⋯年盤》,年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Ⅳ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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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衡丑罪行戶重程度的林准來确定治罪法所定某一罪行是否垃屈口防別

一

法院管格 .

6.此 外,根据鈕●t堡 回隊牢︴法庭和通球回隊軍手法庭的先例,垓法院的管葀杈位包括提交

給它的案子的═共和法律上的爭站魚.

7.在 友表了送些一般志兄后,他愿就方八次報告 (A/CN.4/粥 °和 Add.1)第 二和第三部

分作些更力具体的坪梵 .

8.夫 子弟二部分淡到的非法敗逗床碎商品1.9趣 ,他螢同特別報告長的看法,即 治罪法垃仗叔

及由合伙或私人佑伙或政府官真水

一

的9f回 跡和平反安全杓成成勝的大規模敗逗.回 昹別

一

法院

垃伙常理送爽販毒來.同 一殺的非法販迋床碎菊品的鬥題送行斗爭,是 回家法院〤不容#的任秀 ,

只要位用 1988年 《朕合回禁止非法敗迋床碎方品和精神南物公的》即可,它 是一有效文+。 才非

法劫持弋机的案子,垃 采用同釋亦法.

9.夫子報告第三部分,他肘特別報告貝在夫于口豚別#法 院規的的
“
惆查表—— 報告

”
中提

出的同趣友表了志兄.夫 于項目l<法 院杈限),他再次指出,位 有一今只有理危害人榮和平及安

全的最尸重罪行的草狂的常政法院。例如,即 使有些我爭罪,如果不符合垓茶件 ,最好由回家法院

申判°元治委見合呆幼案文 A透是案文 B,重 要的是要保怔只有治罪法所途的援尸重罪行才提交

垥回隊刑卒法院申判°委員套的一些委貝也許汏力未文 A限制犬多,力 了解決垓鬥趣 ,在 似汀治

罪法時,位 包括也許在將來舍被定性力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的戶重罪的罪行.在 達方面,已 提出建

快,有 可能通遊附加快定串,丹 列构成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罪的新榮型罪行 .之 是一种可能的解央

萍法.

1。 .特 別報告貝似乎也次力回怀別═法院俠能中判自然人.他本人与委真金的一些其他委貝一

祥,汏力速洋一种法院也可提常國家以外的法律其体°

11.垃 錯合調查表—— 報告項目3(向 法院提出案件)未討站項目l° )<是 否需要其他回家

同意),因 力它●●涉及到同一同趣的兩介方面,即 确定確和在什么各件下可向回阡刑

一

法院提交案

件 .

l2.夫 子向法院提交案件鬥趣,他安成來文B(同 上,弗 88段 ),因 力如果一介回家并非回沶

法院規的的舞的回,卸 能向它提交來件,那 特有達于普這接受的規Jl1.案 文 C似 乎親定由一朕合

回机构送行一和政治
‘
或別

”.然而,回 隊刑︴法院規的的一介歸的回想要向法院提交案件吋必須

荻得送祥一种机椈的同意,是七元道理的.

】3.夫 于法院管格叔是否取決些÷回同志的鬥題 ,他次力如果些

一

日是治罪法和回豚別

一

法院

親的的歸的口,另 外,有待法院提常的人是其回民,那 么泣垓放力垓回已銍將治罪法所定罪行的甘

格杈授予法院,只 要治罪法栽有送祥的規定.然而,如 果些

一

日不是治罪法或規的的締玓回,特兄

就不一祥了°盤于在達种竹兄下不能假定力默并,必 顏逐案征得些牛目的同志垓法院有管培叔 .

解共進一困堆的亦法是將回跡別═法院規的鈉入治罪法或作力治罪法的附件,達祥凡威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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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法締的目的每一國家將 自初承次法院挑的及其管格叔°

14.提到就那介 .9題 提洪的兩介來文 (同 上,第 s● 段),他不能接受來文 B,完全由法院解決

有失管格杈方面可能戶生的令瑞而規的不給与任何指專意兄 ,送洋做不要.正 如特別根告真所指出

的 (同 上,第 85段 ),案 文 A是与 1953年規的車來第〞 荼不相同,但 以后者力基地.然 而,垓

茶就垓鬥趣仍肘委貝舍具有正确的指早志叉,其 中指出
‘
任何人非生其繚屈田和所指你的罪行友生

地回授予法院傍搖根,不 得受法院常判 .”

15.夫 于惆查表—— 報告項目2(任命法官的程序),他 与特別根告貝一祥,傾 向于案文A,它

強琱了回哧別═法院的普遍性特魚.而 案文B則 适合于小型法院°同時他外來文A的措泀不完全

清志,其 中具体規定
‘
法官位由瑛合回大合逸拳⋯⋯”°他扶力位根括道用于回隊法院法官的程序

任命法官:凡在大舍和安理合荻地肘多數果者將些逸°

16.夫子項目4(拉察官的取能),他放力集文B規定的亦法既行不通又不切央隊°因此,他

支持棄文A,并螢威特別根告真的志凡,植察官的取能需要一定程度的寺╨化和杖未寺ㄇ知法,要

求他不仗要堆伊國家的利益,逐 需要籬伊因哧社舍的利益.然 而送并不是說位垓向因哧別

一

法院委

派一名首席校慕官°他汏力 ,規定由原告放孩回家姐珠的工作人貝中指定具有必要令 1● 知法和技木

知沐的一名法官來履行校慕官的任夯 ,遠完全班共可行 ,此 人完全能收集怔括或琱查在起訴回領土

所犯的罪行或什村垓目的罪行°

17.然 而;也許合有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的尸重罪行的案子具有跨因性辰 ,涉及一今以上的回

家°在送祥的案子中,些 卒回必須合作,尤其在收集怔括、侍氓怔人、調全等方面送行合作.所 以

淡立一今小型机构將十分有用 ,以保怔各回在送方面的掰琱与合作 .送洋一介机构位附屈回隊刑卒

法院逛是向瑛合回秘中米提出報告,咳 鬥題可在晚些時候常快°

18.夫 子琱查表報告的項目5<申 判前琱查),他 回碩說,需 由除回昹別卒法院以外的一今机

构送行常判前琱查的同題,在 19S3年 回防刑卒管格板委員合引起熱Fl甘 站°日本刑卒拆忪程序中

沒有達种制度,但他相信,玵近指送行某种預先申查不旡掉益°冬管如此,他仍強惆回隊別卒拆忪

程序中技夫鍵的回趣,將是确定近据是否迂明所指你的罪行尸重到位由曰怀刑

一

法院申判.他汏

力,達是有待法院本身而不是頂中庭決定的同趣,因 力有時候它与案件的是非曲直有夫 .

19.夫 子項目6(回 家族院定宋杈),他原Jll上 發成寒文A,一罪不二中是速介同題的金科玉

律°

2U.夫于項目7(法 院定案叔),他原則上同志特別報告長提出的形式,它 央辰上似乎与 lg53

年規的草案
ε 第 sU茶 (及 童常判)差不多。

21.夫 子項目9〈怨同),考 慮到各曰和國防人板文中中波除死刑或限制其道用的最近趙勢,他

♂
凡第 215U次 舍快,腳 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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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成來文B或葉文 C.

22.他提靖委貝令注意判決的找行鬥題 .1953年 規的車來第 51茶 規定
“
位根括与 .9趣 有失的

公的執行判央
”,但 是人●Fl袒 心達祥一种規定將威力一無空文.此外,他不能同志完全委托超拆回

執行判央。因此,他放力治罪法位兵体現良,判 決的執行原則上位由回沶別

一

法院在其判決中決定 ,

只有在沒有道种決定時,才 委托起坼回執行 .

2S.技后 ,夫子琱查表—— 報告瓨目1Uㄑ財芬奈數).他快力建立一介特別基金的主張既不班

央又行不通°所以,他建快呆幼道用于回豚法院的同祥規定,如 市上作必要的修改.

鈕.托務沙特先生悅 ,位 垓感甜特立尼送和多巴哥帶共建洪特建立一介回隊刑

一

法院的鬥翅再

次列入大舍快程
’ (委 貝合在甘淹治罪法草案時每次均提出垓同趣 ,但犬合傾向子將其擱里).因

此,委 貝合現在已被明确地授叔赴理建立達梓一今机构的鬥趣°的确 ,沒有要求委員合制定法院規

的,但 是,賦子委貝金的女任仍然是重大的.委 真舍必須向犬套報告走立法院須解決哪些法律和其

沶性辰的原Jll同 題,達是一今迫切任夯.在犬合內至少有一介回家集困坐次要向前推功送項工作 ,

如果委員合沒有滿足孩集田的愿望,那將是一件憾÷.就 販迋毒品送介 .9題 而言,建 立法院的吋机

板佳,人們一致同意,冬 竹也涉及到來咯上的考慮,頭毒活劫是福忠,必 須与之作坐決斗爭。

“.因 此,冬管委員合可能遜不能編耳一份十分洋冬的文件 ,但必顏蛤大舍一介准确的答褒°

所以他同意特別報告貝的意兄 ,委 貝合位垓集中精力手制定其令人神往的工作的指早原則 ,并在制

定時要連循第八次根告 (A/CN.4/43U和 Add.1)第 三部分所列大鋼°重要的是委貝舍庄孩向下

屆朕犬合洪提交其答袋.力 此目的,他 建洪委貝合的錯淹哦入一介研究根告,作力車狘的文件分皮 ,

但作力一种非常措施,也可作力委員金玲大舍的年度報告的附件 .

26.眼 下,他要淡淡与建立回沶別手法院有失系的最夫使鬥捶°戶生的簿一介鬥趣是:法 院垃

泫是蚨合目的一介机夫,逐是完全居于建立法院的茶的締的目的責任內的一介机构°他放力冬管涉

及到各种杖木困雅 ,最 好逐是社法院冬可能与球合田系銳密切相連 .假定法院的板限仗限于承汏其

管葀杈的回家,可 以淡想其法官由犬合和安理合遊半 ,其 安用放秩合國絰常預其中支付,無 人叔委

貝合的情況那祥,送不到達一魚,法 院很容易威力少效回京珍視的机构 ,但其他回家則走向子工之

不理.送祥一种安排並然符妥整介回隊社含,特 別是所有地匡集田的全力支持°

η.囝 隊別

一

法院与回眛法院沒有什么蚨系,把 它建成回沶法院的一介分庭 ,那 將是一介借淏。

看來必須通遊一介紊的來建立別

一

法院,根指 6秩合回先幸》年七茶或井二十二茶采取行功凡乎是

不切其隊的.回 沶法院批堆根裙達兩介荼放建立球合回行政法庭,并 非是貼切的先例°行政法庭的

目的是力耿合回官貝提供法律保伊,因 此,是保江球合國姐無本身正常工作之必需.而建立回狋別

卒法院將是向前迓出的巨大步來,一次兵正的法律璋命°但是,在忤多革命正在友生的吋代 ,力 何

.兄 A/Ⅲ/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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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蚨合回也來一次小小的瑋奇?

28.回 碩在〦次含快 ,格 雷夫拉特先生表明回隊別手法院可采取若干不同形式—— 确立卒共和

位用法律的初中法院或上拆法院、最高 (上拆)法 院或在決定不宣布判決并將初步爭淹魚提交回隊

法院的回家法院的要求下伿仗鬥明可道用法律的法院——他快力數溉一切,只 有一介解決亦法可

以接受。有兩和情況不能把司法守判交鈴回家法院.典型的竹兄是尸重罪行系回家本身或筑治集困

所犯。在送祥的ii兄下,些 卒回法院特沒有資格中判那些些中人,除 非政府又迭,依炙法制.因 此 ,

未來回酥別

一

法院也得确立

一

共°另一竹況友生在最近,但 銬果是同祥的.一 回想將犯下戶重罪行

的某些介人琨之以法,但力不放心:法 官迂到成勝,迂 人田害怕散欠拒牠作怔.送祥的情況些然不

可能免除肘來特的惆登 ,而 只是海上拆板或中止板交垮回隊別

一

法院.不妨可以淡想力初步同題淡

立程序,但 首先得弄清楚之种程序是否能送到任何 目的.

29.夫 子法院的杈限,他悅 ,他次力法院位垓只常判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罪.因 此,他更傾向

于特別報告貝在達方面提出的案文A<同 上,竿 8U段 ),但 是得作一些修改,首 先位垓提到早期的

文中已銓包括的罪行,特別是垃垓提到种族又地罪.另 一魚是,如果法院要族得多數回家的支持 ,

首先其取叔范田得有一定的限制 .要 使法院放一幵始就有叔常判侵略或干涉的案件 ,它 合碰到几乎

堆以避越的政治陣得,但 是如果社法院申理毒品敗逐或种族又免案件,就 不合碰到達祥的政治陣

瑋。在其管格叔有更多限制的情況下,法 院就能姼幵始存在,并拼店共角.達祥就威得了原則肚利°

3。.下 一介向趣是承汏法院的管格叔.1953年 回呠刑卒常判机构委貝舍似汀的銍避修汀的親

的草案
l°  館 笳 紊規定各回可以

‘
根据公的、令Π怭定或草方面真明

”
賊子法院管培叔。各回既

然是狂立自主的,就 必須是自由地決定是普遍地遜是就具休爽型的案件或甚至就某′特定案件服

爪法院的判決°与特別根告貝似乎所想象的相反,粹 准以剝李各因接受、部分承放或拒皂田昹司法

些局板限的叔利.共 酥上,回 家必須服9A的 回怀立法机构或回隊管樁制度是不存在的.唯 一能做到

的是向它們建快解決亦法,并征得它●●的同意.特別報告炅似乎但心犯有罪行的回家合拒免加入垓

法院規的,它 只合得到元可指女的回家的承快.冬 管如此,在 回家存在的巧史故河中半克舍有好的

時期和坏的時期.很可能在正叉感和法制占上風的好時期合使它們承放法院的叔限。

31.法院管搖叔 l,● 捶引起甚至兵力球手的鬥趣,即 由于承放垓管格板,有 些人可能被超坼.一

介田束玵共公民恙是握有杈柄的,它 可以將他●●交給
一

日隊法院而不是由垓日本身來申判.罪 行友

生地回也是送祥竹兄.在遠方面,他注意到下列情況持不太容易垃用領土採准:例 如,便咯威勝
Il

或便珞的姐軹者沒有南幵他本國領土°考慮了所有竹兄,在 送方面提出的案文 Aㄑ 同上,第 84

凡第 215U次 含快,腳 注 8°

凡委貝合一族哲吋通越的治罪法草案第 13茶 (便 珞威勝)(《 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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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將更力可取 .

B2.然 而,案 文 A規定的林准并沒有解決所有恫題。特別是种族又地引起了一介回家与令人

之同必須存在的朕系鬥趣,回 家代表惟行

一

.曾 一El政府碟染了少數民族的成長,確 能姼粹叔限交

珨法院來常判牽

一

者?1948年 的 ㄍ防止并恁治天地种族罪公的》沒有多大抨助.它仗提到了回豚

刑卒法庭肘回家的管格板 ,在 現在的來文中,之是一介令人的同趣。另一介鬥題或洋是所史悠久的

原則 ,即 奈的村子館三回元的束力°玵于避到一致遊女的罪行的來子,是否可以放荓垓原91l?种 族

天地似乎是一介恰些的例子,然而 1948年 的公的存在了 4U年 ,伙荻得 gU介回家的批准,送意味

著有你人的一大批回京并不承快它.

BS.“ 向法院提交案件
〞

<同 上 ,第 BB段 )在 別法情況下的意〤不完全時楚°些然,力 了避免

濫用,必須制定規則,必須建立一种由道些机杓校肢的制度.完全可以將tl制 杈交給各國°但是起

沂串必須由委派垥口所別卒法院的校泰官起草.因 此他安成有夫送今日題的案文 B(同 上,第 9°

段〉。然而,只 有一名粒察卡元捨如何是不移的。必須淡想成立代表所有法系的拉泰田。

m.委 員舍的其他委員已篷提清注意提快成立的法院与國家法院之同夫系的交染性同題 .曾 然

有些案子合很何草 ,例 如房子一尊今回家管培叔內的罪行 ,由 孩回決定粹其提交給刑卒法院.然 而,

一般地洗 ,凡介回家 (村 某一案子)都有管搖叔,一今基子回籍同題,另 一介基于領土上的軟系,

等等.于 是就必須确立优先次序.他并不想在送里枕迷一今系筑,只 是強淍必須忕淇到建立一介因

隊別卒法院勢必玵回家法院的管培杈戶生反呴°

3S.友 卡弗呈先生悅他一貫支持建立回隊刑卒法院的主張,因 力它將确保治罪法不至于被各國

搞得遊于政治化 ,并保近治罪法的解釋和位用統一一致°正是由于速釋一介法院十分重要 ,委 貝舍

必須現其,在現險段向犬金提出可能力各回接受的央哧解決亦法:建立一介普遍接受的進度法院,

而不是紙上淡兵的理想法院.此 外,目 前的回豚气候似乎特別有利于建立達祥一介法院的主攷.力

說明同趣 ,他提到下列

一

例 :美 回參快院最近的主功行劫,惆 查了建立申判回吥恐怖主叉和國隊販

毒罪行的別

一

法院泀趣I199U年 又季頂甘在傷拉丘茲 (意 大利)召 升有失同一主題的青家令袂 ,

199U年 8月 要拳行朕合回第八屆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舍°這一切表明,垓 同題的甘淹在其他地

方也在取得送展,孩 主題現已成熟.

㏄.冬管如此,回 隊別

一

法院的其怀性辰仍引起洋多鬥趣.首先 ,它 位垓是特汲的逐是常沃法

院?比 斯利先生 <弗 21S3次 合快)建快建成一介特女机制,其 成貝杓成要考忠到每一車介葉子中

的普

一

日,達 一主張值得考慮.在 其館八次根告 (A/CN.4/43U和 Add.1,乍 86段 )中 ,特 別

報告長就法官的任命提出兩介解央亦法.在 逆方面,他 注意到由子分庭程序已使用起來了,各种各

洋的回家更頻繁地拆褚回隊法院.同 祥的考慮适用于囝防別卒法院,也 許庄垓淡想建立一今常任法

官名革的可能性 ,卷入其一來子的回家可放中挑逸那些金被遨清姐成常判庭的法官,現在回隊法院

分庭程序就是采用送神亦法.恙 之,村 有些回京來悅 ,因 師別═法院的可接受性与其构成緊密相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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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各固放力它們肘其成長安格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垓 法院就合比較容易接受,而 且正如格雷夫拉

特先生 (第 2154次套快)指 出的,肘 它們主杈的成勝要比行使普遍管格叔的回家法院要小°

田.与 法院板限有失而戶生的鬥題甚至更多.本努幼先生 ㄑ同上)定洪位垓以 1953年 回哧刑

卒管葀板委貝合報告及其所附修訂的規的草案
1‘

力出友羔,共 酥上規的草案包括了特別報告長拫

告未涉及到的同趣.例 如,根据委貝舍一手哲●f通 逮的治罪法草案
. 

第 3荼 ,介人是治罪法的主

体 ,最好象 1953年 的規夠車來弗巧 荼那祥,兵体規定法院吋介人有竹格叔,元梵其地位如何 .片

二,呈 然治罪法的主休是介人,但管接叔卸由回家授予法院,19SS年 莩來第 2S茶至 28荼用途了

速一魚.因 此,看來必須村特別根告鼠在送一同題上提出的建快 (A/CN.4/●BU和 Add.1,算 84

段)增 加一些美似于 lgss年 草集弗筎 茶的規定,因 力 ,他提出的兩介案文似乎均有缺陷:法 院的

管搖板必須由据你罪行已在孩回友生的回家所授予.答 子在种族又免的案例中堆以做到達一魚,位

垓枸想一奈速种情況的特別規定 .最 后 ,也垃殶想制定美似子 1953年 好 2S荼 的夫子收回法院管葀

叔的規定 .

38.仍 然淡杈限同題,特別根告貝提出兩介來文,爽 理有待法院申判的罪行 (同 上,第 8U

段)。 他扒力,委 炅合夫子法院屈物理由的板限垃非常有市制.不 合有多少回家接受法院的管格叔 ,

即授板法院确定是否已犯下便時、干涉或殖民主又罪行。另一方面,玵 法庭法官成長資格的控制可

能削弱垓 1.9題 的重要性°在目前,建 立一介中判回隊販毒罪的回跡法院五然舍得到ㄏ泛支持°盤于

遠些原因,他 將逸捀棄文 A,因 力案文B所下的定〤具有不确定的性辰°

B9.特 別報告貝在趣力
“
向法院提交案件

”
的趣日下,提 出了有夫叔限的另一向題 (同 上,館

SS-89段 )° 1953年 規的草案第鈴 茶 ,“ 向法院中坼的杈利
’,田 迷了垓泀趣.它 直找了些地提出

了法院与安理舍的夫系岡題.基 子他 已解釋的原因,如 果視它力避弄安理合的亦法,他 怀疑送祥做

是否食提高法院的可接受性.因 此,他 有些勉強傾向子制定失似于 19SS年 第 2S茶各進來文 B的

一茶規定°然而,如 果些

一

回玵拆松程序表示同志,并 肘法庭的組成有些友言板 ,同 趣可能套緩和 .

4U.格雷夫拉特先生提出了叔限1.● 趣的一介校其重要的方面,即 法院有免肘管特叔逐是与國家

法院共同享有管格杈°他本人次力法院垃有地吋管培板,否 則解猙和垃用的坑一日沶持迪挫折.但

是 ,力 了便利于各回接受法院,正 如格雷夫拉特先生建快的,幵始吋規定它位締的因要求伙肘法律

i.9題 提出法律上有的束力的志凡 .

姐.除 了速些一殺同趣外,逐有各种其他技木鬥趣,是 委貝舍在某一盼段必須加以常快的.夫

子弓｜波同趣,拉力程序机制作出規定 ,因 力哲吋通迂的治罪法車來
∥ 第 4奈規定的一殺又夯逐不

兄第 215U次合快,腳 注 8°

《1987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館 14丌 °

兀上文腳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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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忠之,如果法院椆有免肘管培叔,垓茶逐得修汀.夫 子被告受常期同盟禁鬥題,必 須确立盤禁

茶件.是 否位規定保釋?盟 禁期限位多次?

也.力 冬且減少治罪法政治化的危險,也 #垃 垓禁止缺席常判°例如,美 回法律一般榮止供席

常判。夫子粒泰官1.9趣 ,他 同意卡朱男 .〞 德里格斯先生弗 2154次舍快的意兄 ,垃 是一介常淡机

枸或取位 ,但他快力每一來子的拉泰官不一定是同一人.也并可淡想建立一介小組,常 理桌子的法

官可仄中挑逸桂泰官.夫子圯暴怔捃鬥捶,特別技告真的建快 (A/CN.6〃 3。 和 Add.1,靠 兜

段)是介良好的弄瑞,但 需要精粽。例如,收集怔括的叔利的范田,村此位作出耙定 ,以 期日京同

志允忤在其領土上圮暴迋据,并在垓進程中提供捇助。

●S.另 外,遜有兩介同趣‘第一,法 院我央的央施和判決的執行.它 們是由某介回隊散券制度

來貢物逐是適迪現有的回家机掬 ,如 屈后者,是哪些机杓?要各國同志由起拆回來找行判決,速看

來令人杯疑.第 二介鬥趣是別例。達是介极其球手的同趣 ,但是正如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和本

努納先生所悅 ,不 管怎洋治罪法仍必須村每一罪行制定別田.盤 子各种口內法之同在遠方面有重大

Z別 ,他 不能肯定是否可能送成比特別根告貝所建快的比較不一般的解決亦法 (同 上,第 1°工段污

上午 l1吋 3。 分散合,以便起草委員合幵合 .

第 21茄 次舍以

199U年 5月 11日 星期五,上午 l。 時琴 5分

主席:史 久竹先生

出席 :巴 哈鈉先生、阿〨焦-●伊斯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步 .多德里格

斯先生、迪皿斯 .因 薛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緣德斯先

生、科多巧先生、馬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唐加先生,小水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

德拉朗博先生、

一

庫納斯先生、索拉里 .田德拉先生、芻正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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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屎
: 〈撲)

(A/CN.4/419和 Add.′ , A/CN.4/429和 Add1-4、

A/CN.4/43U和 Add.l‘ , A/CN.4/L.443,B市 )

〔琪程項目ω

特別報告貝的拜人次根告<臻 )

方 15、 lc、 17、X和 Y茶s生

夫于回吥刑手法院規的的規定(盛 )

1.#庠 鈉斯先生針肘特別報告真的第人次報告<A/CN.4/43U和 Add.】 )方 三部分洗,他汏力 ,

只是說委長舍遊捀了一种特定各逸案文是不鉹的,因 力在其工作迂程中可能合戶生范園ㄏ泛得多

的其他許多同題.他放力 ,委 員合目前所放手的是一种初步性的工作 ,而其技未方面的努力Jl(位 些

由傳掌的精英与之相瓦合°

2.在討梵避程中曾提到以前的几今日隊刑事法院幸程草案.但是 ,遠 些草案背后的思想意味不

同子委員合目前所夫心的回哧別卒法院華程的思想意味.委 見套的任夯是要反映一种在起草以前

几介草案中逐不存在的集体的良知.因 此 ,冬 管送些草案在技未上元疑是避硬的,他仍要促清委貝

套達慎肘待達些草案°要考慮到 ,目 前人們更普遍地忕力 ,秩合國必須确保有效地保伊基本人叔 .

3.与 衣交於理曰与回之同令瑞的回吥法院相比,回 酥刑事法院將合垥各金貝回在立完方面帶

來近力更多的困碓,它 所蝕及的正是一介回家的回內法的核心和分杈概念.因 此 ,委 真套位些使大

含了解 ,他充分意味到達今日題 ,并 垃普提出有效的淹据并作出保怔 ,以 确保在回家和國防一致更

好地位用達項法律°

4.在 淡到特別報告真的調查表一報告吋,他說 ,治 罪法和國隊別手法院幸程是兩今不同的同題 ,

不位些混淆在一起。治罪法是管理介人行力的央体法,而且合普遍道用.回 隊刑卒法院將不只是在

送介領域有管葀枚 ,呈 然速介領域肯定合成力其管格叔的基拙.因 此 ,有 必要區分參加治罪法和參

9

委真金在 1954年 第六屇合快上通逮的治罪法草案 (ㄍ 1954年 ⋯⋯年海●,第 二卷 ,來 1s1-

lS2面 ,文件 A/2693,第 54段 ),特 我子ugB5年 ⋯⋯年盤》,弟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面 ,第

18段 .

括栽子ㄍl鋁9年⋯⋯年盤》,館 二卷 (第 一部分)。

持載子ㄍ19go年⋯⋯年些》,館 二卷 (第
一部分).

同上°

棄文兄第 215U次 套快 ,弟 1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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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因隊刑串法院幸程 .就前者而言,他 同意其目杯虛曾是一項沒有任何保留的尸進法典 .力 此 ,委 貝

合在治罪法中位冬力提取精牛 ,即 汲取得到普遍承放的或可以林之力田所可慣法的回昹刑事法所

反映的普通的良知.回 酥社舍不能接受的奈敖不位些納入治罪法中,因 力送和荼數只能給含長回造

成各种同題 ,因 而使治罪法的參加固有限.就法院幸程而言,委 貝舍不能只是告拆舍真回采取一种

‘
要么接受,要 么拉倒

”
的念度 .又确切地洗 ,有 必要明确法院在什么竹兄下掬有管格板 ,送大系到特

別拫告真曾多次提到的向法庭提交來件的l,● 捶 .

5.另 一介 1.9趣 是由確推逸法官,有 人走破或并可以由大合逸拳。在遠方面,他 注意到 ,無 女監督

一項人叔公的執行情況的机构成長是由耿合國一介机杓而不是垓公的的鍗的回逸拳的.但 是,就似

玟成立的回隊別═法院而言,在 最初盼段或并可考慮放垓法院幸程的締的口中逸拳法官,因 力除非

修改朕合因究幸 ,否 則 ,別 卒法院就不合向日吥法院那祥威力朕合目的一介机构。但是,他愿意社特

別報告長去考慮刑事法院幸程歸的回參加遊拳法官的同趣 ,并确定和大套的某些球系。

6.有 一介不可能作出肯定回答的夫鍵 1.● 趣是 ,回 隊別═法院庄些具有寺屈管搖杈逐是和回家

法院一起具有共同管培根.委 員舍在其迸一步的工作中庄曾常發達方面的一些向趣 .例 如 ,在 犯罪

行力友生和向法院提交案件之同達一險段的竹玩如何?由 確确定一項作力是屆于治罪法范田,逐是

在治罪法范田之外,因 而屆子日內法院的管格板?低數目內刑�法院、商致國內別#法 院和國沶別

卒法院之同的夫系如何?万一在回隊別

一

法院沒有寺屆管特板的時候 ,是 否位些考慮國內朴救措施

用冬的同題?是 否垃些考慮提交不同回家法院的案件是根括屈物理由逐是根括屈人理由的 .9趣 ?由

確向法院提起拆松?是任何回家包括垓作力友生在其領土上的回家和其回民是孩作力的受害者或

犯罪者而被李達的回家都可以提起拆忪?

7.但 是 ,另 一介鬥趣夫系到受害回,位 些在回家安任和代表國家行卒的介人的別

一

女任竹現下

甜拾達种曰題 .送介鬥趣是最近在佛〞俺薛拳行的大于犯罪 1.● 趣青趣討淹舍的主趣 ,在送次甘淹金

上 ,有 人指出,姪 常被借長解秤的
“
整介回豚社合

”
速一措詞指的是一种其体 ,達种央你的成分現在

仍然不清楚.送介鬥趣也位些向大合提出.

8.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注意到委炅合的上級机构在
一
介至失重要的阿題上力它升了鍊蚵.他

洗 ,一項目隊治罪法如果沒有一↑相位的回隊机杓執行 ,就 只能是一种形同虛淡的規定,或者將金

技一些回家法院任意迋用°夫子治罪法的道用舍引起的沖突 ,特 別是管培叔和好猙的沖突已臸悅了

很多。但是 ,他 些信 ,不 管根裙治罪法建立回隊刑手法院金引起多少摩擦 ,也 不合比根括所謂普通別

一

甘格杈的原則共施治罪法所引起的摩擦更多和又尸重.另 外,之种管堵杈在起拆和申判,特別是

公正原則方面的有效性持不合那么有成果 .正 如有人正确指出,受 害者和被告的人叔都垃些受到保

伊 ,訴 堵國防別卒法院是回怀罪行的受害者和犯罪者及其各 自的回京在任何特現下都可以指望并

得到正确的而公正待遇的唯一手段°

9.泣 普祝焚大合排除了村委貝舍在赴理成立回隊別

一

法院鬥趣方面的人力陣得 ,而 且它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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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販逗送介禍害村人美造成加剷威勝之吋音委貝合解凍建立回隊別手法院的同趣 ,送 一事共進

一步怔明遠介伺題在委貝合升始就治罪法草案送行工作時就已象在它的取能范田之內°

l°.些 然,送介鬥題是一件很困堆的鬥捶 ,他 自已也曾提到其中所涉及的一些鬥題°淡立一今回

隊刑手法院將需要建立一介超越回家的机杓 ,它 肘介人的管格叔特迡通超達回哧法院,因 力冬管后

者掘有強制性管格叔 ,而 且可以向它提出革方面中甘 .其 判決卸是什肘作力立板其体的回家而不是

研肘介人的.与 此相比,回 跡別手法院的判決將是針肘令人的.

11.幻想起來 ,很 明五,合 真因接受達祥一介法院,將不合比同志旨在通達道普立法渠道威力所

有參加回日內刑法一介統一分支的一些刑

一

法律荼放的生效更堆.森所周知,各 回珍借它們肘其他

國家的主根甚子肘一介因酥机掬的主杈°但是,委 見合庄些特別向犬合悅明:在 制訂和施行治罪法

逮程中的每一步都含遇到困堆.例 如 ,很 堆蛤普通原則和罪行下定叉,确 定介人的罪行和由介人代

表回家行卒的回家的罪行之同的夫系,決定玲予何种怒到,琱 查、常判和恁琱罪行】起草一項回酥刑

事法院幸程并保迂各回接受垓幸程 .

12.他 也汏力 ,不 可能列出一些不加恁堈的罪行.因 此,如 果委貝合、犬合和套貝口不能成立一

今道用治罪法的回怀刑÷法院或其他机构 ,那 就等于沒有治罪法°正如可能存在法元明文不赴引 ,

同祥 ,也 可能存在法旡有司即元法,而且 ,達种司法机构必須是園阡机构 ,否 則 ,執 法就不可能成功.

他快力 ,達 一向是特別報告真的跳魚,位 些感甜特別報告長及●l似 汀了一介以琱查表形式出現的有

益的報告.送介根告至少能留使一項困瑋的任奔毋始迸行.他确信 ,那 些螢成根括所渭的普通管格

板執行治罪法的人的确忽略了所掩蓋的同祥尸重的困堆。

13.大于惆查表一報告,他 也放力,回 酥法院的叔限至少在目前垃些只限子治罪法所涉及的包括

毒品販迂在內的罪行.夫于是否可以斌予垓法院一种解舞作用或使其能接受理夫子法律荼文或串

共的上坼等 .9趣 也需要遊一步研究.另 外,法 院和屈人理由的杈限垃些只限于自然人和特定的法律

其体 ,蛗 然瑋以确定何种法律共体垃受治罪法管格。他肯定放力 ,位 些賊予垓法院就叔限作出我次

的叔限。

14.有 些成見提到和口隊法院規的弊 36荼君 1和 館 Z放有些相似的由 lg53年 回怀刑事申判

机枸委貝舍
‘ 似汀的篷遊修正的規的車來年加 奈 ,達可能表明,委 貝合的一些成長主張通迂一介

不是由回哧別

一

法院規的直接決定的叔限制度。他汏力 ,不 位些接受之和美似加法.由 法院規的歸

的回在它們應志的吋候逐步功立國隊刑手法院的管培叔好象位垓是不成1.9翅 的°孩法院的叔限不

位些有任何逸摔性恭數或保留,而 且虛些直接根括法院的規的未确定°

15.他傾向于同志卡菜〞 .〞 德里格斯先生(館 2154次 舍快)夫 子向法院提交案件的意兄.特

別報告炅在其第八次報告(A/CN.4/43。 和 Add.1)弗 84段提快的兩介案文沒有一种令人滿意,因

‘
凡第 2lsU次舍以 ,腳 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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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它們都是基于一种普遍管搳杈的主張.根括已制度化的回隊管培系統,不虛些區分罪行友生地園

家和被告或受害人是其回民的回家.任何日京都可能是罪行的受害回,都泣些有杈向主管机杓提出

起拆。送其呠上不是一介提交案件的1.9題 ,而 是將鬥趣交給附為于法院的道普常淡机构手中.一旦

垓法院成立,任何回家交玲校泰官的初破叔都不合涉及馬希与先生和本努鈉先生(笫 21田 次金快)

所在心的田確和危險.些 然 ,他 所指的情況是 :已 銓根据主要是屈物理由确定了回酥管格和車雜囝

家別︴甘格之向的清楚界我,將 由法院依捃就叔限作出裁決的叔限确定任何兵体案件是哪一方的

管格叔°

16.夫 子桂某官和申判前中登的回趣 ,他 同意,前 兩种取能都位些是回所机构的永久組成部分 ,

友卡弗里先生(弟 21SS次 合洪)快力,其 中任何一种取能都不泣些只委托給一令人 ,達 是正确的.

19.夫 子既判案件 ,垓 法院的判決必羾是最后判央,而 且委員金一次哲肘通避的治罪法草案
7

第 7奈 車宋中所体班的一

一

不再理的原則,必 須保持不交。至于回家的判央是否虛垓和垓法院的判

決具有同等效力 ,在 玵整介鬥題送行更深入的探材之前 ,他保留白己的志凡.夫 子上訴和可能糊寒

的同趣 ,看來十分有必要作迷一步分析 .

lB.他 完全同意卡某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和本努鈉先生的意兄 ,治 罪法草案中必須規定具体刑

罰.法 院可以在別田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之同作出決定 ,但 是,如果社法院在不同和不同辰的刑

用中作出逸舞 ,那 將是荒樛的.

19.他 放力 ,委 貝合中沒有人能村成立一介田昹刑事法院所涉及的任何向題李出最后意兄°些

妹,多 數同題不是新鬥趣 ,但 沒有人有充分的吋同村大丑有失文件迸行足移深入的研究,因 而不可

能适些了解情況°送一考慮使他想到一介同趣 :大含弗 44/39母 次以力委貝套明确規定了些前的任

夯以及中期或畏期任夯,委 貝合要村達項決洪作出反泣I二 垓做些什么°委貝舍中提到達介鬥趣的少

數成見看來只夫心些前的任夯,即 :委 員合本屆合快是否冬了最犬努力完成弗 44/39甹 決快所規定

的任夯°任分明确要求委長合
“
特別注意

”
成立一介因怀刑÷法院的同趣.但 同祥明區的是 ,在 一屆

合快的期限丙,若 不把其洪程上的其他青趣放在一道 ,它 不可能御底忖淹送祥一介炙染1.9題 .

2U.他的堵淹是 ,委 長合曾前的任夯是向犬合就下列各庶提出報告:<a)特 別報告貝美于成立法

院的琱查表 J(b)委 貝合根括惆查表村之介 l,9趣 的甘站并肘眼前所得文件的念促浰比,(c)甘 梵的帖

吋錯果和下列可能解決亦法的相肘利弊:(一 )目 隊刑

一

管搖叔 ,<二 )普遍管培制度 ,或 (三 )任何可

淡想的二者的豬合《d)因 此,力 了91好 ●●/39母 央快中的具体要求作出反泣 ,也是力了完成包括确

立回昹刑事管格叔在內的似汀治罪法車來的葸任芬 ,委 真舍有必要在以后各屆合以上在似汀治罪

法草案的工作范田內确立回酥別

一

管培板°正是力了起草給犬合的送种答欠,可 以成立一今工作

姐 ,王 然速今日趣犬概可由報告長与特別報告長合作解次°

’61988年 ⋯⋯年些》,第 二卷〈第二部分),方 68-∞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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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夫 子中期任夯 ,如 果特別報告長沒有提出又具有叔威的意凡,委 長舍必須毫元例外地根据

所提出的所有意兄御康分析整介同趣 .需要研究的材料近迅超逮委長舍所得到的文件 ,由 特別報告

貝決定在他蛤下屆套班的報告中是否泣普包括村各种 1.9趣 的更戶泛研究.在 達神情況下,工作姐將

舍元

一

可做 ,同 趣可以完全交鈴整介委貝含和特別叔告長,將來 ,特別根告真或者可以在其報告中

有一市甘淹琱查表中所提到的每今 1.9趣和委貝合成貝提出的新鬥趣 .

22.埃里克松先生悅 ,特 別報告貝特其第八次報告(A/CN.4/43° 和 Add.l)常 三部分務力
“
琱

查表一報告
’
,送未免述于樣虛 ,因 力他以′种方式提出了根本 1.9趣 ,遠种方式使委貝套能姼迸一步

升展工作 ,并肘大合所表示的清求作出反位°

2S.恙 的來悅 ,他支持成立國隊刑卒法院,但 是 ,正 如在他以前夫于治罪法草案的友言中,他 曾

洗避,他要等待就泣些包括的罪行造成一致意兄 ,然 后 ,要 村失千回所社合將含普通同意的罪行清

草限子最戶重罪行的范目的豬果作出坪估 ,在 此之前他不合肘整介項目提出固定意兄。和成立法院

的鬥捶球系起來 ,特使委員舍更有可能朝著可接受的方向友展°

加.法 院的可接受性是另外′介同腄°有呰成貝曾要求采取遊慎和班其主〤的念皮而不是理想

主〤的杰度 ,星 然他同意遠种意兄 ,但他快力,委 見合位些以一种适些錯构安排其工作錯果 ,在 作出

決定吋速种坫构能修很容易道位些吋的政治班央情況°換言之,委 長舍不位些把自已同燄在以前那

种
“
不容討价遜价

”
的局面.自 1953年 回隊刑卒常判机构委貝合似汀了鎰述修汀的幸程草案

B 
以

來 ,曰 吥淡判的气氛友生了並若焚化:各庠納斯先生剛剛就之一魚作了中肯的友言。委貝合必顏進

快 ,既要避免治罪法草案的內容遊子墩碎 ,又要避免力政治目的濫用法院提供机套。幸程的生效將

要求得到很多回家的批准,達一魚將保怔共普遍接受性,并將怔明有理由和耿合曰建立耿系.

2S.大 于管特板的主要內容 ,委 貝金泣些只限子治罪法中規定的罪行 I法 院幸程中有夫幸市的

安排可允卄菩王在商定的罪行中送行進捀 ,或并迂可以規定在某一期同之后可將范田才大到其他

罪行 .至 于治罪法規定之外的罪行 ,可 作出夫于附加快定+的規定 ,但 要看奈件是否道合于幸程°法

院垃些具有原始管葀叔 ,不垃些只是受理上坼的管幣叔和格雷夫拉特先生<拜 21S● 次舍快)所提到

的其他形式的偕格根°

26.夫 于任命法官的向趣 ,特別報告貝提出的丙介案文(A/CN.4/好U和 Add.l,第 86段 )他 都

不能同意 ,法 官的任命庄些和日穌法院法官的任命亦法相同°

29.向 法院提交案件的叔利是同法院的屆人管格板相連 .只 有法院幸程的歸約因在所指控罪行

因下列理由之一与共有失的竹況下才能提交案件 :括林罪行友生在其領土上或是什肘它的j受 害者

是其回民,或被告是共回民或在共領土上皮班。村子又免种族或紳族隔南送爽罪行來悅 ,最 后提到

的理由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在 提交任何草介案件吋,不 位些要求那一染回家中的其他任何回家也必

.兄
弊 215。 次合以 ,腳 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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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同意,送不是回家村國家的作法.他 的堵捨考慮到 1953年 因隊刑

一

裁判委真舍在解峰其幸程車

來第 29茶 時所作的梵怔 .

28.至 于案件的起拆 ,他傾向子特別報告長提出的案文 B(同 上 ,第 9U段 ).夫于友卡弗里先生

在上次套坎上提出的程序 .9趣 ,垃 些具体規定,垃 由垓法院的法官田听中案件.考慮到格霄夫拉特

先生夫于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回隊公的弗】4奈 的忘凡 ,在 有待晚些時候作出規定的竹兄下,庄 玄

可得到向法院合体提出土拆的叔利.他 同志報告提出的夫子常判前中空的一殺指早方針(同 上 ,牛

UB段 ).

”.回 家法院既判案件的同趣位些按照委員合一女哲吋通逮的治罪法草案
’

館 ?茶第 2至 第 4

敏的規定赴理 ,只 能在第3致提到的情況下才允中回隊法院重新中判.如果委真合希望規定特別叔

告貝提出的案文B(同 上,第 gB段 )中 提到的可能性,他本位些在年 7來第 4放 中的方括母內,或在

美似車似的茶欺中提到回隊別÷法院.送种程央亦法將帝要修改委貝合并多成長至今仍不滿意時

第 7茶 °

3U.至 于回防刑事法院肘一回家法院程序所作決定的效力 ,第 7茶草案第 1款 明确排除了回家

法院的常判。特別報告貝提出的來文(同 上,靠 gs段 )看來具有同祥效力 ,但 必需按照同祥茶件重新

汏兵起草 ,以 避免借侯解科。

31.夫 于案件連交回撤銷投泝的同趣 ,他 党得 ,在速种情況下,法 院取能的一介重要基拙特舍被

去掉 ,拆 忪將不能班象迸行 ,但 如果受正〤的形咱所支配,可 以垥法院以酌7叔允許拆松甡接送行 .

32.刑 用鬥趣非常重要 ,但他放力 ,不 群要一介具体的明知表.判 延死刑的可能性位些排除,但

是 ,如 果所列罪行只限子最尸達的罪行 ,那 么所有來情都有判元期徒別的可能性.只 有在委貝金淡

想某些案情需判以次最高別捐吋,章 程中才需要作出更具你的親定.達 祥 ,特 別很告貝提出的來文

C(同 上 ,第 1U1段 )看來是恰些的.他希望,他 沒有南卡菜多 .〞 德里格斯先生的立埸 (幣 219次套

洪)大 迡 ,他基本上同志他的意兀 .

SS.星 然特別報告貝沒有直接提到我行的阿趣 ,支 琵法院活功的挑則中可以規定拘留地蕉,各

國承但叉夯根器法院的判決提供便利.法 院規則中透特規定可能肘判決送行交全.安 長金并不一定

要就財政同趣逸取立劫 ,但他螢成日隊法院所使用的制度 .

S●.淡到第八次報告館一和第二部分吋他悅 ,共犯、共碟和未送不泣些作力革狄的罪行列入 ,而

位些在治罪法年來志則部分和盤定犯罪者放在一起°羊狂提及共碟沒有必要 ,因 力主管法院可決定

參与一紳罪行的程度是否足以便一介人威力犯罪者.力 了連免在某些普通法制度中曾砮出現的進

用竹兄 ,位 些規定共謀的一殺定又,把悲向、与另一人的你洪和完成罪行的企田等成分都錯合起來 .

他同意巴哈納先生<好 21SS次 舍破)的 志兄 ,即 :垃 些規定未速的定〤,其 中包括意向、力完成垓罪

’
凡上文腳注 7。

—— 99 ——



行所采取的步賺以及卒主以外的某种因素使送和意向落空.如 果完成后的治罪法草案在某些罪行

的定〤方面有錯构上的差別 ,就 有必要肘有失每一种罪行的送共同趣作出坪估 .

3S.夫 子回隊非法敗逐痳碎菊品同趣 ,他再次指出,在 治罪法草集中沒有其隊理由要在草狂的

幸市中确定力危害和平罪或危害人美罪,因 力吋速丙种罪行的赴理看來不合有任何匡別.因 此,投

有必要确定版毒罪虛屈于危害人榮罪逐是危害和平罪,它 I● 可以就定力危害人熒和平及安全罪°委

貝套的另一些成貝放力 X紊車來位些重新措司 ,以 包括夫子尸重性和大規模的內容 ,他 同意速一

意兄°

“.迪 正斯 .岡 菸雷斯先生提到棠八次報告(A/CN.4/43U和 Add.1)館 一部分吋強琱 ,共 犯、

共謀和未送不能被看作是自主的犯法行力 .送 些犯罪行力是附屈子主犯行力的,而 且完全取決子主

犯行力°

s9.夫 子根告第二部分中的回防非法販迋毒品鬥題 ,他 指出,委 貝舍曾銓常被指責是在象牙塔

中工作 ,但 班在大套已清它研究并提出意凡的一介同題就是回隊社合挨期以來一直夫心的事項 .

38.特 別根告貝提出了兩介來火:一介棄文把非法敗迋庥碎菂品定性力危害和平罪,另 一來文

把它定性力危害人榮罪°但是 ,他本人次力 ,達种罪行既是危害和平罪又是危害人美罪°可以拳出很

多加史事例來說明速一魚°史先生曾指出(算 21SB次 合洪),在 19世 圮,兩介帝國主〤回家把轉片

消發引入中因,其 目的不仗是碟利 ,而 且是作力削弱中牛民族的一种手段.然 而,現在情況有了焚

化 ,大 田和小回一釋正在迫受#品 .● 趣之害°近年來 ,在 耿合回范日內,人們越來越多地提到生戶口

和消放回在根匏敗毒方面的共同黃任 .

Sg.他 汏力 ,非 法敗毒是一种危害和平罪,因 力 ,女 所周知 ,有 些鈕銀和國家机构參与了速种行

力 ,并 利用貸款收入資助雇佣軍 ,并力旨在洃被一些小回政府的軍

一

活功提供武器°例如 ,非 法販迋

床碎菊品曾被作力入侵并占領拉丁美洲一介小回的借口,在 達次入侵中,教 以千卄的人死亡 ,全 部

街道受到破坏。

●U.根据上述竹兄 ,委 長合放其考慮將非法敗毒列入治罪法草案是道普的.它 逐泣些考慮淡立

回隊別

一

法院,以 怨罰那些肘毒品販迋血有女任的人 .

41.技 近在基多拳行的一次合洪上,非 法廞迋毒品弗一次被定力危害人犬罪.19BB年 在籬也納

通越了ㄍ球合回反村非法販逗庥碎商品和精神菊物公的 )° 另外,19Bg年 9月 在皿你格菜德拳有的

館九屇不豬盟迋功回家或政府首殖合快上 ,非 法敗迋毒品被定力不仗是肘各國人民使康的成勝 ,而

且也是9f生 戶口和消安回政治、銍洴、社合和文化錯构的威妳 .

η.他支持特別報告貝的建快,即 :治 罪法車未中位些什肘非法敗達毒品定力兩荼 ,即 :危害和

平罪和危害人失罪°治罪法中近泣曾包括一項夫子販毒恐怖主〤同趣的兵体規定 .

43.夫 子報告的第三部分 ,他 汏力 ,委 員合的确位些研究圾立國跡別手法院的同趣 ,并就此快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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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合提出意兄°達介 .9趣 自回隊耿盟吋代以來就一直在迷行討淹°羾俺堡原則
l° 不能提供多少

指早,因 力由我肚者淡立一介法院來申判找敗者并不是一介站得住的先例 ,但 是,淡 立回隊別

一

法

院,看 來舍有很好的前好 ,在送一法院中,技 強大的回家持不能將它●●自已的司法意兄強加子人.在

達方面他注意到 ,委 只合一快哲吋通避的治罪法車未
:l牛 4朵 草案年 3放 中洗 ,垓荼第 1和 館2效

夫子常判或引波又夯的規定
“
并不預先判定回怀刑

一

法院的淡立和管葀叔
”

.

44.美 于似快淡立的法院的叔限,他安威特別報告貝提出的案文 A(A/CN.4/43U和 Add.l,乍

BU段 ).來 文A將管格杈限制在
“
被指控犯有治罪法車來所提及罪行的自然人

’
.斌 田把送一管格板

延伸到任何其他罪行 ,目 拆未免達南 .

45.大 于任命法官的程序 ,他放力 ,及 好的好次方法是和回哧法院完全相同的方式任命法官,也

就是悅由犬合和安理合任命.因 力否決叔并不用于琺官的逸拳 ,元須捏心在送一魚上合有阻時 .

46.夫 于向法庭提交案件的1.9趣 ,他 螢成來文 A(同 上 ,第 SB段 ),其 中規定 ,瑛合國的任何舍長

回均可向法院提交案件.大于植泰官的取能鬥題 ,他汏力宋文 B比 案文 A(同 上 ,第 gU段 )更 可接

受°

4?.夫 子回家法院既判案件的杈成曰趣 ,他 傾向子案文 B<同 上 ,第 93段 )° 回家法院不能常查

已由回怀別手法院常判的案件 ,但在案文 B所悅的情況下,回 隊法院則可爽理 已豋由回家法院申

判的案件°至于回吥別卒法院本身村已判決案件的杈威同題 ,特別報告貝提出的宋文(同 上 ,館 %

段)是 可以接受的.

48.夫 子刑罰曰題 ,案 文 A(同 上 ,館 1U1段 )規定 ,法 院可完全 自由地村被告判赴
‘
它次力公正

的任何別例
”
,他反肘送种主張.允 忤法官在申判罪犯吋創制法律是完全不公正的.他放力 ,治 罪法

本身就泣定出适用于每一种罪行的利用 .

姆.瑕后 ,財政茶歉鬥題可在一技后阱段夫子其辰性

一

夯的工作有了更多迸展吋迸行封梵 .

5° .恩詹加先生悅 ,特 別重要的是 ,治 罪法草案中所列每一种罪行的定〤都垃些尸進而明确 ,不

會下任何含糊之斑和漏洞,使那些可能受惑而胡作非力,威 力危害人英和平与安全罪行的行功方

針或行力的人沒有空子可估 .按 照送一拆淮 ,特 別根告真力痴霄年八次拫告(A/CN.4/43° 和

Add.1)所 作的努力只能被次力是第一步.在似快的秦致車未能衫次力緒束以前,逐 孺要做避一步

的努力。在達方面,他 有共地看到特別根告長已銍起車出某些茶致的新來文并正在侍田,玉 然通只

是非正式的說明.正 如科男与先生 (弊 2154次 金快)所悅 ,在特別報告長村有失系數草案的坪淹

中,已 至包含了可能定〤的基本內容,肘遠些內容送行修改垃些不是很困准的.

51.針村館 15奈 草案,他悅 ,他完全螢威特別報告長所提出的有夫方法站魚 (A/CN.4/43°

m凡
好 2151次 舍快 ,腳 注 H.

llㄍ
19田 年⋯⋯年盤》,弗 二卷 (第 二部分),館 6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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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dd.1,第 6段 ),但汏力,送一荼所規定的定叉位些既包括1.1助 、教唆、提供手段等央怀的共

犯行力 ,也垃些包括特別報告貝所悅的
“
智力或道火

”
行力,而他本人Jll傾 向子林之力

“
概念的行

力
”,達共行力位些包括鼓功、煽功或命令迸行犯罪行力 .

S2.他 次力,委 長套不泣些遊分美注如何區分主犯、共犯和同瑋犯,因 力所有速些人都犯了送

种罪,其 女任程度和隨之宣布的判決將取決子每介行力人所起的具体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看來遠

正是姐伶堡法庭先幸
lz (弗 6茶末尾)和 未京法庭先幸

” (算 5“)茶 )所 采取的亦法.正 如特

別根告貝所指出,在 共酥行力人和其上圾之 ).● 有時存在的等級的夫系使人們堆以沒想后者是前者

的同素犯 ,因 力一般都次力同菜犯所起的作用是次要作用°在送种情況下,正确的亦法是英占匡最

高法院所采取的亦法 (同 上,館 2● 段),即 名洪力共犯行力和主犯行力都是危害人美罪°

“.夫 子在主要犯罪行力之前、l,● 吋或之后的共犯行力的概念.好 多回家涪院的做法近明有必

要在遠方面作出辰的區分°如果先前的行力是

一

前商定卄划的一部分 ,垓 行力人也就泣曾村垓主要

犯罪行力久犬.但 是,其后的非甘划行力中的共犯位被視作自主犯罪行力.送种區分位些很明确 ,

因力在遠兩种情況下的垓田程度有很犬不同°

S●.在 波到第 16茶 草案吋,他表示同意特別根告長所作出的緒站 (同 上,第 G2段 ),但汏力 ,

村第 2項所提出的各逸屎文其狋上并不是各遊集文,而 是相埔相成的,第 一項力共樣罪下定叉,第

二項則确定弦們的程度以及共謀罪的令人參与者因此承受的怒田.他杕力,如 果垓茶能達洋修改 ,

將套得到普遍支持°參与共嫌的每一介人不仗位肘素白千的行力血交,也 垃村卄划的共謀者集体千

的所有行力久黃,即 便在孩行力友生吋他并不在切.但 是,垓田的程度和判決將取決子介人參与我

行共同卄划的情況。

“.他不能同意蛆稔堡法庭先幸所采取的解決亦法,送种亦法把共謀的垃用限于危害和平罪°

他指出,委 員舍在 19Sd年 的治罪法草案中將送一概念的道用范田才大到危害人共和平与安全的所

有罪行。又地种族罪和种族隔南罪所研村的不是回家,而是民族、宗教、种族、部族或文化群体 ,

速兩种罪行正是那种不可能由介人而只能是有姐銀的群体犯下的罪行 ,通 常有回京參与 ,是 力了央

班一种共同的罪惡目的而集体共謀的犯罪行力°

56.在 第 17茶草案中,如果按照報告第 GS段第一句話的精神垥
‘
未遂

”
下一介定火則比牧好 .

冬管前面的友言者曾提出一些疑鬥,他傾向于同志特別報告真的錯站 (同 上,館 67段 ),孩 錯捨放

力,在堵如又免种族罪和种族隔南罪的竹兄下,不 位些排除把未達定力危害人美罪。

S9.特 別根告真在報告館二部分站迷了目前普邊放力是村人犬的一种尸重威麼的).9題 —— 非

法敗逞床碎菊品—— 因此,他位些受到秣按.報告 <同 上,第 9● 段)提甘注意 1988年 《璇合回禁

凡館 2lSU次舍快,腳 注 9。

兄第 21S2次 金破,腳 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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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敗逗痳碎菊品和精神菊物公釣》.另 外,lgB2年 的 ㄍ琺合國海洋法公的》第 1°8奈要求所有回家

合作,制 止利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非法敗逼痳#菊 品和精神菊物°

SS.他放力,非 法販逼痳醉商品是一种危害人榮罪,而不是危害和平罪,因 此,注意力庄孩集

中在回隊合作同毒品販迂玵曰隊社金所造成的成肚迸行斗爭.口 孝垃些是回豚合作 ,而不是介別國

家再三再四依十的車方面自助。美于似快的奈放的措詞 ,他 商米地友現 ,特別報告真的以非正式的

悅明分友的新車未提供了送种罪行的修訂定〤,X奈車瑋的錧 1放 已故刪去.

Sg.特別報告貝按照委長合和犬舍的要求逐肘夫子回豚別手法院規的迸行了初步研究,力 此 ,

他也拉些受到安揚°多數成長汏力 ,刑

一

法院規的是任何意叉深迒的危害回隊和平及安全治罪法所

不可缺少的部分 .鑏八次報告弗三部分提出的琱全表一報告使委天金有机舍甘站淡立回隊測卒汝院

所涉及的一些夫鍵同題°和前面几位友言者′祥,他現在的意凡也是初步的,可 能金根括隨后的辦

站情況而修改或放卉 .

∞.夫 子法院杈限鬥趣的建快位些班央,以便得到戶泛接受°在 目前竹兄下,即使考慮到些前

回跡舞台上的有利气氛占上人 ,各 回也不可能在城敬其主根的竹現下再避一步 ,接 受一介其叔限只

是限于影喃人榮和平与安全的及尸重罪行的回隊刑═法院.因 此 ,他 傾向子接受特別報告貝提出的

某文A(同 上,第 放 段)。 且然達一茶欺排除了村回家的管搖板,但不垃些排除村堵如公同之失法

人的可能管格,速 种法人可能套參与助卡犯下治罪法所耙定的罪行或力其提供便利°

61.夫于是否有必要得到其他回家同志的1.● 題 ,他注意到,康 文A是 以 lg53年 回哧別卒常判

机枸委見舍編雩的至汀正的幸程車來
Ⅱ

力基珀的.集 文A是 其酥而全面的,只 要不把達一荼解猙

力意指有夫回家只要成力法院規的或治罪法的締的回,就 能姼把管格叔授予垓法院°有失回家即使

不是孩規約締的因,虛 垓能接根括逐案的竹兄投子達种管格板°

犯.美于任命法官的程序 ,他悅,三 然可以按照友卡弗里先生在上次套破所建以的沒想成立嗨

●l法庭,但他本人傾向于圾立一介常汲因怀法院,速祥才能保正其公平性.另 外,盤于所悅罪行的

尸重性,法 官的任命不位曾只限于孩法院幸程的蹄的回.因 此,他 安成特別報告真提出的瑋文 A

<同 上,方 86段 ).冬 管在似快淡立的法院和根指先幸成立的作力朕合回机构的因哧法院之同存在

者差別 ,他不排除安理舍位具有象遊拳回所法院法官那种作用相似的作用 ,送是在回吥上得到最ㄏ

泛接受的避一步保怔 .

“.因 力有待常判的案件涉及危害人大和平与安全的滔天大罪,可 向法院提交案件的范田垃冬

可能戶陶.必須排除求安理合送祥的政治机构厎制任何其正案件的可能性.垓 法院翹不能威力只申

判/lN囝 罪犯的地方,而 社大回利用它●Fl的 否央杈將自已的罪犯保#起來.因 此,他傾向子同志特放

根告貝在速方面提出的來文A(同上,年 88段 ).

∥
兄第 215U次 合快,坤 注 8°

—— 1U3 ——



64.夫子粒察官的取能,案 文 A(同 上 ,第 9° 段)是 更力央吥的各迄案文.申 判前的常查程

序,區 然其意困是防止牷浮的告友,但印不是所有回家制度中常兄的,因 此,不位些列入回防刑事

法院的章程.如 果法院次力怔括不足以怔明′介案件 ,法 院本身垃些在听申了原告的案件之后、但

是并沒有社被告答9+的情兄下有杈駁回來件 .

6S.大 于一日法院村既判案件的杈成同趣,他次力,疸 些里持一

一

不再理的原Jl(,因 此,他螢

成案文A(同 上,第 gB段 ).如 果另外一介回家放力年一介回京的判決不是根括道些坪常法律或

一共或者判決不恰些而允許再中某一來,就 是尸重地向國家主叔挑我,并 手致回家和孩法院之同元涓

的瘁棕 .

66.呈 然特別報告鼠提出的夫子法院村既判案件的杈威的棄文 (同 上,第 %段 )恙 的來悅是

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已向法院提出的一來后又不管是因力什么原因撤回,他不知道將套友生什

么情況.速种起坼的敬銷不9二 些妨磚另一今有失回家就同一案件向自己的法院或回隊別卒法院提

超拆忪.然 而,如果另一介有失回家沒有采取送种行功,即便曰隊社合普遍表示夫心,要社別手法

院村已銍撤銷的案件迸行常判也是不現共和不央隊的°因此,他鍵成夫子
“
撤銷起拆

”
的案文A

〈同上,第 98段 )°

薪.夫子別闐,人們〺死刑以及其他殘酷和有辱人格的恕樹 ,包括体捐,越來越反感.他知道

速种判決在包括其自己的回家在內的忤多國家中仍然道用 ,但是,起來越多的公余與淹安成取消速

失判決。人叔委貝合和其他人叔机构的快︴暴中反映了達一赹勢,另 外 ,引 波荼的規定在如果介人

很可能被判赴死別的竹況下不予引波,送 已鎰越來越威力常兄的做法,也反映了上述赹勢.因 此 ,

作力一介迸步机枸,回 隊法委貝舍位些遊捀案文C(同上,第 1° 1段〉°

惢.友卡弗里先生在上一次合快上曾提出的一介有失 1.● 趣是位垓執行判決的國家 1.● 趣°他理解

村判決由超坼回執行的送一亦法所表示的袒悅,但 是,根括
‘
彩虹勇士母

”
案件最近的友展情況 ,

他同洋怀疑在罪犯的原籍口執行判決是否合适°冬管直到最近在柏林的四方共管盟獄一直夫押若

幼粹城犯,但建立一介回酥盟管机构的可能性看來似很渺茫,因 此,判 決位由起訴回執行看來是合

理的,些 然,位 些有一切必要的保怔 .

SU.在 淡到財政各數的曰趣吋,他說 ,所提出的丙介來文 <同 上,弗 l。6段 )沒有一介令人滿

意.盤子垓罪行的戶重性,特別是若些決主張大金在逸拳法官方面的作用,肯定可以指望回豚社套

的唯一代表瑛合回犬舍承袒回隊刑

一

法院的持用°送祥一介好次亦法將既能保近法院的公正性 ,也

能保怔它得到普遍接受°

下午 1吋散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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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57次合快

199。 年 5月 15日 星期二上午 1° 吋零 5分

主席:史 久儲先生

出席 :巴 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巴才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

鈉先生、卡某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臂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宙夫拉特先生、伊

留埃卡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科〞馬先生、再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秀加先生、小水曾先

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各庫納斯先生、塞普水籬送 .古缺雷斯先生、索拉里 .

困德拉先生、鐳正姆先生和托務沙特先生.

危害人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
l (致 ×A/CN.4/419和 Add.l,z

A/CN.4/429和 Add.l-4,’  A/CN.4/43°

和 Add.】 ,‘  A/CN.4/L.443,B市 )

〔快程項目印

特別報告真的館八次根告 (撲 )

第 1S、 16、 17、 X和 Y帶  和

夫子國防別卒法院跳約的規定 (宏 )

1.索 拉里 .田德拉先生次及弗八次根告中 (A/CN.4/芻
。
和 Add.1)夫 子回隊別

一

法院規的

的好三部分時悅 ,他首先想就特別報告貝提出的美于送一題的征求意凡表提出一殺性看法.在 美洲

:委
貝合 lg54年 第六屇金以上通道的治罪法車來 <ㄍ 1954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151一 lS2

英,文件 A/2693,館 馭 段),持 我子《1985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弗 8瓦 ,錧 18

段 .

3特
栽子ㄍ19S9年⋯⋯年盤》,第 二港 (館 一部分).

.特
栽于ㄍl99U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同
上°

ε
案文兄第 215U次 合洪,弗 1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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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系中,被 告除享有其他叔利外,逐有叔向上圾法院中拆。速項杈利体現在 1969年 《美洲人叔

公的》等目前有效的人叔文件中.特別報告長不妨在下次根告中考慮到達一魚.

2.夫子意兄表涉及的第一蕉,即 法院的叔限同題,他悅 ,提 出的兩介棄文 (同 上 ,第 8U段 ),

一介粹法院的僣格杈仗限子車來提及的罪行 ,另 一介則規定:法 院既有叔申理送些罪行,也有板常

理其他有效的回妳文件所确定的罪行°在他看來,出 手報告所列之共隊原因 (同 上,第 SS段),第

二介案文似技可取 .

3.特 別報告貝逐就任命法官的程序提出了兩种建快 <同 上年 86段 )‘ 他們要么由朕合國大套

逸出,要 么由法院規的締的回代表進出.他和埃里克松先生和迪正斯 .岡 #雷 斯先生 (第 21“ 次

合洪)一祥,也汏力,位 遊循回隊法院的先例,原 因是,一方面,達祥可借盤達方面的有益垤驗 ,

另一方面,也 可有机套使安全理事套常任理事回參与逸拳 .

4.夫 子向法院提出拆松的 1.9題 ,他 女同采用特別報告貝在鋅14段 中提出的三介案文(A/

CN.4/43U和 Add.1,第 BB段 )中 的第一今來文°之能使朕合國任何令真回都可向法院提起坼

必.三介集犬都規定,只 有回家才有叔提出拆忪,遠一焦,ㄍ 回所法院規的》也有規定,不 同之赴

是,褓建的刑#法院的申理村象是介人.因 此,也不妨探究送一可能性:不將提出拆松的叔利仗伙

給予回家,而 是特其

一

展到各因隊坦軹、非政府銀執、國家鈺玖乃至今人°些然,不 成將送一叔利

直接蛤予介人 ,而位通迂某↑机构同接垥子,卒 一机杓將申查其中拆內容 .送祥一今程序早已有之 .

例如,美洲同人叔法院不仗申理各目的申拆,也 同接常理令人或人群的上拆。邁第二种情況,上拆

被送至美洲同人板委貝合,如 委貝合放力可以受理達些申拆,便將其提交法院.例 如,在 常理我爭

罪方面,不 妨使回吥紅十字委貝合有根將松案提交法院,在 申理根害不境案件方面,可將此种板利

授予坏境保伊姐扒,因 力它們比回家本身更道于行使此种板利 ,而 因京行

一

的余地金因回隊夫系的

別交而受形晌。

5.夫 子粒察官同趣,他板向于采用來文B(同 上,第 9° 段)的提法,其理由特別

一

Ft告 長已作

了悅明 (同 上 ,第 91段 )。 他也按同提出的夫于申前常登的提法 <同 上,第 92段 )。 夫子一國法院

既共來件的叔威鬥趣他螢威采用來文B(同 上 ,第 9S段 )的提法,也女同提出的夫子回豚法院既

決案件的叔我的提法 (同 上,牛 %段 ).

6.撤 回申拆有多犬影哅,取 決于法院的叔限。如申拆仗限于危害人失和平及安全罪,撤 回申

拆不意味若拆忪程序═央上的中新.但如中拆逐涉及有效的回隊文件确定的其他罪行 ,列 在某些情

況下,敬 回中拆确可意味著拆忪程序卒央上的中新 .

7.他村每刊 <同 上,名 l。 1段 )犬 致淡了如下一魚意兄‘ㄍ美洲人杈公的)傾 向于取消死刑 ,

目的是禁止已破除死別的締的曰恢久死刑 (方 4荼幣 3數 ).因 此,他反玵可能早致共行死別的提

法.此外,根裾 ㄍ美洲公的》規定,別期必須把犯人的改造和重新适泣社合作力重要目林考慮在內

(第 5荼第 6款 )° 因此 ,根括美洲同速一制度,他不安成規定元期徒別的提法,原 因是,送擇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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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剝李了犯人重新融入社金的机合.他 也不要成刑期挨得与元期徒刑相仿.因 此,特 別報告真提出

的三介案文元一合他的意°

8.最后一蕉,出 子具体原因,他螢威財香規定方面的案文B〈A/CN.4/43U和 Add.1,第

1U6段 ).

9.伊 留埃卡先生回碩了迪巫斯 .因 於雷斯先生在前次舍快上的及言,他提清各位注意:拉丁

美洲各曰參与了肘什床醉品的非法跟送的斗爭,他放力,床 #品 敗迋垃視力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

罪.他 同時指出,在 91什非法餃迋的斗爭中,玵小目的便咯和便犯其主板的行力.也屈危害和平罪.

他逐務頌了
“
銲放者

”
西皮 .波利瓦本.他在 1826年 的巴李馬代表犬合上,曾 故法在某种制度下

使拉丁美洲各回采取共同行初,使其人民免避回內令例王迫和外因坑治之苦.在 淡到來醉品販适泀

題吋,迪 正斯 .因 #宙 斯先生列拳了人口肆意干涉好三世界的

一

例 ,村在回防夫系中有利于和平和

人爽的親則表示蔑視°他列半了中回厊史上西方列強一度迫使其使用床醉品的例子以及巴李巧的

例子 .

】U.在遠方面,他想友表一些看法,一 些白己的看法,因 力他現在而且已有 6年 未曾在他的田

家的政府中袒任任何公取了.痳 醉品非法販迋已成力若干拉丁美洲回家的一今不穗定因素 ,村 曰京

机构及人民的銍游、社合及文化狀況均造成了破坏°巴令巧作力通報及海、阽、空逼翰中心,面 村

跨回犯罪活功,并須采取行功与之斗爭,因 而狄人道、政治、銓游和社合珧魚出友 ,不得不付出了

比其他國家更犬的代价.19Sg年 l2月 美利坐合森回玵巴李馬的軍

一

侵略和占領先位包括在之宅

昂女的代价中.他不想表示螢成近是反村村甘列加將軍——美國指控惜列加敗毒并想抓住他、村他

送行常判.然 而他放力,涉及到捍工回家榮巷的同趣●l,人格泀趣相形之下就次要了,因 力些分之

急是立即錯束外回軍丰占領并恢文巴李馬的主叔,獵 立和領土完整°

11.lg9U年 5月 11日 《回家報》根道美洲人根盤測套達一姐玖送行的玥查堵呆 ,使 人多少了

解到巴李巧平民所受痛苦的程度.美 回軍臥,垓 因班已解散的回防軍和准軍

一

生班—— 所渭的
“
玤

尸菅‵明五違反了19m年夫子我吋保伊平民之日內瓦公的.美 回在巴令馬友劫了自越南城爭以來

最大的罕

一

行初,初庶摧毀了巴孝馬城一介郤近日防軍司令部的人口稠密地匹:好 多平民在之次行

劫中喪生。括美洲人叔╨測舍的報告,入便部陝在幻制平民和故軍死仿人真名草肘沒有屈行取女 ,

沒有玵效千名元寨可”而有杈得到全部賠借的巴令馬人克冬已女 .

12.朕合回合真回在美回入俀巴李馬之后丙介月通逮的夫子回隊合作取締床碎菊品和精神菊

物的非法生戶、供位、帝求、放逗和分銷的政治宣言
‘ 序言部分年五段中重申其

決心与床#品 盜用和非法頭迋痳碎菊品和精神葑物的楀善迸行我斗,在 行功中尸格達守ㄍ軟合國完

幸》的原則和國坏法的原則,特別是卒重各目的主杈和領土完整、不干涉各國內政及不使用武力的

‘
犬合 199。 年 2月 23日 常 S-17/Z母 央快,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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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在巴拿馬,所有這些原則都達到了違反,送 一蕉,犬 合已在站及美因軍

一

千涉巴兮馬玵中美洲的形

晌的1989年 12月 29日 第 44/24U母 次快中予以确快.大合在次洪中要求充分卒重和平格達守ㄍ巴

含馬逗河茶的》,也 要求立即停止干涉并仄巴千馬撤走美回入便罕 .

13.巴 李西友生的

一

件給拉丁美洲提出了一尸方的1.● 題,送不但因力美目的軍

一

入侵和占領

是典型的殖民主火行力,也 因力速合肘拉丁美洲的未來造成重大形咱.巴 李馬蛤人的印象是一介穗

定追到破坏的地匹,基本上沒有受水歐功妨局勢的形哅,也 沒有受世界社奈和政治舞台隧后出班的

焚化的形咱 .

14.他肘剛散皮的由特別根告長提出的夫于席薛品非法敗迂的新茶敏車未 (兄 下文第 26段 )

表示滿意,但他汏力,第 一行中,在 “
任何

”
一洞之后位加上

“
非法”

一切。

巧.夫 子特別根告貝的第八次根告 (A/CN.4/43° 和 Add.l)妦 三部分中的大于回沶別卒法

院規的的意兄琱查報告,他悅,仄 目前竹現看,大 于法院板限的案文 A(同 上,第 8U段 )要 比案

文 B更可取°

16 夫子求得其他回家同志的必要性或非必要性鬥趣 ,案 文 A連循的原則有四奈 <同 上,第

84段 )‘ 為地性原則、因箝原則、保#利 益原則和消板人格原則。暴然有這些原則,在某种情況下

也逐是有必要引用普遍性原則 ,速 一原則适用于那些招致普遍避女的行力 ,其 作出者被視力人美致

人并可由拘留日常判.他想到一些曰怀法上的海盜行力案例以及姐●t堡 常判后的找令罪來例°痳醉

品的非法生戶和敗迋有掠人增加,已道到回豚社合的一致放天 ,因 此,完全有理由將送种罪行”力

上述那美罪行.除 此之外,案 文 A遜是可取的°

17.美 于任命法官的程序回題 ,委 貝舍一些委長提出有力淹蕉簽成采用与逛拳回妳法院法官相

同的遊拳亦法。因此,他支持所建快的來文 A(同 上,方 86段 ).

18.夫子向垓法院提超松來的案文A(同上,第 鋁 段)裝 力令人滿意.夫子校察官的取能同

趣,案 文B看起來比來文 A<同 上,第 9U段 )高 明。至于建快的規定預申庭的菜文 (同 上,第 92

段),就象 19S3年 回吥別卒中判机杓委真金車似的篷修訂的規的車來弊 2S各’ 
一祥 ,似 乎不再适

合坼忪提出方面的現狀,因 此,垓 瑋來大于板申庭的笫 SB荼套造成席旗。

19.夫子一日法院已判案件的板我的未文B(同 上,弗 gs段 ),同 所建快的夫子因隊法院已判

案件的叔威的來文 (同 上,第 gc段 )一祥可取°他不反〺特別報告長在好 2S段 中螢成夫子撤回中

拆的來文B的淹魚 <同 上,方 l。U段 ).

2°.他知道 ,特別報告只是出手懷童考慮,才 91恁 田似汀了三介各過來文 (同 上,第 1° 1段 ).

速三介來文同法律元明文者不力罪、不無用原則形成了玵照,垓原則直接形喃到行力的可惡治性 ,

’
凡第 21sU次 合快,腳 注 8。

—— 1U8 ——



你力不用者不力罪規則°

21.最后,根据銍驗他放力位垓發威美于財夯挑定的案文 A(同 上,第 1U6段 ).

銠.錫皿姆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他修訂了館人次報告 (A/CN.4/43。 和 Add.l)寫一和

好二部分中提出的茶數草案,粹封肘達些紊放的批坪志北考慮逑去°

2B.他在提到夫子同樣的篷修汀的第 15奈 車未吋指出,他刪除了剛散友的文本年 Z致 佔)項

中的
“
命令

”
一同,因 力非法命令即力一种罪行,友 出命令者虛与犯罪者同等村待°起革委炅舍將

赴理送方面的田趣并特避一步考慮大于共犯的第 2放 (c)項 的措詞.疑 修汀的來文力 :

館 lS茶  共犯

1.參 与犯下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罪,即 构成共犯。

2.下 面所列力共犯行力 :

(a)郝 助或念思直接犯罪者或向共提供犯罪手段或提出允惜 :

(b)能 移1.9止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的友生卸通道褚如煽功、催促、唆使、威勝或任其犯罪等

方式鼓劾犯此等罪行 ,

ㄍc9在 直接犯罪者犯罪后 ,或 向其提供庇中 ,或 帶助其捎毀犯罪怔裾,放 而神助其逃避刑卒超

拆 .〕

24.篷 修汀的第 16茶 草案力 :

裝】6奈  同樣

1.參与策划犯下本治罪法規定的任何罪行的活功,即 构成同竦 .

2.同謀系指參与者之同任何商快共同犯下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的行力°

25.篷 修訂的第 17茶 車來力 :

第 17茶 未逐

1.企 田犯下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而未遂者即构成危害人共和平及女金罪。

Z.未 遂系指任何9F始 犯下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罪而仗伙由子犯罪者元法控制的情況而未遊或

逛制止 .

笳.及后,在有失床醉品的非法敗迋方面,他提出了下列篷修汀的堵合 X和 Y荼 的奈歉草案 :

介人不站以合伙或私人困体的方式,逐是以官貝身分屈行公夯的方式水

一

任何犬規模有姐球

的跨逛界床碎品非法販逐活初,其 中如任何床醉品或猜神菊物的中同交易、友逼、因穌迋愉、愉入

或是特出等活功,均 杓成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榮罪°

在遠方面,他 注意到了伊留埃卡先生的建洪,即 在
“
任何

”
一甸后面位加上

‘
非法的

”
一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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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主 席作力委貝套委貝友言,淡到特別報告長方八次報告 (A/CN.4/● S。 和 Add.1)的 寫

三部分吋悅 ,委 長合的任夯不是起草回隊刑

一

法院規的,因 力大合并未央定淡立送祥一今法院°它

仗是鼓劾委反金迸一步就送一同趣探討一切可行的亦法 <犬 合第狂/32母 決快館Z段 )并清委表套

甘站夫子淡立因隊別

一

法院或其他日昹刑

一

中判机杓的1.● 趣 (第 1● /39母 央快靠 1段 )。 因此,委

貝舍的第一介任夯是放其研究沒立國酥刑

一

法院的原Jll1.9捶 并研究此爽法院淡立的可行性°于是 ,

特別根告貝十分高明地籽其根告的年三部分以志凡征求表的形式提出,以征求有失口萍別═法院

規的的一些具体 l,9題 的意凡 .

28.力 村什日益尸重的回酥罪行、非法的毒品敗退,使 治罪法車未具有強制力,理 想的解央亦

法些然是淡立回酥別手法院,以表示回隊同互相合作与戶援°但共呠情兄是‘淡立回吥別═法院速

一原則本身就舍帶來一系列堆以解央的鬥趣 .

2g.其 中一介鬥題,也并是最重要的鬥趣 ,是 日隊夫系的現狀造成的.在 管搖叔方面,几 乎沒

有一介回舍愿意相牲哪怕是很少一部分的主叔.回 哧別卒管格机构的侶早者們常常拳作范例的將

鈕俺堡法庭和木京法庭不能作力模式,因 力這兩介法庭是在非常暗兄下沒立的°如果有失回家在軍

�上及有道到慘敗并元奈件投降,很堆淡想垓國怎么金把作力便咯回統治者的大城犯們送交回隊

法庭常判.主 張淡立國哧法院者透常常引用 1948年 ㄍ防止及怒亦种族又地罪公約》和 1973年 《禁

止并您治种族隔萬罪行回所公的》的有失規定,但 是,達些文中所有的措甸都是非常在慎的°此外 ,

冬管達兩介文中确共提出在可能的特洗下次立回隊刑

一

法院,但 逛是要承汰 ,締 的回并未力此采取

任何取扱步驟。

3U.在送种情況下,以
“
申判或引渡的〤夯

”
達一形式体現的普遍管培規則,有可能惆和回家

主杈和村付回豚罪行的回妳合作之同的矛盾°然而盤子某些國防罪行的尸重性,上述提法,五 在某

些公的中曾成功地得到了逗用 ,但 在目前送一同趣上卸不一定能充分滿足回阡社合的需要.他提到

的一些大合決快曾坎想迪除汲立回隊別

一

法院外的其他解決亦法。因此,委 長令在探討送一
.● 題

吋,位 站住回隊大系的現其,垃 更加具有想象力,理 想主叉很9=有 助手共隊鬥捶的好次 .

31.他在淡到特別報告見在琱查表報告中提出的一些具体 1.9題 吋指出,日 隊別

一

法院如果淡

立位建立在一項由碟合回通迂的多遊公的的基砧上。

S2.他 次力,無法院的管特板才展到所有的回防罪行,是不明智和不切共隊的,因 力此美罪行

多得不甘其教.因 此,在達焦上他傾向子逸用寒文A(A/CN.4/43。 和 Add.l,第 8U段 ),因 力

它規定法院只爽理治罪法提及的罪行,包括回怀上非法的毒品煐迋°一旦回穌夫系兵正得到改善 ,

回怀別÷法院怔明共有效性后,法院的板限才有可能才大 .

33.夫子管理叔的”屈回趣 ,1953年 回防別

一

中判机杓委員套起草的銓修訂的規的草案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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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3 

所体現的基本主張值得放其考慮.一 口力法院規的締的回速一

一

央本身并不一定意味著垓日

同志接受管格.法院一旦投立,只 有絰其規的締的回同志或明示捇破才兵管格叔°管培杈可根裙公

的、根括寺 i┐ 的林洪或革方方明”屆手法院。特別報告長就管培叔”屈鬥趣提出了兩种各迤未文

(同 上 ,第 84段).他 本人不反肘案文A,垓案文強琱,授予法院管格叔的必須是其法院根括治罪

法規定有可能吋指你的犯罪者因其回籍或罪行受害者回分或因罪行友生地而抈有管格板的回寒.

斑.大 于將案件提交法比1.● 題 ,他傾向于采用來文 Bㄑ 同上,第 SS段 ),即 只有規的坤幻曰才

能將來件提交法院.

35.正 如委貝金一些委貝早已指出的,不宜由原告未任命拉查官.超拆鬥捶垃由合快庭久女 ,

其成長由規的締釣回遊出.達种方式也︴能又好地确保守理的公正性 .

鉻.史 以刑到是刑罰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回隊別

一

法院的任何規的均須村法院的判別叔力作出

規定.但送卸是介很欠染的同趣 .正 如特別報告貝所承放的 (同 上,牛 1U5段 ),別 何不依隨時期

和回家的不同而交化,同 時也涉及到道德、哲半和宗教現念同趣.除別田同趣本身外,逐有又力友

染的執行別田的机杓鬥趣。也中將速一任夯委托蛤車狂一介回家并非上策 .

37.最后一蕉,夫子淡立法院的財政規定,他汏力不位淡立基金 ,因 力速祥合玵法院造成不必

要的王力°

38.拉扎凡德拉朗甘先生攻迎大套在特立尼送和多巴哥政府的倡玟下 ,’ 終于將回防刑卒法院

同題列入了快程并靖委見套考慮是否可能淡立一日豚刑÷法院或其他回酥別

一

申判机构°

S9.但 必須記住的是,特別根告貝本人已走快進吋考慮采取步驟共施治罪法,尤其是制訂超回

家別手法院的規的.因 此,犬套 1g89年 12月 4日 常“/39告 決快只是重申了特別根告貝和委貝金

夫切的

一

項。而且送一共快是在板力有利的時候通述的.口 防局勢和回家同夫系的新气氛使人r9希

望,至 今仍反肘例汀危害人犬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的回京的忞皮奈有所教和°

4U.力 更清楚地理拜特別報告貝在制訂其第人次報告 (A/CN.4/43U和 Add.1)第 三部分所

我的意丹征求表吋采取的做法,不妨重提一下發貝含的任夯.大含帝委長合承袒的不便仗是倭朴

1954年 的治罪法車來.大 含委托于它的是又宏件的任夯—— 列出一介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罪行的

清車,制訂共施治罪法方面的規定,尤其是淡立制我任何達反治罪法行力的机杓°而且 ,特別根告

長始終是本者送一精神工作的,因 力他承也例汀的奈放車來包括′介夫子一殺原則的部分一介罪

行表和一↑涉及央施治罪法的部分,或換句活悅 ,一介涉及回家和回泳的別═拆松和管搖的部分 .

41.大合在第“/39母 央洪弗 1段 中音委長套在例汀治罪法車來期同,研 究沒立一日吥刑

一

法

院或其他日酥刑

一

常判机相的1.n趣 ,放 而同意了委貝舍迄今力止遊循的做法。大舍央定,別

一

法院

B同
上°

’
兄 A/4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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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的垃威力治罪法的一介組成部分.法 院特有叔中理治罪法所涉之罪行 ,但不是一切ㄏ火的因哧罪

行.送 是 19S3年 的曰隊別卒管格委真舍的任夯与回豚法委貝合任芬的主要Z別 .19SS年 的委員舍

淡想的回隊刑手法院旨在赴理一散回隊羅行°因此,不足力奇的是,由 垓委員舍制訂的銓修汀的規

＿.9車 瑋
” 在管格叔方面的規定 (第 笳 和 29奈 ),在 肘幻市作必要修改后 ,与 回隊法院規的第笳

紊的規定相似 .

位. 大合女想的曰沶別

一

法院旨在申理各种成勝人爽和平与安全、佳辰板力尸重的罪行°因

此,各曰免不合同志社上途某一种罪行不受別

一

法院的僣特 .

43.討 站迂程中,有 人提到朕合國和法院之同多少垃保持密切的夫系.在他看來,法 院只有波

立在球合國范日內并王子大合的管格之下,才 能友捍作用.只 有以此力茶件 ,法 院的注定要便犯回

家主根的活功,才 能力各回所接受°

Ⅲ.由 手法院的規的將与治罪法的其他部分的內容同時通避,因 此共隊上并不存在淡立回隊

別卒法院的方式同趣 .

的.委 見合的一些委員曾提出法院將威力一介常淡机构逐是特攻机构的1.9題 °在他看來 ,特淡

法院不符合狙立和普遍司法的要求,因 而也就不合享有村其退袋至美重要的信巷和準重°些然,有

回怀法院特沒庭遠一先例,但是,必須記住,特淡庭也是一介常沒机构的一部分,因 而得益于一切

由此戶生的优魚.特政法院批爽似子力赴理某一兵体案件而淡立的特淡伸我法庭.速 共中判机构不

是建立在任何菰先存有的机梅之上的,有并多不足,就仲裁而言;現在越未越多是傾向子常淡机构,

不管是因酥性的逐是區域性的.

46.法 院管格杈的大小 1.● 趣也提了出來。法院是送行一常、上拆判決逐是迸行褒常判決?有 一

魚是肯定的‘法院特在各回部分放荓司法主根的情況下放立,因 此,法 院本身一定是有主叔的,其

判決也位是終常判決°因此,法 院不合常理一常案件.但 是,正 如埃里克松先生提玟的 <第 21%

次合快),不 妨班定一种常理方式,以 一系列分庭力基拙 ,申 理初中寒件 ,同 時,曾

一

方有板向合

洪庭提出上拆或帝求玵案件送行欠申 .例 如,馬送加新加及商法院就是送祥行

一

的.

●9.他 不快力曰沶刑

一

法院位有杈中理已由回家法院作出判決的上拆或交申案件°199S年

6禁止并恁治种族隔南罪行回豚公約》和 1948年 《防止及想治又地种族罪公的)确 其規定,回 家法

院和回酥別═法院同時具有管格叔 ,但 其怀上,。介決定將來件交由回宗法院而不是回阡法院常理

的回泉不可能隨后同意由后者玵前者的判決迸行欠中.

●B.些 妹,回 跡別═法院有杈肘自已的找次送行交常,尤其是些友現了新的夫使性事其或文件

的時候,因 力欠中是以一殺法律原則力基拙的.達些原則 ,正如芳工鈕銀行政接庭已多次确次的,

即便在沒有未文的情況下也迢用.委 貝合在后′險段,遜級甘梵強制執行法院我次送一天鍵 (.9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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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盤子上迷一殺的考慮,他想凌一下報告館三部分提出的几介重要鬥趣 .

5U.美 手法院的管箝板鬥趣,特別報告炅在來文 AㄑA/CN.4/43U和 Add.1,弊 m段 >中

提出了一介板力倚洁精确的來文,涉及村人管搖叔和肘

一

管格叔.根括送一來文,只 有自然人才受

法院的菅籍 .由 革來只能涉及介人的別

一

女任速一假放出皮 ,委 貝舍是不犬可能在了解各日政府#

回家刑

一

安任向趣的立場之前,特法澆的管帶板才展到公共或私人共体所犯之罪行的°達一庶,委

貝合有某些發長在辯捨吋已絰指出。在送方面,位 注意的是,特立尼迷和多巴千在提交的好秤性各

忘暴
n 

中使用的
“
央体

”
一詞,沒有出現在犬舍年供/S9子 決快名 1段 中.

S1.夫 于玵

一

管培,正 如上迷案文A表 明的,回 酥刑手法院將只申理治罪法中提及的罪行,即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委 真舍不能提出一介使法院規的与其他的治罪法規定相脫有的係央亦法.

因力那祥含達背大含所賦予使命的形式和內容.送項使命是制汀一所有叔中判括林犯有治罪法提

反之罪行者的日酥法院的規的 .

s2.上 迷推新足以力怔明有叔提起特銑的刑

一

拆忪所你的
‘
公訴

’,即玵被指挂犯有治罪法r,f

列之英一罪行的↑人提超拆妐.他傾向于放力,拆公的提超不成征得一日的同意,不 管所犯罪行或

涉妹犯罪者与,/9國 有何蚨系.位 些道用的原Jll是 普遍性原則。因此,特別報告長將項目ltI,)<是

否有必要征得其他國家同意)瓜惆查表報告 <同 上 ,第 79段 )中 提出供常快的要蕉清車中刪除,是

完全正确的°

bB.村子向垓法院提交案件的鬥題 ,他愿采取最高期領主〤的立場.盤 于危害人共和平仄安全

罪的特殊性,每今想維持和平与安全的回家,換言之,耿合回所有金貝回均位能向法院提交案件 .

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甚至提快:非政府姐班也位有達一杈利°在達方面,位 些指出,安 良舍在常快

國家安任同趣吋已商定 ,返 回酥犯罪行力 ,除行力回外,所有回家,均 可放力受到插害.如果各回

也商定 ,凡 避危害人大和平仄安全的罪行 ,各 回都可合理合法地汏力自已有叔保工回隊社合的利﹉益

因而有杈提起某种公拆,速 是否大逍份了呢?

54. 因此,他螢同所史快的來文A(同 上,館 路 段)° 案文 B和 未文 C所依括的儼淡是回狋

別手法院規的將与治罪法分牙 ,各 因可加入其中一介而不加入另一介.然而,送一假淡是与委真合

的任夯完全相背的.

茄.必顏力將來件提交法院例汀規定尸格而帝确的規則,因 力,如不能避守達些規則 ,淺合使

拆松元效.在達方面,必須尸格按規定行÷,送洋.才 能确保被告的叔利 .

“.通用程序性規則意味若:顏有一常女校泰机构,由 絰璒丰宮的法半泉象成,他●●遊出的狋

准与法官相同并享受同祥的待遇.孩机杓的主要工作是受理中拆 ,迷行錞各刑

一

拆忪方面的一切程

序性工作并起草起坼中,供 常理吋用°申判前的申士位依照91抗制完全公升送行。因此,他不同志

llA/44/1%,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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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預常法官的主張,因 力送是根括申同制度央行的做法 .

田.特別報告長汏力,有 必要力已判案件的杈威同趣超車特別規定。但委貝合一樣時哲吋通迂

的列入 i葸 則、涉及一︴不再理規則的治罪法草案第 7茶 1’  已足以尖理速一同趣,曾 然,除非有人

次想規的狂立于治罪法,而 遠是不能接受的°

58.及 后,夫于別弱回趣 ,他 同委貝含其他委真一洋 ,汰力有必要尸格達守法元明文者不用的

規則.作力褓快法的

一

項,很堆淡想委貝合仗列出一介罪行清單,不規定相位的別田,而 由法官逐

瑋通用他放力道些的別弱.現在的同題是在達兩者同作出逸舞,即 要么不加區分地制訂一恙的規

定,道用于一切危害人柔和平及安全的罪行:要 么垥每一特定的案件确定可道用的怒捐。治罪法确

定的罪行均是尸重的,因 此,援 何草的亦法必然是訂立一刑田清革,确 定垠低刑罰和除元期徒91l,

也可能透有死刑之外的最高利用 .

Sg.巴 哈納先生悅 ,他 攻迎第八次報告 (A/CN.4/43。 和 Add.1)館 三部分中夫子田酥刑事

法院規的的征求志凡表式的報告,因 力,如果只有曰阮刑

一

申判机构,危 害人爽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就毫元意〤了。此外 ,之份初步根告是与委真合一樣●l嗨 吋通述夫子常判或引渡〤夯的治罪法草案

第 4各Ⅲ
完全相符的,是村大合 1g89年 12月 4日 第 44/39咢 央快弟 1段 中所提請求的一介答交 .

6° .回 隊別卒管培机杓鬥題并非安貝套遇到的新泀題。其沶上 ,垓 鬥腄早在 195° 年就常快越 .

19$年 的回防別卒管格委員合起草了一份至修訂的日哧別═法院規的 ,1‘ 同時逐申快了遠方面的

各种方案。但由于种种因素,尤 其是由于在通逮侵略定〤和似汀治罪法草案方面出班延長,致 使達

一同趣的常玟被推退了.最近,回 隊毒品販迋活功增加,迫使敢合國于 1988年通道了 《禁止床醉

品和精神物廣的非法販迋公約》,使上迷恫題交得突出.

61.在 村特別報告貝的建快友表看法之前,他想首先淡一些一般看法.

62.第 一,他玵決立園防刑卒法院的可取性不持怀疑念皮.遠一法院村涉及起訴和引渡叉夯的

現有制度將是一种改迸°此外,因 酥別

一

法院可能金比回肉法院更力客視和公正,可 能合有助于推

劫肘法律一致和連貫的解發.但在曰怀法目前送一險段,淡立送一法院可行唱?有 些回家肘此持保

留志凡,理 由是‘女立回酥別

一

法院套引起戶重困璀。有人悅 ,在卄多久染鬥題上有必要取得掰

商一致意見,達些恫趣有:取近手段、似道用的程序規則,由 堆送行琱查和起坼,以 及判決和我行

判決的規則等.速 些元聚是央隊鬥趣,但 卸元法解決:委 表合必須用批好的眼光肘所有有羔同趣加

以常查并制汀切央可行的規則和程序°

SS.第 二,夫 子法院的管培板是否位限干治罪法涉及的罪行或俱限于某几失罪行的1.m趣 ,他愿

ㄍ19SS年 ⋯⋯年盤》,好 二卷 (努 二部分),第 “ -m更 °

同上 ,第 “ 丌.

兄第 215U次 合坡 ,腳 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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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別人悲凡.在 目前情況下,將 法院的管格叔限子早已确次的回隊罪行 ,也 洋是比欲板宜的萍遠 ,

但他怀疑此半是否高明.他傾向用一种炅活的程序,汏 而使法院能移申理日益增多的回所案件 .他

不安成采用
“
最低鋼領主叉

”
或

“
最高鋼領主〤

〞
的亦法°在遠方面,他指出,各 目的汏可已构成

了回隊法院管格的基拙,在 他看來,委 貝含位在目前送一同題上采用送一原則.不 然,就有可能刨

立一述分理想化的制度 .

64.弟 三,〺提快淡立的法院的緒杓和鈕軹送一重要泀趣,他逐是愿意听取別人志兄,他故靖

委貝套也達梓做.委 員舍早先曾表示,即 便通避替正回吥法院規約第 34奈就能利用回哧法院申理

回隊罪行 ,也 不安成達一主張.但送顆決定不一定阻蹲委炅合的工作.送今日趣必顏重新加以中查°

正如犬舍在方水/39孝 央洪第 1段 中靖求委貝舍研究波立回隊刑手法院或
“
其他日哧別 卒中判 机

拘
”
那祥,委 長含也位研究鈕俺堡和木京法庭規幸,看看達些規幸是否具有指早作用.同 祥,委 貝

合逐位研究海洋法回沶法庭的构成和程序法.

∞.第 四,田 隊別卒法院或其他國隊机构和回內法院之同的夫系鬥題,既 涉及政策同題也涉及

技未向趣.目 前,种族又絕、劫机和回隊毒品敗逼屈回肉法院管搳的泀趣.可 能是出手政策原因,

有些回家情愿采用上述做法°但是,假淡送些回家除日內法院外近愿接受一日恥机构,那 么,兩者

將在何种茶件下行使各 白的管搖叔?它 們之同的夫系將如何?如將回內法院作力初中法院,將速介

回眛法院或机杓作力上訴机构,送祥做是否可行?所有速些阿題 ,以 及其他一些 1.● 題,均 需次其研

究°

66.最 后一蕉,似投立的法院除有叔常理介人外,逐有叔中理回家,速 一叔限同題造成了特殊

困堆。俱回家即力法人速一庶就引起了理淹上的同趣.例 如,介人具有的卅抻板是否道用于國家?

道用于介人的淍查程序是否道用于回家?回 家能否同介人一祥受到怒治?

田.志 之,他原則上螢同力常理回酥罪行沒立一日酥別手法院或一道些的回哧机构的淡想.不

述,要 共現速一投想,委 只合必須完全以政治家的風度 ,制 汀出一今能力圪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的方

案.

68.在 波到征求意兄表式的報告提出的各介鬥趣時,他悅,村子法院的叔限,他持良活杰度 .

需确定的鬥趣是ε法院的管格叔垃限子治罪法涉及的一些最戶重的罪行 :逐是位通用于治罪法确定

的所有罪行 ,逐是不依成道用于治罪法确定的罪行 ,而且也泣适用于其他日妳文中确定的其他國隊

罪行.在他看來,采用上述第二种做法敏力合理.因 此,他 安同特別報告貝提出的宋文A(同 上 .

館 BU段 ),不迂,他肘
‘
自然人

’
達′水活有些保留意凡,因 力,有 一种現蕉逐是有意悅服力的,

即汏力
‘
法人〞的某些罪行不位免受恁用,法 院的管格叔完全可以妒展到

“
法人”,夫于是否有必

要征得其他國家同志的同趣,他傾向于采用來文B(同 上,館 84段 ),他完全同意特別報告長的芯

北,即 來文 A參 照了 19SB年 的規的車案弗 29茶 ,很 不要些.

●g.夫 子任命法官的程序,他吝攻未文A(同 上,第 86段 ).因 力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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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整介回怀社合,而 不仗俠夫系到似快的法院 的親的節＿1● 回°有人建快,即 別卒法院法官r,同 造

拳回酥法院法官那祥,不 依由大舍,也 由安全理

一

套逸拳,他 肘此沒有固定意兄 .

7°.夫子將來件提交法院,他 同其他委長一祥,不 同志案文A和 案文C<同 上,第 88段 ),因

力肘不屈法院規的的坤約回提出起坼是達背一殺回隊法規則的°案文B比較容易接受.但 正如一

些委貝建快的,送一提法逐位規定‘治罪法坤的回位普然威力法院規的歸的回。

91.夫子植泰官的取女的棄文 B(同 上,第 9U段 ),他很示意接受.校泰官的取交板力重要 ,

它要求一定令╨的程度和令 i┐ 的技未知味,因 此,速 一取位不能由原告回逐案任命°

92.特別報告真提出的夫子常前常登的案文 (同 〦,弊 呢 段),在他看來,是村 1953年規的

瑋來第 33茶 的一种改迸.因 此,冬 管它規定板常庭出庭的法官人效由法院規的确定 ,在 班險段似

乎逐不造成任何 .9題 .

73.夫 子一日法院既判案件的板威,報告貝似變成來文 B<同 上 ,第 93段 ),不 逮速一來文昱

然舍意味看由回隊別卒法院避行褒申或向其提出上拆.送一來文只有在法院規的作出大意如上的

明文規定才可接受°否Jll就 位采用案文A,因 力其中如同治罪法草案第 7茶心 中規定的那標,制

定了一罪不二常的親則°

π.夫 于固哧別

一

法院既判案件的叔威,他螢同特別根告貝提出的案文 (同 上 ,第 9S段 ),但

是力增強法院的叔威,他主張用
‘
庄

”
一洞代替

“
可

”
。他同其他委員一祥,也汏力,回 家法院如

已得知案件已提交曰所別卒法院,則 不垃再常理達一在其管培范田內的案件°送釋 ,可避免因哧法

院与回家法院同在管培土出現沖突°

9S.夫 于撤拆,他菩放案文 B<同 上 ,第 98段 ),因 力,正如特別報告貝恰普指出的那祥 (同

上,第 1UU段 〉,所涉罪行大系到整介曰隊社套 .

%.在他看來,在怒罰方面提出的三种案文 (同 上,算 1U1段 )都不令人滿意.正 如他早就洗

逮的,泣 村涉及的每一項罪行逐一札定別用,做不到達一蕉,回 昹別︴法H便不能友揮作用,或根

本就元法存在 .同 19SB年 的規的車來第 s2茶 一祥,所建洪的三种提法仗泛泛地規定法院有叔确定

其
“
水力公平

”
的別 捐。遠在一介每治危害人熒和平及安全的治罪法中是不能接受的,因 力速种

法要求肘刑田作出明确規定.玵 法人而言,如 治罪法肘其道用,則 罰金和沒收財戶將是最合适的別

引 .

99.夫于財夯規定,他放力,如果回酥別

一

法院非得如來文B(同 上,第 1U6段 )所規定的,

由規的鍗的回淡立的基金提供篷安,)ll垓 法院就元法正常、歡立、持致地友揮一介司法机杓的作用。

因此,他變成來文 A° 他也放力,同 回所法院一祥 ,回 隊別

一

法院垃威力琺合目的一介司法机构°

田.好 多如市鬥題仍有待解央,如 ,取怔規則,訊 向怔人,執行判央及常前同趣等。逐有縈察

Ⅲ
几上文腳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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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盟獄方面的 .9趣 .是否成立一支回隊︳療部臥,修建回隊╨獄?被告在受常判前由堆拘押?有必

要村所有速些同趣都須迢吋予以仔鈤中坡 .

9g.在 目前盼段,委 貝舍要做的,是依照犬套第Ⅲ/39子 央洪第 1段 向大合下一屆金快提交一

份法律意兄,不 是提出口隊別卒法院規的瑋來,冬 管今后某今吋侯也洋合有此要求.

BU.科 〞馬先生悅,村淡立回隊別

一

法院鬥趣迸行常洪与委貝舍哲吋通避治罪法草案第 4

奈
1‘ 的做法是一致的.垓茶涉及中理或引波〤芬,送一〤夯現力回豚法一般原則,符合大含 1989

年 η 月 4日 第 44/B9母 次快、尤其是其中年 1段所表送的愿望.遠 一1.9趣 引起了既有趣叉又有學

鬥的長吋同討淹。委真合和大金已在各种切合吋此 1.9厜提出了志兄.現在完全有理由放力,所 常快

的向題,如 回京主叔及回防別

一

法院与回家法院之 1.● 可能出班的管幣沖突等,不 是元法解央的.

81.因 酥刑事法院將捇助秩合回堆伊回所和平与安全 ,推 功在不分种族、朕色或教叉前提下村

所有人的人板及基本 自由的落重°法院將确保未來的怒治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得到共施 ,它

的淡立及治罪法的通道特消除有人提出的刑法缺少法律效力的批評 ,以往 ,村 子根括湖及既往原則

有理罪行的法庭也曾提出避達熒批評.因 此,治 罪法將加強國隊夫系中的法治,回 酥別卒法院,如

汲立,既有成攝作用,又 肘其机杓目前正受威胏的回家有安全保陣作用 .

B2.在 淡到法院的叔限lH● 題吋,他悅 ,由 于委員舍已決定,治 罪法位只涉及最尸重的危害人爽

和平及安全罪,也 由于各國不合思意放卉肘一切罪行掬有的全部主板 ,法 院的管常板垃只限于那些

已取得回哧協商一致意兄的罪行。其他 已有的、或尚待遇逮的回呠文中已确定的其他罪行 ,可在后

一阱段予以外充°

S3.夫 于有元必要征得其他國家同志的鬥趣,他忕力,第 八次根告 (A/CN.4/43U和 Add.1,

弗稅 段)第 三部分中提出的兩介瑋文都不移全面,因 力兩介提快都含有征得姐珠或容忍犯罪行力

的政府同意的意思.回 隊別

一

法院位有普遍管特叔 :換言之,位有叔常理元淹在那里所犯的罪行 .

夫子達一魚,他 同,、 ompetence’ 和
“jur:sdttion” 送兩介詞是否是等同交替使用的.

&.夫于任命法官 1.● 題,他使成大舍以免村多效方式避行逸拳°委員舍位借性回酥法院挑的 ,

規定 :候遊人位是在回隊法方面有公扶的能力者°几大法系均位有代表袒任法官.法 官的名額也須

确定。

85.夫 子向法院提交案件阿趣.些 于守快的罪行的戶重性,位 規定球合回任何舍貝回篷法院規

的确定的耿合田机相的同意,均 可向法院提出超拆.但 是正如索拉里 .困 德拉先生建快的,如 回家

元意肘本回公民提起拆公 ,曰 酥笨班,非政府班玖甚至今人,也位能向法院提出起拆°某些非政府

組玖已怔明在回防人道主火法倖方面是版有价位的,可 將其視力采公赤

一

的机构°委貝舍些然不垃

忽視速一提坡 .

∥
兄上文腳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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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夫 于校察官的作用 ,他焚同淡立一合快庭和一常女秘+爽捇助校察官亦案并爽理其机构上

的鬥趣°速一制度將超到保存一殺林力
“
机杓記帊

”
的作用°

肝.大于頂申同趣 ,他悅 ,特別報告貝提出的預常庭建被不失力可以接受的亦法.然 而,成 明

确規定此美頂中庭可以作出哪几美裁決:例 如,它 是否能技銷起拆?在作出我央后可提出哪种性辰

的拆忪 ,也庄明确規定,例 如,是 否有上拆叔?玵 此,他悅 ,由 于有頂常避程 ,法 院內逐圾上訴的

程序便可成形了.

田.位 力每一項罪行規定別門°沒有人螢成我暗或不人道的怒用形式,但是委真舍須政法找到

一介合理的基拙,以便就速一魚取得一致意兄。位避免造成達祥′种印象,似 乎法院更力夫心的是

被告的利益而非原告的利益°此外,各 法院之同丑別的差別也相些大,甚 至一介蚨邦回家的各州之

1.● 也是速祥°因此,有 必要使別判合理化,汜住治罪法涉及的罪行為板戶重罪行 ,不 成肘其逮分克

容。但放原Jll上 排,他 不安成死刑°

89.汏 另一角度,他要建破委員合在向大套提交的根告中強琱 《世界人杈宣言》中体珧的一般

公正林准,如 卅抻板,既判案件的板威等°

9°.正 如阿〨焦一每伊斯先生所建快的 (第 21SG次 合洪),作 力肘大套在夫于可以淡立一口怀

刑事法院,肘床醉品非法販逐者行使管搳叔的好 44/39景 決以中所提靖求的一种答褒,委 見套位向

犬合提交栽子特別報告炅好八次擬告第三部分中的琱查表,并 附上常以吋提出的意兄.達祥的做

法,肘 回隊社套表示的迫切要求不失力一种迅速答袈°

91.淡到特別報告貝提出的新奈款草案 (凡上文第幻 -ZS段 ),他 悅,銓修汀的夫子共犯的新

案文似有很大改造 ,因 力它村芋件前后的主犯和共犯作了更清楚的Z分 .銍 修汀的夫子同謀和未遂

的案文也值得放迎°但至修訂的夫子毒品販迋的棄文只提及了行力.他放力,逐位提及犯罪意日°

g2.巴 本甜戈夫先生悅,多 年來一直汏力有必要淡立曰隊別

一

法院,現在終于威力可能了°達

是委員舍位在其提交大套的根告中提及的第一魚.目 前仍有卄多陣磚有待克服,但形勢正在焚化 ,

而且与赤秩拳回上下的精神是一致的.作 力林瑛法系的代表 ,他愿玤汰正叉和國沶法的要求,克冬

已女 .

9S.特 別報告兵力其第八次報告 <A/CN.4/43U和 Ad●.1)算 三部分逸定的征求志凡表達种

形式是一种十分得体的解決加法,使委長合得以在作出答欠之前按照大合的清求尋找最佳的解決

亦法.提 出的第一介鬥題是似以決立的回隊法院的管格叔限1.9趣 ,速 一同趣是解決所有其他鬥題的

夫使 ,它 与法院管培叔的根括 1.● 趣密切瑛系在一起.可行的係次亦法可在丙种扱瑞的中同找到°第

一今板瑞是考慮社回家保會主叔,可 以申判被挂在其領土內犯罪的本回回民,但 也可自行斟酌,承

洪曰隊法院的板限°男一板端是在現有的政治机拍之外承放別｜法院的管格扠,任何案件 ,凡 涉及

治罪法耙定的罪行,法 院均可申理.而 此美管葀叔元羾至各回授予。

m.在 國防法友展的目前險段,他次力不值將回狋法院遠一淡想与主叔回家送一概念相肘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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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力后者是在 19世 兒成形并在冷找期同得到加強的。使法院威力其管特板不以回酥社合意志力符

移的一今超回家机枸,是不太班共的.半 竟,回 哧刑法規則來自各國,法院的設立由各目決定,其

管格叔由各回确放 ,而送就在很犬程度上限制了回家主叔°班在尚沒有超曰京規則,也 沒有超國家

立法机杓.設 立法院的根据只能是其跳的一介加入.規的的回束依

一

其承快日豚別手法院的管培 ,

達祥也就等于同志限制其主根 .

gS.由 于目前討淹的是扱尸重的回豚罪行——全世界人民均可成力其受害者—— 因此,人們板

怒使法院能接常理一切口睜罪行,甚 至包括今后特出現的罪行.然而,在 回隊法友展的目前險段 ,

必須明确親定法院管擂的范田和根括.回 家主叔一向是各回主要夫切的同題 ,因 此,只 有送洋 ,才

能克服在常快速一向趣迂程中遇到的各神同題°目前 ,各回玵達一同趣仍持遊慎念度,因 此,米鍵

1.9趣 是姶法院管培板下定〤的布确度如何.要使法院正常行

一

,逛須制訂央辰性法律。特別根告貝

提出的案文A(同上,蚌 8° 段)承 能解決上述兩大同趣 :規 夠節約回將同志法院村涉及治罪法提

及的罪行的一切案件抈有管培叔 .

96.但 速并不是說其他非法院規的締的回不能將涉及回昹公約提及的其他罪行的案件提交法

院°大合 1948年 12月 9日 第 2● UB<III)母 決快規定了速一可能性,治 罪法在通遊吋也不合排除

速一可能性.現在有可能再迸一步,規定法院規的确定的法院管格板可以伊大,治 罪法提及的那一

系列罪行可以增加,亦 法是加上口隊公的提及的罪行°上述兩种情況下合出現的同題是,哪 些回家

可視力承放法院村各失罪行均有管格叔。

97.曾 然,如 果法院威力瑛合目的一介机杓,如果 ㄍ先幸》作相位修改,其 管格板粹得到合体

合長目的承汏°但如果法院作力一自治机枸而淡立,它 就金因治罪法提及的罪行肘規的坤的回掬有

管播叔 ,它 也合根括回哧公的的規定,玵其他罪行抈有管格根。遜可以汲想,即便有失回家既非耙

的坤的因,也非有失回哧公的節約因,也可按特殊竹兄將來件提交法院°

9B.在 上述各榮情況中,管格板的援子程序各不相同.但法院的根据仍持是其規的,規的將明

确規定法院肘治罪法提及的罪行捅有的管搖叔。不妨可以考慮的是規的締的回是否可以逸舞治罪

法提及的罪行中哪些可受法院竹格.但 送祥做合使女立回怀法院之一概念出現同題 ,甚 至將其完全

否定°

9S.夫 子板限同趣,委 真金市以了治罪法与法院規的向的夫系.次送一角度看,幵 列可冬治的

犯罪行力志火根力重大.治 罪法必顏將回酥社舍确放力罪行并确定其构成因素的一切罪行都包括

迷士.然而,同趣逐涉及另一介方面.正 如●庠幼斯先生悅的 (持 2156次 合快),治 罪法和規的各

不相同,除非治罪法得到ㄏ泛接受,否 則,回 酥刑法的普適性就元狄淡起.他介人放力,逐有一介

治罪法規則的法律根括鬥趣°送些規則可列入非普遍性的公的,但 因其刁慣性辰 ,仍 兵普遍性。比

如,”48年 ㄍ防止及慫治天地种族罪公約》只有 9U今 日象批准,但种族又地早在垓公的通遊之前

就 已被補次力一項因酥罪行,玵孩罪行的申判在組俺堡、在回家法院曾送行逮.因 此,村种族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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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指控的根捃要比垓公的規定的范田更兒.沒有加入達共公的的回家不能悅‘与達些公的桃定的

罪行有失的治罪法規定肘其不具約束力.因 此,委 見舍一法哲時通越的治罪法草案第 1茶 . 
漆文

中
“
因豚法上的

”
几介字是否位丘入方括吾,逐有待甘梵 .

】°U.夫子格雷夫拉特先生提出的划分日家法院和未來的回跡別+法 院的甘格杈 .● 趣 (第 21馭

次合快),回 家法院和國隊刑

一

法院并不一定相互排斥°回隊法院不可能申理世界各地所犯的一切

罪行°但是,兩种体系既要共存 ,其前提就是必須玵兩者作明确的區分,達是符合司法利益的.因

此,如 果有理由汏力回家法院的裁決連反了回隊規則或基子借長的根据 <例 如,將參与种族又銫行

劫的行力作力普通罪行常理),或者友班了新的

一

央,則 回隊別︴法院可起到二申法院的作用。送

不先屆竹測 ,因 力各驗表明,回 家法院不愿將被控在其領土內用本目的器械犯下了种族又地罪的本

國回民判罪°如果回家法院即便在有理由提起訴忪的情況下也拒地中理某案,回 所法院甚至可作力

初常法院來申理此案°送祥,人板地不合迫侵犯.相反,法 院的回隊性嵐龍最好地保正常理的客現

性,使被告和受害者的板利都受到保伊.他 正在考慮一种能使兩种管播錯合起來的制度 ,而 又不排

除遠在某些情況下,回 吥別═法院可能威力申理案件的唯一法院°某些回家的司法制度規定了這一

可能性—— 某些美別的案件直接由上數法院常理而元人指出人根達到了侵犯°

1U1.回 家法院既判案件的根威与一罪不二中原則紫密相連。委炅合村達一同題所作的決定位

符合司法利益。在听取討拾時,他得到的印象是‘委貝套忘記了在已故的保多 .勒 泰的你助下在送

方面所作的決定°他在制訂治罪法草案一殺原則那一市的第 7茶泌 吋友揮作用°巴小甜戈夫想到

的情況是:某令人犯了某一日豚罪行,(如 种族又牠罪)一 回家法院作力普通罪 <謀 弟或流氓罪)將

其送行申理°在速种情況下,回 家法院的判央就違背了國怀法.並然,此种判決位視力違反了玵因

家法院和回沶別卒法院具有強制性的治罪法規則°

1U2.達 是委最合在起草第 7茶館 3欺 吋考慮到的′种假淡情況°回隊別═法院,一旦淡立,將

能姼因介人的确犯下的罪行肘其中判而不合違反一罪不二常的規則 ,但反避來,則 不能适用 ,因 力

回家法院不能欠查曰隊別

一

法院的判決,因 力后者更有資格确定屈回怀法范目的罪行 .出 子速些理

由,他袋同特別報告貝就此鬥趣提出的來文 B(A/cN.4/63U和 Add.l,第 93段 ),茶件是速一

來又的措田与弗 ?奈第 3敗 的措詞相一致 .

lU3.其 他几爽曰趣的解決亦法涉及政治上而不是法律上的考忠:法 官的任命程序和久蚩迷行

坼忪的央你的确定 ,將取決于村法院是否是琺合回机构達一同捶的答欠—— 速一同題与修改ㄍ敢合

國先幸9鬥 趣有失—— 面成力耿合目的一介机曲迄今被扶力是很成鬥越的鬥題°如果法院力球合國

的一介机构 ,則 全体瑛合回舍長曰都將威力規的締的日,法 官的任命方式將同回阻法院法官的任命

《1987⋯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3丌 .

兀上文腳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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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相同.由 子堆以确定是否合采用送一亦法,逐不如考慮一种替代亦法,使 法官只由法院挑玓舞

的因逸拳 .

1°4.向 法院提交案件河趣并非元法解決.解決亦法也逐是取決手法院与朕合目的夫系°如法

院屈瑛合回机杓,來 文 A和 C(同 上,好 SB段 )妥力道合.如 法院不屈朕合回机构 ,則 有若干肆

逸擇亦法,全部都排除朕合目的參与.例 如,一种足以合破庭方式淡立一代表所有法系的杜泰官泰

一

爽,垓机杓可永久附為于法院,而且逐要久女迸行惆登.最符合國琳法罪行的性辰的解決亦法昱

儘是,規定法院規的的任何好的回均可提起拆松.逐位考慮到因政治原因濫用起拆板的可能性,但

法院本身作力一日酥机构可制止此种濫用行力,因力是否中理某一來件”根堵蒂將由法院決定 .

l。 5.別 例鬥趣通比表面看來欠染得多.些 然,治 罪法可同回家治罪法一洋具体規定各罪位受

的別刊.但 岡趣是逸用什么梓的尺度?怎 祥才能使 16U多 部別法共中采用的各种亦法掰調超未?由

堆衣女汏中逸掙這些亦法,回 酥法委見合、大合算六委長金迓是其他某介机枸?此外,治 罪法提到

的多數目哧罪行,因 丙立法并未提及。确定丑別尺度固然位垓 ,但是,如何确定卸很堆:是 否疸狄

某一部刑法典中規定的最低刑起直到另一部刑法典規定的最高刑?所有這些鬥題至今思而未央 .

逐有十多其他鬥題有待解決,但 解決的唯一亦法是在涉及回吥別卒法院的坎立的一些根本鬥

題上取得一致°

下午 1吋 1U分 散套°

片 2158次 套洪

19gU年 5月 16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琴 5分

主席:史 久常先生

出席 :巴 哈助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巴/IN謝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

幼先生、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並斯 .因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伊

留埃卡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科〞馬先生、再希烏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唐加先生、小未曾先

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一

庫幼斯先生、塞普本堆送 .古飲雷斯先生、索拉里 .

田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和托移沙特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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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

(A/CN.4/415,l A/CN.4/422和 Add.1,‘  A/CN.4/431,∫

A/CN.4/L.443,E市 )

〔快程項 目 4〕

特別報告長的第三次根告

二壞申快茶款革棄

】. 主席靖特別報告貝介幻其大于本等題的第三次報告 (A/CN.4/芻1),他在孩根告中再

次常查了回沶法委真套 ｝986年 在其第三十八屇套洪上一旗哲吋通避 的夫子回家及其財戶的管培

豁免的整套茶款草案 ,‘  來款草案案文如下 :

第一部分

早  言

第 1茶 本荼款的范田

本茶款透用于一口及其財戶不受另一口法院管格的豁免°

第 2茶 用悟

1.力 本茶款的目的 :

(a) t法 院
”

是指一日有叔行使司法取能的不梵名林力何的任何机夫,“⋯ .

(b) “
商皿合同

”
是指 :

‘    (1) 力出售或胸又貨物或力提供服夯而訂立的任何商╨合同或交易 ,

(2) 任何貸款合同或其他金磁性辰的交易,包括与任何此失貸款有失的任何〤夯

或捏保或与任何此失交易有夫的任何保賠〤夯 ,

<3) 不淹屈于商╨、工╨、與易或取╨性辰的任何其他合同或交易,但不包括雇

用人真的合同 .

2.夫 子本奈數用活的館 1球 的規定不妨磚其他日隊文+或任何回家的國內法肘送些用悟的使

!ㄍ
栽子 lg88年 ⋯⋯年盤》,弗 二卷<第 一部分)°

z栽
子ㄍ1gB9年⋯...年 些》,館 二卷<第 一部分)°

’
栽子姐ggU年 ⋯⋯年盤》,第 二卷(第 一部分)°

( 
《1986年⋯⋯年盤》,第 二卷 (幣 二部分),第 8頁起各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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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給予的含火 .

方 3茶 焊秤性規定

1.本茶款中使月的
“
回家

”
一同位理解力包括 :

G)回 家及其各种政府机夫 ,

°)有叔力行使回家主叔叔力而行劫的回家政治Ⅸ分單位 ,

“)有板力行使國家主叔叔力而行功的回家机杓或部ㄇ .

“)以 回家代表身分行功的回家代表 .

2.确 定出售或胸又女物或提供服芬的合同是否屈子商並合同時,首 先垃根括合同的性辰 ,但

如合同的目的在垓因的共域中与确定合同的非商╨性痰有失,nl也 位予以考慮。

第 4茶 不受本秦放影呁的特杈和豁免

1.本茶款不妨得一日所事有的有失行使下列取能的特叔和豁免 :

(a)其使信、領信、特別使市困、派生因阡姐班的代表田或派往回豚姐軹机构或回阮套以

的代表困的取能,和

(b)与 上述机构有美的人真的取能°

2.本茶款同祥不妨得根括回沶法蛤予回家元首↑人的特板和豁免°

第 5奈 本荼款不湖及既往

在不妨得本茶款所列,不 管本奈數是否有規定,回 家及其財戶的管幣豁免按照回隊法均泣連守

的任何規則的适用的恭件下,本 茶獄不位适用于在本來敖肘有失國家生效前 ,在 男一口法院村垓回

提超的拆松所引起的任何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洶趣°

第二部分

一殺原則

年 6茶 回家裕免

一日本身及其財戶達照本茶數的規定〔和一般田隊法的有失規則〕享有不受另一口法院管搖的

一

系∫免°

第 ?茶  共行回家豁免的方式

1.一 日位避免在其法院上肘另一口提超的拆忪中行使管格 ,以 共行第 6奈 所規定的回家豁免°

2.一 日法院上的拆忪如果卒其上要迫使男一日報球垓法院管葀 ,否 則即承但孩法院所作出可

能影晌垓另一口財戶、叔利、利益或活初的我央的后果,即 位視力才垓另一日提超的拆松,而不淹

-1幻 一



咳另一因是否被指名力孩拆忪的些

一

一方°

3.特別是,一 因法院上的一項沂公,如 果是村男一日的一介机夫,或村其一介政治X分單位

一介机构或部ㄇ行使主叔叔力的行力提起的拆松 ,或肘垓目的一位代表 ,就 其以代表的身份所作的

一項行力提起的拆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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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忪 ,即

位視力玵孩另一日提起的拆松。

弟 8荼  明示同志行使管格

一日如以下列方式明示同志另一日法院討任何

一

項行使管樁,即 不得肘在垓法院就孩

一

項提

起的拆松援引管格豁免 :

(日) 回豚林定 ,

(b) 串面合同,或

(c) 在法院村特定案件皮明的戶明°

第 9茶 參加法院拆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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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豁免 :

(a〉  垓日本身提起垓沂忪,或

<b〉  就案情央辰介入垓拆忪或采取与案情共辰有失的任何其他步來 .

2.上迷第 1款 (b)項不道用于任何介入或采取的步來,如 其唯一目的力 :

(a) 援弓1豁免,或

<b) 村沂忪中爭我的財戶主張一瓨板利或利益.

3.一 日未在另一回法院的坼松中出庭不位視力垓回同志垓法院行使管葀。

第 1U茶 反拆

1.一 口如本身在另一口法院提起一項拆松 ,則 不能就与主拆相同的法律美系或卒央所引起的

任何村垓目的反坼援引管格豁免°

2.一 日在另一日法院的拆忪中介入提出的拆忪要求,則 不能就与垓回提出的坼必要求相同的

法律夫系或

一

共所引起的任何村孩回的反忻援引垓法院的竹格豁免 .

3.一 日在另一日法院村垓回提起的坼松中提出反拆 ,則 不能村主忻援引垓法院的管培豁免°

牛三部分

回家裕免的 〔限制〕ㄈ例外〕

第 1朵  商╨合同

1.一 日如与一外囝自然人或法人訂立商ㄓ合同,而根括回吥私法道用的規則,有 夫垓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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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爭玟位由另一國法院管搖 ,則 位快力孩回已同志在垓商╨合同引起的拆忪中由垓另一因法院

行使管箝,趴 而不得在垓拆公中援引管格豁免。

2.第 1欺不适用于下列竹兄 :

Q)商 ╨合同是在田宗之同或在政府村政府的基袖上汀立的 ,

<b)商 ╨合同的些

一

方另有明确捇快 .

牛 12茶  店用合同

1.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怭破外,一 日肘另一日原位管格的法院中涉及垓因和令人同夫子已全部

或部分在垓另

一

回領土內迸行的或特送行的服芬工作的庫用合同的拆松,如 果垓雇真是在垓另一

因征聘,而且道用垓另一日央行的社舍保膛規定,則 不得援引豁免 .

2.第 1放不道用于下列情況 :

<a)征 聘孩雇真是力了迸行与行使政府板力有失的工作 ,

<b)垓拆公涉及介人的征聘、店用期的延卡或欠取 ,

<c)垓雇貝在答汀雇用合同時既非法院地目的回民也非其米期居民,

<d)孩雇炅在提起拆松吋是雇用目的回民;

(Φ 孩雇貝和雇貝回另有中面I.n快 ,但 由于公共政策考慮,因 垓拆妐的事項內容而賦子法

院地回法院寺屈管培板者不在此限;

第 13奈  人身份善和財戶敬善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怭快外,一 口肘于另一日原庄管格的法院涉及人身死亡或仿害或有形財戶

的振害或又失的賠儅的拆忪,如 果括沝女任位”于垓回、造成死亡、仿善或嵌害的作力或不作力全

部或部分友生在法院地回領土上,而且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作力或不作力友生●+赴 手法院地

回領土內,則 不得援引豁免:

名 14紊  財戶的所有叔、占有和使用

1.除 有失回家何另有怭以外,在 涉及确定下列鬥麼的拆松中,一 日不能援引回家豁免未阻止

另一日原位管格的法澆行使其管培‘

(巨 )垓 回村位手法院地目的不功戶的任何叔利戊利益,或其肘垓不功戶的占有或使用,或

垓國由子玵孩不功戶的利益或占有或使用而戶生的任何〤夯,或

(b)垓 口肘功戶或不劫戶由子娃承、片子或鬼戶而戶生的任何杈利或利益,或

(c)垓 回村拘成死亡岩、精神失常者或破戶者戶╨一部分的財戶的管理的任何板利或利

益;或

(d)垓 回討公司解散或坫╨吋財戶管理的任何杈利或利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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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孩回村托管財戶或其他方式信托的財戶的管理的任何叔利或利益°

2.凡屈在另′回法院向回家以外的人提起的坼忪,冬管孩拆忪涉及的或要使回家喪失的財戶

系 :

(a) 國家占有或控制的財戶,或

(ω  回家村之主張捅有板利或利益的財戶 .

但如孩回家本身在向其提起拆忪的竹兄下也不能援引豁免,或者垓回家主張掬有的叔利或利益既

未得到承汏,也 元表面怔括的支持 ,則 不泣阻止垓另一日法院行使共管格 .

第 15茶  寺利、商林和智力戶狹或工╨戶叔

除有夫回家同另有怭快外,一 日不得肘男一日原位管格的法院在有失下列卒項的沂妐中援引

豁免 :

ㄑa) 确定垓回村在法院地回享受包括哲吋措施在丙的法律保伊措施的寺利、工北淡卄、

商止名林或企╨名都、商杯、版板或其他任何熒似形式的智力戶杈或工ㄓ戶叔的任

何叔利,或

(b) 括林垓回在法院地回領土肉侵犯在法院地回受到保#的 、屈于第三者的上述 (a)項

叔利的行力 .

第 16茶  納稅率芬

除有夫回家同另有捇快外,一 回村另一日原垃管括的法院有失垓回按照法院地國法律可能須

繳納米稅、賦稅或其他失似捐我的鈉稅叉夯的訴訟,不 得援引豁免°

第 17茶  參加公司或其他集你机构

1.除 有夫回家同另有你以外,一 口玵男一日原垃營格的法院有夫孩回參加具有或不具有法人

發格的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枸的拆公.即 大于垓回与垓机构或垓机杓其他參加者之同夫系的拆忪 ,不

得援引豁免,但有以下奈件 :

(a) 垓机杓的參加者不限于回家或回隊机构,而 且

(b) 垓机拘是按照法院地目的法律注冊或生成或其控制中心或主要管土地位子法院地

回.

2.如 爭端些

一

方之同的+面掰快或建立或僣理垓机构的幸程或其他文串中有相反的規定,本

茶第 1歉即不道用°

第 18奈  回京掬有或回家篷菅的放

一

商╨活功的船舶

1.除有夫回家同另有林快外,抈有或絰當一艘洪卒 〔非政府性〕商ㄓ活劫的船舶的國家 ,在

有失垓船舶的篷管的任何忻必中,只 要在拆忪

一

由戶生肘垓船舶是用于或意田令用于 〔非政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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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途,即 不得村另一日原位管培的法院援引管培豁免.

2.第 1款不透用于軍飆、埔助加艇或

一

回抈有或臸菅而用于或意日用于政府性非商ㄓ活功時

其他船舶。

3.力 本來的目的.‘有失垓船舶的各管的拆松
”
一活位指包括确定下列拆忪要求的任何拆松在

內的拆忪 :

(a) 夫子碰挂或其他航行

一

故的堊求 ,

(b) 美于協助、救助和共同海板的要求 J

<c) 夫子修理、供位或有失船舶的其他合同的要求.

4.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怭快外,一 口在有夫垓回抈有或臸管的、仄÷ 〔非政府性〕商ㄓ活劫附

船舶所我貨物的迋翰的拆公中,只 要在拆松卒由戶生吋孩船舶是用于或意田青用于 〢├政府性〕商

╨用途,即 不得才另一因原成管播的法院援引管格豁免。

5.第 4款不道用子弊 2欺所迷船舶所我逗的任何女物,也不道用于厲子回家所有、用于或意

四用于政府性非商╨活功的貨物 .

6.回 家可提出私有船舶、什物及其所有人所能利用的一切抗辯措施、時效和黃任限制 .

7.如 果在任何坼松中戶生有失船舶或熒物的政府和非商╨性辰同題 ,,x9船舶或燢物所屈目求

的外交代表或其他主管些局筌署的、送迷法院的怔件,垃 作力,/9船舶或併物性辰的怔据＿

第 19奈  仲裁I.+定 的效力

一日如与一外回自然人或法人汀立中面你定,特有夫 〔商╨合同〕〔民卒或商╨回趣〕的令洪

提交仲裁,則 垓回肘于男一口原垃管葀的法院夫子下列事項的坼必,即 不得援引管特豁免 :

(a) 仲裁怭定的有效性或解希 :

(b) 仲裁程序 ,

(c) 我決的撤銷。

但仲裁怭定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 2U茶  曰有化的竹況

本茶欺的規定不成預先判定夫子一日肘子包括助戶或不功戶、工╨戶板或智力戶杈在內的財

戶,所采取的回有化措施的坡外效力所引足的任何 1.9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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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夫于財戶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第 21茶  免子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一日在有美男一日法院的拆忪中,享 有兒子玵共財戶或孩回占有或控制的財戶 〔,或垓回在其

中翎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的使用共有的強制措施的豁免,包括免于任何扣押、扣留和執行措

施的裕免,除 非垓財戶 :

(a) 系孩曰青 19用 于或志日用于商此 〔非政府性〕用途而且与拆忪要求的林的有夫,或

者与披拆的机杓或部ㄇ有失,或

(b) 已被垓回拔克或青Π指定用于清儅作力垓拆松林的的拆松要求°

第 22茶  肘強制措施的同志

1.一 日在有失另一回法院的坼松中,肘有失使用其財戶,或垓回占有或控制的財戶 〔,或孩

回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的強制措施,如果,..回 以

(日) 因跡捇定 ;

<b) 中面合同;或

(o) 在法院村特定荼件友表的戶明°

明示同意肘孩財戶采取強制措施,即 不得援引豁免 .

2.按 照第 8奈 的規定同意行使管格不位被汏力默示同意按本茶款第四部分采取強制措施,夫

子強制措施必須另行表示同志 .

第 23茶 制定种美的財戶

‘
1.下 列各美國家財戶不成視力館 Z1奈 日放所指的一日寺ㄇ用于或意日用于商╨ (非 政府性)

用途的財戶 :

(a) 位于另′回領土內,用 于或悲田用于孩回使信、飯信、特別使市困、璧回隊姐班代

表田、派往因隊班豕的机杓或回隊合快的代表日用途的財戶,包括任何礙行帳戶敬

項 ,

<b) 屈于軍●i性 辰,或用于或意困用于軍

一

目的的財戶 ,

<c) 孩日中央銀行或其他徒市些局位子与一日領土內的財戶 ,

(d) 杓成垓回文化道戶的一部分,或梢來的一部分 ,位于另一日領土內,并非供出售或

意田出售的財戶 j

(e) 构成在另一日領土內群行的具有科常或厊史价值的物品展光的一部分,并 非供出售

或意田出售的財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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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 第 1歉所列財戶种失或其一部分,不得在有夫男一口法院的拆松中采取強制措施,除非

垓田已按第 21茶 b款將垓財戶援充或寺ㄇ指定用途,或技第 Z2奈 具体同志肘其垓失財戶或其一

部分采取強制措施。

弗五部分

染項規定

第 24紊 拆忪文中的送迷

1. 以任何侍果或其他村一日提超拆松的文件送送拆公文中位按以下方式避行 :

(a) 按照起拆人与有失回家之同夫子送送文#的寺何你泱,或

(b) 如元此項捇快,則 按照討法院地回和有美國家均有的東力的任何道用  的回Fr.公

的,或

(c) 如元此項你快或公的,則 通避外交渠道送交有夫回家的外交部,或

(d) 如元上迷亦法,91l在 法院地回和有夫回家的法律均允并的荼件下 ,

(1) 可以需有菳字收括的挂咢信送交有失回家外交部的首技,或

(2) 以其他任何方式送送 .

2.以 第 1款 c項和d項 1目 的方式送迷沂松文中吋,外 交部收到垓項文+即孩項文+9之 送送°

3.在必要吋,送送的文中位附有澤成有夫回家正式浯文或正式悟文之一的澤本°

4.任何回家在玵其提起的坼松中就共辰同題出庭,其后即不得方林拆忪文中的送迷不符合第

1款和第 3款 的規定 .

第 2S茶  缺席判決

1.除 非怔明符合第鉯 荼第 1放和第 3款 的規定 ,而 且放送送侍果或其他超拆文件之日起或按

照第 24茶算 1敬和弊 2款放力已送送文+之 日起已越去至少三介月的吋同,不 得肘一日作出欽席

判決.

2.肘一日作出任何缺席判次,垃 將判決中的抄本,必要吋附上竫成有失國家正式悟文或正式

活文之一的悸本,通逮第教 奈錧 1致所列的一种方式,送交咳有失回家,力 撤銷ㄒ項缺席判次所

道用的吋限不位少于三今月,肘限位放有失回家收到判決+抄本或放力有失回家收到判決+抄本

之日弊起°

館 %茶  免于勝迫措施的豁免

一回在有夫男一回法院的拆松中,享 有免于要求垓回共行或不央行特定的行力 ,否 則即受到用

款的任何麼迫措施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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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茶  程序上的豁免

1.一 因未能或拒地力另一口法院的坼忪的目的提出任何文件或提供任何其他情根,除速种行

力村垓案的其辰可能戶生的后果外 ,不 泣戶生其他后呆.特別是,不 得因此肘垓回赴以罰款或羽金 .

2.一 回在另一日法院中作力拆松些卒方,則 在任何送爽拆忪中,均 元顏提供元淹何种名你的

但保、保近中或保址金,以保怔支付司法安用和幵支 .

常 2B茶 不攻祝

1.本各款的規定位不加歧視地道用于本荼敖各坤的日.

2.但下列情況不垃視力歧視待追 ,

伍)法 院地回由子垓有失的另一回家限制性地道用本來款的任何規定,而 限制性地道用垓

項規定 ,

(b)回 家彼此之同依協定相互蛤子与本奈放的規定所要求的不同的待遇。

2.小 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長)回 麼委貝合前一屆合快已決定把第 1至 l1茶 以及他提出的新的

第 6奈之二和第1紊之二送交超車安貝合供其二淒 ,同 時雞緣在本屆舍破合体舍以上申以其奈的

算 12至 28茶 .各  區然他根据放各回政府收到的夫子送些茶款的坪站和意凡,. 已在其初步根告

(A/CN.4/4lS)和 第二次報告 <A/CN.4/422和 Add.1)中 常洪了一放暫時通遊的一整套奈款

草案,但他仍提出第三次報告 <A/CN.4/431)以期怭助起草委炅合的工作以及委貝金的迸一步

中洪。

3.第 三次報告有失第 1至 館 ll茶 之二的部分主要是力了起草委員合使用 ,有 失其奈第 12至

2S茶 的部分是供委員舍全体套快甘淹。然而,由 子他所建快的玵弟 1至 11茶 之二的某些更改可能

涉及其辰性同趣,他建快先甘站這些茶款,冬 管這些荼歉目前正在起革委員合中送行甘淹°

4.夫于肘一淒通逍的第 2和 第 3茶合并案文提出的第 2奈新案文,他想提靖注意四焦°第一 ,

夫子第 1數 (b)項 中
“
回家

”
一詞的定〤,委 員合某些委真的意凡是′今朕邦回家的姐成單位位

看成是一回家.冬甘有美國家政治區分單位的規定 (館 1敬 也)φ )項 )泣包括有叔力行使回家

主叔叔力而行功的軟邦組成單位 ,他逐是提出了一項朴充寒文 <館 1款 (b)(1之二))項 供起草

委貝含考慮°

5.弟 二,至 于索 1欺 (b)(3>項提到的
‘
因京机杓或部ㄇ

”,大舍好六委貝舍和委貝合的志

凡都放力回家企ㄓ不成包括在之共其体之內.王 然有人肘此表示了反肘意凡,他 逐是建快第 1款

ㄑb)<3)項末尾增加速祥的措洞,即垓回力送行商ㄓ交易而淡立的、有歡立法律人格并能起訴或垃

‘ 6lg89年 ⋯...年 盤》,

‘ ㄍ19路 年⋯⋯年譽》,

第二卷 (館 二部分),落  頁,第 4U5段 °

第二卷 <第 一部分〉,蚌 45英 ,文件 A/CN4/姐 U和 Ad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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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 的任何共体 (國 家企ㄓ)不位包括在達夫央体之內.新幣 1款 仙)<3)項 涉及到第】1茶之二車

案的共辰同題,因 此泣与咳茶放在一起考慮 .

6.第 三,夫子第 1款 (c)項 ,他根括年六委員合和委長合的志兄 ,建破特
“
商╨合同

’
一柯

改力
“
商╨交易

”,并在第 1l、 11之 二和 19奈 中也作相位的更改。所建快的更改元須村定〤肉客

本身作任何更改°

7.第 四,大于箱 2欺 ,有 些政府主張首先位根括交易的性辰,而另一些政府則主張
“
性辰

’
和

“
目的

”
杯准均垃給予同洋重視°一凌通迂的案文 (第 3茶 ,館 2數 )未完全滿足委員合所有委貝,

因此特別根告真提出男一瓨折中建破 ,犬 意是在确定首先位根据交易性辰垮子裕免時,法 院地回法

院也位考慮交易的政府性目的.

8.夫子草案第二部分 <一 般原則),盤 于忤多委員以各种理由表示反玵,他建洪刪去第 6香括

咢內的措洞
“
和一般回隊法的有夫規91l” .然 而,垃 村回家其域和回隊法的未來友展作出班定,他

在有夫第 6紊 的坪淹 (2)段 中重新提出他在初步報告中的建破,即 如本荼放威力一項公的,則 庄

在其序言部分加添以下措泀 ,

‘
重申本公的未明文規定的同趣仍位按照一般回怀法規則加以解決

”
.

9.他 肘第 8和 第 l。 茶提出的建快均屈技未性的,他此刻不打弊村它●●送行洋幼甘梵,但愿回

答任何有夫向題。

1U.夫于草案算三部分的林題 ,他有共趣傾听肘如
“
不道用豁免的回家活劫

”
或

“
不得在另一

日法院援引回家豁免的竹兄
”
等中立提法的任何反垃。后一种提法是委貝金一介委貝建快吋,送91

超車委貝套了解其他委貝的意凡是有靜助的°

11.玵 第 11荼 沒有提出什么修改意兄,7 除將
“
商ㄓ合同

”
改力

“
商止交易

”
的相r＿ 改功外

<兄 上文弗 6段 )°

l2.第 Ⅱ 荼草案之二根謂前一次合以上皮表的志兄重新揪就。新棄文明确規定,与 一介外國

自然人或法人迸行商╨交易的回京企ㄓ,服瓜道用于一介法院地目的自然人或法人的同祥規無和

女任,但垓企╨須符合所建快的新第 2奈第 1欺 <b)<3)項規定的茶件°如果是達拌,則 回家在

送祥′介企╨的商╨交易中被視力一介完全車狂的央体 .同 吋即使它被外回自然人或法人超拆 ,也

可援引法院地回法院的管括豁免.然 而,如 果一日企╨代表一日迸行商╨交易或作力回家好心麼頗

友送行一項特別的商╨交易,則 送柈一項交易可以視力回家和一今外因自然人或法人之同造行師

交易,在 之神情況下道用第 11各 的規定 .

1S.夫 子超革委貝合申快的送些茶放 ,他想及后指出,根括一日政府在其中面坪淹中的建快 ,

在第 7、 8和 9茶 中
“
一因

”
、
‘
男一日

〞
或

“
其他回

”
改力

“
法院地回

”
或

“
外回

”.他希望超革委

’
特別根告長在其初步報告中提出了館 l 球的修正未文 (A/CN.4/415,第 12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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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合格考慮在其他茶款中是否位作英似的改功,并 逐一向委貝合提出道些建快°

14.第 12茶淡想一种情況 ,即 一介雇用回締錯一項在法院地回力迸行服夯或工作的雇用合同°

一接通述的案文似乎使不得援引豁免的原則道用子錧 1放 中的雇用回,而在算 2款 (a)至 (e)項

中則提出了送一原91l的 五种另外情況°達些例外竹況都是非常共辰性的,雇用回不能援引豁免的原

則因而就不象乍一看來那群ㄏ泛.于是就提出送洋的同捶 :是 否送种戶泛性的涉及面是如此之犬以

致央隊上否定了不得援引豁免的原則适用于雇用日,而 他次力達种原則是普遍道用的.因 此,他在

初步報告中提出兩介能起到豬小例外估兄范田作用的建快 ,即瑚去第 1放 中提到的社含保險規定 ,

并刪去第 2款 <日 )和 <b)項 .

】5.送 些建快的第一項是根据某些委貝夫子并非所有法院地回都共行社合保隆規定的跳蕉提

出的.王子好二項建快,鬥 睡在于第 2放 (a)瓨 起到排除外交或使市田的行政或技木工作人貝道

用弟 1款 。他不能肯定是否第 4奈第 1敢 的規定也保怔回家雇用的行政或技木工作人貝的豁免,因

此他將感共趣地听取委員們肘他在弗三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2數 <日 )項各逸來文的志凡。第 2款

(b)項 的主要鬥趣是征聘一洞。如果本國芳工法載有在征聘中共行非歧視性做法的征聘規定,則

法院地口可能以板大的共趣方林違反本回法院拭行的規定.委 長合和第六委貝合均建洪可將
“
征

聘
”

一洞改力
“
任命

”
.

16.夫子第 13茶 ,如特別報告貝在共妦三次報告中有失孩茶坪注 (2〉 段所淡到的,他在其初

步根告和第二次報告中提出了三項建快 .考慮到上一次舍快村送些建快的甘淹情況 ,他 .工m在希望恢

褒一凌通逛的案文,并想了解非商立性優叔行力的概念本身是否力委貝合所接受.在 完成二樣前 ,

委貝金必須仔幼考慮是否愿志保留弗 13茶及其所体班的概念.委 真●l玵達介鬥趣友表的意凡將舍

受到玫迎 .

17.考 慮本委貝金所皮表的意兄和某些政府提出的
-9面

意兄 ,他建快委長舍考慮是否刪除主要

代表普通法回家慣例的第 14茶 第 】數 <c)、 (d)和 (e)項 ,在 上次合以上就達今泀題友言的犬多

數委貝都發成刪除 .

lB.針 村一日政府在+面 坪淹中提出的要求,他建以在第 lS茶 G)攻 中加插
“
植物栽培者板

利
”
送一措洞°他逐建快增添

“
屯適戶品杈利

”
一悟 .

19.村弗16和 17茶沒有提出什么其辰性1.9趣 ,他建快除肘某些次要文字修改外保留一次通避

的來文.一 日政府提出的夫子仿照1992年 (政州回家豁免公的〕館Zg荼 “)項來修改第 16荼 的

建洪,將提交超車安鼠套。

2U.他 在第二次報告 (A/CN.4/422和 Add.1,館 銋 -31段 )中 村第 1S茶作了祥幼洗明,

現在仗建以刑除第1和 第 4敖 中加括咢的叫├政府性
”
一詞,汰力送一措洞含〤不清,不符合一些

海洋公的和与海洋法有失的奈的的慍例.他在其第三次報告 (A/CN.〃431,腳注η 至2S)中 引

途了有失茶的桃定.至于建快采用分南回家財戶的棍念,必須避免重褒,特別是第h茶 草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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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茶之同的重集.如 果有失船舶屈子回家企╨,無服仄垓茶道用于自然人或法人的同祥規91l和 女

任°

21.他 玫迎委員侗玵第 19茶 的三介鬥題皮表意兄.第 一介鬥題涉及起始段
“
商╨合同

”
或

“
商止交易

”
<兄上文第 6段 )与 “

民事或商ㄓ伺趣
”
之同的逸掙 1.9題 .他主張第二种措泀,因 力圾

有什么理由要把法院地回法院的盟怪管括杈局限子商╨交易,仲 我的范田主要取央于仲裁怭定的

規定 ,央 隊上有不少仲裁案件戶生于民

一

或商╨1.9題 .牛二介 1.9題 涉及一日政府提快在 <.)瓨 中

增添有夫村仲裁裁決的
“
承快和執行

”
的拆公.他本人建快仗增添一今新項‘

“
ω)裁 決的承忕

”
,

因力包括執行在內的限制措施鬥趣將在荼致草案弗四部分涉及°第三介向趣是起始段的最后部分 ,

是采用
“
男一口原位管拮的法院⋯⋯”

一活逐是
“
伸我在其領土丙或按照其法律迸行或將要迸行的

另一日法院
”
達一措泀°委貝合釆期了三介方來中的第一介,但第二介方案也可能有某些优魚,玵

此泀題遜泣作迸一步討捨 .

22.第 2° 茶在一凄期同作力一殺性保留荼放出現。他同意委員合許多委長的志凡,刪 除孩茶.

23.至 于茶敬草案的館四部分,夫 于財戶免子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他 在有失第 21至 23荼 的

坪梵中提到 ,由 于強制措施的豁免和管搐豁免的鬥題的狌立皮展,在 強制措施的豁免的(.● 題上,甚

至在傾向于有限制豁免叔限的工ㄓ化回家中仍然存在若分歧.有 一种志兄汰力 ,送 行強制措施的叔

力是執行管特叔叔力的佑果 ,而另一种相反的意冗則放力 ,回 隊法禁止強制執行在法院地目的外回

的財戶,即 使法院地國法院肘爭端的裁決有管格板.瑞 士、荷〨和德意志瑛邦共和目的法院持前一

种看法,但 最近在工╨化回家中出現一种趌勢,限制夫子財戶的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速种趙勢的

例子就是最近獄合王回、南非、新加坡、巴基斯坦和沒大利皿的國內法。根格達种制度,作 出規定

作力執行些吋用于或意田用于商╨目的的回家財戶的裁決和仲裁我次的依括。美利里合森回最近

的立法,除确定豁免執行的一殺規定外,逐作出了若干例外情況的規定,即在美日用于商╨活劫的

財戶不得享受速失豁免。

羾.在之种情況下,他玵方 21至 2B茶提出兩介各起來犬,第 一介各遊案文是一琪吋通迂的案

文,第 二今是根指那些來文加以改寫的.看 來執行常懷地限制性的強制措施而不是完全禁止的做

法,可 能更有希望放得普遍安成。

2S.夫 子其一介各起來文,年 21茶 的起始段和年 22荼第 1款方括咢內的措詞
‘
或垓回在其中

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
”
加以別除.弗 Zl茶 (a)項 “

而且与拆忪要求的柝的有失.或者与被拆

的机构或部ㄇ有美
〞
亦加以刪除。館三,他建快刪去第 21茶 (a)項和弗 23茶 第 1數起始段中方

括咢內的
“
非政府性

”
一月 .此 外,在 第 2B奈 館 1款 (c)項 末尾加上

‘
并且用于熧市目的

”
的措

洞,持是有益的.

2S.第 21至 2S荼 的第二各遊棄文考慮到夫子一接通避的第 21和 22茶位垓合并力一茶的建

快.重 新改雩的第 21奈寫 1款規定法院所在回不得村其領土上的一介外目的財戶執行強制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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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但在弟 (a)至 (° )項 作了某些例外竹玩的規定,達些例外情況犬致上与已通逮的第釳 茶

第 1數和第 ” 茶案文所列的那些例外竹兄相同.

27.但他肘一樣通逮的那些例外竹玩的菜文提出三赴技大的修改.第 一,重新改寫的第 21奈

第 1放 (a)<1)項提到仲裁怭定.第 二,力 了与新第 8紊 幣 1數 <.)項 的共似改功的同祥原因 ,

肘第 1放 (a)(3)項 中的措田作了改助。瑋三,在 第 1敏 <c)項 的升共增加了
“
垓財戶在法院所

在回領土上
”

的措詞.在 同一介第 1放 <c)頸 ,他建快
“
垓回

’
一切改力

“
垓外回

”
°

田.第 22茶基本上是采用一快通道的第 23茶案文°第二各進來文的第 2S奈是一項新挑定 .第

1l荼草案之二規定一介回菅企╨位服人道用于自然人或法人同祥的規則和女任.送就是悅 ,回 菅

企╨必須服汏在強制措施方面适用于自然人或法人的同洋規則和螢任°因此,根据以上的運毋推

淹 ,回 家在法院所在目的法院不能村回家委托回菅企此盟管的送种回家財戶援引強制措施的豁免°

鈴.草 案第五部分別有染項規定,第 一茶即委見舍委員侗普遍接受的第鈕 茶°若干委員建洪

刪除第 3款 中
“
在必要吋

”
几今字°盤于些局送送拆忪文中吋將遇到的其酥 .9厜 ,在垓缺的末尾增

加他提以作力常破根据的新瑋文而且千方括母內的
“
或至少軟合口正式悟文之一的澤本

”
的措詞可

能是有益爽的。

3°.夫子第 25茶 ,他逐建洪在垓茶第】數末尾增加
“
如根括本荼敢法院具有管格板

”
的措坷。

至于館 2款 中的
‘
在必要時

”
的措詞,可 以采取象第放 茶第 3數所采用的同拌解決亦法.

31.冬 管某些政府肘一凌通避的第 ZG荼 案文表示疑回,他 建快目前保留原來的措洞 .

32.夫子第 29茶 ,他 已在初步根告中建洪在第 2款丹共的
“
回家

”之后加插
“
在另一國法院

中作力拆松的被告些卒方
”
的措詞 ,速項建以得到了委長合和第六委見舍的支持°但他玫迎委員奈

委貝●●提出更多志兄。

33.最 后,至 于是否泣保留算 ZB荼 ,在就前面的茶款送成普遍怭快后需就垓 1.● 趣送行洋幼常

快。因此,他 又愿意至少哲時保留垓茶數目前的措洞 .

敬.主 席作力委長合的一名委炅友言悅 ,他在上屇合洪上已就特別根告長的初步報告和第二次

報告送行了逐茶坪淹.他 的立塌仍沒有失辰上的改焚,他 想仗就第三次報告 (A/CN.4/431)中

所楚快的車來的第三、四和五部分的篷遊修訂的荼數淡淡他的基本看法°

35.特別報告貝村莊三部分的林題提出了一項折衷方未,即
“
不透用拾免的回家活劫≒ 他本

人想提出男一介折衷方案,即
“
夫子回京同志不援引豁免的回家活功‵ 力了使豁免的例外竹兄城

少到及低限度 ,泣 刷除弟 l2荼 (雇用合同),第 13茶 (人身仿害和財戶敬失),第 16紊 (納 稅

一夯)和 弊 2U荼 (回 有化竹兄)°

36.至 于第 14茶 ,他 同意特別報告長的建快刪除第 1款 (c)至 (e)項 ,但放力第 1款 (b)

項也位刪去°肘特別根告貝夫子在第 15茶 (a)項 中加插
“
包括植物栽培者杈利和屯肺戶品戶叔

”

的建快沒有提出鬥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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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草 案館四部分中夫子強制措施的豁免,新姑 21紊位垓汗楚明确并位〺遠种豁免原則不戶

生任何疑鬥。他在前一屇合快土已提出一項果文,但他愿迸一步研究特別根告見村垓茶款的建破 .

然而,他要強琱在 (a)項 中保留
“
而且与坼必要求的林的有失,或者与複拆的机构或部ㄇ有夫

”
送

些措洞的重要意〤 ,將速些措詞刪除可能造成回家同夫系的不愉快竹兄 ,特別是在執行缺席判決的

時候°

38.且 然他肘在所走破的新紫 22來年 1數 “)項 中加插
“
并且用于燢市目的

”
元异破 ,但他

主救刪除館 2款 <一快通迂的館 2S奈 館 2欺 )的原來立切仍未改交.

39.最后,一快通迂的館 27奈名 2敏案文是合進的,垃 保留不交.回 隊札社意味著元須提供

袒保不位只限于被告些

一

日°

4U.托 移沙特先生感甜特別根告長提供的何明扼要的第三次報告 (A/CN.4/43】 ),悅報告中

的建快草案在一樣通述的案文的基拙上有了相些大的改迸°

41.他在寺19坪捨弗 22至 田 茶肘悅 ,他安成持所建破的第 21和 22茶 合并成新第 21奈 ,特

別是第 1款 的幵始茶款是已適迂的年a紊 的何化來文.特別報告貝正确地注意到外國財戶是位加

以保抻的唯一日林.使第三些事方享有完全免子強制措施的管撐仗是由于外回在有失財戶中有利

益,是 不合理的。然而,可 以增加一項規定,一今外回玵第三普#方抈有的財戶所享有的任何叔利 .

不得受肘垓第三些卒方執行強制措施的彩呴°

42.他特別螢成所建快的新弟 21茶第 1欺 (c)項 .要 求与拆松要求的你的有失是一介在最普

通大型的案件—— 位杈案件中都元法送到的案件 .在 遠方面他不同志史先生的意兄.例 如,如 果一

家無行要求僕透它珨外國的貸款 ,財戶怎么舍与沂忪要求的林的
“
有夫

”
呢?些 然,可 以試田道索

有夫財戶,但 是財戶可以說是具有一种抽象的价值,并不思是易于确定它花在什么方面°因此,送

祥一种要求基本上是不公平的,因 力它阻得追催債夯人元法借逐給債秋人的貸款 .

43.他肘所建快的新第 23各 的必要性持有某些怀疑。他汏力力商ㄓ目的建立的囝菅企╨不涉

及回家的一般定〤.它 真是回家的一今机构 ,但元板根括回家的政府叔力而行功,它 不屈子回家的

曫格豁免昔庭范田。因此,新 年 23奈 位子刪除。

位.大于第∥ 茶,如果依照規定坼松文中的送送只有在拆公文中附有澤成有失外因正式悟文

的費本才年有效,那 么就需要迸行仔幼研究.例 如.淡想一家法回公司根招法國民法与一家在老越

人民民主共和回或柬埔寨的回苦机构鍗緒一項合同,雅道能要求必須提供摔成老撻或東埔寨悟文

的悸本喝?如果合同的准指法已明确篷豊

一

日及方同志,堆指法的活文就位放力是足侈了.玉 然他

玫迎特別報告貝提出的建快即可以至少采用秩合回正式活文之一的澤本,但他放力在垓法系和所

采用的正式悟文之同位垓有一种合理的耿系.例 如,如 西歐采用中文就不大合理°他放力可以找到

一种兼碩的解決亦法,根据其他回隊公的造成的銲次亦法可以在遠方面提供一介有益的范例 .

45.他 肘第 2S茶有很犬意兄,扶力特別報告貝肘第 1缺 的修改建洪近近不移°在汻多情況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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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回是缺席判央的受害者 ,因 力它●●沒有出庭 ,把 它們的希望奇托子主叔豁免的規定°但送种規定

沒有使它們免于速种判決,因 力根謂有失回家的程序法,一介被告些

一

日必須出庭并明确清求兒子

管擋°在遠方面,他想提區委貝侗回肊美利里合森回和中回之lHm有 夫中回帝國政府于 19H年 友行

的債券的爭端°
’

送祥一种程序性要求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主根豁免不梵是作力一种刁提法的

規則逛是根据本荼敏來道用,都 是村一介回宗的竹播根力的一种客現限制.一介回家不能被迫出

庭 ,如 果它放一升始就了解拆松要求形咱行使政府叔力.普 然,之肘′介希望堆伊其利益的回家在

外國承受的法律安用是板力昂女的,肘于小日悅來甚至造成慘重敬失.因 此,位 在一介車獵的款中

列入一項明确的規定,使 法官久有叉不容諱的黃任依取叔琱生根括本各致的豁免同題 .

46.第 笳 茶的寒文并不完全令人滿意,因 力它提供兩种可能的解帑.根括第一种解釋,垓茶

排除村′回友出命令或指令的可能性,但茶件是不連守須何數 .送是否意味若一項命令或指令本身

就是禁止的?如 果是速祥,他并不汏力討司法板力的送种尸格限制是可取的.根謂第二种解帑,仗

禁止肘一介國家施行搦敖.不 淹屈何种解捀都有改迸的奈地,91現有案文不泣不銍修改地予以通

避 .

47.他 同志特別報告貝肘第 η 荼的修改建快和第 28茶哲吋保留原梓的建快 .

48.最 后,他希望委貝舍在其現任委貝的取叔范日期同完成茶款車案的二凄.力 此,委 貝舍垃

牢混送到達介 目杯所余下的時同是不多的°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
’ 〈致×A/cN.4/419和 Add.1,Ⅲ

A/CN.4/429和 Add.l-4,1l A/CN.4/43U和

Add.1,l A/CN.4/L.443,B市 )

J恭
克遜拆中準人民共和回來,美 回弟 li巡 回匡上拆法院 1986年 7月 25日 判共 (Feder.l

Reporter, 2dSeries,voI. 794 (1986), p. 149U)°

’
委貝金 1954年 第六屆金以上通述的治罪法瑋棄 <《 19S● 年⋯⋯年壆》,弊 二卷 ,第 151-152

万,文件 A/2Sg3,弗 54段 ),持 我于agB5年⋯⋯年盤》.第 二卷 ,館 二部分 ,第 8英 ,第 18段 °

抑
特栽于ㄍ1989年 ⋯⋯年盤》,幣 二卷(第

一

部分)°

ll特
我子aggU年⋯⋯年盤》,館 二卷(第

一部分)°

v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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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程項目S9

特別報告真的箱八次報告<致 )

第 lS、 16、 17、X和 Y奈小 和

夫子田昹別卒法院規的的規定 (臻 )

●9.錫 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 回答井淹期日提出的1.9捶 吋,感甜委貝舍委真們肘速兮跟瑋

的音題所作的宜女貢獄.其 所以來雅是由于速介1.9題 赴手法律和政治的交叉魚,而且由子回所法附

逐步皮展必然舍涉及好凡种思潮的接蝕°

5U.他希望在升始肘指出口哧別法現在完全威力回隊法的一种法律 ,送是一介委貝舍必須承汏

的事共°在法國的法律中,回 隊別法在大半是作力一ㄇ車狙的半科來悱援并瑛系回吥罪行的學刁,

它至少必須与涉及利

一

事件的糾紛管格的刑

一

日狋法匡別丹來°自仄組●●堡常判以來 ,已交得 日益

明昱的是越來越多的罪行,包 括种族隔南、和族又地和便略已不是口內法的罪行而是回隊法的罪

行°因此他放力作力特別報告真很堆根据任何一介半派的思想來把甘淹中的各种友言”幼在一起 .

S1.他爪未沒有想玵
“
犯罪者

”
一詞下定〤,因 力委員合早已送桿做了.不 啥如何 ,達是一介

可以在起革委員合中大理的向趣°若干刑法典,包括法國、鎴固和芬〨的刑法典沒有拾
‘
犯罪者

”

一坷下定〤的

一

共,并 未妨得這些回京的法院正常地反行取能.他汏力虛由判例法來解央達介洞的

含〤。如他在其第人次報告 (A/CN.4/43U和 Add.1)中 所解希的,達介洞的原來意叉是一介人

直接和其哧地犯了罪°冬管有人拭田伊大送介泀的概念,例 如包括同接犯罪者,達种人不是戶格意

火上的犯罪者而是同謀°

S2.确 定行力和犯罪者以及所包括的各种失型的犯罪者之同的瑛系,也位由判例法未解決.例

如,便 咯泉所有危害人美和平仄安全的罪行一祥,是那些華叔的人所犯的罪行,因 此,其 罪犯只是

屈子那种被授予指揮叔力并使用達种叔力犯下達祥一种罪行的人.這就提供了一神可能的敢系.也

可以之祥悅 ,無 有云任的人是使用達种授予他行使叔限的叔力—— 或政府手段—— 以便犯下其罪

行的介人。然而,委 長合所夫心的

一

是規定作力找行者行功的自然人的別

一

云任,一 而不是國家的

刑

一

女任°些然,找 令罪行可能由執行者所犯下,例 如,由 一名使用達禁城爭方法而犯下危害人美

和平及安全罪行的城場上的士兵、或由一名唐侍我俘的軍官.但 村子每一种罪行 ,仍 然必須全明那

些根括他 (1● 的任多或活功可能犯下垓罪行的人,那 么,送基本上就是一介判例法的l,● 趣°起草委長

套可以絰常迸一步忖茫達介鬥趣,但他但心委真合因而可能陷入元意〤的研究。

53.王 子共犯罪、同碟罪和未遂罪,討淹中出現一和普遍的坪站,即 送些罪行泣在治罪法草案

l:案
文兀鋅 215U次 合快 ,第 二4段 ,和 第 2157次 金快 ,鋅 23-笳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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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茶敘中而不是具体茶欺中加以解決.某 些回家的別法典在一般奈敕中涉及共謀、共犯和未遊

罪行的田題 ,但并多其他回家的刑法典并不是送洋.就 法國刑法典來悅 ,是在具体奈款中涉及共犯

罪行,在 一般奈款中涉及未遂罪行.所 以,他汏力遠是一介方法同趣,委 貝合可以采取任何一种做

法.他玵起草委貝合以它放力合道的方法來爽理速介同趣沒有什么意兄 .

54.有 人要求他根括每今案件的具体什兄來大理每一种罪行,确 定共謀、共犯和未遂概念是否

道用于所有危害人犬和平及安全的罪行.送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芬,冬 管抱有善良的愿望,他汏

力也很瑋執行.委 炅舍必須信任法官,他●●根括判例法我央是否道用一种特定概念.如 已正确指出

的那祥 ,法 院半克是反映所有法系,而 法官既具有理性知味又具有感性知法 :因 此他們位說得委貝

金的信任°他放力,委 貝舍位似汀′殺奈欺,而社法院去解決如市 1.● 題°采取具体 l,● 題具体赴理的

做法是板不明稽的,特別是涉及到達种大規模性辰的罪行°共隊上人們要同他的很可能并不是哪种

概念位适用 ,而 是什么是例外情況。

一

共上是沒有例外情況的,所有罪行都是介人組成的集困犯下

的.

5S.他 并非思是能非常仔如地力上述罪行下定〤 ,因 力曰隊法是一种建立在堵如刁研法來源上

的科半,人們不可能銓帝是明确的.然而,就 交垥他的工作任芬來悅他已冬了力〧°例如,夫子共

犯同趣,他把共犯的共隊行力和思想行力的概念”并在一起,本管豋考慮后他本位采用
“
抽象

”
一

洞而不采用
“
思想

’
一田°因此,向 主犯提供林助或援助是一种可辨忕的其呠行力,而指焦、教唆、

允惜、威腓或煽功是抽象行力,無 然在某些情兄下是可查明的.些 然共犯是一种十分褒染的概念 ,

而且是精通法律的律師錖常甘梵的(.9題
。然而委貝金必須作出努力冬可能明确地提出鬥趣°他去力

概念可以同釋克分地体現在一殺茶敘或具体奈歉中或者兩者之中,正 如某些回家的刑法典的情況 ,

例如某些刑法典逐規定村同謀的恕研位与肘主犯的無用一祥尸重.玵達种概念的甘梵將合是永元

止冬的,因 此他的目的仗是拭田作出澄清 .

笳.共碟与共犯不同,因 力就共謀來悅,在 直接与同接犯罪者、犯罪者与合伙犯罪者、犯罪者

和同樣之同沒有區別 ,所有參与者均參与商定的卄划并共同央定犯罪行力 .冬 管姐俺堡法庭作出裁

決不肘所有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的罪行進用共碟的罪名 ,但 1g弘 年治罪法草案將送介概念才大到

所有它所包括的犯罪行力,自 那時以來送种赹勢在夫子种族又地、种族隔南、痳碎菊品和奴東制公

的中已交得更加明五.因 此,共碟的祝念可以悅已在回吥法中得到了承扶,并 与也包括在上迷公的

中的共犯概念一起在治罪法中占有一介位

一

.

57.未送的祝念可以用凡和方式來爽理 .大 多效別法典拭田找到′种志田因素以便匡分位受恕

赴的和不受恁楚的未送行力 ,并 扯法院將送种一殺原則道用于具体案件 .在考慮了委貝舍委貝提出

的芯凡后,他在速介基柮上車似了一今茶放草案°

SB.販毒活功是一种典型的國內犯罪行力,但 由于英范目的不新拼大,已 日益威力一种回怀罪

行.迪正斯 .岡 #雷 斯先生 (方 2lSS次含快)研 究普通希望制止一种已銍破成普遍危險的犯罪行

—— 】38 
——



力的 .● 題,是 非常有益的°委長合在其夫子治罪法草案的早期工作中曾斌田規定位垓包括哪些罪

行。委貝舍的十多委貝和其他寺家一直反玵包括妖毒活功.但是,現在情現有很大的交化 ,販毒活

功几乎被普遍看成是一种屈回隊法范目的罪行.他本人也同祥改焚了白己原來的看法,1989年同

意起草夫于因隊敗毒活功的茶款草案。

S9.販 毒活功既是一神危害和平又是一种危害人美的罪行 .首先是由于敗毒活初引起許多回酥

坤突,損 害戶地回与目的地因之同的夫系,其次是由子它村人的健康形成威勝 .但 是委貝合決定呆

取的亦法是把治罪法草案中的罪行分力危害和平罪、找爭罪和危害人失罪,因 此很堆确定把販毒活

功罪放在什么位且°犯毒活助所表現的兩种罪行的匡別是很明确的,力 构成危害和平罪,速种罪行

必須是危害回酥公共秩序因而也必須是跨回性辰的,与 此相肘,危害人美罪不屈跨回性廣但屈大規

模性辰,即 使它只限于一今日京。因此,他 宇愿保留兩介革歡的茶款;但起草委長合將元疑合表迷

它夫于送今1.n題 的意兄 .

∞ 回隊刑事法院的鬥趣是一介新的岡趣 ,許 多人和各种机构包括委貝合本身似打了許多建快

草案,但令人道憾的是 ,迄今看來必須等待到一种犯罪行力完全影喃到回眛公共秩序,例 如敗毒活

功的情況,才 食呼吁建立回所別︴法院.

S1.他在其報告第三部分中所提出的茶款車屎与大舍第伍/39母 央快沒有什么直接球系,因 力

寺題已銍列入他的工作卄划°但是由于馬必須定在馬準前面,他 已优先考慮治罪法草案:淡立一介

元罪行可守判的法院是沒有必要的°思管如此,使大全能同意力淡立國隊別卒法院1.9趣 迸行工作 ,

是令人鼓舞的卒°由子他放伿到委貝合中的意兄分歧,故采取
“
凋查表—— 報告

”
亦法而不是提出

呆板的茶款的亦法.

倪.在 法院的叔限同題上 ,他是以介人的別︴女任力基甜,某 些委員板力重視的回家或一般法

律其你的別

一

云任,可 以在欲后險段迸行甘梵.看 來委員舍中瓩破了三种亦法°好一种是最大可能

的赤法,只 荻得板少數人的支持°根括遠种亦法所有回酥罪行均包括在法院根限內.如 果速种之洪

被否定,就 合提出送祥的1.● 趣即究竟什么法院有杈常理其他的田萍罪行.好 二种是裝力有限的亦

法,衁得了大多數人的支持.送种亦法是將叔限限于列入治罪法的罪行 .第 三种是非常有限的亦法,

即社每介回家自已決定哪些罪行位上拆法院°他介人安成第二种亦法,而村子委員金來悅,它 已篷

車似了治罪法,因 此大概不合爭辯說法院元叔常理列入治罪法中的罪行 .

“.接著他淡到管培的責任”屏鬥趣.本努幼先生 <蚌 21弘 次合以)曾 批評他沒有提及回呠

刑+申 判机构委員合車似的銓迂侈打的規的草案的規定°但原因是 37年來特兄友生了很大交化 ,

19S3年 尚沒有治罪法車來°∥ 由于治罪法的提出建立回跡別═法院的必要性班在看來是非常帝要

的°允中各國有杈決定是否授予法院管格叔特是不合迓輯的.達 祥一种安排也合引起很大林放‘例

田
兄第 215° 次含以 ,腳 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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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 果在好几今國家犯了一种罪行,那 么就必須有一系列管格責任”扁°

“.他沐力法院不位具有受理上坼的管培叔,也 不庄与其他管培板并存.一 口可以白己逸定中

理一今案件或將此案件提起拆松 ,但 要确定管培等數則是錯長的°法官最好由最可能ㄏ泛的排妘大

套來任命而不要由法院規夠些

一

各回來任命 .同 釋 ,他愿也取青╨校泰官而不是由各回帕吋任命的

植泰官°

6S.由 子兩种主要司法系統之同的差別,常 判前的惆全是更力困堆的.他 守愿迸行中判前的琱

查只是由子速是在 lgss年規的草案中确定的做法,冬管存在困堆.他 了解委天套中某些委貝的反

肘意兄,達介同厘旡疑將在所建洪的工作小組中避行討梵°            ﹀一、

66.夫子向法院提交案件 ,他 回頑悅 ,在介紹他的報告吋他 已撤回提交供常快的鬥題清單項目

l(b)(有 元必要征得其他回家同意)(A/CN.4/● 3U和 Add.1,弗 9g段 ).

67.夫 子一手不再理的原則,他 同意大多教委貝的意凡,即 國家管括泣服瓜法院的判決。某些

委見放力同祥的原則并不道用于相反的情況,因 力一介回家能簃申理一今它看來有好感的人并楚

以桎別,完 全是力了使他免受回阡法院的申判.因 此肘送項規則也︴需要一些例外情況°

“.在 怒弱的鬥趣上 ,很堆知道元法律即不杓成犯罪的規91l是 否位完全通用 .進項規91l帶 來了

許多田碓,特 別是夫于組佮堡法庭的判決°洋多青象令辯悅送些判決沒有違反之項規則,而 其他人

則不同志,達說明將一介概念爪一介司法系筑籍到另一介司法系筑的硬巨性°而且 ,如 巴水甜戈夫

先生指出 (第 2157次合以),各 种司法系統中概定了如此之多的各种各祥恁到,而 共隊困雅也就不

可避免地友生了.委 見合在制訂別弱耐必須慎重.他 的報告并沒有甘梵位在什么地方執行別判的同

趣°卒共上 ,他并不能肯定是在犯下罪行的回家遜是在友班罪犯的國家,或 是否位建立某种治外法

杈的制度。如委員舍解決了整介別例的岡起,就 可以悅在它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避展.

ω.他村委見合中他的同

一

們提出的批坪和建洪表示感甜.很重要的一蕉是在炎理遠今 .9題 時

不要越于自信 ,因 力迸展只是很裝慢的°他在上次合洪土提交玲委員金的一套篷遊修訂的秦款草案

ㄑ幣 Z3-笳 段)現在位孩提交起瑋委貝合,他 自然合与起革委貝合迸行克分合作°

9U.主席感甜特別叔告真村速介寺趣所作的清楚明晰的辨站思錯.由 于討淹 已告錯束,他 了解

到委只●1● 普通扒力位垓淡立

一
介工作組,其取杈范田是車似一項委員合力咱位大套在 19Se年 12

月 4日 第 “/S9母 決快第 1段 中提出的要求的草案.垓草案臸委長舍通扯后即成力委真合提交大

舍的根告的一部分 .

71.他 得知工作疑將由委貝舍下列委長組成 ;巴 哈幼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鈉先生、迪皿

斯 .因 #看 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多馬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和

一

庫納斯先生.逛有人建快而且主席田也同志工作姐位垓些然包括特別報告真和委員

合報告長.如 元异快,他就汏力委長合同志淡立由他提到的委貝鋸成的工作姐。

就送祥快定 .

14U 
——



佗 科多馬先生建洪冬管剛才作出了其定,工作＿li泣 垓是不限成長名板的°

就遠祥以定 .

下午 1吋 1U分散舍°

年 2lm 次舍快

199。 年 5月 17日 星期四上午 】
。
吋零 5分

主席:史 久儲先生

出席 :巴 哈鈉先生、哈索肉先生、阿〨焦一年伊斯先生、巴小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

納先生、卡菜′ .′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刃 菸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管

留埃卡先生、雅科籬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烏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唐加先生、小水曾先

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各庫幼斯先生、塞普本堆送 .古欲雷斯先生、索拉里 .

田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和托務沙特先生.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1 (玟 )

(A/CN.4/419和 Add.1,2 A/CN.4/429和

Add.1-4,∫  A/CN.4/43U和 Add.】 ,｛

A/CN.4/L.443,B市 )

〔快程項 目 5〕

特別根告長的算八次根告 (臻 完 )

:委
貝含 1954年 第六居舍快上適迂的治罪法草案ㄍ1954年 ⋯⋯年盤》,君 二卷 ,方 151一 lS2

頁,文 件 A/2693,簿 S● 段),特 栽于<1985年 ⋯⋯年盤｝,第 二卷ㄑ第二部分),箱 8瓦 ,第 18

段 .

B特
哉于ㄍ1蜷9年⋯⋯年獰》,第 二卷<弟 一部分 >°

3特
載子ㄍ199U年⋯⋯年盤》,算 二卷(好

一部分).

‘
同上°

- 141 ——



第 1S、 16、 19、X和 Y奈‘ 生

夫于回跡別卒法院規的的規定(基 完)

1.錫 皿姆先生<特別報告貝)悅 ,床碎菊品的大規模回妳販迋 ,既 可以被看作是危害和平罪,也

可以被看作是危害人美罪.他伏力 ,封 肘送兩介方面似出兩項茶歉不但不合打說孩治罪法草案的錯

构 ,而且更力可取°因此,他提出下列銓避修訂的X和 Y紊車未來文 :

X荼  痳碎品的非法煐逐 :危 害和平罪

任何令人大規模鏟豕的跨回界大批販逐席碎菊品的行力而不梵送些令人是否合伙或私人豬伙

或以政府官貝身分執行公夯91行 卒,包 括居同安排、災迋、回酥迋愉、迸
口或出口任何床醉菊品或任

何精神琱理物辰等,均 构成危害和平罪。

Y茶  庥醉品的非法販迋 :危 害人美罪

任何令人大規模姐欽的在一日境內或跨回界大批販迂床碎茹品的行力而不淹遠些介人是否合

伙或私人緒伙或以政府官貝身份執行公夯吋行

一

,包 括居同安排、友迋、回防逐輸、迷
口或出口任何

痳醉菊品或任何精神琱理物流等,均 构成危害人爽罪.

2.主席悅 ,如 果大家沒有异快 ,他就忕力委員合同意將特別根告長在第 21S9次 舍以上提交的

咎逮修訂的第 lS<共犯 )、 16(同 樣)和 17(未送)茶 (第 2S-25段 )、 連同夫子席碎品非法販适的篷避

修汀的 x和 y荼 草案(上 文第 1款 )一 并提交起草委長合 .

就遠祥快定°
‘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撲 )

(A/CN.4/415,’  A/CN.4/422和 Add.1,‘

A/CN.4/431,. A/CN.4/L.443,E市 )

〔快程項目
。

特別報告長的第三次報告(綠 )

二決申洪茶款草案
扣 <笨 )

‘
案文凡弗 215。 次金快,年 14段 ,和 簿 21Ⅳ 次合快 ,算 2B一 笳 段°

.夫
子村起革委真含提快的x奈車來的申快 ,凡 蚌 21研 次套快,弗 3。 段起各段°

’
持戢于(1明 8年⋯⋯年盤》,第 二卷(第 一部分).

.特
栽于ㄍ1989年 ⋯⋯年盤》,好 二卷<第 一部分).

’
特栽于ㄍ1”U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m案
文凡弗 2】 58次 舍快 ,館 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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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他 要肘特別根告真在其拜三次報告<A/CN.4/431)中 提出的有夫

幣 12至 28茶 的建快友表坪梵 .

4.館 12茶 (雇用合同)位 子保留,遠祥可以力受序子外回和外日官方非外交机杓或赤

一

赴的些

地產貝提供更力有效的保伊.特別報告貝提洪的素文弗 1歉 中方括吾內的詞活
‘
垓另一國其行的社

舍保險規定
”
可以刷去°玉然在社舍保險系筑注冊的工作人貝旡疑合得到保妒 ,但雇用回不淹是出

手有意近是元悲沒有力其些地雇長在垓系統注冊 ,若 是允并其以此力由而援引豁免 ,看 來并不要

些°

5.朕合王回已在其中面坪淹中恰曾地指出第 2數 仙)項 似乎是多奈的,因 力第外 茶已銓規定

了免于勝追措施的豁免 :遠 祥,瓏不能強迫垓回征聘工作人貝或延故工作人長的雇用期 ,或者粹解

雇者隻取°然而 ,第 2致 (日 )項 仍然是必不可少的.采用法回行政法制度的某些回家放力 ,公 夯貝方

面的爭端是介由象參政院那祥的特別行政法院爽理的1.9趣 ,送种法院有其自己的判例法.要 求速失

回家的政府在法院地回的法院出庭是有田雅的,何況送些村雇用合同有管培叔的法庭往往都是些

普通的法院°第 2款 (a)項 所保伊的店貝不一定都是外交使田或領中使田的成長:因 此 ,特 別報告貝

所建班的垓項的第二各遊案文是不可接受的°

6.第 13茶 (人身份害和財戶損害)旨 在保伊人身和財戶不受可 19因 子一今回家的任何作力或

不作力的危害。初一看 ,達 是遠一日泉的回吥女任鬥趣 ,不 逮垓奈的位用范田限子女任的确定 ,与 其

悅是依括因吥法的規則 ,不 如悅是依括,..法 院地因法庭的國內法的規則.達是連循侵叔行力地法規

911.另 一今同趣是 :根 括垓茶的規定 ,垓 回所享有的豁免,將 比根裾 lU61年ㄍ堆也納外交夫系公的｝

館 31荼所蛤子它白己的外交人長的豁免范田要狹窄,速 一

一

共引起的同捶更力戶重.一接通迂的

案文規定了敬害地魚和垓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所在地的承重狋准位子保留,因 力垓荼的范田并

不象初看吋那祥窕.要 是象某些人的建狄特垓奈限子交通

一

次是不合令人滿意的,因 力碓以村交通

事故和其他事故加以匹分。速可由以下中央作怔 :在 某些回家 ,行政部 1● 革輛所造成的韻害不是適

迂保肚予以赴理的,而 是以由回家造成的任何其他种頡害相同的方式天理的°

7.至 于算 14香 <財戶的所有叔、占有和使用).早 就有人指出乍一致(c)項
、“)瓨 和 (e)項 与英

美法系回家的共或相夫,不位些出現在一介具有普遮性辰的公的中.拜 1放 <b)項 即使在財戶和法

院地回之同沒有任何朕系的帝況下也可力外回法院的曾格打升大19.力 此理由,第 1放 “)項 或中

拉垓規定垓財戶必希是
‘
位于垓法院地日

”
.

8.年 14紊館 2效 <日 )項 似乎与一接通述的牛 7紊年 3致相矛盾.好 7茶第 3數舥定 ,一 回法院

上的一項坼松 ,如果其用意在子刊牛另一日財戶或使其不能使用所占有或控制的財戶 ,即 位視力村

垓男一日提起的坼公.在 遠一時現下,根据名 7茶 弊 1放 的規定,垓外回在法院地回法院享有豁免 .

然而第 14茶第 2數伍)項 卸規定‘冬管一項拆松是要使外回喪失由其占有或控制的財戶 ,法 院地回

的法院也能姼行使管樁 .就送洋 ,只 是因力沒有直接村垓外回提出拆忪 ,就 使其焚得屯元杈力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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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報告貝提洪的第 7茶第 3款 的新未文似乎是肘送和竹兄提供一种朴敬亦法。

9.第 14奈第 2款 山)項啥及一种反常凡的帝兄 ,但 是它仍然含引起同趣 ,因 力它也能姼在一因

不可能援引法院地國法院方面缺乏管格或者至少不可能力它自已辨伊的情況下早致作出玵垓回不

利的我央。

1U.他 玵第 15至 17茶不作坪淹 ,但 是他表示支持特別報告真肘館 15奈 <a)項 提出的走被 ,即

在垓荼增加有米植物栽培者叔利和屯肺戶品戶叔等字 .

l1.夫 子館 18茶 (回 家捅有或因京學當的仄

一

商╨活功的船舶),委 真們肘第 1和 寫 4款 中出

班的
“
〔非政府性〕商ㄓ

”
的用悟提出辰疑.有 些委真伏力

“
〔非政府性y達凡介字垃予別去,他們看不

出第 18茶 的第 2、 5和 7效 中把一艘船舶——或其熒物或一种活助—— 的性辰确定力
“
政府性非商

╨
’
速一事其金有什么同題.如果在茗一种情況下仗用一介形容洞 <“ 商ㄓ性

”
)就 可以的活 ,那 他就

不明白在第二种情兄下仗用一介形容洞 <‘政府性
”
)力 什么就不可以呢。央阡上 ,“政府性非商╨活

功
”
似乎是侍銳的提法,而且 ,除 其他外,可 以在 1958年ㄍ公海公約》中找到其先例.仄迓輯上來悅 ,

‘
非政府性商╨

”
的用活庄孩是

“
政府性非商╨

”
的用活的村位洞 ,遠 兩介用活不能姼同時使用是毫

元道理的。放法律上來說 ,送 兩介形容坷的使用是有道理的.因 力在所悅的情況下,送丙↑甸分別指

活幼的性辰和回家所追求的目林.大 家理解 ,就 豁免而言,目 林的杯准是首要的.如 果使用了
“
和

”
送

介連接洞 ,1.9趣 或洋就金更清楚了,因 力那就舍強琱送丙介形容坷的累秋性,達洋,在 第 】敘和第 4

款中就可以使用
“
商ㄓ性和非政府性活劫

”
以及

‘
商╨性和非政府性用途

”
的洞活了,而 在第 2、 5和

第 9放 中就可以用
“
政府性和非商╨性

”
的用悟了°如果大家不接受

“
和

”
之介詞 ,那 么第 1和 第4款

中的久非政府性〕”送今同活可以刷去,只 保留
“
商╨性

”
和

“
商╨用途

”
達几介字,而 在第 2、 5和 第 7

款中,臼�商止
”
速几介字可以刪去,只 保留

‘
政府性用途

”
和

“
政府性辰

”
達几介字.

l2.狁 如特別根告貝所建快的,不 位垓列入回家捐有或回家銍管的弋机的管格豁免的同題 ,因

力達舍戶生板力笈染的 .9題 .此 外 ,他 宁愿保留他肘于是否可以增加一項有失回家企╨絰菅的船舶

的茶效的立物 ,因 力他次力 ,分有的回家財戶的概念仍然爽子友展前的斗爭之中°

13.第 19奈 (仲 裁怭定的效力)出 現在方括子內的
“〔民

一

或商ㄓ鬥廷〕”用悟中的
“
民

一

同趣
”
送

凡介字所隱含者的才大伸我范目的意北令人有所保留.尤其ii也 不迂是有可能同志將
“
商╨同翅

”

几介字取代方括母內的久商ㄓ合同r速几今字,如 果必要的活,則 加上
“
附帶

”
或

“
視同

”
等字,以 包

括例如与救助商船相夫而可能戶生的午瑞.此外,正 如特別報告貝在共弗二次報告(A/CN.4/422

和 Add.1,蚌 33段 )所走快的,与 其用
“
原垃管格的

’
達介洞疑未限定法院,逐 不如依欠到前任特別

根告貝原來的措詞 ,即 :“在其領土上或根括垓回法律已迸行或特迸行仲我的另一日家的法院
”
。

14.特 別報告真在其第二次根告(同 上 ,第 35段起各段)中 列入了失于仲裁我次的承扶和執行

鬥趣的一些特別有益的資料。同趣在于拆褚仲我—— 道涉及放卉管格豁免—— 是否也合早致放井

執行的豁免,道意味著法院的盟怪杈將包括授予執行伸我裁央的杈力.特別根告貝放力在第 19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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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好不提及我行仲裁裁決的程序 ,包 括荻得承放外回法院判決的裁定的初步指令的程序°達种看

法是正确的,他在遠方面提供的理由叛令人信服°

15.特 別根告貝因此建快 ,在 交由法院地因法院作出央定的向趣清草中垃垓在第 19茶 中增添

新的(d)項 “
<日 )裁 決的承放

”
達几介字.正 如錧二次報告(同 上 ,第 39段 >所途 ,所渭承汏 ,就是吋

“
伸

我柲定的的束性的正常朴充
”
.送祥 ,王 然豁免進用于扶行程序 ,它 印不能彩呴︴先肘仲裁我央的承

次°

16.特到垓車來方四部分 (天于財戶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他 早已強琱迂送村友展中回家

的重要意又。他注意到特別報告貝在其弗三次報告中楚快將館21和 幣找 森合并 ,提 出射一凌通迂

的案文作若干修改.例 如在新的牛 21奈 中就沒有出現似快方括甹內的“ ,或垓口在其中有法律保

伊的利益的財戶 ,〕
’’
等字祥 .

17.新 的第 21茶 中也沒有提及
“
占有和控制的財戶

”
一悟.冬 管道是一种受砍迎的倚化 ,他不如

道送舍不合留下一介堆以揆朴的空梢 .“利益”
達介概念与

“
財戶

”
的概念不同,速是特別根告貝汰不

疏予強惆的,而 且也是委員全本身在其 1981年 通遊的夫子回家肘國家財戶、格案和債夯的甡承的

最后茶款草案所承汏的°在村孩草案第 8奈 的坪注中,委 員合強調
“
財戶、叔利和利益”

達一用悟是

指
“
具有法律性辰的杈利和利益”°” 達就是一接通避的本草案第鈕 和第挖 荼使用的

“
有法律保

持的利益
”
一活所合的意思°元捨怎洋 ,回 交到原來的措詞而采用又垓回〕在其中有利益的財戶

”
的

提法位些是可能的°

1B.所 建洪的新的第 21奈 第 1放 ㄑc)項 的措何 ,看起來是規定了兩介累加的奉件 :用 于商ㄓ用

途而且与沂必要求的林的有失 .力 了避免達一限制,連接這兩介茶件的
“
而且

”
速今詞或十位垓由

“
或者

”
所取代 ,因 力草一介茶件就是矣。此外,如 第】8荼 中的情況 ,既使用了

“
商╨用途

”
遠今甸 ,又

使用了方括子丙∥├政府性
”
達介洞 ,似 乎是既指垓所迷行功的目林 ,又 指孩行功的性辰.遠祥 ,所 涉

及的同趣就是利用一种
“
政府

”
的行劫未迷到一种

‘
商╨性

”
的目林了。倒遊來悅 ,可 以沒想一和政府

性的行劫可以用于非商ㄓ性的目林.不 避 ,“垓回意田用于商╨用途
’
的說法是可以接受的。

19.新 來文第 1效 <b)瓨 似乎与弊】敬 (c)項 第二介茶件
“
与坼於要求的狋的有失

”
董褒,如 果是

速种竹現 ,就 垃予以刷掉 .

2U.他 犬体上同志弗三次報告中有夫革宋落五部分ㄑ染瓨規定)所提出的建快.但 是所建快的館

29茶 (程 序上的豁免)牛 2款 的修正未文只免除被告回有失但保的要求,送似乎并不很妥些,因 力

其效果持是大大限+Il了 求皮展中回京那洋資源有限的港在原告回提起任何拆忪 ,元站送种拆公多

么正些.達就舍有悖于大金中已垤涌舞的按威在財政上帝助速失回家在回隊法院出庭的赹努。

21.第 2S荼 (不歧視)不 位孩列入車來,因 力它規定了有限制地道用茶款 ,達与本蹁每茶款的原

n《 1981年 ⋯⋯年盟》,第 二卷 (館 二部分),培 葯 更,坪 注 (l°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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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宗旨是背道而地的,何況洋多茶款的弄共一句 (“ 除有失回京同另有掰快外
”
)都 已至允#以 怭定

或村等的方式肘豁免予以限制或延伸°

22.最 后一魚,解 決爭端的泀題位垓是另外的一項任捀決定#的 主趣 ,而 且元淹怎祥都位垓在

今后的外交金快上解決 .

2B.馬 希為先生悅 ,由 于他在上次合快已銓祥如地淡了特別根告真的初步根告和第二次報告 ,

他只封肘鏟委長合和犬套第六委貝舍甘站之后在館三次根告(A/CN.4/“ 1)中 提出的新的想法友

表坪淹 .

鈕.夫于第 lZ茶 (雇用合同),他 注意到特別報告真已銓惆市了他的立場 ,并且重新考慮了他刪

除第 2歉 (a)和 °)項 的建快.此 外,一 決通避的(a)瓨 的文本和新的方二各逸案犬都是可以接受的°

(b)項 的目的是要給雇炅村一度他曾受雇于的回家以自工的板力.然而玵征聘本身 ,是不能在法院

正式提出异快的,因 力村一因作出是否雇用或延旗雇用的決定的自由不得提出辰疑°只有根括雇用

合同玲子雇真的板力朱子琫重的案件才能侈提交法院.因 此 ,位 垓弄清楚的是位垓把征聘理解力意

指孩回同意征聘某一令人。力此理由,特 別根告貝在共有夫第 12荼 的坪淹的解秤似乎不令人信服 .

或并垃垓悅清楚‘征聘的行力必須受到保伊 ,不 得肘之提出任何异快 .

2S.在 第 1S茶 (青 利、商林和摺力戶板或工╨戶叔)的 (日 )項 中,特 別報告貝建玟加上
“
包括植物

栽培者杈利
”
的短悟°他怀疑速一增加是否正些°提出建洪的回家和特別報告貝都沒有提出充足的

怔据來支持速一建洪。遠方面的智力戶杈或者工ㄓ戶板堆道不”于寺利飯域咡?如 果特別提及送今

概念 ,那 么力什么不也提及具有同洋性辰的其他概念呢?他放力最好不要男列任何失型的清車 ,那

就元异子打升了潘朵拉之金 ,而且最好找到一般的措坷,把植物栽培也包括在內。再者 ,假淡送一增

加予以保留,他 怀疑班有措洞是否令人滿意,因 力未加其他說明使用
“
板利

”
達今泀 ,也 可以被理解

力意指与智力戶杈或工ㄓ戶叔皂元夫系的杈力 ,球 而制造了一种脫落第 15茶 草案宗旨的汎險。加

之在法文文本中怕om日 :ne” 的概念頗先,力 各种假投敞升犬ㄇ°在達种竹況下,達种提法又有什么元

可爭辨的理由呢?

跖.在 第 19奈 <仲 裁掰定的效力)中 ,特別報告真建快增加一介新的項 ,又d)我 典的承放
”
°然而

特別報告貝在有失孩奈的坪淹的(2)段 i9似 乎表明他玵送一增加的需要存有其鬥.他 自己也存有同

洋疑1.9.承扶程序并不是直接蚵屈子孩草呆送一部分的范田,而 是涉及与找行有失的部分 ,尤其是

它似乎是某些法律制度的幼市.

27.他 支持特別報告貝所提出的第 2U茶 (回 有化的情況)垃 孩予以刪去走快 .

2B.在 所建以的新的第 21奈車果(免 于強制措施的回泉豁免)中 ,特別報告見村一快通述的第

21和 22荼案文作了若干改功,首 先是消除
‘
垓回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

”
的概念.他本人

并不安成消除速一短悟 ,其理由已在委員合的前一次套快上悅迂.其次 ,在 新案文第 1款 (c)項 中,

特別報告真走快刷掉
“
与坼松要求的林的有夫,或者与被拆的机杓或部ㄇ有夫

”
遠一短悟.肘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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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希与先生)甚 至更力重視 .孩短悟是有牢固基地的,因 力多數法院,尤 其是下班法院,常 常把回家

財戶与其他机构的財戶、甚至同公管企╨的財戶混力一淡 ,或者把不同种美的回家財戶完全泛時

了.9.’ 短悟將使下級法院有可能避免錯琪 ,何 況送种借侯偶然逐合道上級法院的指女.因 此 ,送 既是

一种澄清,也是一种保近。

Zg.他 党得有失所建快的新的第 2B奈 需要作迷一步說明.他洪力達是同起革委貝舍目前正在

申琪的年 n紊車來之二有失,因 此他怀真是否有必要汀達一朵.元 淹怎桿 ,他 要保留自已的立場 ,

直到就年 n茶之二作出決定耐力止 ,因 力孩決定也并舍弄清第 ZS茶 的范田.

3U.特別報告貝有失弊“ 奈(拆公文串的送送)的走洪放有裨益,而 且何化了措泀 ,使放紊比裝

短但印并不影啕其解群°達些建快改迸了一女通趙的瑋文.

B1.最后 ,特別根告貝肘第 2S茶 <缺 席判決>的提快是有充分理由的,即 主要是在第一致加上

“
而且根括本荼款如果法院有管特叔

”
等字.速 使案文更加清楚 ,避 免了遮种假淡 ,即 :一 回在拆公文

中送迷之后由子未出庭而被理解力村法院叔限的承放和放荓其豁免.因 此 .特 別報告貝保留了由一

日政府所建玟的送一增加是正确的,它 使人●1● 更容易理解缺席判次的概念。

B2.恩 詹加先生洗 ,在 前一次套快上已銍洋幼討淹了全部茶數草案,他 將只就特別報告真在其

第三次報告〈A/CN.4/43】 >中 提快的改交作出怦梵.特別根告長的建洪是以回隊法委員舍和大套

第六委員舍的甘梵并且以各回政府的中面坪淹力基砧的,肯定金促避回隊法委真舍任夯時完成 ,它

將套雞欲常快箱 12至 第銘 紊茶款.孩建洪透合促迸起革委貝套的工作 ,它 將常玟第 1至 第 11簽

之二茶款和新的第 6茶之二和第 11奈 之二°

33.他 感到特別高米的是所建快的第 1l茶之二車來的新案文,它 把回家和國家企ㄓ附豁免或

缺乏豁免的鬥題王子其位有的位王.所走快的新的弗 23荼車來是完全正些的,因 力它是第 I茶之

二車來的必然堵果 .不 迂他并不安同
“
分南的回家財戶

”
的概念 ,而且快力如果球垓奈中略去也不合

有什么韻失。

34.王 子草來年三部分的林捶 ,特別報告長所建快的中性提法
“
不道用豁免的回家活我

’
和文先

生在前一次金以上所建快的
“
各曰同志不擾引豁免的回家活功

”
.都 是可以接受的.

SS.玵 于夫于雇用合同的所建破的弊 l2荼 的新瑋文,他安威特別報告真的定快 ,即 位孩刪去第

1放 中
“
而且道用法另一日央行的社舍保險規定

’
一悟.提及社合保險規定是沒有道理的,困 力正如

特別報告貝自已所悅的,并不是所有回家都有社金保麼的規定 .

笳.然 而他并不信服特別根告反在安威所走快的錧 12茶右 2敏 (a)項 好二各逸瑋文.f所悅啦

理由.他快力原“)項 已垤侈北了,可 以包括外交和領

一

工作人兵.

S9.出 手他在前一次合快已銓洗遊的理由,他 宁愿將年 lS紊刪去.他反玵達一茶主要是因力在

人身仿害和財戶敬善的情兄下,垓茶使回家可于起拆 ,而其外交代表在友生美似情況時卸可以根括

刁慣法和你的法享受豁免.另 外 ,送些碩慮遂可以通逮保險公司予以解央.然 而如果委員合決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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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第 13奈 ,那 么他就發成特別報告炅在其初步散告中所提出的建洪,增 加一介新的第 2款 ,案 文

力 :

跑.第 1款不形喃回隊法中美于回家女任的任何規則°
”

田.他希望委鼠合金安同特別報告真的建快 ,并決定刪去第 14荼第 1欽 (c)項 、
(d)項和“)項 ,

困力它并不反映普遍做法,并且遜舍在垓財戶和法院地回之同即使沒有任何瑛系的情況下力外回

管培散幵大Π.

.  S9.在
第 1S每 車果(a)項 插入所建快的

“
包括植物栽培者叔利和屯殖戶品戶叔

”′悟 ,是 一种明

确的改迸 ,能 滿足挑代世界的希要 .

4U.他 完全安成一接通遊的館 16和 館 17奈 ,并支持特別根告真的建快 ,在 這兩奈菜文中的
“′

回
”
和
“
另一回

”
等田活泣由

“
外國

”
和

“
法院地回

”
等道些的祠悟取代°根括需要 ,也 泣村其他荼款作

同祥的修正°

41.大 于第 18奈 ,他仍然忕力別掉第 1款和好 4敘 中方括母內的┤├政府性
”
几介字,將 戶重減

振回家管擋豁免的原則,#多 友展中國家將友展本回航迋公司作力回家政策而不只是力商ㄓ用途

的努力也就合落空.

42.在 弗 19茶 中,特別技告長提洪肘豁免的規則規定新的例外,他促清委長合適迪吋要連慎放

事.些 卒方守愿遙舞仲裁而不疼逸擇司法程序是力了省吋省我。如果仲裁柲定、仲裁程序、裁決的撤

銷或甚至如特別報告貝珧在所建洪的裁決的承汏的有效性或解釋可以在法院地回再加以裁決的

活 ,仲裁程序就合喪失其大部分吸引力°

43.他完全安成刪去第 2U茶 的建洪 ,孩 茶放在茶款草案中并不相秣 ,而且舍早致尸重的意兄分

歧 .

44.特 到車采的第四部分 ,他悅夫子財戶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的原則不泣lx9有 例外.強 制

措施只舍使回家之同的夫系摘得很緊張,而 且主要是強日用未村付弱目的.最 近 ,某 些友送回家傾

向于限制免子執行的豁免,但要肘受保#的 回家財戶給予一定的保障.特別根告炅在其夫子第 Ⅱ

至 23紊 的坪梵的<1〉 段中提及的送种傾向,危 險地背南了回吥法中夫子回京的主杈豁免的挑911.玵

此 ,委 貝合成子制止 ,而 不是崁肋 .

巧.他不反肘所建快的第 22茶新素文,其 中特別根告貝在弗 1放 〈c)項 增加了
“
并且用于女市

用途
”
等字°

碼.他 支持車來年五部分的染項規定.不述 ,蛗 然他安威特別根告長所建洪的館 2● 茶第 3放 中

的
“
在必要吋

’
等字垃垓予以刑除,他建快垓放泣由下文取代 :

勺.送送的文中位附有督成有失回家的正式活文或正式悟文之一的澤本 ,或者至少附有澤成在

垓回使用的球合國正式悟文之一的斧本
”

.

送一提法也許可在某种程度上滿足托格沙特先生在前一次舍快上表示的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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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在 第 25荼 第 1款加上
‘
根据本奈敖如果法院有管培叔〞

等字的建快很好°明智的做法是似

出一項一殺性規定ε些一回遙掙不出庭 ,法 院在作出缺席判決之前位孩根括本荼款惆查共板限°

鍶.夫子第η 茶 ,他 比較吝攻一接通避的案文,而 不是特別報告貝建洪的新棄文.他不明白力

什么元顏提供任何但保、保近中或保怔金的竹玩只限子被告回.他快力原告曰也垃垓享有豁免°

們.他不反村第 2B奈。垓奈在各放車集中肯定是道得其所的.

5U.及后 ,他希望起車委貝金將合有充分吋向來中放交它的奈放草案.他逐希望回酥法委真合

在目前進些委真的任取期滿之前能侈完成速些紊致車集的二放 .

S1.格 雷夫拉特先生在常查特別報告長在其牛三次報告(A/CN.4/● 31)中 肘方 l2至 28奈提出

的建袂吋說 ,第 i2茶 第 2數伍)項 的第二各遊來文比一次通迂的素文更易子接受.夫 子第 2放 (b)

項 ,他 深信其重要性,并 深信有必要保留
“
征聘

”
之介洞.法 院地回可以迫使一外因征聘某一特定的

人是不可接受的°

S2.他 再一次建快第 13茶若不予刪掉 ,就 位將其范田限子交通卒故所引起的賠儅 ,狁 如特別根

告貝本人在其第二次報告中所建快°垓茶案文是与 1961年ㄍ堆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31奈完全相

反的,因 力達將涉及大部分享有外交豁免的人 .

53.至 于片 ∥ 茶 ,他安同特別報告見刪除第】款 (c)、 (d)和 (e)項 的建洪 .

54.夫 子第 lS荼 ,他 注意到所指 .9趣 不是仗提及弗 n茶瑋案之二便能解央的。如第 18茶 那祥

既包括回家扣有的船舶 ,又包括回家奪管而爪#商 ㄓ活功的船舶的茶歉 ,并 沒有考慮到國家椆有的

船舶可以由狂立的法律共体垤菅用于商此目的的法律制度 .由 子垓茶仗指南╨活功,只 有回家學管

的船舶才位垓予以考慮.中 查了紫三次根告所引用有夫公的可以看出,只 有些它●●涉及非商JL性 政

府活功所使用的船舶吋,它 們才把掬有者和銍菅者都提到 ,而 些它●●只涉及先梓用于商ㄓ目的的船

舶時,就 只提銍管者了.

SS.美 于特別報告炅所提破的弊 19茶 垃垓增加一新的a)項 ,根 裾垓項 ,在 与仲裁裁決的承放

有失的拆松中,一 口不能援弓〡管括豁免,肘 此 ,他有尸重的疑忠°送种規定甚至可能是危險的,田 力

它也萍金手致各回村仲裁程序的的束性提出辰疑 .

“.第 2U奈放在有失管格豁免的文+中 并不相務 ,位孩子以刪掉 .

57.在 所走快的新的有失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的錧 21奈 中,錧 1數Q)項 里的
“
而且与坼

忪要求的林的有失,或者与被坼的机杓或部ㄇ有失
’
牛字位予保留j要 不然,玵外目的任何財戶只要

是用于商╨目的都可以采取強制措施了.

58.錧 2S奈 的措司泣垓十分小心 ,特別是不能以力垓奈中提到的不同文件都已收到.象托移沙

特先生,他放力(館 21SS次 合快)法 院在依取叔中全迂一日的主板豁免同趣之前,是 不能村垓回作

出缺席判決的.其 隊上 ,法 院在任何竹兄下都必須孩查回家豁免是否已排除其板限,并垃在茶數車

來中增列一項含有達种意思的規定°由子送是一項一般性規定 ,越 出了第 ZS茶 的范田,不妨把它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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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涉及央行國家豁免的方式的第七茶 .

S9.最后他建快 ,第 2B奈至少悅是多奈的,位 予以刪去.

上午 l1吋 2S分散金 ,以便起革委長合幵合 .

名 216U次金洪

199U年 5月 18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琴 5分

主席 :史 久儲先生

出席 :巴 哈妠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小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

生、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网 莽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伊留埃卡

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科多巧先生、馬希島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

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各庫納斯先生、塞普小錄送 .古扶雷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

錫正姆先生和托穆沙特先生°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撲 )

(A/CN.4/41S,! A/CN.4/422和 Add.1,:

A/CN.4/431,‘  A/CN.4/L.443,E市 )

〔洪程項 目 4〕

特別報告貝的好三次根告(墩 )

二凌常快茶數草案
‘ (攻 )

1.友 卡弗里先生悅 ,特 別報告貝在第三次根告(A/CN.4/431)中 再次反位了大套方六委員合

和本委貝合肘一決通避的奈放草案和先前報告中已提交的各种各逸亦法的封淹 .

:持
載子ㄍ1988年 ⋯⋯年些》,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

a特 裁于《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接
載于q”U年⋯⋯年盤》,第 二卷 <弗 一部分).

‘
來文兄第 21S8次 舍快 ,第 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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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他 同意在所建洪的第 2茶 的新案文中將
“
商止合同

”
一同改力

“
商ㄓ交易

”
的建以以及睡之在

第 Ⅱ 茶中的更改°他逐支持合并一接通逮的弗 2奈和弗 3奈 ,因 力他村
“
用悟

”
一缺和

“
解釋性舞

定
”
一款之同的匡別恙感迷惑不好 .‘商╨交易

’
含火又戶 ,包括除法院地目的法院采用的法律規定

的正式合同外的各种情況°不管怎祥 ,一次通述的好 2奈第 1數 <b×三)項 的商止合同定〤大大地

才大了含又,使其与界定的
‘
南╨交易

”
一月几近等同°

3.所建快的弗 2茶方 3款來文是力确定商ㄓ交易的合〤而在
“
性辰

’
林准和

“
目的

”
狋准之向作

出的折衷努力 ,值 得按切.但 是 ,新 來文仍然回避肘商╨性辰的交易是否泣考慮所宣你的政府性冒

的的鬥趣。提及目的只能將═卄搞孔°

4.特 別報告真夫子刪去年 6荼方括手中的措田的建快最終取決子整今草案,特 別是第三和第

四部分的最后內容.因 此 ,委 長套和起草委貝合位等到內容明确后再作決定°在上屆合快上 ,他建

玟 ,法 院地目的法院成在允洋避行拆公前依取叔仞底弄清是否符合本茶款的要求.他 同意格雷夫拉

特先生(第 2159次 合快)提 出的此失朱放位丘于第 7荼 內的建快 .

5.夫 子第 12奈 ,呈 然如特別報告貝在其口共介紹性友言(方 2158次 合以)中 悅的美利坐合尒

回立法未村雇用合同作具体規定是

一

共,但 毫元疑鬥,1976年 《外回主叔豁免法》第 lG° 5(aX2)市

的一般商╨活劫例外中包括了此美合同.垓 法的立法史悅明了達一蕉°只是由子整今途侄不同子本

草案中采取的途徑 ,因 此未提及雇用合同°

6.至 于裁于第 13茶 的回家豁免的例外是否位保留,他 重申他放力垓茶款是必需的.如 元此何

外 ,受 妨害的令人粹其酥上得不到任何朴傍 ,因 力在人身仿害和財戶根害的凡乎所有案件中,都 不

犬可能得到外交保伊.作力固哧人叔法的1.9趣 ,令人必須掬有某种有效的追索板°格霄夫拉特先生

的淹蕉令人堆以理解 ,他 汏力 ,由 千批准 19c1年《堆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的各國合被看作根据孩奈

措甸
“
另有怭破

”
,因 而垓奈屯旡意〤°且然垓公的規定了外交領

一

信舍和人真的各种豁免 .但 是就

國家和私人之同的商╨合同或民︴使板行力引起的坼忪而言,它 未我有使外回可豁免于法院地回

本身法院管格的規定°送就是力什么宿要本奈放的原因。

7.委 員舍不垃未客考慮后呆便接受刪去年 14茶 弗 1放臼)、 “)和 <e)項 的建洪.由 于其他天一

殺性的規定似乎并未包括此美情況,委 長合垃或保留土迷各項或增添送种一殺性規定 ,在上迷各項

包括的情況中些然不位有豁免.

8.他 同意在方 15奈 G)項 中增漆坷吾和在第 19奈 中增添新的一項
“
<d)裁 決的承汏

”
的建快 .

9.車 瑋弗四部分的趣目可改力
“
回京財戶的管格豁免

”
,速祥更清楚 ,更貼近主捶°目前幣四部

分趣日中的
“
強制措施

”
一田是否其正包括了近超出強制范目的執行并不能肯定 .

lU.夫 子特別報告貝合并第 21和 館 22荼 的建洪 ,委 貝合必須決定如玵外因抈有管格板吋是否

位允忤執行的阿題.如 果回答是否定的,委 長合共隊上是說 ,它 放力受仿善方位能侈村安任外因提

出拆忪 ,但垓回不必展行9f其 作出的任何我央,狄 法律和道又角度來看 ,速 似乎都不本人意°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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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基本立場是,不 位要求將索賠和尋求執行的財戶瑛系起來.由 于孩領接法律的友展方式不同,

因而有些制度中國家財戶免子執行的程度也异子回家的管格豁免的程度°如果委貝合要保留送一

匹別 ,它位考慮需要有一种駁系.但 正如托移沙特先生指出的(第 21S8次合快),共 隊上往往准以确

立敢系,特別是涉及到我的吋候.財戶成報行帳戶如未明功親定其他用途 ,法 院不妨何草地裁定它

們正用于商此目的。

l1.美 國立法在朕系鬥捶上采用展軌例 .匡 別肘待回家机椈和部Π的財戶与其他回家財戶。如

果肘在美回狄卒商╨活功的机构或部Ⅱ作出判決,則 不管垓机椈或部Π是商ㄓ性的逐是非商╨性

的,可 以什村它的任何財戶執行垓判決,紊件是,有 失机杓或部ㄇ玵判決所涉索賠并不享有豁免.但

是,其他外曰財戶只有在用于索賠所根括的商比活劫時才可肘其執行判決.因 之,在 萍多情況下,原

告能姼荻得肘外因的判決,但元法執行判決.因 此,美 回萍法的鬥趣是,它 可以允許村外回行使管

搖 ,但 不允卄執行由此戶生的判決°

I2.特別根告貝村常 21紊至第困 茶提出的文本更改建快被公忕力是精倚案文的一券途徑。夫

子新的館 21奈 第 1款 (。 )項 ,他 剛肘瑛系同熬提出了意兄 ,委 炅舍不妨考慮采用美國或其他國家立

法所我的某种如徽差別°但是,他不清楚第 21茶 a)瓨 的措詞 ,即 財戶
“.⋯ ..与 被拆的机拘或部ㄇ有

美
”
的含〤是什么,王 然一樣吋已通逮垓提法.他 同志托穆沙特先生的意兄,即 所建快的新的第 23

茶可以不要 ,但 委貝含位等待第 2茶 中村
“
國家

”
一詞的最后界定和第 1l茶 草案之二的最后緒果°

13.他 同意其他成貝夫子需要澄清第笳 奈的慈凡 .如 果使回家兔受
“
罰款

”
是唯一目的,孩 目的

可通迂更力直接的方式送到°至少在第 21茶允忤的范日內,目 前的措洞不合阻止肘一外國皮出禁

令 .

14.本 努納先生肘特別散告真的第三次報告(A/CN.〃 431)表 示祝爽,它 將大大推功二決吋奈

數車未的通遊°他肘垓烘題的今后工作表示示現 ,因 力它正沿著正确的路我,以 折哀力基拙行避°第

l茶 至第 Ⅱ 茶和新的第 6茶 草案之二和第 1茶草案之二已提交起草委員合 ,委 貝合位等到起草

委貝合此項工作有錯果后再玵上述案數作迸一步的坪站 .

lS.特 別根告貝夫子第 l2奈 第 2缺 (a)項 的右二各逸案文可以接受,因 力它冬力使同一內容更

明确 ,可 能是解決鬥趣的一介亦法°他同意馬希与先生村 目前王子弗 2數°)項 方括母內
“
征聘

”
一

洞的坪淹<#21S9次合快)° 由子回家酌尖根是免村的,因 此不庄允并有甘格追索板.換言之,征 聘

方面,委 貝舍不位排除豁免.

lS.第 13茶 可能合在起革委貝合引起席頰 ,因 力它含有一些相夫抗念 ,其堆庶不能回避.尤其

如格雷夫拉特先生指出的那祥<同 上),不 依有豁免鬥趣 ,也 有外交保抻同趣 .危 險的是 ,如 通避大先

銃的茶歉 ,委 長套可能使豁免的內容空洞元效 ,逐可能散善外交保伊的其他方面°垓茶只淡到回家 ,

而沒有淡到外交人長:只 提到
‘
女任位由于垓目的

”
作力或不作力 ,必無明确遠一匡別°有盤于此,螢

成保留垓奈.外 交保伊本身并不足移 ,因 力它”楫佑締取央于回京的城意°介人必須要有保抻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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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叔的求僧亦法.

17.他 同志特別報告長的建快 ,即 位刪去以普通法力依括的第∥ 荼第 1欺“)、 〈d)和 (e)項 .達

將有助手委貝合送成掰商一致意凡 .

lS.在 第 15茶 中,特 別報告真考慮到大舍方六委貝套和國隊法委貝合中表送的慮兀 ,力 才犬智

力戶取的概念作了值得林道的努力,在 G)項 中加入了拉幼栽培叔和屯肺戶品戶叔.他本人并不反

肘孩建快 ,但他杯疑是否可以悅上迷兩項未活洋冬元避 ,是 否只在坪注中提及它●●而不在未文中明

确引用兵力可取.但是 ,可 以留蛤超車發長合找出道普的亦法°

19.他 并不反91放第 18荼第 1和 好 4欺 中刪去方括咢內┤├政府性
”
一洞 ,但

“
商╨用途

’
和

“
商

╨目的
”
措田的意〤必須在坪注中作相些明确的說明,并悅明如果船舶水═政府性活功,位 恢反豁

免 .

2U.他 也支持特別報告貝夫于位刪去第 2U奈 的建以 ,因 力速洋做能避免肘回有化 1.9題 的甘站 :

不管怎梓 ,草 案中根本就不泣列入遠一茶。

21.他 玫迎何化寫 21和 第 22奈 ,把 它們合并力一茶新的第 21茶 的建快.泣 保留新茶款第 1放

〈o)項 方括孝內的詞潛 ,因 力它与索賠拆的或被沂的机枸或部ㄇ有著必要的朕系。垓詞潛可避免不

同机构之同的混淆,它 們自主狂立,各 自村自己的管理久云.達 些然是狆有財戶理淹 ,也 位在新的第

21茶下道用°

22.夫 于第 25紊 ,他完全同意托格沙特先生的意凡<第 21S8次 合洪>,即 起革委長套泣明确 ,位

由所在因法院自功提出管格豁免的同趣 ,一 外因既元火夯也不需在世界上任何法院出庭要求此失

豁免°速將合使各國荻得必要的保伊,更有利子避免否則合戶生的南昂的拆忪犬用。

2S.夫 于簿〞 茶 ,特別根告貝建快 ,夫 子不需要提供袒保的第 2欺 的規定位只道用于被告普

一
日.初看起來 ,垓建快似乎有魚道理 ,因 力是原告些÷回決定在法院提超拆忪 ,因 此可以悅原告些卒

回,不 象被告些卒回,必 須連守道用于其他任何原告的同祥規則°

鈕.他 已表示支持刪去年 2S荼 ,但注意到特別報告真建快在申以草菜所有其他茶放后位重新

常查垓茶款。不避他仍然快力孩荼欺將危及在各奈的方面的班有平街°

2S.承 后,看 到委貝合本若妥掰帝神向前迓迷令人南共,革 是速种希神本身就足以便堆題取得

兵体迸展°

2S.塞 普你堆送 .古佚雷斯先生村特別報告真的弗三次報告<A/CN.4/粥 1)表 示祝失,垓 報告

特推功委貝合肘逮一 1.● 趣的迸一步工作 .

η.在 兵体坪站館 l2至 館鋁 茶吋,他悅 ,館 i2各力店真提供保伊 ,因 此位子保留.他 同意特別

報告長的意兀,扒力垃刑去社合保降要求.哉 子第 2散 (a)項 的拜二各近來文希要迷一步甘淹 ,但 刪

去第 2款仙)項 似乎是可取的,因 力送特有助子弄清垓茶敖 .

ZB.玉 然委員金有些委貝螢威刪去館 13荼 ,但 盟仔幻考慮后 ,他 及后汏力 ,力 有利子通遊垓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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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它 垃只限子交通意外弓〡起的賠借°

29.基 子報告在有失孩茶的坪淹中悅明的理由,特 別根告貝保留第 14紊 的建快是村的,但 必須

刪去第 1歉 (。 )、 a)和 “)項 .

SU.建 快的第 15荼案文包括在(a)項 中加入植物我堵者板利的坷活是可以接受的°但是 ,送 些

新叔利是迸展的林志 ,其性嵐和范田泣在坪注中加以說明°送同祥也道用于屯肺程序淡卄和半早体

品片布局方面的叔利 ,困 力達也是新深題。

B1.他 同志分別以

一

外國’和
“
法院地日”代替

“
一日’

和
“
另一口

’
舍改造第 16茶案文°此外 ,如果

采納特別報告反建快的次要文字修改,他持不反肘保留第 17奈。

S2.位 刪去栽于第 18茶 第 1和 蚌 4放方括子內的相├政府性
’
的洞活.但是,他不同志將

“
<d〉 裁

決的承扒
”
送一新項加速第 19茶 的建洪 ,他 更善攻一袂通逮的茶求文本°

SS.第 2。 茶涉及非常敏感的鬥題—— 口有化 ,因 此位水草案中刪去,以 免引起令梵 ,不 管怎祥 ,

垓段的措詞大有改造的余地°

敬.將第 21和 第 22奈合并力一荼新的第 21荼 的建快是明智的,可 以作力一种 良好的法律技

木事例予以接受°但正如已絰指出的那祥 ,需 要在包括法律保伊的利益的同時刪去新案文第 1兼

(c)項方括母內的泀悟
“
而且与拆松要求的杯的有失,或者与被沂的机构和部Π有失

”
°盤子垓茶款

的重要性,泣 在起革委貝合中v●.以 非常杕兵的常快 .

35.位 保留新的第 22茶 (原 來的第 23茶 ).另 一方面,新 的第 2B荼 泣刪去,或者如保留,也 垃先

擱且起來 ,等 到忕其校查了夫子商止交易的寫 11茶 ,确 定垓兩項茶獄之同的瑛系后再夾理 .

36.第 24茶 是多奈的,位 刪除°

S9.他 同意特別叔告貝夫子第 2S茶 的志凡,次力它位加入狂立的一款 ,親定位由法院确定它是

否有管格杈.美 卡弗里先生已裝i羊 冬地淡了送一同趣 ,他 不想重交已提出的梵羔 .

BB.最 后 ,第 鈕 荼位刪去,或 至少位加以快兵修改。

鈴.巴 哈納先生肘特別報告真的第三次根告(A/CN.4/“19表示祝欠,悅肘奈數草案的展次修

改使他狄上次舍快起改交了自已的立場 .

m.夫 子席 12荼 ,特別根告貝在初步報告中走快瑚去的茶放已子恢欠,現我子所建快的案文弊

1敖和弗 2數 <a)項 和<b)項 的方括舌丙.篷考慮,他本人最后汰力 ,館 1放 中提及社套保險的規定

是沒有必要的,因 力好些國家都沒有此爽荼缺.至 于第 2敖 (a)項 ,他 支持
“
<.)征琣垓雇真是力了迸

行与行使政府叔力有失的工作
’
的第一各進來文,而 不支持弗二各逸來文.館 2欺 (b)項位予保留,

因力他同意特別報告長在共有失核茶的怦淹的(4)段 中的活 ,即
“
如果可以村涉及征聘、雇用期的延

米或欠取的拆松援引豁免,由 地方法院保帶的︴項似乎只璃下很少
’

.

41.特 別報告長撤回了他早些時候村第 13茶提出的修改,現在又庭快一決吋通述的臻文.如 加

上悲力孩茶道用于因交通意外引起的仂害或韻失的奈數 ,垓 奈款是可以接受的°特別報告貝夫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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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第 14奈 第 1欺 中刪去<c)、 “)和 <e)項 的建快也同祥可以接受。

φ.弗 15茶 的范田被#大 ,加 迸了植物栽培者杈利和屯油戶品戶杈 ,達 美增加不道些地f+犬 了

提供的保伊范田,放而限制了豁免原則.除 非速祥做免村必要,委 炅套垃達防妒大孩奈敬的范園,但

他肘速一向趣持升放念皮 .

芻.肘第 16和 館 17奈措田提出的更改也是可以接受的.此 外 ,他 同志方括子內的﹁�政府性
’

一河位班第 18秦弗 1和軍 4放 中別去.

44.算 19茶“
商╨合同

”
一河在意叉和范田上技精确 ,因 而比

‘
民

一

或商╨向題
’
可取 .所建洪的

新的(d)項 ,不 管其如何措洞 ,位 予刪去,因 力裁決的承汏是執行的算一步,需 要有美國家的明示同

意。引言茶敕的最后部分
“
村子男一日原垃竹格的法院

’
的洞悟比特別根告貝在其有失,×.茶 的坪淹

(S9段 中所提到的各進來文明确。

45.第 2U茶确庫刪去,因 力回有化 .9題 大交染,元 法以此种方式予以爽理 .

46.特 別報告貝在共有失館 21至 2B茶 的坪站錧(5)段 中快力 ,‘ 限制執行而不是完全禁止可能

更有机舍荻得犬家的螢成
”
。因此,他建快修改第 21茶 。冬管他在其呼淹(4)段 中悅明若干政府悅基

本上不反村孩案文,但

一

共上 ,修 改后的弗 21茶抽去了一接通避的棄文規定的禁止原則。因此 ,特

別報告見的建快基本上打破了有失方面的利益平衡°他介人則肘是否在作若干修改后保留一接通

迂的第 21和 第 釳 奈或通避新的第 m奈持丹放悉度°但如保留原第 21和 第 22荼 ,他 可以同意刪

去方括咢內的┤
-政

府性
”
一月以及

‘
或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

”
的甸活 ,但 要保留館 21茶

(a)項 中
“
而且与拆必要求的你的有夫,或者与被拆的机杓或部19有 夫

”
的洞活.送祥才能姼俠炙一

旗通述的瑋文的原有平街°在達方面,他提清大家注意墨西哥在其坪站和志北
‘ 中提出的案文,他

汏力送是措同欲好的案又,建班子以通遊 .

47.夫 于第 ZB茶 ,他再次确放他早些時候支持在第 1歉 中刷去方括母內
“
非政府性

”
的字祥

和在第 1款 <c)項堵尾赴
‘
領土內

”之后加入
“
并用于女市目的

”
的措甸的意兄。玉然他同意所

建快的新的第 2B茶 的基本原則,但措河不本人志,他建快下列替代棄文‘
“
一口不得玵其回管企╨

的財戶援引強制措施,包 括扣押、扣留和執行措施的豁免
”°

●S.大 于錧鈕 奈,他次力特別根告長初步根告中提出的集文 (A/CN.4/415,算 加8段 )比

一淒吋通遊的來文央隊得多,因 此元疑受到攻迎.但他仍水力未文有所或缺 .各 回肘拆松文中的送

送都有 自己的規則,法院板其重視遠些規則.正 如北臥回來政府在其坪站和志凡
‘ 中正确地指出

的那祥,不 能快力如果一日批准或加入程序要求修改其民︴程序的日內規則,垓 回就愿意送祥做°

就本茶敕草案而言,最好列入确保按照法院地回日內法將拆忪文串送迷的字句.因 此,第 24茶庄

sㄍ 19SS年 ⋯⋯年器》,館 二卷 (館 一部分),裝 %烎 ,文 件 A/CN.4/41° 和 Add.1-5.

$同
上,第 78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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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有
“a)按 照法院地回民

一

程序規則
”
的新的年 1放 ㄑa)項 .如 不能加入此句,他汏力便雅以

接受孩森的第 4敬 ,因 力目前垓茶的棄文使有夫回家元法以沒有道些提起起訴力由要求宣布拆松

程序元效°他不安成特別報告真在其弊三次報告中建快作力申洪基拙的案文中提出的与儭悸有失

的并哉于宋文第 3段方括孝丙的更改,因 力它●●沒有克分保陣有失回家的利益 .

●g.如果通逮他楚快加入館放 茶的新的幣 1琅 (.)項 (凡上文錧 48段 ),他 可以同志第 2S

茶 ,第 鉎 荼年 1欸 的案文所指范田因此特才大到席 1致 伍)、 <b)和 (c)項 .同 祥,他不反肘特

別報告貝提出的在第 25荼第 1致末尾增添
‘
根括本紊致如果法院有管格叔

’
等字的建快°但是,盤

子有失弟” 紊已說明了的原因,他不安成次牛 2數刪除
“
在必要吋

”
一月°

5U.他 同意耿合王回在其夫子第 2S茶 的泙梵和意凡
’ 中提出的建琪,放力位改耳送一奈,以

便使垓荼所給予的豁免不仗是免子如在不執行所迷命令便受到研欺的豁免,而且是免子一方有可

能向一日友出速种命令的豁免。力反映送意凡,他力弗 2S茶建以下列來文 :

“
若一口在另一日法院的拆忪中享有豁免,法 院不得村垓回友出命令,要 求它其施或不央施特

定行力 .”

孩修改案文可解決特別aFt告 長在第三次報告中夫子第 笳 茶坪淹中提到的反肘意兄。

51.他 不反村接受特別報告貝在初步報告和蚌三次報告中提出的肘第〞 茶方 2款 的增添 .

S2.注意到第 2B茶仿照 1961年 ㄍ籬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47茶和 1963年 ㄍ維也納領卒米系

公的》第花 茶 ,他悅 ,呈 然上迷公夠可能有理由我入此失茶款,但他〺是否需將其包括避本草案

Jll 有疑泀°首先,丙种情況的豁免杯的不一祥 :在外交和領手美系公的中,它 是外交或領事人貝 ,

而在目前情況下 ,它 是回家本身°由于在任一特定的吋同均有若干回家的外交和領卒人貝居住于本

道目,因 此制定不歧視規定是有道理的,但 回家豁免泀趣是外交部或法院所在地回法院碰到的車狂

情況,因 此本茶款不需此榮規定°第二,豁免的基地不同:就 外交和領═人貝來悅,豁免是村等的,

而國家豁免Jll屈 平等者之同元統治狹原91).因 此,似 乎沒有必要持不歧視原則包括迸本茶款中°此

外,第 2B茶第 2款 的保留透可能破坏在豁免原則及其例外之同精心造成的平衡。弟三,第 2款

<.)項 提到的限制性道用以及 °)項提到的以怭洪方式垥子超出本奈款規定的待近似乎有魚南趣°

成垓指出,肘 第 28茶提出坪梵的政府肘其采文或內容有所杯疑°他介人女同干脆用去垓奈 ,特別

是如委貝舍央定刪去年 6茶括子中的活 .

SS.承后,他在指出第 12至 lB奈都以
‘
除有失回家1.9另 有林洪外

”
幵始吋悅,班起草的角度

看.在 一般性規定中說明有失茶姦只在回家同沒有相反林洪的竹兄下道用可能更力可取°

S4.科 〞馬先生現,特別報告長就草案第三部分林題提出的中立措詞的史快值得發揚,不拉有

任何反肘意兄,因 力其含叉是,各 回同意將某些活功排除在回家甘格豁免之外°

’
同上,館 Sg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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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他 汏力重新修訂錧Ⅱ 荼 ,不提及日所私法通用的規則更力可取.他汏力,特別報告貝建

快的案犬有所折哀,大有含〤不明之赴.在遠方面,他 口碩商止界遊去肘回昹珌快中加入同祥措坷

含糊的詞表示適憾°他汏力,第 1數位提及有失管培的逸捀的回隊捇定或指定有失法律的茶文,他

肯特別根告貝和起草委貝舍考慮達一定快 .

茄.第 1奈之二草案沒有包括送祥的竹玩∫即使回菅企╨班卒垓荼所指的商╨交易,但 由于

統治杈行力仍可能在合同上戶生的分歧.館 1l茶 和第m茶之二車未似乎都未能包含速一可能性 ,

他想知道特別報告貝是否放力適一魚在草案別7得到了充分解決 .

S9.夫子序用合同的弗 12奈 引起了許多爭梵和 1.9通 .它 是以 19?2年 6歐洲回泉豁免公的》和

lg化 年 ㄍ瑛合王回回家豁免法》力校特制訂的,而 199S年 ㄍ美國外因主根豁免法》和 1982年

《加李大回家豁免法》則村送一 1.● 題并元規定.在送方面,友卡弗里先生在合以初期提供了有用的

資料。避去,回 家一貫玵雇用于外交使日的使田取貝提出的坼必要求給予豁免,送祥做的主要原因

是 ,力 一外國工作意味著參与垓目的公共═夯,而 听取訴松人的中拆很可能意味著琱查政府卒夯.

垃垓指出,述去裁次的大多教案件不屈政府活功之列,而 涉及在堵如文化机相等美半政府机枸工作

的雇長,在 此爽案件立然不能要求管轄豁免.另 ′方面,如果征聘雇兵力政府机构或政府本身工作 ,

雇長的活劫被汏力是政府活劫,政府的特叔恩的來說得到卒重.麥 子上述考慮,他 欲螢成一凌時通

迂的第 12奈 的案文,垓來文不但保伊店真的叔利而且逐卒重回家的管格豁免.他不希望曰塞特板

受到迷一步削弱.

sB.夫 于第 14茶 ,他 偉色同志特別報告長夫于刪去未得到普遊承放的木悟的建坡 ,但希望不要

因此而失去肯定是普遍有效的基本棍念 .

Sg.他 蛋成一日政府表送的意兀 ,放力軍巧 奈只道用子法院地目的商╨用途的青利或商狋 ,而

不透用于确定此爽杈利的所有者 (凡 A/CN.4/415,幣 16。 段)° 但是,即 使有此限制,集 15茶

也并非地肘必要 ,因 力它要解央的向趣技未性很強,位 留給寺 i┐ 回狋公的,如 在世界知快戶叔姐狄

主持下舞堵的那些公的.

6U.館 16茶位按照 1992年 ㄍ映洲回家豁免公的》第的 奈重新起草 .

61.且 然他能告同志館 19奈 目前的措河和位將其范田限于商ㄓ合同的建快 ,但他仍建快加入

一奈規定 ,即提交仲裁不拉校好拜力服次法院地回的管堵。兩者的Ⅸ別也許不言自明,但補央存在

將伸我的放卉好捀力豁免的放井的傾向,据此作出說明防止淚解,特使未文又明确°

銘.可 以接受特別報告真Ⅲ去弗 2U奈 的建快°

63.位 攻迎修訂草案第四部分夫于財戶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的奈歉°如果保留一法甜通ㄝ

的朱文,他 希望也同祥保留第 21各 引言奈歉括母中的坷悟‘
“
或垓回在其中有法律保抻的利益的財

戶
”,以 明确孩荼款涉及法律保伊的利益.夫子特別根告長提出的幣二各逸未文,他 自已快力垃悅

明禁止執行的基本規則并列明孩規則的例外.送是許多市政立法連循的棋式,他希望將其推荐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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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日t〔 告貝考慮。

m.他 砍迎肘第∥ 奈提出的更改建快,特別是在第 3敖 中列入摔成朕合國正式活文之一的詞

吾°第的 茶在草案中元疑有地位°

CS.至 于有夫不攻視的弗 2B奈 ,他 回頑避去他曾倡快哲仔夫子曰京豁免的回家立法,以便委

長全能就統一的制度制訂一項建以°第 2B奈如保留,可能舍干我送一日林.在 考慮是否刪去或保

留孩奈吋,委 真合拉牢圮避免多重制度和保近垓 1.● 趣上法律一致的重要性.

66.帕 夫拉克先生悅,他在上次金以上就車未弗一、
二和三部分作了數｛羊如友言,因 此他的皮

言特限于好四和五部分 .

“.他放力上述兩部分崁重要的鬥趣是強制措施的豁免,特別是執行田趣.因 此,他 攻迎特別

報告貝提出第 21至 2B茶新案犬的努力°

一

共上,特別報告真反肘全面禁止執行的志兄 ,而 并多政

府在坪淹和意另中支持速一意兄,它 可能合使,×9荼歉車來得到更普遍的支持。

68.因 此,他本人可以接受第 21奈 的新案文.此 未文更加何洁,冬 管仍希在措詞方面加以改

造 ,消 除某些含糊之爽.友 卡弗里先生已指出了本奈,尤其是乍 1款 <c)項 的一些不足之赴.在

財戶的分南方面逐需遙些的亦法.他 同志馬希与先生 (第 21m次 舍快)和友卡弗里先生的意北,汏

力以第 11荼 之二草案來看,所建快的新的館 2S茶可能沒有必要.可 以在就第 11奈 之二作出決定

后再來甘捻保留第 23奈 的曰題。

∞.在第 2S朱第 1款加添
‘
根据本奈數如果法院有管格板

”
等字是正确的,因 力可能垃明示

規定法院依法粒登回家豁免的根利.            .

?°.至于弗 Z6茶 ,他傾向于同意托移沙特先生 <館 2158次 合洪)和本努納先生的現魚,汏力

一日不成由子在另一日法院的拆公而承受除金俄以外的不必要久捏 .但就措詞而言 ,最好保留現有

案文.

91.可 以接受特別報告貝〺第η 茶的建洪,而 如其他皮言者指出的那梓,位 刪去第 鋁 茶 .

92.現在,在 委長舍現任委員任期肉完成垓題目的時机似乎成熟了,但茶效草案垃反映洋多回

家,特 別是木吹和中歐在回家財戶方面所友生的交化.必 須不新注意垓 1.9題 ,委 員合崁后盼段通避

的車瑋位反映新的加法 .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破程項目 1U〕

正非法律怭商委長合現療貝的友言

符.主席清思唐加先生以正非法律怭商委貝合跳泰真的身分在委貝舍文言 .

?4.思 唐加先生 (正 非法律協商委貝舍現累貝)悅 ,皿 非法律林商委長合子 199° 年 3月 在北

京拳行了第二十九屇舍快.他本人作力正非法律協商委員金的秘+次 ,可 以保怔9/’ 委昃合將迸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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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与委真合的瑛系.協商委員套特別南共在方二十九屆套以上玫迎委員合即將南任的主席格雷

夫拉特先生.牢 圮協商委炅金工作 1.9趣篷常与回隊法委貝舍快程的趣目相似或有密切夫系,他 強惆

林商委長套的絰聆肘回吥法委貝合成貝回是非常堂安的。因此,需 要不淅地相互交流豋g±A.

9S.出 席正非法律楙商委民合館二十九屆舍快的大合舍長回代表和南圾珧泰貝代表田效1很

多,犬 合第六委長金主席蒂本克先生也出席了金快.掰 商委貝金希望第六委貝合主席特定期出席掰

商委長套今后的合快.由 子可能涉及財夯同厜,他借此机舍提帝朕合回法律頑 1.● 注意垓鬥捶 .

9S.協商委貝合深切感甜回狋法委貝舍在逐步友展和南接回所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在肘日隊

犬家庭至失重要的1.9娷 上所作的如致工作.在 回隊法委貝套上屇金洪上 ,他 曾提出就回坏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和回家及其財戶的管培豁免同趣召升朕合甘淹含,并悅此榮甘淹舍將突出送兩今机拘及

方的合作精神,討 它們今后的工作將大有椑益。怭商委真含算二十九屆合快逐強琱 ,力 次特別報告

長各 自領域的告ㄇ知法中荻益,定 期召9F法 律頑鬥合快是有用的.

η.在 夫子田豚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的意凡是,位在以媛平等和合理利用回隊河流力基地的方

案的基本概念下送行回隊法委員合的工作 .此 外,浾商委員合指出,日 防水道是一瓨共有自然資源 ,

因此泣在上下游沿岸回之1.9平 等分兄.因 此 ,一介上游沿岸日利用回隊水道或放+有 失活劫不位不

利地形呴下游沿岸目的叔利和利益.所 以,任何有夫垓 1.9題 的柲快都必須列拳确定
“
牧大頡害

”的

因素.怭 商委貝套逐強琱了非航行使用法和坏境同趣的密切夫系.因 此,在要求回衃社舍在坏境保

伊鬥趣上送行合作的吋候,此 失使用的口京同合作日益重要.最后 ,+.1商 委貝合決定將回酥水道瓨

目重新放回垓委貝合現有的快程中,并在 19g2年 的館三十一屆合快上避行甘梵。

?8.夫 子回家女任的同趣 ,怭 商委員舍洪力回隊法委真套位加快工作,而 且把注意力放在Z分

“
達法行力

”
和

“
罪行

”
概念上 ,放在形喃所有人的不法行力者的女任和 1g69年 ㄍ籬也幼茶的法公

的》規定的強制法概念上°

9g.夫 子 ㄍ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掰商委貝合放力位玵委貝合的工作達行必要的

优先考慮°田滿佑束垓寺趣的工作特力曰沶社合提供玵目前和特未達反其規定的行力的威樣和德

研文件.力 荻得完整的法律文件,治 罪法車瑋必須包括犯罪、怒用和管葀等三項內容.力 有效,它

位集中注意明确理解了的和法律上可界定的罪行的核心阿趣.你商委貝套蛋同建立回怀別═法庭

的建快,并悅垓法院泣有明确規定的管格叔,包括肘煐毒者的管格叔.逐走快,治 罪法草案位包括 :

(a)將 人口玫一目的領土上班逐或強制特移,(b)在 被占領土上建立居住地和 (。)改交外國領土

的人口奈件 .

8U.捇 商委尿合常快了其他一些共辰性項目.大舍通迂 ㄍ朕合回日酥法十年宣言↗ 后,怭商

委真合秘串爽力館二十九屇合快拙出了垓委貝合在其舞十年目林中的作用的說明。掰商委員舍要

.犬
合 1989年 Ⅱ 月 17日 常 44Z23母 次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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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就孩十年似汀深入的研究報告,提 交蛤耿合回法律頑鬥,表 明怭南委見舍村垓同題的建狄和意

兀.林商委長舍期望力央班垓十年作出秋板貢敵 .

81.協 商安貝合尤其希望就更好地利用回怀法院的同趣迸行深入的研究,以期如大套夫于《朕

合國回隊法十年》的決快田明的那祥,爪更大范田內促迸回家伺午瑞和平好央的方式方法,包括拆

堵和充分珞重回隊法院。曰狋法院+圮官長表示愿志村迸行孩努力給予合作 .

SZ.掰南委貝舍一直非常重視海洋法,秘中大將就
“
深海采才合資經費掛採、升友和圳緣的首

創活初的各逸成本效益樣式
”
達一主趣升展主初行功.怭商委貝合秘中爽和國隧海洋研究所与海洋

法研究所一起,建 快 199U年 8月 在姐的組玖一次美于深海呆才合姿臸菅1.9趣 的工作合快 .

BS.忤多代表放力,控制危險波物越坑特移及其7一 <特別在JE非 地區)速一重要趣目是回隊

法未加禁止的至美重要的一种行力°lg89年 3月 在己塞你洋行的合叔代表合快上和 19Sg年 12月

和 lg,U年 5月 初在正的斯正爪巴拳行的非窮組班法律和技木令京舍送上,杯商委貝合汻多成貝回

已肘此表示了夫注°掰商委員合第二千九屆合快要求秘串7捄 汀大于控制危降庾物越境持移及其

典王的皿非公的草案,以 全面禁止危險庾物避入垓地匹。

84.怭商委貝金工作方案中的其他項目逐有,揪汀活如准民地位和待避,違反回妳法,特別是

19姆 年 《日內瓦四公的》班逐巴勒斯坦人,匹 別日防恐怖主又和民族解放适功的林准,引 波逃犯 ,

友展中回家債簽和其他一些 1.● 題等的文件和研究報告。所有道些鬥題的工作正在迸行,lg91年初

協商交見合第三十屇舍快常洪的 1.● 捶將包括這些同趣°

BS.項 目
‘
琺合回和正非法律林商委貝合的合作

’已提上大舍鑏四十五屇合快的快程°遊照垓

委長合和秩合回的合作方案,怭商委炅舍秘中外粹就迄出的一些可能套在大舍瑋四十五屆舍以上

分瓦垥第六委貝合的項目的法律鬥趣再次准各何革的說明和好淹,包 括夫子田隊法委貝合本屆合

琪的工作迷度以及有夫怭商委員套整今工作卄划的其他項目的說明°

SS.最后 ,他代表怭商委貝金迸清曰豚法委貝含主席參加特于 1991年 3月 在幵男洋行的協商

委長合第三十屆合快°

B9.主 席感甜正非法律協商委長舍現泰長的客气活.委 貝合在北京召升的鉻二十九屇套快确是

一次盛舍.回 隊法委真合按照共現有攻束,有 〤芬与日隊法領域方面的匹域性政府同机构遴行合

作 .回 隊法委長舍特別希望荻得各區域特別夫注的活功的報告°它也同洋很商米地放悉怭商委貝合

与回隊法委長舍本身掛切怭作正在迸行的活功.兩 介机相同的北美合作特有助手回隊法委貝舍 ,仄

而得益子來自巫洲和非洲的志凡和好站 .

88.他 衷心希望不依雜撲而且加緊怭商委真合和回酥法委貝舍的合作 .他要想謝亟非法律怭商

委員舍現泰長遊靖他參加垓委貝全年三十屆含洪,他 很南米接受 .

下午.1.+散 葚°

- 16°  ——



第 am次 合洪

199° 年 5月 22日 星期二上午 1U吋

主席:史 久佑先生

出席 :巴 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巴小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末多.多 德

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网 鮮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籬德

斯先生、馬希烏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

先生、各庫幼斯先生、塞普小維送 .古欲霄斯先生、索拉里 .日德拉先生、錫並姆先生和托穆沙特

先生°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接豁免 <貕 )

〈A/CN. 4/415,】  A/CN. 4/422和 Add. l,a A/cN. 4/431,:

,       A/CN. 4/L. 443,E市 )

〔快程項目 4〕

特別敬告真的第三次報告 (狡 )

二旗中洪茶款草案
‘ <臻 )

1.巴 小謝科夫先生感謝特別報告貝再次努力早求互相能接受的妥你解決方法和提出了第三

次扭告 <A/CN.4/好 l),狄 而力委長合委長迸行宮有成效的合作創造了茶件 .

2.回 碩到他在上屆合洪曾有机合就第 1至 第n荼和新的館 6茶之二草案和第Ⅱ 奈之二草案

巾明了立場,他悅他將不再望新回到達些荼欺 ,尤其是因力速些奈數已交蛤起草委貝合,而 他是垓

委貝舍的成長,將能就提汊的新案文友表意凡.因 此,他將供就第 12至 2S茶淡庶看法,但首先希

望再次強琱第 H茶之二草案 (分 有的回來ll戶 )村所有各回均至夫重要.因 力世界上每介國家与

堵如赤球和中曰達洋的回家都有錏洴美系,而 在之些回家,分有的回家ll戶在不同程度上皮揮相普

:特
哉于 ㄍlg88年 ⋯⋯年塋》,第 二卷 (常

一部分).

t特
我于 ㄍ1989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
持我于 《199U年⋯⋯年盤》,第 二卷 (弗

一部分).

‘
案文兄第 Z158次 令洪,弊 1段 ..

-161一



重要的作用.就 分南的國家財戶鬥趣提出的提案,目 的是力了所有各方的利益促避密切的絟渀夫

系°亦球正在避行的生气勃勃的再篤坎避程 ,尤其是就財戶和玨游改革通避的新的法律 ,其 中涉及

到引迸市埸銍洴,之一切使得孩鬥題更力立著 .

3.夫子第比 奈 <雇用合同),他悅与其他委貝一洋,玵其中的一些規定是否恰曾,他有疑慮°

特別報告貝把提快的新案文第】款和第 2款 (a)和 (b)項 的某些措泀和短活放在方括母內,達表

明他也意味到達介曰捶。

4.他 同意若干政府和委貝合各位委真皮表的意兄并准各接受特別報告貝夫于刪除第 1款 中

社套保險規定的提法的建快 ,因 力并非所有回家都有一介社舍保隆制度.他 回廄悅 ,瑞 士曾在其坪

捨和意兀中建破,另 了解決孩同題 ,在
‘
而且透用垓另一口失行的社舍保險規定⋯⋯”

的句子中,

“
而且

”
一洞泣由

“
或

”
一字取代 .‘  他也准各接受特別根告貝在初步報告中提出的刑除第 2數

a)和 <b)項 的建快。然而,如果保留 (a)項 ,他駁傾向于接受原有案文。下列情況引起向題 :

回家与共回民之一汀立雇用合同,而 達介回民保留垓回因籍但不米期居住在其領土上。亦珠今天村

身居國外的赤耿公民的命迋不再漠不夫心,凡 希望保留赤瑛因籍的公民均被視力地地道道的亦耿

公民,接受垓地位戶生的所有法律銬果°因此,他建快別掉第 2款 (c)項 中
“
也非其次期居民

”
的

短悟 .

5.他扒力第 13茶 <人身份喜和財戶頡善)作力一整体令人准以接受。首先,垓茶提到因一行

力或不行力而村人身或財戶造成頡善 ,引 起敬害的可以是自然人,也 可以是法人,作 力法律主体与

回家不同,并在法院地田領土內,孩茶逐規定了下列可能性ε一介法院可把適种行力或不行力”于

一外回并宣布垓回位無女任.夫子賠儅板害引起的法律夫系的規幸五然超出了申快之中的奈款草

案的范田.其次,班 國家女任角度而言,一 日行力是否合法是按回阡法規則通遊口隊程序确定的,

不能由回家法院決定.提破刪除第 13茶 的原因之一是其道用可能早致回家比其外交官少享受

19m年 《堆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Bl奈 規定的豁免.逐位銘圮,由 于有保險政策 ,并且有可能通

述外交途徑解決達共同趣,因 而歿少了爭端,降 低了垓同趣的重要性°

6.特別報告貝在初步根告中同志西班牙就館 13荼提出的淹魚
‘ 并走快納入一介新的弟 2歉

<A/CN.4/415,弗 143段 ).無 然垓建快在委真合未引起任何反玵意凡,但館三次根告未提到它.

另一方面,由 子口到一接通避的來文,特別根告真其跡上放荓了將孩荼范田廿大到跨界敬害的想

法 .

7.位垓注意到 ,在 本屆舍以上,一 些委員接受方 lB奈是有茶件的即其范田限子交通

一

故村人

身或財戶造成的敬害。在就是否需要保留垓奈以及就其范田的定又作出決定之前,他希重用明,如

‘ ㄍ1988年 ⋯⋯年飺》,寫 二卷 <館 一部分),鋅 95面 ,文件 A/CN.4/4】 U和 Add.1-5.

‘
同上 ,第 8。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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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保留,.9奈 ,泣 用更准确的措甸重新起草
“
捃林女任位”于垓回⋯⋯的作力或不作力

”
的句子,位

根括各政府和委員合委長的坪梵文明确地界定規幸的主体和村象°

8.第 】4奈 <財戶的所有叔、占有和使用)因 范田避克且界定有琪令人發解°不能以少數回家

的慍例作力垓荼的基柮 ,如 果送祥做勢必形喃革棄的內容及其可接受的程度°相反,位 冬可能考慮

各共回家法律制度的差异和特魚°根括送一精神,他放力加除館 1款 (o)、 (d)和 <e〉 項將是明

摺的,送也正是特別根告貝所建快的.〞 列財戶爽型的其他分項希要避一步研究和更确切的措洞 ;

其主要缺陷是它(● 沒有在財戶所在地与法院地回之同建立瑛系.

9.夫子第 巧茶 (青 利、商杯和智力戶叔或工╨戶叔),他悅需要明确叫明,与 确定智力戶杈

或工╨戶杈有失的拆妐中圾想的例外仗在法院地回道用 ,不 才犬到在其他回家行使或存在的杈利°

正如科〞馬先生指出的 <第 鈕 6。 次套玟),第 15茶 要解決的同趣是在法院地回行使智力戶叔或工

╨戶杈板利的同題 ,不是取得速些板利的岡翅。夫子 (b)項 (特別根告長建快采用一接通避的形

式),他兢根裙赤耿法律 ,回 家不是孩板利的主体 ,在 之神失型的法律夫系中,這些叔利的主体和

受益者是兵你的自然人或法人.“据秘⋯⋯侵犯
”

的措洞大戶,可 能力濫用打升方便之ㄇ°出于道

些原因,他 袋成刑除 (b)項 °

lU.与 委見套其他委員一洋,他 汏力令利保伊的范田不垃避分伊犬,因 力那釋勢必限制豁免原

Jll的 范園°他汏力元梵是制定洋冬元逮的逐是說明性的各种失型的知法戶叔或工╨戶板清草都不

是委貝舍的任芬.有 些委貝指出,弗 ls茶 規定技水性很強,在 本車康范田內很雅予以似定 .

11.就 第 lC荼 〈幼稅卒夯)和 第 17茶 (參 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提快的措洞改功是可接受

的.夫子按照 19花 年 ㄍ歐洲回家豁免公的》第 2g茶 (c)項 的內容 <夫 稅、賦稅或研款)重 新起

車第 lS茶 的提案,他次力,可 按特別報告真的建快將垓同趣交蛤起革委貝套°第 l?茶 作力一介整

体可交給起草委貝合°

I2.大 于第 18奈 ,將分有的回家財戶概念延伸到回家胡有或回家銍菅的仄卒商╨活功的船舶

是否道些,討 此他俠能侈提出介人看法.然 而,他放力赤琺在垓領域將要造行的改革將符合夫子財

戶和企╨的新法律的精神 .

13.夫 于第 19奈 <仲 裁掰定的效力),虛假定回家自愿和接合的〤夯同志持爭狄提交仲裁.他

發成一些政府和委貝金委貝的意兄,即 仲裁怭定的締的日必顏保留在元米的回家的法庭或在有失

怭定并未指定的法庭援引共裕免的叔利,除非仲裁怭定我有相反的明确規定 .

1● .夫子第 2。 茶 (固 有化的竹兄),他放力垓奈車棄按照其措祠可能舍早出一种理解,此种理

解合嵌苦已牢固樹立的回隊法原則,即 回有化法律在日泉領土之外也道用.回 有化措施系主叔行

力 ,不 受男一回家的管格,不 能被視力豁免原Jll的 例外。他同意下列志兄,即 回有化田趣板共欠染 ,

不能象弗 2U茶送祥哭理.建洪刪除垓奈的委長合委真的依指是可以依i回 昹公法或私法的可道用

原Jll在 法院解決与國有化有夫的鬥趣。央隊上,特別報告貝建快刪除孩茶 ,達符合他一貢采取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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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念度。

I5.夫 子草屎第四部分,他 回碩悅一族通逮的年 21奈 ㄑ免子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案 文先早

部分規定了不允卄以外回法院的裁央力依括村一日采取強制措施的原則
—
— 因而符合豊代回防法

要求——但是又將它与哉于 (ε )和 (b)項 的兩介例外瑛在一起。他逐口碩悅 ,案 文受到批坪 ,而

特別報告貝起初反玵刪除 伍)項和 <b)項 ,理 由是那可能使什村回家的所有強制措施都交成不能

允卄的,然 而在第三次報告中,特別報告長在其夫子第 21至 23茶 的坪站 (5)段 中則采取了相反

的立物 ,其依括是
“
常快限制執行而不是完全禁止執行可能更有机合荻得大家的按成

”.因 此,特

別報告長提出新的館 21茶 ,達是持一袂通逛的館 21和 22秦合二力一似出的.他本人并不反肘合

并的原Jll,但合并后的案文根本上脫南了第 21荼和不能允許強制措施的原則 .村此他感到吃掠,并

怀疑,如 果恰恰不鬥明垓原91l,尋 求妥協解決加法的努力能否取得成效°思之,在班險段,帝兄不

明朗;有 些委員正式囡通迂改迸已通遊的第21和 銠 奈案文尋找解決亦法,而 另一些安貝91l以 新的

第 21茶力基地謀求解決亦法.

16.夫 于新的第 22奈 (特定种美的財戶)和 委貝舍內外提出的坪淹,他婪成一种志 mt,即 垓

奈与拉垓予以充分考慮的第 ll茶 草案之二之同具有有机耿系°然而,他 的确希望提靖注意他汏力

重要的某些原則鬥題 :根据一決通逮的案文 (第 鈕 茶〉第 1款 (c)項 ,位子法院地回領土肉的外

回中央銀行財戶,元梵用途如何 ,元奈件免于強制措施°孩規定的基地是中央傲行系′回主板根力

的工具,它所迸行的所有活劫享受免子強制措瑟的豁免。此外,就其法律地位而言,中 央銀行位被

視力回家机拘并裾此自功專受豁免 .

1?.起革委員合庄考慮新的弗 22茶 第 2欺 的措洞如何能更好地确立肘特定种爽的財戶的保

伊,使 之免于一切強制措施,或 換言之,不 在有失此爽財戶的豁免原 Jll 有任何城根°

18.夫 子新的第 2S茶是否道些的鬥趣 ,他 只能接受特別報告貝提出的法律梵括,尤其是夫子

弟 11奈 之二草案体現的炎理加法°他不理解力什么分商的回家財戶概念雞攻道到委見舍某些委員

的反村.在 社套主又回家,國 家財戶豁免曾銍是徵一殺的原則,而 現在正考慮使用垓概念在相些程

度上至少限制豁免的范田,以期促迸塑游大系.他不知道送力何︴到另一些回家的反肘°

19.大 于車來館五部分 (染瓨規定),他悅特別報告真提快的改交犬部分是村述去來犬的改造 .

委長舍不妨委托起革委長合以提出的各种意凡力基硝 ,摘 出最后來文.特別是夫子第 2S奈 (不收

視),他 理解委長合有些委真的立場 ,他們走快川除垓茶或在整介奈放車來范田內全面申查其后果 .

尤拉考慮巴哈幼先生就此作的汗淹 (簿 216° 次舍快)° 正如特別根告貝在第三次根告中夫子第 28

紊的坪梵中所悅的,‘就前面的茶放迷成普追掰快后必須就垓鬥題送行祥幼的常快
”

.

2°.伊 留卡先生說 ,他將首先淡淡第 1和 寫 6奈 ,送几奈決定了回家管格豁免的范田,然后淡

淡委貝合正在申以的第 12至 ZS荼 ,保 留出席起瑋委貝舍甘站在前一次舍快上所常快的茶教的令

破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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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在其第三次報告 (A/CN.4/431)中 ,特別報告真建以在一快通避的第 1茶 案犬中增添

“⋯⋯和強制措施
”
等字,送 並然等于把有待第 21至 外 茶大理的執行裕免的提法增加到管培豁免

的概念中.但是 ,除 了提到的兩种熒型的管特—— 司法程序和執行措施

—

— 之外不垃忘圮近有第三

种共型的管格 :立 法管擂.余 所周知,立 法机枸的管格与其他國家机构包括司法机杓的管特具有同

祥的地位.因 此,常淡囝隊法庭 19Zc年在波〨上西里西正的某些德回利益來中指出ε

“⋯⋯班回妳法及其机杓常淡回隊法庭的角度而言,日 內法仗仗是表迷回家意應和构成回家活

助的卒央,如 同法律裁央或行政措施
一
擇.⋯ ⋯” 因此,垃 在特別報告真提洪的第 1茶案犬中增

添
“
或机杓

”
的措洞,送群特別根告長建快的來文將改力 :‘本余數⋯⋯肘另一口法院或机杓的管

格和制的措施⋯⋯′位以同祥方式修改第 6茶 ,有 夫句子將改力 :‘另一日法院或机构管格⋯⋯”
.

釳.根据地肘豁免理淹,并不引起立法管搖豁免的鬥趣.根裾委員金采取的方法,速今同趣就

焚得很重要 ,委 長舍上屆套快決定就哪些美別的回家活劫位享有豁免送成+,1快 °在此不洋幼甘捲回

家行力理淹 ,但泣垓記得某些著名法理半家主張一外國在下列情況下可要求享受立法管培豁免 :拆

忪是因外國的一欠公行力而引起的,而孩行力又狂立于构成法院管培杈基地的行力。

23.垃 垓保留第 12茶 (店用合同)° 特別報告貝建快刪除第 1歉 中社合保險規定的提法,達是

正确的°按特別報告炅提出的理由,第 2款 (b)項 亦可刪除,因 力 (c)和 (d)項 足以支持垓茶

制定的規則 .

24.第 13茶是一項炙染的規定,位 在起草委員金仔幼斟酌。尤位澄清它与回家責任法的法倖

夫系°前任特別報告長,赤查里特庫小先生起草垓茶葉文吋的想法是,它 將仗道用子交通事故.班

任特別報告貝如其在夫子,×’奈的坪梵 ㄑ2)段 中所悅 ,志在把孩茶歉的透用主要限子
“
在法院地田

領土友生的涉及固有......的 迋愉工具交通意外所引起金我上的賠借 .速是完全可接受的炎理亦法.

25.可 以刑除第 14茶 第 1敘 (c)、 (d〉 和 <e>項 ,特別報告貝也是速祥建以的,因 力它們并

‘
不反映普遍慣例°第 2歉也可刪除,因 它似乎重褒第 7茶第 3獄 .

鉐.弗 15茶 ,其 中哉有
‘
植物育种者杈利和屯適作品板利

”,思 的來就是可接受的,館 l?奈

也是如此.然而,第 16各 因所涉形咱泣子刪除,除非按科′巧先生的楚快 <錧 216U次舍快)在 其

中結合名 ll奈 的主捶 <商 ╨合同).

29.在 第 18荼 中 (回 家掬有或曰京銍菅的狄︴商並活劫的船i● )中 位叫明,菜 一日京扭加八

一

的特定商╨活劫只要═涉公共利益,有 大田京就可援引船舶豁免.速并非免理站向趣 ,力 了說明

達一蕊,他 找到了一介案例 :1973年 ,阿達德政府被推璃之萍,兩艘船 ㄑ一放是古巴包租的,另

一艘是亦瑛包租的)正在智利港口卸女.由 于政治原因,達 兩介回家決定召回其船珀自,它 n● 得適迂

巴李再逼河.些 吋美利坐合我回采取行功,不也它●●鈕攻航行并在迋河入口天將其扣留.不是赤瑛

’1926年 5月 25日 判次 <央 辰 1.9趣 ),ㄍ 回隊常快法院 A輯 》,弗 7辛 ,第 19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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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古巴而是巴李馬提出抗快,援弓〡船舶豁免°美回曾局放力垓抗快可接受,所 以給兩艘船放行 .

28.逐是夫于第 18茶 ,值 得回頓的是 19茄 年 6統 一夫于固有船舶豁免的某些規則的因隊公

的》第 3茶第 1欺承汏
“.⋯ ..在 坼妐卒由友生吋完全用子政府和非商╨性服芬的

”
船舶的豁免°因

此,刪 除第 1和 第 4款 中的方括母是合乎遻講的,送祥有失措洞將改力
“
商╨和非政府性活功

”
和

“
商ㄓ和非政府性用途

”
.

2U.在 第 19奈 中,特別報告炅建快增添新的 (d)項 ,“ 裁決的承汏
”,但遠一增添是不合道的°

然而,正如特別根告貝在夫子此各的坪梵 <】 )段 中所指明的,使用的木悟位与第 2奈用悟親定一

致°

3U.正 如特別報告真建洪的,垃刪除第 2U茶 (固 有化的情況).在 新的第 21茶 中,位 保留第

1歉 (c)瓨 方括孝丙的措坷°新的第 22奈 (原 幣 23奈 >是 可接受的,而 新的第 23茶按其目前的

行文來看是不必要的.

31.力 慎重超兄 ,如 一口政府在其中面坪捨中指出的,位 修改第 2s奈 ,使 之鬥明不垃伙伙由

子正些地送送了拆忪文中而迸行缺席判決°此外,如特別根告真所建快的,在 第 1款 中增添
“
根据

本茶款如果法院有管格叔
”
等字.以某种形式在垓茶中載入下列內容也將板力重要:根 据第 9茶 第

3款 的規定,不 出庭不可被視力构成外回同意另一日法院行使管葀板°

S2.特別報告貝玟傾向子保留一決通遊的第 26茶 的案文°位冬可能加強速种措田 ,以 強琱勝

迫措施沒有任何道理 .

33.所 建以的第” 茶第 2數 的新措洞是可接受的。弊 28紊 (不 歧視)位 子刪除或重新措詞°

斑.埃里克松先生表示他扁于支持限制性回家豁免理站的半派,他 洗他不想發迷在所涉理站

鬥趣上的取向已篷明确的茶款,其 中一些已交垮超革委員套°冬管如此,他仍注意到特男1根 告長夫

子第 6荼和草案靠三部分狋趣的建快.拉 按袁卡弗里先生建洪 (第 ZlSU次 舍快》,在 委長舍李到草

案全文之前不玵這些文內的措詞作出決定°因此他伙玵未提交起草委貝金的若干奈款淡焦看法 .

SS.他 同志特別報告長的建快,即在第 18荼 中,位別除方括母內的
‘
非政府性

”′詞.他 支

持在弗 19茶 中使用
“
民中或商ㄓ1.● 趣

”
等字而不用

“
商╨合同

’
等字并走快在車未館四部分的范

田肉考慮特別報告真夫子增添新致項 ㄑd)ㄑ 裁決的承放)的建快.他螢成刪除館 2U紊 .

∞.他 攻迎所建快的弟 21奈 至第 2B奈 的新措詞并支持別除第 21茶牙始部分和第 22奈第 1

缺方括孝內的
“
或孩回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

’′悟.在新的第 21茶館 1放 <c)項 ,方

括母中的
“
而且与拆松要求的林的有失,或者与被拆忪的机杓和部鬥有失

”
等字也麼子刷除.他 同

意
‘
并且用于併市用途

’
等字位妠入新的弗 Z2茶館 1數 (.>項 的志兀.新 的第 23荼 的命迋取決

于弊 1l奈 草案之二的命逼°

B9.他 基本上支持重新起草章 2● 茶的建快,但是大于弊 3歉 以侍采或其他提起拆忪的文件送

送坼公文中所使用的悟文的有夫規定,他建快采用下列措詞‘
‘
垃以有失回家可接受的浯文送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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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孩建快同祥道用于裝 2S奈 第 2放 °

BS.他 支持有失第 2S茶增添些然地确定管培叔的〤簽的措洞的建快.与 委員舍其他委其一

帶,他村第加 茶有疑慮°最后,他 不反肘刪除第 28茶 。

s9.索 拉里 .困 德拉先生說 ,他在上屆合快已有机舍就一些茶數車來及表慈凡,因 此,達次依

筒草地淡淡玵特別報告貝在其錞三次根告 (A/CN.4/431)中 村送交起草委貝合的茶歉提出的一

些修訂案文,然 后再甘站第 12至 28茶 .

4。 在所建快的第 2茶新案文的年 2數 中 <确 定是否商╨交易吋位子考慮的林准),特別報告

長大犬降低了玵交易目的位給予的重視.且 然必須主要考慮交易的性辰 ,但 也不能忽視目的.最 好

保留一樣通避的案文 (第 3茶 ,第 2款 )。

姐.夫子第 4茶 <不 受本茶款影喃的特叔和豁免),特別報告貝建快在第 2款 (垓 敖一快通逮

吋栽有刁慣法規則>中 引迸承放政府首肺和外交部米令人享有豁免的措洞 ,以 便休現新情況°在避

去 1UU年 里,政府首肺越來越多,井荻得了相些的政治重要性。在并多回家,政府首肺比回家元首

板力更大。他表示可以接受一淒通避的瑋文,其 中將豁免限于回家元首令人,但是他理解早致特別

根告貝提快增添的理由°

妮.新 的第 6茶是可以接受的,因 力它可避免田內法庭草方面解舞因沶法的危●工.。

43.夫 子第 12奈 <雇用合同),他快力位冬量少玵回家豁免制訂限制規定,但是他相信,×9茶具

有其理由,恩 的來悅 ,’館 2歉規定的不道用的情況垃冬且減少 .

44.正 如特別報告貝建破的,可 玫館 14茶 中加除第 1放 (。 )、 “)和 <e〉 項°

45.夫 子第 15茶 ,其 中提到增加
‘
植物言种者板利和屯肺作品叔利

”
等洞,他悅即使

“
其他

任何形式的智力⋯⋯戶叔
”
的先坑提法已控包括了送种形式的智力戶叔 ,仍 然可以揪汀一介范田更

戶的提法,以道用于科技領域智力戶叔其他友展.世界知味戶杈組扒也并可以在遠方面提供援助 .

t6.特別根告長力弗 16奈 和第 1?茶提出的措詞修改建快有助手使行文更力准确.他不反肘

別除算 18茶 中方括子內的
“
非政府性

”
等字.与 委貝舍犬多數委員一祥,他 同志刷除弗 2U茶 °

47.他也支持第 21和 館 22茶合二力一的走快.然 而在新的第 Z2茶弟 1數 “)項 (夫 子中央

銀行財戶>中 ,他不能同志培泍
“
并且用于熒市用途

”
等字,原 因在于遠些措同可能被地方法院解

拜的方式.

●S.所建快的好 2● 奈笫 3放 的新宋文 (其 中規定送送的文中位被悸成瑛合日正式活文之一>

并沒有完全解決拆妐文中的送送方面可能引起的所有 1.9題 .

49.及 后,他支持特別報告貝提出的好巧 紊和好 29奈來文,并 牧傾向于刪除弊鋁 茶 .

SU.士庫納斯先生悅,他支持特別報告真的建快,即 合并第 2和 第 3荼 ,并在其第三次報告

(A/CN.4/431)提 出的新合并的年 2茶若 2致 中把交易的性辰作力首要林堆.其政府目的作力次

要林准°他党得速一解決亦法是可以接受的,因 力在若干日象,未例法元梵怎祥并非恙是完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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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回家由地肘豁免政策改交力限制性豁免政簾 ,達些回家的法院在面愉确定性辰的鬥趣●l可

能更愿斑理草一的杯准,冬 僣送种解決亦法很任硬.然 而,自 本世妃初以來,另 一些甲家的共戌表

明,最 好由法院炅活地确定在每一案件中采用最道些的爽理亦法°另一方面,他快力在第 6茶 中增

加
“
一殺回隊法的有失規則

”
等宇沒有任何意〤,因 力只使革來不完善,思有垃用因隊法新規則的

余地°

51.他 同志別除第 11茶第 1數 中有失推定一日同意行使竹格的明确提法°

52.位 孩保留第比 奈弟 1放 中有夫社合保險規定的提法,因 力在速方面常常引起困堆.此外 ,

“
其行的

”
等字清楚地表明就此而言并不要求沒有社合保險制度的回家引避送祥一和制度°

SS.五 然他志氓到第 lS茶 的措詞引起的同題,但他次力泣予以保留,因 力他恰恰是力回師法

通常未包括的那些情況所規定的°

54.他 在上屆舍快表示支持刪除第 14茶 第 1款 <c)、 (d)和 (e)項 ,因 力沒有必要將完全扁

子某些回內法律体系的鬥題由旨在聲適造用的案文予以解決 .

55.他 同意特別報告貝夫子刪除第 18茶 第 1求和第 4款 中方括辛內的
“
非政府性

”
等字°送

些字所体班的思想沒有法律基硼,此外,与 1982年 【瑛合回海洋法公的》有沖突,根据孩公的,豁

免戶生于船舶的非商止性辰而不是非政府性辰 .也 垃垓力垓奈第 7款尋找其他形式的措泀 ,根括垓

款,船舶或貨物的政府性或非商╨性辰的唯一並括是孩船舶或貨物所展國家的外交代表或其他主

管些局筌署的怔件 .哲 英悅垓款所涉及的向趣是程序性的,而且豬果可能是法院地國法院執行拳怔

規則受到更大限制 .

“.他 同意特別報告真的意兄,即 在第 19奈 丌共部分最好采用委貝含常快的其他案文,即

“
另一因⋯⋯仲裁在其領土內或按照其法律迸行或將迸行⋯...的 法院

”,而 不位采用一樣適迪的案

文.就提到仲裁地獄的合同或回隊掰定的情況而言,他汏力最好能姼力仲裁可能引起的任何向題与

垓地魚建立一种管葀秩系。央跩中央隊上已友生迂送洋的情況 :在 沒有明确指明与泣垓送行仲裁地

回家的管格具有
‘
領土

”
朕系的情況下,垓 曰法院宣布它們沒有管格板,錯果就仲裁而商定的規定

威力一籤空文.

田.刷 除第 2U茶是合理的,因 力回有化同趣并不屈干委貝合所汲想的夫子回家管格豁免的奈

致瑋來的位用范田。

$.修 改第 2s茶 ,使之規定法院地回在缺席常判程序中依援取叔提出豁免同趣,達一度快肯

定有其徒庶.它 符合某些回寒的共跩 ,送 爽回寒的完法規定回隊法优先干國內法或根拆先法外回豁

免規則鞠入民

一

坼松法.盤子外回甘特豁免是公法規則,法 院自功玵此加以考慮.然而,另 一些回

家的情況并非如此,如果法院元法知道爭瑞的主捶涉及到外因的主叔,垓提案將非常有用.些 然 ,

位垓板衡共形呴,尤其是就缺席判決可能戶生的多种形吶而言,因 力在第二數申判中合以某种形式

提出豁免鬥趣 ,前提是存在送种第二圾申判。或并逐位我到解決同趣的一些其他同祥迅速的程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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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9.第 2S茶赴理的同題汏委真合力垓寺題若手工作一幵始就引起困雅°他且然不反村第 2款

<a)項 ,其 中反映了不可改焚的〺等原則,但他愿意指出 <正 如他在上屆合以就夫子外交信使和及

有外交信使抻送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茶款草案第” 茶 <本茶款和其他公的及林快之同的美系已銓

悅避),“升放
”
制度等于社各方按 自已杕力合道的方式行÷,冬管委貝舍在避去蓊 年里起草的某

些案文屏干達祥的情況,但是編來回怀法的整介工作Jll与
“
升放

”
制度不可相提并站 .

6U卡某男中〞德里格斯先生注意到委貝合并多發長就本青趣皮表了意兄,他悅,他不希望他

的沉砍被解釋力好草案第 l2至 第 28茶赴理的鬥趣莫不夫心.他保持況默是因力他 已豋在
一

屆金

以就速些奈歉用明了自已的立埸°. 特別報告貝提交委貝金的第三次報告 〈A/CN.4/4319我有

根捃提出的坪梵和意凡仔幼似汀的提案.其 中有些提案涉及到央辰回題 ,并表明需要放新的現焦或

角度研究某一具体鬥趣。有時候它們与他的分析相吻合,有 時候有分歧.但是,恩 而言之,他 的立

切沒有改交,提 快的修汀案文未能使他信服°其他提案完全房子措洞方面的修改,他快力達不道合

子在委貝合合合常快。因此,他 汰力沒有必要就寺趣避一步發言°

S1.比 斯利先生悅,他 的立切与埃里克松先生的立切非常相近,他支持埃里克松先生的
‘
限制

性
”7理 亦法,其原因埃里克松先生已臸明确鬥明。

S2.他 同意所提出的提案的一殺主旨,但 同卡某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一祥 ,汏力最好是粹文字

起草同題提交起草委貝食而不是委長合全体合快 .特別報告貝斌困努力怭琱相村立的現魚,速值得

螢常.然 而,堆 以肯定是否能在起革委見套上怭惆之些既蕉。尚需在犬令第六委員合或甚至外交金

以上作避一步甘淹,以 造成怭快基地°

上午 H吋 3° 分散合,以 便淡立回昹刑事常判机杓同趣工作姐升套°

第 2162次 套快

199U年 5月 23日 星期三上午 lU吋琴 5分

主席;史 久儲先生

出席 :巴 哈幼先生、哈索內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幼先生、卡末多 .多 德

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阿 發音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霄夫拉特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堆傳

斯先生、科男馬先生、馬希瑪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居加先生、小未曾先生、怕夫拉克先生、拉

.瓦 ,方 2119次合快,好 13-2S段 .

—— 169 
——

︳ ㄍ1g89年 ⋯⋯年些》,簿 一卷 ,年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每庫納斯先生、塞普本堆送 9古獄雷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錫正姆先

生和托務沙特先生.

曰京及其財戶的甘樁豁免 (撲 )

<A/CN. 4/415,! A/CN. 4/422和 Add. l,’

A/CN. 4/431,. A/CN. 4/L. 433,B市 )

〔洪程項目4〕

特別報告長的第三次報告 (撲 完)

二沒常快荼款草案
｛ (攻完)

1.小 未曾先生 (特別報告真)悅 ,他 愿意肘上屆套快按照委炅舍的決定就第 12至 第 28茶

<草 案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送行的辨站作一恙豬°送部分茶款是中快的主題 ,肘 以前的奈款已

垤作迂一些泙淹,但 提出的要魚將要由起草委貝套申快°

2.夫 子第三部分的杯趣,他在介紹性友言 (寫 2158次 合快)中 曾就一种中立的提法征求避各

位委員們的意凡,例 如
“
不道用回家豁免的活劫

”
或

“
不得在另一回法院援引回家豁免的情況

”
。在

遠方面,一位委真建洪的提法是 :“ 大于回家同意不援引豁免的回家活初
”°男有兩位委員肘速一建

快和他本人的建快作了坪站。央隊上 ,速一中立提法沒有達到委貝合任何委貝的反村,或洋可以清

起革委員合力第三部分定下一介杯趣°

3.所 有淡到第 l2秦夫子雇用合同的委長●●除一人外似乎都放力需要保留它。并且普遍支持

刪掉第 1段 中夫子社合保險茶件的提法。

4.第 2放 Q)項 的第一各逸案文、即一發吋通迪的案文,使 弗 1數 中的規定不道用于被征聘

迸行与行使政府杈力有失的工作的雇長.館 二各逸來文吋送一例外作了迸一步的限制 ,它 要求雇貝

必須是
“
外交使田或領信的行政或技木工作人具

”.在遠方面,委 貝們的意兄有分歧 ,一些人支持

好二各逸案文,另 外一些人則安成一次吋通避的案文.夫子弟 2欺 (b)項 也有分歧意兄.三名委

真走快別去兩介方括子之同的
“
征騁

’
一坷或干脆別掉整項規定,而另外三名委長Jll反 村送祥做。

一名委貝建快,盤子第 2G茶免于肚迫措施的豁免,第 2敢 °)可 能沒有什么用 .有 一种可能的解

!特
栽于 《1988年 ⋯⋯年器》,弗 二卷

‘
特我子 《19Bg年 ⋯⋯年盤》,第 二卷

.持
哦于 《19gU年 ⋯⋯年盤》,第 二卷

‘
未文兄第 2lSS次舍快,第 1段 。

(拜
一部分).

(瑋
一部分).

(第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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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亦法,速就是兵体規定凡坼松涉及令人的征聘,雇用期的延長或褒取吋,垃 些允忤目的在于确保

金哉賠僕的訴松,而不允許法院村外國及出強制令.一位委貝建洪刪去第 ?款 (c)項 中
“
也非其

挨期居民
”
送一提法,但拳很多各种各祥的例子支持達一提法,速今 1.9題 可提交垥起草委貝合赴理°

5.犬 多數委炅按成保留第 13荼 ,但 一名委貝主張將它別掉,另 外一名委貝則同志保留垓茶 ,

但必須列入新的館 2欽

“
算 2款不形咱根括回怀法中夫于回家犬任的規定

”.5名 委員支持將垓茶的道用限制在由交

通事故引起的金我賠僸范田內的建快,但達一建破至少道到另外兩名委長的反肘 .一 名委炅要求保

留最后一句活

一

而且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作力或不作力友生吋赴手法院地口領土內
〞
,在上屆

套以上有几名委長已銓表送了之一現魚°作力報告真他不反肘保留達句活,以便保近使第二3泰不

透用于跨界的情況°

6.他本人的建袂是考慮別掉第 14茶 第 1款 (c),<d)和 (e)項 是不是可取,在 本屆金破上和

在上一屆合以土速一建快得到了相些多的人的支持.然 而,一位委貝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即 用更一

殺的茶款代替那些荼數,如 果怔明不可能,遂保留原來的案文。另一介委貝建洪也刪掉第 1款

<b)項 ,另 外一位委長指出,算 1款 (b)項 中提到的板利或利益泣些叔限于法院地日中的板利和

利益°委貝含大多數人的意凡是螢成刪掉第 1欺 中的 <c),<d)和 (e)項 ,達 些部分主要是基子

英美法系的°一位委貝甚至逐要求別掉第 2款°

7.夫于第 15茶 ,他建快在孩歉 伍)項 中插入速祥一句活 ,“其中包括植物栽培者的板利和屯

殖戶品戶杈的叔利
”.一些委長支持垓建快,但是其他人則表示反村,杕力具体提到栽培者的叔利

可能造成元限制的例拳柴似的叔利 ,或者送种提法可能造成垓項范田不在些的才大。一些委員放力

用更力斃坑的措詞致力可取 ,共 哧上 ,植物栽培者的杈利在某些回家受到青利法以外的具体立法的

保伊 ,軟合王田在其坪淹和志凡中談到了送一蕉.屯肺戶品戶叔,通 常林之力卄舞机軟件,是智力

.戶 杈中的一介新的領域.最 近在 1989年 由世界知味戶杈缸象主持坤結了一項夫子集成屯路方面的

智力戶叔奈的｝代表了建立′种回酥法律制度保伊達美新型智力戶叔的努力。他本人的意凡是恰些

的做法拉些是妒犬 <a)項 的范田,以便包含与最新技木炭展相道庄的新的叔利°旡淹放何种角度

看,所 涉及的鬥趣技求性很強,拉 普卄超革委貝合力孩項找到一种恰些的提法°

8.他玵第16荼提出的唯一修改是用
“
外國”

和
‘
法院地回

”
#兩介泀分別代替

‘
一口

’
和

‘
男一日

’
.達 一修改是由一日政府在中面坪近中提出的,垓 鬥捶目前正在由起革委鼠舍朕系某些含

有同祥措洞的其他奈數一起加以申快.垓 1.9題屈于起車方面的鬥趣,位 些由起草安長金放其加以掰

琱.沒有委真反玵垓茶的內容.在上屆含以上.。位委只要求弗16茶 的范田不成包括外交和領卒

財戶。在本屆舍快上,丙名安長根括 1992年 ㄍ吹洲回家豁免公的》好29茶提出了一种何革的措詞 ,

所有送些同腄都泣普提交起革委天合°

9.三 名委真支持吋第19奈提出的修改建破.元站是在本屆舍以上逐是在上屆金以上,垓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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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演內容均未引起任何反射意兄 .

lU.第 18奈 除有人建以刪掉方括音中的第】款和好 4款 ‘
非政府性

”
一洞外,沒有作其他修

改,垓建快得到了三名委貝的螢成 ,也達到了三名委長的反村.由 子其他十多委貝在上屆舍以上表

示螢成速′建洪,他建快可在提交起草安貝舍的屎文中刪去
‘
非政府性

”
一切°

m.夫子一些政府提出的在草案中加入分有的回家財戶的概念,他愿重申他在第三次報告(A/

CN.4/431>第 18茶坪注算 (2>段 中提出的意死,即 委貝合位些注意避免不必要的重褒,特別是

在第 Ⅱ 奈之二草案和第 18奈 之同的重交.在遠方面,一位委貝表示优患,因 力第 18茶 目前的措

洞沒有充分考慮到按照某些回家采用的制度,回 菅船只是由狂立的回家企╨力商用 目的使用的送

一共卒,而且按照達位委長的解舞,達种制度不屈于第 Ⅱ奈草案之二的范田.他本人忕力達种解

釋不符合 1926年 《統一有失回管船只豁免的若干規則的公的》,但起草安貝套可以忕其考慮垓委貝

的意兄 .

12.在 玵第 19茶迸行辯淹吋,突 出了兩今同題.在 第一介同題上—— 在
“
商ㄓ合同

”
和

“
民

#或商╨鬥題
”
之兩介用活的逸舞鬥趣上—— 委貝們的志兄仍然存有分歧°在上屆舍快上,三 名委

貝表示愿意遊擇后一种措施 ,而 若干其他委貝91l在 〦一屆和本屆舍快上安成使用
“
商╨合同

”
一活 .

一名委貝按照
“
商╨或附屈 〔相同〕同趣

”
的意思提出了第三种措洞°元梵最后逸舞哪一种 ,如 他

在村第 19茶坪梵 (1)段 中指出的,仲 裁的范田和由此而造成的放井回家豁免的程度主要取央子仲

裁+.1快 的茶款,他建以起草委貝合根括友表的各种意兄就此同趣通避速一項決定°

13.夫 子有失第 lg茶 的第二介同趣,即 增加夫子裁決的承汏的新的 〈d)項 ,三 名委員表示鍵

成,而其他一些委貝則表示反肘速一增朴 ,理 由是承汏裁決可能被汏力是构成執行的第一步.如 果

承汏仲裁裁決按照并多國家的國內法程序确共被解釋力執行裁決的弗一步,那 么最好不要把熱快

的 <d)項 列入 .然 而,盤于所包含的法律要蕉的高度技木性,元 疑起草委員套位些村它遊行中快 .

∥.玵第 2U荼友表意凡的所有委只都同志位曾刪掉速一奈°

15.大 于草案第四部分 (大于財戶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他首先愿志指出,在上屆合快

上吋送一同腄所包括的原則迸行了戶泛的辨淹.他在棠三次根告中基干快共有限的執行而不是完

全禁止又容易得到普道支持送一想法提出了第 21至 2S茶 的各逸案文.在 達一焦上 ,几名委貝重申

了他●●的基本立切,即荼歉草案位些明确鬥明免于強制措施的豁免原則.然 而,他肘本屆舍以辯梵

所得出的印求是,如果肘送些措施的范田仔匆加以限制,起 革委員合位些能姼送成掰快.有 人建快

館四部分的林趣成些是
‘
回京在其財戶方面的管格豁免竹在遠方面,他提選注意第 21奈坪注6并

楚快林趣的措洞位些由起革委貝金考慮°

16.他 所建快的第 21茶新菜文,考慮到了上居舍以上委長提出的意兄.在本屆合以上就第 21

‘ ㄍ19SG年 ⋯⋯年器》,其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7-lB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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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友言的犬多數委貝都支持將第 21茶和 22茶 合并在一起的建洪,起草委貝合因而垃些能啟根据

似快的新的第 21茶避行工作°然而,村新茶款的內容,特別是在兩焦上意兄仍有分歧。第一魚涉

及杕一接通拉的第鈕 奈和第 22茶 第】款的起始案文中刪掉方括咢內的
“
垓回在其中有法律保伊

的利益的財戶
”
速一句的建快°在上屆和本屆含破上 ,一些委員安成達一建快,而 其他委貝則反村 .

在本屆舍快上有一位委貝在速方面提出了一茶葉文措田建以.第 二庶涉及新的第 21茶館 1放 “)

項中括咢里的那句活
“
而且与拆松的杯的有失,或者与被拆的机构或部 i1有 夫

”.大 多數皮言者爭

井悅達句活板力重要,垃 子保留,但 兩名委長肘送句活送行了激烈的批評并且主張予以刑除°他本

人的意凡是送兩魚涉及做妙的法律同題,位 些由起革委貝合快兵加以常快°

17.忤 多委炅支持所提出的在新的第 22荼 第 1款 (c)項 中增加
“
并且用于掰市目的

”
遠一用

吾°三名委員同意新的第 23茶所內含的思想,但其他一些委長則村它是否有必要或是否有用表示

怀疑°他建以起草委員套常快使用只有少效法系使用的
“
分有的財戶

”
達种未悟是否妥些達一

.9超
.

不管怎祥,不 垃些在起草委員合就第 n茶之二草案作出央定之前申快第琳 茶。

18.夫 子草案第五部分 (染項規定),犬 多數就第 24茶友言的委真套村似快的修正表示支持 .

肘第三歉夫子文件的翻碎恟趣迷行了一些討淹.一名委員建玟刪除
“
在必要時

”
,另 一名委見則建

洪 ,如 果些卒及方明确同意道些的合同法,可 以次力有夫法律秩序的具体措洞是足移的。后者呈然

攻迎將文件翻烽威力瑛合因的一种正式活文的建快,另 一方面則強調使用的正式悟文与法律程序

之同合理朕系的必要性L男 一名委貝也表示了同拌的跳魚°起革委貝合泣些肘這些建快給予道些的

考慮 .

19.夫 子在第 2S奈 第 1款 銬尾赴增加
“
根裙本茶款如果法院有管搖板 ,” 的建洪得到了普遍的

支持°在有失垓茶的另一志上,一名委長提酲注意,在 某些回家91外 國進行缺席判次主要是因力,..

回力了援引豁免叔未能出庭.力 了給予回家更有利的保伊,垓 委真建快另外增加一放 ,規定法官有

女任依括取杈根括本茶款村豁免回翅送行調查.達 一定洪得到了若干其他委真的支持 ,其 中一位委

長逐建快 ,壆于所提出的新的一致的普遍性,位 些將它lJ入第 7各 .在遠方面,位 豊回碩男一位委

貝在前一次合快上走快要么在第 25茶要么在第 2S荼坪注中指出,法院必顏依招取叔在提出判次

+之前确定本奈數是否得到達守。起革委長套垃些錯合館 7荼常快速些建破 .

2。.一些委真碟求玵第 2S奈 的目林作出澄清.一名委長談到了〺孩茶的兩和可能的解發,其

中一种是它禁止日內法院盎友任何方言玵一外回作出到數的命令或強制令,而另外一种艀拜是垓

奈只鋒止吋一外回作出到數°另一名委貝坪淹洗,目 前形式的年 26奈似乎只能作后一和解帑.第

三名委貝力了咱位他在第三次報告中有失垓茶的坪啥中提到的一日政府的走以提出′茶新的來

文.他令人次力 ,方 加 朱元疑需要由兞革委長合作避一步的常洪,起 革委長舍逐位些考慮m(掉 它

的可能性°

21.夫子在第 Z9奈第2數 中增加
“
孩回在另一日法院中作力坼松的被告些

一

方
”
送一1.9趣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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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們的意兀不坑一。夫子速一魚,他 的杰度是炅活的,但 由干涉及到法律中的技水性鬥趣,因 此他

建玟將垓鬥趣提交起草委真合°

η.丙名委長興同保留第 2S茶 ,而若干其他委長Jll主 水刪掉速一奈。如他在第三次根告中夫

子9x’ 荼的坪淹中所現 ,他傾向子哲吋保留垓茶的目前措洞 ,因 力送一同趣需要在就前面的茶款迷成

思的掰快之后再迷行洪其仔幼的常快 .

23.他 放力現在位些將館 12至 弗 2S茶提交起草委員合。

24.主 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凡他扒力委貝合同志將第 12至 蚌器 茶連同特別根告真提出的

修正來一起送交起革委員舍,供其二樣 .

就送祥破定 .’

25.力 了回答克〞馬先生提出的1.● 趣,主席說 ,不 言而喻,起草委貝金將考慮委員合委貝在垓

寺趣辯淹中所友表的所有意兄。

回沶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CN. 4/421和 Add. 1和 2,’  A/CN. 4/427和 Add. 1,ε

A/CN. 4/L. 443,F市 ,ILC(XLΠ )/C°nr. R°°mDUc. 3)

〔洪程項 目 Φ

特別報告長的第五和第六次報告

茶款草案第七至十部分型

附件一

笳.主席回厥特別報告貝在上屇合快上介紹了我于其第五次報告 (A/CN.4〃 21和 Add.1和

2)的 草案第七和第八部分的第 2● 和常葯 茶 ,’ 但委貝套因沒有吋同未送行常快.因 此委炅合仍

需甘淹送些茶款.現在他靖特別報告長介紹共有美本寺趣的算六次報告第一部分 <A/CN.4/427

和 Add.l),即 我有草案寫九和第十部分的第 2G至 28茶和附件一的八今茶欺的弗一至第三幸.上

述茶欺車未如下 ,

.夫
子起草委貝合主席失千孩委員合提快的茶琅革案的報告 ,北 第 2lgl次 合洪 ,第 24段超各

段 .

’
特哉于 《1989年 ...⋯ 年盤》,好 二卷 (第

一部分 ).

.持
載于 《19gU年 ⋯⋯年盤 >,館 二卷 (竿

一部分 )°

’
夫子特別報告長的介紹摘要 ,北 6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ㄑ館二部分),第   英,第

6?7-682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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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与航行使用的夫系和在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

第 2●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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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元相反的怭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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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防水道 〔系坑〕的各种使用相互沖突吋,位 肘送些使用連同本荼款草案菜 6和 第 ?茶

夫子特定的公平利用有大的其他因素一并加以板衡。

弊八部分

口吥水道的調市

第 2S奈  回吥水道的惆市

1.水道回泣送行合作,以 查明琱市回怀水道的需要和可能性 .

2.如 元相反的1.1快 ,水道因泣公平地參与它們同意車狙或共同避行的惆市工程的共建和推

修,或公平參与其特用的支付°

第九部分

回防水道管理

靠 跖 奈 蚨合机构管理

1.在 任何一令水道目的要求下,各水道回泣就回酥水道 〔系統〕秩合管理姐軹的建立鬥題迸

行怭商 .

2.力 本來的目的,“管理
”

一田包括 <但不限于)下 列取能 .

(a) 展行本茶欺規定的水道目的叉夯,特別是本奈敬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我的火夯 ,

ㄑb) 促避銍常朕系以及交換效括和資料 ;

(.) 不新盤測回呠水道 〔系統〕竹現 :

(d〉  村回防水道 〔系筑〕送行持牧、多目狋和穿合的友展規划 ,

(e) 就回昹水道 〔系統〕的使用和保妒 1.● 題提出和故行水道目的決定,及

(f9 就污染、回酥水道 〔系筑〕的使用引起的其他坏境影咱、緊怎恃兄或与水有夫的危

害和危險,提 出和執行+根和控制制度 .

3.第 1款提及的瑛合組銀的取能,除 第 2款所迷的之外,可包括 :

<巨) 肘水道回提交孩羾軹的同趣迸行共況惆金并提出報告和建快︳及

<b) 作力怭商、談判和迸行水道因可能制定的其他和平解央程序的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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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保伊水女源和政施

第 V奈  保妒水資源和政施

1.各 水道日位冬力錄修和保伊回酥水道及有失淡施、裝置和其他工程 .

2.各水道口位送行林商,以 期就下列事項迷成捇快或安排ε

(.) 建立、管理和錄修各項淡施、裝各和其他工程的一般奈件和兵体規格 ,

(ω  制定充分的安全林准和安全措施,以 保伊回防水道和有夫淡施、裝三和其他工程、免

受自然力或故意行力或迪失行力所引起的危害和危險.

3.各水道國位就水炎源和淡施的保抻同趣,特別是就本茶第 2款所途奔件、具体規格、狋准

和措施交換歡据和資料 .

第 2S奈 回酥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

因萍水道及有失淡施、裝玉和其他工程位青用于与《敢合回先幸》栽明的各項原則相一致的和

平目的,在 回沶武裝沖突和回內武裝沖突中皆不容侵犯 .

附 件 一

荼款的執行   :

第 1荼  定〤

力本附件的目的,“起源水道回
”
指在其日內所送行或卄划造冇的活功影呴到或可能影晌到田

隊水道 ㄈ系統〕并村另一水道回造成或可能造成明區振害的水道回°

第 2茶 不歧視

在考慮是否村提快的、卄划的或現有的活功玲子并可●+,送 失活初村另一日引起或可能引起的

不利形喃泣与速爽活劫汁其所在水道回的不利形呴同等玵待 .

弗 3茶 根据日內法提出要求

1.各水道回玵于在共守格下的自然人或法人所送行的或卄划送行的活功在其他日京造成或

可能造成的明五強害,垃 确保可按照其法律制度提出要求,以 荻得迅速和克分的賠伴或其他敬助

2.力 了肘算 1款所提及的明五技接保怔迅速而充分的賠佳或其他救助的目的,各水道回位迸

行合作,以便就估士和賠伴被害的大任以及解決有夫的爭端,共 施現行回阡法和避一步友展回萍

法,并在道些情況下,似 汀站如強制保險或賠儅基金等大于交付充分賠僕的林准和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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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奈 平等机合叔利

1.起 源水道因位确保另一日迫受明五頡害或有很犬危陸道受明昆頡害的任何人荻得道些待

遇,其 程度至少与起源水道回在本回友生的失似明並敬害案件中垮予同等奈件或地位的人的待遇

相等 .

2.本 茶第 1放所提及的待遇 ,包括參加或拆堵起源水道日可用未防止本回技害或污染 ,或玵

所追受的任何損害荻得賠俘,或恢交任何不比退化的所有行政或司法程序的叔利°

#5茶  提供資料

1.起 源水道回虛采取道些措施,向 另一日有很大危隆道受明呈楓害的人提供充分資料,使他

●●能及時行使本茶第 2款所提及的叔利 .在 情況忤可吋,達 失資料店与起源水道回在本國共似案件

中提供的資料相同.

2.水道因位指定一介或多介些局 ,使其有充分肘同接受和侍播第 1敖所提及的資料,以便枳

板參与超源水道因的現有程序。

弊 6茶  管格豁免

1.起源水道回只有在其本回回民和慣常居民吋它提起的拆忪中享有管葀豁免的情況下,才 能

肘在其他國家受損害的人在垓回提出的拆公享有管格豁免.

2.水道回位采取道些措施;确 保其机构和部ㄇ的行力与本荼款相一致。

第 7紊  普卒回合坡

1.本茶款普卒曰垃至退于茶款生效后兩年召幵一次些卒回合快.其后 ,除 非金洪另有央定 ,些

卒回位至少每兩年拳行一次例行合快,并 位根据至少三分之一些卒目的中面要求隨吋半行特別令

‘快°

2.在 第 1款規定的合快上 ,些

一

日位常查本荼款的執行竹況.此 外,些

一

回可以‘

(.) 按照本附件弗 8荼申快和通遊肘奈款的修正來 ,

ㄑb) 接受和常快任何些

一

日或根据本奈數附件二次立的任何小姐、委長套或其他机构提

出的任何報告,以 及

(e) 由竹就如何加強本荼歎的效能提出走破 .

3.在每次例含上,些 #回 可決定按照本荼弗 1致 的規定拳行下一次例合的吋同和地魚.

4.在 任何合以上,些 卒目可決定并通述合快的快

一

挑則°              .

5.瑛合回、其寺ㄇ机构和回酥原子能机构以及任何非木紊放些

一

目的回家可派造現泰貝列席

些═回含快,視察炅垃有叔參加,但元表決叔。

6.除 非至少有三分之一出席套快的些

一

口反肘,屈 予以下爽別的任何鈺玖或机杓如果在回隊

- 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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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的非航行使用包括保抻、籬抻和管理方面具有寺Π資格而且向些丰回表示希望派遊視察長列

席些準因合快 ,位 允并其列席舍快 :

(a) 回隊政府或非政府姐球或机掏以及回家政府机夫和机构;以及

〈b) 鞚所在回力此目的核准的回家非政府姐球或机构 .

一旦荻准列席,代表達些姐銀和机枸的現泰貝垃有杈參加,但 元表決叔 .

第 8茶 茶款的修正

主.位 根据至少三分之一些︴目的中面要求拳行些

一

日套快的特別舍快,常 以和通避本茶款的

修正來°此修正來垃以出席并參加表央的些

一

日三分之二多數通遊.力 求茶的目的,“ 出席并參加

表決的些#回”
是指出席并投鍵成果或反肘栗的些卒回°井叔的些羊回不位卄入通避修正案所需的

三分之二數目.

2.提 出任何修正案的些事因泣于舍前至少 9U天 將提快的修正棄案文通告所有些璋因°

3.修 正宋位在三分之二些卒回將孩修正案的接受中交存于 〔保存回政府〕〔瑛合國秘串米〕后

6U天村接受垓修正案的些事回生效.其后,修正案位在任何其他些串回交存孩修正案的接受串后

6U天 9+垓 些事回生效。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城 ,他 的#六次報告 (A/CN 4/妃7和 Add.l)第 七幸 ,

哉有大于卒央惆查和爭端的解決草案附件二,將在含快后期散犮°委員舍可能希望在下屆舍以上再

甘梵垓報告.盤于第 1茶 (用 悟〕中提出的茶款草案的范田和
“
回呸水道 〔系玩V一 洞的定〤并

未由目前委貝合的委貝●9甘淹避,他遜打算在下屆合快上作一何草的洰推 .

ZB.夫 于他的第六次報告第一幸,他悅可能合放力牛妳 奈草案
‘
球合机杓管理

”
有些多奈或

至少超出了鋼要惏破的需要.然 而,普 今世界人口增挨的需要使得速种杰皮區得不合吋宜.由 子水

文循坏,地球上的水量是#止 的,而 方水生活的人口的增故速度別是悚人的,并且套一直持綠到a

世兒.因 此世界人口必須日益提高利用淡水發源的效能°每年可能浪螢的水土垃大大減少,在世界

某些地區已絰出現水的短缺°由子全世界大多效主要求道屏于國怀共有 ,肘水的更有效的利用將取

央子水道回在卄划、管理和保伊田隊水道方面日益加強的合作,因 此 ,他汏力第鋪 茶并非是一种

多奈的,因 力瑛合管理回狋水道已威力一种 日赹重要的回隊合作形式.如 果委貝舍不能向日怀社金

表明它承放速一

一

共,那 將是一种失取 .

29.正 如他在報告 <同 上)瑋 7段 中指出的,仄 回隊水道管理姐球的大三工作中看到的一介主

題是,且 然一般回防法沒有規定淡立送些瑛合管理机椈的叉夯 ,但 通述送种机杓送行管理不依愈來

愈成力一种普遍的現象 ,而且威力以及佳方式利用和保妒水道系統的几乎不可或缺的亦法,第 一車

中回麼的回怀掰洪和研究報告承次不依解決利用同捶需要達种机构,而且遊行枳板的升友和保抻

也需要速种机构°策 2G奈是一項進度的規定.在上屆合以上,他 曾因在其報告的綜迷一市上下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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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多而在坪站方面看墨大少而受到批坪。他力四改正送一缺陷,但 元疑班在又金向他提出相反的批

坪 .他希望委貝合能姼就只到將班行的所有失于水道管理的茶的奈款精緣何化成

一

茶是很困堆的.

3°.夫子第二幸,他指出他已列擇了 (同 上,第 2° 段)7項有可以納入夫于水力沒施安全茶放

草案中的要素.他 的前兩任特別報告真埃文森先生和施串八本先生吋委長套在達一領域的工作虛

些送到什么祥的程度都曾表示逮狁你。埃文森先生后來得出錯淹悅 ,需 要有一奈美子武裝沖突中的

安全曰娷的有市制的奈款.他 自己也得出了同祥的坫捨 ,因 此提出了弗 28茶草案°第η 茶草案放

思的方面涉及了安全達一普遍鬥趣°例如,只 要在一介不堅固的构筑物內緒苦犬廷的水,下 游回家

就五然合肘共建和籬修垓杓筑物中所采用的安全林准表示夫切°

B1.夫 于報告第三幸奈款的執行 ,他村未能在第四次報告
m 

提出的寺趣概要中提到達桿一市

表示歉志°他肘如何在其哧中焚理水道速一鬥趣考慮越多,就越加感到草案位些包括大于失似平等

荻取的杈利和不歧視原則的一市.北 歐回家在大舍笫四十四屆合洪弗六委貝舍玵夫子回昹法不加

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根害性后果的口所女任青題的友言中強琱了民卒女任制度在确保使受害者得

到賠撐方面的重要性.它 們的梵魚同祥進用于回酥水道的情況,因 力這兩介青趣仄某种程度上都涉

及跨界損害°北歐因豪指出需要使回家和民事責任制度相互扑克 ,并且崁肋國家利用現行的民事女

任制度°正是本著送种精神他提出了載子附件一的夫子執行同題的 8茶 草案.報 告 <同 上,弟 SB

段)玵 這些茶文所包含的原 Jll 作了棍迷°他最初曾沒想附件寫 7和 弗 8茶特成力夫子解決爭端規定

的一介部分,但 反交思考他放力最好將它們放在大于我行的茶敏中.

S2.巴 哈納先生悅,盤子安貝套哲吋適述的第 2茶館 2款所我的規定,I 將草案館七部分 (与

航行使用的夫系以及各种使用元优先次序)列 入五然是有必要的°因力第 24奈 草案中的兩款楚理

的是兩介不同的鬥題,然 而,每一欺垃些威力革獵的一茶 .

BS.玉 然他同意特別報告長揪打的第田 系第 1放 中所我的法律原Jll,但他仍希望考慮用下列

供逸將 的措洞代替送一燕 :

“
如元相反的掰快 ,航行使用元叔优先于任何其他使用或使用美別 .’所建快的修改一方面包括

用
“
pr.ferenoe’ 代替 勺㎡

。
rity” ,男 一方面列入

‘
使用失別

’
送一提法才大

“
其他使用

’
一河的含

〤 .

銘.大于各种使用元优先次序的第 2款是垓恭兩項規定中的欲重要的一項,之一主捶事項兵

有共跡的重要志〤并且肘水道回有很犬的形咱。特別報告長在淡想使用位些与特定水道有大的其

他因素一并加以杈衡●f,似 乎把回隊水道各种使用相互的沖突 1.● 趣迂分何車化了.送介向題信≡又

<1988年 ⋯⋯年盤》,第 二卷

和 2,第 7段 °

《1987年 ⋯⋯年答》,第 二卷

<弗 一部分),第 2U7-2° 8歹 ,文件 A/CN.4/412和 Add.l

(第 二部分),靠 2S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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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全面和更力洋幼地赴理 ,他 要求委貝合考慮將口隊法怭合 1gss年 通避的夫于回隊流域水資源的

使用的赫/1.辛 基規則第 7和 弊 8奈 (兄 A/CN.4/4Z】 和 Add.1和 2,腳 注 197)的 內容列入草案 ,

因力速丙茶涉及到了同趣的那一方面.

35.特別根告真在簿五次報告中悅 ,館 拓 茶車來中的
“
日唪水道的琱市

”
一洞寺ㄇ指

“
通遊

工程或其他措施村水道中的水加以控制,以便防止有害的形呴⋯⋯并最大限度的才大放水道中可

能荻得的好赴
” (同 土,第 129段 ).因 此,可 能需要在弗 2S茶本身或在夫于用活的一茶中界定

“
調市

”
一詞。他本人發成施串只小先生提出的以及特別報告貝在其第五次根告中夫子第 25荼坪淹

<3)段 中引迷的定叉ε力本茶目的 ,

“
琱市

”
系指出干任何有利可田的考慮使用水力工程或任何其他持久措施以改交或交換回隊水

道系統的水流 .

BS.他 同意第 2s紊第 2放 中的基本思想 ,即 共建和堆修管理工程位些立足子公平合理使用速

一原則°然而,委 貝合逐位些包括 ”SU年 由日防法掰金在只水格菜德適避的夫子
“
回怀水道水流

管理
”
茶例中的某些更重要的茶款 (同 上,館 139段 ),特別是第 4茶和弗 6茶 中的央演內容 ,因

力速些茶款可能有助手解決回狋水道琱市方面出班的沖突。

B9.他 肘特別報告真的第六次根告 (A/CN.4/4Z7和 Add.l)表 示攻迎并感甜他連守了他在

第四次報告中概括的工作卄划 .特別根告貝已絟完成了他的犬部分工作 ,現在位些由起革委員合和

國酥法委見舍保怔在委長舍現任委員的任期錯東老前能移完成茶款的一族.特別報告貝在第六次

報告以及在他的前几次根告中所采用的方法—— 即首先列出國家的慣例和政府同組銀的次快,隨

后提出茶款草案—— 或多或少地形咱了肘所包括的主題送行全面的分析和介紹°然而,遠 一報告仍

然是令人振發的。

BS.目 前提法的夫于敢合机枸管理的箱 2c荼 車未,lg出 了一殺或刁慣性回豚法的范田.正 如特

別報告貝指出的 (同 上,弗 7段),一 般回隊法沒有規定成立朕合机枸的叉奔.所 引迷的回家其或

表明,至 多有可能節堵成立瑛合委貝舍的及逍或區域性奈的,但 達美茶的并未被視力一投央我的典

型°也并正是出于送一原因,1976年 由曰隊法柲合在霄德里通避的
‘
夫子回隊水資源管理

’
的茶

欺 (同 上 ,年 19段 >只 是建快
‘
有失和感米趣的流坡回垃送行崁判以便就淡立.介 回酥水資源管

理局送成1.h被
’

<第 2荼 第 1數 ).同 祥,歐洲盜蓱委貝合在最近通世的一項哉有
‘
在跨界水領域迸

行合作的原則
”
的決定 <凡 A/CN.4〃 27和 Add.1,乍 15段 )中建破

“
沿岸回垃些考慮建立⋯⋯

道普的体制安排
’

<年 6原 則).因 此,回 狋法委長套在提出体制安排方面的走快吋位些進快狄

一

.

兵体地悅 ,第 笳 茶第 1放 中的
‘
位

’
一詞位些由

‘
可以

”
代替,并且位些刪掉

“
在任何一介水道

目的要求下
”
一活以便降低協商的叉芬性辰.由 子体例安排只有得到有失水道目的汰可才能迸行 ,

因此位些用帶有同志或合作性的措詞代替含有叉夯性的措舞.垃 些按照淹串只本先生和埃文森先

生提出的并且在特別報告真的第六次報告中夫于第 2c茶坪站中再次引迷的相位的紊放革來那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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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斟酌第 1款 的措泀,放 而鼓肋水道回加強現有的体制安排。此外,位 些在第 1款 中的
‘
管理

”

之前加上
“
合理

”
一洞,以 便使整介卄划帶有一种現共感 .

39.仄 央防和起草的角度出友,比較可取的是將第 2s茶 的第 2和 第 3數合并在一起,其 中肘

作用的描途在悟气和文字上垃些更加佯明.例 如,第 2欺 (b)項 可以提到回吥机构的研究作用,在

第 2數 (e)項 中位些在
“
使用

”
一詞之前增加

“
最佳

”
送桿一介形容洞。最后,茶致垃曾栽子犬

本的正文部分而不是附件中,如 果委貝合決定增加速一附件的活即位些如此。

4°.第 29茶車未在第 1敖 中針村水資源和淡施的安全規定了一項直接拉〤夯,因 此在聚文中

涉及安全的內容是道些的.因 此,可 以在
“
保伊回隊水道

”
之后加上

“
的安全

”
一洞.此 外,蛋 然

他同志茗 2款 <a)項 的一般要旨,但他建快在
“
淡施

”之后加上
“
所在地

”
一詞,在 弗 2效 <b9

項中也作同祥的修改,以 便加強肘水資源的保抻.特別報告長在他肘第 29紊 的坪淹 (3)段 中指出＿

在第 2款 〈b)項 中并沒有提到
‘
建造的失侯,不充分的堆伊和其他原因造成的危害和危隆

”,因 力

第 2款 (a)項 已姪包含了送种危害和危險°送一理由很堆使人同意,因 力第 2款 a)項 翅定的是

夫子水道安全一般又夯,而 第 2歉 (b)項 則是村具体安排作出規定.因 此他希望速一茶中提射達

美危險。

41.正如特別報告長在有失,×9奈 的評注 <l)段 中指出的,第 28荼草案沿裴了埃文森先生 1984

年提出的案文的基本沝珞°孩荼反映了些代回隊法的趙努,其怔明是回呠法協舍 19%年 在再德里

通避的
“
夫子在武裝沖突時期保#水炎源和水波施

”
的決快和 lg坍 年 日內瓦四公的的1977年 附加

快定中。送一案文也支持了他的現魚,作力一种共同享有的自然資源,回 怀水道元梵在和平吋加逐

是找爭吋期都不位些受到裴告.再不能用我爭狀念或武裝村抗來力建士回隊水道迸行卅解.因此 .

他不能同志特別報告長的怀疑怒度,特別報告長在其坪梵 (2)段 中曾表示弗一辛附加快定中吋第

2B茶 的第一部分
“
并未明确提出要求

”,第 二部分
‘
是不是回豚法的明文要求

”
也同祥并不明撿 .

他要求特別報告貝根据回隊法的普前赹向重新考慮他的坪站.他逐村提到宙芥勒和奧本海默溉焦

的坪梵 (2)段持保留杰度 ,因 力垓段似乎与肘代精神不符°共怀上,特別根告貝本人在同一段中

也承放,館 ZB茶制汀的跳則具有
“
強制性的力丑

”
.

犯..提到大于執行的附件一,他肘子包含所我原則是否可取持保留悉度 ,但他感到有必要村

送一非正筑的做法加以坪淹 .除 了力執行目的音Π收立一介机相的竹兄外,締 的回一般按照各自的

日內法程序以他●1● 洪力道些的方式執行每約.然 而,附件一的茶致車寒似乎超出了之一做法,坦卒

地悅算 Z、 第 3、 館 4和 弗 5茶是不共阡的.特別報告長依放玨游合作与友展組玖理

一

合的建快和

19π 年北吹坏境保伊公的 (同 上,附件)中 的先例的作法也使他戶生疑慮°不管達种原則在西方

和及送回家中的理由是什么,并沒有正些的理由把它們塞入一項具有普遍重要意〤的公的中＿

43.除此之外,他玵涉及曰丙法律和程序的附件一的效果也表示怀疑.例 如,第 2奈卒來按照

法律解帑其效果是將下游回家有害活劫造成的不良影呴与上游回家所造成的不良彩喃相提并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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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因所上夫子侵叔行力的黃任親則不坑一,只 要每介回家的洪卒規則和怔括各有不同,怎 么能將

一項規9(l隨 慮妹按到國防法呢?送一批坪也同祥道用于蚌 3奈草案,因 力第 1款 中規定的原則具有

在拆忪事由和法院方面改交日內法律和程序作用°因此 ,在 全面常快它的形呴和在委員金就達一同

趣送成怭商一致意兄之前,持這些規定列入是不明智的.       :

44.托移沙特先生洗,他十分高共地壞了特別報告長的第六次根告 (A/CN.4/427和 Add.l),

垓報告我有失于爽似文中的大土的資料,因 此,它 清楚的表明委真套的工作是很穗妥的°特別報告

長完成了他的工作,現在位些由委真套中快特別報告貝提出的秦款草案以便送些茶款草案最后能

定下來。

45.他 肘第 26茶草案表示支持。有人令淹悅淡立管理回隊水道系統的朕合机杓元非是根括館

9茶草案一殺合作又夯列出的一种豬果,因 而沒有必要提到它.但他不同意之种意兄°全部草案可

筒化力肘一些基本原則的洋幼叫迷,而 在遠些原91l中 合作〤奔是十分突出的°洋如鬥述的优蕉在于

草案特有助手鼓肋和教育,同 時洋知規定一項有效的水道制度的所有要素 .

46.些 然根据回跡法各回沒有〤奔建立共同的机杓,因 力各國必須自由決定將某些取能賦子

回隊机构是否有必要或是否妥些°特別報告貝的建快是水道回位曾只需要在任何一介水道目的要

求下達行你商,因 此它堆持一和平衡 ,特 別是盤于成立一介耿合机构按照茶的法的一般規則需要#

先得到每一今水道回的同志.他并不次力棠 26茶 的叉夯遊分尸格 :水道口所需要做的全部

一

情也

就是造行1.n商 而已.            
‵

●9.第 笳 紊中由耿含水道机构反行的各項取能清車似乎也是令人滿意的,特別是因力草案目

的在于指專各回未來的活功.冬 管象成立尼 日本流域管理局遠祥的公的板力i羊 冬 ,但 作力一份鋼要

你快,其 目杯必須是有限的,并采用戶泛的形式以便保持其東活性°在送方面他可以接受巴哈鈉先

生的起草建快 (上 文館 39段 )°

粥.玵于算 29茶車來的范田似乎使人感到沒有把握,因 力垓茶裁子報告中趣力
“
水利淡施的

安全
”
一幸中,但又似乎超出了送一范田規定位普如何維修和保伊田沶水道本身。特別根告貝在禁

止住水中投毒或使水元法用于人的消女方面提供了犬1的螢料。然而,就他未悅 ,他 并不快力后一

部分可視力本寺趣的典型組成部分,因 力它道用于任何种犬的水輝 ,元梵是回來的或回隊的,小 規

模的或大規模的,他放力,玵送种水源的保#垃 些有別子回狋水道的具体方面,達是委見合位集中

注志的一介 l,9趣 .他并不杯疑故意投毒弟子污染的范田,冬 管道杓成一种尸重的污染竹兄。因此他

的錯站是第 29荼 的范田位些泉報告弗 2幸 採翅表明的那祥,限子水力工程和有失攻施 .

●9.他 同志特別報告真的看法,即 人造工程 ,例 如垠堤、水玫和水田引起了特殊的安全 1.9趣 .

因此力了保伊人口,有 必要連守根据有失技木的皮展不新加以琱整的安全拆准.所 以明确需要村人

造水利淡施加以回怀管制,但并不是肘一般的水道保伊送行管制 ,后 者是整介草案的一介主趣°然

而,如果委真合安同通遊一項夫子水源污染的茶欲,位 些將它列力′項車准的茶款,以 避免混亂°

—— 182 ——



SU.如 果將第 28茶 草案中包含的不同法律概念分別赴理,它就食交得清楚明确.他 同志水利

工程和淡施,特別是水教和堰堤垃些按照 19砃 年日內瓦四公的第一附加快定串的規定在武裝沖突

中不受任何形式的裴岳,但他玵于水道不容侵犯意味著什么感到雅以理解.些 然,力 了給故人造成

頡善可能故意摧毀水教和堤班 ,但他怀疑是否達有必要規定一項透用送种不測事件的規則。与第一

附加快定中的第 “ 荼比較逐揭示了何明提到我爭法所暗含的各种的危隆。第 56柔 我有許多第 28

各草集中未裁明的重要茶件—— 達一中央可以理好的,因 力第器 奈的作用主要是引起人/● 的注

意°因此窆迸通垚考慮他安成刪掉館田 奈 .

5】 .特別報告貝提出的附件一栽有著千板力重要的奈散,所 有這些茶款都涉及到令人在防抻

不境危險方面的作用°斌予令人在法律行力方面的杈利將使茶數草案炎有其正的效力°一名受到仿

害的令人在雉伊 白已叔利方面要比政府所受到的限制少得多,后 者通常采取一种沒有犬的改焚的

杰度°在遠方面,最 成功的例子是建立歐洲絟洴共同体的荼的原則上令人可村所有成長回根据這一

茶的承捏的〤券 ,提 出要求作力主現叔利。但速些〤夯必須是十分准确的。考慮到夫子茶款的執行

的根端重要性 ,他遜希望把它●l列 入草案的主体而不是附件回,他不明白力什么特別報告貝沒有采

取送祥一种做法.而且草案中的并多其他茶款已絰涉及到了執行同趣.元梵如何需要修改附件′拆

題,因 力附件的特征是它涉及到賦子介人的取扱作用而不是涉及執行鬥趣 .

9.他 同意附件一第 2茶 草案的內容,但 他要提出的鬥題首先是用什么祥的杯准确定
“
另一

日
”.或更直接了普的說 ,附件中的規定目的是否也要有利千非茶數坤的目的第三國?是 否設想第

2荼作力一項不考慮肘等同趣而賦子第三曰板利的奈款?再看垓茶的杯趣 ,一 般在淡到不歧視吋是

指給予↑人的一項杈利.然 而,根括第 Z紊 的措甸 ,回 家机杓被天成象村待在國內造成的根害一祥

91待 在因外友生的嵌害。目前他傾向于別的形式的措詞,如
“
确定坪价杯准∴

“.他原則上同意第 3茶草案,但放力成些無倒一下朴救的頂序.其 隊上 ,草 案由始至終位曾

.主要強浻防止,金我賠儂作力一种補助性的扑救方法.道 理很何革‘在卄多竹況下不境根害是永通

元法朴救的,速充分悅明完全有理由不去照投 1982年 ㄍ瑛合回海洋法公的》年 ZS5紊提供的模式.

54.他 完全安同第 4荼 車瑋中規定的在起海水道回荻得行政和司法程序帶助的平等叔利.但

他扶力垓紊在措司方面正如特別根告長在共肘垓奈坪梵 <l)段 中引迷的鎰合皮姐扒擊

一

舍建快的

那祥漏掉了′魚,即 ,垃 些象玵待來源回回民一祥平等村待受到披害的外回受害者,其程度是,除

了回家拆准外,客溉奈件是一祥的或榮似的.他放力,送 一規則垃些在子禁止以回發力理由送行收

視。各回庄些考慮到有夫人民受到影巾的程度,根据〤夯同等肘待每一令人.許 多回家迄今力止尚

未玲外國公民以參与行政拆松或者在法庭玵行政決定提出辰其的叔利 .在 送方面,特別報告貝在其

坪拾 <A/CN.4/427和 Add.l,腳 注 99)中 提到的德意志琺邦共和田球邦行政法庭 198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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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的決定
12 

是一介里程碑°然而,之一決定比特別敬告貝引途的市逸所提出的范田要小,因 力

孩法院暗示,它 的一介主要考慮是雞臻保持在歐洲銍洴共同体內田豬一致的強有力的組帶°因此 ,

垓法院是否合力了共同体以外未垥以肘等待遇的回家的利益而延伸其判例法,尚 不得而知。

S5.弊 6茶草案似乎沒有必要 ,因 力它所涉及的是一种算 4奈 草案完全包括的情況。如果明确

地似汀簿 4奈就根本不將要有一項以珞加尸格的措詞田明同一規則的奈放.而且在來源回司法制

度并沒有規定朴救的情況下他不愿志淡
‘
豁免

”
同趣.豁 免垃些作力一今青用洞保留珨在一法院地

回受到起訴的外目的情況。但是 ,特 別報告真沒有涉及一介受到韻害的介人在另外一日法院肘來源

回提出起坼的情況 ,因 而送厲于大于司法豁免寺趣的范田肉的同趣°五而易兄,水道的管理并不扁

子一种商並活功,而 是扁于主根豁免的特殊保伊的范田°

茄 第 6茶第 2放也是沒有必要的.然 而,如果汏力送一款非常夫鍵,位 些把它列入草案的第

一部分°若干茶的村五而易凡的原則做了鬥迷 ,《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因怀公的》第 2茶和 《垤游、

社套和文化叔利回防公的》算 2奈是一介恰些的例子——但是尸格地悅送美提醒都是多余的。

下午 1●+散 合,

第 21G3次 合快

199U年 5月 25日 星期五上午 1U●+零 5分

主席:史 久佑先生

出席 :巴 哈鈉先生、哈索內先生、巴小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男 .多 德

里格斯先生、迪巫斯 .网 中雷新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馬先

生、巧希与先生、表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年庠納斯先生、塞普小堆送一古秩雷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協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I2 EnIsche:dungendesBundesverwaltungsger:ehIs, vo1. 75 (1987), p.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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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樣 )

(A/CN. 4/421和 Add. 1和 2,1

A/CN. 4/427和 Add. 1,t

A/CN. 4/. 443,F市 ,ILC(XLH)/(Conf. RoomDUc. 3)

ㄈ破程項 目 ω

特別報告長的第五和第六次很告 <撲 )

奈獄草案的第七至第十部分 :

第 24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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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笳 茶  (國 隊水道的惆市)

第笳 茶  (秩合机杓管理)

第 V茶  (保伊水女源和政施>塱

第 28茶  (回 哧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致 )

附件一 (茶款的執行)3 (塞 )

1.卡 菜〞 .〞 德里格斯先生悅,特 別技告長大于垓寺題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報告(A/CN.4/421

和 Add.1和 2和 A/CN.4/42?和 Add.l)与 往常一祥与得板好°然而,他肘所提快的一些奈歉

仍有著疑慮。

2.首 先,第 五次根告第二幸,趣力
“
非航行使用与航行使月之同的失系

”
克分悅明達祥的事

共:作力一殺規則,航行使用不再比其他使用享有优先叔,些 然在兵体情況下,航行使用可能享有 ,

但任何其他使用也可能享有此种优先板.弗 加荼車瑋第1數鬥明了遠兩种思想,村 此他表示支持.

3.特 別報告貝在同一幸 C市 提出了鬥題:“根括班代國跡法如何解決航行和其他使用之目的

沖突尸,他玵此的答欠是:‘可以用解決爭用同一水道的非航行使用之同坤爽的同祥亦法解決孩同

趣,正 如本車來第 7奈規定的,考 慮一切有夫因素,以便公平分瓦有失回酥水道系統的使用和利

益.’ <A/CN.4/421和 Add.1和 2,策 12S段 .)因 此,第 2● 茶好2求的措甸如下‘‘
在不同使

用⋯⋯友生沖突的情況下,位 在确立公平使用特定回隊水道吋把与垓水道有失的其他因素同速些

使用一起加以杈街⋯⋯’
.孩敖直然根本未提航行岡捶,但 它似乎回答了比報告所長范田更ㄏ的回

l特
我于 ㄍ19帥 年⋯⋯年盤》,弟 二卷

.特
哉子 《19Sg年⋯...年 些》,好 二卷

’
案文兀第 2lc2次 合以,第 笳 段.

<第 一部分).

(第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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捶。此外,垓奈第 1款規定
“⋯⋯航行使用或任何其他使用肘其他使用沒有固有的优先板

”,達 清

楚地表明:孩規定的目的不依要解決航行和非航行使用之同的失系和可能友生的沖突,而且要解決

任何使用之同的夫系.他完全同意遠祥一种7理 亦法,并次力:第 2數 的措洞在其他方面是完全令

人滿意的,但可以予以改進 ,消 除村垓款的志困即指明位垓如何解央任何使用之同的坤突—— 的任

何怀疑°他透放力位孩修改玵沖突的解決亦法的規定,不要規定
‘
根据其他因素 (垓革棄第 6茶和

第 7荼提到的因素)杈衡
”
友生沖突的不同使用 ,而是最好挑定

“
玵各种使用本身相互迸行比較 ,

同●l考 慮
”
送些因素.些 然起車委員金可久女丸理他曾建以的更改,其 目的是更全面地体現第 24

茶的ㄏ泛意田。

4.他要淡淡第 2s茶和第加 茶草案,原 因他以后再解釋 ,第 2s茶草案涉及回哧水道的規幸同

趣,第 葯 荼草案涉及到國防水道的管理同趣 .

5.特別報告貝第六次報告 (A/CN.4/4η 和 Add.1)相 些大的部分寺ㄇ用來叫迷力水道管

理一直并仍戶泛采用的耿合安排°不言而喻,目 的在子沚明泣孩在奈款草案中提到達种安排°村送

一魚他沒有具体用途,他汏力元梵很告的站正多么有力 ,但 同祥可以得出堵梵 :沒有必要作出達种

規定,各 國仍將雞扶迷成速种安排,就 象它們迄今力止所做的那祥,而 不需要完借棗款的規定°

6.特別報告貝在第六次報告 (同 上,靠 ?段 )中 承次,一般回隊法沒有規定成立耿合姐象管

理回眛水道的〤簽。送一前提相些正确 ,但是它力制定具有重大法律含〤的規定留下很少余地°因

此,第 2s茶草案奴規定水道田有迸行掰商的〤芬 ,以便只要任何一介水道回提出要求,就淡立管

理回吥水道的耿合姐玖.特 別報告貝在肘垓奈所作坪站的箱 4段 中女想是否可以走得更近,規 定迸

行
“
淡判

”
的〤夯,正如施串無水先生在他第三次報告中所建洪的那祥。特別報告貝沒有將垓叉夯

列入第 2e荼 ,首 先,因 力一般國防法沒有要求成立瑛合机杓的〤芬,館 二,因 力
“
甚至沒有必要

成立送祥的机构
”,正如他在坪淹中所悅的那洋°館三,因 力委貝合遊去就垓草案館 7茶 、第】l茶

至 21荼迸行的辦淹似乎并不發球規定送洋一荼〤夯.玵此他本人只能同志,冬 管委炅合央定在呲

郤和接連河流赴理方面不作任何更改使他感到遠憾.夫 干達介具体同趣 ,人們可能完全有道祥的看

法,即就接連河流而言,只 要迷行怭商就移了,而 在呲郜河流的情況,所 希合作的性辰將足以規定

迷行談判的〤夯.現在的竹兄是,俱承快避行柲有的叉夯.然 而他杯疑送是否在重欠曰吥法委長合

哲肘通避的第 4奈第 3數 的措詞
‘,達兩紊的內容力 :

如果菜′水道回快力因力某一特定回隊水道〔系坑〕的特征及使用而帝惆整或道用本奈歉的規

定,水道回位送行怭南,以期力締錯一項或多項 〔水道〕〔系玩〕怭定而送行城志的談判.如果不

是一項道用奈放規定的協定或者換句活悅一項
“
水道掰定

’,那 么 “
成立竹擊回哧水道的瑛合姐

玖”席 2S奈 ,第 一敏又是什么呢?既然戶生了弊 6奈第 3放規定的迸行協商的〤芬,就 沒有必要

. ㄍ1987年 ...⋯ 年盤》,館 二卷 (弗 二部分),方 2c-29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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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c茶 第 1款重其它.

7.正 如特別報告貝在其坪淹的第 5和 6段 中所指出的,第 2e奈 第 2款 栽列
“
一份說明朕合机

构可能履行的取夯的清車
”,而 第 3款提出了′份可能委托朕合組玖避行的

t其
他取夯的非巨如元

遠的清草
”
°他放力沒有必要保留第笳 荼 ,但 是,如果委員舍決定保留它,他放力最好斌回蛤

‘
管

理
”
下定叉,而 不是斌四說明朕合姐班可能袒久的取犬,因 力管理牛竟与朕合組軹有失。在達方面 .

他愿參照 《加李大水域法 1969年 -19?U年》第 2.1市 玲
“
水源管理

”
下的定又,即 :“

‘
水發源

管理’指保伊、皮展和利用水發源并包括有失水資源的研究、資料收集、編列日暴、規划、卄划的

執行和水的教士和辰是的挂制和管理
”
.如果將

“
水姿源管理

”
改換成

‘
因睜水道管理

’,那粹威力

一介很好的定〤,有 利于引迸管理的概念—— 名鈣 案革來的主趣°

8.館 ZS茶草案比第 2S奈 草案甚至更缺乏法律內容,伙在第 1款 規定 :“ 水道回位造行合作.

查明回妳水道規幸方面的需要和机合
”
。垓草案蚌 9茶 已銍規定迸行合作的一殺〤夯系

‘
其現目隊

水道的最佳利用和充分保伊
”
.在耙幸鬥趣上有必要重申垓項〤夯喝?館 25茶 第 2放提出了公平分

推螢用的概念,原 Jll是 好的,但是力什么其道用位局限于規幸領域?雅道它不位道用于水道管理的

所有方面喝?恩 之,第 2S茶似乎与第 26奈 同祥沒有必要,因 力元淹如何
“
規幸

”
i,=視 力

“
管理

”

的一部分 .

9.第 六次報告第二幸的拆題是
‘
水力淡施的安全

”
而茶欺草案第十部分和第η 奈草案的狋娷

力
“
保伊水資源和淡施

”.在 “
安全

”
与

“
保伊

”
之同或者最后也海在

“
水力政施

”
与

“
投施

”
之

同,沒有重大E別 。然而,增 加
“
水女源

”
的字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才大孩茶的范田.遠是他曾要

好梵的鬥趣之一,另 一介是規定是否位垓涉及因武裝沖突局勢而戶生的同趣 .

1U.毫 元疑同,泣 孩注志水力淡施的安全 ,因 力如果不村水力淡施送行道曾的盟替,速些投施

就可能施放出
‘
危險力壬

”,可 能根害回阮水道.因 此,水力淡施的安全与水道的保伊有直接的琺

系.垃 垓注意到水道道受破坏可能仗形呴一介回家,也可能才散到陷銍其他回家領土的水道 的其它

部分 .在后一种情況下,淡施的安全將直接夫系到達些其他日京,送一考慮位孩是有美可乾列入荼

歉草案的主趣之任何規定的基拙.在達方面,他提到第六次報告中提及的1963年 法回与瑙士大于

受英松水力皮屯項目的公的和 1957年瑞士与意大利有夫使用斯伯小水力的公玓<A/U旺 4/127和

Add.1,第 25-加 段和附件).在達兩种侍兄,沒施由兩介些

一

日瑕合行功安裝,它 (1● 自然要涉

及共你的安全規定°然而,他未听悅迂有道祥的竹況,即 安裝在一介回家內而并不形咱另一日的回

怀水道的洪施可接受后者有板提出其意見的一种安全制度的限制.達也卄不是特別報告真提出館

′ 荼第 2敏 吋的意田,但 是垓放所我內容卸不外乎此,垓 數規定 ,

各水道回虛迸行掰商,以 期就下列

一

項造成你快或安排 :

(a) 建立、管理和籬修各項班施、裝各和其他工程的一殺茶件和具休規格 :

(b) 制定充分的安全林准和安全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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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款沒有提到送行送些林商和迷成怭洪所需要的案件和情況 .

l1.他 遜注意到第 29茶 草案第 1和 2款提到保伊回防水道和淡施°他指出保伊淡施是一明确

界定的概念 ,在 一法律規定范田內似乎比較容易準握°而保伊回隊水道的 .9題 范田戶得多,他 党得

起草目前茶款的整介工作,元捨如何,都是力了其班速种保抻.在遠方面,只 要參考下列各奈款即

可:弟 6茶 第 二、2兩款
‘ 和第 9奈 ,. 它●1● 已由委真合暫時通迂,以及 1988年 送交起草委員舍

的第 17〔 18〕 紊草案
’ 和 lUSg年送交起革委貝含的弟 22荼和第 2S茶 車來.B 只有通述尸格達

守茶放草案所規定的叔利〤夯和通避蹄錯第 4紊和好 5茶所規定的柲快,才 能央現吋回防水道的

保#.在 送种竹兄下,是否确有必要在第 29茶第 1敖規定
“
各水道回位冬力⋯...保 抻田哧水道

⋯⋯”
或在第 2款規定它們位迸行I,1商 ,以期就

“
制定充分的安全林准和安全措施,以保抻國防水

道⋯...” 送成林快或安排?

12.因 此,他提快刪掉第加 奈夫于保伊回隊水道的提法,放 而垓茶仗保留三項內容:各 國

“
冬力

”
保伊淡施的叉夯 (第 1款 ),送行捇商的〤夯,以期就淡施的建立和迋行和制定保押它們的

安全措施迷成怭以或作出安排 (第 2散 )j和 就淡施的
“
保#l,● 趣交換教括和資料

”(第 3款 )° 之

些規定冬管在一定程度上已砮縮短,但 范田仍然大戶°只有在下列恃玩才位垓履行所坡想的〤夯 :

政施迂持不正常或

一

次或文雅肘卒故皮生目的逛界以外的水道可能造成危害°戶格來悅 ,根 据垓草

案的其他茶款,他杯疑是否确有必要在第 29茶車來挑定送些又夯°第 1款規定的〤夯已銓列入第

6奈和第 8茶之內,第 2敖規定的〤芬則裁于算 4秦第 3款 ,館 3數規定的〤夯窠裁于第】U茶館

l數 .由 于委員套正起草的是一項鋼要協定 ,根据它的性辰 ,公的不位逮于洋如,他汰力沒有必要

就坡施制定一項奈數。然而,他 的立切是良活的,如果有人村他的現魚提出有說服力的反面站据 ,

他愿重新加以考慮 .

13.夫 子茶放草案是否位垓包括有美武裝沖突局勢的規定的同趣 ,有 三种可能的犬理赤法:比

較洋匆地赴理垓主趣,正 如施中人你先生在他的第三次根告中所做的那祥 ,根本不予以赴理 ,即 埃

文森先生在他的第一次報告中的做法,肘 它送行斃瑰的田迷 ,正 如埃文森先生在他的蔡二次根告中

所做的那祥 (凡 A/cN.4/427和 Add.l箱 21段 ).特別報告長共定采納好三种赴理方法,提 出

了第 28奈 ,垓荼是以埃文森先生在寫二次報告中提出的第 ZB茶之二車來力基砧的.根据垓奈 ,回

防水道及共有夫淡施、波各和其他工程
“
位音用于和平目的

”
和

“....” 在回狋武裝沖突和日內武裝

‘
同上 ,第 Sl瓦 °

. 《1988年 ⋯⋯年些),第 二卷 (館 二部分),館 41烎 .

’
同上 ,第 31更 ,腳 注 gl。

.《 19Bg年 ⋯⋯年些》,第 二卷 <第 二部分),分別力第  瓦,紫 SB?段和第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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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突中均不容侵犯
”.忘 田是好的,如果不是村提快的措田有些疑慮,他本人村送一赴理亦法是元

异快的°

∥.首 先,象 第 留 茶一祥 ,“水道
”
和

“
汲施

”
再次同時使用.此 外,“音用于和平目的

”
和

“
不容侵犯

”
的概念十分不明确.”82年 《碟合日海洋法公圴》弗 BS茶規定

“
公海只用于和平目

的
”.然 而,送茶規定并沒有公海非軍卒化的含〤,因 力不依軍舥仍可送入公海,而且也不能悅垓

茶規定禁止公海上的海我°第 28茶也好合友生同標的情況。例如,相信故肘行力到水道遊辣將合

停止,送紳想法班其喝?如果不現央,那 么宣布回酥水道
‘
位昔用于和平目的

’
的含〤又是什么呢?

“
不容侵犯

”
的概念也引起 1.9題 °些然可以提到外交使田房會不容侵犯,但 “

在回隊武裝時突和回

內武裝沖突中
”
水道不容侵犯是什么意思?送堆道意味著入侵軍一到水道遊緣就必須停止?就淡施

而言,1g49年 日內瓦公的的 1gη 年附加快定串沒有提到不容便犯向趣 ,它 仗提到含有危險力是的

沒施不得威力攻古的目林°如果達是不容侵犯概念的含〤,那 么最好不要使用不同的措洞。

15.他 相信 ,不梵特別報告貝逐是埃文森先生都不能做得更好 ,因 力想在草狙的一項茶款中哭

理垓曰題的任何芸斌似乎注定合碰到達些起草方面的1.9趣 °另一方面,斯 牛只犿先生采取的赴理亦

法帶有危險,肘 此埃文森先生已提靖注意 <同 上),因 力新的茶款可能被視力构成村 19η 年附加快

定串的修正或增添 ,并 可能重新引起有失回防和國內武裝沖突的原則和規則的爭快°美于回防水道

非航行使用法奈款草案的似汀既不垃垓有重新引起送种甘淹的目的,也 不位垓戶生達祥的后果。

lC.根据達些考慮,他 同意托移沙特先生的意凡 <好 21銘 次舍快),即 委只含垃錴綠采用埃文

森先生第一次報告所提的赴理加法,茶 放車來中不包括夫子在式裝沖突局勢中回隊水道和有失波

施之地位的任何規定 .

17.再 希与先生說特別報告長的第五和弗六次報告 <A/CN.4/421/Add.1和 Z和 A/CN.4/

427和 Add.l)与 越去的報告完全一致,并与它●●一祥將威力安真舍工作的良好基祂。
‘  18.夫子第a茶草案 (航行使用和非航行使用之1.I的 夫系,在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他 同意

特別報告長的意凡 ,即 奈款草案位垓赴理垓 .9捶 ‘委長合位孩考慮回隊水道各种使用之同的可能优

先次序,因 力其隊上已垤出現了孩 1.● 捶。他也同志特別報告真的惡兄,即 肘垓同題的答炙必須根据

堵如若鉯 茶所列各种考慮予以限制.不可能做到扯一种使用优先于男

一

种使用,但是壆子在不同

的使用中可能戶生沖突,委 員套位垓考慮它水力比玟重要足以列拳的某些因素力各回規定一些行

力規則.然 而,區 然只能提供一些非常先銃的志凡.一 旦提出公平使用的原貝l,它 將雅以走得更迒 :

特別報告貝本人意味到孩鬥趣 ,甘 委員合考忠力回酥水道各种使用确立先后秩序的可行性 ,同 時敬

清委貝舍達慎放═。在曾前的情況完全泣孩達懷 ,因 力制汀若干通91l道 用于在許多方面交化不定的

特兄,即使不是老元志文,也很田確°水道的使用可以因下列各种因素而异‘因域——特別是地理

匿珴,吋 向或季市和人的因素°因此,雅 以升列所涉所有因素的堆确清草 .恩 之,五然在沙洪地區

与在多雨地區优先次序不可能一祥.例 如‘在前一和竹現,來用和家用喵求可能优先子其他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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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一种情況 ,自 然雨水可滿足速种需求,能源生戶和航行就威力优先事項.最 終得由水道回在每

一水道系統的范日內,确 定使用哪几种因素來決定优先次序.這就是力什么在象目前正在中玟的達

群一項鋼要怭定中唯一可行的赴理亦法是允海普÷回就水道的冬可能最佳使用取得一致意兀,确

立优先秩序,伿建快它們考慮某些因素和原Jll,如 公平原則.因 此,必須根括公平原則束考慮第 24

茶和改造其措舞 .

lS.夫 子第 2S茶 草案 (回 酥水道的琱市),他螢同特別根告真在共第五次叔告中表示的意凡

(A/CN.4/φ1/Add.1和 2,蟑 13° 段):一水道因草方面的惆市在其施時要么有利子其他水道因,

要么不利子速些回豪°些然,垃 垓共利除弊.在遠方面,他不知道委真合是否位,×9按照遠些方針雞

撲工作 ,或者委長舍是否援終足以禁止不利彩咱的戶生°如果草方面惆市肘有夫的所有水道回家帶

來有利影晌,就 沒有理由予以犖止,但 是,如果戶生不利形晌,共 同規划和合作就泣垓友揮作用 .

其 目的正是力了防止戶生不利形呴。由此推挖,特玩因而似乎很倚草.委 真合可以把精力放在防止

車方面琱市造成不利后呆方面.汰遠介角度排 ,最好首先指明每一水道因可以力一茶回吥水道送行

惆市,只 要垓惆市不肘任何其他水道回造成不利或有害形呴,然后 ,●i劾有失各回雞臻合作,探討

將使各回均受慈益的惆芾的可能性,最后叫明公平分推共同惆市可能戶生的久袒的原則,因 此,位

該在寫 2S茶 的弄始增加一款,考 慮第一項要素,即 水道回琱市的杈利 .

2。 .至于第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1),尤其是幣笳 茶草案 (瑛合机杓管理),他

袒心:引 迸國防管理的概念 ,,.9小 林趣是否奈引起爭破和辨淹.正如特別報告貝所鬥迷的,水道管

理的确特別道子机杓合作°因而,委 員舍堆免舍堆心劫勃,包攕進种合作的組玖的所有如市包括其

机制.然而,委 員奈也可能狁你不決,不愿走得送么近.特別報告貝在他的推告的正文 (同 上,第

19段 )和 肘第 2S茶 的坪捨的第 1段 中提出鬥題 :垓青題泣垓由茶款車來本身或逐是由附件哭理 .

他本人傾向子放力,送种机杓合作的原則位放在茶款車瑋本身,但 合作的如市和亦法位放在附件

中.因 此他忕力位按速种精神超車第 2C茶 ,而机杓合作的亦法在某种程度上与執行有失,位 在並

已提出的附件中加以親定。

21.如 何田明机相合作的原則仍然是介鬥題。特別報告貝在玵年 2c荼坪淹的第 4段解秤悅 ,

他曾拭田求得平衡 ,赤 法是不要求成立共同机椈一一肘此 ,某些回家可能合作出消板的反映—— 也

不何草地提出成立共同机杓的建快,送种建以可能供被視力一种林准茶放.因 力,特 別報告貝建破

由水道田就建立秩合鈕球送行怭商,同 吋洶 l,● 安長套是否位孩走待又通,或 并考慮送行淡判的〤

夯,如奈歉車來其他規定所女怒的那祥.他扶力,不成強行規定

一

件皮展的方向。如果′奈回隊水

道上的各介回家在怭商后快力送祥做符合它們的共同利益,它 們就合迸行談判 ,以便建立一介耿合

机枸.委 貝合垃垓扯有米各回有一定的良活性,連 免將送行淡判的〤夯規定得避子死板 .

22.他螢成好〞 恭草案的原則和措甸 (保抻水女源和淡施)。

Z3.夫 子第 2S荼車寒 (曰 酥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他 悅委真舍遇到一今錶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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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鬥趣 :制 定達祥一茶規定是否明智.正 如特別報告貝在報告 (同 上,第 21段 )中 所表示,也正

如卡菜步 .多 德里格斯先生剛才指出的,必 須确定速祥一朵親定是否有可能根害 1g49年 日內瓦公

的的 19η 年附加快定中°共隊上,答褒取決子其措舞.他次力,制 定
一
系夫于回師水道和水道淡

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的規定可能有用 ,甚 至必要 ,但 它必須完全符合有美武裝沖突的因所法的現

則.的确委炅合既不能增加又不能改交有失武裝沖突的回阿慣例法的規則.起 草垓規定肯定不容

易,但 它在荼款草寒泣占一席之地。

24.大 于附件一
(荼款的執行),他悅 ,無 然他肘提出的每一茶款草案有海多志凡可友表,但

他將仗鬥明原則立場,而不淡如市.他想知道,附件的內容”根緒底是否与其地位瑛在一起 .如 果

附件屈于各遊性辰 ,那 就有可能淡想內容很戶的來文,明 确而洋如地界定央行的規Jll和 亦法,包括

有失机杓管理—— 第 2S茶 草案鬥明了其原則——和保伊水資源和淡施—— 第 29奈草案叫明了其

原 Jll—— 的規Jll和 亦法°他同意,垃 垓崁肋各水道回冬可能充分合作,根括已銓生效的怭洪,世界

各地的央隊情況也是如此.可 以在附件耙定准确和有的束力的〤夯 .另 一方面,如 果附件將威力未

來文串的組成部分并必須与文中一芥荻得批准,那 么雄心迂大將是不明智的。委貝合位滿足子最少

的共同狋准,力 各回制定一些超屑的規定和指早原Jl1.一 旦委貝合作出迤捀并在辦怡迂程中表明其

傾向性,寺 趣報告長將能更好地中查附件的規定°

25.恩詹加先生悅 ,在 分析第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1)之 前 ,他何短地淡淡算扭

紊草案 6航行使用和非航行之1.9的 大系,在 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和 第 25茶草案 (因 隊水道的琱

市),送兩茶是在上屆合以上在第五次報告中提出的 (A/CN:4/421和 Add.1和 Add.2).

笳.盤于回隊水道除了航行使用外逐有萍多其他使用,因 此必須在茶欺革屎中列入一茶夫子

各种使用之同的相互美系的規定.由 于技木友展和人口爆炸,特別是在友展中回家,玵有限的回哧

水道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航行使用再也得不到本世免初所享受的那种优先地位 .共 隊上,現在力

消穿和灌溉目的而使用回隊水道占主要地位 ,特別是在友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住在衣村地區的

9U%以上的人口常常伙用未典理迸的水.因 此,委 長舍不垃垓強惆回穌水道航行使用的重要性,何

況航行使用加別了回怀水道的污染,歐洲和北美大1用 于航行的河流就是很好的例子 .

29.特 別根告真提出的紫 24荼車宋取得了技好的平街,它 明确取消了民子航行使用以优先地

位.首句
“
如元相反的怭定

”,非 常恰些,因 力它容卄垮某一特定使用以优先地位,如 通迂兵体赫

定把水的消女列力优先.他也同意館 2數 ,其 中規定在各种使用友生沖突時,將考慮所有有美因素 ,

以根括錧 6奈和弊 ?茶确定水道的公平使用.然 而,他也希望達里提到好 8奈 ,其 中規定不造成明

立韻害的〤芬 ,因 力達半克是均衡利益要共現的目柝°如果特別報告長玵垓建快作出坪捨,他 將不

肚感榭 .

28.夫子第 25茶草案,他 強惆了特別報告長在好五次根告中村回豚水道
“
琱市

”
的定火所給

予的重要性 (同 上,幣 129段 ).他放力,孩定〤泣放在夫子用活的荼放中.正如特別擬告貝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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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田 防水道琱市玵其他水道回家可能戶生程根或消板影呴.因 此必須制定一採兵体的規定,郝 助

各回努力以各田均受忠益呻方式友展回怀水道系統,共 班水道的最得些使用和減少任何不利彩吶.

因此,特別報告貝根括肘各回做法迸行仞威分析而提出的第 25奈 的主旨可以接受,玉 然他村第 2

欺中
“
如元相反的捇定

”
的措田有一些保留.即使有了協定,其 目杯仍然是公平分捏久袒和分事利

益.因 此,他建快刪掉垓措詞,并在持 2款增加下列一句活 :“有失各國位努力卸錯具体怭定,展

行垓項〤夯°”

Zg.夫 于第六次報告 (A/CN.4/η 7和 Add.1),其 中用途了茶款車來的最后凡部分,即 因

拆水道的管理、水資源和淡施的保伊和荼欺草案的扺行,他 注意到報告中的捕助材料非常出色,特

別報告貝所作的坪逢很洋冬.盤于委長合班在凡乎掬有一切必要的材料,它 也并能姼在 lgg1年 班

任委貝任取期滿之前完成茶欺草集一放的工作°

3U.盤 子分事一紊國防水道的各介回家之同的相互依存夫系,合 理管理和最佳利用孩水道的

需要是不言而喻的.速种合理的管理和最佳利用只有通道有夫各回之同的合作才能其現——例如 ,

通迂捇商、定期交換資料、球合項目、來逆安排和在道些情況建立常沒机构°特別報告貝在根告

(同 上,第 6段 )提靖委員套注意各水道回淡立的大量委員套和其他行政机构°非洲最近出現的千

旱和孟加拉囝及其他地方及生的水文充分說明需要建立速种常淡机制,除 了有夫的水道因以外也

需要回阡社舍參与°他安同特別報告長的里定看法 :玉 然一殺回狋法避去沒有規定成立敢合河流和

湖泊委貝合的又芬 ,但是通述翐合机构管理回隊水道
‘
不依是日益普追的現象,而且也是水道因之

同合作的一种形式,而 要共現水道系統的最佳利用的保持 ,送种合作几乎是不可或缺的
”(同 上 ,第

7段 )。

31.因 此,他放迎第加 茶草案 (軟合机构管理),其 中族肋成立球合篧理姐玖,但并不把此作

力強制性規定。恙的來現,垓 紊的措詞是可以接受的,但 是他希望在笰 2歉所列取能中增加下列取

能:“ (g)怭惆力消除水侍染病而采取的措施
〞.他在上屇舍快有幸提到垓同題 ,它 是一介重要回

捶,值得在茶敏車來中特別提到.弗 2放 (f)項提到
‘
与水有夫的

一

故和危滕
”
逐不移,尤其是

因力,/9項 涉及到与污染、使用回狋水道戶生的其他不境后果和紫怎竹現有失的頂告和控制系統的

同趣.如果特別根告貝村他的建快皮表忘凡,他持不肚感甜.他也安同馬希馬先生的提案,即 未來

文+的主要部分規定一介合作的原則,把提快成立机例的幼市列入附件 .

S2.大 于牛 1放 ,他注意到
‘
垃其中任何一回的要求

〞的用活可能并非十分要些,它 可能合造

成意外的印象,即 是否牙始避行怭商將听免任何水道回〤之所至的接布 .可 能最好用埃文森先生在

相位的奈數中提出的
“
在放力切合央所和明稽的竹兄下

”
的措洞 ,特別報告長在其就第 2C茶所作

坪梵的第 2段 中特引了垓奈放,或者就用
“
在必要吋

’
的措坷予以取代.特別報告長不妨考慮達些

建破°

33.大 于第六次根告第二幸,即 水力汲施安合同趣,他悅元始是在和平●f期 逐是在找吋,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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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水發源和淡地制定措施的遠种需要是不言而喻的.由 于前任凡位特別報告真的工作我們得以查

明若干〤夯,它們栽于報告之中 (同 上 ,館 2U段 ).所有這些〤夯已成了刁慣國防法的姐成部分 ,

漏掉它們,車 來將是不完善的.特別報告長提供了兩茶秦款草案的充分怡江,恙 的赫趣是
“
水發源

和洪施的保伊
”(第 十部分),頂 便提起,他 (恩居加先生)党得孩林趣位改力‘

‘
水資源和水淡施

的安全”°

敬.弗 27茶草瑋 <保抻水女源和坎施)算 1數位改耳,因 力它淡的不是回唪水道本身 ,而 是

在与它
‘
有夫的攻施、裝各和其他工程

”
的建造或鐘修出班缺陷的竹兄下回萍水道可能帶來的危險.

算 2欺 明确提到達「庶.正 如弗十部分的林趣所指明的,所 涉及的是淡施和其他工程 .

蕊.美于第 2s茶草案 (回 隊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他洗委貝合有些委貝不大

愿意草案包括与武裝沖突有失的一荼 ,是 可以理解的.送桿一茶規定可能合被解發力企田修改或修

正 19φ 年日內瓦公的的 1977年 附加以定串之同已取得的做99N平 衡,特 別報告貝在報告第 31段援

引了速兩茶 (同 上,第 31-34段 )° 冬管如此 ,垓紊是一茶基本的規定,与 決定中所強調的人道原

則并不矛盾.因 此,特 別報告貝提洪的茶數和他所采取的一殺赴理亦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笳.特別根告見在第六次報告館三幸建快力茶款草案的執行制定一介附件 ,其 中含有令人能姼

在
“
水道起源回

”
族得玵造成重犬域外頡害的活劫鈴子賠信的規定.附件一我有八茶茶敖草案.在

概括其內容吋他悅,孩 任芬雄心劫勃,真 然它既有趣又重要 ,但是并沒有期待委兵合立即汰卒垓項

任秀 ,因 力特別報告兵在他的第四次叔告提出的寺捶大卸中未提到它.要 求玵域外根害賠借的整介

1.9趣 是一令完全新的領域,几 乎沒有回家慣例可循 ,遠 一蕉可以仄并多曰怀文中,包 括特別根告真

所援引的文中中看出。特別根告真所提到的少數几介有叔威性的文牛主要涉及不塊領域,而 且相肘

來悅俠伿在一体化回家集田之內,如銓合疑軹 ㄑ19η 年絰合組珠執行建快 (同 上,腳 注 85))或者

北歐回家 (lg74年北吹坏境保伊公的 (同 上,附件))° 速些回家集田之目的是勢可能力垓領域法

律的未來友展起到帶共作用,但 在回隊水道領域情況并非如此 .

B9.思 之,在 附件一中提快的恭放很可能迫到并多回京的立即反村,因 力与思的坏境領域的估

況相反,它 ●19力 上游沿岸日規定了革方面的又夯,根今別情況除外.除 了逍界附近可能存在水釵

(淹 沒上游沿岸曰土地)的情況外 <有 失回京之同的你定几乎肯定舍夾理垓 1.9趣 ),他 想不出有能使

上游沿岸目的公民受益千提洪的附件中相曾究珫的規定的任何竹現°

38.冬 管特別報告長力起草執行茶款草案的提案作出了卓越的努力,但他如果能告重新考慮

放

一

一項井必耽慎委員舍的工作并且元站如何在卸要林定的估兄中元此帝要的任夯是否明智,91

他持不元裨益.提快的系數充共1只 能以各逸建快的形式提供 .

39.些 然速些意兄元站如何并不貶低他村常六次報告的重視,報告元長特使委兵合在下屆合

快完成茶敏草案的一決工作.他 毫不狁豫地走快特奈放車未第 2● 、2s、 26和 27茶交給起草委貝套.

4U.帕 夫拉克先生悅 ,特別報告貝主張將荼數車未的執行規定作力附件我入奈數車瑋.非 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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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41.第 26茶 車集 <敢合机构管理)是垓車菜是最重要的茶款之一。制定達釋一奈帥需要戶生

于回家慣例和特別報告反及其前任瑪每的草案的全部迓輯°由于水道的使用 日益多祥化 ,因 而需要

建立水道管理的班代制度.在 十九世妃,水道回之同的管制和合作主要涉及航行和進ㄓ領墩,現在

則涉及各种各祥的同題‘灌溉、水力友屯、洪水控制,而 最主要的是污染同趣°

φ.第 2G茶第 1放規定了就共同管理的鬥趣送行+.● 商的
‘
軟

”
〤夯,年 2數給管理的取夯下

了比裝斃筑的定叉,第 3款指出了球合仔理制度可能承但的某些其他取夯.三 然他肘第加 奈的作

用沒有任何异洪 ,但 杯疑它是否符合各水道回之伺目前和未來送行合作的一切要求.他 同意特別根

告長在其第六次報告中的說法 <A/CN.4/427和 Add.1,寫 19段 ),即垓茶規定了切合央隊的原

則,有 助手各水道回在此范日內共同努力,耙划和盤任它們共同的水資源的利用、保#和 友展,然

而,肘 下列情況不位忽視 :有 多少國防水道几乎就看多少球合机构 ,它 們可能是嗨吋的或者是常淡

的,并有各种各祥的取能和杈力 (同 上,弗 4段).有 盤于此,他想知道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球合組

依是重褒班有机柄、逛是肘這些机构加以朴充或取而代之,或仗在不存在速种机构的情況下才建

立.他 期待特別根告貝在井梵錯束時就此友表意兄 .

芻.發成褚如第 26茶 的那些規定的主要站括兄于垓草案的第 5、 第 9和 第 m至 21茶所規定

的合作〤夯,尤其是第 6奈所規定的公平合理使用和參与的主要〤芬。思的來悅,他支持第 2C奈 ,

但是他杕力垓茶在措洞上需要作一些改劫︳尤其位垓使它与一快吋已通迂的其他茶數更力一致。

狙.第 1欺尤其位曾重新改与,明 确指明送行協商的〤夯,以便探封建立軟合姐玖的需要.在

遠方面,在托穆沙特先生与巴哈納先生 <館 21S2次 合洪)之 同,他更傾向于同意前者的意凡。夫

子第 2和 第 3款 ,他汏力垃將它●●合而力一,在 遠方面,他支持馬希与先生提出的并得到恩詹加先

生支持的志凡:搞 一介栽有各种活劫的清革的附件.夫 子垓茶使用的措同,他村
‘
琺合管理組珠

⋯⋯”
的表途有裝慮,刁 慣的表述是

‘
回阿瑛合委貝套

’
.

45.第 27茶草案 (保抻水資源和班施)的 范田需要迸一步澄清,按現有形式,其 范田似乎失

之子先。垓茶位垓力回隊水道系銃的生存和活功規定其隊保伊.根指達洋的原則,拜 1款使用的

“
冬力舞修和保伊回豚水道

”
的措詞也許不完全恰些.他更傾向于規定采取必要步賺或作出安排 ,以

便像修、保伊和改善回秝水道系統.垓奈位垓m明 何渭共沶保伊回隊水道系筑,尤其位垓若眼子垓

目的,重新改雩弊 2欺 <b)項和第 3飲 .此外,孩茶不仗位垓規定〤夯 ,禁止向水源投放妥菊,逐

位垓取消不合吋宜的十九世兒祝念,即 允忤切新故方的水供位‵弄千水源或將河流改道.恙 之,委

貝合位孩尋求在友生武裝沖突吋保伊回隊水道的亦法 .

46.夫子提快的附件一,他悅其奈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附件的目的是力了靜助執行草案

規定的原則.他希望及表一些初步性的悲兄°盤于第 1茶 瑋素的唯一目的是界定
“
水道起源回

”
一

悟,可 能不宿要在垓茶最后耳上
‘
并村另一水道曰造成或可能造成明五敬善

”
等字祥,他汏力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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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刪掉 .

好.弗 2奈草案的目的是執行不歧視的一殺原則,并 力卄划的活功的地坡外形晌的行政考慮

英定法律基袖。他原則上螢成綱要林定中宿要有達洋的一紊規定,但他想知道盤子其重要性,是 否

位垓將它挪到草案的主要部分.此 外,垃更換垓茶的杯趣,以便更充分地反映其央瘚內容 :例 如可

將它改力 :“現有或卄划的活功的規幸
”
°

48.舛 3茶車來的來文,尤其是英文來文,泣 又迸一步紫跟 19&年 《朕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235奈 第 2欺 的措洞 ,在 第一款中垃垓用
“
造成的明五散失

”的措洞取代
‘
造成或威胏造成的明正

技害
”

的措田.他放力將回家〤芬伊大到那一公的的規定以外沒有任何志叉 .

49.他 螢成第 4茶車某,垓荼不依保伊回京的利益,而 且也保#避到明昱妨害或迪到很大危險

的任何人的杈利°然而,他想知道第 4茶草案和第 5奈草案是否可以合而力一°

最后 ,第 6茶草案似乎超越了迄今所通避的茶款的范田,并侵犯了國家管格豁免的主趣 :因 此 ,

位垓刪掉。

上午 l1吋 4U分散套,以 便起草委貝合升合°

幣 21e● 次合快

199U年 5月 29日 星期二上午 1U吋零 5分

主席:史 久儲先生

出席ε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本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

‘
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网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

海新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多巧先生、馬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

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一

庫納新先生、塞普本錄送 .古飲雷斯先生、索拉里 .困鏸

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啟沙特先生.

—— 195 ——



回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致)

(A/CN. 4/421和 Add. l和 2,1

A/CN.4/427和 Add.1,3

A/CN. 4/443,F市 ,ILc〔XLΠ)/CUnf. RoomDUo. 3〕

〔快程項目 S●

特別報告長的第五和第六次報告 〈撲)

紊敖草案的第七至第十部分 :

第放 茶 (航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回的夫系:在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 )

第 25茶 (因 隊水道的惆市)

第 笳 荼 (瑛合机杓管理)

第 29奈 (保抻水姿源和政施)生

第 28茶 (因 狋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坤突中的地位)(致 )

附件一  (茶款的執行)’  (璧 )

1.本 努納先生洗,特 別根告貝在其第六次 (A/CN.4/翅 ?和 Add.1)報告中仄理梵、共我

和判例法各方面旁迂博弓〡村垓寺題送行了市羊如分析.他 的不摒努力外在委員合現任委長的任期內

一樣通迸茶款草案是一介很好的征兆。

2.首先淡一淡第鈕 茶草案 (航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同的美系,在使用中沒有rt先地位)和

第 2S奈草案 <回 呠水道的調市),它們是在第五次報告中提出的 <A/CN.4/4Z1和 Add.l和 2),

他洗,他 同意特別報告真的志凡,水力二千世妃的皮展、尤其是日常用水和灌溉用水的需求日增意

味著回隊水道的航行使用已不再能被視力具有优先地位了.但是,第 加 奈泣更戶格地指出各种不

同用途之同的沖突以及解決的各种可能性°例如,第 1放佷規定航行或任何其他的使用均不村其他

的使用享有固有的优先地位,印 沒有指明何力其他的使用.因 此垓款位超車得更加清楚 ,以 便回隊

水道的航行使用和非航行使用相肘熙.同 洋 ,涉及回隊水道各种使用之同可能友生的沖突的第2款

并未排明此种沖突將是航行使用和非航行使用之同的沖突.因 此垓歉需要迸一步中快 ,以 便找到更

确切的措洞.提到弊 6和 第 7奈草案是不姼的.位孩提到的是在航行═券中存在若〤努吋各回所久

持裁于 ㄍ19Sg年⋯⋯年婆》,弗 二卷

持哉子 ㄍ1989年⋯⋯年盤》,靠 二卷

案文兀第 21倪 次合快,弟 笳 段 .

<第 一部分)。

<第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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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又夯。否Jll則 位要求各方在就回吥水道航行使用送行磋商時考慮到正在常快的茶款的規定 ,特

別是委員舍已哲吋適迂的第 4奈第 3款 的規定 .‘

3.在 第 25奈草案的幵共列入 “
琱市

”
一詞的定〤可能是十分有用的,可 以采用回哧法捇金

198U存 在只水格菜德通遊的夫于
“
曰所水道水流琱市

”
的茶敬的第 1茶所令有的定〤 (同 上,第

13g段 ).第 2s奈第 2款建快水道回自劫參与惆芾工程的共建和籬修 ,并道些參与其安用的支付 ,

也并垓款也位提及送些回家公平地參与速些工程的迋行°而且 ,委 員合也并垃以回哧法掰套草案力

指手,特別是其弟 3茶 ,在 (25茶 弟 1和 第 2放之同作出下迷規定 :‘ 水道回在迸行敢合的琱市吋,

位解決有失管理和行政的所有泀趣。
”
送就合在第 1和 第 2放之同有了蚨系°

4.夫子在第六次根告中提出的奈數.他說好 2S茶 草案 (球合机构管理)規定范田戶泛,足 以

包括多种多祥的回隊憤例.垓茶規定似乎暗示提以的回吥水道管理組銀位包括所有有失回家.但 他

不知道一焦是否泣在案文正文中軍明,以便确保在談判中不將一回排除在未來的姐象之外 .另 一↑

喬要考慮的同題是,一旦垓姐球成立,一成貝回若決定退出將是何种情況.是 否可以想象有一介組

扒是所有有失回家都不愿志白劫參加的呢?因 此可能需要設想一今第 1數之二 ,規定一介朕合組數

必須包括孩回哧水道或系統的所有回家.垓 報告中提出的在班有的各國隊河流委長套威貝回之 1.●

建立接蝕的志兄 <A/CN.4/427和 Add.1,第 11段 )也可在第 2S奈 第 2和 第 3款 中燕理 ,可 能

的方法是提及將要在各有夫机杓或姐軹同迸行掰琱 ,以便更好地道用將來的公的 ,并且也力了仄取

得的銓驗中相互受益.,

5.第 η 茶草案 <保伊水資源和坎施)提 出了一些回題,因 力它所涉主烻差別大犬,并且已在

車來其他部份中涉及,如工程的維修 (第 2S茶車集中涉及)及保伊淡施和工程,使其免受白然力

所引起的危害和危險<第 23茶草集中涉及)° 送祥一介茶款—— 至少如起草的那拌——是否英正有

用?能否將其免除?第 η 茶逐包括交換有失水資源和汲施的保伊及有天安全狋准鬥題的效括和資

料 ,委 員舍哲吋通避的第 2U荼杕另一角度涉及送一同趣,垓茶規定水道口沒有〤芬提供肘回京安

全至美直要的資料.因 此,他肘特別報告長提出的鬥趣是,根括錧 27荼車來的規定必頦确立的 安

全林准和保安措施,各 回是否能洪力所涉效括村其回京安全至力童要。

6.寫 2S奈草案 <回 防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的想法很好,但垓茶的引文隊迷

印不移好.他次力 ,不容便犯的原則超出了1肌9年 日內瓦公的第一和簿二千附加快定中的界限.因

此有必要如前特別根告良埃文森先生所走洪,規定本荼效与乍一和館二千附加快定+之同大系的

方式.但是,特別根告長卸玵幣 28茶与兩介決定中之同的法倖大系的同題我口不悟,或至少未正

面爽理送一同題 .因 此,也萍可以在大于回隊水道方面提及各回必須完全#重 元梵是刁按法逐是協

定法的回防人道主〤法所戚予的火夯。

‘ <1987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弗 ZG一 29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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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于報告的第三幸,其 內容力茶敏的執行,他与托格沙特先生 (第 21倪 次舍快)一祥 ,不

知道特別報告貝力什么要將這些奈款放入附件 ,而 不放入草案正文°它們所涉及的車克不是一殺在

附件中列出的一些技木規格,而 是与其他茶敖具有同梓价值的一些共辰性准Jl1.

忘.他螢同附件一中達些荼盡車無所采取的全面亦法,因 力狂立單位位垓以此种或彼种形式包

括在茶的制度 ,在 村坏境 1.9題 至力夫健的河流同題上尤其如此,泣 核強洞究冬日內才卜救亦法°正如

特別根告貝所悅 ,要 庶是避免回家同爭端的大丑增加 ,若 一些小泀趣可以由法院通避介人的行功子

以解決,就 不值得使回家卷入肘抗 .

9.索 2奈 車來的林題
‘
不歧視

”
与垓茶內容不符,因 力要說呢,弗 4茶 草案 (机 合平等叔

利)已銍包括了不歧視的泀趣了.第 2茶 的目的是將一日界外的不利形晌等同于界內的不利形吶 ,

但送可能合有不良后果,特 別是就第 2茶与夫子不造成明五擬害的火夯的無效草案第 8奈 之同的

秩系而言.例 如,回 家法律可能比根括車寒所提的要求更加先容。若如此,是 否位以根括有夫回家

的法律不快力其后果不利力由而并可送行一項活功?因 此,根括特別報告長在坪淹中所解lH.的 第二

茶的目的,垓券提出的規則的隊迷垃些規定 ,些 一日授杈在一日防水道上送行某項活劫吋,泣 既考

慮到其在其自己領土上可能引起的不利形晌,又考慮到在垓水道流垤其他國家領土吋可能引起的

不利彩喃,以便确保外國人抈有一种堆妒杈利手段來肘什一日束行政些局°

1U.第 3茶第 1放草案 (根括日內法提出要求)确 央与垓茶拆題相符,但第 2放卸涉及一介完

全不同的1.● 趣 ,即 央施和友展有美女任鬥翅的回隊法的曰趣 .那 么,根括回內程序將共施回丙朴故

亦法,而且合引起大于女任的回內法是否透用的同趣,冬 管垓法可能合有某些回睡准Jll° 送里又需

要遊一步常快孩茶文,特別要注意回隊女任規則的道用和現有回肉朴救加法之同的耿系°

11.第 4茶車屎 (机合平等杈利)涉及不歧視同趣,需 要在稍后盼段予以更密切的注意°但是 ,

他放力,在 一瓨普遍性公的的情況下特本回回民与外國人同等91待 舍引起一些同趣 .因 此將要迸。

步●i幼拉查各种不同的國家法律制度以及給予外回人的各种可能性,特 別是要求一介回家垮子朴

儅的可能性 .

12.年 6奈車朱 (竹箝豁免)共 隊上与豁免日捶元夫,裕免是一日在另′國法院所行使的珠西。

特別報告貝所想的其其是政府行力的理站 ,即 ,送 些行力免子介人提起的拆忪,而且肘送些行力也

投有司法朴救亦法.因 此.垓荼措田拉重新似汀。

13.及 后,他放力,附件中的荼放在提交起革委長舍前位由特別報告長重新起草,但他是不合

反玵委貝舍大多效委真的意愿的°

∥.基普小錐送一古伕霄斯先生就南辰1的常六次根告 (A/CN.4/427和 Add.l)向 特別很

告長表示祝交,垓根告力建女性的甘站提供了基地 ,而且肘困堆而又十分重要的青題的編朱工作來

悅將是一大有助益的.垓報告法律資料十分丰宙,位 使委貝合能在班任委員任期錯束以前完成奈歉

車呆的一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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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 套茶款草案的完成逐將城牷#多 回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回家的悅慮 ,由 子回哧水道沒有

任何法律規章,各 回面愉一些ㄕ重的鬥題 ,它 的完成將是〺回哧法律苧悅的一介十分重要的朴克 .

遠就解釋了人們力什么村能移赴理有失回隊河流流域爭端的規則和机杓圾感共趣的原因.特別根

告真的努力值得安切,由 于其努力 ,才有可能提出一些琱市回隊水道之水的使用和防止濫用的准Jll

和鈕班.保伊速祥一种堂責的資源也有助手消除各曰之同的緊張失系,有 助于力各國人民的福利作

出貢就。

∥.首 先玵第五次根告中提出的茶款加以坪淹 <A/CN.4/421和 Add.l和 2),他悅第∥ 茶

草案未具体指明在不同情況下回師水道的各种使用垃有多大份量°因此也許位垓提到确定各种使

用的优先次序:亳元疑回,特別報告其舍在就此提出一介解決亦法.如其他安民所提到的那祥,第

2款 的措洞同第 2S茶 草案的措同一祥也需要改造°如第 2歉升共一句
“
如元相反的林洪

”
就含糊

不清,若有掰定就不需要垓款.而且 ,有 失工程必然是在林定基地之上和米吋同淡判之后避行的.

然而,若 要保留垓款 ,力 了明确起兄 ,位 將其分力兩介部分,分別涉及參与琱市工程的米建和維修 .

逐有,公平使用概念的范田朱子很好界定,位孩予以清楚的說明°

17.夫 于第 6次報告,他 悅第 2c茶草案作力垓系坑中的一今失鍵部分 ,必須小心措洞.第 1款

位垓更加明确 ,虛 迫使各方接受怭商°瑛合机构管理鬥趣特別重要,但若沒有事先親划,則 可能戶

生一些非常微妙的田璀,達也是

一

共,因 力若沒有怭定,机构就不能迂特.因 此位些汏一牙始就小

心仔如地規定各机杓的取能°例如,本 世妃初墨西哥和美利些合余回之同淡立的一介瑛合委貝合解

決了好多分歧 ,但 也因沒有道些的規划而遇到一些鬥趣。但恩的錯果仍然是私板的,看到特別擬告

貝的坪捻提到垓委長舍是作力一介有益的范例 ,他十分商共°他同思詹加先生一祥 (棠 2163次 合

坡),放力,第 1歉 中
“
在任何一介水道目的要求下

”
一悟不令人滿意,垃 找出一种能更好地反映

所追求目林的措洞。第 2款 (d)項 中的
“
多日杯

”
一洞令人糊涂,位 曾予以刪除或代之以一介更

加故木性的用悟.第 3款完全可以接受。

18.第 〞 奈草案第 1數 的
“
冬力

”
送一表途不大令人信服 ,与 孩草案思的格惆不一致°第3放

中
“
水資源

’
送一表途不清楚,因 力它可以指并多本西.而且 ,他汏力垓奈放泣包括其他一些有失

鬥趣,如 保中人熒和牲畜,使其不受水生疾病之害.

19.在 西班牙文的第 2B奈 草案中,提及 ㄍ瑛合國究幸》所体現的原則吋所用的㏑oUrporadUs一

田大弱,庄 代之以 cUnsngr巨 d°°或同等措詞 .而且 ,淡及与回沶水道及有失淡施有瑛系的不容侵犯

狄技未上來就是不能接受的,因 力在法律案文中不存在進祥做的根括,特別根告其白已在玵垓奈歉

坪淹弊 2段 中村此也表示杯其.垃 些尋找另外的措洞 .正如巴哈納先生所悅的那祥 (第 21砣 次含

以),他不能接受常六次報告的坤注石 至 99所 提及的看法 <A/CN.4/t27和 Add.1),因 力它們

已姿避吋,逐 因力它●●可能在某些方面早致不良的竹兄.因 此他与其他委貝一祥汏力,垓茶垃子更

恰些地似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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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因 力他村第“ 至 Z8茶 草案的何短坪淹 ,并 沒有要求肘來文作大層改劫,所 以他發成將送

五茶奈款提交超車委貝套°

21.孩 報告第三幸夫子執行泀趣 ,是 一犬迷步,因 力其中提出的規定共阡上意味著介人可作力

日所法主体利用秦的制度°提快的奈放可能是9I瑋 宋的一介有用的朴尤 ,但 帝首先确定它們是作力

任掙決定中、附件或引起各因作出反位的清草,逐是作力向各回建洪的基拙 .將速八荼茶款以附件

形式加在草案上是不能接受的,可 能引起若干泀翅°例如,特別報告貝提逑的有些規定影吶到各國

的日內立法,如 第2奈草案將活功村另一目的不利彩呴等同于其所在水道目的不利影晌,而 第 3茶

則涉及朴借技害和就囪吥法在垓領域的友展迸行合作°其他規定形呴到各目的日內管葀豁免 ,遠 在

各回之同差別很大,因 力大多數因京回肉法肘此未作規定 .靠 5奈車來使各國有〤夯通如其他回家

國民,告訴他們可能追受嵌善的威勝,并淡立特別些局負責此卒.弗 6奈車來規定了水道固的火夯

是确保其代理机构和机构以与第 2至 第 5茶規定相一致的方式行事.有 些紊歉村那些具有同等皮

展程度和文化背景的er.接 或近冷Π回家來悅是可以接受的,但肘那些皮展程度不同的●1.回 或流域因

來說,垓 制度就不起作用了.

22.第 7茶草案涉及一介宏大的避程 ,不 合有助予草案的接受.在要使各方十分接近子通避奈

款草案方面套戶生一些褒染同趣,而且,有 失茶款草案生效之后的安排也不是由委員舍史理的卒

情.因 此他很遊憾不得不玵特別報告真的提洪持昇洪.第 8奈 草案也是如此:修訂茶款的琇惑將有

達于一份篷ㄞ巨大田雅才得以送成的文+的永久性.不 起 ,在 深入常查送些茶款吋他將更明确地叫

迷其珧蕊°目前他肘特別報告只有失附件一的建洪近未作出最后決定 .

2B.伊 留埃卡先生洗 ,第 Z● 奈草案反映了下途

一

共,即盤子田隊水道在現代世界上的各种不

同用途 ,侍 珫上賦子航行的优先地位已不再被汏力是合理的了.第 1茶 中所我的任何使用均不白劫

取得肘其他使用的优先地位送一原Jll的 基袖是前任特別報告貝施串八水先生 1gB2年 提交的第三

次報告,也是回防法林合 19㏄ 年通道的ㄍ回隊河流利用赫小辛基規則》弗 6茶 (兄 A/CN.4/421

和 Add.I和 2,第 124段 ).然 而,第 6茶 明确提到
‘
使用或各英使用

’,而 弗a奈仗仗提到
‘
使

用‵ 因此,至 然第 1款 恩的來說可以接受,但位孩鬥 1.● 特別報告貝:堵 林辛基規則館 6茶 中兩次

用了
‘
各英使用

’,送一用活的范田是什么,未 將其納入是否合形喃第∥ 茶的范田.

∥.第 1放 的升共活
“
如元相反的掰快

”
看來并元必要,成 予別除.城然,特別報告真是因承

快某些奈的中肘航行的考慮而將其列入的,但 它削弱了君 1數 的目的.將其刪除不合使班有紊的元

效,更可取的亦法是在垓茶坪注或車朱序言部份中爽理送一日題 .

2S.幸 好第 24茶 沒有提到或抹出航行 1.● 趣°送祥 ,它不俠突出了任何具体使用均不享有固有

优先地位速一

一

共,而且逐規定了,回 昹水道各种使用之同的任何坤突,都位按照幣 6和 第 7奈 ,

与其他有夫因素一道來比玟考慕。不避,肘 某些因素垃垮予更多考慮,如 人民的健康和保持道曾水

辰力回肉和衣╨所用以及某些使用村不境的不利影哅等.他 同意大合第六委貝套一些代表的意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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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主張,玵 因防水道的水故時期內元喜的任何使用位垓优先手肘未來使用可能戶生有害影晌的

使用°

笳.由 于車康館七和第八部分各自仗包括一介茶欺,垓 部分和垓茶數的林題位孩一祥:第 放

茶的杯題比第八部分的杯題更清楚,垃 子使用.由 于一些十分明五的理由,西 班牙文第 24栥柝題

中de㏑ navegaci血 達几↑字庄代之以pεralanavegaci血 .

η.第 鈣 荼車棄的兩款都可以接受,他螢同特別報告真的建快 ,“琱市
”
達一用活的定又最終

位垓列入垓草案第 1每 °垓定〤位明确 ,任何水利工程或其他惆市措施之目的是力了得到有益的錯

果、避免有害形喃及冬可能地最佳利用水道°施丰Jl小 先生在其第三次報告中提坡的定火及口哧法

1.H合 198U年在皿小格東德通避的
‘
夫于回隊水道水流琱芾的茶款

”
的算 1奈所合有的定〤,在 特

別報告貝茗五次根告玵第 25茶坪淹的第 3段 中都提到了,它 們都包含若似定一茶可以普追接受的

定〤所必需的要素。

田.夫子敢合机构管理的幣 %茶 的基拙是回隊法掰合 198。 年在只本格某德所通迂規則的牛

Z和 第 3奈 ,以 及施弟皿本先生第三次被告及埃文森先生第二次根告中相位的茶款.它 們特裁子特

別報告真第六次報告玵第釦 茶所作坪淹的第 2段 中.垓茶款与垓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完合相符 .

2g.至 于特別報告貝村第 ZS茶 的坪捨,草 案算九和第十部分所涉及的那些分音題都位,×.在茶

款車東本身而不是在附件中赴理°

3U.第 2c荼在技木上既道用于郜近河流也道用于連接河流,由 于回師慣例、主要是有米航行

的回拆慣例而賦予沿岸回的法律〤簽,之些河流具有回萍性.垃垓指出,冬管有夫具体河流的奈的

中栽有航行杈 ,但 常波回隊法院在奧德河一來的判共中悅 ,沿 岸回村郤近和連接河流的使用有若一

种 自然的
“
共同利益”

.‘ 避去 5U年各种航行使用的不平常的及展表明:法 院在垓案中的錯淹已銓

交得迢用于回隊水道使用的整介領域中有夫叔利平等和共同利益方面.在 送方面,垃 孩注意到,有

‘大水資源管理的國家女任已不再限于分剖或流至兩介或兩介以上回家的水道,因 力不能忽視流入

口豚水道各水系的自然朕系。

S1.簿 2G茶第 2歉是非限制性來的,次 一种羽領性掰定來悅,孩荼起瑋得很恰些,因 力它可

作力一种指早方什,指 早水道回可授予他●●可能央定女立的任何瑛合机杓以何种球能.弗 3放

(b)項 規定,孩琺合姐軹的取能之一是可以作力跡商、凌判及和平解央爭端程序的劫所.垓致投其

重要,并与回砵伸我庭在拉努湖案中的我次一致 .

B2.他 女同特別報告真在第 29茶車床中肘保伊水資源和故施阿趣的從理.由 子共技木落又和

心理效垃 ,垓茶的林趣十分有用 .垓荼力防止和村什因自然力或故意行力或筑忽行力所引起的危害

‘
奧德河口阿委長合的領土管格案,1929年 9月 1U日 第 16子 判決,<回 隊常政法院,A輯 》.

算 23孝 ,在 第 27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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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危險提供了一介良好的基地°第 3款規定的交換教据和炎料村所謀求的目杯來悅十分重要°

SS.第 銘 奈正如特別報告貝在肘9×9奈所作坪淹的第 1段 中所指出的那祥,依捃的是埃文森先

生在第二次根告中提出的相位規定 ,是一介杰出黃敝,孩茶的基拙是埃文森先生在其第二次報告中

提交的第 28茶之二°它地不有頡于 lg姆 年 日內瓦各公的及其 1977年 附加快定中,并完全在固阡

人道主叉法范田之內,既 然沒有任何其同,在 供水中下毒甚至比使用化半武器更坏,就垃孩適到普

遍的批駁 .

34.索 拉里 .困 德拉先生淡及第 2● 秦草案,他洗特別報告長清楚地田迷了回防水道航行使用

的重要性如何幵始被其他使用所超逮,特別報告貝在其第五次報告中正确地指出,因 此 ,“ 一般地

規定任何一种使用免村优先有得子水道的最佳利用
”(A/CN.4/421/Add.l和 2第 123段 ).回

狋法怭含 19“ 年通迪的 《夫子因怭河水使用的赫小辛基規則》第 6奈 (同 上,第 l24段 )反 映了

遠一新的情況 .

BS.五 然,在 今天航行使用 已篷失去了其直到 1921年 仍然逐抈有的优慈地位,些 吋通甘了

ㄍ夫子具有回妳影晌的可通航水道制度的巴塞多那公的和親的》(同 上,第 12】 段的腳注
踏).但 是 ,

在遠方面他希望增加兩介選一步的考慮.其 一是替代的交通手段的重要性大大增加 ,特別是公路透

翰和民用航空,因 此將內陪水道航迋降低到一介非常次要的作用 ,偶 水的情況例外°其二是水日益

稀少,送 已威力全世界都失切的一介向趣.因 此水在回內和衣╨上的使用必須优先于其它的使用。

他确信 ,若 第鈕 奈在十年以后似定 ,就 套体珧送一优先地位°第加 奈草康确央反映了目前的情況 ,

然而它卸沒有充分看到未來的 .● 趣 .

∞.他不反玵第 2S茶草案的揪汀°特別報告長在其坪竹第 2段 中解潦了賦予
“公平

”
一洞的

含〤 ,汏力在公平基地上參与意味若汏一介特定項目中荻益的水道回,垃 些按比例肘其修建和像拼

做出貢就.特別報告真朴充脫‘,垓 未悟遜意味著只有普有失水道回具有做出貢敵的財政能力吋才要

求其做出遠种貢就。逐有,第 1茶位垓包括如第 25茶 中所用的
“
琱市

”
一月的定叉 .

B9.大于特別報告貝杰出的第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l),他 悅瑋 2U荼草案是孩草

案第 9荼所确立的合作原則的具体逞用.第 加 茶規定各國有〤夯就沒立耿合鈕玖管理因哧水道鬥

捶迸行林商.遠一亦法与前兩位特別報告貝所采取的加法不同。
‘

施牛只你先生指明炎判的〤夯需

要有下列要求,即
“
垓地區的垤游和社舍希要正在玵水資源提出重大或相互沖突的要求,或⋯⋯目

穌水道制度要求保伊或控制措施‵埃文森先生則指明是水道回無有快立常淡机构的共阮〤夯的茶

件力 :“人●●扶力肘回豚水道的水送行合理的行政、管理、保伊和控制其隊可行并且可取
”
°

‘
夫子施牛皿本先生在其館三次報告和埃文森先生在其第二次根告中提出的相位的茶敬車

來,凡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六次報告中肘第外 茶草案所作坪拾的第 2段 (A/CN.4/427和

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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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他 同志特別報告只夫子館 2S茶弗 1歉 的批汀,确 立一水道固有〤夯在任何其他水道目的

要求下送行磋商.但 是,在 有些情況下達一叉夯垃垓更迸一步。他考慮的是施串只小先生提出的菜

文中所提到的情況 ,即 垓地區銓洴和社金的需要好水資源提出重大或相互沖突的要求°在送种情況

下,位 孩有一种淡判的又夯,速 志味若得出某种結果的女任。

Sg.他 同志就第〞 和第鈕 茶提快的來文.不避.第 28奈 中所使用的
“
不容侵犯

”
一月需要

澄清.其背后的思想可以接受,但他肘央隊措洞是否恰些屯元把握。

4。.最后,附件有失車來執行的荼款并非車來不可分別的部分,位垓仄未來公的車來正文中刪

除。孩草案位孩限子有失回怀水道非航行使用的規則 ,達祥揪可是力了得到回阡社套最大限度的接

受°附件拉垓采取任擇文串的形式,由 各回自行逸舞采納,并且,元梵如何位作力逼用垓茶欺主要

奈敬的指南 .

41.主 席作力委員舍委員友言,他悅他可以很/9N意 地接受特別報告炅第 5次報告中的第加 茶

草案,垓報告半味洲#、 資料翔其 (A/CN.4/φ 1和 Add.1和 2〉 。孩奈与米于本篠款范田的算

2茶一致,第 2茶承扒國隊水道航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同的相互美系.啟于技木炭展、人口堵卡

和水資源的相肘缺少,需要依照第 24茶 的思路作出一次規定.作力一奈一殺魂Jll,回 防水道的任

何使用均不垃享有固有的优先地位,些 然具体掰定除外.因 此,特別報告長明智地在館 1熬 中列入

“
如元相反的掰快

”
速几介字.遮一但串尸格來悱并非必須,而 只是作力村某些茶的优先考慮航行

的一种承伏°他也發同第 24茶第 2款 ,孩款規定按照第 6和 第 7茶送行板衡,公平合理地解決各

种使用之同的任何沖突°

φ.第 25茶第 1款草案可以接受,因 力它沒有將琱市作力沿岸目的一种〤夯.′水道口有杈

琱市在其領土內的那部分因所水道°但是如特別報告長所指出,合理的惆市玵最佳利用回抔水道和

預防瀯在的不利形呴都是必要的,遣一蕉使得水道回之同的合作十分重要.館 1款是夫子合作的一

殺〤芬的錧 9奈 的具体道用,因 此弗 25茶親定的合作位垓基子回哧法的′般原H(l,如 主板平年和

領土完整°館 2放 栽有 1奈剩余各用規91l,可 能被快力是多余的.不 能想象一介天于琱市工程的水

道怭定合忽略村久拉的分捏作出規定.此外,公平參与的一殺挑則在孩草案的第 6奈 中已有規定U

在夫于用活算 1秦 中必須給
“
惆市

”
一詞本身下定〤,因 力

“
惆市

”
在技未涵〤方面有著其体的悲

〤 .

43.至 于第筎 紊車瑋,特 別報告長在其弗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l,第 7段)中

承放 ,根括一敘日隊法,沒有叉夯淡立′介朕合机构管理回隊水道系筑.另 一方面,研 究表明,通

越瑛合机构管理日呠水道系筑已交得兵力常兄 ,而 且也是水道回之同合作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形式.

力了努力解央達一堆題 ,特 別報告真淡卄出在任何一介沿岸回音求下送行怭商的又夯.他 白己的理

解是,杯商的〤夯同談判的〤夯不一桿,不 一定早致談判.掰 商是否合最后早致就秩合机枸管理柲

定送行淡判,完 全是有夫各目的卒芬.根据送一理解,弗 笳 茶弗 1致有可能力各回所普遊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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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患 的來悅,他 同意特別報告長夫子保抻水發海和淡施的意兄,速 部分的內容在草案第九部

分涉及.特別是夫子在武裝沖突吋保伊水安源和女施的拜銘 荼草案十分必要°城然,垓茶超出了

一殺回隊法和有失回狋文+的要求.一殺因隊法和 1949年 日內瓦公約的 lgη 年附加快定中均未

要求回防水道及其淡施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也 未威予回隊水道在武裝沖突吋不容侵犯的地位.不

遊 ,盤子現代世界上淡水缺乏以及兩介附加快定中背后的人道主叉原則,館 28茶 中制定的不容優

犯概念是垓法律逐步友展的一介鬥趣.水道及有失圾施或工程寺用于各种和平使用是此种不容侵

犯的一介先決茶件 .很 自然,在任何竹玩下皆不能允存在水道下毒 ,因 力此种行力是一項尸重的我

爭罪以及危害人美罪°

小.夫子茶歉的執行的附件′,特別報告真的努力值得林道 ,他 努力沃卄一些規足以便使玵仿

害的朴借更加唾手可得.但 是,考忠到挑險段的回隊夫系以及所涉及的有些 lH● 題的敏感性,他 感到

即使將似快中的茶款例力附件 ,也可能使一介未來的鋼要林定肘許多回家的吸引力減少°可能的解

決亦法有兩种 ,一是規定各回通逮一份正式戶明有遊摔地接受附件 ,男 一种亦法是夫子執行的系數

采用一种草狂的附加快定串的形式 .

46.最后 ,就 所申袂的所有茶款得出一种意北他逐有些田雅 ,因 力它1｜●未在相邰和連接的困哧

水道之同作任何Ⅸ分 ,送地非特別報告貝的述錯.例 如,在 秩合机椈管理 1.● 題上 ,有 失相郤和不相

eF)的 水道目的情況并不一釋 ,因 此速丙炎回家的需要可能迥然不同.在似汀荼款草案吋,也不成孩

用相同的措洞來規定送兩种美型的回泉的〤芬°

〞.科 多馬先生洗在侍坑上 ,各 國粹水道航行 自由視力一种特別受保伊的叔力.例 如,1884年

柏林套快召幵的主要原因是人●1● 希望解次人所共如的
“
剛果1.9趣 ∴即是否要才犬如 1815年堆也納

合放肘剛果河和尼 日本河所規定的航行自由的原911.航行白由可悅是一項普遍原則°男一方面,人

們必須同意特別報告真的看法,由 子技木的友展和水道的其他使用 日益增多,航行优千其他使用作

力-.A一 殺親則已不再站得住腳了°

48.不迂,送兩失使用也不能移分升.正 如航行方面的要求可以形呴水的辰丑和教士一祥,在

河流上修建工程或力其他某些目的利用水道,也可能有瓶子航行,它 (i可 能帖吋或故期地阻得航

行.例如塞內加小河,不依用于航行,而且也用于其他目的.在 非洲,沿岸曰次衣ㄓ、航行和水屯

三介方面利用河流.

●g.可 能出班兩介向趣.井 一介 1.● 捶是‘水道的各种使用均不存在优先,可 能手致各种利益的

沖突,第 二↑同趣是,水道回之同可能造成怭快,鈴某种使用以优先地位.在 瑋一种竹兄下,特別

報告貝悅得肘,安 貝合夫子公平利用、不造成三犬瓶普及合作的叉夯所通迂的那些一殺原Jll,道 用

于解決送些坤突.在 弟二种特兄下,正如特別報告真正确地指出,有 失水道回可以就任何特定优先

鬥題造成掰快.航行肘某些水道目的重要性和志〤不能低估 ,也 不能低估其肘包括桹食生戶在內的

自然資源的利用以及公路和扶路走淡的重犬形喃.他 同志索拉里 .田瞣拉先生的意兄‘不仗需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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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目前的情況 ,而且要考慮到未來的各种可能性.放道一班蕉出友 ,委 員金不要含有低估航行使

用的意思,速 一魚十分重要°

5° .第 24茶草案的林題可以修訂力
“
夫子航行使用与各种使用均元优先地位之同的夫系

”
或

干脆力‘
“
航行与各种使用均元优先地位之同的美系

”,次而避免使用
“
沒有

”
一詞 ,盤于第 1款 中

提到
“
元⋯⋯林快

”,垓措泀可能令人混清.館 2欺垃垓摻汀如下 :‘在有失回哧水道 〔系抗〕的各

种使用之同友生沖突吋,位道用本公的的有失原則以确立公平利用 .” 而且 ,若 委長舍未能悅明航

行确其不同子水道的其他使用送將是委貝合的疏忽,所 以,在坪注中它垃孩因此改耳特別報告員在

其第五次報告中肘孩茶所作呼挖的第 1段 片 2句 括°ㄑA/CN.4/φ 】和 Add.1和 2)。

51.他 肘第巧 茶車來的想法和主旨表示同志,他悅,使水道改向、共亦水屯站或共建灌溉工

程可能既有秋板的后果,也有有害的后果 .此种使用可能有助于增加衣ㄓ生戶 ,有 利子預防洪水或

城牷其影晌,或甚比影昀航行 自由.肘今天水道的多种使用而言,琱 市是必不可少的.因 此,特 別

報告真正确地提坡了一介琱市回昹水道的紊歉 ,以便不仗央..× 最佳和公平利用的兩重目林 ,而且也

防止肘其他國家造成尸重或重大散害°然而,弗 25奈 來文位孩重新似汀.他 同意特別根告真的意

凡,即 垓茶款載有迸行合作和不造成尸重敬害的〤夯、公平利用以及交換炎料或磋商的〤夯速柈一

些原則,他熒同..9奈 款隱合的精神°但是,不 成孩用一些強制性的用活來表達其規定,因 力第一 ,

水道回在水道的淍芾方面可能有不同的优先考慮,第 二,有 些回家仍然放力,在 其域內送行的項目

完全是它們的#芬 ,而不是其他國家的卒努°他玉不發成送一視魚,但 他仍然汏力,作力鋼領性掰

定一部分的一介奈敬位垓更加良活,以便得到普遍接受.指 出第 1款 中提及的合作位孩在公平基拙

上送行可能也是可取的.第 2歉可以重新措洞如下 ;

“
若元有大分袒項目狩用的怭定 ,水道回位公平地參与它們商定的尊犯或瑛合避行速种調市工

程的米建和堆修,或根据兵体情況公平參与其安用的支付 .”

目前的措泀可以理解力遠意味著即使沒有怭定 ,也 可指望水道回支付項目安用 ,就 因力它Il碰 巧可

放中荻益.恩居加先生提出的建洪 (弗 21G3次合快,弗 蹈 段)很有建淡性,有 助手澄清垓茶.至

于特別根告長在其就孩奈琅所作泙捨的錧 3段 中提出的1.● 捶,位 垓在弗 2S荼茶文內杯趣之下玲

“
琱市

”
一洞下定又,在 此它具有一种与其在車寒別哭中所不同的具体志火 .

52.他 澸甜特別報告長和秘H9爽在屈舍幵始以前敬及第六次根告的第
一
部分 (A/CN.4/427

和 Add.l).#笳 茶車來在好几介特定方面十分重要.首 先,垓紊涉及河流的水文制度及支配它

●●自然因素達一根本 1.● 捶 ,普 代各种規則的基拙就是送些自然因素.正 如特別報告貝在口共介紹中

引怔前特別根告真施串只本先生吋指出‘現在的自然科半特回跡水道視力一介 自然玩一你的一部

分 ,遠介統一体是由流入一來共同水道的所有地面和地下水集合而成°︴多水道掰定和仲裁裁決都

基干達一概念.館 二,第 2C茶 斌田執行有失垓寺趣╨已通迂的各种規則.通迂靖各水道回就是否

可能波立一介球合疑銀管理水道同捶送行磋商,咳茶暗示水道是不可分別的.由 于各种不同的或相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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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竟爭的使用而可能引起的一些尸重鬥翅或后果 ,可 以通逮提快的＿.E取 得到解央°垓亦法肘整介友

展中回家,尤其是非洲回家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并 可以就是不可或缺的.玵其中大多教回家而言 ,

站如灌溉、洪水控制和水屯友展以及預防污染只能通迂球合机构的机制才能得到有效的從理°所

以,特別報告真在其玵第 26段 所作坪淹的第 3段 中很正确地淡想垓茶金指早各水道回,若 它/l決

定建立遠美瑛合机构,可授予何种叔力和取女.

53.五 然方 26奈基于力人們接受的有失本青捶的各种法律規則,但他放力,盤于垓茶意在皮

揮部分鋼要協定的作用,并盤子有些回家采取的沒有〤芬就所有項目提供姿料之一立埸,垓茶可

以、至少在
一
定程度上可以根括施串與小先生提交的相位的茶欺車案子以修改.速 些茶款特栽于特

別報告真的坪梵的第 2段 .他接成保留第 2款 中所我的取能清車,甚 而至于在必要吋予以朴克 ,但

是若將清草放入附件 ,而不是放在草案正文之中,則 更力恰些.他 希望安同索拉里 .田德拉先生在

合洪早些時候肘年 2S茶所作的坪梵°

54.第 27茶車棄依招的是公平使用、交換發料和數据的〤夯以及不造成頡害的〤分等原 91l,

因此在草案中有其地位。但是,有 失不污染水道和水利淡施安全送兩今同題泣,x.分 升來赴理°

5S.至 于第 28茶草案,既符合 ㄍ球合曰先幸》的精神,又 符合因怀法的逐步度展,因 力根据

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在 水道下毒不仗被視力是一項我爭罪,而且也被視力是一項危害

人榮罪°五然那祥,他透是同意塞普本堆迷 .古徵雷斯先生的意凡,即 :若在特別報告貝村垓茶款

的坪梵第 2段 中提到福希耶和奧本海的看法之哭加上進些的附宅,清楚地表明委真套并不放力其

視魚符合些代回跡法,將舍有所裨益,特別是有助子學生和其他研究委長舍根告的人們.冬 管有上

迷志凡,但他卸衷心支持第 2S茶 .

56.至 于附件一,特別報告貝值得林道 ,他拭田規定一些原則,旨 在便利速些茶欹的執行 ,使

朴儅赤法玵私人方面更加唾手可得,并有助手避免水道回之同的爭端°他同志下迷命趣 ,若這些曰

趣友生在同一管格范田之內或友生在一今相同的地理區域的回家之同,則 央酥和落在的水道同題

垃些通遊法院和行政机柄冬可能在私人一致解央,但特別報告貝五然指的是在水道口之 1.● 可能友

生的鬥趣.冬 管第六次根告在達方面 (A/CN.4/427和 Add.1,第 Bg段 )所 用途的想法元疑是

很有起的,但其所提出的1.● 捶是如此久染,因 而必須另外半行一些合快 ,以便道些常快并公平肘待

送一同趣。

S9.要 求提供私人扑救亦法意味著在回跡一致缺少法律規則,用 以我決水道回回民之同可能

戶生的1.● 題。玵于一介目前正在放

一

祥幼揪汀的正是送些規則的机构來悅 ,此 种杰皮些然具有氓刺

意味.即使沒有失于回狋水道非航行使用的法律,各 回也可拆褚回家女任法或刁慣回怀法.盤 子夯

冬些地+-教 亦法規則的欠染性,他 并不將其視力提快的可球基瑚 ,法規則既可被用作盾、又可被用

作劍 .而 且 ,垓提破并未淡到私人拆松些中人能移据以在一外回法院就可能在另一因造成的損害提

起訴忪的程序 l,9涎 .垓提快如何克服管格方面坤 巨大陣時呢?逐存在一介就介人而言拆公安用南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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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鬥趣°冬管他承杕垓想法的一些枳板方面,并承放它已臸得到執行,且 然仗是在非常有限的案例

之中得到執行,但他汏力村出現在兩介或兩介以上水道回之同那些 .● 趣的朴救措施最好是由各回

在因隊一致肚理 ,球 而使法理保持必要的一致,以 确保所常快法律的持久性.他 不希望在任何方面

貶低第六次報告的南辰量,但他放力附件一中的茶敏車來透不能提交起草委貝合°

SS.各 庫納斯先生就編雩第六次根告 <A/CN.4/427和 Add.1)所采取的方法向特別報告真

表示祝女之后悅 ,第 笳 茶車來所用措洞有些含糊°他同意基普本堆送 .古秩雷斯先生的意兄,根

括前兩位特別報告長的提快 ,采用措洞更加肯定的來文也肯又力可取.他特別玫迎恢褒提及所提洪

的翐合机杓的永久性和加強現有姐玖.他逐希望重申他在上屆套以上所悅的一庶,意 力垃垓要求翐

合机构定期升合 .

ω.第 29茶草案的措洞也是相些弱,泣 垓重新似定。有夫第 Z9各 第 3放 中交換效据和女料的

要求,本努納先生長到垓草案的第 2U奈 ,但 第 lU茶 肘達一 1.● 趣也有形呴.若 將有失交換資料的茶

款都放在一起也汁更好°

6U大于第28茶草案,他螢成在特別報告長肘垓茶的坪站第 2段 中提到 1949年 日內瓦公的的

lg77年 附加決定串,并建快,除 了第 1早 附加快定卄第 S6奈 之外,逐位孩提到垓決定中第 54茶

以及第 Z咢 附加快定中第 14和 第 lS奈 ,提到館 1母破定+弊 85茶可能也很恰些.他放力,第 28

茶位垓分力 2敏 ,第 1款 夫于回隊水道青用于和平目的,大 体上根括 19B2年 ㄍ瑛合國海洋法公

的》的有美茶款,第 Z款則涉及口啄武裝沖突的

一

例°在遠方面,他原則上不反村不容侵犯達今概

念的,但是若咳規定基于回吥文+中 已銓我有的概念那將更好.如各項日內瓦公的及附加快定+,

最好排明,孩茶散的提出是适用現有回隊法,而 不是回昹法逐步皮展的一部分°

S1.至 于夫于紊款執行的附件一,他村科′馬先生提出的淹据印象十分深刻,執行不伙是一介

惆和國內法律制度的同題 ,而且是一介回隊程序的鬥翅 .避免采用侍珗外交程序只有在很高的一体

1化程度已銍存在的竹兄下才有可能°在送方面,他注意到托穆沙特先生在 〈館 21G2次 金快)上提

到互忘,并 悅夫與恙捇定的某些茶欺根据各成長回集田中的一体化的程度而作不同的解猙 .

伐.弗 六 次 報 告 報 告 年 38段 中所 用 的
“
.xtrat●ir:tor㏑ l’ 不 恰 些:正 确 的措 田 是

‘
t『ansf了°ntie!” .附件一弗 2荼車來位法兵体指明所提及的活助是由堆提杖或卄划的.

GB.年 3奈 革來的措洞与發表含哲吋通道的弗∥、紫㏑ 和弊 1?各 的措詞稍做有些不一致 .’

夫子弟 3荼第 2敏 ,他要指出,作力批袂車未基拙的ㄍ海洋法公的》弟 2SS茶第 3放与速一各放不

一祥,所涉及的是回東的回隊女任而不是令人的女任 .

a.他肘館 29茶草案好 3欺 以及其他有失交換女料的荼放所及表的志北也通用于附件一第 5

茶.最后 ,他悅他肘寫 6奈草案不作坪淹 ,特 別是因力夫子因京及其財戶仔格豁免的奈款車未第 13

’ 《1988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年 SU-9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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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人身仿害和財戶嵌害)目 前仍在 由起草委員金送行二放申快。

下午 1吋琴 5分散金°

弗 2165次合快

199U年 5月 3U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琴 5分

主席:文 久儲先生

出席:哈 索內先生、阿〨焦一接伊斯先生、巴小沃#先 生、巴謝小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

努鈉先生、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网 薛霄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

霄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馬先生、馬希烏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

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各庫鈉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錫正姆

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填朴委貝舍的一今嗨吋空缺 <幸 程第 n奈 )(攻 完).

<A/CN. 4/433和 Add. 1,

ILC<XLΠ)/Misc. l)

〔快程項目 2〕

1.主 席靖委員合拳行一次非公升令洪以便填朴因保多 .勒泰先生去世而造成的一今愉吋空

缺 .

上午 1。 吋 1。 分合破哲傳,上 午 lU吋 2U分 欠合。

2.主席宣布委長合已逸拳阿〨 .假菜先生塽朴因保′ .勒泰先生去世而造成的空缺°他將代

表委長套通知偑某先生他已些逸,并 清他參加本屆合以的工作°

——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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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1,,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緻 )

(A/CN.4/421和 Add.1和 2,1

A/CN. 4/42?和 Add. 1,:

A/CN. 4/. 443,F市 ,ILc<XLⅡ )/CUnf. RoomDUe. 3)

〔快程項目ω

特別報告長的第五和好六次報告 (臻 )

茶款草案的第七至館十部分 :

第 24茶 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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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茶 (回 防水道的琱市)

第 2G茶 (朕合机构管理 )

第 27奈 (保伊水資源和政施)和

第 2B茶 (回 隊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坤突中的地位)〈笨)

附件一  (茶款的執行 )ε  (袋 )

3.格雷夫拉特先生脫 ,特別根告貝的茗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1)哉 有一些很重

要的茶款,特別是有美朕合机枸和找行的茶款草案,這些奈款涉及整介草案.放 某种意〤上排,執

行盼段肘每一份法律文中都是米鍵吋刻,因 力執行方法常常表明法律文串兵正的法律性辰及其所

載〤夯的范田.

4.至于第笳 茶草案,他 完合同意特別根告真的志兄,汰力制度 化本身可以被視力
“
茶餃我

行的一种形式
”

<同 上,持 19段 ).制 度化的机枸不依力各回提供了一种蚨合規划和盤替利用和保

伊田昹水道的手段 ,而 且在執行避程中引迸了一↑新的央体 ,能 侈 自已采取主初行動并將某些取能

集中起來.因 此,他不能完全同志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表迷的現庶,洪力第 4、 第 9和 第 1° 奈

紊歉車集中的規定已銓載有水道回之 l,● 合作的所有必需要素,仄而使得沒有必要男列一奈夫子俐

度化合作的奈散.女立碟合机构是此紳合作的一今新的方面,希 要分別肘待.因 此他使成在草案中

列入一項夫子机椈管理的一殺規定,作 力肘水道目的建快°

5.与 第加 奈館一致有失的1.9翅 是,回 跡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中是否有一荼規則涉及就建立一

!特
栽于 《19S9年 ⋯⋯年盤》,第 二卷

2特
哉子 《1989年 ⋯...年答》,第 二卷

.來
文凡箱 21銘 次舍快,弗 26段 .

<弗 一部分)。

<弗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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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球合机枸或鈕班避行怭商的〤簽°他放力,在 一般 El隊 法中蛗元此种火夯,但 在調市方面的一些

特定領域,所要琱市的卒項的遻輯以及有夫回家的相互依放性可決定机构的淡立。所申快的情況似

乎也是如此.因 此他支持根括特別報告長的提洪列入一項規定,且 然肯定需要起草一些修正案,例

如第 笳 各在草案恙体緒杓中的地位就必須加以常全.他將在稍后險段再淡到送介鬥趣°

6.館 2和 第 3款 的主要目的是列明可能斌予河流委長金的取云和叔力 ,送 兩款引起了不同性

辰的鬥趣.盤子其鋼要1.h定 性辰,奈 數車集沒有規定淡立帝淡姐軹,特別報告貝在村附件一第 7茶

草案的坪淹幣 3段 中很正确地排明了遠一魚。因此將是由未來水道怭定各方來界定根裾道些怭定

所要淡立机构的取女.之祥,第 加 茶弗 2數 的目的可能伙在指明,根据一种有效的管理赤法,朕

合机杓可能具有哪些取女。水道回沒有火夯采用坰要跡定中指明的取女 ,而 且它們可能并非都是垓

協定的些︴因。因此達些取女必須以非常一般的措泀來描迷 ,或 是先悅明性而不非︴羊冬地列明所有

取黃,第 2款 引言句中
“
包括

”
一洞拉改力

“
可包括

”
。在同一句中,虛垓清楚地規定第 2敖界定

垓姐軹的可能取童,而 不是管理的概念,确 共,鍏 3款 已是速祥起草的。

7.第 2款 伍)項 也需要改造,因 力垓茶款就目前的措甸而言,意味若未來河流委員合的主要

取黃是展行本茶款規定的水道回的〤夯,而 共隊上有失委貝舍曾然必須及行其据以女立的特定水

道掰定所賦于的取女。垓項在男′方面也不移准确 :不 是由垓姐玖,而 是由各國白己來展行賦子它

們的〤夯。垓鈕班的目的是在促迸和盟怪各水道目的執行情兄.并展行某些集中的取黃.提到本來

數及其第二和第三部分之犬都泣予刪除。

8.第 3款 中列有敢合生熬的執行取能,達 或可用一介新的款項來朴充,新 的款項虛作力 (a)

項 ,提及推功各回就盟各奈放遊循恃玩及建快姐軹和成長回采取到正行功的制度化程序造成掰洪 ,

以便郝助各回展行〤夯.m87年 ㄍ失于城根美氧居物辰的索特利小快定中》我有一今爽似秦歉°適

一合作要素不同于惆查和解決爭端,位孩車列一介奈獄予以強琱 .

9.思休看來,他提快的改功位垓加強孩姐扒的執行取能.最后,他提快悅 ,力 了將重蕉汏管

理方面特到机构方面,第 2S荼 的杯捶位修正力
‘
机相安排

”
.

1°.淡到夫子保妒水姿海和洪施的茶數草來弗十部分,他 同志發長套其他一些委真的志兄,汏

力不宜于在第 η 荼車來的第 1、 牛 2(b)和 好 3致 中將垓奈的范田伊及于保伊回隊水道本身,因

力其他奈放中已銓涉及達一同捶.牛 Z9茶 的主要目的是琱市水道曰之同的合作,以便确保持水道

有大的淡施、裝各和工程的安全.送一目的位在垓茶中鬥明,并位孩川除一投地提到保#之 7.第

1數未玲車來增加新的內容,也︴可以刷除或重新起草.但是,与 館 29茶 的范田及其在車來中的

位王有失的主要阿趣是,它 是否包括新的 <卄划的)或挑有的淡施或二者都包括.他扒力,新 的淡

施是在草案弊三部分中所沒想的
“
可能具有不利影咱的卄划的措施

”
的一介典型例子°

‘ 夫子班有

‘
凡 ㄍm88年⋯...年 盤>,好 二卷 ㄑ弗二部分),第 1S丌超各更,尤其是弟碼 面 (第 12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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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施安全、交換有夫資料及可能确立安全林堆的剩余規則放在夫于定期交換數括和發料和夫于卄

划的措施的第三部分之同最力恰些.

l1.夫 子第 2B奈 草案,他悅他按成加強保伊日豚水道的意兄,回 隊水道是淡水的主要來源,在

武裝沖突時期也是如此°班行回哧人道主叉法規則可能近不充分 ,也并需要修何以便肘付不境和兵

器技木友展的鬥題。他也理解迄用
“
和平目的

”
和

“
不容侵犯

”
等措祠所表明的戶泛爽理亦法,速

兩者在回坏人道主〤法中都并非修姊之洞°但是,他 同其他一些委貝一祥肘孩茶表示杯疑悉度.且

然不可能垤由在一項夫子固師水道的杓架怭定中增加一茶有夫武裝沖突吋期保伊的奈款來修訂或

改善現有的回隊人道主〤法,委 炅舍卸可以芸拭向水道回建快 ,些 共在一項特定的水道林定中确定

公平合理利用水道 9+,它 ●●位垓确保垓水道完全用于和平目的°遠祥一介茶放在夫于一殺原則的草

案第二部分中位有其地位°

12.將弟 27和 第 28茶放到草案更恰些之赴特有助于在第茄 茶和附件一中夫子抗行的奈款

草案之同建立直接球系.而且,館 師 茶也許可以与附件一的茶款合并起來威力夫子執行的一介完

整部分.速 可消除附件一中的一介重大缺陷,即 所規定的執行措施限于介人根指回丙法所能利用的

各种申拆可能性.茶款草案必須考慮到下逑卒央,即 在因阡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中,一 如在因防法其

他有夫分支中一祥 ,執行措施包括回家之同和私人朴敬亦法的鋌合 ,前 者常常通避制度化的程序子

以執行 .送祥 ,將 第笳 茶列入大于執行的部分可以重新确立回家同及私人朴救加法之同的平衡 .除

第加 奈之外,送一部分遜可以我有一介新的箱 〔〞〕紊.其 中分別包括附件一中米于根据本曰法

提起中坼和机合平等叔利的第 3茶車案第 1歉和弗 4荼草案的規定。

13.他 夫子附件一其他茶款的意見如下,館 一茶車來是定〤,因 而可列入夫子用悟的茶款之

中,第 二和第五茶草案尸格悅來并不涉及執行措施 ,可 予以刪除或列入9/9草 案夫子卄划的措施的部

分,由 于其本身的性辰,它 們都屈于送一部分.第 6奈在夫子回田水道的草案中沒有必要,位 子刪

除.

14.在 玵第 7奈 草案的坪站錧 3段 中,特別報告真承汏有些狁豫不定是否就淡想的构架林定

提快淡立一今常淡机构°他 自已甚至舍放力車來的期要掰定性及其奈放的一般性并不能說明有理

由波立′介組軹或合快 ,元站是常沒或非常快性的。特別叔告長所引址的那些我有夫子淡立申查合

快的奈數的公夠并非与所申快的各歉車來相爽似的杓架公約.199S年 ㄍ面喵又地危險的野生功植

物 回隊文 易公 的｝
、
1985年 ㄍ籬也納保伊 央氧居公釣》、199g年 ㄍ迒距南越境空气污染公的》

(凡 A/CN.4/伐 7和 Add.l,附件)都 力那些必須砮常常查的特定行劫或發源倒立了兵你的法律

制度.构架公的竹兄則不同,使其兵体化的亦法是,希 要締佑一些具你的水道怭定,力 特定水道淡

立具体法律制度,并在大多數恬兄下規定坡立某种形式的常淡机杓.若 需要修正本草案,完 全可以

通迂附件或快定中來送行 .

15.最 后,他悅第六次報告哦有有夫我行部分的所有必將要素.他快力,蛗 然送些要素需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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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組象,但 大部分基拙工作都已臸完成°

lS.卡 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在淡到特別報告真第六次拫告 〈A/CN.4/也 7和 Add.l)夫 子

各歉草案的執行的第三部分吋悅 ,其 所我的八介奈放被作力茶款草案的附件提出,但 委員舍卸被要

求常快是否可能將共列入草案正文 .

17.他 愿首先集中波淡蚌 2至第 5荼 草案,送几奈力各回确立了五項具体〤夯°

18.第 一是各回有火夯考慮到在另一日引起的不利形喃垃等同子在其本回領土內的不利影

晌,正如第 2茶草案所規定的那祥盤子委貝舍暫時通道的第 7奈第 1“ )款 規定公平合理地利用

回隊水道需考慮到
“
使用或各种使用⋯⋯肘其他水道回的影呴竹 他放力垓紊款沒有必要 .

19.弗 二項〤夯是各回給予在另一日受到有害或道到危險的人的待遇一如在其本回領土內給

予同祥情況下的人的待遇°他放力,達一〤夯汀得述故.首先,幣 3茶 草案第 1款規定,各 國有〤

夯确保
“
村子在其管瞎下的自然人或法人所避行的或卄划送行的活功在其他回家造成或威勝造成

的明五掘害,位确保按照其法律制度,可 以提出中拆以荻得迅速和道些的朴僕或其他救洴
”
,和 第

4茶草案第 1數 宣告各國有叉芬保迂在另一日達到明並仿害或有很大危隆達到明昆彷害的任何人

“
荻得道些待遇,其程度至少与起源水道囝在本 El友 生的⋯⋯明正仿害案件中給予同等茶件或地位

的人的待遇相等
”,包括有杈 ㄑ第 4茶 第 2款 )參加或沂堵起海水道 目的所有行政和司法程序,并

在臂轄豁免方面享有平等待遇的板利 ㄑ第 6茶第 1款〉.達祥洋幼列拳似乎背萬了特別叔告貝所悅

的制定
“
指早原則

”
的意困 (A/CN.4/429和 Add.1,策 37段 ).

2U.共 隊上,仔如校查一下他剛才提到的那些茶款,就可得出如下錯淹 ,即 達些茶款t’x仗提出

了一項車一〤夯的各介不同方面或道用情況 ,遠 在第 3奈第 1數 中已明确地予以規定,旨 在保怔回

家行政和司法机构向興隊或可能敬害的
“
外回受害者

”
提供垓回自已國民所能得到的同祥*卜 放.送

是一茶
“
主要的指早原 91l” ,在 一項构架1.H定 中造就足移了°但是,它不位垓隊迷在附件之中,而

且他杯疑是否需要肘送些奈款列一附件 :如 果送些茶缺不道合正在友展的豬拘 ,可 以象在其他文中

中一帶將共王子趣力
“
其他荼款

”
下新的一部分,或放在垓草案夫子

‘
一殺原則

”
的第二部分之中.

21.盤于速些志兄,他建快采用下列措同或可何明扼要地包括有失火芬 :

“
水道回位确保在其領土內受到由于与利用回痳水道有失的活功的危險或敬害的人所能得到

的保伊和朴敬在同祥基甜上向在他回受到失似危險或迫到央似頡害的人提供。
”

22.常 三項叉夯是向在他回有很大危險逛到明呈掘害的人提供資料的〤夯 ,送一〤夯我子弟 5

荼車集.但是,委 員合一女已銓焰吋通迂的茶歉我有提供炎料的〤夯:牛 1° 茶覢定交換夫于水道

狀況的散据和姿料的叉夯和館 1l茶規定了就卄划的措施肘水道狀況可能戶生的形喃提供資料的

叉夯,第 12茶在可能村其他水道回造成明並不利影哅的措施方面甚至兵力兵体 .在土一屆含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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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銓提交起草委貝合的第 22和 好 2S奈草棄也敢有提供資料的〤夯 .‘ 共隊上,什肘第 5茶草案 ,

似乎仗有兩介新的要素ε第一是提供資料以便使在他因有很犬危陸達到明正損害的人能姼
“
枳板參

与水道起源回的班有拆松程序
”(館 2段 ),館 二是向

“
避受危險的回家:的 一今或多介些局提供發

料,以便散友。

23.他不快力送一志田要素正明有理由再規定一介夫子發料的奈欺.各 回根捃第 lU、 第 12、 寫

22和 第 2B奈 的規定已鞚在收到女料.若各回放力資料有用 ;各 回自然舍將垓資料散友垥在其領土

內肘此感共趣的人,他看不出有必要就此确立一項尊狂的因怀〤夯.至 于第二介要素,委 貝合是否

兵有必要在一攻构架怭定中使自己卷入一介接受資料并將在其管擋范田內散友資料的回家的官僚

程序?咎合友姐班理

一

合的一項建快中我有此爽茶放送一中共并不能說明在委貝奈起草的一項ㄏ

泛得多的文中中也泣采用此爽奈欺.因 此他不安成保留第 5茶瑋案。

鈕.第 四項〤簽是各水道固有〤芬保怔其代理机构和机杓以与木荼款相一致的方式行#,如

弗 6荼草案第 2款所規定.些 一日承但了〤夯,五然其代理机杓和机构也必須邁守這些〤芬.因 此

不言自明°但是,就本無款的具体情況而言,各 回不仗有〤芬以某种方式行卒,而 且有又夯保怔在

其領土內任何人也以此种方式行事.速 一焦道用子介人或央体 ,不 梵私當或回菅。速些奈款不依伙

限子惆市回家的活初,而 且包括在垓因領土內所避行的一切活功.因 此,悅 一國有〤夯保怔其代理

机构和机构的行力符合本茶燕的規定可能被避分狹〤地解發力意指垓日沒有〤夯保祉令人或私人

共体采取爽似行功.因 此,垓 荼放不依不必要而且可能很危險°

葯.特別根告炅在其〺第 6茶 的坪淹箱 4段 中洗 ,第 2數基子 1982年 《朕合回海洋法公的9第

236茶°但是,他愿指出,第 “6荼所提到的竹兄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辰.垓公的中美子保妒和保存

海洋坏境的規定不道用于軍飆和其他國有船舶,但孩奈規定送种船只不得以有達垓公的的方式活

功,并适些加上了
“
在合理可行范日內

”
送些措同。送丙种竹兄如此不同,以 至他不能移看出第2S6

‘奈如何能姼成力寫 6茶草案第 2欺 的基拙 .

%.好五項〤夯是在敬害女任和賠佳責任以及有失爭端解決方面造行合作以共施和友展日豚

法,速一〤簽規定子弟 3奈車來信 2欺 .毛 元疑鬥,确 立和道用夫子女任和暗僅女任的明礁規則肘

係次敬善腤傑鬥捶將十分有助于解決,所 申快的奈致可能引起的板善店儅1.9層 .然 而他不能肯定是

否信要一介茶放,規定各回有叉芬迸行合作以及展和執行此种規則.珴 回豚法的皮展而言,之一火

夯相些樣糊 ,因力在什么吋侯可以悅出班了不連守此种火夯的竹兄呢?例 如,有 些回家可能水力 .

委長含正在似汀的夫于回怀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敬害性后果的曰京女任和回哧店佳安任的

那些茶球草案中所提快的規91l不 能令人滿意°若在力締垮公的而召丹的回隊金以上 ,它 l1● 表示异快

并央定不成力垓公的的締的回,是否能拸悅它●●沒有達守其合作火夯呢?在 執行回嚍法方面迸行合

ε ㄍ1989年 ⋯⋯年盤》,館 二卷 (館 二部分),第  丌,分別在弊惢7段和館 641段 .

—— 213 一



作的〤夯甚至更可疑 ,因 力人●●可以向,是 否合作執行一國所接受的規則的又夯不同于執行垓規則

的叉夯.由 于道些考慮,他主張草案第 3茶第 2數位子刪除.

29.他所能得出的唯一可能的緒梵是,除 方 3茶第 1歉外,其 所我的一奈原91l可 以列入孩草案

美于
“
一般原則

”
的第二部分中的一介奈數 ,提快的夫子執行的附件中沒有任何茶款看來有必要 ,

因此整今附件似乎是多奈的.

2S.至 于附件一第 1奈草集中所我的定叉,因 力它旨在解猙仗用在附件中的一介措河,因 此也

沒有存在的理由,除 非它栽有孩草案其他一些茶敖中也都具有的一介概念 ,并且确共需要更确切的

提法°
“
水道回

”
送一常甸有時并非一殺地指水道回,而是指那些其活功在他日具有或可能具有不

利彩喃或造成根善的水道曰°可以找一介更何洁的措洞來表迷送一共回家的特蕉,并 可在大于用悟

的茶款中子以界定.達一1.9趣 可在茶缺車宋二凌吋爽理 .

”.附件一第 7茶草案親定,締的回每兩年拳行一次
“
坤的回金快

”.合快將申以和適遊修正

案,但速是一項不定吋的任夯,因 力不犬可能在每次弄合吋都收到提洪的修正案.合快將
“
作出建

洪以便提高
”

茶款的
“
效率

” (第 2款 (c)項 ),但送也是非垤常性的,因 力孩茶本身說明送將

“
酌情

”
而定°締的回舍快將

‘
接受和常洪任何鍗的國提出的報告

”
或根据解決爭端的茶款所攻立

的任何小組委貝令、委長套或其他机构提出的根告弟 2款 (b)項 °然而,奈款草案中沒有任何一

赴提到此种報告 .

3U.在 肘第 7荼所作館 3段 中,特別根告貝似乎琅此更迷一步,他悅 ,若在本奈款基拙上最終

締豬一項公的,些 卒回不妨淡立一介秘串炎.特別報告真在其坪梵的第 2段 中解舞兢,他 以 1973

ㄍ面嗨又免危險的野生功植物回隊與易公的》力垓茶的基拙.根括垓公的及特別報告長提到的其他

公的 <A/CN.4/427和 Add.l,腳 注 114和 附件),与 送些文串有失的秘中赴取能)9于 某些現有

的秘中7,根括送些文中的性辰,達是合理的°在 1973年公的中,就 面偌天地危險的劫植物與易

淡立了一介完整的控制系統,汏力有必要淡立一介秘+赴 以怭琱達一行功°夫于 1985年 ㄍ堆也納

保伊央氧厚公的》和 19S9年 《夫于消耗臭氧居的物反的焦特利小決定中》,也 需要一介秘中從來怭

調夫子科苧坪估的研究和資料.一旦有了秘+尖 ,就 希要締的回定期升食,即 便攸仗是力了通道夫

子秘中7工作的財政 1.● 趣 .但是,大于所中快的茶效車來,竹兄完全不同 :即不好要任何秘中爽 ,

因力共怀上,且 然茶欺确立了一些可能容易得到告通道用的規則,但送些規則卸不合直接普通道

用°每′水道本身都是一今整体 ,只 有用于達一接体中的回家才能在其領土內直接參与道用荼歉所

我的規則 .一介中央秘中典能垥予什么帶助呢?若 沒有秘串於,又有什么必要規定坤的回舍快的定

期 安排呢?第 ?紊 中指出的任何取能,元 淹是
“
中查奈數的抗行情況

”
或是第 2Q)、 (b)和

(o)球 中所隊途的取能都不能迂明有理由使此种套快制度化.若紳的回自已放力合快有用,它 們可

以召升合洪,而 不必受制子一介固定的和財政允抯紫隻的安排.因 此他不能女同第 7荼 °

31.附件第 8茶 革采有失奈敬車瑋的修訂.久所周知,送 一同娷在 m69年 <堆 也納奈的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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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U茶 中已子爽理,垓茶提到在某些文中中可能需要一些更具体的茶款,來管理修正案的提

出和通越同題。他完全不能肯定正在中洪的奈款革來也是此种特玩,但是,元梵如何 ,他 怀疑第 8

系草案中所建快玵 6維 也納公的》中所規定的一般程序是否是一种改善。

釳.根括垓公的,任何公的箝的日能提出修正棄°但是,根括裝 8奈草案的規定,只 有那些至

三分之一以上蹄的日中面提出的修正案才子申破,第 8奈車未与第 7紊草案一祥 ,都 是基子ㄍ面嗨

又地危險的野生功植物回阿與易公的》。特別報告長報告中提到的其他文中都以奈的法公的力模

式°根括茶約法公的和 ㄍ獄合口海洋法公約》第 312茶 ,似 乎沒有任何站得住腳的理由剝李一口提

出修正寒的根利.而且,如果有夫子修正集的荼放 ,它 通常是回隊文+最后茶獄的一部分°就他所

知,姿 真合主張不起草最后案款 ,將 它●●留給各回在常以其提快的茶歉車來吋赴理.除 非有很好的

理由,委 員舍不垃背高速一侍玩,而 竹兄看來并非如此.因 此他快力 ,列 入第 8茶 ,或列入任何有

失修正案的荼款,都 元足牷重°

BS.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向特別報告貝表示祝焚,第 六報告 (A/CN.4/427和 Add.1)同 先

前的根告一祥,並示出油博的半以 .

34.首 先坪捻第五次報告 (A/CN.4/421/Add.1和 2)提 出的奈款,他說他螢同第 Zd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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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原91(一垓原則是基子村狄賦

子航行使用以优先地位逐步特奕到优先考慮回豚水道的其他使用達一交化所做的透御分析.遠 一

演交可以由公路、欲路和
.航

空逐驗所具有的巨犬重要性以及水資源 日益尸重的短缺來解釋 ,水資源

短缺形吶世界所有地匹,但 以及展中國家、如撒哈拉以南回家力甚.因 此可以想象列入象特別報告

貝在第 Z4荼第 1款 中所提快的荼款,意指任何使用均不肘其他使用享有优先地位°第 2款涉及各

种使用之同可能友生的沖突以及在坪估達些使用各自的重要性吋需要考慮的因素,他象恩詹加先

生第 2163次令洪一祥 ,不知道除了根裾第 6和 第 7奈所提出的公平利用原Jll之 外,是 否近宜提到

第 8茶 中所規定的不造成明並嵌害的〤夯 .

35.第 2S茶草案 (回 隊水道的琱市)是 道用車未第 9荼 中所規定的′般合作〤夯的一介具体

范例 ,他 自然表示支持.但是,若來回豚法怭合 198U年在瓜小格東德所通迂的大于回隊水道水流

琱市的茶放 <凡 A/CN.4/421和 Add.l和 A,牛 139段 )所做那洋,以界定
‘
惆市

”
一月升始

也許更加符合迓輯.施 牛只水先生所提快的定〤似乎足侈何洁和明确,可 列入垓奈第 1放之中,特

別報告長在其第五次報告吋第 2S奈所作坪捨的第 3段 引怔了垓定叉.就 好 2放而言,引 言句似乎

完全不恰些,因 力它可能被拜釋力核准一項達背
“
公平

”
參与原則的跡定.他傾向子館 24茶車來

席 1放法文本中所用的速爽保留茶歉,可 以措詞如下 :‘ 除非其另有掰定,水道回⋯⋯”.他也不知

道若
“
惆市

”
一詞予以界定,是 否不泣在

“
調市工程

’之后加上
“
和其他措施

”
者

“
和其他放施

”

等字祥 .

BS.第 六次根告 (A/CN.4/427和 Add.1)是 天子茶致車未的技后部分,涉及回防水道的管

一  因 5 一



理和保抻水發源及其次施.在 遠方面,他 注意到,玉 然特別根告貝在先前屆合上宣布他將提交一介

夫子解決令瑞的部分 ,但他卸在趣力
“
荼敖的執行

”
的附件一中探討如何便利村現有或落在振害制

訂私人朴救亦法.最 后他提出一今鬥題,是 否班在确共是夾理達一同題的91候 .

釨.如 卡菜多 .′ 德里格斯先生一祥第 21“ 次合快,他不知道是否第 2S茶草案 (瑛合机构管

理)地肘必要 ,垓荼便仗是第 9奈所我的一殺的合作叉夯的具体道用°但是,考慮到所有回題 ,在

他看來似乎确共是,即 使在回隊水道的調市和管理之同有著直接的球系,革狙汀出一介夫于淡立瑛

合机构鬼女送种管理的茶款也是有用的,送完全符合第 25奈草案所規定的合作規Jl1.而 且 ,第 2

和第 3歉 中所列明的孩鈕玖取女在第 2S奈 中也有其地位 ,速有兩介理由.首 先,列拳似賦子耿合

鈺取的取責將使人們能侈确定
‘
贊理

”
概念的范田,而且送也是第 1款 的符合迓輯的錯果。第二 ,

堆以想象將一份附件或琪定+完全用于鬥迷管理取能—— 普然,除 非特別報告貝准各就管理和琱

市女立常淡机构提出一份有合面的來文,十分洋冬地迷及其目的、取能和解決爭端的程序。在速方

面,是 以前的報告貝未曾送到的。

銘.玉 然取天清車并非洋冬元遼,但 是提及了第三世界回家尤其是非洲國家的水道所特有的

一些取女也許是有用的,例 如采取行劫村付由河水所待染的地方病°在遠方面,可 以仿效 lg8U年

淡立尼 日小河流域管理局的公的的做法,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六次報告肘館笳 奈所作坪淹的第 3

(a)段提及送一公的.根裾孩公夠,管理局逐久安堆抻人的健康和遊侍炎源 (功 植物)<第 4紊 ,第

2(d)<三 )數).               、

39.村 于第加 茶的法文本,他建快作出一些改功,供起草簽貝舍考慮.他特別提快用 .°njolnt

一同替代 m:xte一 田,困 后者玵有失鉏珠加以限定并在某介程度上用以表示參加者之同种爽和地

位的不同.他迸一步提快位格°吃an:Sat㏑n一詞改力 .rgantme.

4°.夫 于弗〞 奈草案 <保 #水資源和淡施>,他注意到來文主要涉及水道,俱在夫子交換教据

和資料 的第 3數 中提到水資源的保妒.他不知道在案犬中重欠垓奈柝題中的
“
水資源

”
一甸是否可

取 ,垓措洞比
“
水道

”
范田更先,因 力它包括水道的所有水烡源,包括水道本身的分支 ,并放而包

括整介流崁°

41.由 于玲水道回加上了一些与垓奈元大的保#、 合作和提供資料的〤夯,他 同志夫子核茶是

否有用可能有 1.9趣 .但是,美于水道的甘理,他洪力,在美于保#水資源和淡地方面提到達些〤芬

不合是多余的。

η.生于特別報告真所友表的志凡,特別是其在常 2B茶車瑋的坪梵牛 2段 中的落北,他能同

志第 2B荼 (回 跡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車 未的規定,垓奈在回隊法的逐漸友展范

田之內°

43.他大于附件一 <奈歉的執行)的意凡在目前盼段仗仗是初步性的.特別根告長所采用的亦

法多少使人想起ㄍ公民叔利和政治杈利回防公的》起車人所采用的加法,即 他(● 決定用一介任意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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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來爽理介人面肘被指挂違反垓公的所栽板利的國家吋所能得到的朴敬亦法°麥子垓附件的目

的,他忕力确央很堆將其茶文放入茶放草案正文之中.

“.最后,特別根告貝五然首先是以有失坏境保中和跨界污染的奈的規定力指手,但 是遠一球

系本身不可能引起附件′中的系款是否有用的鬥趣 ,只 要送些茶款能构成一介任意破定#的 主題。

45.不 迂 ,由 于委貝舍卄划在其下屆合快上完成茶敬車宋一快申快工作,最 好特別報告貝能侈

作力一介优先#項 向委貝舍提交曾臸宣布避的夫子解決令瑞的香款.因 此他也快力最好將提快的

夫于執行的茶款推退到一法以后再常快,在 目前阱段不將其提交起草委員合 ,特別是因力委貝金的

一些委炅指出,有些奈款更位垓放在大于一殺原則的部分,送特使委貝合╨已通避的那些茶放出現

向趣°

46.表 卡弗里先生 <特 別報告貝)悅 ,他 已向秘中赴提交了夫子解決爭端的紊放,并相信這些

奈款將在本屆合快期同散皮°
‘

速特使各位委長能栘及時了解送些奈款 ,以 便下屆舍快申快井就此

鬥趣友表其意兀。

〞.弗 朗西斯先生放到本努納先生在上次合快上夫子第∥ 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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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款 的措洞所作的坪梵,他悅,他汏力特別敝告長很堆避免

提到航行,因 力目的也是在規定曰酥水道可能受到的各种使用之同一律平等的原 Jll。 不避,他傾向

子第 1段 的案文如下‘

‘
航行使用或本來欺所考慮的任何使用均不得肘任何其他使用享有固有的优先地位

”
.

垓款速洋措洞可能被接受的机金更多.

上午 Ⅱ 時 3U分 散合以便超車委炅合升合 .

算 21●●次套快

199U年 5月 31日 星期四上午 1° 吋

主席:文 久佑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牛庫納斯先生、巴小沃#先 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

努鈉先生、卡朱步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JE斯 .网 #雷新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

實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馬先生、馬希鳥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兮加先生、

‘
奈款草案夫子其兄惆查和解決爭端的附件二哉子特別報告長銘六次報告的第四幸 <A/CN.

4/427和 A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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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鏸拉朗博先生、

一

庠幼斯先生、塞普小籬造 .古欲面斯先生、

索拉里 .田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同其他机杓的合作 (臻 ).

ㄈ快程項目lU9

美洲法律委貝合溉慕貝的皮言

1.主席靖美洲法律委貝合現臻長格雷多先生在委貝舍友言.

2.格 雷多先生 (美洲法律委長金現慕貝)悅 ,幸 迓的是,回 隊法委員合与美洲法律委貝合之

同能移保持其幸程中所挑定的合作 .回 吥法委長合卸任的主席格雷夫拉特先生子 1989年 8月 肘美

洲法律委貝舍的坊同倍受發焚.

3.美 洲法律委貝奈的╨芬范田不依包括回吥公法,而 且包括回隊私法,提 出咨掏意兄,有 夫

匡崁一体化的法律方面鬥題以及統一立法可能性的研究等等.本委貝合在某种意〤上可現是 19U6

年美洲体系各法律机杓的雞承人。而回妳法委員金是大合根括 ㄍ耿合因完幸》第 13奈 第 l(a)款

所作決定淡立的,其幸程反映了回怀法委貝合淡立之吋的各种主要是勢 :安 成將公的作力編去的唯

一道些方法的赹勢,汏力任何超迂
“
重迷

”
的作法都很危險的半派,和 一种中同道路,主 狀炅活性 ,

由囝酥法委貝套去央定是建快節堵一項茶的、適遊一項決快或吝至仗伙注意到某些

一

情.本 委貝合

反i采取了一些更加非正式的方法,也卄送是因力其因墩特性和成長較少之故.但 是,因 防法委貝合

和本委真金的精神、而且在很犬程度上其所甘梵的令趣都很相似 .

4.近年來,本 委貝合的快程中主要是有失華品同題和不境保#的項目.本 委長套 1989年俱仗

拳行了一屇合快 ,完 成了大于美洲不境宣言的起草工作。其第 1奈 栽有人英有杈享有一介平衡的和

健康的坏境送一基本精神 ,而 第 2茶則強稠保伊坏境不依是每一令人的板利而且是他或她的〤夯 .

宣言草案是面向公森的.因 此,它 也确立了各回和各社迗有又芬將有失坏境保伊的寺題列入教育方

案之中.

5.宣言革未錧 3各規定相互提供技木援助,達村子西半球至力重要.保伊、堆持、恢交和改

善不境的辰︳呈然帝要塑班并常常希要迸行耗癸巨犬的研究.名 4奈 我有一些余所周知的原Jll,送

些引自19η 年斯德毋小瘁宣言
1和

其他秩合回決快的原則,規定美洲回家抈有主叔叔利幵友其自

然資源 ,根据其坏坑法、政策和友展卄划生戶人造商品,确 保合理幵友此和資源,以便使此种商品

攻自第 ZlcU次 合坡°

凡第 2151次 舍快,坤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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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戶能姼持久保持,并符合孩社匹的普遍利益.本 委炅合汏力工T.境 保持和友展并不矛盾,呈 然在

送兩者之同保持平衡可能有些困淮 .

6.宣 言車棄第 s茶在有失坏境的同題上村主叔叔利有一些限制,透用討第三方敬喜的黃任原

則.力 使散善在法律上有意〤 ,垓絭具体挑定瓶善必須是
“
產大的

’.算 6各提到一日有叉夯要求

介人或公司提交他肘任何可能影喃其坏境或他回不境的卄划活功作出的

一

先坪估.各 國立法中普

遍要求此种卒先坪估 .

7.靠 7奈确立了肘跨界污染蛤他因不境造成的韻害血有時俜〤夯,孩茶規定了依褒不境原狀

和賠僅損失和頡害的叉夯。孩茶承扶,村 子其行力引起賠借女任的造成污染者,回 家有叔起拆.玉

然垓杈利是口丙立法中的一茶普通規Jll,但 本委真套扶力有必要汁楚地排明,因 力人●●肘可能

一

生

的口隊形喃有些夫切,垓紊甚至親定 :‘ 包括跨回公司
”
.第 8茶在某种意叉上限制了回家玵跨界污

染所久的賠儅黃任 ,垓 來兵体規定 ,只 有些其在可比茶件下以及在污染超源日可比區域內超越了被

汏力可以接受的水平之●f,此 种污染才被汏力有意又.在銍合坦球理÷舍 1974年 所采用的
“
夫子

跨界污染的原則
”

中可以找到此种公平拆准。

8.垓 宣言草案第二部分包括錧 9至 第 18茶 ,是程序性的規定并提到有夫資料和磋商的火夯.

孩宣言呼吁各些

一

回在坏境爭端中采用琱查和惆解程序 ,就 此規定了一介耿合委見套,它不是一介

仲裁庭.但是,若達一切均不能奏效,第 r奈規定不境爭端中有美各回同意謀求采取 ㄍ美洲日京

組球先幸》中所規定的和平解決爭端的任何其他程序°

9.第 m茶規定了,若 一介美洲回家坼堵本宣言以便利解決不境爭端,另 一美洲回家必須优先

考慮本宣言車來所确立的程序,即 使垓回是有失某种污染形式的回酥茶的的鍗的回也垃如此.些

然 ,速 一來并不意味著一介受奈的的束的回家位垓元視其村垓奈的所作的承苦 ,以便优先考慮本宜

言°第 18茶玵各國規定了一瓨
“
在其能力范田之內

”
的〤夯,本茶的立法近程表明,它 的惹田是

.提
出一項請求而不是一項有的束力的又夯 .

1U.達 介宣言十分重要,因 力它是美洲回家銀班成長回所通逮的弊一介范田如此ㄏ泛的坏境

文中.它 是肘于有大的奈的、回泉立法和回隊机构的走破扶兵分析的玲呆 .

m.在 1989年 8月 屆合上 ,本 委真舍逐通迂了一項夫子改善美洲司法我判工作的決洪,之吋

子加強民主迷程和机杓板其重要°決快決定位在私人基地上成立一介美洲怭含 ,与 政府和政府同机

相密切合作 ,与 美洲回京生取思秘中爽怭羽一致造行工作,其 目的是便利美洲討梵和申快改善美洲

司法裁判工作的各种方法和活功°美洲回隊法半合將采取一些措施加速新林合的成立.力 了提有效

率,而 且也由于頡井上的原因,本 委貝金走快,庄垓由私人的努力來完成送一任夯°

12.本 委真合听到有夫其他一些項目的提快和迷展根告∫現有失預防犯罪的措施迸行合作,尤

其是禁止毒品走私,外債的法律方面鬥娷,美洲制度中的正玩性及其 ㄍ美洲回象姐玖先幸>有失 自

央、不干涉、代快制民主和保伊人叔的茶敵的相互作用,以及力什么并多回家不是 lU48年 ㄍ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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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決爭端茶的》(波 哥大茶的)的締的回等等 .

1S.最 后,本委長合最令人感米趣的活功之一是其在美洲回家鏗玖和熬圈利奧 .瓦你加斯基

金舍祁助下所姐班的回隊法味程 .半 生來自美洲國家姐取許多成長回,逐包括一些年青的大半教授

和外交官.其題目ㄏ泛多祥,在那些各受務安的排座中逐包括回酥法委貝合一些委員所作的悱座 ,

那些委貝曾時正參加本安長舍的屆舍.希 望本委反金在 199U年逐有可能受益于此种机舍°

】4.主席感甜美洲法律委貝合溉察貝十分清楚地介印了垓發真舍的工作.回 隊社合、特別是回

隊法委貝舍玵其所申快的青趣十分感共趣 .送 兩介机构有著共同的目拆 ,它 們之同的合作肘及方都

很有好爽.它 們有#多 本西可以相互苧刁,他其城地希望此种合作將更加密切,達有利干曰穌法的

逐漸皮展和綿來 .

15友卡弗里先生代表委員舍西方回家集日的委貝友言,他 攻迎美洲法律委貝合視察貝清楚

而又資料丰富的友言,垓 友言淡到了与回怀法委貝合洪程中某些項目有失的同題 ,如 因隊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和夫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強害性后果的日跡責任。

1g87年他有幸代表因怀法委員金出席美洲法律委炅套屆舍—— 來回酥法委員合其他有迂失

似砮驗的委貝一祥,垓委長合十分有效的工作方法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共突出的工作成果

呈示了其效率°

16.迪正斯 .因 #雷 斯先生代表委長套中的拉丁美洲回家的委員皮言,他 村美洲法律委貝合

跳泰長表示熱烈砍迎 ,并 感謝他肘垓委長金工作所作的板好的概括。垓委貝合派視察反作力其代表

出席回妳法安真套的每屆令快,而 曰隊法委真合以共主席力代表出席垓委貝合的各次屆合是一項

侍銃,垓 委貝合央隊上是回怀社套所放立的送槳机构中援古老的一介 .确 其,些 大舍在 1g47年 次

定投立國隊法委貝合吋,美 洲的篷驗曾作力一介范例 ,瑛合回秘串赴些吋〺此同題避行了十分ㄏ泛

的研究.

17.垓委貝舍所坎青趣不仗在美洲地區,而且在世界范田都具有十分現共的重要性°坏境 .9趣

尤其如此 .村垓寺題以及回隊水道和其他令趣 ,回 豚法委炅合和美洲法律委長合相互密切合作至夫

重要°非法販迋毒品是一介普遍的l,9趣 ,它 強烈地形喃到許多拉丁美洲回家.因 此,彌 查送一同趣

十分重要,而且他感共超地注意到美洲法律委貝合夫子孩快捶的一作遜包括刑法方面煦同題.垓 委

貝舍每年洋行的汫刁班是一些真正的些代回沶法味程,煤 求私人象象援助的作法提供了一介十分

有用的范例,回 沶法發長舍完全可以在其回隊法年皮排刁班方面采取送一作法.

18.格 雷夫拉特先生以委貝舍中末歐日寨委真的名〤感榭美洲法律委長舍現泰長.他 曾有幸

在里的無內戶素自看到垓委長合的工作,垓 委貝套ㄏ泛的快程垥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 也十

分變常其工作方法°些然垓委長舍是一介數小的机构用一种活言工作,其 委長所來自的回家在很大

程度上具有共同的厊史。他們比技容易避免冗卡的皮言,并集中子一些可以共行的解央亦法°加強

垓委員舍与回浾法委貝套之同的合作玵送兩介机掬都有帶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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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錫 正好先生感謝美洲法律委員舍現察貝所作的全面友言.孩委長合与因怀法委員合所夫

心的鬥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致的,他 曾有幸參加法委貝合的屆合,并 看到了達一魚.垓 委員金工

作十分尸遊汏兵而又十分迅速,速 9f回 隊法委員合自己的工作板有价值。最后,他 高度螢質垓委貝

舍的年度排刁班,因 力他曾有幸位邀拳亦排座。

回沶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致 )

<A/CN.4/421和 Add.1和 2,︳

A/CN.4/42?和 Add.1,’

A/CN. 4/443,F市 ,ILC(XLⅡ )/CUnf. RoomDUe. 3)

〔快程項 目 6〕

特別報告貝的第五和六次報告 (鋃 )

茶款草案的第七至第十部分 :

第田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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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茶 (回 哧水道的調市)

第 加 茶 ㄑ朕合机构管理)

第 27茶 <保伊水資源和淡施)型

第 28奈 (因 怀水道和水道女施在武裝坤突中的地位)(緣 )

附件一  (奈款的執行)‘  (臻 )

2。 .巴 犿謝戈夫先生悅,銍 趙多年的努力,委 炅舍在特別報告真的神助下正在避入夫于茶款瑋

案工作的最后險段,在 申快垓寺趣的瑰險段 ,他特別不愿志提出批坪性意兄.但 正是由子他村孩草

案的重視,他不得不,然 而帶著玵特別報告貝位有的一切蚌重,田 迷共現焦,希 望送祥做合推迷委

真合的工作.委 長合其他各位委員已篷作出的客現和深入的分析大犬有助手他的任夯°

21.次一升始就十分明並,委 貝金越早現車集的性辰做出決定,就 越容易就茶款的內容送成一

致志兄.若茶敏車來是一些任掙性的建以,它 可以定待更加性心劫勃,但若打弊搞一些有的來力的

茶欺,委 長套Jll必 須完全立足子班有回沶法,將軍來中可能列入的有失回隊法逐步犬展的要素限制

在犬多數目京所能接受的范田之內.速 些撚佑要現央地坪价法律油海.至 于恭的共域 ,人 ●●位孩牢

圮 ,奈玓并非思是栽有普遊性的規則 :有 的時候它●●反映的是一些效●i有 限的回家在一种具休竹玩

’
持戴于 《19m年⋯⋯年盤9,第 二卷 (館

一部分>.

’
特我于 《1g89年 ⋯⋯年盤》,第 二卷 <牛 一部分).

‘
來文兄第 2162次 合快,第 2s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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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利益.所 申洪的報告并未完全滿足達一要求.

22.另 一介普遍性的缺陷是孩茶放革果共隊上在相村子水道而言地理位里不同的回家之同未

作任何區分,他 逮去曾提理人們注意適一魚,但 不幸的是達一缺陷現在依然十分明五°位干河流兩

側的回家之同的夫系昱然不同子位子河流上下游的回家之向的夫系,在 前一种特兄下,其 利益多少

玵都,而在后
一
种情況下,其利益則不供不玵務,而且甚至可能相互矛盾.在整介草案中,特別是

在第 2● 茶瑋集中都可感到特別叔告長未有匕作出送一因分,他 愿首先肘第鈕 茶送行坪淹。

2S.由 干強琱在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第 加 奈車案似乎暗指法律規則先前已銓賦子航行使用

某种优先地位 .但上游回家和下游回家夫子航行的竹兄思是很不相同,一些具体水道的共域情況也

是如此,因 此板不可能确立一茶一殺規則.正如文先生 (第 21“ 次舍快)和其他委貝所指出,規

定各國位孩安成哪些使用些然又不恰些.方 “ 茶弗 2數 的規定超出了垓草案的范田,而且共防上

超出了田怀法的范田。因此,冬 管他同志第一款中所列的原則,航行或任何一种使用均不村其他的

使用享有固有的优先地位 ,他看不出整今荼款有任何意火,但指出下迷十分明五的情況除外,即 各

回考慮到最佳利用的利益和其他有失因素,更 考慮到白已相村子水道的地理位且 ,自 己決定水道的

使用°

24.第 2S茶草案的規定似乎超出了特別根告長在館五次報告中 (A/CN.4/421/Add.l和 2,

第 129段 )規定的赫趣 ,即
“
回酥水道的琱市

”
的范田.第 1敬提到水道回垃避行合作以查明其需

要,遠一魚不很清楚,特別有失下游回家的情況°他原fll上 不反肘算 2放 的規定,但他建快,也位

要求水道國公平地參与堆妒它們同志車獵或共同修建的此种建筑 .

2S.第 2S茶車未的目的似乎是將一敢邦制度中、或更筒草地說一革′田京中各介不同單位之

同所确立的水道系統多目林規划和綜合皮展机制特用到回隊一致 ,遠就弓1起許多l,9題 °他砍迎合作

管理回沶水道的想法,但 弗 1燕 中的規定一方面似乎逮子全面,而另一方面似平又大強制.委 貝合

犬多效委長汏力 ,提快的茶款最〞可以采取走快的形式,因 此孩茶泣垓用不那么強制的措甸重新似

汀 .正如特別報告貝本人在弗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1,牛 7段 )中 所指出,根据一殺

田隊法,沒有成立瑛合河流或湖泊要真合的〤夯.各 田也沒有任何〤夯在任何其他回家的要求下 ,

就此种耿合姐無的建立同捶迸行磋商.确 共,大多效回家——也︴很適噁—— 并不接受任何磋商的

〤芬.他完全同意特別報告長的現魚,放力宿要新的姐玖解決亦法,但是他相信送到達′目你的最

便捷的方法是通迂一些各日根括其兵体竹兄可以利用的走快.試 田將根括及道林定設立的机制提

有到具有的束力的回隊規則的地位的任何罃斌都力吋遊早.在 逮方面,他指出亦球央Fr.上 与共所有

郤回都有此种協定 .

加.他 同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一祥 (方 21●S次金快)肘第 1致 的法律芯〤有些怀疑.宣

布各國有叉夯逆守法規定在回哧法友展的目前盼段五然不正确 ,而 悅它們可以速祥做91l並 得多余 .

元梵如何 ,特 別報告貝在其吋館 2C茶所作坪淹的館 2段持我的施串Jl休 先生和埃文森先生先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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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快似乎更力恰些和更能接接受。但是 ,他安同垓茶放革來第 2款 中所列提快的耿合委貝合取女清

車 ,并放力,垓 清車加上先前提洪中的一些要索粹构成一介共范規的的基拙,可作力草案的附件或

甚至列入奈款正文.

27.第 〞 和第 2S茶草案是出手人道主〤的考慮,符合各水道國人民的普遍利益°他毫不杯疑

需要保伊水資源和淡施,也 玫迎第 28茶 的規定不依适用于回隊武裝沖突而且道用于日內武裝坤

突,不 幸的是達一魚目前村他的回家十分重要 .下 #以及掘害水道的其他行力有根子和平人口的安

全 ,而 且根括此种行力所要送到的目的,可 以被視力危害人失罪.他扒力 ,有 失第 2B茶 草案与 19的

年 日內瓦公玓的 1叩 7年附加快定+之 同的夫系鬥趣很容易解央;它 們可以通迂回隊法的瑪來或逐

漸友展未解央.但是 ,若委長舍各位委長肘達一庶仍然逐有任何怀是的活,有 夫第 2S茶 的同腄也

卄可以提交大舍.特別報告貝提出支持第 28奈 的站括十分令人信服 ,不 大可能遇到很多反村意北。

但垓奈的措洞及其最終在草案中的位王 .● 題遜需要做迸一步的工作 .力 了追求倚洁,特別推告真使

垓案文不必要的模糊,其 意又位垓果洋幼地規定清楚,并且垃与現行因吥法文+9相 一致 .

銘.他与犬多數委其一祥快力附件一
“
未款的執行

”
有些令人失望和缺乏一致性.它 包含的有

些茶款泣垓放到別赴,另 一些茶放孺要作迷一步的工作,逐有一些91l完 全垃孩去掉°因此,館 1奈

草案既然需要,其用悟就位垓与草案正文的第】奈耿系起來。他同志格霄夫拉特先生的意兄 (館

21Gs次 合快),算 2和 第 S奈 革來位垓予以別除,或放到茶款草案的第三部分 (卄划的措施)中 .

另一方面,第 3和 第 4奈草案确央似与所提洪的附件的主趣有失°

2g.他 同意第 6茶草案多奈并位刷除的跳庶.特別報告長介貂了一种新的回家管格豁免形式,

然后又立即討其加以限制。垓茶引起的同趣多于共提快的解決亦法,他 反肘垓茶.第 7茶 的規定是

玵所常洪茶獄的构架林快性辰的否定.正 如卡末′ .〞 德里格斯先生所指出的 (同 上),特別報告

炅所弓〡用的例子情況完全不同.他看不出有必要根指提洪的方向沒立′今常淡或嗨吋的超回家控

制姐玖°最后,第 8茶草案在他看來由于爽似的理由垓茶同祥也沒有必要.正 如許多委真所悅,整

介附件逐不成熟,逐不能提交起草安長舍 .

3U.及 后,他表示希望在委貝舍現任委真的任期豬束之前,完成整介奈數草案的一樣工作.力

共班速一日狋 ,特別報告貝必須特他自己和委貝舍的努力集中子那些确共必要的茶放 ,別 除那些多

奈的或屆于其他音捶范田的奈琅 .冬 管他力了推功共同任夯的完成提出了一些批評落凡 ,但他希望

表示他村特別根告貝不好不倦的努力淉力螢交.

31.迪 正斯 .回 薛雷新先生感甜特別報告真提出了弗五和館六次報告 (A/CN.4/● 21和 Add.

l和 2和 A/CN.4/427和 Add.1>,其 中栽有夫于回求和回隊伍你的其踐和半悅的大士信息,它

涉及的主要不是夫子田跡法的窮年而是夫子其逐步犮展的令趣 .

B2.他 的坪淹以委貝合正在仄

一

似汀一份架相砵定力前捶°他放力委員舍不成垓超出此袋,也

不位垓仄═超迂其叔限的

一

竹.委 真合在教次交又垓音題特別報告貝之后 ,必須村其工作采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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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亦法,以便取得迸展.但 是,正 如巴小甜戈夫先生所悅 ,每 一水道系坑都有 自己寺有的特焦,

因此不能姼斌子所有沿岸回道用一套确定規范的普遍〤夯°

SB.夫 子第五次報告中所提快的奈放,弗 2● 奈車集中位垓清楚地表明 ,回 隊水道的多种使用

意味著一种特定的使用不得損害及遊或多迪林定所規定的其他使用,也 不得韻害有失回酥水道流

絰回家的需要。垓茶第2數提到
“
根括第 6和 館 7奈’

公平利用的原則,在此人們正确地生意到隨

若時同的流逝优先概念已各有了交化 .回 防水道航行使用的优先地位已經大犬降低 ,冬管肘某些回

家、如非洲一些回家而言,航行使用仍然优先.而且 ,如 索拉里 .困 德拉先生 (在 第 2164次 舍破

上>所指出,再避十年,就 需要仄其他一些优先使用方法來考慮 .9題 了.所有速些卒其都必須考慮

到。

34.他 同意第躬 茶車來力孩車來提供了一介非常好的基拙,因 力I.9荼 規定了一項合作而不是

惆市的叉夯 .

35.特 別根告真的弗六次報告夫子一決通迂的那些奈款車來的兵体道用,特 別是有夫力妦 2●

茶草案所涉及的回沶水道的甘理鬥趣°在達方面,他 同格雷夫拉特先生 (第 外SS次 食以)一祥 ,更

愿忘淡淹回豚水道管理的制度化或掰惆°同委員合的其他委真一祥 ,他快力指出位列入架构協定的

要素及水道系統各組成回家持久有何种又夯就是撥了。並然沒有叉夯淡立一今日怀匆銀 :即 使某些

多之柲定——如有夫多瑙河的柲定—— 淡立了常淡机构未琱市水道,送 也不一定是委貝合在目前

的情況中主張同祥現魚的理由.

36.第 〞 和第 2B茶車果有共存在的理由,因 力些然希要保妒水炎源和水利淡施°同●+,他 同

志第〞 荼草案仗仗重臭了委貝合暫吋通遊的館〞 和井 8奈‘ 中已篷汫遊的木西,而 委鼠合哲

吋通逮的弗 1U秦’ 哉有一今榮似第 29茶 草案持 3放 中所規定的茶敏.而且,他快力第〞 荼車來

第 1欺沒有增加什么來西.因 此,与 英悅適是一介起草新茶數的鬥趣,逐不如悅是道用第 6、 第 8

和第 1U奈 的鬥趣 .

37.館 2S茶草集弓〡起好些困堆,因 力它包括其他文串中已垤炎理逮的一些鬥趣 ,如 19姆 年 日

內瓦公幻 lg,,年 附加快定中.因 此他放促要性懷,因 力咳茶可能引起一些有失不容使犯方面的同

趣 .元梵如何,垓茶泣垓以不同的措田表途.委 貝合也泣垓小心;不要錚人以依放一些迂吋現庶的

印象,如方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 的腳注 75和 CU中 分別引用的福希耶和奧本海的

現魚.在 些今時代,引 迷的內容已不再有效,垃 些仄坪注中用除°

BS.他 逐同志,若夫子奈球的執行的附件一中所列的奈放放在垓犬是因力奈放草案正文將其

‘ ㄍ1987年⋯⋯年盤》,

. <1988年 ⋯⋯年盤》,

’
同上,第 43瓦 。

年二卷 <第 二部分),弊 31更 °

牛二卷 <館二部分),好 鈣 英°

- 2嶔  ——



略去了,遠祥它們就确央位垓放在草案正文之中.但 是,正 如格雷夫拉特先生清楚地表示的那群 ,

列入速些茶款可能造成一些鬥題 ,甚 至危及現有茶放,而不是促迸草案的接受。他再次提醒各位委

員,所 涉及的是一項架杓你定.可 以保留一些一般性的火芬 ,但 是若委員合斌田洋如規定每一件牛

情,則 只舍阻磚整今系數草案的通迪.例 如,附件的箱 6荼草案既元用又危烇.委 員合正在另一份

革來7理 管格豁免同題,同 祥,在安貝合正常快的達失期要怭定中也沒它的位王.他重申,特別報

告長也并避于急切 ,因 力委貝合沒有得到任何故叔波立′介回隊姐扒以琱市和研究回嚍水道°他扒

力,送一同趣位垓掏且一旁,除 非委長套決定走快大金授杈委貝合力此种組軹的建立起草一介規

的。也萍特別報告貝受到海洋法的申快的裝犬影咰,他 們決定吸立了一介回酥海床管理机构。但是

球案的情況不同.甚 至在附件提到污染都不恰些,因 力 19S2年 6瑛 合回海洋法公的》涉及速一 1.9

趣的一介兵体方面,即 保伊海洋坏境使其免逆航行所造成的污染 .

3g.錫 皿姆先生感甜特別報告貝研究透仞和資料丰宮的第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

1),垓 根告元疑使本委貝合能姊推迸其夫子一介南皮敏感寺趣的工作,孩寺腄不仗涉及回家主杈 ,

而且又涉及一項至失董要資源的管理 .

4U.首 先坪淹第五次報告 (A/CN.6/42〕 和 Add.l和 2>,他 特別提到第鈕 奈規定回防水道

任何使用均不享有优先地位的原則,元站速些使用是力了航行或任何其它目的.然 而,他有些吃掠

地注意到 ,在 一介限子目隊水道非航行使用的令題范田丙涉及了航行使用1.9題 。呈然他理解提交委

貝舍的各令趣之同沒有尸格的分界,但他逐是次力,若 已絰主救提到非航行使用 ,委 員合就不位孩

涉及航行鬥題°

41.特 別報告貝在村第鈕 奈草案所作坪淹的弊 1段 中悅 ,“航行使用遊去曾被賦子优先地位

達一

一

共促使須明确鬥迷根括本來蔌車宋并非如此
〞
,他在所作呼站的弗 2段 中指出,‘ 第 1歉幵共

一句保留了斌子航行或其它使用以优先地位的任何怭定
’.達些活引起一介1.9題 ,是 否越去

一

共上

‘
曾有逮一今源子奈的的优忠制度——他強琱

“
制度

”
一切°特別報告貝提供了并多茶的范例,但是

令人吃你的是 ,他印沒有提供哪怕一介确立此种航行使用优慈制度的茶的例子°在一介特定的ㄞ文

時候,人爽些然承扒需要將水道用于航行.但送并不意味若曾有ㄝ一↑源子奈玓的法律制度,括 比

航行曾具有优先地位.因 此他要求特別報告長指明其湖源.在之些竹兄下,他 村通遊弊 24荼第 l

敏有一些保留.透有 ,在有失回求主杈的l,9趣上崁好不要規定以下的規則ε由各口在特定時刻規定

它●●希望采用的使用形式.

42.大于第六次報告,他悅弊笳 荼革來是茶致璋瑋的中心.第 1致規定
‘
在任何一介水道回

的要求下
”,各水道回位就回rrN水道軟合管理机杓的設立1.9趣 送行協商.在 此委貝合也決不能犬牷

率°送祥一瓨要求必須有很好的根裙,并且必無隊迷共理由.此外,所要求的目林必顏是可以送到

的.建 立區域組象是他特別感米趣的一介阿趣 ,因 力所有非洲回家都是送介或那介Z珴姐球的成貝

國,送些組出提供了一些渠道 ,通述送些渠道 ,人們努力女立一些机拘以便送行合作.但是.他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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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始怀疑此种姐玖的价值 .城 然,它 ●●有共作用;但 是若相信淡立一介組班就足以使所有同趣自功

地得到解央則完全是另一介鬥趣°

43.年 六次根告我有遠方面的一些重要女料.lgsB年 1U月 在皿的斯皿皿巴拳行看重千非洲地

區的軟合國夫子河流和湖泊流域皮展區域同合快注志到逮去二十年來,河流流域友展我咯由子各

种因素而成果各异,有 時成果有限 <凡 A/CN 4/427和 Add.1,第 14段末尾)° 玉然存在很犬

數量的此爽組班,但他不知道是否送就是委長舍希望追求的目林 .一介姐扒不能移伙俱根括一介口

束的要求而淡立 ,需 要迢些的气候以及其他一些要者,如 前特別根告真施串只水先生所提靖注意的

各种要素.因 此,第 加茶草案大泛又有些任硬。因力其所規定的規91l并 非恩是可以道用°也洋可

取的是通道+.●定管理回防水道,避免官僚制度的伊散,避 免其所涉及的各种次用 .

44.他 不知道第 2B茶革棄其哧上提供了哪些新的要素。已銍存在一系列有失武裝沖突的法

律,達构成了一介交染的同題,拉 垓將其与所有外部考慮分升來爽理.至 于內部武裝坤突,是 否其

有必要提醒各國不要作害白己?

45.提 快的附件一夫子茶款的執行,它 透有好多回題,可 能手致將來与現有規Jll的 矛盾,他放

力,不 能保持目前起草的道介奈數 .

瑪.伊 留埃卡先生悅他同意特別報告貝在共弊六次報告 (A/cN.4/θ7和 Add.l,第 38段

末尾)中 所提的建快,提破的附件一中第 ?和 第 8茶草案可能构成車來正文中的一介部分.考慮到

褚如臭氧療的嵌毀和全球升遍手致世界范田海洋、湖油和水道水位焚化送英文雅性的現象,送兩介

荼放具有迒兀而且交得 日益重要°因此 ,垓 附件的第 7和 茗 8荼 以及年 1奈車來确共疸孩列入草案

正文.

47.但是,附件一的第 2、 第 3、 名 4、 第 5和 好 6奈草案位些威力一介任捀決定中的一部分 .

在遠方面,由 子特別報告真承放委貝合所孩准的茶放草案閉領中沒有附件一中所提洪的一共奈款 ,

并因力沒有足移的吋同深入常登每一茶放,委 長合現在位垓逸掙所要采取的方法.

48.委 貝舍有几位委貝表示袒心,列入附件一中所提快的奈款可能使未來的鋼要林定村忤多

回家有技小的吸引力或不能接受,他 (1● 走破 ,由 于遠些茶欺屈于垓法律逐漸尖展的同題 ,它 ●●泣孩

构成任揮決定中的一部分.特別報告長的淹括很有根捃,并表明了垓法律在朝著提快帥荼欺草案所

指明的方向友展.然而,在 有些回家中,附件一第 3和 弗 6奈車床以及口隊法林舍 1982年通逮的

大于日酥流域水污染的索特利本規則
. 

牛 8荼 中所包括的原則冬管取得了有利的友展,但在共我

中遇到了一些田堆.他理解 ,吹洲銓洴共同体沿乎焦特利本規則牛8荼所走洪的方向采取了一些措

施伊大道受跨界污染仿苦的人士的板利和朴收亦法.但 是,其他日京的法院道用所渭
‘
些地行力規

.兄
特別根告貝在第六次根告 <A/CN.4/42?和 Add.1)中 肘附件一的右 4奈 草廉所作坪梵

的第 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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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l” ,接此法院在有失友生在外回領土上的彷害的拆松案中不行使管搖叔.速 些竹況突出了特別根

告貝值得你道的努力 ,他 努力在附件一中似汀遠些奈放車來,并揭示希要修訂委員合孩淮的草案大

鋼 .

們.他 同意十多委炅提出的內容力附件一第 2至第 6茶不垃垓列︿奈敬草案正文的意兄,因

此他要建快,作力一种方法,位垓發垠一旗,將草案的荼欺分力三介部分:伍)茶數草案本身,換

言之,哉有未來期要怭定的正文,(b)一 項夫子平等拆堵司法和行政程序的任捀決定H9,和 “)一

項夫于解決爭端的任擇快定中°在遠方面位孩牢圮,1g61年 ㄍ堆也納外交夫系公的》包括兩項任

擇快定中,一項有失回籍的取得 ,男 ′項有夫強制解決爭端 .

5U.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在答袈錫正姆先生提出的一介鬥題吋提到夫子回隊性可通航

水道制度的 1921年 巴塞男那公＿1JJ和 規則是一介普遍引怔的茶的,以表明原來給予航行的优先地

位。他在其第五次報告中引迷了那一文+(A/CN.4/421和 Add.1和 2,第 122段和附件〉.星

然垓文中此后被一些卒件和曾前的需要所超迂,但垓犬中曾得到戶泛的支持 .

中午 12吋 4U分散舍°

.       
第 Z1“ 次合破

199° 年 6月 1日 星期五上午 lU時

主席:文 久佑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巴小沃#先 生、巴小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步 .〞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因 菸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宙夫拉特先生、海斯先

生、伊留埃卡先生、科〞馬先生、馬希烏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

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午庫納斯先生、基普你堆送 .古飲雷斯先生、索拉里 .田德拉先生、

協正好先生、托洛沙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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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臻 )

<A/CN. 4/421和 Add. 1和 2,I

A/CN. 4/427和 Add. l,’

A/CN. 4/443,F市 ,ILC(XLΠ )/CUnf. RoomDUc. 3)

〔快程項 目 ω

特別報告真的館五次根告 <塗 完)和 第六次報告 <球 )

荼歉草案的第七至第十部分 :

第銋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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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S荼 (回 跡水道的惆市)

第笳茶 (朕合机杓管理)

第釕奈 <保 抻水女源和女施)生

第田茶 (回 隊水道和水道女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撲 完)

附件一  (茶歉的執行)‘  (基完)

1.巴 小沃祥先生悅,委 貝套早就決定茶款草案需采取綱要你定的形式,因 此不位違反送一決

定°輛要怭定是′般性的林定,它 以〤夯的形式而不是以建洪的形式提出了原則和其他一般性規

91l,然 后其他玟具体的公的可納入道些規則和原則构成的框架之中.19田 年 ㄍ失千各回探索和利

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內外居空同活劫的原Jll奈＿.9》 与美似題目的其他文中,如 19花 年 ㄍ外空

物你所造成敬害的回隊女任公的》就是共例j另 一共例是 lΘ 85年 6堆 也幼保中央氧房公的》及其

破9寸≡::｜兮.

2.仄送一珧庶出皮,他提出在坪淹茶熬車來吋瓜特別報告貝提交的館五次根告 (A/CN.4/

犯1/Add.1和 2)館 2● 荼和好2S茶升始.

3.席 24茶草案用明了航行使用和非航行使用的美系,准補說明了之一1.9題 ,提供了正确的答

案:任何使用均不肘其他的使用享有固有的优先地位,可能戶生的任何坤突位依据垓車來簿6和 方

?茶未加以焊次.弟 2s荼 車未涉及回沶水道的淍市,是 以透合的方式位用幣9各所我合作的一般

〤夯,因 此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l特
我于 <1g朋 年......年 盤》,館 二卷 (第

一部分〉°

含
紫哉于 <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常

一部分 )°

;案
文兄第 21e2次 合快,錧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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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夫于第六次報告 <A/CN.mη 和 Add.l)提 出的奈款,他悅有夫朕合机杓管理的第為

荼草案淡立了一項叉夯,速項〤夯且放怭商的〤夯幵始,但 由于建立球合机杓而成了管理的〤夯 .

管理回沶水道非常重要 ,因 力它是一系列〤夯的最終目的.元梵是施串與本先生和埃文森先生早期

編胃的草案,透是特別報告長引怔的其他文中,都 沒有91此 作出現定.現提出的案文伙列拳了各和

取能,且有助子管理水道,但 央防上并不构成管理.其 中的差別位垓澄清:水道的管理不可能通越

有夫机构的取能來加以界定 .

S.而且,第 26秦所我〤夯以
“
任何一今水道目的要求

”
力茶件.在送ㄒ蕉上,核草案与以前

的建以有所不同°特別報告長在肘第 26段所作坪淹第 2段特我的埃文森先生提出的相位的余數車

案明确提出,水道因垃次力波立永久的制度性机构以合理銍菅、管理、保伊和控制回隊水道水坡是

切共可行的,第 2款 中使用了
“
垃垓

”
一詞則降低了╨已确立的〤夯。在坪梵第 2段 也特栽的地中

只小先生的草案中,淡 判的升始不依受到
“
任何水道系統目的要求

”
的限制,逐 附加了新的茶件 :

“
垓區域的砮洴和社含需要村水發源提出大廷或互相沖突的要求,或需要村囝吥水道系坑遴行保抻

或控制措施吋
”°他本人傾向子同意特別報告真的用坷,使達碩叉夯更具有的束性,需 要管理的事

物的性廣決定了必須送行蚨合机构管理 .

6.有 失保抻水資源和淡施的第η 茶草案淡立了男一項〤夯,即 堆修和保抻回哧水道.村 此有

兩魚坪站°第一,第 1款 ‘
位冬力

’
的詞活虛解釋力淡立了一項回睜杯准.有 人次力,國 家

“
些

然
”
合保伊有夫圾施、裝三和其他工程 ,然 而作力第 27茶基拙的魂魚是:達并不移,各 口位冬最

犬努力,不 依仗象通常肘待自已水姿源那祥去作次力道合的工作 .

7.第 二魚坪淹涉及第 2款 ,它 淡立了一項旡奈件的叉夯:各水道回位送行怭商.他杕力,正

如特別報告貝玵孩茶坪淹第 3段說的那祥 ,‘盤子一介主要淡施友生故陣或水的供珨受到污染可能

造成文確性的后果
”,送項規定必灰具有強制性。

8.第 28無瑋來規定了回隊水道和水道坎施在武裝沖突中地位 ,由 于送一茶代表了兩种不同

方法的要怭立埸 ,因 此是可以接受的.

9.大 于附件一,冬 管翅 目如此,他仍怀聚附件包括的 8奈草案是否可看作是
“
執行

’
茶欺＿

第 1茶車來是
‘
起源水道回

’
的定又,送一奈很可以包括在草案的正文之中,粹 它列入附件的唯一

目的並然是引出賠禮安任的概念.瑋 2、 第 3和 弗 4茶車菜旨在子執行非攻親性的原則。送些奈欺

現定,在某些活功的不利形呁方面,各 回平等,在提出中拆以荻得迅速和道些的扑借方面,外 回居

民和些地居民平等,崁后,在利用行政和司法程序方面,板利平等。淡法通迂各今方面好秤一項原

則往往合忽視某介方面,仄而造成遼漏°他放力技好用冬可能何車和直接的活言淡立非歧視性原

Jll°

】
。
.幣 5奈和第 6奈 車來涉及到達項原則的兩項庄用.笫 5茶規定了提供女料以确保前迷茶

款頂利執行的〤夯 .弗 6茶排除了回家村受強仿的人提出的拆公享有管格豁免的可能.所有送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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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都道循一介共同的逆輯°

11.然 而,肘第 7茶和第 8奈卸不能速祥悅°第 7茶規定召9f締 的回套快.如 果象特別根告貝

肘第 ?奈 所作坪淹提及的汆多文中那祥 ,公的的范田受到戶格限制,那 么達
一

方法就是可取的.但

正在申快的車來只是一介綱要怭定,上途水道公的的歸的水道田如次力合道可作任何交劫,而 不需

要通述期要協定締的回金以來速洋作.夫子妦 8茶所涉奈敢草案的修汀●●1.9趣 ,位 留待將來的編無

合洪解決°

12.恙 的未現 ,整今附件一提出了一介具有深迒志叉 但尚未被 注意的鬥題,即 民卒女任回題 ,

換句活悅,美子某 些活功的有害形咱的賠儅〤夯°迄今力止,茶款車來透未涉及可能有介人向起

源水道回行政或司法机构提出拆忪的1.● 趣 .送种可能性五然存在 ,但 介人中拆的机合完全取央子有

失國家的日內法°根据附件館 3黍 ,各 回回內法必須提供中坼的机合,以使介人得到充分的賠儂°

換言之,館 3茶玵各締的回淡立了一項目隊狋堆。很可能其國內法甚至玵其日民也不提供達祥的申

拆机舍.如果是達祥,速 些回家根据夫子非歧視性的附件方 2茶 ,就 必須修汀其國內法,以便不仗

玵外因人而且肘其自己的國民也提供此失中拆机含 .

13.球 賠撐机枸的班羔出友 ,拉 垓指出,荼數草案沒有提及由私人提出的賠儂要求和可能由回

家提出的賠伴要求之同的夫系.然 而,狄第六次報告可以明正看出特別報告真的立場°他在報告中

悅,附件一的一介主要前提是:“水道鬥趣位冬可能地通遊法院和行政机夫在私人一數上予以解

決4他 朴充悅 ,“在送一致別上解決鬥趣往往能比外交程序更迅速地使央酥受到根害的人得到朴

敬
”
°所有的坪淹人貝并不都同意速一班魚,例 如,正如博帕小案件所表明的,私 人一級的程序可

能比外交程序花出更挨的吋1.● °但特別根告真區然安成私人拆松 .

14.然 而,如果回家和生活在垓領土的介人都可以提出拆忪,那 么將如何亦?締 的回是否位等

待在垓領土居住的介人提出外交行功?它 們的行功是否仗限子支持其回民的索賠?19花 年 6外 空

物体所造成叔善的回隊云任公的》瑋 H秦近摔了相反的解決方法‘元須
‘
等到要求店儅回,或其

代表的自然人或法人可能有的一切些地朴散亦法用完后才提出
’
.而且 ,根括垓公的,沒有任何規

定阻止一日或其任何回民在水道起源目的法庭提起法律或行政拆松.然 而,在送种特兄下,可 能代

表受彷善令人的回家在些地小數亦法用冬之前不能支持垓介人的索店.回 束逐可代表其他沒有向

水道起源回提出國內程序拆松的受仿善的令人提出來店.因 此 ,垓 公的明功和根充分地規定了在外

交一致采取行劫和在司法一無提起拆松之 1.● 的瑛系.他五撚不悅特別報告真的立切是站不住腳的,

但放力,達′夫系1.9題 帝要迸一步的深入研究.

lS.比 新利先生悅,特別報告長在牛 5和 第 6次報告 (A/CN.4/421和 Add.1和 2,A/CN.

4/4Z9和 Add.l)中 再次提出的奈放車案力似定可普遮接受的末文指明了道路,并汰荼的法和法

律意凡中援引具有杈威性的先例和提法怔明
一
他的建快.正如他本人曾有机合指出的,速一等捶的

性辰決定了要舞堵及逛和多遊掰定,因 此比琴他領域更有可能以來逛和多遊公的及相夫怭定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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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源泉 .

lS.他 希望先鬥迷一般性的看法.正 在常快的茶歉草案是采取鋼要怭定的形式逐是采取其他

文+的 爽型?委 員合的成長昱然一致按威似汀一項期要林定 ,但他怀疑鋼要林定一洞玵所有人是否

具有同擇的含〤°他放力,垓詞的含〤与巴示沃中先生的解發相同:印 要掰定即規定一般性原fll的

規定,但 村締的者具有的束力 ,且 有時休現了刁慍回怀法的規則,元淹如何,決不依伙是一發建快。

趣力
“(水道〕〔系珗〕捇定

’
的草案第 4茶 ,特別是垓茶的第 1放 ,似 乎怔央送一解群.隨看似

良送美鋼要怭定的需要逐步兵力明區,其他委長的志凡可能田統若送一蕉有所及展°

17.他 同意巴水沃菸先生肘 <大于各回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內外厚空向活功的

原則茶的》的無要怭定性辰的看法,道項公的早致了几項茶的,如 19GS年 6管 數字宙航行炅、送

回宇宙航行貝和 l=逐 射入外厚空同的物你的1.n定 )1987年 《大于消耗央氧居物辰的裳特利小以定

中》以及 1982年 《朕合回海洋法公約》的館十二部分 (海洋不境的保伊和保全)都 具有同祥的鋼

要協定性辰。參加 《耿合回海洋法公的》淡判的人士放力,第 十二部分在公的中是一介鋼要或忌括

怭定°后來的事念友展址明他們是肘的‘各方坤錯的洋多區域性林定都是在垓公的那一部分的基拙

上編耳的,孩部分英定了送方面位避循的基本規則.的确,1992年 ㄍ防止做井疲物及其他物辰污

染海洋公的》星是在海洋法公的之前通越的,但 作力引近列入了些吋正爽子淡判險段的達項未來茶

釣的某些秦款 .同 桿 ,海洋法公的第十二部分也包括了与班正常以的朵欺草案有直接夫系的一些荼

款。他記超了館 195茶 (不 將敬害或危險特移與將′种污染特交成男一种污染的〤夯),第 2U7紊

(時地來源的污染)和 第 213奈 (大 于陸地來沂的污染的執行):

18.放 討梵和特別根告長的報告中可以看出,些 吋,在水道的各种用途中,航行可以現被放力

具有优先地位°由子技木迸步在忤多方面完全改交了看待速些使用的眼光 ,他 不反玵特別報告長提

出的不垮子任何使用以优先地位的建快.目 前似乎赹向于在考慮技木的友展和法律的并行災展的

‘
竹兄下中查河流的件多使用—— 因力河流以往思是既作力污水泃又作力俠用水海,但舞在已漸漸

并及出卄多其他的用途——道可能不是力了优先考慮生念和不境 1.● 趣,而 是要強琱送些鬥題以俠

欠到早些時候的平衡°在送一方面,特別報告真也明智地瓜理了達一同題 ,提 出的亦法有可能解共

相互坤突的使用戶生的1.9翅 .常 2● 和好 2S茶車來不存在任何困堆,但他想特几項文字方面的修改

畏交起革委貝舍 .

19.有 一介同趣仍然存在 :委 真套肘送一千泛特窮來到何种程度,玵垓令廷法律的逐步友展粹

作出何种程度的貢敵?肘 目前的翅目,口 捶交得欠染,因 力除非茶致幸璨作力羽要捇定或法規年來

爽理 ,否 則委真金的一些 委長以及大舍#六交長舍的一些代表不准各取得造展.他希望.達次甘

淹可促使他們改焚看法,女 同不保伿是弗年茶放而可放力是逐步揪汀法律的送項工作 .委 兵舍位將

普遍放力可取因而是必要的意兄納入車瑋.他又一次強琱了相互形呴的鬥題 ,因 力速一蕉在叔訂法

律中愈加明五,元淹是涉及外房空同、央氧房、海洋坏境的法律遜是有失水道的法律.恩 之,委 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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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必須解決几介寺趣特別是正 常快的青捶出現的鬥趣,即 主根、目前 ㄏ泛接受的合作〤芬和在法

律上日漸流行但接受范田欠ㄏ泛的看管或篷當棍念送三者之同的夫系.甘 淹到需要保伊水道系統

免受污染吋已戶生了送一同趣 ,但 在常查有失管理的奈欺和附件一的茶款草案吋,Jl(需 要村速一相

互形喃牧御底地中查 ,因 力速些茶數超出了管理和執行的概念 ,在 似汀達一領域的法律吋爽于區著

的位王 .

ZU.何 言之,他傾向子在体制化管理泀趣悅元法汀立法律的跳蕉,但 放力特別報告貝已成功地

悅明了在拭困甘理曰狋水道和需要建立菜种体制達程之同存在看內在球系.因 些 ,有 必要列入有失

送一起目的共辰性茶散 .如果求祥做有困堆,可在任掙快定串中列入達祥的茶餃 ,日 后必然舍得到

普遍的支持.在 遠方面需要提及的是北美在力确保有效地管理回隊水道而通逮回吥耿合委貝合或

拆堵仲裁尋求解決亦法方面枳累了一些篷睡 .

21.附 件一所我的各种意兄引起了有益的甘捨°在車來正犬中列入有夫非歧視性的茶款不虛

垓大困堆.他不大愿志放妄有失平等机含杈利的奈歉 ,因 力越來越明五送些茶款才是本告趣的核心

所在°

2Z.奧恩 .哈 索內先生洗,他感到有必要提及爽理達一音捶的方法向題 ,因 力特別報告真提出

的并多若眼子未來和令人感米趣的意北因被汏力与鋓要協定方法相抵佳而道到批坪 .然 而,如 果确

共存在扺蝕,放井的不垓是送些息想,而是鞠要捇定方法,因 力方法本身不是目的.在 委貝合取杈

范園內沒有任何規定要求委貝金球撲送洋做 .此 外 ,送种相抵蝕的班象比絞更是表面上而不是共哧

上的,因 力鋼要柲定和普通意〤上的茶的之同依存在程度上的差昇,而 不是种失的差弄 .因 此鋼要

怭定完全有可能哉有相些祥如的規Jl(.到 要怭定不一定必然是滿紙棍捨 .

2B.同 樣特別根告長在第五次報告 (A/cN.4/421和 Add.1和 2)中 村第 鈕 茶草案所作的

坪梵吋,他有与錫皿姆先生相同的印象 (弗 2lcG次 金破).回 穌水道的航行使用在迂去被放力具有

优先地位 ,若仔如分析可友班,送可能是銍洴和社含需要的緒果 ,而 不是一茶确立的法律制度°乍

5次報告 (A/CN.4/4Zl/Add.1和 2,第 122段 )援引的 1921年 6田 酥性通航水道制度巴基男

那公的和規則》第 lU茶 ,并 沒有提供一介里央的基拙未支持航行使用正式享有优先叔道一捨魚.它

奴規定‘沿岸固有〤夯
‘
不采取任何可能技害水道航行性的措施

”
.

24.元站如何 ,年 2● 茶瑋來方 1放似乎隊透明並的｜共,因 此可能是不必要的°第 2數特草

案第 6茶和第 7奈就公平利用 l,9題 規定的根☆相夫因素規則延伸到解決几种使用相互沖突的新領

域.可 能送是唯一的解決亦法,但之奈規則帶有內在的彈性,而且避免明立瓶害同确定公平利用之

同的夫系也不是沒有曰兡的,送洋就減少了茶數的价值 ,達 些紊欺本來要用作明确的尺度,以衡丑

未來公的解猙或道用所弓︳起的爭快°

2S.第 巧 茶草案規定的合作〤夯用詞垃圾和一些.要送到達一目的,需要在第二數
“
合作

”
一

洞前加上
‘
道普

”
字洋.各 回可通越區域或回怀姐銀或直接送行合作.在 一項揪在世界范日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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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中 ,重 要的是合作方式位垓良活,以便各回即使在政治現共不利于直接合作的情兄下也可反

行合作的叉芬.冬管如此,達 一奈是可接受的.

2G.第 26茶 草案提出了同祥的曰題.首先他希望知道孩茶所体現的〤夯如何能与委員舍暫時

通道的第 21奈相捇惆 .‘ 第二,他 同意不位孩俠伿因力一介水道目的要求就引友了迸行怭商的〤

夯 :位 有一介客現的杯准.因 此他傾向子前特別根告真埃文森先生提出、特別根告貝在共第六次報

告 (A/CN.4/427和 Add.1)中 外第 ZG茶所作怦梵 的第 2段加以持我并已用在ㄓ已提出的相位

茶文中的措洞 ,即 “
在其隊可行且有利時

”
或一些美似的措坷.弊 三,他 肘接受第 3放沒有困堆.

但放力最重要的是將 央況琱查和和平解決送祥的取能賦予瑛合姐取不垃削弱由好三方迸行琱查

和強迫解決令瑞的必要性.特別報告貝在第 6次報告 (A/CN.4/φ 7)弟 19段 中承快了
“
公平利

用規則的普遍性和文活性
”(同 上,第 lS段 ).送些性辰玵于其他其慶性又夯也是區而易兀的.日

前正送行的速項工作最終是成功逐是失敗,將取決子委真全能否提供必要的机制來查核是否展行

了速些共辰性叉夯°否則,由 子送些〤夯的普遍性,委 員舍村避免沖突的炅就將非常有限.

27.夫 子水利淡施安全鬥題,特別報告貝多少呆助了埃文森先生的建快 :連免到纏遠一向題.

以免重交通避 1949年 日內瓦公的的1977年 附加快定串以前所迸行的冗牧淡判.然 而,日 內瓦合快

面帖的困堆与水利淡施安全 1.9題 沒有一庶夫系.可 能雷要在送一特殊領壞似汀人道主叉法律.豆

然,如 果送一做法具有意〤,那 么,奈款草案泣超越第一母附加快定中第 54荼和第%茶所我內容

的范田,但 第 29茶和第 28茶草案保車卒涉及了遠一 1.● 題,沒有在館一音決定串附加任何內容.他

承忕,任何解決赤法如荻通迂,都 合引起昇快°

2S.附 件一第 7和 第 8茶車來垃作力由全叔代表舍快制定的染項奈歉的一部分,但 不能完全

排除淡立締的回常圾合快的志北 ,不妨看′看犬合弊六委員合村達一同題的反垃 .垓 附件引起了兩

介其他 (.● 超°弗一,有人建快,它 規定的〤夯報道合于一小批一体化的回家,但吋一項揪在世界范

田內使用的文+就有魚不恰些.送一意兄有些道理,但 它也道合子一些其他〤夯 ,如合作的〤各⋯

第二,有人次力,附件中列出兵体的火各可能形咱到各回接受瑋來的前景.因 此,特別報告長不妨

考慮使附件成力任舞性的°男一方面,格 雷夫拉特先生 <第 21“ 次奈快)悅得肘,公玓的執行是

公的的
“
夫使吋刻

”,使找行威力任捀性的志凡是有 1.9麼 的°然而,他可以螢同附件中我列其他各

去目╰.

29.埃里克松先生磁 ,他也愿意忠甜特別報告貝避循了他在寫四次拫告中所列出的提期,并出

他的青捶向委真含提交了及后奈獄草案 .

3U.忌 的未悅 ,他次力正在常快的茶放車瑋庄參照已篷通迂的茶致來討淹,如有可能,垃 与達

些茶件相一致或列入送些茶欺。

‘ ㄍ1988年 ⋯⋯年盤》,第 二卷 <館 二部分),第 54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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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他 次力有必要如第 24奈革來所規定的那祥說明日酥水道的各种使用旡优先地位可言.然

而,他不知道第 2S奈車棄涉及的回隊水道惆十

一

共上是否位垓成力一草狂奈數的題目,能 否并入

前面的茶款°

B2.夫 子球合机椈管理的第鉐 茶瑋無規定的〤夯在措洞上十分松散,一共上只是一种呼吁 ,

根据他 自已的銍驗,送祥的呼吁很可能不被理睬,他不知道央師上是否其有必要.因 此,他建快所

女想的之榮合作位列在有失合作的一殺性叉芬的弗 9茶 ,回 怀水道管理垃采取的合作形式可在坪

注中惘迷 .

33.夫 于保抻水資源和次施的第 η 各位根括已提交起草委真舍的有美保伊和保合固隊水道

茶數草案來常快°他原則上同志需要有一車租的有失淡施的茶敏 ,但汏力垃重新考慮回怀水道本身

的提法。

34.他 女同其他委貝的意北,即 委長舍村寫田 茶草案的主題—— 口哧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

沖突中的地位—— 位在慎7理 ,并注落避守現行武裝沖突法.夫 子建快在一般性原則中列入有夫因

跡水道泣用于和平目的的告城,肘 此他提清委員們注意 1982年 《瑛合回海洋法公釣》第 88茶 ,孩

茶規定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而根括第 58奈第 2教 的規定 ,垓奈逐适用于寺扁篷洴因j垓公的第

3U1來 ,垓茶源自犬合 199● 年所通述的夫于侵略的定〤,淡立了海洋的和平使用原則,以 及最后

涉及在武裝坤突中保伊不境的 6lg49年 日內瓦公的弟一千附加以定+算 35各 .

SS.他 攻迎附件一提出的有失民同朴教加法的茶款,特別是第 3奈和第 4茶草案,起 草委貝合

成村此仔幼研究.他逐攻迎特別報告貝力提供解決爭端机制的框架而作出的努力 J力 使肘垓令趣的

常以其正當有成果,要瓦合工作的迸展.送共同趣厊來在音趣常快的最后盼段才甘淹°

BS.最 后,他相信在下一次合以上,委 員套將在一接●f完 成紊款革棄的常快工作 .

37.友卡弟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在 恩符內容特別丰官的辨站吋悅,他將冬力研究甘淹的主要

內容,并根括他汰討站得出的堵梵提出一些建快.他持不玵甘淹的各介時期提出的一殺性建快洋加

坪站 ,但指出,他 一直考慮的就是提出′項期要怭定,有 的委貝合委真如水力他的楚班迪于洋如 ,

他玵此表示放意 .

SS.首 先淡一發第 5次根告 ㄑA/CN.4/421和 Add.1和 2)中提出的茶放,他指出,第 2● 茶

車來得到了普遍女同,委 長n● 大致同意回隊水道的不同使用之同不分先后地位°協皿姆先生 (第

21㏄ 次舍破)和 哈索內先生村航行是否中比其他使用享有优先地位的1.● 捶甚至表示怀其.然 而,共

他皮言者,如 科男馬先生 <第 2la次舍快),強調不位低估航行肘一些回家的重要意叉°正是出子

速介原因,他拭田使弗∥ 奈在尚有爭快的各种考慮之同取得合理的平竹,他深信他已成功地做到

達一庶.科 男馬先生逐正确的指出,垓茶杯題中
‘
沒有

”
一同在第一致使用吋背景不同°思居加先

生和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第 21“ 次舍快)也走快,在牛放 荼右 2放 中位提及第 8茶 °肘遠些志

兄和建快將給予道曾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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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葯 奈草案也同祥得到普通螢同,冬管犬多數委長放力位給
“
凋芾

”
一詞下一決定.他

同志達一焦,并汏力委貝令位根据所提出的建洪參照回怀法怭合”8° 年在八小格菜德就垓鬥燕通

避的茶款 (兄 A/CN.4/421和 Add.l和 2,好 lB9段 )及參照前任特別報告見施丰只你先生的

第三次根告 .‘

4U.有 些委長肘第 25茶瑋 2放表示杯康.他們同到可要求水道回在何种程度上
“
參与

”
其得

不到好史的惆市工程.他 曾想到,他使用了引自錧 6奈 的達一措洞 (“ 水道回位公平地參与...⋯ ”
),

速一洞活合說明參与的程度將与所得到的利益成比例 .速一現魚其唪上在其村第 2S荼所作評梵弗

2段 中已至說明.

41.夫子在寫六次根告 (A/CN.4/φ 7和 Add.l)中 提出的各款,他悅犬多數委員放力算笳

茶草案很重要 ,因 此引起的坪梵最多.首先,有 的委貝建快,快淹師多的
‘
組扒

”
一洞垃改力

‘
委

貝舍
”,他才此沒有意兀。他逐按同思居加先生和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的建快:盤 于水侍染疾病的

戶重性 <特別是在非洲),因 此所考忠的鉏班或委員合可久犬的各項取能中泣列入克服送一同趣的

行功°他逐准各重新鎘雩第 3欺 ,特別是 (a)項 ,垓 項涉及央兄調查取能与根告和建快的提交.

42.盤 于有失捇商茶款的尸格性辰,一些委員扶力
‘
在任何一介水道回的要求下,各水道回位

.

就⋯⋯迸行林商
”

的規定走得大迒 (弊 】數),而 其他人,包括埃里克松先生和錫正好先生的意兄

正好相反,他 們次力速一焦不可能迂分強凋.他 們甚至建快 ,央 隊上泣要求班存水道烡見舍拳行合

快 ,但情況不思是送祥.一位委長悅 ,逮行捇商的〤夯首先道用于呲達水道,而 另一委真放力,也

通用于連貫水道 .

●S.他 的宗旨是 ,參 照施串只本先生弗三次報告的提洪,揪汀的第 1歉泣在仗建破送行掰商和

有〤夯送行
“
淡判

”
之1.n取得合理的平竹.而且 ,有些委員提出,造行掰有的〤夯位受某些奈件的

的束.玉 然他准各考慮送一定快,但袒心送合給予一些回家以借口,使本來不犬尸格的捇商〤夯央

萍上成力泡形 .

44.有 些委貝汏力,肘 弟 2致 “
管理

”
一詞需要下一道些的定〤,列 出一系列管理取能是不管

的.另 有些人則放力締的回垃 自由在各 自竹兄下界定管理一洞 °他不反村后一志兄.他逐同志格

舀夫拉特先生 (第 Zl65次舍快)的悲凡:所 列管理取能只能是指示性的,他 同志一些委真的建破 .

特速英渧革列入附件,或按照要求的希革中加入找肚水侍疾病的行功 .

●S.有 些委貝考慮到現存水道委長合的效丑 ,玵 錧 2c荼球是否具有价位提出疑鬥,他在回答

中指出ε館′,中 多水道發貝舍是非常寺ㄇ的,因 此不一定涉及管理,牛二,參与回拆水道 日常出

夯的青京曾在球合回主持召幵的區域套快 ,例 如 lg88年在皿的新巫八巴拳行的匡城含快上皮表了

他●1● 的看法,他們要求淡立送祥的机构°

‘
兄特別根告貝在第五次根告(A/CN.Vη1和 Add.1和 2)中 外名 2S茶 所作坪拾的年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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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他 提出的文字修正案的辰量,特別是第笳 奈第 2和 第 3款 的文字修正,表 示9k迎 ,達是

吋送些荼欺ㄞ久精思的又一怔明°他不反村哈索肉先生提出的怭琱第 2c和 棠 21荼 草案的建快 ,‘

通逮在第 巧 茶中提及第 21茶 可能合造到達一目的.

好.夫子第 29茶 草案,他指出,一些委真放力保伊的鬥題已在其他奈款中充分涉及,而 另一

些委長星強琱孩題目的重要 ,但 鬥及垓奈是否位仗限子淡施的保#,而 不提及水道保伊.格 呀夫拉

特先生甚至提出仗涉及現存淡施,因 力新政施推由茶數草案第三部分 (卄划的措施)作 出規定.他

逐建以,第 29茶位放在美于定期交換效括和資料的弗 1U奈 和弟三部分之同,送似乎排得通°

48.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 (第 2163次合法)放力 ,第 27茶好 2敏又有些述分,因 力它的

規定甚至在村另一回家沒有影吶的情況下也道用.他承扶送一意凡有道理°

姆.有些委貝悅 ,第 29茶 第 3款 的來文垃与委貝金哲吋通述的館 2° 茶 (玵 國防或安全至夫重

要的數据和資料〉相掰調.提 出第 3款 的親定不頡害館 2° 奈規定的例外送一意兀很值得商榷°

5U.夫 于回隊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的第 2B茶車來戶生了不同的反位,有 些委

員快力是多奈的,而另一些委貝則汏力非常重要.大 多數委貝似乎螢同至少提及送一趣目,不 避一

些委員9f“不容侵犯
”
一田的含叉提出疑回,遠 的确有些恫趣 ,或許位由牧力道些的洞來替代.几

位委貝,包括馬希島先生 (同 上)和 本努納先生 (第 2164次套快),提 出是否可參照回隊武裝沖突

法的規則,送一魚已被采納。他村以下建洪沒有意凡:第 2數位明确提及在水道中放毒,按 一些委

貝的看法,送祥做构成我爭罪和危害人失罪。有的委長建快,垓荼庄分成兩部分 ,第 一部分涉及和

平使用,拜 二部分涉及武裝坤突,遠一定快也可接受 .

51.他就此錯束了肘第 24至 第 28茶革素的患錯,建以將這些茶款草案提交起草委貝金 .

52.大 干涉及茶欺執行的附件一,他指出,凡位皮言者批坪了附件的林趣.甘站似乎普遍同志 ,

第 6至 算 8荼草案超出了期要林定的范田.委 貝●1● 肘第 1至井 5奈車未友表了不同看法,但 恙体來

混犬多螢同第 3荼弗 1放和館 4茶分別表示的不歧視和机合平等叔利的現念.玵 第 2奈草案的批

坪技多.玉 然一些委真發同將持 1至 第 5荼整体提交起革委員套,但 他得出的錯站是‘附件一仍不

成熟,不 宜采取送一行功°因此,他建快只將第 3茶錧 1求和方 4茶送交起車委貝合,并象一些委

真走洪的那洋 ,不妨害最終將其并入恭敢草案正文或列入任鋒快定中.第 3奈第2數可複汏力超出

寺趣范田,因 此可被朋掉。他保留在下屆合快土就附件一其它奈放提交走洪的可能,但如委長合要

在 1991年 完成紊致車來的中快,就 必顏考慮何明扼要送祥的希求.

S3.主席應甘特別報告貝所作的清楚杰出的恩鎗.他音委真舍表明,它 是否愿意根据特別報告

真的建快特弗 2● 至方 28奈 車未以及附件一弗 3茶革未牛 1求和館 4紊車瑋提交起草委貝舍 .

Sd.科 多馬先生也感站特別報告貝所做的板好的恩堵.他 同意特別報告貝所提出的建快,但有

—— 236 ——

‘
凡上文坤注 4°



一瓨涼解:不妨時最終將附件一第 4茶草案列入將來文件正文或附件 .

55.迪 皿斯 .网 薛宙斯先生感甜特別報告真村速一板官有成果的辯淹作了卓越的恙堵.他原

Jll上 不反肘特別根告長的建快,但 要接受科′馬先生所作的保留,特 別是因力委貝套通常將收到的

所有荼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員舍,而 元淹它是否同意達些茶缺草案°

驦.然 而,玵 目前常洪的情況,他不清楚一項措洞上尚完全不知道的茶放草案和另一逐不知道

是列入垓草案一般原則部分 .某今特殊部分、附件逐是決定中的茶歉車來——如果予以保留——怎

么可能提交起革委長舍 .

S9.欲 合乎迓輯的做法是,安 長舍首先确定附件一的命迋,然 后將它含有的部分附件茶款送交

起革委見合°達一同趣很堆悅是紫迫的向題 ,因 力起草委員合已有足移的工作需要去做 .

58.巴 犿沃薛先生鬥特別報告真力什么不建快將与第 3和 第 4茶 草案十分接近的附件一革 2

茶草案也送交起草委貝舍 .

Sg.友 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員)悅 ,不是因力他本人不希望建快將館 2茶草案送交起草委貝

合,他本人的建洪是力了反映辯淹的情況。委員們村附件一第 2茶提出了并多保留,保 留不仗涉及

非歧視達一趣目和原Jll,也 涉及其央威性內容,因 力其親定可能要求玵回家立法送行修汀,送可能

超出卸要協定的范田°他考慮到如建快粹附件一的所有荼獄送交起草委員套 ,Jll 有些迪分,因 力一

些茶款已荻批准,而另一些奈款91l沒 有 .

∞.本 努鈉先生悅,他也愿意感謝特別報告貝再次表現出的建投性精神和要怭的能力 .

61.委 貝合力白已淡立的目狋是在下一屇合以上完成茶放瑋來的一放,他不知道委員合是否

打算在本屆合以上恢交肘荼款草案的常快°他也希望知道特別根告真是否打算提交任何有夫解央

爭端的茶歉°最后他鬥及特別報告貝既然建快將附件一弟 3茶車來年 1故和第 4奈車宋送交起草

委貝套,那 么,他是否放井了附件的其他系數.特別報告貝是打年粹其列入附件正文,并 因力赴理

.爭端的鬥趣而將附件王之一旁?送些是重要的向趣 ,有 失速一寺趣工作的迷展將取央子村送些回趣

鈴子的回答。

G2.主 席悅 ,根括他〺竹兄的理解 ,特別根告長不建快特附件一所屈所有茶數草案送交起草委

貝金,因 力他希望有天多的吋同送行思考,可 能要在下一屆舍快上提交新的奈效車來°

cB.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他是希望玵他沒有建以送交起革委民合的附件一的那些

奈放車瑋避一步考慮,但他沒有把握是否能在下一屆金快上提交替正宋文.

“.他在回答本努助先生的1.9趣 時悅 ,他 沒有效井附件一的其他茶放,央 隊他已向秘中尖提交

一份錧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1)的 年四幸,內 我有大好決爭端的几項奈放.他希望報

告的垓部分能在本屆合破期同分友,使委貝們有時同田淡,以便在下一居合快上迸行討淹 .

GS.巴 小沃#先 生悅,特別報告貝提出的他力什么決定不建以將附件一弊 2茶車屎送交起草

委員合的理由甚至更道用于弊 3奈年 1歉 ,垓欺元疑要求吋回家立法迸行修改.如將附件一第 3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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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臻第 1款和第 4茶草案提交起草委真奈,第 2茶章來也庄提交,以 便委貝合得到尋找有夫不歧視

性原Jll解 決亦法所需的所有材料 .

∞.科 多馬先生悅 ,如果委長含送祥央定,他不反〺將附件一第 2茶草案也送交起草委貝套 ,

些然不泣妨害它最終在將來的文件中占括的位王 .

“.友卡弗里先生 (特 別根告長)悅 ,他 些琳不反村粹附件一名 2奈車宋送交起革委真合,特

別是在作出以下掠解的竹兄下 :達 一行助不妨害垓奈在未來文件—— 文件正文、附件或任捀決定串

—— 中的最后地位°其眛上進祥做也符合他提出的將附件的第 3奈車來第 1欺和第 4茶 車來送交

起革委貝合的建快 .

惢.他不同意巴水沃幹先生肘附件一第 3各車來第 1數 的坪站°

69.本 努幼先生悅 ,甘捨已表明將附件一館 2荼草案提交起草委炅合的吋机尚不成熟°孩茶尚

未篷迂洋冬討挖已引起一些非常球手的同趣 ,而且正如委真合一些委炅所指出的,它 甚至沒有涉及

不歧視性鬥趣.他女同特別報告見在錯東思佑吋所提出的原建洪 〈凡上文第 52段 )°

7U.托 穆沙特先生悅,他螢同本努納先生的班意 .

71.主 席悅,如果沒有反肘志兀,他次力委貝舍接受了特別報告長的建快,將 第放 至 2S茶 草

案以及附件一第 3奈草案第】敬和好 4茶車宋送交起革委貝套,但 不妨害最后兩介系款在未來文

件中的最后地位 .

就送梓決定。

第 21鋁 次舍破

199U年 6月 5日 星期二上午 1° 吋零 5分

主席:文 久儲先生

后盼段主席:朱 里 .巴甜本戈夫先生

后盼段主席 ;胡 利奧 .巴本沃菸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伊斯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幼先生、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

生、迪皿斯 .阿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濱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

卡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巧希烏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

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索拉里 .田 橞拉先生、場皿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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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迎新委貝

1.主席向委見套新進出的委員保菜先生表示玫迎°

回家女任

(A/CN. 4/416和 Add. 1l

A/CN. 4/425和 Add. l,3 A/CN. 4/443,C市 )

〔洪程項 目 3〕

荼放軍來的箄二部分
∫

特別報告長的方二次根告

新的第 8至 1U茶

委長套在其第三十五和第三十七屇合快上哲時通述的草案第二部分(曰 隊黃任的內容、形式和

程度)第 1至 5秦 ,我 子 ㄍ19“ 年⋯⋯年盤》算二卷 (第 二部分),算 24-25瓦 .回 沶法委貝合

在第三十六和第三十七屆舍以上送交起草委員舍的第二部分剩余的第 6至 lG荼 的來文,兄 同上 ,

第 2U-21瓦 ,腳 注 66.夫 子在弗四十一屇舍以上送交起車委員舍的第二部分新的第 6和 7茶 的來

文,兄 ㄍ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兵,第 229-郎U段 °

草案第三部分 (回 泳女任的
“
執行

”
和爭端的解決)笫 1至 5柔和附件由回隊法委真合在第三

十八屇合以上常破并送交起草委貝舍.案 文兄 《lgB.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5-

36更 ,腳 注“°

2.主席回碩悅,特別報告貝夫于孩寺題的算二次根告 (A/CN.4/砲 5/和 Add.1)已在上次

舍快上遊交,但 由子吋同不移,委 貝套未作中快.他清特別報告真介紹垓報告,以及報告中載有的

垓草案第二部分新的館 8至 lU奈 ,速 三奈的案文如下 ,

第 8奈 等值賠借

1.(各逸未文 A).受 害日有板要求犯有回隊不法行力的回家肘恢交原狀所未扺借的任何韻害

努子金哉賠僕,賭儅教板力恢欠如不及生不法行力將舍存在的狀況所必帝的效板 .

1.(各逸來文 B).在如不及生回穌不法行力將合存在的狀況未因按照弗 7茶規定恢交原狀而

持栽子 61989年 ⋯⋯年獎》,第 二卷 <館 一部分).

特我于 <1989年 ⋯⋯年盤》,館 二卷 <弗 一部分)°

茶放軍來的弗一部分 <回 酥女任的起源),已 一法通迂的第 1至 35茶 ,兄 ㄍ19Bs年 ⋯⋯年

生》,方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U更起各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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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依褒的情況下和在此范田內,受 害固有板要求犯有因怀不法行力的回家支付金我賠

撐,賠伴散額力妳朴恢褒原狀所未抵催的任何掘害所必需的數額°

2.依 照本奈的金哉賠僕位扺伴受害回因不法行力所受的任何可送行絟洴估价的敬害,包括受

害回國民所受的任何精神振字 .

3.依 照本奈的賠借包括因囝沶不法行力而喪失的任何利泂。

4.力 本茶的目的,因 田哧不法行力戶生的掘善是通避不同新的因果失系不市与,..行 力相瑛系

的任何損失。

5.凡屈垓根菩的戶生部分是由子回眛不法行力以外的原因的情況,包括受害回也有共同遊失

的可能情況”賠僅板均泣相位地減少 .

第 9茶  利息

1.如果玵喪失的利潤位付的碚儂系村一宅敘額的利息,孩 利息 :

伍)庫 自在力賠伴的目的卄弊垃付本金效額吋未考慮的第一天起幵始卄弊 ,

<b)位 卄算至共隊支付之日力止。

2.凡屆力确保充分賠僗有必要的情況位支付笈利,利 率泣按照最道宜子共現垓錯果的利卒°

第】
。
茶 朴借和保怔不重犯

1.在 回防不法行力肘受害回造成不能以俠褒原狀或金我賠儚朴救的道叉或法律上的韻害的

范田內,犯有回隊不琺行力的回家有〤芬向受害回提供道放、名〤上或恕田性賠伴金、怒

羽久有女任的令人或保並不再度生垓不法行力等形式或以上形式的任何錯合的充分扑僗°

2.在逸掙朴儅的形式吋位考慮到所破坏的又夯的重要性,以及犯有不法行力的回京有元故意

或迂失或其次志或避失的程度 .

.S.有 管格板的國隊法庭宣布垓行力的不法性其本身即可构成道些的扑儅形式°

4.朴儅的要求決不泣包括向犯有不法行力的田京提出侮辱性的要求,或侵犯垓回的主叔平等

或日內管轄板°

3.阿〨焦一午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說 ,夫子回家云任的初步拫告 (A/CN.6/416和 Add.

i)已 7理 了停止不法行力和恢交原狀的1.9趣 ,方二次拫告 (A/CN.4/425和 Add.1)則 位主要

爽理等值賠伴同越.但是,村 現有回家女任法的研究表明,必須考慮另外兩英作用有別的回沶不法

行力后呆:犬 致”入 ‘
朴借和不再次生垓不法行力的保怔”

或
‘
朴儅

’
速車一概念的好像形式.

4.弗 二次報告的弟一幸涉及賠佳与朴佳的夫系和匡別.等位店伴的兵体作用基本上是賠伴物

辰敬害,送一祝念棋梢不清,需要作重大修改.泣 垓承快,等值賠儅通常不包括封受害回的精神或

非物辰敬害,但 它也不是只包括村受害回回民人身或代理人的物辰板害.

5.及 常兄的回狋不法行力是村与回家有大系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敬害的行力.此 爽直接形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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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回家的韻害即使影呴的是作力私人的上迷人長,它 也并非思是一种草先的物辰散善.他往往也是

一种精神被害或瑰屈精神根害 ,而且和物演損害一祥有正些理由要求賠借的.冬 甘各回法律制度玵

精神板害的耙定相些不一致 ,但 回狋法的央域和站著表明,回 隊不法行力村私人造成的精神散失位

作力受害回所受主要韻失的組成部分蛤子殕借°

6.遠方面的主要例子之一是美回德回混合索店委貝舍 1923年我央的
“
戶西塔尼皿母

”
來 (同

上,第 1° 段),在垓案中,仲裁挨指出,村 因突然新免家庭夫系而造成的精神痛苦或打古,位玲子

合理的賠佳°只要曰隊法庭放力有必要 ,恙 是肘私人所受的精神敬害玲予金俄賠佳 .另 外的例子逐

栽子報告 (同 上.弗 Ⅱ -12段 )°

7.外人的精神掘害不依包括私人而且逐包括私人身分的回家代理人,他 虛与肘受害目的東

卷、卒尸和威信所受到的嵌害匡別升來,送神根字有肘被放力是任何不法行力的后果,不 管有元具

体物辰瓶害°似乎很明昱,肘 回家的精神韻害是一种不同的敬善 ,原 因有三:(a)他不是介人 之

同法律体系使用的精神敬害一洞意又上的精神頡害,而 是特定意〤上村回家卒戶的妨害的精神插

害;(b)他 是任何回昹不法行力的后果之一,不淹垓行力村受害回回民或代理人造成的是物辰、精

神或其他非物辰損害,(c)由 子其狂特的性辰,它 的朴散亦法不是金我賠僕本身,而 是一殺列入

“
朴僕

”
概念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兵体焙借形式,而且是垓未活告ㄇ的狹〤上的朴敬加法°

8.上 述考慮將在報告有夫有別子賠借的+l敬 亦法朴伴部分中得到更加充分的支持 (同 上,方

1。6及 以下各段).班在必須指出,送些考慮似乎与以下

一

共相矛盾,即有.+作力金我賠伴所判努

的數額中,央 哧上已銍包括了肘被份害目的精神根害的賠撐.一介例子是翐合國秘+米 1璐6年 7

月 6日 在第一次
‘
彩虹勇士子

”
案件中作的我央 <同 上,方 134段 〉。但是,在 回隊判例法,特射

是外交共跩中有︴多情況是 ,村 子受苦目的精神掘善蛤子明昱的特別种失的朴教 ,達 种才卜救 l=共 力

“
朴儅

”
。垃垓指出,夫于村人的精神韻善,日 防司法裁決銓常有速標的情況,仲裁真肘速种嵌害判

垥的款額,明确林之力
“
朴儅

”,而不林金我賠伴:例 如何斯未和弗朗西斯 .馬 達來 (同 上 ,第 17

段).肘于此爽情況,文 就中也明五地出現使用
‘
朴伴

’
概念的傾向.

9.然 而,他次力他所提到的央跩和文秩与區分兩种帝神礙害沒有矛盾,一种精神韻善是玵企

人的頡善,可 蛤予金我賠信 ,另 一种是肘回京的精神強告,府此可能珨子令Π意〤上朴佳的特定朴

散.報告第 17段引用的有些判例和文就中使用的
‘
朴儅

”
一切位非常一殺地加以理解 ,可作力最

ㄏ〤的賠儅的同〤詞 ,或 以求接近千孩詞的寺ㄇ意又加以理解 ,并 以肘介人的精神板害与肘口束的

靖神損害一致的背好加以理解。送些央我的例子初看起來似乎又与自主形式的朴伴作用相矛盾 ,但

他次力

一

共并非如此.因 京的精神敬害在回隊夫系中又兵狌特的典型性,因 此他是寺ㄇ意〤上朴借

的同題,報告寫三幸甘淹速介鬥題。

1U.報 告館二幸涉及有別于+-儚 的等位賠信.送一祝念要遊汏一奈著名的原則,即 瓜戶〤上排

賠僅的堵果位垓
‘
消除

”
,用 君茹夫工ㄏ來判泀中的活 (法律依据〉來悅,┤├法行力的一切后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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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方法是力受害方的利益俠交
“
如果沒有不法行力本合存在的狀現

”(同 上,年 21段 )° 盤子俠隻

原狀往往是不完全的,最 后共隊央施所渭的6茹太原則昱然要通遊金我賠儂的亦法°

11.等值賠儅有 3介 匡別子其他形式賠儅的特魚。第一介特魚是,他 能用子能按金我估价的根

善包括精神掘害.好 二介特魚是,星 然任何賠借形式都含有一定程度的怒羽成份 ,但等值賠儂按其

性辰主要是起賠借的作用 .弗 三介特焦是,等位賠信的目的是時儅回隊不法行力造成的一切篷游上

能估价的敬害,但 也只限子之些敬害.在送方面,有失著作和判例法都有明确表示,例 如 ,“戶皿

塔尼正
”

未 (同 上,館 放 段)和 夫于德國外共 1914年 ?月 31日 之后和有萄牙參找前的行力所承

但女任來 (同 上,弗 拓 段)°

12.報告 (同 上,第 22段 )說 明了在等但賠借方面所戶生的1.● 趣,送 些鬥趣疸包括迸茶效或

茶款的浮梵 .冬 管涉及上迷大部分曰趣的判例和回家其跩相些丰宮,但 多數半者傾向于不承放有比

君茹夫業中所表迷的更具你的任何一般回隊法規則°缺乏比君茹夫案原Jll更 力具你的回隊規Jll大

概不象相些多的半者所放力的那祥地村.既使在駁早的著作中也有不乏速方面規定的述象°報告第

29段所引的學者指出,固 隊判例法律意兄与國內法律休系中侵板行力法規 lll之 同有明昆的相似

性 ,回 隊法庭和索賠委員套有參照泣用私法規9lj,特 別是多馬法規Jll的 白然傾向.更有悅服力的是 ,

他們位用的是仿照日內原則或規則的回隊法律原則.換 言之,构 成回隊法重要部分的規 l1.,冬 管他

們可能与國內法規Jll多 么相似,是各回在芳特派特所渭回狋法的
“
私法失比〞

的基地上,適迪判例

法和各回自己的外交共跩在被林之力曰哧憤例的形成達程中皮展而來的.

13.不 可指望達些規則非常具体°不可連免的是,在堵如金哉賠僗的同題上,一切都取決于各

案件的

一

共和具体情況,而 送些將由回昹法庭或索賠委貝合或通避外交途侄來決定。但是,庄 孩喔

琱 ,規則必然比較一般和良活,但速并不意味若送些規則只是一些指早原則,不 能加以編泰°速些

耙則是規定受害回的杈利和不法行力回的相位〤奔的規J)1.此 外,在 回隊女任領域比其他領域更力

明昆,回 酥法委員合的任夯不仗俱是編來°凡是討苧悅和其我的研究表明現有法律不明确 ,不确定

或者有
“
空白

”
吋,回 隊法委貝合不一定要宣布案竹不明,延期判決°庄些作出努力 ,根括似快研

究送介鬥題,并弄清是否可以通逮皮展回呠法消除達种不确定性或填扑達种空白.

14.一 共上,他放力,由 于一般回家女任,特別是企俄賠借 1.● 趣的性辰.在 回家女任的車屎中

包括迸逐漸友展的成份看來特別合道.由 子回家同利益的沖突更加直接,因 而,在初圾規則方面更

椎以共現逐漸皮展.但是,在 回家女任領按內,冬管各固有匡別,但各國比技可能就金俄賠借的一

般原則送成掰快 ,原 因很何車任何回家可能友班自已或者赴于受害回的地位 ,或者7于行力目的地

位°由于次數規則有令快,回 家云任領域肘超越尸格的幻求提供了可能性 .

15.如 果同志不法行力造成的所有掘害都必須殕伴而且只有不法行力造成的敬害才必級賠

催 ,則 必顏努力匹分可能被杕力是不法行力所造成,因 而位于店佳的后呆。在送方面,可 以甘淹

“
直接

”
嵌害和

“
同接

”
韻害之同遠′引起爭以而且可以爭快的同題.作者和判例法偶小提到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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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和恂接損害的匡別,并 以同接嵌善力由怔明不判蛤賠儅金是正确的.他放力有令快的也并是因

果夫系‘兵正的爭快不是不法行力造成的敬士是直接近是同接 ,而 是在非法行力和板害之同是否存

在不同新的因果夫系.報告中涉及直接和同接原因以及因果夫系的送一市很卡,可 以作下列祝括 :

<a)直接而且完全由于不法行力所引起的板岳必須全部支付賠借安,<b)完全由于不法行力所引起

的損害,即使根害与孩行力的球系不是直接球系,而 是通迂一系列彼此之同先摔由因果夫系敢在一

起的

一

件所形成的球系,也必須全部支付殕伴安.根告第●B段 中哉有甘菜克——斯特恩用代我的

方式村之一 1.● 題的甘淹 .

16.報告逐甘梵了因果朕系和并存的原因1.9適 ㄑ同上 ,拜 ●●段起各段),包括受害回行力 (同

上,第 47段起各段).在 送一1.9趣 上,共 我和半味只是位用了因果夫系規則和有大多种因素并有的

任何案件的林准.

17.等值賠伴的范田必須包括受害回迪受的全部物辰韻害,包括肘私人或回家代理人人身的

精神技害.因 此,金我賠借必頸不仗包括肘回家的直接散害 (如 肘其一般領土、戶火的鏟班、日內

外財戶、軍卒淡施、外交偉舍、船舶、弋行器和宇宙又船等造成的強害)而且必須包括村國家的同

接嵌害 (如 通越其回民或代理人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的版害)。 如他 已銓在初步根告 (A/CN.4/

4∥ 和 Add.l)中解釋的那祥,他不接受直接敬害和同接根害的匹別,并清委員舍登園已故的保

多 .勒泰的活,他 的第二次技告 <A/ψ坊 和 Add.1,腳 注 l1U)作 了引途.些 琳肘私方的損害

包括被視作私人的回家代理人的振善°

lS.在 達一竹現下,可 以6分財戶敬善和人身份害.人身妨害包括肘介人的身体和精神擬害 ,

近涉及褚如元理拘押或任何其他限制自由的措施,酷刑或其他村人身的身体梖害以及死亡等的仿

害。此美案例,只 要能移次銍洴上好估 ,回 隊判例和回家其我都是按照道用于玵國家物演損害的金

我賠儅的規則和原理來哭理.他 不必再次提到
“
片面塔尼正

”
來 (同 上,靠 56段 )和 科孚海

峽案 (同 上,第 57-58段 ),因 力在達兩案中介人的死亡和身体仿害呈然是鬥題 .

lg.“財戶根害
”
指的是涉及自然人或法人的發戶,可 能包括回家的姿戶,但与介人元夫.玵

戶被害恙是一介承自然地通用金伐店借的領撥,司 法我共和外交其域正是村達种敬字似汀出金我

賠儂的原則、規則和執行杯准的.主要在財戶敬接方面,司 法我決和半悅都采用私法 <大 l工 法系或

其美法系)中 典型的匡別和分爽,加 以修改,使之道位回隊女任的特魚。

2。.此 外,戶 生的根字和喪失的收益之同的匡別現在子上迷竹玩,送 一匡別的戶生是由子喪失

的收益是等但賠撐的一部分.肘喪失的收益的賠借同捶有吋在判例法和半悅中都友生田堆 ,因 此 ,

報告牧力洋冬的站及了達一同趣 (同 上,乍 ●B-76段 ).

21.甘淹的第一今日趣是決定喪失的收益中因果夫系的作用,在 達方面,必須消除直接強善和

同接強害之同Ⅸ別的某些含混不清的地方,因 力喪失的收益被錯侯地看作是同接掘害,而博菜克-

斯特恩則解,g.力 <同 上,第 SS段 末尾)所涉及的是因果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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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 二介鬥趣涉及利潤板失的坪估亦法°技帝用的抽象亦法是在賠僕主要插害垃什的教額

上增收利息,達 一加法往往是些

一

方被判好次的銬果 .估 卄喪失的收益的其他亦法以似乎比草先資

本加利息更力具你的范例力基地 ,因 而不那么抽象 .此 美赤法帥基砧或是同一自然人或法人在被剝

年時或逆受強害吋所放的利洞,或 是相似的企╨在同一吋期所荻的利湖。如果估卄是,以格雷的垢

悅 ,“基于特定案件的中央,基于受害企ㄓ或財戶在垓吋期內本位荻得的利洞
”
,便使用所渭的兵体

亦法 (同 上,弗 7U段 ).

23.喪失的收益趣日下的另一介 1.9趣 是估卄在非法沒收作力菅╨及送企╨的外回工商╨發戶

的喪失收益°在達一同輕上的共域不是非常明确,有 時扶本性很高,報告 <同 上,井 91-9c段 )甘

梵了送一
(.9趣 ,他研究了仄界佐工ㄏ案 (法律依括)到 伊朗一美日法庭裁決的一些案件.要得出确

定的坫淹并非易︴,他 攻迎委貝舍在遠方面珞予指專。

2● .有 失等值賠借的援后一魚是利息,要甘淹的第一介泀捶是,根括一般法是否位付利息 (同

上,第 77至 第 81段 ).學 悅和其域都反肘少效否定立場 .垃 垓支付利息技看作是位用充分賠修原

則和絮比利皿鬥迷的隨之而來的遻輯准Jll的 行力.他汰力 ,利 息是表示使用烡金的价值 ,它 只不逮

是法院所捅有的确定債叔人在一定吋同內不能利用一芼資本而避受頡害的一种手段 <同 上,第 佔

段)°

2S.美 干利息超弊日期日題 ,司 法央踐中出班迂三种立埸:起 算日期是掘害友生的日期,起弊

日期是作出賠伴板的判決的日期J超 弊日期是在口隊上提出頡害賠儅要求的日期 (第 84段 ).報告

(同 上,第 85至 87段 )筒 草地回頑了在遠方面的其跩°

加 大部分案件的裁決都傾向子支持索賠吋同力起弊日期,以 免使女任回因可能不知道菜●f

期白已有〤夯支付利息而承但責任.但 是,甘淹的大部分案件中每一來件都有其他具体考慮建快傾

向子索賠日期 (同 上,第 89段 )° 就他 自己而言,他傾向子伏力,超算日期庄孩是板害日期,他 同

志布朗利的下列慮兄 :‘在仲裁協定中沒有音 )● 挑定吋,按 照一殺原則,作力賠借和恢褒原狀概念

的必然培果,似 乎垃以不法行力的日期力起算日期
’(同 上,弟 92段 ).

29.失 于找止 日期的司法其跩比技一致些,思 的意凡是位以判決或最后裁決 的日期力找止日

期 .

2B.他 逐沒有就利卒阿題得出任何可市的錯梵 (同 上,好 95-g,段 )。 就其域而言,有 人指出,

不可能弄清仲我貝采用某一利卒而不采用另一利年的原因.在并多集件中,特 別是*賠 委員合裁決

的案件中,所 判的利率是按照被告目的法定利卒估卄的.另 一些案件則使用索賠目的現行利率、商

止利率或債叔人的本日利卒°在遠方面有趣的是;比技
‘
幼水遜助時

’
未和皇家荷〨芳埃德瑋的相

反裁決 (同 上,第 9● 段).他沒有得出任何強有力的錯淹,攻迎委員提出看法°

2g.報告分析了失于交利与車利的有爭快鬥捶的一些我央.星 然挪威船主索賠來〈同土 ,第 98

段)中 考慮了欠利的可能性,但 沒有作出什蛤欠利的判決,原 因是,索 席者沒有提出垃作出此种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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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的充分理由°但是,在另外兩介案件中,準沙屯力公司來 (法律依括)和 洋利特威格一沃本夫斯

,Fl格和下德芳伯格缺道案 (同 上,姑 gg段 ),作 出了支付欠利的判央,而在法器正尼來 (同 上,弗

的 -1°U段 )中 ,原 則上不反肘交利,但 共淋上技拒免了.上 迷案件都沒有91原 Jll 作明确的說明。

另一方面,在英國在西屈摩洛哥〤的索賭來 ㄑ同上,弗 1Ul段 )中 ,仲裁貝指出,必須要有特殊有

力的理由江明位作出与普遍的判例法相反的判決.另 外,在布萄牙殖民地未 (瑙利拉事件 ,第 1U2

段)中 ,有萄牙提出欠利索賠,但仲裁庭以報告所迷的理由作出支付車利我央,五然否定褒利是由

干達祥舍大大超遊喪失收益的教板.他 自己的不成熱錯站是 ,凡 是能正明力保怔充分賭伴受害回韻

害所必需吋就位作出支付欠利的我次.

3°.根告寫三幸是夫子賠儅的幣二种形式—— 朴信.垓車分力四市,分別涉及夫子垓同趣的淹

著、判例、外資共域和朴撐的性辰及共同其他賠佳形式的夫系°就年一市而言 (同 上,第 lU6段 超

各段),多 數作者放力朴僕是肘敬害回家尊戶、東卷或威望的具体朴救亦法,而且也十逐是村達反

受害國主現杈利所造成的散善的朴救亦法.伯 俺智理和安芥洛蒂特別強惆后面一魚.因 此他放力 ,

蛗然有庶低估朴儅 ,但 著作放力朴儅是一种有別于賠借的白主朴救亦法.但 送并不預示將朴僕与其

他形式的賠儅混力一淡,甚 至將它合并迸其他形式的賠信.因 此,他 不信服多米尼塞最近肘自主性

采取的否定怒度 (同 上 ,第 1° 8段 )° 在梵若中朴儅逐以它典型的形式匡別于恢欠原狀或賠禮,根

告 (同 上,弟 1° 7段 )提到達一庶.一介夫鍵月趣是,朴儅的性炭是否具有怒田性逛是賠借性.并

多作者快力朴修先屈賠儚性 ,其他作者ll)放 力扑儂屈恁研性°和恁例性珧魚有失的是朴僕位孩与連

法行力的尸重性或与女任囝遊借的程度相秝的視魚°另一介 1.9趣 是受害國是否可以逸捀庄垓采取

何种朴佳的形式,邊又引起另一介同題,即 91此 共遊捀位加以何种限制以防濫用的回趣.一些作者

指出,央 跩,特 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我以前的其我以及兩次世界犬我之同的
一

些共例表明,強 回思想

提出与不法行力目的珞戶和平等原則不相容的要求.

31.他 在報告中呈然沒有提及全部外交共踐,但他的錯淹是,司 法裁決和外交共域充分近明日

吥法中存在看作力賠借棋式的各种形式的朴傑.達些朴借特別怔其了班行的捲著,速 些捨著放力 ,

受害回逆受的精神、政治或司法掘害的朴救亦法是扑儅.換言之,是 一种E別 子堵如恢欠原狀和金

磁賠儅的朴借性賠佳的想罰性琣僸形式.在遠方面,呈 然弗一次
“
移虹勇士

”
案 (同 上,幣 134

段)的我次被放力包括了朴佳的成份,但最近的一次我次,即 好二次
“
彩虹勇士

”
菜
‘ 的我央具

有兩介新的特庶,伸 我庭快力被告目的行力与根括 lg㏄ 年瑛合回秘+長夫子在大平洋一由峙上拘

押丙名人真的我央送成的怭洪不相一致 ,也不符合下列建洪 ,印 兩介有大的回京位李出相些大的一

鐺款項以及展兩回人民之同的友好夫系.

‘法國一新西〨仲裁庭 199U年 4月 3U日 裁決 <Interna｛ :on.lLawReforts(Cambidge),vU1.S2

<199U), pp. 5° Uet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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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朴 借的您闐性或怒戒性与有失回家之同的主叔平等并元矛盾.些 然,在后阱段,也許有受

害回采取直接行力9I仿 害回施加制我的同趣 ,例 如以根交的形式施加制裁.送 一險段就是,由 于焙

僅和 (或 )朴伴的要求沒有

一

生效果,不 法行力的共辰性或直接后果將持化力另一种后果,即 受害

曰玵于仿害回不屈行其作出店摟的所渭
‘
次數

”
〤夯作出反垃.在送到達一天鍵險段之前,朴儅并

不涉及遠美直接措施.且 然朴撐的要求通常由受害國提出 (除 非所幸仿害回在達之前已篷主功提

出),但 是朴借卸在子份害日本身采取的行功.所 以元希捏心朴儅合戶生一口肘男一日共有制裁,瓜

而戶重侵犯妨害田主叔平等的悅念,送并不是玵仂害曰施加例我的向捶,而是一介
‘
自我

”
制我的

鬥捶 ,目 的是通述仿苦日本身的行力消除被害回所受的精神、政治和 (或 )法律上的仿字.在達方

面,他靖委貝們參看英列里的活,送段活引于報告之中 (同 上,第 144段末).

33.報 告第四幸是青ㄇ夫子不再重犯的保怔1.9睡 的.它 是朴伴的特殊形式.各 回在遠方面的扺

行程度不一,但 是似乎有三和可能的情況°在一失案件中,要 求保怔采取的形式是要求仿害回正式

保怔它今后尊重被害目的特定杈利或承汏存在一种有利于被仿善目的特定狀況 .在另一些案件中,

受害回要求仿害因肘其代理人波出特定的指示.第 三美情況是,受 害回要求仿害回采取一定的行

劫,速种行功被汏力可能防止力不法行力創造奈件 .在有些案件中,走 甚至包括仿害回通避或庾除

特定的立法茶款.他汏力 ,村 其我的板力有用的研究表明,垓朴救亦法是回隊不法行力后果的組成

部分°

34.夫 于賠借的形式及程度与拉錯的形呴的報告第五幸,不 管委真套在迂錯曰趣上的立劫如

何 ,元 疑在甘淹控制回隊不法行力的后果鬥趣吋必須玵此作某些明示或暗示的提及°放力不管有元

避錯不法行力也可能存在是一口

一

,但不管是放行力的央辰性后果 (換 言之,賠儅与朴佳)來看逐

是汏肘佛害回采取的措施、反措施、根欠或制裁 (達將是他弗三次報告的主題)來看汰力垓避錯与

之元夫是另一口

一

.不 管委貝舍村上途兩介鬥題的弟一合同捶采取什么悉皮,他必須承汏 ,避 措肘

固床不法行力的央辰性和程序性后果超若重要作用.由 于委員舍不便被要求赴理不法行力而且遜

被要求爽理罪行,因 此此失承扶尤力重要 .

∞.盤于有夫垓鬥趣的著作不多,他 引近了奧本海 (同 上,第 181段 )和 阿戈 <同 上 ,算 182

段)的現庶°就其域而言,必 顏在方法上匡別褚如依交原狀或金我賠偌等的賠儅形式与狂特ㄏ〤的

朴件,包 括各种形式的婊罪、所好的恁同性賠信、保怔不再重犯等等.夫 子避錯肘金哉賠佳的彩吶 ,

他提肯大泉注意第五幸 C.1市 ㄑ同上,#183段起各段).但 些然,正 是在朴僅達一往往被低估

或忽視的朴救亦法方面,才 技明昱的感到有迂借的形呁 (C.2市 )(同 上,館 187段起各段).在

他分析的所有案件中,在 以朴伴替代金我店借或朴偌作力金我賠後的重要朴充吋,述借起了重要的

作用.在 多散情況下它逐在要求并控常荻得的朴借形式的辰士和數1方 面超了重要作用.在 遠方

面,他再次提到了 1gs6年瑛合曰秘中挨村
“
彩虹勇士”

未作出的裁決 (同 上,第 134段 〉。

㏄.他想強惆賠借的不同形式之同的匹別,但他具有充分的現共杰度,充 分汏伿到因阡生活和

—— 246 ——



其施法律的現共,他次力不一定互相孤立地共施不同形式的賠儅.主 要是程度上的匡別,在 此很可

能有英种避錯的成份 .例 如,有 1937年 日本和美利坐合余回之同的潘肉卒件 <同 上,第 126和 139

段)以及 1945年后涉及赤瑛和美目的案件中,地不能將妨害回作出的扑借理解力弱目屈服子大田

淫威的行功.在分析我生于直接外交大系中的效百件朴件案件吋,他 沒有式田以有元避錯或避借程

度的珧魚來确定送些案子的志又.他放力.在放井避錯在朴儅鬥趣上所起的作用的概念以前,委 真

舍位孩就速一日趣避行一次研究.

B9.夫 子館二次敬告提出的茶放車未,他提帝犬家注意村莊 8恭 (等位陪儅)館 1致提出的各

逸呆文 (A)和 (B).幣 2敏介紹了可造行砮游估价的概念,弗 3放有失由回哧不法行力造成的利

泂韻失。第 4款也涉及因果夫系,垓獄沒有匡別直接強善和 l,● 接敬害°算 5敖涉及除回隊不法行力

以外的原因,包括受害回也有共同避失的可能竹況°夫于第 9茶 (利 息),他 回肊了他村利卒鬥題

和褒利子草利回趣的怀疑.最后,在 第 1。 奈 <朴借和保怔不重犯)中 ,在承次仿害回都不位村犯

有不法行力的回家提出侮辱性要求的同吋,他 努力提出朴借的朴救亦法的規定°

第二副主席巴小甜戈夫先生主持舍快 .

BS.卡某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 ,由 于分配給垓青題的合快次數有限,他想知道將辨淹分力兩

今狙立的題目,即 賠僧和朴僅是否可取。

39.阿 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別狠告貝>、 主席和伊留埃卡先生作了皮言,鞚避筒短甘挖 ,卡菜

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收回了他的建快 .

4°.本努納先生注意到第二次報告 (A/CN.4〃 25和 Add.l)第 五幸似乎升提出的奈款草案

沒有直接形喃,他 1.9到 是否在本次舍快或較后的險段申快述措 .9題 °

姐.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員)悅 ,避借概念是落 1U荼 草案,特別是弗 2數措月中固

有的.以前的特別根告真沒有赴理達一阿趣,他洪力,將送一1.9題 幼入他的弗二次根告的內容不依

合理而且及時.

第一副主席巴小沃薛先生主持合洪 .

●2.格 雷夫拉特先生祝蜜特別報告真提出了資料丰工翔央的弗二次報告 (A/CN.4/625和

Add.l),并提出了三項奈放車來.他不想隨若特別報告長陷入肘原Jll性 理梵站趣和仲裁庭作出的

棋校兩可的裁染的卯日持久的甘淹,而 只打弊玵提出的茶缺草案的措洞有直接影呴的向趣作一些

倚車的坪梵 .

芻.如 常淡回哧法院 19η 年所指出的,“ 日隊法的原則是,違 反林破芯味著以道些形式作出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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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的叉芬
”

.ε 特別撤告見在其初步報告 (A/CN.4/姓6和 Add.1)中 提出的弊 7、 第 8茶草案和

第 1U茶 車來涉及不同形式的賠伴°送些陪儅的形式有某紳相村的狂立性,帝要作出某些捇琱,以

使賠儅能侈消除不法行力的所有后果 .逐需要作出林惆以保怔賠伴的提出只是力了
“
在需要的時候

作出恢筴原狀或代替俠欠原狀的支付所沒有包括的散失賠借的我決
”

.‘ 自在茹夫工ㄏ來判決以來

的共同蕉即如此°館 7和 第8紊 的同題是沒有明确悅明恢象原狀与資金朴撐之向的夫系.沒有界定

俠欠原狀的內容,因 此堆以确定弊 8奈 中資金瑋傍的范田.看來送就是特別報告真研肘第 8奈 第 l

款提出兩項各逸來文的原因°但是,上 述兩攻各逸未文是否以不同的恢欠原狀稱念力基地則不明

6孟t°

44.送兩項各逸案文都有魚含糊不明,也︴因力在各近來文 (A)中 特別拫告真斌田暗示,而

在各遊案犬 (B)中 明示說明伙反原狀的定又,它 不是以恢欠行力存在之前的狀況力根据 ,而 是以

碗立如果不友生達法行力將舍存在的理捨或假淡性竹玩力依播.但是,各逸案文 (A)在 達一魚上

使用的措詞模糊不清 ,孩來文何車的淡到
“
依欠原狀所未扺儅的任何敬害

”,而 肘孩洞悟的意火未

作任何解釋°在各遊瑋文 (B)中 ,使用
“
恢交

”
以前球朱存在的狀況的詞浯,使 同趣更加混淆不

清°如果使用此美戶〤的恢袈原狀定叉,恢交原狀必須包括整介殕俘要求并忌是包括一定效丑的金

我賠佳 ,送是賠伴利湘喪失的通常亦法.然 而,他袒心由子弟 8荼玵
“
依欠原狀

”
一同怎祥理解沒

有作任何界定,特別是如果第 8紊不能以第 ?茶力依括,那 么它送祥用洞只合引起混淆°

巧.因 此,他 既不能支持各迤菜文 <A)也 不能支持各近來文 (B),而 傾向干達祥的來文,垓

案文明确悅明,在 要求賠●.+范 日內,如 果沒有作出賠僕或以恢欠原狀作出朴儅 ,可 以要求金俄賠伴°

達將包括兩介方面,即 ,提 出銓游賠儅的要求,以代替恢炙原狀 ,以 及支付恢交原狀沒有包括的所

承受的敬失賠催金.此 失荼數將以此力茶件 ,即 恢失原狀意味者俠欠不法行力以前存在的狀況.他

扒力,送就是委員舍在弗三十六屆和第三十七屇舍洪上決定將特別報告長以前的第 6和 第 7荼草

案提交給起草委貝舍吋的理解 .’  恢象原狀和數ㄏ〤的賠借要求之同的送种區分近將与封討草案

第一部分所通迂的堵枸和加法一致 ,草 案弗一部分依指的是回狋〤夯的達反,而不是引起的頡害 .

他放力速也和班代回家共域更加一致,達可以汰 lgsB年 ㄍ大于南板各紳才戶發源活功管理同趣的

公的》和 19η 年 ㄍ空同物体所造成瓶害的田所公的》第十二茶中看出.

茹.此种解秤逐特考慮到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受善回.如 果達反了一項所有人的〤夯 ,如果特有

=茹
夫工ㄏ ,管括叔鬥題 ,1929年 7月 2● 日第 8母 判決,ㄍ 回沶常淡法院,A輯 》,算 9母 ,

白宵21更 °

在茹夫工ㄏ ,共辰鬥趣,192B年 9月 】3日 第 lB孝 判決,ㄍ 回吥常快法院,A輯 》,第 9辛 ,

第●9瓦 .

兀上文腳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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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法律夫系的各回看作是受害回,那 么所有達些回家可以要求停止不法行力或俠交原狀 ,特別是法

律上的恢欠原狀 .但 是 ,只 有其師上避受敬善的回家才可以提出俠交原狀所未曾包括的板害的等值

陪儂.因 此,一般的提及受害回在此爽竹兄下是不移的.必 須明确說明受害回只有叔直接或通遊共

回民肘沒有包括迸恢欠原狀的自已本身避受的敬害提出殕信要求.括他杕力 ,達迄今逐未在車來中

加以明示說明。

史先生回任主席 .

●9.大 于坏境保伊同題,很 明區在許多竹況下若干受害曰可能有叔提出停止和恢欠原狀的要

求.但 是,其 所上往往只有一今或兩介回家可能受到恢欠現狀所沒有包括的彷害,爪 而有叔提出賠

信要求,而 送种要求在其他受苦田的情況下是不合理的°此榮侍兄和 1969年 《籬也納茶的去公

的》第 6U茶 2款 (b)項所我的情況有所相似 .

48.必 須弄清楚,第 8每車果的含〤是否包括吋所有敬善的金俄賠催,包 括代替恢欠原狀的賠

儅 ,或者只討恢褒違法行力之前的狀況所未曾包括的此共根害作出金我賠儂.送 兩介不同阿題之同

的匠別不俱玵賠催數目而且肘不法行力概念和有叔提出賠偕的受害回來悅是基本的鬥趣.他并不

快力所有有叔要求停止和恢欠原狀的受苦回也有叔要求金我賠儚°

49.整 介草案依括的假波是,是 達反一項回酥〤夯的行力,而 不是造成的嵌害戶生回家女任和

決定其內容.敬害沒有作力戶生回家責任的回隊不法行力的組成部分列入弗一部分第 3茶 .然 而 ,

沒有包括迸恢褒原tk的 損害是受害回要求踣借的必要奈件。力了要求停止不法行力或快褒到不法

行力之前本已存在的狀況,受 害回只要迂明其杈利由干達反火夯的行力而迫到侵害就衫了.但 是 ,

要提出依欠原狀所沒有包括的敬害賠儅 ,逐必須怔明不法行力的遠种另外的損害和仿亡°夫于要求

恢與原狀所沒有包括的敬害賠借,确 共可以將共穌友生的根害看作是賠伴要求的＿fg成 部分 .在 達方

面,如 果起草委長含重新采用以前提告中使用的亦法,連 免采用拉丁悟木活,因 力遠在所有法律系

統中不帝兄,并且很容易戶生不同的好猙,送洋可以推功委見舍的工作 .

m.年 8茶草未第 2、 3和 4放 引起了海多久染同趣,道主要是因力它們肘頡害的估价規定的

大洋匆 ,或者次力送些銅市是理所些然的,沒 有明确界定肘何种敬善可以提出賠借要求和估价的法

律狋准是什么.如 果委貝舍除了确快快交原狀和等值賠侉的原則之外遜想多做魚工作的活他必無

比上述茶歉所建破的更加精确 .比如,‘可送行象游估价散失
”
速一月好的意思是什么 (第 2敖 )?

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子所采取的哲學念皮 ,杕 而必然取決于所戶生的有爭快的係拜 .報告和紊放

本身都沒有明确解拜送一祠活.沒 有表明它是否排除回束本身的精神嵌善或者包括預防措施的安

用或此大措施直接帶來的其隊篷游掘失.五妹,垓詞悟并不車指可用效丑表示的銓游損失°但是 ,

是否仗仗砮洴上可以表示效丑的振失才能被次力是可避行銍洴估价的敬害?或者是否必須兵正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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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撮失?此 共同趣在不塊法中特別重要,不可能在 19世 免的仲裁庭裁決中得到反映°

S1.他 放力,夫于回家云任的一般性公的車來不泣如此#幻 ,但是如果它送祥做 ,它 庄垓至少

送到具体公的已銍包括的水平,在 達方面他通遊拳例提到了1g77年 6夫于淡立賠借油污回防基金

的公約》.些 然,由 子只限子意外

一

件 ,垓公的的亦法板力狹窄.永久性活功造成的嵌害的情況逐

戶生其他 1.9趣 °可以怎祥或位孩怎洋理拜
“
可送行垤游上估价

’
送一詞悟的同題弓｜起了忤多久染同

趣,其 中并多是特別具有現代性的同趣.弟 二次報告和茶放車素未能加以用明.可 以承放,受害因

回民追受的物演強害一般快力包括在賠伴的要求,但可能堆以(如果不是不可能”括)找到在銓洴

上估价達种韻菩的普避接受的林准 .

兒.根告 (A/CN.4/425和 Add.1,第 59段 )悅法院能姼按照村受害者央隊造成的根失的

銓疥估价确定賠催效額 ,送似乎有一魚夸大其詞°德南望重的作者將仲裁庭肘非物辰損害的估卄描

彎力將一些看來是任意次淅拼湊起來的來西°不幸的是,報 告沒有提硅大家注意此榮法庭判決所帶

來的 .9趣 ,八而使人們肘并多引怔的例子的价值戶生了怀疑.十九世先行得通的球西今天仍然使

用 ,例 如,美利坐合尒回准各村 19BS年美國軍舥打落的伊朗疵班的每↑受害者賠佳 75,UUU美 元 ,

但 自己卸提出村 19S9年被一架伊拉克弋机友射的早彈古中的美回另一放軍舥的受害者每人賭伴

8U万 美元°仲裁庭研討非法拘捕或盟錼、便害和侮辱或死亡所作出的賠佳裁決也知乏貢性.如 此 ,

非法拘留的賠伴金差別很犬,有 8美元一天,一介半小●12千美元和逮捕 4小 時 25°°°美元.与 博

帕水文堆有夫的肘美日受苦者的振害賠伴額可能比印度受害者的頡害賠伴額高出十倍,速又是一

介适些的例子。因此 ,“可送行銍洴估价
”
遠一詞悟缺乏具体內容,如果像特別報告貝 (同 上 ,第

29段 )那 樺放力,可 以找到比牧一致的解決亦法,并可以推定存在的相垃的規則或林准送就未免

遊子/fN現 °些然如果委真套杕力有可能、有必要和明智,送并不妨磚它建立此共沶准,他本人并不

支持此失方針°如果沒有按照法律林准肘
“
銓洴估价

”
速一詞悟下定又,委 員舍不位通迂第 8奈草

案第2敏或至少位垓粹受害回回民的精神板害与肘回家的可迸行銍洴估价的敬害分升°
“
包括

”
速

一詞在好 2歉 中似乎并非特別有用 .

SB.常 3款 中
“
因回跡不法行力而喪失的任何利潤

”
達一來文大泛,并且錯构松散.它 可以元

限+● 的包括所有可能的利潤,成 垓注意它只包括可以明确界定的喪失的利洞,而 不是保有可能、有

希望或者推測出來的利洞.夫子污染造成的頡害,往往放力利泂的喪失必須是污染的直接后果,或

者至少喪失本來泣垓是可以頂凡到的.他不明白力什么特別報告貝未能將根告年 “ 到 67段 中甘

梵的任何限制軍入第 8奈瑋來的文本 (同 上,常 SS一 %段 ).

54.夫 子估价亦法,犬部分甘淹的亦法引自回有化案件,沒有戶生任何何明的估价亦法.分歧

些然有 ,取 決子賠儅板的測i是 否是恨面凈值或不包括久債的資戶 ,或者取決于是否以苦╨災送企

╨的价值估卄公司的价值.如果像美國集田公司拆伊朗來 (】 gB3年 )那洋采用菅╨皮送企╨亦法 ,

在賠借要求和判決的賠儅額之同就有 2,UU° 万美元的差額°一位作家最近指出,冬管,或者或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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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力伊朗美國索賠法庭赴理了犬丑的賠儅要求,法度肘回眛法中+-放赤法的向趣只作出了很小

的貢獻。也許位減少肘速一共程序的重視,而位更加注意肘回隊交通和污染的荼的規定.但 不管怎

祥,并 非所有喪失的利汩都必顏加以賠催,只 有如
“
通常的、可以頂兄的

”,如不友生垓不法行力

“
完全可能荻得

”
之英的利洞才能得到殕儅 (同 上,玤 GS段末).

5S.第 4歉 中
“
不同新的因果夫系不#” 送一來文堆以接受.何 吋,在何种情況下因果不市不

同新?逐

一

生了整段不市是否是物辰的1.9捶 .措詞甚至比特別報告真在共報告 (同 上 ,年 99至 館

也 段)中 所皮展的祝念逐要戶泛.使 用
‘
只要符合各珧上的

‘
正常竹況’各件或主現上的

‘
可面

兄性
’
茶件即有因果大系存在

”
送一瑋文 (同 上,方 針 段)更加合理 .

“.在 回師不法行力的未件中,一般都注意限制嵌士店儅金包括的后呆的范田.力 避免因果美

系坏芾元限友展,判 決和學者通常悅
‘
近因”

、
‘
足好的因果夫系

”“正常的÷念友展
”,或者悅 ,

“
原因地不能不者遊所或是推測出的

”,或悅必需要有
“
充分的直接因果美系

”
.‘可預兄性

”
一同逐

被用于描迷被汏力是正常的因果夫系°造就是近因的意思,達是一介公放的木悟 ,比不同漸的因果

夫系坏市即
“
不管多久

”
的悅法更加明确,真 易于接受 <同 上,好 好 段).1.9趣 是借用 Tr日 ilSmeIter

案中用的活來悅,法院是否放卒怒皮展中得出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址括°他放力,元 限地依放不管多

樣的不 lH9淅 的卒念坏市背南所有民法和刑法制度的央或。所有法律制度以及許多裁決都依放
“
直接

因果大系
”取得道些的豬果 ,它 ●●沒有使垓木悟只限于指吋同上相近或形成因果夫系坏市的一系列

事件°

S9.夫 子第 5歉 ,受害回也有不只是遊失的共同行力的情況,他肘減少的是賠借額逐是賠借的

要求存有疑魚°

58.如 第 9茶車來夫子利息的青ㄇ茶致也并有用,但他村夫子欠利的弟 2放是否必要或有用

表示怀疑.栽 于垓放的規則沒有得到回跡央我的佐江,而且很可能使陪儅要求更加雅以摔次.

SS.乍 1U茶 車案的錯杓不同于弗 7和 第 8茶車來,孩茶沒有強惆受害回有叔提出賠僅要求,

相反悅不法行力回有〤夯作出克分朴伴。達一悅法似乎武田引入造錯的概念.回 沶不法行力所造成

的散善的程度和一日有又芬提供的朴傍兩者之向元具有其种瑛系.但是送种提法不能焚威逛借的

概念.象一殺的賠伴那洋,朴伴的形式与不法行力的具体竹兄相位.因 此,乍 l° 每年 2放范日犬

小 ,它 只考慮到故意和逆失.例 如,在 恐怖主〤表古使信的案件中,培儅要求往往包含朴借威份 .

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子接受回是否采取了一切通常的保伊措施.如果某些鈺玖准各或執行了染古 ,

如几年前村南斯拉夫珪德意志珠邦共和回領═偉的藜苦那祥,那就必顏采取相些不同的措施.在送

种 竹玩下,除 了久女人民的道崁和村其恁田外,可 以要求肘有失姐軹采取措施.但是,朴借的主

要成份是防止雞墩友生或再次友生不法行力 .

6U.与 上述亦法相反,特別報告長的整介扑儅概念以假定它具有恁弱性功能力根招°些達一現

蕉得不到回隊其我的支持吋,特別報告貝甚至承放想同性賠僅是一种朴催形式°報告引用的例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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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取 自外交活劫 ,但他們反映法律規則逐是仗伿反映外交央我的同趣逐元定捨 .他 介人傾向子不

將朴借仗供与精神或政治韻害球系起來‘它透指行力回采取一切措施承次某种行力是不法行力 ,正

祝存在有失火夯并防止蛙玟或再次友生不法行力.因 此,朴儅在現代回隊法中有一席之地 ,是賠信

要求的主要部分.但是,他強烈反肘將任何冬刊性成份引迸朴儅概念。如裁決人埃德溫 .B.帕 克

在
‘
戶西塔尼皿

”
來解猙的那洋 ,‘ 因力,在 主根日京之同規定⋯⋯罰款的板利和叔力泀趣是政治

性而非法律性的同趣
”(同 上,弟 l14段 ).大于朴借,主要 1.9捶是重迷法律,并保江今后將連守〤

芬°如果送祥理解朴伴 ,如果人●●不去追拓十九世免吋如何使用或侯 用朴擋的,那 么朴借似乎是

非金我的賠伴形式.而不是非物辰頡善的店偌形式.如果考慮不托案件 ,防止重犯措施的連免今后

敬害的保怔具有共等重要的地位 ,并 与所造成的物辰板害紫密相琺.因 此,朴佳不能以精神頡害力

限°不再友生不法行力的保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朴僕 的兵体形式.

61.夫 子扑佳的形式,泣 考慮通述一些′殺性茶欺,以包括可能必須或用于重迷法律和保怔不

再重犯的各种措施°達將涉及到道放、肘久云任介人的恁田或保迂以外的水西,它 可以包括行力因

承扶連反行力,主 甘田隊机构的公告或琱查錯站,立 法或行政措施等等 .

倪.第 1U茶車瑋位相位重新安排,使之于第 7和 第 8奈車集的玲杓一致°成垓班第】款中刪

去恁例性賠僧金的提法,可 以使用一般性措洞指出朴伴的目的。泣孩刪去第 2款或重新安排其措

洞 .垃 才大第 3款 ,將其并入第 1款 ,因 力它只釵迷朴借的一种可能形式°第 4數也并多奈,但 由

子述去在 +● 伴 方面的侮辱性做法,它 可能仍然有用.但是,如要更好的保伊以不再出現達种做法 ,

就要明确放井怒獨性功能的概念°他沒有听悅避有小回肘強回提出侮辱性要求或朴僕要求的案件°

恁研性功能是強叔政治的車方面作用,公然達背禁止集休恁例的規定。

SS.在 委貝舍甘淹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同趣吋,有 人里決反村引用与目前田哧法狀況不

相道泣的19班 魚或帽案例。牢圮達一杰皮 ,他促靖發貝合的文件中不泣作力現存班代口豚法規Jll的

怔括提及褚如特別根告鼠在其根告瑋 124、 158(° )和 159段 中提到的中目的火和田起火或希腊泰

利尼未°

“.伊 留埃卡先生注意到,錧 8和 錧 1U奈車來涉及已在特別報告長初步報告 <A/CN.4/姐 6

和 Add.l)中 提出的好 ?奈車來中波到的恢欠原狀,規定店借和朴借的范田,賠借和朴僅是肘受

害回造成的散失作出店借的方式。特別報告貝提出的來文考慮了1927年 回穌常淡法院在在茹夫工

ㄏ未 (管 培板同趣)中 規定的有失店佳的基本原則 ;

.⋯ ..回 防法的一項原則是,違反怭放意味著以透些形式作出賠儅的又夯.因 此.殕襟是肘沒有

道用公的做出的必要朴充,公的本身沒有必要悅明送一焦.,..⋯
.

“.1928年 在同一來件炎理常用 1.● 趣吋,常 淡法院作出我央,賠儅必須冬可能排除非法行力的

.凡
上文胸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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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后果,并冬一切可能俠欠如不友生垓行力求合存在的狀況.恢 欠原狀,或者如果不可能,支付

一宅相位子恢久原狀將花發的金頡,如果帝要,吋依交原..k或代替恢交原狀的支付沒有包括的掘失

作出賠借金裁決,速些原Jll道用于确定達反回狋法行力所垃什的賠儂額°
︳

在垓判決中,俠反原狀

作力通常合理的焙儅手段給予技南度的重視 ,只 有在不可能送行俠欠原狀的地方才道用支付賠管

金.但是 ,在有仲裁林定的估兄下,仲裁庭有叔考慮俠欠原狀的央隊田雅,采用弗 8和 錧】°茶車

集規定的賠佳方式,即 等位店佳、朴佳和不再友生不法行力的保怔,因 而行使和回防法院法官根招

法院規的方 SC奈弗2放 a)項 享有的同祥 自由決定杈 ,确 定
“
因造反回泳〤夯而泣子賠伴之性辰

及其范田
”
.特別報告貝仄功能上玵朴僸与恢交現狀和金我賠借作了區分,送元疑是正确的.但如

特別根告貝在館二次報告中 <A/CN.4/425和 Add.1,錧 13?段 )指 出的那祥,在 判例和外交其

域中,朴借常常与金我殕伴同吋并用°

66.夫 子第 1U奈草菜弗 1款 中使用的
“
精神或法律上的根害

”
的來文,他 本人不合悅

“
法律

上的
”
技害,因 力送一說法不恰些°失于道火瓶害,館 一數淡想

“
名又上或恁罰性腤伴金

〞
垓款似

乎有些矛盾,因 力不可能忽視恕田性殕借金的金哉性辰 ,或將金哉賠借金同怒用性賠撐金戶生的威

憬效果和制裁分割弄.此 外,夫 于等但賠伴的第 8茶挑定有向不法行力回提出金我賠借的要求的叔

利,賠撐故額力
“
扺儅受害曰因不法行力所受的任何可送行絰洴估价的板善,包括受害回國民所受

的任何精神頡害
”(弗 之段).是否可以悅 ,錧 8茶焚理可送行銍洴估价的韻害,第 l。 茶赴理 篷游

上不可估价的韻害?不管怎祥,如特別根告見自己指出的那祥,仍 然戶生
“
朴僕是恁判性辰逐是殕

伴性辰
”

的向趣 <A/CN.4/425和 Add.】 ,拜 1U8段 ).

s9.力 遊慎起兄,他建快修改弗 lU荼第 1歉和弗 8茶弗 1和 箱 2款 ,以 避免裁央人埃德溫 .

B.帕克在
“
戶西塔尼皿

”
宋中曾提到的兩堆境地 ,普 吋他宣布 :

在克分賠借以外,再施加一种罰款,你 之力殕借金,加 上恁被性、恁治性或恁捌性的修仿詞 ,送是

木悟的肆意混淆,必 然套早致思想的混說 (同 上,第 l14段 ).

eS.及后,他保留晚些吋侯村弊 9茶車來做坪梵的叔利,垓奈不能仗仗炎理
“
9f喪 失的利洶拉

什的賠儅
”
的竹兄 (右 1段 )°

‘
利潤

’
速一木悟限制性大強,因 力逐存在若可能喪失瓜而有理由加

以賠儅的其他收益和利益等 .

下午 1吋散舍 .

’
兄上文坤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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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Z1的 次舍快

199U年 6月

主席‘文久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午伊斯先生、巴小沃#先 生、巴小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

努鈉先生、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岡 夢活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

雷夫拉特先生、海新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錚德斯先生、科男馬先生、馬希烏先生、表卡弗里

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係末先生、拉扎兄篠拉朗博先生、田德拉先生、

錫皿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回家天任 (生 )

(A/CN. 4/416和 Add. 1,!

A/CN.4/425和 Add.l,Σ

A/CN. 4/L. 443,C市 )

〔洪程項 目的

茶效草案第二部分
B

持栽于 《19SB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特哉子 ㄍ19Bg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

茶款草案第一部分 (回 隊女任的超源).其 館 1至 SS荼 已一法通道,栽 子 ㄍ1g8o年 ⋯⋯年

盤》,第 二卷 (弊 二部分),簿 3U頁起各頁.

瑋未妦二部分 (回 唪女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第 】至 5茶 由委長合在其第三十五屆和

第三十七屆含以上哲吋通述,哦 于 〔1gB5年⋯⋯年壆●,第 二卷 (館 二部分),第 放 一葯 瓦°

由委貝合在其弟三十六屆和第三十七屇舍以上送交超革委真舍的弊二部分別下的奈放草案

第 6至 16奈 ,凡 同上,牛 2U-21瓦 ,坤 注“.夫 子在牛四十一屆合以上送交起草委貝合

的第二部分新的方 6奈和第 7茶 的案文,兄 ㄍ1gB9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 ,館 瓦 ,

第 229-23U段 .

草案第三部分 (回 酥女任的
“
扶行

’
和爭端的妦決)弗 1至 5荼和附件由委員套在其第

三十八屆含以上常快并送交起革委長套°案文兄 ugB6年⋯⋯年盤》,年 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SS至 SG瓦 ,腳 注 BS.     .

- 254 ——



特別報告長的弟二次報告 (墩 )

常 8茶 (等值賠借)

第 9茶 〈利息)和

右 1° 紊 ㄑ朴借和保怔不重犯 )‘  (攻 )

1.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祝焚特別報告真并博#他 堂女的第二次報告 (A/CN.4/425和 Add.

1)以及口共介紹 (第 21“ 次合快),因 力口共介勿使根告又易理解 .

2.叔告的第一幸甘站肘曰京的精神敬告以及朴佳与賠儅的匡別.他 同志特別報告真的玩焦 :

等值賠儅也道用于受害回回民或代理人人身的精神掘善.達种板害是垓口所受主丟頡善的班成部

分°叔告 <A/CN.4/425和 Add.1,館 1U段 )力 支持此現魚所拳例址和特別報告長的介鋸,再

者具有錯站性°至于直接形咰回家的精神頡害,毛元康鬥,它是一种特定頡害,既不同于肘垓回回

民或代理人造成的精神板善,也不同子91回 京本身造成的物辰板害.特別報告貝令人信服地洗明,

此种精神敬害既是
“
法律上的

”
也是

“
政治上的

”,因 力,首 先它是封肘受害目的、違反回沶女任

的緒果 ,其次,它是村受害回路尸、東啟和威望的冒犯.法律梵著和判例法一致承次 ,要玵此失插

害蛤子一般用悟
“
朴儚

”
所指定的具休形式的賠佳 .

3.第 二幸討梵等值賠借 ,些 恢交原狀不可能時就可虛用此种形式的賠伴 ,它 包括的金我賠佳

額等于所造成損害的价值°法文中一殺用來指明‵此种賠儅形式的洞是 Indemn6ajon° 但是 ,由 子咳

洞既用于連反回酥〤夯的云任的竹兄,也用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錯果的回昹

女任 (例 如國有化)特現,因 此,特別根告貝篷仔匆推放,建洪用
“
等值 賠僧

”
一田°常奎垓种

賠儅形式戶生的堵多鬥題已元必要 ,因 力報告 (同 上,第 η 段)的 汁車似已祥冬元遼,包括了目

前情況下值得考慮的法律的所有方面.因 此,他 仗作几魚坪站°

4.在 夫子等值賠儚曰趣各介方面有元回怀法具体親91l的 理淹辯站中,他不偏袒任何一方.但

是,如 特別報告員指出的,冬管具休時兄索多和各不相同,使 人得出豬捨 :央 隊上不存在規則非

常洋幻的現行法,但不排除合理似汀任何此共規則的可能性 (同上,第 2B-2g段 ).如 特別根告反

明稽指出的,由 子回家女任送一快題涉及所渭
‘
次級

”
法律特玩,夫子送种竹況任何回家都有同等

程度的可能性或者爽子仿善的、
‘
久袒女任

’
的回家的地位,或者其子

“
受苦田地位,及方都具有

“
預期的

’
或

“
假淡的

’
利益 <同 上,錧 33段 ),因 此,更加硈要制定此天規則 .

5.在 研究仲裁共我和法律著迷后,特別報告貝拒地夫子直接或同接韻善的概念而螢成
‘
活楚

的
”
、
“
連臻的

”
甚至

‘
不中新的

’
因果瑛系.但是,特別根告貝強琱,必 須考忠敬害的

“
正常竹

兄
”
和

“
可頂兄性

”
的因別 .冬 管在司法共跩中占主要地位的似乎是可頂兄性送一主現要求,但

‘
案文兄館 21“ 次合快 ,第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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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根告長放力,些 板字
“
是適遊一系列彼此之同純粹由因果夫系瑛在一起的

一

件
”
球系起來●f,

因果美系必須是
“
直接的

”
和

“
完全的

”
或革車是

‘
完全的

”
<同 上,弊 ●2段 ).在 因果失系鬥趣

上 ,來 例法的不确定性可能仍然怔明送些限定因素是有理的,而有些子此,存在某些混就是正常的,

至少些要做出逸擇時是如此.他沒有把握的是,特別報告長使用的
‘
不中新的

’
一田可能合被放力

意指
“
元件板

”,而送特堆以与
“
一系列

一

件
”

的提法惆和起來.他 同祥沒有把握的是,是否泣些

留給法院去執行第 8茶草案未提及的失于
“
正常竹現

”
和

‘
可頂兄性

”
的及重要求.特別報告貝似

乎要听由法院仄在仿害中起決定作用但非唯一作用的堵項并存的原因中送行逸掙 .在 此方面,他逐

努仲裁人貝和外交淡判人長以掛由犬王的叔力°送可能是村旡能力力的承放 ,而送不符合舖無法律

的任夯°

6.特別報告長不是八
“
共同迂失

”
規則的現庶或缺乏

“
位有的注意

”規Jll的 跳魚,而 是汏泣

用
“
并存的原因

”
規則的跳魚來村待受害因的行力.達 一立埸似乎符合他在夫子述措村賠借的形晌

同題上所發成的方法 .

7.根告村等值賠佳的范田以及回家避受物辰敬害做了足移清楚全面的解秤,因 此,元 孺多加

坪站。特別的情況是 ,特別報告貝村
‘
喪失的收益

”
的祝念送行了非常有趣的研究,他正确地指出,

送一概念与利潤的概念而不是与同接敬害有失.肘 司法其跩和法律著迷的分析使他得出錯淹ε原則

上,在 推定不仗非法行力和敬害之同有因果夫系,而 且存在所索賠的利湖,喪 失的收益就可成力賠

借內容。如特別報告貝表明的,有几种确定喪失的收益的方法.主要一焦是,朴借垃冬壬接近其昹

引起的掘害.在 任何情況下都很堆造掙方法—— 因力逸舞要取決子案件的各神情況 ,而 逆超出法律

躺架的范田,是 司法決定的同趣.             .

8.特別報告真特別分析了沒收正在菅╨的企╨之瑋例°根括達一主捶的竹玩,此种沒收一定

是非法的.因 此,在 在茹夫工ㄏ來 <央辰1.9趣 )中 ,在 法院裁決的ㄏ叉的充分朴借 (恢褒原狀)原

則基地上估定喪失的收益,就不令人惊研了 (同 上,弗 72段 )°

9.冬 管是用充分賠儂敬害達項一般原Jll來 指早賠僕的确定,但 它不能指早村喪失的收益本身

的估价 (可 以垃用若干方法估价),如 特別根告長所指出的,一名仲裁貝曾立然正功地裁決悅 .那

是
“
一介︴央 .9題 ,泣 由仲裁人坪估

”
<同 上,第 9● 段).因 此,不可能在茶欺草來中包括夫于坪

估賠儅的規定,一共上,特別報告貝伿仗敘迷了采用迪的主要估价方法,特別是貼現現金流丑估甘

法.

lU.夫 子特別報告貝就利息的支什、利息的起弊日期、伐止日期和利卒的确定所做的友言,他

沒有做特別坪梵 .但 是他扶力 ,支 付利息通常被視力意在賠停受苦者由于狄仿各行力即非法行力度

生吋到最終支付賠儅力止速段肘期所造成的板外敬害.在此竹現下,利 息加在賠借之上整宅支付 ,

毫不區分戶生的被害与喪失的收益,利 息支付超自韻害友生日、提出根害賠伴 日或裁決日。并非罕

兄的情況是,速种利息是按估卄的全部店借金卄井的,在 非法沒收的帝兄下,透包括利湖根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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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凡昌蒂和鹿方拆剛果人民共和國一來 (＿ 98。 年)中 所做的.但 是,特別報告貝似乎更加強調

夫子一毠哉例如資本的索賠竹況并強琱達一

一

共,在 此情況下,判 付利息是力了朴佳由于得不到資

本而在收入土的擬失.立 然,第 9荼車歉爽理的正是達种竹兄.因 此,在起算日期日趣上,特別敬

告貝似乎傾向子逸掙一种不同子其域中接受的三种起弊期的解決亦法.他不得不承快 ,在 理解特別

報告貝大于此同趣建快的措田范田方面,他有一些因堆 .

l1.夫 子利率同題 ,他傾向子同志無比利工表迷的志北 (同 上,常 97段 ),后 者放力參照日隊

欠交丹友傲行每年所定的借致利卒可能是有用的,因 力垓利卒具有其豚上放所有回家接受的优魚.

但是,垃 些在悲,特別報告長快力沒有必要提及方 9茶革未規定的利卒,達 五然正确 .

l2.報告錧三幸討淹作力特定居借方法之一的朴儅.盤于垓种形式的店伴具有的道德和政治

性辰 ,特別報告貝水學本上洋冬地分析了法律若迷、回豚未例法和外交央或.分析表明,朴伴蕸元

疑同具有
“
李我性

”
、
“
恁田

”
和

“
根欠性

”
.它板不同子賠儅性的賠儅堵如恢欠原狀和等值賠借°用

特別根告貝一再使用的洶來悅,朴儅具有
‘
怒戒性

”
或恁例性.‘恁戒性

”
一洞似乎是特別報告貝

借用英列里的活 <同 止 ,第 144段 末尾).狄洞源上悅 ,垓洞的意〤是明确的,但垓詞的使用卸有

些令人怀無°在法回別法中,孩洞 常用于惡戒性別何和悅李公叔送一措坷 中,根括男伯特字典 .

其意〤是加褚罪犯身体和生命的恁例.恁 我性反映在肉体恁田和使肉体不道上,在 北方面,它 道用

于一切涉及剝李自由的恁何°但是,恁我性恁樹俠适用于自然人.因 此,在所考慮的情兄中,使用

“
怒戒性

”
一甸欠妥°冬管使用

“
懖戒性

”
一同可能使多馬法法學泉田惑而

“
恁田性

”
一同又述重 ,

但是,他 同意位些狄修辟意〤上看待
“
恁戒性

”
一同并且 自始至終放在引咢內.不 淹怎祥 ,他 同意

特別根告長的意兀:位 些在夫子回酥不法行力引起法律后果的那一部分荼數草案中寺ㄇ爽理1● 催

1.● 趣 .

13.在 幣四幸中,特別根告長分析了把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的保近包括在回豚不法行力后果

中的達种需要,他 的分析和前面一祥文狀翔央、●有悅服力.在 可以要求的余多形式的保怔中,他

提到各國隊机构美于修汀現有法律或通遊新法律的明确要求,在 口共友言中,他 提到了彩虹勇士母

未.在 速方面,他透提到 《公民叔利和政治叔利回穌公的任意快定+9下 的挂告程序.但是,在垓

案件中所涉及的是私人介人的控告°6回 隊旁工鈕扒幸程》弗笳 至好“ 茶規定的程序可提供更加

恰些的例子,垓程序与一成長回提出肘另′成長目的拉告有失.垓程序涉及建立啁查委貝合 ,垓 委

貝金的銬站可能同旁功姐玖大合的走快一祥具有的束力 ,也可能旨在各打法律或所控告的竹例、或

采取到正某些非正常ii形 的措施 .法 回就某些海洋公的的位用肘巴令耳政府提出的控告就是一例 .

因此,相 肘于其他形式的殕儅而言,垥予不再友生的保怔以自主作用是完全這些的.

14.在 莊五幸中,特別報告兵申洪了把迂錯”因子回家的鬥題 ,并焊猙了他在之方面的立埸 .

首先,在荼欺草案弗】部分中,委 見套沒有把
‘
迂錯

〞
八回跡不法有力的杓成要素中

“
排除

”
,在

達方面,特別根告貝引途了年 Bl荼 (大于不可抗力和偶然÷件),放力垓紊曾瞣的地提及遊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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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很堆完全同意遠祥的解釋 :即 不可抗力和偶然

一

件的祝念預先假快不存在任何逮措 ,而且特別根

告貝近放力不存在戶生天任的村〤芬的蓮反°在以
“
回隊不法行力

”
力基地的

“
客玩女任

”
系統內,

遠些概念或可占一席之地°在送方面,特別報告貝何明扼要地分析了
“
述錯梵

”
与

‘
客視梵

”
各自

的是非曲直 ,提 出了將行力”于回家的最初解秤 ,即 它涉及筒草地由外交部的法律麼泀或位邀解舞

法律的回昹法官所送行的活初.在 達一魚上 ,特別根告貝五然伿俠叔途了通常在一特定來例中被要

求解舞法律的人所仄÷的理性分析,注意到分析緒果但卸沒有村有美責任的基砧提出廣疑.然而 ,

如同秘中炎弗專的研究報告
“
夫子

‘
不可抗力

’和
‘
偶然÷件’作力排除行力不些性的竹兄‘各固

慣例、回怀司法判例和半悅的琱全
’..所

指出的那祥,在 制定大于回隊避措行力中回家女任的回隊

法規91l方 面,發 同主既扯借爭悅和女同客珧遊借苧悅的人,都普遍接受把
“
回酥不法行力

”
及其兩

介因素 (主現性与客現性)作力出友魚°
‘ 因此,他伏力 ,在界定回吥不法行力吋,目 前險段不需

考慮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注意述錯要素.他放力,委 貝合成确定的是遊錯要素村賠借形式和程度

的形晌。在遠方面,如上述研究報告指出的,好多作者包括發同
“
客跳

”
女任的作者都承忕此种要

素与賠借有夫系。特別根告真逐援引了一些具你的重大來例,迸 明了送一═其:因 豚判例至少應含

地考慮到所渭
“
主跳

”
要素玵金我賠儅的形吶°

15.他 完全螢威特別報告長9A研 究判例和外交央我中得出的豬淹 ,其 中怔央,失 于迋用朴伴和

夫子所要求的朴借形式的辰丑和數量,述錯送祥的所渭
“
主現

”
要素在裝小或裝犬程度上起逮重要

的作用 (同 上,第 188段 〉.

16.特別報告貝提出的1.9題 (同 上,第 19U段 )也值得回答,垓 同趣是,根括判例,一介低圾

回家代理人的述錯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回家的述借或者判例是否表明回家的責任只是依括

客現的基地.但 央防上,些 力了逐步友展回隊法,在 金我賠借以及迋用朴借遠兩种情況下,如 委見

套遊掙在一定程度上考慮所渭
‘
主現

”
要素,那 么,在 此范田鬥題似乎主要具有理淹上的重要性°

他相信委員合舍送祥遊捀,特別根告貝也靖委見舍達祥做 .

17.談 到建快的茶歉吋,他表示傾向子館 8茶 車集 〈等值賠儅)第 1缺 的各地案文A,因 力夫

子次交原狀并未使原先狀況恢隻以及夫于恢欠原狀所未扺催的任何強害的各逸棄文B迂子冗故°

他不反吋弗 2欺 ,但愿意在幣 3款 中特別提到利湖掘失的直接、正常和合理性辰.第 4款 正然使夫

子因果夫系要求的前一放完各 ,央 怀上涉及不同新的因果夫系°因此,特 別根告長放力沒有必要淡

反正常性和可頂兀性送兩介祝念,固 力它們可能舍使垓放范田迂于究幼.方 5歉 主要涉及受害因

的迂失.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沒有吋迂失祝念的內容表示意北 ,有 些人放力迂失是主現避錯的一种

形式,另 些人則把它与不遊守夫子+我 的回隊〤夯瑛系起來,他感 到不好的是,特別根告貝在第

5款 中力何沒有淡到回隊不法行力中舍使賠儅增加的各和加重大田竹市 .

‘ 《199B年⋯⋯年盤》館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U1瓦 ,文件 A/CN.4/315,第 5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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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第 9茶 (利 息)涉及意在賠褸利洞散失的利息.力 什么特別報告貝決定不包括一項更先坑

的規定?根括垓規定,放不法行力友生到最終清弊之同有一段吋同而引起的迸一步嵌害,力 賠借此

种根害,利 息可白然增故。在尸格意又上的喪失的利益竹況下,特 別報告長在第 1缺 中建快的起羿

日期似乎不同于根告 (同 上,年 S2段起各段)淡 到的被視力各回和回隊普遍采用三和解決亦法.弗

2致 所建洪夫子欠利的方案,在 夫子利息的一殺規定什現下也能保持有效,如 果句子的第二部分

車成一項 ,改助如下 :‘适用的利率拉力保近充分店佳的圾适合的利卒 ,”建快的方案就舍更加清楚。

其后可再加上年二項 :“垃力此目的支付欠利 .”

19.由 子朴催形式多种多洋,錧 lU茶 車來 (+-佳 和保江不重犯)弟 1放末所列活單位仗仗是

示意性的,可在
“
提供

”
之后加上

“
克分朴借,例 如╮ 刷去句末

‘
的充分朴佳

”五介字°逐有 ,第

3款規定的共儅形式,拉 力緊接錧 1放之后的規定的內容°

2U.卡 某步 .〞 德里埃斯先生首先村用悟避行坪站,他 注意到,在 第二份根告 <A/CN.4/425

和 Add.1)弄 共一段中,特別報告貝宣布,他將甘淹
“
國防非法行力的央辰后果 .” 但是,特別報

告真的初步報告 (A/CN.4/416和 Add.1,第 2U段 )提 出一介草案弗二部分的工作犬都,其 中

包括 趣力
‘
回唪不法行力戶生的法律后果

”
的第二幸,其下又包括題力

“
受害目的共辰杈利

”
的

第 1市 .在孩市中,‘ 其辰
”
一洞似乎俠供是力了使達些杈利因別子

“
程序

”
板利 ,或換句好說,匡

別于
“
力停止不法行力可拆堵的各种措施

”,即 第 2市 的主題°他不知道 ,在 館二份報告第 1段 中

使用
“
央辰

”
一洞吋是否具有同祥的有限內容,但是,至 少它使人們注意速一Z別 ,些 委員合送入

荼歉草案第 2部 分中回酥不法行力后果的幼市吋,送可能有一定的重要性。

21.委 炅合討挖的所有后果都可悅是法律后果 ,因 力它們是法律規Jll逗作的堵果°但是,如果

委貝舍再深入一魚即可知道 ,先 粹在法律方面迋作的豬果可林力法律后果.必須糾正達一法律形勢

并恢欠法律夫系.但 是,在某些情形下,回 隊不法行力可能引起物辰板害,重 新建立原先存在的法

律形勢或卄不足以到正敬害。此种竹兄所戶生的叉簽可林力央辰后果 ,它 不同子尸格志〤上的法律

后果°

22.特別報告天提快的回隊不法活功的后呆包括停止不法活功、恢欠原狀、等值賠僅和朴伴 ,

逐包括 不再友生不法行力的保怔.弟 ′后果仗在法律方面起作用 ,因 而是尸格志又上的法律后果°

算二后呆在法律和物辰兩方面都起作用 ,因 而既是法律后呆也是物辰后呆 .男 丙介后果不是力了到

正法律形勢,等值殕借俠在物辰方面起作用,而 朴佳則在精神方面超作用。送一匡別有助手消除特

別報告貝似乎杯有的疑忠。特別報告長在初步報告指出!‘ 恢欠原狀并不一定患是

一

共上杓成村回

坏不法行力的充分、完全和 自足的賠伴形式
”

<同 上,好 177段 ).換言之,如果依欠原狀玵在法律

方面扑救局面是不可或缺的,那 么,在 法律方面之外,它就可能元所作力了°速就是力什么特別根

告貝在館 2份報告中悅 :“在回吥不法行力友生后所采取的主要朴救方法是等值賠催或金我賠催
=

(A/CN.4/425和 Add.1,棠 2段 ).作力尸格意〤上的法律后果 ,恢 欠原狀是不可替代的,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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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共廣后呆,等值賠借可能被怔明更加有效 .

23.特別根告長戶引板威,以 強琱等值賠伴的基本上的賠儅功能.甚 至可以悅 ,它 位具有狙一

元二的朴儅功能°如第二份報告所悅 ,它 庄儅什
“
枝仿害回尚未而且不可能通避恢褒原狀取得賭伴

的
‘
物廣根害’’’(同 上,第 S2段 )° 在遠方面,他放力夫子討特別報告真在第二份報告第 3段和腳

注4中 所給木活的解猙 ,委 員金泣用
“
敬毒 <damεge)” 一洞來指物辰或精神便害 (pre,udice),而

用
“
仿害 (:nju工y)” 一切未指法律便害 <prejudice).但 是,鬥題在于如何确定哪些技害位予賠催°

侍先上提及的兩介因素似元用爽.第 一因素是直接掘善和同接振害的匡別 ,冬 管道一匡別已采用了

很故吋同,但 它引起的1.9趣 多子解決的同翅‵另一因素是
“
預凡性

’
的概念。特別根告貝傾向子接

受達′拆准,他次力
“
在司法央跩上╮ 可預凡性

“
占主要地位

”,并提及葡萄牙殖民地案 (努利拉

事件)(同 上 ,第 38段 )送 一
“
明五

”
的例子.正 如特別根告真援引的資料來源所表明的,那 是一

介有爭快的案例.元站如何,預兄性檥念引入了位子連免的主現因素.卒 其上,在 恩錯因果朕系杯

堆時 (同 上,寫 犯 段),特別扳告長并未提及可預兄性。次賠僅角度考慮,在 ‘
并存的原因

”
情況

下,由 子這些原因的相玵有效性,仗拉賠借部分散害 .

24.第 8系 草案第 4和 第 5款 中隊迷了速些賠伴原fll中 固有的概念.且 然達几款的草案可能

需要某些修改,但他同意其共辰內容 ,因 力茶款車來在做了不法行力的回家与受到垓行力后呆仿害

的國家之同建立了夫系°

25.在 其他堵款中,第 8茶力田說明何吋引用等值賠儅、位賠撐何种韻害、垃支付何种賠儅°

第 1款涉及上迷第一介恫趣°建迸的垓款的兩介各逸來文似乎仗在措洞上不同,他傾向子各逸案文

A,因 力它短一些,但 其措洞透可改迸。

26.寫 8茶 第 2款悅,金我賠儅垃抵伴
“
受害日⋯⋯所受的任何可送行姪洴估价的槙害,包括

受害回回民所受的任何精神掘害 .” 些送規定悅予以扺僕的掘害位可迸行銍洴估价吋,它 肯定并不

斌四指示法院如何估价韻害。它只不ㄝ洗了一項明五但又帶根本性的原則,即力了得到金技賠佳 ,

散失必須能杕砮渀上予以估价。但是,在 送种情況下,什 么是夫于
“
精神掘害

”
的情形呢?特別根

告貝在報告中悅 :“ 回酥法的共域和站若表明,自 酥不法行力府私人造成的精神 (或非鍵承的〉根

失也要作力受害回所受主要損害的組成部分蛤子賠傍
” (同 上,第 9段 ),除其他外,他近援引了

“
戶西塔尼皿

”
案 (同 上 ,第 lU段 )和馬尼納特錐承人來 <同 上,年 12段 ).然 而,他次力此兩案

是板瑞情況°在更多的情況下,走向是狄垤洴或物辰方面,或水后呆上來估价非鏗承頡字,達可作

力甘弊殕侉的基拙.科手海坎來 (同 上,笨 田 段)和 “
戶西塔尼正”

來 (同 土,好 SS段 )就 是此

种情況°在死亡和肉体彷害(如 在拘留等)竹 況下;以金我估价予以賠借的插失相村而言容易一些.

但是,在精神折磨例如侮辱、羞好或氓毀等情況下,就不可能速祥做.達并不意味若在此美情況下

受害人不位要求賠佳 <根告第lB段表明的一般意〤土的朴僕),但 是,把此种朴伴作力等值賠儅交

理不符合等值賠僅只兵賠借性辰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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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因 此,他不同志第 8茶算 2款 的建快:金俄賠伴泣扺借
“
受害回⋯⋯所受的任何可送行至

洴估价的敬害,包括受害因回民所受的任何精神敬善 .” 來文要么拉力
“⋯⋯肘受害因或其國民造

成的任何可送行銍洴估价的損害
”
,要 么拉力

‘.⋯”玵受害日或其回民造成的任何物辰頡害
”
.而 夫

子
“
受害回回民所受的任何精神韻害

”
一悟位以送拌或那祥的形式特入淡梵朴儅的第 lU茶 草案,垓

奈提到
“
名〤或恁研性賠俏金

”
的可能性 <錧 1段 ).如特別報告貝自己在援引若干例怔送行支持

吋所指出的:‘夫子肘介人的精神強害.曰 沶判例中也吋常有道祥的竹兄 ,仲裁貝村適种嵌害判垥

一定的散額,明 确替之力
“
朴儅

”,而 不貉金乾賠借
”(A/CN.4/425和 Add.l,第 17段 ).因 此 ,

如果汏箱 8奈 第 3數刷去
“
受害日回民所受的任何精神韻害

”
一活,則 用下的內容將由賠借物痰敝

害或可送行銍洴估价的技害,而 達是等值賠偌的基本功能°

鋪.但是,必須避一步友展夫子物辰敬善的棍念,第 8奈第 3欺和第 9茶正是如此做的.第 3

奈第 3款規定的是戶生的韻害和喪失的利益達項一殺 .● 趣.報告第 CS至 算 %段村速一向題做了

精彩的甘淹 ,達要”功于特別根告貝和委員合°而正是由于速一南辰士的分析使他不能討第 8茶第

3數感到完全滿意,屎 管他不能准确地悅出鬥趣何在,但他感到孩歉缺少了某些內容°

29.第 9茶草案引起的怀疑要清楚得多.特 別報告貝把根告的大丑篇幅花在利息同題上.阿題

本身似乎沒有什么怀疑。如特別報告員所指出,“ 苧者似乎都同意,回 哧法同日內法同祥尸格地要

求,肘主要擷害的賠僗額位甘算利息 ,” <同 上,第 η 段〉,他扑充悅 ,“ 回昹央跩似乎費成除主要

賠借額外,再加上利息°
”(同 上,牛 8U段 )第 9茶第 1數放力此魚是理所些然的,但接下去甘淹

了兩介非常有爭快的1.9題 珜u息 的起算日期与找止 日期以及褒利°特別報告貝在回厥各种裁決和理

淹分析之后得出垮淹 ,超 弊日期拉力礙害日,截止 日期位力賠伴其睜支付 日 (同 上,第 蚆 和蚌 94

段 )° 冬管第 9茶第 l(b)放清楚地指明了找止日期 ,但 錧 la)歉 中的超算 日期的界定板不清

楚°

3。 .夫于褒利,第 9茶 第 2款悅,‘凡屈力确保充分賠儚有必要的情兄
”

泣予以支付,并悅

“
利卒位是最道宜于其班,.9錯 果的利卒 .” 除了向各回或各法院表明沒有排除在裁決中包括隻利的

可能性之外,此 一表途肘它●●全然元用°在報告第二幸 A.3市 (同 上,年 2G段起各段)中 ,特別

報告真常查了下列若干鬥趣 :确 定夫于等位賠儚的一殺回酥法規則、委長合在編來送些規則吋可起

的作用、通迂目前正在常破的秦欺革來逐步友展回哧法.人們可以同意他的琢現杰度 ,但 希要一定

的世快°因而可以鬥即使有些夫于利息的規定 (特別是莊 9茶 館 2放 )沒有很清楚地确定規則 ,但

送些規定是否避子洋匆,不 能包括在革未中呢.夫子第 8奈第 3歉 ,他承次感到一些困惑,也萍

可以重雩,把 利息鬥題包括在內.在 孩情況下,錧 9茶可全部省略.

31.最 后,他悅他余下的分析將寺ㄇ計村朴儅和不再友生孩不法行力的保怔的第 lU朵 .他特

在坡后的舍以上姓緣友言°

32.雅 科籬德新先生悅,冬 管回家女任的快趣用于侍坑回琳法范時并牢固建立在故期共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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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量司法裁決的基瑚之上,但在目前它是一介特別重要的味趣°因此,其城地探甘此洪趣以冬快完

成村它的常快工作,具有來倍的重要性.

BS.他 想通避一殺性坪站來淡兩介恫趣.館 一介 1.9題 是,一 旦委長合完成夫子垓破腄的工作 ,

在似汀危害人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來和回跡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呆的回隊云任

的荼款車集中遇到的鬥趣格可得到解決或者人們特狄男一介角度未看待道些同趣.送是更快地球

︴進展中工作的另一介原因。

銋.第 二介 1.● 題是,回 豪黃任集中在村外回人的仿害上以及往往在栖牲技弱的不大皮送的回

家以迎合少效几介皮送強回之希要的日子,已垤遊去了.隨者 19ω 年 《堆也納茶夠法公的》強制

法概念的友展和力人們接受,在 《耿合回完幸》內存在若所規定南居次規則的情況下,回 家長任的

快趣現在有了更加戶泛的基砧.此 外,回 防法院也承汏,存在所有人共有的女任,回 隊社含的整体

利益需要得到泣有的考慮。因此,目 前的快趣表明了國怀法的逐步友展°

∞.委 貝金位些保怔,曰 妳社金特別是在口吥法夫子回家云任快越特坑規Jll制 定之后成立的

新國家,它 們的种种期望不至落空.委 貝合必須跟上現代曰哧法概念,例 如回穌罪行的概念,并且

跟上目前的回隊形勢友展.位 些迅速次研到由子主要犬回最近在怒度上的私板特交而提供的种种

机舍,送些大國班在接受了強制性第三方解決午瑞的概念。迂士,由 于各和政治班央的原因,回 隊

法半界在茶的法和海洋法等領坡未能送到送一迅速有效的步賺,而 目前,它 近在呎尺了°委員合成

些若眼于把達一体系包括在正在常破的夫子執行和解決爭端的奈款草案第 3部分之內,或甚至包

括在公的草案本身之內.

36.夫 子先前夫于停止回隊不法行力 (弊 6茶 )和俠褒原狀.<幣 7茶 )的茶數草案,他完全同

意遠祥的視魚:只 要恢久原狀可行并在法律上有可能,或者有違反強制法的竹現 ,恢 炙原狀威力必

不可少的,就位些优先考慮恢欠原狀.特別報告長在其第二份報告 (A/CN.4/42S和 Add l)中

朴充了三茶茶欺車來,并輸之以犬王材料和肘材料的帝辟分析 .

37.在提快的夫子第 8奈草案等值賠伴第 1欺 的兩介各逸未文中,他 安成各逸案文 A° 涉及建

快的紊放的各和 .9趣 引起一切令人共趣盎然、在某些方面生功活波的辯梵.因 此,力 了說明館 8茶

第 2歉所采用
‘
可送行銍洴估价

”
等洞涉及的堵同趣,格留夫拉特先生 (館 2lSB次 合快)提 出一

些友人深省的︴共和數字.他逐有悅服力地表示反肘在館 lU奈車集中列入
‘
冬用性賠撐金

”
的概

念,冬管送一概念以迪去的其跩力甚拙,但 在現代法律中未必有一席之地.送 一例祉說明了他早先

夫子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未与日象云任兩者美系的好梵.恁 到的因素以及作力豬果的怒

同性賠儅金的因素在治罪法下比回京女任所討淹的賠撐和朴借下更加版理成幸 .

BS.在 豬束炭言吋,他保留在辯淹晚些險段再送行坪淹的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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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217U次舍快

199° 年 6月 7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主席:史 久竹先生

出席 :哈 索丙先生、阿〨焦-◆伊斯先生、巴小沃#先 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

努幼先生、卡末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族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雅科錄德斯先生、科〞馬先生、巧希馬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水曾先生、帕夫拉克

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各庫納斯先生、索拉里 .田德拉先生、傷正姆先生、托穆

沙特先生.

國家黃任 (撲 )<A/CN.4/416和 Add.1,〕

A/CN. 4/425和 Add. 】,’  A/CN. 4/L. 443,C市 )

〔破程項 目 3〕

茶放草案第二部分
8

!特
栽子 《19朋 年⋯⋯年盤》,第 二卷 〈第一部分).

z特
栽子 《1g89年⋯⋯年盤》,第 二卷 (錧

一部分).

∫
茶款草案第一部分 <回 阮女任的起源),其 第 1至 3S荼 已一旗通避,散子 《198。 年⋯⋯年

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方 3U更超各更.

瑋來弗二部分 (口 隊天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第 1至 5茶 由委長金在其館三十五屆和

第三十七屆套以上哲時通道.哉 于ㄍ1gs5年⋯...年 盤》,其 二卷 (第 二部分),紫 以 至巧 段 .

由委員合在其第三十六屇和第三十七屇舍破上送交超革委真合的好二部分剩下的茶數草案

寫 6至 16茶 ,北 同上,箔 2U-21丌 ,坤 注 66.大于在第四十一屆舍快上送交起草委長合

的弟二部分新的片 6紊和好 7奈 的瑋文,兄 61g89年 ⋯⋯年些》,牛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更,第 229-23U段 °

草案好三部分 (回 昹女任的
‘
故行

”
和爭端的解決)第 1至 5茶和附件由委員合在其第

三十八屆合破上常快并送交起草委真合.某 文兄 《I9“ 年⋯⋯年些》,第二卷 (館 二部分),

第 35至 ∞ 瓦,腳 注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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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告真的第二次報告 (撲 )

第 8茶 (等值賠僕)

弗 9奈 (利 息)生

弟 1。 茶 (朴佳和保怔不重犯 )‘ <生 )

1.托移沙特先生悅,特 別報告貝在其杰出的弗二次報告 (A/CN.4/翅 5和 Add.1)中 的分

析犬多基于十九世圯初的仲裁判例.垓散告几乎祥冬元適,因 力披名了凡堪板少力人所知的案件°

不述有故就有紅 :大 多故有夫仲我的主題都包括肘指你外國人財戶敬失的索賠 ,或 9I指 林的涉及外

回人的人身仿害或生命敬失的索賠.因 此,仄私法上看 ,報告所提到的犬部分案例都是侵叔來.根

告几乎沒有數列不同竹現的材料,只 有与肘兵体利益造成敬善不直接相夫而違反曰阮法挑Jlj的 材

料.一介例子是,A曰与 BEl之 同蹄豬了一項我軍奈的,此后 A回 拆毀了 1千輛坦克及其他坎各°

然后它友現 B回 沒有連守裁軍惜言°送祥,A曰市省軍發弄支的合法愿望就合落空.人們不能肯

定,如何根括茶款草案坪估受害回白已造成板害速种情況。普然,受妨害的A回 可以哲停或終止

垓奈的或采取根袋措施,但 同趣是:它 是否有叔得到財夯賠催.其 域似乎并不支持速种叔利。

2.人們可以想象男一介例子,兩介回家同意合并,但 是在孩甘划什堵共施前的最后一刻,其

中一日決定仍然作力分別的央体°另一日曾希望回民生戶恙值大犬增加 ,它 能否玵由此造成的強失

提出索賠呢?有 必要意味到典型的侵叔案例与受便善一方抱有一种指望的案例之同的匡別 .侵叔案

涉及村受敬害一方的商品、板利或利益的妨害°希望Jll具有不同性慶.受 害方主張玵消板振害的賠

伴 ,并 希望被罡子若有失的的定文中得到很好執行它所能迷到的同祥財政地位 .送只有在違反茶的

規定的情況下才可以想象°他玵達一向題逐沒有現存的答案,而保俱指出:特別根告見力支持第 8

每草案所提到的所有瑋例都是優板案例。沒有任何一性裁決确放,希 望的利益被視力根害的一部

分°不幸的是 ,由 子草案第 1部分第 1和 第 3奈 ,只 有一熒回隊不法行力,在優杈索賭与合同索賠

之同未作任何匹分°

3.在 歐洲共同体 ,逐 沒有哪介回家在另一日違反其〤夯時要求財夯店儅的.甚 至些大的 1U年

前法國禁止放英國迸口羊肉吋,送加情形也沒有友生迂°人們也不時楚共同你法院在此种案件中是

否有板迸行裁決.近有 ,在 天文恩林定系坑中,五 然思掰定保押銓洴叔利并瓜而造成學渀上的期望 ,

但沒有任何一介爽理各舞的回之同到紛的小組委貝合裁決逮財夯上敬善店儅 .

4.特別根告貝提快的規則完美地反映了有夫便板未賠修云任的法律情況,但在道一具体領域

之外,其他的各种考慮可能占优勢。些然,有 失典型的回家之同夫系的外交其域更9E确 放,然 而他

杯疑,除 了侵板賠借貸任之外,財夯賠借仗友揮有限的作用°夫子武裝沖突所造成的技害,人 6i〕 仄

‘
案文兀第 21鋁 次金洪,第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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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汏力有可能社找敗回久袒重建工作的所有安用 .送一例子表明,特別報告長所想的親則十分道合

于財戶或人身迫受敬害的介別案件,但 印并未提供普遍的答來 .

5.他 玵第 8紊車棄第 1放和第 2欺 中的
‘
受害回

”
送項主要概念有些疑1.9.根 括委真套已鋄

哲吋通避的草案第二部分笨 5茶 ,常 常有并多受害口,但 它●●并非全都有叔得到財各賠儅.由 干達

反一項人叔茶的而使一介人受到敬害的什兄下,就 合出現一种共隊的田堆.每介其他的普手回都被

放力受到敬害.但 是在銍游上可以估价的賠儅金究竟”子師今日京呢?如 果些持快力 ,村 一日的回

民所造成的強害思是玵回家本身的敬害 ,那 就套否定索好的板利,因 力通常都是本回侵害其自已回

民的叔利.但他逐是同志,受 害回回民所受精神頡告位沒引起財夯殕借的叔利 ,王 然速一規fll垃 子

修訂以便反映焦 lU茶 草案算 3歉 中所載規定.介人在所有精神氓害未件中都不可能索賠。歐洲人

叔法院仗在特殊情況下給予財夯賠管,如 由于便害人板而使更善者挨期痛苦地生活在不确定和焦

慮之中.在 一般情況下,法 院次力 <歐洲人叔公的》的要求未得到達守達一裁決就是充分和恰些的

朴伴°

6.夫 子第 8茶草案第 1款 ,各遊案文A似 乎建快位些恢交原狀,然 而各遊案文B則 力在若未

友生回哧不法行力的情況下

一

件的友展情況迸行假淡坪估留有余地 .在 送兩今各逸案文中,都 有必

要确定
“
賠借

”
的含〤.在他看來 ,‘賠儅

”主要是指由于行力回的拳功而造成的杈利、商品或具

体机合的根失°但是鬥題是 ,是 否要在違反茶的〤夯的情況下包括由將共隊情況与若道些履行有失

茶的又夯本合存在的情況造行假淡村比所揭示的任何政夯差距。在速方面,他不相信館 2欺提出了

必韓的解決亦法.“可送行絟游估价的韻害
”

是什么?特別是,它 是否包括受害方的期望?

7.箱 3歉五然是一介便杈茶歉。些一件物品被敬毀或一令人受到仿害時,可 能宜于村消板損

害迸行賠撐,包括收入的韻失等等°然而,在 財戶瓶害的情況下,賺取利潤的机合可能正常地反映

在商品的市埸价格上面.他注意到 ,英 國法院就不愿志把利洞板失作力有失商品市場价格之上的一

介附加因素予以考慮 .

8.第 4欺 中列入夫于必要的因果夫系規則值得攻迎.但是,在各↑回東思想流派所建快的卄

多好央亦法之中,特別報告長逸掙了
“
不同新的因果夫系

’
理站 .他公人吋螢同遠种方法狁無不央,

因力逆缺乏共辰內容,并未提出兵体答來.可能偶私有送祥的情況:因 果夫系其的同新了,但通常

印依幸其他一些林准.其后果大過迒、或者大堆以預測,淮 以保怔將散害”因子瀯在的行力者.因

此,提到一系列不同新的

一

件,也 件可以滿足半球上的帝要,但 在其跩中印沒什么靜助 .

9.第 8奈 弟 5琅作力另別一系可能更好.他基本上可以同志垓荼的規則,即若受害岩肘被害

的出現也有女任,則 賠伴數位予減少°垓規則相些子仄近古以來私法所确立的原Jll,在 回隊公法中

沒有任何其他解央亦法可以道用。

1U.至 于第 9茶車來,特別報告貝連免就支付利息的具体〤芬作出規定,而 俱仗是指明了位丌

始卄算利息的日期.因 此垓茶仗伙規定一項次要鬥趣,位 明确規定何吋向受害方支付利息.第 I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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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 ,利 息可能是
“
借什喪失的利洞∴ 但達仗俠是敬害的一种情況°沒有任何理由說明,力 什么在

造成財戶韻失以及在受害囝將其索賠限于村炎戶敬失的賠伴吋不位垓支付利息°他也同志利息位

卄算至央吥支付之日力止達一現魚°

l1.令人欣吝的是特別根告貝建快了′介兵你的朴伴規則,但 是泣垓又明确地界定,第 lU茶

車案的范田法律确其泣垓使行力回就精神韻告承但特定的次數〤芬,儘 而精神板害不依仗是玩忽

取守:它含有一定程度的尸重性.可 以拳出一些例子,如 逮捕外交官,狄而使一介外目的茉啟或琫

尸進到侵犯。不遊 ,如 果一介水道回未能就卄划的工程通知另一回,狄而達反了夫子田隊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奈欺車來第 12茶所規定的叉簽,達又是一介完全不同的曰趣.特別根告貝五然同志速ㄒ

亦法,他在第 1U茶 革來中与
“
法律敬害

”
同時提到

“
道火敬害

”,但是第 1欺所建快的后呆,即道

歉、賠儅金等等,特 白劫地通用于達反回哧承偌的所有竹兄。速祥一介提快迪子夸張°由于回隊合

作林定教量大增 ,達 的常常只是一种官僚主〤班象.在 大多數特兄下,受 害回提醒另一日久有〤夯

就姼了.并不戶生怒罰肘此久責的机构或保並不再犯的1.9趣 °茶歉草案位些肘送榮小的達的行力表

示某种程度的克容。

12.他 里央駁斥第 lU奈 第 1款所栽
“
恁弱性賠伴金

”
的概念°共跡振失或其昹敬害恙是可以

估卄,所 需要的只是提到有失的垤洴數字。另一方面,恁 引性賠撐金自初要求第三方裁次。沒有任

何回家合自愿接受愆判.冬 罰性賠借金不依有道 于各因主杈平等原91l,而 且共阡上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位 ,x9刪 除所有提到恁判性賠儅金的洞句.應 引概念的道些位正是在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草案之中°但是,垓 治罪法草案仗規定肘介人的爽刊 .

】3.委 貝舍中有些季貝強淍,保迂不再犯不泣限于非物辰韻害的竹玩,他 同志此种意兄。在已

篷造成具体敬善的行力可能重犯的令人不安的竹兄下,需 要核朴救亦法,也許甚至更力需要。也庄

垓澄清,物辰損害和非物辰敬害并非相互排斥.因 此,若 些地字察故意不予制止的一伙暴徒焚燒一

座外因使信信官,垓 建筑物的根數既是物辰損害又是非物辰韻害。存在兩介分別的茶款初看起來似

乎意味看速兩今荼放的范田之同似乎有一奈明确的分界我 .

14.他 完全發同第 1U秦第 3敕 ,垓款 反映了回隊法院和歐洲人叔法院的裁決。歐洲法院汏力 ,

它有失已袋生連 反行力的我央作力适些的朴教亦法皮揮重犬作用.甘法院板不愿意判垥達犯人叔

的案件以財夯朴伴,他知道仗有一性荻得慷慨的朴伴的案件,在垓來中一介人曾被非法驅逐出境 ,

而元視引波的合法程序°
ε

s兄
歐洲人叔法院子 lg87年 12月 2日 在BU雄 n° 來中的判決, Pubtcations oftheEt.【opean

l24,P. 4Z,atp. 48,,ara.Cclurt㎡ HumanR㎏㏑s,SeiesA:Judgmen心 BndDe山 c)ns,VU1.

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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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他 反肘第 4款 。些然,曾 有一些向行力回提出侮辱性要求的案例,特別報告貝提及文和田

一

件与此有失 <A/CN.4/425和 Add.1,年 124段 )° 但是,沒有必要在弟 1U茶 中提到達一事件 ,

在一今由平等主根國家杓成的世界上,侮 卒是沒有地位的.達今鬥趣最多可在呼注中提及。

∥.及后,冬竹他的友言中有些批怦,但希望強玥,他十分感甜特別報告見發料翔某的報告 .

上午 1U吋 45分 散套以便起革委見合能移升舍 .

第 a71次 奈快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本沃蘚先生、巴小琳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

努鈉先生、卡末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巫斯 .因 餑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

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与先生、友卡弗里

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几德拉朗付先生、

一

庫鈉斯先生、索拉呈 .

困德拉先生、協正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回家女任 “垚>(A/cN.4/416和 Add.】 ,1

A/CN. 4/425和 Add. 1,︳  A/CN. 4/L. 443,C市 )

〔快程項 目的

持載于 ㄍ1988年⋯⋯年盤》,

特栽于 《1989年 ...⋯ 年盤》,

牛二卷 <第 一部分)。

弟二卷 (牛 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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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狀車來年二部分
s

特別報告貝的牛二次報告 (玟 )

館 8秦 <等值賠伴 )

第 9茶 <利 息)和

第 1° 茶 (朴僅和保並不重犯)‘  (臻 )

1.小 木曾先生祝女特別報告貝就回家女任達今交染寺趣編耳了辰士优秀的第二份報告 (A/

CN.4/425和 Add.1)。

Z.在央施第 8至 lU各車未所包含的規則吋可能出班各种鬥趣 ,玵送些同題虛加以扶其中坡 ,

以期便利和平解決犖︴回和受害回之同的爭端°他早在委員套第三十七屇套破上就什村前特別根

告真提出的草案第 6奈悅避,央 隊上存在看并多一次性解央的其例 ,在送祥的例子中,牽 事園給予

賭借,不北得是承放犯有不法行力,賠儅教額也不等于
“
恢欠不法行力友生前存在的狀況所需的教

額
”

.‘ 海多案件确共如此,例 如有許多遠柈的案件 :罕飆和軍用
、
机在找吋或意外吋姶商船或商

用人机造成根害°在哭理送些案件吋,有 夫回家同志采用那些解決方式中的一种,但 并不承放久有

韻害案件的華卒者責任.送种解央常被划力
‘
政治

”
解次或法外解決,共屈回家黃任寺題范園之外 .

3.草 案第二部分采用的似乎就是速种瘡法,些 亳沒有提到送种解決形式:按照第二部分,只

有法律規則和原則能納入紊款草案.村子達种看法是否正确,他表示怀疑°甜肘回家慣例,并針肘

有洋多落在的或括務已友生的引起韻善的回隊不法行力案件仍未得到解決達一蕉,他 快力夫子賠

荼款草案第一部分 (回 狋黃任的起源),其 弗 1至 35茶 已一法適避,我 于 《1g8U年⋯⋯年

些》,算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 英超各瓦.

草案第二部分 (回 隊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寫 】至 5茶 由委員合在其第三十五屆和

第三十七屆套以上哲吋通避,我 子 ㄍlg85年 ...⋯ 年答),館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扭 -2S更
.

由委貝合在其第三十六屆和弗三十七屆合快上送交起革委炅含的常二部分剩下的茶款草案

弗 6至 16茶 ,凡 同上,寫 2° -21更 ,腳注 ●S.夫 子在第四十一屆金以上送交起草委員合

的第二部分新的集 6茶和瑋 7茶 的案文,凡 6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

更,乍 229-2SU段 .

草案第三部分 (回 隊女任的
“
執行

’
和爭端的解決)弗 1至 5荼和附件由委貝合在其第

三十八屆合以上中破并送交起革委員合.案 文兄 ㄍ1986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35-36面 ,胸 注縣 .

案文兄第 2lSB次含以,館 2段 °

《1985年⋯...年 盤》,館 一卷,第 122-123丌 ,第 1896次合洪,第 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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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的茶款草案的措洞位至少不合妨磚或干涉所你的

一

÷曰和受害回以一次性解決方式或以任何其

他政治解決方式共現和平解決的做法.所 以,他放力,位 在草案里加上一奈,明 确規定,第 7至 館

l。 茶所規定的賠借形式在位用吋垃不妨璕所渭的十

一

日和受害日及方同志的任何其他解決形式＿

委貝金哲吋通述的館二部分第 2柔和第 3紊都沒有提到達和好次形式.

4.他 同意格霄夫拉特先生 (第 2lSB次 金快)和 托發沙特先生 <好 217U次合洪)提 出的鬥趣‘

錧二部分第 5荼規定了受害目的定叉,第 7、 8和 lU奈車未規定了賠伴形式,但确定哪介受害田有

叔索求哪种形式的賠儅可能合出班困雅 .一般來排 ,第 8紊車來規定的等但賠僕只能由直接受害回

索求.可 能出現同祥鬥趣的另一介方面是第】U茶車來第 3款所洗的回隊法庭的宣布性判決.大 家

記得,回 隊法院 1966年 判決西南非洲案
. 

吋,肘
“
群余拆松

”
采取了否放的立埸 ,而 館 5茶依据

的似乎是 ,在 因豚法中存在若普遊适用的〤夯,正 如回狋法院 197。 年判決巴塞多那屯準公司案
’

吋表示的那祥。因此,肘于弗 5紊和館 7至 1° 來的失系,委 貝合須蛤予放兵的常洪°

5.在悅了送些一般性意兄之后 ,他愿就特別報告長提出的年 8至 第 1U茶 車菜分別作出坪梵 .

6.力 第 8奈草案弗 1獄提出了兩介各逸案文°在各近來文A,特別報告見迋用所渭的霍茹夫

原 lll村 拉蛤子等值賠儅的敬害下了定又°各進來文 伍)放作‘
‘
受害國有叔要求犯有回厤不法行力

的國家玵恢褒原狀所未扺借的任何頡害給予金我賠僕,賠佳教板力恢隻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合存

在的收兄所必需的教額。
”

因英悟不是母活,他村洞悟
“㏑themeasu:e” 的含〤的理解有困堆.如

果象他想的那祥 ,送介短活多少相些子
“
t° theextent” ,那 么位絡予賠●..的 損害的范田仍有不确定

性,送种不确定性他汏力來自短悟
“.hes:tuat:UnIhatwouldexi6tfthew=ongfulacthadnotbeen

committed” ,因 力需要恢笈的狀況沒有具体悅明,在茹夫原則可能不道用.因 力決定的賠儅不足以

“
恢集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合存在的狀況

”
,受害曰便有理由要求增加賠僗喝?力 悅明他的現魚,他

拳了下例.假淡 A因 出手錯淏,崁炸并摧毀了B目 的一座水坱,兩 固商定了A回 拉力此回隊不法

行力支付的賠催數板,賠借教板的卄算根据的是重建速座大班預卄所需的莢用 ,迸 一步假淡 ,在 捇

定筌字之后但在工作完成之前,洪 水蛤 B因 造成尸重敬害,B因 遠吋可以援引各逸案文 A,特別

是祠活
“
本舍存在的狀況

’
要求增加賠佳喝?他放力各起來文A的本志是恢欠如不友生不法行力 ,

在送成掰快之吋
‘
本合

”
存在的狀況°在速种竹況下,尤其是券于不存在如弊4欺要求的

“
不日新

的因果美系
”,B目 的要求是站不住的.但 在送一魚上各逸葉文A并不明确 .

7.各逸來文B也使用了
“
如不友生回隊不法行力本套存在的狀況

”
送一短悟,但在下途 .9捶

上真是含混不清:究 竟在哪一吋刻或哪一盼段受害回有叔要求金我賠借,垓各近來文逐×l速 种要求

‘西南非洲案,第 二險段,1966年 7月 18日 判決,qgs6年 田隊法院裁決集》,第 6英 .

’ 巴塞多那屯率、屯虰和屯力公司未,館 二盼段,197U年 2月 5日 判決,《 1辦
。
年回昹法院裁

決集》,算 3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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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了下迷秦件限制 :‘在如不友生回酥不法行力本套存在的狀況未⋯⋯得到恢褒的情兄下和在此

范田內⋯⋯”
°速是否意味著只有在及方絰掰快,确 定俠欠原狀力不可能之后,受 害回才能行使要

求金我賠偌的板利?或者是否意味著些如不友生因師不法行力本舍存在的狀玩被次力八物辰上排

元法俠褒原狀之后并在此范田內,受 害回可要求金俄賭借?如果前一拜猙正确 ,受 害回便元法及吋

要求金哉賭僕,而 送有背于下迷目杯,即便利其狋好央因口沶不法行力戶生的爭端°冬管提到了

“
集 7茶 的規定

’
等河悟,但看起來鬥題逐是未拜央.

8.夫 子館 8茶 錧 2放 ,他悅他同志委長舍一些委長的意凡,也放力
“
可迸行絟游估价的

”
達

一短悟可能造成困雅,因 力隨之戶生的同題是 :弗 一,是否所有的敬害都
“
可送行各洴估价

”,第

二,如何送行估价°他希望遠一數明确親定,玵韻善的估价如果殃方不能送成捇快,垃 立即交由第

三方拜央°達金便利村爭端的共沶解決。

9.他螢同年 3放 ,因 力垓款筒球地提到了肘收益韻失 <消 板敬害)蛤 予賠借的原 Jll。 然而,由

于回酥法在送方面缺乏詳如規則,他放力在送介同趣上似汀更力其体的規定村本套奈放車未的目

的元所朴益°

1U.他倚要坪梵了有夫利息的第 9茶 草案.按特別報告長意北,利 息
“
昆然是

”
消板掘害的

“
一部分

”(A/CN.4/425和 Add.l,第 78段 ).他悅,他 一方面發資特別報告貝力在達介 .● 題

上探求目昹法規則 ,并力促迸達介領域回吥法的逐漸皮展而作出的努力 ,另 一方面放力委貝舍不位

垥利卒和褒利送美 .9題 似汀避分洋幼的規fll,在速些同題上,回 隊法遜不明确°

l1.夫 于第 1U奈 草案館 1款 ,他悅,除 了他在梵及妦 8紊 吋就提出避的
“
在此范田內

”
短悟

的含叉外,他逐希望下列短活得到澄清,即
“
不能以恢久原狀或金裁殕儅朴敬的精神或法律上的板

害
”
,也希望澄清垓款所規定的送种韻害的法律后果°按照特別報告炅在他的擬告中的解,H.,“ 所悅

的村回家的
‘
精神

’
頡害羊其上.‥ ‥.特 別是不同子肘回家的回民或代理人的

‘
私人’精神韻

害
”,而且送种

“
肘回家的精神敬害

”
特別在子:‘ 一方面,肘 國家叔利本身的侵犯,另 一方面,討

回家專戶、茉啟或威信的仿害
”(同 上,弗 14段 ).另 外,特別根告貝把第一共損害林力

“
法律上

的掘害
”
,因 它是9i一項目師〤夯的任何違反的豬呆.肘此,他希望下列兩魚得到澄清。第一獄,玉

然肘回家代理人的
‘
私人

”
蒲神敬字不同子玵回京的精神散害,但某些失型的

“
私人

”
精神敬害 ,

如吋回來南圾代理人的侮好,是否原則上等同子
“
村回家的精神敬告仰 方二魚,如果法律上的嵌

苦是
‘
肘一項回豚叉簽的任何達反的堵果

”,則 可以說几乎所有回隊不法行力舍玵其他回家造成

“
法律上的

’
韻害,即使央隊插害是村有夫回京的回民造成的,因 而也可以悅 ,在 所有道些情況下

行力回有〤夯以錧 1欺所規定的一种形式或多种形式的堵合向受害回提供充分朴伴°但達可能不

是特別根告貝心里所想的.按 回家價例,造 成
“
不能以恢褒原狀或金找賠借朴敬的精神或法律上的

韻害
”
的回家并不思是久有以第 1敏所規定的形式向受害田提供朴伴的〤夯.在 達一魚上 ,他想知

道特別報告真是否放力有必要在垓荼款來文中肘
‘
精神或法律上的技害

”
加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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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另 外,逐是夫子好 1款 ,且 然特別技告真在根告 (同 上 ,第 144段 )中 把想例性賠佳務力

“
本身施加的

”
制裁,但他逐是女同某些委長就此1.9趣表送的否定志兄 .

13.最 后,既然第 1數提及朴儅形式的
“
任何錯合

”,因 此有必要在整今紊歉草案里提及等值

賠儅与某种形式的朴借或不重犯之保江緒合的可能性.

14.他 同志第 4放表送的意兀,即
“
朴催的要求決不成包括向犯有不法行力的回家提出侮辱性

的要求⋯...” ,因 力侮好性要求金早致新的摩擦,使有失方面元法造成友好好央.然而他放力也泣

垓記住在央行送項規定吋可能出現的曰趣.例 如確有杈力判新某一項要求是否具有侮辱性?‘侮辱

性
”

一坷具有很強的主現性.因 此他和先前的及言者一洋走快刪除此放規定 .

15.恩 居加先生肘特別報告貝牛二份根告 (A/CN.4/425和 Add.1)表 示螢弦,次力垓報告

包含了有夫賠借或等值賠借、朴借以及其他形式的賭催的牛宮的未例法和法律意凡°然而令人適憾

的是 ,報告的英文油印本援引了大段的決定和著作,卸 是原文,蛤 不佳那些原文的人造成尸重困准.

希望以后送失引文能稒澤適來。

16.特 別報告長在報告里努力忠央地反映有失達介 1.● 題的刁慣回隊法,同 時以些代回隊法力

背景提出了一些曰趣°特別報告貝尸格達循了他的前任們所用的系琥的有迓輯性的方法,他●●曾力

委貝合有夫此寺題的工作做了巨大黃扶°遠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大中重,次最近的′瓨因隘伸我裁央

可以看出來‘199。 年 4月 3U日
“
彩虹勇士母案

’’. 得到我央,法 回和新西〧作力此案些卒日.以

及仲裁庭,都 把遠方面的工作成果視力刁價回隊法加以引用°

17.回 吥常沒法院曾恰些地 l=妠 出送介曰題上的法律出友魚°在判決 lgη 年猩茹夫工ㄏ (管

格)案 吋,常 淡回眛法院宣布了下列基本原則:破坏契的之行力戶生充分賠撲之〤夯,此力回隊法

原則。故相〺于未屈行公的達一焦,賠借乃不可或缺之朴充°⋯⋯.

回吥法院子 195U年 重申了同一原則,它 在夫子 (第 二阱段)和 平奈的之解帑的咨洶意兀里悅 :

“⋯⋯五然,拒不及行茶的〤夯,此 涉及到回隊女任
”

.l°

18.特別根告貝提到垃用送一原則的卄多來例,ㄏ 泛分析了爭伿溯甘的作者們的意凡,他 (19都

傾向于里持速一原911.之些來件地大多效涉及肘財戶的物辰擬字或吋人身的仿害,因 而涉及的是与

契約或便叔女任有失的竹景 ,但他快力達望屯不削弱下迷′般原則 ,即達背回隊法規定的叉分必然

專致賠儅又芬的戶生,不 站送种達背行力造成肘口京或村其回民的物辰嵌害 ,逐是造成所謂的肘回

泉的
“
精神的

”
非物辰技害.按特別報告真的志凡,后 一頡害一方面是玵回家叔力本身的便犯而另

凡年 2168次合快,腳 注 4°

ㄍ口酥常快法院,A輯 》,第 9母 (同 上,腳 注 5),弗 21丌 °

与保加利工、匈牙利和男馬尼正締佑的和平奈的的解釋 (牛 二阱段),1g5。 年 7月 18日 咨

洶慮兄,a9SU年 回隊法院裁央集》,第 221頁 ,在 年羽8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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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肘因家萍尸、東苦和威信的仿害 (同 上,牛 I4段 )° 他汏力,之种因不法行力戶生的物夯

韻害案件之所以數目森多,与 其悅是因力玵日京的
“
精神

”
礙善不需要賠佳,不如悅是因力速种瓶

害不道合提交仲裁或司法程序解央以求賠儂.然 而達紳掘害确有一种特別的扑救形式,即 特別報告

長所悅的
“
朴伴 (mt6faetlon)” .因 此他不同志托移沙特先生 (第 217U次合快)的志兄,即不存在

玵回家利益友生
“
精神

”
板害的案件 .‘移虹勇士舌未

”
現涉及了精神敬害,此 未屇法回和新西〨

19“ 年筌汀的+.1快避受達反的卒件,根据垓林快,丙名參与爆炸綠色和平日沶船的罪犯位在森出

土服別,垓 山屈法國智格,但 法回卸秘密地提前特兩名羅犯逛回法回.仲 裁庭在垓來中指出;破坏

茶的之法律后呆 ,包括确定可能排除犯罪性辰 (并使數幻行力伙伙威力表面現象)的什芾以及确定

道些的朴軟亦法,速 些都屈于有失回家女任的刁忸法所管格的1.9捶 。理由是,有 失回家帝任的′般

回酥法原則同祥适用于連反奈的〤夯的案件 ,因 力在曰哧法領域 ,契 的性女任和便杈性云任并元E

分 ,所 以一口以任何形式違反不挖球何赴戶生的又夯都早致回家女任的戶生,因 而尃致賠信〤夯的

戶生°⋯⋯n

19.五 然,賠僗一一不梵是肘物辰或精神頡善的賠借逐是玵契的性或侵板性根害的賠伴 ,也 不

淹是否涉及村因家的直接敬害或肘令人的損害一一的性辰和程度之不同,取決子有夫扳害的程度 ,

或華卒者或縈手目的罪黃.因 此,報 告里提到的大部分未例只能看作例子,因 力具体情形可以有元

限的多洋性 .

2U.他 同意特別長的志凡,即 等值賠儅逆循下列一般原則 :戶 〤的賠儅一一任何賠借形式或其

互相錯合——的錯果位孩
“
消除

”
用程茹夫工ㄏ案 (共辰向趣)判甸中的活來悅

“
非法行力的一切

后果
”,以便力受害方的利益建立或恢褒

“
如果沒有不法行力本金存在的狀況

”(A/CN.4/425和

Add.1,第 21段 )°

21.他 也完全發同在戶西塔尼正案中表送的意凡,即 國內法通行的恁我性和怒捐性賠伴金不

透用于回隊法,因 力 ,“
‘
賠儅金’的基本概念是朴儅,賠儅所受的瓶失,法 院确定肘不法行力的

賠伴
”(同 上,第 加 段).正 是在送种背呆下,只 要損害可以”因子不法行力,板 害的直接性和同

接性概念便交得元夫緊要.達种志凡也并不十分生僻,令人完全預想不到°正如 192B年 11月 1日

美一德混合索焙委長套的名二母行政裁決中所悅 :‘
.⋯ ..只 要在德目的行力与所受的散失之同有明

确的、不中新的夫系,敬 失是直接或同接韻失都元美紫要 .’ (同 上,弊 笳 段 .)

22.因 此,特別報告貝送行的透仞的分析力他夫子因果夫系林准位如何位用于插善賠儅的确

定的志兄提供了足營的叔威性 (同 上,弊 ●2段 ).相 成年 8奈車來弗 4數 的基砧的
“
不同淅的因果

夫系
”
似乎來自上述美一德混合索殕委長舍年二告行政我決 (同 上,方 Sg段 )和 市萄牙殖民地案

11Intern‘ tionalBatvoniLawRepUris,館 82卷 <兄 弟 21cS次 合快 ,坤注 4),弟 ssl面 ,第 9S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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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利拉卒件)<同 上 ,第 38段 ).在 有萄牙殖民地未里,你 回入便有萄牙殖民地早致曾地人民起〤 ,

遠种超叉在此之前被次力是可以預料的︴件 .然 而位垓強琱指出,直 接的不同新的因果米系道茶親

則須由仲裁法庭或其他第三方執行,以排除下迷散善:達种韻害蛗然与回唪不法行力有因果失系,

但在因果夫系鐽上或在●+同 上述子逛迒或者完全不可預料.村 子第 8茶第 4款是否恰些地反映了

送一焦,他望毫不敢肯定 .

23.冬 管如此他逐是女同第 5欺 ,垓致正确地反映了日內法中某些被普遍接受的原則,達 些原

Jll涉 及下列方面:受 害回自己出現迂失,或其他与行力日元夫的因素,促使了回昹不法行力的友生,

并促使店借金板減少 ,与 各方袒久的女任相道庄.垓兼与下逑一般原91l一致 ,即 時僅的目的是冬可

能地恢褒原狀,而 不是恁研°

銋.夫 子損害賠僕的性辰或等值賠借的范田,他 完全同意特別報告貝的意兀 ,即 金我賠儅虛是

研村被仿害因尚未而且不可能通遊恢褒原狀取得賠僅的
‘
物辰

”
掘害 (同 上 ,館 S2段 ).達包括兩

方面,一 是村回家領土或其財戶的直接損害,包括其在國外的財戶 ,一 是通避作力其回民的自然人

或法人或其代理人村回家造成的損害.在 給回家造成嵌害吋絲力
‘
直接

”
損害,在垥其回民造成槙

害吋林力
“
同接

”
根害 ,遠祥做似乎不十分重要°特別報告貝所考慮避的叔威判例——

“
戶西塔尼

正案
”,科 爭海峽案以及威廉 .表克尼小案 (同 上,館 56至 兒 段)一 都肯定地怔明,遠神敬害

不淹是
“
物辰的

”
或

“
精神的

”,都 可早致金我賠伴 .

2S.然 而,村 子賠借消板插害的 .● 趣 ,很准确汏是否存在著統一規91(.他 汏力根告貝援引的判

決并不能蛤速种賠儅提供根据 ,除某些有限的情況外.休螢小特案涉及一位美回公民的索賠,他 的

財戶在危地馬拉被征收.仲 裁在此案裁決中悅 :戶 生的被害恙是要賠儅的,但是喪失的收益必須是

架的的直接錯果,必須夫系不很通,也不能是推測性的.基本上是速种情況:達种收益是與的的直

接錯果 ,可 以合理地汏力,丙方些卒人都想到達反契的很可能金戶生送介堵果 (同 上,第 ∞ 段).

26.因 此,玵每介案件泣祝其具体情況而定°他放力賠儅金的确定,例 如因征收而泣什的賠借

金—— 不管達种征收是否肘—— 庄根据村征收的財戶的充分賠儅而确定,而 不是根裾推測性的收

益.判 決朴僕推測性收益可以視作一种想研性措施,已 銓超出了本青趣的范田.因 此他肘箱 8茶錞

3欺杯有尸重其 1.9,孩歉演作 :“依照本茶的賠儅包括因回隊不法行力而喪失的任何收益 .” 不位忘

圮的是 ,由 子各种元法澦凡的仿兄 ,患 是存在若預料的收益得不到共現的可能,另 外.;強甚至破

戶的可能也免不可排除.如果肘消板敬害規定垮子朴借 ,那 么在其沶友生于散的卄兄下怎么萍?利

息曰題則是介不同的鬥趣,他后遊合提到。

27.大于第 8奈弗 1獄 ,他板向于采用各逸來文A,來 文A意 思更清楚 ,其 措田方式比各起來

文B更秋板 .他忕力除非特別報告長有特別理由偏向子各遊案文B,否 則委真合可以在适些時候集

中甘梵各近來文A,或許透可以按照小水曾先生提出的志北重新似定 .

2g.根据特別報告貝援引的判決未例,他 确信,用 于
“
恢欠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合存在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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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
的賠條必然成包括利息賠儅 ,冬 管他不放力利息可以用于賠催收益散失,泉特別根告貝在報告

<同 上 ,第 78段 )中 所悅的那祥.冬管如此,他逐是承扶
‘
裁決文什利息看來是賠儅因一吋不能利

用資本而道受那榮的收益描失最常用方法”(同 上).支付的利息放何 日算起,次不法行力友生日算

起 ,透是9A索 賠或我其日弊超 ,送一魚瓜司法其域上看似乎沒有璃定,因 力所有因素都需要考慮 ,

包括索賠者的辛場性或庥屏性因素.然 而思的來悅,如果沒有其他因未可考慮,似 乎合乎迓輯的泣

是同意特別報告貝和布郎利的意兄 :‘在仲裁掰定沒有青ㄇ規定吋,按 照一投原則,作力賠僕和恢

交原狀概念的必然坫果 ,似 乎垃以不法行力的日期力起弊日期
”.同 釋似乎合乎遻輯的是,利 息成

找止到共跡璈付賠儅金之日。

29.一殺來排,不 可能力所有的索賠規定銳一的利率,遠方面的次定往往各不相同.然 而,肘

子絮比利皿所提的合理建快 (同 上,牛 田 段)有許多活要悅 ,絮 比利工就力⋯⋯參照世界銀行每

年所定的借款利卒可能是有用的,特 別是在并元私人介人介入的肘回家的直接嵌害的案件中°

3U.他 不快力可以普遍地使用褒利,除 了在介別竹兄中,隻利是共珧充分賠僕的唯一亦法°遠

似乎是爪報告 (同 上,第 gs段和第 lU° 段至第 l。1段 )所提到的挪威船主索賠案和英曰在西屈摩

洛哥匠的索賠來得出的持淹°

B1.逾 憾的是,第 9茶 草案只是部分地涉及了利息 .● 題 :垓 茶只是提到利息超算 日期和截止 日

期,玵 象染的褒利同趣只是稍有位及.他汰力垓各的棄文位重新批定,悅 明在何神情況下位支付利

息,在何种例外情況下位考慮裁決賠僕褒利°

32.他提到有失朴儅 1.● 題的報告第三幸吋悅,既然提到私人令人、另一日代理人或元控制的暴

徒肘外交代理人、外交房舍或國家財戶的侵犯,那 么就出現兩↑同題‘一是肘有失回家的物辰振害

同題 ,一是村所謂的回家尊戶、朱替或威信的仿害°第一今鬥趣涉及的原91l与 有夫恢褒原狀所涉及

的原Jll相 同,因 此正然需要金俄賠伴。在寫二介恂題上,朴偕可采取多种形式,例 如表示適憾 ,道

放 ,‘支付象征性賠儅金或怒捎性賠僕金,以 及怒 研華═者 .

BB.同 趣是,速种朴借能否采取慫罰性或侮辱性要求等形式.特別散告真提到汻多遠祥的案

例 :些 吋的一些大回玵其他日京強加侮辱性茶件,并且玵速些回家有帝國主叉或殖民意田,例 如〤

和田起乂 (同 上,第 124段 ),特別根告貝描迷了′种在今天根本元法接受的做法.今天必被次力

述吋和不可接受的其他朴伴形式包括 :向 日旗敬札,派之琪罪使市 .

34.在 申理
“
彩虹勇士母呆

”
迂程中,仲裁庭找到了一种又現代的朴佳形式.在 裁共中第 8段 ,

法庭悅,法庭宣布,玵 法〨西共和曰違反与新西〨所定荼的〤奔加以越女,并借助法庭我央予以公

布,括本來竹兄,此种宣布已构成肘新西〨所受的法律和精神敬害的道些朴借
1含 j裁決中弊 9段

接著洗,盤 于上迷我央,建快法〨西共和回政府和新西〨政府放立一項基金,以 促避兩國公民之同

乎同上 ,第 579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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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切友好夫系,并建快法〨西共和回政府先力造項基金提供相些于 2°°万美元的資金1達項裁

決瓜多方面表明了玵有意砍坏回隊法之行力判是的想研性賠借金的道些范田.正 如特別撤告貝在

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洋 :‘朴借的想例性和恁成性与有夫回家之同主杈平等的原則并元矛盾 .” <同 上 ,

第 144段 .)些 朴僅是由第三方我次吋,之一魚尤其正确.如 “
形虹夃士子

〞
未所表明的那洋 .

BS.如 果一方面規定可以放良回宗肘犯罪行力女女,另 一方面印排除制裁,達是完全矛盾的,

不梵速种制裁是自身施加的—— 如最近 日本天里向玥佯人民道放——逐是由朕大或安全理事金規

定的.肘南非种族主叉政叔規定的強+Il性 制我必須水力是91南 非帶有恁琱性的肘回呸社合的一种

正些的朴僅°

“.在報告弟四幸中,特別根告真力
‘
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的保怔

’
送种朴故亦法提供了足接

的根据°曾有速祥的案例 :象失寅恙怭定送祥的回昹數班或東歐洲人叔法院送祥的人板机枸曾要求

一回修改其立法.必須強惆的一魚是,任何恁闐性朴放亦法是由第三方強加時,回 哧法才子允許.

主叔平等原則在達方面排除了自我歡助的可能,牛 1。 茶車來第4放虛把達一魚雩清楚.*4放最

力重要 ,速 一敬泣垓保留,而 不是象托移沙特先生在上次合以上所建快的那洋予以刪除°然而孩茶

需作凡赴文字修改°

37.卡 菜男 .男 德里格斯先生接若他在 21的 次合快上升始的友言,悅特別報告貝在其第二次

報告 (A/CN.4/φS和 Add.l)館 三幸和方四幸肘朴僅鬥趣和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的保址1.9捶 分

別避行了研究。第 】U茶草案的杯題是
‘
朴儅和不再度生孩不法行力的保江

”,但 在垓茶來文里,

“
保並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

”
等洞悟只在翥 1效用逮一次,弊作一种朴僕形式,与 此并列的有提供

道敬、名又和冬用性賠催金、無用天有責任的令人°他同意特別根告貝在核茶采取的方法,同 志特

別根告見在透街地中查回隊法理淹和外交共域之后得出的豬淹 ,即
“
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的保迂是

一种朴伴的形式
”(同 上,第 163段 ),具 然他逐承汰達种保怔超著

“
比較狂特的、獵立的朴救作

用
”.根据以上推理,第 1U茶林趣中位刑除不再友生的保怔等洞悟°

BB.精 神接次上的朴儂,相 些于物辰厚次上的等位賠僸 ,其 目的在于杕精神上
“
糾正

”
不法行

力的后果.次物辰厚次上琲 ,送 意味若确保金哉賠借与物辰掘害或板失相等.速种等值失系比技容

易确定.然 而,如果敬告是精神敬善,并且如果一目的
“#戶 、榮巷或威信

”
受頡害 <同 上,年 14

段),那 么位如何估价達种敬失?如何卄年所欠的店佳?要确定

一

共上皮生了
“
精神嵌害

”,或确定

透些的賠儅位是多少,兩 者都不容易.

39.在 弗一千C市 ,特別很告貝常快了肘回京的精神頡害鬥趣 ,把此种瓶害視力回隊法中一种

草狂的敬害.他悅一是
“
肘回京叔利本身的便犯

”,一 是
“
村回家落戶、兼巷或威信的仿害

’
<同

上 )° 球法律哲半上排,玵 國家叔力本身的便犯座被視力一种精神韻善,象 安芥洛蒂所悅的那祥

Ⅲ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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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上,第 ∥ 段末尾),達 一焦可以接受°每些回所不法行力友生后就可以悅一口或多回受到了法

律韻害.除 非朴儚被賦子最戶泛的賠伴意〤,否 則不能說受害固有叔要求朴儅°力了糾正法律形勢

并消除法律上的技害,一 回可用的朴求亦法是停止不法行力和恢欠原..R古 力了本套秦敬車寒的目

的,朴僕位仗在
‘
玵回宗羊尸、東番或威信的仿喜

’
的狹火上用于帝神掘苦或帝神仿善的案例°

們.“琫戶、東啟或威信
’
等洞有蕉牛而不其,可 能招致批坪,但 它●●是今天作家們常用的田

浯,班在逐沒有找到合道的替換珂.但速些洞也确央大致上悅明了回家的哪些特征可能受到
“
精神

敬善
”.把道些洞活放入第 1。 荼第 1放是介好主意,因 館 1致悅只有在

“回昹不法行力肘受害回造

成精神或法律上的嵌害
”
吋才位珨予朴儅 .‘ 法律上的

”
一詞拉孩刪除,“精神敬善

’
垃具有更精确

的意又,比如悅速种強害是肘回家的#戶 、東啟或成信的妨害°如果Ⅲ除了
“
法律上的振害

”
等同 ,

“
不能以恢交原狀或金我賠借朴救的

”
等祠悟也可刪除°

41.精 神敬害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特別報告貝在第 1U茶 來文里明稽地一概連而不提.第 1U茶

的坪注里位咳有道祥的例子。恙之,精神韻害鬥趣是一今主現性很強的l,9趣 ,尤其是因力涉及到因

家。玵某种行力,一 日可能感党精神上受到頡害,而另′曰可能放力受到同一行力法律上的振害 ,

前者合要求矛卜僕,后者合要求依褒原狀.任何決定些然位垓根括情況的兵体特蕉并根据肘玤尸、朱

啟和威信等概念的解釋 .

42.“精神韻害
”
的原因就悅到達里°就其錯果來排,弗 1U茶第 1數不依悅朴僕必須

“
充分

”
,

而且悅可采用
“
提供道歉、名〤土或無用性賠借金、怒 碉久有云任的介人或保迂不再友生孩不法

行力等形式或以上形式的任何豬合
”
等形式°不清楚所列的形式是否洋冬元近,是 否只是拳例說明.

特別報告長在其報告里援引各今作者●f,提 到迂其他可能的朴伴形式,例 如向日旗敬札或派遣政罪

使市,速 些大概都可以列入道歉的范田.

芻.特別報告貝逛悅 ,回 吥机枸宣布某一行力力非法,此 可看作是一种形式的朴儅,送一概念

已耳入第 1U茶 第 3數 °然而,因 所机构确汏一种行力力非法,達究竟能否成力一种朴伴形式,透

成疑恟°特別根告見似乎沒有拳出支持速一北好的意兄.他提到丙名作者英列里和格雷 (同 上,腳

注 255),丙 項仲裁裁決,即 ‘
迦大基未

〞
和

“
馬努巴未

”
的我央 (同 上,第 113段 末尾和第 l17

段),以 及科爭海快案 (共 辰鬥捶)(同 上,館 l17段 ).在
“
馬努巴未

”
和

‘
迦大基案

”
上 ,确 汏

一日連反了回跡〤夯,之一魚就被看成是尸府的制裁‘在尖理科手海坎未吋,回 唪法院确忕,球合

王曰便犯了阿本巴尼皿的主杈,并悅法院作此宣布本身就杓成恰些的朴僕.就 前兩今葉子來說 ,國

隊法庭确次一种達法行力已友生,似 乎的确构成村
‘
法律上的敬害

”
的道些

‘
制裁

”,因 力送里不

存在
‘
精神強善

’
鬥趣。而在科手海次案中,回 隊法院可能忽視了

“
法律上的敬告

”
和

‘
精神韻

害
”
的匡別 :侵犯回家主杈的确位被看作是玵回家玤戶、東啟或威信的仿害,因 此,法庭确次不法

行力存在,遠足以朴僗法律上的仿善,但不足以消除精神上的仿害 .

44.第 1U茶第 4款是一种士告:任何兮卜伴要求篦不位包括侮辱性要求,或造成肘一日主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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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或日內管格杈的侵犯。送一系規定有足好多的所文

一

共作根括,包 括報告 (同 上,胸注 忌工2和

313)引 逮的那些

一

共.朴儂,完全是一种合理的法律朴故亦法,不位加以歪曲,交 成強回向弱回

示威的机合。

45.弗 2敖 嘻做欠染一些.孩 致表明了兩項因素,在 逸鋒+1借 形式和在确定朴借程度吋都泣考

忠到達兩項因素°速兩項因素一是所破坏的又夯的重要性,一 是犯有不法行力的回家有元故意或逮

失或其故意或避失的程度°幣 2放提到
“
所破坏的火夯的重要性

”
可放力等于悅,必須考慮到不法

行力在多大程度上造 成了精神根善,換句活悅,在多大程度上形巾了受害目的#平 、東杏或威信 .

如果采用的是速种焊釋,并且在坪注里加以悅明,那 么他肘井 1U奈就沒有反肘志凡。

46.第 二項因素 ,“有元故意或迂失或其故意或逍夫的程度
”
,居 于避借范時°報告的整介第五

幸是青 1● 初步淹迷遊失因素,站迷該因素在确定賠借方面有何辰的和1的作用.根据特別根告真.

委貝合需在似定茶放草來的第二部分吋面村達介同趣.他快力根告的適一部分既有意思又有肩友

性°但是速一部分也提出并多向題 ,速些同趣冬管在理淹上有工大意火,但就委貝套的目前需要求

悅价值十分有限°特別報告貝一升始就考慮弗一部分茶歉是否把遊錯因素排除在外,不 把它視力回

昹不法行力的构成因素,或者反起來,考慮委貝舍是否放力迂借是非法性和女任的必要荼件.以 他

自已意凡,現在不是考慮達一向趣的适些吋候,他希望委貝舍不合陷入送介鬥趣 ,即 使第一部分已

到了二凌的時候也避升遠介鬥趣°

好.特別報告長接著透仞精辟地分析了安卉洛蒂和凱本森肘待”屈鬥翅的
“
客現云任

’
方法 ,

以及阿戈的不同志兄 (同 上,第 lG?段起各段).他 的豬淹是,把遠种行力丱子回家似乎不是
“
由

法律規91l送 行的活功,尤其不是國內法或田怀法送行的活劫
”(同 上,第 173段 )。 他坐持放力將近

借”屈于回家基本上是一介中共同趣 <同 上 ,第 17?至 178段 ),但是隨后,他似乎又承放,迄今

所提出的分析与車來第二部分的目的元夫:“ 然而,另 一介同腄是遊錯村回防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

的夫系。
”(同 上,第 18U段 。)

琳.報告第五幸 C市 赴理了道
“
另一介曰趣

”,林趣是
“
迪借村賠催的形式及程度的彩哅

’.就

賠伴來悅 ,扯借不弊作卄算時的考慮因素.用 特別根告貝的活洗就是,‘ 半者●●放力所渭意困要素

的存在与否及其程度免不位孩彩哅踣僔的卄弊,也 ︴他們的現焦遊是有理由的
”

<同 上,館 lBS

段)° 好 8茶車宋的确沒有提及迂錯 .

●9.及后,在 第五幸 C.2市 ‘
述錯和朴催 <即 不重犯的保怔)’ ,特別報告長佳及到与草案茶

放有其隊夫系 的唯一一魚.然 而報告的送一部分很短,很不完整.特別報告長悅他得到的
‘
印

象
”
是,拉錯在使朴借〤芬生效方面,和村于

“
所要求的和在大多效情況下族得的朴催形式的辰丑

和敢士
”

<同 上,年 188段 ),“在欲小或牧犬程度上
’
起達重要的作用。很適憾,他 9f送 一庶感到

失望.他原來的期望是,特別根告長舍協助委長合就他力第 1U茶 第二部分即第 2敖提出的棄文作

出決定,象他在根告其他部分里所作的那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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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特 別報告貝把第五幸的林趣定力
“
初步看法

’,因 此他自己的活也是初步的看法。最然茶

款車來第一部分沒有提到遊借 ,甚 至逐承快避借在等值賠借方面不起作用 ,但他逐是傾向子次力在

估价朴儅吋泣考慮到不法行力目的迂措,球第 1U奈 車未弊 Z數 所悅的那祥°另一方面,他放力格

雷夫拉特先生 (節 2168次 合快)的建洪有位得林道之7,格青夫拉特教授悅,第 1° 茶不泣伙仗提

到達錯 ,也位提到在确定朴伴的形式和程度時帝考慮到的其他因素和要素.他 自己扒力,除 了所破

坏的又夯的重要性之外,那 些因素也位提到°

51.主席作力委貝套委見皮言悅,特別報告長的第二次報告 <A/CN.4/η 5和 Add.1)是 肘

有失此寺趣的犬丑文散造行深入精如的研究之后得出的錯果 .避憾的是,有失此令題的現有文就所

反位的法孚理梵和央球早十九世免和二千世圮初的法半理梵和共跌,遠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些吋

列強打著給其海外公民提供外交保伊的幌子而央施的干涉和炮概外交政菜—— 今天的強國逐是那

些回家。卒央上 ,作 力特坑回酥法的一介分支,回 家安任和蛤海外公民提供外交保伊兩者力一回卒 .

田.正 如特別報告貝站及朴儅時所悅 ,‘ 共域表明強回思想提出与不法行力因的碎戶和平等原

則不相容的要求
”(同 上,茗 ⅡU段 ).特別根告貝援引了若干作者的活,這 些作者汏力歐洲列強常

常利用朴佳作力干涉的借口,特別根告貝逐說 ,濫用朴借以王制和凌辱整介民族,是 帝國主叉時期

的典型現象 <同 上.腳 注 296).然 而,遠种狀況不局限于朴儅 :賠儅 ,特別是等值賠借等形式,屈

于同洋的性辰。中央上,在 帝回主火 9+期 ,強杈就是公理 ,速早致中物的本來面目被完全歪曲.某

些強目的回民,元視并肆意我踏些地回的法律和文化,剝 削、瓜迫并侮辱那些回家的人民,但 往往

被視力受害者 ,而 普地人民肘外因回民的可惡有力送行自工反抗 ,被 視力侵犯了那些外國人叔利的

罪犯。送些外回人的母回支持其公民的要求,向 所渭的不法行力回提出了侮辱性要求,并且村它們

送行武力威胏°正是力了反村送种狐林法律,杰 出的拉丁美洲法半家和政治家們提出了
“
德拉戈主

〤
”

,“卡水沃主火
”
以及其他大致上相同的主強,送是拉丁美洲人民肘現代回所法作出的杰出貢敵 ,

但侍筑因所法的捍工者,換句活悅歐洲公法的捍工者 ,狄不把送些主張視力一殺回怀法的一部分 .

53.特 別報告長放侍坑的回家云任法現魚梵避了又和田起叉案 <同 上,第 124段 ),以此屎悅

明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 .而 此宋的朴佳形式是賠伴 .然而特別報告長91中 國人民表示了一定程度的

同情,他承扶,他所悅的
“
受害回

”‘
在犬理孩︴件和要求苛刻的朴傍逍程中充分利用了它們的軍

中、政治和 <或 )篷游优努
”(同 上,常 124段末尾).在特別報告貝看來,以賠僸形式提供的扑儂

玫性辰上排是怒例性的,送等于悅 ,中 回拉力不法行力受到恁田,不 管道种冬闐与所受的仿害多么

不符 .

駟.他并不女怪特別根告貝,他村子特別報告兵作力法半京采用達种方法,表 示最犬的玤重。

不能期望在西方侍銃中成米的法律半者充分了解中回革命迋助史.然 而中日人民放力,〤和困起火

不是回家天任的案件 ,而 是八介帝回主叉強回造行武裝干涉和便珞的典型集例 .帝 國主又鴉片商人

象強盜一洋向中回輸出鴉片,中 因芳工受到城涕剝削,在 宣切宗敬的外衣下中國文化受到摧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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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商人和侍教者往往以板低的价格瑀占衣民大1土地,外 日人在域外領︴裁判板的保伊下屠毒中

田人民,帝 國主〤分子升亦的匡院村︴多中日人造行匡半拭駩—— 又和田逼功正是村上迷种和罪

行的反抗。按照帝國主又迓搆 ,那 些西方公民的利益和財戶必須受到保伊,又和田必顏受到缺丘.

由于清王朝政府元法供玉萃命迂功,八介大小帝回主又強回便球合武裝力i送行干涉,快 玨道劫逐

劫,并強加給中國人民一項班辱性奈的,特別報告真在報告里洋幼援引了之項茶的.叉和田迋功是

中國人民反抗封建珗治和帝回主〤便咯的革命逗功的一部分.放 184U年方一切騁片我爭起 ,達埸

逼功持綠了 1。U多 年,最 后以 1949年人民共和目的成立而告坫束°

S5.他 希望說明的一魚是,他放力,所 中快的回家云任法律達一部分內容的幼無不能根招迂去

時代的帝回主叉列強的法苧理淹和共跩 .委 長舍必須在混取述去教圳的同時若眼于未來 ,在遊豊美

注回阡夫系中的法治原則 ,主杈平等和各回和平共爽原則 ,以及在新的回隊銍洴秩序背景下各目的

友展板,尤其是友展國家的友展叔的同吋,促迸法律的逐漸波展°

56.特 別報告真在拫告里淹途了等值賠修和朴伴 ,包括不再重犯的保怔,把達些看作玵回穌不

法行力的賠儅形式°肘于把等值賠儚和朴儅作力賠儚的形式,他不推理解 ,然 而村這些賠儅形式所

貢穿的一些概念,位 按照他剛才所迷的原91l絡 予重新坪价°

57.如 所渭的
“
充分賠借

〞,特別報告貝并沒有i羊 加界定,但仄特別報告貝討等值賠儅的赴理

上可以看出,等值賠伴被視力充分賠借°等值賠撐所包含的要素除籬抻原狀外,逐包括:肘尸格按

照直接和同接礙害等林准加以坪估的精神和物辰楓害給予的金我賠儅 ,消 板頡善 ,包 括非法征收絰

管良好的企╨,狄敬害友生日算起的利率,以 及袈利的支付°些垃用于友送國家之同的夫系吋,充

分賠儂或等值賠價的概念可能不合造成任何 .● 題 ,然 而些友送回家向哭展中回家提出送种要求吋 ,

充分賠僅很有可能逮于苛刻,可 能剝李皮展中回家的友展叔.肘 外El企 ㄓ共行回有化或沒收,并 元

非法性可言,只 是在不垥予賠借吋才有非法性°如果在出現回有化后,一介小的友展回家需按照特

別報告貝所沒想的狋堆支付賠伴 .速 介國家很可能破戶 ,因 力一介跨回公司的市劫价值以及年收益

往往超迂送介小目的回民生戶忌值.正 是由于此,有 夫回酥生洴新秩序的文件提到,位按照共行回

有化的回家的立法蛤予
“
道些的賠佳

’.不成忘汜的是,吋于回有化泣蛤子充分的、立刻的、足移

的和有效的賠佳送一想法最初是在 19SB年 墨西哥征收逗初期同由一介大田提出的.向 一介小日要

求特別根告長所投想的那种充分殕僧,共 隊上不是賠僅 ,而 是一种恁研.因 此,在 7理友送回家和

皮展中國家的夫系吋,玵友展中回京位采用优忘待遇原則°只有速祥 ,等 但賠儅才能反映回家主根

平等的原則,換句活悅,通述不平等反映平年 .

58.他逐強惆,等值賠儅或扑儅都不成是恁田性的.他 同意托格沙特先生的志凡 ,托務沙特先

生在最近′席文幸里雩到 :回 家之同的相互夫系的特征是主杈平等,在 速种天系中,回 家沒有杈力

威力申判官,因 而受害回沒有叔力
“
常判

’行力囝°因此,金我賠儅只是作力村受害回進受的敬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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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賠儂形式才被接受 .Ⅱ  扑儅也是如此.

S9.最 后 ,提到第二次報告第解 段,他指出自198。 年以來,世界銀行的利率不是以年度而是

以季度卄算的°

6° .阿〨焦-●伊斯先生 (特 別報告貝〉悅,他 的第二份報告談到〤和田起〤 (A/CN.4/425

和 Add.1,第 lZ4段 ),文 先生就此提出了一魚l,9厜 ,他愿焊秤一下.他援用此案的唯一用意是強

惆西方列強在村待中回吋表現的做投和暴力 .他党待有必要送祥用 ,并 將姓臻怀者同祥的目林送祥

用。而且。他村中國人民怀有板大的玤重.在起車報告吋,他惡是扶其地批評 自已的回家,不淹他

所引用的

一

共位由郎介時期的政府炎女,只 要他忕力必要并庄垓,他就引用°例如,他也提到泰利

尼來 (同 上 ,第 124段 和腳注 3】 4和 好9末尾),明 确地指出一介法西斯回家如何倣慢地村待希膳 :

甚至表炸了希腊的科爭島,他杯特客現的精神起草他的技告,并不考慮自已的回籍 ,因 力在他看來

人共先于他的國家°

61.馬 希馬先生悅 ,特別報告真弟二次根告 <A/CN.4/也 5和 Add.1)所 容納的思想以及包

含的分析、研究、資料和豬梵的辰丑,使垓報告其工具有全面性.達今令題原本充滿若各种堆以把

握的概念,例 如朴借 ,物辰和精神敬善,直接和同接頡害,沚央的而落在的損害,以 及因果夫系的

概念,但特別報告貝所用的厊史的和理淹的方法垥本寺題帶來一定的清晰性和肯定性°冬管報告資

料洋其,分析透砌,逐是需要兩魚泙挖°

S2.第 一,特別報告長甜梵所田繞的時期是十九世圯末和二千世紀初,送是今坡力遇近的吋

期.次伸我共跩的角度看,道祥作可以理解,因 那介時期充滿若大iE仲 裁來例,值得研究狄中汲取

教訓 .他不完全滿意所提到的回家的其域.看看最近的共我似乎更力重要.特 別敬告見自己也指出

有些案例略力迂吋,其 中就有史先生剛才提到達的案例 ,速种來例反映了玵待因隊法的一种赨特的

方法,其 力平衡或并是逆种方法的重要因素°

“.持 二,特 別報告貝在白己的研究里把外回人的待遇送今鬥起放在特殊昆要的位童.坦 卒地

悅 ,送介岡趣是很重要 ,但仗是回隊法的一部分。些然,速介趣目在仲裁共域中臸帝被涉及,因 而

垃姶子考慮 :但 是不是所有涵蓋范田如此戶岡的規則都可道用于回隊法任何領域呢?回 豚法中的其

他趣 日,例 如國家同的美系和回隊爭端,或并位垓得到考慮 .

“.特別根告貝以玟米描福淡了存在有失等值賠借的口隊法規則的可能性,和 回隊法逐漸友

展的重要,淡 的如此之多,發者可能有些疑忠.例 如,特別根告長曾悅在送介 1.9趣 上不存在十分洋

1‘

托移沙特, ‘
肘夫于破坏根裙回哧法袒血的叉夯的后果的一些看法

”,ImD走 nstande!

Geme㏑schaft:FestschrttfurDietrlchSch㏑dler(B於el/Frankfurt,Helb㏑ gandL:chtenhahn,

1989),第 162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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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的親則,然 而又承汰或汗存在者
‘
又力明确的規則

”(同 上,第 2S段 ).他逐悅不宜通述逐漸友

展戶生道祥的洋幻規J)l,同 時又承放合理皮展速神親則的可能性.他介人放力根本不希要制定道方

面的精确和洋幼的規lll,他 粹在逐茶坪捨柔琅車來9f悅 明力什么。

“.肘于有夫等值賠借原則的館 8奈革未靠 1致 ,他傾向于采用各逸案文A,送介各逸案文看

起來更精煉,些 然遜可能需要作文字修改.牛 2琅 的用落是辨別位蛤予賠儅的敬善,不必是物辰的

逐是精神的。特別根告真在達′數規定了達祥的奈件 :板害泣是可以迸行各洴估价的.放 共我的班

魚看遠祥規定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不敢肯定的是,速介奈件是否垃作力規則耳出來 ,因 力其解秤和

共施可能早致非常尸重的慈凡分歧.他 回項悅,有 時某些回家借助回內法拒地玵精神敬害作出賠

撐 ,因 力金我元法賠佳精神頡害.然 而一介明五的

一

共是,在考慮賠儅時,精神頡害越來越成力一

介考忠的因素,即使賠伴的根括逐未牢固确立.因 此他放力在送方面不可以制定任何尸格的規則 ,

即使遠意味若瑪來出的法律不完善也元妨 .

㏄.村 子有失收益板失的第 3款 ,他洗特別根告真表明,村速介概念的研究有時受到妨得 ,原

因是与區分直接和同接根害的鬥趣混淆.特別報告長力界定達介概念并早找解決亦法,提供了必要

的悅明.他安同特別根告真的意凡,即 答案在于兩項假沒,一是假淡存在若收益,二 是假淡与不法

行力有因果夫系。而盤子速丙項假班,館 3敏 的措詞就不令人滿意了.賠傍的〤芬被定得很先泛 ,

而在報告里,特別報告貝卸裝力在慎地提到
“
在原則上肘喪失的收益蛤子賠借

”
<同 上,弊 ●S段 ).

因此村收益頡害位以送种或那种方式加以限定 .另 外,也 不位忘記,肘 被害的估价有時造成巨大同

題,如 稽利國有化案所表明的那洋。

67.第 4款 涉及直接和同接擷害的區分 (.● 趣 ,夫 于因果夫系鬥趣,博菜克一斯特恩提到的方式

(同 上,第 43段 )有 其迓播性和平密性,因 而玵鬥趣是介良好的說明,但仍然不能解決委貝合所面

喵的困堆,因 力因果鐽恙有終魚.法 治的作用不在于早球科半的尸密性,而是确定曰趣,尋找解央

方法°村子特別報告貝提到的府侍因果失系鬥趣的三种侍筑亦法必須作出逸捀。特別報告貝采納了

同等案件式因果夫系,按照速种夫系,任何一种行力,如果沒有它嵌害便不合友生,此种行力便是

板善的原因.又大腥更不同尋常的一种志凡是相近性因果大系,按此种夫系,使強害威力可能的最

后′今

一

件便是嵌善的原因.他本人傾向子兩者中同的一种念兄 ,即充分因果失系,按此种夫不 ,

只有按道理排能使板害友生的那种行力才是敬害的原因.因 此他不｝力有必須在規則里明洗不同

新的因果夫系:放好使用一今更良活的措詞,沒有速洋的明确規定,規 則的內容由吋同來确定 .

銘.第 5數涉夾伴隨的原因.特 別報告貝在其說明里承放 ,在 送方面毛元必要尋求任何戶格的

林准,甚至逐悅,想制定一介
‘
普道道用的公式

”(同 上,錧 碼 段),是很荒漻的。他同意送种意

凡,但又想 ,第 8茶或并根本不位孩涉及伴隨的原因°他和托移沙特先生 (方 21匆 次舍快)一祥 ,

汰力肘速些原因或并位革狂女一茶欺 ,送尤其是因力它們引起了女任分袒的1.9題 ,的 确逐有云任城

少和文任免除的鬥題.因 此,受 害目的行力可以肘賠僕效頭戶生形呁.回 所法中一介久已确立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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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敬 失泣降到最低程度 ,特別根告真在報告里也爾要地提到避達一魚.因 此垃車淡一茶數爽理

達一同題,同 時逐可7理 發任分但1.9題 ,或卄逐有女任減少和文任免除的鬥趣 .

GU.夫 于第 9奈車菜,他呈然同意我次利息的原則,但 肘接受所有提出的解決方法有困堆,特

別是村子起弊日期和交利°特別報告其中全了各种起弊日期的可能日期 .班在要在以下三种 日期中

同逸捀 :碳害之日,确 定時儅額之日,索殕之日.特別報告貝傾向子第一种 ,但他 自己杯疑是否有

必要确立遠种硬性規則.遠方面的其域情況各异,即使在回昹南夯夫系中,利 息概念在那里是介特

別突出的概念.回 隊商套7理 的仲裁來件沒有戶生精确的係決亦法ε裁決的日期隨案件不同而不

同°如果非要确定一項規則,他傾向于提出來賠之日,其理由,特別根告長也十分清楚地嫴釋遊 ;

索殕之日是村儘夯回友出的一种通知,正 式通知它它久有〤各.如 果沒有得到朴儅 ,此 日期便 是

利息起弊 日期.另 外,索賠者在正式提出索賠之前不能元故拖延吋同,因 力索賠也包括達段吋同°

7U.特別根告貝逐清委員合決定位逸擇的利卒 (A/CN.4/425和 Add.1,館 97段 )° 在速介

方面他也杯疑走送么迒是否明智 ,尤其是因力回所洭率往往交劫不定。些然可以采用回隊 金融机

构确立的洭率,但 不可以确立的東性規則°久云卄弊賠僸的机构位有一些回旋奈地 ,以 便根捃情況

決定利率。

71.村 子褒利,他得出的豬淹与特別拫告長的不同‘他不次力交利是不可缺少的,欠 利甚至 可

早致不公正的錯果。因此他怀疑在茶款草案里赴理送介鬥趣是否明繪。

花.夫子第三幸和第 】U茶 車案涉及的朴借 1.● 趣 ,他基本上同意特別散告長的方法和他所作的

分析得出的錯站°朴催必須視作一种具休的賠儅形式,与 其他形式的賠伴一一停止、恢欠原狀以及

等值賠儅并列。賠儂概念的克泛的和技未性的合〤有時被混淆,達 一魚垃促使委員合村遠一概念作

出更明确的界定.概念澄清之后,普 然逐需要玵例怔作出界定 ,象特別報告真在弗 lU各 第 1款所

作的那群 .

93.委 貝合村怨田性賠僕金恰些地給予了特別注意,因 力恁戒性和恁罰性 .● 延是有爭快的,如

果他肘特別報告貝給出的解捀,特別是在好三幸 D市 蛤出的解猙理解正确,恁 戒性方面仗道用于

朴佳,所 以是一項使朴借因別子其他各种朴借形式的要素.委 長合其他委真玵送一志兄提出盾疑 ,

放力引出任何想研性的含〤不明稽.他杕力兩种意凡在程度上都正确 ,他格悅出其理由。一方面 ,

賠儅規則的基地位冬可能地客現 ,因 回隊法中的女任放根本上現必須与技害的賠佳有失 ,不 可淡法

弓〡出想我的概念,因 力送涉及到各介主現性方面,可 能蛤有大規則的每年和拉用帶來困瑋°另一方

面,任何包含指令的判央必然有怒研性,送 正如不法行力和迪借抗念密不可分一祥 .攷 任可能戶生

于本身是回隊罪行的不法行力 (車 琮乍 1部分方 19荼 )° 昱然送紳罪行与泣共有的賠儅制度有夫°

因此引人令快的一魚是:本寺趣在第 1U奈 草案引出惡我性方面是否有用,或者是否位些在炎理回

妳罪行的后果吋再涉及達今方面,他傾向于后一种悲凡,快力館 1U奈 第 1數可以涉及賠借金 ,同

吋可以不提其恁戒性或恁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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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夫于不重犯的保近 ,他再次与報告真的解猙和悅明有著ㄏ泛的一致慮兄,達 些解群和說明

向前特別報告貝所提出的志兄一洋,怔 明了送一規則是必要的.

75.最 后,村子朴僕可以或者位垓受到的限制,特別報告貝提靖注意ㄞ文上一些賠佳形式道濫

用并早致危險的一些

一

例,達拌做很肘.因 此,無名 1U荼常 4放 ,玵朴伴确定限制,是道些的.委

員套一些委貝提出疑向‘垓款是否成提到侮好性要求.他 自己的意凡是即使遠种要求在現代板力罕

凡,但 必須努力确保在未來,賠伴不合交成送种要求,英 些被放力屈子避去時代的行力不合再以某

种朴信的形式再班.存在的1.9趣 是,送 一致泣如何措祠 .

?6.最 后,他悅弗 8至 lU茶車案位送交起革委貝合 .

下午 1吋散舍°

第 21佗 次合快

19g。 年 6月 12日 星期二上午 1° 吋

主席:史 久儲先生

出席 :巴 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年伊斯先生、巴小沃許先生、巴私甜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本努幼先生、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阿 蘚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 朗

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科步馬先生、馬希烏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未曾先生、

帕夫拉克先 生、佩末先生、斯里尼瓦許 .拉 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各庠鈉斯先生、索拉

里 .田 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日京女任 <接 )

<A/CN. 4/416和 Add. l,1

A/CN.4/425和 Add.l,8

A/CN. 4/L. 443,C市 )

〔快程項目的

特栽于 《1g88年 ⋯⋯年些》,

袋栽于 《1gsg年 ⋯⋯年盤》,

錧二卷 <弊 一部分 ).

第二卷 (第
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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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歉草案第二部分
∫

特別根告長的第二次報告 (接 )

第 8奈 <等值賠借 )

第 9茶 (利 息)生

第 1° 奈 (朴傍和保迂不重犯)‘  (塗 )

1.本 努納先生就資料丰官的弗二次報告 <A/CN.●/425和 Add.l)向 特別根告貝表示祝女 ,

垓報告給本委貝套提供了必要的材料,用 以完成其夫子紊放草案的工作 .

Z.咠 然他志洪到特別報告貝提窿人們注意的某些棋糊之7(同 上,第 4段 ),但他接受垓報告

村等值賠儅和朴僕所作的匡分 .他 也能接受下迷看法;賠借位孩优先進用于物辰損害,不 避可更迸

一步,賠撲可道用于村一因回民所造成的精神根害。此外他同志,朴儅可以几乎是寺ㄇ道用于村回

家造成的精神或法律振害°至于逮借肘賠僧的形式和程度的形晌鬥趣 ,冬 管道一同趣引起了學木界

的注意,但他卸不能姼先驗地看出此种理恰的分析在現險段村委員舍的工作有何好赴°

3.垓 根告夫子等值賠伴的第二幸是最力重要的一今部分.其基拙是特別報告貝提出的以下假

定:通 常所碰到的情況并不象主要或寺ㄇ赴理所渭
“
初圾

”
挑別的編求和逐漸皮展同趣的人所碰到

的情況°如在大理固防水道制度、海洋制度、回阡豋洴夫系制度或不境法鬥趣 (挑行法或+,× 快法

)吋那祥 ,所爽理的是一定的、班吋的或可頂兄的、必然出現的相沖突的利益和立場.⋯⋯可是 ,

就不法行力的先共辰性后果而言,特別是村子金我賠借方面存在的或位垓存在的規Jll 而言 ,似 乎所

有的回家犬致上都具有同祥的
“
板期的

”
或

“
假波的

”
利益 (同 上 ,第 33段 )。 因此,根据特別根

茶款草案第一部分 (回 隊責任的起源),其 第 1至 SS荼 已一法通逮,哉 子 ㄍ198U年⋯⋯年

譽》,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 瓦起各瓦.

草案第二部分 (因 隊女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弟 1至 S奈 由委員舍在其第三十五屆和

第三十七屆合快上哲吋通避,我于 <1985年 ⋯⋯年盤》,館 二卷 (第 二部分),算 幼 一2S瓦 .

由委貝舍在其第三十六屆和好三十七屆合快上送交起革委貝令的館二部分利下的系數草案

弗 6至 16荼 ,北 同上,第 2° -21更 ,腳 注 Ce.美于在方四十一屆合洪上提交起草委見套

的好二部分新的算 6茶和右 7各 的案文,兀 《19Bg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頁,第 22U至 23U段°

草案第三部分 (回 Fr.女 任的
‘
執行

”
和爭端的解決)第 1至 5荼和附件由委貝舍在其第

三十八屆合以上申破并送交起草委員合°來文兄 《1g“ 年⋯⋯年盤》,館 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35-36更 ,腳 注 86.

菜文兄第 2168次 舍快,第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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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貝的意兄,賠借領域——悅來奇怪——將被排除在互不相容的夫系和一殺匹分回家之1.9夫 系的

不平等之外.達一假定有很大的爭快 ,元 淹其可能五得多么有吸引力,因 力它銍不起回家同夫系或

外交共我的分析.确 其,報告中引用的仲裁裁決和司法判決都友生在迂去的年代 ,不 能侈脫南其所

史竹兄來看待 .所 需要的是分析各回在不同的友展險段歸錯的夫子賠儅的協定 ,以 及在前殖民地和

宗主回之同締豬的怭定.送祥一种分析就舍得出下列佑站。

4.首 先,達反回隊法的可能性不一洋.方 二,各 國在按照有夫法律伴次同趣的意思方面差別

很大°第三,玵不法行力的賠撐屈千一介特定的范田,突 出地表現力兩介或多介回家之同的大系,

如宗主回与前殖民地之同的失系、資本特出口和資本帶入口之田的夫系、或佞叔回与債夯日之 1.● 的

失系.弊 四,因 此送种美系并非患是肘等的.在遠方面,他 引用威廉 .半 晚普 1965年在海牙回隊

法學院排保中所悅的一段活 ,大 意力美口快力回家責任的法律制度相些令人滿意的原因之一 ,是 垓

回在外併同題上既是一介派出口又是一介接收回,因 此它必須放落在的被告和落在的原告丙方面

來看待此种同趣°但是 ,一介其回民很少居住回外而在其領土肉有許多外併的回家印很可能熟悉目

吥索賠案件中被告一方的 .9題
。
‘

5.因 此很且然,根据各方的特殊情況,可 能出現一些相互村立的利益,有 失賠僕的一項抽象

原則常常可能被近明不足以用于解決達些利益的同趣.而 且 ,冬 管侍坑的做法是回家通避采納其回

民的索賠主張來行使其 自身板利 ,冬 管如垓報告 <同 上.腳 注 11°)所 引址的勒泰所作的解舉,回

家的利益并非思是与英國民的利益相一致°

6.第 五,各 曰就財政和篷游能力而言并不是勢均力故的,因 此,除非最終錯果流子荒漻,賠

撐必須考慮到各目的財政能力.例 如,在 有失德回村 m14年 7月 31日 后和有萄牙參我前所做行力

的黃任一來 (同 上 ,第 2S段 )中 ,仲裁庭提及凡水泰茶的年 232奈 第 1欸 ,在孩欺中,盟 回承次

即使只是要德因賠撐它所造成的根失也是它的財政能力久捏不起的.遜有,6恩 素本德恩在最近的

一篇文幸
° 中新言,仲 裁貝所夫心的通常是如何凋和投資者的合法期望及水道目的支付能力 .

?.第 六,賠佳位孩考慮到所有的有夫什兄,包括有失曰寨的豬构,各 目的堵构大不一祥,并

可能影呴賠伴.例 如,假定一口扯与其自林資源 5U年 換取了一皂做不足道的金額,或 筌署了一些

明五達背其回家利益的合同,速 是否必然引起全部賠僅、包括后 5U年利洞瓶失在內的賠伴向題?

‘ W. W. Bish。 p,‘ Gener白 I。°uΓseUfpubtc ㏑IernatIUn㎡ law, 1965’ , Rec.e出 des oou.士

pp. 419-42。 .

‘ I.SeId├ HUhenveldern,“ L’卸alua玹加 deSdUmmagesdans㏑ sa比血rages transnat沁 naux” ,Ann﹊

日tefran.a6dedrok㏑ ternatbnal, 1987,v。 1. XXXΠ I,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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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他將根謂達些思的考慮常登提快的荼款.首先,夫子第 8荼草案,他 同志＿1工 洴上可估价的

技害送一概念 (辯 2敗 )不 大精确 ,次力委長舍不能姼滿足于第 2和 第 3歉所用的一殺和抽象用活 ,

因力速些荼歉涉及賠撐的兩介基本方面。

9.第 4欺速釋的措詞在其沶上沒有多大神助,除非玵不中新的因果夫系予以更确切的限定 ,

否Jll垓 軟系就大空泛和道迒以至套造成一些不公平的錯果.力 此 ,簿 4放 中位垓列入特別報告貝提

到的兩介要好——客視上的正常特兄奈件和主現上的可頂凡性奈件 (同 上,第 S9段 ).速 也并有可

能喊挃不中新雀的形哅,并 力仲裁貝或法官提供一些更力兵你的要素.報 告所引用的司法判決也确

放了送丙介紊件 (同 上,拜 BS段起各段).

1U.有 失喪失的收益的弗 3琅 的措詞不道普地大泛,似 乎包括了所有各失利洞的損失,些 然 ,

因果的蚨系鬥趣与喪失的收益之确定有夫,因 力賠借取決子不法行力和利湘的扳失之同的因果瑛

系°在理淹上,喪失的收益伙仗是一种 概念上的利洞,通 帝仗在具有某种最起毋确定性的情況下

才泣判蛤.因 此,确 定性的要求必顏与提供尚待央現的概念上的利洞送一目的相一致.因 此,他放

力 ,位 垓提到公平和案件的情況以調芾弗 3敬 中規定的一般規則 ,公平概念瑰在被曰吥法苧引用作

力法律耙則的基袖°在遠方面他注意到,特別報告長在其報告中提到休發休特案,在垓來中,仲裁

人放力
“
喪失的收益則必須是與約的直接錯果,必須夫系不很近,也 不能是推測性的

”(同 上,第

66段 ).在在茹夫工ㄏ菜 <共 辰鬥題)(同 上)中 ,回 穌常淡法院俱玵其狄被剝李之冒到判決之日

速一段吋同喪失的收益判決賠儅°夫子后一案件 ,飽 堆特在最近的一篇文幸
’ 中汏力,即使在非

法沒收的情況下,也 只能收回短吋期內的利湖。同一作者逐提到些代的有失合法和非法沒收的并多

案件,不 思是判決賠僕喪失的收益。

Ⅱ.在 一性沒收案—— 阿姆科皿洲公司訴印度尼西正來 (同 上,第 75段 )一 中,仲 裁庭提

到与喪失的收益有夫系的
“
直接和可預凡的根害

”.達种可預凡性概念不新出班,垃 些列入茶款草

案°也可以來納阿米甘依坼科威特來 (同 上)等 來中所用的被︴可人的合法期望的概念,以便得到

道些和公平的賠侉——速是利正姆科拆利比巫政府來 (同 上)所用的方法.

12.他 同志文先生 <箱 2171次 合洪)的慮兄,道 些殕借的杬念在迂去 lU至 15年 肉有了很大

的友展.在 遠方面,鏟 芬瑛核工星宇宙 954母 瓦解之后加今犬玵亦瑛提出的索賠要求中悅ε加李大

采用了回隊法一般原則所确立的支付公平賠伴的有失狋准,因 此加李大索賠所包括的衣用伙限于

合理的、由子工里便入和碎片散落直接引起的、能營相些确定地卄年的安用 .” (A/CN.4/425和

Add.1,年 4U段 .)垓段落逐載有一些他希望看到列入垓草案的要素,但是,他將它留蛤特別推

告長來找到适些的措詞形式.

? D. W.B.wett,“ StatecontraotswihalIens:C.ntem,orarydevelopments oncompensationfor

tetⅡI㏑atbn orbreach” , TheBΓitishYeaIBook ofIn6ernationalL日 W, 1988, v° 1. 59,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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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至 于第 9茶草案,他完全同志馬希馬先生 (第 2171次 舍洪)的意兀,次力利息垃普放索

賠之日起舞,直 至付款之日力止。逐有,他杕力夫子欠利的年 2放 沒有必要,他瓜垓報告裳 98段

中看出,特別報告貝本人也并不是兵的水力希要列入垓放 .

14.就有美91.伴 和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的保怔的年 1U茶 幸未,特別根告真所提到的外交共跩

反映的是一介越去的時代 ,不垃些用作些代回怀法的基拙 .那 些至多只能作力想要琈一部殖民文的

人的參考材料.另 ′方面,他完全同志,如在
‘
彩虹勇士子未

’. 
中一祥,承汏一日行力的非法性

有時相些子朴儚.他很愿志淡想不再友生的竹兄.朴佳的其他竹兄、如以道技形式的朴儅位些”子

別從.弊 1。 茶箄 4數位子保留,因 力扑信不位些采取村回家提出侮辱性要求的形式ε必顏消除怒

羽性因赤,正 如委貝合中海多委炅所指出,它 只是技強者肘援弱者的一介方向起作用。

15.述 錯曰趣是一介床洃的1.● 趣°特別技告長在垓報告中悅 :‘但苧者們汏力所渭
‘
志田’

要

素的存在与否及其程度地不泣垓影喃賠借的甘年,也中他們的現蕉逐是有道理的
”<A/CN.4加 2S

和 Add.1,第 185段 ).特別報告貝逐提出,低欽回家代理人的遊錯是否可以被比作回家的迂錯送

一同趣 ,有 些天兵地斷定,若 一口村其代理人,特別是老泰作迪适些的指示,則 垓因沒有道錯 <同

上,館 19U段 )°

lc.他 白己的現魚是,蛗 然避措不是女任的一介荼件,但 些涉及不法行力的后果吋,迂錯位普

成力一介考慮的因素.特別報告真其沶上提出了一今半找子措施 .送祥一种亦法可能合打破整↑車

案的迓輯和理梵平衡 .

1?.最 后 ,他建快將第 8至 1。 紊車未提交起草委員合,超革委貝含可以根括垓報告予以尤其
一

他相信特別報告貝將沿此方向雞墩努力,并使委貝合頵利地完成它的主要任芬°

lB.巴 本甜戈夫先生肘已故保小 .勒 泰的人品和超群的縈氓表示敬意,并祝焚佩菜先生些遊

力本委貝舍委貝.

lg.特別報告真的弊二次報告 (A/CN.4/犯 5和 Add.1)很 有意思,狄理站和共我的角度看

都是如此.他 玵′馬法并村特別報告貝村私法的全面知法杯有全部位有的卒重,但 他希望提出老

告,不 要將大多私法的概念和規則——特別是〞馬法—— 引入口京之田的政治和公法夫系.垓報告

提出了并肯多多的1.9趣 ,但 盤子可用的吋同有限,因 此不可能迸行系統的甘站°

2U.首 先,就戶生了是否有理由采用精神頡害的祝念及其相位的精神女任的1.9趣 .在 亦球.通

金皮言反村
‘
精神女任

’
達一表迷,因 力達可能被理解力所指的是非法律性辰的云任,因 此他放力

在此
‘
政治女任

”
一切可能更力恰些,因 力精神朴傍央吥上涉及政治行功.扶力

‘
精神責任

’
一同

不准确的其他林球學者感到
“
政治安任

’
一洞也不拾普°他●9放力之并不是女任的一种貀特形式 ,

五然他●●不完全否忕共政治性。政治性輝子所涉及的安任是菜一政治机构的女任達一手央.因 此 ,

‘
兄弟 21就 次合快,腳 注 4.

—— 287 ——



位垓在物盾女任和非物廣大任之同加以Z分 ,適避共推的亦法村物廣頡害和非物廣敬害加以區分 .

共隊上,特別報告貝本人常常把
‘
精神根害

”
限定力

‘
非物辰

〞
頡害°

21.男 一同捶是 :是否有可能梅所渭
“
精神敬安

”
在共隊上持化力一神金錢的賠僧形式°要确

立力何垃垓并如何能移放物辰上表迷精神瓶害并非易︴.例 如 ,村 回族的不恭是否能侈用金我方式

賠僅9肘純粹的精神敬善送行金哉賠僗就等于是怒獨或用放.但 是,由 于以金俄來估价回家的卒尸

可能被放力是玵一口的侮辱,所 以确央友生了真正的精神田趣.其 狋上,就人身韻善的央辰性表迷

而言的情況透不清楚.垓根告所引用的法院肘
‘
人身敬甚

”
所作物辰坪估的案例,并 沒有力物廣強

害和非物放韻害即精神頡害及其女任之同的區分提供任何明确的基地 .

22.逐有一介同題是 :肘
“
扑儅

’
一同的一种板其戶叉的解發是否妥曾,送种解釋意味著用金

找來表示肘精神嵌害的朴伴°達方面戶生的一些又力兵体的鬥趣是 :特缺乏保抻或執法不公視力精

神敬害是否恰些°元梵如何 ,些 涉及國隊犯罪吋,其 中此种不公的受害者不是介人而是搓介人民或

种族集困,由 回家表現出來的缺乏保抻或執法不公的含叉區然合犬大增加 ,或甚而王子具有一种不

同的性辰。速道用于种族又地、种族隔萬和殖民主〤,在 此,由 回家表現出來的缺乏保伊或我法不

公常常是罪行本身的一介要素,并狄而超出了所渭精神損害和精神女任的限度 .

2S.因 此,在 普通犯法行力—— 不包括回防罪行的垤罪—— 的狹隘范田之內申查与日隊黃任

的法律有蚨系的重犬 1.● 題—— 如等值賠儅—— 必定是不完全的,甚 至是片面的°

24.考 慮到不法行力的法律和物辰后果的犬小和性辰有很大的不同,速取決于是牷罪逐是重

罪,恢 褒原狀或任何其他賠儅形式的性辰和程序必然是相位而异.曾 然,芬必不要低估力防所渭輊

罪而需要提供法律保伊,但是,有 一种危險是:基于此种駤罪所作出的豬淹,可 能使人們傾向于將

此神最低林准#及与回防罪行的女任有夫的那些完全不同的法律失系°速种捏心并非沒有根据 ,因

力特別根告貝本人在他所提快的奈歉草案中,不 是象所商定的那祥提到普通犯法行力,而 是提到

“
國防不法行力

”
,根据垓草案弗一部分第 19奈 ,速不依包括密罪,而且包括回哧罪行。在速方面 ,

他希望特別根告真合消除他的疑慮,并确袂所甘梵的規則和林准不合自劫地打及于罪行 .

2S.至 于報告中夫子等值殕偕的館二幸,他 同志,在 一殺的意又上殕佳的目的垃垓是消除不法

行力的一切法律和物辰后果 ,并 力了受害方的利益恢欠如果沒有不法行力本合存在的狀況°萍多亦

秩半者按同送一跳魚.但是,盤 于各种案件和具休帝兄的多祥性,委 貝舍的任夯或許必須限于所里

持的原則 :消 除不法行力的所有法律和物辰后果,而不避深地卷入遊多的兵体幼市,如确定村韻害

的金我賠借、包括交利的效額等等.而且,垓原則的央隊道用垃根据其所赴理的具体案件,垥 法院

和仲裁貝留出足營的机劫余地 .

鉐.因 此委貝合肘達一 1.● 趣庄普采取更加良活的亦法.他 支持特別報告長所表迷的現魚 (同

上,第 芻 段),次力其沶上不可能例汀包括所有特現的洋如而全面的規則.但 是,若特別報告貝能

移成功地址明杯准規則的存在 ,或 汏共域中推出又兵体的規則以便洋鉬叫迷、朴充和友展所渭的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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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夫原Jll,若 特別報告貝能姼确定此种規則肘口隊社合未悅可以接受,他 (巴 你琳戈夫先生)推玖

迎這些耙fll° 悅到底,重要的不是達些規則和原則的洲漯達祥一些理淹1.9趣 ,主要之魚在子确立達

些規則和原91(現在是否是一般回隊法的一介主要部分 ,或垓法律的逐漸友展是否利害攸失.在遠方

面,重 要的是現共地考慮到各回是否愿意接受此种新的規則。

27.若采用
“
不法行力所造成的所有頡害、并俱限于速种頡害

”
速一亦法作力等值賠借的基袖 .

就有必要界定就不法行力所造成的全面敬害而淹此种敬害的范田。由子根括因果蚨系,仗肘与不法

行力有失的板善判決賠儅,外 交和司法央域在玵回隊法主休造成的直接損害和源子与回昹不法行

力沒有直接夫系但卸形呴到回狋法主体及其公民的利益的那些不良后呆的同接頡害之同作出匡

分.似 乎人們可以悅速拌一荼規則,即 俠伙直接掘善位子考忠并作力确定云任范目的基拙 ,并 多仲

裁我次、回家央我以及半悅都螢成送一規則°能移用以匹別直接敬害和同接損害——通常不予賠傑

——的唯一狋准是引起根善的不利后果与造 成送些后果的回哧不法有力之同因果蚨系的性辰.通

逮确立不利后果和回所不法行力之同一种道普的因果朕系而辨明直接扭害,將規足范田,垃 在垓范

田中确定兵体的損害程度°通常使用
“
枳板掘害

”
方法來卄算在其哧韻失中所反映的物辰強害,它

不能移以共物賠儂 ,因 此要求迸行金我的坪估°亦秩有失送一同趣的著作強惆 ,若要道些地通用速

一亦法,則 精确地解釋秋极技害的各种要卡即散失、仿害和安用就十分重要 .

28.由 子垓報告所提出的理由 (同 上,第 ●2段 ),特別報告貝特別注意与利洞的強失有失的1.9

題 ,如果不及生回隊違法行力而可能荻得的利洞即喪失的收益°村子粹喪失的收益速一概念作力确

定由違反回隊法所造成敬善的程度的一种手段方面,可 以悅,回 哧其我和半悅缺少一种一致的亦

法。且然回哧法院的一些判決在确定可賠撐敬害的范田中考慮到了利洞的散失,其他一些判決卸排

除了道用喪失的收益速一亦法的可能性.在 各合法半京的班魚中也可看到榮似的不一致 .利 潤的振

失的ㄏ〤解釋也許可以說明達些歧兄,戶 〤的利潤頡失与一日因不能得到若元不法行力可能得到

的利益所承受的任何頡失有夫.根括送一艀帑 ,利 潤的散失必然包括直接敬害和同接嵌害.必窊圮

住 ,冬管考慮到直接韻害中所有要素的愿望手致人們采用和承放
‘
利潤的韻失

”
亦法,但是捏心將

同接韻善的要素引入直接韻善造成了垓亦法常常不是之拒地就是被消放地看持達擇一种情況°因

此,采用
“
其隊的利洶散失

”
遠一亦法可能又力恰些,而不是戶又的利洞掘失所包含的落在散失°

孩亦法符合伸我庭在阿姆科正洲公司拆印度尼西正未 (同 上,方 ?S段 )中 所作裁決,念力喪失的

收益不成普超避
“
直接和可預北的敬害

”
.

2S.确 定物辰嵌害的范田十分重要的參數之一是确定其位予估卄的時同.吋 同因效的意〤來

源于下途

一

共,作 力估卄物辰瓶告基瑚的回隊達法行力的不利物辰后果在不同的吋期可以有不同

的看法.至 遊一段時同以后,損 害的程度确其可以不同,然 而回隊法卸沒有具你的規則來規定估份

此种韻害位始于何吋,也 沒有規定位予估价的物辰瓶善的持球吋同,以 及隧之而來的肘華事者提出

索賠的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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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芬 秩的文就中所表示的志凡是,人們可以很有用地制定一些一般跳fl(,以 便确定一介合理

的拆松程序上的時限,一 回可在此時限內提出索殕,而 人們大概已知垓達法行力的一切不利后果 ,

受害回可在此時限丙自由地逸定一介吋同用以坪估其所受的物疵韻害。有夫提出索賠的拆必程序

上的吋限的規Jll 位垓是尖二性的達一定快 ,是基于下途

一

共:某 些种失的違反行力的不利后果——

如放射性污染—— 只有銍遊很米一段吋同以后才能交得明昱,而 男一些則可能很快就合引人注意°

31.但 是,遜必須考慮到一殺規定的提出索殕的拆忪程序上的吋限,以 及具体回泳文中中所規

定的吋限,如 19花 年ㄍ外空物体所造成敬善的回隊責任公的》,垓 公的規定的吋限力八知道垓強害

全貌之日起一年。由于某些回家的地位或友展水平,它 I1● 也并不能侈及時揭示咳敬害并提出索賠 ,

肘送些回家的情況也位垓考慮到 .

S2.同 時,按 照回怀法規則赤秩的學悅源子以下

一

共:將确定回隊罪行所造成頡害的案件元奔

件地排除在力提出俠褒原狀索賠确立時限、仄而力卄算賠伴教額限制吋同框框的規則范田之外°盤

千回跡罪行特別的尸重性和在許多情況下的持久性及其有害后果,有 必要洋幼批定一荼普遍的強

制性班則,現定玵因此种罪行所造成損害提出索賠位些不受任何就吋l,● 而淹的坼忪程序上的限制°

BS.孩 投告 〈同上,第 82及 以下各段)仄一不同角度考慮吋同因素,即位子卄算利息的日期 ,

提出了三种可能性,瓜槙害友生之日起卄算,放作出确定賠儅板的判決之日超算,和放在日內或在

回怀上提出板害賠佳要求之日起卄弊.他快力,起弊日期也可以是仲裁法庭所确定的任何日期.冬

管他承扒特別根告貝提出的有失將振善友生之日作力起其日期的淹括很有說服力,速也是大多數

法院判決所采用的亦法,但他同志巧希与先生 <第 2171次 合以)的 意兄,放力需要有足移的天活

性,以便能移考慮到每一案件的具体情況,包括被告目的財政狀況°

34.垓 根告第三幸和第 1U茶 車案的主題是朴借 ,且 然它常常複汰力是村精神、政治和/或 法律

仂害的′种法律朴救亦法,但 在戶格和最ㄏ泛接受的志叉上,其 目的是兮卜散一殺是非物辰性的損

害,特 別是討一介回家的東啟、威望或玤尸的嵌善°由于所有回酥不法行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此

种韻害,一 殺朴僅是仿害目的女任的基本的央隊反位.在 未造成物辰頡害的回隊不法行力案中,仿

善目的女任完全通拉朴儅來体班 .

Bs.特別報告真在垓叔告 (A/CN.4/425和 Add.l,第 lU7段 )中 指出,村 朴伴下定又不仗

仗是根据它作力具体朴救亦法的頡害的爽型 ,而且也是以它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來味別 ,送种形式不

同子恢欠原狀或好佳°他同志特別根告長的意兄 ,放力夫候的1.● 趣是朴伴究竟是恁同性辰逐是賠僸

性辰的 .9趣 <同 上,第 lU8段 )。 玵此人●●看法各异,但他放力朴儅位孩与達法行力的尸重性或与

垃久女任回家遊錯的程度相務的思想 (同 上,第 lU9段 )板力重要 .

36.孩 根告第四幸中所甘淹的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的保怔 ,正 如特別報告貝所指出,(同 上 ,第

l們 段),是 一殺都沒有接在中心的地位而是在朴伴的范日內甘梵的一种扑散亦法。特別報告貝得

出錯啥現 (同 上,第 163段 ),不 再度生垓不法行力的保祉是一种 *卜 僅的形式,起若比較狂特的、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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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朴救作用。他并不希望貶低夫子不再度生垓行力的道普保怔在壢罪宋中作力一种朴救加法的

重要性,但 他 自己希望強淍其在堵如吞并、种族又地等回隊罪行中所具有的元法相比的更重大含

〤。鬥題不俠是出現新的保怔形式,而且也是保近的目的.村子被描迷力不重犯的保怔的那些措施

所作的政治和法律坪价鬥趣,在 委貝舍內引起了熱烈的甘淹 .區 然,政 治和法律上主張不重犯的保

迋取決子肘垓行力的看法,要 預防其再次友生.所采取的措施如果是針村一介民族解放逞功 ,則 可

能是板力反劫的,垓報告所提到的〤和田起〤 (同 上,弗 】59段 )就是一介例子°源于帝回主〤時

代殖民其我的夫似例子在I/9叔 告中比比皆是 .

#.在考慮不再犯罪的保怔吋,有 必要淡到年一次世界犬城和拜二次世界大城之后的清井作

法,其所涉及的保江包括村犯有种族又地罪的回京而言,剝 李其肘受害人民的主根,肘犯有便啥罪

的國家而言,确 定其遊界以防止它利用領土作力再次放

一

侵略的跳板°不借,之 些例子与罪行有米

而不是与楚罪有失 ,但 報告中所引用的一些例子也是如此.他希望特別報告貝在有夫垓主趣的迸一

步工作中考慮一下達一坪淹°

銘.最后,夫 子根告第五幸中所涉及的遊措—— 包括故意和避失—— 同題,他 同意特別振告

貝的意兄 (同 上 ,第 164段 ),忕 力垓阿趣具有根本的重要意叉,委 員金在洋如甘淹垓茶敖草案館

2部分吋必須面肘之一同趣°各國村此的現焦不明确 ,并 努力回避由達一加法所引起的遊借1.9趣 ,

但速退早必灰社位于需要考慮迂借阿趣在回京女任中的位王.些 委員套雜撲中快一日所犯的堵如

种族天地或侵略等罪行的責任吋,送 一
.9趣將套特別重要 ,但速一1.9趣 在有失駤罪或回隊不法行力

的目前盼段已篷是十分重要了°在述去,委 炅合傾向于避免遠一鬥題 ,玉 然根据特別IFt告 真的理解

(同 上 ,第 165段 〉,委 貝金看來汏力迂借是不法性和黃任必不可少的茶件.但 是,現在 ,委 貝合的

工作已銍到了送祥一今險段,中 快迂錯阿題肘具体地确定一介回隊不法行力的后呆已成力不可或

缺的了。

39.若 達犯一項〤努被放力是回家責任的基拙 ,則 出現一些泀趣 ,位 垓本著有利于加強合法性

和法治作出解答.元梵如何,報告中提出的曰題具有如此尸重的性辰井具有如此深迒的形咱,人●1●

不能拒地注意達些 1.● 趣.因 此,他希望強調需要在未來的一次屆舍上深入地甘站遊借同趣°

4°.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 <特 別報告貝)悅 ,他希望澄清兩庶.好 一,有 失+-伴 1.9趣 ,他的第

二次根告 (A/CN.4/425和 Add.1)匹 分了三介時期,第 一次世界犬找以前、兩次找爭期同和第

二次世界犬找以來的時期.垓根告將有夫第一介時期的多散朴伴案件逛女力強叔回家螢橫元理地

村符牧小或軟弱回家的

一

例°普描,后 兩介時期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朴儅被用作平等回家之同的一

种朴故亦法.

41.館 二蕉有失公平和避錯的lH9捶 .他在報告中沒有明确提到公平日題,因 力正如學駩所表

明,提到達一同趣粹元所掉益.但是,不用說 ,公平時含在所有法律規則之中,并杓成法律的一介

基本和不可分割的部分.至 于迪借概念,他不明白在援引公平的同時怎么可能不提到達借、故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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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失在所犯因酥不法行力中的作用°

●2.弗 朗西斯先生悅,批坪性的坪站意兄決不敬仿特別報告真的弗二次報告 (A/CN.4/φ 5和

Add.l)的板优辰舌或頡彷它玵推功本委長合工作所作出的明並的貢獻.然而他同意思詹加先生

<第 2171次 套快)有 夫在英文本中大士用法活引怔 ,尤其是在腳注中大丑用法悟引怔送一同趣的意

兄.委 真合并非所有委真都是苧氓洲博的活言半京,他●●都希望田崁和理解放在他●●面前的文件中

的每一介字.

佔.至于第 8茶草案.他支持館 1致 的各逸未文A:垓瑋文措詞更加倚沽,同 吋又表迷了孩荼

放背后的基本棍念°
‘
賠借效頭力恢欠如不及生不法行力本合存在的狀兄所必鄉的效額

”
這些措詞

与第 2欺蚨系起來特別重要,他放力,垓放提到精神敬善是多奈的,因 力速包含在年 1放 (各逸來

文A)的規定之中.第 2歉 中提到精神損害之7位垓別除,村垓奈的坪注充分地解群了其理由.有

些委炅玵第 Z款 中的
“
可送行銓洴估价的根害

”
送一短悟提出來鬥,他完全同意送些委貝的意兄。

44.至 于第 3款 ,卡菜多 .〞 鏸里格斯先生 (第 2169次 合快)悅迂,賠儂的定叉依指利洞,而

不是指因回隊不法行力而戶生的各种掘失°在遠方面,弊 4款确共具休提到
“
与垓行力相球系的任

何頡失
”,他 建快速兩數也玝可以合并威力一歉,既包括利洞也包括散失°

45.第 5款 中
“
共同迂失

”
送一措詞有意大寺了,位 垓另換一种形式的措舞,使之清楚地表明,

若受害回在任何方面促成了回怀不法行力的友生,孩 日所能提出的賠僕板舍因此而減少.

46.夫 子第 9奈草案,他 同意巴犿謝戈夫先生的現焦,放力利息位子起年的日期1.9趣 可以留給

仲裁法庭或看情況留鈴及之解決亦法的各方去央定.在 本茶款的竹況下日期向題不得其所°夫子利

率同趣,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同 上)和其他一些委貝正确地指出采取一种炅活亦法,而不強行規

定利率的重要性,在 某些情況下,強行規定的利卒也許是不堪久但的.除 了十分特殊的情況之外 ,

不位垓判央集利 .

17.第 】U奈草案需要搞得更力猜确。尤其是位垓說明楓害討有失回家的榮啟和華戶的形啕。

第 1歉將朴借和保迂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正确地描途力玵
‘
不能以俠欠原狀或金我賠儅朴散的

”
敬

害的一种店佳形式,但在肘掘害的
‘
道〤或法律

”
的限定詞中庄咳去掉

“
道〤

〞′詞 .他安威特弟

1U紊作力一介
‘
城及器

”,用 以包括算 8荼 中金我賠借方式所不能包括的敬害.在 第 2數 中沒有

一
故意或述失

”
祝念的位丘,因 力送是一些由有失仲我長或法律麼同道些考慮具体情況未央定的鬥

趣 .

48.他發同弟 3放 ,以及夫子侮辱性要求的鬥趣的第 4放 ,因 力孩款考慮到了各國有強有弱速

一手其°因此規定年 4欺 中所鬥迷的採准是道些的.

49.所甘淹的茶款涉及道用草案好一部分方 8至好 lS茶迸行賠催的鬥題.他特別提到夫子共

隊上代表回家行

一

的人的行力”因子回家的集 8奈 ,夫 子別回或回隊姐軹交由回家支配的机夫的

行力”因子田春的第 9紊 ,和 夫子造越叔限行

一

或達背夫子其活功的指示行

一

的机米的行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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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國家的第 1U茶 .

SU.夫 子特一日官真的行力、尤其是有失犯罪的行力”因子 El家 的鬥趣 ,回 厥一下組俺堡回隊

軍手法庭的裁決是恰些的,垓裁決的大意力,達反田豚法的罪行是由人而不是由抽象的文体所力 :

只有通迂愆捐犯有速些罪行的介人,回 隊法的規則才能姼得到執行.本 草案共隊上打年既包括便根

又包括我爭罪.位 垓注意到 ,簿 二次報告中悅如果現就日內法的法人而言在法律上將志愿或行力好

手法人是一种道用的方便用活的活,就作力回隊人格者的回京而言在法律上”用于回家央隊上似

乎是介借環而且是多此一拳 (A/CN.4/425和 Add.1,好 V5段 〉.于是特別報告長接者悅,送

一”屏是由
‘
需要作出緒站的外交部法律碩鬥或仲裁人

’
根捃适些的狋准、准則和原則未确定 (同

上,方 1?6段 ).就 他 自已而言,他 里信,若 ”居是以此种方式确定,其 錯果粹是一系列相互沖突

和完全不同的判央.

51.在 遠方面,他愿提情人們注意前特別報告反阿戈先生的下列一段活 :涉及速一向趣的回隊

法學者一致主張其隊上代表回家或受其致功 (旦 然達些人沒有取得回家或提供公共服夯或行使公

共取能的獵立官方机构之鈕扒的地位)行 卒的人的行力 l=因 子作力回隊法主体的回家°
’

阿戈先生

引怔了好多砲苧之士以支持送一現魚°他放力 ,特別報告貝位垓根据送些志兄修改在第二次報告第

19S和 176段 中所表迷的現魚.

S2.阿 〨焦一午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弗 朗西斯先生提到了責任的中屆向題,達 些然是

一介法律 .9趣 .但 是,弗 朗西斯先生八方二次根告 ㄑA/CN.4/425和 Add.1,弗 175至 176段 )

中所引用的段落所指的是仲裁鼠或外交部法律厥鬥所作的行力的蚵屈 .在 最后一魚上 ,他本人和阿

戈先生的慈兀可能有些不同,而 在女任的蚵屈同翅上Jll沒 有任何不同,速是一介法律鬥延,而 不是

卒其的同題 .

53.海 斯先生悅,夫子等值賠伴1.9題 ,人們位垓放住茹夫工ㄏ案 〈央辰鬥題 )I° 中所确定的原

則出友 ,即 F.,.9消 除不法行力的一切法律和物辰后果 ,以便建立或重新建立若不及生不法行力本位

存在的情況°特別根告真在其牛二次根告中引江了并多具体來例 ,且 未提供有美如市鬥趣的規則但

力超避ε茹夫原則的規則的皮展提供了材料 (A/CN.4/425和 Add.1,弊 2B段 ).就他而言,他

一殺安成逐漸皮展,在 目前的竹兄下,報告好 S2段和特別報告真的口共介紹 (第 ZlSB次 舍快)在

遠方面更加強了他的意兄 .

54.特別報告貝引怔了一些具有說服力的板滅性志凡,表 明在金找賠借方面,回 酥法受日內法

形咱的程度 已送到 了以日內法原則或規則力范本的回唪法律原則已在迋用 (A/CN.4/425和

ㄍ1S71年 曰呸法委只合年生》,第 二卷 (好
一部分),方 笳6更 ,文件 A/CN.4/以 6和 Add.

1-3,第 194段 末尾.

北第 2168次 套洪,腳 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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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第 29段 ).但 是,正如口共介紹中所指出,金我賠僕的央隊支付 1.● 趣取決子村

一

共的坪

估,而元淹垓泀翅的解決是通迂仲裁逐是外交努力.在達方面,出 現了哪些卒夯适于友展的 .9題
.

必須匹分指羔′般規則的材料和作力談判者或仲裁貝肘特定案件竹現的坪估所戶生的材料°茶款

草案沒有很精确地送行此种匹分.遠祥,王 然有充分的理由規定喪失的收益是好要賠借的一今因

素,但是如果碟求玵褚如利卒和卄弊利息的方法或支付利忠的期限等匆市作出規定則是不可取的.

SS.他放力第 8茶草案第 1欺各逸案文A和 B之 同沒有任何其辰性的不同°各迄案文 A更力

直接何錄,并且把等位賠借作力恢交原狀的埔助和朴克,因 此更力可取 .但 最好是措#中 更清楚地

表明,要 予以恢久的狀況是若不友生不法行力本合存在的扶兄,而不是班狀.央 豚上,狄特別根告

貝兩介根告的走勢和在車來中使用9茹夫工ㄏ未中的某些悟言來看,送似乎是他的意田.

SS.他村第 2款 中
‘
可送行各洴估价

”
達一說法有些犰豫。達′氓別林准如何适用并不清楚 ,

特別是如果暗指村回民的帝神韻害是
“
可送行臸洴估价

”
的,而肘回宗的精神振害Jll不 行,那 么速

一說法到底是什么意思确其也不清楚.第 lU茶車來第 2數 以及第二次報告的有失段落 (同 上,第

13至 第 17段 )中 的內容表明,第 8茶 第Z款是部分打算排除用金我殕借方式賠僕玵回家的精神掘

害°因此第 8奈第 2欺 的起革成垓直接排速一卒其.逐有,如果括此送行重新起草,他玵是否需要

保留提到肘回民的精神韻害提出疑又,村 回民施加不法妨害即枸成村其因宗的損害 ,元梵垓仿害的

性辰如何,速 一焦不言自明°

S9.他 村第 3奈 的內容沒有任何昇快,他放力特別報告貝肘喪失的收益送一同題的爽理板力

明确.表 明送一日捶是一介因果夫系鬥題°些然,正 如特別叔告真在提到霍茹夫工ㄏ案 (其辰同

題〉(同 上,第 66段末尾)吋所回厥的那祥 ,速是賠撐作用中的一介因素,以便恢褒若不友生不法

行力本合存在的狀況而不是恢友原狀°

田.夫子
“
直接

”
和

“
同接

”
瓶善的達一主趣,垓報告引用的 SUuthPortoRto食 糖公司案

(同 上,第 SS段 )令 人信厭,其犬意力
“‘

直接
’楓善和

‘
同接’瓶害的匡別往往是虛幻的、想象

中的,在 回隊法中不位孩作送种區分
”.因 此他按同特別報告真根括因果夫系赴理送一向娷 ,其判

新的林准力在不法行力和敬害之同是否存在一种明确和不中新的因果夫系°幸逼的是 ,特別報告見

避免了特
‘
正常竹現

”
和

‘
可頂凡性

’
要素列力确定因果夫系的因素.位垓將其留給談判者或仲裁

貝,因 力它●●与坪估是什么构威一种
‘
不中新的因果朕系

”
有失.

59.他 接受特別報告真的思錯 (同 上 ,第 ●2段 ),大意是.完全由子不法行力所引起的損害必

須全部支付殕擋安,旡站敬害与行力之同是否有直接瑛系,因 此他支持第 8奈 第4數 的內容 ,然 而

他致促孩歉的措碎位些又力紫揍°

6U.特 別根告長在口共介紹中說 ,如 果不法行力仗仗是造成插害的萍多原因之一 ,fll 位什的賭

儅額必無因此而減少,并在報告中近其了遠方面的一茶規則 ,并朴克說 <同 上,鋅 稱 段),不位垓

斌田力多种原因之洞各 自的賠佳比例和部分祖善的坪估規定林堆。同祥 ,人們得出下列錯梵 ,受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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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身的遊失作力減少賠僗金的理由,用 于多种原因的一共竹況 (同 上 ,箄 51段 )。 因此他支持弗

8茶館 5歉 °

61.最 后 ,人●1● 希望特別根告貝考忠在弗 8茶 中列入一介明确的茶欺,規定完全由于不法行力

所引起的散害必須全部支付賠儅女.

c2.第 9茶草案位孩刪除.垓各与有失喪失的利洞的方 8茶弊 3欺之同有著某种朕系,因 力利

息是賠伴此种根失的最常用的方法.在他看來,唐伴中是否位孩包括利息,如果包括 ,則 何力其起

止 日期 ,以何种利率以及是以車利逐是以欠利卄年等1.9趣 都是由仲我兵或崁判者坪估的鬥趣 ,他們

豫求根括所有有夫竹兄璃定賠佳的茶件.因 此,拭 田在送方面淡定規則是不可取的.共 酥上,第 9

荼第 1款 中所規定的規91l已 砮大任硬 ,而垓奈的其它荼文則太泛而沒有任何意叉.第 2放仗仗規定

賠儅必須充分°第 8茶 中已至包括了送一要素°些然,如他所走快的那祥在方 8茶 中增加一企夫于

完全賠儂的茶款,就 合更加清楚了.

“.至 于第 1° 茶車東,特別報告貝在報告第三幸中村各种著迷、判決和國家央域所作的透仞

考查怔央了在回哧法上存在著作力一种賠借形式的扑儅 (弊 lB5段 )° 朴伴是肘一口精神、政治或

司法損害的一种非賠僕性的朴救手段.特別報告貝列拳了+1儅 的許多形式 (同 上,弗 139段 ),除

了一魚例外,它 們立然都是指肘一日的萍尸、東巷和戶巷所造成仿害的朴俘.例 外的一蕉是所支付

的金額超逮賠撐物辰韻害之所需.之泣孩子以消除,因 力它与強害不相林,而 且逐有怨樹性賠撐金

的傾向°                  
‵

“.他 螢同第 1U茶方 1款 中
‘
不能以恢交原狀或金俄賭催+1救 的

”
速一描逑性茶款,但 是

“
朴伴

”
的限定泀垃孩用

“
恰些”

代替
‘
充分

”
.“符用性

”
一泀也拉孩去掉.确 央,也許刪除整介

“
名又上或恁研性賠儅金

”
更好.逐庄垓排明,列 拳的朴佳形式并非祥冬元適.同 時他扒力,向 回

旗致敬伙式或族罪田等形式在些今時代不是朴借的有效形式.

65.五 然特別根告長得出錯梵,遊借和故意或逮失形呴賠傍的形式和程度 (同 上,第 18U段 ),

迂借已銓形呴朴伴的形式和程度 (同 上,牛 lS7段 >,但他肘好 2歉 中列入故意或迂失有些狁豫.也

洋委真合位孩在申快了大于罪行后呆的各致之后再回到達介同題上來°

㏄.弗 4放位垓刪除.垓 放除了提快限制索賠要求的內容而不是玲梵的內容之外,逐 同侮辱性

要求有失,送是口京共域中的一介ㄓ己消逝而且元人力之悲吸的特焦.垃 垓在坪注中提及送些侮辱

性要求.即 使是出于推例的目的,也不庄在垓茶的瑋文中提到而抬拳了它●●.

下午 1吋琴 5分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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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9S次 套琪

199U年 6月 13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

主席:文 久儲先生

主席‘巴哈幼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士伊斯先生、巴本沃菸先生、己本謝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本努鈉先生、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菸雷斯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

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科′巧先生、馬希鳥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店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

夫拉克先生、係菜先生、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拉扎凡鏸拉朗博先生、

一

庫納斯先生、索拉里 .

田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回東女任 <撲 )<A/CN.4/416和 Add.1,1

A/CN. 4/425和 Add. 】,z A/CN. 4/L. 443,C芾 )

〔快程項 目 3〕

茶款草案第二部分
ε

特別報告真的第二次報告 (生 )

第 8茶 (等值賠借)

!特 哉子 《19SB年 ⋯⋯年盤》,弊 二卷 (館
一部分)°

:持
裁子 《1989年 ...⋯ 年盤》,第 二巷 (第

一部分)°

ε
茶款草案第一部分 (回 防女任的起源),其 第】至 35茶 已一次通避,裁 于 《198U年⋯⋯年

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弗 SU更超男瓦.

草案第二部分 (回 怀女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第 1至 5奈 由委貝合在其第三十五屆和

第三十七屆令以上哲吋通迂,我于 ㄍlUB5年⋯⋯年盤》,年 二卷 (方 二部分),常 放 一鉐 刀.

由委真含在其好三十六屆和好三十七屆合快上送交起革委貝金的弗二部分利下的荼餃車來

方 6至 ∥ 荼,凡 同上,年 2U-21丌 ,坤 注 66.夫 子在年四十一屆金快上送交起革委員舍

的第二部分新 的第 6茶和好 7荼 的來文,凡 61989年 ⋯⋯年盤9,年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面,弗 2Z9-23U段 .

車來年三部分 <回 萍安任的
‘
執行

”
和爭端的解決)弟 1至 5茶和附件由委貝合在其第

三十八屆合以上申洪并送交起革委貝令.菜 文兄 ㄍ19Bc年⋯⋯年荃》,第 二卷 (第 二部分),

弟 35-縣 瓦,腳 注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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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茶 (利 息)塑

第 1U茶 <朴儂和保並不重犯)‘  <塞 〉

1.奧 恩 .哈 索肉先生悅.特別根告長的弊二次報告 (A/CN.4/翅 5和 Add.1)不 依在理站

上表現出才樂棋溢,而 且充滿了班其主〤感和常味感.特別報告貝值得受到庂女°

Z.在 淡報告的央辰內容之前,他愿提甘人們注意兩种小小的缺陷,很容易糾正并且可提高根

告的可放性°首先,已 印友的更正未能完全糾正英文本中的并多打字錯淏,送 些錯淏使英文本看起

來不大來祥.其 次,特別叔告貝仄意大利原文著作中引用了比軟挨的段落,因 此妨磚了那些不熟悉

送一活言的人理解報告的要焦.

3.另 外一項恩的坪淹是,在 達一等題的辯站中,特 別報告貝因引用十九和二十世圮初的案例 ,

特別是与朴僕有夫的案例而受到批坪°但是,他放力特別根告真在送一方面是有充分理由的.提 到

力得到朴僕而肘于小回或弱回注施措施的未例并不意味著同意遠种作法.恰恰相反 ,不仔匆心平气

和地位查一下迪去,就 不可能肘+.儅 或可能濫用它的方式作出恰些的坪价 .各 回之同回力的悉殊是

回吥夫系中的一介恒定因素°在上一次金坡上本努幼先生正确地悅到即使在洋如制定次釵規則吋

——接特別報告貝汏力,速些親則比初數規lll更 容易版垃逐漸及展——債叔回和債夯回在犬小強

弱方面存在若的差距合雞接在因与回之同的法律夫系上表現出來°因此班在有必要象十九世兒那

祥意只到力量夫系的影晌:但 只要它●I沒有更直接的彩呴,就 不合使法律夫系元效°

4.特別報告貝在他的初次報告 (A/CN.4/416和 Add.1,第 ∞ 段)中 引迷了回隊常放法院

在霍茹夫工ㄏ案 (央辰恟題)中 著名的法官悲凡,其犬意是
“
賠僕必須冬可能消除不法行力的后果

和恢隻如果行力沒有友生本來完全可能存在的扶玩
”°

“.⋯⋯完全可能
”
一詞不是元夫紫要的,它 使

人們不可能怀疑所指的是什么,即 ,某种理淹上的狀況,共 怀上并未出現,但如果不是因力不法行

力的干涉本來是合存在的.特別報告長安同達一定〤,速 与拜俺一查摩′茶的來 (同 上)中 鬥明的

定火形成了村照,在后一來例中賠借被快力是俠欠先前的狀況°特別報告真在初次報告 (同 上,算

67段 )中 承汏送兩种定〤村金我殕儅的范田具有不同的形喃,金我賠僕正是他在弗二次報告中提

出的第 8茶 草案的主趣°塋于之一形哅和在初次根告提出的第 ?茶草案中缺乏一种恢交原狀的定

〤,他 同志格雷夫拉特先生 (第 21“ 次舍快)什肘特別報告貝就第 8奈 第 1致提出的兩介各逸來

文表示的优忠.元站如何,他玫迎特別報告真肘之一令題作出拜拜°

5.有 一介珞力不同的珧魚是把等位賠伴等同于金我賠催.在摩洛哥西班牙地區英回叔益未

ㄑ兀 A/CN.4/也 S和 Add.1,腳注 2B4)中 ,仲 找貝裁定西班牙政府在得土安力英國提供飯佇侍

址以代替垃由它承但女任的非法播毀的〡日址.克 里斯汀 .格雷把此來作力仄物辰上恢交原狀的一

‘
來文兄第 21銘 次合洪,弗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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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例子,然 而他本人快力冬管它不屈于金我性辰 ,但 它是等但賠伴的一介例子。如果接受速种珧魚

的活,下 一步就合得出規定等值賠伴只具有金我性辰可能失之迂窄逮一緒淹 .

6.第 三介跳庶涉及到玵
“
行力

”
日造成述分沉重久但的概念村等值賠儅可能戶生的形咱°如

果放在一起樣 ,弊 7各和第8朵 ,車 來鈴人的印求是,村行力回造成迂分況重無拉的例外只遙用于

恢欠央物原狀或至少是它与等值賠伴的夫系是脆弱的.但是 ,使特別報告貝把遊分沉愛棍念作力恢

欠其物原狀女任的例外的理由昆然同祥道用于等仁店儅.具有金伐性辰的沉重要求可使一介因京

完全數掉,特別是要考慮到車未沒有以近因拉駩的形式限制可店傍的板害并規定可作出褒利裁定

以保陣充分外儂 .因 此在他看來 ,如果特別報告長的本志是遊分況重概念送一例外位普道用于等值

賠借的活,那 么走一庶位些更加明确 .

7.在 第 8茶車來第 2至 第 5欺和第 9荼草案中,特別報告長基于法律的逐步友展鬥明了若干

涉及等值賠借范田和決定的洋幼規則°具有氓刺惹咪的是,此 爽涉及的逐步友展不是因力缺少判

例 ,而 是因力冬管判例很多,仍 堆以仄中波取夫于賠儅的坑一林准.特別報告貝才待似汀超出所渭

霍茹夫工ㄏ原則的可能性及合理性的看法是十分用到全面的,他 本人完全安同第二次根告垓部分

<同 上,第 笳 至 33段 ).他 回厥現,在 辯淹中格雷夫拉特先生告被不要在達方面深入如市°然而 ,

格濱夫拉特先生在 1984年海牙回防法學院排半的排稱中所悅的更能使他感到信服 ,即 霍茹夫工ㄏ

裁決中所我的賠撐定〤是
“
任何一介人都可能引用的先玩的、抽象和具有深迡意〤的定〤

”
,ε  以

及格雷夫拉特先生所作的迸一步的坪站:火夯必須足姼的具体和精确.在 目前回隊夫系快速伸延、

友展和交化的荼件下,戶 泛的社合領域是不能車先通遊一殺的因隊法原則管理的,冬 管送些原則很

重要。必須有精确的規則..男 一方面,有待友展的規則泣曾迷到如何猜确的程度的鬥題最終是一

介芭未同題而不是科半同題.他汏力,立 法者位些蛤法官留出一些余地,因 此他快力寫 8茶第 2款

中的用悟
“
可迷行姪游估价的頡害

”
具有合理的精璃性 .

、

.在 第 8茶第 3歎 中特別報告貝涉及到了喪失的收益的同題.冬管在法律文敵和共跩中村喪

失的收益的賠催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但 在送方面并不統一.在特別技告貝引用的兩介案例——

“
加兮犬來

’
和拉卡茲案 <同 上,方 “ 段)中 ,法院拒地女令殕佳喪失的收益,因 力它在第一今來

件 中被放力喪失的杈垚并不功定,在 第二介瑋件中又是非直接的.在休菲小穗來 (同 上,弗 ∞

段)中 ,伸我人指出,力 了取得喪失的收益,它就必頻是合同的直接堵呆而不能相距大迅或具有投

机性.他令人放力,送是賠借喪失的利洶同趣的妥公平的解決加法.因 此就弟 3欺 中使用的措詞而

B.Gr.efr日 th,‘ Res,ons:b山ty.nddamagesc.used:reIat:onshipbetweenrespUn㎡ bⅢty日nddam-

.ges” ,C°uectedCoursesofTheHagiIeAcademy。 fInterna虫如alL色W, 1984一 II〈TheHague,

N●hUff,1985),vU1. 185,p.69.

同上,好 B9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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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它 所指的賠僅
“
任何利潤

”
范田避先 .

9.在 第 4款 中特別HFt告 貝提出了
“
不同新的因果夫系

”
的概念,五 然是博末克一斯特思式的代

數公式 (同 上,第 43段 )使 他采用了送′比喻悅法而不是近因方法.他并不打弊若手肘法律中的

因果美系送一概念迸行分析.但 只希強調一下就足侈了,即 我●19所 需要的是能把泣賠撐的板害限制

在合理的范田內的原則系數而不是一介尤其〧也仍不能令人清志的哲半棍念.冬 臂特別報告員悅

的完全有道理 (同 上,好 41段 ),即 ,使用
‘
近

’
送一形容河牛先是不怎么明确的,但是遠在一項

要由法院作出解釋并由其在每一今別來件中根括竹兄采用的規則中位是足幣具你的了°

1U.夫 子弟 5缺 ,他放力沒有必要求海斯先生在土一次舍狄上建破的那祥列入一項下列內容

的茶敘,即在缺乏伴睡原因——共中包括受害回可能的共同赴失—— 的估兄下,殕 佳位些是全部

的.他快力,送祥一种規則可以班館 1數各逸未文 A或各近來文B或相反放弗 5致 中專出.由 于

共同原因而部分減少賠儅的規則似乎已力人們普適接受‘在常淡回隊法庭判決的
“
溫布小頓

”
案

(同 上,第 5U段 )中 以及在
“
哥斯送黎加班籍

’
未和鏸拉瓜扶路公司來 (同 上,第 48段 )和 的

琦 .考珀案 〈同上,第 姆 段)中 都庄用述送一規則°具有重要慮叉的是,冬管曰隊法半豪在達一

規則的起源回題上持不同的意凡,但 他們都同意速一規則的存在°

11.在 第 9茶草案中,錧 2款似乎与特別報告貝分析的走向相抵赨.達 一款汏施行來看只是一

种例外,又合引起不公正的豬果,因 此必須將其刑掉.一共上,他費成刪掉整今第 9茶 ,因 力利息

的卄弊是一种完全依照情況而定的

一

,它 泣些兵体情況兵体走理 .

12.夫 于朴撐,不 能完全忽視法律制裁具有恁田的一方面送一恙的立切。人(1● 銍常悅,恁 研性

的敬害賠僕發不符合于各回主杈平等的概念而且由子各回在面枳和回力方面的不平等而容易被注

用,不避他汏力,送神袒优冬管并非屯元道理,但被夸大了.車 果中恰些的保陣制度位能消除或至

少減少濫用的情況 ,而且就主叔平等而言,不 位忘圮回隊法的編朱和逐漸友展位些以在回隊夫系中

建立法制力目林.將 主根与法律制裁相肘立的現蕉不能使他信服,他放力報告 (同 上,腳 注 264)

中引用的芳特派特的活很值得支持°報告 (同 上,腳 注 ZS3)遜 引用了伊格本頓的活 ,村速一日趣

作了非常雄辯的”納,他悅回豚法迫切帝要送祥的例我.不 能侈再提出土杈回京不受法律的束的淹

魚了,似 乎沒有理由放力不位玄在遊守道些的規則和限制奈件下就日京的不法行力肘其送行怒田 .

13.仲 裁人帕克在
“
戶希塔尼正”

來中的判決常技引用 ,他悅 .因 力,在 主叔回京之同規定效

額元限制的例歉的叔利和杈力鬥娷主要是政治性而非法律性的1.9趣
”〈同上 ,方 l14段 ).他 本人同

意特別根告貝玵送一來的解希方式:仲 裁人的意思是送是一介回与曰之同在正常外交躲別上解決

的恫趣 ,不 是整介朴儅概念超出了法律管培范田.根告中引避的其它來例似乎支持遠一解舞.就 此

而言,在 米利正尼案中法庭宣布 :“ 除非銓特別授予送項任芬,一介回隊委反舍很少舍以金我去衡

丑玵國旗的侮辱,而 外交官卸很可能送洋作
”(同 上,腳 注 298)°

14.出 于所有道些原因,他放力朴儅在車集中位些占括一席之地.他原則上不反升第 l。 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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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或把避失或故意的概念耳入來文.然 而,恙 的悅他放力比裝可取的是肘這些1.9趣 逮一步加以思考

并等到甘淹完特別尸重的不法行力和罪行之后再定梵°

lS.巴 休沃≠先生村特別報告真出色的素二次報告 (A/CN.4/也 5和 Add.1)表 示兵城的祝

交,送 一報告元一玩漏地表括了一今交染而又引人入肚的寺厜°

16.夫 子第 8茶草案的第 1款 ,他悅 ,象委真舍中的大多數委貝一祥 ,他妥放各逸案文A.特

別報告貝並然接受了住茹夫工ㄏ未 <Merits)中 文定的賠儅原則 ,’ 他在初次報告中并沒有明确送

祥做.也 并他想在委貝舍甘站送一同題之前避免用明自已的立切°不管怎么悅 ,他感到南共的是第

8茶确放了●茹夫原則,与 前特別報告真呆幼的以前狀況規則相比,他又吝放前一規911.

17.他逐放力各逸來文 A部分重欠了第一次報告提出的弊 7茶車瑋的第 4放 ,垓敏規定 :“ 受

害回可及時要求以〔等值賠僗〕(金妓賠儅〕全部或部分地代替恢反原狀⋯⋯∴ 達兩欺可融合在一

起或者可特第 7茶 的棠 4救納入第 8奈并制定出下列來文 ;“ 受害回可及吋要求犯有回哧不法行力

的回京以金我賠儚代替恢褒央物原狀,殕佳效板力恢褒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舍存在的狀況所必要

的數板 ,但 送种遊掙杈不能使犯有回酥不法行力的國家爽子不公正的不利地位 ,或造成連反根据一

般回隊法的強制性規范所戶生的火夯 .” 他指出,他之所以ml掉方 7荼第 4款 中的
“
全部或部分

”
是

因力如果接受界佐原則,恢 欠共物原狀就等同子恢欠全部原狀,按其定〤本身它不可能是部分的°

而且,由 于正象格雷夫拉特先生 (第 2168次 合破)指 出的那祥,所指的不是重新恢交以前的狀況 ,

而是确立一种放未存在逮的狀況,因 此用
“
恢反

”
一月取代了

“
重新俠欠

”
一洞°

18他不反肘第 8荼第 2數 :‘可迸行臸游估价的
”
達一用悟反映了回防案例法及其央域.冬

管每一案件中的銓洴估价額不同,但 在所引途的每一介案件中都淡法努力球絰洴上肘頡善殕僅金

作出估价并且友班達种韻害賠借金是
“
可送行象游估价的

”
°

19.村 子第3數喪失的收益,他放力
“
而喪失的任何利洞

’
送一用悟上玉然范田在某种程度上

受到館 4款 的限制—— 它規定敬害必須是通迂不同新的因果夫系坏市与行力相瑛系,但 透是避子

含混°

2U.在 第 4放 中—— 共中不同新的因果夫系不市被作力林准,用 以限制村掘害和喪失的收益

的估价范田——特別報告長似乎逆循的是 lU2S年 11月 1日 美一德混合索賠委長金的館二孝行政

我央中道用的規則,因 此,非 常奇怪的是他并沒有考忠他夫子可9i凡性林准所表迷的女同志凡 (同

上).預 凡性的現庶十分重要,位 些把它放在來文內.

21.他感到欣慰的是特別報告真并沒有力了确定喪失的收益的目的保留要么抽象要么具体二

者必居其一的方法或者
“
苦╨皮送企ㄓ

”
的推理.●茹夫原則是一种足姼的准則 .

Z2.他 完全安同年 8奈 弗 5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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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可 以刪掉夫子利息的館 9茶車來,特別報告貝在他的拫告 (同 上,第 78段 )中 將利息描

迷力喪失的收益的一部分.或并可在方 8茶第 3放 的銬尾赴何草地表明凡須賠催一宅金我敬失的

時候必須付利.法院必須能姼在每一兵体案件中自由地村全面賠侉親Jll 作出解秤并确定如何計算

利息。

放.夫子朴借的第 1U茶 車集根力重要.他特別支持年 1放 一丹始吋的措洞,他忕力肘′今日

家造成的精神敬善不同子村達今回家的回民造成的物慶或精神上的韻害.否 Jll的 活就用不著有一

茶夫子朴儅的紊數°些一目的玤尹受到仿善吋,常指肘達介回家造成了
“
精神上

”
或

‘
政治上

’
的

敬善.速是
一
介夫鍵性的視念 ,正 如果例法和外交其域所表明的,村 子田京造成的精神頡害是不能

作姿洴上的估价的。

2S.他仄忌的方面淡到朴儂道介概念,并 鬥才卜僕放本辰上站到底是恁我性的逐是賠儂性的.央

阡上 ,在 因呠法中送兩今方面是密切秩系在一起的.朴 借一向包含恁我的一方面,因 力肘一介犯有

不法行力的回家來號展行菜种它一升始并沒有放氓到玵其具有的束力的〤夯并不是一件楚而易拳

的卒.但朴儅逐具有賠借一面,村行力目的恁田正是玵受害口的賠借.然 而,出 手共哧考慮 ,他放

力最好不要達分強淍恁戒方面°

26.夫 子列拳各种形式的扑佳的第 1敢 的第二部分,冬 管在外交央域上存在若道歉的作法,但

在囝琳案例法中送祥的例子并不很多.思 的悅,回 家并不提出美于荻得
“
朴伴

”
的要求°在遠方面

最近有一些令人感共趣的裁決°例如,美 回在伊朗的美回人辰

一

案中并沒有要求玵方道歉。甚至更

早一些,國 防法院在科爭海峽未中次力 ,法 院夫于瑛合王回便犯了阿本巴尼工人民共和目的主根的

我次本身就是村受害目的一种恰些的朴儅°
B因

此 ,特道敬的概念耳入作力肘回防法的逐步袋展作

出貢敵的草案中也許并不十分可取°一种可行的解決亦法就是軟化擋詞 ,并 改用
“
表示遊憾

”.然

而,恩 的悅似乎并不需要規定不同等教的扑借。他逐反村恁研性損害賠儅的概念 .

η.第 1U茶第 2數是所有建破的茶數中最具有狂倒性和最力犬腥的.但是,特別報告貝夫子

將
“
故意

”
的概念耳入達一敏的決定具有重大的合〤.很 明五,仄 弊二次報告 (同 上,腳 注 Sg9)

來看 ,奈放車來的常 1部 分希要修改.然而,就簿 1部分造成掰商一致意北本身就已很困准了,如

果再引入夫子拉失的現念,就 必須在不同的基珀上重新幵始.

2S.好 3放似乎是要力回跡法院制定一項親則,他去力垓數位普耳入館 1缺 的佑尾。

2g.崁后,并于好 4款 ,他 同志其他委真的意兄,即
‘
侮好性的要求

’
的概念帶有遊分的主溉

性,位 些刪掉°

3。.保菜先生在安長合上首次及言,他感甜各位委貝肘他的熱竹砍迎并悼念劫泰先生,他感到

.科
爭海快案,共辰同題 ,1949年 4月 9日 判決,q肌9年 回隊法院裁央集》,乍 4頁 ,在 蚌

36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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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接任保小 .勒泰是校兼幸的.

31.他 洗他哲且不淡第 9茶 車集中涉及到的利息鬥趣,只 就弗 8茶和第 1U奈 草案作一坪淹并

愿就殕摟概念本身淡淡患的看法.

S2.他 不想洋幻才回沶女任的性辰送行悲〤深迡的理梵爭淹,但 他不能不指出特別報告貝在

其初次報告 (A/CN.4/姐 6和 Add.l)和 好二次報告 <A/CN.4/42S和 Add.D中 所采用的方

法似乎十分棋枝兩可.作 力前任特別報告真阿戈先生所采用的方法的基拙并得到他完全螢同的茶

欺草案第一部分的全部迓瑋是基于賠借屈子女任的′种后果的抗念而它的引起完全在子存在一种

回隊不法行力.換句括悅 ,只 要友生一項可”因子某一日泉的連反回隊法的行力,并且元法找到頂

先排除不法行力的茶件,即 存在女任.送是第一險段也是草案年 1部分中的主趣 .

33.在 第二阱段,即 奈款草案算二部分的主趣中,人們不禁要 1.● 送种女任的后果是什么?其 中

一种是賠借,正 象特別報告貝在他的初次報告中清晰地田明迪的,必須粹它与女任的另外一种后

果,即停止不法行力匡別幵來,而在他看來,后 者也必須与保近不重犯匡別升來。正泉特別根告貝

在 1988年提交初次報告 (A/cN.4/416和 Add.1,第 2U段 )的 哲時期要中建以的那群,保怔不

重犯庄些成力草拙的一朵 ,也 卄甚至是車狂一介分市的主題°達祥一种保怔的目的不是力了作出賠

借 ,而 是力了防止其他回酥不法行力的友生和防止它●●的錴接°因此最好是車拙赴理保並不重犯的

同趣并且判定它是否卒央上一向是回隊不法行力的后呆.也許逐位些更洋如地赴理各种失型的保

iiE°                   
‵

34.一 旦去掉賠伴所帶的停止、保近不再犯和制我的
‘
染辰

”
——速些他回避共來再淡—— 就

合皮班送祥做不避是
“
消除

”
田妳不法行力的有害后果—— 立器達正是列出的所有賠儅形式,即 恢

褒共物原狀,賠伴和朴儅.然 而,他 所悅的合混是指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根告真似乎不是把賠伴作力

女任的一种后果而是作力安任的一介夫鍵內容.立然,在特別敬告見看來.賠借的目的不只是
“
消

除
”回隊不法行力的后果,而且近是帶有某种

“
恁捎

”
性辰的制裁。特別報告長不仗是按照賠伴的

形式,而且逐按照目的,或者換言之,按照所受到的敬害的性辰村不同美型的賠儅作了匹分.在他

看來,殕 僕和扑僸其酥上是等但賠佳的兩种形式,兩 者的目的在子些依交央物原狀不可能或不移

吋,消 除回隊不法行力的有害后果.殕借相些于等位殕偌的金伐形式,而 朴儅則相些干非金我賠儅

的其它形式°如果他的分析是正确的活,那特合出現几和央隊上的后呆 .

35.首 先,弗 3奈 的狋捶不位些是
‘
等位1..儅

”
——因力弗 1° 奈也涉及到等值賠儅的一种形

式—— 而位些是
“
店伴 <CUmpen田 t:°n)” ,達祥做才与第 8奈 的內容完全符合,因 力在館 1數 的兩

今各遊來文和第 2數及好 3放 中都使用達一措詞.其次,元淹在哪一种情況下頡害培倍金都位些与

賠借達在一起 ,或者換言之,与 第 8奈達在一起而不是与夫于朴儅的好 1U奈達在一起 ,因 力主要

的考慮是賠僗的形式°

∞.他承放送一方法冬管它元疑很何球,但印有一介不利的地方.冬 管些賠僗与—— 犖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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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財戶的价值相肘位的時候有可能
‘
客現地

”
玵它作出決定,但 是些需要村一介回蒙的名卷

和某一令人的感情的敬著作出賠佳●l它 可能更依放于
“
主視上的

”
考慮.然而,如果支付賠佳 ,送

意味著在遠兩种情況下板善賠借金必須是
‘
可造行各游估价的╮ 村子格芳秀斯來悅,我是街i所

有

一

物的尺度。在遠方面,他不水力弗 8茶好 2數 中建快的措洞只位些与物辰板害賠儅裝系在一

起,他不能理解回民所道受到的精神上的頡害力什么比田象本身迫受到的精神上的叔害又多——

或更少地—— 能作臸游上的估价 .

B9.不 管怎么悅,即使是按照特別根告真的推理,他 的第二次報告似乎汁 楚地表明浩信是才

物辰描害的賠儂形式,而 扑佳則是玵精神散害的培儅形式°因此,弗 8茶 ,和特別是第 lU紊看來

需要作出修改以增加反映送种匹別的措洞°

38.瓜之兩項茶放來看 ,逐有必要作出另外兩介重要的坪梵°首先,他放力
‘
法律

”
仿告是元

爪淡起的°任何由回隊不法行力造成的仿害,假女存在責任,郝必定具有
‘
法律

”
內容.然 而,不

管以何种形式一銍作出賠僅 ,仿害即依照︴與得到賠伴°所以最終位屈于每一种回吥仿害一部分的

“
法律

”
仿害決不能班中分南出來,因 此元淹如何不需要在第 lU茶 草案中特別談到它,在 第 8奈草

案或第 7荼草案 (俠反原狀)中 提到就可以了°

S9.其 次,他 同意並然是委員舍中犬多數委貝們的看法,即
“
恁捐性

”
板害賠儅的概念并不大

妥些°位些承扒 ,任何形式的朴借乃至任何形式的賠伴都具有
‘
使受痛苦

”
的性辰 ,但達并不等于

有理由使用具有別法內涵的擋洞.冬 管盎格各一撇克遜理淹和一些仲裁中中提到
“
怒城性韻害賠

借
”,但 法〨西理淹出子各种原因在送方面卸更力小心在慎,原 因之一是一句古老的垓吾 ,‘ 回王

〔回家〕不合作借卒
”
.可 能合要求一介回家肘其一項目酥不法行力的敬害性后果作出賠僕,但 速是

一項符合社舍需要而不是基干任何价值判新的客現行力。此外,出 于心理、政治和外交的理由,他

汏力把送祥一种激迸的改革塞入侍銃的日所法概念中是沒有道理的.但 他解釋悅 ,他 并不象委員合

中的一些其他委貝那祥 ,他原91l上 并不反村在某些情況下回家可能要受到刑法制裁。但是達与賠借

毛元米系。也洋位普在荼數草案的其它地方涉及制我的概念,或并位些在与罪行有失的那一部分 ,

因力回家回隊女任的速祥一紳后呆呈然屈子一种例外的性辰,而 且只合在某些必須加以小心界定

的情況下才舍友生。

4U.送并不意味著他村特別推告長的推理不屑一厥 ,特別報告長拳出并多共例表明,作 力硈儅

精神頡害而支付的韻苦賠伴金彼此相差甚近,放象征性的一介法郎到一宅巨板數目,但他放力井及

有必要拆堵逮失或刑

一

例我的祝念以焊碎送种不同,他扒力送取決子所受到的仿害的尸重程度 :輊

皮違反一項不十分重要的規則昆然不合求違反一項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規則那祥造成尸重破坏.在

送神情況下,元 疑有程度上的匡別,但并不在子迂失的程度造成的,而是在于受害回所受到的嵌害

的程度 .除此之外,如 果接受本來金是一种很吸引人的概念,即 ,就不法行力的尸重程度而言,班

一种輊度的造反到一种罪行之同似乎存在達綠性,那 么五然已得到委見合合休安貝●●螢威的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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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真初次報告中的一介美鍵概念就必須放井,因 力再沒有理由把′項目隊不法行力的后果和國

跡罪行的后果分升來考慮°

41接 下去淡到金我賠儅的卄弊吋,他悅就館 8茶方 1放 中提出的丙种各進來文而言,他 与大

多數委真●●的志兄相反,坐 決安同各逸案文B,因 力各逸集文A中表送的思想,即 卄其賠儅的基

拙是
‘
力恢欠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舍存在的狀況

”
所必希的效板似乎肘他來說不符合

“
恢交原狀

”

与
“
金哉賠佳

”
之同的匡別,前者具有重新伙欠以前的狀況的作用,而后者正是在重新恢褒以前的

狀兄不可能的情況下才合友生.達在措河上是矛盾的.

妮.另 一方面,村子第 4放 中反映出的思想他沒有不同意北,按 照垓歉唯一重要的是不法行力

和板失之同不同淅的因果夫系坏市.仄原則上悅位些店僕任何与回隊不法行力有直接瑛系或者更

确切地現有
‘
避波

”
朕系的損害.正 泉特別根告貝所表明的那洋,速是与回哧央跩相符合的,冬管

他 (俱菜先生)也 同意其他友言者的慈兀,即 或卄在達一焦上除了因果夫系的概念之外增加可預兄

性的概念也是比較可取的°

43.而 且有一些例子比特別報告天所引途的更新 ,但种共上略有不同,速些例子並明如果喪失

的收益象第 8茶第 3和 第 4款 所指出的那祥与不法行力有一神因果翐系的活也是可以得到賠借

的°在遠方面,他感到遺憾的是館二次報告主要炎理的是涉及私人財戶違法行力的侍坑伺趣.位 些

注意避免村喪失的收益的概念采取一神不恰些的限制性的看法.就季南非以前村英郤回避行的迫

到軟合國安理金和大合遊女的康舌送介例子來悅,南 非按照法律又夯需要村它的侵略行力的韻害

性后果作出賠●..并 向郁回支付賠儅金 ,不伙要賠僕生命頡失 ,而且近要賠借敬失的衣╨收成和——

更力卡期的敬害——姶之些國家銍游造成的韻害°速的确也是喪失的收益的一介例子°回萍法院

19茄 年 6月 27日 就在尼加拉瓜和竹肘尼加拉瓜的牢═和堆牢�活功一來中的判決+第 卻2(13)

和 (14)段 似乎也包括了村喪失的收益作出賠儅°
’

44.然 而,息 的來現他同意特別根告貝夫于因果夫系和喪失的收益鬥趣的分析,并 且稍作小的

起草方面的修改之后他也可支持第 8茶 的弊 3歉和第 4欺 .提及本努幼先生 (第 21η 次合快)建

快增加的公平概念似乎不完全妥些,因 力達一祝念在海洋法例子中怔明是沒有效力的。

4S.然 而,他村一魚仍然感到迷惑不解,達 一魚涉及村令人的敬害賠儅°冬管他不想洋如淡名

詞木活 1.9趣 —— 旦然也許圾好用与村回家本身的利益敬善相村照的
‘
中同

”
頡害取代

“
同接

”
校害

更力妥曾—— 他紂既不在第 8茶 (在 常 8茶 中提到是正常的)中 也不在報告 (不那么正常)中提及

外交保#的机制感到遼憾.冬管送一
.9趣 五然是程序性的并且位普在草案的第三部分的范日內加

以爽理,但 送一机制元茫如何都肘正在中快的鬥趣具有秋板的形呁.正 如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引 用

’
在尼加拉瓜和什〺尼加拉瓜的軍

一

和准軍

一

活劫<尼加拉瓜拆美利坐合余回來),央疲阿題 ,

ㄍ19“ 年回隊法院裁決集),第 14瓦 ,館 149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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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沒回哧法院肘馬夫落馬蒂斯巴勒斯坦要怭來的著名的法官志凡‘一介回家適述受理其回民的案

件并通迪代力其拆堵外交行功或回萍司法程序,垓 回央所上是在行使 自己的叔利—— 以其國民公

人的形式确保卒重回隊法規則的叔利.m 送种法官意凡所基子的是本身已各受到杯疑的一种法律

上的假淡,而 且就目前討梵的各种鬥趣而言至少在一介方面也是不能接受的.在 央我中,一介回家

肘介人造成的敬告賠摟效板一向是根括造介人所受到的仿字卄其的°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策 8奈 館

2放非常同接地提到介人所受到的仿害.然 而,他在想,是 否必顏正面從理送一 1.● 趣并且肘介人所

受
‘
中同’

仿告竹玩下的殕借 1.9趣采取明确立劫.泣 些根指令人受到的板善逐是垃普根括受害日本

身受到的損害來卄多遠种殕借?送兩种竹況并不息是一洋的,因 此必須作出逸舞.如果忽視外交保

#.● 趣就不可能遠祥做,因 力在很大程度上它与革未錧 1部分中赴理的丱屈岡趣是相村你的.

●●.而且,他堆以理解力什么在第 8茶弊 1放 的兩介各逸未文中特別報告尿逸擇可林之力
‘
主

幼
”

措甸的形式:“The薊uredSt日 te‘ entⅡledtUelaim⋯ ”
和

“
hEls the了 ight toclaim⋯

”
達似乎超

出了庄有的范田,涉及了本來石子弟 3部分主題的程序性1.9題 .他放力,最好是按照下列形式采用

一种被劫形式的措甸 :“TheStatewhichh8s oommkted.n:nternationaⅢ ywrongfu!8ctshallbere＿

qutedtUpaycompensajon⋯ ”
°在幣】U茶草案中曾使用迂速种交化的措詞而且它与特別拫告見本

人在上一屆合以上在常快他的初步報告提出的好 6荼 <停止持缺性的回酥不法行力)吋所采取的立

埸相一致°

研.最后,他完全按同館 lU荼 草案館 4致表途的現蕉,它似乎是弱回村付強回越分要求的一

介必要的保陣——冬管速种保陣也并不充分.也 并垓數位得到加強并与垓恭其余部分分升°

芻.傷皿姆先生感甜特別根告真的弗二次根告 (A/CN.4〃 2S和 Add.l),遠份報告以熱年

巧妙的方式史理了夫子回家女任的法律文就中的

一

共、央我、司法我共和到扮 .

們.在表明他同志很告的達一籍廊時,他指出報告提出的并且在第 8、 第 9和 幣 1U丟 車集中提

煉出‘來的解決亦法是村由各种曰隊法庭不新制定的,是 肘回隊法一般原則的表述 .走些原則的館一

种就是任何回隊不法行力均引起店借的〤夯 ,第 二 ,賠僚的目的必顏是糾正不法行力的后果以便重

新恢欠如不及生不法行力本來舍存在的狀況 ,和 弟三,如 果不能重新恢欠達一狀況 ,即 位拆褚店借 ,

更其体地悅,韻 失賠儅.他不打年祥如次務力殕僕輔助方法的散失培僸,水 管它是及普通的一种方

琺并且所基于的原則是按照不法行力是否是韻告的唯一原因來決定全部成部分賠儅 .

SU.特別報告長分析了賠信所需要的奈件,其 中包括不法行力和殕催之同必須有一种因果夫

系不市,并且特別提帝人們注意其中因果夫系坏市杓成儊嵌═件的一部分而其中不法行力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損害性后果的唯一起因的臻例 .他肘賠借抗念本身作了考慮——換句活悅 ,達 一祝念所

加MaV6。mm白t6PaIest㏑eCUn.e吹 i。nS,192● 年 8月 3U日 常 2;判 決 ,ㄍ 因吥常政法院 A輯》,棠

2咢 ,白苣12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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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各种因素—— 并指出,由 于假坎琣俘涵蓋所受到的全部仿害,因 此不依必須考慮出現的頡

害,透必須考慮喪失的收益°接下去他甘梵了利息,其 中包括笈利的同題.在 遠方面,他 <錫 皿姆

先生)承 汏肘是否有必要在所有案件中都蛤子欠利有一定的怀疑.蛤 子交利所依括的是賠儅的受益

者粹合以位有的注意支配什玲他的本金送一系現假淡 .達并不一定是必然的.由 回家构成的社合正

象人所构成的社含一祥有其揮君者°速些考慮不合阻得他°

51.然 而,他噁洋如探究一下回家直接受到的精神瓶善而不是令人受到的嵌害的鬥趣和被秘

之力朴伴的具体的殕佳方法°+1伴 元炎是日穌云任法律中油源接早的制度之一,而 且首先是最道合

于送一法律的主体—— 日京—— 的性辰的制度.很久以來,帝神根善的賠信鬥捶引起了极大的爭

站,其焦庶集中在玵斌田通道要求一名賠儅金來城牷他們猜神上受到的瓶害的那些人的批坪,最

后 ,出 現了一种由本來象征性的頡害賠借金朝若效板起來越犬的精神技害賠儚金方向的特化 .

S2.回 家受到的精神韻害的賠伴比村介人受到的精神嵌害的賠儅造成更力褒染的同題°些然 ,

神爰之情是回家不合有的,回 家是只有叔力欲望才能推劫其行功和只受目的取使的冷酷的共体。但

有一种感情是回家性辰所特有的并且特別報告貝在几种塌合下都已提到避 ,即 回家的柒卷、卒戶和

威望的感情°

53.然 而,道三介概念在价值的天平上并不屈于同一致。威望是与件大的祝念球系在一起的 ,

它不象束卷概念 ,更不象卒尸祝念那祥重要.威望是与回家的兵力瑛系在一起的,苦 日是以征服作

力衡丑尺度的.些 然,在 些代已篷不是達祥了.回 家的形呴范田不再是基子央力,而是基子它肘正

又、和平等价值現和 ㄍ瑛合國究幸》原H(l的 接受程度 .回 家愈是堆#這些价值,它 在全世界的形吶

就犬.但 遠并不意味著威望祝念的〡日有合〤已鎰仞底消戶又遊.它 仍然保持者最初的含火。

54.然 而,車尸和東巷的地位就有所不同了.每 一介回家,元梵大小岔宙都需要玤平和榮啟°

在巧文的挨河中元站回家受到什么祥的考撿和麼堆,送些价值都是神圣不可便犯的并且构成了回

家性辰的一部分。因此,因 國家卒尸或榮啟受到使菩而受到的精神韻善的賠伴 .9題 是板瑞微妙的.

曾銍有遊遠洋的時候——庂幸的是現在已垤不再如此——玵冒犯送些价值的賠伴是采用找爭形式

球得的:那 是一种目象即君主令人和我們所淡的祝念涉及到騎士价位的步月.爪某种意〤上悅 ,它

們仍然存在 ,因 力每↑回家都把任何村价值的便犯視力一种冒犯°速就是賭佳遠种冒犯所要友揮的

作用 .冬 甘刁強在逐漸演化并且存在希已威力現代特征的某种討价逐价的傾向,肘 回家所受到的精

神強害的賠借不可能象肘介人受到的精神掘害的賠借那洋篷ㄞ相同的演化而且愈來念傾向子適述

支付越來越多的板害賠儅金送行賠傍.達种賠偌更力欠染.在遠方面,他 并不其正放力保利特先生

引用的格拉秀斯的格言也道用于達一領以。不能肯定北否把村回家東巷和玤尸所受頡害的賠儅降

低到只賠一毠我的地步。送正是宿要引入朴信杭念的地方°

“ 就賠儅精神板害,特別是由子冒犯介人的名啟和村令人的#重 而造成的精神敬害來悅,回

內法不乏各种規定.在 法律中有兩种行功可肘付排當和造移:要 求作出賠儅的民÷訴訟和別卒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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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在程序上,送 丙种拆松可以并用使十

一

著作出殕借并同時肘他送行別中制裁°速通常友生在新

回出版界的此爽犯罪案件中°回隊法在赴理達失冒犯行力吋則近缺乏村什的手段.不 可能把用于介

人的刑手制裁特用于國家,正 因力意味到達一庶,所 以特別報告貝使用了
“
無用性賠僕金

”
速一木

活,但 將它与朴儅瑛系在一起受到一些人的批坪.排 而,朴儅在速一特定竹兄下是最道些的解決亦

法.些千它的兼有性,它 具有殕借和恁何的及重特庶:如 果裁定朴俘包含提供一氅象征性的我或數

丑有限的我 ,它就具有賠撐的特魚,而 些它作力一种朴充內容肘共酥敬善作出賠借吋則具有別�制

裁或想研制我的特意.然而,如果裁定的朴伴要求的賠佳金效頡巨大,超 出口京支付能力和茶件 ,

它就不再符合原定的目杯了°

茄.另 ′方面,他不次力朴伴作力刑

一

制裁能超迂道放或表示避憾等方式.道放并沒有逮時:

冬管在涉及和平解決爭端的司法或仲裁央域中并不常凡,但 它在外交央跩中卸是常有的.最 近,以

色列在抓住埃希更之后提出道放—— 并具体說明附帶一种賠借形式,法 田在
“
彩虹勇士母

〞
一案

(兄 A/CN.4/佗 5和 Add.1,策 134段 )中 也作出了道放°就朴儂可用于妳朴賠借方面存在的缺

陷之一庶而言 ,他 同意特別報告貝的忠兀 ,朴儅是一种制裁形式,冬 管它不是屈子侍坑的別手制裁 ,

但它仍然是回家垥自己規定的或者由法院強加蛤它的一种悔遊的形式.然 而,朴伴不能等同于
“
懖

弱性賠借金
”°

S7.除 此之外,朴 儅似乎是在一种回隊不法行力案件中提出的賠借方法,但 央不是一种回酥罪

行案件中所采用的賠借方法,后者由于其特有的尸重性需要采取一种特殊的制裁.冬管本奈致草案

的第 1部分寫 19茶涉及由回家犯下的回防罪行,但他汏力不泣些圾法特別︴黃任”蛤回家.仄垓

茶所列拳的回阿罪行种美來看,再 淡朴僅是不可能的°必頦超出回家的女任去追究令人的別

一

步

任°並然別事天任只能”介人,而不能”回泉,若介人利用回家給予他的手段,因 力他是以代表或

代理人的身分代表達介回京的活,位 些确立的是速今介人而不是國家的刑

一

女任 .

58.不 能使遊失棍念与回家罪行和回家云任的概念相脫市.在放到達一 l,● 娷吋,特別根告貝放

力車來的館 1部分只是用暗含的方式將它包含在內.而他本人次力送祥做并不正确.扯失是回隊不

法行力的一介內容:區 分曰隊不法行力和迂失是不可能的.任何遊失必顏包含違反回豚火夯.它 可

牷可重,但 旡淹如何含村賠儅的形式具有形吶 .

Sg.大 于是快的荼款車來,他悅,他 同志委長合中一些委長提出的卄多反肘意凡.他村報告本

身的基本傾向和黍敏草案的基本傾向之同的某种不平街感到吃掠。但送并不意味若他打弊垥道些

奈款的措詞增加海多新的枕念.但 涉及到幼來,特別是回京女任速一等趣吋,委 員金泣限于制汀一

般原則 ,行文要做到倚球和棍括,無格言一祥.其奈垃些留垥理淹和法半去犬理.因 此他次力紫 &

茶車來并不一定非要具体說明不法行力和瓶善之向必須有一种因果朕系不市才舍戶生女任:速 是

再五而易死不述的了.達 也同祥通用于可頂凡性的概念.它 通道用于喪失的收益的概念,因 力只定

下全面賠催的原Jll就 足恀了,達 一原fll既包含出現的強害也包含喪失的收益.若 有必要,可 在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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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肘每一概念造行分析,因 力送正是坪注的目的.因此他水力第 8茶第 1款各起來文A比各逸案

文 B好 ,并且同志佩未先生的意兄,最好使走快的形式倒迪來,采 用被初的措洞形式。

6。.至 于有大利息的第 9荼草案,他 螢成刪掉它.

m.夫子朴伴的一致是地肘必要的.因 此,他 同志好 1U茶車來,只 是快力位連免夫于
“
冬到

性賠儅金〞的提法.然 而,他也放力拉些明确的是朴儅不能帶有侮辱性的要求.如果朴傑与苛刻的

財政和精神方面的奈件錯合起來,在 回唪坤突中它就元法再作力一种抗慰因素而袋揮作用。

62.比 斯利先生悅,特別報告長枚力巧妙地逸舞了在他戶泛的館二次報告 <A/CN.4/425和

Add.l)中 引途的先例并肘弗一次世界大城以前,兩次世界犬城之同和館二次世界大城以來的曰

象央我作了明礎的匡別。真然他也提到叉和田迋功遠祥一介很老的來例 ,他不是把它作力一介垃垓

達循的例子來提及它的,他 已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引起造一來例的情況°

“.送清楚地反映了委真合所面嗨的基本鬥題:討 班行回家其踐迸行淍查是困碓的,特別是如

果仲裁串中沒有系銳圮我的活就更是如此 ,而 且許多案件是怭商解次的.委 員合有陷入以往來例法

泥沼的危險,而 它的任夯是要力將來璃來規則,不 一定是要以一种理想主〤方式,而 是要与些今世

界的共隊皮展保持一致。

64.夫 于特別報告長提出的草案茶數第 8至 1U奈 ,他悅他同志它(1● 的恙的方向.然 而,在 第

8茶 中力第 1款而提出的各進來文A并不十分令人滿意,至 少英文堤達祥 .它 包含一种內在的矛盾

性,因 力它規定可以要求 (賠借)‘ 俠交原狀所朱扺儅的任何瓶害
”,又接下去提到賠僅可以

“
恢褒

如不及生不法行力本合存在的狀況
”
。各逸來文 <B)則 好得多,冬 管其中的一句活

“⋯⋯未因⋯⋯

恢象原狀而得到俠袈
”

出手同梓的理由合使人感到不滿意.各逸棄文B更接近于常汏,并且反映

出各逸案文 (A)所 缺乏的共酥方法.它采取被劫逐是主功形式最終并不合有多犬匹別.委 貝合垃

垓慎重,不要把金段賠儅作力某种也萍元法用瑰金我殕摟的未西的替代物而加以使用°

“.肘 第 8奈 第 2敏 中的
“
可送行至洴估价的敬害

”
送一用活很多人作了坪站.但 元淹村速一

欺可作出多少批坪,但似乎目前逐沒有替代的方法.除 此之外,‘精神韻害
”
一詞也十分含糊,爪

垓放中使用送介甸的方式來看 ,可 以指任何球西.然 而,在達一兵体竹兄下帝神頡害元疑位被理解

力金俄賠撐不能9i.朴 的任何插害 .

66.第 3效涉及的是由回豚不法行力造成的利洞的喪失°似乎沒有必要就送一共你的情況車

列一款,力 泣付送祥′种竹兄最好是在弗 4欺 中加上送祥一段,“ .⋯⋯敬善其中包括因回隊不法行

力而喪失的利洞和其他利益⋯⋯”
°
“
利益

’
一詞格造一步才犬喪失的利洞的稱念,因 力放某种活功

中得到的利洶不一定是屈子金我性辰的.

c9.第 4數 引起了因果夫系的恫題.委 長套元果需要肘速一同題給予迸一步的考慮,甚 至送意

味著重新起草整介一放°
“
不同斷的

”
一詞的含〤必須洋鉬悅明,可 能的活在坪生中遠祥做.例 如 ,

可能有速洋的特兄;具 有暫吋的新同但因果夫系的坏市屯元疑 1.9并 沒有受到頡善°元站怎么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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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因果夫系杯市

”
的方法元疑要比基子區分達些韻害和同接損害的方法好得多°

鋁.第 5款 引起了
“
迂失

”
的同捶,因 而也就同接地引起了失淏和女任的鬥捶 ,遠介鬥題似乎

是為于便叔行力的范田,它 天接近于由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敬害性后果的回隊安任送

一寺題.不 管怎么悅 ,希要更准确,因 力所包含的情況可能相差板大.例 如,能 以一介國家的逆防

軍未能防止裴士者跨逍迪界力理由而控告送今回家有述失嗎?

ω.大于利息的弟 9奈草案并未引起任何兵体同題 .然 而,欠利鬥趣最好是放在坪注中無理 .

不迂,特別報告貝十分聽明地提甘委貝套注意那些技水要魚,仄 而使它必顏考慮達些要庶。

7U.委 炅合中的一些委員反吋弟 lU茶 車來年 1致在涉及朴佳和保並不再友生的同題吋提到

“
冬例性賠儂金

”
的概念。即使它接近刑法領域的地球,但也位普制定出有失送种形式賠儅金的一

致,因 力第】U茶 的目的是要包含板力尸立而且道德上元法力其辯伊的倍兄°在最近一起命案
“
彩

虹勇士吾
’
案 (同 上 ,弗 134段 )中 ,法院強制要求遠种形式的賠伴,達祥作似乎完全是恰些的.

71.朴 僕的形式似乎不成些泉第 2敬規定的那祥,取 決子根害賠伴的重要性.然 而,特別敬告

貝元疑合就之一魚提出看法,因 力很多人村它作出了坪梵 .此外,同 一致中提到的
“
故意的程度

”

再次涉及到了失侯和國家安任的概念。因此,必須要特別瑾快小心 .

花.正如第 3款所指出的,有 管格叔的回所法庭宣布美一行力的不法性即可构成一种朴儅形

式°冬管位些承放有夫的案例并不多,但送一庶仍然是成立的.是否有必要車狙制定一效?送共具

体案例也可以包含在坪注中.

73.確 也不安成弗4放 中提到的
“
向犯有不法行力的回家提出侮辱性的要求

”
速一提法.后 者

涉及第 1款 中已經悅到的道歉.他適遊拳出一些例子說明送一焦,并表明在些今世界達种形式的朴

僅并沒有完全越吋,因 此不位些完全排除.他逐提到最近在正洲和木吹友生的若干宋例 ,其 中道歉

被犬力是完全恰些的.他逐提到了中末的一些未例,其 中一方要求肘方道敬,但 村方并沒有垮子,

送清楚地區示道淑在回与回之同的大系中仍完全保留若它的重要性°例如,可 以悅 ,南 非通避目前

的杰度表明了有奈件的道歉 ,好 象它正在承放 自己的錯淏.逐 可以提到一介回家肘其在波斯濟苦毀

一架客机而表示的正式道放.及 后,他提到的一介玉然很小但卸提供了良好范例的來例‘在亦秩政

府首肺坊田加李大吋,一今精神借我的旁現者坤向女其并在被拽走吋撕坏了女真的凡衣°加李大政

府次力提出道歉是妥普的,送种道技被接受.除 了達种形式的朴伴之外,加兮大政府他曾然逐作了

依交共物原狀的工作,即 提供一件新的凡衣 .

π.技后 ,他告城委員舍不要以必須力將來制定茶放力借口匆匆忙忙排斥以往的例子°和其他

委貝不同,他忕力特別報告真分析ㄏ∥性与他所提交的茶數草案之同并不存在什么不平行°相反 ,

特別根告長通道努力,十 分集中地7理 了國家云任引起的同趣并使委貝舍注意到鬥趣的夫鍵 .

巧.年庠幼斯先生悅,他放力踣儅是其隊道用回酥女任的焦焦°它比女任”屈日趣更能五示出

達一制度的有效性和回家如何打弊消除回豚不法行力的后果.一 介主要的政治因素卡期以來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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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送一向題并在某种程度上的把賠借和國隊責任本身局限在 目前已學避吋的回吥法概念的范田

內。委貝合正在著手揪定的草案涉及到現在也涉及到將來 ,之 正是特別報告長和本委員合看待草案

的方式°

76.冬 管特別報告貝在他的館二次根告 (A/CN.4/φ 5和 Add.l)的 第 14U段 中提出了一些

考慮,但仍須區分兩失竹兄,′ 榮是賠儅和朴佳,另 ′英是肘恁例性措施和假怒罰性的措施°后者

在本委真套正在7理 的回隊法律机制中并不具有一席地位.例 如,泰利尼案 (同 上,第 124段 )只

能理解力某些強回在使小回受到敬害的竹況下所表現出的橫交的一介例子°

99.值 得肘特別報告貝所收集的文敝加以坪淹.按 照其中分析的伸我共域 ,賠儅法的道用范田

按照ㄞ文時期的不同明五傾向于例如肘一今日寨的回民、投女等等的有形根善的曰所安任的送一

特殊方面°力了坑視回跡其我在送行概括吋—

—

必灰送洋做—— 委員舍不得不依放特別根告貝所

提供的材料,因 此特別根告貝必須十分進快,不 要避分強琱某一兵体領拔中所采用的解決方法,因

力委員舍逐必須考慮到那些未能早致友展威力一發央隊案例法的解決亦法.

冊.特別根告貝建以的茶數革未解決了回家責任領域中的礙害同趣.車 來第 1和 第 2部分之

同的族系—— 第 1部分涉及的是
“
回阡女任的起源

”,第 2部分涉及的是
‘
回隊黃任的內容、形式

和程度
”
——也萍看起來象其表現出的那祥有力,但是,達反回沶規則自然而然引起回家女任,而

且套有几今回家提出嵌害索賠 ,遠就志昧若委長合必須根据賠借机制考慮送些回家的各 自立埸°正

象格霄夫拉特先生 <第 a鋁 次舍快)所表明的那梓,且不現在要求停止 〈其一行力)的 情況下,而

且甚至在恢災原狀的情況下,每 一介受害曰都必須提供受害的迂括°寺ㄇ赴理遠一向趣的一項茶款

可能有助手避免前后不一致 .

99夫子第 8茶草案,他悅他傾向子第】兼中的各迤案文A.它 力起草安貝金的工作提供了穗

妥的基拙°在第 2數 中,似 乎沒有必要保留
“
可迸行銓洴估价的韻害

”
道句活 ,特別是因力垓款村

精神頡害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規定 .

8°.算 3放 的措田十分任硬,它 位些按照巧希島先生 <館 21?1次 舍快)走快的那洋改得更良

活些.送也同祥進用于集 4歉 ,孩敏位曾我有能苦平衡特別報告真在報告 <A/CN.4/425和 Add.

l,弗 B9段起各段)中 所分析的
‘
正常竹兄

”
和

‘
可頂凡性

’
送兩种奈件的措詞 .

81.恩 的看 ,在吋賠僅送行甘梵的述程中,村公平的重要性蛤予了考慮.在 送焦上 ,委 長合泣

些卒重特別報告貝的意兄,后者Ⅸ力任何法律規則都表送和含有公平性.然 而,逐必頞指出,在 法

律規Jll之外,公平完全是一种碰送气的

一

°在失似泉委真合右手似定的送洋一种草案中,只 提到法

官要注意公平的原則是不移的.村凡將要透用未來奈放的人都泣些力他 1● 規定准則并告坼他們如

何使賠僕机制友揮作用。如果委炅合只提及公平原則 ,那 它完全可以省掉革來中有夫賠佳的整介一

市 .

&.大于第 9茶車集,利 息的起算日期位些定在向主管机构提出玵位的索賠要求的那一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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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欠利的第 2放涉及的如市并不道合子所有竹兄 .

BS.第 1U茶 車集涉及的是朴僕和保正不再友生.就后者而言,需 要考慮′种兵力洋鉬的案文.

在思的提到朴擋吋,好 1放 中規定朴僅是在
“
回酥不法行力肘受害回造成不能俠欠原狀或金俄培營

朴救的道〤或法律上的頡害的范田內
”

是否其正要些?似 乎是即使提供了等值的賭傑—— 換句潘

悅,除 賠儅之外——逐可以要求朴伴.些 然+-儅 亦法預先假定得到受害目的同志,至少些它所要求

的形式是道歉或肘午

一

的介人迸行恁同時是達洋的.然 而,車 未決不能造成一种印象,似 乎走种無

用只是一介朴儅 1.9睡 而不是犯有回豚不法行力的些

一

者屈于其回民的國家的一項〤不容許的〤

夯 .

B●.及后,旨 在禁止包含侮好性索賠要求的第 1U茶第 4歉并不是地吋必要的,田 力它有可能

引起村賠佳原則是否貼切的怀康,即 便是班險段也是如此 .

下午】吋散合 .

弗 21π 次合快

199U年 6月 14日 星期四上午 1U●f琴 5分

主席:史 久旬先生

出席:巴 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年伊斯先生、巴本沃薛先生、巴本謝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薛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弟朗

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与先生、表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

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保末先生、斯里尼瓦≠ .拉 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各庫納斯

先生、索拉里 .田德拉先生、傷皿姆先生、托移沙先生。

回泉女任 (致 )

(A/CN. 4/416和 Add. I,

A/CN.4/4Z5和 Add. 1,z

袋我子 6lg88年 ⋯⋯年盤》,年 二卷 (蚌
一部分)。

特哉子 619田 年⋯⋯年些》,方 二卷 (弗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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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 4/L. 443,C市 )

〔洪程項目3D

茶款車來弊二部分
ε

特別報告真的弊二次報告 <撲 )

第 8各 <等 值賠儅 )

館 9奈 (利 息)和

弟 1U茶 (朴傍和保怔不重犯)‘  <生 )

1.帕 夫拉克先生悅,特 別報告長的方二次根告 (A/CN.4/425和 Add.1)提 出的材料使委

長舍又接近子完成就口妳法中最困堆和重要的一介同題弗雩一份法律文件草案—— 或并是未來的

公的—— 的重要工作 .

2.如他在上一次金快甘淹茗 6和 好 7茶 革來的述程中所悅 ,每一介回家都有黃任尊達其他回

家的板利,也有相位的叔利要求其他日京#重 送今日泉的叔利.在遠方面,特 別值得一提的是 19d9

年回酥法院的一系咨洶意兄 ,大 意是,違反怭洪就有以适些形式作出賠借的〤夯 .∫ 。速今意兄來

白常淡回隊法庭 lg〞 年肘濱茹夫案的判決 <管箝叔 1.9趣 ),. 但它所鬥逑的原則逐可追溯到更早 .

十五世紀的一位波〨律艸和作家St8nis)awUfS㏑ rb㏑:er2曾 銓雩道 ,一位挑起一切非正又找令的君

’
茶款草案的第一部分 (回 隊安任的起源),第 1至 35紊 已絟一樣通避,栽子 《lg8U年 ⋯⋯

年壆》,第 二卷 (第 二部分),寫 3U丌 起各瓦 .

草案第二部分 <回 吥女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第 】至 5奈 已在委貝合第三十五和第三

十七屆套以上哲吋通遊,哉子 ㄍ198S年⋯⋯年譽》,常 二卷 (第 二部分),館 24-外 面°夫

子第二部分剩下的茶歉草案館 6至 16茶 瑋文,委 長含已在共牛三十六和館三十七屆合以上

送交起革委貝合,凡 同上 ,年 2U-21更 ,腳 注 SS.夫 子簿四十一屇合快送交起革委貝合的

第二部分新的第 6和 7茶葉文,凡 ㄍ1gB9年 ......年 痊》,第 二卷 (牛 二部分>,方   面,第

229-a3o段 .

車來第三部分 (目 怀女任的執行和爭端的解決)第 1至 5茶和附件已在委員舍第三十八

屇金快上常快,并送交起革委長舍°來文凡 61986年 ⋯⋯年痊｝,策 二卷 (第 二部分),館

BS-∞ 頁,坤 在 跖。

未文兄第 21GS次 舍快,第 2段°

執行耿合國取芬吋所受頡害的賠佳 ,19坍 年 4月 ll日 的咨淘意凡,ㄍ 1949年 回隊法院裁央

集》,第 174瓦 ,在 第 1S4更 °

凡第 2168次 合洪,腳 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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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不仗要肘他的臣民村故方所造成的破坏無責,而 且要肘他 自已的人民放村方所受到的彷善久女 ,

確制造了造成破坏的机套,確就垃被看作是破坏的根源,而所有錯淏的情況都位得到糾正.非 法造

成的破坏也位得到修欠。因而多少世免以來,殕儅迂程的根本目的就是肘非法行力得到全部根撐 ,

其最好的赤法就是恢欠原狀.然 而,由 子在很多時兄下達是不可能的,金我朴借就被用來承朴送介

缺口,如特別報告無所正确指出的那祥 ㄑ同上,弗 2U段 ).

3.他 同志海斯先生牛 Z172次 舍破的志凡,即 玵回怀不法行力取得充分賠借的思想庄明确地

反映在幸 8荼車無的正文中,只 有在世金我賠儂威力殕信的一种朴克形式吋,達 一奈才其工具有意

〤。根括遠

一

理解,他可以支持集 1數各遊瑋文A,它表明,金哉賠佳是肘
‘
恢欠原狀所未扺佳的

任何破坏
”
的支付°在不可能恢欠回跡不法行力犯罪之前的狀況時,例 如要恢交的物体已完合破坏

或人民被茶害或致仿 ,可 以使用送种形式的賠儅°朴充一句也是重要的,金我賠儂完全符合霍茹夫

案 (共 辰同題)7 的原Jll,使 之能估快象如不及生不法有力本合存在的狀況 .

4.館 8奈 的第 2欺造成了一些鬥趣°馬希馬先生 (第 2171次合破)提清注意估价的鬥趣.兵

的有可能仄銓游上村受害回所道受的所有損害迸行估价喝?特別是如果規定將包括非物辰性破坏

的活°在有失估价韻害鬥趣的一殺性回隊法中,界佐案的裁決是班存唯一得到曰穌上接受的規則 .

因力在仲裁裁央或司法裁決中使用的其他現則或林准差別很大.報告 (A/CN.4u2S和 Add.1,

第 ZG段 )引 途的伊格本頡和格雷夫拉特的意北在達里十分姑切 .

5.他板力主救,在 回家女任領域里不仗俱要編朱而且也要逐漸友展因沶法,但委真套在后者

方面不泣走得述迡 :美鍵的是要保祉根括其物府瓶失的央rr.价值保伊受害回的合法利益.所 受到的

破坏不管是物辰的逐是非物辰的,其估卄价值位等于其沶价位 ,或至少相些子受害曰而不是仿害回

提出的大的价值°速項規則來自1922年 肘美利里合及回和挪威之同就有失被扣船只引起的爭我所

作的仲裁判央°另一方面,受害一方不垃利用金俄賠修皮不火之財.根招達一焦,很堆毛元保留地

接受特別根告真的說法,即
“
在分別肘仿害口或更善日先犬或慷慨方面所有回家都位垓具有高度的

共同利益
”(同 上,第 33段末尾).

6.好 8茶年 2數 中肘
“
受害回回民所受的任何精神韻字

’
錚子金伐賠偕的思想也碓以令人接

受,因 力它沒有包括回來本身所受的非物辰破坏。夫于中卜伴的第 1。 茶車來也沒有充分包括達榮敬

失.位 汰第 2敢 中咯去精神板害,將達介 1.9捶熬在寫 1U奈 中尖理,或者,可 能有必要起草一介新

余數 ,玵 仿害回玵受害回及其回民所造成的所有非物瘐份告作出規定.目 前的措洞只提到了受苦因

回民所受的精神頡善,不移充分°頩便指出,作力一介一殺 .9趣 ,車 未不要〺物辰上 ㄑ生洴一可作

估价)和精神上掘苦送行匡別,只 汫物辰的和非物辰的板善可能更力可取°

7.算 8茶第 3敢 的基本思想是好的,但 同巧希島先生、己休沃薛先生 <第 2173次合快)和其

’
同上,腳 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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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委員一洋,他傾向子達一款使用的活言更接近于報告 (A/CN.4/425和 Add.1,第 G● -“

段)中 村有失韻失的利湘的
“
直接

”
和

“
向接

”
損害的看法,在新的m迷 中克分反映

‘CapeH。rn

P:g●on” 案 (同 上,第 ㏄ 段)的隊途和E茹 夫棄及 Shl1feldt未 <同 上)的 裁決 .

8.第 4欺 ,提 出了不同新的因果大系的林准,但 達一用迷逐希迸一步改造.如 比斯利先生

(算 2173次 舍快)所建快的那祥,可特送一致与旁 3效合并。元捨怎祥,某种程度的提及因果美系

肯定是轄要的,特別是報告第犯 段所表迷的思想可以作力法官和仲裁人的指早原則.巴 本沃薛先

生在送方面有夫人的本性的說法也位予以考慮 .

9.弊 8荼館 5數有夫共同逮失的同捶十分欠染.特別報告貝排得玵,他悅
“
只能根据═其因

素和每一來件的竹兄來庄用上面甘站的原則和拆准
”<A/CN.4/425和 Add.1,弗 46段 ),然 而 ,

不能忘圮受害目的利益,因 力在大多效竹況下,那介回家是弱者,限制它取得賠儅是不公正的°他

不反玵保留第 5數 ,但螢同托穆沙特先生 〈第 2I9U次舍破)和 巧希与先生的看法,如果在一介新

的茶款里重新田迷達一思想,舍更好 .

1U.至 于第 8茶 的林趣,保菜先生的建快是有道理的 <笫 219B次 合快,第 BS段 )°

l1.第 9奈草案很有必要.利 息是充分賠僕的形式之一,拉 作力回隊叉夯的一介有机部分來赴

理,在 速方面他提到了 1912年俄回賠數案的我央 (兄 A/CN.4/犯 5和 Add.1,腳 注 2U8)° 然而 ,

他村本茶第 1歉 中提快的日期深有疑忠♂將索賠 日期作力卄弊利息的日子又力班其.欠 利的概念避

子尸格 ,因 此第 2款泣孩取消或者重耳.判例法是不坑一的,不 能用采用途一茶戶格的規Jll,在 遠

方面,他不同意特別報告貝在第 1U5(a)段 中表示的現志°

比.他安同第 l。 茶草案的主旨和根告村各种朴僕形式的分析 <同 上,幣 136-lB8段 )° 然而 ,

泣刪去第】款中恁捎性賠儂金的概念°正如佩某先生所指出的,肘 回家違反田怀法的制裁屆回隊犯

罪的范時,而 不是回家責任的范時,又如儲正姆先生 (館 21η 次舍快>所悅 ,刑

一

女任垃道用于

今人而不是回家.玵 回家所犯回哧罪行的制裁不是由法庭或仲裁人未央施 ,而 是由安合理卒合根据

ㄍ球合回先幸》第 41茶和笫也 奈其行,例 如,女合理

一

套曾玵向南非出口武器和牢用法各的回家

央行達速种例我 .

1s.肘于好 2歉 ,他 安成弗朗西斯先生 <弟 21η 次舍洪)提 出的站魚,主 救刪去

一

故意
”

的

提法°算 3放可以或者保留在現在的位王上,或者象巴水沃薛先生所走快的那群移到弟 8茶里.最

后,第 4放 中
“
侮好性的要求

”
一何必須作更洋鉬的鬥迷°

14.他 汰力,現在可特第 8至 第 1U奈致車來提交起革委長合迸一步改造。

15.友 卡弗里先生祝欠特別報告長又提出了一份令人激香的錧二次報告 (A/CN.4/4Z5和

Add.1),報告旁征博引,作 出了帝辟的分析 ,令人女呎.他 隨后提到了委長舍其他一些琲英活的

成長所提出的一羔,即在油印件所引用的材料中有很多沒有英文由好的情況下 ,堆 以跟上特別根告

貝的淹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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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肘 賠僕 1.● 題所采用的方針,在 報告和提快的茶數中都有些局限.它 生屯元意貶低与仿字外

回人有失的賠儅同趣的重要性——送介領垓里的回隊法慣例可能是最丰有的—— 然而他快力,共

他范時里的恫趣也庄得到更多的注意,送 些1.9趣 正焚得越來起重要,如 涉及坏境的案件 ,包括海洋

污染,涉及主根豁免的案件和涉及回隊回易法的案件 .

17.他 同意倔菜先生 (好 21竹 次金快)的 志凡,弗 8茶車來的趣目
‘
等值賠儅

”
并不完全令

人滿意,位 些換掉 ,特別是在本茶的主体中并沒有使用遠一表送°考慮到哈索內先生和比斯利先生

<同 上)在送方面的坪梵,他 主張將趣目干脆改力
‘
賠儅

”,而 不要
‘
金伐賠儅

”
.

lS.作 力一介一殺鬥趣,他也愿提出儲工姆先生 (同 上〉和其他委長已銓表送的愿望,即今后

特別報告真在評拾中何要悅明一下他使用某些用途的原因.例 如——達介志凡也道用于初步報告

(A/CN.4/416和 Add.1)所提交的第 7茶 車菜 <恢 欠原狀)一 力什么第 8茶 片 1放沒有使用

技何草的鬥迷
‘
犯有回哧不法行力的回家須支付金我賠僕⋯⋯”,而 用了

t受
害曰有板要求犯有曰

隊不法行力的國家⋯⋯∴ 在速方面,他快力,‘違背又夯
”

的表送要比
‘
回隊不法行力

〞
更好.他

同志佩菜先生的意凡,在 大多數情況下,依久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合存在的狀況是不可能的,他傾

向用第 1款 B方 案,因 力它提出了
“
91.朴

”
恢褒原狀所未扺借的任何韻害的概念°

19.第 2款 的基本思想恙的來悅是可以接受的,但 ‘
可送行銍洴估价的

”
的用法尚可改造.至

于肘
“
精神根害

”
的提及;他 同志比斯利先生的看法,忕力它听起來令人感到有些陌生.最 好是用

另一句活采取代 ,以表送出受害曰回民所受的非物辰仿妄送一思想。特別報告貝悅,本來提到的板

利可被看作是賠催而不是朴儅,速 是〺的°

2U.第 3款在第 8茶 中不失其位王,但 案文及有充分反映第二次根告中所引怔的犬iE材料和

板威站迷力其佐怔°送一數位明确說明,力 得到賠僕喪失的利湧,不 能佷仗先推測而定。因此他建

快,在 第 3款 的
“
任何利湖

〞
之后加上一句

“
速些利洞必須不是不著述隊或推測性的

”
—— 道是特

別報告貝 <A/CN.4/圯5和 Add.】 ,好 c● 段)中 所列拳的Shufeldt來 中所使用的活言.

21.再有,夫 于好 4數 ,他完全同志特別報告長的分析,但汏力在垓款本身的叫逑中沒有得到

充分的反映°兵体地悅 ,他村使用
“
不同新的因果夫系

”
抱有杯疑,因 力它可能套造成共隊上玵送

介曰京元限的賠儂女任。在達方面,位 得提一下 W山amL.Pr艸把r所著 HandbU.kUftheLawUf

Torts一 中中有失
“
近因’

一幸中的某些部分‘

.  
“
近因

”.⋯⋯只是法院村原告因其行力的后果戶生的女任所加的限制.放哲理志又上排 ,一种

行力的后果可元限制地追究下去,而 某一

一

件的原因也可上湖到皮剪美洲乃至更早⋯⋯但任何在

遠种基袖上判定女任的企田都舍造成肘所有不法有力的元限賠信女任⋯⋯必須在某种社金性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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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政來思想的基拙上力任何一項行力的后果确定菜种賠儅女任的界我 .:

由于
“
近因

”
送一表送可能是不大好的說法,PrUsser的堵路是,“法律原因

”
甚至

“
久有責任

的原因
”
可能更合适..盤 于它与班在甘站的1.● 趣是爽同的,他放力送几段啥途可以澄汁委貝金有

失第 4欺 的想法.央 隊上,特 別報告真在他的根告中肘近因日題非常清楚.一 目的行力最終是否早

致仿字的1.● 趣不可能是′介何革的央

一

同題,必顏有一些以政策作力基珀的肘安任的控制°

羽.落 5致在第 8茶 中也是不可少的,但泣Ⅲ去
‘
可能

’
一詞,因 力它不道些地削弱了遠一規

定°此外,庄 避免使用
“
共同遊失

〞
一祠 ,因 力它在其美法系中有特殊含〤,即 受害回方面的共同

逮失可能舍排除一切賠撐.他 的理解是,特別報告真的目的是,想根括不同原因分袒損害的莢任°

第 5數位些反映速↑思想°

2S.夫 子利息的牛 9奈 草案曾受到批坪,悅 它避子祥如,走快將速一茶刪去.他汏力,需 要有

一恭捻及利息,以便表逑支付利息才保障完全賠借的重要志叉.或 并就送介趣目的規定元須构成單

狂的一荼 ;可 將它很方便地收入第 8茶 °有人提出了利息是否是所喪失利潤的′种形式的1.● 趣.卒

央上,利 息和所喪失的利淘是完全不同的丙介概念,冬管在有些情況下利息也是喪失的利洞°他快

力,有 可能收回喪失的利淘,只 要這些利潤不是大不著迪隊或任意推測.在奈文本身爽理隻利的同

題失之遊幼,然 而速介同趣又不能不排,或︴可放在坪站里來從理°

放.第 1° 茶草案排朴儅,它 的作用非常重要,因力達种賠儅形式是保伊牧弱回家的°例如污

染的情況,如造成污染的回家是名目井放力它能姼什得起賠借安,便可丹始將污染施子玟弱的回

家,達央哧上是強行取得允并它以什我來捀放污染的秋利.通逮要求技強的回家作出道普的賠借 ,

朴伴可有助手阻止道种行力.朴僕是村精神頡善的朴救.但 它承重要的目的是重申肘受到破坏的法

制的#重 .不成忘泥,速种達法可能是由行力拘成的.在 沒有提出抗快的時兄下,它 可能友展成一

种允并或最終甚至威力一种慣例.因 此,夫鍵的是男一日必須肘此提出异快,在速种情況下,朴借

便強惆了被違反的〤夯依然存在,排 除了砍并的可能。他不能同意報告 (同 上,第 l36段 和腳注

346)所表送的思想,汏力朴儅的作用主要是
“
恁我性的

”
.因 力有朴散非物辰妨害的〤夯,某 些形

式的朴儅肯定具有冬戒作用,但 送一魚并不杓成朴佳的目的.

2S.村 子牛 1° 紊名 1放 ,他 部分地安成卡菜V.〞 德里格斯先生 (索 2171次 含快)的建快 ,

別去
‘
法律上的嵌害

’
和

“
不能以恢欠原狀或金俄賠儅朴救的

”
兩炎 ,他逐安威巴小沃#先 生的建

快 (好 21?3次合快),用 ‘
表示近憾

”
取代

“
道快∴ 速介悅法又符合回東其跩.庄連免使用

“
怒

研性賠佳金
’
達一表送.泣 些承快 ,如彩虹勇士咢來所說明的那祥 (凡 A/CN.4/425和 Add.1,

ε W. L. Prosser, HandbUUkoftheLawofTorts, WestPub㏑ hingCb., Iourthed:t:on, 19?1,

St.PauI, Minn., I9p. 236-237.

’
同上 ,第 放 4更 .

—— 316 ——



弊 134段 ),有 些回家的做法支持速一棍念 ,但
‘
恁例性的

”
速介甸效果不好,想 引的祝念在長大

程度上屈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棄范時.

26.第 2款 的升共部分 :“在逸捀朴伴的形式吋⋯⋯”
不合道,位 重新似定送一段以表明朴告

形式的确定信考慮到本款后一部分所兵体指明的要素°在遠方面,位 考慮到犯罪的程度 ,不 依仗是

力了提高賠儅 ,而 且在某些特兄下也是力了降低殕借 .一 口有可能要村它冬了表大力士斌田防止好

一

特久女°如果它村一淑錯果久有女任,那 么它未能防止瓶善的

一

共就杓成了達反〤夯.在達种特

況下,連免判鈴述有的賠僅是重要的.

29.他按成年 3缺 ,夫 于宣布某項行助的不法性‘送神宣布是+●儅的一种重要形式°

2B.技 后,同 其他發其一祥,他 并非央辰上不同意第 4放 ,但 出子海斯先生 <第 2192次 舍

快)提 出的理由,最 好把它Ⅲ去°

”.索 拉里 .困 德拉先生悅 ,特別敬告長的弊二次報告 <A/CN.4u25和 Add.1)以 其有失

判例法和法律著作的犬丑材料,將近明是半者們研究本青趣的生女源泉.

BU.他 就達凡介茶款草案向委真舍所淡的弟一魚慈的坪淹是有失朴僕的怨捐性辰,有 凡介成

見已肘此提出了批坪志凡.在 答文中悅 ,《朕合日先幸》弗七幸規定的措施也具有無例性.在達一

意上庄些指出,完 幸中的措施是力了堆中和恢欠回吥和平与安全.其特兄完合不同子回家女任阿

趣,后者是在一旦出現違背因沶叉夯的情況下起作用:不存在防止或恢欠回隊和平与安全的河趣 .

因此,冬 罰的概念就賠催包括朴傍而言,在 國与El之 伺的共系中是沒有位王的.

31.第 二庶恙的坪梵有失友展中國家的位王°各回平等是口与回之同夫系的一項基本原則,林

而它仗在法律范田內而不是在法律范田以外超作用°不幸的是,各 回生洴上的不平等是一介現央.

因此,法律位努力糾正或至少臧少各回在臸蓱上的不平街.之祥一介目的在 19B2年 《球合國海洋

法公幻》和委貝合起草的草案中都很明五.反迂來 ,法 律不能泉迂去那祥被用未支持不正些的情況°

.32.特別報告真在他的初步報告 (A/CN.4/416和 Add.1)里 采取了正确的做法,在 第 7茶

(恢 反原狀)中 加入了 <c)敏 ,規定恢欠原狀不成
“
肘犯有回隊不法行力的回家造成逮分沉重的無

但
”
°他想日味地 1.9一 下特別根告貝,力 什么不在等值店侉的好 8荼 草集中也收入送洋一來親定 .

BB.玵 弊 8茶牛 1放提出了丙种遊摔,但他看不出送兩者之同有什么央辰性的匡別.其他几放

排了精神敬害、喪失的收益、和不同新的因果失系,在送方面他同意本努幼先生的看法 (好 2192

次舍快),位 些考慮到近因的思想.同祥也垃考慮提出索殕特有合理期限的思想 ,送介同趣巴本甜

戈夫先生曾銓提到遊 (同 上).

34.第 9荼車來排利息 1.● 題 ,玵送介同捶可以在犬1的判例法中找到支持.法 律文就中也放可

力送到充分賠儅 目的位支付利息.至 于起年日期和終止日期 ,他水力 ,利 息位狄提出索賠 日期算超 ,

直到裁決日期止,荼件是達介期同的次短是合理的.共 隊利率位考忠到垓目的皮展程度 :友 展水平

相等的兩介國家之同位垓使用商╨利卒,在 回家友展水平不同的什況下使用差別利率.疸 在本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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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大意如此的規定。值得一提的是,世 界銀行就根裾有失回家的盜洴友展程度使用差別利率.采

用差別利率不泣被看作是一种扯步,而 仗但是一种象征性措施 ,旨 在部分地到正不公正的回跡絰游

秩序所造成的不平衡 .

∞.他 同意弊 1U奈 草案有失朴伴和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的保迂的叫途,但 除了第 1欺提及朴

儅的
“
怨到性

”
的部分,其原因他已在上面排趙 .

36.巴 哈納先生悅,正在常快的達介音捶,即 些受害回受到日隊不法行力之善吋,根据回坏法

有杈得到朴敬,遠兮 1.9趣 的共怀重要意〤元站怎洋強玥都不合避分.肘 車朱的最終全面接受在很犬

程度上將取決子所給予的扑散。因此,在 鬥迷+1救 的性辰和范田吋位懷而又慎。

釕.片 8茶草案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以金我賠儅的形式提供賠伴.冬 管他并不反肘特別根告員

本人在其第二次根告 (A/CN.4/425和 Add.1,方 33段 )中 所悅的
‘
在奈款草案中納入逐漸友

展的成分
”,但 肘在回隊法的目前險段委員舍是否能移超出名茹夫屎 (共辰鬥趣)(同 上,第 21

段)中 用途的原則,他仍然感到有些怀無°因此,在 及展和痴年有夫村回沶不法行力支付金我賠僕

的規Jll吋 ,他促清褚位位小心遊快。在送方面,委 真合庄進防根据私法的資料來源和英比友展回哧

法°在委長舍的辨淹中他 已偶本注意到 ,有种向民

一

侵叔法尋求指南以及展回家天任的回防規則的

傾向,他村送种做向有什么好赴有所杯疑。民

一

便叔法仄其皮展迪程來看,主要是來 自西方的,而

且即使在西方它也因因而弄,取決子銓洴形勢‵工╨增長水平、工合的狀況、群体行劫、司法申查

等等.在友展中國家,遠方面的法律仍哭于原始阱段 ,因 此,通述失比現行的民

一

侯板法原則友展

回家責任的回隊規Jll是 不要些的°之种友展將連背友展中回家的利益,而 它們又是犬多數。在提到

有失賠僕的第 8茶 吋可以表途達种現魚.

BS.第 8茶第 1款 以各逸屎犬A力 最好°乍 2致規定的金我賠借范田似乎可能給達法回施加

遊重的〤夯 .“任何可迸行銍游估份的插善
”
的杯准力之逮甚,而

“
受害回回民所受的任何精神插

害
”
又可辰疑,因 力它是介主現成分.在速方面,他 同年庠助斯先生 (館 219S次 含快)一祥,村

以零碎的國內法裁決力基地持賠借 1.9趣 一殺化的傾向特有疑忠°因此,委 貝金位考慮是否位象第 2

欺所建快的那祥格
“
精神敬善

”
包括在

“
可逆行銓洴估价的韻害

”
之中°

3g.考 慮到特別報告貝自已也承放,村 喪失收益的店催可能合在判例和學悅上都戶生鬥捶,又

盤子報告 <A/CN.4/425和 Add.l,方 “ 段)中 提到的
‘
加李大

’
來和拉卡茲來,村喪失收益

的賠伴更希達快,因 此位肘弗 8奈第 3致作修正,以便使送种賠儅只能是合理的和公平的.

4U.思管他在原則上同志第 4效 ,垃 重新考慮是否宿要形容洞
“
不同新的

”
來修佛

“
因果夫系

坏市
”.何 草地悅敬害必須

“
”咎于垓回穌不法行力

〞,或并能又好地表送基本思想 .

41.好 5放 中所汫的兩茶例外,即 ‘
口隊不法行力以外的原因

”
和

“
共同迂失

”,如 能分列兩

歉兵体鬥明它●●各自肘賠傍規則的形巾,或 ︴又合透一些.然 而,他安成本放的主旨.

●2.好 9奈草案提出了兩介有爭快的鬥趣 :位 付利息的日期和利率.他不同意特別報告貝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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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垃力受害之日,而 主張利息位放孩來宣判之日弊起 ,因 力達一天考慮到了共哧竹兄.且 更容易

早致一介公正的錯果.委 貝合成避免拭田确定一介具你的利率,因 力送將是武淅的,并盤子在之介

回趣上次悅盼妘肯定合受到′介或男′介回京集田的反肘.相 反,它位碗定
一
介筒車的挑則,犬 意

是利率通常垃力因京食欲的利卒.放特別報告貝玵判例法的惆金來判新,久 利五然是一介有爭快的

同題 ,很多仲裁我央都已拒地采用.在速种卄兄下,規定欠利可能是不可取的,因 此第 9茶館2放

位子ml除 。

43.他村弊 1。 各車來的林趣有保留,因 力
“
朴摟

’
和

“
保怔不再犯’

是兩介找然不日的朴故

亦法,一介從理遊往的行力,另 一介是排今后的行力.因 此,它 們泣分茶車列.位 些承次 ,“朴

傍
”
造成了久染的同趣,送 不仗是因力達种悅法的司法含〤不清,而且逐因力它与金俄殕借的夫系

尚有疑岡和爭以.此外,有 天文獄中反映出來的木悟方面的困堆由子一介政治因素而交得久染化 ,

遠介政治因素大大影喃了
‘
朴傍

”
的朴救作用°共隊上,各 目的作法表明,朴伴的形式各有不同

一
取決于一瓨爭端中有失回家的政治夫系.皮展和編求有失回家女任青趣的回隊規則也因而是交奈

的和有爭以的°然而,委 長含夫于回家安任的草案庄些規定朴儅,准确地界定朴救的含乂‵性辰和

范田,以 便使它符合法律,換句活現,克服客現林准不足的鬥趣 .

44.然 而,他有些反玵在朴放中包括
‘
恁田性

”
賠伴 ,因 力達今概念与各回主叔和主根平等好

原則不一致.另 外,冬管不能村一介回家提出侮辱性要求,仍 位重新起草第 1U荼第 4放,以省去

“
侮辱性

”
一切,在 第 1歉 ,位 以及倚草的用途方式取代

“
在金我賠儅的范田內

”
遠′升共句.索

2款避于含混,位 更具休地用明迂失肘朴偌的形晌.‘不再災生i×9不 法行力的保怔
”

的).9起泣草烈

一茶,特 別是因力它的用意是預防性的.

45.最 后,夫干達錯村賠僗的作用,他 同志特別根告長的意凡,述借在決定一件回床不法行方

的后果吋可能是一介因素,但他不能同志回來代理人的避失可不加Z別 地”于速介回家時思想 .元

站如何 ,委 兵舍在确定村回所不法行力的賠傍吋位些特別連快 .

筎.迪 正斯 .因 #活 斯先生祝安特別根告長的第二次報告 <A/CN.4/425和 Add.I9何 明清

楚,淡到了大土兵体寒例,其 中有些人們逐銍帝提起,包括一些案子,有 些受害回仗伿是因力不管

強大而沒有提出索賠.例 如史先生 (館 2171次 合快)前面提到的又和田來 (同 上,館 l2在 段),但

他介人肘那今案子的玲淹元及金与特別報告貝相左,它 或并能侈力超車有失賠儅的每放提供一↑

基地.央 厤上,根本目的位些是制訂出一套規則 ,防 止拷如入仗和強加錚中回人民的不平等香的所

造成的那失

一

件量演.他 自己的口京也遇到達共似特兄,所有道失竹現均泣作力例子,以 改善村皮

展中口象的保伊,使其免受特別是在各种借口下千出的不法行力之害 .

皯.村 申快中的三介茶放革來已垤悱了很多了,其 中包括係某先生所作的一些非常令人感共

趣的坪站 (好 219B次 合洪)。 或中垃修改一下館 8茶車來的翅目
“
等位賠借

”,以又璃切地反映它

的內容,因 力如儀菜先生所指出的,本奈的稼心是店伴,又具体地悅是金俄賠儅.因 此＿‘
朴足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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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

或忤更合道,因 力達一來規定的是在性辰上更接近于朴充恢欠原狀的來西°

●S.幣 1數 的各逸案文 A更 可取,因力它比B又清楚、准确和何明.弗 2歉基本上是可以接

受的,冬 管它仍可改逑,主要按照帕夫拉克先生有失卄年可迸行篷洴估价的板害的方法的意兄.或

洋垃重新考忠館 3數 ,以便更清楚地确定喪失的收益的范田,而 元頦斌囡列出所有可能的利洞根

失.例 如,是否也垃包括推測的利洶?右 4歑 中
‘
不同淅的因果大系杯市

”
的表送方法,所涉及的

形呴大近°在遠方面,根告 (A/CN.4/425和 Add.1,常 4。 段)中 所提到的近因原則裝力可取 .

大于年 5歉 ,必須迸一步考慮一些回家的伴睡述失 1.● 捶 ,送′志委員合其它一些成長已篷淹迷逮。

共所上,報告本身就已篷包括一些成分,可用來改造速一致的用途°

們.他逐沒有村錧 9荼車來得出任何明确的錯淹°利息五然是喪失的收益的一介要素,然 而委

貝舍似乎位尋找一介真良活的叫逮方式,規定具体竹現兵体7理 的亦法,而 不是拭日起草一介十分

祥冬的荼欺°他同志某些委真的意兄,放力作出判決的日期位作力利息的起算日期.至 于利卒,必

須汀出一套制度,保伊友展中回家,以 免有可能要它●●支付超出它們財政能力的賠儂。或許可象文

先生所建快的那祥,使用世界銀行的利卒,以 弗 8茶或尊列一來的規定力基拙,各件是作出規定 ,

村元力達守法庭裁決的皮展中國家鈴子特殊待遇.他不同志第 9奈第 2放 中
“
災利

”
的基本思想 ,

汏力垃把垓款刪去°

SU.箔 l° 奈草案第 1款 中
“
受害

”
一司不垃作限定,刪 去 ‘道火或法律上的

”
等洞,以 及

“
不能以恢褒原狀或金我賠儂朴救的

”
等悟。朴救的形式也不成作具体耙定,因 力

“
充分朴僕

”
已

篷足移了.元梵怎祥悅,位 略去明确提及無用性浩儅金 .

51.如 佩菜先生所指出的,第 lU茶 弗 2款位集中掰遊失的范田和引起的破坏与賠儂額之同的

失系,而 元須強琱有元故意或遊錯.好 3款 的措詞是可以接受的.

52.在 第 4款 中使用
‘
污辱性

”
一切是否合道 ,令人怀疑,至少是因力速洋一介親定不是什村

一介強因而是卄玵弱目的°因此,位 制定一介正面的鬥迷,以 完全禁止侮辱性要求 .

SS.最 后,委 員套在完成及后文本之前,位 迸一步考慮所討好的各恭款草案的其辰內容。

馺.科 ′馬先生村特別敬告長9P火瑰音的弗二次報告 <A/CN.4/425和 Add.l)表示安黃 ,

報告包括了回酥和比技法半肘一介欠染寺屈的帝辟分析.他逐村特別根告貝在辨梵中友表的坪梵

表示攻迎,送些坪站帑助委長舍走上了正軌.他 同意委天合其他委貝的意兄,如果能將英文油印件

拫告中的意犬利文和法文弓〡文伯好成英文,特又有帝助,他遜水力拉些注惹某些未活的使用°如一

位簽真所指出的,‘精神敬害
”
送一表送肘他本人所熱悉的法律体系未悅沒有什么忘火°在報告中

提肘回酥不法行力的朴教而不是提回酥不法行力的共辰性后果,也 又可取一些°

55.達 份報告涉及的是大家非常夫心的l,● 題,且在些代回隊夫系中具有央隊用途.根 告斌田制

定坐央和明确的規Jll,91達反回狋法的不法行力所造成的后呆加以規定。它逐斌困玵達种非法行力

提供全面的法律朴敬亦法,并根据 ㄍ球合回完幸》所功定的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提出解決亦法°人

—— 32°  
——



們的期望是,速些扑救亦法特使之有可能消又尋求自我解決或在因哧夫系中使用武力以田朴救的

做法.因 此,正 如一位委貝所悅的那祥,速 介鬥趣牠不是未來主叉的.

56.特 別報告貝主要依幸了已作出裁央的案例和仲裁裁央,而 冬管委貝合位承放 ,在 利用判例

确定原91l方 面垃格外遊慎—— 特別是些送些裁決中的大多數 ,如果不是全部 ,都 是赹于一介方向吋

——但似乎是,只 要速些案件篷迂戶格和客現的分析,它 ●●都与本寺越大有失系.

57.回 隊法些然不象日內法那祥在私法和公法的朴故亦法之同作明确的Z分 °在回哧法中,殕

儅的要求可包括賠撐財戶的散失和所受的破坏,在 不可能恢欠原狀吋要求以賠借代之°因此一日可

自己就直接道受的仿害提出起坼 ,也 可力它的回民就什肘他 (1● 犯下的達法行力提出超拆 .不 管在哪

种情況下,提 出強害起拆的依据都是犯有達法行力的回家的非法行力。冬管在理淹上一口只能村它

本身所受的嵌害提出索賠 ,而今人只能向華卒回的法庭尋求朴救,但 在共哧上 ,各 回往往代表它們

的國民采取行功,表 面上似乎是以送些回民的名又堆伊他們的叔利,以保近日隊法的規則得到琈

重°共隊上,常 淡回吥法庭在 I924年 曾悅述 :“ 一旦一介回家代表他的一介回民在一今日隊法庭出

庭,在 后者看來,遠介回家就是唯一的原告
”
°㏄ 在契的〤芬和侵板〤芬之同回哧法也沒有作任何

尸格的區分 ,冬 管賠儅的形式可能舍有不同。違反一項茶的規定也可能造成賠借叉簽,冬 管受害口

可能決定放井索賠或要求宣告式朴救,遠 洋做本身就可能戶生某种后果°

58.年 8奈草案拭田概括在茹夫瑋中制汀的El隊 法原則 :‘達反怭快將遣威賠借火夯
”
。
m浩

伴

可采取恢褒原狀的形式,或在不可能做到的情況下,支 付一毠与恢褒原狀所需价值相些的金我。然

而,鬥 明一項原則是一口手 ,把它提高力一奈法律規ll)又 是另
一

口事ε在第 8奈 的情況,草 案遜需

更准确一些.

59.不 幸的是,第 1款 的各逸某文A表迷樸校兩可,它拭田洗,如果破坏未能恢欠原狀 ,一 日

有叔要求金我賠借 .盤子

一

共上達并不是唯一的賠儅形式,特別報告長的慈田是否是要將送一茶限

于金我賠僅?送要看肘送介鬥趣的答欠,可 能必須修改送一奈的趣目,以保近它与內容相符.再者 ,

各逸集文A,特別是
“
肘恢欠原狀所未扺儅的任何瓶善

”
等活并沒有悅清楚 ,它 本意是俠久原收泣

作力肘板害賠借的首逸形式,只 是在送洋作不可能吋并根括特兄方可提出等位賠僕 .它 也沒有澄清

以金我賠僕取代俠欠原狀的茶件,沒有排明恢欠原狀和金哉琣借之 l,● 的夫系.因 此,力 明了超北 ,

位在各遊未文 A的 內容中提及——如果不是祥幼鬥明的活—— 初步報告 (A/CN.4/416和 Add.

l)提 交的第 ?奈草案 <恢欠原狀)的荼件 .

加M白●rUmm日 tiSPaIest㏑ eCUncess㏑ns,1924年 8月 3U日 弊二千判決,ㄍ 回隊常圾法院,A揖》,

白F2母 ,白宵12万 .

”
覆茹夫工ㄏ案 <其辰 I.● 趣),1928年 9月 3日 常 1S寺 判決,ㄍ 回隊常淡法院,A輯》.好 1?

母,第 2g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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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進來文B倒 是斌田确定它与恢欠原狀之同的秩系,也 包括了必要的成分 ,怔 明提出等但

賠僅是合理的.但 如能粹規定按照下列茶文重新措詞,推兵力完整和尸進 :

“
根据第 7朵 的規定,且 如果不及生不法行力本合存在的狀況未得到俠隻,受 害國有叔向犯有

不法行力的田京要求金我賠催,賠 借效額力妳朴恢交原狀所朱扺伴的任何敬害所必需的教板 .”

思的來悅,他仍主米把速兩介方來錯合起來,而 達可能要由起車發長金來做.他不特別里持

“
賠僕效板力⋯⋯所必須的效額

”
的措詞 ,送意味若用我來估份不法行力,冬 甘也同洋可以考慮′

些委貝建快的洞悟,使用
“
其程度力.:.⋯ 所必顏的效板

”
.

61.索 8茶年 2致 ‘
可送行銍洴估价的損害

”
等措同已引起了很多坪淹 ,他 的理解是,達 是指

肘損害的衡丑,在 可能的竹玩下以我來竹●i,或 肘不法行力作金我上的定舌.央 隊上,在估价不法

行力的賠儅金吋,回 隊法庭一直是以日內法律制度作力指早的.根器速紳制度,在 財戶愫兄ㄒ,村

財戶的估价是以根害或敬失吋的市劫价值力基砧的,或如果不可能做到 ,則 根括其固有价值 ,在 人

身受到妨害的情況下,Jll根 括仿者或亡者的年鈴和家庭以及絰游竹兄.大概送就是使用
“
可送行絰

洴估价的根害
”
的意〤.另 一方面,═央上口隊法庭使用送些林准只是作力林志,便 于估价根失 ,

而很多鬥題透要取決于案件的各項

一

共,和具体葉子的共琳仲裁協定.他 也承次 ,在送介ㄇ趣上的

法律制度因因而弄.然 而,達 并不損害其原則,申 明達介原則也即承汏挑行的慣例 .

62.至 于与第 2缺有夫的固有化和沒收財戶 ,1l=根 到底重要的不是使用的兵体措洞 ,而 是賠儅

必須道宜.在遠方面,他愿指出,某 几种回有化被快力是非法的,如 涉及沒收回所姐扒的財戶、危

害人美罪中沒收財戶,或直接針村其一种族群体共行回有化。

63.另 外,他想鬥特別報告真,可送行銓洴估价的板害是否排除了不能送行篷洴估价的根害 ,

如侵犯外交住所或違反茶的 .

S● .就 第 8茶車來館 3放遂有好 9茶草案而言,委 員合不垃搞得述幼.曰 所法庭在力金我賠借

定丑吋,确 央考慮到了利潤和利息,但在速一魚上并沒有确定的判例法.就利息而言,提 出述各种

利率——本目的利率、平均利率、世界銀行的利卒——但村達些同題并沒有現成的答案.如 果委貝

合最后決定村達介鬥趣送行垿求,它 拉仗伿制訂某些法律原則,作 力各曰和回呠法庭的指早.

CS.根据第 8各 第 4數 的奈件,如果不法行力造成了敬告;之 一敬各′般位得到賠伴.曾 然 ,

村插各的賠信不能大不著逍狋,而 描害焙借金是否大不若逛酥是一介法律 1.● 捶 .回 隊法庭曾采用迂

各种棒准,包 括甜要在不法行力和描害之同有克分的因果大系、不法行力的近期和自然后果,和 測

式頂知性等等,所有送些都可作力有失因果失系規定的基拙 .他好不出力什么要在有因果夫系的規

定中收入
“
不同新的

”
一切.如 特達介詞Ⅲ摔,他 可安威列入好 4琅 .

66.此外,他 同意第 5欺有夫共同迂失的茶件,但烙得是否逐位垓有一奈規定,7理受害回可

能狄征稅中受益的竹兄—— 在估价擬害板時通常也考慮送介因素 .

67.好 1° 紊車床排扑借同趣,送是蛤受害目的一种朴散亦法,在 普代回家夫系中它仍然是有

- 3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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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叉的°它的目的是要求承汰達法行力、表示道族和支付金哉賠撲以外的賠伴.冬 管送一奈恙的來

悅措洞得些,他仍主張用
“
有夫的令人

”
未取代蚌 1款 中

“
奐有交任的令人

”
等同.因 力后者可能

合有很多意思°由子各种朴儅亦法—— 如道歉、賠儅金、保怔和袒保一一 的作用是累秋性的,達 些

因素不能作力革狂規定的內容.再有 ,‘恁研性賠借金
”
一詞 ,送介概念在現代回隊法中找不到什

么根括 ,位 用
“
賠伴

’(㏑de仙㏕y)采 取代,以便用于名〤上的敬害.然 而,些 估价板善吋,仍必

須考慮到怎田性賠儅金.他近同志收入一各規定,大 意是,朴儅不成包括玵華卒目的侮辱性要求,

因力即使在些今時代仍有人提出達种要求°

鋁.至 于避錯村賠儅形式和程度的彩咱,冬 管達錯通常不是引起回家女任的一介茶件 ,遊錯的

卒共和程度可能合影呴肘損害的定丑以致朴借 .如特別拫告貝所指出的,遊錯可在村華卒回采取反

措施、根交和制我的情況下起作用.他期待若在特別扳告真的下一次根告中看到夫子送些具体向題

的梵迷 .

下午 1吋 1° 分散舍 .

第 2】 75次 套快

199。 年 6月 15日 星期五上午 l】 吋 1U分

主席:史 久儲先生

出席 :巴 哈納先生、哈索肉先生、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休沃薛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网 薛霄斯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

夫拉特先生、科多馬先生、再希島先生、友卡弗呈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

偑束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各庫納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

錫正好先生、托發沙特先生.

回家女任 (臻 )(A/CN.4/416和 Add.1,i

A/CN.4/4Z5和 Add.1,Γ A/CN.4/L.443,C市 )

(快 程項 目ω

袋我于 6lgBs年 ⋯⋯年盤》,

持栽子 ㄍ】9Bg年 ...⋯ 年盤》,

第二卷 (好 一部分).

館二卷 <第 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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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款草來館二部分
’

特別報告長的第二次報告 (生 )

第 8茶 (等值賠儅)

方 9紊 ㄑ利息)塑

第 lU茶 (朴伴和保怔不重犯)‘  (生 )

1.斯里尼瓦#.拉夫先生悅 ,第 二次報告 <A/CN.4/425和 Add.】 )垥他的印象是,力 了支

持特別報告真夫子連反回隊〤簽的仆歡方法的地羔,報告避分強琱了涉及私人或以私人身分行事

的回家代理的未子中物祉和垥予賠借的l,9題 .在 目前回唪夫系中,回 家因其在外國呻回民或代理而

受到頡害送一古老理挖是否仍然象 19世 圮那洋相夫是一↑值得商榷的同題.即使在那介世妃,一

些回家提出的那种索賠要求曾被視力不友好或不可接受.最近的若干事念皮展与垓理站相扺肚°

2.首 先 ,飺于有失國家的ㄏ大人民在接脫了殖民主ㄨ束錚后渴望室渀狂立,達些回家才外回

公司或外回机构共行國有化的情況引起并多爭端.沒有必要玵送些鬥題早根究底 ,以表明逮去案例

中外交上支持村回有化提出的賠借要求和由此而戶生的給予賠借的裁決已不再能构成有效的先

例。

3.第 二,回 家怒度同題——
些然是西方回家的念度—— 即忕力回家与它們多曰公司元夫,村

其活初不承袒責任,因 据秘達种公司具有狄立的法律人格。速是爽理公司豁免1.9題 、民事責任同趣

和資戶与╨夯活功控制同趣的理站,尤 其是些涉及跨曰活劫的情況 .

4.人們跨越回跡之界的迂徒也送到掠人的程度°回家不再能控制和管制遠种迂徙.此 外,移

民也更加了解他們在回外的板利与〤夯和能得到的朴教亦法.普 然,必 要吋他們的确到原籍因使悺

尋求帑助 ,但 送种靜助通常限于向他(● 提供咨洶志凡或推荐可卸助他們在得道些朴教的些地律怖.

目前,國 家既沒有吋同也沒有資源支持其回民提出的私人索賠要求。

5.因 此,正如格雷夫拉特先生指出的 (弗 2lSB次合快),需 要明确冏明受害因位有秋保就依

茶放軍來的第一部分 <回 隊女任的起源),錧 1至 SS奈 已經一接通迂,哉 子 ㄍ198° 年⋯⋯

年些●,拜 二卷 (館 二部分),拜 3U更起各頁.年 來年二部分 (回 怀女任的內容、形式和程

度)好 1至 S茶 已在委貝合館三十五和方三十七屆金以上哲吋通迂,我子 61985年 ⋯⋯年

生),好二卷 <弗 二部分),弊 2● -小 瓦.美千幣二部分璃下的奈數草案集 6至 16奈 來文,

委真合已在其第三十六和第三十七屇舍快上送交起草委貝金,兀 同上,第 2U-21瓦 ,坤 注

Sc.夫 子館四十一屆舍快送交起革委貝合的箱二部分新的第6和 7茶來文,凡 <1989年 ⋯⋯

年譽》,館二卷 (蚌 二部分),算  更,第 229-2SU段 .草 案館三部分 <回 隊女任的我行和

爭端的解決)第 1至 5荼和附件已在委真合右三十八屆舍以上中快,并送交起草委貝令。來

文北 61986年 :.....年 盤》,片二卷 (館 二部分),弗 35-36更 ,腳 注 BS.

案文兄館2168次 合洪,好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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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原狀中未予包括的它本身直接或因其回民迫受的敬善要求賠伴.夫子送一庶,他 不知道爽理賠

儂、利卒和朴儅規則的茶款是否有必要如此洋鈿.在世一庶上,他支持送洋的意兄,即 垃把利卒作

力賠借的一部分,將 交利鬥題擱王一道。委貝合的一些委員主張采用彈性利率,以 考慮友展中國家

的需要,肘送一夫切他也有同感°

6.作 力一介原則鬥題,他更傾向子主張所有賠儅鬥趣 ,包 括恢炙原狀、金俄賠借和朴儅.位

通避有失回家之同的及逛淡判友好解央.奈球車未供位垓效用作指早速神淡判和解決所伴隨的i.9

趣 .因 此奈放車來位冬可能良活,就求夫子回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奇放車床的情況一群 .忌 之 ,

且不悅堆以艀希
“
訂送行銓游估价的敬善

”
送一表送 (年 8奈第 2放 ),將振害數i化也元統一杯

准可循.措詞達于任硬令使車寒技堆校各回接受,八而危及整介草案 .

7.正如無菜先生 (箄 ”竹 次合快)和其他委長已絟指出,委 長金在特別根告長的掰助下位把

違反〤夯而引起責任的向趣作力主趣,把各种形式的賠儅供作力垓主趣的姐成部分而不是其工作

的首要目杯.此外,正 如格雷夫拉特先生和友卡弗里先生指出的 (方 鈕74次 金快),回 家責任的枕

念泣伊大到其他領域,如 不境、海洋污染、南板和臭氧居,在這些領域可能有不至一今受害因和不

至一介行力回.一旦打升送些新的領坡,村余所周知霍茹夫工ㄏ來 (央 辰同趣)‘  所舥定的原則

(即賠儂必須
“
消除

〞不法行力造成的法律和物辰后果)的正确性提出疑 1.9持 成力恰些之拳 .

8.特別根告長的7理 亦法不位達分側重赴獨.活如恁用性的頡害賠借金和述錯概念不屈回家

女任理份的范田.此 外,引 進達种思想可能使車來更堆使各回接受.

9.夫子特別根告貝提出的茶放軍來,他悅他不想討其他友言者就第 8紊和第 9茶提出的措甸

鬥題皮表意兄.在 第 lU茶 草案,朴催送一重要鬥題上不能接受的幼市已予以減少.道歉和表示遠

憾的鬥腄位由有失口宗由19赴 理,不 位垓在奈款車來定出任硬的規則。

1U.特 別報告長斌田才大技害概念的范田,即 可以用不同新的因果夫系坏市力斌金石以人身

或心理仿害力由肘達种板害提出殕儅要求.若干委貝肘此表示反村,他 同志他 I● 的淹魚.例 如,友

卡弗里先生正确地主張,作力一介政策鬥趣,要 求賠儅的效額虛有一介限度 .

11.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6特別報告真)玵甘淹作了恩錯,他悅,委 員合委貝村他的夫子回京

女任的館二次報告 (A/CN.4/425和 Add.1)作 了坪梵 ,使他受益匪沒.他持冬最大努力作出他們

所要求的解帑 .

12.首 先,報告的英文油印本中出班了一些意大利文、法又和德文的引文,委 真合的許多多長

肘此表示適憾.在 將來,他保近根告中引用的其他悟文的段落澤威報告所使用的悟言..

δ
凡第 21林 次合快,腳 注 6°

.有夫段落已在 ㄍ1989年 ...⋯年盤》,弗 二卷 <弟 一部分)所我的垓根告最后印刷文本中碎成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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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于木活同趣 ,報告在回呠不法行力的
‘
共辰性

”
后果——包括停止、恢反原狀和各种形

式的賠價—— 与
“
手段性

”
后果 ,即 力了取得停止、依欠原狀等持果回家可能使用的措施、反措施、

擬交和制裁等之同在方法上作了匡別 ,他注意到卡未男 .〞 德里格斯先生肘此提出的坪淹志兄 .他

同志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快力速种后呆始終是合法的志凡 (弗 2lm 次合琪>,因 力它●●是位用

法律原則戶生的佑果 ,但他元法理解卡朱′ .男德里格斯先生在央辰性后果即物辰、后果与法律后

呆之同所作的匡別.他 本人放力,Ⅸ 別与共悅涉及到回隊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遜不如悅涉及到不

法有力的形呴,達种形咱要么是物辰的—— 或借用卡末〞 .′ 德里格斯先生的字眼,是 共辰性的或

精神/法律的.因 此他不能有同卡束步 .多 德里格斯先生放力停止是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的意凡 .

停止的又夯是
一

法律后果 ,而 停止本身是一种行力‘′种作力或不作力.俠欠原狀亦如此°可能有

法律上次欠原狀的情況 ,例 如,恢 欠原狀涉及到修正完法或立法規定或度除某一判決,但 是恢臭原

狀通常是持某

一

或某物依交到其原來的茶件 .且 然恢欠原狀是按法律規則迸行的,但 它也是一种物

辰行力.他希望与卡某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就垓途悟同題送行商榷 J達 是′今重要向題 ,因 力它可

能掩蓋概念上的匹別.最后,他星然安同卡末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夫子
“
韻害

”
<dεmage)一同位

垓仗用于物辰韻害的建快 ,但他不能肯定
“
強害

”ㄑ㏑jury)一同位垓仗用于法律損害,例 如在
“
受

害回
’’’ (:njuredState)的 定〤中,‘受害的

”(inj.red)一 詞也指物辰頡害 <mater伍 l㏑jury).

14. 些然,送种措洞同趣最終位由委長舍決定,他持自然連守委員合可能采取的任何次定 .

15.忖淹遊程中,村 需要在以后史理的一些同趣,如 罪行和反措施 <力 此已銓起草了來文)提

出了許多坪站 .例 如,小 未曾本堆先生 (第 2171次合快)提及他 19SS年提出的主張,其 中涉及解

決
“
假定的

”
行力田与

‘
假定的

”
受害回之向爭端的各种亦法—— 正确地汏力 ,只 要案子元淹是以

怭定方式或銓由第三方解決程序沒有衣得解央,‘假定的
”
達一形容詞都是必要的—— 他五然捏心

提出的葉文未包括特准或各方之同快定的解次亦法,并指出泣在茶欺草案的其中之一提到達种解

決赤法.他希望鬥明在他提出的所有茶獄草案中假定除特殊竹現外,如 紫急情況 ,在采取反措施之

前,必 須提出賠僕或淡判或第三方解決亦法 (如果有遠方面的怭定)的要求和其他形式的淡判解決

加法的要求.在送方面,小 木曾本堆先生建快年8奈車朱方 2放泣垓規定,如果及方村如何估价板

害送不成掰定 ,垃 立即將鬥題遊交方三方拜央.孩 1.● 汪涉及到爭端的桿央赤法,可在他的下一次根

告中加以爽理 .

16.他沒有爽理罪行 1.● 趣, 原因是他一三進照他于 lg8o年 在初次報告 (A/CN.4/4】 6和

Add.l,好 m段 )的 哲定犬期 ,而不是困力他快力在及尸重的不法行力与技不戶重的罪行之同沒

有明确的分界我°他的館二次報告 (A/CN.4/∥ 6和 Add.1,幣 2U段 )夫 子扑儅的蚌三幸在某些

方面更接近罪行后果而不是金我暗借同捶 .

’
凡委貝套哲吋通逮的草案好二部分年 5奈 (凡上文坤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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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佩菜先生 (第 21?3次含快)坪淹了賠儅与朴侉之同的夫系、一殺志又上的賠儅概念和以

技害性辰而定的賠借的不同形式和目的.賠儚 ㄑrepγ atbn〉 和朴儅 (sat6faotion)均 屆賠借 ,只 要

俠交原狀不足以消除不法行力的所有后果,就得道用賠佳和朴借 .佩未先生超出i┐ 外的匹別又次窗

戶送入——在垓情況下匹別是在目的,他介人快力,送种目的因嵌害是物辰的或
“
精神

”
或

“
政治

的
”
根害而异—— 除此事共外,提快的何化加法元法令人接受,原 因有著千种.弗 一,元淹根括現

行法或根据似洪法,何 化亦法均元明昆用途,不符合央隊做法,共 沶做法村朴借和不重犯的保近与

金我賠借之伺加以區別.算 二,它 与兩种朴伴方法均道用的不同种失的韻告不一致.第 三,它 与起

屑比金技賠儅文能体班朴儅的制我的性辰-┬ 既不是怒同性的又不是想我的性辰,因 力委員合的

許多發真不愿使用達兩介措詞——不一致.扑伴与恢久原扶和賠借之同有非常明确的匹別.第 四,

孩理淹的很犬一部分 自相矛盾.弊 五,它 被下列五而易兄的

一

共所排除,即 不法行力不可能放在兩

介車狂的牢牢密封的情況下來赴理.在達方面,他指出他受限于革來索一部分第 19奈 ㄑ回坏罪行

和回隊違法行力),垓 荼是大套所要的,大体上是由子皮展中國家和些吋的社合主〤回家集田的共

同努力 ,,×9茶 也是些吋的特別根告貝阿戈免生所要的,因 而也是委貝合本身所要的.好 19茶 既已

存在 ,就 必須予以考慮°提洪的何化亦法也忽視了下列

一

共!宿 要作出達种形式的朴借的最尸重不

法行力包括具有故意或避失的重要成分的不法行力,兩 者都是甚至更力典型的罪行 .

1B.佩某先生也似乎扶力第二次報告中采取的立埸在
一

方面就不法行力与罪行之同的Z別 而

言不同千初步報告中采取的立埸 ,另 一方面也不同子阿戈先生采取的立切.夫 子第一魚.他承放他

的确作了速祥一种因別,但是,那先屆方法方面的同題 ,曾 然并不意味著不法行力的后果和罪行時

后果沒有共同之於.夫 于第二魚,他 并不放力他 自己受限子阿戈先生肘垓 1.9趣 的看法,冬 管共隊上

阿戈先生的立埸与他的立場差不多.阿戈先生
.于 19Sg年在海牙回隊法研究所作夫于

‘
回隊不法

行力
”

的排演吋表明,每种形式的賠信由兩种成分姐成,即 “
賠撲

”
成分和

‘
制裁

”
成分 .

lg.在 另一領墩,他注意到本努納先生狄回隊法的弗#和 逐漸友展的角度玵他報告中夫子音

題的具体性辰的部分提出了批坪(第 21η 次合快)。 他放力委長套正在制定的次要規則与主要班Jll

之同存在相些大的匡別.就 主要規則而言,例 如海洋法、外空法、寅易法和回沶至洴大系法等,回

京集田之伺的利益坤突是汁楚、明功和界我分明的.而 次要規則領域則不是送祥的估況:任何回家

可能在某
一

天威力行力回或受害回.立然,必須考忠到某些回京尤其是友展中國家的特殊竹兄 ,例

如在它們面愉遊分店伴要求的竹況.然 而,就主要規則而言,送 ′魚必須予以首先考慮,冬甘不是

唯一的考慮,送洋做符合友展中回象本身的利益.他在有失象球一貫主張在回隊銓洴領技由次法特

到硬法,以便促迸新的回隊篷洴秩序的建立.犮送回京迄今力止力表展中世界出力不多.三 然委長

. R.Ago,“ Led白㏑ ㏑tern.t㏑n㏕
’,Recu.udesc° ursdel’ Ac日 d巨mkd° dr㎡t㏑ternat㏑ ⅡaldeL.

Haye, 1939-IIP日 r●S, Reoueusiey), v°1. 68, P.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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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宜在余數車集中納入旨在碩及田象友展程度有別的內容 ,但 它也必須遊快,不要走得大近,因 力

那可能阻得主要規則的友展或使皮送回家更加不爆志接受在皮展領域由軟法到硬法的逮波°

2U.在 堵東他的介紹性呼梵時,他提到第二次報告中略去了的若干l,9趣 .除 了他打算在工作的

晚些險段常快的那些曰娷之外,他 尤其受到批坪的是,沒 有用途不境法,迂分側重肘回家的回民造

成的強害 ,肘 給回家本身造成的直接頡害淹途得不衫以及沒有淹途荼的鬥趣.首 先他指出他在報告

中提到宇宙 954子 案件 (A/CN.4/η 5和 Add.l,牛 4U段 ).年 二,蛤 回家造成直接振害的鬥題主

要是在夫子+1僕 的第三幸加以中快,其 中列拳了并多便犯外交倌舍或豁免的例子,在某种意叉上

悅,送种俊犯是肘回京的直接攻告.承后,在 人們秝力方二次
“
彩玒勇士

’
瑋
. 

中 (I99U年 4月

3U日 判決),些

一

及方和仲裁法庭均假定考忠了他的報告.在孩來件中,同 厜不伿依是是否村人或

財戶造成物辰根害 ,而 且透涉及到早期送成的怭定是否得到落重°他并深有忽視奈的 ,但 是他汏力 ,

在回呸法中合同女任与非合同黃任之同沒有匡別 .

Z1.美 于各奈款草案本身,首 先他指出,大于算 8荼 草案的狋趣 (等 值賠借),科 男馬先生

(第 21π 次合快)和 哈索內先生 (好 21?3次 套快)均 同等值賠僅是否可被理解力大体上等于金錢

賠催°在提到英回在西屈痵洛哥Z的 索賠來時 <北 A/CN.4/翅 5和 Add.1,腳 注 234),哈 索內先

生指出西班牙政府向英國政府提出以其他房舍 ,賠伴肘后者領仿倌舍造成的損害.送 可以被視力是

一种恢文央物原狀的形式,以 迷到賠借的目的.他逐放力根括伊斯〨法,恢欠原狀有三种形式:第

一,恢欠其物原狀;第 二,金裁賠借,和 好三,提供可朴儅受害目的等值物品°因此盤子金我賠儅

的概念大体上意味著等值賠儅,人們可能比較容易接受致力ㄏ〤的恢欠原狀概念.志 之,t等值賠

借
”

的措同也許含糊不清,垃狄第 8奈 中子以刪除 .

22.他 曾考慮共隊上垓領瑑的任何國防法挑91l是 否可子幼年和宜在多犬程度上洋幼站迷孩主

題.格 當夫拉特先生悅 (第 2168次 套快)他 (特別報告長)曾 迂子床現地快力送种規Jll存 在.除

哈索肉先生在館 219B次 合以上皮表的現魚外, 他提靖委員注意第二次報告 <A/CN.4/425和

Add.1,弗 2C-33段 )的有大部分,送將消除他們村孩同捶的疑慮.大 于一些委真,包括格雷夫

拉特先生和拐皿姆先生 (棠 219S次 舍快)提 出的志兄,即 委貝舍位垓不超出垓領域的
“
准Jll” ,他

扶力達是象他的前任里普哈根先生在 lg84和 1985年根告中提出那祥同接地提到館 6茶 車來,m

其達一根告中里普哈根先生拭田特他本人<特別叔告真)在 其初步報告和好二次拫告中提交發貝合

的新的右 6奈至方 lU茶車未的全部內容丘縮到 8行或 1U行 .送些茶放車瑋并非元併可古,但 有一

魚是可以肯定的:力 了界定不法行力和淹迷其特庶和不法行力友生之前的竹玩 ,委 貝金通避了車未

.兄第 2168次 金快,腳 注 4.

”
兀 ㄍ1985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好 2U面 ,坤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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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一部分 BS奈 案文。因此,把不法行力的共辰性后果送一整介同趣仗玉縮成一茶是及有道理的.此

外,里普哈根先生提出的第 6奈案文由子形式避分紫婆給起草委真金造成了若干 .● 題 .

2B.夫 子弊 8奈草案好 1欺 中
‘
受害回

”
一詞 ,卄 多委長悅 ,一 接哲吋通遊的館二部分弟 5奈 ll

村按表送的定〤將
“
受害回

”
的特焦完全拼犬到受到直接形咱的回家以外 (一介板端的例子是肘有

失保中人叔的多適規則血有又夯的回求避受的普遮瓶各>,落 8茶革來琯 1數建快的措河不能解決

同趣,元 法查明任何′今日家有叔衣得腤偌.他洪力
‘
掘苦

’
一洞之所以引起淏解是因力他沒有肘

每一茶致車呆提出汗注.誠然,在 友生侵犯保抻人杈的多道規則吋,沒 有任何一介回家達到第 8荼

好 1款 中所使用的措詞含〤所指的韻害.因 此,任何曰泉元杈要求金我賠借。其哧上 A回 向B因

提出送种賠修要求是不可思快的,因 力是 B回 優犯 B回 回民的人杈.然而,他放力第 1U奈 草案赴

理了孩鬥趣.垓 奈的規定,尤 其是第 1缺就一法律情玩直接有失的回家規定了十卜救措施 ,例 如因侵

犯有夫人杈的多之規91l而 戶生的法律情況.在 速种情況下回家迫受的損害共萍上是第 l° 茶方】款

提到的精神或法律大型的頡善.他在錧 1° 奈提出了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朴俏,以便碩及之种竹

況。

鈕.小 木曾本雄先生似乎忕力回隊法庭根据好 1U茶 草案弊 3款 的宣告式判決套引起共似性廣

的同題 ,在 送方面他提到回酥法院在西南非洲案
v 

和巴基男那屯革公司案
小 中的判決.他看不

出力何第 1U奈 第 3款或就垓鬥超而言整介第 l° 奈合引起与第 5奈有失的 .9趣 .第 5茶界定的任

何受害回有板玫得規定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朴伴 .

葯.然 而,大于第 l° 紊位文明确田明它所提到的扑摟形式并不构成i羊冬元適清草的意凡已子

以充分呆鈉.

%.夫 子若干委貝提到的第 8奈車案第 1散与初步報告 <A/CN.4/416和 Add.1)提 出的第了

茶草案 ㄑ恢欠原狀)第 4款之伺的蚨系鬥趣 ,他承次 ,在初步拫告中,他元法确定位班ㄏ〤上逐是

放牬〤上來理解恢欠原狀 ,他 曾袒心如果理解力恢欠央物原狀 ,那持其有可能使狀兄恢交到如不友

生不法行力本合存在的狀況.保仗通道恢欠狀況很准取得達祥一种豬果 ,几乎肯定必須附加金我賠

儅.例 如,在 盜窈某一物品的宋子中,恢欠原狀并不可能恢欠物品被盜 9f与 物品被找回吋遠段吋何

內失去的享受或索受的利洶敬失 .

27.委 長舍的委夭●●似乎就賠儅位垓是介整你的原則基本上取得了

一

致志兄,冬 管有些委真

在之一魚上表示了保留意兄.他力好 8奈方 1敏提出兩今各逸案文,困 力他元法決定是安成達介采

l!兄
上文腳注 3.

1‘

兄 21π 次合洪,腳 注 6。

lB同
上,腳 注 7.

—— 329 ——



文逐是那介案文,因 此愿意交垥起草委表合仄丙介各逸案文中挑起一今 ,他汏力送兩今來文是同等

的.

銘.小 未曾本雄先生肘第 8茶好 1欺 “
本金存在的狀況

”(“the缸tuatbnthatwo.ldexlst” )等

字表示保留,并恂同采用住茹夫工ㄏ瑋 (央辰 1.● 趣)(凡 A/CN.4/425和 Add.】 )中 使用的
“
本來

舍存在的扶玩
”(nhesit.日 t:°nth日tWt1● ldhaVeextted” )的措詞是否更好.他拳了下列例子:A回

次炸地赴 B目 的水坱,兩 回造成達一介柲定.在 工程攻工之前,暴 雨引起的洪水破坏了B目 的海

岸.l,9題是 A回 是否必須修文由洪水造成的板害.他放力,一切取決子所造成的掰定.B回必須

采用冬可能好的法律和技木咨洶意凡,以 慎重确定怭定的具体內容°

”.盤千方 8荼方 2欺 中
“
可進行至洴估价的敬害

”
的林准引起許多保留,他指出垓效不垃被

解秤力一切可迸行篷游估价的韻害奴仗因力板善存在速一

一

共就自初荻得賠儅,力 了荻得賠信的

目的,必須首先确定插害是由田哧不法行力造成的錯果—— 即具有不中新的因果秩系(第 4款 ),而

且韻害并不是完全或部分因受害回●●疏忽或有所洗的行力元夫的其他+i兄 造成的錯呆 .不 用悅 ,送

祥一种狋准根本不影喃各方或仲裁者所作的估价.也并可用另外一种形式持它放入某一余敖或坪

注中,其 目的就是力了避免任何任意的估价 .

3U.第 2款 中
“
精神敬善

”
的含〤泣理解力受害回的私人回民而不是垓回的代表或代理迪受的

精神根害.誠然,很碓使速种損害數丑化,如有寺家的—— 心理半家—— 的腳助,并不是免村不可

能的,冬 管格雷夫拉特先生肘此表示怀疑.忌 之,因 所法必須以某种形式明确規定村精神損害避行

賠儅的原則,原 因正是因力卄多法系中不存在達祥的規定或含糊其泀 .

31 冬管提到
“公平

”
道一概念,但 明确提到它可能很危險,因 它是法律和任何法律裁決的一

部分或一小部分 .

田.夫 子第 8茶方 3數和喪失的收益的概念,其 中包含曰有化回題,他 指出,力 了消除任何淏

解 ,孩寺題只涉及回隊不法行力的后果,因 此合法國有化的情況不在其中.毋庸沸言,喪失的收益

的概念引起一介困堆同趣.在 答交本努鈉和馬希名先生 (第 田71次 套洪)的 田題吋,他洗仲裁人

位垓在速种侍玩下考慮各回生蓱皮展和垤洴收入水平不同,位 根括公平的原91l行 ︴ .

SS.夫 于好 4致所我
‘
不中新的因果朕系

’
的林准和小未曾先生所提出的例子 ㄑ兄上文旁 28

段),他 悅在洪水友生前或修皓工作升始—— 或思之在林定節堵前的+件—— 与此后的

一

件之向不

存在達种秩系.一 切取決子怭定的紊犬.在答欠科〞馬先生的1.● 捶吋,他悅他并不水力不中新的因

果球系意味著永近的碟系,而 是意味者存在和雜臻存在的一种琺系,且 与粹其他︴件引入送种因果

敢系鐽之中的竹形元夫.思 之,他 注意到一些委真表示同志送一杯准°

m.夫子正常情況和可預測性的林淮鬥捶 ,他城如果委真合遠祥決定,起 草委真舍不妨予以保

留.

35.在 答欠哈索內先生吋,他 悅有失垥行力曰施加的述分沉重的久捏的杯堆可能在教士和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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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方面獄楚俠褒原狀的〤夯 ,但 不易造用于賠儅。在后一种情況下,保 留垓拆准肯定等于社一日,

甚至是一介紫東宮有的國家,任 意戶秝虛垓支付的賠佳無袒迪分沉重.在 遠方面,公平又必須友揮

作用 .

Sc.夫 于館 9荼草案 (利 息),委 貝舍就垓主趣友言的大部分委長快力垓茶非常重要.他本人

吋垓鬥越并元坐決的意凡,但如刪除弗 9茶 ,則 須在弗 8茶 中栽入一荼規定,以避免造成排除支付

利息的印象 .

田.夫于方 1° 奈中涉及的

一

卜伴同題.他十分球志不提
“
恁同性的

”
敬害殕借金 (索 1數 ).並

然,他 并不打弊村回家規定可能強加于介人的那爽共豚想田 ,但有時候伸我法庭的确判央恁田性的

掘害陪借金作力朴僕 .

BS.鬥 題的卒央是朴儅既已存在就位皮揮作用.格雷夫拉特先生 (弟 2168次 合以)已 村垓作

用提出疑又,他放力朴借主要是一种外交做法和外交#令 ,因 此是否体現法律原則或伿保体現外交

做法卸是一今疑鬥.他本人因若干原因元法接受袂力外交做法不是可以爪中推新出存在回跡法規

的因素速一想法.一救國沶法如果不是戶生于外交做法那么其油源是什么呢?通迂司法或仲裁途侄

解決的一些爭端与通逮外交途徑解決的沖突相比,力 效微不足道.19根到底,瑛合目的做法本身就

是外交做法,因 力蚨合回姐奴是一多逍外交.共 隊上外交做法比第二次報告中提到的要丰宮得多.

39.他建快在第 1° 茶第 1款 ,因 沒有更好的解決亦法位哲吋保留
“
精神或法律敬字

”
等字.他

深信朴借的根本 目的就是妳朴達爽技害.所有回隊不法行力均戶生法律韻害.賠佳包括朴借,達 种

(i兄是洧 的,第 1放 旨在照碩到達祥的情況.第 一次
“
彩虹勇士

”
來 (兄 A/CN.4/妃 5和 Add.1,

第 134段 )就屈子遠祥的ii兄 ,其 中敢合回秘牛米規定了賠伴效目,多 數坪淹員快力,孩 效目逼近

超逮了所受的根害.

4U.及后 ,迂錯,犯下不法行力的國家故意或避失,是 非常重要的一庶,送也正是件多委貝所

強琱的.委 長全必須狂立予茶敖車未第 1部分中奎逮錯同趣.就
“
回眛不法行力

”
的i9玩 而言,達

錯一同容易引起若干解帑,在 “
回防罪行

”
方面甚至引起更多的烊學 .

41.他澸甜委貝合委貝(● 皮表的意凡并肘可能沒有回答提出的所有1.9捶表示道歉 .

伐.主席感甜特別根告長清楚而洋幼的忌姑.他均泀委良舍是否希望將牛 8至第 1U荼提交起

車委真舍爽理,但有一項了解,即 委貝合將充分考慮到甘拾期同所作的坪淹和袋表的意凡 .

43.友卡弗里先生悅 ,星 然他并不反村將速些茶效車來送交起革委真舍,但 同委貝合其他一些

委貝′祥 ,他村之些紊放所采用的方法持有某些保留意見 .他肘委貝舍沒有時伺按照特別根告真的

恩豬來討捨一下方法鬥題感到透憾 .

44.迪正斯 .网 薛音斯先生悅,他 同志友卡弗里先生的志兄.委 貝合委員之同的意兀分攻很

大.他快力,將來款送交起革委貝合力吋尚早,但如果根括委貝合的慍例,委 員合大多數委員決定

將奈放送交起草安貝合,他 村此也并不反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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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雞 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 別報告貝)、 馬希筠先生 <起 革委長合主席)、 科〞馬先生和比

斯利先生參与程序性討站后,卡某男 .男 德里格斯先生就程序回題友言,要 求推退討梵 .

46.主 席注意到委長合沒有完成玵快程項目3的甘淹 ,他建洪,一旦特別報告貝能出席合快 ,

委見舍將蛙臻常快I×’主延 .

就達祥決定 .

下午 】吋葯 分散合 .

第 2176次 合快

199。 年 6月 19日 星期⋯

主席:史 久儲先生

出席:巴 哈納先生、哈素內先生、凱西先生、巴小沃菸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本努納先生、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因 #霄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

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鳥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

帕夫拉克先生、無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 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甘先生、任庫納斯先生、塞普小

籬送 .古故雷斯先生‵索拉里 .困 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回家和國隊鉏努同的天系 <等題的第二部分 )

(A/CN.4/4U】 ,: A/CN.4/424,“  A/CN.4/L.383和

Add.1-3,. A/CN.4/L.643,G市 ,ST/LEG/17)

(快程項目 S●

特別根告真的方四次根告

第 1至 1l朱

1.主席回廄悅特別根告貝已在上屇合以上介玿了孩青題的第四次報告 (A/CN.6/娥 4),‘ 但

!持
我子 ㄍ19“ 年...⋯ 年壆》,年 二卷 (牛

一部分).

B特
我于 ㄍ1989年⋯...年 痊),館 二卷 <館 一部分).

‵ .持 載于 ㄍ19BS年⋯⋯年盤》,好 二卷 (第
一部分)/Add.1.

‘
夫子特別根告貝的介紹摘要,北 ㄍig田 年⋯⋯年盤》,弗 二卷 (錧 二部分),方  頁超各更.

第 7。8-花6段 ,另 北 <19粉 年⋯⋯年壆9,好 一巷 ,第  瓦,好 2133次 合快,第 2-1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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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子吋同不妨,委 貝合未能甘梵垓報告.特別報告貝的館五次報告 (A/CN.4/432)班 也提交給

委炅合 ,但 由子本屆令洪吋同不移不能予以申快.他甘求委長合申快第四次報告及我子核根告的第

1至 11茶茶欺草案,其 內容如下 :

方一部分 早言

好 1茶 用悟

1.力 本茶款的目的 :

<a) “
回吥紅奴

”
是指普遮性的政府同姐班 ,

(b) “
組象的有夫規則

”
特別是指孩鋸軹的姐成文串、括此通遊的垓姐銀的決定和決琪

及其已确立的慣例 ,

(e) “
普遠性的姐軹〞

是指蚨合回、各令 r┐ 机构、回防原子能机杓以及其姐軹成貝和云

任均具有全球性辰的任何失似姐班 ;

(d)  “
姐玖

”
是指有夫的回萍組班 J

〈e) “
未道回

”
是指達祥的回家,在 垓目的領土內 ,

<′ ) 沒有姐玖的恙部或亦

一

交:或

<二 ) 拳行其机拘之′的套洪或拳行其召升的合快°

2.本荼第 1款夫于本荼款用悟的規定不妨瑋其他日阡文串或任何由家日內法村速些用悟的使

用或所賦子的合〤。

第 2茶 本茶款的范田

1.本茶款适用于普追性的回酥象扒同接受本奈款的國家之同的夫系.

2.本 茶款不造用于其他回酥鋌你的中共并不妨得紊款中按照回狋法不梵本奈款 〔公的〕有元

挑定均道用的任何規則的道用 .

3.本紊款 〔公的〕免不阻殍各回之同或回隊組辦之同每錯林定,使荼歌 〔公的〕能全部或部

分地進用于本來第 1歉所指回隊鈺與以外的回隊鈺扒.

第 3荼 本茶致 〔公的〕与口隊組然有大規則的夫系

本茶款 〔公的〕的親定不妨磚回沶姐玖的任何有失規則.

方 4茶  本茶款 (公 的〕与其他田沶怭定的夫系

本茶款 〔公的〕的規定 :

(a) 不妨殍回家之同或日京与普避性回隊姐軹之同現行有效的其他日隊怭定:而 且

ㄑb) 不位阻磚坤緒夫子普遍性回呠鈺軹的特板和豁免方面的其他日吥林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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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法人資格

第 5奈

回怀鈕班虛根据回唪法及其成貝目的口內法專有法人資格.它 們位在符合其建立文中的范田

內有能力 :

<a) ↓了的 ,

<b) 荻得和赴理功戶和不劫9.,以 及

(c) 提起法律沂妐°

第 6奈

一口隊組妖締錯茶的的能力達照垓生珠的有失桃則和回隊法°

第三部分 財戶、資金和資戶

館 7茶

曰防組玖及其財戶、資金和資戶,不淹位于何地、由確特有 ,垃 享有玵各种形式法律拆松的豁

免,它 們明示放井豁免的特定案件除外.然 而根括理係 ,放 井的豁免都不包括村任何執行或強制措

施的豁免.

第 8奈

1.完 全用于履行其公夯取能目的的回隊鈕軹房舍不受侵犯.回 沶姐軹的財戶、資金和資戶 ,不

梵位子何地、由堆持有 ,位 免受搜查、征用、沒收、剝寺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干扰或強制,不淹是

出手政府、行政、司法行功近是立法行初.

2.回 沶鈕扒位特房舍的地羔、形狀和店用 日期通知水道回。它們迂位粹撒出房舍情況及撤出

日期通知本道回.

3.本 茶第 2放規定的通知中的日期,除有夫方面男有怭快外,位 決定何吋亓始和停止享有本

茶好 1放所規定的房舍不受侵犯叔利 .

第 9奈

在不振害本茶放 〔公的〕的規定的奈件下,回 酥姐玖不得容洋其恩部威力下列人長的避雅所 :

淡法躲避未道回依括法律規定迸行逮捕的人 ,或孩曰些局力了執行司法判決而查找的人,或 因現行

罪行而受到適舞的人,或水道回普局村其袋出了法院命令或取逐令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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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lU 奈

在不受任何管制、校空、規定或哲仔期的限制的茶件下 :

(古) 口酥組象可持有資金、黃金或任何种樂貨市并可幵立任何女市的銀行帳戶 ,

(b) 回酥組奴可水一日到另一日或在任何回家內自由特移交金、黃金或併市,并 可自由地粹

它●●持有的任何女市兌換成任何其他貨市,

(c) 日隊姐銀在行使本茶 (a)和 (b)項所規定的叔利時位道些注意任何本奈欽 〔公的〕些

一

口政府提出的任何要求,但 以滿足此种要求被汰力不無害其本身的利益力限.

館 1l 茶

冬管有第 1° 紊 (ε)和 (b)項 的規定,所垥子杈利的范田仍可依据有夫組穌的取能需要并通

述有夫方面的共同怭洪加以限制 .

2.迪正斯 .回 ≠雷斯先生 (青趣根告炅)說 ,他肯委貝合在常快他的館四次根告 (A/CN.4/

4a)時也參考他的第二次報告
‘,第 二次報告裁有委貝金尚未作出決定的紊款草案。其隊上已絰

同意在他就主趣提出綱要之前推退村垓同捶的申快 ,各茶放草案將就此一主題做出規定。∴力此他

在第三次報告 (A/CN.4/4。 1,寫 34段 )中 提出音腄大鋼,并 在委員合館三十九屆合洪上得到委

貝合和 1987年 第四十二屆大舍的批准°此外,犬 合分別在 1987年 12月 7日 和 1988年 η 月 9日

的第φ/1S6和 43/lω 手決快中建快委員舍就,.9寺 題雜攻工作°在索四十二屆大合第六委貝合拳

行的辦淹吋,洋 多代表強調回隊鋸扒的作用和垓寺捶的重要性.他 們村委貝含的工作表示攻迎,并

鍵成委員舍的要求,即 由他根括鋼要和在委長合進行眴意凡交換錴臻研究垓寺趣 .’ 送些考慮力他

村寺題迸行迸一步工作和弗耳幣四次報告英定了基瑚 .

‘ 治.他也愿將館五次報告 (A/CN.4u32)遊 交委員舍,它 由兩介部分生成。一部分探討各回

防生取的桔未,目 的是朴充茶款車來第三部分 ,另 一部分探討出版和通訊淡施,送 是年來館四部分

的快趣 .相 位的余數車宋粹我入第五次報告增垿 ,他將在道些的吋机提出垓增弗..委 貝舍升始肘

第五次報告送行討站吋,他再予以介紹,他相信那將要等到下一屆合快.与 此同時,他粹按照委貝

合和大舍批准的原則迷廖他的工作
:

ㄍ1985年 ⋯⋯年盤” 井二卷 <第 一部分),好 1U3更 ,文件 A/CN.4/Sg1和 Add.I.

6lgBS年 ⋯⋯年婆>,第二卷 <弟 二部分),年 S9瓦 ,牛 2S?段 (d)和 (.>分 段.

凡
“
秘中走痴耳的弟六委長合在犬金弊四十二屆金洪期同甘梵回防法委員合報告的青捶摘

要
”(A/CN.4/L.φU),第 223段 .

由于委貝合未能在本屆金破上村其迸行常快,莊 五次擬告持以琮合形式持我子 61991年

⋯⋯年盤》,第 二卷 <館 一部分),文件 A/CN.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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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 斯先生感甜特別報告貝編耳的友人深省的第四次報告 (A/CN.4/φ 4),他 說星然夫子垓

寺題瑋二部分的早期工作包括了地區和普道性組銀,但 委貝令在 lU肝 年第三十九屆合快決定垓寺

題垃孩限子具有普遍性的政府同姐坎,夫 子核 1.9題 的最終決定將推退到晚些時候再作出.第 四次叔

告体現了送一7理 加法,迄今力止所送行的工作取得的成果怔明速祥做是村的.委 貝含弟三十九屆

合快也就工作方法1.9題取得了一致意凡,即 委真舍位垓努力把班有規Jll和 刁慣的編來工作与查明

漏洞特合起來.. 正如特別報告真所指出的,送祥一种做法得到大舍第六委員合的批准,放 而力委

貝合的工作提供了一明确的方向.第 三次根管 <A/cN.4/4U1,第 34段 )提 出的鋼要提出了必要

的杓架,力 令題根告長編軍第四次報告英定了基地 .

5.他汏力需要正視兩介理淹 1.9題 ,因 力它●●芬必形昀夫子垓青題的未來工作.第 一介向趣涉

及到他放力源白回怀姐奴組成文串的法人資格和法律能力 .9題 .不 管怎么祥很碓想象成立一介不

具各法人資格的回防組班.因 此,他不反村第 5茶車來的主旨.由 此可以推,● ,組 成文中的非鍗的

回可以自已決定是否承放一日隊斑班的法人安格 ,豊 然也可以推茫 ,送种法人資格不受送种承快的

｛:多 ,i訂
.

6.第 二介鬥趣涉及到法律板利,特別是特叔和豁免,他放力它●●并非源自日吥人格達一事共,

而是取央子核組妖組成文串規定的叔利和取夯.因 此,他變成根告 (A/CN.4/424,第 32段 )引

迂的多采尼希的視魚,遠 一現魚也得到回酥法院由判例的佐沚 ,尤 其是在村在力敢合國服夯中受仿

的人的賠儅 (】 949年 )、 西南非洲的回防地位 (195U年 )、 蚨合回的其些9F支 (究 幸箄十七奈好二

項)(1962年 )的 案件提出的此美咨掏志凡的佐怔.例 如送些咨均志兀的方一种指出
“
堵如本鈺班

的央体的板利和又芬必須以各孩組球繳成文+具体規定或暗示、并在道用中加以及展的宗旨和取

努力依括
”
.”

7.因 此,他 安成起草茶文所采用的工作亦法,并 同意特別報告貝在垓報告第〞 段第一句的悅

明.更 楚筑地悅 ,他汏力委貝合努力的方向位l×9是編耳一今荼款思姻領,使 之道用于所有普遍性回

師坦扒,而 不插手其他領崁,社 有大姐取根括兵体宗旨和取夯加以及展.速似乎也符合特別報告反

在報告弟 51和 S2段 中所提出的建快 <A/CN.4/424,弊 51-52段 ).

8.与 其他奈放相比,有 失用好的年 1茶必定又是哲吋性的,囡 力勢必需要根括其辰性奈球村

它加以常查.因 此,就館】荼而言,在現9+段他只出甘淹回阡扭取的定火.麥子各秦所涉及到的并

不只是回昹姐象本身而已,而是這些回隊坦球与回家之同的夫系,因 此仗需要田明
“
回隊組玖”

送

一表送的含〤,而不需要就回隊姐取下定〤.洪而效仿迂去各奈的的夯共做法.然 而,泣 垓可以采

.兄 ㄍ1987年 ...⋯ 年盤9,年 二卷 (弗 二部分),館 S2丌 ,年 219段 。
m <1949年 回所法院我央集9,第 lSU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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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年 1奈 好 1敏 (巨 )、 “)和 (d)三 項送行分迷,又力何洁的亦法.速 些規定可以合并力一奈

未悟的定火,并銘圮弗 2茶 ,即 車未的范田相牯合 .

9.他希望館 2茶車來第 1數 中
‘
接受本奈放的回家

”
的措田以及垓紊第 3款得到迸一步澄清.

1U.乍 5茶車無所指的法人資格主要是回坏法所指的法人資落.因 此垓茶弗一句日內法的提

法可能宿要修改.方 (.9、 <b)和 (c)項 規定的法律能力領以是法律文中常常作規定的領垓,并

在共沶中得到承快—— 因此道子我入垓每——但介紹性茶欺中提到回哧鈺奴的組成文+,送种提

法可能宿要修改.

l1.館 6茶#未 我有大于蹄緒奈的的能力的共隊規定 ,是在各种沖突的志凡中的比較合理的折

衷意北 .

12.他 同志特別報告貝的志凡 (同 上,好 ∥ 段),即 一日怀組扒的自主叔、狂立和工作效率希

要在法律拆妐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豁免.第 7奈 車來第一句在許多有失怭定中均有此規定 ,它 似乎

各受了吋目的考駩,速种豁免不依完全适用于回隊組扒,而且也透用于共財戶、資金和資戶.但是 ,

位垓改似垓奈第二句,使之明磷田明,与 外交豁免竹兄′祥 ,嫦就執行措施做出車狙的井板方明.

13.房 舍不受便犯是一日酥姐軹展行其取夯的必要茶件,正 如敬告所指出的 (同 上,第 1°°

段),之种不受便犯叔在理淹上和共沶上均受到坐次支持.第 8奈草案館 1缺合并了1+多 柲定的規

定,送些規定主張不受便犯俱限子供官方使用的房舍 ,而 弟2款和館 3欺所指的法律的′种必要友

展.他仍然故促朝送一方向迸一步努力,玵規定的措洞仔幼各酌,以要求一日力房舍提供保伊,特

別報告真在根告中才孩同趣作了有說服力的用途 .令人有米的是垓茶沒有就沒收回趣規定例外,法

根告弟Ⅱ2段提到垓 1.● 趣 .

16.他焚成第 9茶車來,即 回隊姐軹不得容忤其房舍威力避雅所 .

15.弟 lU茶車未參照了正然執行得比技令人滿意的其他有失捇定的茶文.然 而,也︴可以肘

<c)項造行修改,使之道用于不是回哧姐玖威貝的球道目的情況.垓奈也未就堵如稅收和米稅卒項

作出規定,估 卄未來車來將合加以挑定 .

16.他怒知道牛 4奈 ,即本來放与其他日沶怭定之同的大系,是 否已垤包括了#ll奈車來所

放的同題 .

17.女 見合安貝目前的取杈范田玵垓肯趣似乎有所忽視,原 因可能与其他寺捶有失,而 并非玵

它不失心.然而,些子并多回家夫心垓 1.● 趣 ,垃 垓冬力加速工作.他南米地注意到特別技告真館五

次報告 <A/CN.4/4B2)現 在已垤遊交委貝金,并 期待下屆合快村它送行卅梵 .

lB.托 秘沙特先生女切特別根告長方四次報告 (A/CN.4/42t9清楚尸亡.三 然初看上去孩

寺屈可能直找了些,但是茶放車來的根本宗旨及其在舞有有失文中杓架內未來到底庄有何种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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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一1.9捶 未能得到解決.所涉的所有鬥題在夫于琺合日及其令ㄇ机构的特叔与豁免的兩介公的
Ⅱ

以及各象球与球道曰之向紳堵的忌部砵定中已篷有規定.因 此 ,正在申快的奈放車床的技終目的位

垓是消除已基生效的并多文+确 立的各种法律制度、引迸改迷、9iN朴 漏洞、消除差异 ,普 然茶件是 ,

各些

一

日和免.9t播 优先考慮承終持合出現的新的法什制度 .共 厤上 ,起革外交信使和外交●●袋地位

的銃一規nll方 面碰到爽似的挑我,委 真舍在迎接送一挑找方面未能取得很大成功 ,由 子水力不能侈

改現行的茶的法,目 前仍保持外交師袋与報

一

部袋之同的人力匡別.委 貝合玵回來与日隊疑銀同的

夫系的申快只有最終持能力田沶社合的利益而台改現行規則 ,而 不是只迸行先半水性的討淹 ,才 能

怔明是有道理的:

lg.出 于送些考慮,他不同意弟 4奈草案 <a>項 的內容.一 共上,必須更明确地汀明班行怭

定与目前來放之向的大系,送祥后者才能修改或÷
-克

現行規則.然而,麥子所涉鬥趣的范田和程度 ,

明僧的做法可能是在稍后,即 在整介車呆完成之前,再 重新考慮垓向趣°

2U.他 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意兄,即 車來虛只道用于世界性的回隊姐軹,即 升放供所有回家參加

的鈕玖.然而,冬 甘特別根告貝提出了他的看法 (同 上,錧 BB段 ),他放力在寅友合快主持之下成

立的各商品羾無不垃被排除在草案的范田之外,茶件是它(1● 位垓升放供所有回家參加 ,元淹是消失

回透是生戶回,而 之一來件是石油撿出國姐玖不兵各的.

21.笫 5茶車未很可能引起混清,因 力它涉及到兩种共型的法人資格,即 日內和回怀的法人資

格.在送方面他安成海斯先生的意凡,并楚洪委炅金效仿吹共体奈約 ,田 其中第 21U茶 規定共同

体根括口防法享有法人資格,然 而才規定根括各成長目的日內琺具有法人資格.但是,車狂的一荼

茶款可以根括回酥法規定回隊組豕的法人資格及其締錯紊的的叔力,送种板力立然戶生于造种資

格.另 可似定一來奈缺,規定根括日內法它●1● 具有法人安格,并在指明合同、財戶的曲共和爽王、

法律拆松程序的竹兄下田明逮种資格的范田.

22.回 怀姐玖的司法豁免原則不容

一

疑 ,田 力作力受回酥法甘格的、并与球道回尖子同祥地位

的人,不 能把回隊姐扒視力基本上受地方法院的管幣.然而,的确套戶生下一 1.● 題:券于各回普適

接受的是限制性豁免理淹而不是免肘豁免理淹 ,在道用于回京的豁免中有一些例外和限制,那 么回

隊班玖的豁免是否拉受到同伴的例外和限湘?在叔汀夫子瑛合回及共青Π机杓的特叔和裕免的兩

介公的吋比較多采用的是地玵豁免的理淹.社 日豚姐象比回家享有又好的地位初

一

起來似乎足介

同展 ,但他傾向于同志特別報告長的意北,即現行規則不成改交,因 力社日膵紅扒受日內法院的管

培 (送將是有限裕免的自然錯呆 ,就如村回來的裕免送行限制戶生的佑呆一洋》特尸重掘士回厤姐

ll1946年 6瑛合回特杈及豁免公的>(瑛合回,6奈玓集9,好 1卷 ,錧 15瓦 9,和 1947年

6各青ㄇ机杓特叔和豁免公的》<同 上,弟 SS卷 ,右 2S1丌 ).

#凡 <建立歐洲共同你的茶的》(戶 森堡,歐洲共同体正式出版物走,lg87年 ),好 2U?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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軹的狂立性.因 此他不同意歐洲共同体就法律合作 <同 上,聚 Ⅱ1段 )所 列的例外.冬智如此,必

須制訂程序和机制使与回砵姐玖友生爭端的介人公民得以籬伊其叔利.假定達种竹況屆不受日內

法院管格 ,也 #可特它們交仲裁机杓犬理.患 之必灰制定一奈夫子替代性朴收赤法的規則,因 力不

能假定日隊組無不犯錯 .

2B.可 以仄下列兩今方面考忠回隊姐無与水道回之同的一殺美系‘享有日膵法所指法人資格

的回沶疑玖一殺不受未道目的管培我伿享有共体規定蛤它的裕免,夫 子特叔和豁免的現行公的就

是送祥的卄兄.奈扶車策必顏明唃排除回隊生取要求完全不受日泉管括的可能性.

2t.常 8荼、9麥和 1U荼是可以接受的,但宿要在文字上稍作改功.特別叔告兵仍可能在晚

些時候,尤 其是在起車夫于稅收的′殺規則吋,碰 到尸二困堆 .

2S.巴 哈幼先生感甜特別報告真的第四次根告 <A/CN.4/● 2Φ 并悅支持館 7段第 1句 中提

到的赴理亦法.冬管如此,在 制定通用子所有回隊鈺取的一殺准則吋委貝合必須十分註快,首先 .

因力每一姐班有其本身的狙特体例,宿 要特別村待,館 二,因 力達是一介回唪組奴与水道回之同的

夫系鬥趣 .

2c.年 3茶草案毛元疑阿是 19石 年 6錄也幼夫子回來在其村普遍性回哧鈕玖夫系上的代表叔

公的》第 3茶 的穖版,送与特別根告真的一般7理 亦法不一致,因 力它似乎念昧若似快的公的玵道

用于某一組扒的法律將元任何作用.如果是送帶,未來的公的特沒有任何意又.因 此,安 貝合庄孩

重新考慮算 3奈 草案,也許可以通迂制定內容大致如下的規定來加強孩荼 :似快的公的位朴克按玨

班的有大規則.垓 意兄作必要的更改同洋道用于好 4奈車來 (.)瓨 ,它 是 19?5年 維也幼公的幣 4

茶 (ω 項的翻版 .

27.除 了
‘
和回防法

”
的措田外,右 6秦車來与 1986年 <夫 子田哀与回呠姐扒同或回防姐琢

相互同茶的法的堆也納公的9錧 6奈如出一技.然 而,增 加速些措同是肘的,因 力它加強了 lgB6

年公約所我的規定.

2B.根括回豚法,人●●普迫臸承水口隊姐銀的裕免和特枚泣孩符合取夯必要性的翟淹.然 而廷

一理站的央隊迋用因鈺玖而异,主要取次于紅象的特意和取夯.冬管所有回隊鈺玖的〺戶和女戶由

享受豁免,不 受任何形式的扣押、強制或執行.有 些鈺無与秩合國不一祥,在拆松中仗字受有限●9

裕免 ,例 如次回隊欠共和升皮後行、回沶全出公司和回沐亓女祕套的組成犬中中兢可以明五地看到

之一焦.在 送方面,他 村第 ?泰牛來的形式很拉心,因 力它似乎与送些回怀全出机相姐威文串相左 .

另一方面,他玵法茶就玵戶拾免規定的方式沒有失辰性反村意北.因 此,方 7奈泣垓分力兩部分 ,

好一部分規定根接鈕成文串的有大規則享受拆松站免,弟 二部分規定財戶在法律拆松中享受豁免.

夫子如何迋用放荓豁免理捨的1.● 足 ,泣 法用下列持河取代年 ?奈 右二句來迸一步加強送一規定.即

‘
放井村法律拆忪的豁免不得被理伴力暗示放井玵我行判決或命令的豁免,片子后一豁免的效井必

須革狘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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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夫于好 8奈 車席,他 同意特別報告真的志凡,即 田所免取的房舍不受便犯的基拙并非治外

法叔 ,而 是法人資格的固有扠利 .法律著作中承扶夫子外交房舍不受便犯的所有原則道用于田隊組

玖的房舍.根据回家演例,送种房會不受仗犯的秋利落咪手回家不依不能送入房舍 ,而 且必須保伊

它●●,使之免避任何我麼我Ⅱ扰.然 而,特別報告良力年 1技常 1句提出的持甸有別子 lgs1年

6堆 也納外交大系公幻9幣 22奈牛 1放 的規定
‘
使佇偉舍不待仗犯

”
.他又力女成后者的措甸形式,

因力
“
完全用于屈行其公分取能目的

’
的持詞可能限制日萍疑扒不受便犯的叔利.特別根告真本人

在報告中承放 ,‘外交仿舍不受使犯的所有原則均透用于回沶姐玖的房舍
”(同 上 ,弟 lU。 段).因

此,委 長合泣垓仄新考慮第 8奈第 1球 ,逐垃將下列規則我入接茶‘未道回的任何人長未象回沶羾

玖的︴可不能送入其房舍.之祥的
一
奈規定特有助手強惆不受仗犯的原則,特符合 19a年堆也納

公的 .

3U.他 同意第 9茶車宋強惆的原Jll,即 曰豚疑扒不得成力逃連 .● 法判央的逃犯或刑事罪犯的

避雅所.琳 而,他令不准垓規定是否位孩如此洋匆,尤其是他扶力及好用摔
‘
因現行罪行而受到通

舞的人’
的提法.現行罪行的概念并不一良在所有回家流行︳此外,送些人包括

“
女法躲連赤道回

依括法律規定送行逮捕的人
”
.及 后一句 ,‘ 或球道回些局村共友出了法院命令或取逐令的人

”
有魚

含糊其洞 ,可 由下列句子取而代之 :‘ 或球道田法院村其皮出取逐令的人
”
,送种提法將完全符合球

道目的需要 .

31.他不反肘簿 1° 奈車來,但 寫 H奈車來沒有必要.方 1荼 的后呆特是玲弟 lU朱 的范田引

迸不定的因素,使之在有些竹兄力限制年 1° 茶 <.)和 (b)項 的規定的目的9● 以确定考慮何种

“
取夯需求竹 回隊姐玖已享有財努自主和狂立,因 此制定堵如牛Ⅱ 茶那洋的規定沒有任何意火.

S2.主席以委反舍的安長的身分友言,他悅他玫迎特別報告真的夯央犬理萍法,速 一亦接体現

了委貝合集中猜力制定兵你的各放車來、連免元休止地送行祝念、理淹性的討梵的決定.他 同意第

四次報告 <A/CN.4/424)弟 7段提出的志凡,即奈放軍來的范田不庄只限子現有法律制度的孔

田和幼永,速种法律制度已各栽子若干法件文串之中,同 時也垃垓努力你朴法制度的缺陷,回 豚組

扒多年來在与赤道目的大系中已至休牲到了之些缺魚.如 果回豚姐玖妥有效地及揮作用 ,完 成法立

它們所要共班的宗旨,就必須到正現有的缺陷.

SB.特別根告貝在好 1奈車未好 1放 <.)項 中連免村回泳牡無卞任何由切的定〤,達洋做很

明智 ,因 力沒有任何丙↑回萍姐玖的宗旨和取能是相同的.根括 1986年 ㄍ天于回象与回隊鈕扒同

或回豚姐球相互同紊的法的牡也幼公的》和 19●S年 ㄍ像也幼夫子回來在共玵乎足性日隊每無大系

上的代表叔公的》的合ㄨ;將 田酥每玖祝力政府同鈺玖現行了.然而牛 1致 <a)項和好 2奈乍 1

致中的
‘
告避性

”三字位放入方括子內,因力正如特別報告只指出的 (同 上,年 2° 段),委 兵舍的

銬梵是按青捶研究報告位垓包括匡崁性每取.牛 1致 °>項 中的
‘
有失

’
的形容甸沒有必要 ,‘姐

玖的規則
〞
的表送合叉与 1986年堆也幼公的一帶.Ⅲ #垓措洞有助手保近用活的一致性.夫子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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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 (e)項 中的
“
球道回

”
的定〤,特 別報告真不妨考忠也提到回沶姐軹取貝因公差或公分坊 1.●

的國家 .

34.第 2茶革棄第 3款 的規定,即 各國或曰哧免軹可能同志社本荼款道用于第 1款所指口隊

姐扒以外的回隊組軹,不 大可能故多數回家接受 .

Bs.米 子田吥無無法人資格鬥趣,他 同志特別報告貝在兩介革狂的茶飲中分別燕理達一主趣 .

他可以接受第 5奈草案規定的原則,回 隊姐球根括日內法享有的法人資格保在回京領土主板的范

田丙起作用,因 力班在 已短公放普遊性組扒根指日內法的确享有法人資格.同 祥,他也愿接受第 6

茶車來用途的原Jll,即 回狋姐玖坤錯茶玓的能力位避照垓羾扒的規則和回沶法.lg86年堆也幼公

的已銓村速一能力作了界定 .

Sc.茶 款車來第二部分未村口隊姐玖的回妳資格做任何界定,也 及有一一列出由此戶生的法

律板力°在孩領域 ,冬 管普遍承放日防姐扒是回跡法的主体 ,但在理淹和共隊上均仍未有任何豬淹.

特別報告貝避免了垓同題有爭快的方面,道 是明宿的.然而,特別報告貝也并位垓努力查明回家在

它們与回吥疑軹的夫系中普遍接受的回酥一致的某些其他具体法律杈力.達 种板力可以以才大名

6茶 的形式或以其他形式哉入孩草來.送些法律板力受到回哧姐班姐成文+所斌予的取叔的限制.

送是區而易凡的,位汏之介意〤上理解館 5茶 的
“
回隊姐銀位根括日防法享有法人資格

”
帥措洞.

S9.在 草案第三部分,回 哧鈕班在財戶、資金和資戶方面的特杈和豁免,特別報告貝采取夯其

赴理亦法,速是正确的,符合班代理站和共隊.報告正确地指出 <同 上,第 88段 )牡 玖的房舍不

受侵犯的特杈村子鈕軹正常工作至夫重要.然 而他不同意 (同 上 ,年 89段 )的 悲兄‘不受使犯的

原則源自下一事共,即 回家秩序屈下數的法律秩序 ,因 此不能要求屈上級的法律秩序的日所秩序服

仄或強制連行.用 道些措洞進行焊釋只能引起理梵上的爭淹 ,最 好用回吥妞軹的取能需要求解釋不

受侵犯性原Jl1.他 同志特別報告長的梵新,即
“
房舍不受便犯規定回京有〤分不供不犯某些行力而

且近虛秋板保#房 舍
”(同 上,方 1。5段 ).同 段逐指出孩原則得到萍多恩部協定的承放或被各回放

力一种〤夯.因 此,可 能需要在弗 8奈車來肘此作具你的規定 .

38.正 如特別報告長在報告 <同 上,好 1U7段 )所好樺的,牛 9荼革未提出的重要原則吸收了

瑛合回与美回之同和瑛合回教科文姐無与法口之同的意部協定的某些規定:肘特叔和豁免的分其

犬理亦法怔明垓奈放是正衲的,它 也提供了一种保妒措施,防 止盤用房舍不受仗犯的原則.它 也埔

放根括一殺回沶法,回 所組無不承快比中叔 .

Bg.他吋接受特別報告貝提出的茶放草未好 7至年l1茶 沒有田准.

4U.科〞馬先生吋弗5茶革未的規定,即
‘回沶鈕扒垃根括日隊法及共威只目的日內法字有法

人交格
”
表示怀康.達′規定意味若回隊姐軹根括商种法倖例皮均事有回隊法人女格,而 其豚上,

之里涉及到丙小車拙的鬥趣.如果任何日內法系否‵日沐銀扒具有法人資格,那 就可能合戶生何

趣。此外,措月含糊其坷可能早致破坏垓紊的規定.他希之特別報告貝要么肘尚待垥規定的焊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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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或在奈款中將送兩介鬥趣分幵.他逐想知道如何掰惆靠 5茶和第 6茶 草案,因 力前者提到日內

法而后者91l沒 有 .

41.此 外,特別被告貝在其好四次報告中戶林
“
如果力了公共使用目的而有必要,則 允并征用

⋯⋯,作 力豁免原則的例外
”(A/CN.4/424,錧 l12段 ).然 而,根告已絰清楚表明,痊 子回隊

組坎代表所有回家,水 道日不泣垓爪中族得姪洴利益或其他利益.按送一推理,根 据不公正地荻得

財它的原Jll,任何种染型的征用都是非法的,因 力口隊每銀的資戶屈于成長回.他 將攻迎特別報告

真玵送一魚作出坪站 .

上午 ll吋 2S分 散合°

第 2199次 合快

199U年 6月 2U日 星期三上午 1U吋琴 5分

主席ε史久有先生

出席 :巴 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巴小沃薛先生、
巴小澍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本努鈉先生、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阿 #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

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科〞巧先生、馬希島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

生、何菜先生、斯里尼瓦許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每庠納斯先生、塞普小堆送 .古欲

雷斯先生、索拉里 .四德拉先生、傷皿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回家和國隊姐扒同的夫系 <青 趣的弟二部分)(塞 )

(A/CN.4/4U1,I A/CN.4/424,3 A/CN.4/L.383和

Add. 1-3,. A/CN.4/L.443,G市 ,ST/LEG/17)

!接 裁子 ㄍ1986年 ⋯...年 盤9,好 二卷 (館 一部分).

3特
載干 ㄍ1989年⋯⋯年痊>,片 二卷 <方 一部分).

.特
載于 <19BS年 ...⋯ 年醬》,弗 二卷 <好 一部分)/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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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程項 目 B9

特別根告真的第四次報告 <生 )

第 1至 n智 q垚 )

1.馬 希島先生洗水本屆合快超 ,烡 真合位有天多的吋同用來申快本青厜和祭耳朵放草案.他

首先希望玵特別報告貝第四次報告 <A/CN.4/杉 4)友表一殺性的坪梵.他感甜特別報告真向委員

含提出了申洪和分析幸捶屎茶球草來的必需內容 ,但令人道憾的是 ,沒有或缺少可帶助丰6辯 淹及

特別報告貝工作本身的某些資料.同 時令人逮噁的是,在 報告油印文本中,腳 注沒有提及特別報告

長有 9f提到 的某些茶的奈款和司法我央,冬 甘特別報告貝在報告中的提法是何時的.秘 串赴編寫的

大于
“
朕合國、各青ㄇ机拘和國隊原子能机构有失其地位、特板及豁免慍例

”
的朴充研究報告 (A/

CN.4/L.3B3和 Add.1-3)确 共我有几段案〩,使得有可能了解特別報告貝引用的參考資料,但

是很堆查找這些發料 .

2.第 四次報告中提出了若干有益的淡想和結梵 ,達一報告在确地抓住了需要無理的各主要同

趣。例如,特別報告表提到回呀姐班成貝回平等原則的范田日趣 (A/CN.4/φ 4,第 28段 ),特 別

是在涉及堵如財努同趣送失領域吋的平等原則范田鬥趣°夫子垓段最后一句 ,領 土上沒有回隊坦班

思部的回家共防上恙金肚子比其他成貝回有利的地位 ,因 力它可以征收某些稅夯 ,特別是討回隊鈺

銀使用的物品征收同接稅〞財稅豁免不透用某些美型的稅收,包括消安稅.因 此,速祥的回家可汁

屈子其回良的,原 則上不享有某些豁免待遇的某些官貝征收薪金稅或工炎稅.送就需要訂立明确的

規定以來幼回家平等的相玵概念,要想尸格道用送种概念可能合是迂于褒染的.

3.給 予回隊鈕妖官真的特叔与豁免也是如此 <同 上,第 31段).在 遠方面,特別報告貝提到

把固狋姐軹的官長与外交人貝等同史理的方法.送种概念有助于村某些卒物的理解 ,但 同祥合妨得

正确地分析特板与豁免同題 .“ 等同肘待
”
究兌意味著什么?在 所涉的達丙美人之同是否有不同之

7?有何种不同?他希望就此作出澄清°

4.如 果根告原文援引了報告第的 段提到的司法裁決,說 明其某怀內容、范田和可能的解舞 ,

本來是合有所卬助的,特 別是意大利各法院立切相去吝近,就又位如此 ,分歧之史不依在子有失組

扒的特板和豁免的存在、范田和尺度,而 且逐涉及到村子它的管格豁免的快研.另 外逐位考慮到其

他回家的判例 .

5.他村特別根告貝豬七中的某些其他現魚表示一定的怀疑,并且元法理好所有達些堵淹 ,也

帝是因力推理的錢奈不移清楚.根告方 32和 BS段肘夫子田沶姐扒播免的基珀和范田的一系列重

要向趣作了十分倚要的用途 ,特別是采用了与回家豁免相〺比的赤琺,又 強惆了在回防范田內仍然

‘
案文兄第 21符 次合洪,第 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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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困准.玵 此他指出,特別根告真放力 ,“各項公幼⋯⋯或也并是刁檢法
”
給予了

“
回哧姐取

作力回隊法人”
的此英特板与豁免.除茶的之外特叔与豁免逐有任何其他法律來源喝?特別根告貝

小心兵兵地提到了刁恨法,但 村他 自已所考慮到的是什么印未加解秤.了 解一下達种可能性涉及何

种內容是令人感共趣的.

6.男 ′介 1.● 趣涉及回沶法人資格和由此而來的特杈与裕免.可狄确立之兩項內容之向的明确

失球推早出某些佑果 .但特別報告真在此又提出了一介公人有趣的同趣 ,而 沒有提出解決的亦法建

快.如 果提到回家央我 ,可 以看到至少有一項林定确立了達一天瑛,即 瑛合因秘+故 与瑞士球邦委

長舍之同締豬的 i9dS年 6球合回特板与豁免略吋安排》,’  共中幣′奈力♂

瑞士球邦委貝套承放秩合目的日所人格和法律行力能力.因 此,根括回狋法規則 ,在 垓鈺取未

表示同意的竹兄下不得在瑞士法院村其起拆 .

依照垓茶,管葀豁免是法人資格的錯果之一°但是,如 包括 Ch!is血 nDUminio色 在內的一些人

士坪淹指出,瑞 士在此之后締緒的思部怭定中并元此一荼放 .

7.另 外,按照根告簿 32和 S9段 的悅法,回 防鏗軹可以向各回
‘
要求

”
所需要的特板和豁免。

但是館 aS段 第一句与速一說法有些矛盾 ,因 力它提到了
‘
玲子的豁免

〞
.究 竟是向各回要求特板与

豁免逐是由各國蛤子特杈与豁免呢?需要弄清楚仄達兩种悅法得出的緒淹 .

8.第 S2段 和寫 BS段特別友人深省,引 起了另′瓨坪淹悲北.將 回酥鏟奴与回家相比較是必

然的,也 是垥人以肩友的,但 是必頦作到快明侍況的相似和不同之赴,注 意到其中一美与另一失相

比較時具体竹兄的特魚.特別根告貝快力,蛤 子田隊姐玖的豁免持含大于承快國家具有的豁免,因

力現在有一种限制回家享有豁免的趙向,原 因是可以放力回家代表若自私的利益,而 回哧姐班Jll不

同,它 的目的被視力先戶得多.他肘于特別根告真的錯淹和解群表示怀疑.首先 ,現在只有少數目

象螢成限制回家的豁免.所 以,必須垥送种錯捨降低琱子.其次,按理悅日沶姐軹的地肘豁免是与

其宗旨相朕系的,達种宗旨是若干國家及有時甚至是所有回京的共同宗旨,各 回已鞚不再不加保留

地接受速种地玵豁免理稔 ,因 力普遍性的曰隊扭玖有時具有部ㄇ性、取能性和寺ㄇ性很強的利益 ,

很9E將其与回家豁免相比技 :后 ′种利益冬管可能村一日而言是特殊的,但夫系到一今日象集田目

前和未來在政治、銍漆、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生活.所 以,很堆理解怎祥才能力了減少回家享有的豁

免而限制回家追求的目林,而 同時力了加強回怀姐玖与日京相比之下的拾免延伸祝念而伊犬田穌

組玖的目拆 .

9.特別報告長村子回唪姐玖或卄甚至是回隊法和回怀秩序持有的挂介我似有理的看法如果枝

些作是界定特杈和裕免的出皮魚就舍引起各种鬥翅.馬 希馬先生所特別有所指的是根告好 89段最

后一句,‘

一

共是,囝 京的仄屈性的法律秩序不能要求回酥的技商數法律秩序有所服放,或肘遠种

‘
瑛合回,ㄍ荼的集》,館 1卷 ,弗 163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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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高級秩序施加王力,必 須仄速一

一

共中找到根括竹 即使特別報告長在送里遮慎地使用了
‘
必

須
”
一洞 ,速仍然体班出了一种田怀法概念.究 it回 隊法的一元淹概念可否作力佛來工作和起草茶

故草案的基拙仍是介鬥趣 ,因 力有洋多回家可能扶力 ,在 回怀法律秩序和日內法律秩序之向作等數

之分是不可接受的.因 此他提甘注意在某些提法上需要進快洪

一

,達 失提法有可能只不遊是特別根

告真的氅長,而 不是已作出的堵淹,如 果送是竿淹的括,肯 定合引起一切井拾 .

1。.可 能引起爭淹的另一介例子是回隊生扒享有
“
乾村

”豁免的1.9趣 (A/CN.4u加 ,好 8°

段).送也并又是一种悅逮了共的活,它 把口隊銀玖与其成長回1.● 的天系的特殊竹兄些作普遍現象

了.但是,“免玵’二字大迂分了,可能舍被用來什村算三回,引 起肘好三目的特板与豁免范目的

更力欠染的同趣.

n.他放力,由 子所考慮到的送些 .9題 ,冬 甘特別報告貝的若四次報告我有了解 1.9題 內容所必

需的全部背景材料,但 仍需作出某些澄清。

】2.至 于已篷升始使青趣成形的茶數車來,他悅,恙体上他同意特別報告長的加法.他希望了

解的是,是 否位垓立刻就速定有失用活的第 1紊 (車 案)的 內容,逐是需要等到寺趣研究的退一險

段,在 次明有待确定的所有抗念之前再快定這些內容°他所考慮到的具体同題是回防鈺銀的所在

地、財戶和人真鬥題.奈 款中是否位我有所有達些概念的定〤?

】3.夫 于寫 2奈車棄;垓 車來的范田是否垃仗限子普遍性的回隊鈕球?透是位將其才及子匡垓

性＿¢E躲 ?与 特別報告貝一祥 ,他扶力在升始吋最好仗按照前者赴理向題,晚些時候再決定茶放可在

何种程度上進用于范田裝力有限的姐軹 .

∥.究 竟位將第 5茶草案限子 <a)、 (b)和 <e)項 ,逐 是根括回沶社舍的友展劫忞加上
“
特

別是
”

的字梓?

15他考慮是否泣些說明,提及財戶、發金和所在地的館 7奈和第 8荼草案仗指回哧姐象行使

公芬而言,因 力目前仗在館 8奈館 1放 中夫于所在地的內容里提到了送一志,在 夫于定〤的茶款中

7理送一日題是否套更好?另 外,是否位寺用′荼茶致梵及管格豁免,或是否在另一茶中炎理執行

豁免同題?因 力即使某一口沶姐玖放井了甘格裕免,也 并不慮味著同時放井執行豁免 .

16.第 1U荼草案特別是其中(b)項 的措泀也并位加中快和改造.如果一↑回酥姐班女在併市

不可兌換的回家內,它 是否能將‘脊金’持力些地什市?<b)項看來并未解決#种 鬥題.“ )項可

能套引起的1.9趣 多子它所解決的1.● 厜,似 乎希澄清其中的措詞°例如 .‘道普注意任何交涉1.9題
”
一

活是什么意思?它 玲有失各些═方帶來何种〤夯?

17.斯里尼瓦≠ .拉其先生現,他 同志特別報告真在其弟四次報告 ㄑA/CN.4/伐 4)中 所釆

取的亦法,垓 加法既明确又何沽.特別根告真的錯淹表明,垓寺題已鎰引起了大i理淹上的卅淹 ,

并持不新引起爭快 .

18.在 界定回吥繳班吋,特別報告貝正确地決定,夯 共的亦法是采用一种筒車定叉,耙定回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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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玖是政府同或回家同姐班.他逐正确地央定不列拳回沶姐班的各种美型°正如他所表明的那祥 ,

分共不依不可能,而且杕委貝合的法律角度未看也是不相千的,特別是在特採与豁免方面°

19.因 此特別報告貝將回呠姐豕取能要求原則作力其特叔与豁免的基珀.速 一亦法的好比是

避免了若假庭此种特叔与豁免直接源手法律人格而可能引起的萍多1.9題 .特別報告真逐城 ,力 慎重

起凡 ,任何大于特板与裕免的來文都庄仗找有一些′殺茶數 ,可 根括每一共体竹兄的特性予以+h克

或修訂,以 便滿足有夫姐玖的取能希要 .

2U.特別根告貝在分析中隊途了人們普遊接受的几介其他的基本原則‘回哧姐無不得濫用力

展行其公分取能而給予它們的特杈与豁免,除 非它●19放 井豁免,它 們不能被拆.即 使其放卉特叔而

被拆,如 不戶明放井執行措施豁免,送种裕免就仍然有效,它●●必須沒立程序,用 以解央爭端,活

如仲裁、咨曲意兀或行政法院,其房地不受侵犯,因 此球道回不依必須力行克制不達入其房地,而

且透必須予以保芋 ,使其不受任何可能彩呴遠些鈕軹行使取能的外來妨得 :此 种房地不得威力政法

躲連本道回依法造行逮捕老、力引波而被通緝者或斌田逃避司法拆忪者之連雅所°

21.但 是,村送些原則需作兩蕉好挖.特別報告貝在報告 <同 上,館 112段 )中 提到豁免原則

的一今例外 ,即 次力力了公共利益必須迸行征用的竹兄.他不能肯定目前的理淹和其跩村此的接受

程度如何 ,并 衣迎肘此 1.● 趣加以澄清.牛 二,特別報告貝注意到 (同 上,第 115段 ),根据法律若

迷和回家慣例,曰 所姐取得自由持有和特移資金和蛩市.但送一特叔須服仄有失鈺珠的具体要求、

服放未道目的財政狀況,并爪而服洪球道回与有失疑取之同坤錯的忌部掰定的規定.在送′庶上 ,

特別根告貝也泣澄清其立場 .

22.他在淡到茶敖車菜吋悅,在 大于用潛的第 1奈 中,第 1φ)數 中
“
普遍性的

”
措泀可以

接受,但有一項涼解 ,即 如果委貝合決定在其研究中包括區域性或其他性辰的回隊銀取,則 將在定

〤中力其作出道些規定.館 1(b)盡 中
“
已确立的慍例

”
等字祥在一介定〤性秦放中似乎不必要.

此种憸例不晰交化并要由人去好群,因 此不能以規則形式田迷.第 I(c)放 中
“
世界性的

”
措坷

大模糊 ,可能引起混潛.成 迸一步考慮
‘
苦避性的

”
和

‘
世界性的

”
之同的匹別 .方 2放 的但中垃

子刪除,因 其未增添任何來西,并可能造成村奈欺年來范田的怀其 .

23.館 2奈車未杓思巧妙,然而鉻 1致 中
“
接受本茶放的

’
等措詞可子Ⅲ除,因 力所途之

一

不

言自明.

2●.第 3茶草案十分何短,但卸↑不住 :悅達些奈放不妨磚回隊班無的規則即暗指垓姐班完全

不受基本原則釣束,但 正如人(1● 所凡 ,送些原則志是厭汏于其取能希要°因此垓茶位垓重新起草.

在送方面,他 完全同志托格沙特先生的悲凡 <姑 2176次舍洪>,快 力送些茶缺的措田和悅明位些更

加明确,不 攸要反映、而且要墩i-班有作法上的缺F)g.

2S.弗 7奈和館 8荼車案可以接受,牛 7奈年來年二句可根括巴哈的先生的走快 (同 上,第 28

段)重 新起草.第 9茶車床也可以接受.但 提到現行罪行部分希作一庶措詞改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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筎.夫子有失金融和財政豁免的第 lU紊車夫,必須圮住,在達一致上,回 隊姐玖和水道日之

1.● 的夫系也受恩部林定制的,位 些提到達一魚.而 且,如 海斯先生曾走洪的那洋 (第 21布 次含

快),“ )項垃具体說明每′曰沶姐班必須造些考慮各回与其交涉的竹現,不 依考慮未來公的的任

何締的回,而且考慮來道回或任何因資金、女金或貸市的持移而与其友生夫系的任何回家所作交

涉,元 淹之些口宗是否力垓姐扒成長回.

η.錧 11茶草案似乎沒有增加多少來西,但在共前面各奈确定之前不能就垓券作出決定 .

2B.技后 ,他悅他不能肯定委真舍現在所做工作有任何用爽.是 否共有必要似打一些重交林准

紊的規定的茶欺車宋而不肘其洋幻田迷?大舍垃咳考慮遊送一1.9題 .但 是,若特別報告貝新定夫子

送′主趣的班行法律不能予以改造 ,他完全有叔特送一竹兄告拆委真合.委 長合又可以用一切庄有

的#重 和快重念度向大舍提出走快.但 是,在作出任何此种錯治之前,仍 然逐有大丑工作要做,有

很卡的路要走,然 后才能決定雜撲送一工作沒有任何意〤。

29 帕夫拉克先生就特別報告真明晰而又何洁的第四次根告 (A/CN4/位 4)向 他表示祝女,

速份重要文件解答了本委長舍和大合第六委員金內就本令趣辯淹時提出的一些同題.他完全支持

特別根告貝夫子特叔与豁免位垓反映日哧姐軹取能要求達一拆准。

3U.在 坪七秦款車來之前,他先作丙紊一殺性坪捨.第 一,由 子田隊姐軹在回吥夫系中正在友

揮 日益重大的作用 ,回 隊社合正村本委員舍本令趣研究取得的迸展表示出兵大的米趣 .因 此,力 了

不幸久送些期望,委 貝套必須冬快完成送些奈歉車未.弊 二,委 貝舍不能限子交迷我于各的和林定

中的現有規則 ,它 逐必須考慮到司法志凡和判決以及回家共跩 .其主要夫心的同題必須是似汀可使

固哧姐玖适些履行其姐軹文中指定的取能的奈放.在遠方面,他 同意特別根告貝的銬茫 (同 上,方

14段 ),放 力發表合位鍖臻采取它在其他車案 (如茶的法)的討淹中曾采用迪的夯央的方法.但是 ,

位曾牢記,有 些回家、特別是球道口不安威回隊姐班豁免的任何增加.因 此必須在速些回家的利益

南田阡姐取本身的利益之同央現一和平衡 .

B1.淡到提快的奈放,他悅他理解第 1絭 車來錧 1●)放 中的
“
普遍性的

”
一田是指一介回

豚姐玖是全球性的并向所有回京升放.若 如此,則 位在坪注中予以好碎.錧 1“)放 中的
‘
美

似
”

一祠既模糊X多 余,因力其所指內容不汁楚,及好持其用除.垓項中的
“
女任

”
和

‘
wUI-ld-

w︳de” 成分別代之以
“
取能

”
和

‘
g1.ba1” .而且.常 1奈 中所列用悟并非洋冬,也位列入其他一些

定〤.

B2.失 于#2荼車來,他支持巴哈幼先生的提快 <年 2176次舍快),Ⅲ 除牛 1效 中
‘
接受本森

放的
”
等字洋.他逐杯疑年 2放是否其有必要:沒有必要在奈放車宋中确放回隊法規則是道用好.

33.委 炅合一些委貝肘第 3奈車未表示的保留完全可以理好.奈扶車未將不自助生效,而是在

各回參加了達些茶歉吋方能生效,送 些回京將央定回怀牲取的規則.送一同題希要迸一步中快.

34.他 村第4奈草案沒有意凡.但是年 5荼革宋位重新措甸,以便反映曰隊法优先干日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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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洋悅
“
口所姐取位享有法律人格

’,刪 除任何提及回吥法或口內法之赴就是姼了.在 達方面,他

支持托移沙特先生的提快 <同 上),合 并弟 5和 好 6荼 ,達兩各都涉及口所姐奴作力法律主体的能

力日題 .

SS.夫子弟 ?奈車集,他扶力拉用
“
管培

’承代
‘
各种形式的法律拆忪

”,并位洋如說明日酥

組球事有何神民︴或行政管培豁免.特別技告真在根告 (A/CN.4/424,方 翠 -BS段和 57-S9

段>中 淡到速一十分重要的鬥捶,但 其錯淹不很清楚,也未反映在茶數之中.如 巴哈鋪先生所建快 ,

奈款或#也垃垓涉及放卉扺行豁免的同題 .

36.弟 8紊草案孺作一些文字改功,尤其是第 3致 ,但道些工作可留給起革委貝金.第 9奈車

床弓〡起几今同趣 ,其 范田仗限子組玖的
‘
思部

”,可 以才大及子其
“
亦

一

7” 或一殺
“
房地

”
.根 告

封淹了遠一同趣 (同 上,館 1U7段 ),但得出的銬淹在提快的來文中未得到克分反映 .

37.弗 1U荼 草案沒有引起任何犬鬥趣,但其确央引起一介有夫金融ㄓ芬的地肘叔利同題.人

們理解各回可能、或必須盟怪回隊組銀根捃其姐扒文串放�的金磁╨夯.若 館 l。 奈提及之些文串 ,

遠一魚特合更清楚 .

38.第 11茶 草案是一介有用的奈款,但位予以修訂°第六委貝合有人肘
“
所玲子板利的范田

仍可依据有失銀象的取能需要加以限制
”
達一保留茶款感到吃掠.這 些措詞給人的印象是,提快的

共同制度并非完全基手那些取能要求 .

39.塞 普你籬送 .古缺雷斯先生悅 ,他 很感共趣地岡壞了特別報告真玵垓寺題所作的十分精确

和 i羊 如的弟四次根告 (A/CN.4/424).孩報告是大土工作的錯果 ,由 于它以板其夯共的方式考慮

到曰吥生活的現央,因 而特別有說服力.提交的H茶茶款車來力甘梵送一等題提供了一今良好基

地 ,拉 力此祝女特別根告貝.

∞.他在,’x到 委員合有些委真杯其一份新文+是 否有用的向趣時悅 ,他 忕力垓草案滿足了一种

特別的需要°回昹社合通述大合明确表示希望力回京和回隊姐軹同夫系似汀一种制度 .而且,在 舞

有茶的和思部掰定中有一些缺陷,不 吋引起爭快.似 汀中的草案是村回萍法的逐漸友展和弟求的′

介交散,造就足以悅明垃孩狄︴此項工作,元淹走一貢球多么做不足道 .

41.年 1茶車來好1數 中村
‘
曰狋組扒

’
一詞的定火三不理想,但在目前可以接受,元淹如何 ,

爪報告 (同 上,節 ●2-●B段 )中 可清楚看 出雅以找到一介帝璃的定〤.而且,垓奈弟 l“ )放最

后部分用了
‘
任何尖似疑取

”
一切 ,送部分垃重新拙汀 ,“w°rld-widech日 raC6e【

’
等洞位予以定〤 .

‥
特別報告貝也萍能接找出更恰普的措田 .

●2.第 3荼車未可以更加明确,而且
‘
不妨矷

”
逮失月有一种不好的內函,垃 予替換 .

1S.錧 5奈草案需要更加明晰、更加精确 ,法奈涉及回隊法和日內法上的法律人格.好 6茶重

交了現有文中的茶款;是 多余的.

租.年 11奈 車來區得是在重欠其他茶放,如 方 4紊 .也 海垓奈可加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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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最后他汏力,送些茶數車來可以交蛤起草委員套.

46.卡 菜〞 .步 德里格斯先生悅,特 別根告真的第四次叔告 (A/CN.4/4Z4)怔 明他村自己

必須史理的送一辣手音趣完全熟悉.他按照委長合的廷位亡快地工作,但 正取得非常程板的穗步迸

展.因 此值得向他祝按.

研.他次力青趣的杯趣使人戶生長解 ,位 改力‘
‘
曰隊鈺玖及共官長的特叔和豁免

”
.但告題不

是委真舍自已逸的,而 是由犬合提交蛤委鼠套的.有 些音題技令人感共趣 ,因 力它●●激皮更大的越

造力.有 些,如 回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涉及法律文中的例汀.逐有些戶生了一些向捶.而送些1.9

趣不可能立即好決;但在回所法方面升辟了戶園的前景 ,之也道用于我害人爽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

案.在 其他一些同趣上 ,即他牢圮的夫子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嵌害性后果的回隊女任和

國家女任青趣上 ,不俱必須制訂法律文+9,而 且逐必須洋幻研究回哧法的基本概念.但就本青題而

言,不 需新的犬中,因 力已篷有了 19碼 年 ㄍ朕合回特叔及豁免公的》、夫子寺 1● 机杓和各思部的公

的以及其他掰快,而且如 1987年 初秘中炎編雩的夫子
“
耿合回、各告Π机杓和回哧原子能机构有

失其地位、特叔及豁免慣例
”
的+-充研究報告 (A/CN.4/L.SB3和 Add.l-3)所 表明的,在放

行中沒有戶生任何鬥趣 ,送不是解決祝念同趣的

一

什,而 是故行綈來任夯的鬥趣 ,而且地摔是不新

重交的任夯 .回 隊組取普然不合接受〺班有文+玲 予它●●的特杈和裕免加以限制 ,而各回Jll不 合接

受將送些特板和豁免才大.因 此陷入了任局,不 管委貝合和特別根告真的工作如何有效,其 价值只

能是十分有限的.夫子牛l° 荼車未所作的坪梵很清楚地說明了送一魚°發長合有些委貝批坪了孩

奈使用的措洞,但特別根告貝完全重欠了 ㄍ球合回特叔及豁免公-.9》 的相位規定 (第 二茶,5和 6

市),因 力垓公的仍有效,而且不可能修改.因 此在申快奈放軍來吋必須牢圮,已 生效的文+使特

別報告貝和委真舍几乎沒有回旋余地 .

●S.第 7朱草案的竹兄就是如此,垓茶的范田碰巧大于車來方三部分 (財戶、資金和資戶>杯

題所表示的范田,而 牛 7奈是第三部分的第一茶.在 英文來文中,使用
‘
管培豁免

”
一同似乎不元

道理,︴ 央上送是夫子回家及其財戶的管幣豁免的奈放車未所使用的詞活,但 由于現有的奈的.英

文案犬中的送美地方必顏使用
‘
法伴拆松形式

”
的詞悟.但西班牙悟和法活沒有速一1.9題 .

m.此外,在 其辰方面.日 然好 7奈表明了必顏持送的唃切意思,但特別根告民〺豁免理由的

分析堆以令人信厭 (A/CN.●/424,牛 翠 -BS段 ).生取成長田同的平等原則,錚 子特枚及豁免

是合理的 <同 上,好 琳 段),他肘此感到怀兵.他也不亡既然日東有領土主根 ,也事受裕免,那 么

力什么由子沒有伍土主叔而垥回隊組豕以裕免是合理的.迓有,共 在不必如特別報告長那洋,按照

回狋缸班的姐威、活功目的以及取板肘它●●送行分榮,而 承終的錯淹卸是,沒有任何分榮能力協定

給予鈕軹何种范田的特叔和裕免提供一殺性林准.

5U.他能容易地接受特別根告真在報告#田 段中就特叔和豁免提出的三項原則.

51.夫子放井豁免叔利,特別報告貝重提現有法什是玵的 <同 〦,右 58段 ).他再次快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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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更改.在 達方面,回 隊鈺玖即使在商╨交易方面也不能放卉執行豁免,三 然報告 (同 上,靠 1l1

段)所 我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的建快令人感共趣 ,但不大可能被采幼.此 外,回 哧姐取享有的非常

ㄏ泛的豁免水未戶生世任何同腄°例如,琪合曰在其荃手的商╨合同中一般都包括可連免法院解決

爭端的仲裁恭款,因 此,甘 格豁免鬥趣共隊上狄未戶生述 .

S2.特別叔告貝逐正啪地以公有財戶不可剝李原則作力回昹鋸扒資戶不可佳功和不可剝率的

基地 .回 隊鏟扒的資戶不用于普通財戶法的范田,因 力它●1● 洪公法制度中得到好失 ,根括公法制度 ,

它r1● 免受特社或查封 .他介人次力豁免的范田大戶.因 力只有一生玖在行使公分取能吋使用的9Il戶

才位受到保伊 ,沒有理由將与達些取芬元失的資戶仄垓姐取的任何可能的仗族人赴撤走.但 在遠方

面委貝舍也受現有法律的的束 .

m.至于回哧姐班房地的不可便犯性,特 別報告貝悅 (同 上,第 89段 ),速共酥上和外交信舍

的不可侵犯性是一致的,而他9(l宇愿持共与領傍偉舍的不可侵犯性相比,但根括 19“ 年 《維也納

領事夫系公的》,不 可侵犯原則限子
“
領倌信舍中等供領信工作之用之部分

”ㄑ第 31茶 ,第 2段 ).

按照第 8荼 ,豁免限子回怀羾扒
“
完全用于履行其公分取能

”
的房地。

54.夫 子弟 1U茶車床,他 同意一些委真的意兄,他●●水力在財戶同趣上玲子回吥組軹的特叔

大ㄏ泛.但送也是現有法律。

SS.特別根告貝將委長合帶上正軌 :即 使達工作在學氓方面并元敬劫人心之爽 ,委 員合仍有叉

夯完成其任夯 .

S6.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他 感謝特別報告真力促迸各目的怭商一致,在 牛四次報告 (A/CN.

4/424)中 努力肘委貝合和大金第六委貝合提出的建快作了答欠.

57.其 酥(i況 是,有 夫特叔和豁免的協快及具你的患部林定已玵茶欺草案所包括的犬多數鬥

題作了規定。因此,鬥 趣不在子弟年只作力刁慣法存在的規則,而 在子确定荼款革來和生效中的紊

的法之同存在的大系.在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送的外交郎袋的茶欺車素方面戶生了爽似的

1.● 趣.但他放力,涉 及送一夫系阿越的奈敜位在整介奈致車來的什況技力明朗吋放在環后.即 使他

快力位哲吋持革來限于具有普遍性的回隊鈕玖,他女弦特別報告長按照送种方針起草方 1至 館 6

茶 .但是速些規則的垿求特元疑有助手确定和坩強回狋姐班作力回隊法主你的地位 ,肘 尚未建立的

盟玖也犬有粹益.

58.在 車未全文提交上來后 ,安 真合肯定必無重新中快夫子用吾的第 1奈恭效 ,但 它班在必顏

同志不陷入夫子一敬性定〤的苧未爭捨,而垃俠收于好#“ 回狋姐球
”
是指普遮性的政府同每豕送

一任簽.但 館 1放 .項 中
“
其姐軹成貝和女任均具有全球性辰

’
的甸活并不有助于十分恰曾地界定

送一普適性.他牧安成堵如
‘
旨在有全世界加入的

’
等技帝确的悟田 ,因 力一介回隊鈺妖其正其班

全世界加入可能要絟逮很挨的吋同.

Sg.他和委貝合其他成其一洋技螢成明确區分回沶法下日隊疑扒的法律人格和成真回日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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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回酥姐奴的法律人格 ,前者包括坤的并享有某些特板和裕免的能力.他汏力,第 S朱車來位限千

組象的回酥人格 ,或者逐泣限于鏤伊与各回和其他回吥班軹的正式夫系.然后第 6荼 車未可以規定

回隊鈕玖在威貝回國內法下借以坤佑合同,9●9王財戶和提超法律拆松的法律人格°

6U.夫 子根括取能村回隊組銀送行可能的分共的吏快,他 同意特別報告真的意兄.遠 一立切表

明,回 隊姐妖并非是回酥法的原始主体 ,而 是爪它們的裝成文串,即 确定其取能和目的回家同茶的

中族得其回隊人格.夫 子口隊免軹特叔和裕免的法律根括 ,他 也同志特別報告長在遠方面必須匡別

雨介方面的意兄 :一方面是取能要求,根指疑扒走立的取能和目的确定 <同 上,年 η 段),另 一方

面是姐扒成長回之同的平等原則 (同 上,牛 2S段 ).速 兩令方面同群重要,因 力瞇若回哧缸班的建

立而戶生了新的曰隊法主体 ,仄 而迫使成真回承捏火芬 ,特 別是迫使赤道曰承袒#重 組取豁免板的

〤夯°普然,送并不等于回所姐軹沒有連守末道回法律規幸的〤夯.館 7茶革來如象 lg61年 ㄍ籬

也納外交米系公約》第 41奈 那拌規定速一ㄨ夯,它 可能合更加平衡°

61.決不泣淡想回隊組欽豁免的例外,除 非忠部協定明示規定,否 則不予接受°

銘.他和特別報告貝一祥快力,口 酥姐軹房地的不可便犯性不依指未道回必須不造行任何千

涉,而 且遂指它有〤夯使達失房地免受干城.如果能象 1961年 堆也幼公的弗 22紊那釋在第 8紊車

來中肘進一魚作出規定,他粹表示安弦.在達方面,他不同意特別報告真的現魚,即 必須在回泳法

必須被看作是敏有的法律秩序達一

一

共中尋找因防姐銀房地不可侵犯性的根括 <同 上;館 89段 ).

就他本人而言 ,他 守愿在各回主杈平等原則中找到達一基拙 ,因 力冬管回隊＿.1無 可能只在一介回家

淡立志部,但 也必須保怔各國主叔平等 .

63.第 11各 草案似乎多奈 ,因 力它7理 的1.9趣 已由第 4茶 車來作了規定.他和其他委真一祥

放力 ,第 4茶 <a)數 的措詞不完全令人清志.但他傾向于由委貝套將之一鬥趣哲吋抈里起來,等

車來全文提交給委貝含后再回避共來常洪 .

64.迪巫斯 .网 菸雷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在 答象科步巧先生 <第 2176次 合洪)要 求澄清第

5和 第 6荼 車采所涉的回隊每扒法律人格和能力 1.● 題以及征用 1.9趣 吋悅,夫 于其中年一介 .● 趣 ,他

想清犬家注意他在館二次扳告
1中

就此提出了兩項各進來文 .‘ 他按照委長舍大多數委兵和大舍弟

六委貝合代表傾向子各逸未文 B的 意愿.分別ㄇ逮了回隊生取的法律人格及共節約能力.夫 子回

內法下回穌組扒的法律能力,他甘科′耳先生全田 6耿合國完幸9年 一百冬四荼.垓奈規定軟合口

“
子每一金貝曰之領土內,位 字受于找行共取芬及造成其宗旨所必帝之法律行力能力

”
.爽 似的規定

也栽子 ㄍ敬科文班取鈕軹法9<錧 十二奈)、 瑞士和秩合回日內瓦亦

一

赴思部怭定 <19粥 年喵吋林

.《 193S年 ⋯⋯年盤》,館 二卷 (牛 一部分),簿 l】 Z-Ⅱ 3刀 ,文件 A/CN.4/391和 Add.l,

第 7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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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 1茶 )和 政篷共同体茶的 〈館 21l茶 )等 其他協洪.19茄 年他提交垥大令的第二次根告也

洋如淹途了達一1.● 題 .’

“.夫子征用,科 步馬先生在達一同趣上放力蚌四次報告 ㄑA/CN.4/φ4)不移明确,央 哧

上′般氓力曰哧鈺取的財戶以公共利益力根括才能予以征用.此爽征用具有力政府机杓的利益刺

卒姐你的財戶的后呆.送 ′緒果是不能接受的,首 先因力回隊象扒的板利不可能比未道曰少,其 次

因力它至少享有与孩回同等的板利.竹 兄很明昆;与 回隊鈺班相比,成 長回在杈限方面似乎走子次

等地位,而
“
次等

’机构不可能比γ南等
’机椈抈有又大的板利.在并多法律制度中,夫 子回豚姐

無不和戶的例皮是彷照适用于公共財戶的例反而來的,正 因力后者根括日內法被次力不可剝李而

免受任何可能的征用,因 此回隊盥玖的不劫戶不受征用.首 先,不能恁田回哧姐班,因 力它●●是法

人,而且逐因力它們与回家的特殊夫系阻止后者村它●(● 采取任何种榮的強制措施.恙 之,正 如公共

財戶根括國內法不可剝李一祥,根括回隊法公共財戶也不可副李.

中午 12吋 1U分 散套,以 便長期工作卄划工作鈕幵合。

弗 Zl9B次 舍快

出席 :巴 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巴本沃薛先生、巴水榭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本努納先生、卡某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网 #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

格宙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

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 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先 生、÷庫鈉斯先生、塞普小堆送 .古 扶

雷斯先生、索拉里 .田德拉先生、嗧皿姆先生、托格汐特先生.

回家和國酥缸扒同的失系 (音捶的館二部分)(生 )

(A/CN. 4/4U】 ,v A/CN. 4/424,︳  A/CN. 4/L. 383

同上,第 1。7更起各英,弗 31-73段 .

持栽子 ㄍ19“ 年⋯⋯年盤》,錧 二卷 (第
一部分).

特哉子 ㄍ1989年 ⋯...年 盤》,名 二卷 <好 一部分).

主席:史 久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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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dd. 】-3,‘  A/CN. 4/L. 443,G市 ,ST/LEG/17)

〔破程項 目 S9

特別推告真的館四次報告 (坎 )

弗 1至 l1茶. (生
)

1.小 未曾先生城,他 的通常做法是避免与委真合其他安貝的皮言重欠,盤于有許多可行的現

行文串有助手解決球道回和回隊組出之同有失送些鈕玖的地位、法人資格或特叔与豁免等1.9題 ,有

些委真村研究本寺趣是否有用或是否迫切帝要表示了戶重的怀良 ,他也肘此有尸重的+r.疑 .他特別

想到 1g.c年 <獄合國特叔及豁免公的》,19奸 年 <各令ㄇ机构特杈和豁免公的》以及水道因和有

美國防＿.E取 之同筌汀的各种恙部跡定.但 是 ,他 同志由于大金已絟授板,奏 貝合除完成夫子垓寺題

的工作外別元逸掙 .

2.另 一介一般意兄涉及回防姐扒的特叔与豁免同題,在遠一蕉上他同意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四

次根告中所表迷的意兄 ,“—— 取能要求必須是主要林准之一一一用以确定垥子一↑特定姐玖的特

板与豁免的范田
”<A/CN.4/4a,第 27段 ).

3.至 于有失用吾的第 1券 草案,他希望能村第 1伍)款 中
“
因昹姐象

”
一洞以及第 】<.)

(一 )款 中的
“
亦事爽

”
一同作些澄清,冬 管這些未活曾用在 19石 年堆也幼 <夫子回家在其9f普 遍

性曰隊姐軹失系上的代表板公的>之 中.需要澄清是因力本車案涉及的回隊姐無比 1975年 堆也幼

公的所包括的姐軹在性辰上很不相同.例 如,節 5恭草案親定

一

日隊紅玖
”
在水道回和成天日中具

有叔利能力.好 8奈草案規定
“
回沶姐軹

”
房舍不受使犯.因 此達一表送的具体涵〤是什么,“普

遍性回哧姐扒
”
送一表送的涵〤又是什么 ?它 f● 是否仗打弊包括那些具有狂立的法人資格或有能

力締坫回隊捇定的那些回隊姐球?之介鬥趣的出現与朕合回有失 :即是否只有球合國才能被描途力

普避性回怀組豕,或是否某些附屈机指也能移被次力是普通性回隊姐玖,如 升友甘划署和堆民寺貝

亦︴炎,或者如皿大努社舍送洋的机杓,后 者包括一些在皿洲和近本地區以外的回家?

4.逐有,年 1茶車瑋第 1●)<一 )日 中的
‘
亦

一

7’ 一洞涵火力何?它是仗仗指垓組玖的

忠部或是也包括附屈机杓的萍

一

爽,特別是在蚨合目的竹兄下,是 否也包括喵吋性亦卒炎?例 如他

想到9E民寺貝亦

一

其次

一

仇尤放洴活助的外地亦

一

無和瑛合國堆持和平部臥的軍

一

行功.特別扳

告貝似乎打年分別肘待各爽不同的姐努,在有失取能希要的基地上珞予它們特叔与裕免.

5.弟 8荼革瑋夫于房舍坏受俠犯也出班爽似同題 .‘房舍
”
一同是供俠包括垓姐軹的忠部或者

也包括其他的
“
赤

一

走
’
?第 8茶可能被解帑力允并蛤子球合回笨軹所持有的不同美型亦卒她的房

’
持我子 ㄍ1985年 ⋯..:年 整》,井 二卷 (第 一部分)/Add.1.

‘
宋文兀第 21%次合洪,牛 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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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以不同的特杈与豁免.之引起并多共隊鬥趣 ,他希望特別報告貝就此提供更多資料,因 力他沒有

時同研究可能村此有所解發的萍多恩部怭定 .

6.夫 子其他茶放 ,在 目前險段他仗希望提出一介由好】°荼草案所引起的同越.孩 茶手言茶放

悅 :“在不受任何管制、植查、規定和哲仔期的限制的茶件下
”,隨后就是 (a)款 的規定

‘
回所生

玖可持有資金、女金或任何种失熒市并升立任何女市的銀行牧戶
”
.其后是第 (b)款 夫于自由持移

資金的挑定,允杆口隊姐班自由地
‘
將它●●特有的任何女市兌換成任何其他熒市

’.速 些規定特使

回哧組扒在來道回不受任何外江管制.他不如弗 l° 奈的來文是否基子并多患部你定中的某些杯准

茶放 ,但 是如此ㄏ泛地免除水道目的外江甘制一定舍造成一些共酥同腄 .因 此他攻迎特別報告貝在

兵体無理秩合回和音ㄇ机杓的1.9趣 上有所指早和肩災 .

?.各庠幼斯先生悅 ,根指第三次報告 (A/CN.4/4U1,好 31段 )中 的初步鄉要,特 別報告

貝淡到共有失回隊姐球的特板与豁免的幣四次報告 <A/CN.4/φ 4).然后,特 別報告貝特大理官

兵的特杈与豁免鬥題 .以 及力回怀舉銀
“
我行任芬的青宗以及与孩姐班造行公分的人貝′的特板与

豁免鬥趣 .央 唪上,力 蚨合國執行任夯的寺家的泀趣是口酥法院最近子 1989年 l2月 15日 提出的

一奈咨掏意兄的主題 .‘

8.由 于其友展迅速、形式多祥 ,回 隊姐玖的特叔与豁免鬥趣是整介委長合特別感共趣的一介

同題.在 回所姐玖与其成長目的大系上,及 共青非成炅目的夫系上不可避免地出班了并多法律鬥

越 .在 本寺題中,委 貝舍未被要求就理淹 1.● 趣送行甘淹 ,也未被要求坑一目前卄多現行文中中所哉

的挑Jll° 后一任夯沒有什么用炎,委 炅合成孩努力找出口沶組軹法中的那些需要寺家中查的要素.

些政府和國防繳珠的代表半行含淡以便甘淹和筌署一項思部捇定時,來 方都知道它●●想要什么 .

委真合的立切Jll大 不一祥.委 員合位垓煤求分析迂去凡十年在曰吥姐軹的特板与豁免恂題上出現

的真正鬥題,以便建快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法.

9.他完全焚同特別報告長名三次報告 <A/CN.4/4U1,館 29段 )中 的志凡,特別報告真的

意凡特別重視恩部杯定.91同 一魟取來悅,有 時候有好几代怭定,其 締錯是力了解決現共中出現的

其隊1.● 趣 .就城合回而言,可 以現有三代柲定‘方一代是鈕的和 日內瓦,右 二代是內〞半,好 三代

是堆也蚋 .

1U.五 然可以說村朕合因而言各种

一

竹逗特瓶利,但一些其他的政府同姐扒卸遇到困9g,甚 至

銓ㄞ了尸重的危机 .例 如,大 的四年以前,曰 沶儲理

一

合用冬了估各金,不得不哲仔坡坤備存活功 ,

因此出現了大ii的 法#1.9娷 ,冬 管在方六次日隊協林定中存在一介夫子特叔与豁免的茶放 ,冬管在

lg92年垓理═合与敢合王回之同筌汀的思部林定中肘此也有洋鈤規定.垓理●.舍 与其佼杈人之同

的令瑞提上了球合王目的日內法庭,垓 坦扒援引裕免.法 院也淡到成長回板利的范田鬥題.上拆法

J 6駁
合回特杈及豁免公的》第六茶幣 22放 的道用性,(1SB9年 回隊法院裁決集》,第 l?7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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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做的ㄏ泛決定值得送行透仞的申金.他提清委貝●●注意兩介要素.第 一,法 官根本不注意刁慣

回穌規Jll賦 子回所銀銀以管培豁免達一概念i第 二,他們似乎沒有考慮回呠法委鼠金以前的工作.

H.特別報告長在其館四次報告中有失回隊鈕軹竹括豁免的基砧—

—

即取能要求 (A/cN.4/

424,館 鈕 及以下各段)的 意見令人感共趣,但 是人n● 不位低估一和正在逐漸出現的趙勢,即 地肘

回家竹格豁免理淹正在衰落.走′庶反映在特別根告貝援引有失秩合回槓例摘要的一段括中 <同

上,第 61段 ),垓摘要我子秘中赴弟專的夫于
‘
秩合回、各青Π机杓和回跡原子能机杓有失其地位、

特叔与豁免慣例
”
的朴充研究根告 (A/CN.4/L.383和 Add.1-3)中 .特別被告貝打井避免一

殺化,他也引用了芳i姐 玖、技衣鈺象、欠米升皮復行和另一些姐無力例 (A/CN.4/424,方 ∞

段起各段),孩 報告夫子回隊缸軹的財戶和房舍不容仗犯的幸市采取了一种一敘的亦法,大体反映

了現有狀況 .

12.第 】至第 4茶草案表現了其一种一致性,錧 1奈套用了夫子田哧組象鬥趣的洋多編來性

公的中的措洞.例 如,弟 1仙 )飲 中的
“
其已确立的怔例

”
沿用了 1986年 t夫于回家和國隊鈺妖

同或回阡組扒相互同荼的法的推也納公的)的 一介美似措洞 ,杋 已力人●●所接受.但是,第 2茶只

排了五而易凡的來西,使本奈致取決子各目的接受.至 于回呸姐班本身,不清楚是否也需要它f● 接

受遠些茶數 ,但 是委員合在遠些車來中的目的正是要加強其回怀法人資格 .第 2茶年 3款 的規定共

隊上是請其他國防組玖接受垓荼欺。好 3奈玵在本項工作完成之前不能鉹加以核央的情況作了預

卄 .

1j.美 手法律人格的草案館二部分,他 肘第 5茶提到回沶法是否恰些表示有些怀康 .

14.第 三部分的第 7茶草案套用了1946年 ㄍ蚨合回特叔及豁免公的》簿 2茶第 Z放 的措坷 .遜

有,牛 1U奔套用了第 2奈 第 5和 紫 6款 .無 然他安女特別根告真出手達快不應偏冉送祥′介如此

根本性的瑋文,但他卸注意到 1g碼 年公的仍然有效,委 員套并未技要求修汀垓公的.因 此他很狁

球肘此作出坪淹,他 砍迎村委貝合在遠方面的任夯作些澄清.

15.佩菜先生悅,作 力安貝含的一名新成長,他不能掩飾他村下列刁慣的吃掠,委 貝在討報告

作出常常是相些戶房的批坪之前要肘報告作一些達分的安切.特 別報告真的根告必然是出色的.委

長全面前的速份根告 (A/CN.4/● 24)也 不例外,他次力;坪捨共卓越之於不避是一些括塞之洞 .

他不愿志做一殺性的坪共品足 .

16.特別報告長几次提到需要玵送′1.9趣 采取一种
“
現共的

’
亦法,帝 要連免冗卡的理站甘拾 .

此活令人不安,因 力作力一介四沶法的教19和 央域者 ,他 介人快力理淹耿系其或可以便兩者互相增

益.幸好,特別報告貝并不恙是坐持他 自己确定的指早方針.有 時他樣求友展′紳理捻 ,例 如在考

慮曰隊姐軹的分美或在申查肘其适用的基本規則吋.送 些南趣位得放迎 ,三 然馬希与先生正确地悅

(幣 2177次 套快),特別報告具有時忽略了狄他 自已的理站中得出必要的皓淹 .

17.思 的看來,特別報告真里持回隊每銀一的取能理淹 ,根括送一理站,此 种鈕軹具有回隊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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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人格 ,但是,其法律能力力其姐扒文串中所規定的目杯所限制。因此,它 r● 具有力央班送些

目林所必孺的所有叔力,但供此而已.因 此,人●ln指 望在界定回隊銀銀的板力吋,特別報告貝能得

出次取能理淹出友合理地得出的堵淹.但 是,車 來第二部分館 5和 瑋 6茶 以及第三部分弗 ?荼及以

下各荼的規定出自現存未文并且主要透合放大的里豕.逐有 ,如 果按照取能理捨 ,回 隊鈺班的能力

不是象第 6茶 車來中所現根捃孩＿.E銀 的
‘
有失規則

”,而 是根括孩疑辦的宗旨,其一切必要杈力皆

原子此.也并走是一今起車同捶,但是銘 7‵ 牛 8和 好 1。 紊車瑋則不能遠祥悅,送 几茶采取了一

种十分ㄏ泛的萍法來炎理回隊姐豕所字有的豁免1.9延 .村 法律拆松的豁免被作力免肘豁免大理 ,除

非自嫕放卉,玵任何執行或強制措施不能放井豁免.

18.同 一原爽!進用于因隊姐班的房舍及其財政資戶的不可便犯.城儘,垠招第 1l奇 草案,豁

免可以限于
“
有失姐珠的取能需要

”,但送是一介与取能理站不符的先屈 自愿性的限制.出 子村其

主題的偏受,特別根告真几乎要給予回隊組銀以共隊主叔了.例 如,在 弗四次根告中,特別根告炅

安并地引用鈕的州最高法院在梅衣同題一來中美于瑛合回
‘
具有主叔地位

”
的裁決 (A/CN.〞妃4,

第 c2段 ).速 一魚完全不能令人接受:回 家有主根,但 口所生扒确共沒有.特別報告長在根告第 Bg

段中甚至定得更近 ,他 昱然建快回跡鈕銀屈子比回家更南一致的法律次序 ,因 而提出了一元淹与二

元淹的鬥趣°就他介人而言,他 按同下迷現魚,即 回酥姐奴不述是力其成長回以及力達些回家共同

追求的宗旨服夯的工具.力 此目的,它 們享有放大程度的法人女格 ,但是送并不等于主根-949年

回所法院著名的咨洶志兄就曾十分清楚地指明送
一

蕉..

19.他 的豬梵是,回 隊鈕玖的法人發格必須是球能性的,換句活悅 ,達必無完全是,而 且也供

伙是力了江明它●●力了央班其姐軹文串中規定的目的所必希的各种叔利是合理的.第 6和 第 ?荼

草案位做相位修改.至 于館 5奈 草案,他 同志委貝舍其他委貝的意凡,水力最好Ⅸ分根据回隊法所

享有的法律人格和根括日內法所享有的法律人格 .送丙爽法律人格及其后呆庄些分茶我迷.第 二,

根括球能理站 ,他不知道力什么牛 6奈 中所長到的唯一能力是締豬奈的的能力 .逐 位垓提到筌署合

同和荻得91戶 的能力、派迫使十的叔力以及放

一

法律拆恮、如仲裁拆松的能力.達些坪悟也道用于

年 7至 方 1U茶草案. 七元裝同,在有些方面帝要扶井或修改肘某些同捶的侍玩解決亦法.卡末

〞 .多 德里格斯先生令拼悅 (右 2177次合以),与 現有文+出 入苦大的紊致革來不大可能力人所接

受.肘 此他令人不完全同志,他求托格沙特先生 <幣 21符 次金快)一 洋人力,一介墩+-現 有空白

并烊決其隊同屈的前后一致的車未舍受到次迎 .

2U.若 回厤鈕軹掬有所有板利,達 些根利只龍由其明示放井加以限制 .則 他不知道由確未确定

.執行蚨合回取夯吋所受敬害的賠催,1949年 4月 l1日 的咨掏意凡 ,ㄍ lS●9年 回哧法院裁決

集),白自194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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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特定組扒的特板与豁免。之些組班本身很可能設法扱犬地才大其特叔与豁免,委 員合虛些提供

能移裙以解決此种 ,9趣 的程序,如 与曰哧行政法庭●●常全程序美似的
‘
具有的束力的咨洶意兄

”
.

21.大 于管格豁免的同娷,他袒心合出現尸重否定司法常判的竹兄,如果,如 其一口隊組無能

侈不將令瑞提交回家法院,而 又不存在有杈好決送一1.9趣 的回隊法庭的竹兄.正 如特別報告長所指

出,回 跡羾軹有時將由合同引起的爭端提交仲裁.最 犬但的解決亦法是女立一↑回阡法庭,或力具

有約束力的咨洶意兄制定程序.元松逸用何种亦法,必顏淡立某和形式的具有的東力的令瑞解決机

制。

22.弗 朗西斯先生提到卡菜男 .多德單格斯先生在先前合快上的友言,他悅,垓寺題錧一部分

不可能用其他亦法7理 ,因 力它涉及由日京和回隊姐狄之同夫系而引起的各种各祥的竹兄.至 于告

趣的蚌二部分,若起革委貝合在犬合同意之下將卡未〞 .步 德里格斯先生庭快的措詞 <牛 2199次

合洪,第 47段 )列 力孩寺趣的一部分,達′做法不連初衷 .

2B.淡到第四次報告 (A/CN.4/424>中 大︳的理站探討 ,他 次迎村回哧鈕軹的分析性赴理 ,

放力特別報告具有板在其報告中列入其快力道曾的任何主趣°但是 ,垃 垓避免拼大垓寺趣的范日,

否則各回可能不愿接受似定的任何公釣.些 妹,特 別報告貝的研究報告中位垓提到回家共跩中的重

大交化 .

2● .卡菜多 .′ 鏸皇格斯先生提到 199S年 《堆也幼夫子田束在其肘普邊性日隔＿.E妖 夫系上的

代表板公的》的范田.自 19石 年以來的 lS年 中,息 共有 2t回 批准了9×.公 的,在 197° 年代有 1?

因,19SU年 代有 7回——
—
今不大令人鼓舞的汜彔.況且,供有兩介西歐回家、〞馬教廷和土耳

其筌署了垓公的,但 都未批淮垓公的.在 達些恃兄下,委 真合在拼大奈放草案的范田方面位孩小心 ,

夯必以回家共我力基拙,其 中位包括皮展中回家的共跩 .

25.他放力,因 酥缸奴在其与回家夫系上的豁免共隊上是篦村的.特別報告真區分了統治在行

力和管理叔有力的豁免,但 他昱然沒有提到,瑛合回放在其房舍中菅╨的私人企ㄓ、如芳埃德銀行

和化半銀行所得的房租收入沒有校味稅.達是回隊坦軹所享有、但卸不力各回所有的一共豁免的一

介很好的例子 .

2●.大于保利特先生就梅衣鬥題一來的及言 (同 上,年 銘 段),他肘組的州以南法睆的我央十

分南〤 ,但 不同意送等同子特瑛合回作力主根共你村待 .其合〤力瑛合回和其他回隊姐銀享有很大

程度的豁免.

η.方 1茶車來年 1(b)缺 中的
‘
有夫的

〞
一詞位予別除,以便保怔与 19?S年 堆也幼口京代

表叔公的和】9“ 年ㄍ夫子回家和國酥鈺玖同或口狋姐軹相互同茶的法的堆出幼公的9措詞的玩一.

他不大焚成第 1<。)放 中提到
“
成長和女任

’,但他卸友現同一概念出現在他剛才提到的兩介公對

之中,三 然形式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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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第 2奈革來第 1欺 中的
“
接受本奈致中

”
等字祥可以刑除.垃 垓指出,球合回日內瓦亦÷

炎的未道回并不是秩合目的金貝回°

2g.大 于財戶、安金和資戶的弟三部分,他 同志巴哈納先生的意凡 (弗 21%次合洪),快力第

7茶位垓將不劫戶与炎金和資戶分幵來天理.同 洋,牛 8茶不仗奴泣垓提到田隊組扒的房舍不受便

犯;逐位垓提到其財戶不受便犯.財戶可以在咳奈中寺段我迷 .

BU.及后,他放力這些奈款車未可以提交起革委真舍 .

31.友 卡弗里先生感甜特別報告只名雩了十分有用的第四次根告 (A/CN.4/424).垓 報告辨

明了各种同趣,感掰他堅持送行一項几乎元人想敬的任奔,至 少應榭他肘垓寺趣所表現出的只趣 .

但是,將 來特別根告貝也并逐希望常全達一同題的一些有失半悅、各的共域和司法判決.

S2.他 完全同意卡菜′ .〞 德里格斯先生 (牛 21η 次金快)夫子委真金日前阱段工作性廣的

志兄.但 是,委 貝金多少有意熱衷子研甘垓令翅并不意味著委貝合必須哲吋接脫其他青趣才能村垓

令題給予一些注意.因 此 ,他建快作出決定 ,在 委真金完成其洪程上至少兩介其他寺題的二放以前 ,

終止村垓令題的迸一步工作 .發 貝合的一今日趣是,指 望其在每一屇舍快上就快程的每一等題取得

迸展.因 此其工作辰士受到損害,堵 果就淡法在起草委員全申破一年、兩年、甚至三年前在合体委

貝套上甘淹逮的茶款.若將垓告趣擱三起來,其他音趣的工作就能姼迷展得更有秩序一些 .

33.委 員全面嗨的兩瑋境地是不得不在左右力堆之中子路前造——在 1946年 ㄍ耿合回特板及

裕免公的》和其他
“
較小的

’
普遍性回沶姐扒之同尋找出路 ,前者元淹如何不能背南,而蚨合回的

特叔与豁免肘后者又完全不恰些.他看不出任何接脫困境之道 ,除 非委真合放井送只船或仞底改交

航程——他甚至不能肯定后一方法能有多犬祒助 .

馳.他 同志垓青題的林趣可以恰些地改力
‘
回阡組軹及其官貝的特根与豁免

”,以便更貼切地

反映垓車來的主題 .至 于具休茶數草案,特 別根告真在坪注中村力何要使用某些措洞作此解發合有

所神助.他汏力,有 必要更深入地探討第 1茶車來位垓氓列節些現有曰萍姐玖,有 必要更清楚地了

解那些位些我列但目前逐不存在的各爽回酥羾軟.弗 1“)放特別帝要在遠方面加以澄清,尤 其

是盤子有人走快,年 la)致 中的
‘
田沶組玖

”
一詞泣法規定力向任何回家

“
升放

’
的疑扒.五

然他在理路上理拜送一定以 ,但 不能肯定班取能希要求悅 ,奈 放中也提到的由 1。 介或不到 1U介 回

來相威的那些姐玖是否泣垓具有与秩合回天型相同的完全的特板与裕免 .

BS.有 人史破瑚除弟 2奈草案弗 1敏 中的
“
接受本奈放的

”
達些字洋,理 由是送些措田暗指垓

車未規定了某种超級規則,可 能形咱班有文串的好秤.但是,他快力,送些措詞〺整今奈放車宋的

接受至失重要 .

笳.革 來大于法律人格的好二部分節 5和 好 6荼城然可以錯合起來,但他不知道方 s奈館 1行

中的
‘
位

”
一切有何志〤.是 否它表示一种志田,即

‘
玫此

”
田隊免玖享有法律人格?‘泣

”
一切

用得有些不些,可 以別除°透有 ,他不大汁走同一句中提到回沶羾球
‘
根括口隊法”

專有
“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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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
的确切合〤,送 是一介位垓由取能要求的拆准來加以規制的 .● 題 .也 萍達一規定可以通迂加工

‘
在其組欽文中規定的范田內

’
等字祥加以限定.透有 ,他怀裝是否第 <c)項 央琳上合涉及回豚法

院規的簿 “ 紊第 1放 的鬥趣.垓敏是否走快回哧每扒位垓有叔在法院起拆和被拆?若如此那就啪

央走得大迡了.

37.他 愿迸一步建快,位 孩修訂落三部分的林捶 ,“財9.、 資金和女戶
”
,以便更明确地反映孩

主題 ,即 管格豁免、房舍的地位及持移資金和其他資戶的自由.其 隊上也︴垃垓將館三部分分力兩

幸或甚至三幸,館 1° 紊狂自成力一千 .

銘.好 7奈車未确共垃垓与有失回家及共財戶的管幣豁免的荼放車未相一致 ,至 少就基本方法

和未悟而言垃垓一致.但是,他不完全相信特別根告貝在報告 <A/CN.4/也 4.弗 放 -BS段 )中

提出的有夫法律拆松豁免的捨括,邊是一今板官限制性的概念,至少根括夫回法是如此.首先,他

看不出力什么
“
不可否汏

”“
必須

”
玲子某种程度的法律拆忪豁免,如 特別根告貝所快力 <同 上,館

加 段).他 可以想象普遍性的回哧姐軹也︴出于
=9,能

的原因不要求任何管格豁免°即使

一

必須
”
玲

子
“
菜紳

”
程度的豁免,但若爭辯洗回阡組取垃垓享有比組成它●●的各介回束更大的豁免,送也是

不合理的推梵.城然,也卄必須威子某些特殊失型的回隊生扒—— 可渭
“
超教

”
回酥姐軹以特殊的

管格豁免,但是狄按球能挖列的亦法本身來悅,委 貝合成垓法法不便只有送些
“
超數

’組呎才豬要

的某些來西一殺化°

B9.因 此他螢同速一意兄,整介那能帝要的祝念央辰上是一种相玵的而不是免肘的概念.換句

活悅 ,力 一介回吥羾班所必需的來西不一定力另一姐扒所必希.在 送方面,他 也快力銀的要最商法

院在梅衣鬥趣一來 (同 上,好 C2段 )中 一道倒的法官意兄相些令人吃掠.但是,他指出送是一介

圾別牧低的申判法院所作的判決,其 管格叔限于家庭鬥無.而且,若弦鬥趣的判決是在美國 1g符

年 ㄍ外回主根豁免法》之后作出,垓 法院可能修改共措司.他快力,有 失管樁豁免的規則.報告

(同 上 ,第 111段 )中 所迷歐洲法律合作委長全村此1.9趣悅待比方 7茶革未更力恰曾,:庠幼斯先

生夫于回豚儲理

一

合生駩的皮言更加強了他的錯梵 .19如 年 6瑛合回特根及豁免公的〕牛你定起

出了限制性亦法送一

一

共不成垓引起任何鬥趣 ,因 力昱然沒有任何回隊法的地肘堆Jll存在,而 第 4

奈車未中規定的那种保留荼致含使此种制度保存下來 .

. .6U.弟
8茶車寒好 1放所用的不容便犯的伍念和含〤位孩更洋如批悅明.他也怀康,回 沶每與

的房舍与一日的使竹或其他使日的信會二者之伺是否府不容伎犯有同祥的取能要求.

41.他 同意年 9奈年來虛子甘大以便包括回沶坦玖的其他亦

一

赴或房合.方 lU奈璋未似乎超

出了取能要求的范田,至 少肘求些回沶紅球而言是如此 .

t2.昱 然,不可能村 ㄍ耿合回特叔及裕免公的>的規定表示异快 ,但是牛 4荼 草案似乎足以保

持孩制度,以及根括其他怭定确立的制度 ,達些#定 可能超遊也可能不及目前奈致.因 此壆子館6

茶的親定,他袂力第 l1茶 車來沒有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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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巴 小謝戈夫先生感榭特別報告貝帥弗四次報告 (A/CN.4/●24),其 中反映了村本令趣固

有鬥趣的深刻理解 .考慮到並已存在各种各洋的回隊姐班 ,眼前速一任夯的完成需要討垓領垓多种

多祥的央域送行綜合.特別報告貝已考慮到回隊法要鼠舍和犬舍第六委員令的志死 .目 前世界上的

交化在絰游和政治︴夯等方面力回沶缸班的友展及其作用的加強并辟了新前景.在一些堆以頵卄

的日豚組班的其展方面也有了新的景現.在甘淹中,人 m● 肘本青趣工作的目的不大明确表示夫切 .

回沶法的逐漸皮展和痴年之一任香并不排除必要吋中出現有規則.但是,他不能同意下迷片面的亦

法,即 ‘特別在目前進介回隊姐玖的重要性正在坩加的吋刺,現有規則的常登只合削弱回酥姐班所

享有的杈利、豁免与特叔 .

狂.委 炅套一升始就決定冬可能連免理站討淹,特別技告天在之方面是成功了,因 力年 1茶車

案弟 1伍)放夫子回所姐班的定火俠限子悅
‘回隊銀無

”
指普遍性的政府同組球.但是,正 如海

斯先生正确地指出的那祥 (第 219S次舍快),理 站1.9趣 不能回連,以 后必須面村達些向題.央 防土 ,

委貝含已篷遇到了回酥組軹特叔与裕免的性辰送祥一些1.9翅 .因 隊姐象作力回隊法主你的法律人

格和能力的兵体性辰也已引起造一步的理淹向趣 .

45.至 于秦欺草案本身,好 1奈館 1<c)放位咳搞得更力精确.首 先,因 力回隊姐扒的成貝

除了是因豚性的之外,不犬可能是其他的性辰 ,因 此將其作力定又姐豕的採准沒有什么用赴.第 二 ,

‘
責任〞

一洞不恰些,也中泣垓代之以另一措田,或中用委真合其他委真所建快的
“
取能

”
一切.第

三,具体提到原子能机构的理由不移明确.他假定特別根告真的意困是提到不同失型的回怀姐玖,

但他次力 ,“ 回怀姐班
’

可以通迂具体范例以描述的方式而不用說明性的方式來定叉 .

小.第 3和 第 4茶草案也不移精确 ,特別是在夫子本茶放与班有回隊姐扒的姐班文+以 及現行

回哧I.+定 之同的大系方面 .

47.第 5和 好 6紊瑋來的主捶比其他規定更希要迷一步研究.他不能同意有夫別除弟 5茶 中提

到回隊法和國內法之爽的提快 ,否 則孩荼就完全沒有意叉.逐有,在報告中,回 隊姐狐作力法人的

祝念与回哧免班作力回哧法主体的祝念之同的相互美系有些女解.回 隊法上的法律人格的概念与

日內洪上的法律人格之田的匡別不明确.元站如何 ,特成長目的回內法与回沶法相提并挖不通曾.

田狋姐玖的法件人格垃些被視力反映了根括日杯法和回隊林定良予它的法律能力,因 此各↑姐玖

的紅玖文+至 夫重要.因 而奈琅車朵必須又加強玥速一焦.确 共,淡 立回隊組取的各回民子其法律

能力,即具有叔利和文芬能力,具有參考回豚法規則的批汀、通避和道用的能力 ,逐有法律保伊的

兵体球能.各 回由子通遊回隊姐玖的姐球又+而确立了新的回隊法主体 ,与 各回一道在政府同失系

方面及行立法取能以及与執法和法什保#有大的取能.因 此,日 隊扭扒肢后的存在就不再取決子車

介回家的立場 ,而 是取決子所有成長回的怭定.因 此宿要迸一步常快車介曰寨的日內法与确立固隊

銀班的法估人格之同大系的1.9題 ‘

粥.且 然根告館 33段力回隊鈺球的豁免提出的理由逐不移洋冬,但特別根告炅在達一同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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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淹括令人信服 .特別是回隊姐玖不捐有作力主板其你的回家所固有的防工手段 .回 防姐軹享有豁

免的基本理由是送些羾扒力所有回束的利益并代表所有曰京行

一

,而 不象各回追求自己的利益.如

特別報告真所指出,回 隊鈕班的特叔与豁免的范田位垓主要取決于其宗旨和取能.在 速方面,回 萍

組銀的分數肘解決草案館三部分錧 7至 第 1茶 中的鬥趣十分重要,其他委真已銍指出,達几茶的

林越
“
財戶、姿金和資戶

’
不恰些.

坍.并 沒有唃切的理由可指以特回沶每玖的豁免和回家的豁免等同起來 ,但心回所組扒含享有

比草↑回家更大的豁免是沒有根括的.但 是造并不是指通逮給予回隊姐軹以免肘豁免可以便犯革

今回家的利益.但 同釋明五的是,回 吥社合的利益也不能便犯.央 吥上,承放回隊組球根括其各自

的取能享有豁免最終符合作力曰隊社合成長的各日本身的利益 .

5°.逐有,現在出現了一些新型的回酥姐架,直接涉及生戶活功,如作力人失共同迷承適戶之

一部分的海床的采亦、加工和惆逐,以 及其他一些具有某些超回家特征的鈺扒,它 ●l要 求根据其取

女和取能給予更戶泛的豁免与特板°如回坏海床管理局送祥的回哧姐妖必然掬有秘密的商ㄓ資料 ,

在爽理第 8奈草案主延中所涉的房舍不容使犯等同題吋,並 然必顏考慮到達一手共.在遠方面,呈

然他原Jll上 不杯疑好 9奈革來的共瘐內容 ,因 力回浾姐軹昱然不能被用子与其取能不符的目的,但

是孩茶确共引起有失以何种方式道用不容侵犯原則、道用的范田以及垓概念本身的念〤等同題 .

51.第 1U奈草案的案文可以元須改初,但 必頦澄清所提到的管制的性辰.所提及的位孩是末

道回、而不是成貝回根搪有夫組軹文中共施的管制 .

兒.他放力,提快的某又可以作力就達些奈放草案迸一步工作的起魚°

SS.索 拉里 .田 德拉先生祝女特別報告長作了一介清楚的第四次報告 (A/CN.4/424),送 是

村理淹和其域所避行的一介祥幼研究報告,同 時又表明了本青趣的重要性 .

54.有 人現 ,所涉的向趣不遊是送行躬無:有 夫准則已至存在,沒有任何球西可以添加,各 回

也不合接受任何新的本西.人●●逐特本寺趣与有夫外交郎袋地位的寺趣送行了比數,后 一寺趣正

明,些 人們決定不能移匹分外交郎袋和領︴郎袋之后 ,有 必要回到班有堆Jl(.他不能同志速一視志,

因力村子有些特現委真合必須立法.送在最近,安 全理

一

合曾不得不八姐的移到日內瓦,送 涉及人

見和文件的特移 ,因 力普正西水 .阿拉法特希望在安理套友言吋,琺合回与末道回之同的思部怭定

未放垓口解釋力允︴安理套正常地迋持.解 決送一共向捶也并就是所中琪的奈放軍來的一介取能.

S5.此 外,与 有失外交郎袋的音趣送行肘比似乎与本寺捶元失.希 要一介包括外交郎袋和領牛

師袋的制度 ,府此

一

共他沒有爭快,因 力有生生一系列根本不同的規則希要窮I.儘而,必 頦承快 ,

隨若通訊手段的皮展,近年來外交郎袋已銓失去了其部分重要性,送 一魚不可連免特雜琴下去.有

夫曰豚組耿的竹玩則不同:送 些缸奴已絟具有相些的重要性,將來共重要性逐金日益增加.因 此所

甘站的一美公的至力重要 .

“.至于荼欺草案,他 同意回酥姐軹位垓泉錧 1茶 l(a)致那祥定〤力 :“ 普遍性的政府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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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他放力,普道性并非指所有回家、或甚至大多數國家能姼成力一介特定免扒的成真回.普 遍

性是指鈕玖的完車或規的允許它向希望威力金長目的任何回家敝升其犬ㄇ.在 遠方面,特 別報告長

曾指出,某 些回唪姐銀,如 商品mI.出 者組扒不能具有普遍性.匡 娥性組銀的鬥趣也必須解決,達一

1.9趣 的她理可以道迂在未來公的中列入一介任掙奈放,裙此各回可以承忕公的有米匹域性姐軹的

規定,或通避公的任捀快定中的方式.

S9.他 也扶力第 4茶使公的草案有些自相矛盾 ,因 力准則成孩能移修訂 ,而垓茶致在一定程度

上否定了達种可能性 .

58.由 于回隊姐軹的性辰,好 7奈草集中所涉的白隊姐軹具体的豁免范田需要又窕.回 家豁免

的存在是保伊一目的利益和資戶 ,而 回哧組球豁免的存在是籬伊孩姐軹所有成長目的利益.因 此更

兒的豁免符合國哧鋸銀所有成長目的利益 .

59.在 不容侵犯房舍 1.9趣 上他与特別根告貝志凡稍有不同°在孩根告 (同 上,第 S9段 )中 ,特

別報告貝以1961年 ㄍ堆也納外交夫系公的》第 22茶力不容侵犯的基地 ,但他逸用的林准可能卸不

完全泉垓各所規定的那么戶泛.男 一方面,他 自己的印象是,此赴的不容侯犯范田不象領倌信舍那

祥有限.

6U.但 是 ,他 与特別根告長分歧的要魚夫涉到不容侵犯的后果,在 遠方面他注意到第 9茶草案

規定了一介例外,回 吥組貁不得允并其患部威力避堆所.他放力,第 9茶 沒有必要 ,特其列入草案

其效果將是不再以目前的理由准子避堆—— 根据人叔或根括人杈法的道用,而 是由子外交使田不

容侵犯板利的錯果.在 外交使困或在回隊姐軹思部都不泣垓址第 9奈 中所提到的人士避堆 ,五 然他

并不排除回坏姐取恙部在极力丹重的情況下被用作避堆所的可能性,如 力了拯救因政治理由而被

通緝者的生命.                      、

“.第 lU和 第Ⅱ 奈可以接受 .

●2.本 努幼先生感甜特別根告貝在其方四次報告 <A/CN.4/424)中 技列了朴克資料,但他

汏力委貝舍討本青趣估研得越深,達 一同座就越欠染.委 員合面咯的基本向廷集中在方法上,若漆

數瑋來要取得任何協定的迸展,退早必須解決送一同題.功 共,除 非首先明确界定最終 日林,所作

的

一

帝就屯元意〤.在送方面,他不能同意佩利特先生夫于并辟新天地的前景的球班念兄.恰恰相

反,拭 田根据佩菜先生提出的原則制汀一般規則的任何努力都必然合碰壁,因 力委真套共隊上在第

4奈和第∥茶車未的規定之1.● 左右力9E.前者規定提快的公的不妨得現行文串,而 后者規定
“
所

玲子叔利的范日仍可依括有失您取的取能姑要并通述有夫方面的共同你快加以限制‵這兩茶限制

使人堆以想象如何有可能弟來主要有失回豚疑玖及其取貝豁免的一殺規則.

銘.作力′今替代加法,委 貝舍普然也可以超革一↑架相你定,仗仗規定一些可以被用來拜碎

或朴充現有文中的一些戶泛的原則,只 要送些文+与 原則相一致.在 送种竹兄下,如 某些茶欸草來

中已砮做的那梓,l=納 道用于秩合回及其某些青ㄇ机杓的規則可能就是烙了.但是,達 一亦法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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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有達子佩利特先生所主張的取能理梵 ,而 且近套使整介工作的目的本身成力鬥題 ,因 力有大同娷

已經被包括在內,而有夫姐軹也沒有抱怨,星 然若拭田改交現行制度它1● 可能抱怨.甚 至在通遊有

失公的和姐球文中之后的其跩也很確作力′般規Jll的 基地,因 力根指其体估況以及每一介鈺欽威

貝目的行力,速 一共踐在一介紅銀与另一今姐軹之同也各不相同,麥子速些考慮 ,也洋可取的作法

是女立一介較小的工作坦,以 便更清楚地界定委真舍所沬求其現的球西.

a.最后 ,麥子所中快的寺趣十分田堆,特別報告貝在7理 送一寺趣中所作的努力值得袋協 .

且然目前迸一步的迷展取決子澄清上文提到的那些基本同趣 .

下午】吋琴 S分 散合 .

第 2179次 合洪

〕99。 年 6月 22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

主席:文 久佑先生

出席 :巴 哈鈉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巴你沃菸先生、巴/lN甜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本努納先生、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

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科男馬先生、馬希鳥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本曾先生、帕夫拉克先

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瓦鏸拉朗博先生、年庫錡斯先生、塞普本堆送 .古數

雷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播皿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委真套一位前任委見的到合

1.主 席代表委炅合友言,玵 委員金前任委真弗朗西斯 .瓦束特薄士表示攻迎,瓦末特薄士避

去肘委貝合的工作作出了板有价值的貢敵 .

2.弗 朗西斯 .瓦菜特爵士村些逸力主席日成貝者表示祝焚,尤其祝失主席史先生.他悅 ,巴

犿沃蘚先生白次受命力特別報告真以來,已在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回酥

云任送一青題的研究方面取得相些造展.他本人半生放

一

教半,因 此,他玵回隊法排刁合的參加者

出席本屆令快尤其感到商米.同 委天合其他威炅一帶,他 也玵保′ .勒 泰先生的逝世深表近噁.他

确信佤菜先生定能很好地接替勒泰先生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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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和國防組妖同的大系 <寺 題的第二部分><撲 >

(A/CN. 4/4U1】  , A/CN. 4/42●
’ , A/CN. 4/L. 383

和 Add. 1-3,s A/CN. 4/L. 443G市 ,ST/LEG/17)

〔洪程項 目的

特別根告真的第四次報告 <球 )

第 1至 1l茶‘ (生 )

3.比 斯利先生悅 ,他只想村中快中的奈敖草案的要焦皮表一些一殺看法.星 然委員全渚位委

員已商定不在理淹同題上列往,但 是 ,他 I● 必頦使特別根告長大致了解要他采用的基本亦法.不 然 ,

他們只合在起草上提出一些看法,因 而,在他看來,元 法完成其任夯°

4.有 人鬥,安 真合是只虛拂來如恙部佖定和 19伯 年 6球合回特板及豁免公的》所我的班有法

律,逐是庄通道改造班行規則來友展回哧法,或是兩者都做.他汏力,上 述 .9題 提法欠妥.既然以

公的力形式的既定法律已銍存在并可几乎林力
“
契的性

”
法律,他放力,委 貝套位做的,只 是用明

剩余的規則.在 遠方面,他 提到了特別根告貝在共提交的第五次報告
∫ 的第a茶草案中就回怀水

道非航行使用法寺趣所采用的方案ε
“
如元相反的捇定⋯⋯”

.他提快委真金起草除有失各方另外商

定外均可适用的挑定.送一做法似不姼大腥 ,因 力逐步友展回隊法的可能性也忤存在,但 是,送柈

做,不啥采用何种亦法,均 注定合戶生更多的鬥捶而使其堆以得到解決°因此,他与其他 已及言者

「
祥.建洪委長金只在

“
填扑空白

”
方面努力。

5.他在解秤其立埸吋悅,例 如,回 所生班的
‘法人資格

”
在回隊法上仍屈牧新的概念,甚至

肘某些人未悅 ,仍 然帶有爭洪.即 使班在普適汏力 ,某些回呠組玖如球合回系統的組珠已銓或者泣

些具有回酥人格,也 不能悅村人格的性辰和程度同趣已得到解決.必 須理解 ,回 沶靻軹

一

共上是受

主叔回家
‘
支瓦

”
的.

6.這 些回哧組玖很可能自有其特性,但 是,它 (● 的存在卸最終取其于淡立它的回家的意愿,送

一魚不位忘記.肘 子球道回來現 ,送 一志尤力如此,送些回家愿志蛤予回阿組扒的特板与豁免不合

超出恙部捇定所規定的。不垃忘圮的逐有,在 法院、或洋也在有夫回來的政府看來,派生回隊組銀

的代表享有的特杈与豁免与送些姐扒的官真及之些姐取本身所得到的特叔与裕免之同,是有秩系

的°他指出.有 夫回家在村待給子代表以特杈与豁免方面,正 傾向子采取 日益保守的杰度 .

:持
我于 ㄍ19“ 年⋯⋯年盤9,方二卷 (第

一部分).

’
特載于 <1SBg年 j..⋯ 年答>,好 二卷 <幣 一部分).

.特
我于 ㄍ1985年 ...⋯ 年答》,弗 二卷 <錧 一部分)/Add.1.

‘
案文兄弟 21符 次合洪,第 1段 .

‘ ㄍ19Bg年⋯⋯年些》,第 二卷 (幣
一部分),錧  更,文件 A/CN.4/421和 Add.l和 2°

——
 364 

——



7.村 子具普遍性的回吥姐軹位得到自主的法人資格達一主米,似 元基本分歧.特 別根告貝板

力恰普地提出的取能性赤法,也似乎力犬家所接受.因 此,他建快,車 來位直接了些地提及某一姐

致力展行特定取責所需的特板与豁免。但是,他扶力,不 宜在是否存在英种
“
超回家

”
机构送一魚

上做出任何錯洽.他完全按同瑛合因宗旨和目林,但是,作力現其主〤者 ,他不得不承放,日 怀姐

玖所做的一切,不 能超出有失因京所允件的范田.承好是伙考慮到達些鈺取
“
取能上的需要

”,而

不是式田賦予其某种特定的板力 .

8.在 淡到巴本甜戈夫先生肘有可能淡立的
‘
超回家共休

”
的看法 (第 21招 次合快)吋 ,他悅 ,

巴小甜戈夫先生所考慮的,可 能是一今依照 19S2年 6球合回海洋法公的)奈款女立的机构.但是 ,

此美机构尚未出現.拭 圈通迂敢合戶明的方法淡立一介坏境方面的超回來机杓,速 种努力未能威

功,原 因是各因尚未准各采取達一步裝.因 此,委 員合位些避免采用
‘
超回家

”
的做法,并位達慎

爪事,既不在茶款草案中,也不在坪注中提及超回家性送一日題,委 長金一旦達祥做了,就 套不符

合回沶社套些前的思維°此外,就取能性做法而言,委 真合不垃拭田祥冬元遺°因力達拌金使鬥趣

得不到正确赴理°因此,最 好采用馬希鳥先生提出的分部Ⅱ亦法 (館 21〞 次合快)°

9.最后,他不汏力委員金必須編弓一份合使因唪班銀具有某种主叔的草案.相 反,委 貝合垃

些起草一份有用的案文,其 中除提出目前有效的茶的法以外,逐位提出基于常味的剩余規則.他 特

別提到了第 5奈 草案,放力,發 貝舍不成提及國防坦軹的法人資格 ,而垃干脆起草一份位賦子此美

組軹的法律行力能力清車,使其展行取女,同 時.91年 4和 l1茶 車來的現定玲子泣有的考慮.之

就是取能方面的1.9趣 ,位 些冬可能准确地予以強惆,以 利于犬舍第六委炅合的工作 .

lU.傷 正姆先生悅,特別報告貝在編耳第四次報告 (A/CN.4/● 24)吋采用了芬失的做法并

緊密蚨系了卒央.他送祥做是肘的.回 跡姐玖是各回力其現特定目柝所需的工具.冬 管設立速些姐

扒的回家放力可賦子它/● 某种
“
長魂

”
,但 它們首先是工具°回所每班与回家同的大系不明确 ;后

者在驕要前者服芬的同時,又提防前者的能丑,并拭田村其迸行的制.多 數目豚姐軹均受到板力尸

密的盟祝.因 此,除朕合口以外,各 國呠机杓秘+赴 久女人所行使的多數取能均是行政性的.央 隊

上 ,此种戶密盟祝反映出:回 隊鈺銀參加者的回家本身就╨各和限制這些姐妖的取能.之一例皮是

十分尸格的.如 果某一日防姐取秘+大久安人超越了其叔限,他合立刺友現,道祥做套戶生准以炎

理的后果 .

11.夫 子回隊免軹取能需要,同 趣同祥很清楚,如 果某一日隊羾球希要更大的叔力,則 由各回

來确定送些秋力 .特別報告長在車未中做得很好,他 把回唪銀扒的法律行力能力限于汀的、夜得財

戶和提起法律拆忪 (第 5荼 ).特別根告長逐用一奈令Π討挖締的龍力 <弊 6紊 ),但他 (錫 皿姆先

生)不 清楚回昹繳班能否或垃否具有此种能力 .某′鈺銀秘中赴久女人因婆署了一項何車的合作你

定而被迫舞取 ,因 力速一行力招致了不小的反F..各 回只把不形呴其主根的象戶格限定的主趣絰子

因酥姐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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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他快力,回 哧姐軹根据其取能要求得到特板与豁免是正常的.然 而,冬 管免手法律坼必的

豁免似可接受,他不清楚送是否意味著承快在任何竹兄下都早致拒免司法的現象.逮 一同題值得探

討.在達′蕉上,他 同意一些委真合安長的看法,他們強琱 ,如 果免千法律坼松的板利使田酥姐無

具某种豁免,那 么,速′杈利合戶生某种危險.就某介介人向某一日隊里扒提起法律拆松而言,如

果后者要球豁免,送并不意味若達一介人被剝李了在法律上得到朴儅的叔利.他可以向回家主管些

局提出中拆,尤其可向外交部長提出中拆,外 交部投將淡法琱解有失各方 .

13.他 靖特別報告貝就執行措施方面的豁免作出澄清.叔告 (A/CN.4/妮4.第 S8段 )指 出,

田隊坦無不能放井達一豁免.如 其一口豚姐班希望達群做 ,他不明白如何位拒免它速一叔利°在送

方面,他肯委貝f9注 意 1g61年 ㄍ籬也納外交天系公的》館 S2荼第 4致 ,孩 效規定,派遊回可拋荓

吋判央執行措施的豁免,但 垓瓨拋井須分別力之 .

14.凱西先生說,在 常快速一本寺翅吋,須 牢圮一些基本要魚,而 特別敬告見已在一份清楚和

何明的第四次根告 〈A/CN.4/φ4)中 做到了送′魚,速 怔明他掌握了寺趣 .

15.首 先,建 立一日哧姐球就需要汀立一份毠球文件 ,确 定垓姐軹的法人發格是不同干淡立它

的回家的共体°其次,力 了以白主、狂立和有效的方式行使球能,回 沶組取必須享有一套特板、豁

免和便利茶件,而其范田則須通拉道甪一項唯一的林淮,即 取能需要求确定.第 三,各种不同的回

隊姐銀意味著各种不同的取能需要,因 此,很碓力自功道用于一切組扒的特板、豁免和便利茶件汀

立一項患制度。速也就是力什么在共跩上有夫鋸班的姐班文件、
公的或恩部協定逐一地解決了上述

同題 .

16.如 果接受速些前提——看來情況是如此 ,那 么就須确定就快趣所做的工作的目林能姼或泣

些是什么°委貝合的任夯是逐漸友展和編來回昹法,然 而,爪申洪的同題來看 ,庄 些指出,就佛來

而言,指 專回沶組班行使取能的公的和掰定板力A多 ,而且,恙 的來說,回 隊組豕似乎肘速些怭定

和公的裝力滿意.因 此,要 找到理由似汀進些法律,就須兵正有可填扑的空白,但速些空白尚未找

到.他 同意比斯利先生就指早日防每扒的
“
架的性法律

”
提出的看法.或︴,委 真合位些仗仗班法

汀立′种制度 ,寺 Ⅱ奇肘回家与日隊鏟象內失系的各介方面——后者水力 ,在 達些方面戶生了共隊

同捶,如 果委貝奈打年磅定一种道用于一切普避性的回隊姐坎的制度,就垃些連免迂分斃玩化 .

19.口 吥姐玖有時遇到鬥題 ,但 是在免大多效卄兄下,之 些鈺玖都能与共威貝回或水道回一道

本著努共和共隊的精神,使速犖同厜得到好央.那些尚未好次的1.● 趣,未 必就是那种可以用公的

(如 委真套正在考慮的公的)犬理的1.9廷 .在遠方面,索 拉呈 .田 鏸拉先生 (館 21化 次舍快)淡到

了把安全理︴含9A鈕 的移到日內瓦,以 使工西你 .阿拉法特能在垓机杓災表研活速一例子.速 一).9

捶的爭捻之魚是,未 道回解猙其根指与秩合回思部怭定位承袒的〤芬的方式.在 拭田用某一公的解

決送爽鬥趣之前,有 必要考慮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把一种未道回政府放力連反其政治利益的火芬

強加在孩回政府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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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他 的看法也并与某些委貝不同,他袂力 ,委 真合不位使大金得到它希望中止申洪達一洪題

的印象,如果委長遠祥做 ,就 舍使大合兌得 :委 貝金未能完成其任夯,而 送合頡害其信啟.不 迂 .

委真合有天任告沂犬合‘委真合多數委貝是如何看待速一快趣方面的工作.他放力,送 一工作位些

共事求是地迸行,須 以回隊疑玖所快力的需要力基珀.同 時,逐垃加上一項制度的制訂.以村一些

尚未規定的同趣作出規定,達一制度 ,或萍如比斯利先生所提快的,可 以剩奈規Jll 形 式訂立,或者 ,

如其他委貝所提快的,可 以輛要怭定的形式汀立.換句活洗,有 必要根括回哧羾班的共隊舞要,同

志肘快題范田作出共怀限制并連免逛分的先筑做法.

19.埃 里克松先生說,肘 于友卡弗里先生和本努幼先生在前次合快上皮表的一殺看法,他 完全

接受.他透接受友卡弗里先生就介別茶致所做的一切坪挖 ,只 有兩魚除外.他 也不明白送一破題上

的工作套把安貝舍引向何方.看 來,委 真合格建逑有失班有鈺努的制度保持不交,今后姐軹的地位

也將符合其取能和宗旨,因 此,他怀康奈歉草案是否有可能在理站上提出指早°      ’

2U.夫 于奈款草案本身,他 悅,他接受第 1奈所我的一殺定火,9×.奈 的杯趣垃是
“
用悟

”
.

21.夫 于妦 2茶草案第 1款 ,他不反村哲吋把委貝合的工作限子具普遍性的因哧姐取方面.但

他与友卡弟里先生不同,他放力,“ whenthela!terh日 VeaCC.Ptedthem” 速句活位刷除。如保留之

句活,舍使通逮的未列有道句活的茶款的地位戶生同趣.至于第 2款 ,他重申他一貫的念度,反肘

送美不妨得奈歉,即 使就達一特定茶放而言,他也卄已晚了 2° 年.夫子第 3款 ,他确信必須予以

刪除.

22.夫子草案算 3茶 ,委 員金泣在完成其工作后重新甘淹本奈放与回酥級班規則之1.9的 夫系.

2S.星 然本茶款与其他現有掰定之伺的大系 (在 第 4茶草案 (.)項 中有敘迷)很清楚,但 委

貝合在完成其工作后仍垃回遊共未討挖達一1.9趣 .与 未來捇定的夫系 ((b)項 )拉 留垥奈的法來

規定.在 送方面,他 帊及,委 貝合上屆合快曾就大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抻送的外交●●袋地位

的荼款車宋
‘ 第 B2奈和 1969年 ㄍ堆也納荼的法公的》錚 41奈送行迂甘淹 .

銘.大 于有失回酥組銀的法律人格以及特叔与豁免的奈求 ,他提到了保菜先生在前次舍上所作

的分析.他洗,他屈于
“
功能半派”.他 崁近參与了一介大型、但不具普追性的因隊姐班的建立工

作,并參与了歐洲委貝合使幸一性辰的 .9題 規范化的工作.他 的豬梵是,就
“
功能

’
送介洞而言 ,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逐有,在建立某一＿.E班 的回家利益、姐無本身往往社立的利益以及現有的

或落在的水道目的利益之同,有 若欠染的相互失系.因 此,他玵委真全能否在世方面有新的突破不

抱床現念度.

2S.夫 子第 5茶車棄,他不反村規定回隊組軹享有法律人格,但 是位刷去提及回隊法和回內法

‘
兄 《lgBg年⋯⋯年盤》,第 二卷 (館 二部分),方  面,委 貝套第四十一屆合洪上二樣通迂

的第 32茶 來文及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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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之些規范性規定的后果位取決子有失鈕扒的嫦要,達些姐你的姐班文件村此已有說明.某

一介免扒可以有也可以沒有 <a)、 〈b)和 (c)三項所列之能力,或者 ,它 的能力可包含其他內容 .

放措洞上看,垓奈給人的印象是:所 列清草洋冬元遼,而 竹現并非如此.草 案第 6茶 目前的來文是

特別報告真在他的君二次報告
’ 提出的規定的汀正文本.孩奈的規定似有不言而喻之感,并使人

肘其与第 5紊的夫系戶生長 .9.就 速丙紊而言,他 并不完全螢成友卡弗里先生的提法,他提出如下

措甸∫

‘
曰所姐軹位具有法洋人格 .位 在其成真固領土上和其与其他回狋姐欽的夫系中享有展行其取

女和其班其日林所希要的法律能力
”
°

加.至 子弟 7至 n奈草案,他村友卡弗里先生在前次食以上所悅的活淡有朴克 ,但建快焚功

第 1U奈 (。 )項 的位置.另 外,他并不十分清楚弟Ⅱ 茶的作用 .

29.最 后 ,他 同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一祥 (弗 2199次合快),放氓到特別報告見的工作并

非易÷,但他仍确信,特 別報告貝金引用委貝們在委真合上皮表的看法,汰而力送一洪趣上今后的

工作找到正确的方法°

2B.巴 小謝戈夫先生悅 ,他早就想皮言了,之所以沒有達梓做 ,是 因力他不想中新甘淹,但 他

要指出的是,有 人沒有弄清楚他的意思,因 力他并沒有在皮言 (第 2178次合快)中 悅,超 回家姐

琢或机构是存在的。他只是洗,某些姐奴具有超回家的成分.在 超回家性方面,赤朕的理淹往往落

后子西方的理淹,倒 是皮展中回家位些力新年物的出班而珫得螢黃。

夫子回防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頡害性后果的回呸責任

(A/CN.4/384,. A/CN.4/423,’  A/CN.6/428和

Add.1,m A/cN.4/L.443,D芾 )n

〔快程項目 7〕

特別報告長的乍六次報告

第 1至 33茶

’ㄍ19BS年 ⋯⋯年盤》,第 二卷 (錧 一部分),弗 113更 ,文件 AZCN.4/Sg1和 Add.1,方 π 段 .

.特
我于 ㄍ1985年 ......年 盤》,方 二巷 (第

一部分)/Add.1.
’持我子 ㄍ1989年 ⋯⋯年各》,第 二卷 (方

一部分).

m持我于 ㄍ1S9° 年⋯⋯年盤》,第 二卷 (年
一部分).

∥
玵本告趣的常以部分以前任特別根告長R.Q.昆廷 .巴 克斯特在委員金第三十四屇套以上

提出的音題鋼要力依括.宋 文持我子 ㄍ19B2年⋯⋯年盤>,館 二卷 <乍 二部分),第 出 -85

頁,第 1U9段 ,村 來文所作的修改在 ㄍ1983年 ⋯⋯年券》,方二卷 (妦 二部分),館 s● -85

荈,蚌 294段 中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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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靖特別拫告貝介紹其夫子垓青趣的弗六次技告 <A/CN.4/犯呂和 Add.l),以 及其中

所我的第 1至 SS茶 草案,案 文如下

一

紫一幸 一殺規定

館 1奈 本來放的范田

本茶放位道用于在一口領土內或在力回狋法所承放的垓回甘格下的其他地方,或在沒有達种

管格的情況下在孩回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的,共有形后果在整今迂程中造成跨界敬害.或戶生造

成跨界敬善的危降的活功.

蚌 2茶 用悟

力本茶款的目的 :

<a)“ 有危麼的活初
”

指第 1茶所迷的各种活功,其 中包括回家直接送行的速些活功 :

(′ )涉及赴理、舛存、生戶、适偷、卸下或以其他失似方式操作一种或多种危險物辰 :

<二 )使用戶生有害輻射的技木,或

(三 )將基因改交的危膛生物和危險微生物引造不境｜

(b)“危降物辰
”
是指村人、財戶 〔地區的使用或事用〕或坏境具有 〔明昱〕〔昱著〕危降的物

辰 ,例 如附件...⋯ 所別的易燃和腐蝕性物辰、炸芴、氧化刑、刺激物、致痛物、誘奕物以及有著、

村生杰有毒和班交放射物辰等.一种物廚只在以東神散丑或淑度出班 ,或在有失某种危險或情況出

班吋,方 可視力危隆物辰,但 以不妨碑 (a)放 的規定力限,

(c)‘基因改焚的危險物辰
”

指不以自然交配或自然錯合方式改交的遺侍材料,村人、財戶

〔地區的使用或享用〕或坏境造成危陸的生物,如 附件⋯⋯所列的生物 .

(d)“危險的傲生物
”
是指村人、財戶 (地 匹的使用和事用〕和坏境造成危膛的做生物,例 如

病原体或戶生毒素的生物 ,

(e)“ 〔明昆〕〔昱著〕危險
”

是指造成相豊可現 〔文堆性〕敬善的可能性駁低或造成擎做但

(明 昆〕〔區落〕跨界礙苦的可能性南于正常的危險 ,

<f)‘具有板害性效果的活初
”
是指好 1奈所迷在正常操作迂程中造成跨界敬苦的活助 ,

竹)“跨界強善
’

是指作力箱 1茶所迷活助的有形后果,在 另一日領土內或其管格或控制下

〔的地方〕〔的地區〕,村人 〔物休〕〔財戶〕〔地區的使用或事用〕或不境戶生的 〔明五〕〔五若〕有

害的瓶害.在 本來效內,此 一月活忌是指 〔明區〕(並著〕插害。它包括力遏制或冬壬減少第 1荼

”
共九荼有些紊欺的珅注

—— 在送些腳注中特別報告貝力起草委員舍提出了可能的各逸未文

——被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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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迷活功的跨界敬害性效果而采取的板防措施的女用 ,以及送些措施可能造成的任何迸一步損害 ,

a)“ 〔明五〕〔五若〕板害
〞

是指超避通常予以容忍的床煩情況或珓小撮害的損害 ,

(:)“ 起源口
”

是指肘第 1茶所途活功行使管特板或控制叔的回家 ,

(j)“受形巾目
”

是指跨界敬害在其竹格或拉例下

一

生的回家 ,

<上 )“︴故
’
是指造成跨界強害或戶生造成跨界瓶害危險的任何突友

一

件或持基迪程或同一起

因的一系列卒件 ,

(l)“恢交措施
’

是指恢又或替代受敬仿或破坏的自然資源的道些合理措施 ;

(m)‘板防措施
’
是指第 8茶所迷的措施,包括預防

一

故或強害友生的措施以及力田遏制或冬

丑減少已友生的

一

故的散害性效果的措施】

(n)“有失回家
”

是指超源回和受影喃回.”

第 3紊 〤分的确定

1.超源回如果知道或有亦法知道第 1茶所迷的活功正在或將在其領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

其他地方送行 ,即 位承捏本茶款所規定的〤芬 .

2.除 非有相反的迋裾,位 推定超源回如第 1款所指是知道或有亦法知道的.

第 4茶 本茶歉与其他回哧怭定的失系

如果本來欺普

一

日同時也是夫子館 1奈所迷活動的另′回FT,怭 定的些卒回,lll在 達种回家之

同的夫系上,位 道用本奈款,但 不得違反垓另一日防怭定°

第 5各 村曰隊法的其他親 lll元 彩喃

本荼款不妨殍囝唪法确定不法行力所造成的跨界損害女任的任何其他規則的央施 .

方二千 原 Jl)

年 6荼 行助自由及其限制

回家在其領土內或其管格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或允汻送行人榮活助的主叔 自由,必 須与

保#他 國主根所戶生的叔利相符合 .

第 7朵 合作

各白之同位送行城意的合作 ,并音求可能帶助它們的任何回狋姐軹提供掰助 ,努 力防止在其領

土內或其管培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的第 1荼所迷活劫造成跨界根害°如果友生送种掞害,超 源

回位与受彩喃回合作,冬 三城少擬害的形巾。如敬害是因志外

一

次所造成 ,受 彩喃日在可能時也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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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村在起源回的領土肉或其管格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地區〕可能戶生的任何敬害性效果 ,与 起源

回合作 .

館 8茶 預防

起源回位采取道些的措施 ,以 防止或冬士歿少跨界板害的危險,或在必要吋遏制或冬i減少道

些活劫的根害性跨界效果.力 此,超源回位在力所能及的范田內,肘 館 1茶所迷活功使用可逐用的

瑕力切共可行的手段 .

館 9茶 賠儅

在符合本款的紊件下,起 源回垃肘第 i茶所迷活功造成的明並板害作出陪儅.之項賠借位由起

源回同受形呴回之同的淡判決定,并且原Jll上 位以本茶款所定的杯准力指早,特別要銘汜賠催位垓

謀求恢褒受到損害彩晌的利益均衡°

弗 1U奈  不歧視

普卒回村子在另一國土內或管轄或控制下送行的活劫所戶生的效果的哭理方式,垃 与本國瓴

土肉所戶生的效果相同.些

一

口尤其不得以蚌】茶所逑活功的受害人的回莊、住所或居所力理由,

在道用本茶款及其本國法律規定吋,加 以匡別村待 .

第三幸 預防

第 1茶  坪估、通知和女料

】.如 果一回有理由次力館 1奈所迷活劫正在或將在其管格或控制下造行,孩 口位常查咳項活

劫以坪估其落在的跨界彩哅,如 友班垓項活功可能造成跨界板害或戶生造成跨界損害的危降 ,Jll 位

冬快通知可能受影喃的國家,向 它們提供現有的技木資料,以 正明其銬淹.它逐可告坼它們 ,它 正

在斌田采取何种措施,以 預防或冬●i減 少跨界板害的危隆 ,

2.如果跨界影哅可能才及多日,或如果起源日元法确定哪些日寨合因之項活功而受彩呴,則

垃按照館 1放所列每件,同 時通知進方面的主管回酥組玖 .

錧 12朵  回隊伍銀的參与

任何回阿繳玖送行子頂吋,如 其組扒幸程或來例村此种干淑列有規定,則 位按照有美規定所汀

方式參与.如 吋此种千颿沒有規定,則 垓鈕玖位送行幣沒以促迷些

一

方之同的合作,安 排与起源田

和受彩咱回犖行瑛席合快或革狂金快,并村些═方力促造解決可能友生的1.9題 而可能向它提出的

任何清求作出反位 .如 果孩鈺玖有可能做到 ,91l虛 村要求就促使其千頂的事項提供技木援助的任何

回家提供此种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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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la奈  假定的受彩喃回的主和行劫

如果一日有确其理由相信一項在另一日管培或控制下送行的活初正村它造成好 2各 (g)放 志

〤范田內的換害,或 正戶生村它造成送种嵌害的 〔明五〕〔並著〕危險,它可要求孩因連守第Ⅱ 荼

的規定.提 出請求吋位同時提出用途上述看法理由的、附有有失文件的扶木性悅明.如 孩項活劫的

确是靠 1紊所速活初中的一項,起源回位虫扛受形哅回承受的女用 .

弗14荼 並商

有失回家之同位本若城志和合作精神迸行怭商,致力力垓項活功建立一項考慮到各普芋方利

益的制度.在 上述任何一目的倡狄下,所 有有夫回京之同可拳行耿席舍快迸行掰商 .

蚌 lS茶  回家安全或工╨秘密的保抻

第 n茶 的親定不得的東起源回提供村其回家安全或工止秘密的保抻至力重要的效捃和資料 .

但超源回泣本誠意同其他有夫國家合作,由 情提供它能姼提供的任何資料 .

第 16各  單方面預防措施

如有失活功确屈第 1茶所迷的一項活劫,則 在有失回家之同就孩項活初制訂法律制度迷成掰

快之前,起源因位采取第 8奈所迷的道普預防措施,特別是道些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包括規定活劫

的送行須先絰孩准,放赫采取強制保險或其他財政保陣,以 朴伴跨界頡害 ,及采用現有的最佳技木

以唃保9/9項 活動安全送行°必要吋,起源回政府位采取行初,抿銷已友生的、有造成跨界頡害的紫

迫、尸重危險的卒故的影吶.

第 17茶  利益均衡

力求有失回家之同在第 1朱所迷活功方面央現公平的利益均衡,達些國家在送行捇商或淡判

吋可考慮下列因素 :

<日) 跨界敬害可能性的程度及其可能的尸造性和涉及面,以及孩項活劫在受形吶回可能的枳

累形喃范田,

ㄑb)預 防達神板害的手段是否存在,考慮到八︴垓活功吋的最高扶木林准 ,

(c)在 其他地方或其他亦法送行垓項活功的可能性,或 是否有可供逸掙的其他活功 ,

a)垓項活劫玵起源目的重要性,考 慮到篷洴、社合、安全、保健和其他失似因素 ,

“)就可能的預防手段而言垓項活助的垤游可行性 ,

(f)起 源回就其采取預防措施、恢欠

一

前的不塊狀況、殕摟所造成的撤害或送行可供遙擇的

其他活功的能力而言的物反和技未可能齒 ;

<g)受 形晌回肘同一活功或失似活功位用的保抻林准以及區域或回隊共域中位用的杯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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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超 源回或受影晌回放垓項活初中取得的利益 ,

(:)根 害性效果源子自然資源的程度或形咱′种共有資源使用的程度 ,

臼)受 彩晌國愿忘分捏預防女用或掘害焙借的程度︳

(k)起 海回和受形呴目的利益与整介社合的一殺利益一致的程度 ,

a)回 隊社舍可以向超源日提供援助的程度】

(m)回 隊法有美原則和規范的通用性 .

第 18茶  不及行前途〤芬

起源回不屈行前途〤夯不泣构成受形咱回提超拆松的理由,除 非些卒回之同生效的其他日妳

怭定有此規定.在 送些竹兄下,如果垓項活功造成可以丱因子起源回的 〔明五〕〔呈著〕跨界被害 ,

起源回不得力自已的利益援引寫 23茶 的規定 .

第 19茶  玵按第 1l茶 規定友出的通知不作答复

就第 1l茶所迷的恃兄而言,如果適如回已提供夫子9×.奈所遊措施的安料,任何因京在六介月

期同內91通知不作答褒,即 推定它快力這些措施是滿意的,達 一期同可垃有失回家的要求延米 〔一

段合理的吋同〕〔六介月〕.可能的受形喃回可清求能移提供意兄的任何回隊組軹提供意凡 .

第 2° 奈 活功的禁止

如果村活功的坪估五示跨界損害不能避免或不能荻得克分賠儅 ,超源回虛拒斃核准達項活功,

除非銓管者提快造行散害性駁小的供逸掙的其他活幼.

第四幸 賠儅責任

‘               館 21茶  淡判的叉芬

如果因第 1荼所迷活劫而戶生時界敬善 ,起源回位有叉夯同受影哅因淡判 ,以 确定強害的法律

后界,同 時銘圮,原 則上根害必須狡得克分賠信°

第 22奈 多介受形喃回

如果受形哅曰不止一介 ,在 遠方面有叔限的口狋姐玖如虛任何有夫回來的甘求即可迸行千頂 .

其唯一目的是掰助些中國并促迸它們的合作,如果已各半行第 1● 紊所途的捇商,并有一介回隊組

銀參与送些掰商 ,Jll孩 回所生軹肘于未就造成描善的送項活和的制度造成你快之前戶生的掘害,也 ′

庄參与其事 .

館 23紊 浪少起海回位什的賠借

夫子通達外交渠道提出的索賠要求,如 果由干活功的性辰和具体竹兄 ,由 有失回家分褲某些大

——
 373 ——



用似乎比較公平,受 形晌回可在合理情況下,同 意減少起源回位什的款項 ,〔例如,如 果起源固寺

力預防跨界根害已采取了預防措施,而 且垓項活功正在ㄞ曰境內迷行 :或起源回能移怔明,受 形晌

因正在免女受益干9×9項造成板善的活劫〕.

第 24茶 村不境的損害及因此造成的肘人或財戶的損害

1.如 果跨界敬害怔明村受形呴目的坏現有害,起源回位久袒任何合理行功的安用 ,以 冬丑恢

笈韻害友生之前存在的狀況°如果元法全部俠交送些狀況 ,則 可就瓶害的恃兄送威起源回以金哉或

其他方式賠僅的怭快 ,

2.如果第 1敘所避村坏境的損害也因此造成肘受影巾回的人或財戶的強害,起源目的什款也

泣包括肘送种嵌害的賠借 ,

3.就 年 1和 第 2款所迷的情況而言,如 果索賠要求是適避外交渠道提出,則 可進用第 23茶 的

挑定.如 果通逮日內渠道提出索賠要求,則 位道用日內法°

館 25紊  多介起源回

就第 2B和 加 奈所途情兄而言,如 果超源回不止′介 ,

各遊案文A

它們則位肘所造成的扳善久捏達帶賠儅女任,但 不妨得它們之同就賠借女任的比例份額相互

提出的任何索賠要求.            、

各逸案文 B

它們則庄按每一日所造成的韻害比例村受影啕回籅捏賠信女任 .

第 Z6荼 例外

1.在下列情況下,超源回和垤管者不久賠儅女任 :

〈o)根害直接起四于我爭行力、找斗行劫、內找、叛說或特殊、元法避免和不可抗拒性放的自

然現象,或

<b)敬害全部由好三方故意要造成掘害的作力或不作力所造成。

2.如 果超源回或篷管者怔明掘害的全部或局部是因裝受韻害的人故意要造成散害的作力或

不作力所造成,或 因此人的述失所造成,則 它●)● 玵此人的賠佳女任可全部或部分免除 .

館〞 奈 時效

就本來款挑定的賠儅責任所提起的拆松,自 受形喃方衣悉或可以合理地預期它已荻悉損害以

及起源回或絟管者的身分之日起 〔三〕〔五〕年后失效.在任何竹兄下,吋造成板害的

一

故白友生

之日起三十年后,即 不得提超任何坼忪.如

一

次由一系列

一

件組成,三 十年期位狄最后一次事件友

生之日起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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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幸 民

一

暗儅女任

方 28生 回內渠道

1.在 根裙本茶放向起源回提出跨界板害賠借云任的索賠要求之前,受 形喃回或垓回代表的今

人或法律共休沒有必要充分使用曾地現有的一切法律朴散亦法 .

2.本茶放沒有任何耙定阻止
一

日或垓回代表的扒力本身因好 1奈所迷活功而承受柏害的任何

令人或法律共体 ,向起海回 〔如屈第 29荼好 3放 的什兄,則 向受形呴回〕法院提出索賠要求.但

在此情況下,受 形吶回不得使用外交渠道就已提出索賠要求的同一根善提出索賠要求.

弟 2g茶  回家法院的管格板

1.本 茶飲些卒因泣通逮其本國立法,授 予其法院姓理第 28茶所逑索賠要求的管倍杈,并 垥子

受影晌的回家或介人或法律共体向其法院申拆的叔利 .

2.些 串回疵在其國內法律制度丙規定朴救亦法,使弟 1荼所迷的在其管堵或控制范田內進行

的活功造成的跨界損害荻得迅速充分的賠借或其他扑借 .

〔3.除 了受影吶回以外,弟 Z8奈 所迷的去力曾裳受韻害的其他人可遊掙在受影呴回法院或起

源曰法院提起拆松。〕   .                 
‘

第 3U奈  因丙法的道用

法院r,肘本來欲沒有具体規定的所有共辰性同趣或程序性).9趣 道用其日內法,本 茶敏以及回

內法律和立法的道用不得因回藉、住所或居所而有任何Z別 待遇 .

棠 3】 生 管格豁免

回家就根据前面茶款提超的拆公不得接回內立法或因吥法要求管格豁免,但 就強制執行措施

要求的豁免除外 .

蚌 32茶  判決的可強制執行性

1.主管法院作出的及后判決如根括垓法院所道用的法律可強制找行,則 除非有下迷特況,孩

判決在任何其他坤的方領土內均位得到承洪 :

a)判 央是以欺昨手段荻得 ,

〈b)被 告方未荻合理的預先通知且未衣杌合在公平茶件下提出自已的淹裙】

a)判 決違反正在爭取其承次的回家的公共攻菜.或与正〤的基本規范不符 .

2.一項荻承放力符合弗 1數規定的判決,在 爭取共強制執行的締的方所規定的手撲完成吋.

即位在任何些卒因強制找行.不 允并村此

一

項的共辰迸行迸一步常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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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案  洭敏

些卒回位采取必要措施,确 保中甘者因前面各茶規定在些︴回法院提起訴松而垃收的任何放

項 ,以 及与保降或再保險有夫的任何位收款項,或 旨在兮卜伴達种損害的其他資金,可 以自由地以受

形喃目的女市或以中靖者慣常居住目的併市洭蛤中清者 .

3。.巴 本沃#先 生 (特別根告貝)遼 ,他方六次被告 <A/CN.4/也 8和 Add.1)的 早言 A市

思錯了他在好四次報告
” 中提出的車未共 1° 茶的竹兄,達些茶數已子 19SB年在委貝合的第四十

居含以上提交超革委真舍 .“ 他在錧五次報告 (A/CN.4/423)中 提出了修訂的館 1至 9茶 草案

以取代原來的那 lU紊 ,并提出新的拜 lU至 19奈 車來.lε  修汀的館 1至 9茶 已在 1989年 館四十

一屆合以上送交起革委貝合 .

31.在 第六次根告中,他村共 1U茶 ,特別是村第 2荼草案
“
用悟∵(a)至 (d)項 中

“
危險物

辰
”

的概念提出一些新看法.如 果達一概念得不到接受,那 么 (a)至 (d)項將被刪除,(e)項

(原 ㄑa)項 (二 )目 )持用最初的措河。其他新看法是在館 2荼革來 (g)項 <末 尾)和 (m)項

以及第 8荼 草案中提及的︴后的預防措施,館 2系 中
“
明晁

”
或

‘
昆著

”
根害 〈(h>項 )、

“
︴

故
”((k)項 )、

“
收交措施

”ㄑ<l)項 )和 “
有失回家

”<<n)項 )的定〤.他逐提出了一茶新的

原則,不歧視原則 ,如 果 1988年草案第 8茶所迷
“
參与

”
概念不作力一項狂立的原J)l衣得呆鈉,不

歧視原則將在第 1U奈 中叔逑.         ‵

S2.早 言的B市 7理 男′介初步 1.● 題:有危險的活劫和具有韻害性效果的活功是位些以相同

的方式在同一套茶款中子以甘淹及,逛是垃些分幵爽理.B市 的目的是消除委貝金一些委員在前次

舍坡上表示的不安.

33.報 告的寫一幸淹迷有危險的活功.村有失送美活功的規定作了一些很重大的改劫.例 如 ,

弊一千 A市 放到了委貝合尚未甘站的一介鬥趣,印 列入一份危隆物辰清車,目 的是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
“
有危隆的活功

”
所含的跨界敬害危陸的兵正性辰 .送只是一項當拭性建快,提 出送一建洪是

由子委真舍一些委貝和大合第六委員合的一些代表曾几次〺下途 1.9趣 提出反村意兄:如果有失回

家加入公約,它 們是否有必要了解依照未來公夠泣承拉的〤夯的范田.之些委貝和代表放力,仗 先

“
明並

’
或者甚至

“
並著

’
的危隆達一橈念,不足以先驗地确定起海回位承也的〤夯 .

S●.反村似汀一份活功清車的主張,其淹魚仍然言之成理.因力村子一份鋼要排定來悅,揪汀

送洋′份汁車不免迂子兵体.然 而,如果一項活功所合板善的
‘
明昱

’
或

‘
昱著

’
危險的一般棍念

基于在活劫迂程中使用的物辰或技木,則 合有一些余地來村活功本身送行坪估,所具有的良活性 ,

1’ ㄍ1988年⋯⋯年盤》,第 二卷
1‘

集文兄 《1988年⋯⋯年盤9,

、案文凡 61gBg年 ⋯⋯年盤》,

<弟 一部分),名 鈣1瓦 ,文件 A/CN.4/413.

年二卷 (第 二部分),常 9瓦 ,第 22段 .

第二卷 (館 二部分),箱  瓦,名 31I和 32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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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含大于′份活功清車.新 的第 2紊車來 (日)至 (d)款只是一介車稿而已,一种拭田用法律悟言

表送主救的努力.速些案款白然特要迸一步制汀,將 列入清草的物廣也須由寺家來決定 .

35.第 一幸 B市 淹迷村幣 2茶必須作出的具你的修正,如 果委真金決定采納
‘
清革

”
亦法的

活.在 委貝合辯淹期同,絰 常有人指出,隨者令趣的友展,可 以玵第 2茶作任何朴克或改功.例 如 ,

可持前 (a)項 <二 )交 成界定
‘
明昱

”
或

“
立著

’
危險的 <.)項 .

笳.好 一幸C市 以修改形式提出了一些新內容,在迷行迸一步中快后,位 肘共 1° 荼作相位的

改功.這 些規定已納入最近的一些公的中,反映了回哧茶的法的最新赹勢.“嵌害
’
概念已銓才大 ,

包括了力田遍制或臧少有危險的活劫之有害形咱或避免造成迷一步嵌害所采取的措施等方面友生

的表用,优 先考慮了不境受板后的恢交并規定只有在恢欠元法迸行的特玩下方可作出金我賠儅(館

2茶 (l)項 和弟 a荼 ,弗 1數 )°

37.報告第二幸淹迷草案第二幸的原則.早 言中危隆物辰概念和物辰清車凡乎不彩喃達些原

91l° 其中一茶原91(是 板防原Jll(第 8茶 ),正 象他指出的,一后預防措施概念得到了引用.新 的第

1。 荼代替了1988年 草案爽理
‘
參与

”
的一各,因 力委員合几乎一致放力,“ 合作

”原則速一系

(第 7奈 )已垤提到了參与.新 的第二U茶草案提出了不歧視原則,在 報告貝看來,道一原則泣在車

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

BB.報告第三幸主要甘梵防止,特別淡到了篷修改了的程序 (第

之前起源回單方面采取的預防措施 (瑋 16奈 ),某 項活功的可能禁止

第三幸 <第 18茶 )所規定叉夯不位杓成提起訴訟的叔利 .

39.新 程序以倚草的形式遊循了算五次報告 <A/CN.4/φ3)所提之程序方面的主要做法.些

然,可 以完全不接受遠一程序,但 第 11茶草案館2放可能是例外,垓敏涉及可能延及多目的跨界

影喃.但 是,如全部省略達一程序 ,朵數草案將只淹及賠儂女任而不再涉及顎防,也并,除 非道用

算 8茶 草案粯定的原則 .新程序持鼓助各回現有夫具体活劫的云任制度送威林定 ,包 括奈的法中确

立已久的某些〤夯并鼓肋受形哅回家的參与,放而通迂有失各方的合作送行更好的預防.弟 12紊

草案淡到了板害可能延及多回的竹現,規定由一今主管遠方面 .9題 的回怀姐球避行干預°

一

共上 ,

正如弗五次根告所說明的,速 已篷是送方面的回隊共跩 .放前淡判一項你定的〤夯的尸格性已大力

降低,現在仗伙是一和怭商的叉夯 (年 14荼 ).

4U.大于車方面預防措施,他焊#悅 ,不站磋商已迸入何种盼段,起海回如知道或有亦法知道

館 1茶所迷之活功正在造行或即特升始迸行,都 必須采取某些措施預防或冬I歿少跨界強害的危

險.因 此,幣 16奈 車來才展了館 8奈年來規定的預防原則 .

41.第 17奈 草案受到了
“
利益均等

”
祝念的肩友 .由 子之一概念是其他肯多規定的基地,他

決定把肘好 1茶所提活初有形呴的一些利益放在一起.所列各項因素力各有夫回家送行磋商或淡

判提供了指專.但 是,第 1?茶 的位二 1.9題仍未解決.

】l-15茶 ),在 締第一項掰快

(第 2U茶 )以及不展行草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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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也 #最 好將第 18奈 王子車來館三車末尾,但 重要的一魚是,超 源回村本幸所規定的〤芬、

即思的來說肘預防叉夯的違反,并 不枸成受形呴回提起坼忪的理由.達 符合寺趣鋼要:在 損害出現

之前,并 元真正的〤夯.在 早些時候的辨梵中,委 員合一些委炅友言發同送一主強,他很想了解委

貝舍就送一重要同題的看法.� 其上 ,如 果預防方面的〤夯能使其他回家有叔提超拆忪 ,那 么草案

也特涵蓋不法行力的宜任,而 送就金超出委貝金的取叔范田.

始.活 功的禁止 <第 2U茶 )是介全新概念,但是,作力新程序所提快磋商的可能錯果,達 ′

祝念不能排除.圾初西班牙來文用了
“deber:.rehumr” 一活,英 文本則用了

“shaurefuse” 一月 ,

五得更兵強制性.但 不管怎么洗,由 于有了蚌 18茶 ,達 一
1.● 題就有羔近子空次了°

班.草 案第四幸甘淹賠儅責任,更 兵体地淡及了第 9茶草案所体班的朴儅原則.淡判的又夯

(第 21奈 )也 許是整幸最重要的特色,他 回碩了錧五次報告 (A/CN.4/● 23,靠 佗6-147段 )肘

送一同趣的封梵情況.一 旦起源回承但有夫紫用 ,而 其他回家可八中荻益,理 想的亦法是分但興用 .

換句活洗 ,跨界擬害朴儚方面的公平杯准,可 以是利益均等的恢交.由 子賠僕的确切數目在以确定 .

第 Zl荼草案親定,起源曰有〤夯就泣什的賠撐教目,或者,先銳地悅,就 ‘
韻害的法律后果

”
同

受影晌回淡判 .

●S.第 2B茶 草案涉及減少起源回庄付的賠儅同題,目 的是村某一特定情況作出規定,達 也泣

是送行淡判的鬥題 .

●c.第 2● 茶車來提出了〺不境的頡害遠一概念,區 分了一日不境受到的嵌害和人貝或財戶道

接受到的嵌害.肘后者的賠借以通常的方式送行 ,而 村前者 ,則 要求恢久損害友生之前存在的狀況 ,

或者,如 元法做到達一魚,Jll要 求以金俄或其他方式賠借 .

47.超 源田效目森多的情況在年 25奈 車來予以規定。提出了兩种各遊案文,根括是看賠撐女

任是共同和達帶的透是按比例的.

48.館 26茶 車未規定,如 通不可抗拒的力〧或某种回酥行力或第三方的疏忽,免 除賠佳云任

的竹兄.第 舒 茶車來淹途時效同題,送些是公的中通常的茶款 .

φ.草 案館五幸肘民

一

時伴女任的某些方面作了規定.有 人放力列入此爽恭放有其方便之赴 ,

因力私法朴故亦法思是有的:受 形呴者甚至受形巾口可向起源回法庭提出中拆 ,要 求得到小數.受

形咱日出手多种原因,可 以不核准其回民的要求,因 力垓回沒有叉芬送洋做.館 28奈 草案似乎很

有必要,因 力垓朱确保各种特況都得到妦次.

5U.可 玵送一同題作出一定程度的規定,年 鋁 荼是最起磚的.長兵体而言,可 肘節約回舥定

某些叉夯,如 垥子外回居民向其法庭中拆板利的又分 <右 29荼第 1欺 )° 然而,由 于不一定舍有普

地的朴敬加法,因 此,弗 29茶 弟 2放要求締的回璃立此共朴效亦法.自 然,些 地回家不得要求管

培豁免 (館 31奈 ),遠魚尤其道用千好 29奈第 3放所迷的情況,垓放規定.所 形喃者可向起源口

法庭提出拆松.法庭將遙用其回內法 <方 3U茶 )并特#重不歧視原則 <年 1° 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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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館 六次報告第三幸討淹村所渭的
“
合球公地

”
,即 回家管格范田以外地匹造成頡害的云任 .

特別報告真在上屇合快上承當 ,要 确定是否可以將寺題范田才大到肘此种損害的女任.力 做到達一

魚,他 決定探討三介同趣 :肘全球公地造成敬害的概念 ,‘受形喃回
’

的概念,以及在此种強害方

面是否垃确立肘不法行力位久的女任或
‘
因素

”
琣儅女任.一旦採甘了達三介鬥趣送行,逐有一介

l,● 趣需要甘淹,即 按照現有的回隊汝,一 口或令人玵全球公地造成的敬害是否合戶生任何后呆 .

S2.館 六幸 B市 玵以下情況作了區分,即被害是彩咱送爽地方的人長或財戶 <不淹是私人近

是回家財戶)透是完全彩吶不比.弗 二种形呴是唯一希探討的1.9延 ,因力肘手第一种,系數草案已

有規定.然 而,玵手達一大叔害的女任的先例昱然被少.再者,他 的淹正引以力根括的有失跨界敬

害的回隊判決,如村子 C°rfuChBnnel和 Tra:ISmelte【 呆的判決 (兄 A/CN.4/384,附 件三),放

及的是直接或同接村某些回家造成的頡善.即 使是使用 自己財戶吋不得敬告別人財戶的原 Jll之 道

用也令人怀疑,因 力人們舍鬥:全球公地屈子堆?掘 害了哪一共法人?在 損害賠儅法中,何力方法

衡丑而是只能怀疑或推測 ,或 只是形呴人貝或財戶所希的恩效果的一部分的夫瑛性?現有的頡害賠

儅概念并不能現成地道用于地球公地。根善已焚得
“
明五

”
或

‘
五著

”
的起羔如何?肘于此种碓以

确定的韻害,垃 裁定作出何种賠儅?賠蛤豫?

53.第 六幸 E市 淡及的受形咱回達一同趣上,他村此遇到了一些困准.他 建快根据委長合館

三十七屆合快
∥ 哲吋通迂的夫于回京云任的茶數車束第二部分第 5茶第 2款 〈f)項 ,探討達一可

化性,即 如因多之茶的而戶生的叔利之便犯 ,在 怔其垓項板利的目的是力了保#坤 的回的失体利益

后,可 持垓茶的的任何締的回視力
“
受害因

”
.

馭.在考慮是否肘不法行力或
“
因果

”
賠伴承袒責任之前,逐位回答另一介田題:在 目前竹兄

下 ,肘全球公地坏境的頡害是否其的不戶生后果 .如 果确信送种坏境合受到文確性和元法扑救的敬

善,能 否允︴速一情形球玟存在?村遠一向題的答災立然是否定的°

<55.力 了依非法律文件未終止速一竹兄,似位玵有危險的活功和具有害形昀的活劫作一Z分 .

就有危險的活助而言,唯 一的亦法是在一切可能竹旡下道用因果賠儂安任.相 肘來悅 ,味 別有可能

肘地球公地造成敬害的÷故位些容易些,因 力這些÷故本身就很重大.送些

一

故的后果 ,在 任何可

能ii玩下,可 以是恢文原狀.就共有

一

形咱的活功而言,坏境保伊方面的公玓,有 的,只 是禁止頡

善坏玩,有 的,禁止某些物辰的排放或崇止此共坊辰的排放超迂某一水平.及后一种解決亦法似裝

力可行 ,因 力以送祥或那祥的方式孩共排放水平走可以做到的,班而可以怔共送些〤夯是否之到達

反 .

“.接下來的1.9題 是遇到達反如何道用制裁.在 多數竹兄下,賠俘似乎是亦不到的.不 管道用

何紳制裁 ,此种制我可能具有的任何走田性都不合控易得到有失回京的接受.因 此,他提快肘超焦

1‘ 《1985年⋯⋯年荃》,年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那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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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規定,亦 法是根括現有的公的和快定串挑定某些物廣的排放丑,一 旦超出送些教丑 ,則 茶欺車

案規定的怭商机制就金友揮作用°此榮怭有的目的將是通迂合作或采取某些其他不杓成恕們的亦

法,貢仞執行排放制度°不避,他次力 ,掰商原則也不易力沒有反行其〤夯的回家所接受.如公布

一份技告,例 如,釵迷某一日象未能避守其在人杈方面所作的承拷 ,有 時就足以使孩回采取必要的

措施 .

Ⅳ.在報告 <A/CN.4/428和 Add.l,弟 84段 )中 ,他建洪第 2蔡 草案 (p歉提到的損害

概念位得到才展,以便現定 :形 呴未來公的締的回集体利益的損害以及在一旦效〧超出危及合球公

地的坏境之規定所戶生的強害 .

58.及后 ,他想以初步豬姥方式指出,有 夫送一味趣的原Jll,在 村銅市作必要的修改后 ,可道

用于全球公地 ,但在多教情況下,也 只能如同某些公的如 1982年 ㄍ秩合國海洋法公的》和耿合回

人失坏境合快宣言 <新德哥你摩宣言)v 第 21茶原則所規定的那祥,再 一次提及回家臂格范田之

外的地區所受的散害.在遠方面,不 位忘圮皮展中國家的狀況.不梵肘原Jl(作 何种解秤 ,均 泣考慮

到送些回家的特別狀況,因 力,使 大气受到污染、使地球目前受害于溫室效垃的不是速些回家 .

∞.夫 于在全球公地受敬害方面准确地适用賠僕女任送一
.9題 ,他 逐有男一些主張和初步錯

淹 ,但他愿意先把它們与今后辦淹中舍提出旳某些淹魚作一比較.因 此,他 准各在玟晚險段向委員

合介紹送些主救和豬淹 .

6U.比斯利先生悅,他希望特別根告貝能在道普吋侯更洋如地解穄送一魚:他 如何村他的赴理

方法作了如此重大的調整.就 他本人而言,他 比較吝攻原先的焚理方法.

a.弗 朗西斯先生悅,他 感到有魚不安的是,委 員合今后得在有限的吋田里討梵在速一快趣上

合出現的一系列日超 .盤 子進一快趣很重要 ,委 反舍特元法道些地赴理特別報告真的整介第六次根

告。他汏力,可适普常快共三幸的內容,并扒力,委 鼠舍不要力田在分配的吋同內做大多的工作 .

回跡法法刁合的錯束

●2.主席代表委真舍皮言.他悅,他希望,常二十六屇田怀法排刁合參加者改得的鎰飧村他 f●

今后的半刁或工作將具有央隊价值 ,尤 其是,在 出席了三星期的委貝含合体合快之后 ,他們能肘委

真含的工作及其工作竹現有所了解.他 正希望,正 如已出現的竹玩那洋,有 些參加者有朝一日能被

遊半但任委貝舍委長,參 与達一枚具威望、有崇南理想、能袋揮板大作用、仄而有助手回酥社合的

法治的机构的工作.

63.不 管參加者班

一

何种取╨,他 (9都 在以不同的方式力促迸回隊大系中的法治送一共同

一

ㄓ

口ㄍlgη 年 6月 5-㏑ 日新德母小摩球合回人爽不現金快根告》<秩合回出版物,出 售品編早 :

E.73II.A.14和 更正),年 一部分,算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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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力.排 刁合可使來自各回和各大陸的參加者錯下友道,交 流思想,促 迸玵其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啦

相互了解和玤重.

“.恩 之,他希望,參 加者的咎駩合使他f● 逐步理解ε推功回隊夫系中的法治、了解不同的●+

值体系和#重所有人民,合 有助手合世界交得又力和未 .

“.馬 唐森先生 ㄑ蚨合回日內瓦亦

一

走主任)悅 ,瑛合國日內瓦赤

一

哭每年都在回沶法委鼠合

的你助下半亦回防法排刁合 .汫 刁套使年楚的回隊法教授、半生和苧者在共法律生涯丌始之吋就有

机合才展知法、交換看法并熟悉回狋公法的皮展竹兄。

66.不 捨是追求世界和平致力子不境保抻、女法援助逃避我爭和仇荒的散百万准民、肘付具有

世界性形喃的疾病、逐是采取行功确保在又大程度〦保伊人杈 ,有 一羔是不言而喻的:要 使努力裝

得成果 ,就必須是世界性的.可 以想象 ,只 有回拆盤球才能作出速些努力,因 此,位 些及有效地友

揮其港力 .

67.借 用一位杰出的回隊法半家的活,只 要回隊社合由回家羾成,那 么,只 有通迂行使茶的和

捇定所表送的、或由一次各回荻得根力的回隊叔力机构所确定的志愿 ,才 能使法治肘令人具有的束

力 .正 如恭瑟普教授悅的,一介元法回避的卒共是:現代社合的整介姐班是建立在各回共爽基地之

上的,任 何重大的焚化都來自國家的行初,不 淹送些行功是取板的逐是消板的.

68.就 加強介人在因隊生活中的作用而言,達一領域的避展緩慢 ,.但 冬管如此,事 共依然是 .

回沶公法思的來說仍lt致 指早著因京同的夫系—— 委員舍甜榕的快趣充分悅明了速一魚.

Gg.第 二十六居回酥法汫刁合即將錯東,達次悱刁套遜使參加者有机舍了解堆民寺反亦︴炎‵

紅十字回隊委員合以及夫文惠林定所送行的活劫 ,熱 悉了在保#人叔方面例汀的某些程序 .也 熟悉

了 1gBg年 《儿重板利公的》的規定——所有送些,在 本世圮的最后几年,都 是至夫重要的,因 力

送几年世界的功坊形勢使耿合目的前景及其落力具有了新的茶件 .

9U.布 菜克夫人代表館二十六屆回哧法排刁金的參加者友言°她悅,悱 刁合使他們仔鋼視泰委

長合的工作,并 且,通遊旁听委員合上午的合洪和下午的研討合,他●●肘制訂回呠法的迂程有了了

解.汫保者沸#的知法和丰宙的銓牲,錚參加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參 加者通逮肘爽理各种 1.● 趣的不

同方法送行探討,通避志Ⅸ到他 l1● 作力政府官貝、研究貝、并並者或敬貝所起的作用合影喃他們犬

理任何同捶的方式,丰 宙自己的半洪 .

?1.參 加者确信,排 刁合的意〤放力重大.參加者感甜委貝舍雜笨重視拼刁舍的重要性,感站

有失回家政府的慷慨相助,汏 而使排刁合得以拳行.參加者透要感甜瑛合口日內瓦亦

一

爽主任、法

律朕絡爽的工作人貝,感甜他們的你助 .參加者也玵在排刁合弟一天玫迎他●19的 希小堆托 .阿馬多

基金合、村日內瓦州的盛特接待表示感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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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 12吋 2S分散金,以便才大的主席田弄合°

館 218U次考》快

199U年 6月 26日 星期二上午 1° 時

主席:史 久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飢西先生、巴犿沃碎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本努鈉先生、卡菜〞 .′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网 蘚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

格霄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步馬先生、馬希自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未曾先

生、帕夫拉克先生、何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甘先生、各庠鈉斯先生、塞

普本籬送 .古供雷斯先生、索拉里 .四 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回家和因酥無無同的夫系 (青翅的第二部分 )

(旗 完 )<A/CN.4/4U1,】  A/CN.4/424,3 A/CN.4/L.383和

Add. 1-3,: A/CN. 4/L. 443,G市 ,ST/LEG/17)

(快程項目的

特別報告真的第四次技告 (笨 完)

第1至 11茶‘ (笨 完)

1.迪 正斯 .因 #雷 斯先生 (特別根告員)思 錯了甘捨,他悅他村就其館四次報告(A/CN.4/

●24)所迸行的井站十分清意,并肘提出的建女性提快和悲兄表示攻迎.除一位委長外,所有在辯

挖中災言的委員奈委其一殺都同意第四次報告和他的錧二次根告
‘ 以及他所采用的方法,委 貝合

弗三十九屇合快和大合1987年 方四十二屈合快核可了垓方法.

2.他首先希望掰几魚′殺性意見,以便澄清井七中所提出的某些同捶.首 先,委 鼠金所常以

!

●

特我子 61gBG年 ⋯⋯年盤》,年 二卷 ㄑ弗一部分)。

特我子 ㄍ1989年⋯⋯年些》,幣 二卷 (方
一部分).

特裁子 ㄍ19BS年 ⋯⋯年盤),弗 二卷 <乍 一部分)/Add.1.

來文兄第 2176次 合快,弗 1段 .

ㄍ1985年⋯⋯年些》,弊 二卷 (第
一部分),年 1U3丌 ,文件 A/CN.4/391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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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趣并非特別根告貝的主意,在 犬多數竹兄下也非委員舍自已的主意 :它 們是犬合明确要求女貝

合常快的寺翅.而 且,特 別報告真的報告也不是交垥老師批改的家庭作╨,而是委長金的一份工作

ㄨ件——
正如特別報告真是其工具一祥 ,是 力了便利委貝合的工作.玵垓寺題無犬者也不是特別根

告貝一人,而是整介委貝合村大合無女,提 交大舍的文件是委貝金的成果,而 不是特別報告真的根

告.因 此,委 貝合每一位委貝都有杈利和〤夯就特別根告真的提洪友表惡兄,村其迸行修汀、朴充

或改迸,狄而使安貝合能接受益于共稽怎和知氓°

3.有人悅,他 的推站有些何咯.但 幸送的是,每一令人都有他 自己的推淹方法‘否則,人 隊

夫系將十分革惆 ,也就不需要淡立象本委貝舍達祥的机杓了.甚 至最尸房的狙我寺政也未能成功地

控制人的思想 .任何特別報告真都不能希望強行玵某一特定向題采取其方法,更 不用說將其推淹方

法和豬淹強加給其他委員金委貝了.由 子其本身的特性,委 員套的工作是掰同工作,每 一位委員力

共同的努力作出自已的貢敵°

4.冬管有人村就孩青題雞篊工作是否有用表示有些怀疑,但 是大多數在甘淹中友言的委見放

力既有用又重要.正 如有人工确指出的那祥,送不是一介研究垓告翅是否有任何用7的 向題 ,而 是

一介完成犬合交蛤本委貝含的工作的向庭 ,達 一工作早几年就已臸升始送行 .委 貝舍不能姼不努力

爭取完成其授杈就告拆犬合它元法完成其任夯.在 送方面,他注意到比斯利先生 (館 2179次 合

以)就有失位子考慮的各失准則提出了一些生女建快 .

5.有 人建快垃淡立一今工作組來确定垓寺題的范田.共 哧上之在初步險段就已篷做了,本 委

貝合豋大合核可,在孩工作組錯捨的基地上常快了孩令題 .

6.近有人悅各回不合采納烡貝合夫于垓寺趣的提洪.送奈意凡有道理 ,因 力很五然,若 沒有

各目的政治意愿就將一

一

元成.但達一中央不便道用于本寺趣,而 且道用于委炅令常快的所有音

趣。有位委貝力了強調他的杯疑,提到各回可能很重視夫子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一項鋼要1●,

定。星然此种掰定很有可能合受到反肘 .如 最慈回來數車來和有失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

外交郙袋地位的茶數車來那洋 ,但 他自己印不合悅夫子回酥水道的工作屯元意〤.若人 f1● 決定特所

有与坏境的法律方面有失的同趣都幼入一介寺庭并正視達些同題,則 現任和前几任特別報告只窮

耳的垓青延的丰宙的材料玵似汀一份更加現共的車瑋未悅 ,可 能板力有用.只 要各口村共表示有米

趣并有接受所提快規則的政治意愿,任何寺厜都有用 .

7.有人指女他采用有魚夸張的措詞 ,但他愿指出,并多回酥文中中都有達种提快的措洞.而

且 ,他看不出在特并成玲予特杈与豁免同回沶鈕玖可以要求特叔与豁免之同有何矛盾.确 共,一旦

適逮這些的法#文 中蛤子特枉与裕免 ,則 可要求一切叔利.不 能想象一种板利位樣給予,但都又不

能行使 .

8.有 人坪淹悅,人●●也帝沒有考慮到他的好二次根告,垓根告更i羊 幼地甘淹了回所銀取的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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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格和法律行力能力 ,提到了一些思部怭定,特別是与瑞士政府臻第的恙部掰定。但是,他在辯

稔 (弗 21%次合洪)之初就曾指出,委 員舍在常快第四次報告吋也位垓考慮到館二次報告.

9.大 多數哭言的委貝村提出的茶放車未′殺都表示同志,但 希作某些改功.他 不反村送些提

快,在 起草委員金最后技定茶欺吋,送些提快与討淹中提出的志兄粹合十分有用 .

lU.“ 普遍的
”
一洞用未指日酥姐玖,以便匹別子政府同鈺玖—— 也并林之力具有普遍使命的

鈺球兵力恰些——和匡坡組取或由兵休回來集田、歐氰克所淡立的＿.E取 .有 位委貝提到
“
。
ff:ce” 一

詞 (館 1茶 ,好 1放 (e)項 <一 )目 )孩詞志指回隊鈺球用來屈行其取大的任何信舍 ,与 1961年

《錐也納外交美系公的●玤一 <壬 】茶現
“
使倌館舍

”
一同所下的定〤同又使用.大于瑛合回和其

他日怀羾取,也 可放ㄍ球合回先幸9片 一百琴四和館一百琴五荼以及恙部怭定或各回唪短扒姐取文

串的有夫規定中作出同祥的推淹 .

11.孩 寺題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在 送方面,有人提到最近在 日內瓦召升的安全理卒合金瑛,星

然速也并更多地屇子其他法律文中的范田,但 在此也仍然有效 ,因 力它表明,冬 管在有公的或志部

I,1定 規定的情況下,有 些回家也可能不履行其〤夯°

12.他 愿建洪將荼款草案連同各任委貝的意兄和提快交姶起革委見金迸一步申快°他希望向各

位委貝保怔,他們的坪淹各受按裳,并特指早他夫子9×9青趣的迸一步工作°

13.卡菜男 .′ 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不反村特別根告真的建洪,但 汏力有叉夯將其意兄我入圮

暴,他汏力在目前防段此拳并不恰些°道涉及一介具有更大的形咱的同趣 ,不 依涉及目前正常快中

的達一青趣 .之介 .9趣 是 :本 委貝合是否位垓在知道起革委貝合在本委員合目前委貝的任取期同不

合中查那些荼款的情況下粹奈敢車來交姶起草委真合?盤于新委貝將不合有研究速些奈敘草案的

机合,逐是社由新委貝組成的委貝金來作出將奈敬交玲起草委表含的決定比裝好 .

∥.場正好先生悅,冬管他理解卡末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的夫切,但他忕力,將 委貝合的任取

期分力丙介吋期,一介●f期 可以將茶散草案交玲起草委長舍 ,另 一介●f期 則不行,達 不是一介好主

意.他不館同速一方法 .

lS.疑 扯一次有下列委員參加的程序性村捨之后,—— 道正斯 .网 薛濱斯先生(特 別報告貝)、

凱西先生、弗朗西斯先生、巴本沃#先 生、埃里克松先生、比新利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托移沙特

先生、格宙夫拉特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馬希馬先生和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 主

席現.若元人反村,他 就放力各位委真同志將年】至蚌 ll紊 車來送交超革委貝舍 .

就道祥快定 .

上午 11吋 l。 分散金 ,以便規划小姐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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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2181次 舍洪

】99U年 6月 27日 星

主席,文 久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巴本沃#先 生、巴小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

卡未男 .′ 德里格斯先生、迪工斯 .阿 薛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

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与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

先生、偑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臾先生、拉扎凡德拉朗持先生、各庫納斯先生、塞普水堆送 .古

扶雷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揚皿姆先生、托格沙特先生.             〉

夫子因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擬害性后果

的回隊去任 (貕 ).

(A/CN. 4/384,! A/CN. 4/423,a A/CN. 4/428和

Add. l,’  A/CN. 4/L. 443,D市 )‘

ㄈ快程項 目ㄌ

特別報告貝的第六次根告 <象 〉

第 1至 33智  (樣 )

<1.卡某′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 的坪淹是初步性的,冬管他充分意琪到 ,他在本屆合洪上

不合再有机合重新淡梵遠一寺趣 .由 于其內容的欠染性和丰名性 ,特 別報告真的卓越的館六次根告

∫

●

扶自第 219g次 合快。

特哉千 ㄍ1985年⋯...年 舉》,幣 二卷 (牛
一部分)/Add.1.

特哉子 ㄍ19B9年 ...⋯ 年塋》,年 二卷 ㄑ方一部分).

持我子 ㄍ1S9U年 ⋯⋯年盤9,錧 二卷 (好
一部分).

肘本告題的申快,部分是以前任特別根告貝R.Q.昆廷 .巴克斯特在委貝金第三十四居合

快上提出的寺趣璃要力依据的.未 文特我子 ㄍ1982年⋯⋯年盤》,館 二卷 (第 二部分),好

83-8S更 ,第 】U9段 ,肘 寒文的修改在 ㄍ19BB年⋯⋯年盤》,館 二卷 <館 二部分),第 肛 -

85更 ,第 2g4段 中加以說明.

葉文凡第 Zl9g次 合洪,館 2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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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4/42S和 Add.1)是一份在其提交的普年元法全部加以中快的報告.他遮憾的是沒有時

1.● 村它迸行泣有的洋如的申快 .

2.特別報告貝采取了一种建女性和非常炅活的工作方法,因 而使他能接根括委真合里所作的

坪淹修改荼數草案.但遠种良活性戶生了一种缺陷:采用新的概念和修正似乎使委貝合銍帝討淹

(最近于 1987年 幣三十九屇金快)的車未的宗旨戶生了l,9翅 .他本人借此机合表明 :

⋯⋯奈效草案的主要目的虛是E分在不存在不法行力的竹兄下所造成技害的法律后果 .

另外逐位垓在草案中包括⋯⋯基子合作原則的預防規則.但 秦放的精使位是确定跨界敬害的

法律后果
‘

:

但是特別是各他申快了趣力
‘
有危險的活劫和具有敬害性效果的活劫

”
的館六次報告早言 B

市以后,他不再肯定,現在是否仍然放速一角度似汀遠些茶款草案.

3.冬 管特別叔告真在報告中表示 :“ 大于有危險的活功和具有板害性效果的活動是否垃垓分升

常破的向趣已咎予以甘梵
”(同 上,第 3段),但 他至少在 12段 中重新忖捨了遠一同題°送一同題

得到如此米吋同的重新常快,送一事共本身表明,委 員合兄法确定°只要逐存在任何不肯定性,冬

管 SS介茶款的似汀表明取得了迷展,但整介工作特爽在不可#的基珀上 .在 銍述戶泛的分析以后 ,

特別根告貝似乎得出豬淹悅 ,就女任本身而言,在 大理速兩美活初方面不位有任何匡別.他不得不

同志送祥的現魚:如果出現了頡害,有危險的活劫就合交成具有頡害性形呴的活劫.另 一方面,他

放力堆以确定 ,如何村被分失力具有損害性形昀的活功的那些活劫采取頂防性措施°根裙特別根告

貝提洪的定〤,具有板害性形咰的活功是 :“在其正常展9F遊程中造成跨界敬害的⋯⋯活助
”
<好 2

市,Φ 項)° 如果送些活功造成了敬害——道是其主要特魚—— Jll元 法防止已銓造成的損害°撤

害只有在央哧出現以前才能好防止,但在送种情況下,達 种活劫是一种可能合戶生根害的活功,在

速种特定時同,送种活功必須被視力一种有危險的活功,而 不是一种具有根害性影咱的活功 .

4.他扶力 ,委 貝舍不位垓在理淹上和活〤上再迸一步研究速一同題 ,即 使它能移達祥作.与

此相反 .其 隊和何革的作法垃垓是 ,努 力似汀道用于有危險—— 些然是撤害的危險—— 的活功的頂

防規則以及村具有板害性影咱的活助所造成敬苦送行朴佳的女任的規則,元 格達种活功在戶生強

害之前是否被視力一种有危險的活和。

5.夫 子有危險的活初,他 回頑悅,1SB9年 ,些 委員金甜捨是否庄孩拙汀一份失干達种活劫的

渧車吋,他祝,它 不位垓速祥做°他扶力:←)力 了具有央隊意〤,這些各放必須具有普遍的性流 ,

似汀一份清革只合連背達种目的∫<b)很 可能列入送和清車的活功,例 如核活功、海上污染、海上

和空同活劫卒故,虛 垓或已絰包括在特定文件中,ㄑ c)元 淹如何必須按照特別報告天肘第 4奈草案

所采取的方法,确 定遠些麥效和那些特定文件之同的夫系.

‘ 《19S9年⋯⋯年盤》,第 一卷,第 156瓦 ,方 2Ul9次 舍快,第 8段 .

——
 386 

——



6.他 曾銓汏力 ,夫 子似訂清車的快想已銓被駁回,但 既然特別根告真提出了
“
危險物演

”
的

新的概念 ,送一次想又重新提出.送 一概念來自子歐洲委貝合的夫子肘坏境造成損害送行賠佳的規

則草案,(兄 A/CN.4/428和 Add.】 ,腳 注 8),呈 然它已用于其他文件.特 別報告貝已在第 2奈

車寒 (b)項 中确定了之一月好的定火,‘力了又好地想象′介列出危隆物辰清車的制度如何迋特
”

<同 上 ,第 18段 ).他 (卡菜〞 .多 德里格漸先生)假定,送种清車的目的是有助子确定有危險活

劫的定又,但他出子丙項理由,并不水力遠有很大的神助.第 一,將沒有使用清車中所列拳的物辰

的某項活劫确定力一种有危險的活劫是比較田9E的 ,館二,正如特別報告貝本人所承快 :“ 如果包

括那些使人皯用到它●1● 的活功有所怀真的物辰,則 透須看看跨界損害的危險是否其正存在
”.(同

上,第 l?段 ).央 酥上,使用危險物旋的活功并不一定是一种有危險的活功.因 此他扶力,在當家

的l,1助 下編寫一份
“
危 IJA物 辰

”
清草并附上附件的作法是不明智的.達神工作需要相曾大的努力 ,

而且隨之戶生的清車可能合成效甚少 .

7.“危恮物演
”
的視念已垤在破坏似快的荼款,特別是包括 14項 定〤的第 2奈 的平街,并 可

能鈴起草委員合和委真金帶來一些球手的泀趣°

8.第 2茶草案 <日)項 中大于
“
有危險的活功

”
達一同活的定〤不是根裾任何狙立、完整的概

念來釵途有失活功的°它完全依#以下三項狙立的概念‘
‘
危膛物盾

”
、
“
戶生危險性輻射的扶木

”
和

“
基因改交的危險生物和危險斂生物

”
.不 涉及遠三項因卡中一种因素的任何活功,即 使狄客現上來

悅 ,它 可能造成跨界被害——例如,犬 規的建造或管逐—— 也昆然舍被排 除在定火的范田之外,因

此不作力一項有危隆的活功。另外,<a)項 中采用的
“
危險物廣

”
、
“
基因改交的危險生物

”
和

“
危

h1.微 生物
”

達三种泀悟必頦分別在 (b)、 “)、 a)項 中車狂确定定叉,以 及 (b)和 (e)項必須

在附件中得到祥幼的田途 .

9.在 一項定〤中采用必須革狙确定定〤的一介司活并不就此力止.确 定
“
具有敬害性影呴的

活功
”

送一泀活定〤的 (f)項采用了
‘
跨界頡害

”
達一提法,而 (g)項 确定了送一提法的定火.

并我有
‘

〔明五〕〔昱著〕敬字
”
送一提法,而速一提法的定〤又在 <h)項 中得到了确定.可 以很

容易地想象,起 草委真合在申快似快的定叉,特別是 (g)、 佔)項 的最后一句吋合iE到 什么回翅 ,

因力根接達一句 ,“連象迂程
’

可以是一种
‘

一

故
’而 (I)項 規定 ,‘依交措施

’
是替代

‘
自然交

源
’

的措施,但 限制性大犬.q)項 和 (l)瓨 是根括歐洲委長金揪汀的規則車床 (凡上文弗 6

段)制定的,送一

一

共并不使得它●●又容易力人們所接受,至于 <k)項 ,技告 (A/CN.4/也 8和

Add.l,好 ∥ 段末尾)援 引的吹洲委員套的未文比技好,困 力它提到
‘
任何突然或達臻友生

’
.

1U.最后,田 樣夫子預防措施的 (m)項 吋必顏參考大于恢欠措施的 (1)項 ,肘于 (m)項 希

要做一些坪梵.根括 (㏑ )瓨 ,“預防措施
’

是指預防

一

故或韻苦友生的措施以及力困遇止或冬1

減少已友生的�故的撤害性影呁的措 施.他球未注意首先由前特別根告貝昆廷 .巴克斯特先生提

出而現在由現任特別根告貝采用的︴故以后帥預防祝念.它似乎在用悟上相互矛盾:根裙其定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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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防位在

一

故友生之前采取 ,而 元法在÷故友生以后采取 .然而,達似乎是一介坷火回趣,因 力特

別報告見在預防的淡想中包括了兩項不同的概念,放 (m)項 中可以看到達兩項措施,即 防止友生

的措施和防止友生后戶生有害形咱的措施.如果達祥的活,位垓加以明确耳別.肘于館一共措施 .

茶欺不拉孩提到
“
預防︴故或散害友生的措施

”
,而 只泣垓提到

‘
敬防

一

故的措施╮ 至于算二夫措

施,案 文虛袂力 :“避免、遏止或冬1減少已友生的

一

故的瓶害性形咱的措施′.他故意采用 (m)

項中使用的用悟,但速一來文也可以改与.力 了又明确地划分,垓茶放位找有指定兩姿措施的兩介

車狂的用悟 .遠 一同捶不先粹是管〤曰趣‘就确切的未活送威一致志凡,將根犬地有助手澄清館 8

奈車未 <板 防)和 草案整介第三幸中所体毋的板念 .

l1.夫 子青Π叫迷各項原則和包括舞 6至 第 lU茶 的草來算二幸,常 六次根告中外館五次報告

(A/CN.4/馜 3)所提案文所作的唯一修改具有起草的性辰,唯 一兵正的tl新是在新的第 l。 茶中

提出了不歧視的原則.袁卡弗里先生逐在他提交的夫子垓寺趣的第 6次報告
’ 中夫干口隊水道非

航行使用法的奈款草案的附件一中建琪制定夫子不歧視的規定,他 放 1982年 ㄍ球合曰海洋法公

的》和丹友、芬〨、挪威和瑞典 lg74年坤緒的夫子保#那 境的公的 (兄 A/CN.4/384,附 件一)

中得到肩示 .在 目前情況下 ,巴 犿沃薛先生是根裙世界坏坑和及展委貝舍不境法令家組的案文起草

的 (兄 A/CN. 4/428和 Add. 1,第 29-3U段 ).

12.兩 位特別根告貝提出了內容上相似但形式上有所不同的案文.巴 本沃薛先生提出的牛 1U

茶草案中裁有兩句活 ,每 一句都旨在防止′种形式的歧視.友 卡弗里先生也提到達兩今方面,但 在

好几介茶放中提到,但 正如他 (卡菜男 .〞 德里格斯先生)在 常快速些奈放吋所指出,送些奈放位

組合在一起.因 此巴水沃菸先生提洪的未文同他的期望比效一致,因 力他首先安威制定一項紊放 ,

挑定玵另一日領土上戶生的有害形喃必須以玵待起源回領土上戶生的那些有害影昫同祥的方式加

以赴理 9第 二,他安成玲子外因受害者以起源回回民所事有的同祥的上拆法庭和得到朴散措施的杈

利 .冬管第 1。 茶并不完全令人滿意,而且必須得到重大的修改,但作力其依据并同祥哉千友卡弗

里先生提快的奇數中的恩的概念完全有效 .

13.他在淡到寺ㄇ叫迷預防和包括右 l1茶至 2U荼 的車未的第三幸吋滿意地指出,特 別根告貝

逸舞了一些亦法來何化合作和顎防的程序 .另 外逐提出了一項原則 ,即起源田不及行所叫迷的〤夯

并不相威受形呁回提起拆松的理由ㄑ好 18茶 ).他完全支持夫子不及行程序〤夯并不相威提起拆松

的理由的概念,但他怀疑,特別根告真有焦迂分,因 力好 18奈車來所迷的送种〤分是
“
前途

’
ㄨ

夯.在送一來放的前面几本中,程序〤芬和其辰性〤分之向并沒有明确區分,他 玫迎程序的何化 ,

但令人遼憾的是,遠些程序也已絰校波化,以 至使它●1● 元法同共辰性〤芬X別 升來.第 Ⅱ茶革來

(坪估、通知和資料)也 是如此;通知是一种程序性〤芬,但女料可能被視力一种央辰性〤夯.送

’ 《199U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方  面起各歹,文件 A/CN.4/427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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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透用于第∥ 茶草案(捇 商):旨 在力某項活功建立一項制度的怭商〤夯和力此目的拳行蚨席合快

的〤夯可被視力一种程序性火夯,而迸行磋商的一殺〤芬可被視力一种共辰性〤芬°

14.因 此他汏力 ,立 然屆于程序性的火夯位垓明确确定 ,困 力不反行進些火夯合戶生法律后果 .

男一方面,其辰性火夯合戶生提起拆松的杈利.因 此,如果要使所女想的制度央眛可行,各瓨火夯

就不位垓大尸格 :不屈行之些〤夯合戶生法律后呆.例 如,牛 16茶 草案位完全重新似汀 ,以 便仗

攸表明采取車方面預防措施的叉夯的基本內容 .

1S.天 于可能呼吁有失回隊姐象友揮作用的 .● 趣,他玵弗 l1茶 草案右 2放或第 12茶 草案的日

前軍法表示不滿意.方 ∥ 茶第 2致規定,如 果起海回元法确定哪些回束金受到跨界擬善,同 吋透

拉通知道方面的主管回所鋸軹,但他討速是否是一項火芬表示杯疑.好 12荼耙定,任何回吥鈕班

迸行千板吋,如 其姐軹幸程或茶例肘此种干預男有規定,則 泣按照有夫規定所定方式參与,如 肘此

种干預沒有規定 ,則 垓姐欽泣送行幹旋以促迸些

一

方之同的合作 .他逐是元法肯定賦予曰所姐軹的

達种可能的作用 .

16.他村第 17奈 草案的必要性和村
‘
利益均衡

”
送一概念的理由表示相些怀疑,因 力冬管爪

理梵甪皮未悅,它 可能怔明是有用的,但放共哧甪皮來看,它 不位列入茶缺草案.此 外,在 第六次

報告中,特別報告炅本人承放 :“缺乏某种熱情,不愿志將達些稱念鈉入一項桃范文件,因 力送些

概念只是建快或行力准則,而 并非其正的法律規范,近因力在送种甘淹中所提到因素迂于廆染,很

雅納入一項何草的概念范田
”(A/CN.4/● 28和 Add.1,第 B9段 ).

19.最 后,特別報告長吋于第 2° 荼草案的措詞拉子送懷.禁止一項活劫是一种尸蔚的1.9題 ,但

如果一項活功區然金造成或正在造成相些大的韻害 ,達一活劫中央本身表明,它 已生成力一种不法

行力,因 此亳元疑同,位 垓以一种規則的形式玵其加以禁止。甚至可以通逮逸掙′种不迂分低的最

有限度來确定有害彩吶°然而,弊 2° 奈所規定的唯一禁止是拒絕核准之种活劫,而完全社絰管者

自珩提快速行頡害性較小的各逸活功.

18.比 斯利先生悅 ,冬管他不准各災吉,但他完全安成卡末〞 .多 德里格斯先生所作的坪啥 .

19.他似乎快力,些 委良合正在共升拓性工作中取得昱著迸展吋,特別根告貝所提快的新的漆

欺.冬管是根括各种志北制定的,但在一些同題上,是′种倒退,而在其他1.9捶 上.是 一种背南.

之种方法似乎大狹窄,以 至与所追求的目林背道而地.他特別感到不安力是,肘危肚物辰的強調 ,

而其中有些物盾已絰列入已生效的各种文件中,使他感到不安的首要原因是,汏敬字特交成

一

后危

險,以 此作力賠信女任的依括 .

上午 1° 吋小 分技合,以便規划小姐升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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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年 6月 28日 星期四上午 1U吋

主席‘史久希先生

第 21銘 次套快

出席:阿吉傳拉素王、哈索內先生、訊西先生、巴休沃於先生、巴狂琳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本努鈉先生、卡菜′ .′ 德里格斯先生、迪巫斯 .回 #宙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

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步耳先生、馬希馬先生、表卡弗里先生、小未曾先

生、帕夫拉克先生、保菜先生‵斯里尼瓦#.拉文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先生、

一

序鈉斯先生、塞

普小堆送 .古欲宙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協皿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夫子田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韻害性后果

的回哧女任 〈象)

<A/CN. 4/384,l A/CN. 4/423,2 A/CN. 4/428和

Add. 1,’  A/CN. 4/L. 443,D市 )‘

〔快程項目ㄌ

特別報告長的第六次報告 (生)

第 1至 33奈ε (塞 )

1.巴 小沃#先 生 (特 別報告貝)悅 ,他希望澄清上次合洪友言中提出的一些曰趣.首 先,他

希望向比斯利先生保怔,采用
‘
危恮物盾

’
的概念并不意味著村子原來亦法的任何重大背南.與 吥

上,加 法仍然是一祥的:正 在力那些具有碳害性形喃的活初作出規定 .

2.“危險物瘐
”
祝念有助手使

“
明立

’
或

“
區著

”
危險送一大使概念更加精确。其性辰是肘此

种物威的任何使用者及其政府的一↑技｜信母:都 知道虫有某些〤夯并位垓采取某些預防措施°因

3

9

紫栽手 ㄍ19BS年⋯⋯年盤>,弗 二卷 (牛
一部分)/Add.1.

特我于 619Bg年 ⋯...年 盤》,方 二卷 (好 一部分).

特栽子 ㄍ199° 年⋯...年 盤》,幣 二卷 (年 一部分).

村本寺趣的申快.部 分是以前任特別報告真R.Q.毘廷 .巴克斯特在委真含第三十四屇合

快上提出的告翅輛要力依据的.宋 文特找子 ㄍ19B2年⋯⋯年荃》,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B3-85英 ,第 lU9段 ,村 來文的修改在 ㄍ1983年⋯⋯年麥》弟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5

瓦,幣 ”4段 中加以悅明.

來文兀弗 219g次 金以,館 2g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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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采用送一概念消除了
“
明五

”
危險的兩介方面之一所涉及的不确定性‘即通避何草的常查,達

种危隆是
“
可板凡的

”
或

“
初看起來明立的

”
.

3.卡菜男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危險物辰
’
概念述窄了一些,他 引用与水一同超作用的堤垠

力例 :水本身不是一和危險物辰,但卸可能引起跨界瓶害.之洋,在某种效

一

或集中程度上或在某

种竹兄下,水可以被視力是危險的,‘但以不妨時 <日>致 的規定力限
”,如 第 2奈車來 (b)款所規

定.在 第 6次報告 (A/CN.4/428和 Add.】 ,腳 注 銋)中 提到了一介比較爽似的例子;原 油一

殺不是一种危降物廣,但若 2° 万吨原油載于一放船上則是危陰的.第 2茶 案文也卄肘達一庶泣垓

悱得更清楚 .

4.但是,卡菜′:多 德里格斯先生所淡到的最重要的同腄是預防鬥題.第 2奈 (m)款 的案文

沒有确切地反映孩草案的志田,即 要提到板防═故友生的措施以及遇制或冬〧減少一旦已友生的

÷故的韻害性形晌的措施.速 兩爽措施都是預防性的ε幣一共是預防

一

故,第 二美是全部或部分預

防頡害的友生.遏制、冬重減少或喊輊等于預防一定丑的敬害,若 沒有遠些措施,達神損害就已銓

友生°
“
板防

”
一洞的詞源是拉丁文

“Praeven㏑ ”
即在

一

故
“
之前

”,或在插害之前。位些記住 ,在

事故和跨界損害之同可能有一段時同同隔°采取某些板防措施使垓活功的衫喃敬害性較少 .另 一介

例子是因力具有損害性形喃的活功而受到尸重污染的回家河流,即 那些在其正常作╨中戶生授害

性活劫°速一污染可能危及与郁回共有的地面水.因 此,預 防污染才及地面水的措施就是旨在避免

跨界振害的預防性措施.碳 防的速介方面不可或缺,并列入近年來所有夫子具体活功的公的°

5.因 此,根 害的概念需要才犬,以便包括此种菰防措施的衣用 ,元站其是由受彩喃因或第三

方所采取。有些公的包括了速些措施所造成的任何迸

一

步頡害,本 車未也作了同祥規定 (弊 2奈

<p款 ).例 如,曾 一日必須清理其領土內森林的一部分以便連免一項活劫所造成的火大的交延,垓

活功具有村郤回造成跨界扳善的危險,送 吋達种迸一步的瓶害确共戶生.有 夫的技害位子賠僕 ,因

力它是由取防措施所造成的.

6.卡 束〞 .男 德里格斯先生提出的另一今十分重要的鬥趣,是 預防的共辰性 <即 非程序性)╨

各位些專致采取有利子受形咱目的拆忪的板利 .在 答欠中他希望澄清,垓茶放車來仄未打年成子任

何預防的〤夯以拆忪的板利.也 并他長解了多數委炅的愿望,但他送洋做是有很好的理由的‘他常

扶力卡某〞 .多 德里格斯先生是那些不希車次采取預防措施〤芬中戶生任何拆松”叔利的委真之

一.正 如卡未多 .′ 德里格斯先生在 lg87年 年三十九屇舍以上所悅并在本屆套快 <館 2181次 合

快,簿 2段 ),上所重欠的:在 車未中我入預防的規則舍是有益的,可 以基子合作的原則.不犬可

能悅,合作引起任何
‘
唃定的

”
火各.有 失拆忪的杈利的送一立場在前特別報告長昆廷一巴克斯特

先生提出的鋼要好 2市 ,館 3放 中有所表迷 .

7.他在第六次報告中指出,“ 只有在友生頡善的竹玩下,受 形呴回才有杈提起拆松
”
和

“
只有

些掘害可以”因子核項活功,才 能助用暗儅的机制
”(A/CN.4/428和 Add.1,第 6U段 ).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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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告真,他 准各在送最重要的 .9趣 上連汏大多數委員的意兄,但是,有 夫采取預防措施的又夯

是否戶生拆松的板利,之 一日越必須清楚地表迷°孩同趣在委貝舍引起了卡吋同的甘梵 ,主 要的陣

時力是否有侯入了曰呸不法行力的責任速一領坡的危險并放而超出了本青趣的范田.

8.弗 朗西斯先生悅,他放迎特別報告真的右六次根告 <A×CN.4/t28和 Add.1).其 中栽有

一些堂女的史洪 .第 一段魚出了報告內容的要旨,在上居舍快提出的奈敜車無根裙委長含的甘淹和

特別報告貝白已的意凡更新了送些內容.特別報告真在大于用吾的館 2茶車來中采用了
“
危 F工

A物

廣
”
和有危險的活功的概念,在 新的常 1U奈 車來中采用了不歧視的原Jl1.

9.出 班的重要同題在于是否泣特有危滕的活助以及危險掰辰的概念作力強制性奈放的理由.

送是一介困確的同延,他傾向千同志特別報告貝在危險的范田和程度方面所作的解釋.元淹如何 ,

垓岡趣正好扁子本寺趣的范田,稍 力更迸一步地考慮一下達一1.9題 ,他愿建快,委 員金必須村預防

達′恫趣作出更加洋幻的規定,泣特別提到有危險的活劫 .

l。.特別報告炅淡到水是一种元害液体 ,但 如果是很大的數壬或集中程度或受到污染Jll可 能具

有破坏性和致死性,因 此在适些情況下需要采取預防措施.夫子遠方面,他 日廄悅夫子回隊水道非

航行使用法的草案第 2B奈 <与 水有夫的危降和紫急恃兄)已 在上屆金以上提交垥了超革委貝食 ,‘

有人批坪特別報告見悅他迂多地依放夫子國防水道的奈款草案.他本人次力,在 夫子有危險的活劫

和危隆物辰的同趣上 ,特別根告貝和本委長合很可能不得不求助子那些添款中大于預防的規定.同

時,可 能必然需要一种保抻制度,既力受形喃回也力超源回服芬。

11.有 人 .9道 ,有 夫有危險的活劫和危險物辰的規定是否位是強制性的.力 了回答送一同題 ,

他放力必須首先區分兩美情況:及遊的情況和又ㄏ泛的情況 ,后 者是有失村
“
全球公地

”
造成韻害

的賠借云任的報告中的館六幸的主腄.有 失及迪情況的答久取央千
“
強制性

”
的含〤.所确立的〤

努和預防制度位垓具有与垓茶款草案所規定的其他叉努相同的強制性.預 防的〤夯不泣垓包括商

子其他火夯的親范,以 便可以通避琱解和淡判等手段解決出既的情況.但 是,在 更戶泛的坏塊向趣

的情況下,除 了使達些規定具有強制性之外別元其他逸掙,因 力夫子回京女任的茶放草案
’ 館一

部分右 19荼相些明确.戶 重達犯行力持被你力罪行,其他則秝力
“
達法行力

”
.

l2.至 于速些朱敏車未本身,瓜全体看來,他 同志好 2奈 <a)放 的褓汀,但 是在
‘
有危險的

活劫
’之前可以加插肘

“
危險

”
一洞的定〤.有 可能采用錧六次報告中所用的措碎 ,可 以用物辰和

有失活功固有的危險加上村瓶普及終合友生的可面兄性來界定
‘
危險

’.操作者在叔衡所涉徒用之

后 ,可 能合友現支付賠僸金可能比里持一介洋如似汀的預防制度兵力絰游.同 趣的送一方面突出了

在車來中列入可預兀性概念的可取性 .

‘
瑋文兀 ㄍ1989年⋯⋯年盤》,

’ ㄍlg8U年 ...⋯ 年各》,莊 二卷

年二卷 (竿 二部分),右  瓦,乍 “1段 .

(姑 二部分),好 BU頁 超各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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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事故
”
在第 2紊 <t)放 中子以界定 ,但速一措碎也包括

“
竹兄

”
呀?他不大肯定.他 效

次要求在夫子用悟的奈款中列入
‘
竹兄

”
一月的定〤,他 將次迎特別報告貝村達 1.9題友表志兄 .

14.特別根告貝夫子 (m)款 中
“
預防措施

”
的解秤是可以接受的,因 力預防措施是那些旨在

避免描字或浪控或最大限度獄少才大彷害的可能性的那些措施.因 此,在

一

件前后都考慮到預防措

施以便包括避免迸一步韻吝的概念是正确的.村子起革技求方面,确 其沒有法律上的异快 .

15.有 些委貝合發真走洪,夫子預防的好 8茶車來的措甸垃垓加強,他 同志送些委真的意兀.

此外,垓奈弗 2句 活垃垓重新起草,淡 立車狂的一致 .

16.第 9荼車寒中
‘
在符合本敏的茶件下

”
送一奈件有些缺陷,錚起源回提供的范田大兄.因

此垃垓持其刷除,也許位代之以例如 :‘根裾本茶放的規定
”

的措坷.館 2句 中的
“
原則上

”
一同

位孩刪除°

17.他 坎迎夫子不歧視的新的第 1° 茶車來°盤于委員舍是在力皮展中國家也力友送回京立法.

第 19荼在草案中普然占有其地位 .垓各中所提到的一失資料肘各部的法律頑泀合很有用尖 .但 是,

引言奈敬中的
“
速些回家可

”
可以用‘

“
根括兵体竹兄的要求

”
之梓的措甸來加以限定 .

18.卡末步 .多 德里格斯先生 <年 2181次合洪)很正确地悅,館 lg奈 草案位作改劫,因 力玄

紊 目前的措洞降低了館 8奈 的效力.迷有 ,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恰曾地指出,在 館 2U奈車來

所悅的情況下,項 目不拉垓迸行.垓茶的措洞垃垓反映出這一魚,特別是因力垓茶現在包括危滕物

辰的概念 .

19.拉扎凡德拉朗甘先生悅 ,他玫迎特別根告長在瑋六次報告 <A/CN.4/●28和 Add.l),中

在反映在本委真舍以及在大合第六委員合中所表迷的現魚方面所作的努力 .由 子垓青題板其交染 .

委真合必須迅速行劫以便睡行大合的委托的任芬,并 在其他具有失似目狋的机杓之前完成其夫于

垓 1.9趣 的工作.他肘特別根告炅的亦法有一些保留志兄,但他粹其意死限于報告前三介幸市,持殕

借責任的鬥趣哲吋放王一旁 .

2U.特 別報告貝舞在提破重新似汀前 lU介奈致車束中的某些茶放,速 1U今茶歉已子 1988年

夾給了起草委真套..由 子超革委貝舍尚未中洪送些紊致 ,沒 有人反肘委長合在人●Fl所 提快的央辰

性改功范田之內重新幵始肘送些茶放的材捨°本委真含銍常采用送祥一种做法,磅 央,特別報告真

也豋常修訂 已銓提交超革委貝合的文未 .星 然達一做法有使委貝合重新亓始辯捨的危牷 ,但 它确無

有助手超車一些力本烡貝舍和幣六委長合所普連接受的來文.

21.特別根告貝吋夫子用活的右2奈車未作了一些共辰性的改功,并且逐提出了一介天子不攻

視的新的館 lU荼 .他逐斌田在垓根告手言中叫明
“
有危險的活劫

’
和

“
具有敬害性形喃的活劫

”
的

概念.就 令人而言,他支持以同洋的方法玵待達丙失活功的后果,并 特其包括在同一法律制度中的

.兄 ㄍ19BB年 ,⋯ ⋯年鈭9,年 二卷 <第 二部分),館 9瓦 ,第 Z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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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快.他也同意根告 (同 上,第 12段 )中 的意凡,即 送兩和活功的主要分別就是在預防方面:預

防的措施有兩和 ,頂 防意外友生的措施和一旦友生︴故吋旨在遇制或冬士減少形呴的措施.但 是 ,

准以淡想

一

后的瓶防措施,也并就拼
‘
旨在遇制或冬丑我少

一

次形喃的措施
”
更好°正是在友生︴

故之吋送兩失活劫并非被視力大不相同.

22.他 按同在兩种竹兄下各口都久有合作的一殺〤夯,送一〤奔村起源回和果形咱回都位孩

可以接受°在第 1l、 12、 l?<1)、 19和 22荼 車集中.回 沶姐班在反行之一〤夯方面被賦予主要的

作用.達 是一介值得攻迎的擇劫,因 力回啄姐軹所提供的技未援助肘友展中回家尤其希要,送洋它

●1● 可以平等地与起係口淡判,后者通常是工╨化回家.垓車未也并泣垓根括 1982年 6蚨合回海洋

法公的》幣 2°2榮 ,列 入一項有美在科技領垓向友展中回家提供援助的特別茶敏.同 祥,根括垓公

的第 2U3茶 列入一項新的茶欺,規定回怀姐班在女金的分瓦和技未援助及其音ㄇ服夯的使用方面

姶友展中國家以优忠待避,可 能最有利千利益均等 .

23.特別根告貝根括建快,在 館 2茶 中列入了一介活功清草.但是,它 并不限于技木活劫,因

力逐列入了一介夫子危險物辰和豬杓的指示性清車.如 果特別報告真打算用附件的形式提供一介

更力全面的清草,則 堆以理解好 2奈 中進一清草的目的.最好的加法是在 <日)敏 中保留
‘
有危險

的活功
’的定〤,并加上 <b)效 中的村人具有明五危肚的法律林准,以 及在垓數末尾肘

“
危險

”
一

洞所作的定又,作力第 〈4)項 .Φ)款 的剩余部分以及 (。 >和 <d)放泣垓以洋如的附件形式提

出,由特別根告貝本人或由固哧弟朱合快連循寺宗志凡揪汀 .

24.“颿防措施的安用
”
确共垃些列入 <p數 ,但是它也萍位垓限定力

“
合理的

”,如 最近一

些公的所作的那梓,孩 報告 <同 上,第 η 段)提到達些公的.“送些措施可能造成的任何迸一步板

害
”

送一措甸的合〤不明确,若特別報告貝村此作些焊秤他將十分感甜 .

外.<k)放中村
“
÷故

’
一月所作的十分戶〤的定〤不符合孩報告 (同 上 ,第 12段 )中 的悅

法,在垓段中
“

一

故
”′祠是用在而防的范日內,“ 意外

’
一同技用來指造成振害的︴件.在 19弘

年共利坐和余回原子能法中,“

一

故
”
一田与核反位堆一起使用 ,在 歐洲理

一

合文件中也可找到榮

似的用法.但 是,在 多逛茶的法文中人(ln傾 向于意外′洞 ,如 1。倪 年布

一

塞小夫子核功力飆壯管

逗人殕撐犬任的公的 (同 上,腳注 2U).也 ︴最好是肘涉及敬害危險的

一

件保留
‘
卒故

”
一切.玵

央怀造成掘害的

一

件保留
“
意外

”
一詞.年 (m)放可以作相位修改.

Zc.他傾向于年 ?茶 草案強琱希要有失回泳鈕玖玵友展中回家提供技木援助.新 的第 1U茶車

集中所田迷的不歧視原則完全可以接受,并且已垤在共跩中得到承1,例 如共回效南法比吋堪#斯

川坼科′拉多州瑋 (lgU7年 )的 判決 (凡 A/cN.4/384,弗 羽6段末尾).

27.車 來館三幸規定了賦予各目的又夯,其杯題位垓是
‘
預防措施

’
而不是

‘
板防

”,以便匹

別館 8茶革未中所別的預防的原則.第 三幸中所別的程序是各回在合作的叉夯方面所能接受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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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砃的制度 ,他不能不安同位孩涉及回隊繳取遠一原則,但 位列入一介車狙的荼款 ,規定給予友展

中回家以优慈待避.

28.館 13奈 草案垃垓來接牛 l1朵 車來.此 外,也并逐垃垓允并受彩晌回要求推退有夫活助 ,

直至作出及后決定.第 16各 單未中所提快的各种車方面預防措施大交染;粹 其分列各款也#更好 .

2g.他村館 17茶車宋中所我的原則沒有午快,補 共,班在的回京央跩在有失店佳女任的阿趣

上反映出利益均等的棍念.特 別根告貝在報告 (A/CN.4/428和 Add.】 ,井 39段 )中 提到力各

口提供某些在淡判一項制度吋需要考慮的因素的指手原fll是 否道用 .(】 )放 中所提到的回酥銀銀的

援助垃垓不依錯予起源口,而且也鈴子受形喃回,因 力根括好 13奈 ,后 者可以采取主功行功要求

起源回采取預防跨界散善的措施,或 減少此神損害的危降 .

3U.第 18茶 草案的措同不大明補 ,只 有次垓報告 (同 上,第 4U段 )中 才能看明
‘
上迷〤芬

’

指的是草案第三幸中所規定的程序性又夯.若 只有些确立了韻害与活初之同的因果耿系之吋才涉

及賠儅女任 .9趣 ,則 不裙要就此作出特別的規定 .

31.第 19紊草案拉垓緊接第 l1茶 之后 ,夫于國家安全或工╨秘密的保妒的第 lS茶 草案位垓

放在第三幸的末尾°

銘.最后 ,報 告中所迷的 .9趣 并非新的同趣 ,然 而特別根告貝在揪打夫子垓青延的茶款草案方

面取得了重大的避展 .

BS.海斯先生悅 ,特別叔告貝的第六次根告 (A/CN.4/φ 8和 Add.l)十 分令人鼓舞,但他

卸冒昧不敢同志報告所我的并多提快.lg88年 委員舍弊四十屆金快已銓討淹迂特別報告貝第四次

根告
’ 中悅明的危險和插害各 自的作用,同 年,大舍拜六委貝合也村此送行了甘站 ,兩 次甘淹的

意凡都傾向于汏力給子損害的作用逮于狹窄.在 1989年肘第五次報告 (A/CN.4/妮 3)送 行辨茫

期 1.● ,之种理解与孩傾向一致 ,即 垓音起位,.9包括有技害危險的活劫和共吥造成頡害的活初°前者

需要采取預防措施 ,若不采取遠种措施或措施不充分,垓 活功Jll 成力造成描害的活功.同 一美型的

活功遜包括那些引起了韻害但敬害的危險不明五的活功.在 所有道些竹玩下,肘 造成氓害的活初的

朴救亦法都是賠僕 .

“.第 六次報告似乎采取了′种不同的亦法.造 成板苦的活功似乎有另外一种合〤 ,即 在孩活

初中仄一亓始掘害就被看作是不可避免或共隊上不可避免的后呆,并 可在特采取措施獄少掘害及

才共穌出現的此种敬害支付培侉的基珀上送行和錴接此种活助.造就是年六次根告 (A/CN.4/428

和 Add.l)館 12和 lS段 以及第 2奈草來 <f)放 大于
‘
具有韻害性形啕的活初

’
達一措洞的定又

中的含〤。在速一規定中,‘在正常操作迂程中
”
達一措何不令人滿意地替代了先前的

‘
在整介遊

. <1988年 ⋯⋯年盤》,弊 二卷 ㄑ第一部分),第 25I瓦 ,文件 A/CN.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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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1. 達′措洞,玲 子核措洞完全不同的含叉.若具有敬害性形咱的活功的定〤沒有包括那些

即使沒有預凡到掞害的危險但印造成了插害的活功,則 ,/9寺 趣的范田至少与本委長食和第六委長

套在 1988年所否定的文本范田同祥狹窄 .

SS.另 外一介限制性的因素是有危險的活初定〤的修正 (錧 2奈 (B)款 ).委 員套先前已銓打

消了描速洋一介夫子有危險的活助清車的念共,扶力達肘于一項普違公的來悅限制大多.然 而特別

報告真現在提出了一介夫子有危隆的活功的新的定又,存在危險的种美以及共隊上提出了一介美

子危險物辰的非祥冬的清車°

B● .共 忌的作用是通逮玵孩奈所涉的丙腳活劫送行迂分限制性的定〤,而 大大豬小孩寺趣的范

田.豬 小天子造成掘害活功定〤的范田具有文9E性 ,以致使他不能相信速是故意的,他 特攻迎特別

報告真就此作出保怔。垓令題源子使用自已的財戶位不損及他人的財戶送一原則 ,肘 垓青趣達祥的

赴理就是村速一原 fll 吶泣不姼,或共阡上是村以前通遊的不泣垓社受跨界形呴妨害的元幸受害者

承捏韻失速一原則喃位不移 .

37.因 此,他不能姼接受新的第 2茶 車來中 (a)至 (d)款 和 <f)款 中的定〤.界定
“
明

立
”
或

‘
昱著

”
的 <h)款 忽略了頂兀性送一要素.特別報告長在根告 (A/CN.4/φ 8和 Add.1,

第 16段 )中 解釋道,他 道一加法是由危險物廣活革來提供法律根括的.若依交預凡性達一要素 ,

“
明五

”
在 <h)款 中是比

“
正著

”
更力恰些的一本形容洞.他保留夫子肘

“
═故

”((k〉 歉)下 定

火的看法,速一措何他沒能在茶款草案中袋現。

BS.他 同意特別報告貝 (同 上 ,第 22段 )中 所表遊的視魚,即 位孩將力冬丑減少一項活劫的

有害形晌而采取措施的女用包括在
‘
跨界敬害

’(第 2茶 <g)數 )的定火之中.此种措施不位,x9成

力
“
預防措施

”
,“預防措施

”
之一措祠泣孩青用于那些旨在預防其隊造成韻害的有危烇的活功的措

施。根括同一理由,他 反村采用夫子采取板防措施以冬丑減少板害性影晌的箱 8奈草案,以 及大于

“
預防措施

”
定火的第 2奈 <m>欺 中的相位部分.在孩報告 <A/CN.4/428和 Add.I,第 η

段)中 ,臧少ㄓ已友生的散害的措施界定力賠借,他可以同志達′亦法.

Sg.他 也同意特別報告真的悲凡,快力位孩就肘坏坑的敬害作出規定 ,快力效恰些的朴救方法

是恢交原狀.因 此他玖迎在第 2荼乍 <)琅中
‘
恢久措施

”
的定〤.也卄遜需要肘夫子朴儅的第

9茶年來或

一

跨界頡善
”的定叉做一些琱整 .

●U.車 未乍三幸中預防措施的倚化提法但待坎迎 ,何化也︴逐垃垓又迷一步,特別是在第 16

和錧 17茶 中.且 然他支持村起源回失于坪估、通知資料和協商的〤夯作出規定,但他不完全同意

第 l1、 年 13、 弗 14和 弗坤 茶車宋的規定.送些茶欺中所界定的〤夯并非那些若不連守送些〤夯

即有理由村其提出拆松送祥的一些又夯 ,因 此他支持弟 lS荼車宋.但是 ,弗 19茶 車未又特速一平

”
兀特別根告貝館五次報告 ㄑA/CN.4/423,牛 二市)中 提出的奈放車來第 2茶 (b)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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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向另一方向推得大近,意 味著,若祺通知回不作答欠,速 一志最終返逐越來不利子核回.因 力在

賠借方面最終合涉及及方各 自的失長,不位垓遊分強調任何一方.如 弟 15茶 草案所親定,特 回來

安全和工╨秘密作力例外是道普的。

41.他不能營理解第 1l茶 車來第 Z欺和第 12茶車來中所提到的
“
回隊鈕扒

”,達 兩奈似乎假

定存在
“
遠方面的主管

”
回隊姐玖.在 館 12茶 中垃垓小心,不要臧予一介組班其姐成文+中 所淡

有規定的取責 .

●2.錧 6奈車未趙子洋扣:沒有必要半例洋匆說明各种道些的預防措施 ,速些預防措施位怯

道些栽入坪注之中.第 19茶 草案也是一祥.及后,館 2U奈 車來措洞庄孩又強一些,因 力有限地禁

止只合降低面防的效力 .

43.埃 里克松先生洗 ,他 同志委真合犬多數委貝所特有的現魚,汏 力垓寺趣位孩分力危險活功

造成的嵌著和其他活功造成的損害。特別報告長珧在提出了一整套茶款草案°恙的未說,他 傾向子

采用不是大具体的燕理亦法,因 力委長合大理每一荼款需要犬丑吋同.他 肘犬廷的保陣茶欺感到吃

掠,冬管力使這些茶款能力人們所接受也萍需要保陣奈款。

44.草 案第三和第四幸中所我的新的奈數值得攻迎,冬管他村美于利益均等的常 l?奈 車東有

所怀疑.夫子民

一

賠借女任的方五幸和夫子不歧視的新的第 l° 茶草案同梓但得攻迎.他汏力后一

規定是7理 民卒賠伴云任的十分重要的一介部分 .本 寺趣与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寺題不同,因力

本委員舍不好要限制共玵賠僧黃任的爽理.夫 子草案舛一和乍二幸中修汀的紊放,他琢指出.起 事

委貝套已銍收到了兩套奈款,再提出一套新的茶致必然引起

一

些混淆.

45.他 玫迎特別報告貝在他的第六次報告 (A/CN.4/● 28和 Add.1),早 言 B市 中肘主要原

Jll鬥 趣的討捨,以及第六幸中村
“
全球公地

’
的槙善概念的分析.不 大令人滿意之赴是特別報告長

大于第 2茶車集中有危險的活功的定〤以及危險物廣清車.第 2茶 館 (.)至 “)項 使人肘造些秦

款尹生一种錯淏的印象.這 些奈敏垃垓又具有普遍性.所用措洞技木性很強,使得人們指望在夫子

預防和賠借女任的幸市中作出同祥洋幻的規定.遠 犬幻市位孩留待由具体制度所控制的包括具休

鬥趣的怭定來爽理。

●S.他 同志拉扎凡銘拉朗博先生的志凡,快力委員金位垓迅速7理垓寺趣,以 致不合落在可能

友生的

一

件后面.垃 些垮起革委真舍以机合以完成9I草 未前兩介幸市的中快 .在 后面的幸市疑迂甘

淹后,特別叔告真可能決定提交侈汀的茶放,以 反位犬舍弟六委貝舍的討梵意凡.不兙他也并提快

迷一步甘梵現有奈歉.送丙紳亦法都是可接受的.他本人快力,特別報告貝通迂村于走祥

一

介欠染

令趣的最終形式的确定,村 回跡法的友展作出了重犬的寅獄 .

上午 l1吋 m分散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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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文 久竹先生

好 Zl83次 舍快

出席:阿吉#拉未王、巴哈幼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巴你沃#

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末′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工斯 .因 #雷 斯

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多巧先生、

友卡弗里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輿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

先生、年庫鈉斯先生、塞普你籬送 .古缺雷斯才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務沙特

先生.

夫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

的曰哧責任 (致 )

<A/CN. 4/384,I A/CN. 4/423,’  A/CN. 4/428和

Add. 1,3 A/CN. 4/L. 443,D市 )‘

Γ

〔洪程項 目 99

特別報告真的館六次報告 (生)

白自1至 33日├‘ (生 )

1.巴 小沃#先 生 (特別報告真)兢 ,他想91海 斯先生在前一次合快上作的坪淹作出答褒,海

斯先生特別村他 (特別報告貝)采用的新方法表示美注,海斯先生扶力道一加法限¢J性大強.一 共

:持 我子 ㄍ1985年 ...⋯ 年盤>,館 二卷 (幣
一部分)/Add.1.

.持
栽于 61989年 ⋯⋯年盤》,弟 二卷 (年 一部分>.

.特哉于 619gU年 ⋯⋯年壆》,弊 二卷 ㄑ弗一部分).

.吋本寺延的常快,部分是以前任特別報告貝R.Q.毘 廷 .巴 克斯特在委真合常三十四屆套

以上提出的令題鋼要力依括的.案 文袋哉子 619S2年 ⋯⋯年盤》,年 二卷 ㄑ館二部分),第

83-BS更 ,好 1U9段 ,外 來文的修改在 61983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鈕 -

85頁 ,第 2g4段 中加以悅明.

‘
集文兄第 2179次 合快,算 2g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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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存在解決整介青題的新赤法 :仍 然必頦Z別 兩失活助,即有危險的活劫和具有敬害性形吶的活

劫.就有危陰的活劫而言,他汏力他庄鬥明危降的稱念,送就是他另外提到危險物辰和技木以及吋

坏境的瓶害等同題°銓管者必須肘送些鬥趣采取特別的預防:施 °

2.一故的概念和危險的祝念有球系.送是一介基本抗念,尤其是涉及既交染又危烇的物辰和

技未時.一介典型的例子是孩屯站,核 屯站很可能永迒不造成韻害,但存在危險.相 反,人●1● 可以

悅一京工ㄏ不存在特別的危降,但 它日久一日污染特附近的水道 :在 速种什兄下,真 然沒有任何

一
故,但卸具有板苦性彩喃.區然透可能有同時存在兩种可能性的竹玩 .

3.巴 哈幼先生悅,他 村特別報告長的年六次報告 <A/CN.4/犯 8和 Add.1)的 坪淹將以報

告的錯杓力根据 .因 此持首先肘特別根告貝建快的車來右一幸和好二幸的增加部分作出坪淹 ,然 后

梵迷程序奈敏 <第 三幸),最 后坪迷提交委貝套中快的丙今新幸市察 4和 第 5幸 .

4.第 1奈草案 (本奈款的范田)在 同一茶欺中涉及
‘
危險

”
和

“
嵌害

”
達兩↑同趣.遠在大

金第六委貝合中受到了一些代表的批坪 ,它 ●●建快位使草案
“
更力合理,將危隆和瓶害達兩介概念

分升,各 介制度有不同的幸市赴理
”(A/CN.4/L.443,館 172段 ).特別報告貝的答欠是,“送

兩种活功的共同特征多于它們的相昇之赴
”
,ㄑA/CN.4/428和 Add.l,第 3段 )力 怔央自己的班

魚,他 以歐洲委員舍的夫子坏境損害賠儅的規Jll車 來 <同 上,腳 注 8)力 根捃,垓親則車來將危險

活初和因持致污染而造成敬善的活功王子草一的法律制度下.但 是 ,世 界坏境与其展委真舍不免法

令家姐提出了一項模式,以 匠別造成
‘
可現

”
跨界嵌害危險的活助和央酥戶生此种強害的活助 <同

上 ,第 4段 ).因 此,回 吥法委貝合泣在歐洲委貝套的模式和寺家繳的模式之同作出逸擇.玉 然力

明确起兀,最好分升,但 主趣═項的性辰決定革一的法律制度也#兵力可取.此 外,草 一制度逐有

包括椎以确定的丙可情況的优蕉.但 是,他玵達一向趣持幵放杰度 .

5.特 別報告貝接著村淹茶放草案是否位列入第 1恭所包括的活功清草的1.● 題.再次提到了

(同 上,第 lS段 )歐洲委貝合大于杯境敬善賠伴的規則草案,垓草案界定了和危險物辰有失的活功

以及使用達些危險物辰送行的操作方式.特別報告民似乎村達一棋式感到精意 .田 力他悅送介模式

是
“
侻有趣味的

”(同 上,弗 16段 )°

一

共上 ,送介解決亦法具有界定道些荼放的共施范田的●t庶 ,

回厤法發兵舍垃垓快其考慮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采用送′樣式的鬥題.特別根告貝快力 ,之祥做

位孩在右 2茶 車床 <用 悟)中 加入 a)至 <d)歉 ,以界定
‘
有危險的活功

’
、
‘
危險物辰

”
、
“
基因

改焚的危降生物
”
和

‘
危險倣生物

’,但是,送一亦法透可以甘淹 ,因 力送介1.9廷 很重要,元 法在

失于定〤的一般性 茶放中加以炎理.回 怀法委真舍庄考慮將送些放項另立一茶 ,哭接在名一來之

后.除 了遠一保留意北外,他 同意通遊表明垓茶所包括的活功界定第一奈范目的意兄 .

6.在 第 2奈 <g9缺 中,特別根告貝伊大了
“
跨界板善

”
的定〤,包括了

“
力通制或冬士臧少

方 1荼所途活初的跨界板害性形呴而采取的預防措施的衣用
’
,以 及這些措施可能造成的任何迸一

步強害.就介人而言,他似乎感到達′魚位弟.子 夫子朴佳的弟 9荼 的范田.此外,特別拫告鼠音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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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肘 (h)放 的主趣
“
明五頡害

”
提出建快 <同 上 ,弗 2● 段)后 一茶放村此种強害的定火力比仗

令人反感的情況或通常予以容忍的嵌害天尸重的頡善.送 一定又可以甘梵.但 不管怎祥,它 是否兵

正有必要?

7.夫 子館 3茶 ,特別報告貝在第六次報告的附件,弗 3茶草案的腳注中指出.杯趣
‘
又奔的

确定
”
引起异破 ,但他沒有作出更改.他本人已悅達,他水力垓林趣令人戶生琪解,因 此他坐持 自

已的現魚.

8.他透肘第4奈草案 (本奈敏与其他日隊捇定的大系)持保留杰皮 ,他快力,垓茶与 19m年

<堆 也幼茶的公的>館 3° 茶瑋 3就不一致,故致規定,在 出現相迷汀立茶的的竹兄下 ,“先打茶的

仗在其規定与后汀奈的的規定相合的范田內道用
’°如果委貝舍決定持恭款草案納入一瓨多之公

的,館 4茶必須修正,以便其符合 1969年 ㄍ堆也納公的》的規定.如果奈放草案采用其他形式,第

4茶 可以保留原祥 .

9.第 S荼車來涉及村回狋法的其他規則元形喃的同趣 ,他本希望將送一同題擱里良來.但是 ,

如果委鼠套汏力急備就送一1.9趣 似汀一項茶放.可 以接受建快的來文。

1U.在 報告第 6茶車來 (行 功白由及其限制)的腳注中,特別報告貝建快刪除孩茶中
“
在其瓴

土內
”
的字悟,因 力在一日領土內送行的一切活功都在垓回管培范田內.他本人螢成保留送些字 ,

因力送些宇在回隊法中比
“
管格

”
一祠具有更力兵你的志叉.在茶款草案第 7茶 (合 作)和 第 8茶

<镼 防)的腳注中,特別報告炅逐建快揪汀可能的各逸案文,如 果由于同祥原因加入
“
在其領土

內
”

等字,各 遊案又將可以接受 .

1.在 館 9茶 <朴 伴)的腳注中,特別報告貝建快垓荼林題由
“
超源回賠儅

’
取代,并消除

“
受到根害彩吶的利益平衡

”
的想法.且 然他能接受好二項更改,但他不能接受弊一項更改,因 力

朴借的概念比賠借更加ㄏ泛.更切合主捶 .

l2.新 的蚌 1U秦 草案 (不 歧視)的 意思似乎是,跨界敬害与在
一

日領土內戶生的板害具有相

同的法律影喃,送將有利于肘跨界敬害的案件道用日內法°呈然可能需要送美荼感,但 在回隊法的

目前險段是否可行?即使是提出達′意凡的不境法令東象也承次,送涉及一項
“
正在形成的

”
回坏

不免法原則.正如特別報告真在報告 (同 上,牛 2g段 )中 指出的,在接受送一原則之前,委 貝合

垃垓申快其肘夫子便叔行力+1散亦法的日內法和拆忪程序的所有所涉同題 .

13.在 車宋弟三幸中,特別根告長〺在委真合和好六委貝金受到批好的有失程序的茶欺提出了

修汀的來文,年 l1荼 <坪估、通知和資料)和 方 12奈 <回 哧姐扒的參与)一帶,由 子其賦子主管

曰穌姐坎的作用而受到放迎,且 然
‘
千頂

’
一田不甚恰普,弟 13紊 <假 定的受形咱目的主功行

劫)由 子其假女性而使有些委長持保留杰皮 .能移接受第 14茶 <掰 商)和 幣 15奈 (回 家安全或工

ㄓ秘密的保抻).

14.第 16茶 草案 <革方面預防措施)是否其正必要?如 果安貝含快力送荼必要,必須分別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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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第 8和 第“ 奈的作用和宗旨,因 力送丙荼都涉及預防措施.不 管怎梓,第 16茶 略妹洋幼,委 貝

合虛尸格常查其所含的各种要素,因 力其中有些要素,如
‘
現有的最佳技木

”,似 乎村及展中國家

不通用 .

15.新 的館 17茶 草案 (利 益均衡)提 出了一系列因素,供各回迸行泓商或波判吋考慮.特別

報告長在報告中承放
“
缺乏某种熱情,不愿意特這些概念納入一項規范文件 ,因 力送些棍念只是建

快或行力准91l,而 并非兵正的法律規范 ㄑ同上,弗 BS段 ).呈 然送可能是卒其,但將其納入第 】7

茶也元仂犬雅,因力它們特有助手各回控制跨界頡害的形喃.因 此,除 了林趣位更改外,它原則上

支持垓奈。 
﹉

lS.他逐支持第 18茶 草案的案文 (不屈行前途〤夯),但 不泣削弱各坤的方根据一殺回隊法提

起訴忪的叔利;達一杈利似乎在本來文中有所改交°

Ⅳ.第 19茶 草案 <肘按第 H茶規定友出的通知不作答災)需要作兩焦坪淹‘第一,它 91因 沒

有作答褒而推定滿意速一魚表示怀疑,蚌 二,位垓悅一段
“
合理的吋同

”,而 不是
“
六介月

”
的吋

同°

】8.第 2U茶 草案 (活 功的禁止)似 乎大遊份°此爽禁止可能力時避晚,或者安用人高,達項

〤夯不泣如此戶格。

19.特 別報告見提出了丙介新的草案幸市,夫 子賠儅責任的第四幸和夫于民卒賠撐女任的年

五幸.就這兩介概念中的第一介視念而言,因 內法和回豚法中的賠借安任和賠僕多已戶力人知。特

別報告真放力有可能在夫于賠儅責任的一幸引入
“
与不法行力的賠儚責任所涉及的典型賠僕不同

的賠借概念 ,而 不規定需要全部恢交原狀以消除造成板害的行力的所有后果
’(同 上 ,第 44段 )。 在

遠方面,第 持 茶 (減少起源回位什的賠伴)的措洞可以討淹.五 然通越外交淡判一日可能同意接

受与共狋根失不相等的賠伴效板 ,但 是否各回同志將達一魚鈉入回隊法卸堆預料 .區 然第四幸我明

的規則具有后效的性辰 ,但 送并不等于允忤委員合偏商公放的法律概念的意〤°因此,委 貝合位重

新中查弗 2B茶°

2U.失 千第 24奈車來 (玵不境的敬害及因此造成村人或財戶的板害),弗 3放吋館 1和第 2放

加了一項保留,送 屯元根据 ,因 力一項法律杈利并不取決于要求得到達項板利所采用的方式.同 洋 ,

“
如果通述日內渠道提出索賠要求,則 位通用日內法〞送句活的合法性令人杯疑.因 此,他建洪刪

除第 3款 .

21.草 案鋒五幸可能爭以及大 ,因 力它允許跨界瓶害的受害者不受限制地向起源回法庭提出拆

忪.孩原fll哉 于弗 Zg茶 草案 (曰 宗法院的管格秋),它 才大了第 1U茶規定的
“
不攻祝

”
規則的范

田.按 照第 2g奈 ,起源回甚至可能需要改交其拆松法,達 天規定共所上是不可行的,正如特別根

告貝在報告中所悅的,“送是一項迸步的規定,可 能是象目前常快中的全球性文+不 能接受的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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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第 茄 段)。 豋道些交通后,送一坪站道用于第 3U奈 草案 <回 肉法的道用)° 他建玟委貝合將速

兩奈的惆子降低一些°

22.凱 西先生回頑說,在 委貝金前一屆合以上常快本寺趣時,他作了丙項初步坪淹:第 一,木

青題的范田咯超出了原先淡 想的范田,仄而使其更欠染,第 二,因 此,在 委長合避行迸一步工作 ,

并肘河題戶生更明确的看法之前,發 貝合位接受某种程度的不确定和不明确性°幸逐的是,特別報

告真的瑋六次根告 <A/CN.4/428和 Add.1)在很大程度上村鬥趣作了更明确的叫迷,位 祝女特

別報告真的報告 ,報 告表明他作出了板力跟著的努力考慮常常准以惆和不同現魚.根告格外清晰明

了,表 明特別振告貝力求班共°但是 ,象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那洋 (第 2181次令快),他汏力

要深入研究內容丰宮的報告,委 員合委真們需要有比本屆合以所提供的更多的吋1.9° 因此,他 元法

肘報告作全面的拉查 ,呈 然他在上屆套以上所作的皮言有助于他考慮肘紊數草案提出的更改意兄 .

因此,他 將只村草案第一至第三幸中看來是根本性的1.9趣 作泙站 .

23.委 長舍現在在具有牢固的基砒 ,能 移以合理的速度并展其工作 .但 它必頦汏味到其他机拘

已銍領先于它在達一青趣上的工作,也 必須汏味到它已花螢了多年的吋同肘本令題的合法性鬥趣

表示怀疑,現在只能依璋其他机构的工作 .

24.夫子委員合有些委長表示疑慮的同題,他 的第一反位是,不 能悅特別報告真戶重背南了他

以前的亦法,報告的第 3和 好 ll段表明特別報告長保留了他以前得出的錯站,即 有危 F＿
.的和具有

技害性形晌的丙种活功的后果泣納入一項車
一

法律制度°在速兩段中同,特別報告真淹迷了肘速兩

种活功姶予不同的法律赴理的另一种模式,并提清大家注意送一模式將垥委員合的工作帶來的兩

大堆趣°在遠一蕉上特別根告貝的銬梵是,他砍迎委員金可能提出的任何逸捀 .

巧.此外,他并不快力報告斌田使韻善的概念縮小到志指造成頡害的活功必須是放升始就有

板害的活劫°特別報告鼠指出,兩种活劫的主要匡別在于頂防領垓 (A/CN.4/翅 8和 Add.l,第

12段 ),然后田逮了速一區別.因 此,村館一种活功 (有 危險的活功)來洗,承 重要的是防止事故 :

逐沒有頡害或

一

故友生.村第二种活劫 (具有強害性形哅的活助)未悅 ,技 害原因有兩种 .第 一,

在迸行有危險的活功中友生的

一

故或意外

一

故引起技善,弗 二,他提到了海斯先生的評梵 (第 ZlB2

次套快),他扶力就在達蕉上戶生了琪解,即 正常銓管活功造成的板接性形呴,或者如托移沙特先

生即將出版的有失本主捶的文幸所悅的,...⋯ 只要有可能戶生昆著跨界形巾的工╨●t社舍的正常

活功所造成的敬害.后 种活劫造成的敬害被次力是可以容忍的,但其累取的形咱可能戶生五若跨界

形咱.位 以此力根錯放味年 2茶車床 (f)致 .而 不泣放力它意味若仄活功升始就存在的強害。

2●.有 些委貝悅似定有危險活初清車的亦法可能限例性大強,在提到達一魚吋他站,撒 弄如何

起草方 2茶 的同趣而瓜理淹角度來看 ,此 爽希車可以作力确定危險的柝准.但 共隊起草Jll是 另外一

回

一

.在達方面,由 于委貝合正力田建立一項全面的樣式,包括丙↑因素 (即造成跨界損害的可能

性高于正常的因素以及療兌或頂兄強善的因素)的 一項一般性奈歉將是有用的,一 項危 FJ.物 演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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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性和指示性清車將使
‘
明五

’
或

“
五著

”
危險的中心概念更加精唃°速梓做能移消除到目前力止

所表示的疑慮,并 肘特別根告貝的可幸站江作出公正的坪价,因 力他淹怔的功机是希望精确和文

活.他 自己放力不可能在一項具体奈餃中表送危險的概念.第 2茶 的 伯)至 a)歉可以改耳得更

拉,相 互參照洋如的附件 ,也洋可以授板特別報告貝在文本定稿前向寺象清敬。他
(凱西先生)在

上屆套以上曾提倡達′解決亦法.

”.就取防而言,特別報告長在上居套快玵卡菜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表示的疑慮 <即 第 2荼

<m)款 中將刪除
“
或頡害

”
的同活)給 予答袋吋作的解捀有助手悅明預防概念在茶款草案范田內

的意思 .

2B.在 算 Z茶 (g)款 中,他 做向于
“
且若

”
一同,而不是

“
明並

”
一洞.他 安同明确提到不

境撮害.                          ,

2g.夫子 (k)款 以及
“
事故

”
和

“
志外卒故

”
兩介用詞之同的造捧 ,他害放

“
事故

”.但他不

知道力什么特別報告長在界定
“
手故

”
一同時沒有使用

“
#件”

一洞 ,他援引的原始資料中有
“
辛

件
”

一同 <兄 A/CN.m銘 和 Add.1,錧 24段末尾).逐位指出,其 中一份原始資料,即 ”89

年夫子以公路、缺路和丙陷航行船只迋送危隆女物吋造成的根害的民事黃任公的 (同 上,腳 注

39),在其
“
準故

”
一洞的定〤中提到了

“
尸重

”
和

‘
直接

”
的板善威勝 (第 1奈 ,第 l2款 ).且

然特別報告見在根告中悅 ,19S9年公的中使用的定〤村子委長舍的草案來悅可能是
“
最透合的

”
定

〤 (A/CN.4/428和 Add.1,第 幼 段末尾),但他沒有在 (k)款 使用送兩介形容洞°

SU.大 于第 8奈 草案,他較力吝攻特別報告貝在扳告附件孩茶欺的腳注中建快的各遊案文.

31.夫 子第 9茶草案,他玵將槙害描述成
“
明區

”
感到掠研;其他茶款如第 2茶 (e)、 (g>和

<h)款使用 了
“〔明五〕〔五著↗ 散害.第 9茶位使用同祥的措詞.不 管怎祥,報告第 9漆 的腳

注提快的各逸案文坡好,因 力它按照 <如果他沒有圮錯的活)委 貝令上屆舍快群如甜淹后采取的共

定使用了
“
賠僅

”
一同,而 沒有使用

“
朴儅

”
一詞。

B2.他 攻迎寫】U茶草案,但 使他掠奇的是,第 二句有意不同于特別報告貝所根据的瑋文的相

位茶款,即 世界坏境与友展委貝合坏洗法寺京姐似汀的
‘
特別夫于跨界自然資源和不境干扰原則

”

年 2° 茶 (同 上 ,乍 BU段 ).不知道力什么特別拫告貝提及
‘
受害人的回籍、住所或居所

”,達可能

合戶生法律沖突和通用法律的逸捀 l,9趣 .

SB.在 淡到車朱夫子預防的第三幸吋,他攻迎特別報告長提出的何化程序.館 11恭草瑋是合

理的,不 管怎祥比以前的弗 1U紊好 (凡 A/CN.4/423,弊 92段 ).弗 六次報告 (A/CN.4/428和

Add.1)第 B2和 BB段提出的捨招不元道理 ,但他要求作一些說明°
‘
公我的利益

”
一切的意思是

什么?它 是否指回隊社合的利益或者是一日以上的利益?如果是后者 ,它 是否可能只指兩目的利益!

田.第 12茶 車葉相普令人滿意。但特別放夫子不歧視的館 1U奈來看,他不知道是否回隊組無

的成真回資格是干預的一瓨茶件 .如果不是 ,那 么尤其在未銍曰怀組軹的規幸或規則允#的螢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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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何掰琱夫系°逐有一介向趣:如果鋌班的于頂涉及孩組軹不泣在非成長回送行的活幼,達將

戶生什么同趣?速些田趣需要迷一步常快 .

35.第 14茶草案采用了怭商的概念取代以前的片 16茶 <凡 A/CN.4/423,第 1° 7段 )規定

的淡判〤夯的概念,但 它提出了兩項各逸案文:談判或掰商.現在戶生的鬥趣是,如果怭商失敗將

合怎么洋 :弗 六次扳告沒有明确速一魚°他支持第 1S茶 車瑋他肘其措洞比以前的第 H奈更倚草而

感到南米 <同 上,第 92段 ).

36.第 16荼草案似乎只涉及第 13茶包括的情況,即 假定的受形呴國主功向起源回提出要求的

情況°如果受影喃因沒有采取行劫,起 源因不甘什么洋仍然有館 8茶規定的預防〤簽。不管怎梓達

′解釋似乎得到第六次報告 <A/CN.4/428和 Add.1,第 3B段 )的支持 .

舒.他注意到了卡某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根捃國家 1.● 夫系的班共村第 17茶 車來是否真正有必

要所表示的疑慮.但是他 自已放力,孩奈是必要的,因 力送一原則不是一項新原則,委 長金7理 的

其他令趣也有達一原則,因 力此美規定在遠一特兄下,特別是瓜有失回家同的怭商來看 ,可 能是必

要的.但垓奈的措田非常溫和,因 力它親定各回
“
可以”

在怭商或淡判中考慮所列的因素,也并位

垓使措洞交得更強硬些,使其不至于毫元意〤°他逐指出,第 17茶提及
“
協商或淡判

”,而 第 14

茶只涉及i.+商 °

3忘.夫于第 lS茶草案和不及行預防火簽是否合戶生行功板利的夫鍵鬥題,他蜜同特別報告貝

的瑰蕉,即
“
只有些振害可以/工 因子垓瓨活功,才 能功用賠僕的机制

”
<同 上,第 4U段 )°

Bg.至 于如何炎理各放車來的1.9趣 ,他汰力提出的新荼欺 σu不 是已銍提交姶起革委貝套的茶

款車來的新未文)不垃提交垮起草委真合,它 們需要發貝合更洋冬的討捨 .

4U.格 雷夫拉特先生螢物特別報告長的弊六次根告 (A/CN.4/428和 Add.l),孩 報告在逐

漸皮展和編來有夫曰隊女任的法律方面以及在制汀各曰很可能接受的文中的努力方面向前跨了一

犬步.他 滿意地指出,特別報告真提出了一整套道合子全面常快的茶款草案.呈 然它們沒有解決所

有鬥題,但至少使送些同趣更加明昱.

姐.報告提出了并多同題,但他只想作一些一殺的坪梵 ,特別是夫子茶欺草案的范田、所涉活

功的美型、位賠借的掘告、有夫快速以及預防措施的作用°

42.在上屆合以上 ,他 91特別報告真決定在确定奈放草案范田吋不采用危險林准表示遼憾,因

力達祥特堆以預料有多少回家舍接受送些奈數.正如他另外指出的,回 家央跩表明,所渭的
‘
清

車
”
亦法是迄今圾常用的亦法,映洲臸洴委長舍和歐洲委員舍在許多文件中采用了達′亦法°第六

次報告有并多优魚,其 中之一是,它 迢些地反映了送一同題在回家央域中的最新友展.報告和各款

草案采納了最近有些多道文件的志死和行文,送些文件制訂了各回將在 19gU年 代央施的法律狋

准,它 ●●包括歐洲生游委貝舍的 6跨界竹兄的坏境形咱坪估捇定大羽車來9(同 上,腳 注 3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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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控制危險庚物越境持移及其赴王巴塞水公的y、 1988年 ㄍ南板亦戶資源活功管制公的》(同

上,腳 注 B9)以及非政府姐玖似汀的、仄不同角度看眼賠佳黃任同趣的文件草案 .

“.館 六次報告的重犬共辰性焚化是,它 提出了危險物痰的清車以及夫子預防和賠儚黃任的更

洋冬的茶敏.因 此,今后文件中回家垃久士任范田更明确了,達是一些大舍第六委貝舍的代表表示

的強烈希望°例如,冬 管垓田本身不精确 ,但有一口的代表由于所涉的賠管女任有限而接受在回哧

水道恃兄下的
“
明五損害

”
的女任原則,但他沒有接受肘明且根害的一般性回家賠儚黃任,因 力

“
接受浩在的巨大賠儅天任不精确是另一日卒

”
°
’ 達意味著戶生的賠借安任的荼件不管其范田多

ㄏ,必須加以明确界定,才使各回能#接受°一般性原則的隊迷長然合理,但逐不移 ,汏達一角度

來看 ,采用一項危降物辰的清革界定有危險的活助是一大迸步.根括ㄏ泛的回家其我 ,此 失清車是

力了向各國通報涉及賠儅天任的物辰和活初,以 及嫦要做出特殊預防努力的領域.因 此,清 車必須

洋冬元近°仗依用作說明的清車不能限制草案的范田,也 不能滿足清晰明了的要求,而 清晰明了玵

涉及數板效百万美元的索賠的文件來悅是地村必要的.另 一方面,力 了更加炅活,清車必須由寺家

定期申查 ,如有必要 ,按照今后文件本身所我的程序加以修正.速是大多數有失文件采用的亦法.

在遠方面,報告 <同 上,第 17段 )表 明

一

特別報告貝仍然在危降物辰的清草鬥趣方面犰豫不央ε特

別報告貝次力,清革不成洋冬元遺,未 列入清草但具有同祥彩吶的活功,即 造成五若跨界損害的活

劫,位被看作為于第 1茶 °此失部分清草將毫元意又,它將引起含糊不清,瑛 而元法其班其目的.

根本不能提供良活性 .

姐.如果茶款草案保依#造成的根害,各 回將被迫管制在它們管培范田內的所有失型的活劫 ,

放而尸重阻磚科半和工╨的友展.另 一方面,如 果委長舍斌田連免送′#瑞 ,采用很克的拉賠管嵌

善的限制,坏境保伊將受到插害.各 回村迸行某种活功造成的擬喜 ,或者由于使用或逐特所渭的危

險物辰而造成的敬害,一殺逸舞确立高度的賠儅女任。他不知道如果委員合要逐漸友展因酥法,它

<如何能營偏南達一既定的回家共踐°

●S.需 要有明白精确的法律解決亦法的并不限子包括的各种活劫1.9題 :各 因不保必須了解哪些

活劫以及何种板善可能涉及它(1● 的賠儅女任,而且遜必須了解可能沒想的賠僅亦法.

伍.夫 于庄賠借的技害1.9題 ,特別報告長采用了一項綜合的亦法,包括物辰掘失、財戶敬字和

人身份善,以 及村不境本身的瓶害.肘 敬防和遇例措施、力使受強吝的生杰系統恢欠原狀而迷行的

清除活功和采取的恢欠措施 ,規定了店借 .達 一加法的目的是在建立充分殕信的原則以便冬丑我少

兄文件 UNEP/IG.

ton,D. C.),vo1.

ㄍ犬合正式圮暴 ,

8U13(1989年 3月 22日 ),特 我 于 In｛ernatonelLeg日 IMater瑟 1s(Wash㏑g-

Xxvin 〔1989〕  P. 657.

算四十四居合快,館 六委長合),第 BB次 合洪,弗 6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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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柴活功村不境的日益增犬的彩咱,因 此,他 完全理解達一亦法°五然原則上同意垓亦法,但他提

靖委真舍注意仍然需要解央的有失根害定〤的若干 1.● 趣°

〞.夫 于賠儅責任,損 害有定〤有很重要的作用 ,因 而所有有夫文件都載有一再非常祥冬的殲

立茶數,界 定位賠借扳害.在 夫子用活的各放爽理送一1.9題 是不勝的.他 同意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

先生的志兄 ㄑ第 2181次 套快),即 必須修汀第 2茶車來的一卡列木活清草,提 出的十多定〤可能驕

要改迸.五 然達一次列定火清草有助手扶汀奈放車案,但 并不意味若位保留所有的定叉,或者草案

完成后便不能增加其他定叉 .

姻.在 回到位賠儅掞害的 .● 題吋,他指出,19BB年 《南敬才戶資源活初管制公的》且然在第

1茶 (lS>泉 已臸載有
‘
損害

”
的定叉,但 它在弟 8奈玵垓鬥趣作了非常精磅的規定。昱然,就賠

借責任而言,垓文件玵
‘
敬害

”
一田的定叉和玵位賠伴根害參數的規定与中快中的草案不同.他放

力特別報告貝希望确立各國支付賠欺的又夯,不 管造成跨界頡害的活功力何,邊指的是任何活劫 ,

不管它是通道污染造成意外

一

次或昆煮韻害,也不管它是回家的或私人的活劫°達是一次非常戶〤

的亦法,速使他村力什么提出危險物嚴的汁革感到杯疑°

49.草 案位栽有一項安排得些的狂立茶款,村位殕儅根害做出親定,其 中包括 :(a)生 命敬失

和人身份害,(b)財 戶和地匹事用的板失和根害,“)合理的颿防和清洗活功舞用J“ )村 坏境的

韻害 .

SU.夫 子肘不塊插害的一款可以廂入寫銋 茶革瑋的案文.茶款草案位保留此美規定.肘不境

自然价值的承放不可能以肘財戶的物辰根善或人身妨害來表示.必須通述逐漸及展有失遠一同題

的法律來共現.速桿做吋,必狐牢汜,玵不境的非物辰敬善支付賠款是一項較新的要求,因 而戶生

了并多法律和政治同題 ,如 此爽瓶善的坪估 1.9趣 、确定有資格得到賠撐的好象等等°各曰接受和文

付村此爽振害的賠款的政治意愿仍然7子初期狀杰.大 多數目隊文件不承汏村不塊的敬害,承 快村

不境根害的文件也村賠儅加以限制.因 此,特別報告長和委民合成分析最近的一些公的不境根害的

賠僕所加的限制。

51.例 如,都被其 1984年決定中
. 

啟汀的ㄍ1gs9年 油污強害民

一

女任田隊公的》(凡 A/CN.

4/3田 ,附件一)和 ㄍ1971年夫子女立油污敬善賠僸日怀基金的回隊公的》ㄑ同上),以及歐洲絰游

委貝舍起草的 ㄍi9Sg年夫于以公路、佚路和內阱航行船只迋送危麼受劫期同造成的掘害的民

一

女

任公玓》<凡 A/C、 4u2B和 Add.1,坤 注 Sg),只 承次央隊采取或將采取的合理恢久原狀措施

的安用 .同 祥,19Bg年歐洲委長舍夫于度物造成的敬害的民

一

女任指令的建洪只承放下列措施是

合理的‘即恢欠措施的安用不超出此失措施戶生的不境效益,而且要求原告必須怔明度物和坏境韻

害之同存在放大可能的因果夫系.因 此,垃 垓采取牧連快的亦法,達 首先進用于特別報告天提出的

.凡 曰唪海︴鈕玖出版物,出 售品弗孝‘●S6.BS.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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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重新建立或不可能重新建立原狀的情況下肘不境敬害支付賠數的建快.凡 乎沒有現有公的我

有此美茶欺.即 使是特別報告長吸收志北的ㄍ南板亦戶發源活劫管制公的》也規定回酥委真合确定

的賠借數額位支付給一項特別回跡基金.第 以 奈草案第 1致翹定的一口肘另一口的工rN境 韻害賠款

在回隊其跩中我不到支持。

S2. 夫子根害定又的另一介同題是用
“
明五

”
逐是用

‘
立著

”
來形容°他提及第 2茶草案

(h)數 吋悅 ,他發成使用
“
並若

”
一月 ,因 力送是并多回豚文件接受的洞悟.但是,頡害概念的新

定〤的第一介內容 (“根害指大于⋯⋯仗令人反感的竹兄
”)采納了普通法的

‘
令人反感的竹兄

”的

概念,達在其他法律制度中不移明确,第 二↑內容 (“損害指大于⋯...不 立若損害
”)似 乎是發迷 ,

第三介內容 <“韻害指大于通常予以容忍的⋯⋯”)有 鬥趣.因 力并多回家故期來一直容忍堆以接

受效丑的跨界污染.最好是把
“
昱著散害

”
界定力於子尸重敬害和楚做嵌害之向,達 是夫子田隊水

道的法律垤常使用的加法。

53.在淹迷了兩介備要有更犬精确性以剎車案被接受的敏感鬥趣,即 所包括的活功种美和振害

的定〤后,他 特入另一介雅題,即 可能的賠借亦法鬥趣.特別報告貝在以前的報告中只何草地叫迷

了談判基地上的一殺性賠儅原則°但是,達方面戶生的并多鬥題逐沒有一介得到了解決.例 如,女

想的賠催責任的主体是確,私 人銓管者和領土所屈目的大系是什么.回 家是否必須玵所有跨界扳害

久責,以及委貝合是否似︴19B2年《球合回海洋法公的》第139茶規定的那种賠僗女任逐是仄 lg,2

年《外空物体所造成板害的回隊云任公的》中吸收意北?l工 根到底,這些向題的答案將決定賠儅安

任公的錒定的〤芬的錯构、范田和主体。

9.特別根告貝在妦六次報告中用丙幸站迷賠儅亦法的曰趣 ,夫 子殕儂女任的第四幸和夫子民

一

賠儅責任的第五幸°他玫迎送一迸展,因 力委長合現在可以升始肘涉及賠儅女任和賠伴的兵体法

律 1.9題 送行研究,并 向各回叫明其賠儅女任的范田。遠方面的中心阿睡是補定法律夫系的主体,并

決定堆有叔要求賠借,以及堆有〤夯支付賠款。在各項目隊公的中,垃 久強害賭傍責任的↑人或央

体通常被林力銓管人.如 此做的优焦是 ,︴先知道賠佳女任的主体 ,達有利子受害人采取法律行功 ,

以及久帝任的方面采取預防措施.特別報告貝在幣四和好五幸中建快的亦法是活助在其領土上迸

行的回家無有賠傍女任.因 此,垓 回將威力主要法律主体 ,受到錧 1茶所途任何活助敬害的所有回

家、自然人和法人持向它妥求賠偌.按照第 21茶瑋未,索店和殕借將通避淡判7理 ,根括第五幸

建快的亦法,達將通趙日內法庭加以7理 ,起源回在兩种竹況中都是唯一和主要被告.走一亦法的

根括是,回 家次共管格范田內的各項活動中得到了好尖,因 此,位垓肘這些活動可能造成的任何跨

界頡害久女,速种理捨根指值得怀其.特別報告兵在報告 <同 上,弊 G2段 )确 放了速一魚,他逐

放力私法朴救元法保陣迅速而有效的朴儅.即 使是如此,送也不是田京琣借安任的法律淹括 .

“.委 貝舍目前正常快兩瓨內容相似的報告,印 回跡水道和回隊殕伴云任,一項在執行部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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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私法朴軟 ,’ 而另一項則完全依幸田象賠偌責任.因 此,阿 清楚國家其域傾向子那一概念是合

理的。

茄.村有失賠僕黃任公的的回麼 ,即 使是粗略的回頑也表明,除 了 《1992年外空物体所造成

頡害的日隊蛋任公的》,沒有其他文件規定回家位久全部責任.特別報告真在根告中正确地指出‘揪

訂垓公的時,“ 城略和安全的考慮因素超迂了其他的考慮因素,特別是絰洴因素
” (同 上,第 “

段).所 有其他公夠都將賠伴黃任引向危險設施的銓管人一或視竹況所有人成承逗人,并規定強制性

保隆甘划和/或賠傍基金.少 有的一些茶的規定銍菅人的民牛云任,同 時也跳定起源回或船旗囝的

附屈或朴克黃任°只有在絰管人提供的保險或其他財夯保障近明不充分吋回家才必灰千頂°送是在

和平利用孩能領域采用的制度°特別根告真放中借用許多荼數的有失民

一

女任的篦大多雜茶的甚

至沒有規定朴克回家女任。速些茶的肘索賠親定了效南限額 ,并依#銓 管人的強制性保險和賠伴基

金°例如 ,《 油污韻害民卒安任回昹公的》(兄上文第 51段 )沒有規定回家賠借安任,1984年 海事

組球夫子海上迋送有毒和有害物辰的賠儅女任和賠儅公的瑋來 (北 A/CN.4/384,附 件一)以 及

《lg89年 夫子以公路、缺路和內陸航行船只迋送危險燢物期同造成的損害的民

一

黃任公幻》也沒有

規定回家賠儅黃任,此外,通避 19BB年 <南 板甘物炎源活初管理公的》的外交套快拒篾接受朴充

回家賠佳責任的意兄,仍 在常以中的孩公的米于殕借女任的決定中是否將規定三分之一的賠借基

金由回家支付也不肯定°

田.在送种li兄 下,他汏力,曾 超源日本身不是塑菅人吋,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堆規定孩回

無全部的賠僅黃任°遠持志味著任何回家將可能需要力屆于奈放草案很ㄏ的范田內的任何活劫引

起的敬害支付元限制的賠僧金.此外,使國家在力每項索賠的唯一主体 ,將使所有污染案件不管其

程度和具体特兄如何提高到回家同一致。

58.但 是,盤于坏塊狀況叫人告惕,以 及肘生悉系統,共 隊土村地球〦的生命的威跡 日益增大 ,

委真舍必須我出亦法,解 決大多數有害活功的私有性和肘不境的公共責任之同的矛盾。

田.解 決亦法可以明确界定各目的〤夯,如有必要,似 汀一項將篷管人和回家女任緒合在一起

的賠僕加法.茶歉車未可以東 19S2年 ㄍ球合回海洋法公的》館 lB9茶那洋,規定回家有〤夯确保

銓管人連守法回按照回豚拆准建立的保#措施和提供財政但保.如果沒有送釋做 ,一旦戶生礙害

一日京特冒必須自已支付暗欺的夙隆.車 案甚至可以超出 6朕合國海洋法公的》的范田,親定頡害或

污染的起源回有〤夯,承 但超出生菅人財政能力的女用 .

6°.送种混合女任制備要車來作出某些修改,例 如第 2S茶 ,但不合改交其思的錯杓和彩喃力 .

起源目的叉夯也不位引起任何爭以°些然,必 須在寫 2去 中加入象所有賠儅安任公的所我的那祥的

’
兄表卡弗里先生夫子固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弗六次報告簿三幸 (ㄍ 199。 年⋯⋯年盤》,第

二卷 <幣 一部分>,第   面起各更,文件 A/CN.4/42?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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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菅人”
一切的定〤,并在草案第四和好五幸中界定銍菅人的賠儅女任.目 前,銍 管人在車來中

是
“
象鬼一祥的

”
央体°夫子用悟的第 2茶和夫子原則的第二幸都沒有提到它,但 只偶然出現在第

2U荼 中以及第 2S和 Z7奈 中在
“
視情況

”
的洞潛后出現.因 此必顏界定它的賠儅女任.逐 必須找

行混合賠僕女任制°

61.除 回家同索賠外,奈敖車瑋必無規定超源回有火夯确保其法院有在不歧視基袖上接受道受

根害的外因公民村篷管人或回家提出索店的管格叔.在遠方面,非航行使用回隊水道法令趣的特別

報告真提出了一項文本,m 委天舍不妨將其在如市上作必要的修改后用于本草案,它 逐可以使用

新的夫子不歧視的第 1° 奈草案.規定各回有一殺性〤夯确保向日內法庭提出拆忪的平等杈利.將

是一今重大迸步,因 力和根告 (A/CN.4/428和 Add.1,算 銘 段)悅 明的情況相反,目 前有萍

多陣得阻撓道受損害的介別私人直接向外國法院,甚 至是具有非常相似的法律制度的外國法院,提

起拆松。由于各回回內法不同,堆 以提出近据,以 及外因拆松普卒人提起拆忪可能受到阻得,因 此 ,

日內法院仍然是不完善的解決此美爭端的排妘。切小偌只利和巴塞水文雅使垓制度中存在的缺陷

更形明區,達是必須修訂和改善達一制度的另一原因°

GZ.盤 子草案包括的活劫范田枚ㄏ和草案的普遍性,建立一般的普遍附屈國家賠摟責任將凡乎

是一項革命性的友展.它 將是委員合肘逐步友展回京黃任法的一項重大貢就 .

63.他 并不快力把所有時界散善都放在回家同夫系
一

致上於理是明智穗妥的法律政策 .更加可

取的是 ,冬 可能在民法一致上按照回林私法的商定規則解央此美案件 ,不 能營送洋解央的令瑞才提

到國家同夫系一致解決.力 執行此爽制度 ,各 國必須保怔其法律制度向避受板善的人提供的朴救赤

法,能鉹使他們因受到瀣菅人的活劫造成的任何正著敬害放銓管人那里荻得充分的賠借 .國家賠佳

女任將在通遊民法渠道不能荻得充分賠儅的情況下起作用,并上將適避袒保、保險或基金制度,或

通避有夫回家之同迷成的一次恙付林快反行 .

裕4.夫 子預防,他攻迎車來年三幸放怒的何化程序,但 怀疑第 1至 2U茶是否移帝确 ,足 以包

括回束賠借安任范田內預防的各介不同方面.委 長合面喵者各种各不相同的現象 .首 先有預防正常

操作扯程中戶生的志外

一

次和敬害性形呁,如 由于正常人犬活功村水或空气造成的便性污染 ,有 旨

在冬I防止危險活和造成的志外

一

故的措施,近有

一

故友生后力冬1我少板告或防止迷一步敬士

而采取的合理預防措施 ,包括減少污染以降低報告程度的措施.他原則上同志第 2茶 <m>致所我

的頂防措施定〤,但水力孩放位加以改造,以便明确地包括力防止投性污染造成敬害采取的措施 .

●S.此 外,算 11奈草案提到了第 I茶 ,但仍然集中子有卄划的活功,并 涉及落在的跨界敬善 .

因此,就冬〧遇制瓶害或減少污染而言,第 3幸 規定的程序屯元意〤.即 使就落在跨界強害而言 ,

它和弗 2茶界定的有危滕的活功也沒有大系.他 安弦特別根告貝肘車來的范田迸行ill界 ,以危險物

.北
上文腳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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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界定危險活功的努力 ,但 是如果在采取預防措施的〤夯方面沒有緒果 ,速 一努力將徒芳元益.他

毫不扰豫地汏力 ,不連守預防規定引起的志外卒故造成的被害位有人大大,并且可以威力要求停止

上述活功的理由.

∞.他放力,第 三幸位垓匡別預防有危險的活功造成意外卒故的措施、

一

故友生后冬廷遇制損

害的措施和赴理污染的板害性形咱的措施,此 爽匡別將考慮到在達的情況下的程序和后果的迸一

步區分°

田.最后 ,車方面頂防措施是第 怖 荼車來的主趣,位 放在第三幸的升始部分 :它 們不依仗是

中同叉夯。他發成保留第 16奈提到的例子,困力它(1● 表明在槙害賠侉同趣戶生前垃如何理解回家

賠儅云任。但是,他再次村陝提及弊 1茶是否足姼表示杯疑.特別報告貝未仄危險活劫清草中得出

任何法律錯站,但速位垓是草案的必要內容°

68.比斯利先生悅,村特別報告真的第六次報告 (A/CN.4uZB和 Add.1)有 三种不同的解

舉.一种是,他將賠借女任的基地次頡害特移到危險,另 一种是,他遜沒有速標做,近有一种是 ,

他逆循了一茶中向路我°特別根告長肘送一鬥趣的意兄是什么?

本屆合坡的工作安排 <致 完).

(快程項目 1〕

的.主席在介紹伊大的主席田的建快時悅,A/cN.4/L.444孝 文件表明,其他委長合在本屆

舍袂上常洪了19笳 年委員合′樣吋通遊的回家及其財戶管擋豁免草案 2B奈 草案中的 16茶 °由子

委貝舍不能在合快錯束前完成茶欺車來的二放,遠便戶生了如何向全体委長合以及大合洭根起草

委貝合荻得的部分 <然 而是共辰性的)成果的1.● 趣 .

7U.因 此,才 大的主席困建快,超革委貝合主席位按慣例口共隊逑在他主持下揪打的茶敖,并

表明由于茶款車未的二樣尚未完成以及近有重要規定尚未決定,肘 迄今力止超革委貝合二接通避

的荼數送行洋如的甘淹將屯元用爽°但有項掠解 ,放力就工作方針作一敘性文言有用的委員舍委長

可以速么作.安 長金在本屆合快上將不通道起革委真合建快的任何奈歉 ,持仗俠注意起草委貝合主

席的口共根告 .

91.如果委長舍核准達些安排,他 了解報告長想要在本屆舍快委貝合報告的有失幸市列入一

段 ,以便向犬金通報起草委貝含送到的盼段 ,并說明在烡鼠舍放力位孩粹村單項奈款的決定推退到

二次的整介車瑋提交上來以后.報告透將洗 :因 力送原因,委 貝金在班阱段不向大舍提交任何紊放 ,

但希望向犬合第四十六屆舍快提交一套完整的奈數車果 .

92.科 步耳先生悅 ,他村提快的安排沒有反肘意凡.但是,既然大金弗四十六屇套快將更換委

.坎
自弗 2151次 舍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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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合的組成人貝,他 不知道委長合將如何爽理大合牛六委長合代表在整介奈款草案提交蛤第六委

員合吋無理孩委炅合委貝肯定舍提出的建快和坪梵°

73.主 席悅才犬的主席困考慮了送一同趣,但 逐是決定最好向夫套提交整介茶款草案°如果沒

有反肘意兄,他汏力委長合同志采取才大的主席田建快的安排 .

就達祥洪定°

9● .主席悅,由 子這些安排 ,原 來力申洪管籍豁免茶敏草案而保留的一些金快可以用于其他 日

的。因此,妒 犬的主席田建快,委 長舍位在今后兩介星期采用已分友給各委員的吋同表.如 果沒有

反村意兄,他 次力委長合同意采用建快的時同表°

就速梓以定°

下午 1吋零 S分散合°

第 2184次金以

199U年 7月 2日 星期一下午 3吋零 S分

主席:文 久儲先生

出席:阿吉博拉素王、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年伊斯先生、巴你沃中

先生、巴本榭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因 菸霄斯

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馬先生、馬希烏先生、友

卡弗里先生、恩唐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末先生、斯里尼瓦中 .拉與先生、拉扎

‘
几德拉朗博先生、各庠幼斯先生、塞普小籬迷 .古缺雷斯先生、傷皿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夫子田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嵌害性后果

的回隊云任 <壞 )

(A/CN. 4/384,: A/CN. 4/4Z3,: A/CN. 4/428和

特哉子 《1985年 ...⋯ 年盤 ),

特裁子 ㄍ1989年 ...⋯ 年盟》,

拜二卷 (館
一部分)/Add.

錧二卷 (牛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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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1,ε  A/CN. 4/L. 443,D市 )(

〔快程項 目 7〕

特別報告真的第六次報告 (墩 〉

算 1奈至 SS茶ε <生 )

1.友 卡弗里先生悅,特別報告真的幣六次根告 (A/cN.4/428和 Add 1)是 夫子垓青趣的

一今特別有卻助的文件 ,垓音趣是回防法中一介迅速袋展中的領垓,需 要采取一种不同的亦法°同

趣是是否可能洋幼揪何某些具体制度 ,用 以玵付可能由新技求和物辰所造成的各美跨界損害 ,送 一

同趣在及展有失回家女任的寺趣吋逐不存在.因 此,垓青趣与委真合中快速的其他青趣不同,也好

海洋法公的例外。委貝合利用寺京志凡來似汀作力上述公的基地的茶款草案,〺 于本令題,速祥做

可能也有好赴.听到有些委貝洗特別根告長改焚了做法,他甚感迷惑°恰恰相反,特別報告貝迸一

步祥匆用途了遠些茶款車宋的一今方面,即 有危麼的活功達一方面,但 并未排除其他方面,達 一魚

可仄垓根告第 1l至 第 14段 、重新措詞的第 1茶草案和報告附件中孩茶胸注建洪的各逸案文中看

出.

2.力 第 1茶建快的各造未文比駁好,他玫迎除掉
“
在整介越程中

”
速一短浯.特別根告只在

第 2茶草案 <f)項 中找到了′种更好的方式來排同一件

一

‘
“
在正常操作逮程中

”
°

3.提 出了并多向趣,失 于館 2奈 中
“
有危險的活劫

”
的定叉是否足姼ㄏ泛 :以包括褚如提取

等同趣 ,因 力孩定叉所包括的三美不同的活初中,似 乎沒有一美与水和提玫有米°特別根告貝指出,

‘
危險物辰

”
的表述包括具有足移的效丑即杓成威勝 ,否 Jll 即力元字物辰的任何木西,如 在箱 2茶

(b)項 “
一种物辰只有在其以某种效土或液度出現吋才可視力危險

”
送一短悟中所表明。達一解決

亦法相些武新,最好的亦法也︴是在 (a)項 中將其作力有危險的活劫叫迷,而 不是避多使用
“
危

險物辰
”

送一祝念,以 至于將水包括在內.

4.他 玫迎第 2茶中危險物威的清草,孩活車告知各回它●●的〤夯是什么.送肘于孩草案的合

意至夫重要,并使垓紊更力精确.他 同意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意北,汏力孩清革必須洋冬 <瑋 2183

次合快)。 正如其他委貝已垤走快逮的那祥,通逍增加一介用以方便而迅速地更新或修汀垓紊款草

來的程序,可 使孩朵歉車未有了良活性 .

特我子 《199U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玵本寺翅的常快一部分是以前任特別報告長昆廷一巴克斯特在委真合第三十四屆合快上提

出的青趣鋓要力基珀。來文持栽于 ㄍlUS2年⋯⋯年盤》,弗 二卷 <弟 二部分),第 83-8S面 ,

箱 1°9段 ,肘其所作的改功在 ㄍ1S83年⋯⋯年盤>,弗 二卷 (好 二部分),第 84-BS段 ,第

2弘 段加以說明°

來文兄第 2199次 合洪,弟 2S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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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2茶 (g)項 中夫子
“
跨界損害

”
的定火可以接受,但是也垃孩包括村坏境散害的概念 .

要肘其下定〤將是′件套引起爭淹的卒情,但 遠是一今 日益重要的鬥趣 .完 全可以想象不境而不是

國家正在追受敬害的央例 .呈 然人們就恢欠向趣的重要性送行了有趣的討捨 ,特 別根告貝卸沒有將

達一概念列入 〈p瓨 ,而 ‘
俠集措施的安用

”
達一短活完全可以列入最后一句之中.

6.他玵 (h)項 中的
‘
明昱

”
或

“
重大

”
都沒有什么傾向性,他 攻迎玵捐善确定一今數限的營

拭。也許有可能迸一步改善速一概念 ,他 同意格當夫拉特先生的意見,放 力位垓給敬害的概念下令

定叉,在 遠方面已有許多先例°在 <j)項 的末尾可以加上
“
或可能戶生

”
等字釋,以便包括有危

險的特兄.就 (k)項 而言,他將〺
“
事故

”
下定火力一介持壞的避程有所保留,因 力達一用悟適

常指一今孤立的事件.在 (1)項 中
“
俠袋措施

”
的定〤值得攻迎,但是他不知道它可以在哪里友

揮作用.也并位垓將它列入有失起源回村受形喃目的〤夯的茶數中.央 隊上 ,(g)項 腳注中瑋快的

各逸案文也并也可列入恢褒措施的概念.ㄑm)項 中夫子
‘
預防措施

”
定〤的兩介方面沒有提出任

何异快,但 是如果悅
“
滅牷

”
而不悅

“
遇制或冬丑減少

”
也許更力恰些.

?.至于垓車瑋第二幸,他不反肘第 8奈 中力了預防有害形咱并力了遏制或冬丑減少掘害的危

險而确定的預防的概念,其方法如執行道些的安全措施或采用杯准淡卄和建筑以及确保堆伊等等 .

如果有些委長反村持
“
預防

”
一洞用于丙种情況,也洋可以力第二种情況另找一介洞,但 是委員合

泣,/9更 迸一步力頂防的〤芬、特別是力有危險的活功作出規定.委 見合至少泣孩象 1982年 《朕合

國海洋法公的》所做的邦祥,要 求起源回必灰連守普遍接受的有夫有危險的活功的挑Jll和 杯准。其

要魚在子,任 何一套回哧決定的安全林准均不得仗伙因力核屯ㄏ或化工ㄏ不符合某些狋准而禁止

其修建 .第 8茶必須更加尸格。力此 ,必須刪除
“
在力所能及的范田內

’
等字祥,否 則它將允并各

田采取板其危險的舍招致巨大叔善成勝的活劫。

8.至 于第 9奈草案,他主張采用特別報告兵在咳茶腳注中走破的各逸案文的林趣 ,即 “
起源

回賠儅
”,以 避免与回家責任領域友生混淆.他再次安同列入

“
恢笈措施

”
的概念,至少在受形呴

日允并之爽列入‘五然,若一日不愿意得到俠久措施的帶助,那 是它的特叔.各逸瑋文第二句中的

‘
原則上

’
送几介宇只不越是削弱了垓奈歇,位 些予以m(除 ,因 力重要的是使各方更加密切地連守

送些奈歉車寒中所規定的林准 .

9.至于車宋第三幸,他 同志格雷夫拉特先生的建快,水力泣垓改焚亦法,以便使之些茶致分

別涉及新的或卄划的措施、有危險的活功和故期污染或持崁敬告的1.9趣 .

1°.第 Ⅱ 紊瑋來第 2數是一今取板的紊放,但是他卸不能肯定弟 12紊 車來中
‘
任何回隊姐無

迸行干板
”
達种措泀是否遊掙得些.若 將其放入一介車狙的系數或加在技卡的寫 ll茶第 2歉 中,可

能更容易力人們所理解°

11.館 lS奈 草案是夫子垃有的注意速一
′般文夯和第 8荼 的兵体迂用.再 一次.真 正的同趣

是不存在回呠決定的任何安全拆准,因 此必希球助手位有的注意,或 需要淡立一介喵吋的制度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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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之°但是 ,特別報告真在報告 (A/CN.4/428和 Add.】 ,第 9段)中 承放,要 求有失回家力

每一瓨活劫制定一介制度是不班共的.年 lS茶 的目的是使各國在沒有一介洪定制度的情況下有〤

簽予以拉有的注意,采取道些的預防措施°但是,如 第 16荼 中所列的這些措施用洞不移強烈.特

別是,“政劾
”
一切可以技次力不仗是指

“
采取強制保險

”
,而且也指

“
采用現有的最佳技未

”
——

速兩失不同的要求垃垓分別赴理°位垓更加注意速些措施在茶放中的提法,以便強惆其重要性 .

lZ.第 17荼車屎的努力值得你道 ,它 列出了一介位予考慮的利益清車.回 家其我有力地址共

了利益均等的亦法的使用°在垓報告 (同 上,牛 3g段 ),特別報告長解釋悅 ,第 17茶 的要庶是力

淡判一項制度的有失各回訂立一些杯准.但 車要的是要更清楚地鬥明:達些因素如何予以使用,利

益均等如何与前后各系數所規定的其他叉夯相一致°

13.第 18茶草案板其重要.委 長合不位垓狁豫 ,位 垓力不連守程序〤夯的后果作出規定。意

兀不一致是在涉及核屯ㄏ、化
工ㄏ或工ㄏ正在造成的污染的活劫方面.其要蕉不是禁止此种活功 ,

而是預防造成被害°委員舍必須創立一种制度 ,万 一在造反其中所包括的火芬吋就引起日怀賠借女

任°通知和磋商之美的〤夯在本奈中必須与在ㄍ瑛合回海洋法公玓》和其他有失回昹水道的怭定中

的荼件一祥尸格.委 炅合的狁豫也許是在后果方面情況不明.但是正如阿〨焦一任伊斯先生在夫于

回家螢任的第二次報告
‘ 中所清楚表明的那祥 ,并非每一次違反因隊〤多都涉及金俄賠催 ,若 連

反通知的〤夯 ,也 海伿伙采用名〤賠伴或一种朴儅的形式°然而也必須有一些形呴,否 則起源回不

合扒力必須連守送些〤夯.重 要的是給送些〤夯以強制性威力,因 力不境与此利害攸夫.若 一日未

能及出通知 ,則 有可能例如通迂危降或有毒物辰戶生不能消除的瓶害,并且也中不可能恢欠以前狀

況 .委 員舍也好可在坪注中排明,若達反了友出通知的〤芬,國 家無有女任°澄清
“
因果夫系

”
的

概念也很重要,在 遠方面格雷夫拉特先生的定〤可能有些帑助°

14.夫 子9I通知不作答欠的第 19荼草案,他很夫心垓報告的解希,意力
“
如果后來友生韻害 ,

〔受影呴田〕將不能扶力起源回沒有采取足姼預防措施
”(同 上,第 41段 ).他反玵不在受形晌回提

出此种新言,速种新言位孩仗仗是一种可以反駁的假快.五 然,重 要的是鼓渤各回肘通知作出答交 ,

但不泣走得大迒,不扯一日宜林所采取的措施不能令人滿意°有些囝京沒有答欠的手段 ,或甚至沒

有吋1.9岳 求延長吋限.

15.承 后,他 同志第 2° 茶車來中所我的一般原則以及特別報告貝坪淹 (同 上 ,算 42段 )中 的

迓輯.如果一項活功將要造成敬害,起源曰不得允并豋管者瓜︴此項活功 .

16.本努幼先生祝安特別根告貝耳了一今丰名的根告 (A/CN.6/4Z8和 Add.1),垓 報告反

映出他9f′ 今困准的音捶迸行分析所取得的迸展:避憾的是垓令題班在仍然以一些模糊的概念力

其特魚,并且似乎委貝套正在迷一步送入工r.境 法的領挨°悅其在的,他甚至感到疑惑:委 員合是否

. ㄍ19BU年 ⋯⋯年痊》,方 二卷 (年 一部分),井   瓦,文件 A/CX’ .4/425和 Add.1.

-414一



共阡上在墉無垓法的基本原則.送 一同題上的不确定性是危險的,可 能早致委貝合超出犬舍所賦子

的任夯。因此重要的是具体悅出茶數草案的确切目的.

17.些 然,在 概念方面取得了一些造展,但遜有︴多工作要做°首先,夫于有危降的活功和具

有強害性形呴的活助之同的匹別,正 如特別根告長在其報告 (同 上,第 1Z段 )中 所悅 ,其主要的

分別就是在砸防方面.正 如特別報告貝迸
「

步指出的那祥,遠兩爽活劫十分夫似 ,速一魚意味若它

們之同就法律制度而言可能沒有什么大的差异.因 此送祥一种區分放有失活功的定〤以及垓寺無

的范田的立埸來悅是重要的°

18.一 今有大的同趣是活功清車,在遠方面發真套面喵兩种遊掙 :第 一,确 立一介活功清草以

便更确切地界定垓音趣 ,第 二,确 立一种程序,括此有失各方自己可以根据其需要和技木友展情況

具休确定所要迸行活劫的范田.第 一种遊舞的好赴是安全而精确——道种精确性不言而喻可以使

各因在完全知道所有事央的情況下加入未來的公的——但它也有比較任硬送一缺陷.意指它雄以

根据扶木的友展送行惆整。格雷夫拉特先生 (弗 2lBS次套快〉主張采用一种修訂和修改孩公的的

程序 ,但達也超出了委貝含正在似汀的架构捇定的范田。另一介缺陷是有些回家可能害怕肘散有一

介确切的活劫清草的架枸協定作出承惜 ,因 力速可能限制其活劫余地,不 言而喻舍使它們面村一些

爭端,而 又不能力它們提供通用于每一特定活劫的制度方面的保迂°

19.第 二种逸舞的好赴是能移使各田在兵体同題具你赴理的基地上談判其未來又夯的內容以

及肘其管培杈的任何限制,在 送方面它們可以依年青家志兄,若有必要,也 可以便任何預防措施道

子現有的各种手段。最近于俺敏拳行的一次含快上,許 多回家就 2UUU年 前消除危及央氧房的物辰

送一 1.● 題造成了怭快°根裙垓協快的規定,將要淡立一介基金,以便使某些友展中國家能姼違用孩

怭定°送祥一介事例表明,些 采取措施遇制某些危險活功吋,也必須規定屈行有失火夯的手段.第

二种逸舞的缺陷是它合架空未來公的的目的,使希望加入垓公的的回家不能移精确坪估其弟來ㄨ

夯的內容°

ZU.由 子未來的公的是期要性的怭定,他傾向子女同第二种逸掙°特別報告貝本人女同年一种

逸擇 ,之种逸掙可能使交真舍迅迒超出架构捇定的范田。不泣孩忘記,原 則上,委 長合涉及的是日

酥法的次數規91l,垓 寺趣是一介新的寺捶就祉央了達′庶,仄 一升初人●1● 就決定將兩羨目杯女任分

升 ,并且分別送行炎理——他介人肘送一決定表示遠噁 ,因 力格達兩大女任蚨系起來的要素多于特

其分升的要素.即 使初看起來委貝套失切的是次數規則 ,但 是它也仍然具有一种送入初數規則范田

的是勢.由 千特別報告貝靖委貝合超車一介附件更洋如地7理有失活劫,竹玩就真是如此.而且 .

仄正在申快的●k告 弗 17段 中可以明五地看出,所 涉及的是一些折衷亦法,因 此委員含所炎理的,其

隊上既不是一項架枸怭定,也不是一些兵你的初數規則 .

21.根据特別疑告真的志兄 ,垓 附件特由寺來墆助在一次弗年套快上起草.但 達不依仗是一介

音ㄇ知研的鬥趣°必顏在危險物辰的主要生戶商和消安者的板力沖突的利益之同造成做妙的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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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放力最好避免速些臭染的同趣°因此,委 長舍垃垓限于以一般措洞作出定叉,而 不村危險和有害

的活功規定具体的定〤,扯各曰根据其要求及就未來公的的透用范田可能群行的任何磋商來更其

体地确定垓定〤的內容 .

羽.第 1U茶準來規定了不歧視的原則,道是一介新的荼敖.在 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茶款

草案中也有美似規定.但是他不知道各回是否愿志在一項普適性的架杓公的中接受速祥一种〤夯°

也︴更好的赤法是社淡判者根括法律制度本身的皮展來決史是否規定內部朴敬方法.如 果垓制度

大含糊和大一殺.則 可就世法院和判例法來具体确定垓制度的內容°他放力 ,委 見舍不虛垓先驗地

以歐洲制度力基拙,如特別報告真所作那祥,他在根告中提到 1968年 夫于民商

一

司法管格叔和執

行判決的公的和歐洲共同体的判例法.歐洲共同体有一介扱力完整的制度 ,根 括垓制度核堆了達祥

一介茶款。委員合的情況則不同°也卄各回可以在它●●之同坤豬的林定中列入一介范例奈款,但 卸

不能移在一介全球性公的中將此种茶款強加鈴各國°

23.特 別根告長在,/9報 告 (同 上,第 2g和 第 3° 段)中 波到不歧視原Jll的 兩介方面,送兩介方

面列入了第 1U茶車來.第 一介方面涉及在道用法律方面平等村待外國人和本國國民,送仗仗与初

級規91l有 失 :因 此遠將超出遠些荼款草案的范田.筒 言之似乎希要的是一种不那么犬腥但卸更加現

央的亦法.

24.另 一介給他造成很大困堆的模糊概念是利益均等的概念,它不依出現在第 17秦 草案中而

且也出現在第 9茶草案中°因此送一祝念村子草案來洗至力重要,因 力它既道用于板防又道用于賠

借.特別報告貝注意到 ,列 拳各种因素或活功的技未在与确定水道的公平使用有夫的回防水道制度

中已銍得到逼用.但是,在此又一次涉及初數規則的范田,因 力在上述估兄中,1.● 趣在于洋如似汀

一种制度,以便指早手前已知的一种兵体活助,而在本寺趣中,要 魚卸是揪汀一今架构協定.有 失

日哧水道的一介活功清尊十分模糊,在 討淹的達介昔趣中,達祥一介清車甚至套更加模糊°因此他

不安成此种清草.玉 然也許可以想象在預防方面人們可以接受利益均等的概念 ,只 要有夫的因素得

到兵力洋匆的鬥避 ,但在賠催方面它印舍引起一些央膵的田堆,因 力敬告的行力者与受害者之同的

夫系是不同的.

2S.至 于活功的禁止的好 2U荼車未,他假定禁止是在敬害之前,因 力不然的活則位透用停止

的規則.1.9題 是一項活功是位垓由每一介回家革方面予以禁止或是在有失曰京之 1.● 筌暑一項怭定

竹現下在村等的基拙上予以禁止.就他令人而言,他 安同后一种亦法,根据送种亦法特出瑰回怀法

上的茶的型夫系°但是,第 2U黍玲他的印象是禁止具有車方面的性辰 .

2G.大于賠儅女任的集四幸車未是本寺趣的核心,他 同志格官夫拉特先生大于銓菅者的定〤

以及回家和絰管者之同美系的志凡.此 赴有一介相些尸量的缺陷,因 力叔仗提到回家,而 造成損害

的是咎管者.因 此,堵如位有的注意、孳管者和回京之同的失系、外交保伊以及夯冬些地朴救亦法

等等要素都帝要迸一步皮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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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他 注意到,第 9茶草案凌到受到韻害彩晌的
“
利益均衡

”,而 第Ⅱ 荼草案則規定
“
起源回

位有〤簽...⋯ 淡判,以确定韻害的法律后果,同 時銘圮,原 則上韻害必須狡克分賠撐∴ 達引起一

介 1.9題 :确 定強害的后果 ,并仄而确定女任和賠借的基本概念是什么?是充分賠儅逐是利益均等?

若是充分賠撐,則 在不法行力的后果和回怀法不加禁止的活功責任所戶生的后果之同沒有任何不

同.但是若有一些其他的特殊概念,則 位些具体鬥明°他放力,在 元遊失安任的情況下,堆 以支持

充分賠借的原則 ,因 力沒有道方面的回家央域°正如皿妨山犬 .基斯所悅 ,除 1992年 ㄍ外空物体

所造成韻害的回泳女任公的》之外,在 回家之同道用元遊失責任規則方面沒有任何其他先例 .’ 因

此些亦蚨核工星宇宙 gs4孝 19?8年在加含犬領土上空解体●f,沒有任何充分賠傍鬥題.加李大伙

仗要求肘其在回收孩工星危險的放射性碎片方面所花的安用支付一宅款項。确共,在 坏境鬥趣中,

共我其隊上有悖千克分賠鏷,首先,因 力頡害很雅以金我來呼估,其次 ,因 力在影呴坏境的大多效

案件中,也很堆快隻到原來的狀況。美回法院 1988年 1月 H日 在阿姆科 .卡第斯一來中的判央也

是如此,垓法院沒有村坏境損害判爽賠摟°

28.他 不反外第 2S奈草案,但他主米第 2S奈 草案采用各起來文 B。 他不如第 2S茶車宋要魚

何在,因 力垓茶仗保規定了与回家黃任中相同的原則°

29.第 五幸車來有夫民卒賠僕黃任同題,報告中所引用的所有公的——包括 《196a年夫于孩

能領域的第三方女任公的》、ㄍ1969年維也納夫于核技害民卒宜任公的》和 ㄍ19的 年油污損害民事

女任因酥公的》<兄 A/CN.4/384,附 件一)——都力賠借女任規定了一介上限,并 規定設立9..借

基金.确 共,送正是這些公的的目的.因 此,只 要存在元避失賠撐責任,就不可能充分殕借.但是 ,

在 目前情況下令他不安的是人們正在提快建立一介普遍制度,孩 制度允許在具体法律制度之外的

賠借女任.此 种制度不合力各回接受.些 然,一介因犬丑石油外溢而達到尸重坏境韻害威勝并援引

1969年 公的要求賠俏的回家將不能得到充分的賠佳 ,但速是現有因隊法的現狀.唯一的赤去是適

‘
達回豚合作來解決送一向趣,夫子區域海洋的忤多公的村此作出了規定 ,如 ㄍ19%年 夫于保伊地

中海免道污染的公的》<同 上).有 必要持現共的念度,他完全同志特別報告真的志凡,特別報告貝

在其中 (A/CN.4/428和 Add.1,牛 ●●段)承放玵此种制度有一些反肘意兄.但是,在垓推告

紫●S段 中,特別報告無力了使委真合放心,他說道些奈放車來基本上是利余性辰的,并朴充兢其

意思是
“
提供一种安全网

”
<同 上,方 48段 ).就 他自已而言,他不知道各回是否可以不將垓例皮

視力一种安全网,而 將其視力一介陷阱.元梵如何,他 的良惑沒有消除.

3U.夫 子回家法院管格叔的第 29奈車果,他注意到,在 歐洲,避 受頡害的一方可以向本回法

院而不是向起源回法院起訴.但 是,元淹其立得具有多大吸引力,人●il卸 很堆持速一程序換位到兵

’ A.Kks,DrU:t㏑ ternati°n巨ldel’ environI1.ment(EtlIdesIn︳ e『nationε Ies,No.3)(P.r6,PEdone.

1989), p.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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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普遍性的一項架构公的之中—— 特別報告長白已在報告中承扒了送一事央 (同 上,第 66段末

尾)° 因此,他反肘達种茶款,此 茶款元助子取得迸展。

B1.最后,他相信特別報告貝在思錯吋能移消除他肘垓茶款草案的一些疑同°特別是,他感到

現在已絟是确切規定位作力本寺趣基地的那些主要概念的時候了.

銘.伊 留埃卡先生在就杰出的第六次報告 <A/CN.4/428和 Add.1)向 特別報告長表示祝絮

之后回塽悅 ,1● 泰先生在 lgB2年 向算六委貝套提交本委長舍的根告吋說,有 些委員放力垓令趣不

位垓再造一步甘站 ,因 力缺少一殺回沶法的任何基柮或是因力現有的各种困堆.但他悅 ,大 多數委

貝持相反意兄 ,他 們扒力孩車來可以限于与有形坏塊有失的跨界 1.● 趣 ,而 生洴部ㄇ中可能出現的涉

及最力徵妙同題的那些曰趣則可以椆王一旁 .

33.些 吋的特別報告貝昆廷一己克斯特先生在笫四次報告中注意到,本青題的中心目林在第六

委員舍上得到了強烈ㄏ泛的支持。送介中心目狋是:肘 日益增多的夫子陷地、海洋、天空及外居空

同的各紳利用的回家其域作出分析,麥別能移保伊各日利益,使 之免受原Jli上 是合法的但是可能戶

生不利的跨回界后果的活劫和情況所子｜起的根失或仿害的規Jll和 程序⋯⋯‘

34.大合在到公元 2UUU年 及其后的不境展望
’ 中,故促

‘
目前已村化半品公害、危滕廈物的

赴理与回吥迋愉、工ㄓ事故、气候改交,保拼美年居、保伊海洋不境免子時源污染及保抻生物多共

狀杰等方面迷成各种公的,達种勢共位垓保持下去°朕合回不境親划署在送方面一直友揮若取板的

作用
”(第 1U】 段).仄送一卒其中可以看出本寺題 目前享有重要优先地位°

35.現任特別報告長提交的奈數草案具有班共和建淡性的精神,并力有效地展行
“
褒合初圾又

夯
”

規定了机制或程序,其 中包括与預防、資料、淡判和賠伴有失的叉夯°

筘.大 于預防的秦數——特別是有失出現跨界板善以后特兄的館 16奈草案—— 引起一些委員

的失切°但是 ,正如前任特別報告真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在其第四次報告所指出的一祥 ,賠僗的目

的恩是冬可能完整地恢欠先前存在的狀況,在 本青趣的竹兄下,速常常可以等同于事件之后的預
′

防.他 曾指出,在特雷水治粽ㄏ來中,坪估賠撐或怔明強失是仲裁法庭工作一介裝次的方面,并朴

充悅 :“ 法庭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討站可用以避免今后的氓失或仿害的手段上,同 時逐要使垓冶金

企╨今后在篷洴上能生存下去
’.m他逐引怔了科′拉多河來,在孩未中女成美回花安犬〧資金解

決科男拉多,9含生i遊 南的1.9趣 ,達玵區西千造成了跨界頡害.在孩棄中,之 兩介有失回家所強惆

的是預防而不是賠借的〤夯°⋯

. ㄍ19BS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U4-2U5更 ,文件 A/CN.4/S93,館 12段°

’
大套 lg即 年 12月 l1日 好●Z/1Bs子 縈快,附件°

m《 1983年⋯⋯年盤》,簿 二卷 <錧 一部分),好 214-215頁 ,文件 A/CN.4/S93母 ,拜 〞 段 .

n同
上,第 21S頁 ,第 48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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釕.預 防和賠儅分別在不同的各放草案中赴理達一

一

共不位些被視力有任何其他含〤 ,它 們是

一介連接遊程中的兩介相連的險段,在 其中有失回家首先看到需要孤防和賠儅的制度 ,在 出現跨界

韻害9f,如 果起源因的〤夯沒有得到事先确定Jll采 取必要的步來°

SS.与 巴李呂迓河和亦伊士逗河的逗管有失的預防林堆栽子巴今馬外交部米和埃及外交部米

布特多斯一加利先生 lg81年 7月 29日 在巴令巧城基署的瑛合戶明之中.垓戶明強惆有效地道用

196?年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茶約》<特拉特落本科朵的)的 重要意〤,垓戶明的丙今婆字回強惆

該文中与巴令馬和亦伊士迋河的中立制度之同的直接和同接夫系,強調垃孩确立各种保抻措施,以

防核劫力舥船可能造成事故和污染的危險,以 及位垓9f保 險和充分的措施作出規定 ,以 便保怔道些

的賠伴 .

39.第 六次報告第六幸有夫村回家管格范田以外地區的坏境造成掞害的責任,包 括公海、月球

和其他天体以及外厚空同,可 以我到一介比
“
地球公地

”
更好的說法,用 以突出此种地匡的共同性 ,

而不是其公共性演°因此,他建快采用
“
人共的共同領坡

”
送祥的說法 (血e.scomuneSde㏑ h昕

manidad).

4。.他完全同志特別報告貝的意兄 ,汰力必須以某种方式控制肯定舍外人失戶生有害彩晌的活

劫.巴 西法官納西ㄇ托一席水瓦 1983年在日內瓦拳行的夫子
“
科學和技未玵回哧法的影晌

”
的希本

堆托 .阿馬多妃念排座中以非凡的洞紊力強惆了送一同題不容旦疑的重要性°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

在其寫四次報告中淡到了遠一焦,他悅 :‘本報告沒有直接提到今年的希休堆托 .阿馬多免念排座

上提出的那介紫迫鬥題,功 貝各种保#手段使世界上那些不屈子任何回家領土管格范目的地只免

子退化。速今鬥趣比本青趣要大,其 中爽于首位的一介 ).9趣 ,即肘所有人的〤夯同題⋯⋯”.v 特

別報告長回碩悅 ,‘根据夫子田酥不法行力的回家云任茶敖草案第一部分規定,安任來自玵回隊〤

夯的違反而不是來自它所造成的敬害
”<A/CN.4〃2B和 Add.】 ,弟 化 段),他逐在其美于回家

女任的算三次報告中引用了阿戈先生所表示的現庶:“ 委貝合大部分委長同志特別報告真⋯⋯的看

法.特別是,他們确放到,某些作者提到的瓶害的垤疥因素,并不是夫子田隊不法行力作力責任的

來源的定又中所固有的,而 可能是規定回家有火芬不村外回人造成某和敬善的規則的一部分
”

.

.......<同 上,腳在 1。 4.)

41.德 阿霄查加村子不垃些將韻善視力回家女任的相成要素達一現魚提出了反疑.他指出,速

是炎理回泉女任鬥題的一种方法的錯呆,達种方法仗伿考慮涉及時外回人造成仿苦所戶生女任的

案件——在送一領按所達反的正是大于不造成敬各的又香.但是,人●●必須牢圮,在 些代央跩中,

回家女任的戶生,不俱是大于外回人的待遇,而 且,并又力重要的是大于因坏境污染、水道利用和

l2同
上 ,集 勿 2瓦 ,館 π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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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斌驗等同烻而直接引起的回家之同的各种拆松。在達方面,人●1● 可以引祉 ㄍ核斌駩案》°
l︳  人們

主水沒大利工和新西〨必須怔共法回的核拭駩吋其人口和領土造成了損害°法國根据科苧報告爭

辯說,沒有造成此种振害.行力之不法,就 因力它能造成妨害,而 俱在肘他日造成妨害的情況下才

引起女任曰趣°達反回隊又夯是曰隊安任的一介必不可少的要素,但不是唯一的要素:逐 鵅要加上

玵原告回造成敬害或仂害的要素.

42.第 六次報告第六幸值得林道.它 努力謀求一些秋扱的解決亦法,以便解決那些板其戶重的

形晌到人爽生存本身的鬥趣°特別報告貝分析了夫于回家女任的茶欺車集第一部分的范田
Ⅱ 和本

茶款草案的范田之同的相互夫系,常 登了受形咱的回家,道用的女任和其他一些同趣 ,如 村人美共

同領或的坏境造成敬害的鬥趣,希 要委員合在其委真的本屆任期之內肘特別根告貝提出的一些突

出的鬥趣送行透砌的研究,以便將本青題的范田伊及村回家管格范田以外地區的不塊造成損害的

鬥趣。

43.卡某〞 .男 德里格斯先生悅 ,盜 迪特別報告真在討梵中的解發 ,他們之同意兄上的分歧犬

大縮小°异以超源于每一位委貝都汏自已的立埸出友來看待送一令趣,迄今力止,沒有出現任何一

种普遍接受的亦法。

44.第 六次報告夫于賠儅女任的館四幸 (A/CN.4/428和 Add.1)淡 到根害鬥題。整套茶款

車宋的基本要素是在起源回管格之下送行的合法活功所造成的跨界嵌害°所有的茶款都是田鴕根

害的概念,并 規定了予以位有的注意的行力守則,以便防止各种活功造成韻害,或在出現強害的情

況下 ,冬 可能消除有夫活功造成的有害后果°草案第三幸夫于預防的茶款中合有夫子泣有的注意以

避免造成強害的規定.第 四幸失于賠儅女任的奈欺lll制 訂了琱市國家行力的規定 ,造 成損害的活功

是在達些回家的管格內迸行的。

45.特 別報告長在根告附件的算 9荼草案腳注中建以的孩荼的各逸來文將起源因位玵⋯⋯明

五損害作出賠借
”

送些宇代之以
“
起海回位确保根害得到 (朴 儅〕 Ec。mpensatbn〕  〔賠儅〕

〔reparation〕
”.就他 自已而言,他吋特別根告貝班在建快將

“
朴傳

”
一詞替代

“
賠借

”
達一手央表

示玫迎 .÷
-僅

的概念更加精确,它是琣借的一种形式,其 中合有賠僅的取能,他相信人們正是打算

將速种取能賦予車來揪快的叉夯.送兩介來文中的另′匡別是用
“
位确保⋯⋯得到賠借

’ (即 朴

借)取 代
“
玵⋯...作 出姑借

”(即 朴伴>逆 一重犬改功.送种措河的改功使人們可以采用民

一

賠借

女任的概念,并有可能使敬害在起源回不直接干頂的情況下得到賠伴.在討淹中,格 宙夫拉特先生

(第 21BS次 合快)曾 努力怔其引早技木的好赴括#田 跡文
j● 己戶泛接受.格 雷夫拉特先生具体提到

《核拭驗來》(沒 大利工拆法回)(新西〨拆法回),lgπ 年 12月 2U日 判決,ㄍ 197t年 回酥法

院裁央集>,館 2S3至 巧7段 。

ㄍ198U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牛 SU段起各段 .

—— 4Z。 ——



1982年 ㄍ耿合因海洋法公的》館 lS9茶 ,垓茶是夫于國家管括范田以外的海床和洋底 ,垓茶規定 ,

若鍗的國
“
已采取一切必要和适些措施,以确保

”
在其管格下的人士

“
切共連守

”
垓公的的有夫班

定 ,91l排 除了垓因肘故害的賠借責任°就 自已而言,他 并不信服其他文中中將民

一

賠儅責任放在突

出地位送一作法力解決本草案中的賠儅鬥厜提供了最佳范例.那 些其他文串所涉的〈范田)都是很

好界定的,它●●都沒有目前茶欲那擇方向的范田,在 目前的茶欺革未中,‘篷菅者
”
是一介十分堆

以琢磨的要素°

●e.但 是.主要的一焦是格雷夫拉特先生村特別根告貝所提交的茶放蛤子一和不正确的解猙 ,

特別根告長作了很大努力 ,以 期將采用回家硈儅責任和民

一

賠佳大任的可能性錯合起來 .民 事賠借

女任的作用可不是做不足道的°根据弗 28系草案,避 受根害的任何令人可以根据民事賠撐黃任在

受形吶因法院或在超源回法院提出索賠要求 (第 2g荼 第 3致 )。 第 29茶車未第 1放具体現定授予

法院必要的管格板 ,以 赴理速种索賠要求,并保怔向法院提起拆忪的叔利°因此,民 卒賠伴受任近

迒不是被人忽視 ,它得到承快和保怔,作力碟求朴救損害的一介渠道 ,受 害的介人——甚至受害回

——可以元拘東地利用送一渠道.利 用速一渠道并不排除、也不庄垓排除回家的賠●..黃 任,可 以通

述被林作
“
外交渠道

”
援引此种女任,呈 然達一用洞有些不大得体 .

47.不 幸的是,第 9茶 中所規定的作出或确保賠催 <朴借)的〤夯在草案第四幸中沒有得到明

确鬥迷,奈 款的東文最好不要給人留下任何其惑之赴。

弗 21茶 中所挑定的又夯仗仗是一种
“
淡判

”
的又夯 ,‘ 以确定敬害的法律后果

”.他放力遠意

味著談判的目的是确定賠儂的教板和茶件 ,但有一項掠解 ,即 是否存在瓶害和确立損害与某种活功

之同的因果朕系速些同題 已絰由有夫回家之同的怭定所解決.車 來中提到達兩介初步 ).● 趣是有用

的.

48.遜 有 ,根据第 21茶迸行波判吋必須
“
同時銘記,原則上敬害必須玻充分賠伴

”.但 是,瑋

笳 茶草案規定了一些例外,趣力
‘
減少起源日成什的賠儅

’
的弗 2S系 車棄玵特別報告貝所林的

“
淡判的指早方針

”
作出了規定 (A/CN.4/428和 Add.1,第 51段 )° 第“ 茶不能令人清慮,但

他卸想不出一些其辰性的改功來改造垓奈 .也許在卅淹中可能出現一些新的想法,但是目前必顏保

留特別叔告長的屎文.

49.至 于錧 24茶車來,他 怀榮是否希要肘不洗的敬告革列一些奈致.他一貢扶力,一兮同捶

的特定方面的隻要性本身不能說明有理由將其分別走理.只 有在希要作分別的法律犬理肘才成垓

起車一今革狌的茶欺.肘不境的板善与其他任何犬型的報告沒有任何不同,特別報告長夫于特走′

1.● 題与村人身和財戶的強害分幵來7理 的梵近不能使他信服.方 1致 中美子俠欠的規定同洋道用

于速兩失敬害 ,如 館 3款 中的指早方甜一洋 .那 么肘坏洗的掘害又有什么狂特之7希 要草列一介茶

款呢?委 只合位垓只根括法律上的考慮行

一

,如 果沒有法律上的正些理由列入某一介茶歉,現不成

孩伙仗因力其主起重要或流行而特其列入.确 央,力 坏堄超準一介屯元意叉的茶欺是在貶低那境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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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重要性°若人們感到有理由分別大理不境鬥厜,Jll委 長舍可以決定肘遠一同題寺ㄇ摘一介青

題,也 許可以更新 1972年 《斯德母本摩宣言於 ,而不是將其列入范田更力普追的草案°

5° .賠僧的班限曰題也需要迸一步考慮。人們承去,并 非所有跨界板害都必須賠儅°第 2茶草

案 (h)欺淡到
“
明五

”
或

“
昱若

”
敬害指

‘
超遊通常予以容忍的床煩情況或技小根害

”
的損害°但

是委貝合放其美于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中扶味到限定掘善的困堆,是否有任何形容洞能

移令人滿意地做到達一魚遜舍不准.但是,孩茶欺車來位垓明确地指出哪些是有理由索賠的,元梵

是通避外交渠道遜是日內渠道.他 放迎特別報告貝在達方面所能提出的任何建快。

51.另 一介恟趣有失起源目的〤夯.若根括館 23奈迸行的淡判不成功又合如何呢?特別根告

真在垓報告 <同 上 ,第 43段 )中 解渾道 ,若起源回沒有展行談判的〤夯,它就違反了一項目沶〤

夯 ,并杕而引起不法行力的責任,但 是,他怀來,是否能移強迫起源回誠意迸行淡判,他杯疑談判

若确共是城意送行,但印沒有迷成怭快,其錯局又將如何。在后一种情況下,有失各田大概舍承汏

它們爽于爭淹之中,并且指望采用一和解決爭端的赤法.但是斌困不依放第三方面解央爭端的做法

很可能不合奏效°而且根括茶數草案,起源回若拒牠接受館三方解決亦法,元捨是司法解決逐是伸

裁解決,都 不次力是不法行力°他袒心有失賠借的規定很可能被址明元效,除 非力解決爭端挑定某

种机制 .

兒.在 第六次報告弗六幸中,特別報告貝淡到了肘回家管堵范田以外地區——
“全球公地

”
——

的不塊造成描害的女任鬥捶 .特別報告長校查了好几种遊捧亦法,但 看來并不相信將全球公地列入

草案范田之內是可行的.他 自己放力,借制村全球公地造成頡害的某些文串些然需要,但本革來已

銓被如此之多的1.● 趣所困說 ,因 此若拭囡列入全球公地鬥翅粹尸重地使迷展中新.班有草案必須放

整体上來常查.因 此,他守愿目前擱丘全球公地同題°但是他很感謝特別報告長,特別報告長玵有

大同題送行了十分充其的分析 .

‘53.斯 里瓦尼薛 .拉奧先生悅 ,他攻迎透御而流物的第六次報告 (A/CN.4/428和 Add.1),

玫迎特別報告長清委員合和大合館六委員合皮表共志凡的速种不帶偏凡的方式.目 前的33介每款

車未希要迷一步研究,然后才北作出道曾的反位。它們包括范田頗戶的法#祝念,并 肘及展中國家

提出了一些重要 l,9題 ,它 ●●逛提出了琱和友展的帝要与保伊不境達介 1.9趣 .

S4.格 雷夫拉特先生 ((算 21田 次合快)很正确地現 ,直 庶垃法在子敬防,在于力跨界頡善

淡卄一介制度 ,特其尸格限于
“
重犬

’
瓶苦;而不是

‘
明立

’
損害.女 任泣垓

一

于至管者身上 ,道

是女任之中用 ,象 管者的賠借女任泣垓以比迄今力止所嫈拭的更力直接的方法來7理 。特別報告長

的亦法意味著有可能淡十一介期要公圴,包 括一殺原則 ,同 ●f又指明它包括那些典型的活功.他 自

已傾向于搞一介期要公約,速 也許是委貝合所能成就的一切 ,但他也洪力.只 有在各回能接看到,x9

江
北方 2199次合快,腳 注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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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合調市在其管葀下的何种活功吋,它 們才愿慈接受送祥一介公的°相肘于一介悅明有危險的活

功或共隊上是跨界嵌害的活劫清車,架 构公的也︴沒有必要列入一介危險物辰清草°

55.活 初清車是委長合的首要任芬.正在出現的回所坏境法体系包括并多主題:气候交化、系

統化的桹食歉收、沙漠化、非森林化、迒距南跨界空气污染、央氧房敬毀、海洋污染‵以及物种道

到天地的危降等等.委 真合的清車也︴遊包括由陷地來源造成的海洋污染,有 毒和危險庾料的迋

愉、操作和赴王 ,具有落在危險性的化半品的回隊文易,犬 丑化工ㄏ和其他工ㄏ以及核反位堆和核

概船的逐作所造成的危隆.

“.有 些委貝表示袒心的是 ,委 貝合力所有道些不境 1.● 趣友展一介賠僕女任制度的努力有可能

合被其他領域的友展所超避 .他們的袒心沒有必要 ,因 力委貝合的工作只合受益于某些領垓具体原

則的皮展,确 共,特別報告長仄速些泌源中得到店友°在大多數領坡,賠僸責任制度尚有待淡卄 ,

特別是核事故及危滕度料的跨界迋行 .

S9.就孩卒故而言,所逸掙的方法是根括尸格黃任賭僕的原則,在 一介固定的財政限額內將賠

儅女任 l工 于姿菅者 .在 此沒有任何例外,因 而受害者能移要求賠伴 ,因 銍菅者不能荻得全部保隆思

額而造成的任何短缺 ,可 要求回家朴足 .有 人提出一些淹据 ,主 強在區域或全球一躲攻立共同基金 ,

由孩淡施的絰管者或各國捐款,以便滿足超述篷菅者賠儅責任和回家衣捏二者合卄限額的索賠要

求.其 目的是在不可能恢交先前狀況吋,确 保肘元革受害者的充分賠借,根据責任的大小狄各种來

源荻得基金。送一亦法最能滿足人們村可行的有利子整介因沶社舍的坏境法制度的共同夫切°依仗

涉及口京的尸格或地肘賠伴女任制度既不挑央又沒有正曾理由.博 帕休和切本悻只利的文堆表明

了不境危險所能造成韻害的規模之巨大.此 种事故可能涉及效百或教千索賠人,需 要巨鎮財政丹

支 ,并 希要大壘的科半和技未女渾用于瓶防和俠褒工作.如特別報告貝所提快的那祥,在 3U年 的

時期內迸行保伊以防止此种后果,將超出任何車一回家的能力,元站英多么宙有,任何友展中國家

‘均不可能皮捍速祥一种作用.逐有,如果遊揮尸格殕伴犬任原Jll,摒 弄普通的因果瑛系要求,以便

使更多的受害者能移又快地提出索踣,則 力了肘銓管者公平,必須村其財政賠儅能力規定一今上

限,送 一限放可能依所涉活功而各有不同.超越侍銳便叔法的限度來看,他放力他所視迷的達种亦

法能營崁好地解決送介堆趣 .

SB.在 采取戶火的韻害棍念以包括玵不比的敬善吋,委 貝舍夯必不要忽視恢交及充分而合理

賠傍的日棒 ,也 不得鈴銓管者,回 家或回隊社舍造成迂重的久但.只 有在有了普避接受的共同狋准

以及公平分事利益和分袒無袒的情況下,有 失及道或多道淡判的規定 ,或有米通知、磋商和解決爭

端程序的具体規則才能移有效.所有有失各方必須屈意適述惆市所有相互先令的合法利益來共舞

利益均等°否Jll,程序〤夯只舍早致爭端,并危及友好夫系°因此,他不相信茶缺車案泣孩优先考

慮程序叉夯°它們可以放在友展可以接受的夫子殕借女任的制度之后°

Sg.位 垓注意友展中回家的

一

夯,共銓洴及展的目前阱段以及需要与它●1● 一道共同分事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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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行危降活功的現有如氓°它們需要培加以及技未和財政援助 ,以便皮展必要的基拙淡施來央班安

全的坏塊和持久的失展.在 其領土內迂菅的跨回公司必須達守有夫責任和賠侉黃任的國怀拆准.友

展中回家很雅在公平奈件下荻得道些技未的特址,它 (ln急 切希望肘在其管培下的自然發源共施控

制,急切希望在世界與易中和回哧市場上保持竟爭力°

6U.至于茶款草案,他 主張m(除 箱 1款 中的
“
地方

”
字祥 ,而代之以

“
地區

”.他 同意格雷夫

拉特先生的志兄,放力提快的館 2茶夫于用悟的定〤可以被視力指早方針,并 在以后送行常查.但

是,第 3茶 需要又仔如的申快和洋幻的坪注.如果要确立賠儚責任,則 起源回必須完全意味到活功

的港在危險,而 不是仗依意味到共存在.博 帕你文堆是遠方面的一介尤其貼切的案例.逐必須有一

今村有失活功送行控制的要素,在 坪注中必須明明,女 任”扁中的一介重要因素是銓菅者爪垓活劫

中所得到的好比°

61.他反村第 6茶 中的
“
主板 自由

”
的表迷,而主張使用

“
叔利

”
字祥.常 7荼 的悟言大負染.

五然,其 意四是要求各回減少或邊制活功的危險,而 不是阻止活功本身,但遠居意思泣垓鬥迷得更

清楚 .

銘.至 于第 12茶 ,他 同意巴哈鈉先生 (2183次 金洪)的 意兄,次力在有失回沶姐軹的同題上 ,

位孩避免使用
“
干預

”
一洞°回隊姐軟是在及方同意的基地上 ,垃 邀利用其銍驗和寺有知氓在危机

管理中承但黃任°正如友卡弗里先生指出的,位孩在坪注或附加款項中板衡館 17奈列群的各种因

素 .

63.第 21奈 中有夫充分賠伴迸行淡判的火夯所涉大道,不 合力各因所接受。由于第 23奈 中所

允并的各种免除因素,若 堅持充分賠借原Ill,在 淡判遊程中就合有一些同題。在同一茶中,“ 如果

起源因力預防跨界損害而草狂采取了預防措施 ,而且垓項活功正在兩回境內送行
”
速一措詞堆以理

解°一項活功是由兩介回家而不是由起源回車狙迸行送一

一

共肘其錯果沒有任何形呴°如果兩介因

豪在操作一些核反位堆,其 中之一涉灰一項

一

故,另 一目的活功与此元夫。

64.在 第 2● 茶中,特別報告真拭困將村不境的敬害以及村人身或財戶的掘害都列入一介車一

奈放的范田.他放力,即 使達兩种琣伴的要求相同,送兩失敬善也泣垓分別赴理.逐有 ,第 %茶

第 1致 <b)項規定的免除賠佳女任沒有用途清楚.垓球是否打算將賠侉責任蚵于造成氓害并在其

中形咱到元華人士的令人?肘恐怖主火者的行力、肘元丰受害者的散害以及玵敬游和依象措施也必

須作出規定 .

“.圾后,夫子第 2g茶 ,他指出,甚至受形巾回也可能希望在其他田家法庭得到扑教,送种

可能性不泣垓排除°在其他方面,他 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提快 .

下午 6吋 15分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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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8s次 金快

199U年 7月 3日 星期二下午 3肘

主席:史 久布先生

出席:阿吉博拉素王、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凱酋先生、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小沃≠

先生、巴小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因 中雷斯

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馬先生、馬希島先生、表

卡弗里先生、思詹,9.先 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保菜先生、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拉扎

凡德拉朗博先生、各庫幼斯先生、塞普休堆迷 .古秩好斯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回家責任 <攻 完〉
. (A/CN.4/4lG和 Add.1,:

A/CN. 4/425和 Add. l,: A/CN. 4/L. 443,C市 )

〔破程項 目 39

茶數車來的第二部分
‘

特別根告真的第二次根告 (致 完 )

第 8奈 <等值賠 f工
.)

.貕
自第 2175次 合快。

】
特裁子 《1988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

宮
特我子 ㄍ19Bg年⋯⋯年答》,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j奈
欺草案第一部分 (回 哧女任的超輝)第 1至 35奈 己一洪通遊,我子 6198U年 ⋯⋯年盤》,

第二卷 (館二部分),弗 3U段起各段 .

車葉弗二部分 <回 吥云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方 1至 5茶 由委員舍在館主十五屆合快和茗

三十七屇合以上哲.f通述,哉于 ags5年⋯⋯年盤●,弊 二卷 <年 二部分),第 銋 -2S段 .牛

二部分別下的茶欺車來年 6至 16奈 的案文由委真合在箄三十六屆舍快和第三十七屆合快

上送交起草委真合 ,凡 同上,第 2U-21段 ,腳 注∞.至于在努四十一屇合快上送交起草委

長合的館二部分新的第 6和 7荼 的案文,兄 6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弟

瓦,第 釳9-23U段 。

草案第三部分 (回 酥女任的
“
執行

”
和爭端的解決)弟 1至 5茶和附件由委員合在年三

十八屆合以上申快并送交超革委真合.來 文北 ㄍ1986年⋯⋯年盤>,館 二卷 (第 二部分),靠

BS-∞ 段,腳 注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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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奈 (利 息)

弗 1U荼 <朴倍和保並不重犯 )‘  <塞 完)

1.主席提區委員合成長,他們仍然需要就第 8、 9和 l。 茶草案作出決定.根据他召升的凡次

合洪的1.n商 情況,他 的印象是:委 貝舍希望把送些茶放提交起草委真舍,茶件是起草委貝合粹充分

考慮到在辨淹中所提出的意兀和所作出的坪淹 .

就達祥快定°

夫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

回隊安任 (致 )

<A/CN. 4/384,‘ A/CN. 4/423,. A/CN. 4/428和

Add. 】,’  A/CN. 4/L. 443,D市 ):

〔快程項目ㄌ

特別報告貝的第六次根告 <墩 )

第 1至 33茶’ (生 )

2.小 未曾先生洗,現在甚至比前几屆舍快更位普感甜特別報告見,他 的第六介報告 <A/CN.

4/428和 Add.l)包括了草案第一幸到第五幸的所有茶款和一介夫子肘回家管格范困以外地匹

“
全球公地

”
的不境造成韻害的蚩任的提鋼.送祥 ,委 真套就村達介捶目和有失各幸之同的夫系有

了一介概括了解 .

3.他 肘報告的大部分坪站都將是初步性的,望迂考慮之后 ,他 可能改奕村某些田趣的立埸。有

三介一般性淹羔肘送↑青趣的中快十分重要 .

4.弗 一,第 2奈草案 (g)項 (用 悟)所 田逑的跨界振害的概念只限于
“
活動的有形后果引起

的
”

強害,因 此,排除了銓洴損害 .

5.算二,夫 子特別報告貝自已玵他的奈放草案的解釋 ,他悅 ,他不能肯定是否有任何正式怭

.寒
文兄第 Z168次 舍快,第 2段 。

‘
特我于 ㄍ1985年 ⋯⋯年些》,館 二卷 (簿 一部分)/Add.1.

‘
裴栽子 ㄍlgSg年⋯⋯年盤>,乍二巷 (方

一部分>.

’
特我于 ㄍ199。 年⋯⋯年盤》,方 二卷 (館

一部分).

.村
本令趣的常快一部分是以前任特別拫告貝毘廷一巴克斯特在發貝合第三十四屆合快上提

出的寺題輛要力基拙.案 文持裁于 aSB2年⋯...年 盤》,牛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3-85瓦 ,

第 1U9段 ,玵其所做的改功在 6lg83年 ⋯⋯年盤》,好 二卷 <第 二部分),瑋 舢 -85灰 ,第

2與 段予以說明.

.宋
文兄第 219g次 金洪,年 2g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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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力,就 固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令趣而言,委 只合理解達一用活,在 速介悲〤上,遠些茶款將成

力一項鋼要公的.但是如果确共有速祥一項林快 ,送些茶款只有在有失締的回締錯了一項夫于某些

危險活功或物辰的回隊捇定的情況下才能玵它(● 具有的東力 ,在 遠种情況下,公的只能作力締錯,.,

協定的指早方針°在沒有一項青ㄇ掰定的情況下,公 的玵締的回就不合具有的束力.送看來是特別

報告貝在第 4奈 草案 <本茶款与其他回狋怭定的夫系)中 的意四,其 中包括達祥的活 :“但不得達

反垓另一日隊林定
”
°但第 4茶 的其正含叉是,如果男一項怭定栽有和未來公的相同的奈款,遠些

茶款特道用于既是捇定締的回也是公的締的目的國家 I如果沒有另一項怭定 ,公的就將村坤的囝具

有的束力 .速 肯定將使公的在委員全民予回所水道荼歉車來的志〤上成力一瓨鋼要公的.他介人并

不反玵達祥肘待目前的草案,但 是,如果他的解舉是正确的,就位些作大委貝舍的解釋把它按桃定

圮暴在來。

6.第 三,他傾向子把帶有風險的活劫及其法律后果按下逑方式分棐°第一共是那些有很大可

能引起卒故或事件 ,仄 而造成區著或文堆性跨界根害的活初。達失活功位些列入第 2U茶 草案 (活

功的禁止)的 禁止范田°他征引核反位堆作力例子,如果一介核反垃堆焚得避于隊叼,它 的安全逐

袋就不合有保障,因 而,很可能友生卒故,包括跨界根害°在速神情況下,肘達种反位堆具有管葀

叔或控制杈的回家必須禁止反位堆雞致逼持,如 果它未能送祥作 ,因 而友生跨界敬害,就有交任肘

受影吶國家垥子充分賠儅 .

7.第 二美活功包括那些在通常情況下裝少可能造成跨界敬害的活功,然 而,一 旦友生卒故,就

合造成杓成立若或火堆性跨界板善的有形后果°速爽活劫包括〃校危降的
”活功.根据正在形成的

回阿慣例 ,造成散害的責任必須由臸菅者來承但°同一規則也通用于由帶有危陰的活劫造成的跨界

頡害 ,在送神情況下,銍 管者的責任原則上是
“
超因

”
云任°有美活功在其領土上送行或在其管格

下或控制下的回家,肘損害不承但主要安任,除 非它本身是咎菅者.但是,如果銓管者不能支付克

分賠摟 ,起源回要承袒埔助女任.在世方面,崁好能侈象好Ⅱ 奈草案 <1.9商 )所 規定的那釋建立

一介夫子在有夫回家之同迸行預防、談判和賠儅的令ㄇ法律制度 .只 有在速釋一种令ㄇ制度的情況

下,他才能接受特別根告鼠提出的夫子尸格云任或起因女任的想法.

臥 第三熒包括那些很有可能造成跨界嵌善、但和第二美活功比較所造成的有形后呆不那么區

若或
“
明昆

”.由 送爽活劫造成的敬善的女任也可以主要”子銓管者 ,起 源回只有在未能屈行相曾

注意的叉夯的竹兄下才血有安任 .

9.肘活劫的達种分失及其所涉法律 1.● 趣可能不同于特別報告真所采取的亦法,但他希望在常

快速一青趣 9f將考慮到達种分爽.

1U.在談到荼放草屎吋,他說,大于牛 2茶 ,他杯疑 <b9項 所列的
“
危險物辰

”
是否包括了

每一种危險材料和物演 .例 如,其 中沒有正在琺合日內車似的化半武器公的將列入的化學制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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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要保留速介清草,不 位些放在館 2奈 .而 位些作力一介1羊 冬的清草放在一今附件中,并泣肘其迸

行定期申查.他 汏力,一 今先示范性的汁草是沒有用的°

11.夫 于在 (b)項和草案的其他荼欺中所提出的各逸用悟
‘
明並

”
和

“
五著

”,他傾向子采用

“
五著

”

一
洞 ,因 力

“
明區

”
一同意思大含糊 .在達方面,<h)項 位些何化力 :“

‘
五著掘善

’
忘力

大于通常可以容忍的頡害
”
.‘仗令人反感的竹兄

”
並得累發,因 而需要迸一步解釋°

比.在 a)項 中,特別根告真給
“
卒故

”
一詞下了定〤,他在第 16茶草案使用了道介洞 ,但

在館 7紊和寫η 荼草康中也使用了
“
卒故

”
一洞.放表面上看 ,“

一

故
”
一詞志指造成跨界敬害或

有造成跨界頡害的危麼的任何突皮情況,而
“

一

件
”
一洞的意思則是央隊上已銍造成損害的任何情

況°如果是送祥,是否也有必要給

一
一

件
”
一詞下介定叉?如果不是送洋 ,如果兩介洞可以交替使

用 ,力 什么只使用一介?

13.第 2奈 (m)項 的
“
預防措施

”
的表迷位些提到

‘
跨界嵌害

”
,“ 事故或根害

”
几介字泣些

象在 (k)項 那祥改力
“
造成跨界敬善的芋故

”
.

I4.在 前一屆合以上,委 員套的凡位成長曾表示村第 3茶 草案 (ㄨ 夯的确定)的林趣有疑同 ,

并要求澄清。特別報告長在其第六介報告,〺 “
又芬

”
一洞作了解釋,但 沒有解釋

“
确定

”
一同°

15.他 螢成在第 7茶草案 <合 作)提到回酥組玖的援助,但他不知道括以成立有失回吥姐班的

法律文+是 否允許它●9提供逆种合作。力了保險,第 ?奈虛些提到特要節錯合作怭定 .

16.第 8紊車集(預 防)和 特別報告真在根告附件垓荼腳注中建快的各過來文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起草委表套可肘草案作出任何改造 .

17.如 果
“
起源因位确保

”
的意思是,起源回有云任采取道普的法律或行政措施以促避絟菅者

的賠儚和建立一介基金以朴克垓日本身什蛤的賠伴,他 做向于采用好 9茶 <賠借)的腳注中建快的

第 9茶車瑋的崙遊案文.在 附件本身建快的案文中,“明立根善
”
位些改力

“
區著的跨界根害

”
以

考慮到
“
跨界敬善

”
和

‘
昱若頡善

’
的表迷,瓜而避免目前措泀的含混不清°

18.夫子弟 1l茶車集 <評估、通知和發料)和 第 13荼 車來 (假定的受形咱目的主功行劫),他

希望所沒想的下列竹兄能得到澄清‘如果 A目 的一艘壯友現 B目 的一艘船在公海上迸行年 1荼所

長到的一項活功,它位些怎洋作?如果玵后者的身分沒有爭快;它位普通知 A回 ,B回 逐是受影

巾回?或者,是否垃由A回 通知 B回 或受形盷回?他希望在特別根告長的下一介根告中將有一些

拜日目:.

19.弗 14奈 車未 (怭商)送一拆趣和位些采取的執行措施相比,區得大軟弱元力.央 怀上 ,孩

奈位些包括起源El之 同或与常有風隆的具休活功有大的回家之同迸行的林商和談判.例 如,如 果建

立了一介原子能皮屯站,走站的回家和可能受到垓友屯站

一

次形咱的回家可力制定有失送种活功

的法律制度送行怭商和淡判 .

2U.玉 然他放力弗 15秦草案 (回 家安全或工╨秘密的保抻)是 必要的,但他玵其中的措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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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夫切°他再次以一座帶有爆炸或滲漏危膛的隊Ⅲ的核反位堆力例,他 同道 ,一介國家是否可以回

家安全力理由拒免提供有美速种工ㄏ的資料 .可 以想象,一介國家甚至可以拒免透傳達种危膛活功

的存在.他次力,不 9工 些以回家安全力借口掩蓋一种危險活劫的存在和地魚°因此,拉 些根括達一

原 91l重 新考慮第 15茶 .

21.他發成寫 17茶 車葉
“
利益均衡

”
的概念 ,但他怀疑是否有必要i羊 幼列出所涉及的因素。一

殺地說明
“
利益均衡

”
的含〤就是鉹了.但是,他 也不反〺在坪注中列入此一詞句的解秤°

22.他 曾篷說明,他放力,棠 2° 茶草案所規定的禁止泣普适用于按照他所提分美亦法确定的

第一爽活助,即 非常有可能造成文確性的跨界掘害的活劫°速一奈位些按照速些原91l予 以改耳.他

特別希望知道 ,目 前的第 2U荼 是仗仗意味看起渾回必須拒免9I一种卄划送行的活朸給予授,k,透

是意味著它也必須在有失活動交得非常危險、可能戶生跨界嵌善的情況下撤捎授叔.另 外,遠 一茶

遜提到在坪估表明跨界嵌害不可避免或不能得到适曾賠侉的情兄下起源回有責任拒地援叔°他不

知道
“
不能荻得道些 的賠僅

”
是指姿管者的賠儅能力,近是指起源目的朴充賠借°

23.他 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想法:在 館 22茶 車來 <多 今受影晌目)中 規定在有一介以上的回家

受到影晌的情況下可由一口哧姐軹送行干預 ,但指出,即 使有一介受形晌回提出要求,如 果起源因

不是垓姐球的成貝,垓 因怀組象也元叔送行干預,他 希望听到特別報告貝村達介鬥題的意兄°

加.他 同意第 2S紊草案 (減少超源日位什的賠借)的基本思想 ,但 希望知道力什么用
“preca╙

jonarymeasures” ,而 不用
“prevent∥emeasures” 。

2S.按 照他的理解,在第 25紊車來 <多 介超源回)中 ,各逸案文 A,篷遊必要更改,其依据

是 19佗 年 ㄍ外空物体所造成韻害的回隊公的》第五奈°但是,他 怀疑達一規定是否适用于本青題 .

他也不相信各逸棄文B能 侈解決由交教起源回所引起的 .9趣 ,因 力在共我中很雅根据每介受影咰

回所造受的頡害按照比例划分女任.元七如何,第 2S荼需要迸一步考慮 .

‘  26.如果第〞 奈草案 <吋效)幵 共所提到的
“
拆松”

是指向超源回或受形呴因的法院提出的

拆公 ,達种拆忪的吋效垃普根器有失回家的日內立法或民

一

拆松法來确定 ,很 堆在茶欺車來中規定

一項坑一規則 .

29.五 然第 2B荼車未 (國 內渠道)所借壆的是 6外 空掰体所造成敬告的田豚公的》弗十一茶 ,

而且,特別報告鼠在報告中用途道 ,‘本奈放至少可以部分根据垓項公的建主一發制度
”(A/cN.

4/428和 Add.1,第 SB段 ),但他快力,公 夠的弗十一奈所包含的規則或原則不能普遍道用,也

不能自功适用于所有跨界板害 .

2B.箔 31茶車來 (管 格裕免)和 弗 BZ荼車未 (判 決的可強制執行性)背南了夫子回家及其財

戶的管葀豁免的茶放草案所提出的解決亦法.真 然特別根告長完全有自由提出自己的回來豁免的

概念,但 些達一概念是來自發貝合肘有夫甘籍豁免的青翅研究吋,就 位些送懷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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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夫 子國家管特之外的地區——合球公地—— 同題,他放力,在 所申快令題方面,現在淡淹

玵速种地區的被害的責任逐力吋遊早 .

SU.首 先,成 本令趣的范田鬥趣所造成的涼解是,爽理作力第 1茶 中所提到活動的一种有形后

果的跨界根害,速种嵌害在另一介回家所管格或控制的領土或地方村人肘物体、肘財戶等<第 2茶 ,

<g〉 項)造成立若敬害.‘肘全球公地的敬害
”
送一含糊概念不符合遠些茶件 ,只 能造成混亂。

31.其次,肘全球公地的保#可至由預防活朸方面的回唪合作來共現,沒有必要提出一項有夫

賠僸的法律原則或建立一种回隊女任制度.例 如 ,力 解決溫室效位的鬥趣,首先位出收失真多的科

苧教括 ,以 便比較准确地确定造成全球溫度升高班泉的原因,然后建立回隊合作机制以根据科爭知

氓控制速种班象。沒有必要遊早地建立一种夫子破坏央氧居的回隊女任制度 ,反倒是必豕建立有效

的机制以執行 ㄍlgSs年 堆也納保中央氧房公的》和其 1987年 寒特利小快定串所确定的原則或規

則 .

B2.佩菜先生悅 ,在淡到一些更具你的1.9題 之前,他要玵垓寺趣的共麻做一些一般性坪站°

33.在 常洪本寺題吋,委 貝合必須首先考慮回呠責任所依裙的推理°特別報告貝把活劫分力

“
有危險的活功

”
和

‘
具有有害作用的活功

”
,他村速种Σ分有保留忘凡.他不知道是否在第一神情

況下協定黃任要根捃入險,在第二种竹兄下,要根括頡害.他汏力,在 兩种情況下,都 是危險引起

女任 ,敬 善引起賠借 .在 夫子回怀不法行力的回家責任的荼款草案中,把 責任和賠伴分并是合理的,

但是,在所甘站的寺題方面,女 任似乎是一紳概林,共 隊上 ,大致与賠儅同又.換言之,賠借成了

夫鍵因素.它 不再是一种女任后果 :只 要有頡害,就必無有賠借.速就是茶款草案特別是第 9奈草

案所依裙的推理 ,他不知道力什么特別報告貝沒有更清楚地表明損害是他考慮的核心 .● 題 .他令人

并不反村將敬害作力女任制度的基拙,困 力在并多共隊情況中由合法活功造成的韻害合引起賠儅

同趣 :例 如肘外回財戶的國有化,冬常國有化回京原Jll上 不承袒任何安任。相反,在所常快的茶款

草案的情況下,玵被害必須賠儅的理由是,它是一种帶有風滕活功造成的,送祥就可以悅 ,風險引

起女任,板 字引起賠僅 .

S●.但是,他放力,其正的1.9趣 不在送里:由 一种有風險的活劫所造成的敬害是否必須給予賠

佳.#9茶 草案的回答是必須給予殕伴 :‘起源回位村...⋯ 明五掘害作出賠傍
”.他不相信,送是央

怔法的一項規Jl1.五 撫在某些領域存在著作力其怔法一部分的戶格女任回阡制度 ,但送些都是范田

非常有限的約定制度 ,沒有理由新言之些規則普避道用.因 此,委 貝舍不能扶力它目前所送行的是

法律編來工作 :委 長合努力的冒林是逐步友展,達介目林未免迂南,因 力目前的甘淹不能放力是力

了使一項正在形成的可佞法具体化 .其 正的1.9捶 是央沶上要球琴牙始制定一項新的規則,送促使他

考慮車采的目的之一重要鬥趣°

SS.特 別根告貝似乎把奈欺車未看作締佑一項目隊公的的弗一步°他介人杯疑送种看法是否恰

曾或切合央隊°即使特別報告貝所傾向的回呸法的皮展,就 其現狀看來是可取的,也央不能忽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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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基本泀題ε如果將來的公的确能皮揮作用 ,各 目的參加,特別是主要有失因象的參加將是十分重

要的°但是,他 非常袒心的是,各 日不合愿志接受達种′殺性的黃任,即 使有美耙定相些
“
克松

”
.

BG.他逐但心,奈款草案甚至在完成之前就可能巳銓越時.似 定草案的理由是缺乏有夫規則 :

因力因隊其江法很少規定帶有風降的活功,有 必要采用戶格女任的概念.但 是,垥他留下深刻印象

的是,送些活功,其 中多數是新的活功,越來越多地受到法律限制:不是公的規定各因×r達 些活劫

必須保持告惕,就是某些活劫受到全世界的越女,就如同拭田把大規模污染不境的行力定力一种回

狋罪行一祥.送就使我們又回到了更熟悉的述失女任領懷,在 達种情況下,可 能沒有必要汏
“
戶

格
’

或
“
因果

”
女任制度中去尋找女任的依括 .

釕.由 子之些原因,他建洪把茶款車來分成兩介狂立部分.館 一部分特包括一杏相肘來悅比牧

洋幼和尸格的茶款,寺 ㄇ叫迷各國位些保持老協的火奔,包括預防与合作的鬥趣 ,它 將多少視括目

前草棄的第三幸.第 二部分將由和送种戶格責任有夫的
“
示范茶款

”
組成,相 些子目前草案的第四

幸和第五幸°速些茶款似可根括所波想的活功的种美送行琱整,將 作力各固就具体活功迸行淡判吋

的參考 .

38.速种划分將提高草案的效力°另外,它逐可以避免就
‘
因果

”
女任的理由作出決定,委 貝

舍在送介概念上是有分歧的.在 未能展行保持老惕的又夯的竹兄下 ,起 源目的女任將是有失國家云

任的紊數所爽理的鬥趣。

Bg.在 特別報告貝提出的茶蔌草案中,他未知道 ,由 子已絰存在
‘
軟法律

”,委 長合是否在劍

造
“
敢責任

”
°例如,策 三幸有一些說法坤淡了第 8秦 車寒所規定的預防火夯‘

‘
致力...⋯ 建立

”

<第 14茶 ),“鼓肋采取強制保●
=A”

<第 16奈 ),“ 可考慮下列因素
”

<簿 19茶 》 和
“
起源回位拒免

核准
”(第 2U茶 ).不 依沒有計玵未能展行達些

“
軟

”
〤夯沒想任何法律制裁,而且建立在他所強

烈反肘的一項原Jll基 FJ上 的好 18奈車集甚至排除了任何普通法#恁罰°在車來的館四幸和第五幸

中也可以及班同祥的軟杰度 ,冬管程度裝低.達种在懷可能是力了使各回放心,但他怀疑達是否大

扯分 .而且,由 子不規定任何其正的又夯,委 貝合是否在促使人們更加怀疑未來的公的是否确有必

要°送种遊懷未免大迂分 ,因 力它意味者落后于普代一殺回隊法,例如,肘特雷你治煤ㄏ未件的判

央 (兄 A/CN.4/384,附 件三).不但在預防和店伴的某些方面沒有取得任何迸展 ,而且甚至有后

遇赹勢.送和他已姿友表的夫于沒有共怔法規則的志凡并不矛盾 .正 是在保持+協和未能屈行保持

告惕〤夯的后果方面,草 案沒有做出泣有的尸格規定.另 一方面,夫子在沒有違反之种火奔的竹玩

下奪子的殕儚,車 案又似乎走得大適 ,反而危陸地脫南了其江法,特別是就送种云任的同題而言.

m.在達一魚上,他 同意格滔夫拉特先生 (牛 21BB次舍以)的 慮凡:就所常快的活功而言,主

要安任不在于回家,而 在子疑啻者方面.現有公的一般都是達梓規定,共 狋上都包括了由回京玲子

朴克賠儅的原Jll,根 据達一原則,由 篷苦者按照預先規定的限板支付殕借 ,由 回家支付其奈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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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第 16奈草案相比,回 家可能有更戶格的叉夯确保垤菅者得到道些保險.但是,把 主要黃任汏絟

菅者身上持移到 El家 身上完合是男一口÷,達 可能是草案做得最避分的地方。

41.在 臠短地淡到一些具体鬥題時,他表示和海斯先生 <第 2182次 合快)一祥感到垞异的是 ,

在第 11、 η 和 22茶車來中突然出現了
“
有主管叔的回豚姐玖

”
之′概念.他不知道達指的是什么

姐玖,而垓姐扒根括何种理由可迸行干頂.另 外,第 n、 12和 13茶 車集可以和寫 14荼車來合并 ,

第 16荼草案位些是第三幸的首荼°

42.他 肘第 21荼草案的措洞 有保留,并且次力,在提到淡判之前說明賠儅原則更合乎逞輯。

好 ZS茶 草案方括告里的部分純粹是說明性的,垃 些放在坪站中.他不知道 ,受 形呴口免特受益遠

神情況肘所迷成的+.1定 造成什么形喃.他村館銋 荼車寒也有疑鬥,因 力他不知道草案是否泣些規

定肘坏境的技害。如果汏力達确其引起了一介特別鬥趣,就位些在一項車狌的公的中解央。棠鈕

茶也淡到用冬些地朴敬亦法的同題°呈然寫 3款規定賠佳要求可通避外交渠道提出,但 通常是在些

地朴敬措施用冬之后才拆堵外交程序,至 少普通回隊法是速祥規定的.但是,在 第 2S茶草案和以

后各茶中,特別報告長看來企困排除口吥法的速一 特玩規Jll,送可能是力了保址速度和效率。如

果達是他的意田,就位普在草案本身而不是在坪站中悅明.

43.他也反〺第 2e紊草案第 1<日〉歉,因 力,些子草案的目的和所討梵黃任的特殊性辰,由

“
一种特殊、元可避免和不可抗拒性辰的自然班象

”
造成的例外不一定屆子送种一殺形式的草案的

范田.他不反肘第 3U茶草案,但快力最好也考慮到—— 即使很明五—— 除回家法律之外,回 隊法

也是道用的°

44.前 面的友言岩几乎沒有提到特別報告的集六次報告的第六幸 (A/CN.4/428和 Add.1),

它是送行討梵的一介很好的基地。他感到不安的是 ,集 六介報告的前五幸及其附件所我的茶款草案

中都沒有提到回家甘搖范田之外的地區,因 此,他放迎特別報告貝的倡破.但是,在遠方面,和 玵

第 羾 茶車棄 (玵不境的敬害)一 祥,他也有失似的保留,因 力送是一介非常特殊的1.9趣 °他不如

道是否最好在
“
基本

”
奈數草案中悅明,肘于造成的或在回家管格之外的地因友生的頡害不在考慮

之列,將另行考慮垓鬥趣.元梵如何,送今 1.9題 十分三要,他村特別根告長所提出口題的回答是 ,

肯定庄些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考慮垓 1.9捶 .

巧.科 多馬先生玵特別報告貝垠近令人共香的錞六次報告 <A/CN.4/428和 Add.l)和他在

回答委貝舍威貝和大舍第六委貝合的代表所作的各种坪梵●f表現的耐心表示使沒.

如.首先 ,他想提區各位成長,委 貝舍決定改交送今令趣的英文翅目°因力逐沒有送祥作,他

正式走快把
“
行力

’
改力

‘
活功

”
.

47.且 然特別報告真在其報告中承快帶有危險的活功和有瓶害作用的活劫所具有的共同特魚

足以將其后果王子同一制度的制釣之下,但 他一直堅持送兩紳活功是有Ⅸ別的.他肘送一怒度表示

砍迎,但他和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 (弗 2lBl次合快)和海斯先生 (第 2182次 合快)一祥扒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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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必要把達些活功分成狙立的兩美.他放力 ,所 帝要的是力造成尸重敬害性后果的活劫制定一項

制度 ,元 淹這些活功是否帶有危險.如 果起源回肘某些活功久有責任,達不是因力送些活劫帶有危

險,而 是因力這些活劫造成了強害.例 如,一座核屯站或一座化肥ㄏ的迋特可能是一种帶有危險的

活功,但 只有在送种活劫造成碳害時起源回才久云任。因此,他發成歐洲委員合在其夫子村坏境

造成韻害的賠儅的草案規 lll(兄 A/CN.4/好 8和 Add.1,腳 注 8)中 所采取的念度,特別是草案

的狋趣 ,其 中強惆了
‘
敬害

”
。即使世界坏境和及展委長舍不境法音泉姐五然持有另一神溉魚,在

英夫于坏境保拼和持笨友展的法律原則和建破的第 11茶 中也沒有把危險作力責任的依括.根括孩

各的規定 ,如 果一种或多种活功有造成明昆韻害的五著危險,瓜 卒送些活劫或授根送行這些活功的

回家必須璃保在造成五若損害的特玩下給予賠借 .但 是 ,曾 音象姐斌田把危險和賴害作力兩今狙立

种失焚理吋,錯 淹就不那么明确。在提到由一种活功的正常送行所造成的根害吋,他 悅 :“ 因此,冬

管達种活功合造成明立的跨界根害,它 既沒有被次力是明五非法的也沒有被,A力 是明五合法的.然

而,規定了針村可以迷行遠种活功的道些奈件迸行淡判的〤夯
”(同 上,第 8段末尾)° 但是,令 家

組的錯梵是,即使速祥一种+l度 也位些規定肘所造成板接的賠儅.因 此,他放力 ,委 貝合並然位些

就造成有危險的嵌害之活功的責任制定出規則 .

48.至 于預防措施,人們可以放想送种措施是旨在城輊事故友生后有害形呴的措施,但如果村

行力友生前和友生后所采取的措施鈴予不同的名林,就 合文明确°

49.特別根告炅第一次升列了一份活功清草.根括報告 <同 上,算 15段 ),達拌做的好赴是可

以限定草案的范田,次而使它更容易被各回接受,使 它●●知道 自己的黃任界限.但 是,第 2茶草案

中的清車又是根指使用某些危險物威或戶生危降放射的技木兩者引起的危險而丹列的°他但心的

是,速祥一份清革將不依在所包括的物辰方面,而 且在地理匡坡方面,特別是就世界上較友送的地

區而言,限制青趣的范田.因 此,除 了某些同接作用之外,仄牛 1荼車集所提到活劫的性辰來悅 ,

達元助手制定一項全球公夠或使其又精确.他快力,特別報告真的意思不是悅 :送介音趣只和板端

危滕的活助有失,亦 即使用非常危滕物辰的活劫或仗仗帶有危險的活助.但 是,送份汁車沒有提到

某些同趣 ,例 如螺沒捏鬥趣.由于某些科半拭驗活功,送 种害虫汏地球的一介地匹逃幵,目 前正

在其他犬陪韻仿牲畜.力 了消又送种文告已銍花去了16UU万 美元,狼衣姐球和哀及基金日前都在

力此送行努力.另 一方面,可 以想來,走 份清革可以包括伯帕水中件.但是,在送种竹兄下,王

然沒有道份清革也确定了造成

一

故的原因,除 了肘如失的效頹之外,沒有人肘女任提出异狄°委貝

合必無爭取使送一將來的法倖文件具有冬可能犬的普避性°些然,特別根告貝曾銓悅迂送份時革不

是祥冬元遼的,但 正如格雷夫拉特先生 <牛 21BB次合快)指 出的,一份不祥冬的活革可能沒有多

犬用夾,不 合使責任的依据足管精确 .另 外,他扒力,之舍不透些地限制寺趣的范田和女任的依据 .

因此,他 近沒有看到達份清車的好哭。

5U.第 1荼草案目前的措洞 自相矛盾地既才大又限制了奈數的范田,因 力它包括了戶生造成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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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損害的危險的各种活功星然用
“
帶有

”
一月可能比

“
戶生

”
好一些。在某种意〤上,遠是正确的,

因力所有的人爽活功都帶有瓜IJ.:但 是 ,如 果送祥解舞,送一荼就舍使草案的范田避大°另一方面 ,

“
戶生危險的活功

”
可解釋力 :如果鋄管者取先不快力要造有的活劫帶有危險,那 么,即 使在篷菅

述程中造成危害,他也沒有女任.他知道,速不是第 1茶 的志田,但是,象 目前送种措祠,人們就

可以作出達洋解舉.可 能最好是說
“
包括有造成危害的危險那失活功

”.他也使成刪去
“
在整今越

程中
”

几介字,除 非特別報告真所考慮的某种特殊理由可近明送种限定作用是必要的.

S1.他村幵列
“
清草

”
的做法所作的坪梵也直接道用于弊 2茶 車來.他但心的是 ,孩茶現在的

措河舍限制寺趣的范田,它 玵危險物疵的強琱可能垮人送祥的印象,即 車來只和工╨化國家有夫.

S2.第 3茶草簾的林題完全可以定力
“
女任╮ 因力目前的林趣含又模糊。

‘
确定

”′詞在法律

上有一介技木含火,肯 定不能反映孩茶的內容,第 1款升始的句子可以改力 :“起源園如果知道或

⋯...,即位按照本茶款承捏黃任‵ 他逐同志速祥的現魚,即位些要求銍菅者,而不是起源回〺某

些篷管活功所造成的韻害直接承袒天任 ,速 祥 ,造 口自己所不完全熟悉的技未的國家就不必承但責

任。

S3.力 了明确,第 6茶 草案館一部分可以改力 :‘ 國家有叔在其領土內送行或允并送行人失活

劫⋯⋯〞
.

馭.第 1l茶 草案規定,正在其領土內迸行一神可能造成危害或戶生造成危害的危臉的活劫的

國家必須通知可能受到彩晌的回家,向 其提供現成的技木資料 ,但 沒有說明受形喃回家在收到達种

通知和資料吋位些怎祥做.它 們能否要求超源回不要避行有米活功?些 然,可 能受影晌的國家可呆

取措施預防可能的敬害或在确央造成根善的情況下迸行扑敬°但是,他次力,如果起源回預先知道

送种掘害,如 果韻害不是一种

一

故,垓 回就有責任防止達种板害的友生或禁止有夫活劫。

55.他安成夫子回酥姐球的參与的弗 l2茶草案,但次力沒有必要規定回吥班玖必須在其取杈

范巒內行功°回隊數玖很清楚地知道它●1● 必須連守其姐珠幸程,它 們很少越叔行事.除 非特別報告

真有特殊理由,否則,位 些刪去送种提法.

“.他完全同意第 16荼車來的各項要求,特別是有失下列方面的要求,共行強制性保險制度

利用最好的技木以确保活功的安全迸行禁止帶有造成被告的南皮危滕的活功.

S9.在好 19秦車宋,特別根告貝斌田在与簿1奈所提到的活功有失的回京之向共現公正的利

益均街.但是.他注意到,特別根告貝肘之一茶不大熱心.他放力,方 Ⅳ茶不成普与第 1紊挂鈞,

因力是在造成敬字和确定女任之后才叔衡利益的均衡.‘特雷本冶煉ㄏ
”
案件 <兄 A/CN.4/SB4,

附件三>就是送祥作的:各 管者被放定血有女任,只 是在波判培倍●r才 考慮到第 17秦車案所列拳

的一些因素。如果好1恭失系到肘
‘
全球公地

’坏境的韻害,就理位提到它.但共隊情況不是速洋 ,

因力第 1奈所規定的是在回家領土內或在回家管搖之下所迸行的活功.

sS.他 次力,第 19奈車來所規定六介月的期同人短.收到資料的回家可能不具各村女料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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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估的技未能力 ,如 果它咨洶一介回啄組扒,孩 姐象可能因力自己的工作卄划不能象它所希望的那

釋迅速提供援助°因此,他 同意卡菜〞 .′ 德里格斯先生的悲凡,即 最好是悅一介
“
合理的期同

”
.

59.他 高共地注意到 ,特別根告長在第 2U紊 車來提供了禁止英种活功的可能°達完全符合回

家管理的演焚情況.一些友送回家和友展中國家已篷規定在沒有道普保怔的情況下禁止出口和伍

倒有毒和危險的庾物°

6U.他 不知道力什么第 21奈 車棄村起源回規定了談判的又奔.很 明昱,在皮生跨界韻害的情

況下,起源回要避行淡判;如果它不送祥作,受 形呁回就要適遊不同的渠道提出索賠.看來特別報

告貝斌田送威一种折哀 ,甚 至次車未中排除有弗三方參与的解決程序 ,他村此表示螢賞.但 他放力 ,

達一茶的悟气垃些柔和些,限制性不要那么強.

61.他原則上同意第 23茶和館加 茶草案,但 需要由起草委員套避行修改.

倪.夫于第加 茶草案,他次力 ,委 貝舍垃曾注意在茶款草案中提及我爭行力、我斗行劫:內

我和叛亂等的新傾向.送 与時代或班代回防法,特別是 《秩合國先幸》不捇琱 .淡想中唯一可能的

例外是不可抗力°

63.他 看不出第 28茶草案規定了什么〤夯.如果是一介必須用冬些地朴救亦法的火夯的鬥題 ,

那是不言自明的,但球案文來看 ,又不那么明五.或并,孩荼只是夫子回家法院管轄板的第坍 紊

草案的序言°有人曾洗 ,垃 些豬合回隊法的逐步友展情況看待第” 奈 ,但是,遠 一茶目狋未免避

高,執行起來合遇到很多陣磚.按照目前的措詞 ,它 將允萍乙回在甲因法庭上超拆甲因.他不知道

各國是否堆各走那么迒.夫 子令人,可 以汲想一位挪威公民在瑛合王目的法庭上提起拆公.但很確

淡想 ,例 如,一位塞拉利昂回民在挪威法庭上送行拆松 ,原 因很明並,例 如拆松的有數螢用和收集

怔据的困堆.有 的 奈真然志田是好的,但 可能只道用于一部分地Σ,而不能适用于全世界.就 日

前而言,在 友生頡害吋,仍 然有必要由各回代表其回民就一項索賠提出拆忪 .

.  “.在提到肘
“
全球公地

”
坏比造成頡害的女任之館六次●k告第六幸吋,他悅,特別根告炅指

出了需要解決的同趣。現在,委 長舍必須确定各回村不玩的〤芬,因 力肘坏境的敬善和不境的惡化

形呴到全世界,送是受到普遍反玵的.委 長合必灰東在 19B2年 ㄍ球合回海洋法公的》中那祥,确

定之方面持采取的林准位曾是戶格女任遜是道些注意的女任.他 同志,在确定各回玵坏先的又芬

吋,必須考慮到帝要确保利益的均衡,例 如,1988年 ㄍ南圾才物資源升及活劫管理公約》(北 A/

CN.4〃2S和 Add.1,腳 注 S9)就是如此.委 貝合遜位些确定在女任方面同洋的林准是否位對道

用于回京領土內迸行的活功和玵全球公地或不境造成技善的活功.

65.巴 本沃#先生 <特 別報告長)悅 ,現 險段他要悅明三庶.弟 一,所提出的清革是一↑危險

物辰的清車,不是一今活功的蜻半.他 曾一再說明他反村第二种清革,因 力達种清車局限性大大 ,

而年一种lll具 有相些大的良活性°達一魚在其年六次根告 (A/CN.4/428和 Add.】 ,弗 16段 >中

已篷作了說明.錧 二,有美女任是
“
因果女任

”,因力它不是預先假沒玵一种叉夯的違反.居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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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挑則,不 是次要規則 的范時 (同 上,第 43段 ).弊 三,第 2奈 草案 (h)項 的英文本 中

“
n㎡sanee” 一切不成普按照其美法的技未含叉來理解.送介洞不如洗相些子

.embarrasβ
ment” 〈西

班牙文的 molestia,法 文的㏑c。nv彥nient).

GS.托 移沙特先生感甜特別報告真栽一介具有深近志〤的寺趣編寫了內容丰有的第六次根告 ,

(A/CN.4/妮 8和 Add.l),送也是一項非常田碓的工作,因 力能衫援引的先例很少.些 然,有 一

些捇定和法律文中,但 其范田很有限.以 前爪來沒有人送洋犬腥地沒想把造成或可能造成跨界振害

的人爽活劫的所有法律方面納入一項期要怭定.即使 lgη 年的ㄍ斯德母本摩宣言》】° 也只規定了

ㄏ泛的其辰性原則,而 特別報告貝提出荼放車案,特別是力了預防,正 确地強惆了作力共珧預期日

杯一种手段的程序°

田.但是,達項任夯的跟巨性及其所包含的各种內在1.9趣 卸令人道憾地造成了一种錯果 :元法

是現任報告貝遜是其前任都沒有能姼八一牙始就迸入共隊工作。委員合和ㄞ任特別報告天力了确

定未來制度的恩方向,不得不采取一种摸索亦法.回 師社合的耑要是什么?必須壞朴的空白在那里?

根据目前情況能移做那些工作?各 回政府是否愿意接受村其主叔的任何限制?除 了所涉尸格的法律

1.9題 之外,所 有速些同趣都需要甘淹 .

●S.他不知道委貝合是否找到了所有這些基本同題的答案,送 是它的工作取得成功的夫使°元

梵如何 ,它 已挃在送些同題上花螢了大土吋同速也是不可避免的,它 正在力追求完善和狁豫不定什

出代价.許多其他日隊机构正在秋板放

一

它們自已的痴年工作,坏境是送一寺趣的根本,委 員合扁

子第一批著手送行坏境立法工作的机构 ,現在有落后子其他机构的危險°特別報告貝在介紹其根告

吋 (在 第 2179次 合洪上)曾 提到達一危險°因此,必須迅速取得迸展,否 則,送介音趣就可能焚

得不切其隊.如 果其他法律文件中玵每一介匆市都作了規定 ,就很碓怔明有必要在其他法律文中之

外送成一項普通的鋼要你定 .

∞.他汏力,不淡幼市,奈散車未的未文也有改造的余地°特別是,他 守愿特別根告貝更多地

援引現有法律文中,在如市上作出必要的修改,而 不是在很大程度上過取他 自已的良革.他不想坪

梵介別紊數 ,但要提一下奈致車床基子屈物理由的范田,即 可由回隊組象袋捍的預防作用以及匡分

央辰性和程序性規定的必要性 .

7U.他 不得不承放 ,他不能明确悅明茶欺車未基子屈物理由的范田.他 同意第1奈車來,根据

之一荼,紊敏車未道用于造成有形跨界板善或弓〡起送种危險的人大活劫。但是,方 2奈車宋沒有呆

用第 1茶 的同祥措河.它提出了兩介新的概念 :“有危險的活功
”<a)項 )和 “

具有被害性形吶

的活幼
〞(<f)項 ).它和第 1奈是什么失系?‘有危險的活功

’
和

‘
有造成跨界掘害危險的活劫

”

m凡
算 21竹 次合洪,腳 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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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扁于同火活?“具有韻害性影喃的活功
”
和

“
造成跨界瓶害的活功

”
是否屆子同〤活?很適憾 ,

案文并不明确,但 它必須一清二楚 .

71.初看,特別報告貝好象是在匹分兩和活劫.但是,隨后各茶沒有反映出達种Σ別°他不能

同志特別報告長所理解的第 2茶 中
‘
有危險的活劫

”,困 力正如科男馬先生所悅,肘于′項卸要掰

定 ,它 的局限性大大°特別報告長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危險物慶上 ,并在一介清草中肘其作了說明,

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 <第 21Sl次 合快)在就之一魚答友特別報告長吋已絟提清委長套注意水

圾和其他水利工程 .水本身并不是一种危險物辰 ,但水取在央口吋可造成很大文字.原 油也是如此 :

它本身并不形晌人的健康 ,但在友生

一

故后它合污染沿海或河流,在友生溢漏吋舍污染地下水.等

等.根据他 自已封第 2茶 的理解,它 不道用于水或原油造成的韻善,即 使象特別報告貝所表明 (A/

CN.4/428和 Add.l,錧 V段〉的那祥,危 險物演的清車不是洋冬元適的 (報 告第 17段 ).

92.速种亦法所涉范田述于狹窄。例如,空 气污染怎么亦?所有那些看起來正常和元害,但 通

述一种袈慢而可怕的私累避程 ,每 天和每吋每刻村送今星球的空气、土擁和水造成污染的活劫又怎

么亦?因 力委員合原則上進擇了一种意田在范田上比數全面的鋼要捇定,就 不能忽視這些活劫.但

是,茶款車來沒有淡到通遊枳累造成的污染°達方面的理由是,委 員套的任夯不是起草一項夫子眾

境的公的,因 力所考慮的黃任在范田上要ㄏ園得多°确共如此:但坏境是送介寺趣的核心,起草達

些茶放的目的主要是作力一套保伊耳境和其中生活的人失的規則 .到 目前力止 ,逐沒有共挑達一日

狋 ,委 員舍也沒有迷到白吥社合的期望.些 目的是确定在友生韻害吋垥子的賠借,把奈款草案的重

焦放在危險物辰上是一介道些亦法,但預防的范囤必須戶岡得多,要含蓋所有可能通避枳累造成共

酥敬害的逮程 .

竹.在 所提出的一些茶款中,本來庄些肘危險活功本身和其他活功作出匯分.例 如,錧 ll奈

草案所規定的程序括淡想适用于第 1茶提到的活幼.但 是,達 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取先知道一种

活劫具有某些危險,任何回家都能采取特別預防措施,但是,一种只是
“
造成

”
跨界損害的活功——

第 1茶所提到的男一熒活功——似乎不合預先表現出具有危險.正如夫于回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的茶數車果,有 失坪估、通知和發料的程序完全道合于可能肘郤回造成不利形啕的卄划所采取的措

施;但在本紊放車未中,“危陸物辰
”
不能是唯一的林准.來 歐洲共同体理

一

金 19“ 年 6月 27日

大于不境形呴坪估的指示和歐洲絟洴委暴舍夫子在跨回界情形下不境形哅坪估的車來<同 上,腳 注

3S)所提到可能具有危F..作 用的活劫和項目 (友 屯站、倭筑公路和机切等)是一口卒,但放全球現

焦淡站
‘
年 1奈所提到的活功

’
則完合是另一口

一

,它 沒有任何其隊志叉.

π.同 洋,特別報告貝庄些在常 21荼革瑋區分由于共性旗具有造成危害之危降的活功和其隊

上造成危害的活劫.如 果現在一种內合危險确央友生的竹況下有理由得到充分賠伴,達种說法已鋄

走得相些近,那 么 ,超 出達一范田而悅任何跨界敬善原則上必須得到充分賠儅送种淹魚何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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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元道理了。特別報告貝在遠方面的建快,如果不是在概念上,那 么在技木上是措慎的°第 1茶提

到不能思是以同一种方式焚理的兩种不同活功°在每一种情況下都必須把預防和賠借分升 .

75.他 也不同志特別報告貝把央反性規則和程序性規Jll合 并起來的傾向,特別是第 21茶草案 ,

但第 14荼和 16茶草案也是速祥°他不能同志達种方法,達也正是前任特別報告長所采用的.目 前

的第 21荼令人袋解。它的杯趣是
“
淡判的叉夯

”
,但 其隊上它所悅的是,原則上強害必須放得充分

賠撐.送是一項其辰性規則,如果委長合要通迪它,首先必須把它納入一項革狸的規定,只 有道祥

做了之后,才 能規定在何种情況下可給予不充分的賠儅.淡判不能提供任何林淮:一殺來悅,它有

利子技強的一方 ,達一方完全可以否央另一方提出的任何索賠 ,而 較弱的國家則地不能送洋堅決地

拒先。荼欺草案位些哦列同祥道用于大回和小目的客現規則 .

9c.第 18茶 草案也是仄前任特別根告長鏟承下來的,尤其令人道憾°力什么要減振一殺的回

家黃任制度?委 貝合是否沒有汏其玵待茶款草案,是 否其地想制定一些軟法律而不是硬法律規則?

說不能制定任何程序,未 免力准。通常在回隊法中,些 某些火夯達到達反吋,受 害回沒有可行使的

正式程序.但是,禁 止送种回家采取肘泣措施或根褒行功,瓜 而否汏其通常的村等叔利Jll 完全是另

一日事.送是否第 lS奈 的意困?力 什么特別根告長放力夫子預防的余數草案不值得以一般的回哧

法規9(l力 依据?肘 子此蕉,他 同意友卡弗里先生 <第 2184次 含快)和 佩菜先生的志凡。委員套的

任分麼些只是制定它汏力必要的央辰性和程序性規則.送些規則的任何達反將載入夫子回家黃任

的荼款草案°委貝套不位些只是因力缺乏勇气就制定′項特殊制度°

77.在 遠方面,他 強淍了特別報告貝剛指出的一蕉:把荼數草案淡想力一項鋼要怭定并不意味

著送些奈款厲子次要規則。主要規則和次要規則的區別是什么?次要規則主要大系到但不是仗仗夫

系到回家責任的規則,因 而也美系到達反任何共辰性因沶〤芬的后果.但 是,在 制定夫于回酥法不

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飁害性后果的回隊女任制度吋,委 長套地不能忘圮它的特定主要目林 ,遠 就

是制定夫子回所美系的一介具体方面—— 即根括包括領土完廷在內的主叔平等原則各回所位承但

〤夯的規則°特別是,如 果它逸捀泉特別報告貝在館 21茶 所作的那洋田途一項賠儅挑則,就不能

只是重欠屈千回家女任的奈放軍朱范田的一項既定的次要規則,它位些力曰沶法的一介特定領域

制定一項新規則.正 如他已銓指出的,放好的亦法是把央狋上屈子回京女任范田的任何 1.9趣 放在一

道.所 常洪的紊放沒有必要說明違反一項目怀〤夯的后果.玵通常制度的城韻越少越好°夫子責任

的規則不位些看作一介回隊法中元可比似的怪物 .

田.他安成凡位特別報告長把有失日隊姐取作用的規定列入荼致車來,但不能同意這些規定的

共辰.他和友卡弗里先生′祥次力,成 些有一項規則規定:各 回必須遊守普遍接受的回隊規則和林

准°目前 ,在 回昹姐取范日內m明 了送犬規則和杯准.但是,仍 然存在若一些空白.特別是,逐 及

有一介机掬炎女典理空气污染 1.9趣 .但是,正 是由子送介原因,接受 19釳 年 ㄍ瑛合回海洋法公

的》汻多奈歎所使用的
“
普遍接受的曰隊規則和林准

”
速一悅浩將志味看法律的逐步皮展向前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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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大的一步.速种辰的
、

跌將肯定,在 多數國家放力某些造成污染的活功是肘回吥社合的威麼的

特兄下,任何回家都不再堅持這些活劫,送 是根裙各回只能在其領土范田內事有完全的主叔°如果

戶生污染的活劫村其他回家有不利形咱,送 行達失活初的固象不能拆堵主板原則,相 反,受 影咰的

國家則可以援引領土主叔原則.因 此,通述各回在主管回妳組玖范田內的合作,可 以制定道用于各

种可能的跨界敬害的規則,造反普通接受的日隊規則和狋淮的回家就犯了回隊錯長行力 .

9g.至 于夫子回怀羾無參与的弗 12茶 車瑋的措洞,他和安貝套的其他成長一祥不同志使用

“
千頂

”
一同,因 力它含有非法干涉的味道 .些 然,特別報告真正确地指出回怀組珠不能隧便送行

任何活功,它 們只有其羾球幸程力其規定的叔利和女任.除朕合目的作用可能不再象幵始吋那祥以

外 ,多 數回隊坦班仍然受到其幸程的限制和約束.因 此,委 貝金可以在朝要怭定中提出可由主偕因

哧組玖采用的程序.特別是,位 些有一項夫子根告〤夯的規定,根裾達一規定,各 國要定期報告它

們連守和履行國防〤努的竹現.甚至可以作出夫子珧切植查的規定,但之种校查必須得到明确接

受.達祥 ,就 可能制定一整套建立信任的措施,現 在,送 种措施在坏境領域和在罕

一

領域一祥必要 .

8U.由 子所有送些原因,他 吋茶缺車來夫子預防的第三幸所明五表班的板皮連快感到道憾.例

如,第 14茶悅 ,有 失回家有叉努力建立一介大于有夫活功的制度送行怭商.他本人快力,主要又

夯泣些是連守普遍接受的規則和杯准 ,只 有在沒有送神規則和林准的情兄下 ,才 有必要建立一介透

用于有失國家之向來逆夫系的制度°在央辰鬥題和程序同趣必須分幵吋,別 是另一回字°第 ㏑ 各

也是送祥,速一系共隊上是第 8奈 的一介更洋鈤的文本 :它 所鬥途的火夯如卒先批准、保降等垃些

普通道用,不 垃些只道用于某些特定手墩。在送一魚上,他 同志偑末先生的錯梵°

81.力 了清楚起凡,他杕力第 r奈草案就位普刪去.不 能淡想 ,明 日張腥地達反普遍接受的

規Jll或杯准可以爪送介又米又令人安烊的清車所列的任何因素找到理由.

82.最 后 ,他 保留在下一屆合快上吋茶款車來第四幸和好五幸以及第六介根告第六幸迸有平

淹的杈利,并表示攻迎就送介寺趣所迸行的友人深思的井淹.委 真合現在位些爭取令出央隊豬果 ,

他希望速不要等大米吋同°

SS.巴 水沃薛先生 (特別報告長)在 答交托移沙特先生吋現,弊 六次根告和茶數草案确共涉及

跨界污染 ,元站是有危險的活動造成的意外污染逐是在一种活劫正常送行吋所造成的污染 ,甚 至包

括在回象管格范田內所迸行活功造成的空气污染 .

下午 6吋零 5分敬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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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86次 舍快

199U年 7月 4日 星期三下午 3吋

主席:文 久儲先生

出席:阿吉博拉素王、巴哈納先生、凱西先生、阿竺焦一各伊斯先生、巴你沃#先 生、巴本謝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多 .〞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网 菸雷斯先生、弗朗西

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馬先生、馬希鳥先生、友卡弗里先生、   
′

恩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失拉克先生、俱某先生、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

生、各庠納斯先生、塞普本籬迷 .古徵雷斯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夫子田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

后果的回隊責任 (玟 )

<A/CN. 4/384,I A/CN. 4/423,: A/CN. 4/428和

Add. 1,3 A/CN. 4/L. 443,D市 〉
‘

(快程項 目 7〕

特別報告長的第六次報告 (生 )

第 1至 33奈‘ (綠 )

1.阿音博拉素王悅,特別報告貝在館六次根告 (A/CN.ψ然 第Add.1)中 提出的系數草

案甚 33茶之多,來 文具有合理的良活性,是 其跩活劫与學未研究的相互堵合.由 此可兀,就本寺

趣取得了元可午快的迸展.屯元疑鬥,特別報告貝放夫于回沶坏境法奈的草案的班行回隊活功,特

別是歐洲的此失活功中受到了不小的虍友。

I持
哦子 ㄍlgBs年⋯⋯年盤),方 二卷 <努 一部分)/Add.1.

’
特哉于 61989年 ⋯...年 盤》,弗 二卷 (年

一部分).

;特
栽子 《199U年 ⋯⋯年盤》,錧 二卷 <瑋 一部分).

) ‘
肘本昔娷的中洪一部分是以前任特別報告貝毘廷一巴克斯特在委真舍錧三十四屆舍洪上提

出的青趣鋼要力基瑚.來 文我于 《1982年 ...⋯ 年盤》,錧 二卷 ㄑ館二部分),第 83一 SS瓦 ,

第 lU9段 ,玵其所做的改功在 <lg83年 ...⋯ 年盤》,第 二卷 (蚌 二部分),算 84-85更 ,第

294段 加以說明.

‘
案文兄第 21?9次 合洪,笫 Zg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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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甘站表明,委 員伯中同有三种主要的意兄傾向.有 些委貝放力,冬管茶款數目有所增加,但

寺題的范田卸縮小了°有些委貝袂力,范 田妒大了.第 三种意凡是,特別報告長仍在穗定地沿若正

常軌道工作°他本人也傾向子送种看法°

3.在 第 1和 2茶草案新案文中栽有一系列的定〤,可 以仄中找到夫子寺腄范田究竟是縮小了

逐是才大了的答案。肘來文的快兵申田更加深了阿吉li拉素王村子在目前甘捨的車未送祥的案文

中使用形容田所持的杯疑悉度.例 如,他看不出有任何必要去修飾第 1和 2荼 中的
“
危險

〞
或

‘
板

害
”
。板害同腄是來不得半魚模糊的明确同題.值得注意的是,除第 2茶之外,在 第 1奈至年 8紊

中并沒有以任何方式修飾
“
振害

”
一詞.在 第 9奈 之前,狄未出班述

“
明立頡害

”
的悅法.‘明

並
”
和

“
五著

”
使青題范田同捶交得模糊不清,因 此位子川除.可 以悅,送 兩种形容同村子

‘
嵌

害
”

的含又而言是弊犬于利的.

4.然 而,如 果多數委貝杕力,且 然遠美形容甸滅嵌茶款的明璃程度 ,但 仍泣予以保留的活,也

許可將其視力与強害量、賠僕以及殕儚責任程度的i.9捶 有失.一 旦斷定某些活功造成了韻害,元

淹程度如何幼微 ,均 可用這些的形容泀玵速种損害送行坪价.判 決人或淡判者也許需要將韻害的程

度确定力
‘
重大

”
、
“
尹重

”
、
“
掠人

”
、
‘
文堆性

”
、
‘
明呈

”
、
“
大丑

”
、
“
五著

”
或甚至

‘
突出

”
.

5.在 第 2茶 (a)、 °)、 (o)和 (d)項 中使用
“
危險物辰

”
的概念可能的确豬小了音趣的茫

田.送些茶款中的定文使人感到奈款草案似乎是令ㄇ從理坏境污染阿捶的.〈日)(一 )項提到爽理、

肚存、生戶、逼翰、卸下
“
危粒物威

”
,在 (.>(二 )項 中有危膛的活初中包括使用戶生有害稻肘

的技未 ,伍)(三 )項 中提到了
“
將基因改交的危降生物

”
和

“
危險做生物h〈ω 項提及了人工戶

生的多种污染物——達神行文蛤人的印象是,茶敬草案供涉及不境法°可以用大坎倒塌而肘另一日

的生命財戶造成頡害的例子束說明定〤是狹窄的.如果道用有危險活初的定〤,就可以說好 2

(a)<一 )項 是相夫的.但是,雅道可以悅水本身是一种
“
危險物辰

”
喝?

‘  6.另 一介例子是第 2茶 (k)項 (中 “

一

故
”㏑c:dent)一 泀的定〤.特別報告真在報告中將

垓祠与
“日㏄ment” 交替使用.在通常使用的英活中,‘㏑c:dent〞 系指坡不重要,而且普局不應加以

祥如說明的｜件,而 “
.㏄ ident” 系指友生●f沒有任何昆凡的原因,而且通常是不幸和逆反志愿的

一

件.另 外
“
a..:dent” 是包括

‘㏑c:dent” 在 內的一介屈性洞.因 此位用 伍..Ⅲ ent” 代 替

‘
㏑ctden↗ .

7.年 1茶可能最使人有理由但心青題的范田被豬小,其 中提到了造成跨界敬字的彷告性后果

的活功,印 只字不提每管若泀捶及介人受害者的狀況.就此,他 坐共安同格雷夫拉特先生 <弊 Zl8S

次舍以>的 志凡,在并多友展中國家,正在迸行若只有銓管者公司才了好的有危險的活功.危滕的

內容与第2茶 中的定又相似°一日位了解其領土上的

一

物,但 ═其很昱然,弟 三世界缺乏坪估活希

的跨界形呴的必要技木.由 子送一原因,要想使整介車床的范田不受城韻,第 1茶我垃注意到篷菅

者和令人的 .●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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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 夫于賠僕交任的草案第四幸和夫于民

一

賠儅女任的第五幸中可以看出,昆 然有必要伊大

第 1紊和第 2奈 的范田.第 2c茶 草案第 2欺 的升始赴力 :“如果起源曰或銍菅者⋯⋯”,此种措詞

汏力有必要特別提及篷著者,以 示与起源目的匡別°同祥,第 2B茶 草案第 1致城 ,“ .⋯ ..,受 影晌

因或垓回代表的自然人或法人沒有必要用冬些地所有的法律朴散亦法 .” 同一茶第 Z款 中也提到了

令人和法人.因 此,力 什么第 1茶和第 2茶不能承放令人、法人和生管者呢?位在第 1茶 中進度提

及,可 能的活在第 2荼 中加以定〤°

9.第 2茶 (b)項斌田确定危降物辰的定叉,并提出此失物辰的祥冬清革,送也有力地說明 ,

寺題的范田受到了限制.些 然9F列 危險物廣清革是沒有什么害於的,但他汰力達种工作恐怕与目前

情況元夫 .

1U.必 須記住要使革寒得到普通的接受.其他的局限因素之一是,特 別報告貝所正在赴理的新

青腄且然是剩余性的,但 同吋引起看全世界法律界的板犬夫注°次報告中可以看出,達 一向是主要

由皮迷國家大理的一介回隊法領域°作力先例和范例所使用的多效材料是歐洲的奈的或公的草案.

但是,委 炅套在編來和逐步友展曰阡法的工作中必須采用一种兄ㄏ的普遍法方法.茶款草案不仗必

須考慮到技木先避回家的利益,而 且逐必須考慮到裝不先迷回家的利益。据此,他安同特別根告貝

夫子蔣力友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作出規定的意凡,速些因宗
“
在早致大气飽和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大犬小子及送國家,此外,許 多友展中回家是地球升溫和气候焚化的任何后果的完全元革的受害

人,几 乎沒有做越些什么來造成地球升溫和气候交化
”
°<A/CN.4/428和 Add.l,第 86段 )。

11.至 于有美肘回家管培范田以外——
“
全球公地

”
—— 的杯境造成技害的賠借天任的根告第

六幸,毫 元疑同整介回沶社舍村此 1.9趣 十分失心.由 法律界在全世界姐珠的各种金以上,主要的兩

項快題是回隊坏境狀兄和痳碎品同趣的法律方面。第六幸所取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委貝舍不能現

在就采取必要措施,則 可能合在各种+件面前束手元策°但在快兵研究第六幸之后 ,他得出的錯淹

是,全球公地的 .9趣 垃枸成一項草狂的寺趣趣目,特別報告貝已咎悅明了其中的部分原因。首先 ,

很雅精确指出委員金日前任夯中定〤的起源回,在合球性效位中界定
“
受形呴回家

”
91l甚 至更力困

堆 .其次,跨界頡害鬥趣不像本寺捶那祥容易盤別.目 前委貝合正赴子手找方位的避程之中,斌 田

伊犬青趣范田將合遇到各种困雅,可 能合使目前所取得的一定成功受到強字 .

12.他希望重申在上屆套快玵特別根告貝的要求,改迸音捶拆趣中令人不能滿志的措同 ,遜希

在就算 1奈車未朴充悅明,最好使用館六次報告附件中垓紊腳注所建快的各逸未文,但刪除括咢中

的
‘
有效

”
一泀.另 外,別 除

‘
在整介迪程中

’
一活可使棄文又力清楚.用

‘
有形

”
一洞來修飾

“
后果

”
是屯元益炎的.一种活功的后果不一定

‘
有形

’
或可北,但 仍然可能是有害或是致命的.

13.第 7荼和第 8茶草案可以接受,但報告在孩茶腳注中建快的各逸來文更好°

14.作 力玵早先夫于第 9奈車來的志兀的朴克 ,他 吁帝保留目前的杓成形式,而 不是孩茶胸注

建快的各遊案文.他所持的立埸是,在達一同捶上他不同意卡菜男.′ 德里格斯先生 (第 Zl8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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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快)的 意兀°賠借比朴借可取°坏境、財戶和生命元瑞受到報害的受影吶回位得到的不位仗是扑

僕‘而位以恢褒原狀或賠儅的形式得到更多 .

15.他 討第 lS茶 草案持怀疑杰度°皮送回家7理 其中的親定可能比較方便 ,但討友展中回家

悅未,如 果不能放某些回隊免取得到必要技木寺卡的援助,可 能很9g展行其中的〤夯°

16.垃 城輊起源回在第 15荼草案下的安任,因 此垃將館一句改力
‘
起源回按弗n茶提供教据

和資料吋如及現此种效裙和資料保伊肘其曰京安全或工╨秘密至夫重要,則 可仗按照其酌情作出

判漸提供
”

.

17.位 將第 i7奈 草案中的規定改力〤夯性的,把先早何中的
“
可

”
改力

“
須

”.但垓茶中最尸

重的鬥趣是吁靖有失回家迸行怭商或淡判.你商所要求的不避是甘梵或互通情根.淡 判是
“
力迷成

捇快而商討
”,但 并不一定意味著將合迷成你以.茶敏中垃犬腥地使用

“
f.●快”

一洞,而 不用欲弱

的
“
掰商

”
和

‘
淡判

”.爪第 2● 茶車來錧 1歉 中可以看出,遠种亦法并不困堆°垓款要求超源因

“
無捏任何合理行初的出用 ,以 冬丑俠隻技害友生之前存在的狀兄

”
,另 外逐著重朴充說 ,如 果元法

完全恢臭,“則起源回可就掘害收兄造成金伐或其他方式的賠佳捇快
”.第 17茶 (j)和 <m)瓨是

不必要的,也 可刪除 .

18.第 18茶 草案泣予刷除,除 非放正面重新起草,使玵其規定的破坏行力受到常判.第 19茶

草案的限制程度不些,也垃予刪除,但或海可將其內容特入索 11荼 .第 2U茶 草案中的規定很好 .

但位刪去
“
也不能荻得适些的賠僕”

一活。

19.夫 子賠伴交任的第四幸車屎,位按第 19茶 的同洋精神改造第 21紊 ,并位在
“
淡判

”
一洞

之后插入
“
和送成怭快

”,以迸一步加強其規定.達 一改功特使奈款具有的束力量.村 17荼和 18

荼也庄達梓作.第 釳 奈草案是可接受的,但是他肘第 23紊車集則持不同志兄 :其 內容是可取的,

但是第 17茶 (i)、 臼)和 <k)項 已部分上包括了送方面的內容.弗 銋 茶車來第 1放和軍 2款竹兄

良好,但垃刪去第 3款。第 2S荼車床各逸案文A好于各逸案文 B°

2U.至 于弗 2c茶車來,力 第 l° )和 2敏提出了有力的站括,但技堆看出算 1伍)數所列某

些行力的理由.真 然他可能同志包括
‘
屈于特殊、元法避免和不可抗拒性辰的自然現象

’
的例外竹

兄,但就
‘
找午行力、我斗行功、內找、叛說等

”
而言他元法同意,位 刪除送一無悟.考慮到他 已

就友展中曰京的局限性提出的慮兀,垃 別除錧 29奈車來。

21.承后 ,他 次迎夫子民卒賠伴女任的弗五幸車來中的所有茶放 ,尤其是其中的弗田 紊.垓

荼与 1958年 夫子承次和執行外回仲裁我央公的中的規定相似°
.

22.帕 夫拉克先生祝女特別根告貝弗雩了店友人的牛六次報告 ㄑA/CN.4/428和 Add.19并

力答交委尿舍和大金弗六委貝套的許多鬥趣作了走及性的努力 .

‘
瑛合國,ㄍ茶的集》,好 SSU卷 ,牛 3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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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由 千在報告中列出了 33介荼款草案,委 員合終子有了青趣的一介完整聆廓。委貝含現在

的主要任夯是定出一套規則,力 一口,或仄一日領土,或爪其控制下的地方,玵另一口或其居民或

財戶造成頡害,而達种跨界韻害又元法与造反回隊法的活功翐系起來的情況規定賠儅.同 時,委 貝

套位注重央隊的解決亦法,避免不必要的理梵爭辯 ,否 則整介項目就有可能被其他日沐机构的編來

活功所取代 .

24.他介人汏力 ,常 快中的賠儂交任位以跨界韻害的法律后果而不是危險概念力依据.特 別根

告長在第 1荼草案中昱然將造成嵌害和涉及危降的不同活和里于同等重要的位丘,但垓茶的主旨

是,一 口因跨寡性后果村另一日造成的強害是賠傍女任的依裾.因 此次逞輯上看,拉 將危險的概念

作力預防的基地分別予以赴理.且 然他傾向于分別史理危險和敬害 ,但他并不反玵算 1奈 的目前措

洞,但有一項理解,即 危險被視力一种附加因素.可 由起草委員套迸一步完善幣 1奈棄文.如 報告

指出的那祥 ,有危險的活功和具有韻害性形吶的活功
“
共同特征多子⋯...相 异之赴

”,可量子
“
草

一的法律制度之下
”(同 土,第 3段 )° 根括第 2茶草案 <a)項 ,有危險的活功包括

“
回家直接迸

有的活劫
”
.他將/f.于 接受根告附件中孩茶腳注建快的策 1奈何化案文,但希望肘國家

“
領土

”
和

其管格或控制下的
‘
地方

”
增加注解說明。

2S.他 仄根告中 <同 上,第 15和 16段 )注 意到,特別報告貝似乎傾向子弄列危險物辰清草而

不是有危險活功的清革 ,而且他列犖了歐洲委真合夫子肘造成坏境擬善賠儅的班則草案力例 .但是

特別根告貝承扒 ,他不放力危險物清草可以作到洋冬元適 (同 上,第 17段 ),其他物辰因其史理方

法也可能造成相同的形喃°可能的亦法有兩紳:按格雷夫拉特先生 (館 2183次合快)的 意兄,制

汀一份包多万象的危險物辰清革 ,并 制汀出修訂清車的程序‘或者將危險物辰清車列力兵体怭定的

附件,將各歉草案保限子一般性定〤和原 Jll。 由子回隊法委貝合的任夯是起車一殺性的鋼要怭定 ,

就不庄卷入危險物辰清草的工作‘例汀時車需有告家協助,而且永迒元法作到祥冬元適.相 反,委

真合位集中力丑定出跨界敬害賠佳女任的戶泛但堆确的定〤和原則,由 各回在拙汀技寺項的怭定

時使用.因 此.在 第 2荼 草集中的用活定又不垃超出席 (日 )和 (b)項 的一般定火,而 第 (c)和

“)項泣留待列入此英技寺項的怭定 .

笳.夫子弗 2茶 <g)和 <h)項 中玵敬苦的修姊,他傾向于使用
‘
五若

’,它 比

一

明五
〞

更力

准确和客視°
‘
五若

’
頡害概念可作力界定位子暗傑的板害大型的依括.速一工作是困堆的,因 力

跨界掘害的任何元瑋受害人均舍期望得到殕伴,而 且

一

共上的是向是要求完全恢交原先的狀杰或

提供充分賠伴,送意味著村任何技害提供完全特伴.看來特別散告貝在報告(A/CN.●/428和 Add.

1,弊 S2段末尾>中 确共持達一看法,而且遜洗,曰 京在淡判中必儘要爭取
‘
恢文有夫頡害前存在

的狀況 (原 狀>,或 如板善沒有友生承可能存在的竹兄
”(同 上,館 ●g段 ).但是.特別報告貝然后

采取了技力挑共的方法,放力賠俘位在
‘
合理的限度之內‵

‘
可以就 <通 常)使反方利益均能滿足

的一名俄送成捇快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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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在 帕夫拉克先生看來.不位由淡判人去決定位加賠僕的插善范田。回隊法委貝合必須明确

元淚地說明,賠 ●
=工
泣与受形呴回家承受的韻害性辰和程度相些,決 不垃由淡判各去決定,因 力在淡

判中玟強的一方志是狹肚.在 報告中,特別報告貝說 ,“ 各放草案并沒有 自功施加戶格賠佳黃任,它

不述規定有〤夯就所造成的嵌害的朴僕送行淡判
” (同 上,笫 14段 ).仗此而已是不移的.只 有

“
五著

”
頡害才是賠撐的依括。但必須排除自愿的方法‘如算 21茶車來所舥定的,談 判火夯央不庄

是唯一的〤夯 .据此,必 須力賠借的程度規足某些指早方針.舛 21茶是草案中最重要茶欺之一,垃

些予以加強°夫使的1.● 題是造成的損害鬥趣.館 21茶最后一部分位改力 :“ .⋯ ..同 時銘圮,五著敬

害必須荻充分賠僕
”
,刪 除

“
原則上

”
的字祥°達祥將給予受形呴日利益所必要的保伊 ,同 時又達

守尸格賠儅黃任的原 Jl)° 可用
‘
道足賠儂

”
代替克分賠借 ,但意田必須不交,根据El哧 法,跨界韻

善的元幸受害者不庄得不到保抻 .

28.至 于草案第四幸和第五幸,起源回庄主要久責索賠要求,原 因不在于它必須力根害無黃 ,

而在子它有〤夯村其行政、并可頒友、法律和宣侍系銘加以姐玖,保持肘于其領土上可能造成跨界

插害活功的志研°位在草案中保留回家初級賠像女任的原則 ,】 肝2年 <外 空物体所造成振害的因

哧責任公的》中就是遠祥作的.

2U.夫子特別報告貝提快的朴教亦法,報告 ㄑ同上,第 43段 )解 帑悅,起源回必須就它位支

付的賠借板送行淡判,以便冬可能恢交根善之前存在的利益平衡 .他 同意談判可能是在回隊同夫系

中表得令人滿意的賠僅的唯一可能亦法,但是
“
利益均衡

”
祝念走向有利于起源回°草案第五幸中

提快的另一种赤法考慮利用
‘
國內渠道

”,即私法休系.格雷夫拉特先生正确地悅明,些 起源日本

身并不是跨界被害的華卒方 ,或 些它已篷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以避免造成掘害肘,可 以用速种方法

作力荻得賠伴的扑克手段.如特別根告見解釋一祥 ,‘ 日內渠道同回隊渠道和平共爽
”(同 上 ,館 ”

段)是 可能的.但是 ,因 此就必須充分界定回家在預防領域內的〤簽,瑋 案中必須列入 “臸菅者
”

的定ㄨ ;在 回家的回隊賠伴責任与回家不法行力女任之同必須有明确的分界我.必須淮确地制訂民

手賠儅女任概念,帝 由起草委貝合村拜五幸中的各放大加修改.

SU.及 后,他祝女特別報告真力青趣的貓耳工作作出了很大交獄 .

31.巴 本甜戈夫先生祝蜜特別技告長力姓理一項困雅的告趣所作的工作 ,并肘他遇到了种种困

璀表示同竹°夫使的1.9捶 是客現賠借女任的概念性依格 ,在 巴休甜戈夫先生本人的回京內遠一表迷

用于尸格的賠管女任.速 是牽涉到共沶后呆和近擇的弄常田堆1.9趣 .送 一概念本身就迡非珜明‵清

楚°

B2.与 前几次報告相比,特別根告貝在共館六次報告 (A/CN.4u28和 Add.l)中 看來想力

客現賠借安任祝念拓兄法律基拙 .回 隊法委貝舍的有些委兵得到′种印象 ,即 令趣報告真正在回到

某些日內休制中的客現賠儅女任理淹上去,危 險和有危滕的活助是送种理站的基本內容 .特別根告

貝本人也次力他在沿用前次報告 (A/CN.4/42ω 的同洋方法,但 昆然委員舍的若干委貝不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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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有 人慎放力特別報告真將祝念中的危險再坪估視力一种秋板的功怒。

33.想用制訂
“
危險物辰

”
清革和

“
有危降的活功

”
清草解決困堆的努力表明了

“
明昆損害

”

概念的模糊特性 ,需有額外的和更精确的柝准以求建立更力現央的賠僕責任界限.頡 害程度和客視

賠佳發任的界限定又拉力敬害索賠提供客現的依鋸 ,最 終明确蚩任°敬害的卄弊必須兼碩有失各國

的利益,逸捀的界限位充分班央,洪而連免造成跨越逍界的任何弋机或袋卒可能引起板害賠儅女任

的情況 .

34.可 以用何种指狋界定掘善程度呢:是否垃采用
“
明昱

”
、
‘
昆著

”
或甚至是

“
尸重

”
嵌害的

悅法呢?挑則友揮作用的起始水平越低 ,确 定速一水平就越雅°如果有可能以定垤准确界定的班共

的賠儅太任起始界限,就 能移以合乎不境保抻需要的方式界定敬害°另外,將來可能定出敖戶格的

杯准,使賠借安任的界限相位降低.而 且,委 貝合的奈放必須体現歐洲范田正在起草的其他文件規

定的林准,如 歐洲銓洴委貝舍的跨界情況不境影呴坪估鋼要掰定草案和夫子跨界內水污染事故的

行力守則 ㄑ兄 A/CN.4/428和 Add.1腳注 35和 36).在 速些文件中采用了兩項林准,即 區著的跨

界不塊彩啕和可能造成此种不良跨界影喃的活功美型.后 一份文件的起草人假沒有失國家本身將

合同志把何种活功列入公的范田°送些文件与委長合車葉的另一不同之爽是未將危險物辰作力坪

估的內容之一.茶放草案中
“
危險物辰的位三和作用不是完全明确的.特別根告只似乎是列入了一

份此榮物辰的清車以數方便地坪估造成的敬善 ,列 拳了与特定大型的活功相瑛的一些物辰.在 特別

報告炅的二元方法中韻害的出瑰本身就可能承拉客現賠儅大任°達种方法引起了一些鬥題°例如 ,

旡害的活功有可能引起掘害。如果板善本身就必須承但賠伴女任 ,如何才能將違法的犯罪賠僗責任

与尸格或客現賠佳安任區分升來呢.特別根告長的方法似乎使兩种韻害和兩种賠儅責任的界限焚

得模糊不清了。

BS.特別根告貝呆鈉了報告中引用的主張,即 在正常迋作竹兄下造成跨界淑害的活劫既不
“
明

五非法”也不明正
‘
合法

”(同 上,年 8段末尾).但汏法律角度看速是不可能的°一种行力要么合

法,要 么非法.客現賠佳女任是因合法活功造成的,在送种活劫中篷菅者展行了一切又夯,包括達

守行力守則.根括理淹 ,在 送种情況下造成的頡害是有危拉活功引起的相失

一

件的錯呆 ,但与絰菅

者的意困元夫.而特別報告長卸快力,此种普通的合法活劫似乎將在求和竹兄下交力非法.他元法

理解特別報告長在匡別了
‘
有危險的活劫

”
和

‘
有敬害性影咱的活功

’之后如何將它()● 定力
“
非

法
’
活劫.在報告中特別報告真的好猙是,‘只要拉有地注意采取措施 ,有危險的活助是合法的,而

具有韻害性效果的活助則在些

一

日之同快定的一今制度生效之前是非法的
”

<同 上.第 1U段 >.達

种方法除了具有新定何吋一种活功迂波力另一种活助的主現田堆之外,逐有悖于客現賠借黃任的

概念基袖。達种賠儅安任友生的原因必須是,要 么有非法活劫,要 么行力守則受到了某种違反°

SS.巴 小謝戈夫先生汏力第六次報告中的矛盾戶生于不道些地#大 了客現賠儅女任概念 ,而 速

祥套使賠僕云任的法律基拙炙染化,有傅子口狋夫系.就迓舞而言,沒有一介回泉能接与其近冷”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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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預防性安排 ,明 五敬害所引起的所有爭端都必須通避某种形式的強制性裁判加以解決,而 達种裁

判又很堆被國家所接受.特別報告長提出:“解決的亦法可能是蛤些卒回施加一項何草又麥:豊 卒

田在一項活功昆示有掞害性彩哅的逮泉吋,必須相互捇商,如 目前的茶款草案規定在涉及有危害的

活功吋必須送祥做 (同 上,弟 14段 )” .此 項〤夯不符合戶格賠催女任的概念 .

肝.因 此,立 然特別報告真正在拼犬寺趣的范田,展兄賠儅女任的法律基地°夫子把一份有危

降的活功清車列入車康,他 可以同意特別報告貝的慮死,升 列清車的一介好爽是它特使車來
“
天容

易力各回所接受,因力各回都舍知道它今后的賠儅女任的界限
”

<同 上,第 15段 )。 汁草的淡想在

回隊法委貝合和大合第六委長合都得到了強烈的支持.第 2奈草案中的清車逐利用了歐洲委貝舍

漏下的歐洲法律合作委貝合寺京委長合所送行的工作.但 是正如特別報告長所悅 ,令 家委真合鈴有

危險的活劫所下的定〤
“
主要是根括危降物辰的概念

”(同 上)° 巴小甜戈夫先生介人放力似汀此失

清車主要涉及的是技水性鬥翅而不是法律曰題,必須与秩合田其他机构的青家密切合作加以解決 ,

如果在茶款車棄中列入送祥一份清草 ,就 必須列出兵体的有危險的活功,規定所引起客現賠管女任

的清楚界限,速祥才能被各國所接受°盤子沒有任何清車可以作到i羊 冬元逾 ,必須粯定迷行定期申

登 .

BB.夫子荼數草案本身,位 何化算 3茶 ,并 必須根据 19● 9年 ㄍ堆也納奈的法公的》來理解好

4茶 .第 Ⅱ 奈中确定了超源目的〤夯,但近垃在垓茶中确定
“
送方面的主管

”回隊組銀及此失免

班可能若手千頂的依据。他肘于名 12奈 中未來公的的坤的回可确定回隊姐班的取能表示疑同,因

力速些取能已在各班球的主要文串中作了規定。但是 ,第 2茶 中:有 危險活劫的新定又將可提供一定

指早,使人次明主管道一手夯的回沶繳球爽型 .

BU.他肘第 14荼 章未提快建立捇有的現央安排表示砍迎 ,但 第 16茶 草案中美子車方面預防措

施的規定逛非在所有回家都共所可行.大于利益均等的索 17奈 草案,特別報告長本人村子訂立任

1何規范化杯准并不十分秋板 ,仗升列了一份爭取利益均等所虛考慮的因未清革°昆然,有 些因素比

其他因素更力重要 ,因 此需要避一步批汀送一時車.清革中透位列出起源回玵受形哅日久有賠僕女

任的依裙,即使達兩者同的夫系是美國人所混的
“
璀兄9E弟

”
,也位明确送种女任.弗 2U茶草未庄

清楚地說明錴璞迸行活功可能合引起何种特別危麼的后果 ,否 則 ,在 所指明的尸格措施和未界定的

頡害程度之向舍出現某种新雇,后 者可能共狋上志味若任何一种韻害°

4U.他 同志本努鋪先生在第 ZlB● 次套快上和其他委真的悲北 ,弗 21茶車來逮子死板.特別報

告真村垓茶的坪站志凡 (人/cN.4u2B和 Add.l,好 ●9段 )相 些地村,排 除了些

一

日按其自身

利益好次鬥趣的可能.坪梵芯凡所保伊的俠是一方的利益,不仗要求完全恢欠原狀,而且逐要賠僸

利潤頡害 .他怀疑特別報告真是否其他援引走待如此之逸的一項夫子元迂失賠儅女任的法院判決.

如委貝合內已有人指出的那祥 ,夫 子民

一

賠伴安任的某些公的也親定有效南腤僅班板°有些委貝逐

提到算 21荼 中的最高要求与館 9茶和第 2S奈 中規定的矛盾之外,希 望特別根告長不是通道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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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介奈數交得更力尸格,而 是通逮在第 21奈 中考忠到其他
“
元述失

”
受害者——起源目的利益而

得出必要的堵淹°特別報告貝在坪梵中确已提到因冷9目 的合法活動的跨界后果受到影吶的國家所

提要求的合理限度同題,他逐泣指出考慮其他
‘
元逮失

’
受害方利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只有送祥

才是公平合理的,才 符合客珧焙催責任的視念.且 然特別報告真在夫子第 21茶 的坪淹中提到了第

2S恭 <減少起源回泣付的賠儅),但肘此必須更力明确地提及,并位列在第 21茶案文中。

41.第 2S奈草案位在夫于利益均等和些手回叔利的奈歉中占有又力重要的地位,因 力及方都

是
“
元述失

”
的,有 失的法院判決已怔央了速种方法,而在理梵上也有所体現.特別報告貝玵棠 ZS

荼的坪淹 (同 上,第 5i段 )限制性迂強°l,● 捶并不在子核茶所表明的
“
因活功性辰和案情昆示

”
而

減少賠僕 ,而是在于卄弊起源回力受形呴目的利益所泣支付的表用。如果根害源是力起源回和受彩

喃回的及方利益而建立和絰菅的淡施,則 來方位共同承但頡害的久捏 ,田 力它們及方都曾放淡施中

同祥荻益°

42.第 25秦 草案的 唯一起捀是各逸案文B.五然,蛗 然存在特別報告長坪淹 (同 上,館 S5

段>解稱的可能性,即 它本身可能在以后的日期村另一口提出索賠 ,但 它不合同志承袒另一日的賠

借責任.在特殊情況下,如 果兩介回家或它●●的法律央体在丙回領土上 ,甚 至只在其中之一目的領

土上瑛合至管一赴淡施 ,并且在其捇定中其体規定了共同賠儅責任,則 有可能出班共同女任.19佗

年ㄍ外空物体所造成的敬害的回隊責任公的》第四茶所迷的情兄与此完全不同.其 中所涉鬥題是一

回空同物体在外居空同村另一日空同物体造成瓶害時某一第三方所受的撤害.另 外 ,垓公的涉及避

失賠儅責任,而 目前的茶款草案并不是在常快速种發任°

43.“銓菅岩
”
一切在第 26茶車集中突然出現,隨后又同祥英名其妙地消失了.奈歉草案仗提

到國家的賠袪女任,而在班共普中敬害是由銓管者、企╨或爽似其体所造成的:据 此位起革新的案

文,通迂有夫奈文反映速一思想°空向物休造成韻害的賠儅去任俱由回京承但 ,因 力在速一相村技

新的領域內,此种活助最初是由回家按其利益所迸行的.但是,即 使是速种情況也已友生了焚化 .

1●.大于叔告的第六幸,五 然不境 lH● 題的重要性正在不新加強,但送是一↑有其兵体法律性辰

的特殊鬥趣 ,玵 它的常快帶來了并多向趣.例 如,他 怀無用
“公共范田

’m㏕ nbp6btco或 res oom-

mun6>鈴 “
合球公地

〞
下定叉是否合法.有 一些回沶公的,如 lgS2年 6秩合回海洋法公夠》,正

确地改理了達一同麼的法律方面.玉 然他肘于赴運送一十分重要鬥延的原望表示理解 ,但放力常快

全球公地方面的店伴女任鬥趣尚力吋避早°

45.再 希与先生林安特別報告長錦耳了一份錚人以店迪的第六次報告 (A/CN.4〃 2B和 Add.

1),他提出的一介技木性回越是,力 什么根告法文油印本中有些引悟仍是英文,而在其他文本中合

是澤文.

●●.委 兵全面前的主要 1.● 趣是要決定各回在預防和賠佳險段的〤夯.可 能性之一是采取良活的

亦法,例 汀一殺性的規Jl1.男 一种可能性是采押夫于預防和賠佳的尸格規則.看 來目前委貝含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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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介乎速兩种板瑞之同的一种中同道路°他汰力 ,必須冬廷清楚和尸格地似汀夫子頂防措施的又

夯 ,因 力速究竟是制訂奈款草案的目的°如果一日展行又分之后仍出班了強害 ,則 可能又活地确定

賠儅,賠儅不成避重.如果因一日未屈行〤芬而出班技善,垓 回則力其不法行力奐賠撐云任.困 堆

之爽將在于查明在一日連守火夯的茶件下友生敬害的后果和确定此种后果与不法行力引起的又夯

所具有的不同之赴。

47.大于奈缺草案本身,一 些規定中提到了回怀＿.E扒 ,但并未說明非加入送些組象的回家有何

种〤夯 .

48.第 2茶 (g)項
、館 2B荼和第加 來年 1致均提到了預防措施,但仗有后一茶提到此种安

用垃些合理°班有紊放都位提及送一鬥娷,以 避免氓解 .

φ.第 2茶 (k)項和 (m)項 中使用了
‘㏑e㎡ent” 一洞 ,但是草案中其他地方沒有再用垓甸 .

因此他玵使用伙在夫子用悟的奈獄中出現的一切白然持保留杰度.第 7茶 中出現了%cc㎡ent”.但

在其他茶欺特別是第 2茶 中印同祥找不到垓田.也洋達种竹況要求玵車集作出改劫.第 2茶 (h)項

中
“
明五損害

”
的參數也希要迸一步澄清°

5U.至 于第 9奈草案,他傾向子特別根告貝在報告附件垓奈腳注中建快的各遊案文,因 力其中

提到了
“
有失各方

”,范 田技兄,包 括了根害所形哅到的自然人和法人 .

51.第 14茶 車來在致肋各回淡判一÷上悟气不勝坐央°位些承放,不 位使達成力一項〤夯.但

是送一班定也許可以參照 1982年 6球合回海洋法公的》中使用的措同°他特別注意到第 16茶 車床

十分交染 ,也許是同吋列入了預防和道湖性措施的象故°如果粹垓荼分力兩數或兩茶革狙的茶盡可

能合更力清楚。夫子第 17荼 ,他肘是否有必要提及构成曰京向談判基拙的所有內容表示疑 1.9.也

許更好的作法是力此在一份附件中列出若干系數°

S2.在 所有茶款車未曾中,他持最尸重保留立塌的是弗播 荼 .措切的締手鏣腳使其遍不北令

人滿意°草案力國家确定了一系列叉夯,而 館 18茶卸右手使其弱化.村利用茶致草案提供的可能

性加以限制堆道也符合回穌法呢?垓森肯定需要重新起車.弗 2U茶車來庄兵力戶格 .

SB.村 子有失賠儅女任的第四幸草案,他 肘第 21奈 中提到的充分賠儅表示杯疑.培 17茶釣日

的是力了說明泣些臧少賠儅的因素,送意味特店蓓持不是充分的.因 此弗 17茶 与右 21朵有所坤

突.第 勿 茶与一殺伍例是否相符也值得怀疑.如特別報告真本人指出,有些公的規定了特撐的及

有限度.必顏修汀按奈,考 慮迸送些因素.

馭.牛 2S茶車棄的各進來文B技好,道理很何革,因力回隊法中不存在共同賠佳女任鏡念.

另外,年 拓 奈車未第 1伍)放 中的
‘
直接

”
一詞及好用

‘
仗限

”
所代替,因 力一目的逆失可能合

使 自然現象或城爭行力戶重起來.在 大于殕信云任的所有制度中,如 果′回力之無女的某些情況使

友生的擬害惡化,不 可抗力和偶皮

一

件不能完全免除回家的女任。

SS.第 2g秦 車來年 3放 的依括是 lgsB年 ㄍ夫子民商

一

司法管格叔和判決的抗行的公的9<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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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4/妮 8和 Add.】 ,腳注 SS),他本人肘垓公的的解釋是,位 由被告所在目的法院大理,而

目前的奈款卸悅作出逸掙是可能的.最后,第 Bl荼 草案避于′般化 ,送祥是否明智?是 否与大于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的茶款草案相一致?

SC.比 斯利先生悅,究 竟以危險概念逐是以板善祝念力殕佳女任的基拙一直是ㄏ泛吋淹的洪

無 ,特別擬告真作了使兩种概念相緒合的巧妙芸拭°但令人適憾的是道一努力并未成功 ,因 力迄今

一直想要不恰些地特兩种概念的重犬方面同時塞入同一奈數即第 1奈 之內.送并不是要批評特別

根告貝,而 是想說明破趣的借琮褒染°

S7.在 委其舍算四十屆合快上 ,他 曾表示捏心以危險作力青趣基拙限制性迂程 ,因 此他很高米

地看到當前已銍取得危險和掘害之 l,● 的牧好平銜 .玉 然危險与預防措施十分相夫 ,但他仍不快力危

險位在确定賠伴女任的方面友揮主要的作用 .友卡弗里先生在上屆舍快曾指出,危 隆性很小的一种

活功仍有可能造成文雅性的韻害 .送一向是比斯利先生本人思考的出友魚,至 今仍然基本上連循看

達一思路,冬 管他承放音趣必須也考慮到危險.

58.大于特別根告真是否改交了方法的 .9趣 .他 指出,且 然破坏或強害的內容作力一种基本梯

念仍保留力草案的基砧 ,但 由干涉及危險的各种概念的形成方式而出現了一种特交,傾 向于把危險

作力一項重要內容加以考慮.他 感到捏心的是,以 危險作力公的草案的基袖 ,或甚至只是逛于強琱

危險是一項基本內容,都 合与特別報告貝所宣稱的基本原則背道而地 ,速 一原則是,不 位由仿害性

的跨界技害的受害者承受損失°而沒有預北其危降性但其隊上危險到足以造成損害的一項活功造

成的跨界振害后果可能恰恰如此。

59.如 果完全汰字面上解釋第 1茶 草案,就舍戶生一些奇怪的豬梵。首先,第 1茶 的范田內包

括其有形后果在整今活劫迂程中造成跨界楓善的活劫.換言之,力 了援引未來公的規定就必須存在

若一种危險,而且是一种達篊性的危險:也許送不是措田吋的用意,但其字面含〤就是如此.他汰

力速是方法迂于狹窄的表現,沒有頑及到危降很小,頡 善很犬的活功共型的鬥趣 .

6°.屈 算 1荼 范日內的男一內容是插善,在這里,似 乎敬害的達臻性又是一項要求°他很推理

解所長到的
‘
整介迂程

”
中的跨界技善.他不知道整介避程中的敬害是否是所淡想的唯一敬喜种爽 ,

但他建快特別根告貝迷一步考慮可能十分元意地使用了送洋一介使茶放范田交窄旳短活所計超的

后果 .

G1.栽有一份共沶上是有危險活功的渧革的牛 2茶車來引起了他又強的夫在.1982年 ㄍ秩合

日海洋法公的>提到了引起可能的店儅女任的一系列活功,但 同時也充分地址明,何直不可能升列

一份有危險活劫的說明清革 ,同 時又連免長專各由而不是消除其頭慮的危險.因 此他不敢肯定悅送

种汗革舍帶來又大把握,或合崁助各回加入未來的公夠.但是牙列清車的真正不利之尖在涉及危險

物辰清草吋才交得明並起來°此神清車村子旨在焊央特定l,● 趣的特定公的板力有用,特別是些它們

采用可隨吋修汀的附件形式吋很有帤助.因 此他并不完合反玵清革的淡怒,特別是如果清革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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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說明鬥趣的活,他更不反肘.但 是,如 果有草來之后增列一份附件,而不是在升始之史就列出

各种美型物辰的冗技清草 ,就 可以更力准确地反映特別根告真的意困。因此他建洪重新安排第2茶

各項的顆序,將 涉及跨界掘害的奈放放在來文之首 .

G2.他逐感到失注的是
“
清草

”
亦法不依是放十分特殊的公的借用來的,而且也是放被秝力旨

在限制賠借螢任的公的借用而來的°他村速一作法力甘淹注入了班其主又的特魚表示放迎—— 因

力如果加入公的可以城挃賠儅女任的活,可 能合有技多的日京決定加入.但 是,在 活者速一道路走

下去之前必須十分仔鉬地思考一發 .在 送种限制性賠伴女任公的之下,回 家或令人不必怔明自己是

否有迂失,只 須支付其一限額或最高限度以下的賠借 ,同 時逐可得到回家提供的保險方案和資金的

帶助.十分奇怪的是,所有此熒公的的一介基本鬥趣是坏境鬥趣.格 雷夫拉特先生 <年 21SS次 套

快)主 張的是達种亦法.他悅各國在了解到所涉及的利害美系吋就金接受公的,而 堵果就是締的一

項公約。而比斯利先生本人的目拆要比遠更力近大一些,希 望看到各回接受基本的〤夯 ,并力其行

力的后果衣責。垃承杕申快中的清單可能舍帶來一定程度的把握 ,但是委真們汏《耿合國海洋法公

約》館 194荼 可以看出,即使是用了
“
除其他外

”
的字祥表明垓奈并非洋冬元適,可 能牽涉到的活

劫仍是五花八ㄇ,多 种多祥的.

GS.位 考慮一下第 2茶 (f)項 中提到的韻害概念,達有可能在先意中使
“
整介遊程

”
一悟已

加限制的草案范田交得更窄.另 外他肘
“
正常

”
一洞也表示杯疑,他傾向于將孩祠解釋力內在危險

的意思.位找到更力精确的用悟。他村子界定
“
跨界振害

”
一悟的 (g)項 也感到不解,冬管他村

其中提到了坏塊表示放迎 .在 遠方面,他 肘于汏力有些新的內容正在被帶入車案速种看法明五占上

峰感到掠奇 .

64.五 然他肘超車的各款范田仍然表示夫注,但 是他不次力茶款中的缺陷已銓多到元法加以改

迸 ,使其得到普遍接受的地步°他透傾向子放力,委 貝套庄重新考慮制定出兩介并行幸市的淡想 ,

而不是斌困將草案茶文王豬到草一的一組奈款之中.

CS.大 于茶數車未本身,他走向于同志放力,委 長套可能正放
“
特有水冶煉ㄏ棄

”(北 A/CN.

4/3&,附件三)退 步,而不是以垓案件力基砧向前友展。孩案件中提出的四介 1.9趣 可以用來作力

銜I委 員金來文有效性的尺度.送些1.9趣 是:<a>是 否自19S2年 1月 1日 起就出現了特雷小冶熔

ㄏ在牛盛頓州造成的頡害,如果的确如此,拉 力此而支付何种殕借 ,ㄑb)如果前一 1.● 題名一部分的

答未是肯定的,是否成要求特雷你治粽ㄏ今后連免在牛盛頓州造成韻善,并位在何种程度上提出送

一要求,<e)根 括肘前一1.9捶 的回答 ,特雷小治妳ㄏ位央行或保持何种措施或制度 ,如果它确其要

有達英措施或制度的活,a)如 果賠傑,泣根括法院按索二和瑋三介 1.● 趣作出的任何決定支付何种

+-借 或賠伴.同 祥,且有大干預防的弗8茶車來的規定,他仍相信委員舍不合仄 1g,2年 新德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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瘁宣言
’

的原則 21后 退避多、他沒有注意到垓原則有任何改造,泫原則是至避戶遊t×K判 并被
一

致

接受的.他放力,即 使第 8紊草案被接受,也仍然垃垓狄防止跨界礙害的〤夯入手,迸 而解舞由此

种〤夯而來的賠儚責任,就 此加重第 8茶 的份丑 .

CS.第 V秦草案是引起一定失注的一茶 ,也忤因力它迂于具休.互 無所列的褚因素皂元疑同

是有用的,但 需用更多的吋同未加以考慮°冬管如此,位表拐特別報告反向委貝含提出了一份清草 ,

使委貝合思考如何解決送一鬥題°

Ⅳ.他村子沒有机金就夫于
“
全球公地

”
的第六次技告弗六幸 (A/CN.4/428和 Add.1)充

分友表忠北表示適憾,并相信已絰何要用途了困堆的特別根告貝將能在委長金下屇合以上提出解

決困堆的建快。些然遠已不是第一次炎理
“
全球公地

”
1.● 趣了.例 如,ㄍ朕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l

奈第 1(1)款 中清楚地提到回家管搖之外的區域,孩公的其他一些奈款也提到了此失因域.具 然

他不是在力人失共同班承財戶的概念辯伊 ,但他是強烈支持遠一概念的.即 使是送一概念最些央的

反肘者也同意放力 ,存在若回家管葀之外的海底匹域,并 且毛不狁豫地起草了有失達方面〤夯和可

能的賠傍責任的規則.因 此,他 放力委員合作力球合目的正式立法机构可力7理 送榮 .9趣 指明道

路。例如,斯德哥小庫宣言原則 21寺 ㄇ道用于國家管帶范田之外的區域,也并逐可以考慮屈分失

性放的內容 ,同 吋捕以保險方法和資金.委 長合不能仗伙悅明在回家管培范田之外的匹拔有可能不

受制的就算了卒.送是汏特別叔告長所作分析中得出的最力明确的結稔 ,拉 力此而祝爽他 .

sB.友 卡弗里先生現 ,草 案的夫鍵是第四幸和第五幸.兵体而言;他忕力第四幸的林題蛗然是

“
賠借發任

”
,但真正涉及賠儅責任的內容很少 ,位 在垓幸中明文規定起源回力所引起的嵌害支付賠

借的〤夯.狄 目前看來,只 是夫于賠伴的第 9茶瑋來才以相些元力的措洞悅明了送項〤簽 .

ω.另 外逐位明文規定,賠佳的教板位有可能恢象原狀 ,除 非可以根括館 2B茶 的茶件減少達

一效額.所起草的茶敏提出,受形呴固有女任汏起源回爭取可能得到的賠借.他放力泣特移速种久

坦 ,使得起源回必須充分賠借威力一种假定前提 ,但孩回可根括弊琳 茶規定的滅繳因素駁回送一

假淡。第 竹 茶的范田位些才大,列 入目前第 17茶 車來中的某些因素,包 括 (巨)至 ㄑd)項 ,(f)

至 <h)項 ,及 °)和 (m)項 中的因素.可 以用參考注好的方式將所有送些因素列入第 23茶 ,力

起源因和受形咱回之同送行淡判提供指早。

7U.他 同志第教 奈車未所悅的原則,并尤其次迎第 1欺 中大于殕借用于恢交坏境中受韻害內

容的合理安用的叉夯.之是吋車葉的一介十分秋叔的貢栽 ,看來是目前坪估不境受害程度的最央隊

的方法.冬管在有些仔現下消除坏境所受的敬字是不可能的.就后一种竹兄而言,庄 考慮某种形式

的賠佳,如 名又賠傍,表示故意,或提快蛤子某种形式的替代 .

71.夫 子瑋 2s茶車來,他傾向于規定共同和達帶賠借云任的各逸未文 A,因力他透是快力拉

’
凡第 219g次舍快,腳 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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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起源回承袒安任。在許多竹兄下起源回很堆怔明垃由兩介超源回中的哪一介無犬°但在國內法是

有例可循的.在美國,Mich托 v.GreatLalesSteel一 來 (1974年 )中 外回污染者共辰上承但了共

同和達帶賠僗責任,因 此受害者得到了充分賠伴。

92.第 笳 茶垃在革來中有其位丘,因 力它是此英文件的一項林准規定 .

竹.他 在本屆套洪之前哲不洋淡方五幸 (民

一

賠僸犬任),草 案的送一增朴特別值得攻迎.也

許可以較清楚地悅明,与 遠方面的某些公的規定的一祥 ,必須向起源目的法院提出索賠要求.遠祥 .

由子作出判決的回京將執行判決,夫 于判決的強制性的一奈也就不必要了.

74.特 別推告長的第六次報告第六幸 <A/CN.V428和 Add.1)爽理的是村
“
全球公地

”
造

成的敬害,秦巖草案可在達一領域中戶生重大的影呴°必灰考慮到,由 于公地不享有法人地位 ,將

需要創新的解決方法.目 前也沒有任何因隊姐球銓回隊社合投杈代表回酥社合的利益保抻和維伊

全球公地。因此送一同題确央要求逐步友展回哧法,或 許可提出夫子一介机构的某些建袂,元在是

一今因隊姐軹或現有姐坎,如 朕合日下屈的一介机杓 ,由 其久帝保伊公地,并在央辰上代表回阮社

舍上伊公地.值得考慮的一介建快是委托托管理#合承但遠一取女.

9S.海斯先生肘第 21茶車來表示螢同,垓紊規定了淡判的〤夯 ,達是回隊法所確定的,中 央

上回酥法院也送祥考慮迪 .他 同志特別根告長的志兀 ,違反之一〤簽与違反此前所涉的草案所包括

的〤夯不同,位 构成不法行力°

76.轟 然他肘特別根告真不同意規定賠僸最有限額的意兄表示高共 ,但他次力特別報告良力技

少賠借所提出的理由之一是不合理的,即 根括預防肘受影喃日造成跨界敬善所花夌的金板滾少焙

借.用 數縈的活悅,如 果成功,此种措施的豬果是城輊敬害,汏 而限制起源目的賠借女任°但是如

果措施不成功,很准指望受形呴回來分袒安用。但是他不臥力成放效半角度7理 送一同題:預 防措

施的安用同腄垃是兩介普═回之同淡判賠儅吋申快的回趣.因 此他支持第 2S茶草案的主要部分 ,

‘
但希望省略方括子中的部分內容,可 在坪淹中玵其加以赴理,但不必具体提及共隊效果 .

η.他 同意洪力,荼數草案中也垃包括不境本身所受的敬害,但 并不水力有必要車狂就此列出

一茶茶放瑋案.他放力好 2● 茶館 1放是一次′般性規定,也︴位移到車來中校#前 面的位丘.而

速洋索 2數和好 3效就不必要了.

竹.他 同志小未曾先生就夫子時效的年 29奈車宋提出的意凡 <右 Zl“ 次舍快>.垓茶似乎道

用于日內法院的拆松 ,看來在委貝合所涉的此种文中中強球時效的一致性是不明智的,特別是因力

此英文串不同子特別報告貝援引力先例的某些公的,涉及到的活劫范田十分戶泛 .

9g.夫于民

一

賠借女任,他 肘于受形呴回或受板士方可以有所逸捀的例皮表示玖迎,它 既可通

避外交渠道碟求朴救,也可投拆于起源目的日內法院.送种制度遜許可非回象的索賠者在受形咱回

的法院爭取+1.敬 方法,可 以假定垓回即索陪者自已的回東.他村子沒有提出起海回的賠佳女任只不

遊是篷菅者賠信女任的朴克達一意凡表示商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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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U.使速′方法戶生共怀效果的規定中包括第 28茶 草案第 1敖 中的規定,在孩規定中摘王了

大于國內朴敬亦琺的規91l,使得有可能逛用外交渠道.拜 31茶 草案.●●里了回家豁免,洪而有可能

求助于國家法院°些然也逛有在速种什兄下蛤日內法院以管格板,并允︴受害方向此种法院提起拆

忪的規定。在世方面他有兩介 1.● 題.第 一,茶款車來是否也庫明文規定起源回必須接受受形咱回回

內法院的管培?第 二,他汰力錧 2B茶 第 2數 的常二句的效果是,肘在起源曰法院上拆沬求朴故方

法而未荻成功的受害介人而言,其 本人的回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通述外交渠道提出他的索賠要

求,即 使垓回希望以司法不公力理由速洋作也不行,達 是否是委貝合的志田?

81.就
“
全球公地

”
同題友表慮北的委真相村致少,因 此他本人放力可以特別報告真很有腳助

的第六次根告第六幸 (A/CN.4/428和 Add.1)力 基地,于下屆舍快再甘淹道一 1.● 題.他 玫迎特

別根告貝在達方面可能作出的任何扑充°

82.他完全螢威特別根告長的坪淹 ,“ 如果目前回哧法中村子回家管擋范田之外地〤的坏境遭

成我們申洪中的那种頡善沒有規定任何賠條文任的括,那 么肯定位.9× 有達祥的規定
”(同 上,第 76

段)° 報告突出悅明了研肘情況制訂規Jll吋 遇到的犬量困雅,但 也指出了有希重有可能性°他汏力 ,

委貝合完全有能力找到方法,把速一洪題納入寺題范田之內°

下午 6吋 2U分散合。

弊 21B9次套洪

199° 年 7月 5日 星期四下午 3吋 35分

主席:史 久儲先生

出席;阿吉#拉素王、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
、

巴小沃薛

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新利先生、本努幼先生、卡末多 .′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回 #雷 斯

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男巧先生、巧希鳥先生、表

卡弗里先生‵恩居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氰菜先生、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拉扎

几德拉朗博先生、午庠幼斯先生、塞普小舞送 .古供宙斯先生、揚巫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揚可

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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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哧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ㄑ臻〉
.

<A/CN. 4/412和 Add. 1和 2,l A/CN. 4/4Z1和 Add. l和 2,B

A/CN. 4/L. 443,F市 ,A/CN. 4/L. 445)

〔扶程項 目的

起草委貝舍提洪的各致車來

年 22至 27茶

1.主席靖起草委長套主席介網起革委長舍通逮的第 2Z至 Z7荼草案 (A/CN.4/L.●●5).

2.巧 希馬先生 <超 革委真合主席)悅 ,他要首先感謝起革委貝合成長的建淡性精神和刻苦工

作°他逐玵不是起草委貝合成長但林助起革委真金工作的日怀法委貝合委員、提供了板力宜女郝助

的特別報告見以及秘中炎表示感謝 .

3.起草委真舍在安排其工作吋牢圮若回酥法委炅合表明的意囿:在本屆合以上冬力完成回家

及其財戶的管葀豁免茶款草案的二樣,并在現任委長任期內优先考忠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和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達兩介寺題。起草委貝合元法在升始吋就甘淹管格豁免的青題 ,因 力

特別報告貝小未曾先生的第三次報告在本屆合快幵始吋尚未以所有活言分友,報告栽有村前屆舍

洪提交起革委貝套茶款提出的建洪。因此委貝舍決定利用共兩介星期忖淹回所水道音趣,在 此之前

已幵拉兩次合快甘拾逮遠′寺題.            ﹉

4.本 屆合以牙始時,思 共尚有 4奈有失回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茶放軍來待起革委貝舍常快 :

特別報告貝干 1988年在共第四次根告 (A/CN.4/412和 Add.1和 2)中 提出的第 16奈 〔17〕 車

案 <因 砵水道 〔系統〕的污染)和 第 19奈 tlS9草 案 (保伊回隊水道 〔系玩〕的不境),以 及子 1989

年在其第五次報告 (A/CN.4/421和 Add.1和 Z)中 提出的算 η 茶草案 <与 水有夫的危害、有

害狀況和其他不利影咱)和 算 Z3奈草案 (与 水有夫的危險和緊急竹兄).

5.起草委員套已完成了送 4奈 的工作,其幼舌連好的是特別報告貝所使用的喵吋編子方法.

因此,要完成整介奈放草案;委 真合只帝完成本屆舍快交其中洪的紊致或特別效告貝遜將提出的茶

放以及有失用悟的弗一來.因 此,回 酥法發長合板有可能按卄划在 19g1年現任安民任期堵束之前

完成秦歉車朱的一法 .

6.他 回碩 ,回 隊法委貝舍在以前的舍以上已通迂車來的共三介部分.弗 一部分,<手 言)忌 共

有 5茶 ,其 中常 1茶用悟仍在中快中,幣 二部分 <一 般原則)包括第 6奈到方 1° 荼,第 三部分

.象
自第 2167次 舍快 .

l特
我于 61988年 ...⋯ 年盤9,

’
特哉子 《1989年 ⋯⋯年盤》,

第二卷 (第
一部分).

裝二卷 <錧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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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卄划的措施)包括第 n紊到第 21茶 .起草委貝套班在提出的茶放拘成了車集弗四部分 (保抻和

保全)(館 2Z至 2S茶 )和 第五部分 <有 害狀兄和紫怎情況)<第 加 至〞 茶〉°

7.第 四部分第 22茶到第 25茶 ,与 特別報告長子 1988年 在其算四次報告
’ 中提出的第 16

〔17〕 茶草案和第 19〔18)茶車來相吻合,分別就日隊水道的污染和保抻回狋水道杯境作出規定 .

回怀法委長舍几位委員汏力 ,由 子保#的概念比污染的概念逐要先 ,因 此垃先釵迷保伊水道的〤芬

再釵迷預防和減少污染的〤夯.起草委貝舍根指速一現志重新安排了送些茶放的奈文°

第 ” 茶 (保 #和 保全生念系統)

8.起草委見套提出的裝 22奈 案文力 ,

弟四部分

保中和保全

第 22茶  保中和保全生怒系統

水道回垃草狄或共同保伊和保全因哧水道 〔系統〕的生杰系窮 .

9.保持回萍水道的火夯是在弊 17n助 茶車某第 1歉 中提到的.力 強化特別技告貝似定的遠

項〤夯,起 草委貝合刪去了
‘
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

”
的洞悟.而 且,起 草委貝合遜參照 19S2年

《蚨合國海洋法公的》第 1gz春 的做法,肘保伊的概念增加了更秋极和更具有活力的券抻概念,狄

而使送項〤夯的內容更力清楚.力 保怔用吾的達貢性,將
“
車狄和合作

”
一同改力特別報告真在本

簽第二款中使用的洞悟
‘
車狂或共同

”,孩洞取 自 6朕合回海洋法公的》館 lg4茶 第一款。
“
共同

”

采取行助的〤夯,就 是道用第二部分、特別是第 6至弗 9茶所我某些一殺〤夯 .

lU.村 子其他茶款,起草季貝舍主要是力求茶文何洁°委貝金已得出鎗挖 ,“ 回隊水道 〔系

統〕的不境 ,包括水道和周田地Ⅸ的生念
”
的提法有兩介缺魚.首先 ,不移明補,因 力速攸提及回

隊水道坏境的棋糊概念 ,其次,可 肘送些坷作出相互矛盾和不道普的係發 ,即 水道不境不包括水道

本身 ,奴包括与水道沒有什么瑛系的地區.因 此,起 草委貝合傾向使用科半含又欲力准确的生杰系

統送一概念 ,因 力它涉及保伊河流所必須的自然系統,而且如歐洲篷游委貝金有失水利管理工作所

表明的,之一概念日益被放定力法律抗念.送一魚將在本紊的坪注中子以解秤。

11.起 革委真舍次力
‘
嵌告、退化和破坏

”
等宇沒有必要,因力保伊和赤伊水道的概念在范田

.夫
子特別根告真在其第四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16〔 17〕 茶和館 19〔18〕 茶車來的案文以及委

貝令館四十屆舍快上的甜捻摘要,分別兄 ㄍ19BS年⋯⋯年譽》,弗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2S

段起各段,腳 注 73和 錧 138-168段 ,錧 31-32更 ,腳 注 91和 好 169-V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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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全面的°而且,送些祠浯沒有充分反映案文的用意,即位使各回承但不伙不便水道退化,而且

在可能吋改善水道狀況的叉夯 .

超革委貝合逐刪去了
“
或追遇尸重危險

”
的洞悟,委 長合放力達一洞活是多奈的,因 力臻文中田迷

的叉夯在措詞上很全面.委 貝合逐刪去了
“
因各回領土丙的活功

’
的詞悟,因 力速些洞悟也似乎沒

有必要°

12.在現險段他持不肘根告貝原提出的第 17〔 18〕 茶第二歉迷行坪淹,因 力垓款是似打一車

狂茶數,即 第 25奈 的基拙,垓茶他將稍后介勿.原 來建破的第 1?〔1B9茶 的林趣豊然迸行了修汀 ,

以考慮到肘案文所作的更改.

13.阿吉博拉素王悅,他可以女同垓揪定的寒文,但快力
‘

〔系筑↗ 一同位刪掉,因 力已呆

用了生悉系玩的概念 .

∥.凱 西先生悅 ,逆 一泀題取決于回怀法委貝合到底是采用
“
回隊水道

”
逐是采用

“
回隊水道

系坑
”

的表述。達一日題在第 1茶 〔用活〕中尚未解共,因 此最好使案文保持原祥 .

15.再 希馬先生 (起 革委員套主席>悅 ,“ 系統
”
一洞不依在第 22茶而且在所有奈歉草集中都

用方括咢括上,達 意味看回哧法委貝合在道些的吋候將決定是否保留垓洞。他逐指出,在 目前好兄

下
“
水道系筑

”
的概念不同于

“
生忞系統

”
的概念 .

16.斯 里尼瓦蘚 .拉奧先生要求特別報告長在第 22茶坪注中界定生念系統的概念 .

17.托移沙特先生注意到超革委員合提出的荼敬的好几奈中都使用了
“
革狙或共同

’
的河潑 .

遠兩介洞用
‘
或

”
送一連甸連接,似 乎相互排斥.因 此,如果采用遠方面的失鍵紊欺 ㄍ球合回先

幸》館 56茶 的措洞,使用
“
車狂和共同

”
可能更好一些 .

18.友 卡弗里先生 (特 別根告貝)說 ,“車貀或共同
〞至少在英文中可理解力

“
草狂和共同

”
,

因力
“
或

”
速一連同在之种情況下尸格的掰并不起分有的作用°而且,如起草委長合主席指出的,

速种表途取 白1982年 ㄍ環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194茶 ,原 文中垓表途后面跟睡有
“
道些吋

”
一同 ,

起革委真合區然放力是多奈的.元 站如何,坪 注中可解秤達一洞姐中使用的速兩介詞并不相互排

斥.他快力委員套位考慮托移沙特先生的意班,在 常扶整介茶欺草案 時再甘站達一同題.目 前,他

音起革委真金主席央定在現險段是否有必要肘此作出改功 .

lg.本 努幼先生悅,垃 保持來文不交,并 同志特別根告長的芯凡 ,“車拙或共同
’
送一切的志

思是,些 各回不是根括跡快共同行功肘,則 由每一回家革狂承但〤夯.共 萍上,普 各回根据怭快共

同行功吋,它們也是在革住行功.如果它(1● 可以做待技多,它 ()● 也可以做得技少.共 同行功也意味

著各回可自行或怭商一致決定采取革方面措施 .達洋的捇快超出了車方面行初,但 也包括草方面行

功.“共同
”

包括和包含了
‘
革拙

”,但 印不能反迂未排.即各國如未造成捇以,也可革歡行功.

2U.然 而,如使用
“
草狂和共同

”
送一洞,則 意味若是車獵和共同的措施,而 兩者并不是患是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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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斯里尼瓦薜 .拉奧先生悅,他 也扶力垃堆持現有案文不交,他肘特別報告貝肘
“
車狸或共

同
”

的表迷的解發表示滿意°
“
草狂或共同

’
采取措施允忤在必要吋采取車狂或共同措施。玵于回

跡水道,各 回一殺伙吋屆于其管格的水道部分采取措施.因 此,它們首先車狂行功,如果有必要共

同行功吋,則 是以后才送祥作°与本努幼先生一祥 ,他也袒心
‘
車歡和共同

”
送一表述促使各國承

捏即使在不必要的時候也共同行助的〤奔 .

22.巴 你甜戈夫先生悅 ,他 安同起革委真奈提交的來文,因 力它垮沿岸回以充分的自由車狂和

集体行劫,而且也符合所波想文件的种美,即 期要你定 .

23.阿吉博拉素王洗,他 村所作的解發表示滿意,并 接受起草委長合提出的案文 .

放.馬 希与先生 <起 革委貝舍主席)悅 ,他 同志特別根告貝、本努納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 奧

先生和巴本甜戈夫先生的意兀。

2S.主 席悅,如 果沒有人反村,他就汏力委長合同志哲吋通迂起草委貝舍提快的第 22朱 °

通逮第η 茶°

第幻 奈 (預 防、減少和控制污染)

2e.馬 希島先生 〈起草委員合主席)介紹超革委貝合提快的第 23奈案文,第 2B茶 案文′下 :

第 2$茶  預防、減少和控制污染

1.力 了本各款的目的,‘ 回隊水道 〔系筑〕污染
”
是指由于人的行力直接或同接引起的回沶水

道 〔系坑〕水的成分或辰丑的任何有害交化 .

2.水道因位草狸或共同預防、減少和控制可能玵其他水道曰或其坏境帶來明五韻害的回怀水

道 〔系坑〕污染,包括玵人的健康或安全、玵水的任何有益目的的使用或肘回防水道 〔系玩〕的生

物姿源的頡害.水道回位采取措施以怭琱它們在遠方面的攻錶 .

h.在任何水道回提出要求吋,水道回拉送行林商,以便确定禁止、限制、琱查或盤測放入因

哧水道 〔系銑〕的水中的物辰清革 .

29.馬 希馬先生 (起 革委貝合主席)城 ,館 2B茶原來是被特別根告貝作力第】6El99奈 草案

提交曰沶法委長舍的,‘ 它的規定主要涉及污染的定〤和π防污染的叉芬.起 革委長合保留了原案

文的犬部分,遜決定最好側重子污染的定〤井突出与預防明确相失的又芬.

2B.年 1扶共隊土与原文牛 1放相同.肘水道系玩污染所下的定〤是:‘直接或同接由于人的

行力所引起的回怀水道〔系統〕的水的成分或痰士的任何有害交化
”
.垓 措詞使垓球与 19㏄ 年回陲

法怭合通迂的 ㄍ夫子使用回豚河流的水的赫水辛基規則》弗 9茶 <凡 A/CN.4/412和 Add.l和

2,弊 m段 )較力接近。它沒有具体說明任何特定和爽的污染或污染媒介.也沒有界定何种程度的

‘
兄上文坤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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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弊作造成法律后果的污染°垓定〤并不打弊在污染和可容忍的扱限之同建立蚨系°它沒有預先

判浙不法行力的鬥趣°因此,它 包〞所有污染,而 不梵污染韻害的程度是否送到了草案第 8奈提及

的
“
明區插害

”
之一林准.除

“
人的有力

’
引起的污染之外,它 沒有具体說明污染是如何造成的.

起革委貝舍放力 ,首 先以達种方式提出一殺性的污染定叉,然后才在其他茶數中在污染和造成法律

后果以致引起某些責任的污染程度之同建立球系,是 道宜的.

2g.第 二款的定又不要求特別的好捨。在犬多效有失送一鬥題的文件中,污染的定于是#某种

物辰
“
引迸

”
水、空气、坏境等.送一引迸造成了有害的交化.然 而,就水道而言,造成有害交化

的也可能由子
‘
撤出

”
某种物辰或出于自然原因.起草發長合快力,污染的原因必須是杕力的.一

殺是將某种物辰引入水道 ,但就起草的現焦而言,很雅既在現有第 1款 中納入送一概念,而 同時又

不豬小其普遍性 ,那 么如何能既提及特某种物疲引入水道卸又不說明它是什么物辰呢?送 正是起草

委貝合致力子避免的泀題 .因 此,它汏力最好保持垓荻不交,但在坪注中解釋有害的改交通常是由

子將某种物辰引迸水道所造成的.

SU.起 草委員合傾向子悅
“
有害

”
改交而不使用其他英似的形容洞,如 “

hεrmful” 以便使污

染的定〤具有一般性辰.它 逐放力最好提供一些有害改交的央例,在 坪注中加以用途 .有害改交包

括玵生物資源、人的健康、肘水的任何有益目的使用等造成的韻害.坪 注不妨列出具体改交的央例.

如改交水的物理和化學性辰 .‘构成
”
一詞包括才物辰和自然化學物辰在水中的含士 ,達也可在坪

注中加以解釋 .

31.起 草委員合在中快第 1款 吋扶力,水 中
“
生物

”
的交化共昹上不是通常所理解意又上的污

染 .生 物焚化是指弓i迷外來物和和新物种引起的交化 ,委 貝舍已決定將可能板力有害的那和文化作

力新的各放即 2● 荼的狋趣 .

32.環 后 ,起車委員舍放力,由 子弟 1數俱涉及污染定〤,因 此將其列入有失用浯的第 1紊及

終可能更好一些 .

33.第 2數是直接道用牛 8荼 ,它 規定了水道回有叉簽不玵其他水道回造成明五敬接.力 使達

一祝念具休化 ,起 草委真舍采用了 1gs2年 ㄍ秩合回海洋法公的》弗 194茶 第 1技 的措洞.方 2數

的基拙是下列四項要素:G>各日又〤夯的卄車狂或共同行功,<b>有 叉夯預防、臧少和挂例水道

污染,“ >有〤夯防止玵其他水道曰造成明五敬害——起界效果,q)水道回有〤夯采取措施林調

共政策 .

鉎.其 中兩夙要素是新的.起車委長套放力,污染班象共隊上可分成兩介盼段‘錧一阱段是菜

种物辰偶然造成污染,送 吋就戶生了
‘
防止

”
的叉夯的1.● 趣 ,好 一盼段一旦完成,城造成了有害我

怒.在達种情況下,有 兩种可能的炎理亦法!要 么像持污染狀怒不交,仗防止其雞象惡化 ,要 么柔

取措施減少危險和改善已造成的有害扶兄.起革委員合逸捧了弗二种拜次亦法.達也是<琺合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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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法公的》所采用的現魚.豬 果,第 二茶所規定的防止污染的叉夯中又增加了減少和控制污染的叉

夯。

35.各 田有又夯采取措施捇惆其政策也是新的.起 草委長合采用了ㄍ蚨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194

荼的達一概念,希 望表明水道回須作出不懈努力林調其政策。

∞.原 第 2欺 中的
‘
生念

’
一同 已被

“
不境

”
一同所取代。起草委長套放力

“
坏境

”
一洞在含

〤上裝兄,逐包含了
‘
生怒

”
的芯又.垓解釋粹列在汗注中。                .

S7.第 3數 照暴了原來的第 3欺 的奈文,力 使共含〤時楚,几赴作了小小的改功.因 此,刪 去

了涉及
‘
物种

”
的洞悟,因 力正如他在提及原來的箱 1放 (凡上文第 31段 )中 的

‘
生物

”
交化吋

所解群的,起 車委長合已決定車狙另揪′茶有失送一主捶的茶敏°

38.起 草委真合考慮到了預防、減少和控制污染送一內容,修 汀了垓紊的林趣°

39.斯 里尼瓦菸 .拉 奧先生現 ,玉 然他不是起草委貝舍的威貝,但愿志村第 2S茶作一些坪淹。

他村我有一殺定火的館 1奈沒有意北 ,但村在第二句中使用直隊式悟气表示捏心,垓句林 :“水道

回拉采取措施⋯⋯”
。些然,位 垓靖各回逐步和定期采取措施+,1琱 其政策,但 不能命令它1｜〕送祥做 ,

因力掰琱政錶是一沒卡和交染的迂程°而且 ,起 草委貝合主席在介鋼垓荼吋洗得很村,泣 些指出水

道回須作出不懈努力林調其政策°因此他傾向子使用案件活气的
“
位孩

”
一切°他村子第 3款 的措

詞沒有异快 .

4。.本 努鈉先生說,他主要肘措碎提出志凡.在 弊 3欺 中,文 字份丑似乎逐步減弱,“泣禁止、

限制、琱登或╨測放入回酥水道 〔系統〕水中的物辰
”,送些田悟在份童上是放最具有限制性到最

不具有限制性。因此
“
╨測

”
一洞是否可放在

“
琱查

”′詞之前?法 悟來文中aud︳∞是否其的等

同子
‘
琱查

”′詞,他沒有把握,垓甸母威 .n.lys&是 否更好一些 .

姐.假菜先生悅,第 2欺 “
可能玵...⋯ 水的任何有益目的的使用⋯⋯造成明昆撇害⋯⋯的污

染
”
送些洞悟毛元意〤,因 力受到強害的可能是物,也可能是人,但不合是行功.就水的使用而言 ,

本位提及各种陣磚和鬥趣°解決的方法是在時革中加入一介新泀,在孩句末尾提及水的使用 ,送桿

孩句力 :“ 可能村其他水道回或它●1● 的不坊帶來明五的根害,包括村人的健康和安全或村回哧水道

〔系先〕的生物資源的敬善,或吋水的任何有益目的的使用帶來 1.9趣 .”

●2.阿吉傳拉未王悅,他 同志斯里尼瓦#.拉央先生的意凡,即
‘
泣

’
一田使第2款棠二句限

制性達大°第 3數 中
‘
放入

’
一詞与未文不移捇琱.他希望起車委員合主席玵此玲子一些解舞 .

●B.科 多馬先生在淡及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和阿吉博拉素王91第 2致第二句使用
‘
位

”
一洞

所作坪淹吋悅,使用
‘
位垓

’
一詞具有同洋的強+l性 。

44.斯里尼瓦#.拉央先生悅,他放力毒革委真合的目的是崁扇各回林惆其政策.如果 “位”

和
‘
泣垓

”兩甸強制性逮大,可能需要新的其他泀悟,并在坪注中予以妦舉。

●S.巧 希与先生 <起革委貝合主席)在 回答所作的呼捨●l悅 ,他可以同意本努幼先生的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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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把第 3款末尾詞好的瓶序交換一下,將 ‘
╨測

”
一詞放在

“
琱查

”之前°法悟宋文遊舞 彥tudi&一

詞,是 因力找不到更道些的同,如果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解決亦法,他放力沒有理由不可改.

.●.夫子佩菜先生的怦梵,他指出第 2款 的文字是以19B2年 ㄍ敢合國海洋法公的》力基拙的.

其中提到
‘
阻磚海洋活初

”(第 1茶 ,館 l(4)放 ).‘阻得
”

的概念可以速祥使用,那 么要玵垓案

文相位地重新安排 ,以 使速一來文成力 :“ 可能玵其他水道回或它們的坏境帶來明立敬害,包括村

人的健康和安全或肘回隊水道 〔系統〕的生物資源的根善,或阻璕水的任何有益目的的使用 .” 然

而,回 妳法委炅舍全体奈快似乎不是迷行送爽起草工作的最好場所。

η.他在回答斯里尼瓦#.拉奧先生吋洗,常 2欺幣二句使用隊迷性悟气,即
“
各水道回坐呆

取措施⋯⋯”
是起草委長合逸的,因 此位由回隊法委真舍決定它是否愿想保留遠些河 .

48.阿 吉博拉素王的意北似乎不透用于第 3致 的法文未文,因 力其含又十分清楚°已有規幸禁

止將某些物辰引入河川。

49.切 科夫先生悅,他扒力第 2S荼反映了迂去 1U年來、特別是 1992年 夫子人失坏境的磁合

國合快以來回吥法的袋展。它的規定完全符合國怀法怭金 I966年 通迂的ㄍ夫子使用回隊河流的水

的赫本辛基規則》(兄 A/CN.4/412和 Add.1和 2,腳 注 3° (日)<二 ))和 1982年 《敢合國海洋

法公的》.但 第 2放 沒有提及 19S2年公約第 1茶所列所有的強害种失°他特別想到破坏优美坏境 .

遠一適漏是不是故意的?

5°“夫子政笨捇惆和在第 2款第二句中使用
“
位

”
一洞 ,他指出是逸用

‘
位孩

”
遜是

“
位

”
已

在其他煽合弓〡起爭快°但 目前情況所涉及的是怭琱 ,換言之是預先假沒有夫各方之同已有某种掰次

的迂程.因 此,達种情況下的
‘
泣

”
一洞的含〤可能不是非常戶厊的.他建快,垓敬位以各項海洋

法公的力基拙,因 此
“
垃

”
位子保留°

“
虛垓

”
一詞不大尸格,不 用于法律文件 .

51.友卡弟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在 回答阿吉博拉素王吋悅 ,他志氓到第 3放最后部分的措詞

有些別扭 ,但 目的是起草一介冬可能精确的來文.切科夫先生1.9到 第 2效力何未提及优美坏境 ,他

悅起革委貝合可能想提供一些共例,因 此在清革之前使用了
“
包括

’
一詞.在時車中使用了

‘
或

”

一田.而 且,坏境的概念也包括仇美的不境,送一庶不妨在坪注中提及 .

S2.他 同志佩利特先生的意北,即 確以說明村一种使用的板害.但垓措司是以一些先例力基砒

的,包括囝隊法怭舍 lg82年通越的夫子道用于跨界污染的焦特利小規則館 2各第 1致 <兀 A/CN.

4ul2和 Add.1和 2,方 7U段 )所 我污染的定〤 :

‘
污染

”
系指人直接或同接特物辰或能源引入坏塊 ,仄而造成以下性辰的有害形咱ε危及人的

健康,強 善生物資源、生杰系毿和物辰財戶,破坏优美坏境或千淑坏坊的其他正些使用 .’

他玉然不主米呆納送一定〤,但是快將牛 2敏弊 1句 的末尾改力 :“ .⋯ ..包 括玵人的健康和安全或

回酥水道 〔系統〕的生物炎源的頡善,此 种敬告有可能干預肘水的任何有益目的的使用 .’

SS.筠 希島先生 (起革委貝合主席
。
建快,肘特別報告真的建快可稍作修改,改力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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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的健康和安全或村因隊水道 〔系坑〕生物資源的韻害,垓韻害可能干預村水的任何有益目的的

使用°”

弘.斯 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說 ,全舍并不是解央送炎措詞同趣的地方.他建洪 ,成 靖求特別根

告貝在第 23茶 中加入新的解lV.,以 供二壞適避 .

茄.本努珀先生悅 ,如果第 2S恭案文不列入佩末先生提出、并銍特別根告真和起草委炅舍主

席同志的改迸,那 將令人感到適憾 .

56.馬 希与先生 (起草委長舍主席)悅 ,在与回隊法委員套有失成長磋商之后 ,他提出第 2款

第 1句 的來文如下 :

“
水道囝位草獵或共同預防、減少和控+l可能肘其他水道回或它●19的 坏境帶來明昱振害的回怀

水道 ㄈ系坑〕的污染,包括村人的健康或安全或肘回隊水道 ㄈ系玩〕的生物炎源的插害或村本的任

何有益目的的使用的千詼°
”

57.斯 里尼瓦#.拉 奧先生悅,他不能接受送一來文,因 力
“
明並損害

”
的泀悟受到

“
千狐

”

的概念的限制 .

58.揚 科夫先生說,最好使用 19花 年的球合國人美坏疣合快的根告
舌 附件三所栽海上污染定

叉的措洞,因 力速一措詞其師上已得到普遍接受°力此,起草委長合主席建洪將來文的錯尾部分

(上 文第 Sc段 )“或肘水的任何有益目的的使用的千頂
”
改力

“
或擬善力任何有益目的用水的旋丑

和破坏优美坏境
”

.

59.裝卡弗里先生 (特 別報告貝)悅 ,起 革委貝舍并未忽視 1982年 ㄍ球合因海洋法公的》和

回隊法捇合的 《赫本辛基規91l》 和 ㄍ裳特利小規Jll》 所我村污染所下的卄多不同的定〤°第 2S茶

第 1歉 的定〤与 ㄍ赫本辛基規則》相近 ,但 回唪法掰套 lg82年制定的 ㄍ求特利本規Jll》 并未遊循

速一定又。ㄍ海洋法公約》所裁定〤涉及的是海洋坏境 ,因 此并不完全透用于水道°而且定〤不能

一字不改地汰一介領域照散到另一介領域°他原來提出的定又比回隊法委真舍正常快的定叉洋冬

得多,但起車委員舍放力,垓定火述子洋如,霈要何化,送 一看法是肘的.然 而,算 ZB奈 算 2款

和弗銋 茶都朴先了送一定叉。他逐放力,所涉优美不境的措詞可列入第 2放 的清革中,但捏心回

隊法委真合委真可能希望加入其他需要保伊的內容。
‘
辰〧的改交

”
是污染的核心,第 】球所裁污

染定文應含了遠一撓念 .干預的抗念确共是明昱掘害的一介方面,特其列入力第Z致揪汀的新案文

(上 文好“ 段)是係利特先生成活法1.9捶 所作坪站的錯果.他放力,千敬与強害是同又甲,因 缺乏

更好的解決加法,他愿悲使用
‘
干預

”
一切 .

‘《球合國人美不境合快報告9,新德母小摩,197Z年 6月 5日 至 16日 (敢合因出版物,出 售

品編咢:E.73.Π.A.14和真正),第 9B更 °

——
 462 

——



6U.斯 里尼瓦薜 .拉奧先生悅,井梵怔共了他的印象,因 吋同很少,回 吥法委員舍不可能充任

起草委真套,最好在二樣吋再討捨措詞鬥趣°巴本甜戈夫先生女同送一意北 .

61.迪 皿斯一回薛雷斯先生悅,他 肘所甘站奈數的西班牙瑋文作一殺性保留.

62.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回碩悅,他去力軍 2歉第二句中的
‘
位

”
一洞強制性述大,有失怭

琱政策的同趣可在坪注中途及°

63.主席悅,如果沒有人反肘,他就次力回隊法委員合同志哲吋適迂起草發表合提出的第 2S

茶°

第 23茶 通避:

第 加 茶 <引 迸外來物种和新物种)

64.馬 希馬先生 (起 草委員舍主席)介紹起革委貝合力第放 茶似汀的某文,垓 茶如下 :

第羾 茶 引迸外來物种或新物种

水道回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 防止將村其他水道因可能有不利彩晌的外來物种或新物种弓i

遊回隊水道 〔系統〕。

∞.起 草委員合得出的錯梵放力有失泰抻田防水道的達一方面拉另似汀草出茶款作出既定 .

第 扭 秦的基砧是 lg82年 《秩合回海洋法公的》弗 196茶 ,垓茶林趣力
‘
技木的使用或引逮外來物

种或新物种
”
,起草委員合已絰采用了送兩介概念的第二今概念,因 力第一介概念主要涉及幵友海

底的技木,因 此不透用于水道同趣.在 坪注中將說明,來 文所括的是將外來物种或新物种引迸水道

之中,但 与沿水道攻立而又与水道相分有的湩並企╨元夫°

∞.‘防止引迸物种
”的詞悟表明,弗 2● 茶道用子政府些局和私人的活功,但不透用于由子自

然力的作用可能友生的情況.起草委長合使用了
“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

’
的同活,而 沒有使用

“
垃防止

”
的洞活,目 的是表明水道回有火夯送行必要的研究和采取必要的預防行功,以便使引迷

外來物种或新物种不至于肘其他水道回帶來有害形咱.因 此 ,如 果引迸外來物种或新物种村其他水

道回帶來的不利形喃是不可合理預北到的,那 么將不水力玄水道回將達背了共〤夯 .

67.阿 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悅,他知道第 2● 奈如何与算 2B漆第 2欺相球系,又如何与第巧 奈相

失達.肘 錧一魚,他日到弗 2S奈 弟 2致所使用的
‘
或吋它們的坏境

”
的詞活是不是有意班幣 2● 茶

中刪除的,如果是,力什么.不妨在坪注中玵此作一些解猙.方二魚,由 于特外來初种或新物种引

造水道可能肘海洋不境帶來有害形吻,所 以他村方∥ 茶与涉及保中和保全海洋不境的弗” 奈之

同沒有任何瑛系感到奇怪 .

m.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長)悅 ,#鈕 奈未提及
“
不境

’
可能是適漏.如果委員合委貝

同意,可加上速一坷悟.夫子弟二魚,他指出,因 力送是非常一般性的,所 以第巧 茶道用于阿〨

焦一任伊斯先生提到的那榮竹現,即將外來物种或新物种引迸水道村海洋不境帶來的有害影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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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可在第 2S奈坪注中村送一魚解釋一下 .

69.切 科夫先生指出,第 加 茶是唯一沒有在曰黨似采取措施方面使用
‘
車狂或共同

”
田活的

一茶 ,他向是不是有意遼漏的°如果不是,位 加上垓疑活.夫子阿〨焦L每伊斯先生的意兀,他指

出,水道生物平衡的交化可能形喃海洋坏境 ,但不是必然的°而且館 2S奇昆然适用送种特現,因

力余所周知受到河流污染的大多是田海.因 此他傾向于保留第 24荼 目前的案文不交 .

?U.凱西先生1.9‘
“
物种

”
一詞是否也意味著植物物种.他 遂不知道算 24奈 在何种情況下道用 :

“
肘其他水道回帶來不利形咱

”
的意思是什么?它 是指村水道的各种使用帶來有害形呴,逐 是指 ,比

如,村其他水道回的鞚游帶來不利形喃?他希望村垓焦予以澄清 .

71.巴你甜戈夫先生悅,他不按成在第銋 茶加上
“
或肘它f● 的不規

”
的洞活。垓秦五林提及

的是肘其他水道目的坏境的不利影晌,而不是,例 如,〺他們的政府机器的不利形喃.因 此加上進

几字將改交垓荼的含〤°

92.斯 里尼瓦#.拉 奧先生悅 ,他 同志物科夫先生和凱西先生的意兄,即 村道用第 24奈 的各

种可能性位予解舞°他也同意巴小甜戈夫先生的意兀,不 位加上
“
或肘它們的坏境

”
的泀活。而且 ,

他也不确切知道可使用什么法律杯准來确定形吶是否
“
有害

”
同時垓詞在法律上与第 23茶第 2款

和皙吋通迪的第 8紊所使用的
“
明並敬害

”
等其他表途有什么匡別 .

符.思店加先生悅,他 同意第 24奈 的措同,但袒心如淡法解舞上下文的夫系,Jll可 能限制其

透用范田.在 回答凱西先生的同捶吋;他說
“
物种

”
一洞也指植物物种°

π.再 希与先生 (起 草委長套主席)在 回答切科夫先生的阿腄吋悅,第 放 茶
“
革狂或共同

”
的

祠悟不是有意刪去的,因 此如安長合委貝同意,送些坷活可以加上°

乃.巴 本甜戈夫先生已回答了阿〨焦一每伊斯先生的第一介鬥題:根据上下文,已提到水道固

管格范日內的坏境°

.9S.夫
子斯里尼瓦菸 .拉 瓦先生和凱西先生玵

“
不利影咱

”
一同悟所提出的意兄,他悅 ,他汏

力 ,且 然送些詞也指肘其他水道回銓洴或工生狀況的不利形咱 ,但很堆既又要在達些奈歉草案中之

洋提,但又不豬小其范田.可 在坪注中肘此作一拜舞。

99.卡來步 .′ 僽里格斯先生悅 ,二 然他不反玵加上
‘
車狂或共同

”
的田活,但他洪力常 2●

茶不提送一洞悟是合理的,因 力列入送一詞活的常 2S、 牛 2S和 方 2S奈涉及可能宿要各回共同采

取行功的非常一散性的〤夯和非常ㄏ泛的措施.琳 而第 Z4茶涉及引遴外來物种或新物种送一非常

特殊的竹兄,送种竹兄大多伙在一介回家的領土出現,很少猛要采取共同措施 .

78.夫 子弟以 券力什么沒有提及不境,他扶力,即使在含有達洋措詞的奈放中,它 也是可有

可元的,玵 第 2● 荼而言,甚 至更不是不可缺少的,因 力弓｜迸外來物种和新物种的形喃可能受到更

大限制.不遊,達一向趣可在好注中蛤予係秤 .

乃.一敘來悅,他捏心如果委貝舍雜撲甘淹揪定茶玫的每′介字,它 粹重炙超革委長套已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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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的深入討捨.些 然可以達祥作,但 不位忘記委長含有任夯要完成 .

8U.凱西先生指出,第 2● 茶是新的,是 由起草委貝合似定的,國 哧法委員含水未在全体舍快

上討梵逮°

S1.他 ,● 到,“肘其他水道目的不利彩哅
”
是否指玵規定道用范目的

“
茶數草案弗 Z茶”

算 l

欺所規定
“
玵航行以外目的使用回隊水道 (系 坑〕及共水和同使用速些水道 〔系坑〕及其水有失的

赤妒措施
”

的不利形呴,或者起草委長金也快力達一田悟也指91其他領域的形咱.他 不反肘第 21

茶超出本茶餃的道用范田,但如果超出,就位泣在坪注中說明。如果紫∥ 奈的范田受到第 2余年

l數 的限制,91l位 在茶數宋文中子以說明.

&.切科夫先生悅,19釳 年 6球合曰海洋法公的》第 196茶 第 】放提到了防止引選外來物种

或新物种可能玵海洋坏境——換言之,玵不坑—— 帶來的不利形吶,而 第銋 茶卸沒有速祥作.因

此垓茶案文位明确說明,它 是指肘
‘
其他水道回坏境

”
的不利形喃。他不主米一定要在第幼 荼中

加入 “
車狙或共同

”
的洞活,但他扒力泣在坪注中解科垓茶 力什么未列入送些洞,以便人●●不法

力速是遺漏°而且,他次力,之 些洞在其他奈款中也可刪掉,因 力各回除
“
革獵或共同

’
外,不 可

能有其他行功方式,因 此速些田活只能使案文更力累發 .

BS.阿 〨焦一停#斯先生洗,他主救第 24茶庄提及不境,第 一因力其他茶款已姿提及,館 二.

困力第 鈕 柔和第 2S茶之同的美系.

&.馬 希与先生 <起 草簽貝合主席)悅 ,第 2B茶第 2放明确提及不境 ,因 力它泛指污染.弊

鈕 茶涉及非常特別的情況,即 引迸肘不境的可能形咰尚不知道的外來物种或新物和.而且 ,‘不利

形呴
”的概念已包括了肘坏洗的柏善°不述 ,如 果國昹法委貝舍的委員怒在第鈕 茶中列入涉及眾

境的洞悟,他也不反村 .

BS.正 如凱西先生悅的,第 2● 荼是新的茶欺.不 迂,特 別報告真的館四次報告 <A/CN.●●

.41Z和 Add.1和 2)和 回萍法委長舍本身均甜淹遊它所涉及的鬥題,些 吋的錯淹是位村送一主趣

另汀一車狄荼數°

SS.科〞巧先生靖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不要坐持在好 Z● 荼明确提及坏境的意凡 .

B9.他 也扶力 ,目 前的甘梵江明委真合必須有必要的吋伺忖站起革委貝合的報告.不泣要求回

豚法委貝合的委長瑋率通迂茶放 .

BB.凱四先生和霄希与先生 (起車委貝合主席)走快 ,委 真合拉等到下次舍以才府館翠 去作

出決定。

Bg.主 席悅,如 果沒有人反玵,他就放力委長合同意推退到下次舍快才村第銋 恭作出次定.

就送祥決定°

下午 6吋 2U分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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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SB次 合洪

199U年 7月 6日 星期五上午 l° .+零 S分

主席:史 久儲先生

出席‘阿吉博拉素王、巴哈帥先生、飢西先生、阿〨焦一任伊斯先生、巴示汰中先生、巴你榭

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幼先生、卡菜男 .〞 德里格斯先生、迪正斯 .回 尹霄斯先生、弗朗西

斯先生、格宙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筠先生、友卡弗里先生、

恩詹加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保菜先生、斯里尼瓦薜 .拉 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先 生、各庠納斯

先生、塞普小雉迷 .古缺雷斯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回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致 完)

<A/CN. 4/412和 Add. l和 2,: A/CN. 4/421和 Add. 1和 2,a

A/CN. 4/427和
.Add. l,’  A/CN. 4/L. 443,F芾 ,A/CN. 4/L. 445,

ILC(XLII)/Conf.R。°mDUe./3)

ㄈ快程項 目ω

超革委長舍提快的茶欺草案 <撲 完)

第 24奈 (引 迸外來物种或新物种)‘  (塗完)

1.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長)悅 ,起草委貝合提出了下列銍遊修汀的第 24茶 :

“
第 24茶  引迸咖

一

水道團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 防止將村回拆水道 〔系筑〕的生念系坑可能有不利形呴仄而

玵其他水道回造成明五根害的外來物种或新物种引迸回沶水道 〔系坑〕.”

2.由 于委長舍一些委貝提出肘其他水道目的
‘
不利形咰

”
達一林准和其他茶數中提到的村送

些口寨的
“
明五瓶善

”
不一致,所 以立新起車了本荼.在前一棄文中,不 十分清楚所指的是兩种杯

1持
栽子 ㄍ1988年 ⋯⋯年媻》,第 二卷 <館 一部分).

’持哉子 ㄍ19Sg年 ⋯⋯年盤》,算 二卷 <第 一部分).

.特裁于 <lg9U年 ...⋯ 年券》,弊 二卷 (拜
一部分).

‘來文兀第2187次 合洪,年 64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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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中的哪一和 .逐有人洗位些提到生悉系統.引 迸外來植物种或劫物种可能合肘水道因的生念系銳

戶生很大破坏作用 ,例 如 ,支 延能力很強的風眼〨是一种有別毒的植物,它 可以茶死周田水域中的

所有生物 .另 外,通避生物技木制造的新物种可能合使生杰系統陷入大混亂:爪世界其他地方來到

美回和加李大的船方自帶來一种蛤爪依附在船体上,班在正在五大湖於殖,肘 生悉系玩造成戶糞形

喃。新案文中提到
‘
肘其他水道回造成明五掘害

”
就是力了道位送些情況,但仍然符合草案的基本

原Jl1.修 汀的第 Z● 奈也和弗 22茶 中夫子保伊和保全國吥水道回生念系耽的叉夯以及第 8茶 中美

子不造成明昆敬害的火夯相一致 .

3.帕 夫拉克先生所杯疑的是:玵其他水道口造成
“
明五敬害

”
的是否只是外來物种或新物种

9f生 杰系統的不利形昀°水道回是否合受到任何其他形式的瓶善?

4.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泉 目前的革未速洋 ,第 2● 茶涉及他所了解的所有情況 .

他不知道水道回受到除同生念系統的韻害有瑛系或由生杰系玩的撿害所造成的以外的板善的任何

事例°

5.馬 希出先生 <起 草委員合主席)指 出,帕 夫拉克先生所夫心的是在吋生杰系統的不利影晌

和肘水道因的明昱板害之同保持一种耿系。

6.主 席悅 ,如 果沒有反肘意北,他就汏力委真合同志哲吋通世起草委貝合提洪的第“ 茶修訂

的案文 (上 文第 1段 )°

就造祥決定°

第 鈕 荼通避 .

第 25茶 <保伊和保合海洋坏境 )

7.再 希鳥先生 (起革委兵合主席)介紹起革委長舍提出的館 25奈 案文,垓 案文如下 :

算 芶 奈 保伊和保全海洋不境

水道回位考慮到普遍接受的回隊規則和柝准,革拙或共同采取一切有失回沶水道 〔系筑〕的必

要措施,以保伊和保合包括河口活在內的海洋坏境 .

8.在起草与特別報告貝原先提出的方 19〔 18〕 茶革瑋方 2放相位的第 2S荼 吋,‘ 起革委天

舍比技道快不起越垓令趣的范田.它 把丘魚放在口穌水道和海洋坏境之同的耿不上 ,因 此,特有流

入海洋的非曰妳水道國家村海洋坏境的〤芬放在一道.些 然,它 亡得 ,根指海洋法戶生的又夯不能

自功移植到回隊水道方面,因 力后者屈于回家主根范田.然而,委 貝合遜是放力.醬于水道是海洋

不境的主要污染源,有 必要包括一項夫子水道回肘保伊海洋不坊的〤夯的規定°

9.根括回酥水道与海洋眾境的夫系的現庶,起車委貝金玵特別報告貝提出的措洞作了修改,特

‵ 6凡 第 2lS9次 合快,腳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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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重焦不至于海洋不境上,而 是放在日防水道本身.送祥,所 規定的〤夯就不再是保抻海洋不

境的〤夯,而 是采取有失回哧水道方面的必要措施以保中海洋坏境的〤夯°

1°.至于其他部分 ,起 革委長舍的任夯主要是何化.委 貝金放力,由 子
“
一切必要措施

”
一洞

在范田上具有概括性,因 此要將
“
包括顎防、糾正和管制措施

”
送些字去掉并不困堆°委員合遜別

去了
‘
及在公平的基地上

”
几介字,因 力第 6奈第 2放 已銓規定了水道回

“
公平合理地

”
參与保中

日沶水道°但是,將在坪站中茁明,弗 外 奈中規定的火夯將取決于水道曰村海洋不境的根害所久

女任的程度以及它們的銓洴和技未能力。

11.起 革委貝合在它通避的第 22奈 中再次列入了保妒和保全的祝念,送一祝念取 自1982年

ㄍ球合回海洋法公鋂》第 192奈 .它將
‘
河口濟廖壞

”
改力

“
河口濟

”,送 一概念班在已被普遍接受 ,

它刪去了海洋生物的提法,很 明正,海 洋生物是海洋不境的一部分°委貝套逐全部別去了原來案文

的最后部分 ,其理由在他解秤第 22茶 吋已垤說明 (北 第 21肝 次舍洪,常 1段 )° 它增加了
“
根据

普遍接受的回豚規Jll和 林准
”,達′悅法借用 ㄍ朕合口海洋法公的》第 211各 第 2款 ,送是因力考

慮到有很多夫子海洋杯境的Z垓和世界又+.

l2.阿吉博拉未王洗 ,力 了更清楚地表明本奈款草案是夫于回隊水道而不是夫子海洋的,位 些

用一介更道些的泀代替
“
海洋工rN境

”.他逐吋
“
包括河口濟

”
的悅法表示夫注,可 能逐有必要增加

其他因素。最好只提不塊,送將涵蓋包括支流与河口濟的所有因素。

13.表 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說 ,使用
“
落洋坏境

”
一田是力了保怔采取板防措施,以 防

海洋坏境的污染 1.● 趣 日益尸重,帶 有污染物的國防或非國隊水道流入海洋并肘海洋坏境造成尸重

根害.在 一些區域海洋公的以及 19栳 年的ㄍ球合國海洋法公的9中 都規定了爽似的〤夯。力此,他

杕力 ,達介洞拉舀保留°不提河口淹舍姶人以第 2S來不道用于河口濟區域的印象,而 河口濟區域

普然是很多海洋物种的重要發殖劫地 .

14.比 斯利先生表示同意特另║報告長的惹兀,他悅,在制汀你的法吋,班在已垤不可能脫南整

介坏境而車狌7理 某一特定不境的鬥趣 ,而 且他放力在制訂刁債法吋也是送祥 .河流系坑和海洋不

境之同的相互夫系十分象染,必顏既班科半和技水的現魚也仄全人美的現庶考慮速种夫系.因 此 ,

他促音阿吉博拉素王不要再里持他的現魚。

15.主席現,如 果沒有反玵志凡,他將1力 委貝合同意哲吋通逮起革委長合提出的第 25荼 .

第 25茶適遊 .

16.巧 希与先生 (起 璋委真舍主席)洗 ,捶力
‘
有害狀況和紫怎帝兄的車未第工部分的第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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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和第 27紊相些于特別報告貝 lg89年提出的弗五次報告的第 22和 弗 23紊車來 .♂  起草委員合

曾指出,區 然大金第六委員合的多數友言者都同意速些奈欺草案的思的方向,但 也有些人汏力,之

些茶款草案的林趣沒有明确匹分其道用范田.起 草委貝金根裙達一批坪意兀而村拆趣作了修改,并

肘送丙荼重新措詞 .

第 2S奈 (預 防和滅秷有害狀況)

17.起 草委真合提出的第笳 茶來文如下 :

簿五部分

有害狀況和紫怎竹兄

第 釣 紊 預防和城秷有害狀況

水道因垃草狂或共同采取一切道些措施,以 預防或喊姪由子自然原因或人的行力所造成,可 能肘

其他水道國有害的狀況,例 如洪水或冰情、水侍染病、淤秋、便佳‵益水侵入、干旱或沙漠化 .

18.在 提出水道因的又夯方面,起草委貝合采取了和年 ZS荼一標的措甸,即 ε
“
水道回垃草出

或共同采取一切⋯...措 施
”
°它沒有保留特別報告長原來提出的第 22茶草案第 1款 中所出現的

“
在

公平的基拙上
”
凡今字.如 第 ZS奈 的情況一釋,委 貝食指出,公平參与達一概念夫系到整介草案.

如果在一些荼款中提到之一概念而在男一些荼款中又不提及,將合引起解釋 1.● 趣 .另 外 ,“共同
”
一

洞意味著共同承捏女任,而
“
采取一切道些措施

”
一活則清楚地表明不要求水道回采取道些措施以

外的措施。達几魚將在坪站中說明.

lg.起 草委貝合把
‘
危險、有害垘玩和其他不利形咱

”
改力比技中性的洞

“
特兄

”,因 力前者

使第加 茶和第 27茶 的主趣之同的匡別弄模糊了,而 后者則表示一种

一

共上的情況 ,在 范田上是概

括性的。什肘在第六委貝金中某些代表所失心的同趣 ,起草委員合在由子天然原因所造成的狀況之

外加上了人力所造成的狀況 .‘不淹其是否由子天然原因或人力所造成
’
達一短活表明,所提到的

情況可能是由于天然原因也可能是由人的行力造成,或 由送兩种原因共同造成的°后面所列狀兄和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 22茶革來年 1數 中提出的狀況或多或少是一祥的.但是,‘ 洪水、冰竹
’
技改力

‘
洪水或冰情

”,遠在范田上又具有概括性.排水 1.9趣 和阻新水洗的提法也被別去,增 加了水特染病

和早文.

2U.起草委貝合些然知道,軍 文和沙漠化与水道的失系不象錧 Zc奈 中提到的其他狀況那么宜

接 .但 它逐是保留了提及送些狀況 ,因 力抗早和抗沙洪化措施村又有效地保中和管理水道可以作出

重大的元獻 .

‘
夫于特別根告長第五次報告提出的第 22和 2B奈革來宋文和委貝金好四十一屆合快肘來文

的討站摘要,班 《1g89年 ⋯⋯年盤>,#二 卷 (方 二部分),靠   瓦起各頁,好 “6-G9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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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牛η 茶草案第 2款 中逐有另外面欺,其 中共

一

款包含有一說明性的水

道回力履行其火夯位些采取的措施清車°有些委貝汰力 ,第 2放 向水道回有益地指明了力履行送一

荼規定的叉夯他(9位 些采取的那美措施,但 普遍汏力,這些曲明可以放在坪#中 ,因 此,達 一款沒

有必要 .

2Z.起 草委真舍透指出,弗 3數的目的是提旺水道回,第 它6朱所規定的又夯包括防止和水道

只有一种非直接的蚨系但可能肘下游田宗造成頡善的活劫.但 是,委 長合放力,本茶所規定的有失

預防的〤芬在范田上具有很大概括性,因 而沒有必要集中子某些方面.因 此,第 3款 也被刪去.

2S.第 笳 各的林趣反映了它的菜文,而 且元希作迸一步坪淹。

24.阿 〨焦一任伊斯先生悅,星 然第 2S茶悅的是紫怎情兄,但 沒有說明紫急情況和水道之同的

砆系,因 此使人党得可包括任何紫怎情況.但是,拳例來洗 ,地廣就和水道沒有任何夫系.因 此 ,

力了悅明所指的是形吶水道的某种具体緊急情況,位 些在送一茶的第一部分中加〦某些措泀 .

2S.卡菜多 .〞 德里格斯先生建洪 ,力 解決達介回題 ,‘竹現
”
和

“
可能有害的

”
之同位加上

‘
与回哧水道有失的

”
几今字°

ZS.阿吉博拉素王悅,如果起革委貝金主席能在提到自然原因和人力原因的情況下
“
道些措

施
”送凡介字的作用上蛤他以肩示,他套很高共°這些字看來備要重新研究°

29.馬 希島先生 (起 草委長舍主席)悅 ,五 然阿〨焦一發伊斯先生提出的意兄已銓暗含在速一

套中,把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提出的修正列入孩奈以說明達一蕉,也 并是可取的°

28.夫 于阿吉博拉素王的志兄,有 夫用珂是援引自1982年 <敢合國海洋法公的》,在 夫子污染

的公的中也是林堆用洞 .

2g.表 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放央辰的凡解來悅 ,他村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的建

快并元异快 ,他 的建快可能有助子防止在孤立地看待達些紊放車朱吋合作出的任何不正常解,g..普

然 ,.如果能堵合整介車來未看鬥趣,很明五,所提到的紫急情兄是和水道有大的.例 如 ,ㄍ 朕合回

海洋法公的》的并多規定并沒有兵体提到海洋,但 速并沒有引起任何异快 .

SU.至 于阿吉#拉未王的意凡 ,“ 道些措施
’
達几介字所包含的志田是使有失火夯不那么尸格°

例如,里 然洪水可能是不可淑防的,但位些呆敢送方面的合理措施°

S1.斯里尼瓦#.拉央先生悅,特 別扳告貝悅共意田是力了使叉芬不那么尸格 ,送 一係帑使他

村第 2c奈 的是魚有所城拴.但 呆,炎理逮′奈中所長到的竹兄有時可能是超出某些回家的能力,特

別是千早和沙波化.力 了考慮到達种可能性,他走快特
“
道些

”
一洞改力

“
可北的

”.如果送舍造

成大多爭快,大稱可以在坪站中作出銲舉。

BZ.帕夫拉克先生悅 ,他不反肘卡菜男 .多德里格斯先生的走快,但党得沒有必要送洋修改,

如果送祥做 ,那就合有必要在所有有失茶飲中加上爽似的活.弊 加 奈中已塑兩次提到水道回,送

已發足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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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他 理解斯里尼瓦#.拉爽先生的愿望是使〤夯裝和一些,但他不同志將
“
透些措施

”′活

改力
“
可能的措施

”
一悟 ,后 一种措洞主現性大大,而且只涉及有夫回京的現魚.他建洪改力

“
在

現有情況下的适些措施
”

一悟 .

銋.巴 你甜戈夫先生悅,沒有必要使一介現在完全帝楚的未文交得欠染.很 明區,并 沒有要求

水道回去孤防地度,但是,如果确央及生了地汪,遠些回家位些互相帤助 ,以 防止喪生,水文和其

他文字。

35.阿 〨焦一各伊斯先生悅 ,增 加兩三介字將舍使第 26和 弗〞 年的未犬焚得更清楚,決不合

使其大累發 .

36.阿 吉博拉素王悅 ,他始終肘使用
“
适些

’
一切感到有疑同.特別報告貝大概舍考慮在坪淹

中使用
“
合理的

”
一甸 .

37.友卡弗里先生 <特 別報告長)悅 ,他知道在普通法中使用
“
合理的

”
一洞可能 比較合迢 ,

但在民法中印不是送祥°
“
可能的

”
一洞含〤模糊,因 力它可能被解稱力一日必須不惜一切代价冬

一切可能去做 ,而
“
道些措施

”
可依具体特玩而交.壆于

“
道些

”
一洞在其他公的中已銓使用 ,位

予以保留,位 在坪梵中解秤其合叉°

鋁.斯 里尼瓦#.拉奧先生悅 ,冬管他村使用
“
道些

”
一田有保留,他遜是准各樣銷他車似的

建快.但他要指出,村子一介友展中回京來站,要保怔采取預防措施在技本上有田堆 ,因 力達往往

超出它的能力,它 只能做肘它未悅是可能做的,因 而希要其他回家帝助°但要采取第笳 茶中所挑

定的所有預防措施是不可能的.送就是悅,各 國只能作它們所能移做的

一

.

Sg.馬 希島先生 (起 草委真合主席)悅 ,‘道些措施
”
一洞比 1982年 ㄍ球合回海洋法公的)中

所用的
“
必要措施

”
一洞限制性小一些°

“
可能的

”
一詞志〤含糊.起革委貝含也曾考慮避

‘
合理

的
”
一洞 ,但逐是決定采用

“
道些”

一洞 .他并不反肘卡珠多 .〞 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 <上 文第蹲

‘
段),但放力沒有必要 .

4U.在淡到法文的案文吋,他悅,至 于法文本,垃 些將 P兩ud:c:.bles一 洞改力 d。ilmageables

,以 便孩荼的措詞与林趣一致 .

41.本 努納先生悅,他和特別報告貝一祥水力,如果坩列卡菜男 .〞 磁里格斯先生提出的內容

舍使案文交特拉子累女,因 而是不必要的.一次公的的各丟放垃錯合上下文未看 .

●2.阿古I● 拉素王悅他同志本努納先生的怒凡,符在士介軍集中j● 別英似的內容 .

芻.再希鳥先生 <起 革委貝合主席>悅 ,他水力卡末男 .′ 傣里格斯先生已同志撤銷他的建快 .

祖.係末先生在淡到法文的未文吋,吋井 加 奈中第一次使用 ..ndⅡ㏑“一詞表示有保留:另

外,在 同一句中又重欠了送介祠 ,送在法文中很走坤 ,因 此.他走快將弗二今 .Undi山ns 改力 .eⅡes.

巧.馬 希与先生 (起草委貝合主席)係秤由 ,.Und:｛㎞ g使用了兩次.三 然走腳,但 避免了含

叉不清.如 果將第二介 oUndk㏑ n.改 成ceues,就 可能被琪係力是指 c.u館Smtur.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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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斯里尼瓦辟 .拉 與先生指出,使水道回之同夫系超作用的法律棒准是
“
明並韻害

”°他不

反肘使用
‘
村其他水道國有害

”
一活,但奈件是其法律教限須与整介草案所使用的相同,即 明晁損

害。

好.佩菜先生建快將法文來文中的弟一介 cond:t:ons 改力 effets.

芻.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叔告真)悅 ,他但心無末先生的建快可能 合將第笳 茶和第 29荼混

淆起來°
“
有害狀況

’
是回酥水道管理中的常用悟.第 %奈 的目的正是要悅明狀兄.水道回必須苦

協那些不是突然友生而往往是日秋月累造成的狀況,例 如於秋或益喊化 .速就是逸用
“
可能有害

”

′悟的原因.些 然,其 師有害的是其錯果,但可以悅狀況本身悅是一种錯果°

●9.本 努納先生在被到法文的集文吋建快將法文本中的result.n｛ de改 力斑外在des將 teuesque

改力°
。
noerΠant°

5U.阿吉博拉素王悅,在 英文案文中沒有速介鬥趣°

51.馬希島先生 (起 草委長套主席)承放,在起草法文來文吋在
“
.°ndkions” 一同上确共有

介鬥趣,達今洞是因力沒有其他更好的逸擇才央定采用的°如果速介同要改力 effets,法 文案文就

不再和英文本一致了。他建快速介案文哲吋不功,起 車委長合在二凌時將力田找到敬好的措泀。

S2.伊 留埃卡先生指出,在 英文原來文中,弗 2S奈采用的是
“
狀況

”,而 第 29奈使用的Jll是

“
情況

”,在西班牙文來文中,兩奈使用的都是同一祠,即 苗tu.c:ones° 起草委真合垃些糾正送种不

規則 .

SS.馬 希馬先生 (起革委貝合主席)悅 ,就英文集文和法文案文而言,起 革委貝舍放力在第η

茶 (紫 怠情況)中 使用
‘
情況

”
是恰些的.在弗葯 奈中,和 涉及需要防止或拔楚的

“
有害狀況

”
所

使用的
‘
狀況

”
一洞的含〤有些不同。他↑人傾向子在法文本中使用 facteu6s。詞,而 不是cUnd-

t:ons.恩 的來悅,最好的解決亦法是保留目前的措洞,可 以在二法.l加 以改迸°

S1.係菜先生悅,f㏄ teu了S一詞在法文本村体現
“
洪水或冰竹

”
一悟是有益的,但 在垓洞中他

可以接受現在所用的.Und:t:ons一祠.他所反肘的是在
“
采取一切道曾措施以防止或城駤狀況

’
達

一部分的法文本中使用 ..ndl㏑ ms一詞,他建狄采用 effets一 同 .

“.友卡弗里先生 (特 別報告長)悅 ,館 笳茶的起草很田堆,因 力它要在一單項規定中包括

件多不同的狀況和形呁.共 目的是要連免起車很多奈琅,銘 汜達介瑋未是妥作力一項框架怭定°第

2c奈要求水道回采取一切道些措施,以消除肘其他水道目的有害形咱——送炎形呴可能金戶生于

各种竹兄.共 淋上,送一系只是通遊洋例提到了其中的一些狀況.他不安威特
‘
狀況”改力

‘
形

咱
”,因 力之祥就金使送一茶交威一項非常先銃的規定.因 此,他走快保留

“
狀況

’
一洞 .

S6.弗 朗西斯先生指出,在 狀況和形咱之同存在者一种相互作用.生 活的現共是,人 的行力際

了形啕之外逐合肘其他回家造成有害的各种狀兄,送就要求采取透普措施。因此,他建以在目前

‘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或城楚狀況

”
送一部分中狀況和形咱都要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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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米 于程序,他建快將起草的卒夯留給起草委真合 .

58.迪 皿斯 .因 薛雷斯先生悅,委 貝金中悅西班牙活的委貝保留在所有各敕上向秘串爽提出

建快的杈利 ,以 确保西班牙活案文与英活未文和法浯來文取得一致,并作出一切必要的西班牙文更

正 .

田.主席悅 ,除 了吋西班牙活棄文的保留之外,特通述所有奈琅,村 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瑋

文將采取同祥亦法 .

●U.如果沒有反玵意凡,他就汏力委貝合同志哲吋通達起革委貝含揪汀的弗 2c秦 ,茶件是特

別報告長將在評站中說明在甜淹迂程中提出的同趣°

就達祥洪定 .

弗 加 茶通避°

第η 茶 (緊 急情況)

61.再希島先生 (起 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革委員金提出的第 29茶 葉文,案 文如下 :

第 29荼  緊急情況

1.力 本茶的目的,“ 紫急情況
”
是指玵水道回或其他回家引起或立即有可能引起尸重根害的●i

兄 ,速种情況是由千白然原因例如洪水、冰崩解、山崩或地廣 ,或人的行力例如工ㄓ事故所突然引

起。        .

2.在 其領土內友生任何緊急竹兄吋,水道回垃屯不退延地以現有嫚迅速的方法通知其他可能

受形晌的回家和各主甘田哧組軹°

3.在其領土內友生緊怎竹兄的水道回位与可能受形琦的回京和迢曾吋与各主管曰防組坎迸

行合作,立即采取具体情況下所希的一切共隊可行的措施,以板防、喊楚和消除孩紫怎情況的有害

形晌 .

4.如有必要,水道回在道些時拉与其他可能受形巾的回家和各主管回隊姐玖迸行合作 ,共 同

似汀庄怎卄划,以 麼什緊急卄兄 .

銘.拜 V奈原來是特別根告真作力第 2S奈 車來 ㄑ与水有夫的危肚和紫念竹況)提 出來的.t

在常快本黍吋,起 革委真合考慮到一些意凡,例 如,夫 子好 27奈 中規定的叉夯和錧 2● 奈所規定的

火夯重欠的意凡.因 此,有必要明确區分送兩荼.年 29奈兵休而寺ㄇ涉及水道回在榮怒情兄中的

〤夯.逐有人曾各建快何化達′茶的未文.因 此,委 貝舍在保留其中所含意思的竹兄下,似汀了一

今新來文,新案文使送一茶只涉及帝要立刻采取措施以防止和城駤玵其他因京的強善的突波和意

外卒故°

’
兄上文腳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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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夫 子第 1款 ,一致的意凡是,“ 紫怎竹兄
”

一
詞包括了所有

“
与水有夫的危險 ,” 因此,沒

有必要使用兩紳不同的表送方式。起草委長舍因而逸捀了
“
紫怎情況

”
一同,并在第 1欺 中力其下

了定火.泣 些指出,送一荼不依依只通用子形喃水道田的紫恕竹兄.某些紫怎竹兄,例 如石油溢漏

或將危險的南凡險化學品傾倒在某一水道,可才散到海洋中,并 形咱沿海各回.力 此,弊 1欺提到

形咱水道回

一

或其他國家
”
的紫怎竹兄.紫 怎情況可以是自然原因或者人的行力所造成,而 人的行

力包括作力和不作力.起革委鼠金水力,或并最好是將好 1欺持到第 1香夫子木活的使用中,但 目

前仍保留在第 29茶 中°

“.席 2放要求水道回將緊急什況通知其他可能受形咱的田泉和各主管因隊銀取 ,遠种通知必

須
“
毛本退延的以現有效迅速的方法

”
送送.送种又夯在紫怎li兄下特別緊迫,送是水道回在速种

情況下所位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的第一項措施 .

∞.第 3放涉及水道回力防止
、
城楚和消除垓紫怎情況造成的有害形喃,有 火夯与可能受影呴

的日象合作采取种种措施。肘速紳火奔有兩介要求‘弊一,所采取的措施位些
“
央哧

”,也就是說

要可行、合理并能姼執行 J第 二,所采取的措施垃普是
“
情況所孺

”,也就是說紫急情況的各种其

切卒央要求達祥做。另外,有 失合作逐位些視竹玩包括主管回眛姐玖°

“.第 4款涉及一項不同的〤夯,即位急甘划,送种卄划位些在紫急情況友生之前制定°按照

第 4飲 ,水道回力了位付堵怎情況,必顏敢合制定位急卄划.根招水道的自然坏境和使用的失型 ,

水道回可以預測某些紫怎竹現的可能性,因 此,位 些能姼制定位付速种估兄的道曾方法的卄划,以

防止或控制共有害后呆.很 明五,制 定速种卄划的犬任首先是在水道曰方面°但是,在 某些情況下 ,

可能快想各夫能形呴其他某些回京的紫怎竹況.在達种竹現下,達 些回家也成普与水道回合作,逐

可以淡想 ,某些回沶姐狄有能力村付某些紫怎竹況或与某些特定水道有失的1.9題 .在送种情況下 ,

送些姐球也泣些合作制定位怎卄划°“
在必要吋

”
送一茶件限定了第 4敖所規定〤舟的范田.

67.最后,根据垓券的內容,孩茶的林翅作了修改.

CB.佩菜先生洗 ,第 1致展后的一介短活
“
例如工╨

一

次所突然引起
”
在法文本中校軍成°°mme

d.ns㏑ easd’ ae.Hents㏑ dustΓiek.達种持洞五得很道腳.及好是悅 p日reXamp㏑ encnsd’ .coldent in-

dustHe1.

●g.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長)表 示同志,并悅英文來文泣些是
“iisfUrex.mple㏑ theca田

.f㏑d.str㏑1日●Cm● nts” .在 其他悟文本中也拉些做同洋修改°

係菜先生和特別報告貝的修正宋通逮 .

7U. 巴哈鋪先生走洪用去年 1致 中午esuIts 血ddenly” 前面的
‘
that” .送介字沒有必要,因 力

在
“
ca.ses’ 達一助洞之前已銓出班了同一月 .

71.在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真)、 弗朗西斯先生、比斯利先生和海斯先生迸行何短甜站之

后,巴 哈幼先生悅,他不里持他的建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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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悅,他 91算 2?茶 宋文或所做的起草交功沒有昇快.但是,重要的

是要銘圮特別是友展中回家在特定肘什紫怎竹兄的垃怎卄划方面需要依市其他更有垤聆的回家和

曰隊繳球.之 美情況可能包括犬規模的工ㄓ

一

故,世 界上多數回家所胡有的技求和財政姿源都是非

常有限的°某些回家,包括友展中回家和皮送回京,具有肘付遠种

一

故的垤牷,速些回家即便不是

水道回,也 可以在9I付 速种〩雅方面向水道回提供主女援助.各主管回隊姐玖公放具有有美的寺Π

技能并有能力使各回聚在一起 ,但 是 ,它 ●1● 不一定掬有使及展中回京能姼制定位怎卄划的女金和扶

木資源.水道回垃些能姼借助其他回家所抈有的資渾,因 此,在 算 29紊 的坪站中泣些提到各回之

1.9合 作的必要性 .

竹.友卡弗里先生 <特 別報告真>悅 ,在 館 4致 中很堆規定夫于非水道回以送种方式迸行合作

的任何法律〤芬°在回家慣例中,其他回京,往往是受形呁回家流壞以外的回家,确 共曾銓提供相

些大的央泳援助°委貝金些然可以明确表明不排除速种援助°

π.主席說 ,如 果沒有反村意凡,他就汏力委貝合同志暫吋通遊篷偑某先生和特別報告真修正

的 (上 文第 鋁 -ω 段)瑋 29漆 寫 1數 °

就送祥決定°

第 27茶通遊。

特別根告貝的第六次根告 (瑛 完).

奈款草案附件二 (共 現琱查和爭端的解決)

75.主 席清特別報告真介蛁其第六次報告的最后一部分 <A/CN.σ 427和 Add.1),即 包含車

案附件二中的五介奈欺的第四幸。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拫告長)悅他希望委貝套在其下屆合以上能移充分討淹他的年六次根

告第四幸 (A/CN.4/● 29和 Add.1).垓幸包含車床附件二 <央兄琱全和手瑞的解決)弗 1至 5茶 ,

委員舍必須決定草案是否拉些包括送洋的奈琅.在與理夫于回家及其姑戶的甘格粉免的車樂吋,委

民套曾決定不包括解決爭瑞的任何茶致,但放力夫子田泉与回怀姐玖之ㄇ或回豚缸班相互同奈的

法的奈放革來垃些在車來中或在附件中或在快定中中規定拜決爭蟠的机杓 .

99.解 決爭端是回沶水道送一青起的一介狂特重要方面,而其竹玥全是解央爭快机相的一介

主妥同題.正 如在其報告牛四幸早言中所說明,奈放車來中所規定的火多是非常抗括性的,達是必

要的.一介水道回力了及行之些〤夯往往帝要确定有失

一

定.但 附件二中文快成立自愿的其兄琱全

机杓的目的是作力找行茶放車未所規定的向水道日提供援助的央辰性〤分的助手 .

9S.年 四幸的B至 E部分悅明了在避去,各 回家在走理其与回酥水道有失的大系方面力拜央

.垮
無自錧 21釕 次召》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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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端曾依#各种赤法°B部 分田廄了送些爪談判到我央的亦法,并悅明了送些回家在茶的和#件 中

如何使用送些亦法°C部分包括一些來例研究,悅 明了如何利用寺家咨均以避免爭坡,速 往往是比

解決爭破更力重要的冒林 .爭快鬥趣可提交青家送行惆查和救告,在 某些自怀水道捇定中有遠种查

洶的規定 ,如 196U年 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河水系的》以及 19U9年 的ㄍ犬不列類和美國迪境 河

流湖泊紊的》.D部分涉及因隊姐玖在解決水道爭快方面的工作.E部分恙豬了以前的特別散告貝

所瑜耳的大丑資料以及他們村速介同題的狂特怒度°

”.F部分包括力附件二提出的秦欺和有失坪站.附 件的A部分我有夫子共兄琱查的第 1茶

車棄,垓茶是按照館四次報告 (A/CN.4/412和 Add.1和 2,第 7段 )所提出的垓寺趣提期列在一

介附件中°垓附件 B部 分第 2至 5茶草案涉及爭快的解決:方 3至 第 5無規定了可使用的各种亦

法—— 怭商和淡判、惆解和仲裁。根据第 4茶草案,水道固有〤夯特爭快提交一介惆解委貝舍以避

行琱解。但是,除非有夫口怀男有怭定,垓琱解委員舍的報告村它們沒有的東力。最后,第 5紊 草

案規定持爭以提交所有爭快各方均接受的任何常淡或特女仲裁庭作出有的束力的裁決°

SU.他希望委炅合在下屆套以上能玵遠些建洪迸行充分甘淹 .

81.主 席肘特別報告見表示感謝,并确次委真套將在其館四十三屇舍破上甘站有失央情琱查

和解決令快的附件二的茶欺草案°

中午 12吋 “ 分散舍 .

第 21Bg次 套快

19gU年 7月 9日 星期一下午 31+

主席:史 久佑先生

出席:阿吉博拉未王、訊西先生、阿〨焦一午伊斯先生、巴你沃#先 生、巴你謝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末〞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巫斯 .因 #當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

西斯先生、格宙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籬德斯先生、科多馬先生、再希馬先

生、友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怕夫拉克先生、伍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央先生、

拉扎凡德拉朗#先 生、

一

庠納斯先生、塞普本堆送 .古秩雷斯先生、索拉里 .田德扯先生、傷皿姆

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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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l 〈棋).

(A/CN. 4/429和 Add. l-4,2 A/CN. 4/43U和 Add. 1,:

A/CN. 4/L. 443,B市 , A/CN. 4/L. 4S4和 Cor【 . 1)

〔快程項 目 S〕

夫子淡立目隊刑事常判机枸恫題工作銀的報告

1.主 席回麼悅,在 第 21駱 次合以 (第 71段 )上 ,發 長金及立了一介工作姐,以便起草委員

舍肘大合在其 19Se年 12月 4日 第 Ⅲ/39寺 決破第 1段提出的靖求的答交。犬舍在垓項情求中放

力 ,委 員合位考慮淡立回酥別卒法庭或其他日隊刑卒常判机构1.9題 ,達种机构垃肘被指控犯下可能

力送失法典規定的罪行的人具有管棺杈°委貝合決定,一 旦它常快和通遊了工作組似汀的答褒,它

將把它列入其向大合提交的夫子其本屆舍快工作的根告 .

2.他靖工作姐主席兼報告貝錫皿姆先生介紹工作姐的報告 (A/CN.4/L.454和 Cor了 .l).

3.協 正好先生 <特別報告貝、工作姐主席兼報告長)悅 ,工作姐報告 <A/CN.4/L.碼 4和

Corr.1)的 第一幸和第二幸 (第 1段 至方 22段 )涉及了達一同趣的背景,因 此他提快 ,垃 垓水第

23段 幵始村案文避行逐段常快 .

4.第 三幸在何要地敘迷了一散性考慮之后,逮及可以賦子田沶刑事法庭的管格板的爽型 (.9

趣°夫子其村卒管格叔,有 三种可能的逸捀 (第 31段 ).<l)法庭將村治罪法所列罪行行使管培叔.

(2)法 庭仗村其中一些罪行行使管格叔;(3)法庭的快立与治罪法元失,其宗旨是外各國投板子它

管格的罪行行使管籍叔°

5.至 于村人管轄叔,報告提到,至 少在某些罪行上 ,有 可能將法庭的管特板#大到國家以外

的法人,而 法庭的管葀叔原則上限于今人°

6.夫子法院管格叔的性辰,有三种可能性 (錧 田 段):(一 )法庭摘有寺ㄇ的管宿叔,<二 )它
‘
与回內法庭并行行使管格板,(三 )或 它捅有伙仗中理村國內法庭的決定提出的上坼的管葀叔 .

7.報告第 43段 列拳了向法院起訴的各种逸舞.工作鉏常快了上拆法庭是否位限子共規的的

締的回,或 限于忻松程序些

一

日——例如,因 力罪行犬生在其領土上,因 力被害者是其回民或因力

被指控的犯罷者在其領土上被捕—— 或上拆法庭的杈利是否位孩伊大到世界性或Z域性政府同田

.鎮
自第 21” 次套迷。

!委
貝合子 1954年 在其第三十六屆金以上通遊的治罪法草案 (ㄍ lSS4年 ⋯⋯年鈭》,第 二卷 .

第 】51-lS2兵 ,文 件 A/2693,館 駟 段),特 載于 <1985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

分),第 8更 ,弟 18段 °

.特
載于 (199U年 ⋯⋯年塋》,第 二卷 (集 一部分)。

B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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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組取,或甚至才犬到非政府組軹和令人°

8夫子法庭的錯构,第 46段至第媳 段申快了一些可能性°法庭將由少數法官組成,這 些人

長泣在回沶法,特別是在回阡刑法方面捅有公放的才千,并根据以下三种方法中的一种方法得到任

命 :按 回隊法院的亦法逸拳法官,在 大合荻特定多數者些遙,由 法庭規的締的回逸拳。

9.報告隨后迷及以下1.9題 :久 黃別

一

起拆的姐珠 (第 51段 ),常 判前調查 (第 S2段 ),判 決

的法律效力 (算 “ 段至 54段 ),以及別田、步1次 的執行和法庭絰獎的簿措 (第 55段至第 SB段 )°

工作姐最后建快 ,力 回怀刑事法庭制定三种可能的模式,其主要差別在于賦予法庭的管培板的性辰

有所不同 (年 銘 至 弱 段).

1° .主席悅 ,他汰力委貝合首先希望迅速地甘淹工作姐根告的第一千和第二幸 ,然后再逐段常

快第三幸°

就遠祥決定°

第一幸 <叔 限)

H.袁卡弗里先生在凱西先生、巴小謝戈夫先生和阿〨焦一每伊斯先生的支持下表示,在 第 3

段中,第 一句錯尾和第二句升始的軍法雕胂°既然其中表明,次 立回隊刑#常 判机构鬥題一向是委

貝合的首要夫注,人●●就合希望找出比 1983年更早的日期 .

12.托 穆沙特先生在場正姆先生 (工作鈕主席兼報告長)的支持下建破 ,位 在第一句之后加上

新的一句,原 來的第二句幵始位加以修改°達祥,垓棄文位崁力 :

“
委員舍子 195° 年首次宣布它簽成投立速拌一种申判机构 .它 于 1983年 第三十五屆合洪

恢筴共有失送一寺趣 的工作 吋,它 將 以下一段列入其 向大合提交的夫于 ,/9次 屆舍的根

告,⋯ ⋯”
.

就送桿決定 .

lB.弗 朗西斯先生洗 ,大會弗 44/39母 央快第 1段 中我有促使工作組建立的請求,適 一段授叔

委兵合大理建立回狋別手法庭或其他回防別卒常判机构的1.9翅 ,達种机杓肘被指挂犯下可能力孩

法典規定的罪行的人、
“
包括放

一

路回界非法販迋痳碎方品的人
’
具有管格杈.工作班在其報告第

2段 中表明,交 貝金申全建立日隊別手法庭 1.9趣 ,主要出手兩↑原因,但 非法敗美床醉菊品回趣是

靠三介原因,特別是因力村子速一音捶提出了丙項奈放車瑋,一項是危害和平罪茶數車未,母 一瓨

是危害人典罪奈放草案.工作鈕本來位孩常快速一1.9趣 并決定不在其報告中提到達一志,但 力了要

使報告完全避守算 44/S9舌 決破牛 1段 的規定 ,它 拉反映遠方面的最近皮展功念.因 此推告第 2段

位稍加修改,以后可以在案文中加上′段夫子跨回界非法販與痳碎菂品1.9趣 的奈款°

Ⅱ.在場皿姆先生 ㄑ工作班主席兼報告貝)、 格雷夫拉特先生、弗朗西斯先生和卡菜男 .〞 德

里格斯先生參加的討站之后,主席悅,如果沒有反玵意凡,他則放力,委 兵合同意通道以下來文作

一  〞 8一



力第一幸新的第 1U段 :

“
夫子大套第班/B9子 央快中所提到的

‘
跨回界非法敗其席醉菊品’

的1.9題 .它在委員合

甘站特別報告貝算 8份報告吋得到了中快.正 如以上拜⋯⋯段所表明,委 員合暫行適避即將列

入治罪法草案的一項奈款,垓荼欺确定,非 法販與床碎菊品是一項危害人天罪.”

就達祥決定。

銓修正的第一幸通遊°

瑋二幸 (朕合國以前在因隊刑卒中判机构方面所作的努力 )

第二幸通避°

第三幸 (委 長合本屆合快討站送一1.9趣 的竹兄)

第 23段

第 23段 通遊°

第 加 段

1S.阿〨焦一任伊斯先生說 ,報告的一些段落,特別是錯梵引起了一些鬥趣°例如,館 “ 段的

簿二种遊擇亦法中提出的清求力吋遊早.此 外,第 “ 段的提法和館 SG段 的第一种逸擇不伙奴道用

于回隊刑手法庭的建立,而且逐道用于治罪法車來本身.治 罪法和法庭是不可分剖的:是 否充分和

有效地執行治罪法將取決子回隊法庭的建立.他不同志達祥的悅法,即 位垓宣布或暗示建立回隊刑

手法庭比起草危害人共和平反安全治罪法更力困雅 .

16.在 錫皿姆 (工作組主席兼報告貝)、 凱西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巴小謝戈夫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根告炅、帕夫拉克先生、本努鈉先生和托移沙特先生參加的甘啥之后,主席悅,如果沒有反

村意兄,他 則放力,委 貝合同意通避以下第肛 段的棄文 :

“
委員舍注意到 ,回 呠夫系和回隊法的#多 友展交化使法庭的淡立比以前研究達一同題吋

更力切共可行,思管委貝舍志沐到,有 些回家放力,建立達种法庭的吋机可能逐不成熟.現在

看來,回 妳犯罪已各迷到了可能危及回京的生存和尸重扰孔回隊和平大系的程度 .因 此人●1● 又

多地呼吁加強回隊合作以便肘什之种犯罪.些 林,各 回的最終立場將在很犬程度上取決千比种

法庭的形式,因 此委貝合在下面隊迷了法庭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

就達祥快定°

咎修正的第加 段適避 .

第 25段

19.巴 妳謝戈夫先生在格雷夫拉特先生支持下表示,錧 二句沒有反映委貝合所有委長的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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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法庭舍破坏班有体系,就 沒有任何必要研究建立送种法庭的1.● 題°速一句起草吋垃采用更力邊

悚的措田°他甚至杯疑,是 否泣垓將其保留。

第 2S段通達。

弗 2S段

18.保菜先生在巴你謝戈夫先生支持下表示,他不同意法文來文中曾兩次出現的夫子 emp:ε ter

6urla,ouvera㏑ e︳εn日 ti°nale的提法 (“ 它可能形咱回家主根
”
和

“
便害回京主叔

〞),也 不同意 inp日°｛

●urla日°uVeΓa㏑ e｛6.at:onale的提法 (“肘回家主叔的彩喃
”〉.委 炅舍不能蛤人●Fl曹 下送祥的印象 ,

即一項回豚林定、建立
一
今法庭或將成長回生于法庭管培之下可以任意減強其主叔°他建快將第一

种提法改力 cUncurIencer ks.ompε tenceSsouvera:nes<‘ 它可能合爭寄主叔管葀杈
”
)或甚至改力 tm＿

:terIes oomP6teneesnationales(“ 它可能合限制回家管格杈
”
).

19.托穆沙特先生悅,他不知道確將送行最后一句中所提到的努力°因此他建洪將達一句刑

去°

ZU.本努鈉先生說,冬 管他理解佩朱先生的夫注,但他汏力最好不要提到
“
國家管葀板

”,以

免 同 ㄍ朕合回先幸》第二茶第七項志〤上的
“
回內仔培杈

”
的概念混淆起來.因 此他發成采用

oomp6｛ encessUuverainesdeβ Etats達 一提法 (“回家主叔管常叔
”).他逐支持托移沙特先生大于刪

去最后一句的建坡,因 力速一句不明确 .

21.佩某先生悅,㎞ iter㏑ s oompaenoes.ouver苗 nesdesEta!s送 一提法 (“ 限制回家主板管格

叔ㄅ 肘他來悅 ,是可以接受的.在 法律用悟中,英文東文中
“
形咰

”
達一洞肯定沒有象法文袶文

那祥容易受到反肘.琴 管英文來犬的鬥題比敬少,但 逐泣垓作同祥的修改,因 力有爭站的是管格叔

向趣,而 不是主叔阿趣°

22.迪正斯 .因 薛雷斯先生悅,西班牙來文位根据同祥的精神加以改胃 .

23.格 雷夫拉特先生在提到偑菜先生的坪淹吋悅,村 子尸重的罪行 ,回 家可以將共管葀板的行

使交給日隊机构 ,達一卒其村子其主叔立然具有形吶.如果不提到達一庶,他 沒有任何反村意兀 ,

但他洪力,速是各回至今沒有接受送种体系的原因.

2i.佩未先生悅,他反玵在來文中保留美于便犯回家主叔的概念°

2S.皿 姆先生 (工作盟主席兼報告貝)悅 .冬管他承快,在 法律未活中,人 fFl“放卉管格杈
”

(【emoncedune●Ump憑 teⅡce),但 作者●●也可以悅 ,‘放井主根
”
“1,andonde.Uuv.r.:net6)° 例如,如

果參加回隊姐取的回家放井其一些管特叔,法 半球就林力放荓主杈.但他准各女同佩菜先生的夫

注 .

26.帕 夫拉克先生建洪,第 器 段好一句位改耳力 :“蛋然必須考慮到現有普遍管格制度也村回

家主叔具有形吶,但 夫子法庭的一介令人大切的主要 1.● 趣逐是它可能在回家管格叔方面限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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杈。
”

〞.里尼瓦菸 .拉央先生悅 ,他次力 ,英文來文中
“
彩哅

”
遠一同用在同一句中,具有而种不

同的含〤:在 第一种情況下,它具有可能限制回家主叔的意〤,而在第二种竹兄下,它意味著,速

和回家主杈已銓受到限制.因 此他走快采用以下雩法;‘夫子法庭的一介令人夫切的主要●.9越是它

可能限制回家管格叔,冬 仔必須考慮到,班有的普避管特板制度已鎰具有達种形呴.”

ZS.阿吉恃拉素王說,他放力,特 ‘
形咱

”
改力

t限
制

”,可 以解決俱菜先生提出曲何趣°此

外,位 垓在好一句末尾使用
“
形呴Γ速一泀 .

29.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建快,井 一句不妨接力 :“夫于法庭的一介令人夫切的主要同趣

是,它將是一今日啄机杓
”.佩菜先生五然放力,普 一日接受了回隊法庭的管葀叔 ,在孩淒庭上迷

行的拆忪程序并不一定等于便犯共回家主叔 ,因 力達是垓回自己作出的逸掙.力 了反映達一扭念 ,

委貝舍可以表明,在達种特定情況下,大 于法庭的令人夫切的一↑主要 1.9趣 是,它 可能肘回家主板

戶生形晌,冬管班

一

共上來悅 ,各 國不必有任何但心。至于最后一句,其合〤堆以理解,因 此位子

別去°

3U.本 努納先生悅,他伏力 ,佩菜先生和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既庶分歧并沒有如此之犬.儀菜先

生看待送一同趣的現庶是,有 爭拾的不是回家主根 ,而是之种主秋的行使.然 而批准一項回隊公對

的回家并不是放荓其主叔,而 是行使主叔.回 隊法的友展并不一定通避放井主根來央現,而 是通迂

肯定主根來其班.就 主叔的行使而不是主根本身而言,管格叔和主杈之同沒有根本的矛盾.格雷夫

拉特先生正确地指出,些 一回人民允并回酥法庭肘其統治者迸行常判吋,它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

回家主板的行使。

31.佤菜先生悅 ,如果在前面兩句中,委 真舍想表示,各 回正在也心一些

一

情,他 沒有任何反

肘意兄°然而他元法同志工作姐主席兼報告貝夫子放井主叔同趣的意兄,在送一方面,他提清各位

委貝注意
‘
溫布水頓咢案件

”(lg23年 ).委 員舍不位孩留下達祥的印象,即 它胡伊放井主,lX的 半

悅 .因 此他建快采用以下替代亦法.首先,力 了連免曲好天于接受回沶承當的阿題,館 符 段箏一

句位改力以下來文‘
“
冬管必須考忠到挑有著避管括倒皮肘日寒叔力的行使共有一定的形啕,但 夫

子法庭的一介令人失切的主要曰題是它可能限制回京主板管格叔。
’
第二句保持不交,好 三句垃刪

去.男 一种好央亦法是,按 照起草吋的軍法,保 留反映各目的美注的前丙句,并通避將最后一句改

彎如下來加以澄清:“生于送方面的考慮 ,放牧通未悅 ,接 受一介有效的回哧別

一

法庭的管格,元

疑不合限制主叔,而与此相反,正是各曰行使主杈的一种方式。
’
送祥委員舍可以意發回哧常放法

院 1。2S年肘
“
沮布小恢母未件

”
作出的判次 .

B2.埃里克松先生根告真表示,俱菜先生提出的館二种祥央亦法采用了泉他 自已的走快一帶

的亦法,因 此他建快,年 一句中
“
其可北的影哅

”
泣改力

“
村行使的形呴

’°在弊二句中,“其隊

上
〞

泣改力
“
确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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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托 格沙特先生建快,環后一句不位垓刪去,而位改力 :“ 出于速方面的考慮 ,放牧近來看 ,

一介有效的曰酥別卒甘格叔确央可以用以籬伊回家主板 .” 他逐指出,第 一句的英活來又同法文案

文有所不同.法文來文中迷及
‘
建立’

一介法庭 ,但英文來文中沒有提到 :因 此英文來文位同法文

來文保持一致。此外,法文的雩法,vo:Γ ceue-㎡ emp:6tersu『 laaoivera㏑ et6n日｛:Un巨le是令人遙憾

的,因 力逮是指法庭本身的不法行力.必須強琱送洋的

一

共,即 法庭的共狋建立肘回家主板具有形

昀.思 的來悅,他 可以接受伬某先生的提快,但他想仄軍法上好比加以研究。

敬.主席表示,錫正姆先生 ㄑ工作姐主席朵報告真>、 托格沙特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和保菜先

生成垓起車一份未文,提交委員合.

SS.阿吉#拉素王說,他放力,名 2c段最后一句解捀了走快制定回淋別═管格叔的理由,因

此位孩在最后案文中予以保留°

茄.主席悅,如果沒有任何反肘志班,他 Jll 快力,委 貝合同志就館笳 段建立一介小型工作組°

就送擇破定 .

第 29段

S9.本 努納先生說,第二句意叉含糊不清。另外,它 同反映狙立的思想方法的第一句沒有遲搆

性的耿系°因此他建快將軍二句刪去°

SS.錫 正姆先生 (工作姐主席兼報告貝)支持速一建快 .

39.埃里克松先生報告貝悅,弗 二句意味著,如果一介案件是針肘令人的,它就城弱了回家之

1.9爭 端的性炭.達 一句提出了一种有效的現魚,因 此他希望加以保 留。

4U.友卡弟里先生安同埃里克松先生的意兄,他悅,他不攸希望保留弟二句,逐希望通遊作出

以下規定來加強其內容 :“籽拆忪令人的案件提交法庭甚至可以排除⋯...回 家同方面∴

41.格 呀夫拉特先生悅,他 也快力,送 一句位子保留.例 如,班人叔領域來看 ,各 回比技容易

接受拆松令人的回隊坼松程序.委 貝舍不妨迷一步表示:“將拆公介人的案件提交法庭可避免回家

之同的爭端
”

.

42.巧 希馬先生悅,如果要保留館二句,就位垓以不大含糊的措洞來表送.此外 ,“排除
”

達

一洞措泀大強硬,可 能合戶生疑鬥.因 此他走快采用以下雩法‘
‘
在有些竹兄下,將拆松介人的某

件提交法庭可減弱或消除案件中回家之同方面的同趣 .”

芻.海斯先生悅,他也希望保留第二句,因 力送一句提出了一介重要的現魚°如果它免玵性欲

小 ,也并它又力明啪和更容易力人接受.因此他走快改雩力∫‘
在有些竹現下,將拆松令人的未件

提交法庭可以便人們釱力孩案件与回家之同的爭端元夫 .”

就送祥決定°

臸迂修正的弊即 段通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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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2B段

44.馬 希島先生在談到紫一句吋悅,不仗俠是
“
小回”

有
“
執行現行制度方面的鬥題

”,大 回
也可能存在同洋的鬥趣.因 此最好位垓悅 :“有些回家⋯⋯有鬥趣

”
.

化.基 普水堆送 .古伕雷斯先生悅,他放力,整介一段的寄法不好.兩句中表送的兩种抗念之
同沒有任何道些的耿系.此外,名二句不大明确‘似乎缺少什么內容。他希望在速一方面作一些澄
清°

箱.阿〨焦一午伊斯先生悅,他 也水力,名 二句,特別是崁后部分答人留下了不完整的印象 .

好.格雷夫拉特先生在拜秤館二句的含〤吋悅,肘于某些大型的罪行—— 及近的

一

例是林醉
菊品販其——有些回家沒有淡法确保在其領土上送行司法我判.由 子田隊法庭的建立可能被放力
肘于達种案件提供了一种係其亦法,#二句的目的共隊上是表明,竹兄并不是如此‘日內一級司法
裁判中遇到的鬥趣不能通逮回隊法庭的建立未解決 .

岱.本努幼先生悅,在達种竹況下,弗 二句的玲尾可予以別去,達祥弟二句可接力 :“但是,如
果汏力回隊校寨机拘可以便速些回家克服所有達些1.9題 ,那就錯了。

”

們.凱 西先生支持送一提案,因力它比較确切地反映了格宙夫拉特先生的想法.但 力了明确起
兄他將在達一句的末尾提到

“
有夫起拆和常判的阿趣

”
.

5U.阿吉#拉 素王悅 ,他希望將木活統一起來,在 “
法庭

’
和

“
回防法庭

”
速兩介用悟之同作

出永久性的遊舞。夫子錧二句,如果委員舍不通避本努幼先生的提案,現有的軍法可以得到澄清 ,

其方法是在句尾提到
“
与執行其刑法制度有美的日趣

”
.

51.格 雷夫拉特先生建破的第 28段 未文如下 :

“
有些回家往往在其施班有回家管格叔方面存在鬥趣 ,因 此法庭被視力一种有用的替代亦

法。但是,如 果放力回隊杜慕机拘可以便邊些回家援脫与回家司法裁判有失的 .9趣 ,那 就錯
了
”
°

S2.阿吉博拉素王悅,他放力 ,‘ 司法我判
”

達一用活大ㄏ泛°

SS.主 席建放采用
‘
刑

一

司法我判
”

送一提法.

駟.末〞 .男鋕里格斯先生悅,‘央施回京竹格
’
達一提持不大明确.此 外,淮 以知道,堆次

力
‘
法庭是一种有用的替代亦法

’
.以后,格 霄夫拉特先生提快的未文似乎比原有的來文更迷一步.

茄.凱西先生悅,他也放力,格霄夫拉特先生的提快同原有的康文有很犬的差別.他逐希望列
拳一些

一

例來悅明
‘
与回家司法我判有大的同趣’

.

下午 6時 1U分技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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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219° 次合快

199。 年 7月 l。 日星期二上午 1U吋 lU分

主席:史 久竹先生

出席 :阿古#拉未王、凱西先生、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巴黎沃#先 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末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工斯 .岡 薛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

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舞鋕斯先生、馬希白先生、友卡弗里

先生、恩分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俱末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

朗甘先生、︳庠幼斯先生、塞普犿錐送 .古佚雷斯先生、仍正好先生、托洛沙特先生°

悼念保多 .勒泰教授

1.主 席宣布悼念保男 .劫泰教授的特別合快牙始 ,保步 .勒泰教授曾疑是委長套中最杰出的

委員之一°主席放迎作力來真的勒泰夫人、一些知名的法半家、包括曰隊法院的阿戈和吉兔姆法官

以及法日常生媒合國日內瓦亦

一

爽代表 .

2.4月 3。 日,就在委貝含 好四十二屆合快即將弄落的前兩天侍來勒泰先生于 19gU年 4月 四

日逝世的惡匪,委 員套的所有委員都感到板力i掠 ,他們与勒泰夫人一洋感到悲痛.勒 泰先生是一

位卓越的半者和法苧京、回沶法的大敬授、回豚主火者、人道主〤者和慶國主〤者°在第二次世界

犬找期同,他 曾盜投身子解放 自己的祖回和拯救世界不受納粹扶坤蹂廟的斗爭.有 几代回酥法的常

生和敬好都荻益子他玵速一寺╨的帝通和熱球半握.他 曾來笉迪許多席天于回豚法的站文并友表

述上百席有大田狋法律同題的文幸°他曾在效所田隊仲裁法院任取 ,并 以村拉努湖一來仲裁+的 貢

獄而蛤人留下特殊的印象 .他 在委真合和起草委真套中的工作中以共特有的風格和苧味而地名 .他

生前的所有同

一

都村他的善良和味逍怀有相栩如生的圮恬.几年前,劫泰先生曾去中回排半,他 曾

希望再度去排半,近 憾的是中目的法科半生再也沒有机合瓜化牛生的回豚法絰艙中汲取如切了.

3.技后,主席向速位件犬的教育寒、半者和法半京、車越的回隊法委長舍委長和李友表示介

人的敬伸 .

4.科特放你先生 (委 長舍秘中)宣法了球合國法律項 1.9弗 菜施求本先生的唁屯.

我肘今天不能素赴 日內瓦參加委員合村其一位及恭出委真的悼念而深想適憾.靖允并我

代表秘中外和我本人肘回隊法律界所索受的嵌失表示我●1● 的吊慰 .

保多 .勒泰沒故而又輝煌的生涯跨越了忤多寺Π的領垓.人們舍特別回杞起他肘回怀法

的教授所作的交就和他在一些及地名的法回犬苧任我的銍加,其 中特別是普男旺斯的文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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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半.速是一座他怀有特殊感竹的城市,因 力正是在那里他与您,夫人運逅相遇,并村您如此

卸情,以 至半生表班出一貫的忠城.其他人符合道肊在述去 5U年 中他村回隊法半的特殊元獻

和他在國隊法院和仲裁法院的若干重大來件中所友揮的作用.而 男一些人則合強調他的著作

和他的理站研究工作 .

肘于我介人來悅 ,我愿特別放一淡保多 .功泰苧本生涯中我放力及有价值的兩介方面.幣

一介方面就是他在刨史歐洲共同体各种机杓中所度捍的決定性作用.他 1911年 生于落林,或

并他比其他人又亡得要力一介珠合起來的歐洲文定法律基砧.他本國和我本回村他在創建歐

洲煤擲秩當中所爪

一

的幵拓性工作不能不表示敬係.送一敢費力歐洲后來的友展戶生了巨大

深刻的形咱.我愿再次迫肊的他的生涯中的好二介方面就是他玵球合回各种活劫的貢就.余所

用如 ,他除了作力回隊席碎品管制委長合主席所波揮的深刻而又持久的形咱外,他把一片忠心

和滿腔熱情,他 的法律知味和發明才智 ,他 的共防工作帝神和照頑全面的風格都奉漱給了回昹

法委貝舍.他 吋各的法和特別是 1986年 《籬也幼夫子回求和回隊組玖同或回隊姐軹相互同的

茶約法公的》的起草工作所作的貢獄使得洋多回隊組玖特永近地怀念他 ,速些組玖每天都要參

照委員舍夫于送一等趣的工作。

元疑,玵保男 .勒泰已學和將要作出每一介安揚都合強調他所仄

一

的許多活劫的某些具

体方面,但是我想達些安切都金突出他崇高的道德竹操、人道主〤精神和朴央的作風 ,何 而言

之,他 的崇高的精神.我想以玵保′ .功泰的崇南精神、板力罕北和元法取代的品辰的追肊作

力達一何短悼念的豬束悟 .

5.科特放水先生代表委長合秘中炎的金体工作人貝悅,他們都放力与保男 .勒泰共

一

多年是

一种東幸.他 本人在迄今力止所任取的委貝合一屇金快期同已領略了勒泰先生优秀的寺止水平和

介人品辰 .

6.錫 皿姆先生作力委貝合中資格最老委貝悅,保〞 .勒泰在本屆舍快丹器雨天之前逝世引起

了巨犬悲痛 ,它使人●(● 茫然所失.他在本委長舍任取中挺南了委真合的戶啟,他力委長舍帶來了溯

博的半研 ,璊 明的稽忍,一 .Pl共
有社劍精神和机智迂人的共肪,他 常常使委貝舍能姼球五然堆以入

手的球手同泛中找出係央加法.保男 .功泰友表達效i根多的著作,他在法回大半任敬中成繳車

著,他具有ㄏ#的 文化侈赤,除比之外,他近共有時床的人品.他充滸沊力但又猜匈入徽 ,他球逍

朴央,坦城而又兄容,他 的悅展力如此之強以至听余每每能告接受或了銲他的現庶.蹈 正姆先生力

曾各与勒泰先生保持友遠和未密夫系而感到東幸.他疳感失去了送祥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向勒泰先

生的夫人,克 里新蒂安擲——地一向与犬夫忠堆与共并路子他勇气——表示其我的友遠°

?.他 提以將即將拳行的下一屆回怀法排刁合命名力
‘
保〞 .劫泰啡刁金

〞
.

8.迪皿斯 .网 碎雷斯先生代表拉丁美洲的同

一

●9悅 ,淡淹保男 .劫泰既田雅又容易.他 的逝

世是本屆合破期同日內瓦的弊一犬新田,達 意味十失去了一位在以往的 lB年 中曾在委貝合中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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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大的人.作 力勒泰教授的朋友确共令人感到東幸,他 的去世枚令人感到悲哀 .

9.勒 泰先生是尒人苧刁的楷模.他是一位毫不虛仂造作的人,一 向做別人希要他做的卒情。些

法西斯勢力入便他的祖回吋,他 力自由而我,作力一名敬坤,他用前人留下的智慈撐博教海他的半

生.他在回厤紊的的制訂方面和作力一名曰狋仲裁人和寺家頑 l,9及揮了杰出的作用 .他 的苧溶曾鞚

給常三世界i-多 友展中回家以主女的指早.

lU.岡 #雷 斯在回頑勒泰先生作力回林床#品 甘制委貝金主席所作的工作和他肘本委貝舍工

作的元法估三的交獄吋指出,勒泰先生逛力分人的叔利而香斗.堆后因#雷 斯向勒泰夫人表示衷心

的慰 1.9。

ll:友 卡弗里先生代表委真合中西方回家的委貝們悅.在 1982年他加入委真舍之前,他只是

通迂保〞 .19泰拳世鬥名的戶啟和他的著作知道保′ .勒泰的°些吋,勒 泰教授是本委貝合的主席

并且兼任委貝舍回家与回隊姐奴之同或口FT.鈕 象之同所鍗豬茶的1.9趣 的工作的特別報告見。勒泰

先生作力主席坐持委員舍位些在上午十吋准吋升舍 ,9A而 力以后村立了榜祥.作力特別報告真勒泰

由子村茶的法的熟悉半握——他在達方面年琈逮精共的著作——使他能侈耳出准确而又筒洁的根

告。

12.冬 管保多 .勒 泰非常崇南,但他味赴避人,多 次謝免袒任委貝舍的主席.他在委貝合中的

典型特征是他那身打破的黑色入衣,那 只用 lE不 堪的公文包和他力在日內瓦的大街和公日中散步

而胸共的旅游鞋°頌物和螢美使他感到忐忑不安°但他确是一位力炎避不利地位者及受他人剝削者

的利益不鋅辛芳大方疾呼的人.他 的人道主叉品辰和深厚感卄多次表現在他在安真舍的皮言中和

他在回豚林碎品管制委真舍的工作中.在 委貝合中,他 因雄辦迂人、法律分析精辟入做和ㄏ博的岡

厊 ,其 中包括他力拉努湖案裁央所做的工作而受人欽佩°在許多切合下,他 的游游宏淹使其他委員

信服,特 而放井固持的意北 .

13.本 委貝金垃豊力放法并了解保〞 .勒 泰速祥′位佈大而又善良的人,一位世界公民而感

到庚幸°

14.凱西先生代表委貝舍中的正洲回京委真悅 ,他●●一向把劫泰敬投概力知快、文化修泰和文

明的源泉.他玵法律的精通和所具有的班共主火忠是照克#多 迷#轄 茫剕球Δ生的道路的指路明

河,他 的魅力和朴其元牛的作風一直是委真合完成效巨任夯的勇气的源泉.他 91委 貝合工作的貢就

特合攻舞委真舍目前和未來的委貝伯.他所材立的崇南林准位得避放效法,皿 洲口京的委長●●力曾

生与他一道工作而感到駢做.他 不仗是他的祖回,法 目的堂女財●,而且也是委貝合和整↑法半界

的主女財名.

15.及 后,他 向勒泰夫人和法回表示城李的哀掉.正如格斯林敬又所悅 :‘道路的升始始子道

路的終鎗 .” 劫泰先生的甜世其現了光榮的升瑞 .

16.巴 小甜戈夫先生代表木歐回家的同

一

侗肘委長套失去一位女格技老的委真表示英大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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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他們一向螢切勒泰教授是一位恭出的回防法半泉并安切他戶泛和完美的文化修恭 .

17.保 多 .勒泰出生于法律世京,他 未承了家族肘法律的祐爰,至 避圳緣和 自已所具有附天威

怔明他肘法律是有特殊天份的.他 既是法回公民也是世界公民°他在放═外交

一

ㄓ之前曾在南希的

法半院和抵抗逗劫之所跟著的
“
半校

”
中均受到達洲球 .

18.班 19π 年至 1983年他但任回豚床碎品甘俐委鼠套主席.他是一名偉大的和平愛好者 ,在

一些著名的仲裁來件中作力伸我人友拌了巨大的形呴力.他是日酥法半院的一名安貝。m“ 年他

作力法〨西法系的代表加入了本委長金,并 同時作力一名委長和特別報告真作出了重要打交放.他

球遜至板、虛杯若谷一貢以平易敬人的念度玵待同

一

.他在中多切合下助服同

一

●1● 采納告法律原則

并不扺蝕的政治折哀加法.琺犬再三將他任命力本委員舍委長,狄而一再表示出村他的信放 .

19.在 才歐各回,他 以在法律 lb9趣上的多方文幸而地名逐逛°在他按寄的元效青趣淹逑中有 :

日籍法、組佮堡常判、芳工和芳資爭端、回有化向趣、歐洲一体化中的人秋鬥趣、日隊別法法院阿

趣、荼的法、回隊女任和海洋界我的划分。与重建回隊失系特別有夫的是他夫子邦朕和球萍的著作.

2U.除 了他所球卒的洋多外交和科研活功之外,竹 泰先生適逆他在本委貝套和法回半未机梅

中的工作力造就新一代的回隊法苧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常常甜免東卷和共街 :他 所保留的唯

一共街就是教授.世 界各回的法半京,其 中包括度展中國家的法苧家都合永近感激勒泰敬授的工

作,特別是他夫子奈的法的工作,他 曾力茶約法獻身了四分之一世兒°

21.崁 后,巴 小甜戈夫向勒泰夫人表示深切的慰鬥。
2Z.阿吉博拉素王代表委貝合中非洲回京的委炅們友言,他發揚已故的保男 .19泰敬授是科

摩牙錄十字罕東助軍官,回家東杏助位田和日京助幸田的司令,直到逝世前他是委真合中的元老.

招.保多 .勒泰誕生于 1gH年 .他 19SS年族得法半甘士縈位.他 lg37年袒任助敬 ,l琳 8年

成力普瓦捷法半院的正教授,1941年 任支克斯 (普 多旺斯地區)法 苧院、1951年 至 1981年任巴黎

法半院的正教授。1953年他被任命力巴黎政治半院教授 ,lg81年他威力巴黎法律垤洴和社合科半

苧院的榮杏敬授︳19跖 年他被任命力日內瓦回隊泀趣研究所的副教授.他在海牙回所法華院拳亦

#效次排座,右 一次是在 19S2年 .他逐在法回以及日外的洋多半院和犬半中汫半,放 I殷4年 至

19的 年他在法目的新田部、司法部和國防部中效次任公取.i948年他技任命力法回外交部長的El

法律頑i.9,后來威力法部的正法#頑 1.9.

2●.作力一名字有目隊戶杏的法半球,功 泰先生當在回隊法虎的若干未件中拉任伴1.F,共 中包

括在摩〞千的美利坐合衣回回民的杈利 (1952年 )和有失球合國行政法庭店借我次的形巾一案
(19田 年).帝 言道,一些人生來就偉大,一些人中努力威力佛犬人物,一些人具有件大的气辰

’
.

村子保多 .勒泰未悅,他 通遊就兢╨ㄓ的工作而終于在其一生中威力偉犬的人物 .

2S.委 貝合中的所有非洲回家委真侗向勒泰先生的近姊及其素屈表示衷心的慰1.9.他們逐向

同祥感到悲哀的法回政府和人民表示城小的哀悼 .肘 于委貝舍中的非洲委員●1● 來悅 ,劫 泰先生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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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于任何一介地理匡,通迸他生前的言淡半止和与委貝金中委員們的交往 ,他 元其希望委貝侗用送

种眼光看待他 .他在委貝合中和其他委其們一道希望并決心使曰哧法威力一种造福人失,伊 除不公

正,既有利于友送回家也有利子友展中回家的利益,同 吋保伊弱者不受強者放好的法律.他 肘些代

茶約法和回隊組象法的表敵粹舍在法律厊史上留下不可麼又的印混 .

笳.勒泰先生作力常淡痟片中委的委貝和后來回狋床碎品竹制委貝金的主席就身子同目前已

威力人炎、特別是青年人大致的毒品跟美的斗爭.力 了表彰他肘回隊和平和促迸回豚諒解所作的突

出貢獄,lg86年世界芭未和科半學虎向他頒授了

一

弗斯 .球斯失°

29.一位件大的坤士、作家、杰出的倖肺、法半家和人道主〤者已銍与世故碎了.委 長舍的委

真●●將合怀念他的智慈,像璒,特 別是他的友追.委 員●●將仄他們村功泰教授的回乞中和他貿下的

不朽的著作得到安慰 .

2B.佩菜先生悅 ,他 作力接替已故保多 .劫泰敬授工作的法回的委真含委真友言,接 替工作是

十分琅巨的。在述去的六介星期中他已耳田目睹了功泰先生給他所接牡遊的所有人留下的不可磨

又的印象.他是一位偉大的人物 ,在 他的性格中兼有坐定不移和最活巧妙 ,自 信和華重他人,牢 固

的信念和批判精神.他是一介具有南皮信仰的人,但 并不是敬奈主〤者。

2g.很 雅在各种回豚法學派中將勒泰敬投”力哪一派.他 的現共主火和照厥全面的思想作風

使他不屈于主初半派,他完全世得不能將法律交力先理淹.立林他致接近千客現主〤,但是正象他

在 19m年海牙回隊法爭院排學吋悅到的,“ 法律不仗是一种社合生活的戶物 ,它 逐是思想活功的果

央
”
。

l

3U.他 的心智精幼非凡,使他不能滿足于任何已經存在的一技回隊法理站 ,由 子他板力卒重他

人的自由,他本來可以向凱你森或界治 .塞 小′祥創立一介自已的半派.他 留下了犬丑溧奧的著

作,它 ●●的特意是錯杓尸達一致,送主要是帄功于他所夫切的
“
不能忽視社舍生活的任何一介方

面
”臼 和兼容現共的所有方面,而 達种班共的欠染性

‘
是体系的制造者

’
所元法理解的°

31.一些人將勒泰教授描途力屈子
‘
自然法

”
半派,但將他”力送一半漲似乎很璀,達元昇將

他禁如在′种封田的思想体系中.如 果放力自然法是介于佗理道德和法律之同的拼梁的活 ,也許他

舍琢志把自已与自然法琺系在一起 .玵他未悅,道德价位現是日隊法的束力的唯一基地.slgc1年

他在海牙半洗排半的及后盼段仍不忘強琱些前送一介時代是如何起來越以道德考慮和道德要求的

】 P.勒泰
“P由帊⋯ ●dedrdt㏑ temat1Unal,ubt.’ ,Re.ueldeseoursderAcad‘ mtded了 dt inter

n“㏑n㎡ deLaHaYe,1㏄ l一 Π a′Yden,&lhUff,19m),vU1.1U3,p.媽 9.

:同
上,弊 ●92頁 .

.同
上,紫 481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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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晌力特征的.‘  歐洲最近由天在地的皮展元康加強了他玵送一蕉的信念。

B2.在 拜二次世界犬城期同保多 .功 泰取枚參加了法目的抵抗逗劫并且在法回解放后袒任了

一些重要的取夯.他參加倒建了法回 6世 界敬》和回家行政半院的工作.他 曾任外交部的副法律頑

阿、回隊法院若干案件的井伊人和什沛、一些仲裁庭的庭卡和回酥法委真舍委貝,他在田跡法律

一
╨中友揮了,’m力 重要的作用°

33.歐洲的建立有很多方面庄”功子勒泰敬投.可 以屯不卒綠地悅,如不是他 ,歐洲共同体趙

不合有今天的局面,或者要等到很晚才能建立起來 .但 是一般民余并不了解劫泰先生在速項工作中

友捍的作用,追求名利与他的朵性格格不入 .

34.在他的著作中,他一寅追求把思想的尸亡与精球的風格玲合在一起°他板力重視何活.他

的日拆是迸智意我肚思堆上的混孔.速种決心也同洋反映在他的敬半中.他 与半生的接佳給他帶來

了說不出的滿足 .在公共生活方面他所狄卒的元效活功,其 中包括歐洲的建立玲他留下的甘苦素有

的圯忔,但 是正象他在最近的一封信中指出的,敬半以其特有的价值力他帶來了元法比似的滿足 .

半生們知道如何辨別究竟堆是出榮拔萃的老坤,而 勒泰敬投正是出爽拔萃之幸中的坼好者 .他培莽

了一大批就身回防法的人材,不 仗仗是在法國,而且是遍布世界各地 .

SS.沒 有什么介性品格能比保男 .劫泰的介性品格更令人傾倒的了,他一貫愿志傾听他人的

志凡,旡拾是肘于他的兄挨‵半生、朋友,逐是他的儿子、扑子、扑女和夫人,他都保持始終如一

的感竹,八拉特先生向這些人表示他介人的技城李的袁悼°

茄.主席邀靖法日常班球合國日內瓦亦

一

赴代表菜籬特先生在委員合上皮言 .

B9.未 堆特先生 <法 日常址球合國日內瓦亦︴炎代表)悅到,他奉法回患理米甜小 .多 加先生

的指示向委貝合宣放下列一封信 :

我板力迫切地以我本人和法國政府的名〤与回隊法委貝合一道在今天追悼并安物保男 .功泰

教授 .

送种螢搦是村一位其敬半和法律著作——悅到達里我感到非常瞬做—— 曾玵法日內外几代法

半工作者戶生迂深通影咱的縈者 ,在 2S年 中他力回隊法核心寺趣工作的取得避展作出了卓越的元

∥●t.

達种發揚也是#獄垥一位以自己的行力力回沶法的迸展付出辛勤努力的人,他 既是一名法官

又是一位力他所︴定力正〤

一

╨送行屯不退疑的推功者 .

他力人犬共同利益服夯的就身帝神和他那一代人所之受的痛苦理所使他秋板參加塑造了歐洲

的統一思想和似定了建立歐洲共同你的文+.

同祥的博大洶杯使他以在回隊痳碎品管制委真套中的工作坐定不移地將其部分活功用于反使

.同
上,第 SSU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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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販美毒品的工作中去.

他是一位倖大的回酥主〤者 ,而今天,同

一

I● 村勒泰教授令人聆子了螢切,螢 切他正直不阿 ,

体貼待人,肘信念堅定不移,充 滿件大的智慈和同特心.他板力漾赴和友自本能的和鴇可素杰度并

不能掩飾他在知研分子險厚中常常自然而然地戶生的姓力 .

及后,甘允︴我悅 ,法 回技能痛感到勒泰敬援去世的形哅,因 力他不便是法律和國隊社舍的公

仆,同 時也是他的祖目的一名杰出的公仆 .

因此 ,今天安貝金的委真們玵保多 .劫 泰作出的庄戶衷悼使我板力感功,因 力委員合的工作央

定著回隊法的迸展.任何人都元法向你●1● 那祥坪价仙逝者的杰出地位和他的逝世所造成的空虛 .主

席先生,音相信我回人民,lX力 感敝達一悼念供式和所表送的忠城 .

38.除 了忠理的達一時屯外,末像特先生逐愿以法日常珪日內瓦代表田全体工作人長的名〤

向勒泰夫人特送一封短信 ,因 力他們都感到悲痛 :‘在委員舍的每一屆金快上我●●都有幸看到您文

夫与我們打成一片.我們仄他身上看到了一种樣遜同時又專你不凡的品格和激渝他的同

一

●●的源

泉。他的音容笑貌在我們中同永存。
”

Sg.主 席感謝法國常蛙代表的友言和法固恩理的唁屯.勒 泰夫人表示愿意在委真合上排括,主

席遨甘地友言。

4°.勒泰夫人悅 ,她 肘于垮予地已故的文夫如此熟竹城李的螢榻深力感功°她感到很堆向她的

犬夫曾努力工作避多年的委鼠合表示她的感情.地非常感效能位進出席送次兒念合并衷心感甜主

席和委長舍委貝●9的 遨清°

41.主 席提運犬家注意齒皿姆先生提出將下一屇回隊法憐刁合命名力
“
保多 .勒泰排刁套

”
的

建快°如旡人提出异快,主 席放力委員合同志適述速一定快°

就送祥決定。

φ.主席越青委鼠套的委貝z● 和在場的前來悼念保男 .勒泰的各位來其在即將特交給勒泰夫

人的留言簿上筌名.舍快的何要圮承也將奇交勒泰夫人和法國政府 .

大于回隊法不加榮止的行力所戶生的瓶害性后呆的回坏女任 <懷 完).

<A/CN. 4/38妒  A/CN. 4/423,. A/CN. 4/428和

坎 自第 2186次 套快°

持哉子 ㄍ19BS年 ...⋯ 年盤》,

持哉子 6mBg年⋯⋯年壆》,

弊二卷 ㄑ第一部分)/Add.1°

方二卷 (好
一部分)。

——
 49° 

——



Add.1’  A/CN.4/L.●●3,D市 ).

〔快程瓨目 7〕

特別報告長的好六次根告 (臻 完)

第 1至 BS各’ (璵 完 )

●S.巴本沃薛先生 (特別報告長)在 思考夫于他的年六次報告 <A/CN.4/● 28和 Add.1)的

討梵竹兄吋玵委貝金委貝們力改善茶放草未提出的走快表示忠甜.冬 管提出了各种各祥板力有常

助的坪啥,但他只想集中淡失俊的几茶 .

a.普遍●9志 凡是錧 1茶車來中提到的活功泣与它●1● 的錯果作同洋的從理。有人村是否需要

兩今定〤表示杯疑,淹 魚是共隊上法律待遇是同祥的.一名委真杯疑第 1奈 中提到的活功,即
“
造

成或9L生 造成
”

跨界敬害的活功是否与弟 2茶車來 (色)至 (e)項和 (f)瓨 中分別提到的活功同

屈′失.他玵送釋一今阿趣感到十分掠奇并且放力荼放車來怎么可能指任何其他活劫.但 也吽更明

智的做法是具体田明送些活功,以便消除任何避一步的疑忠 .

45.已 銓悅逮他曾明确叫迷了在報告中列拳的現庶,即 在正常操作迂程中造成跨界擬害的活

助既不是
“
明五達法的

”
或

‘
明昆合法的

”
<同 上,好 8段末尾).報 告的第 8段 受到批評 ,但是他

在達一段只是肘世界坏境与及展委貝合的坏境法寺家銀的意兄作出坪梵而已,它 ●9不 是特別報告

真本人的想法°

46.自 放他的幣五次報告 (A/CN.4/423)提 交以來就沒有修改避茶放車來的道用范園.具有

韻害性形哅的活劫,也就是悅,在正常操作避程中造成板士的活劫,也沒有作述任何修改.曾 罃拭

提出一种新的拆堆以有助于确定
“
明五

”
或

“
昱若

’
危險,反迂來它們力合有危險的活功的范田提

供了一介好的定叉.達 正是汀下危險物品清草的目的.但不位些是革狂看待送一撓念,而 位普把它

与
“
跨界掘害的五著危險

”
瑛系在一起 .

好.包含在一份元琉漏的危險活劫清革中的活功可能是一种肘些地造成板善的危險而不是跨

界敬害危險的活功♂9A一活助的所在地可能南各回逍界很通而不合鈴郤回帶來任何危險,或者所使

用的物辰效︳很小 ,或所7的不境不合引起危險等等.沒有什么方法可自功拉發出某一具体情況涉

特我于 ㄍ199U年⋯⋯年舉》,錧 二卷 (好
一部分).

本寺趣的中破部分是基于前任特別根告真毘廷一巴克斯特在委貝合牛三十四屇合以上提出

的令迎卸要.垓瑋文特我于 ㄍlg82年⋯⋯年盤》,培二巷 (姑 二部分>,方 83-8S更 ,牛 lU9

段.肘 垓來文的修改子 ㄍ1983年⋯⋯年盤｝,方二卷 <簿 二部分),弗 B● -8S更 ,錧 294段

加以說明.

未文凡簿 21矜 次合快,第 2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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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五著的跨界被害危險

”.另 一方面,所拳出的天于堤坱可能崩塌,那 時水五然是一种危險物痰

送一共例又是很貼切的.虛 修改索 2恭 (b)項 的措甸以幼入道种例子 .

●S.在 甘站中出班了三种志兄:一 部分委貝反村列入任何清車,而 男一些委貝nll使 成列入一份

次想元一玩漏的清車 ,但 位規定定期更新內容以保持良活性,逐有些委貝支持一种不那么苛刻的方

法,其 中規定時革只具有一种參考价但.如果
‘
元一斑漏

”
意味若任何使用活車物辰的活功將 自劫

故考慮作力好 1荼 中提到的活功的活 ,好 二种走快似乎是行不通的.但他的想法并不是把汁革仗仗

作力一种說明.如果要9r列 速祥一份清車,時革就位些冬可能地戶泛,以 列入可能造成跨界板害的

所有物辰。
“
先′琉漏

’
一同不明确,因 力可能被洪扶力指世界上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可列清車的

物辰了:但是 ,具有第 2茶 (b)項末尾說明的特性的物疲也可被汏力是危降的,即 只是以某种效

丑、放度出現或在共和竹兄中出班才是危險的那些物辰.例 如水就是送祥°他粹在下一次根告中迸

一步考慮達介同題 .

49.一些委員●●放力,第 2奈所下定〤的名詞數目大多°一共有 lt介洞 ,但一些有失公的所

下定叉的名詞清草如果不是更長的活 ,至 少是一洋卡的.凡 出現一介新的領域,村 新的名洞一向需

要加以下定〤的°

SU.有 人曾絟悅避
“
敬害

’
的定〤不位些出現在用活一荼中,但送只是一般的債例.在 19田 年

ㄍ南板矽物資源活功管理公的》(凡 A/CN.4/η 8和 Add.1,腳 在 B9)中 ,相位的定叉出現在用

悟一茶 (弗 l1奈 第 lS敕 )中 ,并涵蓋了公的所快想的各熒韻善。垓公玓館 8茶所親定的是黃任 ,

而不是敬害.它确定了活功者的女任,回 家的女任、例外竹兄等等.位 曾在用吾的一茶中保留
“
韻

害
”

一洞的定叉。

51.已 銓悅遊 ,除 了需要就掘害革狂汀一茶外,凡涉及死亡和令人受到仿害,財戶的又失和受

到振善以及肘特定地區的享有叔,合理的預防和清理活初的女月以及村坏坑造成的技害這些奈放

中部位具体加以分炎°冬管措洞咯有不同,但 所有送些棍念都 已篷栽入弗 2和 24荼車來了.然 而,

他同意將敬善規定草列一項并多少包含所走快的榮別 (但不是所有的活和都硈要作汗理爽理).

兒.所提出的新的一共村不坑的敬告普通得到好好,但有人走洪把它”入板告的一殺概念中°

19m年 <核 能方面第三者女任公的9和 19●S年堆也納 6核 報告民

一

女任公釣》并未列入速祥一介

英別 ,但 法律界似乎一致水力成些列入達一共.最新的公夠和車未在有大的板害來敢中兵休提到了

】另
「
坑同捶 .

SS.回 沶演例主張只殕借那些力依欠不境原扶共沶上已生采取或將要采取的措施.除 了《南杈

9劫 女源活功管理公的》之外,沒有任何回隊文+肘元法恢欠原狀的

一

例作出規定.排 而一些人的

志凡是,女 成第銋 奈車屎幣 1放 中表示的夫子一旦元法恢欠原狀即錚子金我浩借的規定 .

S● .冬管
“
明昆

”
或

“
五著

’
韻告送一 1.● 趣已在田沶水道的范日內和目前的令捶中討淹避并且

已銓威力坏境法中的一种普通稱念,但 作力一介界我仍有討淹的余地.“五著
”

一洞似乎比
“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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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一月更常用 ,一 些皮言者比裝吝攻用達

一
用悟。如果沒有功切的說明,而 是在暗示更高一錄吋,

在夫于一殺活功的茶敏中使用
“
五若

”
一同可能比

‘
明五

”
一司更力要些.已 正确否定了

‘
妨害

.

一洞 (第 2茶 a)項 ),因 力它弟子普通法中的一介具有固定含〤的用活.元始如何 ,西班牙活中

的 IIolestt一 詞澤成
“
妨害

”
不好.有 人建快,‘五若敬害

”
位界子

“
密度

”
和

‘
尸重

”
破坏之同.

但也許
“
密度

”
和

“
尸重

〞
比達一建快的措詞表明的合〤更准補.元淹怎桿,有 必要村速一茶缺迷

行迸一步的申快°

S5.有 人肘年 2奈 <k)項 就
“

一

故
〞
一洞所下的定又使用

“
持球迂程

”
達一用悟提出异快.有

人走快 ,使用
“
偶皮═件

”
一詞 ,但又有人鬥它是否等同予以前所使用的

‘
竹兄

”
一切,他放力也

并是速祥的°委炅們逐迫切地要求肘与含有危降的活功有夫的
‘
═故

’
一詞下定又。達一1.9趣 也霈

要選一步討淹 .

SS.一 位委員提到牛 1茶 中
‘
整介逮程

”
達一用活可能縮小麥款的范田.但在

“
具有敬碧性后

果的活功
’

的定叉 (第 2奈 <f)項 )中 ,‘在其正常操作逮程中
”

一悟卸更受玖迎°

S7.冬 管一位委員持保留意兄,而 男一位委鼠肘特別是在一項全球性公的中各回是否能接受

表示怀疑,但 夫于不歧視原則的弗 lU茶 車未普適受到好評°

SS.恙 的未說,位 些規定有預防

一

次友生和預防敬害的措施 (遏 制,縮小和減姪)的建快投有

受到辰疑 .遠美頂防措施只是在一旦友生

一

故吋才道用于含有危險的活功.它 似乎是用于帶有敬安

性后果活劫的唯一一种典型的預防措施,因 力它的目的不在子防止活劫,而 在子遏制、賭小和威楚

由它的正常操作而造成的被害 .

”.委 長合玵特別是第 8、 弗 16、 第 1B和 第 2U茶 草案中板防的〤夯虛否是強制性的遜是
‘
軟

的
”
達一

.9趣 送行了甘站.許 多委長安同規定戶格的〤各.然而,他怀疑可能有慎解。算 18茶碗

共是多余的‘它的唯 一目的在于版放尸格的回家女任的逆輯,并 向某些委貝們保迋,只 要沒有弓〡

超板害,受形呴回就沒有叔利采取行功迫使起源回逆守預防的〤芬.而 一旦友生損害,起源回五然

有叉夯送行扑救,按照車床的規定,其火夯是淡判某种賠儅,但放原則上悅,賠儅垃些是合額的.

他悅 ,使用
‘
原則上

’
一河是因力根括錧 23奈草案,淡判的玲果可減少賠儅額.肘起源回來說 ,送

祥做旦然屈子城楚,但 它仍符合尸格〤夯的遻捧 :一 共上 ,預 防的保陣是希要賠傍的達一尸格〤分 ,

它相些子一种遇制手段 .車 未中夫子頂防的紊致共隊上只是建快 ,它 們之所以出挑在草案是因力萍

多委貝要求把它們列入車未.如 果不村其他奈放做出修改,Ⅲ掉方 18茶不合有任何改交 .

6U.有 一种与回隊伍例其一致完全不同的方素是 ,協 定回京村不法行力所魚的女任,其 中回家

未能9＿行女元旁貸的〤各,即 通述立法手段、甘理措施、行政成司法上的強制行力規定在共竹培或

控制范田內的私人部ㄇ遊守某些頂防性措施 ,例 如茶琅車案中規定的那些措施 ,或 位注意需要采取

的那些措施.在達种竹玩下,回 家必須肘由不法行力造成的任何嵌害做出賠儅 .另 外一和亦法是有

由承拉云任的私人部ㄇ戶格久女賠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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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他汏力,一 旦友生頡善,追 究的方法位是由普通回所法或者一旦力回家呆幼,由 有夫國家

女任的紊數炎理達反預防火麥的后果.速祥的活,本青捶的茶歉持不再7理 回沶法不加禁止的行

力,而 是不法行力了.屆 吋,送一等題的杯趣須改力
‘
回酥法不加禁止的活功所戶生的敬害性后果

的女任和賠儅女任
〞
或者某种柴似的林趣.但是在西班牙犬和法文的林捶中玵女任的概念就不孺要

做任何扑充了.困 力 resp。nsab山dad和 resp.站山山t6既含有賠撐女任又合有普通女任的意思.在 法

文本中,要做的修改板少,因 力它已各使用了a.tMt囟 一字.委 鼠套已袂怒最終用
“
活劫

”
一洞取

代林捶中的
“
行力

”
一同,看來垓是音大套批准達一台改的吋侯了.

S2.他 指出館 8茶車瑋的玤二句活措洞大弱.

“.冬竹一些委真放力方 l?茶車瑋規定位些兵力戶,但 它仍得到普追的女并.有 人走快垓茶

位些吋如何采用各种因求和如何便利益均街的抗念符合其他秦放的〤芬作出現明.然而,遜有人

悅,孩荼沒有什么用7,下一介恩的定〤就侈了,只 希在坪注中提到達些因素就可以了。

G● .汻 多委貝螢成刪掉第 18茶車棄,以 便能告采用
“
兵正的

”
預防火夯 .

∞.他 村是否特第 2U茶 列入草案狁係不決,他放力,若有必要,位 些在就弗 1● 荼或甚至第 21

奈怭商吋爽理防止的鬥趣°然而他感到先憑的是縈 2U茶所引起的反垃 ,村它的主要批坪是它避于

溫和°

㏄.就賠儅而言,委 真合中主要意凡是反肘口京肘由私人引起的跨界敬害示袒賠伴女任.送种

志另的依括是回昹慣例 ,因 力只有

一

項公的一一即 m9Z年 ㄍ外空物体所造成板告的回酥女任公

玓》——規定日寨玵所造成韻害灸女,但 回師來例法和外交做法絡子達种班想的近明甚少.在 某些

竹兄下,例 如根拆核淡施女任公的,田 束分但儅付垤管者或保險公司未能佳什的余額的安任.送一

魚非常重要,回 吥法委員舍和犬合垃些就此作出共定 ,或洋在出含貢通了所有新的材料之后就達一

寺題送行的下一次辯淹中能衫送祥作 .

‘67.他 介人的意凡是,或者私人部ㄇ位些肘所之受到的頡失鬼戶格的女任,可 能的活在某些特

殊情況下回家久某种形式的次要女任,就 回家在預防阿趣上的作用而言,回 家肘不法行力承袒女

任 ,或者就采取恭放車素中所反映的中同立劫 ,其 中起孫回肘頂防不承袒其正的女任一一或者任何

一方肘此都不承但女任一一正向
“
原則上全部培伴

”
和就浩件〤夯

‘
迸行淡判

”
達失措碎所反位的,

白家在友生板善吋承但板輊做的女任,而上述所有達些是中盜受到扯批評的.

SB.他 肘眾按利益均衡羽整殕佳送一加法反欠思索逮全面店伴的同捶.之兩介概念可能居于

同一共,困 力女用有特嫁的飯向:例 如,在 生戶銘源的孩工ㄓ中,其正支付保滕安的不是至管者而

是公久,他們要力屯多付我.此 外,及初因元法我所帝的店佳額迸行投保,因 而店催上限被迫不新

往上提,而且班在确共已提得很商.因 此,回 豚按例的傾向似乎是冬可能接近全額賠催.第 ZB茶

瑋棄所拳的例子涉及到本來可能由其他方承但的其豚由起拆回支付的項目.

m.回 防姐玖參加的達一构想受到了攻迎,其 中若干及言值得放兵申快.有 人肘下列情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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伓疑 :含 非金貝目的因怀姐玖的參加,回 穌姐取其組玖文中中未就此

一

項的作用做規定,包括它1何

肘茶欺車未所汀程序的參加,由確支付安用的同題,和
‘
千頂

”
一甸的使用 .一般汏力 ,位 些加強

國防羾班在掰助友展中回京特別是在技求和好 1茶 中所途活功的性辰及效果的一般知氓方面的作

用.在 達方面.lg82年 <瑛合回海洋法公的)右 2U2奈被引用作力一今范例。

7U.車 未中失于民

一

女任的幣五中包含的基本相想思的來悅受到安萍.然 而,位 注意到孩幸未

提到任何私人部ㄇ的女任,只 提到了回京的女任.些 林,他放洪到
‘
分抹

’
女任是汻多公的中使用

的一种手段 ,但 目前的公的所涉及的是兵体的活和.在某些公釣中,例 如有失孩友屯工╨的公釣中,

女任落到了銓啻者的共上,也許困力不然的活很雅找到其他參与者 ,例 如提供核原料的人,此 外保

肚發的累秋只舍大幅度增加生戶成本.在其他公的中女任由承逗人或所有者承拉 .無 女起草 1989

年 ㄍ控制危險波物越境持移及其瓜王巴基本公夠)m 女任方面內容的寺家工作小組強烈反玵把女

任”于度物制造者的建袂.歐 洲理

一

舍快法通迂將銓管者界定力
“
全面半管迋作越程

”
的人來好央

速一同趣,但是任何夫于位將達一定〤列入本茶放軍集中的建快都合帶來
“
全面

”
和

“
牛管

’
的含

〤是什么的同捶?送介向題猛要送一步探討 .

91.車 來年五幸的目的只是力了肘民

一

云任涉及到的某些回隊方面作出規定并促避受告方利

用日內法所提供的渠道。第 3U奈 草案的意田是在達一
.● 趣上私人部ㄇ的安任鬥趣庄些由國內法院

我央°

花.回 家有必要使其法院有秋在元歧視的基地上受理外田受害者索賠 ,速 一魚受到了強惆.撫

而,9f有 人建快將就回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令題提出的相位奈歉作力指專一手 ,他 感到有些迷惑不

解,他次力,方 2g奈車來年 1和 2放加上好 lU和 3U茶 車來已照碩到了達一魚.也忤垃些肘一些

有失的茶放作出琱整以便消除一切庚忠 .

?3.遜 有人同,如 果受害者在起源回法院效拆,垓 受告者 自己的國家是否在任何竹兄下都不能

通迂外交渠道提出他的拆忪,即 使理由是拒免司法也不位造祥做。他的最初反位是,在 任何拒地同

法的情況下均位适用一殺回隊法的規則,但 他希望有机合在有失送一青題的下一次甘梵中更洋如

的作答交 .

π.及后 ,有人走快修改年 4奈年來,使送一車床与 19Sg年 ㄍ籬也幼奈的法公的》幣 SU奈方

3放相一致°共酥上,玄公夠的有失奈放不是牛 3U朵方 3琅 ,而 是瑋 Z放 ,因 力后者我有
“
但不

得違反
”
和

‘
垓另一來的的規定⋯⋯’

送洋的措河,它 榮似子年 4茶 車瑋中
‘
但不得達反垓另一瓨

回隊你定
”

的措詞.他相信作出速一澄清可杜免在下一屆合以上在重提速一建以 .

中午 12吋 5。 分散舍 .

l°

兀年 21BB次 舍洪,腳 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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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文 久#先 生

第 2191次 合快

出席:阿吉傳拉素王、飢西先生、阿〨焦—

—

伊斯先生、巴本沃薛先生、巴你甜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本努幼先生、卡菜步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因 碎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

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綠僽斯先生、馬希与先生、友卡弗里

先生、恩居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係朱先生、斯里尼瓦碎 .拉奧先生、拉扎凡穗拉

朗博先生、各庠幼斯先生、塞普水堆送 .古故雷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場皿姆先生、托移

沙特先生°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墩 完).

〔快程項目 1U〕

歐洲法律合作委真舍現察真的皮言

1.主席肯歐洲法律合作委員合珧泰長基勒比夫人在委長合友言°

2.基劫比夫人 (歐 洲法律合作委貝舍現慕貝)悅 ,地愿向委貝合通報歐洲委貝合最近在法律

領域迸行的某些活功,更准确地悅,就 是歐洲法律合作委員合送行的活劫。

3.歐洲委長套子 1989年 5月 5日 庂祝其成立四十周年后不久,中 政和赤歐友生了并多夾化 ,

一介錯呆是,其他回家也將在道些吋加入歐洲委長套 2S介成長目的行列.例 如,句 牙利將子 199°

年年底之前威力歐洲委長套的威真.

4.199U年 6月 5日 至 7日 在伊斯坦布小召牙的第 17屇 歐洲司法部長舍洪的快程項目之一是

歐洲委長舍的法什侍銃及其在加強与中臥和水歐回來的大系方面的作用.部 長●●在常 2母 央快中

放力送些回家逐步加入歐洲委貝合的荼的和走速以及參加新文串的叔何工作將可加強法律一致化

的思赹勢并可力它n● 加入歐洲委員舍補平道路.部技●●走快,除 了其他

一

項外,歐洲委員全部挨委

真合位肘送些回家加入委貝合公的和林定的任何中甘以及它們夫子新的法律文中的任何建快垥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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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板的考慮 .

5.歐洲各回司法部卡逐甘淹了通述刑法保#不境的鬥趣°他●●在第 1母 央快中建快部米委員

合肯歐洲犯罪同趣委員合酌情以建快或公的的形式似定共同的指早原則以制止瓶害坏境°

6.此外,歐洲各國司法部長通逍了一項大于生物份理苧的央破,其 中建快部卡委天食指示特

次生物伶理半音京委貝合考慮有元可能起草一份向非成長回升放的羽領性公的,力 生物匯半友展

ㄝ程中保伊人犬規定共同的一般林准.

?.歐洲法律合作委員合篷常有机套了解回狋法委真舍的活幼,及近有幸听取了兩位委員,迪

正斯 .网 許雷斯先生和托發沙特先生的友言°

8.歐 洲法律合作委員套及近在其各寺哀安炅舍工作的基地上完成了四項走以和兩項公的的

來文。達些建快涉及南婚后的云任分推 lH9趣 ,保中用于就ㄓ目的的↑人交料、有夫行政活劫的帖時

法庭保押 ,用 于付款或其他有失活功的令人資料的保伊.前三項建洪以后被部挨委真合通述 ,車 四

瓨建破有待部技委貝合在 19gU年 9月 常快 .

9.夫子兩項公的,算 1項公的涉及近券市劫交易中的知內竹者交易鬥趣.它 已我入 《歐洲紊

的集》(ETSl3U)并 于 1989年 4月 2U日 升放供筌署,一項快定+(ETSl33)于 19甜 年 9月 ll

日升放供蠜署.公的的目的在于帶助泰党利用所知悉的內竹謀取利洞或避免散失仄而破坏投資者

1.● 机舍均等的原則和市場信巷的近券市場交易行力.公的規定在國家一致久云土任怔券市場交易

的人之同交換信息 ,以便冬速友班并查明不正常的知內竹者交易准各活劫.公的締的回可通避何草

戶明而把此一相互援助机制才大道用于查明是否有人仄

一

其他不正常的活功,而 送些活劫可能吋

所有江卷市埸交易的人荻取信息的公平机舍或肘提供蛤投資者的信息的辰1造成有害形呴.

1U.第 2項公的 (ETSl36)是天于破戶的某些曰哧方面的阿趣,它子 199U年 6月 5日 在歐洲

司法部長合以上升放供筌署.它 仄依夯人和備叔人在其他回家的資戶的現魚就破戶的回隊方面鬥

題作出了規定 .在 一今回家境內被宣告破戶的債夯人如果在一介或一介以上其他回家抈有資戶 ,公

的允并速些其他回家的財戶清年人行使戌予他●1● 的某些叔利 ,并 姐取次數破戶的升始程序°之些其

他回家的位杈人可以在年一今日象提出來殕要求.因 而公的規定位垓使依杈人了解竹況并能姊用

何化的表格提出索賠要求.

H.歐洲法律合作委長合有許多寺京委長舍,地將提到其中的四介.回 隊公法令京委貝舍已篷

召升了13次金快,其任夯是交換意兄和中企歐洲法律合作委貝合兵体指定的回狋公法1.9屈 .在迸

去兩年里,垓寺京委貝合就下列各介方面交換了悲北‘犬合#六委貝合和回沶法委真含的工作 ,呆

用逸出來放赤法使茶的早日生效,伐入一些奈放 ㄑ‘
脫南

’
茶歉),使某些回家可以在它(1● 与其他

回家的大系中不道用公的,回 隊法方面的新友展,尤 其是有失歐洲委貝舍与中改和床歐回家之同的

夫系,球合回回隊法十年、和平解決爭端,以便力將子 lgg1年在瓦采塔 (巧 耳他)召 升的歐洲安

全和合作合快寺宗合破做准各 .

—— 497 ——



12.多 望回分青家委長舍哲時通拉了兩項未文,以供納入可能村 19CB年 ㄍ夫子我少多重回雜

竹兄以及在多重回籍情況下的兵役〤夯1.9題 的公的》作出修正的決定中中.來 文之一起定持有不同

回籍的配偶也可荻得男一方的回籍 .另 一來文涉及年二代移民日題 ,規定他們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荻

得所在目的回籍而不失去其原莊 .

13.199U年 5月 ,歐洲法律合作委貝合甘家庭法律令京委真舍常快起草歐洲儿±叔利公的是

否可取.垓寺京委長舍格子 19e● 年 l1月 的下一次合快甘站送一同厜 .

1● .坏境敬善殕儅鬥趣令家委長合子 19B9年 1月 接到指示,垿 雩大于危害不境的活初所造

成瓶善的公的車未.告 泉委貝合在圾近一次含快上中全了公的車朱的采文并哲吋通述了若干案文°

公的車未的目的是确保府危險活功造成的敬告珨予充分姑儅,并規定了防止破坏不規和恢欠不境

的亦法°危險活功的定〤尤其受到重視°也正在褓定危險物辰、危險人工基因發交生物和危●J.微 生

物的定叉°
‘
活功者

”
是指肘危險活功行使央眛控制的人°

“
振害

”
是指喪失生命或人身份害、敬害

不境所造成的散失或瓶害、ll戶 板失或敬坏以及預防措施的安用 .公的將不透用于因迋栽核物辰或

由核物辰造成的被害°公的哉有夫子它与其他文串之同大系的′幸.女 任范田和強制性保險的鬥趣

正在申快之中,案 文逐涉及荻得信息的机合、各班玖采取的行功和政立一今常攻委貝舍等鬥趣°

15.最 后,她 感謝委長舍邊甘地介紹歐洲委貝合在法律領域正在送行的一些工作°她將很球志

回答委貝舍委炅提出的任何鬥趣 .

16.席 感甜歐洲法律合作委長套現泰貝十分清楚地介紹了咳委長合的工作.送些工作不仗天

系到吹洲,而且也夫系到整介回隊社舍,因 而也夫系到回隊法委貝合.五 然,歐洲法律合作委長含

和國防法委貝舍追求的日林是相同的,︴ 多地方可以相互借些.迸行合作村及方都有很大益爽 .

17.托 移沙特先生也指出,歐洲法律合作委長合和口隊法委鼠合正沿看同標的方向迷行努力 ,

冬管回陭法委鼠合的活功范田技力狹窄,因 力它不涉及回隊私法.回 沶法委員合肘歐洲委貝舍赴理

的兩介鬥趣尤其感共趣 !不境保抻<歐 洲各日司法部挨已就速一l,9趣 適迂了一項次快)和 回家豁免.

回呸法委貝合夫子回家豁免寺捶的特別報告貝放 1992年 6歐洲回家豁免公的》中受益不洩,他汏

力 ㄍ歐洲回象裕免公的》是就垓 1.9題 迷行的年一次幻來努力 .

18.歐洲法倖合作委長金現慕天提到的逸出奈放与回隊法委良合的未來工作可昨非常有夫 ,

因力保留制度和令人不能接受的保留同捶是十分敏感的1.9捶 ,位 得深入考慮 .

19.巴 本沃#先 生悅,作 力回沶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瓶

一

性后呆的回隊女任的青趣的

特別報告無,他 的工作是歐洲委長舍与日隊法委貝舍之同合作的一介兵体范例.歐洲保抻坏境公的

車未在北一方面非常重要.些 然,它只是一項匡珴性文串,但在目前,它是道用于所有危險活劫的

唯一日沶文中,因 力迪去的文中范田裝窄,仗道用于逼特、孩能等.因 此,田 沶法委炅套正軂切注

志歐洲委員舍在速方面八═的工作。回酥法委長套的篷驗如果有任何助益可隨吋提供給歐洲委貝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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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帕夫拉克先生悅,村 子正生所若巨大交車而且有一天可能威力歐洲錯杓的一部分的回家

如他自已的回家來說 ,歐 洲委員合采取的炎理亦法是很大的鼓舞.歐 洲委員合的工作勢必套促迸回

怀法委員合的工作,回 狋法委貝舍肘歐洲法律合作委貝套避行的研究的辰i十分發賞。

Z1.思π加先生強琱了回所法委貝套的工作与歐洲委貝套在法律領挨的工作有密切的秩系.

兩介机构之同送行合作必然肘及方都有好赴,達种合作位迸一步加強.歐洲法律合作委真舍非常重

視耳境保伊 1.9翅 ,肘此他表示攻迎.之介 l,9屈 玵非洲回家來悅非常敏感,目 前它們肘此鬥題板力重

視.它 ●●希望送威共同立夃,力 非統姐班青ㄇ甘梵送一1.9庭 的舍快做好准各 .

Z2.回 隊法委貝套希望了解歐洲委貝金打井如何庂祝瑛合日回泳法十年°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 (攻完).

(A/CN. 4/4】 5,: A/CN. 4/422和 Add. 1,’

A/CN. 4/431,’  A/CN. 4/L. 444)

〔挑程項目
。

起革委長合二快提快的荼歉草案
t

集 1至 l° 茶和館 l2至 16荼

23.主席靖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革委貝舍大于其二次通遊的第 1至 lU茶和第 12至 16茶 車

來的報告 <A/CN.4/L.∥ 4),委 員合已決定不在本屆合快中快速些奈放草案 <凡下文第∞ 段).

∥.馬 希馬先生 (超 革委貝合主席)悅 ,起革委長合在本屆合洪期日常快了委貝金在′放暫時

通遊的ZS紊茶款中的 1● 奈 ,下 一屆套快垃可完成草案的二玫,使 委長全能告按照前几屆套快上表

示的意愿,子 lgg1年 委貝合委真目前達五年任期錯來之前向大合提交奈欺車笨的最后案文.

2S.算 1茶 (本茶欺的范田)規定了整介茶放的适用范田,盤 子葉文得到普遍接受,起草委員

令未作任何改功,但 法文本除外,原 來的1.㏑ munit6↙ unEtatetdeses㏑ ensdela扣 Iid:ctic,ndes trt

buⅡ日uX改力 r㏑mun:〔 .deJuHdtt㎞ d了 .nEta!.tdeses㏑ ensdevant les tr︳ bunaux。 后者更力典雅 ,

也是 1972年 6歐洲回家豁免公的》所使用的措河.弊 5荼 (原 弊 6秦 )和 好 9茶 (原 若 l。 各)作

了相位的更改.

致自館 2lG2次 各》寸文°

特 I●.子 619BS年 ⋯...年 盤》,乍 二卷 <弗 一部分)。

特哦子 ㄍ1989年 ⋯⋯年盤》,館 二卷 <弗 一部分).

特我于 ㄍ199U年⋯...年 盤》,第 二卷 <弗 一部分)。

安貝含一沒哲吋通避的奈歉車集特找子 ㄍ19“ 年⋯⋯年盤>,算 二卷 (館 二部分),年 8頁

起各頁。王子坪在,兀 同上,腳 注 7至 BS.另 北方 2lSB次 套快,年 1段°

—— 499 ——



26.有 些政府在中面怦站和意凡中走快好 Z奈 <用 悟)垃 与館 3紊 <好舞性規定)合并,因 力

第 3荼力确定哪些其体或哪些人可以援引豁免規定了拆堆力确定一項合同或交易是否屌子商╨性

辰規定了指早原則.特別根告炅接受了玄走以,委 貝合也核可了垓走破 ,因 而起革委貝套揪定了新

的第 Z茶案文,特原來的兩秦合并力一.因 此,他提交的來文主要是原來兩秦合并的鎗果,但有若

干改劫 .

29.名 1放 <a)項玵
‘
法院

’
一切作了界定,它沿用了原第 2紊井 1致 <日)項 的來文°垓定

〤被放力基本上可接受,因 此起革委員合未作改功 .

2S.第 1致 (b)項 肘
“
回家

’
一洞下了定〤,垓項共有五介目.(′ )目 特

“
回家

”
一洞界定

力
‘
回家及共各和政府机夫

’,它沿用了原牛 3每年 1致 a)項 的來文.些千回家定〤的送一部分

披次力可以接受,起草委長合未作改劫 .

Z9.(二 )目 是新起草的宋文,他 日頑悅 ,委 長合的一些委貝和一些政府曾指出國家定〤中波

有考慮到耿邦回家的＿.1成單位送一特殊特兄。÷央上 ,(三 )目 涉及曰京政治區分單位 ,原 來也是

力了碩及瑛邦回家的竹兄.然 而,孩 目所我的一↑子句使共規定伙道用于有杈力行使 回家主叔叔

力而行力的政治區分單位 ,送共隊上將球邦回家的鈕成單位排除在奈數的范田之外 .力 了解決垓鬥

趣,起 革委員舍決定增列告ㄇ涉及球邦回家的一日,其 來文力 :‘ (二 )耿邦田象的組成單位
”
°

BU.<三 )目 沿用了原第 3荼年 1致 (b)項 的來文,正象他村 (二 )目 的拜秤一祥 ,它 旨在包

括軟邦回家的組成單位和有板力行使回家主板杴力而行力的回家政治匠分單位.盤子新增了寺ㄇ

涉及朕邦回家的 ㄑ二)目 ,<三 )目 伿适用于笫二失單位.起草委長合沒有肘一樣通遊的案文作任

何改劫°但他指出,村 子法文中的 pr6【Ugat∥esde㏑ puissanoep心㏑que<日 泉杈力机夫的特板〉一

活的正确英澤是否即力
“g,v.=eignauthor:ty’ (主根板力)阿 趣,起革委貝舍內有不同的志兄。他

田厭城 ,些 一法通述君 3茶 吋,起 革委員合深入甘梵了達′阿魚.起 革委長套想解釋法文中lapuis-

sanc芭 Pubuque一祠的特定含〤及相大的徹小差別.第 3茶 的坪注体現了達一志田,它在弟 (3)段

指出
“
并非一介回家的各介政治區分單位均享有回東豁免,特別是些政治區分單位不是行使

‘
主根

板力’而行力吋真是如此.‘ 主叔叔力’似乎与法文中
‘
回家杈力机大的特杈’

一詞最相近
”

.‘ 起

車委真舍的一些委長在二樣時接受了達′好法,理 由是
‘
主叔叔力

’
一詞表造了唯回家才有的特魚,

達意味者它享有豁免.然而,其他委真則持不同的志凡.他們水力,“主杈根力
”′田按照回唪法

通常与回家的回酥人格耿在一起 ,而 回隊人格不是 (三 )目 的主睡.向足共酥上是一今日內法 1.● 趣 ,

即璃定垓法如何在回束的政治區分單位中分琵叔力的同捶.因 此,法 犬中㏑put曲nC● 9uuhue一

切的又好的英悸是
‘g..emment● 9●tho㎡ ty’ (政府杈力).回 家女任奈放車宋第一部分第 7和 8荼也

‘ㄍ19B● 年...⋯ 年盤》,第 二卷 (右 二部分),第 14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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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速一捀法°. 此外,有 人指出在其他一些活文如俄文中,沒有与法文中的Iapuissance,也b己q.e

相村成的用活,因 此最好使用
‘
authoΓ:ty.ft∥e.t日 te” (回 家叔力)一同.由 子未就任何其他英文

措河造成一致志凡,起 草委長合決定保留一接通避的瑋文中的
、。

vere咕nauth㏄ ity” (主叔叔力>一

切 .

31.大 于 (三 )日 之二,他 回頑悅,委 貝合在一次通迂的第 3茶弟 1數 (c)攻 中已#‘ 回

家
”
一洞的定又才大到有杈力行使回京主叔叔力而行力的回束机拘或部ㄇ°力了迷行二故,帝刑報

告尿在上居舍快上指出,由于乍 11茶 之二中引迸了
“
回京企ㄓ

”
的概念 (A/cN.4/● 15,乍 122

段),需 要肘弗 1數 (c)項 中的回家庭〤加以侈改.

銘.起 草委貝合花了人士吋向,力 了券致革素的目的拭田就回家企╨的定又及其地位由措甸

送成柲快.例 如有些委貝建快特達种企ㄓ排除在新的館 2茶 的回家定火之外,并主張取消牛 H各

車宋之二.其他委貝不完全女同送一解決加法:他●●放力,垓 日趣很重要,因 此必須另立一茶來史

理.起革委貝合篷迂米吋同甘站后新定,由 于缺乏●f同 ,元 法在本屆套破期同取得一致意王,因 而

不能向因隊法委貝套提出來文建快°他本人放力起草委真合最好在 1991年再次常快垓鬥娷.盤于

回家企╨鬥題必須在夫子用悟的第 2茶 內解決,或男立一奈解決,所 以新的集 2荼第 1款 (b)項

(三 )目 之二和弗】l茶草案之二仍惡而未決.起 草委貝套下屆合快將鈕笨甘拾達些茶歉。

BS.(四 )目 沿用了原第 3茶 好 1致 “)項 的未文.垓來文沒有引起各國政府的任何坪淹 ,看

來是可以接受的.起革委員合因而未作任何修改.

34.新 的第 2茶幣 1放 (.)項与一女通達的第 1欺 (b)項 相村位,其 內容涉及
“
商ㄓ交易

”

的定〤。夫于速一項 ,他 回頭悅,委 員合在一次吋通迂了
‘
商╨合同

’
的用活°思管未就送一魚取

得一致意凡,但起草委炅合去力
‘
交易

”
一詞在技未上含又沒有

“
合同

”
一詞明确,因 而活垚的活

功范回更ㄏ°力求一致,委 見套逐將法文本 (一 )、 <二 )和 <三 )日 中的accord一詞改力tn邱㏄ti。n.

∞.起 車委長舍刪除了 <一 )日 中的
“
或灼共

’
等字,它 們似乎是多余的,因 力每一氅出售勢

必与曲妥相伴 .

36.在 <二 )日 中,起革委貝合也好未文的措洞稍作了改功,以便考慮到不仗在貸款的帝況下

可臼匕有但保〤夯,而且在其他金磁性辰的交易中也可能有但保〤夯‘同祥,不仗在全致竹兄下有保

賠〤芬,而且在其他金感性痰的交易中也有保培〤夯.此 外,夫子一次通逮的
“
商ㄓ合同

’
定叉的

評注 (3)段 也指出了之一庶.’  因此,起革委真合將但保火芬和保店又夯并到一起 ,因 而它●1● 既

道用于貸款合同也道用于其他金法性辰的交易.

.ㄍ 198U年⋯⋯年舉》,第 二卷 <#二部分),方 3U更起各頁.

.兄 ㄍlg83年 ......年 盤》,寫 二卷 (錧 二部分),館 BS頁 ,夫 于些吋的第 2奈 些吋年 1欺

竹)項 的坪注 (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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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夫 子 (三 )日 ,超革委貝舍仔幼申查了一崁通遊的來文°超革委真金了解不同悟文中的用

悟不一定具有完全相同的含火。例如,普通法回家使用的
‘
c。ntractf“ thes.pplyUfserv:ces” <提

供服夯的合同)和
“
p了●fe由 on.I.ontract〞 (取 出合同的祝念 ,如果車貀地理解 ,其含又也許与 c。ntmct

depi.statIonde與●Viees和 c.nt.actde1.uag.d’ ouvrage●ud’ ㏑d⋯st.:.的慨念不完全′祥。冬管如此 ,

起革委貝合放力送些板念如果放在一起理拜 ,則 包′了所有位垓包多的范田,因 此一決通道的來文

可予以保留°起卑委真舍肘法文本的措洞作了改劫,即 以英文本力范本,將 .Umme6c:ale一 字后的

ou改力逗告.

SS.新 的館 2荼第 2款等于原錧 3茶 錧 2數 。它涉及所渭
‘
性辰

”
林准与用以确定′合同或交

易是否屈子商ㄓ性辰的

一

目的
”
林准之同的夫系.道兩今狋准主要是根括

‘
限制性

”
和

“
免肘

’回

京豁免送兩种理淹提出的.他 回頑悅,在 ′快常快垓阿題翔同,回 唪法委貝合花了很卡的時同討淹

位孩在世兩种杯准中采用哪′种的1.9輝 ,委 員合最后同志采用折衷措洞 .垓 亦法具体規定,在确定

一合同或交易是否屆子商╨性辰吋,位 首先考慮合同的性辰,但 如果合同的目的在好的目的央域

中,合 同的目的与确定合同的非商╨性辰有失,fll也 位予以考慮 .

Sg.若干政府在坪稔和意凡中指出以伸的目的央跩作力考慮合同目的的准則不恰曾,它 ●l希

望刷除速一提法.起革委貝舍考慮了其他可能的措洞°篷ㄏ泛甘淹后 ,起 草委貝合最終未能就任何

其他措詞取得一致志班,因 此決定保留一女道迪的未犬.由 于垓放的位王有了交功,必須在文字上

稍作修改.因 此,垓欺的升共作了修改,以便提到第 1致 “)項下的
“
商╨交易

”
的定〤°此外 ,

垓欺及后一部分中的
‘
垓回

”
改力

‘
作力它的些

一

方的回京
”,其含火些然是指合同或交易的些

一
日.改功的目的是力了使措洞明白元淏 .

m.第 3歉等于原第 2奈 的館 2歉 °它我有通常使用的但中,起草委真套除了因孩放的位王改

交而必須稍作文字修改外沒有建快作任何改功.9F共 的
‘
館 1放”

等字改力
“
第 1和 館 2款”,因

力第 2荼現在栽有兩致定〤 .

41.第 2和 弗 3茶合并后,余下各來也都重新痴母。

●2.館 3荼 (不 受本奈放形咱的特杈和豁免)亦 即一女通迂的第 4奈 .他現 ,起 革委真舍在垓

奈方 1放 中的
‘′回

’
之后增加了

‘
根括回隊法

”
等字,以表明速里所指的特板和裕免的囝隊法絡

子的特叔和裕免.送一侈改也有利子在方 1技与第 2放之同走立必要的玵庄.大于方 2欺 ,起車委

貝合注志到垓致涉及錚予日泉元首介人的特叔和播免而不是作力回京机杓所事有的特叔和豁免.

因此,尸格悅來,在夫子回京豁免的奈致車朱中不庄垓提到此一

一

項.然 而,起革委貝合注意到沒

有任何政府走快別除好 2數 ,因 此放力不宜在二缺价段川除玄欺.及后,‘特杈和豁免
”
等字之前

的定冠詞 已被別除,以 便案文兵力更活°

●S.第 4紊 (本奈欺不湖及既往)亦即′故通迂的好 5紊 .玉 然少數政府走快采用不同的措洞 ,

但孩茶得到了普通接受.因 此,起革委貝舍放力沒有必要作任何改功.放未文中可以明昆看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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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及既往的奈款仗通用于在日內法院提起的拆妐 .

44.茶敏車來年二部分的拆捶仍力
‘
一殺原則

’,未作改功.他 回厥站,年 S奈 (回 家豁免)在

一淒肘引起了一些爭站.送是一項夫鍵性茶致,因 力它m明 了茶放車來的理淹基地.一樣適避的來

文 (第 6茶 )中 我有一↑放在方括母內的短悟,其 中規定回家裕免逐須達照
‘
一殺回跡法的有夫規

ll” .括 子內的送一短潛的目的是強琱本奈攻并不妨得回隊接的友展,因 此,各 回享有的豁免既位

連守本奈放的規定 ,也位連守一殺回酥法的規則.不 出所料 ,方括子內的送一短活引起了一些坪站 .

安真合的一些安炅螢成別除.男 一些委天安成保留.起 草委長舍內也出舞了同祥的落兄分歧.技后 .

起草委貝合次定特其琍除:告 逸次力 ,本奈放錚子我不玲子一日的任何豁免我豁免的任何例外均不

合形呴一殺回酥法.如果茶球威力一項公的,那 么送些茶效伙在公的坤的回之同道用.在 送一竹兄

下,刷 除方括母內的短悟不合形呁公的中未提到的主屈或一敘回狋法夫子垓同麼的立場°

4S.在 法文本中,扣 u∥ .‥ de∥mmunit6dejur超 :.tiondes tr心 unaux,等 字改力抽㎡t.‥ de

yi.IInun:t6dej㏕dktbndevant lest.:bunau〤 ,其原因与他在介幻第 1奈 時所焊 ,’$的原因一祥 .

.S.在 方 6茶 (其行口泉豁免的方式)中 ,弗 1放第一部分沿用了一女通遊的宋文 ㄑ第 ?茶 ).

些然由于各奈的編母友生了焚化,其 中提到的幣 6茶 已改力好 5奈 .達 ′提法清楚地表明共行回家

豁免的叉夯仗在其他回家有叔享有本紊放規定的豁免吋才适用.年 1放 的好二部分是起革委員套

根指特別根告真的建快增加的.其 目的是界定并加強垓致好一部分規定的又芬 .如果法院地回的法

院不是何草地依据其他日泉的方明行卒,而 是主功确定拆妐是否兵正升肘孩回,則 回家豁免的遊守

將更有保陣.造就是
‘
主功地确定

”
等字的旨志.起車安真金使用了

“
位保近其法院

”
等字,以 十

分清楚地表明此一〤夯是孩回火不容許的,它 有女任根括日內程序及行垓〤夯。之里再次提到第 5

茶,表 明孩規定并不玵垓曰央狋上是否有叔享有本來數所規定豁免的洶捶敬作判新.

47.大于第 2敬 ,起革委貝含先曾指出,垓放的目的是規定一奈林准,括 以确定一坼必是否位

視力什肘一今日京提起 ,但 肘有失回京是否妥弊被承放享有豁免的1.9翅不作任何規定 .委 貝套注意

到一快通迂的措河逮分王豬,似 乎允︴出現下列可能性 <且 然送种可能性敬小):一 日星未被指名

力拆忪的些

一

一方,但 可能舍技進展狄法院的甘括.因 此,水力有必要村琪放所包括的兩种竹兄作

一明功區分,即 在回家被指名力拆松的些

一

一方的竹兄与未被指名力拆松的些

一

一方的竹況之同

加以匡別.a)項 涉及好一失竹兄,(b)瓨涉及好二美竹兄 .

●B.<a)項元持係捀.Φ>項道用于下列竹兄,即垓回未技指名力拆松的普

一

一方 ,但与拆松

ㄇ接有失,例 如,涉及一日京財戶如找飆提起的功板拆忪,或什〺另一共体而非什玵牛2奈方 1球

°)項 ‘
回京

’
定〤范日內的因京提起忻松.起革委真合何化了一發通迂的措洞.委 貝套先刷去

‘
如果拆忪

一

共上要迫使另一回也厭仄法法院甘格
’
等字,因 力它●●在所指的竹兄下,沒有任何志

文°委員合扒力
‘
即承..●垓法院所作出可能形哅⋯⋯的我央的后呆

”
等字的拆忪程序与它村垓回所

弓〡起的后果之同建立了ㄝ于松散的夫系,次而可能不恰普地才犬了府垓放的解秤范田°因此力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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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方面使案文更力明确,委 長合用
‘
形呴

”
一同 取代了速些字.

Φ.技后,舉于第 2奈肘
“
回家

”′詞 作了祥幻界定,第 3款 已沒有任何意〤,所 以超車委

貝舍刷除了方 3數 °

5U.拜 ?茶 (明 示同志行使管培)即 一法通迂的弊8奈 .起瑋委貝舍根据回沶法委真金內和各

曰政府提出的坪淹在按奈中增加了某些內容,因 而帝要加以好秤 .

51.第 1放規定一日如明示同意另一日法院村一介

一

項行使管格.則 不得在孩法院就孩卒項

提起的拆忪中援引管培豁免.起革委員舍水力孩欺中
“
一介

一

項
〞
的措何不能包括所有的情況.例

如,一介回家可以同意另一日法院村特定未件行使竹培.此外,一介回家同意男一日法院村一介辛

項行使管培可能仗限子某一特定案件,因 而不形巾另一來件中共似｜項的回京豁免°因此,委 長合

將垓欺引言句末尾改力 :“肘一介

一

項或案件
〞

.

S2.(a)和 <b)項 沒有改功.玵 (c)項 的內容作了朴充,以 照頑另一可能性.孩項原來的措

詞規定一日可以通迂在法院玵特定來件友表戶明的方式未表示同志.然 而,有 人指出,送 一措洞要

求作此戶明的回家寺 i┐ 派代表到男一國法院出庭 ,其 共,位 垓容忤以+面 函件方式向原告或法院作

出達祥一和戶明。因此,“ )項 最后一部分規定回京可以通遊中面函件的方式村行使管培表示同意°

起草委長套透用
‘
特定拆妐”取代了

‘
特定案件

”
等字,使 (c)項 与垓款升共部分的子句更力一

致 .

“.第 2款是新加的.有 人指出,一 日就一來件或一介

一

項同意道用另一日的法律不垃被解潦

力前者同志孩另一日的法院行使管括°起草委長套安成送一意北,因 而增列了年 2數 .垓 荼的林題

沒有任何改劫°

“.第 8荼 (參加法院拆松的效果)等于一法通述的第 9茶 ,它在內容方面有兩介共辰性改劫 ,

根括二樣的甘淹恃玩和各國政府提出的坪淹增加了一些內容 .

S5.正 如其杯趣—— 沒有改功—— 所表明的,垓 奈涉及一回參加法院拆忪寸其管格豁免戶生

的效果.因 此,它力此一豁免規定了一些例外.送些例外道用于下列兩种竹兄:孩 日本身提起垓拆

松 (第 1致 (.)項 )和 垓回介入法拆松或采取与拆松有失的任何其他步賺 <弗 1飲 <b)項 )° 有

人指出,一介曰京二可根括某些︴央援引裕免,但 它可能不知道送些

一

共.一↑回家有可能在提起

拆松或介入某一來件之后才知道送些

一

共.在 此●i兄下,孩 回位能援引裕免,但顏符合兩介茶件 .

首先,垓 回必須使法院确信它在介入垓拆忪或采取与未竹其辰有失的步系之前不可能知道它可括

以主散豁免的

一

共.其次,垓 田必須冬早提出世种近括.方 1效 <t)項 第 2部分肘送一庶作了規

定 .

56.信 2數除了在引言部分中作了某些文字修改外沒有任何改功.一法通達的案文仗提到第 1

放 (b)項 ,但些子孩項的內容有了增加,委 只合放力及好逛是重申一下好 1缺 <b)項 升共的主要

規定°送只不述是文字的修改.

——
 5°4 一



57.第 3求是新加的.有 人指出,一↑回家的代表可能必須出庭作怔,例 如正明某人是不是孩

回回民,或就共似乎項出庭作怔.速种出庭作迂不成被理解力孩國同志另一日法院行使管格.因 此 ,

必須根据好 1放 (b)項 第 1句 的內容理解年 3放 ,送种出庭作怔通常不杓成垓回肘拆松的介入°一

日代表出庭作近些然指的是他以官方身分出庭作江.不 言而喻,如 果同一人以私人身分出庭,那 么

他的出庭与垓回完全元涉 .

58.名 4放等于原來文的好 3欺 ,除 了文字稍作侈改外沒有任何改功.例 如,垓欺后半句中,

“
垓 回

”
等 字改力

‘
前一 日

”,以 便使未文又力 明确.在 英 文本 中, %加 S:dered’ 改力

“㏑teΓ preted” (拜秤力),使來文与方 3致 的來犬一致°

”.在 落 9奈 (反拆)中 .起 革委真合仗肘一接通道的來文 (牛 1U茶 )在 文字上稍作了修改°

委員舍注意到好1与 第 2放在央辰上的9f拉 夫系在措詞中沒有得到道些的体現 .因 此,委 貝套村君

1數 的幵共部分作了修改,使之与常 2欺 的相位用悟一致,其璨文如下,“一日在男一日法澆提起

一項拆忪,不得⋯⋯援引法院的管培豁免
”.起草發貝合逐忕力原來文館 1和 弟 2放 中的

‘
吋垓

回”
等字居于多奈,因 而將其刑除.

CU.夫 于草案算三部分 ,他指出杯趣
‘
回家豁免的 〔限制〕〔例外↗ 放在方括甹內.委 員金一

旦完成所有茶歉革來的二決即确定錧三部分的林題。

61.夫 子第 1° 茶 (原 *11紊 ),一女通避的狋趣
‘
商ㄓ合同

〞已改力
‘
商ㄓ交易

”,達是在方

2茶 第】數 (c)項 中使用的措田.瑋 1求和蚌 2數 (a)和 (b)項 中有三爽作了同拌的改初。

倪.在第 1歉 中村下列措詞作了迸一步修改:‘則位放力垓回已同意在垓商╨合同引起的拆忪

中由垓另一口法院行使甘格
”
.起革委長金注意到委長合金体合快快力送些措洞所体班的法律假裝

是人力的,在 判例法中沒有任何根括.因 此,起革委貝合格達些措詞改力 :‘則垓回不得在垓商╨

交易引起的拆松中援引行使管格的豁免
”
.送一改功的目的仗仗是力了筒化來文,不位解帑力村回

家管格豁免理拾的現有立場友生了任何改交。坪注中將解釋悅 ,有 些委員去力,第 lU奈所裁不道

用豁免的規定足以推定孩曰同志力依指°

“.失于第 2數 ,更兵体地悅 ,夫子幣 2欺 “)瓨 ,起 革委員合注意到,方 lU荼 的目的是力

了規定回京根括私法与法人之同迸行的交易不得享受管格豁免,把法人之同根括公法迸行的交易

作力方 1致規則的例外,并不很符合蓮#,因 力按照定〤,此种交易不在垓茶的范田之內.然 而.

起瑋委長合水力及好仍保留 (a)項 ,以活楚表明年 1致 中的
‘
外國自然人或法人

’
不垃被俘發力

包括年 2茶好 1放 (b)項 中
‘
回京

’
一月的定火所包括的任何共体 .

“.夫 子年 2放 G)項 ,起革委員合逐肘一女通述的葉犬中的
‘
或在政府村政府的基拙上

’
一

活的作用表示杯疑°犬部分成長放力,盤子第 2朵常 I敬 <b)瓨 中的
‘
回家

’
一河的定〤包括

‘
回京及其各和政府机夫

”
,因 而沒有必要保留

“
或在政府村政府的基拙上

’
等字°因此委長合同意

刪除送些字,堵果得以何化措詞.現在,<a)項 的未文如下‘
‘
回京之同送行的商╨交易

”.撚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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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安貝含的一名成長肘刪除
“
或在政府玵政府的基珀上

”
等字表示保留.他指出,第 2茶第 1款

(b)項 指的是
“
各和政府机夫

”
而不是政府本身 ,將

‘
田象之同

”
和

“
在政府肘政府的基地上

”
兩

者并列意味著將所有可能的商╨交易都包括在內,例 如包括部与部之同的交易.

GS.夫 子第2放 °)瓨 ,起莩委真舍伙在英文本中稍作了改劫,在句尾增加了
“°therw:se” 一

字。

“.紫接在錧 lU茶之后的是省珞母,因力正如他就年 2奈第 1放 °)項 (三 )目 之二所做的

好秤 (北 上文年 S2段 ),起車委真舍甘划在下屇套快重新考慮有元可能列入夫子回家企╨的館 1l

茶,即 特別報告貝提出的弊 1秦草案之二.因 此,省 略好的目的是提甘注意送一可能性 .

研.幣 12奈 <雇佣合同)規定了回京管培豁免原則的弟二和例外.若 干政府建袂刪除垓荼,特

別指出垓荼在判例法和國家其域中缺乏強有力的依括.冬管起革委員合了解玵算 l2紊提出的送些

反肘志兀,但仍然次力起革委員合若提快刪除一次通述的荼款,威合超越其取板范田,而 委真舍只

位致力于改造其措詞。然而,有 些成長肘垓紊保留其立切,原 因如他所途 .

“.弊 η茶道用于回家和介人之同就合部或部分在另一日領土內送行的工作筌汀了雇用合

同的特兄.麥子之种竹兄涉及兩介主根回家,必顏怭琱它●●各自的利益.在 由庫用日本身或其行俾

政府叔力的机构之一挑逸、時用和任命一名雇長方面道用其行政法,送是在用目的利益所在°另一

方面,係怔法院地日肘于有失保#在其領土內工作的人的公共政策同趣具有免玵甘格叔,速是法院

地回的利益所在°第 12荼的錯构表明孩茶申快地在送兩种利益之同求得道些的平衡.弟 1款規定

了在涉及一介田象和介人同夫于全部或部分在另一日領土內將迸行的工作的雇用合同的司法程序

中不得援引豁免的規則:第 2數 列明了裕免例外奈歉不通用情況,玵 不得援引豁免的規則加以限

制.

Se.在 第 1數 中,力 求未悟保持一致,起革委貝合用 %Statecann° t:nv●k一mmunlty” 等宇取

代了
一

theimmunItyUfaStatecannotbe㏑ v.ked” 等字,因 力前面的茶放如第 8和 弗 9茶使用的是

主動活悉.在 乍 13至 16奈 中作了同祥的改劫.夫子央辰內容,起革委長合注意到一些政府汏力笫

1放限制性大強,因 此,委 只舍刪除了′女適遊的來文承后一部分才不裕免的規則規定的兩↑奈

件.大于第一介奈件,即孩店真必顏在法院地回狂#,委真合注意到根括來文的好一部分 ,只 要工

作是在法比地回領土內造行的或將要送行的,就道用不得援引裕免的規則.委 長合放力,送一規定

在合同与法洗地曰之向史立了充分的蚨系.在送方面庄指出,1992年 6歐洲回東豁免公夠9沒有

提到征#地魚的1.9捶 °因此起車委真舍Ⅲ除了好一介茶件.根捃特別報告長的走快,起 革委真合也

別除了年二介奈件,即要求社合保險規定運用于法店貝.委 貝合送樺做有兩介原因.牛 一,正如若

干政府所指出的,有些回家沒有戶格志叉上的社合保險制度.弟二,根括有些社合保隆制度,庫用

期根短的人事受不到福利.如果方 12紊保留社套保險規定的提法,達种人將失去法院地回法院的

保伊.然而,正是送些人7于 及不利的境地 ,及希要有效的司法朴故亦法.因 此,超革委貝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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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 1數 中
“
如果垓雇只是在垓另一日征#,而且适用法男一日央行的社令保險規定

’
等字.

7°.處 革委員合格第 1效英文本中的
“
servieS’ (服夯工作)一坷改力

‘w“k” (工作》”9k而

使英文本的案文与法文本一致 ,‘work〞 (工作)一同是 1992年 的歐洲公的相位規定中的用活.之

一改劫清楚地表明所指的是希要付工姿的合同,而不是一↑回京与一今企╨之同造成的交易‘達种

交易是第 2茶 寫 1致 “)項 范田內的商ㄓ交易,而根招牛】
。
紊 ,之种交易巳銓超出了裕免原則的

范田°

?1.夫子館 2放 ,起草委員合注意到若干政府走快用除一決通述的床文中的 a)項和 伍》項.

冬管如此,起 革委兵舍水力達兩項受到批好的主妥原因是它●●的范田大ㄏ.因 此,委 真金拭困使未

文更力明确,以免好捀范田遊于ㄏ泛而使節 1放規定的規則交力一紙空文.在 伍)項 中,‘与行使

政府叔力有失的工作
’

導字可能早致上述迂子ㄏ泛的好捀,因 力一介回家鍗錯的雇佣合同很可能

“
与行使政府叔力有失

”
,即 使達种夫系非常 1.● 接.起 革委真舍注意到一放通迂的垓末文的并注助長

了遠种解發 ,其 中提到放═与行使政府杈力有大的工作的人可包括 資料真和亡工.. 起幸發長合

杕力,只 有普所狄

一

的工作与行使政府板力之同有密切的秩系,G)項 規定的例外才站得住坤.因

此.“有失
”
一甸已改力

‘
密切有失

”
.力 了避免与屈行瓜分工作的合同造成任何混淆 ㄑ達紳合同居

于
‘
商╨交易

”
定又的范田,因 而進用第 1。 毒,起 革委員套特

‘
服分工作

”
一同改力

“
取女

”
.

η.在 (b)項 中,同 群力了准确起兄,起 草委員合特
‘
垓沂松涉及

’
等字改力

“
拆公

一

由

是
”
.即 使与屈行雇佣合同有夫的拆妐也可視力

“
与垓合同有失

〞
,而 速將破坏館 1數例外規定的目

的.“拆妐卒由是
”
等字清楚地表明例外規定的道用范田伙限于 (b)項 所指的具体行力,送种行力

理所些林地弟子雇用回由赴叔的范田之內.此外,坪 注第 (l2)段. 
解帑悅,<b)瓨所我皺則不

妨得可能的球賠要求,即 在法院地回仍可村非法烊店提出賠儅要求。

73.起 草委員全村一次通迂的 <c)、 “)和 <e)項 的措洞沒有作任何改功,但 是糾正了俄文

本中
“公共政策

’
一甸的侯澤 .

π.他 日頑悅,些 第 lB茶 (人身仿害和ll戶 頡害)在 委貝合金体合法上甘淹吋,肘恢紊与車

求是否相夫,委 長(1● 皮表了不同的志兄.有 些委長主張Ⅲ除法奈,而其他委貝則希望保留.玵懷茶

作出坪淹的各回政府也有分歧.垓奈的基本目的是推交通

一

故一爽的竹玩包括迸來 ,如 果外爽官或

回京官真是在及行取夯的逮程中友生交通●l故 而且玵其他回來的元在者造成份告.有人快力在達

种竹兄下位作出席借,回來不能援引拾免而逃達共叉夯.垓原il,即時條元丰受苦者的〤安,并未

達到辰及 .所爭快的鬥逛是如何作出達种店伴.有些威貝水力各國通常乃共的机功丰輛保險自助道

用于速种竹兄 ,而不透用保麼的竹兄則技好通遊外交途任係央.其他成貝持相反志凡,即 在達种什

3兄 61g84年 ⋯⋯年盤》,第 二卷 <好 二部分),方 仍 苂,些 吋第 13紊 的坪注 (11>段 .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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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下,原 91l上 回家不能援引豁免來逃連共又芬°

9S.普 然,起 革委只合肉也出班了同洋的意見分歧.然而,委 貝合成長考慮了兩蕉:第 一,回

哧法委炅合委員中希望ml除 第 13奈 的人效少于希望保留垓茶的人效,館 =,在此特現下,起 草委

真舍不能在二袂時加除回哧法委貝舍交錚它的一項奈放.因 此,起草委長舍重新車姒了垓系案文.

除了將來文升共部分的被助活杰改力主功活念外,依肘孩奈中同五行 <英 文本)作 了改功,使案文

更力清楚 .一次通逮的來文兩次提到人身死亡或彷告,而 人身死亡或妨害与云任泣”子田東的作力

或不作力之同的敢系規定得不移直接.在 目前的行文中,“人身死亡或仂接
’
等字俠使用一次 ,而

且更直接地与女任位”于回家的作力或不作力瑛系在一起 .

符.第 13茶范田很先,因 而可能舍玵回家女任戶生形呁,有人玵此也提出了坪站。例如,有

人指出,“賠借
’
一同可能套被錯侯解群力包括非金我形式的賠借。因此,起革委貝金在

“
賠借

”
一

月之前增加了
‘
金我

’
一洞 .

99.力 了汗楚地田明第 13茶 所指的作力是回家代理人或官貝在履行公夯的迂程中的作力,而

不一定是國家本身作力法人的作力,起革委長舍放力有必要在坪注中作拜釋,即
“
行力人

”
指的就

是送种人.“ 責任垃”千垓回
”
一悟的意田也是力了在女任不垃”子其口束的之种人的作力与女任

泣”于其回家的送种人的作力之 1.● 加以匡別。

9S.有 人指出必顏叫明女任可 )工 子回家的作力或不作力的提法不形咱國家女任的親則°起草

委真舍汰力 ,大于本青趣的整
′
介各放軍來梵迷的是日京豁免鬥趣 ,即 一介回家是否垃垓到另一介因

泉的法院出庭。因此,荼款車未并不涉及一介回家是否頦村女任位中子它的作力久責的共辰 1.9趣 °

垓同題只有在法院肘案情共辰常登后才能解央.力 了用明達一魚,起 車委員舍放力位垓在坪注中加

以解舞°

竹.只 要有可能并只要不致使宋犬因而比故含混,起革委貝舍已淡法選免使用
‘
法院地口

”
速

′用悟°在速方面,委 貝舍不一定能速其所馬.然 而,在 弗 13茶 中,委 長合得以使用
“
垓另一

日
”

等字而不用
‘
法院地因

”
一同.垓荼揍捶及有任何交功°

BU.在 浩文本中,有 人水力將
‘whd∥ s日legedtUbeaitr:b.table’ 洋成 q.:.st presu91eattr:buable

是不正确的.英文措田并沒有假定的含叉,仗仗表示普卒一方的戶明或主張.因 此,quiestuesume

.ttΓ心u.ble牛 字改力 Pretendumentat竹山u日ble.

B1.在 年 14柔 <財戶的所有叔、占有和使用)中 ,起 革委貝舍將引言句改力主功活怒,原 因

已作了係秤.“原位管搖
’
等字尤其重要.正如送些措詞所表明的,垓項規定的基本假定是常理垓

未的法院根括道用子管培沖突的規則其沶上具有竹格叔,它 元意在不存在世种管括叔的竹現下將

管格板成予法院°

B2.夫于原年 1致 的各項,起草安貝合注意到有些回東村
“
利益”

抗念提出了保留,有 些法系

沒有速一祝念°然而,起 革委真舍扶力,如果不提到達一悅念,將在通常使用送一概念的回家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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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題,反 之則不然.因 此起革委真舍決定保留
“
杈利或利益’

一洞。

83.起 草委貝合玵 (Δ)項和 (b)項沒有作任何改功°根括特別報告真的建快,“ )、 a〉 和

仁)項被草我的一介 (c)項取代,其 未文如下 ,

‘
(。)垓 回肘堵如托甘財戶、破戶者9L╨ 或公司佑ㄓ吋的ll戶 的財戶管理的任何杈利或利益 .’

五然新的持坷沒有一接通迂的來文的 (c)、 “)和 (e)項 #幼 .但 它以又何珠的形式保留了速三

項的央辰內容 .

&.一法適逮的未文的弟 2故 引起了一些保留意北.正 如坪注中所指出的,回 沶法委長合的一

位委長扶力速一致既沒有用也沒有根括.1. 另一位委貝保留他的立夃 ,放力垓放的內容和行文可

能含引起尸重田堆 ,在 拭田根括拆妐的錯呆剝李一日的財戶而垓回并求參与垓拆公的竹兄下 ,尤其

如此。超革委貝含考慮到了第 I4奈好2放与好 6奈牛 2放 <原 好 7奈 )之 同的瑛系,根括后者,即

使一日未被指名未拆忪的曾

一

一方,仍 然可放力拆松是什玵垓回提起的°然而,委 長套放力,不言

而喻 ,一介回家是否出庭垃不至于形呁丙介令人之同的拆忪 ,因 力只有在拆忪是什肘孩回提起吋垓

回才能援引豁免°因此,起 革委員舍刪除了拜 2放°

BS.第 lS茶現在趣力
“
智力戶叔和工╨戶叔

’,除 了文字方面有某些改功外沒有其他交功.首

先,引 言句被改威主功活念.在 a)項 中,“英似
’
一洞被快力多余,因 而被刪除,現在的案文力 :

“⋯⋯任何其他形式的智力戶叔或工止戶叔⋯⋯”
.起 落委貝套忕力

“
智力戶杈或工ㄓ戶叔

’
是一全

林,包含一系列与享有一定程度法律保伊的新形式的戶杈有失的叔利 .困 科半、技未和工ㄓ送步和

新近侍工程技木而戶生的新形式的戶叔不新得到承放和接受.因 此,拭 田在孩奈案文中村送种形式

的戶叔幵列清革 ,既不可能也不明智.最好似汀一項范田欲力究統的奈敬,并在坪注中提供其仍 .

86.力 使 (b)項 更力明确,起 草委真合在
‘
的叔利

’
等字之前增添了

‘
性辰

”
一月°現在達

一短活改力
“
屈于年三者的 (日)項性辰的叔利的行力

”
.因 此,速些杈利可以被理解力音利、工土

改卄、商╨名務等形式的杈利.起 革委長舍逐別除了
‘(a)項’

等字之前的
“
上述

”二字,因 力

達兩介字是多余的°

87.垓 奈的林屈已又力何短.些 子按奈涉及各种形式的智力戶叔和工╨戶叔,起 革委貝合人力

只妥在狋娷中提到達些戶叔規姼了.

88.座 指出,兞革委貝合的一些成長水力年巧 奈在車未中是多奈,因 而主張刷除孩荼 .

SS.在第 16奈 <納 稅═項>中 ,除 了將被功悟念改力主劫活怒外,起革委真合玵一女通迂的

案文沒有作任何改功.超革委長舍有一成長肘垓紊表示保留.

9U.主 席回頑悅,回 怀法女真舍已央定起卒安貝含二法通迂的奈放車未由起瑋委長舍主席介

紹,但班險段不在委員合金体舍以上加以討站或作出決定 <北 方 2183次 合快,第 ∞ -符 段)。 委

m北 ㄍ19SS年⋯⋯年盤>,乍 二卷 (第二部分),方 37-BS9r,些 吋的第 15紊坪注 (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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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套將等到申快了二決提出的所有紊欺后才肘介別奈敏作出來定 .然 而,希 望就垓青趣工作的恙方

向皮表看法的委真可以要求友言°

91.阿 吉博拉未王悅起革委貝舍提出的新的奈敏車來豬短了汻多,比原來的來文有所改造.冬

管如此,他要作兩魚思的評梵°第一,未 犬中并多地方出現的
‘
回家

’
一同需要加一些修飾悟 ,以

連免混清.例 如,在 好 8茶弟 4致中,由 子缺少形容河 ,起革委真套很准匡別有失回家°在送方面

不妨以大于及志曰奈放的茶款革宋
ll 

作力范本,可 以由竹參考
‘
施忘

’
田或

‘
受忘

’目的提法 ,

以求未文清楚表明所指的是哪一介回家.年 二,弟 5奈 叫迷了日泉裕免的一殺原則 ,而 速一原則其

后又因許多例外而被削弱,位垓將垓奈放到來文中的裝力前面的部分 .

g2.斯 里尼瓦#.拉 奐先生悅,他 同志阿吉博拉素王夫于帝要以增加形容洞的亦法肘回家一

詞加以修佈的意北°至于年 6各弗 1放承后所使用的下列措坷的含〤,即 :“ 并庄保怔共法院主初

地确定方 5茶所規定的村垓另一目的豁免得到達守
”,他 逐希望得到一些澄清 .

9S.馬 希島先生 (起 草委貝合主席)回 碩悅,回 酥法委貝舍已決定不肘各歉車來避行辨梵.然

而,力 了回答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提出的同題 ,他解稱了力什么起草安真舍根括特別報告真的建

快增添了館 6茶第 1數弗二部分的內容,他 在介紹報告吋已銓村此作了焊秤 <兀 上文第 46段 )°

肛.斯里尼瓦#.拉奧先生說,因 此,他 的理解是法院在申理來竹共廣之前必須先裁定一今日

京是否享有豁免。

95.他 遜想肘其他茶放作一些坪站.在第 9茶 中,他看不出第 1款与館2款有什么Z別 .在 第

12奈 中,他放力可以在坪注中肘館 2欺 (b)項 中玵人的范田加以解群.至 于第 14荼 (c)項 ,他

希望知道
“
破戶者戶ㄓ

’
等字是否力拆准用活 .

%.本努幼先生回頑說,已銓決定特茶放的中洪推退到下一屇舍快送行,速一看法得到卡菜

多 .〞 德里格斯先生的支持°

g9.塞 普小堆迷 .古欲雷斯先生安切了起草委長舍主席出色的介鄉,村特別報告貝也表示祝

女°

gB.比 斯利先生悅 ,“ 回家
’

一月既指一介主杈回家又指球邦回家的象成單位,如第 1茶和館

S各 中那洋,可 能舍射起鬥題.他希汪起革委長舍主席玵送一魚加以澄帝 .

gg.思 右加先生曲向剛剛介幻的奈致車未是否特遊交大金常六委貝金.如 果遊交,則 第六委貝

金特在回狋法委貝金甘淹之前甘站送些奈放車來.

1UU.筠希烏先生 <起 革委貝合主席>混 ,起革委長套提出的紊放車來不合列入遊交大舍的委

真舍根告,因 力奈放車來遜不完全 ,有 可能使大套氓將車來作力一介整体.只 有二袂常快了所有茶

欺后,送 些案文才合提交大合 .

.lㄍ1978年 ⋯⋯年盤》,年 二卷 (玤 二部分>,好 16瓦 起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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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力 了回答比斯利先生的鬥趣 ,他重欠了他在介勿報告吋肘球邦口京的特殊竹兄所作的拜

猙 <凡 上文年 29段 )。

年四十三屆舍快的日期和地魚

〔快程項 目Ⅱ〕

lU2.主 席宣布才犬主席 田次定建破日泳法發民舍第四十三屆套快于 1991年 4月 2g日 至 7月

19日 拳行 .

1°3.本努鈉先生、凱西先生、馬希与先生、係菜先生、己水甜戈夫先生和托移沙特先生吋送

些 日期表示保留.如 果委貝合決定在 4月 份規升始工作,它 可能得不到若干委真的林助 ,因 力他●)●

將因其他音╨〤夯而不得脫身°

l㏄.恩居加先生洗 ,委 員舍越早升始工作,就越能冬早完成提交絡大套的報告,他 的意兄得

到阿吉甘拉求王的支持°

1U5.主 席悅 ,如果沒有反村意兀 ,他就放力委炅合同意#犬 主席 日的楚快 ,即 第四十三屆合

快子 1991年 4月 29日 至 7月 19日 半行°

就達釋決定.                        ‵

下午 6付 lU分散套 .

第 2192次合快

19gU年 7月 l2日 星期四上午 lU吋

主席:史 久儲先生

出席 :阿吉#拉 未王、凱西先生、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巴水沃#先 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本努鈉先生、卡未′ .〞 你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网 菸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

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籬僽斯先生、科多馬先生、馬希与先

生、友卡弗里先生、思好加先生、小未曾先生、怕夫拉克先生、佩未先生、斯里尼瓦#.拉央先生、

拉扎几鋕拉朗恃先生、:庫助斯先生、基普水雜送 .古伕田斯先生、每巫姆先生、托格沙特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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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來
l (塞

).

(A/CN. 4/429和 Add. l-4,i

A/CN.4/43U和 Add. 1,.

A/CN.4/L.4粥 ,B市 ,A/CN.4/L.454和 CUrr.

〔快程項目S9

淡立回豚別

一

中判机杓 1.● 足工作扭的報告 (生)

第 2S段 (臻完)

1.格濱夫拉特先生提快第 28段位改似如下‘

“
有些回家將建立回隊別

一

法院視力一神有用的替代加法,用 以克服其在執行普遍管特方面的

困堆.但是,如果忕力田隊捶登机构能移使各曰撰脫執行其田宗司法 (刑 法〕行政方面的同趣 ,那

就錯了°
”

若委員舍不同意,也許可將垓段別除,因 力垓段并非其正必要°

2.客普水堆送 .古缺雷斯先生悅,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提快解決了︴多同題 ,因 此他將撤回自

已玵垓段的反肘意北°

3.凱 西先生悅,格霄夫拉特先生的提快可能有助千克服討淹中山班的困堆,但他怀舜排
“
回

家別

一

司法行政
”

是否恰些,提快采用
“
回東在別︴1.9趣 方面的司法行政∴

4.本努納先生悅,凱西先生提快的
“
刑

一

同捶
”

之一措洞大泛.他建洪采用
“
肘回恥罪行的

起拆
”

.

5.友 卡弗里先生悅,他 同意本努幼先生的建快,送在英活中接起來也很板,他提洪用
“
減

駤
”

或
“
消除

’
取代

“
使各曰接脫

’
等字祥 .

6.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他也同意本努納先生提出并得到友卡弗里先生支持的建快,因 力

他村原 2B段 以及格名夫拉特先生長以的重新措甸有所保留︶

?.科 ′巧先生走快,用
‘
逍于/i.現

”
取代

‘
錯了

”′田,后者否定性大強 .

象自第 2lSg次舍快.  〡

委貝合在 19Sd年 年六屇舍快上通述的治罪法車未 <《 19S4年⋯⋯年盤》,館 二卷 ,第 151-

152英 ,文件 AZ2cg3.第 S● 段)特 我于 <1985年 ⋯⋯年塋9,錧二卷 (方 二部分),第 8英 ,

館18段 .

持栽子 ㄍ199° 年⋯⋯年壆》,弊 二卷 (館
一部分).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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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恩唐加先生說,他支持科〞馬先生的建破.至 于友卡弗里先生的提快,.消 除
”

比
“
我密

”

一切更好。

9.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安 同科′巧先生的走洪,并提快第二句末尾位改力 :“ .⋯”銠侈消

除与9f回 隊罪行起拆有失的所有鬥趣
”

.

lU.海 斯先生悅 ,他肘本努納先生提快的台汀有所保留.委 貝舍不依機田包括肘回拆罪行的日

內起拆 1.● 趣 ,而且也努力包括9f那 些在技木工作力日內罪有的

一

項的日內起拆同捶 .因 此
‘
肘回狋

罪行的起拆
’

送一措詞限制大多.也許比技好的是說 :‘ 回家肘失似罪行的起拆
”

.

11.迪 巫斯 .阿 ≠雷斯先生悅 ,他螢成Ⅲ除玤 ZB段 ,因 力咳段与第 29段相悖.別 除它元楓于

垓報告.

l2.凱西先生悅 ,他不反肘用除垓段.但若要保留垓段,則 位牢圮共有大的竹兄°有些回京放

力它們在執行普遍管特方面舍遇到田璀.因 此它們主張采用回隊刑手法院之种替代亦法°瑋二句話

因此可以措田如下:“但是,如果快力田跡校全机相能接消除所有送些田堆,那就達于球現了.’ 走

就可以免除有必要提到肘回沶罪行的回家或回隊起拆°如果采用送一提法,各 曰可能仍然合河力什

么所提到的信念逍子/i.現 ,送祥委貝合又必須說明原因,汏 而使垓段更加累發.但是,如 委貝舍放

力送是一介特殊的情況 ,那 么Jll必 須肘來文做洋幻的說明.因 力如果是那洋他所提快的措詞就不移

克分 .

13.帕 夫拉克先生悅 ,第 2S段是力下列一些日京似打的,它 們希望得到回師刑卒法院的常助 ,

以便克服展行与村某些罪行起拆的〤夯有夫的困璀 .中 美洲和南美洲的毒品敗逞鬥趣就是一例 .孩

段的館 2句 可以mI除 .

14.錫 正好先生 (工作＿.E主席未報告貝)悅 ,及何革的亦法就是刪除好 2B段 .昱 然,淡 立回

豚刑手法院并不意味著各回在執行其法律制度方面就沒有田趣了.

15.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他 安成別除錧 28段 ,并 特工作持到尚待甘淹的更力重要的段落.

16.弗 朗西斯先生悅,館 2B茶提出了一介重要的同趣,達 一同趣与某些回家,如其本回直接

有失。他強烈反玵別除垓段,水力咳段垃垓以格官夫拉特先生早些吋侯走快的形式列入.目 前沒有

受到垓回題形呁的回泉也許以后某介吋侯舍受到形呴.

17.阿吉●●拉未王悅他同志帕夫拉克先生的志凡,有 些回束想要得到回厤別手法洗的招助,因

此幣 2B段拉予保留.确 央,有 些日京玵在其飯土上犯罪的他日回民甚至不知玄怎么亦.

18.凱西先生悅,他支持用
‘
避子/f.班

’
取代

‘
錯了

”
一詞.可 以用

‘
消除所有之些困堆

’
取

代格雷夫拉特先生提出的來犬中的
‘
使各回播脫回家 〔別

一

〕司法行政方面的1.9趣
”
一悟 <上 文年

1段 ).

19.塞 普小堆迷 .古供舌斯先生,在 西工姆先生 <工作鉏主席兼根告長)的支持下悅,由 于委

真套不能移就素文造成掰快,方 2S段位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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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努幼先生就程序同捶皮言,他庭快主席放立一介小型工作姐,作 出最后一次努力起草第

28段 ,若不能奏效則孩段位予刪除 .

21.雅 科籬德斯先生就程序鬥趣皮言,他甘主席就本努妠先生的提快作出我央。

22.主 席建快,淡立一介由本努幼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和韜正姆先生 (工作

姐主席兼報告貝)組成的非正式工作班,以便就一↑折衷的未文造成怭快 .

就送洋快定°

23.至遊短哲休舍,主席宣布,力 尋找折衷朱文而恢立的非正式二作組走快Ⅲ除年 2S段 .

鈕.阿古甘拉素王反肘造祥做,他放力在垓小姐的授板中沒有任何部分女成孩小姐提快刪除

弗 2B段 .垓小姐的淡立是力了努力力孩段尋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來犬.如 果取得送一錯呆需要

更多時同,委 貝合虛垓考慮要求垓小姐娃臻其工作 .也并可以將弊 2S段交給工作數主席兼報告炅.

元啥如何,泣 由委貝金本身未決定是否位刪除某一段落.

2s.拐 巫姆先生 (工 作姐主席兼敬告貝)指 出,非 正式工作組成長不能造成一介林快的案文 ,

因此走快刪除節 2S段 .就他而言,他 所能做的佷此而已°

2S.弗 朗西斯先生悅,他与其他委真一祥玵提快ml除 弗 28段表示夫切.孩 段提到小回在努力

執行現有的普通管葀制度方面的鬥趣一一一今肘小回十分重要的鬥趣°

27.主 席悅,阿 吉博拉素王的反玵落兄將列入合快的何要圮暴中.若元人反才,他就放力委貝

合同志刪除第 2S段 。

就遠梓快定 .

第 29啟

2S.海斯先生說,算 2句
‘
保伊

”
一切前面位孩加上

“
fUr” .

就送祥決定。

2g.科 ′馬先生悅,他肘丹共的措洞不滿意,達些措詞力 :“呈然不能排除力政治目的而濫用

日隊刑

一

法院的可能性⋯⋯’,因 力之屈子主現千新的1.9廷 .因 此,垃 以下迷來文取代弊 1句括 :

‘
力了保陣回沶法院的公正和保抻被告的叔利,有 必要力法院洪十一种迢些的豬构 .’

SU.阿吉#拉未王悅,年 1句垃川除.垓句提到一种假扱竹兄,与 下一句所表示的思路不相吻

合 .

31.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長)悅 ,席 一句反映了人●●在忤多切合中所表示的夫切.但是,力 了

將送′夫切放入道些的上下文,他走快垓句重新措洞如下 .“人們肘力政治目的而盜用回哧法院表

示了一些夫切,但 委長舍相信,送可以通迂力法院淡十一种健全的佑杓來避免°
’

BZ.比 斯利先生悅 ,他 自已也想到一些熒似的措田.但 回想一下,他卸女同科男馬先生的提洪 ,

因力垓提快提到法院的公正性和保#令人的冬利,次而又恰些地犬理了中心同題.因 此他軟促委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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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采納垓提快°

SS.恩 詹加先生悅,他 也脅同科男巧先生的提破 .

銋.托務沙特先生提快第 1句修改如下♂
‘
且然人們吋日隊法院不能移完全不受政治趙鈴的形

咱表示失切,但 委真合相信 ,其狂立和公正性可以通述淡十一种健全的錯杓而得到保陣°”第 2句

活可以保持目前的措祠°

∞.科 男馬先生悅,他 可以接受垓提放,但位將井 2句 中的
‘
人叔

”
改力

‘
叔利

”
.

SS.斯里尼瓦#.拉央先生提快用
‘
通造快十一介有充分保u措施的錯杓而得到保近”取代托

移沙特先生提出的修正案中的
‘
通趙放卄一种使合的錯相而得到保陣

’
一悟。

37.主 席悅.若元人反肘,他茂放力委真合同意采幼托替沙特先生提出、斯里尼瓦#.拉奧先

生加以修改的修正瑋,并根括科〞再先生的提快別除好二句中的
“
人

’
字。

就送祥決定 .

銓述修正的館” 段適迪 .

BB.阿吉甘拉素王注意到,工作組的根告中有些地方提到
‘
回隊別卒法院

”,而在其他一些地

方則仗伙提到
“
法院

”.力 了一致起兄,他 主張在通篇報告中使用后一措河°

Bg.傷 皿姆先生 (工作組主席兼報告貝)悅 ,法 文本中的相位措甸是 jur【sdttlUn,垓 措洞的好

爽是更力ㄏ泛.不 避在此他沒有什么偏好 .

4U.保菜先生同意工作坦主席兼敬告長的志班 ,他悅 jur6d:cJUn也 更力恰普,因 力送是一介中

性洞.而且
“
法庭

”
或

‘
法院

’
達些措洞与大于种族又地和种族隔有的現有文中中的措洞不一致 .

41.思 居加先生在帕夫拉克先生支持下悅,在英文中,勺ur㏕ttbn” 与
“
.oⅡ rt” 不是同又詞 .

可以在弗 2S段 “
因隊別

一

法院
’之后加上

‘
以下何林

‘
法院”

等字祥 ,由此可以城駤阿吉甘拉素

王的不安.

φ.馬 希馬先生建快,扯工作靻主席兼根告長來尋找最道些的措詞形式°

43.海斯先生悅,由 子送↑同題瑰摔是一介弗輯 1.● 趣,因 此垓瑋文泣垓保持其目前車揪的形

式°

就送洋快定°

方 3U段

●●.科 多巧先生兢 ,“more㏑”
兩字位改力

“㏑ more” .

就速祥快定 .

臸世修正的第 3U段 適迂°

第 S1段

45.卡 菜男 .′ 德里格斯先生悅,方 Sl段 列出了行使管格枚的三种逸擇亦法,指 出了法院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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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道用何种法倖。第
3种逸擇加法引入了一种板外的,他放力是旡失的要素,因 力其中不依淡到垓

法院玵各日授板子它甘培的罪行行使管格叔 ,而 且放到垓法院的坡立与治罪法元失.送 一魚与玵某

些罪行威管括叔之一同延根本屯不相夫.法 院的淡立完全可以南治罪法元失,然 而卸仗吋治罪法中

所列罪行具有管播叔。因此,他扶力,送一要素成子加除.

“.友卡弗里先生悅 ,他 同志卡朱多 .′ 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北.他逐提快 ,庄 粹 (二 )項 中的

‘
規定

”
一月改力

‘
所列

’,后者是 (一 )攻 中所用措洞.他迷一步提快 ,庄將 (三 )項 中的
‘
授杈

子它竹播的
”

改力
‘
球子它管格的

”
.

47.巴 本謝戈夫先生指出,垓報告的作者似乎在錚 31段 中忽略了遠洋′介

一

共,即 有一些班

行的回眛公夠恁治某些罪行并玵力此目的淡立日豚刑

一

法院作出了規定.牛 ㄑ三)放在一定程度上

提到達一1.9捶 ,垓欺提到
‘
玵各固故板子

’法院
‘
竹格的

’
罪行行使管格叔.因 此他致促成垓兵体

提到那些回穌社舍ㄓ已下定〤并工人們承放希要力其次立一介回隊別

一

法院的各种罪行°

48.如 果向他保怔目前的未文包括了現行回隊公的中所提到的所有罪行以及根括未來公的將

受到怒捌的那些罪行 ,他可以滿足子目前的來文.否 則,他走洪澄清達一鬥翅 ,在 (三 )項末尾另

插入下一介短悟 :“ .⋯⋯根括回隊公的或其他文中
”

.

妙.科 步霄先生說,他 同意友卡弗里先生的提快,用
“
賦予它管格的

’
取代

“
授叔予它管搖

的
’.至于巴休甜戈夫先生所提的志凡,‘各回威予它管樁的罪行

”垃垓包括种族又鬼等罪行.在速

方面,1948年 《防止及恕治又免种族罪公的》我有失子管幣杈的規定 .

5° .傷工姆先生 (工作姐主席兼根告炅)故促保持 <三 )項 目前的形式°大于根括現有回呸公

的位予恁田的罪行 ,‘肘各曰賦子它管格的罪行行使管培杈
”
速些措洞特包括有失主管法院的規定 .

因此,締 的回根据公的本身的規史成子有失管培叔°

S1.帕 夫拉克先生悅,作力工作姐的一名威貝,他支持主席兼根告真的悲兄,故促特垓來文保

持不功,但 友卡弗里先生所建快的一些有用的措田方面的改助除外 .

S2.佩末先生悅 ,巴 小甜戈夫先生的恁凡有道理,送一 1.● 捶可以通迂在 (三 )項末尾另外增加

一介短悟來解決,其大意力:‘ ......特 別是根括 lg.B年 6防 止及想治又免种族罪公的●和 199S年

ㄍ禁止并恁治和族隔有罪行回隊公的′.在道方面他強玥
‘
特別是

”
的二大意〤 .

田.比斯利先生悅,他 同意巴本甜戈夫先生的念北.至于友卡弗里先生持詞方面的建破 ,他 同

意位格
“
投板子它管特的

”
改力

一

式子它甘格的
’,但他主張在 ㄑ二)項 以及 (一 )項 中使用

“
規

定
’

一洞.并非治罪法中
“
所列

’
的所有連法行力都是罪行 .

駟.挑西先生淡到巴小甜戈夫先生提出的同捶.他悅他安同采用可以包括肘其他罪行、即除治

罪法外其他日狋公的所列罪行行使常培板的特洞達一想法.

邱.阿吉博拉未王走快,在 (一 >項 中,在 ‘
治罪法所列

”之后加上
“
全部

’′洞.力 了一致

超凡,他 同意比斯利先生的建快,用
‘
規定

”
取代

‘
所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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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雅 科籬德斯先生悅,他 同志在 (一 )和 (二 )項 中都使用同一持洞的建快,但他放力道曾

的措洞位垓是
‘
所列

”,而 不是
‘
規定

”
°

Ⅳ.比斯利先生提快,垃孩在送兩項中使用
‘
界定

’
一切 .

$.主席悅,若元人反玵,他就次力委貝合同志:G)在 ㄑ一)項 中的
“
罪行

’之前加上
‘
合

部
”

一洞,(b)特 (一 )項 中的
‘
所列

”
和好 (2)放 中的

‘
親定

”
改力

“
界定╮ <.)特 <三 >項

中的及后部分改力 :“ ......特 式子它管格的╮ a)在垓項末尾插入另外一介短活,其犬意是 :t...”

特別是根据現有回妳公的行使仔格叔 .”

就達祥快定 .

銍避修正的名 Bl段 通道 .

館 B2和 好 BB段

館 釳 和第 33段通逮°

弗 34段

59.弗 朗西斯先生建快,弊 1句 中的
“pra.ticatty” 垃改力

“
pr日●t:。 abt:ty”°

就達祥決定°

6U.卡 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兢,瑋 1句 中的
“
治罪法規定的某些罪行

”
速一措甸不能令人清

惡,法 文和西班牙文文本也都一祥.最好的亦法是悅
“
治罪法界定的

”
罪行 .

就速祥決定°

“.偑朱先生建快,垃 垓允萍各回有逸鋒第 3种 萍法的机合°援何車的解決亦法是在牛 銋 段

末尾加上
“
第三炎回家集田采取一种中同悉度

”
等字祥 .

倪.本 努幼先生現,他不能移看出垓段中就肘某些罪行起坼而淡想的兩种逸舞亦法如何能各

容忤出班一介第三爽回家集田.

“.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 ,他 同志本努幼先生的意凡.与 第 BS段 不同,第 斑 段沒有提到回隊刑

一

法院和回家法院可能掬有并行管培叔的竹兄.其主題是垓法院所竹培罪行的范田.

“.保朱先生悅,送介向趣稍錶有一庶欠染了.方 B● 段并未具体規定根指第二种逸毒亦法各

國是否有〤芬特某些罪行提交垓法院,或各日可以自由逸掙 ,特送些罪行提交垓法院或錴麥通道其

回來法院村其起拆.在后一种假淡帝況卞,現完全可能有第三英口京.但是.他不些持他的提快 .

6S.本 努幼先生走快.力 帝确起無,位在方 2句末尾加上
‘
不受法法院管格

’
等字祥 .

66.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真)指 出,達洋的修汀特使英文本中的句子又長,他建洪第二句肘末

尾改力:$⋯“或通避茶欺規定使各回可以逸舞排除垓法院的管括叔╮他同意佩東先生的意北,放

力玵某些罪行而言,有 些回家可能娃攻利用其自己的法院,以及日沶法院.

G9.托移沙特先生提洪 ,‘逸出茶欺
’
庄代之以

‘
任捀茶敏 .” 在及后一句中,他建快用

‘
達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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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京將拆褚回隊別

一

法院
’取代

“
達些曰京套⋯...’ 等宇.

本努納先生肘法文本的修正來通避°

68.科多筠先生悅,最 后一句中的
“
故予

’
泣代之以

‘
民予

”
°

就送祥快定°

銓逮修正的年 Ⅲ 段通述°

年 SS段

m.卡末〞 .多 德里格斯先生指出,弗 BS段与好 B2段 不同,除 了連免推退之外,其 中沒有提

到所提快亦法的好赴.弊 35段 的推理有缺陷,達 一 1.● 捶完全与法院的管格杈元夫°

7°.托穆沙特先生悅
‘
ev.ntuaI” ′詞 是淚悸,位代之以

‘
”缽:ble(可 能)” °

就送祥決定 .

銓述修正的第 35段通迂 .

第 3e段

第 SG段 通逮°

弊 37段

71.本努納先生悅,館 肝 段垃垓汫明,委 貝金、而不仗是工作鈺甘站了將管特叔才大到回家

以外法律央体的可能性°

9Z.馬 希与先生悅,若委長合通迂工作姐的報告,則 其中所反映的現焦是委員合的現魚 .

9B.科 男巧先生悅 ,大家決定不強調弗 37段 中所提到的可能性,叔有部分委貝甘站了達一可

能任°孩技告不成垓給人以安貝合本身甘法了達一同捶的印象 .

74.卡 朱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在假朱先生支持下悅,他 守可刪除弟 S9段 °村大合來排,提到

某一次討站而又不指明提出了什么怡括是沒有任何好爽的.

9S.霄 希与先生田頭悅,在送一同捶上沒有作出珓后決定.在討梵回隊別

一

法院的初期 ,只 是

有人走快可特一些介人的田体、如恐佈主〤分子和有鋸你的毒品走私犯,王子法院管格范田之內°

9S.托格沙特先生悅 ,井 S9段 可以川除.因 力它沒有向犬舍表明委貝合自已的傾向.确 共,工

作鈺的整介報告不迂是交中了各种逸揮亦法.

99.科 ′霄先生洗,他党得卡末〞 .〞 德里格斯先生提出的站括有些道理°但是,位孩鬥明,

夫子放立回隊刑｜法院的報告是以一种非常初步的形式提交大含的,委 長舍沒有時同9I各 种逸摔

亦法造行仞底的甘淹°

9B.弗 朗西斯先生建快 ,反玵的意見可以速洋係決,即在錧釘 段末尾加上下列一句活 :“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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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兄是管格叔位子才犬 .’

79.保未先生建破州除第田 段,并將第 “ 段笫 2句 修何如下:“且然討淹避特治罪法的范田

才犬到回家或其他法律其你的).● 趣,但達一同捶仍有待以后常快°
”

8U.弗 朗西斯先生悅 ,工作疑一些成真強烈扶力,曰 京和介人之外的央体也可能犯下治罪法所

包括的罪行.根括委員合已垤确立的做法,送一現魚垃垓反映在根告中。

中午 12吋 5° 分技合 .

弗 219B次舍快

199U年 7月 12日 星期四下午 3吋 3U分

主席‘史久佑先生

出席‘阿吉甘拉素王、凱西先生、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巴小沃#先 生、巴本謝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末多 .〞 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网 菸宙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

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籬德斯先生、科男馬先生、馬希車先

生、友卡弟里先生、恩居加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保末先生、斯里尼瓦菸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

朗博先生、

一

庫鈉斯先生、塞普你堆送 .古供宙斯先生、傷正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

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來
l 

〈致)

(A/CN. 4/429和 Add. 1-4,z

A/CN. 4/43U和 Add. 1’  A/CN. 4/L. 443,B市 ,A/cN. 4/L. 454和 C.rr. 1)

’
委長金在 19弘 年年六屆合以上通迂的治罪法瑋瑋 <619馭 年⋯⋯年盤》,年二卷 ,年 151一

lS2更 ,文件 A沕Sg3,幣 S● 段)特我于 61985年 ⋯⋯年壆》,席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頁 ,

弟 18段 °

ε
特載于 《1ggU年 ⋯⋯年盤》,錧 二卷 (館

一部分)°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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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程項目 5〕

淡立回酥別

一

申判机相同趣工作組的報告 <生 )

第三幸 (委 貝合本屆合快中快速介 ).● 趣的什況)<像 )

館 37段 (盤 )

1.格雷夫拉特先生悅,有 人走快把瑋 S9和 弗 BS段合并,他放力不透些.

2.他走快在靠 B9段 末尾添加
“
例如頭#’ 一悟,以便突出孩同娷的重要性。

3.〞 留埃卡先生和馬希烏先生支持此項提快 .

格雷夫拉特先生的修正來通迂。

銓修正的第 B9段 通述 .

年 SB段

4.友卡弗里先生悅,在 第 SB段与已生通迂的棠 31段 之同有些不一致之交 因第 B1段 悅 ,法

院仗肘一些罪行行使管培杈 .

S.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真)悅 ,第 38段 中所迷的三和逸舞不取央子右 Sl段 .

弗 SB段 適迂。

第 39段        .

第 39段通道 .

弗如 段

6.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最后一句中
‘
分歧

”′田欠妥,他走快用
“
困堆

”
一詞取代°

7.偑菜先生悅 ,他不反肘以
“
田堆

”
一詞取代

“
分歧

”
一河,冬 管其正的意思可能是

“
沖突

的管格叔
”.但 是,堆 也元法其正

“
拜央

”困碓,因 此,垃 以
“
克服

”
取代

“
解決

”
一月°

8.儲 巫姆先生 (工作姐主席朵報告真)同 意建破的修正來 .

拉扎兄僽拉朗#先 生和風末先生的修正宋通避°

篷述修正的第 4。 段適迂。

好 41段

9.霄 希与先生悅,委 長套位避免曲
“
及后判決

”.孩洞与栽迷上拆渠道的弊斑 段不一致.在

多效法系中,上拆的可能性志毋判決并非
‘
及終

”
°因此,他走快Ⅲ去達介洞 .

就送祥快定 .

銓迪修正的蚌 41段通遊 .

第 42至 ∥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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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伐 王 44段 通避°

簿 45段

lU.本 努納先生悅,年 44段 与片巧 段之同有些不一致之爽.右 “ 段淡到
“
跌合日大合或安

全理

一

合
”
的授叔,而拜巧 段伙提到安全理

一

套的授叔.因 此,他其快將館 2句 的末尾改力
“⋯⋯

瑛合回犬含或安全理

一

套的援杈
’

.

11.拐 正姆先生 <工作鉏主席未根告貝)支持此項提法 .

本努幼先生的修正來通述 .

銓迂修正的好 45段 通述 .

弗 46段

第 46段 通遊°

第 4?段

12.偑菜先生悅 ,第 皯 段或并位提及委托回所法院管培的可能性,因 力在較后的館 6U段 中提

到達速种可能性 .

13.本 努鈉先生在意到好 47段用于館 3市 (法 院堵构),而 弊 6U段弟弟 6市 (其 他管帶机

制).如朕合國大合第 44/39孝 央快清楚表明的那洋,送是丙介不同的1.9趣 .

】4.格雷夫拉特先生指出,如果把管格叔委托絡回狋法院,將不得不修正 ㄍ朕合回先幸》.

1S.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悅 ,第 6° 段充分甘淹了佩末先生提出的鬥趣 .

1S.伊 留埃卡先生悅,根 告的年找 段已篷清楚表明委貝合在此 lH● 題上的立埸 .

第〞 段通遊°

第 48段

弗 48段通避。

第 們 段

17.佩末先生悅 ,第 ●g段末有一共辰性借長.夫 子田防法院分庭制度允并音求人以某种方法

忱逸法官的悅法并不正确.垓制度至多允并法比与肯求人就此1.9涎送行怭商 .

18.埃呈克松先生 <拫 告真)悅 ,他 同意何菜先生的意凡,走 快修正末句如下 :“逐中快了允

并音求人以東种方法挑逸法官的回狋法虎的分庭制度 .’

就達祥決定°

銓逮修正的好砃 段通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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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U段

19.友 卡弗里先生、科多馬先生和雅科籬穗斯先生建快,力 求准确起兀并照麼文字風格 ,泣 將

送一小市的杯題改力
“
法官的遙拳

”,而 在速一段出現三次的
“
逸拳

”
一詞只位在弄共部分使用一

次。

就送祥快定 .

篷迂修正的第 5U段 通逮 .

第 51和 兒 段

館 Sl和 S2段 通述°

館 SS段

2U.友卡弗里先生首先就
“
一致放力

”′悟提出辰疑‘委真合果其在此魚上述成掰商一致了喝?

第二,‘共同管搖
〞
一悟將延及大多的假淡案件.恙之,此句中塞迸的內容大多,拉 子何化.在第

二句中,‘遠一佑站体現在弊 7奈館 1效 中
”
一活不妥,因 力,治 罪法草案館 ?茶算 】款仍在方括

母中,只 是哲吋通述而已°

鈕.格雷夫拉特先生悅,第 “ 段本身也是假想的.它 只是敘黨了如果成立回酥別

一

法院并且

使它与國家法院共同曫培所將出現的情形.它 銫肘不合妨得垓法院的其怀成立 .

Z2.本 努納先生、巴小謝戈夫先生和科男馬先生汏力,由 于回家法院不能欠常田怀法院爽理避

的案子是不言而喻的,未知犬家何以能加以
“
同志

〞
.

23.比 斯利先生建快用
“
淡想到

”
一洞未代替方一句中的

“
一致同意

’
一悟,而 用

“
速一豬淹

符合⋯⋯弗 1數”
來代替

“
速一錯站体現在⋯⋯弟 1數 中

”
.

24.傷 工姆先生 (工作繳主席一一報告炅)支持之一提快的修正意兀 .

比斯利先生的修正案通越°

盟逮修正的方 S3段 適迪 .

席 9段

2S.本努幼先生混,他不理好好 S● 段的佑杓.(l)和 (吵 分段似乎指兩种假想竹形,而 在

(日 )、 Φ>和 <e)項 的什兄下可能友生 (1)种 竹兄、或 (2)种 竹兄、或是兩种情況都出現 ,它 ●●

之同沒有明五廖別。

2S.保菜先生悅,他有同祥的印求.他放力泣將 (1)和 (2)分段中叔途的兩种情形視力各逸

來文,因 此,二分段之同位加上
“
或者

”
一詞。

27.友卡弗里先生悅,他也不能理解垓數的緒枸.次形式上看,a)、 Φ)和 (c)項 的升共都

位加上
“
如果

’兩字,而 <b)項 中立儘少了魚什么內容,垃孩重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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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貝)也吋館 54段 丙部分的琪系遻輯提出辰其,蚌 SS段 (→ 分段已

銓淡世 <1)分段中的情形,而 “)項 中淡的竹兄也出現在第銘 段中.因 此可以何化行文.山)項

中淡到治罪法革棄館 ?荼第 3致 ,速也位于拜秤。

2g.格雷夫拉特先生悅,他支持友卡弗里先生和報告貝建快的改劫意北。

3U.卡 菜多 .〞 德里格斯先生指出已衣佩利特先生支持的志北悅 ,他肘方斑 段的英文本与法

文本的不一致之尖感到夫注,并拳出一些例怔加以說明。

S1.儲皿姆先生 (工作銀主席一一報告長>悅 ,此段位子重雩.要把 <l)和 (2)分段班此段

中刪去,而且垓兩分段也呈得男味.伍)和 (b)項 的其辰內容必頦保留.ㄑb)項 中包括了找后吋

期共哧友生迂的竹兄 :回 家法院玵找犯表現出不成有的鬼容 ,不 能根括一罪不二常的規則而放迪罪

●巴°

a2.保末先生悅 ,泣 些明碗 :“如果一些

一

日有理由相信
”
的茶件 ,不仗通用于 ㄑω 項中附竹

形,而且也道用于 (b)項 中的竹形.遜庄些切圮,山)項 中提到的回家法院的借淏定性可哄反向

友生‘法院也可能措淏地把普通法律下的罪行定力回防罪行 .

33.主 席指出放科多再先生支持的悲凡悅,愿 意參与的委貝f● 泣送行協商以便完成第 9段 的

起草工作°

下午 4吋 ●U分散舍以便#犬 的主席困幵套 .

弗 21銋 次舍快

1ggU年 7月 13日 星期五上午 1U吋零 S分

主席:文 久佑先生

出席:阿吉博拉未王、凱西先生、阿〨焦—

—

伊斯先生、巴本沃薛先生、巴本謝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木努幼先生、卡朱〞 .男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网 #舌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

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堆德新先生、科男馬先生、再希烏先

生‵友卡弗里先生、思后加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係未先生、斯里尼瓦於 .拉 央先生、拉扎凡鏸拉

朗#先 生、

一

庠幼斯先生、塞普本堆送 .古散宙斯先生、儲正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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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共和平反安全治罪法車來
i (瑛

)

(A/CN. 4/429和 Add. l-4,‘

A/CN. 4/43U和 Add. 1,. A/CN. 4/L. 443,B市 ,A/CN. 4/L. 454和 CUrr. 1)

〔快程項 目 S9

淡立回跡別

一

守判机相同捶工作姐的報告 <生)

館 駟 段 <生>和新的第馭 段之二

1.主席口麼悅 ,委 真合在前次合快上曾決定就第 54段迸行非正式磋商.無菜先生和埃里克松

先生 <報告貝)似就了一份新的集文。

2.佩菜先生解發現,新 的案又的目的是區分第 S● 段中所列的兩种可能性°新的第馳 段涉及

弗二种可能性,即 核法院將佷部分作力一介失守法院或上拆法院.新 的第弘 段之二涉及另一种可

能性,即孩法院的板限特限子象中回京法院的我央,如 館 38段 (三 )所迷.新 的來文是要更容易

理解,垓 案文如下 :

“弘.美于在回家法院已作出裁決的竹兄下判決的法律效力 1.● 趣 ,凡符合下列茶件的可以

淡想由回酥法院褒中,例 如 (a)如 果一些═回有理由相信裁決沒有以法律力准筅或沒有以卒

共力根据,(b)如果回家法院淏將本位定力治罪法規定的罪行作力普通罪行赴理 (治 罪法革來

第 7茶第 3數 ),(c)若 既決介人提出上拆 .

田 之二.些 然,若淡立垓法院的目的仗是力了常理就回京法院所作判決的上訴,其裁決

的效力优于回家法院的判決。
’

3.友卡弗里先生悅,他玫迎提以的第 54段 新來文,放力它比原先的來文清楚。但是 ,他不能

确定 (b)分段是否用与原先來文相同的志〤來理解 .

4.卡 末′ .步 德里格斯先生表示了同洋的美切 .

5.埃 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城 ,Φ)分段的措洞垃垓与治罪法車未弗 ?荼 幣 3放 的措祠相同 :

‘⋯...如 果作力普通罪行常判和想田的行力符合本治罪法所規定的一項罪行
”

.

6.阿吉#拉素王指出,‘上拆
’

和
‘
欠申

’
雨洞在英活中悲又很不相同.

委貝舍在 lgs.年 幣六屇套快上通避的治罪法年來 (ㄍ 1gs4年 ⋯⋯年些),年 二巷 ,第 151-

15Z苂 ,文件 A/2Cg3,第 S4段 >特我于 61985年 ⋯⋯年壆》,笫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瓦 ,

第 lB段 °

持哉子 ㄍ199。 年⋯⋯年盤》,年 二卷 (第
一部分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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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格雷夫拉特先生洗 ,工作鈺已客花了很多時同甘站送兩介措詞之同的不同之7,并有意遙

用了
“
欠常

”
一洞 ,欠 常的慮〤戶泛得多.至于 <b)分段的來文,他支持友卡弗里先生早先提洪

的措洞 :“ <b)如 回家法院所作判次特本位定力治罪法規定的罪行定力一項普通罪行⋯⋯”
°

8.拉扎几德拉朗博先生拘鬥,力 什么乍 斑 段的新未文沒有保留欠申叔优先屈于回防法院的

茶件 .達 一段涉及并行智格板的竹玩,接此國沶法院有常理上拆的帖時管格板,也 可作力一介上拆

法院欠常回家法院作出的判決.

9.巴 犿甜戈夫先生悅,弊 仙)分段的內容泣按又玷近治罪法革未牛 ?茶 的內容,孩荼是銓述

次期起瑋程序的堵果 .兩 者之岡不位沒有任何差异.他玵提破的乍 54奈 之二也表示有很犬的疑 1.● ,

它似乎与垓案文其他部分不一致 .

l°.卡末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他 吋提狄的幣 (b)分 段的來文不滿意°英文本和法文本都

位汀清楚,若 村一項犯罪定罪不些,則 可能向日隊法院上拆 .

l1.係菜先生玵阿吉博拉素王的意兄作出答欠,他現在法悟中,aPPel一洞比6fUrme一 月具有

更多的技木含〤,后者相些于英文的
“
交申

”.如采用 sn6㏑e<se:sin)一洞 ,Jll可避免出現速一1.9

題,叨 明國家或令人均可向垓法院提起拆松.他走快用
‘
法院現的可村回哧法院欠常1.9趣 作出桃

定
”
取代新的第敬 段中的

“
可以淡想由回隊法院欠中

”
等字祥,來解決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的反

肘意兀 .

12.凱 西先生悅,他 十分希望第 (b>分段的措洞确切地具有同原來文一洋的含〤 .

13.埃 里克松先生 <報 告貝)悅 ,元 希等到回家怯浣有氓判.若 國家法院將一項相普于治罪法

所包括罪行的犯罪作力一項普通罪行走理,則 回酥法院可以中理垓來.岱)分段的意〤是力了与治

罪法車來第 ?茶第 3欺 的規定相符 .

14.主 席在比斯利先生的建以下,提快淡立′介非正式的工作鈺來完成第駁 段的起車,孩小

姐由傷正姆先生 (工作姐主席兼根告長)、 係菜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 (根 告真)和 比斯利先生姐成 .

就速洋決定 .

拜 SS和 SC段

15.科 ′馬先生走快,好 “ 段送兩句活的次序位玄類倒一下,以便沒段放一殺什兄到特殊竹

兄作出規定 .

16.儲 皿姆先生 <工作鈺主席兼報告貝)女 同送一定快 .

19.拉扎凡應拉朗#先 生建快,牛 SG段提到法元明文不力罪規則,孩段位垓放在有夫具体別

法的箱 ss段之前 .

lB.科 〞馬先生和鎉正姆先生 (工作鈕主席兼根告貝)同 意速一定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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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馬先生和拉扎凡德拉朗#先 生的修正未通避 .

銓遊修正的弊“ 和第 Se段 通避 .

第 S9段

lg.表 卡弗里先生指出,先nfercement” 又道用于民中常判,而外乍 S9段所提到的別卒判決則

不 大合 道.因 此,在 拆捶 以及 館 1句 和 承后 一句 中,  ‵nfU=oement” 一洞 垃孩 換 力

“
LⅡPlement.t㎞

’’
.

2U.思分加先生洗,及后一句及后部分提到
“
起拆回可能的作用

’,送一措田大弱°庄些改力 :

“...⋯ 位些考慮起拆曰的优先次序
”.另 一好次亦法是用除

‘
可能

’′詞,只 提起拆目的作用 .

21.協 巫姆先 生 <工 作姐主席兼根告 貝)支 持在英 文本 中用
“㏑Plement.t:。n” 替代

化nfo.cement” 的走琪,但他指出,在 法犬本中ex已mt㎞ 一詞是正确的.但 是,”gements一 祠垃

改力 d“lsbns”nales.

22.科 多馬先 生悅, 
、

l㎡m日nt” 一同肘 民

一

拆忪 比肘別

一

拆松兵力道合.他 建快用

“
comPlainant” 取代垓詞°

23.托 移沙特先生說,先omp㏑㏑ant’ 作力一介法律措田不合道.有 必要多用几介字來表明提

起拆松的回家°

銋.埃里克松先生 ㄑ報告貝)走快,思唐加先生的提快位垓改力 :“ .⋯ ..需 要考慮蛤于起坼回

以优先地位的利弊∴

2S.思 磨加先生同志送一再修正來。

笳.鍰並姆先生 (工作象主席兼叔告民)說 ,就
‘°°mPla㏑ ant’ 目的概念而言,在 法文中可以

悅 rEtatq㎡ ap.iIt6plainte或 rEtat日uteurdelap㏑nte.

29.馬 希馬先生提肯人●●注意方 57段和辯“ 段之向的瑛系,后 者就何人可以向法院起訴的

各种逸掙作出了規定.他放促促使第 57段 的措洞与第 43段所用水悟取得一致。

2B.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提快,及后一句括位垓改似力 ,‘另一逸捧規定按日內制度執行 ,

其中帝要者忠錚予提起拆松的曾

一

日以优先地位打利弊
”

.

2g.怕 夫拉克先生走破,在垓瑋文
“
執行

’
一詞后面加上

“
判決

’
.

S●.海新先生指出,‘判決
”

一洞位垓加在弟 1句 話末尾‘達拌在放后一句中則元帝再用 .

31.主席悅,如 果按段之前的林捶力
‘
判決的執行

”,在 第 1句 或在放后一句中都元需插入

‘
判決

”
一坷 .

S2.若元人反肘,他就快力委真合同意用
‘
㏑p㏑ment.t1Un” 取代第 S9段 的赫延以及常 1和 最

:  后一句中的
“.nfor㏄ment” 一同,根裙報告長的走快 (上 文館 2B段)修 改及后一句活 .

就送拌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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錏修正的館 S9段通避 .

第 SB段

BB.雅 科錄德斯先生悅.錧 2句 中提到
‘
球合回多效舍真回

”,送 一球不清楚.放好現獄合國

‘
犬多數

”
合貝回.

B● .本 努蚋先生狄法律木好的甪皮批好了
“
批准法院規的

’
送些措祠.道 些提法是各回威力法

院規的些

一

日.

35.佩菜先生悅,他肘弊 2句活句首的措田 :“乎避志北板向于后者⋯⋯’
不滿意.委 貝舍位

垓保持其不表示傾向性的一般作法并采用技力不偏倚的措詞 .

S●.每 正姆先生 (工作組主席求技告良)拜碎悅,雅科堆傣斯先生提到的那一段活悲指年二种

造捀,印 由碟合國提供埋女達一亦法假定朕合回多效合貝因合成力法院規的些

一

回°

肝.友卡弗里先生提快,用 ‘
即
”

或美似表迷.如 ‘
換句活現

’
取代第 1句 中的

“
或

〞
.

3B.佩菜先生提出的同趣可以送祥解央.將 館 2句 改似如下名
“
錧 2种逸捀亦法假定秩合國大

多散合貝回⋯⋯”
.並 而易凡,如果俠有兩三介金貝回成力法院規的些

一

日,Jll不 可能放其地淡想

由瑛合曰提供銓安.

Sg.本 努助先生城 ,耿合國提供至安的1.9趣 在委貝金本身和工作班內均已送行了仞底的封淹 .

此种提供銍女的亦法特能保江法院的達璞性.他提甘人●●注意由有失各方而不是由敢合國提供發

金的机构中所出班的尸重阿翅 .因 此第 SS段第 2句 活泣改似如下 :“后一起掙亦法的好赴是保江法

院奪荈來源方面有更大的持表性,送 一亦法假定蚨合國犬多效合民日將成力法院規的些手回..

4。.雅科籬德斯先生悅 ,速 一同題确央在委真舍和工作姐都垤逮了卡吋伺的甘站 ,并 出現了一

种明确的赹勢,送一楚外在第 2句 中得到确切的反位.不 避他可以接受本努納先生改似的措詞 ,但

有一項掠解,即 承放此种走并的存在°

41.托移沙特先生指出,他螢同本努幼先生改似的未犬.人叔委貝套的絰駩是一介很好的悅

明,垓 委貝合由朕合回提供銓安.批准的迂程必林合根故,播 而必須在持球的基拙上向有失机杓提

供資金 .

●Z.每皿姆先生 (工作銀主席赤拫告炅)悅 ,他 同意本好助先生長快的措洞,垓措坷正破地反

映了工作姐的立夃 .

●B.帕 夫拉克先生悅,他也同意本努蚋先生的提快 ,但是提到
“
又大的持壞性

”
則不透些地強

惆了垓 1.● 捶的財政方面。他宁可技到垓法院的
“
效率

’
或

‘
擸立性

”
.

“.科 ′馬先生同志帕夫拉克先生的意凡.送多強惆ll政 方面是不可取的.

45.本努納先生悅 ,他可以接受提到
‘
效卒

’
。田 ,但要保留提及更大的持球性.有失段落則

可如下‘
‘.⋯ ..在 力法院提供絰女方面保近天有的效率和又大的持教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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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 席悅,如 元人反玵,他 就水力委貝合同志用
“i.e’ 或失似表迷取代第一句中的

“
e:the了

”,并根括本努納先生的提快修改第二句活 .

就遠祥快定 .

篷越修正的年 SB段 通迂 .

第 sg段

好.巴 本甜戈夫先生悅,第 sg段 可能技人琪伴力委貝合反玵力不同共型的罪行次立不同法院

的達种构想°央妳上,現有的一些回厤掰定9f分 別次立口隊刑︴法院作出了規定:19姻 年 《防止

及冬治又免种族罪公的》就是一例.立然,委 真合只能完全螢同現行送些荼的的內容。因此他建快

第m段改似如下‘
‘
送威的婛係是,最好淡立一介革一的机竹送行回隊刑

一

司法,而 不是象現行公

的所規定的那祥 ,力 不同美型的罪行女立不同的法院.’

姆.科 步巧先生和比斯利先生支持送一提以。

●U.傷 正姆先生 <工 作組主席兼報告真)悅 ,他接受巴休甜戈夫先生的提快。

SU.卡 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淡到巴/IN榭 戈夫先生提出的措祠,其 中提到
“
現行公的

”,他悅

他回肊不出《防止及恁治又免种族罪公的》中有任何具体提到寺Π別

一

法院之史.垓 公約确共提到

回隊刑中司法的概念,但現他所知,垓 公的沒有規定草狙女立法院 .

51.本 努納先生悅,泣 孩保留提及
‘
現行公的∴ 夫子 19竹 年 《禁止并恁治种族隔商罪行回妳

公的》,央 昹上在瑛合日內正在迸行美于淡立法院的阿題的工作,而且 目前已多取得了很大迸展°

S2.卡 菜〞 .′ 德里格斯先生撤回他的反肘悲兀 .

SS.主 席說,如 元人反肘,他就次力委長合同意根括巴水甜戈夫先生的提快修正常 Sg段 。

就達祥快定。

篷拉修正的第 S9段 通述°

第∞ 段

54.播 巫姆先生 <工作姐主席朵報告真)現 ,在 方一句中的
‘
針吋介人’

几字引起混淆,垃 子

別除.

弱.思分加先生悅 ,‘什玵令人
’
必須保留.宿 要送些措洞來表明垓段的提快是要殘于回隊法

院玵令人的管培叔 ,而 回隊法澆通常作用是焚理回京同爭端.出 手玵回沶法虎的#重 ,可 以另外增

加一句如下 :‘有必要征求回琢法院村送一遊畢的悲凡
”

.

SS.係末先生悅 ,他肘好二句活有一些怀其,其 中提到肘令人的管括信重新改瑋回狋法眛°央

隊上 ,‘ 重新改革
’
并未能完全表送所希作出的改功.垓句位垓窮短,去掉

“
瑋新改革回酥法院,包

括
”

等字祥,就悅
“.⋯ ..此 种管格宿要

’
玵回隊法院規的

‘
迸行修正

”
.

S9.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 ,館 一句中的
‘
針玵令人口

送几字十分重要,用 以表明所指的是肘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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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新的管格形式,迄今力止,田 隊法院依尖理回家之田的爭端.他支持思兮加先生和無菜先生

提快的改功 .

SS.本 努納先生洗,第一句活汁楚地表明孩句涉及肘介人的管葀.不位忘圮,委 員舍在夫子回

家女任茶致車瑋第一部分第 19茶 中次想有可能村回家送行刑

一

起拆 .‘

S9.主席說,如旡人反玵,他就次力委真合同志保留年一句中
‘
針村介人

”
等字祥,根括係菜

先生的提快修改拜二句,并 增加恩店加先生提快的新的牛三句 .

就達祥洪定 .

疑遊修正的牛 6U段 通ㄝ .

第 61段

6U.錫 皿姆先生 (工作姐主席兼報告長)提快,法 文本第一句中的㎡f色:reSdeor:mes intern.tm╙

anx泣 垓代之以aff血es.r㏑㏑eues.

就達祥決定°

61.本 努納先生提快,垓 段最后部分位垓修汀力 :“ .⋯‥克服行使普遍管搖中的某些田堆
’

.

銘.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提快 ,垓修汀的垠后部分位垓改姒力 :“ .⋯ ..克 服道用普遍回家

管格制度中的某些困堆
”,送祥更力清楚 .

63.主 席悅 ,如 元人反肘,他就放力委真合同志通逮本努納先生提出并鞚卡某′ .多 德里格斯

先生修汀的修正案 .

就遠祥快定 .

銓述修正的館 61段通述。

第 62段

64.友 卡弗里先生悅 ,早 言部分牛一句活沒有确切地反映委貝舍的甘啥°委貝舍普遍同意的不

是垃垓有菜种貀立的机椈 ,而 是位垓做更多的工作以便确定是否位垓淡立某种失型的法院.爽理達

一鬥趣的一介亦法可能是提到大舍竹●g/B9辛 央快中提到的其他日隊別

一

常判机制.因 此他提放 ,

在第一句的
“
回隊刑手法院

’
一詞之后加上下列措洞 ,“ 或其他日隊別

一

守判机例
’.或者用

“
造一

步採甘次立的可能性
’
取代

‘
波立”

牛字祥.如果達也不能接受,之也并可以用
‘
洪立菜种典型的

常淡回沶別

一

法院或其他日沶刑

一

中判机例
’
采取代

“
快立一介永久性回豚刑

一

法院‵ 送特活走

地表明委真舍并不一定普避同志次立一种特定大型的常班回豚刑

一

法院°

cS.儲 皿姆先生 <工 作鈕主席兼報告貝)兢 ,且 琳他准各接受柔貝合普通同意需要圾立一介法

院或某种其他國隊刑

一

申判机制速一悅法,但他卸不同意逐需要送一步研究考慮女立此种法院是

‘ㄍ198U年⋯⋯年盤9,年 二卷 (年 二部分),弗 SU更起各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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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取.大舍已銓法委貝合邁行一項研究,而委真舍也已垤作了研究J但是,也︴可在稍后盼段道

普考慮法院姐軹的一些扶木方面鬥捶 .此 外 ,在汁他的弗八次報告箱三部分(A/CN.4/粥U和 Add.

1)的 整今甘捻迂程中,他沒有听到任何′位委長合委貝肘其狋淡立法虎的可取性表示怀疑,冬 管

91淡 立方式有各神不同的志凡。因此他水力,快立法院的可取性是不容王染的.

●S.托啟沙特先生在与埃里克松先生 <拫告真)、 弗朗西斯先生、格有夫拉特先生、科多巧先

生和友卡弗里先生何短交換意凡之后提快,力 了滸足友卡弗里先生提出的同趣,在 年φ 段第一句

‘
戶泛一致的落凡

”之前加上
‘
原則上

”
等字洋,在垓句末尾加上下列短活 :“冬管肘此种法院的錯

杓和甘格范田存在歧凡
”

.

67.本 努納先生和格雷夫拉特先生支持孩提快 .

“.科 〞巧先生悅,他也支持送一提快,但他建快用
‘
表示了不同的意兄

’
取代

“
存在收凡

”°

m.主席悅 ,如 元人反肘,他就放力委貝合同意通迂垤科男馬先生迸一步汀正的托移沙特先生

的修正來.

就速祥決定°

?°.弗 朗西斯先生在友卡弗里先生支持下建快,些子犬合算 “/39母 決坡也提到男一种回隊

刑

一

中判机制,在垓報告道些部分位垓提一下委長舍肘速祥′种机制的倚短常快 ,大 舍弗 44/39母

決快廿委貝舍常快淡立法院的曰趣 .

?1.主 席建快,玵此感米趣的委員就此1.9題 揪定道些的措洞形式供委貝合常洪°

就送祥決定 .

花.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注意到在 (日 )、 (b)和 (U分段款中采用了
“
弓〡波

”
一坷 ,他

悅 ,回 隊法中所确立的引波概念具体涉及兩介回京制度之伺的大系,在 回隊別

一

司法制度的范田內

不位垓使用.在 此,他法了 1943年 佗致回隊犬合似訂的美于淡立回沐別手法院的公的車來第 5

奈 ,“ 根括垓紊,將被告交付回隊別÷法院校某些局不是引波.因 此,他提快在遠三段中都用
“
交

付
”
取代

“
引波

”′田.此外,<.)分段中
“
技指挂的罪犯

”
泣改力

‘
被告

’
.

就送洋快定.

9S.科 多巧先生提杖用 勺ede” 取代 (a)分段幵共的 先meede’ 一切以及 °)和 <.)分段9F

共的
“w㎡ve” 一詞 .

現送洋快定 .

9●.友卡弗里先生提快,除 拜 57段 中的汀正 (凡上文第 S2段 )外 ,<日 )和 (b)分 段中的

、
nfUfc㏑ g’ 和

‘.nfUiement’ 庄分別改力
“㏑pler.ent㏑g’ 和

‘
㏒ )ementat㏑ n’ .

‘
凡琺合國,《 回隊別

一

申判机杓 1.● 越的ㄞ史考查><秘 +挨 的各忘果)<出 售品編母n949.v.

8),第 18一 19瓦 和附暴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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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送祥破定 .

9S.傷 皿姆先生 (工作銀主席兼報告長)淡到法文本,他提快 伍)分段升共的巨band。.ient和

<b)和 (。)分段幵共的a㏑ndonner位 分別改力 r.non.ent古 和 r.noncer垚 .

就送祥洪定。

9s.埃里克松先生 (推 告貝)提以,力 了又汁楚地隊迷打算叫明的要魚,以 ‘
夫子准可⋯⋯’

幵共的 (c)分段落三目位傣汀如下 :

‘
除根据其他兩种樣式,即其他有失回來 <Ⅱ 地曰、其回民受申的回家、罪行什肘回>或 回豚

法院規的的所有締的回,可 以向法院提出拆公者外,達一樣式可使既央令人有可能提起坼松 .’

就送祥快定 .

99.假菜先生提快,除 館 41段 所作修汀 (凡 方 21gB次套快 ,錧 9段 )外 ,“ )分段年二日中

的
“
最終

”
一詞泣子刷除°遜有,在 館五日中,垃在

‘
需要

”
前加上

“
不

”
字,并別除

‘
不宿要杜

查官又不
〞

等字祥 .

就送祥快定。

9S.卡菜多 .′ 僽里格斯先生悅 ,他放力.“ )分段牛五目年一句沒有必要°五然,若 法院要

申理上拆,則 大規被告必須出庭.因 此他提快別除垓句。

就送祥決定°

銓逮修正的館 S2段通述 .

第 ●S段

9g.格雷失拉特先生悅,可 以刷除提到非法販逐毒品之炎.速不是法院杈限的一种妒大,而是

包括在其中.但 是,他不反村保留提到達一焦.

8U.協 正好先生 (工作姐主席兼報告貝)悅他不反肘刪除提到非法敗迋毒品之7,但盤于其重

要性,將其作力例子引怔也并是有用的.

81.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長)提快好一句采用下列措祠‘
“
可以仄上文落 2至 第 5市 所討茫的

各种要素中逸取某些成份,列 入所淡想的每一樣式.” 逮洋可以川除落二句活,瓜而消除格雷夫拉

特先生提出的保留.

就送祥快定 .

各達倭正的錧●S段 通逮 .

年 S● 和 65段

B2.恩店加先生在雅科堆穗斯先生支持下走快錧 S● 段采用下列措田 :‘淡立回隊刑

一

法院,尤

其是如果得到大多故回家的接受,將是友展回酥法的一介漸迸的步森
〞

.

83.科 男馬先生悅,他 同意思右加先生的提快,但他不知道力何不用通常的措甸,即力何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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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隊法的逐漸友展

”,而用
“
波展回酥法的一↑漸迸步來

”
.

&.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悅 ,館 C● 段和第 GS段 的兩介各逸未文是球在一起的,委 真套位

努力拙定一介包括其所有要素的段落°也︴主要位注意第 GS段 的第一介各逸瑋文.

SS.格雷夫拉特先生悅,委 真金目前垃限于甘淹第“ 段,他支持思估加先生村垓段的提快。

路.卡菜多 .〞 德里格斯先生通他同意報告真的意凡.方 SS段 的弊一今各逸未文重欠了第 64

段的內容,但 錧 c1段更力可取 ,垃 不加改初予以通述 .

s9.埃里克松先生 <技 告貝)悅 ,思分加先生的提快錚人的印求是,少數几介回來恢立的法虎

是肘回酥法的一种反任.加上
‘
尤其是

”
玵此更加強惆.他主張采用另′种措詞,因 力速里的 1.● 題

在子,除 非垓法院荻得大多故回家的接受,否 則它不是玵回沶法的一种交敵 .

SB.拉扎凡德拉朗+● 先生走快將鋅 G● 段与弗 cS段 井一介各逸來文錯合耳 :“洪立曰隊別卒法

院蜂根錯底是友展口狋法的一介漸迸步來,其 次立只有得到曰隊社合的ㄏ泛支持才能取得成功
”

.

89.鎉 巫姆先生 <工 作姐主席兼根告長>現 ,他完全支持拉扎凡僽拉朗博先生的提快。

9U.科 〞馬先生建以 ,第 64段 弗一部分改力 :“淡立回隊刑

一

法院”根堵底特增加村法治的琫

重...⋯
。
”

其要魚不是皮展回隊法,而 是打古罪行 .

91.帕 夫拉克先生悅,他看不出同時提到友展回隊法和#重 法治之同有任何矛盾 .

呢.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悅,垓來文強琱波立回酥法院的困堆和帝要各目的ㄏ泛支持,水而暗

示波立法院比起車治罪法又力田准,但 什兄并非如此 .

93.托移沙特先生悅,位 垓用
‘wm” 取代館 G● 段中的

‘
wUu)d” ,垓段及后部分位改力 :“ .⋯ ..

并力此,需 要回隊社金的ㄏ泛支持
”.措 祠形式必須更力秋級 .

∥.佩菜先生悅,他完全不同志托移沙特先生的提以,因 力垓提快力吋逮早。

螞.弗 朗西斯先生洗,他不反肘拉扎凡鏸拉朗∥先生的提快,但是 ,戶 泛接受快立曰所法院即

意味著法治。因此,他 主張采用思唐加先生的提快,但 可以Ⅲ除
‘
尤其是

”
一切 ,以 改造,/.提 快 .

%.主席悅,若 元人反村,他就水力委真合同意通迂弗 64段 和好 65段 的第一介各進來文合并

后的下迷來火:‘設立日師別

一

法院9=根錯威是皮展日隊法和加強吋法治的一介漸迸的步來,法 院

的女立只有得到回豚社合的ㄏ泛支持才能取得成功 .〞

現之洋快定 .

g9.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長)淡到方“段幣二介各進來文,他悅必顏將其与年“段瑛系起來 .

委貝套成就拆松管培的杯的征求意北,并位采用甘大舍年44/S9舌 決快的亦法.

gS.本 努幼先生現程序同泛皮言,他悅委真舍位首先決定到底要不要保留常“ 段第二介各逸

未文的內容.交 炅套是一介法律青京机构,必顏遙捀自己的棋式,不 成站大合力其逸擇模式.

g9.錫 皿姆先生 <工作姐主席求報告貝).和 思右加先生兢,他們同志本努納先生的志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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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科′呂先生也同志,但他指出,帝 犬金乍六委真合作出此种指示已威力委員舍的伍例.也

卄主席在向第六委貝合介卸本委員舍報告吋可提出速一庶.

lU1.主席悅,若元人反村,他就放力委長合同志Ⅲ除第 eS段 第二介各逸案文。

就送祥決定 .

年加 段 <致 完).

lU2.無菜先生提快好拓 段好一句采用下列措司 j“五林虛垓考慮到班有乎避仔格●l度也好行

使回家管格枚有形呁,但是夫于快立法院的一↑令人大切的主要向捶逐是它可能限制 〔回來主板〕

〔回家的主叔管格〕°
’
拜二句中的

‘
共沶上

”
位朋除.他主強逸用

“
回家的主杈甘格

”
速一各造未

文,但 不反肘
‘
回泉主根

”
一悟。及后一句的措詞位改力 :‘恰恰相反,接受回沶刑

一

法院的管格

正是回家在行使共主叔管瞎。
’

1U3.主席注意到保朱先生不反肘使用
“
回京主叔

”
之凡介字,他悅,若元人反村.他就次力

委真合同志保留送一用活,并 同志根播無菜先生的提快修改年加 段 .

就送祥決定°

絰避修正的第 2S段 通避。

館 駟 段和新的方 S4段 之二 (宏 完)

la.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悅 ,非 正式工作姐 (兄 上文軍Ⅱ 段)提 出了第弘 段 (b)分段

的下途新案文:‘ <b)如果特相些子治罪法 (治 罪法車來第 7紊弗 3放 )規定的罪行作力普通罪行

申理 .”

l仍.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走快用
‘.ommon or㏑ es′ 取代垓案文中的

‘
Urdinar,cn1.ks” .

l㏄.錫皿姆先生 (工 作班主席兼擬告貝〉悅,人 r9正 在區分普通法的罪行和政治罪行.他支

持提洪的 (b)分段的新來文.

1U7.本 努鈉先生提快采用下列措詞‘
“

°)如 果回家法院淏將回隊罪行定力普通罪行 (兄 治

罪法車素好 ?茶方 3缺 )” .

lU8.科 多馬先生悅他支持非正式工作姐提出的棄文,但是他定快用%nder′
一詞取代

t〝‘a←

teiVK心 田Π
’

.

1Ug.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真)指 出伍hara.le山㏕ ㏑.年 字在治罪法車來年7奈好3放中用避.

l1。.斯里尼瓦#.拉央先生撤回他的走快.

1l1.主席悅,若元人反玵,他就水力委真合同志通迂方54段 的新來文和在本次舍快弄始時提

出的新的拜 S● 段之二 (上 文右 2段 ),但 簿 S● 段 (b)已被非正式工作金剛才提出的未文 (上 文索

.臻
自錧 21Bg次 合洪,牛 BS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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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段 )取代°

就速洋破定 .

垤遊修正的第 9段和新的第 馭 段之二通道°
︳

112.弗 朗西斯先生說 ,委 真合在報告中位淡淡共肘其他日隊別

一

常判机制的忞皮.也并特別

報告真可揪就一今道普的未文.

l13.主 席甘每正姆先生 (工作姐主席兼根告貝>、 埃里克松先生 ㄑ報告長)和 怕夫拉克先生似

就一介來文 .

下午 1吋 4。 分散合°

常 2195次金快

199° 年 9月 16日 星期一上午 lU吋

主席:文 久儲先生

出席:凱西先生、阿〨焦-●伊斯先生、巴你沃薛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

納先生、卡某步 .男 德里格斯先生、迪巫斯 .因 #宙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

夫拉特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堆僽斯先生、科男巧先生、巧希鳥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詹加

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係菜先生、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各

庫幼斯先生、塞普小堆迷 .古佚雷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格沙特先生.

曰坏法委真奈年四十二屆舍快工作投告車稿

1.主 席甘委長套瓜弗三幸升始逐幸常快共報告車棉 .

拜三幸 回來及其財戶的管培豁免 <A/CN.4/L.448)

A.早言

‘
男北第 2lSG次 合快,牛 23-42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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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至 5段

第 1至 5段通遊°

第 6段

2.埃里克松先生 <叔 告兵)提快,力 准确起凡,麼 垓川除拜二句中的
‘
力送行...⋯ 的二丟

’
等

字洋.二女中快茶放年來的是委長合金体套快而不是起革委貝合.方 8和 好 9段也位垓作失似修

::「 .

就速祥決定 .

盜述修正的館 6段通避 .

銓避修正的A市通避 .

B.本屆合快常快速介寺題的竹兄

第 7段

幣 ?段通迂°

第 8段

3.主 席說,若元人反玵,他就次力委長合同志刪除最后一句中
“
送行二次

”
等字群°

就遠祥放定 .

銍世修正的第 8段通迂 .

第 9段

4.小 木曾先生 (特別報告炅)悅 ,位 在第二句
“
在弗 l1荼通道之前,起草委員合推退通遊第

2各第 1款 (b)項 <三 )目 之二中的
“
弊 2奈 <用 悟)” 等字之后加上一介胸注°

5.友卡弗里先生提狄,盤于玵年 6和 8段 的修訂,君 一句中的
‘
肘⋯造行二淒

”
垃改力

‘
申

快
”

.

就之洋決定 .

6.巧 希名先生提快,壆于上述修打,弟 三句中的
‘
尚未錯來

”
庄垓改力

‘
不能堵束

’
.

規之祥快定。

生逮修正的銘 9段通迂 .

館 1U段

7.小 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在 好二句末尾泣加上
“主要因力其他委貝已絰在上屆套快

上友表了其意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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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馬 希島先生悅,報告車稿汜革委貝舍委真所災表意凡的方式有吋有庶失衡.牛 1U段 尤其如

此,孩 段以很故的席格栽列委員合′位委長的志兄摘要 .

9.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長)提快,刪 除弗五句
‘
他洪力⋯⋯的竹兄°

”

lU.巴 小沃薛先生、馬希島先生和凱西先生支持速一提快 .

報告真的修正未通道 .

至述修正的方 lU段 通道 .

第 1l段

嶼

第 l2段

u.友卡弗里先生扒力,也︴第 lZ段位垓分力兩介部分,因 力它涉及第 1U茶和第 ll奈之二.

12.小 未曾先生 (特 別報告真)悅 ,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將垓段人中分力兩段.前 四句构成

涉及第 l° 秦的第一段,以 “
夫于牛 11奈 之二”

升共的利奈部分nll拍 成弗二段 ,它 涉及第 11奈 之

二,冬 管其中也迷一步提到了第 1° 奈 .

13.再 希鳥先生說 ,力 了明确起兄,新段承好放第七句升始,以 ‘
然而,兩位委貝支持...⋯ ”

升共,因 力孩茶共哧上就是索 l1來之二—— 可以用
‘
館 1l茶 之二”

取代
‘
垓紊

”
未加以澄清 .

m.凱西先生悅,他放加特別報告真的建快合使送些同題不必要地欠染化 ,因 力夫子第 l1茶

之二的常二段必須重交有夫委貝肘第 l° 茶的捻括°除了再希鳥先生提快修正的部分以外,垓 段最

好保持不交 .

15.科 多馬先生怀疑
“
seg【egatedStε｛epropeΠ y” 送一表途是否充分地表送

一
所要表送的概念°

也許可以按照法文和西班牙文本,使用
‘
sep日 rateState,rUPertY” 送些措河 .

〕6.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 ,“㏄gregatedState,ro,erty’ 送一表迷固然不恰普,但送是取

自弊 l1茶之二的林涎 .

l?.他 同凱西先生一祥放力將簿 12段分丹可能引起 1.● 趣.一 共是,在 申快弗 lU奈 時,委 員合

有些委貝也提到弗 l1紊之二.他支持筠希馬先生的建快,用
‘
年 l1秦之二”

取代弗七句升共的

“
十爽茶

”
.

18.巴 本甜戈夫先生也士 同凱西先生的意凡.至 于科′馬先生批好 的
‘mgregated斑日te

pr.perty’ 送一表迷,安 貝舍可以在道普的時候再回到達一田捶 ,但 目前及好予以保留,因 力它已

銓被正式通逮。

19.斯 里尼瓦#.拉奧先生悅,他 也快力將牛 12段分力兩介部分不恰些.

2U.至 于
‘
分有的回家財戶

〞′活,他●r.疑 是否可在稍后險段用
“
指定用途的回家財戶

”
取代

它°

—— 536 ——



21.主 席洗,若元人反肘,他就水力委長含希望呆幼巧希与先生提快的村弗七句的修正案,用

“
第 Ⅱ 奈之二”

取代
“
孩茶

”,并通達弗 12段 .

就達洋決定°

變遊修正的第 12段 通道 .

第 13至 16段

館 lS至 16段 通ㄝ .

錧 19段

22.托移沙特先生悅,在 弊 4句 中庄垓用
“jud:o㏕ pr日 Ct㏑ e’ 取代

“jurⅡ:oal pract肥↙ .

就送祥破定 .

銓遊修正的方 17段通迂 .

第 lB至 2S段

館 18至 加 段通避 .

第〞 段

23.友卡弗里先生悅 ,他希望重新似汀年η 段.垓 段目前的措同代表了特別報告真的意兄,而

卸給人以達是委真合的志兄送一印象 .

Ⅱ.在与帕夫拉克先生、小未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和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甘淹之后,卡

末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提快,由特別根告長根指友卡弗里先生的意兄重新揪汀第 29段 .

就達祥決定.                               .

2S.托務沙特先生玵年四句末尾的
‘
曰狋法

”
和

‘
回京法院

”
之同的肘位向題提出疑阿.他快

力來文位垓提到
“
回沶机制

”
和

“
回家法院

”
或

“
日酥法

”
和

‘
日內法

”
.

2G.本努幼先生悅,他 同志托帝沙特先生的志凡 .

27.科〞再先生走快,牛 四句末尾位垓如下 :‘ .⋯ ..達
一向趣只能根指回沶法來解央。

’

方 29段 通迂,但在文字上帝根括所長意北作避一步改劫.

好 28至 SU段

#2B至 3。 段通遊°

拜 31段

28.格宙夫拉特先生注意到好二句堆以理好 ,他走杖川除
“
像也幼公的牛 31荼’之后的部分＿

就達祥決定 .

銓逍修正的常 31茶道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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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B2和 BB段

席 田 和 SB段 通述 .

第 銋 段

鈴.友卡弗里先生將垓段与╨已通達的好 7段相比抉,他戈,好 Sd段提到了委員合的慮凡和

某些政府的中面評淹,卸 沒有提到在大舍弗六妥貝舍上皮表的念凡。

SU.在 与小未曾先生 (特別根告真)、 卡菜〞 .多德里格斯先生和怕夫拉克先生交換意凡之后 ,

主席提快好 銋 段9F共 如下:‘特別報告長考慮到委貝合上屇舍快土的意凡和各日政府的坪捨 ,

就達祥決定°

銓越修正的館 m段通述°

年 BS至 4S段

第 “ 至媽 段通迂 .

第 46段

31.巧 希鳥先生洗 ,他 肘倒散館二句中
“.⋯ ..船 舶⋯...須 服杕通用于自然人或法人的同祥⋯⋯

女任
”
速一說法感到吃掠,似 乎船舶本身是一令人.他提洪改用下列形式的措同

一

...⋯ 須服爪⋯⋯

自然人或法人的同祥⋯⋯女任制度
”

.

就送祥快定 .

像避修正的第 46段通造°

第咑 至 SS段

弗 47至 65段 通述 .

第 cS段

S2.托移沙特先生提快在承后一句
‘
雅以

”′田之后加上
“
如果不可能

’
等字洋 .

淺送洋快定 .

生迂修正的年 “ 段通避 .

年 c9段

BS.馬 希鳥先生在意到第 S9段 完全在排美利里合森目的立法,他建快錧短其篇幅,使其比例

更力合理 .

s..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就此提快皿除八方二句升共
“些一項判決⋯⋯”至第五句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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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戶生的判決
”

速一段落°好六句的升共的
‘
因此

”
一甸也虛垓刪除。

Bs.夫 于卡來′ .男 德里格斯先生的建快,他提快將右六句中的
‘
美回或其他立法所含的各种

匆做差別
”

等字祥改力
“
美回或其他回家在回京財戶之立法方面的匡別

”
.

根告真的修正瑋通逮°

生迂修正的弗研 段通逮 .

牛 68和 69段

牛 68和 Gg段 通道 .

第 ?U段

笳.怕夫拉克先生指出,他玵
“
分有的回來財戶

”
達一措洞很恰切地持有保留志兄 ,孩措洞在

第 7U段 中加了引母,但在弗砃 段中卸沒有加上引手。

B9.科 多馬先生悅,他放力沒有必要超出回家財戶和私人財戶之同的匠別 .

38.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在英文中使用
“
分商的

”
一洞引起一些水悟上的而不是央葳

性的1.● 趣°他建快91“分有的回家財戶
”
送一表迷加一茶腳注,好釋現,委 員合有一些委員村形容

坷
“
分有的

”
的使用是否妥曾表示杯疑,冬 管他們并不反村

“
分有的回家財戶

’
的央唪概念。

S9.巴 本甜戈夫先生悅,送一表迷是輝子中文和俄文,因 力文先生和他提快在幣 ll茶之二中

使用送一措洞.法文本沒有鬥題.但逐有待早提一↑令人滿意的英文措洞。車瑰提到
“
回家財戶

”

老元意又。
‘
分有的回京財戶

”
指的是企╨或狄立法人,他●●管理送些企╨并玵回家久黃 .

4。.主席悅,若元人反肘,他就放力安貝合同意超革委長套在下一屆合以上再回到達一同題 ,

根告貝垃根括卡某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的建快起草一荼腳注°

就速洋快定°

●1.小未曾先生 (特別叔告貝)洗 ,在 年一句中,‘充分
’
一詞位刪除,并垃用

“
一位委貝

”
取

代
“
一些委真

’.在 弟二句中,用 ‘
另一位委真

”
取代

‘
一位委員

’
.

●2.拉扎几簽拉朗博先生提快,用 “
錧三位委員

’
取代牛三句中的

‘
另一位委貝

”
°

就送釋決定 .

在遊修正的方 7。 段通迂 .

弊 71至 99段

年 71至 99段通迂 .

弗 9S段

43.托移沙特先生悅,好 二句中的
‘
.njdn” 一切拉垓改力

“
prohib:t” .

就之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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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友 卡弗里先生提快將最后一句改力 :“依括特別根告真的志北 ,起革委貝金可以考慮上遊

坪淹,或并也可以考慮建快刪除垓茶的可能性°
”

就達祥快定°

45.怕 夫拉克先生提快在乍四句中用
“Y.t.nUthermember” 取代

“AthiΓdmember” 。

就送祥快定 .

銓逮修正的旁 78段通逍°

第 9g至 肛 段

錧 79至 &段通道:

垤避修正的B市 通逮 .

小.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真)悅 ,麥子本令趣的工作已送入數深阱段,他放力沒有必要向大舍

提出兵体同涎,如 委真合一般被要求作的那祥 .

●9.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他 同志報告炅的惡兄 ,但放力垃在館三幸末尾的另外一段中

肘此作出解9H..

48.主 席悅 ,若元人反〺,他就次力委貝合同志按照卡菜步 .多德里格斯先生提出的建快在第

三幸末尾增加一介新段落.

就送祥決定 .

篷拉修正的報艸

第四幸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CN.4/L.449和 Add.l和 2)

A.早言 <A/CN.4/L.● ●9)

白高1至 7遙史

館 1至 7段通道°

A市適迂 .

B.本屆金快中快速↑告屈的竹兄 (A/CN.4/L.“ 9)

方 8至 l2段

方 8至 12段 通述 .

第 13和 14段

●g.卡末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爪 ‘
但也有人悅

’
升始的第 13段后半部分可能垮人以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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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印象‘委員舍可能重新考慮其已豋決定采取的亦法,即 期要掰定的亦法.他圮得,垓項忘凡是

哈索內先生所提的一奈純粹修舞性意兄 ,哈 索內先生次沒有打年玵采取的赤法提出疑鬥.因 此他提

快刪除弊 13段送部分和整介第 1● 段 .

就送洋決定 .

垤避修正的館 13段 通述 .

方 巧 段

弟 15段 通達 .

第 lG段

5U.卡菜男 .〞 德里格斯先生悅,由 于年 16段在某种意又上是村已絰Ⅲ除的館 13段后半部

分和錧 14段 中的一些鬥趣的答欠,也洋好 I6段 可以用更力确切的措田重新起草,以 便不使特別報

告真看來象在辨伊 .

51.帕 夫拉克先生悅,班在是一介机合,可 以利用館 14段 中的一些材料,特別是
“
既行回酥

法
”
和

‘
大多數目京可以接受的

”
回酥法之

“
逐漸友展的要素

”
.

兒.主席建快,音 報告長和特別報告貝根据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和帕夫拉克先生的提杖

重新似訂第 16段 。

就達祥快定 .

第 19段

第 17段 通迪 .

拜 18段

惢.巴 水謝戈夫先生指出,他在甘淹中曾望悅垃由各回決定垥于水道的各种利用以何种倪先地

位。但是 ,館 18段卸暗示,委 真舍所有委貝均同意航行使用已不再肘其他使用具有优先地位.但

是人●1● 完全可以怒求 ,在有些竹況下,水道田些于航行使用玵其具有的重要性可能玲子航行使用以

优先手其他使用的地位 ,目 前的錧 18段似乎不能接受.

9.科多与先生現,他圯待 自己曾至悅迂委貝舍不位按在回酥水道的何种使用位按掘有优先

地位送↑田屈上有偏向.描迷曰束共我走玵的,但是委貝舍不泣垓宣布螢成某种特定的使用,而 不

安成另一种,特別是盤于有些現有怭定戌子航行使用以优先地位 .

SS.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真)兢 ,在 好加 段方二句中
“
不能低估

’
之后加上

‘
——道些日象

确其戌予航行使用以优先地位——
’

牛字洋也并可以打消巴本甜戈夫先生和科多馬先生附优忠 .

SG.友 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真)悅 ,右 lS段 也#逮于圪玵,一共上委長舍汻多委員悅逍:如

果回家央域中曾一度斌子航行使用以优先地位 ,照悅今天已垤不再是送祥了.他提洪由他和報告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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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力以便委員合滿志的形式重新似訂垓段,并 及時提出一介宋文°

S9.科 ′馬先生定快報告貝和特別根告貝考慮送祥的措詞方式ε
‘
發長們普遍支持孩茶,悅垓

奈相豊全面地反映了下列�央,即 在些代的使用竹兄中,一皮曾放底子优先地位的航行使用已不再

被放力自功具有优先地位 .”

SS.卡 菜步 .〞 德里格斯先生悅 ,也并可以在館 18段 中哉迷 :如果以前曾有述回師法規Jll賦

子航行使用优先地位,今天送一規則已不再存在,我不再能被接受力′放日隊法規Jll1.

Sg.巧 希与先生曲,位 孩扯報告長和特別報告真來手我令人清忘的措河形式.將
“
不再

”
改力

‘
并非恙是

’
也肯是介伴次加法.

6U.巴 水甜戈夫先生悅,至 迂倭汀的案文在央辰上垃表明沒有任何一殺回沶法規則賦子航行

使用或任何其他特定使用以优先地位 .

61.拉 扎几德拉朗+¢ 先生悅,像 拉修訂的來文位孩兵体指明有夫奈致是好 24茶 。

φ.主席洗 ,若 元人反村,他就放力委貝合希望甘報告長和特別根告長根括所作坪淹修訂第 lB

段,并 及時提交修汀的案文.

就送祥以定。

下午 1吋零 5分散合 .

幣 21%次合快

‘出席:阿吉博拉素王、凱西先生、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巴本沃#先 生、巴本謝戈夫先生、比

新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迪巫斯 .网 發宙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

西斯先生、格濱夫拉特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科〞筠先生、耳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居加

先生、小未曾先生、怕夫拉克先生、伿朱先生、斯里尼瓦#.拉夫先生、拉扎几磚拉朗甘先生、

一庫蚋斯先生、塞普本球送 .古扶官斯先生、索拉里.田德拉先生、午工姆先生、托啟沙特先生.

199° 年 7月 】6日 星期一下午 3吋琴 5分

主席:史 久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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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瑋
】 <致 ).

(A/CN. 4/429和 Add. 1-4,︳  A/CN. 4/43U和 Add. 1,s

A/CN. 4/L. 443,B市 ,A/CN. 4/L.454

和 C.rr. 1,A/CN. 4/L. 455)

〔快程項 目 ω

快立回怀別

一

申判机相同泛二作姐的報告 (墩 完>

館三幸 <委 兵舍本屆舍快申快速介 1.● 睡的竹兄)<象 完>

1.主席指出,就工作姐的報告而言,有一介同趣仍未伴次,即是否可能增加一段,提到除回

沶法院外的回狋刑事中判机枸.力 研究速一向趣,已 成立了一介小型工作姐.他清根告真報告工作

組工作成果。

弗 23段 <致完).

2.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炅)悅 ,91第 2lSg次合快通避的第 Z3段 重新作了起草,以更好地反

映后面的內容.新 的來文如下 :

“
下文第 Z● 段至 29段在申理危害人熒和平与安全罪方面,全面討淹了可能淡立的回隊別

一

法院相比塞子由國家法庭無女申理的普遮甘格制度所具有的优魚和缺蕉.第 Bl段 至 58段

我有委員金在与波立國隊別

一

法院有夫的一些板力具体和重要 1.9題 上可能作出的遊舞和存在

的主要傾向。第” 段至 m段甜站常理危害人熒和平与安全罪行的其他可能的回隊机构。
”

3.逐走快特報告第三幸錧 6市 的林趣
‘
其他管搖机制

’
改力

‘
其他可能的回所常判机制

”
.

4.托洛沙特先生悅,所提出的第 2B段 的新菜文好二句中
‘
其体和重要阿趣

”
前面的

“
极力

”

一洞沒有必要 .

5.比 斯利先生1.9:“ 危害人共和平与安全罪
’
速一提法是否包括危害人美罪.

6.本努幼先生悅 ,他傾向于采用方 6市 目前的林趣 .‘其他管格机制
”
字洋是特意逸掙的,日

.臻
自第 21肚 次金快 .

:委
貝金在 19又 年年六屆含快上通述的治罪法草案 <<1954年 ⋯⋯年些》,弗 二卷 ,年 151-

lS2英 ,文件 A/2693,好 馭 段)持找子 ngS5年⋯⋯年些》,弗 二卷 (君 二部分),弗 8面 ,

牛 18段 .

︳
持我子 ㄍ199U年⋯⋯年些9,方 二卷 (弟

一部分〉.

s同
上°

.表
自第 2189次 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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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包括其他日沶法院,如 第 6U段提到的回隊法虎和由其他法系的法官組成的回家法院 <第 Gl

段).如 新的來文放通越,垓段最后一句拉力
“
其他管格或常判机制

”,以反映第 59段至“ 段的主

延。

?.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真>妦群悅 ,工作生氏在考慮′回狋別

一

法院,也在考慮其他机制.有

人人力 ,一 日家法院如由其他法系的法官姐成,合成力一日沶机相。已共定用与大舍第●●/S9母 次

快中使用的相同的措詞 ,以表明已充分考慮到了各种遙舞.班在央酥上在考慮的,是 一介混合的田

酥中判机制 .

8.科′馬先生建快修改新未文弗 2句 ,以送祥升共:‘好 Sl至 “ 段栽有村可能有的逸捀和主

要楚勢的恙的看法⋯⋯”
°

就達祥決定°

9.協 皿姆先生 (工作蛆主席兼報告長)答交比斯利先生的1.9題悅,板期法院中判危害人大和

平与安全罪,不 只是常判危害人美罪。

1°.主席悅,若 元人反村,他就放力委長合同意通避報告貝提出并至科多馬先生修正的第 23

段的新未文,并根据根告真迸一步提出的建破修改方三幸弊 6市 的林趣 .

就速祥坡定 .

銓避修正的第 23段適述°

第 25段 q望立).

l1.年庫納斯先生悅,在 錧 21Bg次合快通避的第 2S段最后一句中,垃 刪
“
客現地

”遠′詞 ,

因力孩詞含有肘回家法院的裁定作价位判新的意思。

l2.錫 皿姆先生 <工作羾主席兼叔告真)悅 ,他能衫接受送一修改.

13.巴 小姑戈夫先生悅 ,在某些回家法院,法律的道用不一定客現,例 如,些 垓日本身犯了回

隊罪行吋。但女立一口沶法院便可村具有不同法系的所有回家行使竹格叔°最好刪除
‘
客現

”
一洞 ,

但法院的特殊地位位普明确 .

16.每 JE姆 先生 <工作姐主席朵報告貝)走快用
‘
公正

’
代替

‘
客現

”,以迎合巴你甜戈夫先

生的現魚.

lS.比斯利先生放力,庄別除
‘
各現

’
一洞 ,但達′洞并不一定意味若肘曰泉法院的价但判新。

16.﹊ 庠幼斯先生收回他的走快 .

17.本努納先生悅 ,委 貝舍在重欠 BU年前的令梵 :日 豚別

一

法比1.9趣 共隊上早在 1945年就出

舞了.提 出坎立送一法院不可連免地舍佳及回象主根 ,也金日犯民族什應.‘客現
’
達一洞也萍合

.墩
自第 ZlSg次 舍破 .

—— 544 ——



被曲解,但他同志巴小甜我夫先生的看法,即 有必要提及各現性,因 力回家或其領早人均有可能卷

入犯罪.他建快特錧 2S段承后一句改力‘
‘
一日豚法院的公扶优魚是能一致地适用法律,最大地撓

保申判那一共罪行的客現性 .”

18.巴 水謝戈夫先生建快用
“
又多地成更好地功保客現性

’
字洋 .

19.帕 夫拉克先生悅,他傾向采用工作姐提出的句子:提及一致性很有必岳.垃刪除本努幼先

生提出的
“
放犬地

”
一切,因 力功保送一切元法限定 .

2U.描 巫姆先生 <工作姐主席兼報告貝)提及本努納先生提快的法文本,他指出,juger和 juger

de送兩介字在道用于罪行吋,意思差別且然鉬致,但 坤夫系重大.因 此,他傾向采用前者 .

21.托貉沙特先生悅位些用
‘
冬最大可能

’
限定所提及的确保一詞 .

22.主席悅,若 旡人反肘,他 就放力委貝合同志根括本努幼先生和托移沙特先生的提快侈改

乍 2S段 圾后一句,在 法文本中使用加ger一詞,而不是使用⋯de了de.

就速洋快定。

各遊修正的館 2S段 通達 .

第 弘 段 (攻 完).

2S.埃 里克松先生 ㄑ報告貝)悅 ,工 作組提快肘集 219● 次合快 (錞 11l段 )通迂的第駐 段

(b)分段迸一步修正如下 :“ 〈b)如 將行力作力普通罪行申判—— 五然達些行力与泣受法院管格的

罪行相符合 〔例如,凡 治罪法車瑋弟 ?荼第 3致〕
”
。

2●.銓修改的措田基于本努幼先生的看法,即 普通罪鬥趣不仗形呴治罪法,也彩晌法院的管

幣。由子速种管格可才展至治罪法未涉及的罪行,法院的豬相位狂立子治罪法 .

ZS.卡 床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建快刪去方指吾中的活 .

2S.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長)悅 ,在原先的案文中,送句活出現在田括咢中.泣 普保留送句活 .

因力治罪法草案寫 ?茶寫 3數是 <b9分段的基拙。

29.科 ′巧先生悅 ,他玵新措詞不滿意,因 力新持同意味者可玵回京法院的我次提出上拆或避

行交中.送不等于悅 :回 隊法院肘相些子治罪法所規定罪行的行力具有管格板°

2S.巴 本甜戈夫先生悅,他琢采用原先的未文.新瑋文傾向于改交好 7茶好 3殘 內容的意思,

而送几乎村一瓨罪行作了錯淚的限定°

”.本 努幼先生收回了他提出的修改意見 .

SU.科 步再先生走快,再使咳分段送到目的,可將共改力 :“ 仙)如將行力作力普通罪行申判.

冬管送些行力被次力局手法虎管格范田內的罪行
’.之介未文就力交中提供了根括。

.坱
自拜 Zl肛 次合快.年 l1l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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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本 努鈉先生現 ,甘淹涉及一介共辰性1.9捶 .有 一种不妙的情況是,仙)分段合与以前各段

不一致.由 子女想固隊法院与治罪法之同有球系,因 此鈴人的印象是‘只有治罪法涉及的罪行才屈

法院管搖范田.然 而有人指出,法 院可租立于治罪法之外而存在 ,并 可常判治罪法沒有包括的回隊

罪行°〦作盥提出的走快就拭田反映速一立場.科 ′再先生提出了一介名洞 1.● 趣,只 要村其央辰性

沒有异〤;便 可好次速一 1.● 厜°

S2.比 新利先生悅 ,同捶的夫鍵是罪行的功定.但他同志,回 隊法院不与治罪法球系在一起。

之似乎是介起草同捶 .

BS.卡末多 .〞 德里格斯先生走快,力 連免將罪行悅成
.符

合
”
治罪法,庄使用

‘
三然它們被

确定力居于治罪法規定的罪行
’

達句活 .

S●.傷正姆先生 <工 作銀主席兼根告貝)洗 .他應采用工作姐提交的來文,因 力垓來文可确保

不在不道普的情況下提及治罪法。

SS.馬 希冉先生說他同志 .

SG.巴 小謝戈夫先生悅,卡 菜步 .〞 德里格斯先生提出的措同又接近治罪法車來第 7荼 第 3

放的意思,提到了罪行的不正确的确定。但他不反玵二作姐的提案.

3?.比 斯利先生提出下列朱文;“ (b)如 果冬告達些行力也被定力屈法院管棺范田內一瓨或多

項罪行而仍將其作力普通罪行中判
”.他也扒力:“符合

”送一月意思拉子含糊 .

BB.卡 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女同比斯利先生的提快,但建快省略
‘
一項或多項

”
等字祥 .

Bg.巴 林甜戈夫先生悅 ,“也
”

字也垃省略,因 力罪行的确定一定是要么正确,要 么不正确°

4U.卡 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他同意 .

41.科′再先生走以,力 意思清楚起凡,垃 些用
‘
送种行力

”
代替

‘
其

”
.

●2.主席悅 ,若元人反吋,他就快力委貝合同志通逮第 S● 段 <b)分 段的下迷來文:“ Φ)如

果冬管道些行力被确定居于法院管格的罪行而仍將其作力普通罪行申判⋯⋯”°

就達洋快定°

銓迂修正的第三幸通迂 .

起草無貝合提快的茶放車未好 16、 18和 X紊

芻.主席音起革委貝金主席介勿起車委長舍透遊的好 16、 18和 X奈車來,以及超革委員合討

淹的第 19奈車來的來文 ㄑAZCN.4/L.4SS).

好 16荼 (回 隊恐怖主〤)

供.馬 希島先生 (起草委長合主席)介匆起革委貝合提出的方 16荼 的案文,孩案文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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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16各  回眛恐怖主〤

1.回 的代理人或代表次︴、＿1E玖 、掰助、資助或攻助或容忍反肘另一日針玵令人或〺戶的行

力,并具有在知名人士、几犬人我一殺公女心理上造成恐怖狀杰的性辰 .

2.除一目的代理人或代表之外的令人參与犯下年 1放所指的任何行力 .

●S.他 日頑悅 ,在他 19SB年提交的年六次報告中特別報告貝就干涉罪的定火提出了兩介各逸

瑋文°
‘ 錧一介各逸未文是方 14茶 (干 涉)的依括′ 牛二介來文我有恐怖主叉行力竹定又和一

份构成恐怖主又行力的活功的活車.起瑋發貝舍在起車年∥ 茶吋,參 照了上述瑋文以及 1螞4年 的

治罪法車宋第 2奈館 6敖°

妳.∥ 奈涉及回家直接或同接參与的恐怖主〤行力,沒有涉及由与一回家些局沒有繫系好人

民什玵垓回放

一

的恐怖主〤活功,也未涉及完全在一日內部袋生、非回隊性的恐怖主又 活功.第

16茶并非多余,因 力第 14奈 只附帶提到了恐怖主〤活功,將其視力一种可用來犯下孩荼所界定子

涉罪的手段.而 好 16茶 主要#肘被視力与干涉及有任何瑛系的恐怖主〤活功,突 出了送#行力的

主要特征 ,即 在社合中造成的恐怖狀杰.起革委炅舍的錯淹是:由 回京參与并研才其他日索的恐怖

主叉行力的后果非常尸重,必無將英視力治罪法懖治的罪行°

好.靠 1S茶靠 】款涉及一日代理人或代表 ,館 2致涉及与一日元正式瑛系,但受垓日代理人

或代表指派放

一

恐怖主叉活功的介人°

48.就錧 1數而言,起 革委長合參照了 19S4年 的治罪法車璨年 2茶 弟 6歉 .但 是,目 前中性

的案文印又力明确。來文中的
“
姐玖’

、
‘
你助

”
和

“
姿助

”
等功詞指參与恐怖主〤活功的形式,1。 St

年的車來肘此未作明确規定。

49.起 草委貝合花很故吋同甘梵了
‘
或容忍

〞三字°有几位委員指出,容 忍送一概念本身可作

并多解釋 ,如 可解猙力一國代理人未能村其未意只到的恐怖主叉活功采取行和.但起車委貝合最終

決定同意包括
‘
容忍

”
一洞——送一概念在恐怖主〤達一庶上似尤力姑切,因 力國家些局可能又多

地以比如不兄而不是以枳板介入的方式湊与恐怖主〤活功.坪 注位明确規定 ,容 忍遠一枉念合有汁

有失犯罪活劫知晚送一意思.

5°.天于基于屈人理由的持田的范田,用
‘
一日的代理人或代表

”
作了限定——起#發 貝合用

送句活來代替 19駔 年草案中使用的
‘
一回的主管些局

’
的概念.因 此,錧 ㏑ 奈迷及將罪行”子令

人的1.9趣 .起革委貝全意研到 ,在送一庶上,璋 未方二幸 (相 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力>

迄今力止通逍的各項茶放并不完全一致.年 13、 14和 15荼 求提及”口 1.● 娷,而方 12茶i9提及了,

特別根告長提出的呆文(好 Ⅱ 紊年 3放 )和 安貝合在館四十屆合快上甘梵它的何要t暴 ,凡

<1988年 ⋯⋯年盤》,館 二巷 <館 二部分),好 S9更起各更,坤 注〞6和 第 2B】 -ZS5段 .

ㄍ19Bg年 ⋯⋯年盤》,錧 二卷 (弗 二部分),年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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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第 16奈 車來提到了
‘
一甲的代理人或代表

”
.正如有人在上屆合以上指出的,夫子罪行的 l=

屈鬥趣將在以后的恙挑定中子以7理 .在 第 16茶 中,几乎不可能避免提及
‘
一日的代理人或代

表
”,田 力館 2放將基于為人理由達′各的范田甘展至此爽代理人或代表以外.以后逐要考慮之一

1.● 捶,以确保第二幸的內部一致性 .

51.起 草安貝合增加了提及財戶的內容,因 力委貝合一些委真指出,恐怖主〤活功金以一目的

孩屯站、#溉系坑、依用水水庫、式再庫或其他任何要

一

部Π作力攻缶玵泉 .

磁.起車委見合用
“Ufmch日 natureastU〞 代替了

“
c.lcu㏑ tedtU” ,以便使英文本与法文本相

一致,垓句是案文的夫鍵 .

SS.如 同第 lB、 16和 15荼一祥,弗 lc紊的措詞預先淡定在弊二幸弗一部分的弄共加
一一提

及罪行清革的句子,達就是目前的第 1放不完整的原因.

54.算 2放考慮到了送標的竹兄,即 ′目的代理人或代表合利用介人犯下方 1款所迷行力.但

棄文在原Jll和 措洞上均是收●+性 的.人●●并不一致汏力有必要將送一規定列入第 lG朱 .一 些委貝

放力,可 特有夫人真定力共碟犯 ,而 其他一些委貝則提出,是 否可將某一恐怖主〤行功的其正行力

者——如在核屯ㄏ安放炸方者——視力罪行的主犯而不依仗是共犯 .盤于上述意凡分歧 ,起 草委貝

金決定在第 2放 的一今腳注中說明,在完成共碟罪規定后常查垓放。因此,委 貝含沒有甘站其他起

草1.9趣 .

SS.他提睡委炅合,第 lS茶將栽有第 3放 ,列 出各种恐怖主叉行力°清草只是指示性的,因

此,起草委貝套傾向于目前只限于弗 1放所列的定〤°

SG.本 努鈉先生楚快,似有必要在第 1放 的
‘
知名人士

”之前加上
“
另一日

”
字祥,達祥,含

意就汁楚了。他逐不袋成用
“
容忍

”
速一同,因 力送一說法失之含混,在 法律文串中不常用°

S9.雅 科堆德斯先生汏力,也︴垃在第 1放 的
‘
資助

〞′甸之后加上一介頓子°

SB.馬 希馬先生 <起 草委真金主席)同 意送一魚,他悅,孩句拉力:‘女助、崁肋或容忍∴

‘
女助

”后面的
“
或

”
一同位刑除.

就遠洋快定 .

Sg.他 汏力沒有必要按照本努幼先生的提快加上
‘
另′自

”
速几介字.‘反村男一日的行力

”
速

一用活表明,第 1球共余部分指其他回家 .

∞.友卡弗里先生悅,他不敢肯定′殺法者舍知道‘拜 2球 的腳注中提到的共濂無數尚未通

道.因 此他走快加上
“
尚待下屈合快中快

’
之句活或英似的持詞 .

S1.佩菜先生悅 ,他夫心的是,列 入堵如干涉、恐怖主叉及雇佣兵等祝念 ,金 削弱治罪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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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曰 沶法院在尼加拉瓜瑋
‘ 中作出的判決中放力,美 利里合余回姐軹‵怭助、資助、攻扇或

容忍了可被比作玵另一回放

一

的恐怖主〤活功的行力 .如 次字面上看 ,可放力美目的飯專人達反了

治罪法.之很可能并不是委貝合的意田.

c2.他和本努納先生一祥,也不安成用
‘
容忍

’
一洞°

“.他不理解好 2球 的用從.如 果現跨回公司或民族解放這功的官長垃村一項目隊恐怖主〤

行力久女,那 么,只 有他們是一日代理人我代表所犯罪行的共犯,他 們才違反了治罪法喝?

“.托移沙特先生和前一位友言者一祥,指 出,方 16紊和 X奈不一致.X奈方 1放 崁甜了

“
其他令人

”
.立器,如果某一民族解放迋功魟銀班═了一項恐怖主〤活功,送 一活功与一日代理人

或代表所放手的活功一帶令人痛佷,垃 些戶生同洋后果°因此.第 1S奈 也泣包括此种可能性.他

不清楚,寫 16荼 右 2放是否包括了達一可能性,困力垓放并未提及自行皮起恐怖主〤行力的私人

困体或介人 .

6S.恩 詹加先生悅,他 同志保利特先生和托格沙特先生的看法.不仗回家合放

一

口所恐怖主又

活初,令人、令人組成的集体、拜效适助組班傳也合汏︴此大活功°

㏄.馬 希与先生 (起 革委天套主席>悅 ,目 前甘梵的以題仗涉及危害和平与安全罪.一种恐怖

主〤行力,三 然殘忍,但未必威勝和平,只 有些回家代理人或代表犯有此种行力吋,和平才舍受到

威勝.由 令人次

一

的恐怖主叉活功鬥趣,可 由其他荼致來規定°

併.科 多再先生悅 ,他 也村
“
容忍

”
一坷持保留意兄,但力平衡起兀,他放力位將其保留,因

力此染罪行舍由子不作力而友生.

68.他 不大螢成用同〤反交的方式籽恐怖主〤好釋力制造一种
‘
恐佈狀念

〞,他建洪用
“
憑俱

狀念
”
送一定〤.但他不清楚是否可以推新,恐怖主〤的意田是制造恐俱气氛,并且,如何才能迂

明達一魚°

恣9.最 后,他 鬥,友炸牢管是否屈子一种玵
‘
若干群人貝

”
崁功的恐怖主〤活功 .

7U.拉 扎几鎴拉朗#先 生走快,如 委真舍決定哲不爽理
“
容忍

”
一洞引起的阿題,可 將垓洞王

入方括子.

π.力 範一起凡,他建快在法文本年 2欺 中,在 falt和 Et巨t兩洶之后加上逗音,以便共与方 l

放相一致 .

現達洋快定 .

92.拐工姆先生 <特別散告貝)悅 ,他安同幣Ⅲ 奈的宋文.夫子
“
t.lerat㏑g’ 一洞,他指出,

19S● 年的治罪法車瑋使用了
‘
t.1.rat:on’ ′洞 (方 2奈右 6放 ).法什承氓有不行力罪.‘容忍

.指

.在
尼加拉瓜和什肘尼加拉瓜的軍中和准軍

一

活功 (尼 加拉瓜拆美利坐合A目 未)(共辰 ).9

娷),19BS年 6月 29日 判央,q986年 回昹法院我次桌》,年 14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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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故芯允并恐怖主〤活功友生在其領土之上.也中壞棄文泣明确表示送一魚.

9S.卡 菜步 .′ 德里格斯先生也按同第 1● 奈的宋文,但 与其他委長一祥,也 玵其持有兵慮°并

多 lH● 迺仍有待解決.區 分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攀罪錚起車委長舍帶來了田9E.堆 以想象 ,其一令人

如何能犯下危害和平罪,因 此,人●1● 假定北和罪行須牽涉兩今回京 .

π.思仔加先生悅 ,人共和平与安全,不但受到回來的成勝外,也很有可能受到由介人姐成的

無你的成勝 .方 16荼省略了非回來所犯的回豚恐怖主叉行力.他螢同在其他奈放中途及此失竹兄 ,

但是,如果第 16奈要包括回怀恐怖主叉,也忤法各位提到
“回沶的回家恐怖主又

”或
“回家恐怖

主〤
”,以示未包括其他形式的恐怖主〤 .

9S.馬 希馬先生 (起革委兵舍主席>混 ,治罪法位些玵容忍回跡恐怖主〤送和戶重罪行的日寨

作出某些規良.大于科′巧先生的看法,在 法#其他領珴也有意田同趣 ,法 官帝帝待判定技告在犯

罪吋有元頂謀 .

76.斯里尼瓦#.拉奧先生悅,在他看來,第 16奈 意思很時楚.垓茶确定了相成回隊恐怖主

〤的行力的失型,送村子田酥法的災展和在通迂治罪法之后防止恐怖主〤行力,都很重要 .

77.有 人91弗 1放提及
‘
容忍

”
某些研玵另一日的某些行力有些聚忠°他強烈地次力,容 忍位

在第 I6茶 中占有一席之地 ,因 力玵某些行力的容忍是回隊恐怖主〤的′大特色,不 位低估或忽視。

並然,容 忍同娷在早致了 1989年 ㄍ反肘招去、使用、女助和圳抹雇佣牢固隊公的》之通迪的甘站

中交得十分突出°共領土被用來圳球和銀球庫倜軍的回家舍戶你,有夫人貝并未在共領土內犯罪 ,

而不遊是在行使其人身自由板°

9B.他發同用
“
state● frear” 代替 你t巨te●ftoirU【

”

用
“
teii.or” ′祠限定

“
terror:sm” ,也好在并多拭田限定

fear” 送一表送方式°

”.本 努幼先生悅,起草委真合主席的好群并未令他完全信服。第∥茶所用明的原則基于肘

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爽罪作的匹分,前者技悅成是在回家同失系中所犯的罪行.但他玵送洋一种匡

分特有很大良忠.一來多日公司,甚至一介游屯田体,可 以破坏一日的穗定,仄而犯下危

一

口狋和

平与安全罪.因 此,上 述區分不能令人清意°而且,如 將弗 16奈提交大舍,定 金出現同捶°

8U.拜 決送一同廷,有 兩种可能的亦法.′种是在方 1效
“
一日的代理人或代表

”之后加上

‘
或介別人士’字洋,另 一种是才大第 1球范田,使共既包括犯罪也包括參与.

81.他提快特館 2放坤注改力‘
‘
特机共碟荼放的規定和危害人共罪方面的規定的放后通越竹

況中士好2放 .’ 目前的好16奈不多完士.如想要使走′荼效与安長舍今后玵危害人犬罪所采取的

行功瑛系起來,就位些表明,委 長金今后特6新甘七達一向捶.達就是他提快修改腳注的目的.

B2.承看 ,他 強琱,玵危害和平罪和危告人犬罪所作的區分有些不自然.他准各以后堵合夫子

床碎品非法敗退的X茶再次送一1.9越 .

—— 55。  ——

的走快°送一走快很好 ,不仗好在可避免

乳errUr:sm” 的回隊文+均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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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馬 希与先生ㄑ起革委真金主席)悅 ,冬管有些行力未校治罪法定力危害人共和平与安全罪,

但這些行力仍特被根錯有失回隊公的規定或日內法而作力罪行受到惡治.不 宜逮分妒大田狋恐怖

主〤速一祝念的范田.如逮分才大定〤范田,分必舍涵蓋俱由商人犯下的恐怖主〤行力,其錯果 ,

舍使貶低田隊恐怖主〤道一棍念.委 員舍几位委貝水力,好 16茶范田大克,走快豬小其范田.

B● .同 洋重要的是,治罪法不位佞犯各目的回京管培范田.些 在一日領土內犯下某种罪行時,

通常由垓日中判效指控的罪犯,如我定共有罪,現特共判別并怒治.任何其他日哀都元叔干預達一

程序,在 速方面采取的任何行力都將相成吋有失回家內政的元理干涉.

BS.五琳,就危害和平罪而言,帝存在共和回沶因素,而危害人犬罪就不是如此.基本的狋准

是男′回代理人或代表所起的作用.如 果恐怖主〤行力在沒有此共代理人或代表參与的竹兄下皮

生,送些行力便构成普通雜行,由有失回來久女天理.達是使恐怖主〤活和受#16奈 規定管搐的

外部因素.

86.夫于本努幼先生吋第 2致腳注提出的修改意凡,他氓力沒有理由提及危害人大罪。回狋恐

怖主又和達种罪行之向沒有必然軟系.夫于恐怖主〤的規定很可能不被列入治罪法草案夫子危害

人失罪的那一部分 ,但垓部分列入了一項有夫回所恐怖主〤的規定.坤 注只希表示ε將視委長舍不

久粹村同樣茶歉避行的申快竹況中登弗 2歉 °

B9.他大力致促委貝舍不要才犬回酥恐怖主〤的定〤范田,那祥做舍城變整介治罪法的效力 .

泣普記住 ,治 罪法草案只涵蓋一些圾尸重的罪行.据他所知,以往沒有任何回隊恐怖主〤活助不接

受一日達洋或那洋的支持 .

銘.托格沙特先生悅,起革委真舍主席的妦秤沒能使他信服.“ 回穌恐佈主叉
”
達一林趣与弗

16荼 的共辰不相符.元疑,回 酥恐怖主又不仗伙包括回京同的恐怖主〤°逐有其他形式的回妳恐

怖主〤.甚至遜有某些姐玖,它 ●●且然占括了某些領土 ,印 沒有任何回家的支持,達些班象可狂立

行功,甚 至皮功裴古.因 此,他快力,好 16茶 措田的范田述于狹窄.

Bg.凱西先生悅,把 回隊恐怖主〤視力危害和平罪意味者使它弟子另一介狋娷的范日.

9°.保未先生悅,他 除了恙的來悅肘牛 16奈持保留意凡外,逐不螢成用
‘
f.ar” 一月代替

‘
te=r.r’ 送一建快,因 力送舍不明不白地芽大垓紊的范田.

g1.大 于好 16茶引起的根本阿題 ,起革委長金主席提出的看法未能令他信服 .某些委貝怒限

制按奈的范田,而其他委真則希之超越回京向恐怖主〤送一抗念,在他

一

來 ,送 兩者昱林相互矛盾 .

超出速一概念限制的一介例子是一東多國公司在一小國內的活功,送些活功技林力恐怖主〤行力 ,

仗善了和平.放象洴牛或社會半的角度未看 ,可 以悅送一公司有其一外目的支持,但仄法律角度來

看.達一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呢.泣把館 16茶 限子村和平造成其正成勝或破坏和平的行力和任咯行力.送祥做有兩介亦

法.一是在例汀牛 1放 吋規定,就 一日代理人或代表而言,有 失行力可掬成村和平的成勝或是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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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破坏°送祥的制訂,舍使有失容忍的內容更可接更.

他比欲吝攻的另一妳法是 ,委 貝舍在下屆舍快上制汀一朱忠茶欺,把送一來放王子涉及危害和

平罪的荼數的前面,規定:有 失罪行,只 要π威勝和平或破坏和平,就构成危害和平罪.

93.他 不安成提快的弗 16茶 .       .

鋌.錫 正姆先生 <特別報告真)強惆,第 lG來不限于回京同恐怖主〤達一棍念.垓黍逐涵蓋

由介人私下犯的恐怖主又行力.些 然,阿 足是 ,拉 把之些介人視力主犯透是視力共犯.支持道丙种

看法,都 有判央可供引用 .

gS.肘于治非法泣否包括介人所犯罪行的l,● 捶 ,委 員舍送行了多次甘站.一种普邊的看法是 ,

治罪法位普涵蓋被民于回京根力者所犯的罪行.重 要的是,在 19s● 年的車集中,館 2荼 (6)欺 提

及
‘
回家些局

”
爪

一

或鼓劾在另一日送行的恐怖主火活劫.法 治罪法肘危害人爽罪有不同的梵迷 ,

在送方面,第 2茶 (1U)放提及
“
由回家些局或介人

’
犯下的行力°

觭.罪行分成三美 (我 爭罪、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榮罪)送一做法可進湖至姐It堡 常判,但 委

貝舍沒有連狄遠一做法的〤簽°

g9.卡 末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 ,肘 干達祥一今交染的同趣 ,委 貝合只能用不淅摸索的方法子

以解決。本屆舍洪不可能力年 16茶 制訂完整和放后的來文.他因此建快先接受館 16紊 ,但有一瓨

理解是:今后逐要加以改造°

SB.美 于回隊恐怖主〤定〤的范田,他 同一些委天一祥,也 強惆,治 罪法不位涵蓋瑰屆回家性

的行力.但在同時,确定治罪法位涵蓋由介人所犯的何种行力印不容易.送項工作很堆.但他相信

委見套能移完成.

g9.比 斯利先生洗,他 同一些委長′洋也村使用
“
容忍

”
一祠持杯疑杰度 ,但雅以找到一介更

好的司°不妨將其改力
‘
允許

”.他放力,箱 16紊透位提及
‘
庇伊

”
恐怖主火分子的行力°

1●°.同 一些委貝一祥,他也放力,委 長合逮分注重回家恐怖主〤.好 16荼 泣超出送一概念 .

1U1.帕 夫拉克先生脫,他接受起革委真合主席和特別救告真的拜捀.位 些站住,第 16奈班在

正史于′女阱段,以 后逐有机舍予以改造 .

1U2.他支持本好幼先生提出的走快,即 加上′奈腳注,現明委兵舍在考慮

一

今瑋題 .

1US.要 令人滿意地蛤曰豚恐怖主〤下定〤,并非易

一

.在他看來,幣 ㏑ 茶央力正補的一步 ,

委真舍可生于今后予以改造 .

1U4.恩仔加先生也按同提快的坤注.

lU5.科 〞再先生強琱,#lG荼 快想的行力必須是肘男一日犯下的行力 .

1㏄.再 希島先生 <起 車發貝合主席)走快,把本努幼先生提出的年 2放腳注改力 :“將視有失

共碟的規定和委真合在后′玠段玵危害人夫罪迸行守快的竹況中全年 2琅’
.

就送祥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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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主席悅 ,若元人反吋,他就放力委貝合同志哲吋通達銓遊修正的牛∥ 茶,那 些修正即是

超革委貝合主席村常 1敏 <上 文培 SB段 )和 年 2放腳注 (上 來年 1。6段 )的修正,以及拉扎凡德

拉朗博先生肘乍 2放 法文本的修正 (上 文館 ?1段 ).       .

就速祥決定°

常 16茶通迪 .

鑏 19秦 (達反旨在确保回隊和平与安全的紊的)

1U8.馬 希為先生 <起 車委長舍主席)悅 ,起 幸委貝含堆各在后一玠啟重新甘站哲編力牛 1?丟

的一項各放°委貝合洋如甘站了遠一來放,但未能在本屆合以上取得一致慮凡.’ 特別是算 4歎 ,

相村前三致而言,尚 赴子初步制訂盼段 .

1Ug.可 以慆及,特 別報告貝在 1988年提交的第六次報告中提出了界定違反′回根据一項 旨

在确保曰哧和平与安全紊的承袒的〤夯的丙介修訂未文..特別報告長的送一概念來自19馭 年的

治罪法草案,垓草案方 2茶弗 (7)放哉有相似的規定 .

11U.1989年 ,起 革委真合曾洋如討捨送兩介來文,但 因吋同不移,未 能完成工作.在 本屆套

洪期同,委 貝合再次肘遠兩放造行了洋匆甘站 ,但冬管作出了一切努力,仍 未能就案文取得一致意

凡.他感甜起革委貝套全体威貝及參加起革委貝舍舍快的其他委真,感甜他們的合作.冬 管起革委

’
起草委貝合在甘恰中戶生的來文如下‘

“
鋅 19紊 .達反旨在确保回阡和平和安全的茶的

1.一 日尸重達反根括一項旨在确保日隊和平与安全的茶的,特別是夫于下列竹現的漆

的,所 炎的叉夯 ;

<a)裁 軍或禁止、限制軍各 ,

(b)玵軍

一

圳球或淡施的限制,或任何其他同美性辰的限制 ,

“)禁 止部署或拭駩武授 ,

m)某些領土的軍

一

非孩化 .

2.力 方 1放 的目的,凡屈危士回隊和平与安全特別是使達反者取得軍

一

有利茶件性辰

者垃視力尸二達反.

3.一日力确保共自工杈利采取的措施,不得視力尸≡達反根接力方 1放 目的的荼缺所

久的〤夯°
.  4.不

受奈的約束的一日或力了不受奈的的束的回家的利益的一日,不待根据本治罪去

援引進反根括第 1歉 中所指的一攻茶的所炎的〤夯。
”

.特
別報告貝提出的來文 <館 1l奈 ,弗 4和 5數 )和 委炅舍在好四十居舍以上甘站未文的摘

要,凡 ㄍ1988年⋯⋯年盤),落 二卷 ㄑ牛二部分>,年 62-63瓦 ,坤 注 Z89和 第 2S6一 加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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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舍′幵始常洪年 17茶草案,便有并多人提出保留意凡,但合体成長率者走快性的精神參加了工

作,掰助揪汀荼欺,修 改其措司并提出了保陣茶放,以 便拜決出現的央辰性 1.● 趣°

111.起 草發真合力使第 17荼切共可行 ,作出了特別努力—— —
些委長确信 ,如 果一日違反其

根括一項旨在确保回隊和平与安全的茶的所承但的火夯 ,那 么和平与安全定舍受到尸重板害.一般

悅來 ,此 种茶的的目的是冬放大可北禁止或限制使用暴力 ,而 玵茶約規定的任何達反均舍表明暴力

是并可的或是可拆堵的.因 此,有 必要拙汀某些赤法未刊止玵此爽奈的的違反.起 革委真金并多成

天面啦的1.9捶 是,判 定共現送一日林的:佳方式是否特有失罪行”入危害和平罪.因 此 ,他將倚要

說明,如何并多成貝洪力椎以接受達一共規定,而 另一些人則安成弟 17奈 并希望將其列入治罪法

革來.

l12.超 革委貝舍并多成長在第 1?奈友珧的同題 ,既涉及垓茶肘奈的大系的杰度 ,也 涉及垓茶

在阻止各回締錯茶的或威力治罪法締夠口方面金戶生的形呴。夫子弗一魚,他們伏力,治 罪法草案

放一普遍的角度看待罪行,水力,不管犯罪者是確 ,罪 行終究是罪行°達一現魚符合日內法的刑法

哲學,也符合治罪法本身。此外,回 家同的茶的夫系受互志原則支瓦,所制訂規則的效力在︴多方

面伙限子各夠各方°例如,在效1有 限的各方的大系中,不淹是展逛近是三迪失系,茶的道用范田

的有限性尤其明區°透有 ,由 19Sg年 <錐 也幼奈的法公的》和刁慍回淋法制訂的茶約法,其 目的

是爽理各爽達反此共茶的的向趣。

113.更力明五的是,治 罪法不宜用于荼的夫系,因 力一項茶的的荃字國和其他國家將必然受

到不同待避.送祥,在各回受到的待避方面,就元平等可言了,因 力一荼的鍗的目的行力可被視力

一种治罪法規定的罪行 ,而 非幼的回犯下的同祥的行力卸是例外.送种不平等待遇爪根本上悅 ,不

符合治罪法的普通現魚。

114.夫 子把堵如牛 17茶 的一項規定列入治罪法所戶生的故期后呆.#多 委長但心的是,達祥

做合使作力有失每的好的目的回家7于不利地位,狄而合打消其他回來締錯或加入此爽奈的的念

共,而送五然是不可取的.至于已垤符的的回家,如友兌自已焚子不利地位,就有可能不准各加入

治罪法,而 送也是不可取的.

115.現 构成危害和平罪的達反來的之定〤而言.迅瑋涉
一

些技木 1.● 捶.即便是
‘
尸重達反

”
,

同趣仍儘不移明确.例 如,令一些已生效的我軍恭幻而言,伸 的各方現曾指女肘方達反了奈的,一

方水力 ,一种特定的達反用于技未 1.● 捶 ,而 男一方則看待又尸

一

.但在銓各方重新淡判或桿希之后 ,

送爽達反并未成掛到固沶和平与安全 .

l16.以 上基本上是并多委貝村年 17奈表示的保留意凡 .

l17.与 此相反,玵女成孩茶欺并希望予以保留的委貝未悅 ,垓奈只道用子有失茶的的筌字國

速一焦并不引起同題.他●●放力,判 定一种行力是否治罪法規定的罪行之林准,是其玵回豚和平与

安全造成的形咰,并且 ,玵奈的的任何造反,即便是玵一及越奈的的違反,均 合成It日 隊和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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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位視力一种罪行.因 力所有其他回家乃至整介世界都舍受到此榮達反戶生的后呆的形呴.達些委

貝不否放,把第 17系 列入治罪法含9f垓 茶提及的茶的的歸錯戶生形哅或有可能打消各回加入治罪

法的念共,但他們放力,也不垃特向輝夸犬.在他們看來,保 u奈敏舍有助于糾正達些奈的的締的

田与第三方回家相比出現的不利地位 .

l18.起 瑋委真舍在故吋回討站之后,決定把整介荼放兩側加上方括咢,并把遇到的同趣告知

委貝合 .

l19.店 加先生悅 ,肘子若 17奈 ,似 乎沒有決定的來文.因 此,把 A/CN.4/L.455子 文件所

我案犬提交大合特与

一

元朴.委 貝舍泣在其提交大舍的報告中悅明!就 達一奈致未北作出次良,因

而以后再決定送一 1.● 捶°

12U.本努幼先生悅,他完全同志不把年 17奈提交大合的主張.他很倞奇地友現‘捶力
‘
起車

委員合適達的茶款林趣和案文
’

的文件 (A/CN.4/L.巧 5)栽有一次

一

共上未夜通避的茶數 .

la.友卡弗里先生悅,他 也同意不把第 17茶提交大合,因 力那拌做只套在起革委員套爭快玫

多 (在他看來甚至迫到普遍反村)的茶致之目林 1.9題 上引起更多的混淆.不 管怎么悅,由 于超車委

貝合未能通遊并向委員合金体金扶提交之一茶數,他不清楚討梵垓茶數的目的何在 .

122.主 席解釋悅 ,盤子在完成簿 17茶方面的工作中遇到的困堆,起 革委真套已決定把送一向

題提交委貝合金体合快°保留垓荼与否是委長舍要次定的

一

項 .

123.比 斯利先生同志前几位友言者的志凡.他悅 ,在他看來,不位把乍 1?茶 提交犬套.委 員

合 已銍听取了起草發貝合主席肘垓委長合甘站竹兄所作十分各現的介貂,他希望看到串面.A/

CN.〞L 4茄 咢文件所我來文并朱使他十分清志,尤其是好 l?茶 腳注中提到的
“
甘淹中戶生的

來文∴ 他相信,委 長合金迅速次定是否仄其向犬舍提交的報告中省略送一茶放 .

I鈕.錫皿姆先生 <特 別報告貝)悅 ,与 剛才有的委真悅的正相反,起草委貝舍并非一致反玵

第 17茶 ,冬管肘共有些异〤.因 此,才 甘委貝金全体舍快決定:是希望起革委長令矬象送行有失

垓紊的工作 ,逐是希望技銷孩荼.他女同后一种做法,因力委真合已玵垓案文迷行了兩年的甘梵 ,

而即使在原則上都未能取得一致落凡,并且一些委真的立圬仍然南坡北報.起 草安貝合主席提到的

田9● 均Ⅱ共辰性,吋北.委 貝合元法決定.他↑人次力 ,不宜再甘站之一茶放,位 把它仄起革委真

舍放出.

l2S.凱 西先生悅,按照特別根告真的悲凡,唯一的亦法是全部川除弟 17奈 .

l2c.科 〞再先生悅,垃 些承扶落 19奈是一項瑋皮技大的奈致 ,但垓奈卸包含了重要內容.如

果委真合拒地接受垓奈放,委 貝舍未免肘自已有失公允.因 此,他走快推退肘送一同無的申狄.成

并再推退一年,以便看一下能否找到可共現荼數目林的方案.但 力了不再浪女肘同,他 同志哲9f不

迸一步常洪達一1.9趣 .

129.斯里尼瓦葄 .拉央先生同意,委 貝舍不成在一昱捕不合使多效威貝清志的茶致上浪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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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吋同.因 此,他致促委真合同意特別報告真的走快,把牛 17茶全部別除.送祥,起革委員舍就

可著手申快治罪法草案的其他荼數了.

128.本甜戈夫先生悅 ,垃 些連免超革委真套或委真舍本身不接受第 17茶 的全部內容的任何

悅法,因 力達些悅法是不兵共的.●i其 上,有一及肘用,垓茶放曾得到達委長舍的充分發同,正 是

由子送一焦,垓茶才被提交錚起革委長舍.逐有,起草發長全面喵的1.9捶 不涉及奈數的共演,而是

一些通常套出班的1.● 捶.正 些看來正在出班一种可行的好決亦法吋,思 的志北有了改交,因 此班在

許多發無不同志按奈欸 .

l2g.因 此,他希望合快的何要圮暴清楚地反映:在他看來,第 l?奈 是一項根力重要的荼款 ,

天系到世界的命逞,因 力目前,回 酥夫系正得到調整,以期把它建立在裁軍迸程基拙上,而不是武

力基拙上.現慕委員金工作的人一定舍党得雅以理解,力 何一升始犬家共隊上一致按同上述茶欺 ,

而現在卸共怀上一致反村第 17荼°

13U.有 人悅 ,冬管茶數來文未森通述,但林捶印通逮了:然后 ,一共上,杯趣仍在方括咢中,

速洋做倒沒有錯,因 力送能使大全年六委良套考慮所涉的有大同趣.如果刪除孩茶 ,人們就金不明

白送祥一項重要規定到底怎么洋了。

131.送 里李涉的是政治岡趣,而不是法律ㄇ趣。他不反玵停止甘淹年 17茶 ,但如果委貝金元

法就達一重要茶歎作出決定,他將深感適憾 .

132.低菜先生悅,特別根告貝提出的走洪既合理又共呠°

1BB.村 子巴小甜戈夫先生悅的活,他扑充悅,些 然,達反茶的思是一种在政治上令人近憾而

在法律上位受逛女的行力.妹而 ,每一种違反曰豚〤夯的行力并非都是犯罪行力 ,真 非危害和平罪.

因此,他不能理解巴你謝弋夫先生的推理:他 同志他悅的一切,但 不同志他作出的推淹°

1銋.如 果委長合里持把第 17奈 提交大含——他希望委員舍不達洋做,他就是快把垓荼腳注

的館一句改力 :“如有必要 ,起 革委貝合准各以后再甘淹達一漆.安 貝合在本屆合以上未能就茶款

內容甚至其原則造成一致惡北 .”

1SS.一 庫幼斯先生城,他爪一幵始中快好 17奈就玵垓荼表示反肘.玵垓荼的反村在所雅免 ,

因力之里牽涉到在我軍奈幻的節釣回和非好的回之同的差別待週的共辰性同捶,而 送祥做次法律

土排是不可思快的.因 此,他完全發同川除垓奈的史快,達一好決加法金工有助子我軍

一

ㄓ,次而

避免把其一特定行力定力罪行并達免琦治早法涵差的罪行的告連性引起及魚 .

lSS.巴 小沃#先 生悅,年 17奈腳注的內容与起革委貝舍主席所城的括完全不同,他悅 ,起草

發貝合准各提交常 17奈未大供甘淹,以便堵束玵按奈的常快.然而,坤注的大志是 :起草委貝套

准各以后再甘梵送一同趣.在 兩者的悅法存在差別的竹況下,元 法就速一重要鬥捶作出決定.因 此 ,

他不准各參加就是否泣通避垓香所送行的討淹.如果起瑋委員合元法取得一致,就 泣曾指出達一

魚,并 把1.9趣 提交委炅舍全休舍快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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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9.索拉里 .田德拉先生磁 ,他 曾在起落委貝合肘好 1?茶表示避某些疑慮,他提出的H捶之

一是所考慮的罪行的普遍性.然 而,他螢同達一系并持蛙球送釋做 ,因 力他扶力 ,由 子速一規定將

肘茶的的違反之一肘于堆持和平來洗板力重要的行力定力危害和平罪,因 此,治 罪法不能把它省

略°達并不表示,普遍性 l,● 捶不是一介6要拆准,其 隊上 ,逑一日捶至夫重要.起瑋委貝合力拜央

逮一同趣已作了重大努力,但達些努力逐不移,因 此,現在妥真合待勇敢地位付達′
1.● 題 .

lBB.格雷夫拉特先生悅 ,他肘甘淹所采用的方式表示適怞.起瑋委貝合乎避同意館 17茶年 1

和年 2致 ,1.● 捶出在年 3和 好 4琅 .有一种印求是,根指送兩放的規定,几 回家達反其所根括的茶

的庄承袒的火各,特受到想研.他不送祥水力°

1Sg.所 涉及的是班性辰上排危及口隊和平与安全的′种肘荼的的連反 ,速 一同趣犬尸i,不

能把它等同視之.如果委長套決定采取Ⅲ除方 17紊送种重要步系 ,就垃在坪注中表明;達反之些

紊的粹意味著
‘
准各優咯

”,或并逐將意味著
‘
便咯的威勝

”
.

14°.些 然,不 能把 A/cN.4/L.● SS孝 文件所我好 17荼未文隧同已衣通遊的茶放提交大舍 .

但是,可特其隨同起革委貝舍主席所作的坪淹一起提交大合.起革委長合元法取得一致的那部分集

文,垃 將其列入腳注.遜垃表示,由 子委長合存有根本分歧,未能完成〺孩茶的常快.同 吋,大舍

位了解所涉及的).9趣 ,以便就如何解決送些1.9題 荻得各方提出的意北 .他不同意基于就垓荼是否牽

涉紊的法以及是否存在互忘同題達一魚意死不一的理由而干脆予以Ⅲ除,在他看來 ,送不能作力刷

除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141.友卡弗里先生悅 ,他 同志委真合停止方 1?奈方面的工作.因 力很明五,豋述兩年的努力 ,

委貝●1● 相互沖突立場的并未改交.同 前面有人所悅的相反,他不快力起革委貝合村方 17奈各數有

一致意兄,師 怕是其中的一致.其 狋上 ,有些委貝,包括他自己,肘制訂按奈致的整介主張持反玵

意凡°就他介人而言,是 由于互忘和普遍性同題 :根括治罪法的定又,一項罪行是普遍性的,而達

反所考慮的那失奈的卸不能是普遍性的,此 爽違反只友生在茶的的締的口之同°此外,委 貝含

一

央

上不合刪除一項茱放‘它將決定不列入有失送一特定扶麼的奈致.在他看來 ,位 把送一魚技告玲大

合.A/CN.4/L.巧 5子 文件所我方 l?奈 來文不庄被列入委貝舍提交犬金的報告,因力并多安反

根本不安成奈欺車未戈有送一茶 .

1也.雅科錚穗新先生悅 ,他洪一弄始現才委貝舍是否位討站方 17茶的沒想送一庶持有保留.

他放力,如要治罪法有效,現必來使其冬1帝何和清水不法,而不庄使共佳及又有寺快的阿起.指

此,他安同委貝舍多數人的志北 ,不安成將 ).9翅 提交大舍.但是,我汻,些 委貝合甘啥仗咯和便嘻

成勝 1.9題 的吋机成熱吋,可找到道些的亦法消除某些委員,包括格雷夫拉特先生表示的不安.

143.帕夫拉克先生悅 ,他女同第 1?茶 ,但是他吋按紊的措司不大清志.如果垓茶所提的罪行

不是危害和平罪,那 么是什么罪行呢?1.9題不在于恁到達反我軍奈的的行力,而 在子怒例尸重連反

旨在确保回隊和平与安全茶釣的行力.只 有回採厊文 ,才 能明白再次世界犬城是由于此爽達反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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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

144.因 此,他提洪,第 一,委 貝金的討淹虛在何要圮暴中得到充分反映,第二,委 長食位在

如何行═方面求得犬合的意凡,悅明由子委長內立劫不一而出現了一些阿題°不淹如何 ,沒有必要

只是因力出班分收就肘送一主要同廷

一

之不理 .委 只舍在忤多其他 1.9捶上意凡不一,但仍村之俠而

不合 .

1●S.凱西先生由,甘站充分表明,所 牽涉的是一介帝根本性的政治同捶.因 此,位 由大舍根

格何要圮承決定是否希望委貝合以后再討淹送一 1.● 捶 .如委貝舍不頑倚要泥承所我的根本分歧 ,而

告坼犬合‘它已決定雜臻申快速一 1.● 捶,委 長合的戶苦就舍受到敬害.唯 一的明稽決定是別除第 17

紊 ,并在何要怩彔和委貝合報告中用明委真們的看法.琳后,大舍如琢意,可指示委見合在下屆舍

以上直新中快孩茶所根括的原則 1.● 捶°

1● C.主席同,委 真●1● 是否可以同意不把方 17茶 車來提交大套,并仔正常快垓紊 .

1好.科 〞馬先生走快推退肘垓奈作出決定°不然,他就不得不及強烈地反肘刪除垓茶 .

1● S.巴 你甜戈夫先生侻,如果主席提出的走快族通述 ,他走快把它作力以多效通迂的決定圮

暴下來。

1們.主席建快主席田即刻召弄一次舍快,起草一份決定草案供委長合下屇合以申快°

就速祥決定 .

下午 6吋珍°分散合 .

弗 2lg,次舍快

出席: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年伊斯先生、巴休沃#先生、巴休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

納先生‵卡末步 .′ 聰里格斯先生、迪工新 .日 中雷新先生、埃星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宙

夫拉特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堆德新先生、科′再先生、霄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忌店加

先生、小木曾先生、怕夫拉克先生、保末先生、斯里尼瓦#.拉央先生、拉扎几磁拉朗博先生、

一庫幼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每正姆先生、托秘汐特先生

主席:文 久#先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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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犬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來
l (玟

)

<A/CN. 4/43U和 Add. 1: ,A/CN. 4/L. 455)

〔快程項目SD

起革委反舍提快的荼致瑋未 (坎 )

1.主席宣布 ,才犬的主席田已兢如何在委真舍提交犬舍的根告中犬理方 l?茶革集 (達反旨在

确保回肺和平与安全的荼的)拳行了磋商,特別報告貝將在晚些時候宣布磋商的佑果 (凡下文館 SS

段).

幣 18茶 (招 棼、使用、資助和圳球雇佣罕)

2.馬 希鳥先生 (起革委貝套主席>介貂起草委貝合力第 lS朵提出的瑋文,內 容如下∫

牛 18荼  招#、 使用、資助和洲妹雇佣兵

1.一 日的代理人或代表力迸行反玵男一日的活功或力反肘各國人民合法行使根捃回跡法所

确放的不容剝奇的自決叔利的目的,招芽、使用、女助或圳妳雇佣兵°

Z.雇佣兵是指屈予以下竹況的任何人 :

(8) 在些地或國外音ㄇ招棼以便在武裝沖突中作找,

<b) 參加找爭行初的主要劫机是力了族取私利,而且

一

共上沖突的一方或其代表 已篷允

音垮予物痰根酬,其效級犬犬超述孩方玵其武裝部臥中美似數別和取夯的我斗長所

允惜或支付的物辰報酬 ,

(c) 既非沖突一方的回民,又 非坤突一方控制的領土的居民,

(d) 非沖突一方武裝部叭的成長,而 且

(e) 不是由非沖突一方的回泉派逛作力其武裝部臥的成長執行公夯 .

3.雇佣兵出指在其他任何狀況下屈予以下情況的任何人 ,

<a) 在普地或國外音Π招丟以參与捇同的接力行力,其 目的力 :

(′ ) 推伯一日政府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一日的先政秩序,或

(二 > 破坏′目的領土完整 ,

(b) 參与此种行力的主要功机是力了衣取可現的私利,并受允苦蛤子或支付物辰根酬所

班使 ,

:委 員合在 lgs.年 年六屆合快上通迂的治罪法車來 <619S● 年⋯⋯年些》,集二卷,第 151-

1S2頁 ,文件 A/2m3,幣 S● 段),特我子 ㄍ19BS年⋯...年盤>,幣 二卷 <弟 二部分).第 8

丌,蚌 18段°

:特
我于 ㄍ19gU年 ⋯⋯年些》,方 二巷 (簿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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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不是送种行力所什吋的國家的回民或居民︳

(d) 不是由一日派遊執行公夯,而 且

<e) 不是行力友生在其領土的回家的武裝部陝成長°

3.特 別報告真在 1988年提交的拜六次技告中提出了部分上以 l9Φ 年 《日內瓦公的F 第一

附加快定中
‘ 弗●9茶力依指的一份未文,我有

‘
雇佣兵

’
一洞的定又.在 此之后,大舍適迪了1989

年 6反肘招去、使用、發助和圳球雇佣軍回隊公幻｝ 并特公的升放筌暑,特別報告貝根括垓份新

文+向 起車安貝合提交了一份倭汀奈欺.方 一附加快定中井●9茶伿道用于武裝沖突中的雇佣軍 ,

但茶放軍集中的弊 18奈 与之不同,它 与 lg89年公的一帶,涉及到在武裝坤突中,及在沒有武裝坤

突的竹兄下出手送行無班活功的目的,招妥、使用、女助和圳球雇佣軍的1.9趣 .就送一立場面言 ,

第 18紊具有有 19m年 公約相同的道用范田°但規其他 l,9捶 而言,其 范田則裝力有限.它仗道用于

牽涉回家代理人或代表的行力,而且与 1989年公夠不同,范 日中不包括私人集田或介人招芬、使

用、資助和圳綜雇佣軍的1.9趣 ,或店佣軍本身的活功。

4.第 18茶 第 1致 以19S9年公的的用悟界定了道一罪行.起革委長合原先考慮列入庇伊雇佣

軍的行力,以 此來朴充公的中的罪行活車,但后來決定可將此种行力列在夫子同謀夫系的林題之

下 .

S.第 1S茶 以第∥ 紊 <回 怀恐怖主〤)的相同用活大理了屈性鬥趣°牛 2(日)和 3(巨 )欺界

定了所涉活功的共型,位根括道丙歉理解
“
針村男一日的活劫

”
的短悟.所涉的活功屈于迷到某种

尸重程度的活功,起 草委長舍杕力達种戶達程度決定 ,第 1效錧一部分所涉及的行力理垃被視力罪

行大理°

6.第 1欺后一部分 <“或力反9I⋯ ⋯的目的
”)的依括是 19Bg年公的錧 5茶牛 2欺 ,其 中挑

定各曰承袒又夯 ,不
“
力反玵合法行使回昹法所承放的各回人民不可剝卒的自決叔利的目的

”
招芬、

使用、發助或圳妹雇佣罕°起草委長合考慮到治罪法車宋弗 12、 14、 15和 lB茶 以不同的措洞提及

自決叔利送一

一

共,准各在后一險段再始及送一同捶,以 求錚予治罪法各項規定所必需的一致性 .

7.方 18紊 第 2數是在武裝沖突中行力的雇佣軍定叉,而 年 3放是在非武裝沖突中行力的雇

佣罕定〤.之兩項定又都逐字照技了 1989年公夠館 1奈 中的定〤 .

ㄍ大于保#回 阡武裝沖突受害者的方一快定中》,1977年 6月 8日 子日內瓦通拉 (妹合國

6茶釣集》,第 l1跖 卷,第 3瓦 )

特別報告貝提交的來文 <年 l1茶 ,年 ?致 )和 委真合在乍四十屇舍快上玵垓來文的討梵的

抽要,北 ㄍ19SB年 ⋯⋯年盤》,錧 二卷 <年 二部分),年 鉍 -“ 瓦,腳 注”7和 第笳8-274

段。

大合 1989年 12月 4日 第 44/34母決洪,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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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友卡弗里先生悅,他玵起革委貝舍提快的第Ⅲ 茶持保留立劫°他放力,垓荼走得大近,而

且其中有些內容不泣出班在治罪法車未之中.另 外,簿 2Q)敏 中的來重否定至少使英文瑋文交

得凡乎元法理解 .

9.本努幼先生悅,超瑋安見舍決定沿用 lS89年公的是令人遼憾的,因 力送在簿 18紊及其他

茶放中都造成了鬥趣°另外,他 的理係是必顏只秋地田女理解第 2和 3款 中
“
店佣罕

”
定〤的多种

內容°如果确其如此,最好明确速一庶,可 能的亦法是在每一欺的豬尾延加上
“
以及

”二字°最后 ,

在茶放中位解擇將
‘
雇佣軍

”
一悟的定叉分力兩介部分的原因°

1U.科 男馬先生悅,第 2ㄑa)和 3G)放 中
‘
些地

”二字造成一定的概念模糊.送究竟是指

活幼友生的回家逐是指人長效招去的回家?

11.思 詹加先生說 ,他与本努納先生的一祥,放力泣些表明
‘
雇佣軍

”
一祠定〤中的多項內容

是累私性的°他也同意第 2(e)獄 中的承重否定使人元法理解瑋文.

12.馬 希鳥先生 (超 革委炅合主席)解 釋悅,起草委員合所作的只是逐字照殺 1989年公釣的

案文,并且次力速是元法修改的°例如,科 ′馬先生洪力合混的
“
些地

”′洞确其就是遠釋來的.

他放力第 2(d)和 3“)欺末尾史的
“
并且”

一同就足以悅明速些款項中列拳的內容是累秋性的°

13.佩 菜特先生悅,他村子把雇佣軍速种活初完全作力危害和平及人爽安全的罪行赴理的原

Jll持保留立場 .

竹.恩居加先生悅,雇佣軍的定〤不能因力來自1939年公的就可以免受批評.如 果要保留遠

一定叉,至 少位在坪注中解捀不時楚之赴 .

15.本 努鈉先生說 ,以起草法律文中的角度看,玫一項現有公的中抽出一茶規定,再脫南上下

文地在男一項文串中加以重欠的方法是值得杯無的.起 草委員舍肯定可以修改 1989年公的中的茶

款 ,因 力送兩項犬中的客体是不同的°另外,起 草 19S9年公的的委貝舍不是由法律令家构成的,而

是由放府代表即政治家生成的,他 們所考慮的1.● 捶很可能不同子本委貝舍委貝●●所考慮的同題 .由

于速些原因,他希望委長合能告素自研究雇佣軍罪行,班 法律甪皮得出裝力尸遊的銬果,李 出少件

官有新意的球西,不 要向大金好六委貝舍提出它已在前一年申快達的呆文。

16.科 多馬先生悅 ,起 革新的回沶文H9吋 通常的作法是整体通逮現有的案文°但他与恩居加先

生一祥,扒力在達种竹兄下坪注中位肘甘站所提出的各項 1.9翅作出解秤.不逮 ,他本人堆各接受所

起草的第 18各 .

V.雅科堆德斯先生悅 ,他一向主張,如果怒使車床戶力接受,其名幅淺不成述米.本來不位

重欠 1gB9年 的公夠,而是垃法提及垓公約就行了,現在達祥作也逐不算人晚°車來逐字照投有夫

的規定似乎把雇佣軍鬥趣王子一介不相你的位正之上。

18.傷 正姆先生 (特 別報告真)在 回答本努幼先生和雅科堆德斯先生的1.● 捶吋悅,委 員舍垃干

脆作出央定,明 确一下來自其他文#的規定究竟是垃逐字照技,逐是只要提及就可以了.另 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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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褒其他文中的案文吋如有任何改劫,即使是板小的改劫,也備要作出解群.因 此,遠往往需要在

引用案文吋在呼淹中加以解群°

19.阿 〨焦一年伊斯先生悅,他 同志表卡弗里先生、保朱先生和本努納先生表示的疑同。

2°.比斯利先生悅,他女同本努鈉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和思店加先生所表示的保留。

21.馬 希鳥先生 (超革委長舍主席)在提到本努納先生的友言吋悅,他水力在兩項回沶法律文

串中姶同一用捂 ,才于本文未悅,即
‘
雇佣軍

’
一悟,以不同的定〤似乎是不可能的.另 外,第 18

奈的美鍵是第 1款 中定性力罪行的那些活初,而不是
“
雇佣軍

”
一詞的定〤.但他同意,坪 注泣反

映出村荼放提出的志北,并成作出好釋 .

釳.卡菜多 .′ 德里格斯先生悅 ,根括 19Bg年公的有兩种不同的行力被作力罪行赴理 :算 一 ,

招妥、使用、資助和洲緣雇佣軍 I年 二,雇佣罕的活功.治 罪法車來炎理的是其中第一楚罪行,因

此也位列有
‘
雇佣軍

’
一洞的定叉,而速一定〤不垃有別于 1989年公的中的定叉.如果號提快的

定〤故了一些,其原因恰恰是考慮到了几和可能:年 一,使用雇佣軍在武裝沖突中作我,弊 二,使

用雇佣罕參加旨在顛及一因政府或破坏一El先 法秩序或一日領土完整的共謀暴力行力°力解釋
“
雇

佣罕
”
一切 ,送些內容是必要的。例如,雇佣軍是指寺ㄇ

‘
在些地或回外

”
受招棼的任何人速一規

定就排除了戶生疑鬥的可能性 ,元站招芬雇佣牢友生在日內逐是回外,一律屈子治罪法所涉范田之

內。

2B.另 外,如 友卡弗里先生指出的那祥,委 長合可能必須決定是否將雇佣軍作力罪行走理:冬

管委炅合並然已通迂多教作出的央定將垓各放提交起革委長套,送單先是另外一今同趣°

24.托移沙特先生洗 ,他 也放力,如果兩項公的定出兩种不同的雇佣軍定又將是令人道憾的。

但是他汏力,可按照力草案第 17荼 (達反旨在确保回隊和平和安合的茶夠)采用的亦法,作力罪

行7理 的活功可定力不同的性辰,弊 l?茶 算 2救 中的規定兵体悅明,所 涉活功的性辰必須扁危害

回哧和平与安全的性辰方可被視力罪行.現在沿用同一亦法修正第 18荼 也洋力吋越晚,但是委長

舍可在二袂時在方 1放 中引入同祥的修飾活°送祥作也︴是必要的,因 力招芬雇佣軍仗仗是一介牧

卡逆程中的弊一步,本身并不一定危害曰酥和平与安全 ,而 治罪法的目的是要涵蓋危害回隊和平与

安全的案件 .

2S.本努幼先生悅,他本人仍然未披起革委貝舍主席的焊猙所悅服 .

2●.如托移沙特先生所悅 ,如 果合乎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罪的某些奈件 ,可 以把其中招芬雇佣

軍作力一介起始魚.治 罪法的目的是要爽理最力戶重的罪行 ,如果也去犬理普通犯罪我失去其意叉

了。普通的雇佣軍或普通的反毒分子与犯有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人是找然不同的。

29.科 〞馬先生悅,在他看來,雇佣軍定〤的其辰在弗 18奈 第 3(.)<一 )和 〈二)款之中.

雇佣軍一般仗以弱小的回家作力其目林 :友送回京是幸免于此堆的°因此,如果悅只有些所涉行力

危害了因狋和平与安全吋才屈干治罪法范田之內的活,恐怕永迒也元法恁治雇佣軍了.、 而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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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果在治罪法中包括所涉的行功,送 爽行功就可能受到回隊別

一

管擂,狄而解決在雇佣軍被俘

荻的回家肉肘其中判所引起的种种田碓 .

2B.由 子所有這些原因,只 有在速榮行力危害回隊和平与女金吋才粹其視力罪行看來是不可

取的.

29.主 席悅,如 果沒有反玵意凡,他 將放力委長合同志哲吋通道起革委長合提出的弊 1S荼 .

館 18奈 抉得通迂°

X茶 <非 法販逞痳碎品)

3° .馬 希馬先生 (起 革委員套主席)介鋸起革委貝合力 X茶提快的來文,內 容如下‘

X朱  非法敗送床碎品

1.一 目的代理人或代表或其他令人,在 一日境內或跨界放

一

、組取、促避、資助或鼓加大規

模非法販逐床薛品°

2.力 館 1數 的目的,促迸或鼓劾非法敗逗席碎品位包括明知財戶得 自本茶所田迷的罪行,力

了熄睛或掩飾垓財戶的非法來源而荻取、持有、持換或特移垓財戶 .

3.非 法販逼床醉品是指違反日內法或回隊法的規定,生戶、制造、提煉、配制、提供、兜售、

分銷、出售、以任何茶件交付、銍免、友送、逮境友送、迋箭、迸口或出口任何床碎品或精神菊物 .

31.他帊及,豋 迂委員含在本屆舍以上肘他的第人次報告 (A/CN.4/43U和 Add.1)的 甘捨 ,

特別報告貝提出了X和 Y茶 的修訂未文,垓 兩奈分別將非法販逐床碎品定性力危害和平罪行和危

害人美罪行 (凡 第 2159次 合快,弟 1段 ).起 革委員合用了很授吋1.● 研究是否可將非法販送庥醉葑

品定性力危害和平的罪行 .有 些委長扒力速可屈危害和平罪行 ,而男有一些委貝且然承放敗毒夫系

网和敗毒荻得的利洞可能被一日用來如在另一日,但是汏力就敗毒本身而言,速种罪行只套肘回沶

和平戶生非常同接的影呴°汏 1988年 <瑛合回禁止非法販逗床醉菊品和帝神菂物公的》的序言部

分及 lgBg年 l2月 4日 大舍,弗 44/39母 央快中可以看出,后 者似乎也是秩合回合貝回的立塌.起

車委貝合在些吋也并未希望就是否可打非法取迋床碎菊品定性力危害和平罪行或不將其定性力危

害和平罪行作出圾后決定.另 一方面,起 革委炅套已一致确放,達种版逞危告人熒健康和幸福,以

退化的形式成勝人犬生存,位 些作力一項罪行在治罪法中加以地理.次送一立切出及 ,起 革委真合

洋匆鬥迷了X恭 .由 子治罪法宋的惠卄划尚有待完成,因 此垓奈的窮吾未定 .

B2.X荼第 1放矛始燕的敏途來自館 lc茶 (回 隊恐怖主〤),只 是特
‘
怭助

’
改力了

“
促迸

”
.

回家或樣行或其他机杓的代理人或代表參与敗退毒品的行力与其悅是主助的逐不如悅是技助的,

例如不連守有失規幸,因 此
“
促迸

”
一同技好地反映了砍并和牧容的意思.弗 2放是村

“
促選

”
和

‘
鼓肋

”
所作的解帑。

BS.必 頦錯合第 3放 中的定〤理解
“
非送敗迋床碎菊品

”
的含〤,其 中表明

‘
痳碎菊品”

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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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精神菊物°

34.回 家代理人或代表之外,弗 】放提到
“
其他令人

”
也是考慮之中的可能罪犯.將在坪注之

中作出解秤°
“
令人

”
不仗包括放═敗毒的卡特你、田伙和其他私人集田,而且也包括銓管廞毒利

洞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 大規模
”
一活的用意是要表明,荼放涵蓋的是大規模的行功,而 不是

零散敗毒分子的孤立行力 .“在一日境內或跨回界
”

一活拍 自特別報告貝提出的未文。

BS.第 2敖解帑了
“
促避

’
和

‘
琪助

〞
的含〤,是根据 lg88年公的館 3茶第 1(b)(一 )款 而

來的。此大將垓茶乍 1°)(一 )致 中提到的持換或持移祝念与館 1“)(一 )缺 中提到的取得和

持有概念集中了起來 .“財戶
”

一同必須作最ㄏ又的解秤,包括功戶、不功戶和其他典型的資戶 .

“.起 草委貝合并不希望使以良好城意行

一

的人因力元志中取得、持有、特換或持移了非法販

逐床碎品的不火之財而被划入 X茶規定范田之內°因此,第 2致 中有兩奈保陣茶歉 :第 一,所 涉

人貝必須屈干了解所涉財戶來掠而明知故犯者 ,館 二,其行力必須具有隱時或掩飾財戶非法來源的

效果 .

S9.起 草委貝含注意到,1988年 今圴第 3奈第 1<b)<一 )款包括有掰助任何人接換或特移財

戶以逃避其行力的法律后果的行力,但是汏力在 X茶第 2欲 中不必提及此种行力,忕力速美行力

主要居于共犯的性辰.委 員套逐注意到,在 1988年公的中,法文本中的deten!:on一 字在英文本中

是
“
pUssession” ,但是傾向于用

“
h。ldIng” 一字加以替代,因 力送祥可以玟好地表送哲時持有另一

人的財戶的意思.

SB.界定
“
非法販逐床醉菊品”

一活的第 3放基本上取 自lg田 年公的的第 3荼第 l(a)(一 )

數.至于
‘
違反日內法或回哧法”

一悟.起 草委炅套沒有打算提及各項現有的公的,因 力治罪法的

本意是道用于所有的加入回,而 元站它(● 是否是送些公的的締的回.因 此,委 長合傾向子一殺地提

及回哧法°提及國內法的用意是避免把在回家法律下居于合法的行力作力罪行犬理 ,如 力匪疔或菊

物用途生戶、銷售、迷口或出口痳碎菊品°

一

央上
“
達反日內⋯...法 ”

一悟的用意是要澄清
“
非法

販迂床碎品
〞

一悟中的
“
非法

”
一詞 .

Sg.友 卡弟里先生悅 ,似 乎X各將近用于所有的日內放逗床碎品活功,即 并不形呴任何其他日

泉的蕨迋活和,他希之了解是否确共如此,冬 管一口仄內部受到無疑有可能使田穌和平与安全受到

危害°

●U.他建洪特好 2欺 的
“d.㏄r:bed” 一洞改力

‘de㏑.d’ .

41.弗 朗西斯先生表示杯其第 1致 中的
‘
大規放

”
一悟是否兵正道合于非法版迋床碎菊品案

件.在 一日領土之內或回外敗逞 lUU吨 可卡因的妖毒分子与放逞 1吨可卡因的放毒分子有何种匡

別呢?在 任何情況下受害者都是整介人犬而不依是′兩介人.他放力也垃特非法敗迋席碎品定性力

危害和平的罪行°

也.馬 希島先生 (起 瑋委貝舍主席)指 出,特別報告貝在一升始吋提出了兩荼茶致車來,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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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將販迋床碎菊品定性力危害和平罪,另 一系將其定力危害人失罪,而起草委員舍內夫于速一同

趣存在若分歧意死。有些委貝扒力可同時將此种敗迋活助也定性力危害和平罪,另 有一些委炅次力

遠梓作并沒有足姼的央哧內容,而且重要的是在非法敗迋席碎菂品与治罪法定又的其他罪行之同

可能有著英种夫蚨,如優咯、干涉等等.起革委員合及后決定將敗逞毒品定性力危害人英罪,但有

一項理解‘跨界因素不屈子必不可少的奈件.如果在菜一日象內版毒規模很犬,形 喃了人口中的萍

多厚次,就确其可將達种行力視力与种族又圪、強制俠厜或公然便犯人叔相等的罪行,其戶重程度

決定可把送种行力定性力危害人共罪行 .

●S.弗 朗西斯先生悅 ,他仍琳水力,班在有充分的迂裙确放 目前規模的回隊敗适痳醉菊品活功

戶重妨得了回家之同的夫系.送是怔括确昔的中央,元 希再作坪站°必須攻速一角度看待販毒活功.

回隊法委真金圾終持不可避免地回到達一快趣上來。

44.友卡弗里先生感榭起草委長舍主席所作的如下澄清,即 X茶也道用于沒有回外勢力參与 ,

完全在一日日內友生的非法敗迋毒品活功,特非法敗毒活功定性力危害人美罪行并不一定要求罪

行中有跨界因素,冬 管在多數案件中五然存在達种因素°之是一种犬腥的和特別重要的其理方法 ,

但出于解舞的目的,坪 注中位說明遠是回隊法委貝合的意向°如弗朗西斯先生剛才指出的那祥,1.9

趣是十分尸重的:人共社合的全部前途赴子危机之中.他元淹如何不合反肘通避送一茶款 .

45.本努納先生悅 ,他希望坪注特說明 1988年公的館 X紊之同所具有的可能蚨系,因力達一

紊只是村子核公的所作的一种道用玥整 .

46.至 于奈敏的措洞 ,竫 注遜位彈猙清楚好 1獄 中
“
在一日境內

’
一活的含〤 :送 究竟是指一

日領土逐是包括一回管幣或..E制 之下的Z坡 ?其 中是否象 1988年公的那祥包括船舶和弋行器?

47.最后 ,他希望了解一下,年 2數幵始夾的
“
力了第 1缺 的目的

”′悟在第 3款 中是否故意

刪掉了°

48.馬 希鳥先生 〈起草委貝合主席)指 出,夫 子友卡弗里先生剛才提出第 2敖 法文本中使用

d“in:一 洞的泀趣 <上 文第 4U段 ),英 文本位按法文本加以玩一.

們.在答又本努納先生的意凡吋,他拜,F.悅 ,委 貝金在第 2放 中蛤出的是委長含自已肘于促迸

或鼓肋非法販毒所下的定火,而 好 3放只是持我其他有失文中中的定〤 .

5U.本 努納先生回答悅 ,1.● 魚正在子此,由 于伙伙是部分持哉了 19SB年 公的年 3荼年 1伍 )

(一 )放 中的定叉,因 此弗 X紊好 3效升始時位有
‘
力了方 1致 的目的

”
的字洋 .

51.儲 正姆先生 (特別報告真)在就弗朗西斯先生要求澄清的i.9題迸行答失吋拜釋悅,如 第 X

茶所迷,非 法敗迋床碎菊品不依限于回境之內:方 1球明确指出,“ 在一日疣內或跨回界
”
次═、姐

銀、促迸、炎助或攻肋大規模非法敗迋痳碎菊品构成危害人爽罪 .

52.主 席悅 ,如果沒有反肘意凡,他將放力回所法委員合哲吋同志通述起革委貝合提出X紊 ,

館二歉中的
‘
des.Ibed” 改力

“山f:n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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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速祥決定 .

X茶通逮。

第 17茶 <違反旨在确保回狋和平与安全的紊的)‘  (撲 )

S3.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怊及,才大的主席田被指定完成口隊法委員套向大套提交的報告

中7理 弊 19茶車來的弊二幸 B部分的起草任夯,他提到起草委貝舍內未能就此快趣迷成一致意

北 ,提到了回隊法委貝舍第 21㏄ 次合快上的井淹 (年 1°8段起各段),及如果

一

杰有所友展,在 下

居舍快上雜致牢快速一 1.● 捶的可能性.才 大的主席田提出的來文如下 :

‘1.起 革委長合主席在介紹其夫子本治罪法奈放車集工作根告吋告拆委員合說 ,它 討夫

子違反旨在确保田哧和平与安全秦的的第 17茶草案送行了故吋1.● 的甘淹 ,但 一直未能造成。

致志兄°l 起草委長套再度遇到看來勢不兩立的看法,使得它在委貝金第四十一屆金快就此

迸行了次吋同的討淹以后仍元法迷成一致志凡 .z

ㄅ.超革委貝合的銬淹是,在 缺乏夫于位取的工作方向的明确指早方針的情況下不透子

‘
定革委員合討淹的案文,兀 第 21%次舍快,腳 注 7.

..l特
別根告貝已在委真套第四十屆舍快其中六次根告中的修訂的第 11茶革未 (杓 成危害和平

罪的有力)弗 4和 5敏提出了送一特定1.9足 的未文 <凡 ㄍlgsB年⋯...年 盤》,弟 二卷 (第 二

部分),好 S2瓦 .腳 注 2S9),送 兩致的內容是 :

‘4.一 日達反根据一項旨在特別是通述下列亦法補保固林和平与安全的公的所無的〤

芬‘

‘ㄑ′) 禁止軍各,我 軍,成限制軍各 ,

‘
<二 ) 9f牢

一

圳珠或我珞工

一

的限制或任何其他同美性辰的限制 .

‘5.一 口違反根括一項禁止在某些領土或空同部署或斌驗式器的荼的所承但的又紊 .’
’1

“:凡超革委員合主席在咳次合以上的友言 <619S9年 ⋯⋯年壆》,第 一卷,年  頁第 2136次

舍洪,第 43-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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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常以適一向題°
∫

勺.回 隊法委長金的討淹什兄立示,肘于位否在治罪法中列入有失本

一

項的一介奈文章

來仍然存在意兄分歧.一方面,有 些委貝快力,盤 于治罪法中已我迷一些技不重要的向趣等考

慮因素,治 罪法不能忽視軍各甘制和我軍等旨在确保田坏和平与安全的茶的的重要性°

“4.男 一方面,并 多委貝反肘在治罪法中我迷送一同題°他們汏力,此 一茶文可能違反作

力危害人爽和平及安全罪行之基本抗念的乎避性原則.逐有委貝放力 ,此 一茶犬將在有失奈的

鍗的回和非締的回之伺形成差別.豬呆可能有傳此种怭快的坤佑.有 些委長袒心,此 一秦文金

引起奈的法的一些根本 1.● 題 .一殺洪力,具有此种爭梵性的茶文將肘治罪法的可接受性戶生不

利影咰°

$.因 此,委 員舍元法決定起革委真套今后村此一日趣的工作方針°它逐指出,如 果在下

屆舍快上有可能決定此种方針,例 如在犬合幣六委員合上避行辯梵 ,起草委貝合位垓在完成村

有失送今令趣之其他茶文草案的常快工作以后回共中快速介荼文.”

54.凱 西先生洗 ,可 以將拼犬的主席田提出的案文作力社步解決亦法的基地 ,但 需作出一些改

初°首先,沒有必要在腳注 1中 列入草案年 1l李 第 4和 5敏 的案文,孩案文已出現在委長合上屆

舍快的根告之中°腳注垃改力‘
‘.⋯⋯ (杓 成危害和平罪的行力)的 集文.凡 <19鈴 年⋯⋯年盤》,

第二卷 (第 二部分),好  英,坤注 149.” 弗二,垃 劍除腳注 3,因 力向犬合洋幼報告起革委真合

內的意凡傾向看來至少是南奇的.方 三,力 了反映上居合快中表示出的夫子弟 17奈 的多种志兄 ,提

出的案文中的第 4數 中的
“
提出的一些意凡反村⋯⋯”

位改力
“
洋多委貝悅,他們反玵⋯⋯”

.

55.斯 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悅,如 果凱西先生村伊犬的主席困提出的屎文作的修正不合成力

持久辨淹的主題的活,他可以接受送些修正,否 則他守可將來文保持不交 .

在起草委長合內,提 破主要田筑若將罪行定力尸重違反一回在旨在确保回隊和平与安全的

一項茶的下的叉茶,特別是有夫下列內容的茶的 :

“(a) 我軍,或禁止、限制軍各 ,

‘
<ω  玵軍÷圳球或女施的限制或任何其他同美性辰的限制 ,

‘<c) 禁止安放或拭駩武器 ,

‘(d) 某些領土上的元核武器化°

“
力了送一定〤的目的,有 些委員希望在連的行力的性辰危害到因隊和平与安全 ,特別

是使達的者得到軍

一

优勢的竹兄下將其定力尸丘達的.有 人走快,力 了定又起凡 ,希 另作修

飾 ,不 泣特一日力确保 自工叔利而采取的措施視力戶重進反茶的下的〤夯°最后 ,有 些委員

次力 ,不 受菜一奈夠的束的回京不得根括治罪法援引定又中達反垓荼的〤奈的內容 ,或 此种

援引不得有利于不受紊的約束的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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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格 雷夫拉特先生洗 ,位垓將提出的案文加以改造,更清楚地鬥明發成第 17茶 的淹魚。力

送一目的,在 第 3放之后垃增加一句 :“尸重違反特別旨在确保和平的茶的必然引起普遍夫注,而

不仗仗是茶的法的1.9題 ,因 力根据其定又,速种連反將危害和平
”.他發成凱西先生提出的肘第 4

款的修正,但 傾向子保留腳注,因 力腳注的用志是使法者更容易理解案文.

S7.′ 馬先生悅 ,腳 注 1特有助干大金第六委長合送行甘站.因 力弗 17奈爽理的并不是裁軍

送一本委貝舍并不主管的領垓,而 是回穌和平与安全.他提快位班弊 3段 第二句中別除
“
裁軍

”
和

“
已栽入一些欲不重要的鬥捶

”
的字洋.他支持Ⅲ除引起爭快的坤注 3° 圾后第 4段 的倒數第 2句

泣更尤其一些,說 明委真合所考慮的是什么祥的1.9題 ,否 則可將其刪除°

58.友 卡弗里先生悅,委 貝舍在 目前工作阱段最好不要在報告中提到第 17茶 引起的辨梵°冒

前沒有迷成任何豬淹 ,也 沒有作出任何央定 ,提快列入擬告中的來文含使園接者同力什么沒有錯淹

和決定°其共垓案文的最后一段是同接地清第六委炅合向回隊法委長舍提出建快°如果委長舍不能

快定是否將館 19茶列入治罪法草案,它就不位清第六委真合提建坡,因 力第六委貝套只可能提出

政治性的答反.因 怀法安貝套目前正炎子先粹法律同趣所造成的死胡同之中.如 果本委員金急于保

留這些段落,就 不位兜田子,而位直接了普地靖第六委真舍給予指示°

59.如 果回哧法委員舍确央央定在報告中圮暴夫于達一同趣的辦淹,他 扒力凱西先生提出的

多數修正是可以接受的。在腳注 1中 ,提到委員舍 lgSg年 工作根告就是姼了°位刪除腳注 3,因

力不提起草委長合內的多數意凡是第 1?茶在治罪法中沒有其位丘就合引起淏解°至于第 2段 ,他

建快在
“
再度常快速一同題

”
詞句之前加上

“
在委長舍今后的舍以上

”
的措詞。如果在格雷夫拉特

先生提快的句子之前加上
‘
委貝舍的一名委貝扶力

”
的字洋,他將不反村送句括.第 4段升始赴位

力 :“男一方面,洋多委貝反肘⋯...”°垓段中第 2句 幵始於拉力
“
走些委貝放力

”,第 3句 力
“
他

們逐汏力
”
°第 5段第二句可能合引起混就,拉 重新措坷 ,改力

“
如果在下屆全以上因隊法委員合

能就此失指早方針造成一致,起 草委貝舍將再度常以垓瑋來.”

6° .另 外,如 果起革委真金在下居套快升始●f完 成肘有失送一快趣的其他奈數草案的申破,璀

逍就庄孩王所有其

一

不頭而再皮中琪館 1?茶 喝?快程上的其他項目將作如何走理?在他看來,起

革委貝金下屆舍快如要再度常快第 17紊送項工作只有在委長舍完成了工作 ,而且逐有充分肘向的

茶件下送行.回 隊法委真舍不位普特其工作方法報告垥好六委真合:因 力垓委員合肘此不感米趣 .

所以回隊法委貝舍不成曾攻局起革委貝合肘送一向廷提出看法.承后 ,他感到適憾的是超車妥貝舍

在達′
1.9趣 上花去了件多時同,而之舍形呴到中快其他快趣。

61.埃里克松先生 <根 告長)悅 ,希 向大舍通根的原因恰恰在子送一快趣確度很犬,起草委員

合成長未能就此取得一致志凡°然而,委 貝合仍有希望就算 l?奈送成失种一致意兄,而 不是把整

介送一佑呆留給大舍去7理 .

銘.比 斯利先生洗,思 的來悅 ,他安成到目前力止提出的一些修正.至于腳注,可特腳注 1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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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蹄短 :在提到館H奈車來年 4和 5反之后 ,可 直接加上
“whthh.vesin.ebeenwithdrawnbeca.se

ofthedtftultiesInvoIved‵ 位些粹腳注 3全部取消,因 力孩腳注仗報告了起草委真舍的甘梵情況°

“.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提快可以接受,因 力孩提快提甘人●●注意到了今后的牛 17茶与茶的法

之同的久染夫系.格雷夫拉特先生淡到了
“
普避夫注’,但是,他逐可以指出与強制法的球系,在

悅明夫系的欠染性方面有著千种方法.委 反合之所以不能得出垮站,其其正原因是,第 17荼 的兵

共內容合帶有歧視性 :有 一些回家將受到茶的制度的制的.使 其承拉一定的〤夯并避守一定的村等

原則 ,而另一些回家則仍可以自行其

一

.之祥的姑果是 ,奈放套阻止各回筌署我軍茶的或加入現有

的荼的,甚 至透舍阻止其接受治罪法.

“.燉后 ,他汏力 ,泣 玵提出的瑋文的弗 5段作出澄清,因 力不清楚委貝合想要大合作些什么°

65.係菜先生悅,他也扒力,垃 些向大舍報告起車委貝合謀求折衷亦法的努力。在逮方面,他

放力,才 大的主席田提出的柔文作到了道度的兼頑 ,完全可以接受°及后一句的措坷三然受到友卡

弗里先生的批坪 ,但仍妹遊激.夫 于格霄夫拉特先生提出的修正,少 數委員侗提出的意凡白然泣些

列入委長合的報告.但須表明,送并非所有委長的志兄 .

Gc.有 人提快 ,垃 才第 4段 的倒數第二句作出修正,因 力不言自喻的是,第 17奈合引起
“
紊

的法的一些根本鬥趣
”.送是正确的.然而,這些回趣并非都很清楚 ,放 共辰上排 ,它們可能是很

不相同的:舍 出現解秤方面的同趣 ,而且也合出班如何界定
“
尸重達反

”
的泀趣 .但是,及力根深

蒂固的同趣是比斯利先生提出的鬥趣,孩 鬥趣与法#技木1.9趣 元夫.1.9趣 的夫焚是 ,舔 效是放一↑

正坑的角度 (茶 的角度)未看待違反1.9題 的,而 沒有放央瘓性的角度未看待達一魚.因 此,他提快

特下列句子加在館 4段 的一介透些的位至:“ 此外,委 員合的一些委良不安成尤力重視茶的〤夯打

作法.”

67.最 后,第 2投并未增加多少內容,因 此位些省略。

sB.凱西先生悅,第 2段 ”幼了委長合在本屆舍快上得出的緒捨.他快力,垃 將第 2段列入根

告 .

Sg.巴 水甜戈夫先生重申,他放力弊 l?奈是治罪法車來的基本部分,列 入委長套報告中伊犬

的主席田提出的未文完全可以接受.安 貝舍在討梵方 17茶 的肘侯立然遇到了困堆.因 此,明 智的

作法是址大合知道,特別是達一快題豬合歐洲圾近的

一

怒皮展及正在采取的我軍行功看來尤力重

要,就又位通報犬合.委 貝合垃垓走在●i竹 的前面.

9U.巧 希自先生 (起革委貝舍主席)作力委反金妥貝友言指出,他放未女成述弟 17奈 草集.器

而他放力,位 普社大舍了解委長合遇到的困9E,達 不俠是因力拉向其提交所送行的工作的報告,逐

因力所涉奈放已臸引起爭快°因此,位 些社年六委員舍知道隨之戶生的不同志兄 .

91.伊 大的主席田提出的案文是一介折衷的來文,Xl其稍作修改即可荻得完全接受°兵体而

言,垃 些保留館 5段 ,因 力按段隱的地提到了錯淹.位 些承放 ,牛 2段 的措詞并不十分明确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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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作法是,指 出即將銬東的合快所,● 到的 .● 翅肯定舍在下屆舍快上再度出現 ,除 非第六委貝金

提出新的主張.

92.巴 小沃#先 生悅 ,他放力委貝金向大合表明自已的退疑決不是不正常的,就 由法律半者們

姐成的一介机柄而言 ,速也許是一件好

一

.盤子所涉 1.● 捶的性辰,政 治立切注定金蛤法律理淹裝上

明形.送再次說明,位 些將情況告知幣六委貝套 .

9S.洪組玖工作者 ,起 革委真金也卄位普告拆本發貝合;它 并未在第 17茶車宋方面取得迸展。

曰酥法委真合本來早就位作現在才要去作的

一

,并位兵力臸常地作:清楚地表明并不存在一致慮

兄,侈佛措洞,持其持告人合。

竹.帕 夫拉克先生悅,所提出的多效修正合形哅已銓多方考慮的瑋文平衡。他 扶力提出的案

文庄保留原祥,包括第 5段 .伙 希稍作修改:例 如,垃 何化腳注 1,而 不位玵腳注 3作 任何改功 ,

因力腳注 3其央地敘迷了超革委真合作的工作°

75.阿 〨焦一各伊斯先生洗,第 17茶 和忌的茶的法之同的美系引起的1.● 題在目前是充法解決

的°他忕力送
-f悅

就姼了。尸格地悅 ,委 貝合報告的垓部分垃俠限于提出的案文第 1段 的第 1句 °

%.主席提破 ,根据各方友表的意凡并根据各种提出的修正來,編 耳一份新案文在以后某次合

以上常快°

下午 1吋 1U分散套 .

第 2lgs次金快

出席:凱西先生、阿〨焦一每伊斯先生、巴你沃#先 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

幼先生、卡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呀夫拉特先生、雅科堆德斯

先生、科多馬先生、巧希馬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后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係菜

先生、斯里尼瓦#.拉奐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先 生、午庫幼斯先生、索拉里 .田德拉先生、協皿

姆先生、托秘沙特先生.

主席:史 久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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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大和平仄安全治罪法車來
l (接

)

<A/CN. 4/43U和 Add. l: ,A/CN. 4/L. 455)

〔破程瓨目S9

起草委長合提快的茶欺車來 (玟 )

第 17茶 (違反旨在确保回隊和平与安全的茶的)’  <致 〉

1.主 席清各位委員迸一步坪梵妒大的主席田提出要列入發長合肘犬套的報告中夫子第 r奈

車來的案文 (凡 館田” 次舍快,第 53段 )

2.各 庫鋪斯先生悅,他 堆各同志根括凱西先生在上次舍以上提出的想法似定的來文 ㄑ館 54

段),但希望澄清他的立埸°委長舍兩年來所面喵的1.9題 涉及一介基本上房子歧視性辰的同題.放

加史的角度看 ,其 吥上已被痠井。委長合沒有考忠到初數規Jll已 超出了奈約法的范田速一卒其.普

然,有 許多珠西已力因怀社合同意作力罪行犬理,如种族又拖、种族歧視、便咯和我爭罪等.但是 ,

委貝合卸不是謀求在我軍領域中友掘出一荼一殺回阡法規則 ,而 是求助于奈約相村淹的概念.送就

是他爪一升始就肘整介鬥趣持反村悉度的原因°而且,夫 子奈的法逐有洋多1.9題 ,如 一項茶的在吋

同上的有效性鬥趣、奈的的解釋、茶的討方三方的效力、茶的各締的回之向的法律夫系鬥趣等,所

有遠些都不為干回隊刑︴法的范田,而 是居于茶的法的范田。

3.托穆沙特先生悅,就其內容而言,他不安成通迸好 19荼 .但他補央汏力 ,辯淹中出現的兩

种意凡趙勢虛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在委員合根告中得到反映:委 貝金中的志凡分歧不能向大合時瞞 ,

必須將其告知大合 .

6.主 席提清各位委員注意報告貝編寫的廿大的主席田提出的案文的修汀案文,垓 案文如下 :

“
連反旨在确保回怀和平与安全的茶的

勺.起革委員合主席在介紹起革委長合夫子治罪法奈放草案工作報告吋告知回哧法委貝

合,委 長合肘有失違反旨在确保回吥和平与安全的荼的的館 17奈 草案迸行了卡吋同的甘淹 ,

但未能迷成一致意凡.委 貝合似乎再次遇到了一些看來不可琱合的現庶,送些視焦曾使委五舍

委真金在 19駔 年弗六屇舍以上通遊的治罪法車未 <6lgs4年 ⋯⋯年各>,弗二卷 ,第 1S1-

1S2頁 ,文件 AZ2m3,弊 S● 段),持球子 ㄍ19“ 年⋯⋯年生》,錧 (幣 二部分),寫 8瓦 ,第

18段 .

特栽于 《199U年 ⋯⋯年盤》,第 二卷 (館
一部分>°

超革委炅舍甘站的朱文,凡第 21㏄ 次舍快,腳 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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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屆金快垤述長吋同甘淹后仍未能造成一致意兀。
l

ㄅ.起草委貝套指出在其工作沒有明确指早方針的情兄下,它 在委貝金未來屆合上再次

赴理達一同題吋特合遇到的田堆
a

“3.委 貝舍的討淹情況再次五示,在 特有失垓主題的一介奈數車來列入治罪法草案是否

恰些遠一同趣土,志凡仍有分歧。一方面,有些安貝感到、特別是有一位委貝放力,盤干治罪

法草案列入了一些相村而言欲不重要的1.9題 ,車 來不能忽視旨在确保回哧和平与安全的紊的

的重要性.他們拳出裁軍來釣力例.速些發表放力,連反此种奈的按其定火即危及和平,速是

一介普遍失切的鬥趣,而 不依伿涉及奈的鍗的回.

私.另 一方面,萍 多委貝反肘治罪法草案炎理達′快趣.在 送方面拳出的理由包括但心此

紳茶欺.lg違反作力刑法茶款必各基地的普遍性原則。而且 ,有 人扶力 ,相 村子未加入有失茶的

的因宗而言,此种茶數歧視那些加入了有失茶的的回家°其效果是阻瑋締銬此种奈的°人們遜

批坪孩茶堯元道理地強琱茠的〤夯 ,并肘此种茶歉將引起茶約法的一些基本鬥趣表示夫切 .最

后,忌 的要魚是,送祥一介有爭快的茶款將村治罪法的可接受性戶生不利形吶。

$.因 此委貝金不能接就起草委真合在遠一同趣上的任何未來工作的指專方針迷成一致

意凡 .委 員合迷一步說 ,若 下屆合快能就此种指早方針送成一致—— 例如在大合第六委長合辯

淹的基砧上迷成一致,起革委貝合泣在完成垓寺捶其他奈欺草案的常快之后再常以孩茶°
”

5.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長)洗 ,修汀的文件可作力委員舍投告幣二幸 B市 <本屆金洪常洪達

介青趣的情況)的 第三分市°修訂文件第 1段 沒有任何央辰性改功,但刪除了我有特別報告真提快

的茶放前來文中腳注 1.第 2段提到起草委真金的現魚,垓段作了修改,以便按起革委員金主席報

告的那祥反映孩委貝合的立場°m(除 了前來文腳注 3的 內容 ,改 而提到起革委貝舍主席的友言的腳

注Z.第 3段 反映了安成將達一題目的茶數列入治罪法車來的那些委真的跳魚,而 第 4段 用途了反

肘將垓奈列入的委貝的現魚.算 4段逐根括友卡弗里先生的建洪做了某些修改并采納了假某先生

和午庫納斯先生蚨合提出的有失茶的法的建快.方 5段基本上未作改劫.

6.主席建快,力 了市省吋1.● ,在 報告真有机套与各位委長磋商之前,者仔肘垓 1.9題 的申快°

就達祥快定 .(

?.格濱夫拉特先生兢 ,他希望就委長舍根告友表一蕉一殺志凡.在起車委貝合中散次提到的

“】
凡起革委貝金主席在垓屇合快上的及言 ㄑ°SB9年⋯⋯年盤》,幣 一卷,第  英,第 2136次

合洪,錧 43一 SU段 )°
’

p起
革委長舍主席在垓屆合快上夫于革來第 17茶的友言,凡 委長合幣 2196次 合快倚要圮暴

<北 <199U年 ⋯...年 盤》,弗 一卷),弊 1U8段起各段 .”

‘
凡下文第 S2段起各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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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重要同題沒有反映在通避的茶缺中,也 沒有在起革委員合主席的報告中得到充分解舞 .送介 1.9

趣是將罪行”女子介人的泀趣.在 提交大合的夫子委貝合的四十一屆合洪工作報告中,安 長合曾

悅 :‘
.⋯ ..罪 行”女子介人的同題⋯⋯以后將在一般規定的范時內赴理

”
.‘ 超革委貝合在本居合速

上沒有似定任何此种規定°第 16、 第 18和 弗 X荼确共我有一些有失可能犯有此种罪行的介人要

素,但 送并未焊央确定准可能犯危害和平罪遠↑一殺 1.● 庭 ,也 不足以确定必然涉及不法行力并排除

述失原因的主現要素 .

8.因 此他走快,在委貝金本屆合快的報告中列入一無夠注,說 明委貝舍將在以后屇合上討站

達一同趣 .

回防法委貝合錧四十二屆舍缺工作根告車稿 <生 ).

持四幸 回跡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致 )<A/CN.4/L.449和 Add.】 和 2)

第 1S段 (緣 完)

9.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真)直凌了他与特別報告長共同似定的第 18段 的下列修訂案文 :

“
委貝們普通支持第 2● 茶,垓茶以相些全面的方式反映了下途視魚,即盤于回Fr.水 道在

些今世界土的各种用途,特別是未受污染的淡水資源的巨乏,在 玲子田哧水道任何特定使用、

包括航行使用以优先地位方面,沒 有任何普遊的林准 .”

】
。
.科 〞馬先生提快,用 “

被袂力反映了
”
取代垓來文中的

‘
反映了

”
一同 .

11.索 拉里 .田德拉先生悅,他 愿將下列志凡我入圮暴,即 除了第 18段 中所途各种考慮外,逐

有河流航行現在已不人重要達一

一

共°

12.卡 菜多 .男 德里格斯先生悅 ,無 然他原則上不反肘新的幣 18段 ,但孩段扰說了第 19和 靠

2U段 的平衡。逐有,新 的第 18段 東方 2U段 一群談到
“
普適支持

”,因 而似乎有些重欠.

i3.凱西先生悅,他 了解拙定新的好 18段 的理由,但他杕力原來的來文更容易理解,因力它

特回跡水道航行使用与其他使用、如家庭使用送行了村比°新的來文沒有任何此种肘比,因 此有些

含糊°特別重要的是要悅明淡水女源Ⅱ之与不泣玲子任何特定使用以优先地位遠一現念之同的夫

系.新瑋文中之一魚不清楚 .

14.巴 小甜戈夫先生恙的來悅同志卡末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的慈凡,他快力,年 19段 沒有必

要 ,可 予以Ⅲ除.他逐放力,弟 2U段垃孩明确地突出各回必須卒重水道的各种使用,元站是航行、

伙水、站溉或其他使用.沒有必要增加任何球西,特別是因力新的弗 lB段說
‘
在垥子...⋯ tt先地

位方面,沒有任何普遊的春准°
’
有性于此,也并可能特達兩段堵合起來 .

.笨
自第 219S次 舍洪 .

‘《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館 二部分),第  丌,腳 注 】SU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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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思 詹加先生洗 ,第 18、 第 lg和 館 2U段有一种迓輯的連臻性,他 也忕力速几段舍受到第 18

段的新案文的影晌°他提快在第 lS段原來的寒文中用
“
相普全面地 ,” 取代

“
以相些全面的方式

”

等詞,在
‘
水姿源

”
詞悟前面加上

“
淡

〞
字.

16.帕 夫拉克先生說 ,他傾向子采用年 lB段原先的未文,而不用新的案文°他可以接受恩詹

加先生的提快,但他造一步提快省去
“
优先地位

”
一詞前面的

‘
any” 一詞,并用

“
不恙是

”
取代

“
不再°

”逛有 ,‘不同
”

泣代之以
“
其他

”
.

17.比 斯利先生悅,他希望保留新的年 13段新屎文中所采用的
“
未受污染

”
一同°

18.主 席悅,銓 恩居加先生和帕夫拉克先生打正并加土
“
未受污染

”
一祠后,第 18段原先來

文如下 :

“
委貝●●普遍一致地放力 ,弗 鈕 茶相些全面,反映了達祥一介

一

共,即 由于曾今世界上

口妳水道有#多 其他用途、特別是由子未受污染的淡水姿源的區乏 ,曾 一度戚子航行使用以仇

先地位的作法并非志是合理°
”

】9.科 男馬先生悅,悅洞姐
“
并非忌是合理

”
似乎不恰些°

2U.友 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真)說 ,主席宜女的來文沒有充分反映討淹情況°伍ny” 一洞原

來列在
“
优先地位

”之前,用 以表示可能曾一度賊予航行使用以优先地位—— 如一些叔威所放力 ,

但此种規則已不再有芷曾理由了.

21.恩 唐加先生悅 ,特別根告貝在尸格區分達去和現在.元可否次 ,直 至二十世妃初 ,大 多效

回家曾賦予航行使用以优先地位,但 那是一介水并不旺乏的吋期°

22.訊 西先生悅 ,人們可能恙是殘予航行使用以优先地位,速 一立埸現已站不住腳了.合道的

含又只能用
“
任何

”
、
“
一度

”
和

“
不再

”
等措詞來表迷 .

外.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 ,人●●村避去竹玩的現焦并不珫一,但是道去也不形喃班在°重要的是

委貝們普遍支持弗放 茶中所含的原則 .

24.比 斯利先生悅,委 炅舍肘目前和未來的优先地位 1.9捶 的現魚必須明确.一致同意的意思

是,盤 子普今世界水道的多种用途,可 能曾一度戌子航行使用的此种优先地位已不再合理 .

25.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提快,力 了反映凱西先生和比斯利先生的意兄,第 18段 位

修訂如下 :

‘
委真()● 普遍一致地放力,第 銋 荼相些全面地反映了送祥一介

一

共,即 由于些今世界上

日隊水道有汻多其他用途、特別是由千未受污染的淡水發涿的匝乏 ,曾 一度成予航行使用以优

先地位已不再合理 .’

加.巴 小謝戈夫先生悅他可以接受垓案文,但有一項甘好 ,即 沒有任何一般回酥法現則确立任

何优先使用 .

27.主 席悅,如 果沒有反肘意兄,他 將伏力委貝合同意通迪特別報告貝提出的第 lS段 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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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文第巧 段)°

就速祥決定°

姿避修正的第 18段通道 .

第 19段

2B.巴 小甜戈夫先生悅,垃 在
“
●t忘 制度

”
泀悟前加上

‘
普遍的

”
一坷 ,以便匹分一般制度和

可能的匹娥安排 .

2g.思 唐加先生支持垓提洪,他 朴充悅沒有必要列入 “
其狋上

”
一同°

3U.科 步馬先生說 ,第 19段 暗示,优 忘制度限于特別根告貝好五次根告中引怔的茶約.他 主

張垓句如下 :“有些委長杯疑是否其正存在世一种普邊的优忘制度 .”

31.卡 菜步 .多 德里格斯先生 1.● 道 ,錧 19段 提到的委長共沶上表迷的是什么視庶°若他們群

的是源于茶的的一种优慈制度 ,則 根告中也位送祥排 .

釳.巴 小謝戈夫先生悅,所表途的現庶是,沒有任何有美此种优志制度的一殺回狋法規烈.

33.科 男馬先生提破垓段重新措詞如下 :“有些委長怀疑是否存在一介确立此种优志制度的日

酥法的普適親 ll1.”

34.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真)說 ,第 19段 目前的措珂确共反映了委長 舍的辦梵 ,卅梵沒

有抽象地淡及可能的优慈制度鬥趣 ,而 是提到箄五次報告中引怔的各項茠的,特別是 192】 年 6巴

塞〞那公的和規的》.

35.托啟沙特先生建洪,考慮到巴本甜戈夫先生和科男馬先生提快的改劫,垓段拉力 :‘有些

委員怀疑是否真正存在一今源于特別根告貝第五次報告所引紊的的一系普遊日酥法規fll,确 立此

种优忠制度°
”

蕊.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真)悅 ,提洪肘蚌 19段 的改功也形呴到第 lB茶 。
“
共吥上

”
一同与

年 18段 中的
“
any” 一詞相瑛,反映放末有迂此种优先的視庶.

S9.思唐加先生悅送完全是一介表迷鬥趣.“ 共隊上
’
速一措詞未增加任何球西,若刪除等 lS

段中的
‘
any〞 一同,前者也可合符迓輯地刪除.

SB.主 席建以右 19段位修正如下:‘有些委貝怀疑是否其正存在迂一介渾于特別根告貝所引

茶的的一和普避优忘制度°
’

就達祥快定

銓遊修正的牛 lg段 通述°

第 2U段

39.科 ′馬先生建快在右一句中的
“
使用

”
前加上

“
一种

”,之祥,垓句如下 :“委員們普遍袋

成弟以 茶的基本原則,即 任何一种使用均不疼优先于其他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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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送梓決定°

4U.巴 小謝戈夫先生悅垓來文不清楚.沒有此种原91l;夫 于水道使用的決定 由各回作出°

41.卡 菜男 .多 德里格斯先生提快 ,考慮到巴你甜戈夫先生的反玵意兄,垃 在
“
第 Z4茶 的基

本原則
”,即 之后插入

“
在沒有相反捇快的情況下

”
等字祥 .

就速祥決定 .

臸述修正的牛 2U段 通迪°

白自21憑史

也.巴 小謝戈夫先生建洪,若保留簿一句活,位將其倭汀如下:‘在具体好淹弗 1放 吋,有位

委貝悅,他快力,就确立任何优先地位鬥趣規定規則不恰些,因 力位由各回來決定速些鬥題°
”

芻.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真)說 ,力 了倚洁起兀,他主強完全加除索一句 .

就速祥以定°

鋄址修正的第 21段 通迷°

第 2Z至 巧 段

第 22至 巧 段通逮 .

第 笳 段               ‵

44.詹 加先生建快修訂第二句如下 :“提出了有夫公平分但狩用概念的适用 1.9題 ,是 否垃將其

限子琱市領域。
”

45.卡 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指出,分但安用本身并不是同趣—— 同趣仗在子它是否只道用

于堝芾 .

碼.思詹加先生撤回其建洪 .

第笳 段通述 .

第η 段

好.科 男巧先生走快,瑋 一句中提到
‘
沿岸回

”
之炎虛代之以

‘
水道回°

’

tS.友 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之兩介未悟都很常用,但是,他 主張用
‘
水道回

”
一洞 ,

道祥大舍弟六委貝舍可連免困椎 .

科多巧先生的修正瑋通迂。

銍避修正的第 〞 段通道 ,

第 2S和 29段

第 2S和 29段絰世一些小的文字上的改劫后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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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U段

第 3。 段通避°

第 31段

●g.思 居加先生注意到名 31段 中有一句特別米,他走快將共分力三句 .

SU.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悅那釋,垓段決未撕口.

s1.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長)注 意到汁常 31段 沒有其痰性的分歧,他建快他与恩唐加先

生和根告長合作,以 尋求一种道普的表迷形式.

第 31段根捃達一掠解適避。

第 32段

第 B2段 通避°

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致 完).

〈A/CN. 4/43U和 Add. l,’  A/CN. 4/L. 4S5)

〔破程項目 5〕

起革委員金提以的茶歉草案 (旗完)

第 17茶 (違反旨在确保回隊和平与安全的茶的卜 (象完)

犯.埃里克f.x先 生 ㄑ報告貝)悅 ,絰 避磋商,大寨肘提快加入委貝合報告中美于第 17奈車來

的修訂案文 (兄 上文第 4段 )第 3段提出了#多 修改建快.“ 委長合的甘淹
”
等字需要一茶腳注,以

表明在哪些合快上送行的甘淹 ,‘人們引用裁軍茶＿.● 力例
”
達句活位予刷除,在第二句中

“
旨在确

保回沶和平与安全
”之后位插入

“
如牢各控制和我軍奈的

“
等字祥 ,同 一句中的

“
有一位委員忕

力
”
凡介字垃予刪除;最后一句中

‘
達反

”
前位插入 “

尸重
”
一同.以 及如友卡弟里先生所建洪 ,

及后一句位修汀如下: 
“.⋯”造反此种各的按其定又,即 危及和平,達是一介普遍夫切的同題

第 1和 弟 2段

.球
白上文館 8段 .

‘
發貝舍在 199年第六屆舍快上通遊的治罪法草案 <ㄍ 1956年 ⋯⋯年盤》,算二卷,蚌 1Sl至

1S2英 ,文件 A/2cg3,第 S4段 ),特 我子 ㄍ1g85年⋯⋯年盤》,第 二巷 (第 二部分).年 8

頁,第 18段 °

’
特我子 ㄍ199U年 ⋯⋯年盤>,第 二卷 (右

一部分)°

:起
草委炅合甘站的來文,兄錧 2lg.次合快,腳 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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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凱西先生在馬希烏先生 (起 革委真舍主席)支持下建快將修汀來文中的索 1

并°第 1段第二句升共位改力 :“他指出,委 員舍再次遇到⋯⋯”
,第 Z段幵共特威力第

垃改力‘
“
他迸一步指出⋯⋯起革委長合特遇到的困堆...⋯

。
”

就送祥決定 .

和館 2段合

1段 的末句 ,

館 3段

S4.比斯利先生悅 ,館 3段班威力好 2段 ,其 無文可以接受,但玵什現排得有些拉分.即 使戶

重違反此种奈的也不一定引起普遍夫切,因 此他走快圾后一句修改如下 :“ ......戶 重連反此种朵的

可能是普遍夫切的同題⋯⋯°’但他不反村目前的來文.

SS.格霄夫拉特先生悅,他不接受比斯利先生的建快:達里伙指屆于館f茶草案第 2款挑定

范田內的那些連反 ,垓款如下;“力第 1款 的目的,凡屈危害回隊和平与安合⋯⋯性廣者位視力戶

盧違反 .”

S6.科 多馬先生建快,在 第一句中用
“
不同

”取代
“
分歧 .”

57.比 斯利先生答复格雷夫拉特先生悅,有忤多罕各控制奈的,全都很重要,但 即使戶重違反

其中一介荼的也不一定就危及和平.基本奈的和次數各的之同有因別.但 是,他 不坐持其建快。

58.主席悅,若 元人反升,他就放力委貝合同意呆鈉特別報告長 (上 文館 52段 )及科〞再先

生提出的修正意兀,通迂第 3段 .

就速祥決定 .

銓遊修正的第 3段通迂。

第 4段

”.本 努納先生提快用
“
危害人炎和平天安全罪的概念

”
取代第二句中的

“
刑法茶款

”
等措洞 .

倒數第二句中的
“
孩奈

”
泣代之以

“
垓茶草案

”
.

6U.托 移沙特先生悅,館 三句升共
‘
此外,有 人水力

’
速一措甸暗指送供是一位委真的意兄 ,

因此泣改力 :‘此外,他們放力 .”

c1.科 男巧先生走快用
“
治罪法奈放

’
取代第二句的

‘
刑法茶歉

”
等字祥.特第三句牙共改力 :

“
此外,逐洪力⋯⋯’

將滿足托移沙特先生的意兄°承后 ,委 貝舍位道些指出倒效第二句中
“
奈的

法的一些基本鬥越
’

的合〤,以便有助手大合作出答欠 .

φ.凱西先生悅 ,他不支持托移沙特先生修改方三句升共部分的走破,因 力狄弊一句中可清楚

地看出,送里涉及的不只是一位委長的意凡.至于替抉
“
別法茶球

”
送些措田的提快,在本努鈉先

生和科步呂先生兩种志兄中,他 同志前者.技后,科多馬先生夫子
”
茶約法的一些基本同趣

”
措祠

的意兄提得很好,也件可以拳出一些例子來說明其含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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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埃 里克松先生 (報 告貝)悅 ,他 支持用
“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的概念

”
取代

“
用法茶

放
”
詞悟、將第三句的升共修訂力

“
此外,逐放力‥⋯”.但仍然必須就恭的法的一些基本同題的

例子造成一致意凡°

“.午庫鈉斯先生走洪,在 例效好二句
‘
茶的法的一些基本鬥趣

”
措詞之后加上下列字祥 :

“
例如,茶的的效力、銲拜或村好的回或好三目的有效性等方面 .’

“.主席悅 ,若元人反玵,他就放力委長合同志采納本努納先生提出的修改慮兄,及科多馬先

生走破的特館三句升共改力
“
此外,遜水力...⋯ ”,以及根括÷庫鈉斯先生提出的方法增加一句措

坷,并 通避箱 6段 .

就達祥破定°

銓進修正的第 4段通越°

第 5段

笳.科 多馬先生建破用一今定冠洞取代第一句中的
‘
任何

”
一洞 .

就送祥決定

銓述修正的第 5段適避 .

銘.主席說 ,如 果元人反〺,他 .lt放力委貝合同意通遊銍修正的、力其報告弗二幸 B市 弗3分

市提出的修汀來文 (上 文第 4段 ).

就速祥決定 .

68.本 努鈉先生泀道 ,是 否要刪除裁有起革委貝合通避的茶效車來的文件 A/CN.4/L.1S5中

所有提到第 19奈 草案之外 .

cg.格雷夫拉特先生悅 ,他反村改功文件 A/CN.4/L.巧 5,因 力否則就不清楚整介甘淹的情

況°靖夫文件已銓提交委員合,作 力甘梵的基地,因 此所有提到第 17茶 革素之赴位子保留.

匆.埃里克松先生 (根 告只)悅 ,下 一步是一份薪文件 ,哉有委貝合技告好二幸 D市 車來,田

明本屆合快上起革委員合通迂的、隨后回隊法委員合通逮的荼欺以及其坪注車來.因 力寫 19荼草

案未通迂,所 以在垓文件中將不出班 .

71.卡菜′ .多 德里格斯先生同志根告長的意北,放力沒有必要在根告中列入一介未荻遇逮

的屎文.但若不提年 l?奈 車未,其他奈放是否泣重新發母,并 肘力何少了一茶作出係秤?

92.耳 希烏先生 (起革委貝舍主席)悅 ,本 努幼先生可能混淆了我有委真套報告車瑋的文件和

文件 A/CN.tZL.的5.也并目前年 18奈 不成弗舌.達基本上是一介技木1.9題 ,秘中赴以后可以

提出解決亦法。

9S.本 努納先生洗,提 出一介起瑋安貝奈未適述的荼放是犯了介錯琪.接 者在何要圮暴中友現

提到弗 17茶 車來,而 委真套的根告卸凡不到,送粹令人出解.他主救將牛 17茶 林力 〔X〕 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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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荼 重新編力第 19茶 .虛 分友文件 A/CN.4/L.● S5的修訂本 ,刪 除第 17紊 ,因 力起革委貝

舍未通越垓茶°

π.協正姆先生 <特 別報告貝)洗 ,此 种 .● 題可留給秘串無,它 最有資格爽理這些同題°

75.比 斯利先生悅,本 努幼先生的意兄在法律和程序上都完全正确.承上店下將缺一坏 :安 貝

套玲人的印象含是特別根告長撤回第 17茶 的提快并不重要 .

9S.巴 休甜戈夫先生要求各位委長不要現程序和琮輯同屈辯稔不休,瓜而延長甘梵并使鬥題

欠染化.象紊歉的弟子和位王送爽1.9題 完全可以留垥特別報告長和秘串炎去爽理。

η.他希望強琱 ,起 革委長合主席皮言中的一切都确切地反映了垓委長舍一致同意的班魚,确

其,起 草委貝舍所有委長都可确汏送一庶.

稻.科 男馬先生悅,9f同 社牽貝舍不多。他提快主席宣布討淹堵束,但有一項掠解 ,即提出的

岡趣將由秘中爽和特別報告貝爽理 .

79.馬 希与先生 (起草委員合主席)解釋洗 ,起革委貝舍未通道文件 A/CN.4/L.455哦 有的

第 17荼 草案的案文,但其杯延的竹兄印不是達祥.保 留孩拆趣 ,就逆祥放在方括考內,不 帶孩茶

的央穌內容 ,遠祥做完全恰些.曾 然,肘起草委長舍采取送一程序是否恰些大家可能令有不同意凡 ,

但委員含已然同意了°

8°.主席宣布甘站堵東,但 有一項掠解 ,即提出的鬥捶由特別報告貝和根告貝在秘中赴邪助下

解央°

就送祥決定°

S1.本努鈉先生悅 ,采取的程序板不尋常:整介茶款放在方括咢內透元此先例.他相信根告真

合就此 .9題 找出某种解央亦法,能 向委貝合根告的樣者解猙第16和 第1S茶 之同的空缺等 .9題
。

回酥法委貝金第四十二屆食洪工作報告車稿 (塞 ).

館四幸 回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玟 )<A/CN.〃L.●●9和 Add.1和 2)

B.本屆舍快申快之介寺麼的情況 (撲 完)<A/CN.4/L.伍 9)

第 SS段

S2.索 拉里.田德拉先生悅,委 貝套中所有汫西班牙悟的委貝都同意帝要修改根告車稿西班

牙文本中的Urdenac:加 一甸.恰 些的措洞是 g.° t【mBdm㏑ ttmtiva。

SS.主席悅秘+赴將安排村適篇報告送行修改.

&.科 步馬先生清特別根告貝澄汁第33段 最后一句中所用的
“
水系

”
一月。

.玟
自上文第 5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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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友 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垓田用于回京央我 ,元夫委長合的車來紊放.然 而,他

同意將
“
水系的保伊

”
修汀力 ;‘ 回酥水道系統的保伊 .”

就送祥決定°

銓遊修正的第 33段 通迂 .

君 銋 段

㏄.埃呈克松先生 (報告真)悅 ,好 3句 中的
“
exch日 ngeS” ,一田位使用車效形式,并建快第

四句中及后的措甸庄改力
“⋯⋯此項紊致是否地玵必要 .”

就達祥決定 .

銓避修正的弟 34段 通遊 .

第 35段

第 35段 銓遊小的文字上的改劫荻后通逍°

館 SG至 61段

寫 “ 至 61段適逮。

第 栳 段

肝.科 步馬先生建扶,弗 二句中的
“
私下予以解決

”
泣改力

‘
日內予以解決 .”

88.友 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建快有夫詞句垃修汀力 :“通避民法程序解央°
”

就達祥破定。

89.斯 里尼瓦葄 .拉奧先生提靖人(1● 注意最后一句中說 ,‘根告第 38段 概括了前六秦包括的

原則 .” 由子犬合第六委貝合不合收到垓根告—— 即特別報告長的第六次報告,因 此需要作一些洋

如叫逑°

9U.托 替沙特先生悅,若弗六次根告第 SS段 不是迂分冗挨,也并可以將其放入一茶腳注 .

91.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長)提快,及 何便的解決亦法是州除方銘 段及后一句 .

就速祥決定 .

絰避修正的第銘 秦通迂 .

錧“ 至 69段

牛 63至 m段通避°

笫 16段 (臻 完).

.篊
自第 2195次 合快,第 S2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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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埃 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力 哲吋未定的館 16段提出了下列新措祠 :“特別報告貝在患緒中

向委真舍保怔悅,些 吋在提出茶款草案.+,他 就打弊采取鋼要林定亦法°
”

93.帕 夫拉克先生悅他同意新的措泀°

報告貝的修正宋通遊 .

銓述修正的第 16茶通逮 .

絟避修正的B市 通越 .

D.清求提出坪站的志凡 (A/CN.4/L.● ●9)

第 9U段

第 7U段 通遊°

D市 通避。

94.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迸一步淡到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的意凡,他說在垓根告最后定稿

的各种文本中,腳 注都推放在垓放的位三。

仍.恩居加先生在科多馬先生和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支持下悅,剛 通迂的第 7U段特別提靖

人們注意特別報告真第六次根告提出的附件一所我夫子執行恫趣的茶數草案.央 隊上 ,保有部分茶

款已銓核可并交蛤起草委長含 .特別報告貝撤回了其他的茶款車來.若要求第六委真套甘淹回酥法

委員合沒有批准的奈款,那 將板力不幸.

96.友卡弗里先生 (特 別根告長)悅 ,第 9U段 是与報告貝怭商起草的.帝 第六委員合就附件

一所栽夫子執行同趣的茶歉草案友表志兄很恰些,因 力回吥法委長套下屇舍快將常快速些茶款 .至

于委長舍╨已通避的茶款,第 六委長金在目前再送行坪淹沒什么用7.些 然,在完成整介奈款草案

的一樣吋,要 將其交垥各曰政府征求意兄和建破°

97.帕 夫拉克先生說 ,靖 第六委員合就有米奈放草案皮表志兄很恰些.大合牛竟多次數促委員

套征求肘具体 l,9趣 而不是一殺 1.● 趣及表意凡.特別叔告貝所做的正是征求肘具体 1.9題 的落凡 .他 教

促委長●●支持特別報告真,并強惆弗 7U段拉原洋保留.

gS.卡未′ .〞 德里格斯先生悅 ,大套正是希生甘其就兵体 1.9捶皮表意凡.他不能理解力何委

貝舍有些委長不愿根括犬合指示行

一

°括他所知,附件一中奈致車未一茶也沒有被撤回°

g9.主 席指出,第 7U段未銓修改而通迂°有些委貝就其內容所友表的志凡些然合栽于舍快倚

要圮暴°

下午 6吋 2U分散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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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2lgg次合快

199U年 7月 18日 星期三上午 1° 吋零 5分

主席:文 久佑先生

出席:飢西先生、阿〨焦-● 伊斯先生、巴小沃#先 生、巴小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

納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科錚德斯先生、科〞巧先生、馬希奪

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唐加先生、小未曾先生、怕夫拉克先生、係菜先生、斯里尼瓦#.拉 奐先

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一

庫幼斯先生、索拉里 .囡 德拉先生、儲正姆先生、扎穆沙特先生.

回隊法委貝合第四十二屈金坡工作報告草案 (玟 )

第一幸 含快的姐銀 (︿/CN.4/L.446)

第 1至 1U段

第 1至 lU段 通避°

第 11段

1.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指 出,有 失館 17荼 車來的一段來文將列入報告另一部分.他提坡

在第 1段末尾加上道些的提及的括°

就送祥決定°

銓避修正的第 11段 通避 .

第 12段

2.埃 里克松先生 (根 告長)提快,年 一句末尾提到大合第 44/B9母 決快之7位 孩更力具体,可

以加上下列措洞 :‘有失設立回隊別═法院或其他日隊別

一

常判机杓的1.9題
”
°

就送祥決定 .

垤迂修正的第 lZ段通迂°

簿 13至 18段

牛 1S至 18段道逮 .

臸逮修正的報告車稿茗一幸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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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六幸 回家和國隊鈕珠同的夫系 (寺 趣的第二部分)(A/CN.4/L.傌 1)

A.手言

弗 1至 8段

年 1至 8段通迂°

A市 通迪°

B.本屆舍快中快速介青趣的情況

第 9和 1U段

第 9和 1U段 通越。

第 11段

3.馬 希島先生肘他汏力很不常凡的一种方法表示吃掠.一般是以特別報告真的意凡幵共,但

是本段正好相反,悅人們肘特別根告真的第四次報告
“
感到滿意,并表示攻迎

”
——速种看法一般

不用琲,第 1l段接下來立即就ㄇ迷委長合各位委貝的怒凡。而且 ,館二句悅
“
孩報告終子使本音

翅走上了正軌
”.送是一种免肘的、甚至夸張的浙言,最好透是市制一些。

4.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貝)在答交馬希馬先生吋提快刪除牛Ⅱ 段第一句°他逛將努力落清孩

段中所根告的志凡是委貝舍少數委貝或一小部分委長的意北 ,而不是整介委真合的志兄 ,由 手下面

的段落表示了相反的現魚,刷 除第一句更有必要°

5.索 拉里 .囡 德拉先生悅 ,若按報告真所指的方式重新起草第 l1段 ,他希望保留
“
正軌

”
達

一杬念。因力送是委貝合首次央定特達一寺趣的茶放草案提交超革委長合,送一

一

共不位忽略°

6.主席洗,如 果沒有反玵意凡,他特水力安貝合同意在重新起車館 1l段后再討挖孩段°

現達祥決定 .

弟 12和 13段

好 1Z和 13段 通迪 .

第 14段

?.馬 希馬先生指出,送 一故段方林依次描迷
‘
有些委長,特別是特別報告炅

〞
的意凡,然后

是委貝合本身的慈北,最 后是大合的意凡,其 堵呆是人●●不能看出垓段最后四句是確的意凡 .

8.本努納先生洗,他也有同釋的榮同.他快力弗 1● 段是打弊反映特別報告長的意兄°冷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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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解的俱仗是第一句中提到
“
委員合有些委員,特 別是特別根告貝.’

9.巴 小沃薜先生悅他好好 14段 的內容也有哭泀,送 一段內容很不早常.

1°.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貝)城 ,第 1● 段中的所有淹庶都是一致的:都要求雞坎申快垓音捶°

提到的各和意兀都是在委長合舍快些中提出的并有助手討淹的送行。我 口不淡達些意凡是不恰曾

的。也并垓段的升共可以重寫以便引入后面的來文°

11.主 席悅 ,如 果沒有反肘意凡 ,他特放力委貝套希望花吋日常快 ,在 達新起車后重新中快第

14段 .

就達祥決定。

君 15和 16段

常 15和 巧 段通避 .

館 17段

12.在 埃 里克松 先 生 (根 告 貝),巴 犿沃 薛先 生和托移 沙特 先 生就 用
“㎡thaun㏑必』

vUcation” 來翻澤法文 .v.calionunive‘ seue遠 一向題交換了意兄之后 ,委 長合決定清翻博爽尋找一

介更好的措洞 .

第 17段 通迪 ,但 有以上保留 .

第 18至 23段

第 18至 23段通趙 .

館 2● 段

13.索 拉里 .田 德拉先生要求修訂西班牙文本索一句 :m抬mbrodefrase達 一表迷不清楚°

妦 2● 段通避 ,但有以上保留。

錧 25至 B2段

館 2S至 銘 段適迂°

弊 BB段

∥.托移沙特先生和格雷夫特先生指出,館二句 :(“他在常快的報告中提交了兩項車發的茶

歉⋯⋯’)不 明确 ,甚至可能不正确 ,因力其所指的到底是特別根告真的館二次報告遜是錧四次根 .

告,送 一蕉不清楚 .垓段位予以澄清 .

第 BB段 通避 ,但 有以上保留°

弗 B●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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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S● 段適拉 .

弗茄 段

I.馬 希烏先生說 ,弊 五句說
‘
將司法豁免給予回所鈕狄共目的是保伊合体成長目的利益

”
,速

似乎混淆了回隊姐扒成貝目的利益和日隊姐玖本身的利益,水而元視達些姐扒的法律人格 .

16.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他將垓句理解力些一介回隊坦班的利益得到保妒吋,其成貝目的

利益必然同時也得到保伊°他水力混淆來自于
‘
成長日

’
之后的措田°

19.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具)迸 ,速一句反映了反肘任何限制因豚姐扒裕免的立切.其志困是

匡分錚子回家的有限豁免和回穌班取享有的免吋豁免°

18.托移沙特先生怔共有人表示迂送一意兄.唯 一的1.● 捶是將其中因子何人°

19.弗 朗西斯先生悅,也卄存在一介”屈的鬥厜,但是速一概念是清楚的,即 玲予回豚姐球的

豁免旨在保伊更大的利益,犬 于成長回車狂的利益.

2U.索 拉里 .田 德拉先生悅,他 是提出之一意凡的委貝之一.

21.馬 希島先生說 ,如 果目的是力回隊組軟地肘豁免辦伊,那 么援引仗享有有限豁免的成長因

的利益似乎不明智.垓擬告透位指出錧六句中所圮暴的志凡是確提出的.

ZZ.主 席悅,報告貝特与有失委真磋商修正方五和六句 .

第 35段根括瞴

第 BS至 姐 段

第 Bc至 41段 通越。

第φ 段

2S.凸 希筠先生在托移沙特先生支持下悅,好 伐 段崁后的措詞
‘
是免不可剝李的

”
沒有必要 ,

送一措詞似乎反映了肘剝李祝念的一些混淆‘根据定叉,公共財戶是不可能被剝李的.他提洪刪除

達些措詞 .

就送祥快定 .

銓迂修正的方 42段 通避 .

第芻 和 “ 段

第●S和 伍 段通述 .

第●S段

∥.本努納先生清求努力改造草案法文文本的最后一句,其 中我有 dlaccorderref㎎ eddescas

Just山“ 和 Υ日SteServ日 :tdega了 antt 色 undro:tderh° mmefUnd日 mentΔl等 措 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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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托 移沙特先生提快別除最后一句中的
‘
或汁

〞
一洞 ,若各回通迂茶放車棄,第 9各 些然可

以送祥援引。

就送洋坡定。

2C.主 席悅報告貝將淡法滿足本努納先生的要求°

銓道修正的第 45段根括送一掠解通迂°

第 46至 9段

乍 ●G至 51段 通道 .

”.主席感榭排阿拉伯活和排俄悟的委貝合委兵同志委真舍申快文件 A/CN.4/L.● SⅡ ,垓文

件的阿拉伯文和俄文本尚未分友 .

第二幸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A/CN. 4/L. 647和 Add.1和 2及 Add. 2/Corr. 1和 Add. 3)

2B.主席洗 ,報 告車稿館二幸由A、 B、 C和 D四 市相成.夫于B市 ,他指出,我子文件 A/CN＿

4/L.447/Add.3中 的弊 3分市的案文就是委長金已通避的夫子第 V紊草案同捶的案文 (兄 集

2198次 舍快,常 1-6和 S2-67段 )。 至于C市 ,他指出,文件 A/CN.4/L.44?/Add.1的來文

是委員金玟早●l候 通逮的淡立 回隊別

一

申判机椈鬥趣工作組的報告 (兀 弊 2lSg次 和牛 2lg2至

21阻 次合快,及 方 2196次 合以,幣 l-也 段)°

29.因 此,他清委員含申快牛二幸 A市 、B市 、第 1和 2分市及 D市 °

A. 早言 <A/CN. 4/L. 447〉

第 1至 ?段

第 1至 7段通達 .

A市 通遊 .

B.本屆套快常快速↑寺麼的什況

弗 8至 7U段 (A/CN.4/L.447)

年 8至 15項史

弗 8至 15段 通迂°

牛 16段

3°.巴 本甜戈夫先生長洪,在 館一句中用
“
形式

”
取代

“
程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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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送祥快定 .

31.托移沙特先生悅 ,簿 二句的
“
subs必伍ry(放局)” 一詞不是法文 acoess●fe一洞的确切澤法°

他提快改力
“accessUiy<附 為 )” .

就速洋決定 .

銓迂修正的方 16段通避 .

第 17段

S2.友卡弗里先生悅,英 文的法律用法要求用除冠田
‘
an” ,在 好二句中垓洞在

“
未遂

”之前

出現迂兩次°

就送桿快定 .

篷迂修正的軍 迎 段通道 .

第 18至 22段

算 18至 22段 通述 .

第 2S段

BB.巧 希鳥先生悅 ,法 文文本幵共如修改力 :SepUssaltau.苗 ,oommeΥ adit leR白pporteursP●.㏑ l

⋯⋯更力正确 .

漱速祥決定 .

法文文本銓逮修正的第 2S段 適╧

第 24段

第 2● 段通逆,

寫 2S段

銋.托穆沙特先生洗 ,他不能确定如好 2S段及后一句所迷,德 落志瑛邦共和回法律是否承忕

在犯罪行力之后提供帶助在菜种什玩下构成共犯.他建快由他未查怔速一羔.并通知報告長,若有

必要,報告貝可以督汀垓句 .

井 2S段通道,但有以上保留°

錧 2S段

“.友卡弗里先生悅,盤于甘淹中提出的梵焦,特別是盤手下面各段所作的答欠相普戶泛,他

党得第 %段大短。淡到犯罪者的其辰性定〤,他考慮的不是一般性定叉,而 是玵所常快的每一項

罪行的定又 .

36.本 努納先生悅他在辨淹中也采取同祥立劫,并強琱悅,在 大于仗咯的茶餃中,委 貝舍曾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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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界定每一項侵略行力的犯離者。

舒.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 ,他 也圮得提出同祥的月趣,但他不能肯定送一同趣是否能姼草先通避

在弊 26段 第一句末尾增加
“
力所常快的每一玩罪行.等措洞來解決,因 力起革委員合曾考慮列入

一項一放性荼放,就危害和平罪的犯罪者下一介定又°因此他提洪在年一句末尾加上下列措詞 ,

‘
考慮到特定犯罪的具体要卡

”
.

就送洋決定 .

生迂修正的第符 段通述 .

弗〞 段

第〞 段通遊°

第 2B段

BS.友 卡弗里先生強惆 ,治 罪法車來涉及三种不同失型的犯罪一找爭罪、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

共罪,他建快第一句后一部分垃相位加以修汀°

SS.在 与本努納先生、馬希馬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先 生、傷正姆先生 <特 別報告長)和挨里

克松先生 <根 告長)甘梵之后,主席悅,若元人反肘,他就放力委員合同意將第 28段 第一句后一

部分修汀如下 :“ .⋯”比道用危害和平罪或危害人失罪悅來更容易道用我爭罪
”
°

就速洋決定°

絟遊修正的第銘 段通避 .

第 29和 3U段

弗 29和 3° 段通道 .

第 31段

4U.在 与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長)和 友卡弗里先生交換意凡之后 ,主席悅,若元人反肘,他就

放力委貝合同志將幣二句修訂如下 :“其他委真不是玵此表示尸重杯及,就是要求現某些鬥趣澄清

其体匆市
”

.

就逮祥快定

銓迂修正的方 31段通述 .

錧 B2至 34段

幣 B2至 34段 通迂°

箱 35段

41.次里克松先生 (報告長)悅 ,及后一句的末尾,位 垓用
“
和

”
取代

“
或

”
.

—— 589 ——



銍述修正的第 3S段 通述。

第 SS至 39段

弗 36至 39段通逮。

第 4● 段

●2.比斯利先生提洪在垓段末尾加上下一句活,祝迷他在討淹中就此1.9趣 的及言 :“ 一位委貝

走快,在 田象別法系筑中,由 于瀯在犯罪的尸重性或蛭常性,或 由于雅以肘介人犯罪者提出別卒坼

松 ,制 定或其施共樣罪行似乎已演交力一介公共政策所夫注的1.● 捶 ,在 回隊方面也可以想象合出班

同祥的竹兄
”
°

就達洋快定 .

銓世修正的第 4U段通迕

第 41至 ●S段

館 41至 偽 段通述 .

第 46段

芻.埃里克松先生 <被 告鼠)悅 ,第一句中的
‘
有意地、明知地或未加思考地

”
之些措洞似乎

有些含糊.他建以由他來查明委貝合有失委長的補切悅法°

寫 46段 通逮,但 有以上保留.

第 47至 田 毛殳

第 47至 54段 通遊 .

第 5S段

44.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真)提洪刷除第一句中的
‘
甚至

”′河 .

就送祥快定 .

篷越修正的第 55段 道迂上

年 sG段

1s.友 卡弗里先生悅他不了好館二句的合〤 .

●●.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貝)提快將滾句重雩如下 :“但是,作力通則,兵体規定所有危害人

爽和平反安全罪的未逮罪垃受恁例,速 也是不明稽的
’

.

就送祥袂定 .

銓迂修正的方 56段 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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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田 至 59段

第 S9至 Sg段 通達°

第 6° 段

好.巧 希鳥先生提破特第 6U段 后一部分修汀如下 :“
.⋯”他們汏力 ,達 一 1.9題 元疑位垓列入治

罪法 .”

就遠祥決定。

篷避修正的第 6U段 通遊 .

第 61段

第 m段 通迂°

第 佗 段

48.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建訣刪除第二句和第五句中的
“
St白 t↙ 一田。

就達祥決定 .

象遊修正的第 銘 段通避。

第 63段

49.格 霄夫拉特先生提洪刪除第 63段 ,帕 夫拉克先生表示支持 .

就達祥以定。

第 a段

5U.科 ′馬先生提快 ,在 第一句中刪除
“
送一魚并不清楚

”
之后的

“
八它們些中

’’
.

就遠祥破定 .

銍越修正的常 64段 通遊 .

第 6S段

9.馬希烏先生建快刪除
“
可想到的

’
速一形容洞 .

就送祥決定 .

銓避修正的寫 65段通ㄝ°

第 “ 段

52.科 步馬先生走快刷除錧二句末尾的
“
圾南

”
一田 .

就達祥以定。

篷避修正的第 66段 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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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至 7。 段

第 G9至 7U段 通迂 .

53.弗 朗西斯先生悅 ,他希望村治罪法車來只將大規模姐軹的販迋床碎菊品作力一項罪行赴

理的构想 ,作 出強烈保留°

第四幸 曰妳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生)(A/cN.4/L.4砃 和 Add.1和 Add.2)

C.大于回哧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茶款車來 (A/cN.4/L.● ●9/Add.】 和 2)

弗 1分市 (委 見套至今力止哲吋通迂的奈效草案來文)(A/CNi.4/L.449/Add.1)

第 C.1市 通遊°

第 2分市<委 貝套第四十二屇套洪贊吋通避的第 22至 〞 茶草案來文及其坪注)(A/CN.4/L.449/

Add. 】和 2)

村第 22奔 的坪注 <保抻和保持生怒系統)

(1)和 (2)段      .

(1)和 〈2)段 通避°

(3)段

54.友 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建以 ,在他能移就委貝舍的一位委貝肘他提 出的一茶意凡提

出修正來之前 ,推 退申快 (3)段
.

就達祥決定°

(4)段

“.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提 快別除弗七句中的
“
些然

’′田 .

<4)段 適逮 .

(5)段

Se.本 努鈉先生走快川除 “)至 〈9)段 ,速几段重迷了回家的共域 ,特別是作力引怔的湖源 ,

可以在特別報告長的相夫報告中找到達些回家其域°

田.馬 希馬先生怀疑是否位垓保留送几垠 ,冬 管他承放這些引正的是有用的°

sB.表 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用 具有板威性的油源支持其春欺草案是委貝金的侍筑 ,

遠一侍坑可追湖到 lS5U年代初期 ,否 則它將給人以免空似定送些茶放的印象.重 要的是茶放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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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垓完全以各目的其或力基地°而且,他仗玵井 22茶 沿用了達一作法,肘其他奈敕坪注的超革如

近非如此戶泛.他 也曾努力冬可能王縮 <5)至 〈9)段 中持我的引怔的部分,在他的報告中”達一

部分幻占5U丌 °元淹如何,達是一今涉及委貝金方苦的原則同題 .

59.主 席提靖各位委員注意委員舍幸程館 2U茶 ,孩茶規定,坪注的內容必須包括
“
充分說明

判例和其他有失資料,包括:荼 的、司法判決和原則
”

.

6U.托 穆沙特先生悅 ,他 同志特別報告長和主席的惡兀,并相信玵奈欺的坪注不依是有用的.

而且村那些必須登洶達些坪注的政府官長和犬半學者是不可或缺的.

m.飢西先生朴克悅,如果刪除 (5)至 (9)段 中的引怔部分,那 么接者就只能等待我有特別

報告真報告的年發出版以后才能再看到達些引怔 .

銘.埃里克硹先生 (報告天)建 快,可 以保留 (5)至 <9)段 ,但 是有些引怔可以放在腳注之

中。

63.帕 夫拉克先生反村刷除 (5)至 (9)段 ,達些段落可以使委炅合也犬合相信其工作的基拙

十分坐固°

64.科 〞馬先生悅,他 也放力垃垓保留達些引怔°

∞.各庠鈉斯先生悅,有些報告內容极力丰宙,而有些91l相 些女乏.表卡弗里先生的報告裁有

一些很有价值的要素,委 貝合刪去達些要素將是借長的,尤其是,根括 ㄍ口隊法院規的》弟 SB寨 ,

委貝合的工作可以作力确定法律原則的朴充資料°因此委貝舍通逮的茶敏位垓附有洋魟的坪注.

66.雅 科籬德斯先生悅,他反肘刪除 (5)軍 (9)段
.

S9.主 席悅,若元人反村,他就汏力安貝合同志保留第 22奈 的坪注 (5)至 (9)段 .

就達梓決定。

下午 1吋 15分 散套 .

弗 22UU次合快

199U年 7月 18日 星期三下午 3吋琴 5分

主席:文 久中先生

出席,飢西先生、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巴小沃#先 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

幼先生、埃呈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科像磁斯先生、科′馬先生、再希車

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會加先生、小水曾先生、怕夫拉克先生、佩未先生、斯里尼瓦≠ .拉央先

生、拉扎兄德拉朗博先生、

一

庫幼斯先生、索拉里 .田德拉先生、每皿姆先生、托移涉特先生 .

—— 593 ——



曰吥法委貝合第四十二屆合快工作根告車稿 (生 )

第四幸 回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笙><A/cN.4/L.449和 Add.1和 2)

C.夫子回坏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茶款草案 (A/CN.4/L.449和 Add.1和 2)

第 2分市 (委 員合弟四十二屆合以哲吋通迂的第 2Z至 V各草案案文及其坪注)<生)<A/cN.4/

L.449/Add.1和 Z)

算 22奈 (保抻和保全生怒系筑)的坪注 <生 )

<3)信史 <劣無完)

1.友卡弗里先生 <特 別報告真)肊及,委 貝金一位委員村 (3)段 提的一絭慮凡近有待解決.

因此他建以將第三句的措洞
“
嵌害威勝

”
修汀力 :“ 重大振害威勝

”
.

就送祥決定。

篷逮修正的 (3)段 適遊 .

<5)至 (7)段

(5)至 (7)段 通述°

(8)段

2.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真)建 快玉縮有夫 6皿松森法》的段落,以便消除一些重負之赴。

3.友 卡弗里先生 (特 別報告貝)提 快 ,根据下迷掠解通道 (8)段 ,即他將与報告見一道肘措

洞送行必要的修改,但 不改交其央瘚內容°

(8)段根裙速一涼解通避°

<9)段

4.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建洪,(9)段 的一些參考文敵可以很方便地移到腳注之中°

5.主席悅 ,如 果可行 ,可 以社秘中7未做這些改劫°

(9)段 通述°

銓迪修正的幣 η 奈的坪注通迂 .

第 2B各 <預 防、威少和控制污染)的 坪注

(1〉 至 <6)段

(l)至 (6)段道避 .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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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巴 小謝戈夫先生批坪錧三句,垓句主張戶格措施,而不主張裝先松的措施,球而采取了一

种先粹定丑的林准。進些的狋堆是充分的林准—— 所采取的措施是否与要求相肘虛°一介國家可能

采取超出現其需要的十分尸格的措施,而 另一回采取的技力先松的措施可能是道些的°

?.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指 出,垓句以
“
例如

”
升共,垓句并不打算做一种篦玵的隊

遊或作出任何主現的啥新°它仗仗提出了一介假淡的例怔 ,以 便表明一日根括尸格林准所作的努力

可能由于另一水道回采取餃低的林准而元法奏效 .

8.比斯利先生提被,可 以在
‘
可能使

”
之前加上

‘
如果放怔明不克分

”
等字祥,用 送一亦法

來克服上迷困碓°

就送祥洪定 .

9.斯 里瓦尼非 .拉央先生悅 ,倒 數好二句洗整介林琱避程
‘
必須涉及水道回之同怭商一致的

意兄
”,速 沒有充分反映掰調的遊程°

1U.友 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提洪,把 “
必然涉及水道回之同柲商一致的意 mL” 修訂力

“
必然取決手林商一致的意凡

”,爪 而解決送一同越°

就速祥決定°

篷避修正的 (7)段 通遊 .

(8)段

n.托穆沙特先生提情人I● 注意腳注 61提到歐洲理事套的歐洲保伊田防水道免受污染公夠

草案°共隊上,歐洲理

一

套曾兩次致力于起草達祥一介公的,第 一次是在 19“ 年 ,第 二次是在 19π

年.腳 注所提到的是 m74年 的草案,垓 草案至今尚未通遊.手央上 ,由 子 15年 來一直未就其采取

任何行劫,完全可以放力,.9草 案已被拒地,遠祥一份文件不能被用作支持第 23茶 的資料出爽°他

建洪刪除垓公的草案的提法.

12.本努納先生提到 <8)段 好三句中的措甸
‘
最近送成的几項林破避循了

”,他指出,腳 注 61

列拳了中多不同的宋文.包括回杯法研究所和回隊法掰金所揪汀的文件.他 的走快是用
“
怭快和國

豚文H9” 取代
‘
最近送成的几項怭快

’
.‘ 及近

”
送一形容河并不璃切,因 力捉到的有些文串日期迡

在 1992年 和 19π 年°

13.索 拉里 .田 德拉先生反玵刷除肘歐洲理

一

套之Ek洲 公的車宋的提法.他不能移接受一項

公夠草案故吋伺赴子中破狀忞就庄被視力之到拒地逮种想法.

14.斯 里尼瓦#.拉央先生悅 ,‘掰定
”

一同位垓伙用于指回家之同的協定 .

15.恩 治加先生支持提及歐洲理

一

含歐洲公的車來.速 祥做有助手指出构成有失孩快趣所做

工作之一部分的几介項目之一.他建快腳注 61保 持不交,并 用
‘
掰快和其他文中

”
取代第三句

“
最近送成的凡瓨怭快

”
等字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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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巴 小甜戈夫先生悅 ,送涉及一介原Jll同 趣。委真舍必須在資料來源恟題上十分尸格.一份

伿仗是第二次努力來似汀一項公的來文的草案不能姼以与各回盤署的公的相同的方式被引正作力

資料來源.他主菰去掉提及歐洲公的車來之赴,否 則垃焊秤垓車來尚未通避°

17.友 卡弗星先生 (特別敬告貝)提快,(8)段 方三句升共的措田修汀力 :“ 回隊怭定和其他

文串
’
。

18.他迸一步提快把腳注 61分 力三段.銘 一段包括前兩史提及,到
‘
注 Sg” 力止.垓段提到

兩介現行回吥茶的:19%年 ㄍ保伊未首河免受化半污染公的》和 199B年 6加 李大和美國夫子大湖

水辰的怭定》.

19.弗 二段以
“
亦北

”
升共,接若是以提及歐洲理

一

套的歐洲公的車瑋升共的段落,到 提及因

呸法捇舍 lg82年 ㄍ裳特利小如則》力止.垓段除了歐洲理

一

套的公的車棄之外透將包括目前提到

的回酥法學界的一些文敵.錧 一其提及末尾的
“
第 376段 ”之后的

“
亦兀

”
一切也#可 以去掉°

2U.第 三段以
“
同祥的方法〞

幵共,包 括目前來文的剩余部分,其 中提到有失海洋污染的文+.

特別報告長的修正案通越°

銍遊修正的 (8)段通遊。

(9)段

21.本 努納先生提快,在 第一句中用
“
洋如”

一月,取 代
“
避一步

”
一同°

V.帕 夫拉克先生提快刷除第一句,并且考慮到本努納先生的志兀,在 第二句升共的
“
說明

”

之前可以插入
“
迸一步

”
或

“
朴充

”
等字祥.他逐提快 ,在 第二句的

“
回家慣例

”之前加上
“
支持

第 23荼 的
”

等字祥 .

23.友 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不堆接受這些修正來的精神 ,但愿建快在
“
悅明

”
一

詞之前所加的措祠泣孩力
“
洋如的

”
°

鈕.斯里尼瓦#.拉爽先生現,他肘最后一句中提到保伊水道回免受污染必需的
‘
最低

”
又夯

不滿志.他次力,若 著斌在垓未文中啪立承低或1有 限度舍起反作用.因 此他提快刪除垓句 .

2S.帕 夫拉克先生提快,考 慮到斯里尼瓦伊 .拉奧先生的慮凡,位垓刷除
‘
最低

”
一月°

就之祥快定 .

26.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真)史快,由 子川除好 2B荼坪注 (9)段 第一句,孩 (9)段 第三句

位孩修汀如下:‘力說明起凡,不妨提及其中的忤多文就
”

.

就送洋決定°

η.本 努納先生悅 ,腳 注“ 有夫的一句是 :‘ 回淋姐玖和寺家小姐在遠方面的工作一向都特別

丰名°
”

但達茶腳注沒有提到回隊繳銀的工作,除非把目隊法研究所和曰唪法林舍列力囝怀組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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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友 卡弟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在球合回所用的木活中——他采用遠些木活,送 兩介机

构被列力囝隊非政府組象°也中孩句提到回FzT,姐 銀之赴可以代之以園吥非政府姐象 ,且 然后一木活

不大方便°

”.托移沙特先生悅,也許可以用私人口隊机构或表明其力促迸回呠法的机杓的一些其他适

些的措洞來指務有夫的姐欽.

3U.本 努幼先生在拉扎凡德拉朗#先 生支持下提快使用°【g色n‘meSscien㎡ iques interna● 山Bux

一洞 .

31.友 卡弟里先生 <特別報告長)指 出,達一措洞在英活中沒有道些的村位洞°

32.在 与比斯利先生,科多馬先生,思店加先生,帕 夫拉克先生和索拉里 .四 德拉先生倚短交

換意兀之后,主席指出,1963年 秘卄米 ㄍ夫子利用和使用回淋河流的法律向翅》的根告
1 

年四部
｛

分題力
“
有夫回酥法的非政府組玖所做的研究或正在迸行的研究綜迷

”,其 中列出回酥法研究院和

國哧法1.+合 °因此他建缺在 (9)段 錧四句中,用 “
有失日隊法的回隊非政府組班”,而不用

‘
回防

姐軹”
來指秝速兩介組象.

就達洋決定°

銓避修正的 (9)段 通逮 .

垤遊修正的第 23茶 的坪注通遊 .

弊八幸 委貝合的其他決定和緒梵 ㄑA/CN.4/L.們 3)

33.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貝)拜 猙悅,規划小姐決定在第 14段 之后列入一介新的小段,有 夫

畏期工作方案工作姐失于委長合工作安排的各項提快.新 的段落尚未似好 ,孩 段要提到委員金屆舍

分幵和在 日內瓦以外定期拳行合快的可能性°

34.佩 菜先生悅,工作鋑逐討梵了委長含是否位垓在不同的時候犖行袋短的合快速一
.1題

.

∞.主席悅,因 力規划小組尚未甘梵縮短合快吋同的可能性,委 員金根告不能提到達一可能

性.盤 子本組扒的財政困堆,他 玫促各位委長慎重行

一

.若 委員舍提交大含的報告中提到嬤短屆合

的可能性,也 ︴就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吋同長度 .

BG.凱 西先生悅,規划小姐在委貝合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的范田內,确 共提到了姑短屆含的

鬥題°

Ⅳ.主席提快委員含逐段申快弊八千 .

就達祥破定°

!《 1974年 ⋯⋯年盤》,第 二卷 (弟 二部分),年 33面 ,文件 A/S4U9°

—— 597 ——



A.委 貝金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第 1段

弗 1段 適逮°

第 2段

銘.帕 夫拉克先生提快將第 2段 的升共修正力 ;“ 委長合決定⋯⋯”
°

就速祥破定°

銍遊修正的弟 2段 通迂。

第 3至 6段

第 3至 6段通道°

第 7段

39.托 穆沙特先生提情人●●注意第一句表示委真合打算
‘
在本屆合快內

”
完成夫子國家及其財

戶的智格豁免的茶數草案的二接 .根据夫于其上居舍洪的報告第 132段?打
算在其本屆委貝

“.⋯ ..

任期肉
”
—— 即到 1g91年——完成二放°垓報告按若悅 (第 733段 )s 委員含打算在 19UU年 “本

一切努力
”

完成二族,而 不是悅保正做到此魚°

4。 帕夫拉克先生提破把第 7段最后一句修正如下 :“ 委員合卄划在下一屆合洪上最后确定剩

余的 12茶茶款草瑋⋯...∴

41.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悅 ,力 了与上年的報告保持一致,委 貝套位垓提到打算在本屆舍

以上努力完成二放°

也.主席悅 ,委 員舍的打算一貫是在其本屆委貝五年任期豬束之前完成茶款草案的二放°因此

第 7段 弊一句最后的措洞泣孩力 :“ .⋯ ..在 其本屆委見任期肉
”

.

43.凱西先生悅 ,第 7段 館一句奴仗反映了去年報告弊 9S3段 中的悅法,沒有理由因力委貝舍

在本屆合以上仗完成了 16茶 茶放車來的二女而改交送一現法.送是不可取的°

租.格雷夫拉特先生悅,他 同意托穆沙特先生的志凡,放力委貝舍的打弊是在其本屆委貝任期

內完成荼欺車采的二放.他支持主席和帕夫拉克先生提出的肘方一句和技后一句的修正菜 .

巧.托移沙特先生強調 ,委 員合并沒有落后,因 力它仍然在堅持去年報告第 9S2和 9B3段 所隊

迷的基本工作卄划.

‘《19Bg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弗  面 .

.同
上 ,第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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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主 席建快報告貝和參与起草的委員舍委員重新超車弗 7段 ,并建快委貝合在道些吋候 ,重

新討淹垓段 .

就達祥決定。

錧 8段

47.帕 夫拉克先生悅 ,委 貝合根本不可能在 ”91年 以前完成速兩介令捶的茶獄車屎的一演。

虛垓悅委貝舍特
‘
在 lg91年 ”

或
‘
在方四十三居舍狄上

”
完成速一工作 .

48.拉 扎兄德拉朗博先生悅 ,牛 8段位垓以下列措甸幵共 :“委真套逐表示打多 ...⋯ ”,并刑除

孩句升共的措田°

49.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其)悅 ,他 能侈接受提洪的送兩瓨修正未°

帕夫拉克先生和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的修正來通達°

銍避修正的第 8段通迂 .

第 9段

5°.帕 夫拉克先生提破刪除第一句后面部分 ,放 “
些然⋯⋯”

幵始。笫二句中的
“
相些多

”
一

月也位垓別除 .

51.佩菜先生悅 ,在 法文文本第一句中,q.iserUntcclmp.seesdeschaPitres速 一用悟不正确 ,庄

孩代之以 qu:oonstitueront leschaPitres.

帕夫拉克先生和係菜先生的修正案通遊。

篷避修正的第 9段通遊 .

第 1U段

田.主席建坡用
“
在弗四十三屆套快上

”
取代

“
于 lgg1年”

.

就達洋扶定°

篷達修正的第 l° 段通避 .

弗 l1段

館 1l段通述 .

弗 lZ段

53.托 移沙特先生淡到腳注 1常 5段 ,他走快用
‘
我軍

’
取代

“
我軍的法律方面

”,并 去掉引

子 .

54.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長)拜秤悅 ,腳 注 1弗 6段錯尾提到
‘
已列入本敬告

”
的文件指的是

工作組夫于淡立回妳別卒法院的報告,已 哦千委長套報告第二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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惢.格 霄夫拉特先生悅,規划小姐有人建快最好不要提及委貝套在共現回吥法十年的目杯方

面的作用 .

S?.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解釋說,腳 注 1包括工作小姐夫于委真合故期工作方案所提各种

建洪,共 目的在子使委員舍能侈決定是否把送些建破哉入其報告之中°

SS.托磣沙特先生建逑依保留腳注 1館 8段 的弟一句.委 真舍不位蛤人以沒有主劫性速一印

象°

∞.比斯利先生同道,是 否已臸決定在委貝舍本身的根告中列入挨期工作卄划工作姐的整今

報告。

6U.恩 詹加先生悅 ,他汏力討腳注 1不位些修改.工作組的報告已生提交給規划小姐,委 員舍

不位孩取消規划小姐的決定 .

61.馬 希烏先生說,已之決定把工作姐的迷展報告作力腳注列入委員舍的根告°

62.帕 夫拉克先生悅,工作鈺主張腳注 1案 文保持原狀°

63.凱 西先生靖根告長解渾腳注 1第 5段 中
“
新一代人叔

”
送一措洞的含又°

斂.巴 你甜戈夫先生悅 ,達 一措詞指的是╨已确立的人民的叔利或集体板利速一概念°達一措

洞的含〤尚未篷遊甘淹°

6S.科 多馬先生悅,速 一提法位,/9是
“
第四代人杈

”
。決不位亥暗指一种新染型的人杈°

cS.托 穆沙特先生洗 ,送 一措詞位垓是 :“ 第三代人板
”,其含火力裁軍的叔利、和平的叔利等

等°些然,委 貝合到底是否垃,×9參 与達一快趣逐可以爭玟°

67.帕 夫拉克先生解lg.悅 ,他想出
‘
新一代的人叔

”
速一措洞,意 思是指友展叔、和平板等等 ,

以及少數人的叔利.他也可以接受
“
第三代人板

”
達一措泀 .

銘.巧 希馬先生悅,他 主強用一种林准的提法,如 法文的 les noul,eauxdroksde1’ homme

(“新人,k” )。

CS.巴 小甜戈夫先生悅,他 比較館成
“
集体人板

”
的提法 .

9U.主 席提以,腳 注 1的案文保持不交.

就之洋決定°

第 13段

71.科 〞巧先生建快插入新的弗 13段 之二,垓段如下 :“ 一位委貝提快列入
‘
日昹移民法’等

趣供委長合在道些盼段常快 .”

92.埃 里克松先生 (根 告貝)悅 ,送一定快泣垓列入合洪倚要圮果,將其放在委貝套報告之中

不合道°

9B.巴 小沃薛先生說,安 真合沒有申快科多馬先生的提快,因 此不能鉹哉入委員合的工作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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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小沃#先 生悅,委 員合沒有申洪科多馬先生的提快,因 此不能移栽入委員合的工作被

告.

π.主席建快科多馬先生在委長金下屆舍以上提出他的提洪°

石.凱 西先生悅 ,且 然他改迎科多馬先生的提快,但是不能將其列入根告,因 力送舍意味著委

長套已銍甜梵迂故期工作卄划工作組的報告并作出了央定 ,而 弟 13段仗仗是說委貝合注意到垓報

告,并將鈴子工作鈕更多時同以便似汀走洪.他 同意主席的意凡,快力科男巧先生位垓在委員合箱

四十三屆合以上提出他的提破°

76.巧 希馬先生說,他 同志巴本沃薛先生和凱西 先生的慮北°但是科多馬先生提出的以趣是

′介重要的快趣,速 一提快位孩列入何要圯暴,以便工作姐在 lg91年 能營予以申查 .

η.科 步馬先生現 ,他村長期工作卄划工作鈕沒有迅速向委貝合提出報告表示遙憾.19Bg年第

四十一屆合快全部吋同和本屆套快大部分時同他都一直在等待,但 是些根告最后到來之吋他沒有

在場 .他仗仗是提坡一介他放力可以申破的寺題,若不將他的提快列入報告他也不合反肘,但 是他

希望工作姐將在下一次套快上申快速一1.9趣 .

9S.馬 希島先生指出,工 作組的報告是按 .l編 耳好的,但 是由于全体合快和起革委員合套快 日

程很滿,規划小組沒有机合中查速一報告°些最后甘啥速一根告●f,科 多.’ 先生不在埸°

”.主席悅,科 多馬先生的志兄將道些地圮入舍洪何要圮暴中°

第 lS段 通迂°

裝∥ 段

第 竹 段通迂°

第 15段

8U.格雷夫拉特先生提到腳注 2,他悅,他 的印象是回家女任奈款草案的整介第二和第三部分

也有待起草委員合赴理。

81.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長)悅 ,腳注 2逐垃垓包括回家女任車未箱三部分簿 1至 5茶及其附

件 ,除 了茶歉車來第二部分弗 6至 16茶和新的紊致車來年 6至 1U泰 之外,前任特別拫告鼠已將上

述茶敏提交錚起革委長金 .

B2.巴 休沃菸先生 1.● 道,已 提交起革委長合的夫子回淋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掘告性后

果的回隊安任之茶求是狄第 1至 g奈逐是仄牛 1至 1U奈 .

SB.主 席悅,他 的印象是大于回隊女任的前 1U紊 .后 來被修正并城力 9各 .

放.巴 你沃中先生忔及,1988年 委見金向超革委炅合送交了前 1U各 ,并 于 1989年送交弟 1至

9茶 的修汀草案 .

85.主席悅 ,如 果沒有反村意兀,他將放力發長合同志在避一步申快腳注 2之后,再 甘淹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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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就送祥洪定 .

第 16段

BS.友 卡弗里先生建狄,在 ‘
它确立的目狋

’
和

‘
自已

’
之同位垓加上

‘
力

”
字°

就遠祥決定 .

至逮修正的第 1c段 通遊 .

第 19段

牛 19段 適逮°

第 lB段

87.托 移沙特先生悅 ,館 一句中
‘
以便村

”
一詞不清楚 ,位 子修正°

BB.主 席建琪 ,位 由根告真考慮托移沙特先生提出的志凡惆整來文°

年 18段根捃遠一掠解通道°

第 lg和 2U段

第 19和 2° 段通遊°

B.同 其他机构的合作

第 21至 佑 段

館 21至 23段 通避 .

B市 通避 .

C.第 四十三屆合洪的日期和地焦

第Ⅱ 段

Sg.係菜先生在格雷夫拉特先生支持下走快,弟 鈕 段垃垓表明,夫子下屆套快 日期的決定是

各遊反交討站才作出的.

gU.凱西先生走快在
“
委長合同志

”
之后加上

‘
銍述故吋同討捨之后

”
等字祥,或列入各方表

示的保留悲凡 .

g1.再 希島先生悅,他 也同志這些保留惹兀,但 不水力位垓將其我入車Ⅱ 段 .

92.恩 居加先生悅 ,他 主米格達些保留慮凡哉入合洪何要混暴。任何 日期都不可能得到所有委

真合委真的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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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索 拉里 .田德拉先生悅,他玵合快日期也有保留惡兄,達 一日期一年比一年提前°如果不

我入送些保留意凡,秘 +爽就不可能采取必要措施安排裝晚的日期。

94.比 斯利先生悅,第 24段位垓反映志凡分歧.他建放下列措洞 :“ 委貝合同意但有若干保留

意兄,其 下一屆合快⋯⋯∴

95.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長)悅 ,不 幸的是,表 示保留不起任何作用°

96.主 席建快好鈕 段原文適迂,一 些委員的保留意見我入筒要圮最°

g9.佩末先生悅 ,他不打多重新升始甘淹下屈合快的日期日題,但是報告泣孩釵迷委長舍的工

作,因 此泣垓提到所作的保留.否 則就元法知道曾銓出現避達祥一介同庭 .

98.巴 水站戈夫先生悅,他 同意剛才佩未先生的意兄°重要的是要洗清楚,冬管委員套洋多委

員表示保留,垤遊挨吋同討梵之后委貝合就日期向趣作出了一項決定。
gg.巴 休沃薛先生建快好 ∥ 段堆持原狀,插 入一系腳注解舉委員套有些委員反村所進的 日

期,他 們放力速一日期大早 .

lUU.恩詹加先生支持速一建快.但是如果插入一茶腳注,它 必須各方兼碩,因 力元淹造捀任

何 日期,志 套村一些委貝不方便 .

1U1.主席說 ,他袂力沒有理由修正第 24段 .若各位委長同意,他可以在第四十五屆套放大合

第六委貝舍的友言中提到他們的保留意凡.也并第六委貝合那吋可以找到一种解決垓鬥趣的亦法°

1U2.佩某先生反肘主席的提快°他反肘送些日期并非因力它們不方便,他在原則上反玵确定

這些日期的方法.他 同意巴小沃薛先生的建快,增 加一茶腳注,但放力解發力什么逸捧特定的日期

有人反肘套使鬥題非常褒染 .

1U3.凱西先生說,他 同志無菜的意兄.達不依仗是一介方便的同題;而 是更力根本的鬥趣.委

貝合每年俱仗荻得一段可利用的吋同.合快的次數也是如此 .

l”.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長)悅 ,若要包括已皮表的所有意兄,腳注就必須相些故.因 此由

主席在他村第六委員金的友言中提出送一同題更力恰些°

1U5.主 席說,若 沒有反玵意北,他特放力委貝合同意通避好 24段 ,但精一項諒解,即 表述的

保留意北將戢入合迸何要汜求,而且他將在村犬合牛六委員含的及言中提出達一向題 .

方 銋 段根括速一掠解通避 .

C市 通避°

下午 6吋 15分散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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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ZUl次 合洪

199U年 7月 19日 星期四上午 1° 時零 5分

主席:史 久佑先生

出席: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你沃菸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

幼先生、坎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科錐僽斯先生、科男馬先生、馬希馬

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居加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保末先生、斯里尼瓦許 .拉 央先生、拉扎凡德

拉朗博先生;年庠納斯先生、索拉里 .困偲拉先生、拐皿姆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國防法委貝令第四十二屆合快工作報告草稿 (生 )

第八幸 委貝合的其他決定和生梵 (撲 )(A/CN.4/L.453)

D.出席大舍第四十五屇合洪的代表

第拓 段

第 2S段 通迂°

D市 通逮°

E.回 隊法排刁合

第鉐 段

1.科 〞馬先生在雅科雒德斯先生、托移沙特先生和比新利先生以及主席 (以 委員舍委員身分

友言)的支持下悅 ,位 垓与委員舍秘中赴合作超革田隊法排可合大期,以便与合者得以放中得到最

犬的收益.委 長合下屆合快拉垓常快汫刁合的組奴安排鬥捶,委 長合与排刁合的球系位垓更力密

切。他透提快第二句中用
“
年老半者

”
取代

‘
年挃教授

”
.

2.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真)悅 ,他理解法律頑同特用通信方式征洶委長合各位委長肘下屆排

刁合安排的意凡°

3.帕 夫拉克先生悅,他也很夫心汫刁合的安排及其甘梵的味題.他快力在達丙介鬥趣上泣垓

更具体地与委長合磋商,汏力排刁合大鋼位孩同時反映委員含的工作和回隊法目前的趙勢。

之.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在 夫于逸掙甘刁合參加者的委真合升合之吋,他作力國防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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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在 日內瓦的一名委見位遨主持垓委貝金 ,放而成力孩委長金 1988年 的主席°因此在回阡法委員

套和排刁合之同已篷有了一种耿系°

第 26段 通逮°

第 27至 36段

館 V至 35段通迂 .

E市 適迂°

第四幸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撲 )(A/CN.4/L.●●9和 Add.1和 2)

C.夫子園哧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奈欺草案 (玟 )<A/CN.4/L.449/Add.l和 2〉

第 2分市<委 貝金第四十二屆合快哲吋通述的第 22至 29茶 草案案文及其坪注.)(撲 )

(A/CN. 4/L. 449/Add. 】和 2)

第 24茶 (弓〡迸外來物种或新物种)的 坪注

〈1)至 (4)段

(l)至 (4)段 通遊 .

第 24秦 的坪注通逮 .

第 2S奈 (保抻和保全海洋坏境)的 坪注

(1)至 (4)段

<1)至 (4)段 通述°

第 25茶 的坪注通避 .

寫 加 茶 (預 防和拭挃有害狀況)的 坪注

第 ㄑ】)至 (6)段

第 (1)至 <6)段通述 .

弗 加 茶的坪注通道 .

第 V茶 (緊 急情況)的 坪注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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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埃里克松先生 (根 告貝)提快第 (l)段位垓增加一些內容,用 以下來文取代第一句 :“ 第

V茶涉及水道口在友生与回隊水道 〔系筑〕有夫的其呠緊急竹兄吋所泣作出反泣的又奔°它与第

26茶 不同,第 26茶 涉及預防和城輊可能肘水道因有害的狀況°
”

6.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支持孩修正來°

報告真的修正素通逛 .

7.科 多馬先生在巴本甜戈夫先生支持下悅,弗 29茶第 1數 的定〤与該茶全文有夫,不庄垓象

腳注中所建快的那祥移至第 1茱 .

8.思詹加先生同志遠一意兄,他提快別除垓茶腳注 .

9.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悅 ,在 中快起革委長含提出的案文后 ,目 前的第 29茶及其ml,注 已

荻通遊,再 作任何修改不恰些°

lU.友 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見)悅 ,他肘措泀
“
紫急情況

”
定〤的位王向趣沒有任何強烈的

意兄,他汏力達一同趣位在以后決定。

垤遊修正的 <1)段 適逛二

(2)段

<2)段 通遊 .

(3)段

Ⅱ.恩詹加先生提以 ,在 <3)段 末尾逐成孩提到其他有失的回妳姐軹 .

12.友 卡弗里先生 (報 告貝)悅 ,他 將与恩詹加先生一道最后确定垓案文°

(3)扶 根据速一掠解通逮。

(4)至 (6)段

(4)至 (6)段通逮。

(7)段

13.帕 夫拉克先生提快刪除援后丙句°

14.在 与友卡弗里先生 (特別撤告真)、 思詹加先生、巴小榭戈夫先生、凱西先生、弗朗西斯

先生和馬希鳥先生交換慈北之后 ,主席洗 ,若元人反村,他就次力委貝合同志刪除 (7)段 最后兩

句 .

就速祥決定 .

垤逮修正的 <7)段通述°

篷避修正的第 η 茶的坪注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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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五幸 因宗責任 (A/CN.4/L.們°)

A.專 言

館 1至 6段

第 1至 6段 通越°

A市 通避 .

B.本屆合快常洪送介寺題的竹兄

第 7至 8段

第 ?至 8段通迂 .

第 9段

15.本 努納先生提快第二句垃孩修正力‘
“
它申登了另外三介后果:等值賠儂以及朴儅和保怔

不重犯
”

.

16.阿 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 別報告炅)悅 ,他 同志孩修正來°

本努納先生的修正來通遊°

1?.巴 水甜戈夫先生注意到館一句中提到
‘
回隊不法行力

”
°此种行力可能既不是犯罪又不是

違法行力,在 本來中發兵合仗仗焚理達法行力鬥娷.措詞垃垓又力确切 .

18.阿 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達整幸指的都是
‘
回哧不法行力

”.力 了滿足巴休

謝戈夫先生的意兄 ,可 以在第 9段館一句中作一介解捀,其措洞力
‘
回隊不法行力 (違 法行力)” ,

但有一項諒解,即速一解釋也适用于本幸其奈部分°

就速祥快定°

篷迪修正的第 9段通迪°

第】U段

館 1U段 通迂 .

第 11段

19.佩菜先生悅 ,位 垓向樣者悅明,年 11段 恙玲了特別拫告真的志凡,不 是委員舍的慮凡。因

此他提以垓段用下列措田升共 :‘特別報告貝指出⋯⋯’
.

就送祥決定。

2U.本 努幼先生在比斯利先生和拉扎兄德拉朗博先生支持下悅 ,他 肘第二句末尾使用的
“
法律

方面
”

送一表逑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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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阿〨焦一每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提快用
“
主跳板利

”
取代上述措泀 ,意 大利、德回和

法回法律都使用送一措泀°

22.托務沙特先生注意到箱 1S段 中已鞚使用了遠一措詞 ,他提洪在使用的各种悟文中都將達

一措洞放在括母以內。

特別報告長和托務沙特先生的修正來通迂 .

至遊修正的第 1段通避。

第 l2段

第 12段 通避°

算 13段

23.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提破,在倒數年二句中,“其豬果⋯⋯回沶不法行力
”
,“辰是和

數〧
”

和 (“仿害
”)等措詞位子刪除。

就達祥決定°

銍迂修正的第 13段 適迂 .

第 】4段

a.帕夫拉克先生悅,他 堆以理解力什么在弗一句列入括咢中的措洞.似 乎送有些矛盾°

2S.阿〨焦守 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提快用
.篷

常
”

取代方括母中的
“
多教

”
°

就達祥決定。

%.埃里克松先生 (推告貝)提破,ml除 第二句方括咢中的措洞
“
狄ㄏ又上解釋气

就速祥決定 .

逢逮修正的第 14段通述 .

第 15和 第 16段

館 巧 和第㏑ 段通避 .

簿 17段

27.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提快,作︴多改功.弟 一句垃如除.年 二句升共修正如下 :“特

別根告真悅,在初教規則方面,⋯⋯t在 垓句末尾的
“
很明五,相 肘不新

”
等字位刪除°牛三句

中的
‘andasfrequently” 位朋除°在第四句中,拉孩在

‘
be” 和

‘
an” 之向插入

.elther”
一詞 ,用

“
Ur” 取代

“asweuas” .最 后,在 最后一句中,位孩刪除
“
在原Jll上

”
和

“
最終

”,并 用
“
所有規

則
”
取代

“
規則

”
.

就送祥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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銍避修正的弟 19段 通迂 .

第 18段

田.侃菜先生悅,他 肘方三句中的
‘
宗主回

’
達一措坷感到吃掠.他 提以改力

“
前管理回

’
.

就遠洋決定°

砮避修正的弗 18段 通迂。

館 19和 2° 段

第 19和 2° 段通迂 .

第 21段

29.佩菜先生注意到第 21段 列入了某些委貝的芯凡,而他是
“
某些委貝

〞之一,他悅他主張

刪除最后一句幵共的
“
在某种程度上

”
等字祥。

就速祥洪定 .

篷遊修正的第 21段通避 .

第釳 段

3。.拉扎几德拉朗博先生悅,他肘沒有提到彩虹勇士考來判決的日期感到吃悚.在 根告的其他

它幸市中,引 用的判決和伸我我決后面都有其日期°

31.佩 菜先生在馬希馬先生支持下悅,他肘弗一句使用
“
恁捐性

”
送一形容洞感到掠奇°達一

措詞在根告中似乎是館一次出現,雅 以看出所指的是什么°

32.阿 〨焦一午伊斯先生(特別報告真)同 志報告中引怔的判央后面位附有作出判決的日期,他

現他愿押助報告貝加上必要的材料 .‘retributive” 一字已經使用道 ,但他可以同志泣將其改力加u㎡＿

tive” .

第η 段通述,但 須作出土迷修正 .

第 23段

SS.佤菜先生長及法文文球吋悅 ,他放力,用 .espUnsabittddeuctudle來 翅督
“
便板行力

”
引入

了一种到目前力止与孩寺趣不相符的稱念,可 能引起混潛.他提快用 r.sI,Unsal,:㏑ 6n.n.Untr8ctlI』 e

取代 比SP。nSnb:t66deⅡctueue.

S● .托移沙特先生悅 ,′ 馬奈的第 215奈使用了iesPUnsabⅢ〔憑non ooΠ tr日 CtueⅢe速 一表迷,他支

持上迷提快。

佩菜先生的修正案通避。

35.本 努納先生悅,法 文文本好六和第七句中的
“㏑g毛Γences” 一字位改力

“
attein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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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速祥決定°

法文文本銍避修正的第 23段 通遊°

第 鈕 段

“.埃里克松先生 (根 告真)悅 ,第 四句中的
‘
同趣

”
一同位改力

“
后果

”
°

絟迂修正的第放 段通道上

聚 鈣 段

S9.阿〨焦一士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蛻 ,第 一句中
“
法庭

’
一切垃改力

‘
裁決

”
。

生述修正的館郎 段鞋主〧

第 26至 ∥ 段

第 笳 至 田 段通達。

常 35段

38.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提破,在 第五句末尾的
“
皮展中國家

”
一洞前面位孩插入

“
所

有
”

一詞°在 法文文本 中.res,° nSabilitε detctue且e達 一表迷垃垓象館 23段 一祥將其 改力

●eSponsal9iⅡ t爸 non●
。
nti-actueue.

就達祥決定°

篷避修正的第 35段 通避 .

第笳 至 38段

拜 ∞ 至 38段 通逛°

第 39段

Bg.埃里克松先生 (根 告見)提快作出下列修改:在 第一句中拉垓刷除
‘
爪表送來看

”
等字祥°

牛二句位垓刪去.在 第三句中,去掉
‘
他提出的

〞
和

“
的規定

’
,‘任何一日或多回或所有此美國

家
”
位修改力 :“一介或多介受害回”

。最后,館 四句末尾成修改力‘
‘.⋯ ..以 不同方式形晌一些受

害回家⋯⋯”

就速祥決定 .

盜避修正的常 Bg段 通避 .

館 4。 段

弗 4U段通道°

第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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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提以 ,刪 除第一句末尾 ,‘根括第 8茶”
之后箱二句整句 以及最

后一句末尾 ,“第三部分
”

之后 .

就速洋決定 .

垤避修正的第 41段 通迂°

第 φ 和 43段

第 ●2和 43段 通述°

弗 “ 段

●1.埃里克松先生 <擬告真)提 洪幣一句之后的第 44段其余部分修改如下‘

“
他在答隻凡位玵草案措詞提 出建洪的委貝吋表示,他 合非常/9.于 接受肘車案提出的改造意

兄°達涉及在似汀奈欺吋,到 底是杕受害目的叔利或是次仿善目的〤夯力出友焦來看待送一日趣欲

好气

就達釋決定。

銍迂修正的第 妞 段通逆°

第 媽 至 48段

第 45至 盤 段通逮。

第 49段

φ.埃里克松先生 (根 告貝)提快以下改功.弗 五句汀正如下 :‘他快力 ,公平是一切規則或

決定的一介瞣又,送 一庶也适用于合理一田 .” 在錧八句中,刪 除
“
在錧 7茶 草集中

”
等字 .

就達洋破定。

臸避修正的第 49段 適遊 .

第 49a段

芻.本 努幼先生悅 ,他不完全理係靠三句的含〤 .

“.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解秤悅 ,有 失委民希望悅的是,在 村非法逮捕或盟禁、

痛苦及有好人格判決陪伴的案件中,仲 裁裁決并不一致.力 了滿足本努幼先生的悲兄 ,他提快用

%而 r㎡ ty” 取代
“
.ons6tency” °

城達祥決定 .

銓遊修正的第 49段 a通避°

館 49b段

第 ●gb段 通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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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SU段

45.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提快以下改劫°前兩句位合并力 :“夫子玵私人所造成的精神損

害鬥題 ,特 別報告貝放力,因 酥法委貝舍不位忽視回家女任送一重要因素,它 是与琤重人叔密切相

夫的因素。在第三句中垃垓ml除
“
明确

”
一洞°最后一句位孩修汀如下 :“如報告所解猙的,送不

可能是朴撲的一介透些的目林,而 是俱遊用于回家所受的精神/法律掘害的一和朴軟方法°
”

就達祥決定°

奪避修正的第 5。 段通述 .

集 51段

茄.午庠納斯先生悅,最好核查一下腳注18中 所別的參考文件的准确性.速也适用于第 13段

腳注 13°

好.主席悅特送行核查 .

第 51段 根据送一涼解通逮。

算 兒 段

48.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炅)提快,位 孩刪除及后一句中的
“
的有夫ㄇ趣

”
等字祥°

就速祥破定。

銓述修正的第 兒 段適述°

第 SS段

49.在 与偑菜先生和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 別根告貝)何 短交換意凡之后,主席悅,若 元人

反肘,他就放力委員合同意側除最后一句最后的部分的
‘
他汏力法院的判央是泣伴付喪失的收益

”

等字祥,但 保留提到腳注 2° 。

就速祥快定°

銓迪修正的年 53段通迂 .

館 54段

5U.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真)提快刷除箄二句中的
“
出手報告中充分提到的原因

”
等字洋°

就道洋洪定°

象遊修正的第馳 段通避°

第 S5段

第 ∞ 段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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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茄 段

51.在 与巴你甜戈夫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佩束先生和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真)交

換意兄之后,主席悅 ,若元人反玵,他就次力委長合同意別除右九句中
“
接近

”
一切后面的

‘
損害

村不法行力的
”

字桿 .

就遠祥破定 .

篷迂修正的箅茄 段通逮

好 9段

S2.格 雷夫拉特先生提到
“
不中新的因果夫系坏市

”
送一表途,他悅他相信討拾中人●●所表示

的杯疑不是什村速一概念本身,而是夫子特別報告貝似乎將其与
“
不管它有多卡

”
這些措碎軟系超

來°力准确起兄,位垓在館二句
‘
不中淅的因果夫系不市

”
之后不帶引母加上

“
不管它有多卡

’
等

字祥。

就達祥決定°

篷逮修正的第 9段通避 .

第 58至 m段

第兒 至 61段 通達。

笰 62段

53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見)提以下列改功.在 弗一句中位刪除
“
免除女任的原因或

”
等字祥 .

在第二句中刪除
“
部分

”
一洞°在第三句中刪除

“
在起草委貝套常快盼段

”
等字祥,并粹第三和第

四句合并如下 :“元站如何,他 愿考慮另逸措詞,同 祥也放迎...⋯ ”
.

就送祥決定°

至越修正的第 GZ段 適避 .

弗 cB至 π 段

好 S3至 71段 通逍。

第 92段

54.埃里克松先生 ㄑ報告貝)提快別除弗二句 .

規達祥快定°

銍避修正的拜 η 段通迪°

下午 1吋 5分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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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Z。2次合快

199U年 7月 19日 星期四下午 3吋零 5分

主席:文 久打先生

出席: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年伊斯先生、已小沃薛先生、巴水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

鈉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活夫拉特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科多瑪先生、馬希烏

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拍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尼瓦尼辟、拉奧先

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庫幼斯先生、索拉里 .田 德拉先生、傷皿姆先生、托姆沙特先生

回哧法委貝套第四十二屆合快工作報告草稿 (簇 ):

第五幸 回家責任 (臻 完)(A/CN.4/L.巧 °)

B.本屆合快常快速介青題的情況 <玟 完)

第 招 段

1.友卡弗里先生悅,第 一句并未表明十卜借是給予一次、給予多次或銍常給予.

2.阿 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建破在
“
朴借

”
之后加上

‘
鞚常

”
一同°

就遠祥決定°

銍避修正的第 93段 通迂°

第π 段

3.主 席悅,提快速行以下改初°第二句中的
‘
根告已充分解釋

”
等字梓位刪除,垓句末尾位

修改力 :“ 所制定的⋯⋯ <通 常什玵弱回〉是村指你達法回的朱啟、玤尸和方望的冒犯
”
。第四句中

“
明确地

”
和

“
肘回隊不法行力的賠儅

”
垃刪除°

就速洋快定 .

篷迸修正的第 9● 段通扯 .

第 ?5段

4.阿〨焦一年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牛 一句中的午estiut:v.” 必須改力
“
retr心u● ve” ,達

一措同在英文中具有一种否定的含〤 ,但 法文本卸把它孝力具有肯定志又的r●tr:butt,送 是不正确

的.

5.格雷夫拉特先生提到最后 3句 ,他 鬥到是否根欠被放力与主根平等不符 .

—— 614一



6.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員)悅 ,報 反或逐告不同于制裁,它 們是由受害固肘仿害回

采取的行功,立 然暗指央地制裁 ,在 所守快的竹兄中,采取的各失朴儅形式均不涉及受害回村仿害

回直接恁研的直接行功,而 是一介在受害回靖求之下白我怒田的同趣 .也萍位垓尋找新的措詞表述

送一概念 .

7.格 宙夫拉特先生悅,他汫的男一庶:他 1.9的 是什么釋的扺杜帝兄与主秋平等有失。

8 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 <特 別報告貝)悅 ,也許在館 9S段末尾插入
“
不涉及達反回家主杈平

等同題
”
等字梓可能兵力清楚.英要焦是,所有朴伴形式都比報欠和逐缶更少違反各回主板平等 ,

而根交和透苦本身也被人視力回吥夫系中通常出現的竹兄 .

9.格雷夫拉特先生撤回其悲凡,并建快第彷 段保持原狀°

第 石 段通道°

第 76段

l。.阿〨焦一年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員)送一步卄村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意凡提洪,館 %段位 9i

“
至于逸捀字卜傍形式⋯⋯”

等字祥升共 .

就適祥決定°

豋述修正的第 76段 通避。

第 99段

11.格 霄夫拉特先生提出,是 否可用
‘
朴催

”
取代

“
送种形式的扑救

”
達一措洞 .

12阿〨焦一午伊斯 (特別報告長)悅 ,他主9k保 持孩措詞不功,以便提旺接者,班ㄏ〤上排 .

朴儅保保是賠僧的一种形式°正如他在其初步報告中所指出,賠伴可以采取恢欠原狀、金我賠佳或

扑僕的形式.

13.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他肘達一解捀感到滿意.

第 η 段通避°

第 78至 81段

第 78至 81段通迂°

好 82段

14.佩菜先生說 ,用 在法文文本年二句及以后各段中的
“
rεt㎡ but:ve〞 一洞必須更換,因 力垓詞

迂于肯定 .

15.阿 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 別報告貝)指 出,報告草案第五幸的原文是英文,因 此有必要力

“
恁研

”
一詞尋找一介更加恰普的法文肘庫洞.法 文本中的 afftctif一 月也使用不些°

16.馬 希与先生悅,他 同意特別報告長的志凡.在 法文本中最好用 pun:tive取 代 r6trib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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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阿 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 別報告貝)說 ,力 了十分清楚起兄,在 館 BZ段 以及先前各段中提

到
‘
怒戒性功能

”之赴均可改力
“
您戒性和怒堈性功能

”
°

】8.馬 希島先生建快將法文文本中 Ktribu｛ i●e一洞放在方指子內,以表明它曾引起阿趣。

19.拉 扎凡德拉朗+¢ 先生說,他反村使用 affLctt一 洞,因 力它具有比
“
Pu㎡ tt” 強得多的一些

特殊的含又 .

2U.主 席建洪委真合排法悟的委員就此鬥趣迸行磋商,并通知秘+比其夫于最佳澤法的錯构 .

弗 8Z段根括遠′掠解通迂°

第 SS段

21.帕 夫拉克先生悅 ,垃 垓刪除第七句中提到危害人失和平及安全治非法草案之赴 ,因 力垓治

罪法草案尚未完成.

羽.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他看不出力什么必需要等待垓治罪法草案完成以

后才能悅垓草案淡到了某些可能”因子回家或政府首疝的罪行.他 不理解力什么必須避免使用
“
怨

獨性
”
一詞,或力什么些小姐委真合在編無夫子回家女任的茶數草案第一部分第 19茶 夫子回家的

罪行和國家或政府首癒的罪行吋卸汏力垓詞冒犯了主板國家.他并不是放力垓治罪法草案已經通

遊 .

第 83段適逮°    .

第 &段

2S.佩 菜先生悅 ,第 3句活有些模糊,因 力垓句洗只要有達犯回豚法親則就恙是有法律根害 ,

“
因而必須村每一种違犯垥予朴借

”
°他建以用下列字祥取代送些措洞 :“根括送一理梵,必須肘每

一种違犯給予朴僧
”

.

就達祥決定。

垤述修正的第 84段 通逮°

館 SS段

幣 SS段 作了小的文字性改放衄

館 86段

弗 86段 通避 .

弗 B9段

2●.保菜先生提出得到巴本甜戈夫先生支持的志兄悅,承后一句括中的
‘
是兩种不同的朴救方

法
”

垃代之以
“
杓成未連守回跡〤麥的兩种不同后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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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速洋決定 .

銍逮修正的第 87段 通避 .

第 88段

第 SS段通遊°

第 89段

ZS.格雷夫拉特先生提以 ,垓 段最后兩句位杓成草狂的一段 .

就達洋決定 .

控避修正的第 BS段 通迂 .

第 9° 段

第 9° 段通避°

莊 91段

第 9I段 作了小的文字性改功后通述。

第 g2至 %段

第 呢 至 gs段通避°

第 %段

笳.佩菜先生悅,特別根告貝通越一般性友言的方式很好地表述 了他 自己的立埸 ,但有時沒有

很全面地反映其他各位委貝的現魚。外因象安任達种根本性的寺趣 ,有 失報告必須力求平衡 .方 ㏄

段最后一句說 ,一些委貝表示希望
“
即使在就寺趣的第一部分迸行二次吋也不要考慮

”
拉錯向趣 .

也︴可能有一兩介委貝表示了此种希望,但 是達一句活沒有反映他 自己的現蕉°

η.阿〨焦一任伊斯先生 <特 別報告長)解猙悅 ,他与報告貝一道思緒他 自己的現庶,并公正

肘待各位 同

一

的視蕉.他們免沒有肘任何委長的立劫作不透些 的恙緒°

2B.至 于弊 %段最后一句 ,他指出垓句反映了好几位委真的現蕉,就他圮圮所及 ,其 中包括

巴本沃#先 生、卡弟′-男 德里格斯先生、本努幼先生、馬希鳥先生和拉扎凡穗拉朗博先生。些然

他將很南共再加上一句活以表途係某先生的意見 .

2g.馬 希鳥先生悅 ,送句括在 口气上有些免村,就避借鬥題表迷的現魚技力溫和,因 而最好以

某种方式修佈一下垓句中的悅法 .

3U.阿 竺焦一

一

伊斯先生 <特 別報告見)悅 ,他也有一些保留,因 力他相信遊錯同題在奈敏車

案弗一部分中沒有得到充分的考慮.或十一种可能的解決亦法是刪除最后一句活°

31.佩菜先生說 ,垓句活位孩保留,但 是位垓加上一介新的句子,因 力他确信有些委見吋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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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理逮錯同題是否可取表示達怀疑°他提坡的句子大意如下 :“ 元梵如何 ,就 草案第二部分而言 ,有

些委貝悅,至 少在委員金中快回唪罪行的后果之前套玵赴理遊錯 1.9題 是否可取表示怀疑。
”

釳.阿〨焦一每伊斯先生 (特 別報告貝)說 ,作力偑菜先生現魚的表送,他可以同意提洪的句

子°他不記得其他委長曾表示迂同梓的志兄°

33.巴 小沃碎先生悅 ,第 %段最后一句活确切地表迷了他 自己的現魚.些 然他不反村列入一

介句子以表送佩菜先生的現焦°

m.何菜先生同志修訂他提破的句子,將提到
“
有些委員

”之赴改力
“
一位委員

”
。

35.阿 〨焦一年伊斯先生 (特別拫告真)玵有位委員居然肘犯有罪行的回家是否垃被汏力有趙

借送一同趣表示杯反感到夫切 .

∞.巴你甜戈夫先生悅 ,他 同志特別根告貝夫子逮錯鬥趣的意凡.第 UG段 最后一句表示了一

种不同的班羔°偑菜先生的提洪又是第三种肌魚,快 力只有在委長合常查回哧罪行的后果吋才泣垓

考慮避錯同趣.插入了上述朴充句子,道三种立場在報告中都有了圮最°

舒.格雷夫拉特先生悅,他 反村將犯罪意日、欺作或甚至疏忽”因于國家°

鉻.主 席悅,若元人反村,他就放力委貝合同意第㏄ 段末尾加上大致按照佩菜先生提洪的新

句子°

就速祥洪定°

銍逮修正的第 %段通迂°

銓遊修正的B市 通遊°

C 委貝合至今力止哲吋通逮的第二部分茶款草案來文

第 97段

第 g,段 通也

c市 通逮 .

篷遊修正的報告車補第五幸 (A/CN.4/L.媽 U)適 迂 .

弗一幸 合快的鈕軹 <攻完). (AK川 .4/L.●●6)

Sg.埃 里克松先生 <報 告貝)肊及,委 貝舍在弟 2199次金快上通迂了報告車痛年一幸.生 迂

磋商,現在有人提快,在第 17段放后一句中用
‘
一些

’
取代

‘
非常欠染

”
等字持.因 而孩句行文

如下♂
“
委長合在甘站錯東吋決定,在 下一屆含快上再重新討站第六次報告中提出的一些政策和技

.攻
自2199次 合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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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恫題。
”

就送祥破定。

第二幸 危害人大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絞 ).(A/CN.4/L.447和 Add 1和 2和 Add.2/

Corr. l和 Add.S9

B.本屆合快常洪遠介寺捶的情況 (臻完)

第鉐、46和 S2段 (臻完)(A/CN.4/L.斑7)

4U.埃里克松先生 (根 告貝)提快,肘委員合館 2199次合破上通道的三段作些改劫°

41.大 于好拓 段,托啟沙特先生 (第 2199次合快,錧 放 段)鬥 道,最后一句中夫于德意志

朕邦共和國立法的悅法是否正确°因此篷避磋商,他提快刪除垓句中提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德意

志耿邦共和國之赴 .

也.夫子第 46段 ,他 忔及,委 員合討捨了
“
未加思考地

”
達一措泀的使用 (同 上,第 43段 ).

他与使用垓措洞的委員迸行了避一步的磋商,提以刪除第一和第二句中的
“
有意地、明知地或未加

思考地
”

等字祥°

43.夫 子第栳 段 ,人們決定委長合先前夫子刪除非法敗迋痳醉菊品的
“
回家

”
作用 (同 上,第

姻 段)是 一介錯氓°因此他在与有失委貝磋商之后提快,第 二句中
“
既有日內作用又有回所作

用
”
遠些措洞位改力

“
在國內或回怀方面具有一种回家作用

”
.第五句中的

‘
國家回內或因隊作用

就是多奈的了
”

位改力
“
達种國家作用就是多余的了

”
。

根告長的修正案通避 .

銍避修正的B市 通逮。

簿四幸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臻 完)(A/CN.4/L.449/Add.1和 2)

C.大于因跡航道非航行使用法的茶款車屎 (攻完)(A/CN.4/L.“ 9/Add.l和 2〉

第 2分市 <委 員合第四十二屆金快哲時通迂的好 22至 29奈車棄來文及其坪注)(攻 完)(A/CN.

4/L.449/Add. 1和 2)

第 22荼 (保伊和保持生怒系筑)的坪注 <接 完).

<8)段 (球 完)

44.埃 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忔及,已快定他位些与特別報告貝迸行磋商,村 第 22UU次 合快

上通避的 <8)段迷行一些改功.因 此他建快將孩段第 2和 第 3句 以及第 4句 升共修汀如下 :“ 1971

.臻
自弟 22°

。
次金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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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普拉塔河流域回家外交部故第四次合快通述的ㄍ皿松森法》提到
‘
普拉塔河流域地區生杰夫系造

成尸重的健康鬥題,村垓區域的社金和垤游友展戶生不利影咱’并注意到
‘
達种健康綜合症与水姿

源的辰和丑有夫⋯⋯’°垓法逐提到
‘
必須控制⋯⋯’”

就速祥洪定°

第 〞 各 (哭 怎什況)的坪注 (撲 完)

(7)段 (玫 完)

45.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天)提快,垓上次套破通迂的 (7)段第二句位修汀如下 :‘例如,建

立有效的老根系統可能需要其他非水道回以及垓特定領域的主管回吥机构參加 .此 外,位 急努力的

協淍工作交由有夫回家建立的主管因哧姐珠無女可能最有效 .”

就遠祥決定 ,

篷遊修正的根告車稿第四幸通述 .

第八幸 委員食的其他共定和佑站 (玟完)(A/CN.4/L.小 3)

A.委 貝合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英文件工作 (球 完).

第 7段 (臻 完)

的.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提清各位委員注意垓根告弗 7段 的以下修訂案文,垓段与委見合

四位委員共同似定 :

“
根据垓工作卄划,委 貝含打算在其本屆委員任期之內完成夫子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棺豁免

‘
的茶敏草案的二樣°委貝含在 19約 年的第四十一屆合以上表示打弊本一切努力在本屆合以上

完成二樣°起草委員舍在本屆合快上常查并哲吋適述了委貝金一凌哲吋通迂的 16今荼款草

瑋.委 員舍期望向大合第四十六屈舍破提交整套茶數草案,次而央班在其本屆委貝任期豬東之

前完成革來的二決工作速一日杯°
”

47.帕 夫拉克先生提快,在孩未文錧 3句 的
‘
通迂

’
与

‘
16’ 之同加上

“二崁
”

等字祥 .

就送祥快定 .

48.主席悅,如果元反肘志兄,他將水力委貝合同志通避力咎修正的錧 7段提快的修訂集文.

就達洋洪定 .

銓越修正的館 7段通避°

.象
自第 22UU次 舍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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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巧 段 <臻 完)

姆.埃里克松先生 (根 告貝)肊及 ,委 貝舍吋淹迂在腳注2中 提到起草委員金要起草的夫子因

家女任的奈款車康的第二和三部分的茶款:提 出速一提破的格雷夫拉特先生也同意此拳沒有必要 .

因此腳注 2格保持不交°

新的館 14段 之二

5°.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長)圮及,委 貝舍先前甘淹了如何增列一今新段 ,以便赴理有夫同趣 ,

包括召弄兩次合快的可能性 (死 館η0° 次含快,方 33段 ).提 出的第 14段 之二將放在一介新的杯

題
“工作方法”之下,垓段如下 :

“
委真套娃教材淹了夫子以及有效方式安排其年度屆合的各种提快 ,包 括將屆合分力兩次

合洪 (例 如籍流在姐的和日內瓦升合)以 及在定期的年度合快之外拳行特別合快 (如 起草委貝

金合快等特殊任芬)等提快 .肘有天下一屆委貝任期的達些建快的達一步常快必須考慮到如何

以最有效方式赴理委貝合快程上的各介項目及其財政方面的曰題。
”

51.雅 科籬德斯先生提破去掉第一句中
“
召幵

”
之前的

“
屇合

”
一同.他 玫迎新段中提出的意

兀,放力位將其列入報告,以便力大舍第六委員合更全面的討挖鋪平道路 .

52.凱 西先生悅,他不反村第一句,但 方二句似乎混淆了鬥題°舍以分力丙次的 .9題 不能俱仗

放財政考慮和工作無袒方面來看.夫 于委貝舍工作方法的鬥題不能侈佷奴根据兩介因素來央定 .

53.恩 居加先生悅 ,在屇合堵束時委貝套并多委長已銍商升了日內瓦,此 時提出速洋一介頗有

爭洪的1.9趣 是不公平的.淡到將委員套屆套分力兩次套垥各位委貝帶來困堆送一日趣●+,他 不伙代

表 自已,并且代表一些缺席的同

一

排活 .因 此他提快 ,力 了表明送介新段并不反映協商一次的意兄 ,

位在館一句之后加上下面的一句活以修訂孩段,即 :“有些委員提到將年度合洪分力兩次可能引起

困碓并提到飯外的財夯恫趣。
’

54.埃 里克松先生 <根 告貝)指 出,卄划小姐已鞚同意在委只合的根告中列入達祥一介段落.

而且,他相信他提出了一介平衡的未來.但 是,考慮到恩詹加先生的志凡,他放力可以在錧一句

“
包括

’
一月之后加上

“
一些委貝的提快

”
等字擇 .

茄.阿〨焦一

一

伊斯先生悅,他按同思潛加先生的志兄,因 力籽舍快分成兩次也舍給他造成很

大田堆 ,但報告長的走以增加的詞句、尤其是
‘
一些

’
一切考慮到了恩唐加先生的怒凡,達一措洞

自然意味著其他委貝不吝放達一悅念.王子雅科堆德斯先生的提快,他放力
‘
分力兩居合快

’
位改

力
“
分力兩介部分╮ 次而連免帝要不同的主席田和不同的几套豬淹 .

茄.凱西先生悅,達 一新段的确切目的是反映央隊迸行的一次甘淹:作力一介原則洶題,不 能

姼阻止第六委長合知道本委貝套和它的規划小組迸行的有失工作方法 1.● 趣的討格的情況.元梵如

何,第 一句中的
“
包括

”
一月清楚地表明沒有作出一致的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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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佩菜先生同志阿〨焦一牛伊斯先生天于用
“
分力兩今部分

”
取代

“
分力兩屆含破

”
的提快 ,

他迸一步提快館一句中的
“
年度屆合的＿I=銀 安排

”
位代之以

‘工作的免銀安排
”.垓段的案文是平

衡的,報告真的提洪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思麼加先生希望悅明他力什么反村將舍快分升 ,那 么

他 <保菜先生)也 必須說明支持送一祝念的理由,而 甘梵也就沒完沒了°

SS.帕 夫拉克先生同志恨菜先生的意兄 ,表 示安威特合快分升°他提快在速介新段的第一句中

的
‘
各种提快

”之前加上
‘
有些委真提出了

”
等宇祥,在 阿〨焦一年伊斯先生提出的

“
分力兩介部

分
”之后加上

“
用于常快駁少的几介青題╮ 在館二句中,位 孩用

‘
送些 .9趣”

取代
“
速些建洪

”
及

在
‘
有效

”
之后庄孩加上

“
和炅活

”
.

Sg.恩 詹加先生說,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改交4U多 年來一直很好的一神制度。他汰力提出的

段落并不平衡,垓段珨人一种錯氓的印象,似 乎委真金的普遊楚勢是安成將合快分升.卒 情并非如

此.他所要的不避是一介短句,用 中性的措泀确切反映反村達一概念的那些委真的志凡 .

∞.主席悅,遠一同題既微妙又隻染.報告貝女冬苦心起草一介道些的案文。他汏力送一案文

不帶偏凡,并未列出一介确定的錯梵,俠依是說委貝●1● 提出了一些提快,將來必須予以討捨.帕夫

拉克先生提出了一些非常合理的提快 ,因 此委員合可能希望通迂根指這些提快修汀的新的第 1● 段

之二°

m.埃里克松先生 (根肯貝)說 ,五 然一殺來憐他同志主席的意兄,但他村帕夫拉克先生的提

破仗有一魚不同意兄:他不能同志增加
“
用以申快絞少的几介等趣

”
等字祥,送与主趣元夫.根据

建快的修正案,新 的第】4段之二位修改如下 :

“
委員合鏤臻討站了夫子以最有效方式安排其工作的各种提快 .其 中包括有些委真指出的

在委見合定期年度屆合之外拳行特別合快的提玟(如就起草委員合金快等特殊任夯拳行合洪)

以及夫于將年度屇合分力兩介部分的提快 (例 如聆流在羾的和 日內瓦升合).其他委貝指出了

与上迷各种提破有失的各种困椎°与下一屆委長任期有失的送些曰趣的迸一步常洪必須考慮

到如何以及有效和良活的方式爽理委貝合快程上的各介項目及其所涉財夯同題°
”

就送祥洪定°

臸避修正的新的第1⊥望一≡二壘╛上

銍遊修正的A市 通遊 .

篷迂修正的報告車稿方八幸適遊 .

第七幸 夫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韻害性后呆的回怀交任 (A/CN.4/L.452)

A.早 言

第 1至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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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1至 4段通越°

A市 通迂°

B.本屆合快申快速介寺趣的竹兄

弟 5至 7段

年 5至 ?段適避°

第 8段

S2.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悅 ,錧 一句中的
“
︴多

”
位改力

“
一些

”
。

篷遊修正的第 8段通遊°

館 9和 1U段

第 9和 】U段通避。

第 ll段

惢.偑某先生不知第一句中
‘
有几位委長放力

”
達′措田是否正确.他汏力有中多委見表示了

第 11段 中所解,F.的 視魚°

“.巴小沃莽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表 示達一現魚的委員不超述三位 ,包 括比斯利先生和海

斯先生°

第 1段通避 .

第 l2段

65.巴 本謝戈夫先生悅,沒有必要提到一些委貝在述去凡屆套以上所友表的同祥的既魚.

C● .主席同志達一意凡°垃刑除第一句中
‘
在避去几屆含洪上皮表的意兄

”
速些措洞 .

就送祥破定 .

臸迂修正的館 12段通遊 .

弊 13段

研.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悅 ,位 推
“
校少數委長

’
改力

“
有些委員

”
.

各逮修正的館 13段通遊 .

第 ∥ 至 18段

第 14至 18段 通道。

第 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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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提快 ,拜 一句活可以修訂力 :‘特別報告真在恩錯辨站吋悅 ,他

建,X幵 列危隆物辰清草⋯⋯”
°第四句中的

“
決定

”
一詞位改力

“
确定

”
。

就達祥決定°

塞述修正的第 19段 通逮 .

第 ∞ 段

第 2° 段通述°

箱 21段

∞.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長)現 ,位垓刪除弗一句中的
‘
很

”
一詞。

7。.友卡弗里先生悅 ,他 不能肯定前面各段是否足移渧楚 ,村 好】柔的坪淹很少是因力在先前

几屆合破上 已篷〺垓茶避行了充分的坪淹 .如 果不移清楚 ,第 一句可以改力 :“盤于委員套前凡屆

合快 已銓甘淹避第 1茶 ,村垓茠的坪梵很少 .” 重要的是要避免給人以委貝舍不在乎第 1茶送种印

象 ,垓茶是草案的一介根本要素°

71.巴 小沃#先 生 (特別報告見)指 出,在 第 14段 末尾提到第 1至 第 9荼 “
已提交給其他委

員舍
”
。速足姼清楚地表明,肘 館 1茶 的坪淹同趣 已學解決 .

η.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真)悅 ,村 第 1荼未作任何央辰性的修改 .

9S.友 卡弗里先生悅 ,盤 千特別根告真的解猝 ,玵 弗一句元須作遊一步的修訂°

74.主 席悅 ,若 元人反肘,他就放力委貝合同意m(除 館 21段第一句中的
“
很

”
一切°

就達祥決定 .

銓避修正的第 21段通避。

第 22至 田 段

第 22至 28段通遊°

第 2g段

9S.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炅)提快,好 三句中的
‘
可行性

”
一詞位垓改力

‘
可接受性

”
°

就送祥決定 .

銓遊修正的年 2S段通避 .

方 3U和 31段

第 3U和 31段 通逮°

第 S2段

9G.保 菜先生悅第三句中遠一措洞大弱,位孩子以增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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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巴 水沃薛先生 (特別報告長)悅 ,至 少有兩份報告已經淡到回隊鎰軹可能友揮的作用同趣。

78.保菜先生提洪在第二句之后插入下面的句子:“有些友言者不如是否有任何主管回酥机

构。
”

9g.主 席建快用
“
委貝

”
取代

“
友言者

”,通 迪孩項修正來。

就速祥決定 .

銍逮修正的第 B2段 通避°

笫 B3段

8U.巴 本沃薛先生 (特別技告貝)指 出,承 后一句位垓是指第 1茶而不是第 11荼 .

S1.帕 夫拉克先生鬥道豫是
“
起源回必須佳付受形咱回所承受的發用

”
送一句活的作者 .

82.巴本沃≠先生 (特別報告貝)說 ,速 一說法指的是館 13奈 中的一項儭定,他 是作力特別

報告兵提出送一說法的人.

BS.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長)建洪,格第一句丹共修汀力 :“特別根告貝悅第 13各 的意田是

”⋯.’ ,將最后一句修訂力ε
“
根括好 13茶 ,如果垓項活功碰巧是第 1奈所逑活功中的一項,起 源

回必須無袒受形喃日所承受的螢用°
”

84.帕 夫拉克先生建洪最后一句中用
“
位垓

”
取代

‘
必須

”
.

SS 巴水甜戈夫先生肘有失原則提出疑向.力 什么起源回必須久袒也并是由子重大

一

故而戶

生的表用?他 故促特別根告長重新考慮達一庶。

笳.巴小沃菸先生 (特別報告長)指 出,起源因久袒的狩用是那些因故木研究而不是事故本身

而友生的安用°他根本沒有打舞放井第 13奈 中所叫迷的原則 .

S9.主 席建快通遊報告真提快的兩項修正來,及帕夫拉克先生提破的修改志凡。

就送祥快定 .

絰逮修正的第 33段 通逮 .

弗 S● 段

常 斑 段通述 .

年 筠 段

88.凱西先生提到第一句 ,‘ 肘送些荼球沒有一各是送行了戶泛討梵的
”
,他 1.9道 送指的是哪些

紊致。

89.巴 小沃薛先生 (特別報告貝)解帑悅,進 是指牛 13至 16來 .

9U.主 席建破將第一句汀正力 :“第 13至 16荼未避行ㄏ泛討梵。
”

就送祥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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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避修正的第 3S段 通遊°

算 ∞ 段

91.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貝〉悅 ,在 第五句中泣垓用
“
其正 (truly〉 ”

取代
“
real” °在第八句

中位垓用
‘
容許 (pe1‘ ‘t:ssive)” 取代

‘
pe‘ ‘‘‘i郎ible”

銓遊修正的第 Bs段 通道°

第 37段

第 r段通道 .

gZ.巴 小榭戈夫先生指出得到佩菜先生和凱西先生女同的意兄 ,杕 力各位委長沒有足姼的吋

同來研究文件 A/CN.4/L.452,垓 文件仗在些天才予以分皮 ,而 且逐不能以所有工作活文得到垓

文件 .沒 有理由指望委貝舍如此匆忙地通避其報告車稿的任何部分°

gS.主 席悅,若有此愿望 ,各位委長特有机舍就送次合以上通逮的第七幸中的各段迷一步送行

坪梵 .

下午 6吋 1U分散含。

第 22U3次 套快

19gU年 7月 2U日 星期五上午 lU吋琴分

主席:史 久儲先生

‘
出席: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本沃菸先生、巴本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

納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科′馬先生、馬希筠

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拉央先生、拉扎凡德

拉朗博先生、●庠幼斯先生、索拉里 .田鎴拉先生、每皿姆先生、托秘沙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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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怀法委見舍第四十二屇合法工作報告草摘 (生 )

第七幸 夫子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楓害性后果的因昹責任 (臻 完) (A/CN.4/

L. 452)

B.本屆合狄常洪遠介寺趣的情況 <懷 完)

第 38段

1.托移沙特先生悅.在 第三句中,最好用
“tUtate” 取代

“
t° °°mplywith” .

就達祥決定 .

銓逮修正的館 BB段通逮 .

第 Sg段

2.巴 小沃#先 生 (特別報告貝)悅 ,刪 除館二句中的
“
例如根据男一項茶的,或 ”

等字祥。

3.佩某先生悅,第 一句活相些弱,他提快也位垓悅:最少有一名委員金委員村作力第 lS奈基

拙的原則表示保留.

就送祥決定°

銓避修正的第 39段 通越°

第 4。 段

第 4U段 通達°

館姐 段

4.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悅 ,第 三句的
“
regarded” 垃代之以

“
。。

nsidered” ,第 五苟中
“
很

少
”

位改力
“
一些

”
°

5.主席在与托務沙特先生,友卡弗里先生和巴本沃薛先生 (特 別報告貝)交 換意凡之后悅,若

元人反村,他就快力委員合同志用
“
指出

”
一坷替代年三句中的

“
建以

”
一洞 .

就之釋放定 .

6.帕 夫拉克先生在拉扎凡鏸拉朗#先 生支持下提快用
“
可能床子提供

”
取代弗四句的

一

位垓

/f.于提供
’

.

就送祥決定°

銓遊修正的第 41段 通避°

第 42段和 43段

第 42和 43段 通逮°

弊 4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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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席 与凱西先生和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貝)何 短交換意兄之后悅,若 元人反肘,他就快力委

貝合同意把第一句修正如下 :“特別報告貝解釋洗 ,館 四幸意在用特定荼放洋逑賠僕責任的概念 ,達

一概念作力一項原則栽于第 9茶 (賠催 )” °

就送祥決定 .

8.巴 小沃≠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用 ‘
c。ntemplate’ 取代弗 6句 中的

“㏑clude” 一同°

銓遊修正的館 44段 通逮 .

第●S段

9.保菜先生悅,第 小 段很米,甘淹的是兩介不同的概念,用 兩介狂立的段落解舞送兩介概念

可能更好°他逐注意到 ,委 見含有些委貝村垓段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原則—— 共在法中是否存在支付

賠儅金的〤夯——表示保留,但 是在第好 段之前沒有提到達些保留.

1U.因 此他提快,刪 除第五句中
“
各些#方 能笛据以淡判的

”
的字祥,在垓句之后加上下面的

新案文:“ 而且 ,委 真套有些委貝悅 ,他 z● 不能肯定共在法中是否規定在沒有道反回酥法的情況下

支付賠借金的任何叉夯 ,五 然他們承汏可能有達釋的〤夯 ,但 是 ,他
/● 強調如果确共有速祥的叉夯 ,

那將是一項重大的創新
”

.

就送祥玟定 .

11.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見)悅 ,第 七句中的
“
而那种亦法符合些代的回家共我

”
垃代之以ε

‘
速一主張完全符合些代的回家共我

〞
°

銓達修正的第 45段 通逮°               .

第 媽 段

弊 的 段通遊°

第 47段和 “ 段

12.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悅 ,好 47段 倒效第二句牙共的
“
很少效委貝

”
位代之以

“
少數

委員
”

.

13.友 卡弗里先生悅將第 47段分成兩段更好,第 一段包括前四句特別報告真的意凡何迷 ,館

二段何迷委貝合各位委真的意北°他逐走破把第 48段加入年二段,垓段很擬,也反映安真合各位

委長的意凡 .

∥.保菜先生說 ,由 于他肘第 4S段 提出了修正,他也愿玵好ξ 段堆后部分提出一項修正來。

首先,他建快刪除下列一句名
“
另一位委員不安成充分賠借的原則,他扒力達一原則在回家央跩中

是得不到支持的°
’
用下列來文取代送丙句活 :‘ 委真套另一位委長指出,在 共域中,通常适用于達

反犬任規則的執行在起來越多地使本根告中所7理 的一英賠僅女任暗然失色,人們完全可以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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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速兩种制度之向是否有任何兵正的匡別 .”

石.本 努鈉先生悅 ,區 然他同意佩菜先生的志凡,但 印傾向子保留偑菜先生提洪刪除的那兩句

活,因 力那句活反映了他自己肘妦 21茶 的念度 .

16.偑朱先生悅,達兩句活与他所提快加在年 47段 中的一句活不相容 .

17.凱 西先生建快,在佩菜先生提快的一句活中用
“
本寺翅

’
取代

‘
本報告

”
.

18.主 席悅 ,若 元人反肘,他就洪力委員合同志呆納友卡弗里先生提破的修正瑋和佩東先生提

洪增加的銍凱西先生修改的句子,通 避幣 47和 68段 .

就送祥決定 .

絰逮修正的第 47和 粥 段適遊°

第 49段

第姆 段通越°

第 5。 段

19.沒里克松先生 <報告長)悅 ,第 一句活中的
“
少數

”
垃代之以

‘
一些

”
.

鞚避修正的第 5U段 通迂°

第 9至 53段

第 51至 SB段 通述°

第馭 段

2U.帕 夫拉克先生提洪刷除第二句中的
“
或其受害的人民

’.或者至少刪除
“
受害的

”
等字祥°

鈕.巴 小沃#先 生 (特 別報告貝)悅 ,速一措甸反映了他 自己的意兄,最好代之以
“
或受害一

方
”,而 不將其刪除 .

22.係某先生悅,刪 除
‘
受害的

’
達些字祥可以打消帕夫拉克先生的恍忠,而不玵孩句戶生不

利形呴°

2B.主席說,若元人反玵,他就快力委長合同志用
‘
或方面

”
取代弊二句中的

‘
或其人民

〞
.

就送釋決定 .

銓避修正的錧 54段 通避 .

常 SS段

24.巧 希白先生說,第 三句模糊不潦.他提快孩句用下列來文取代 :‘也有人 1.● 不可抗力是否

屏于孩奈°
”

他又提快加上下面一句,以 反映他的現魚:“ 一位委貝近說,方 Z6茶弗 1款 〈a)和

仙)項 的措洞泣垓划一,因 力敬善直接來 自 (日 )項所指的活初,而且特別是送些

一

件力敬害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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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因,都悅明有理由完全免除有夫田京的賠儅女任 .”

25.巴 水沃薛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他 同志有必要在第 “ 段中反映達一概念°

2c.埃里克松先生 (根 告貝)悅 再希馬先生提快的新來文需要肘弗 55段作一些改功,他提快

刪除館一句,并 用下列案文取代第二句 :“在肘弊 茄 奈的坪站中,有 人放力透位把恐怖主〤列力免

除責任的根据 .” 下面可以是馬希馬先生提快的兩句活 ,其后一句的幵共措詞可以如下
“
皮現第 V

茶頗力含糊⋯⋯”
.

V.係菜先生悅 ,巧 希烏先生提快的弗一句与寫 55段現在所我的第三句大相侄庭 ,他放力第

三句不位修正 .

器.馬希鳥先生悅,他 努力考慮已友表 的所有意凡 ,速 就是力什么他所提快旳第一句活沒有原

來文精确。

2g.主 席洗 ,若 元人反肘 ,他就放力委長合同志采納馬希白先生提快附加的第二句 ,其 升共措

泀力 :“一位委員逐悅 ,⋯ ...” ,以 及采納根告界的修正案,并適逮的第 55段 °原文第三句保持不

焚 .

就速祥快L

第 56段

3U.科 ′馬先生洗 ,委 員合必須汀正第 28荼 的措洞 ,其 第 1段可以刪除,因 力垓項沒有賦予

任何叉夯°

第 S6段 通遊上

第 S9段

第 57段 通道 .

第 58段

31.科 〞巧先生提快,第 二句中的‵u切ect-m日tter”Γ6dic｛ :Un” 達一措詞庄代之以插准的拉丁

用活,方 三句中的
‘
monet.ry’ 成代之以 勺哦u㎡ary” .

就遠祥快定 .

篷逮修正的好 SS段通遊 .

第 m至 61段

第 S9至 61段通道°

第銘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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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主 席在答褒科′馬先生的一茶志凡耐提快 ,最后一句的
‘
wrongful 曲tS:n”和

“
stater●Sp。〔

sibiu呼
”

之同加上
“
thetUPicUf” 等字祥°

就送祥決定°

至避修正的第銘 段通迂 .

第“ 至“ 段

館 SB至 茄 段通越°

年 66段

“.比 斯利先生悅 ,第 “ 段沒有反映他在討淹中友表的意兀,一殺來排垓段避分偏向特別擬

告貝的志兄.特別根告長位垓与根告天一道分析与舍者肘速一同趣其隊上悅了些什么,并 忠其地作

出報告.現在的來文給人以委貝合委長不屑于研究
“
全球公地

”
達一同趣的印象°送不伙不兵某”

而且使人肘委貝金戶生措長的概念。

銋.托穆沙特先生悅,送 一幸的堵尾是報告最弱的部分。

35.科 多馬先生洗 ,他 同意托魯沙特先生的志凡。他汏力算“ 段村特別報告貝思想附深度或

肘委見套的封梵都不公平,委 貝舍的甘淹比孩段所暗示的更力透御。

SC.佩菜先生田厭說 ,夫 于因京管格范田以外地區鬥趣的友言十分何短,速 很可能說明了力什

么与此有大的段落逐有一些鬥題沒有淡到 .

37.巴 水沃碎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安 見合各位委炅就
“
全球公地

”
送一同題所友表吋意兄

哲理多手法律.送就是力什么報告只是很倚短地提到達些忠兄。

SS.主 席建快比斯利先生交玲根告貝一介筒短的來文列入牛“ 段,以便反映他在甘梵中友表

的忘兄 .

S9.托 移沙持先生悅,第 “ 段弄共的
“
只有板介別的委長作了何要而一殺的坪淹

”
這些措司

具有很強的否定怒火 .

4°.主席在与科男馬先生,巴小甜戈夫先生和巴小沃#先 生 (特別報告貝)交 換志凡后走快 ,

牛一句位修正力 :“委貝合有几位委貝規
‘
全球公地

’
1.9趣 作了何短的初步坪梵 .’

41.本努納先生批坪及后一句的丹共部分 :“有人杕力⋯⋯‵ 他忕力,其措同位力 :‘委貝金

一些委真扒力⋯⋯’°

φ.馬 希与先生和係菜先生提快,及后一句位以下列措洞弄共
‘
皮吉的委貝普遍次方一

⋯’
.

.S.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指 出,好七幸好 8段悅‘
‘
因此委貝舍央定下屇套玟再回述共來

討站幣六次根告提出的鬥趣。
”

班.主席建快,館 ㏄ 段最后一句拉力 :“ 委貝合決定下一屆合快雞臻仞底申放
‘
全球公地

’
提

1呈 鬥丹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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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巴 本謝戈夫先生在保菜先生的支持下提快,例 效第二句升共的
“
有位委貝放力

”
位代之以

“
有些委貝汏力

”
°

46.保菜先生提快然后在倒效弗二句之后加入下列′句 :“其中′位委真汏力可以在草獵的一

份草案中7理 達一同趣°”

47.主席提快根告貝在特別報告真的砃助下,根据向其提交的瑋文,汀正第 ∞ 段,考慮到甘

淹中提出的提快和及表的志兄,根据走一博解,通遊弊 GS段 .

第 cG段根括送一甘解通迂 .

弊“ 段

48.托 務沙特先生悅,他不能肯定就 (b)分 段中用途的鬥趣征求大合第六安長套的志凡是否

恰些,孩 段瑰屈法律技木同趣 .

49.本 努幼先生悅,“ )分段中用途的同題不移清楚.垓 同題位垓棘倒避來,垃 孩鬥私人介人

而不是起源回是否泣垓肘跨界強害久有賠儅責任 .

5U.帕 夫拉克先生悅,他 也安成刪除 <b)分段.在 <.〉 分段中,有 鬥趣的是
“
是否

〞′洞 .

他放力,屯 元疑回存在賠借女任:唯 一的鬥題是超源回
“
在多大程度土

”
久有賠伴責任。

51.巴 水甜戈夫先生悅,如 果保留 (b)分段,其 措泀必須更力清楚.“)分段若象本努納先

生建快的那祥頰倒近來則沒有任何意火°

S2.阿 〨焦一各伊斯先生悅 ,他 同志托務沙持先生的意凡,刪 除 (b)分段.征 求大全意凡送一

想法很好 ,但 是本委真舍不泣孩向第六委長套提出第六委貝舍已臸提出的同梓同題 .不 能移就技木

同腄征求大合的志凡,而 仗仗位垓就立法玖舞同趣征求其惹凡.委 真合本身的甘梵 已表明,速 一同

題是一介法律同題 .

‘#.巴本沃薛先生 (特 別報告貝)悅 .(b)分段ㄇ迷的1.● 越不依是一介法律鬥趣.之 一同題与

第 18奈 <未 能連守上述又夯)有失,若不予以解決,人們可以想象落在的受形喃回可能玵行力回

提出抗快,甚 至采取肘抗措施 .

54.至 于 <c)分段,回 怀其踐是一致的,例 外竹玩是賠儅女任丱因子篷管者,即 丱因子令人°

仄奈款車來工作升始以來 ,人●1● 一直假定回家被放力肘此久云.但是,靖 岡大舍是否達就是它所希

望的一美殕佳女任,送种吋侯已姪到來。

sS.友 卡弗里先生悅,一般來悅,特別技告必顏有足各的自由提出他們放力必要的同趣,因 力

他們炎于集中達些1.9題 的最有利的地位 .

“.至 于 (e)分段,他 同志帕夫拉克先生的建快,汏本文件中用除
‘
是否

”
一切,由 于垓洞

暗指目前沒有賠伴女任,送昆然不肘.他提快把 <c)分 段的升共修正如下 :“各歉草案是否9三 孩而

且在多大程度上規定起源回討⋯⋯跨界敬害久有賠佳女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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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比 斯利先生悅他支持速一修正集°河題不在子回家是否久有女任,而 是在多犬程度上無有

責任°現行公的旨在限制此种賠僕女任,而坏境保伊保仗是附帶的卒情.“在多大程度上
”
達些措

洞所包含的大于賠儅女任的限制同趣是一令棘手的1.9趣 ,形 呴到地村和戶格賠借女任 .● 題°

駱.佩未先生悅,完 全有理由甘求政治祝杓的指早.因 此他變成保留 <b)分段°至于 (● 分

段 ,友卡弗里先生的修正案是一介很好的解央亦法.本 努納先生提快的特換將突出令人而不是首先

考慮回家,遠在學木上令人很感共趣 ,但是由子本寺趣的忌体佑构,之一亦法在 目前的上下文中沒

有道理°

Sg.主席悅,若元人反村,他將放力委員合同志刪除右 67段 的 (b)分段,并按照友卡弗里先

生的提快修正 (e)分段。

就遠祥決定°

篷避修正的第“ 段通越。

6U.本 努納先生悅 ,他 也有失似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所表示的保留,因 力達是一介原 Jll1.● 題°先

法律 .● 趣位在委貝金解決,而 不成提交犬套,犬含是一介政治机构°

a.偑菜先生回厥悅,主席在上一次舍快上曾表示,玵 已銍通避的段落也可以提出建快,他悅

他愿村兩介段落作一些朴充,以便更好地反映委真合所送行的甘淹。在第 lU段末尾 ,他提洪加上

下列一句活 :“ 也有人走快垓草案可以分力兩介部分,錧 一部分大干預防鬥趣 ,第 二部分包括大于

賠僕的一介或几介杯堆荼放 .” 在館 3° 段 末尾,他提快加上下列一句 :‘凡位委員逐指出,一般而

言,各 曰根据第三幸的茶歉欠有的叉夯并不特別尸格 ,而 且常常沒有其根括央在回隊法所久有的又

芬那祥戶格°”

銘.主席悅,若元人反肘,他 就汏力委員合同意通遊達兩項修正案°

佩菜先生的修正案通迂°

豋避修正的B市 通遊 .

篷避修正的報告車稿弗七幸通逮 .

63.比 斯利先生悅 ,他玵弗七幸作力一↑整休幸有所保留,特別肘垓幸理位反映委員舍所迸行

甘站的部分有所保留.在甘捨摘要中看不到任何他所提出的意兄和提快,其 中有些逐得到委員舍其

他一些委長的支持.他拳出了一些具你的其例,并指出,在 右七幸的申快遊程中他沒有要求作出任

何改功和朴克以便又補切地反映他 自已和其他一些及言者的現志,唯 一理由是委員合沒有足好的

吋同作送祥犬的重新起草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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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幸 回家和國師姐珠同的夫系 (寺 題的第二部分)(致 完). (A/CN.4/L.45】 )

B.本屆合快常快速介寺題的情況 〈旗完)

第 11段 q望立)

敬.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真)提交方 1段 以下修正未文 :

‘
委真套普道支持特別報告貝在第四次●Ft告 中力本寺趣所逸定的道路.有 些委真指出,委

真舍班在可以給予本寺趣更多的注意,因 力它已完成或凡乎完成肘其他寺捶的申快°有些委真

逐強琱本令題的有用性,它 將在道用于回隊姐扒的法律的千殊万別中理出一些共緒°
”

GS.本 努幼先生悅,与 新案文第一句中所迷的相反,吋垓令題并沒有什么普遍的支持,委 見合

有一些委炅,包 括他本人在丙甚至逐村孩告趣是否值得研究及其最終堵果是什么提出了疑鬥°

“.巧 希瑪先生悅 ,冬 管有人村是否泣垓研究送一寺趣表示怀疑,但 沒有任何人否汏目前正在

玵垓寺趣迸行研究速一卒央,而且特別報告貝所采取的方式是正确的°

田.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長)悅 ,第 11段垃垓与第 12和 lB段 球系起來看,后 丙段反映了人

們皮表的反村意兄.他提洪用
‘
戶泛支持

”
取代第一句中的

‘
普遠支持

”,并通述篷修訂的第 11段

集文°

就速洋決定°

垤逮修正的第 l1段 通逮。

第 14段 (象 完)

68.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提交了第 14段 以下的修汀正案犬 :

“
特別根告長提到几位委員友表的意兄,他 日頑悅,委 貝合的責任是履行大套授予的、并

在大舍每年夫子委貝套報告所做次快中重申的取女。lg87年 委員合弟三十九屆金快規定了本

青趣的意叉和方向及其內容 ,并 忕可了要求特別報告長向其提交的青題的鋼要 .特別根告貝注

意到委長金以程上的︴多其他令趣也包括現有文串所規足的一些方面°淡到委貝合在回隊法

的幼來方面的作用 ,他悅宜子系統地生理本寺趣的各种規則.确 央,仔如現泰一下回坏形勢便

合袋舞有︴多缺陷希要妳朴,有卄多同捶希要解決.他洗,例如,近年來一些鈕象和未道曰在

官長、寺京和与各組扒有正式夫系的人長的叔利和文夯方面戶生了︴多同捶.因 此特別報告長

強惆充分中快茶款車棄并在申快之后特其提交起革委貝舍的重要性 .”

SS.主 席悅,若元人反肘,他 將放力委真合同志通迂每修訂的館 14段 來文°

就送祥決定 .

篷遊修正的第 14段 通述 .

.欲
自第 2199次 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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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逮修正的B市 通遊°

篷遊修正的根告革稿第六幸通迂°

好二幸 危害人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墩×A/CN.4/L.447和 Add.1和 2和 Add.2/C磁 r.1

和 Add.3)

D.夫于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來的茶欺車來 (A/CN.4/L.狂 ?和 Add.l和 2和 Ad工 2/

CUor. 1和 Add.3)

第 〕分市 (委 貝舍至今力止哲吋通遊的茶放瑋未)

D.1市 通迂。

第 2分市 <委 貝奈第四十二屆套快哲吋適述的第 16、 18和 X茶草案集文及其坪注 )

第 16紊 (因 沶恐怖主〤)的 坪注

(1)段

(1)段 通逮。

(2) 博殳

約.托移沙特先生悅 ,第 二句大先坑,因 此不移确切°他提快在第 16荼 “
回隊恐怖主〤

’
之

前加上
“
本茶所界定的

”
等字祥。

(2)段 通述°

(3)段

<3)段 通避 .

好 <4)段

71.埃里克松先生 <根告貝)提交了 (4)段 前兩介分段以下修訂未犬 :

‘
瑋 2致夫子介人參与一日的代理人或代表的恐怖主〤活功 1.● 趣 .達不包括与節 1段界定

的回師恐怖主火活功元大的介人所犯的恐怖主叉活功 .

‘
冬管道一現象挑在、特別是在某些其体 (恐 怖主火羾玖或集 田,它 ●1● 通常以蕨利力 目

的>范 田之內日益增多,及 其玵有些回家 (有 些姐玖的財政或軍

一

手段优于某些回家>具有的

危險 ,但似乎不能將介人的恐怖主叉月入危士和平罪一共來外理 .因 力此榮活功不能 l工 罪于一

介回家。但是,委 炅合有些安真放力位包括介人送行的恐怖主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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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科 〞馬先生提洪,位孩刑除孩案文第二分段方括子中的
“
某些姐軹扣有优于某些回家的財

政或軍

一

手段
”

一句.必須小心,不 要給予有失羾玖任何威望 .

竹.錫正姆先生 (特別●9.告 貝)悅 ,他不反肘加除速一句°

科〞馬先生的修正來通迂°

74.托發沙特先生在馬希烏先生支持下悅,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在肘垓茶放的坪注中雩入象

年 2分段最后一句達祥的句子 .

丐.本 努納先生悅,在 肘奈欺的坪注中回廄委天舍各位委貝所采取的立場央所上不是通常的

做法°他提快刷除送一句。

76.錫 正姆先生 <特 別根告炅)悅他不反村用除垓句 .

本努納先生的修正案通逮。

η.主席建快,村 (4)段 的常洪將在下一次合快上鍵致迸行 .

就速祥決定。

下午 1吋琴 5分散合°

第 22。4次合快

199U年 7月 2U日 星期五下午 3時 l° 分

主席:史 久儲先生

出席:凱西先生、巴你沃蘚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埃里克松先生、

弗朗西斯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科男馬先生、馬希白先生、友卡弗里先生、思居加先生、帕夫拉

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蘚 .拉 爽先生、拉扎凡德拉朗甘先生、

一

庫納斯先生、索拉里 .困 德

拉先生、傷正好先生、托移沙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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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跡法委員合第四十二屆合快工作報告草稿 (臻完)

第二華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革來 (壞 完)(A/CN.4/L.44?和 Add 1和 2和 Add.2/

CUrr.l和 Add.3)

D.夫 于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屎的茶放軍未 <璵完)<A/CN.4/L.447/Add.2和 C°rr.1)

第 2分 市 (委 員舍第四十二屆舍快哲吋通迂的舞 16、 1B和 X奈車集集文及其坪注)<致完 )

第 16茶 ㄑ回隊恐怖主叉)的坪注(攻完)

(4)段 <綠 完)

1.錫 正姆先生 <特別報告真)提洪用下列棄又取代 <4)段 館三分段的第一句 :“ 第 2款涉及

參与人在所涉回家支持下班事的恐怖主火活劫°但戶生的同趣是參与者是否不位些被視力八犯
”
°

2.馬 希名先生悅他可以接受特別報告真的修正來.

3.本 努鈉先生也愿忠接受垓修正案,但他強調 ,垓來文中也必須汁楚表明委真合在常快危害

人美罪時將再回共中快第 16茶 第 2數 .他提快用以下來文取代 (4)段第三分段第二、三和四句 :

‘
因此將根据未來夫子共犯的茶款重新常查第 2款 .而且,委 真合打算在常快有失危害人美罪的奈

款吋再回共中快令人所放卒的回眛恐怖主〤同趣°”

4.錫 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員)支持本努納先生的修正來.

5.帕 夫拉克先生支持提快的速兩今修正來.

特別工Ft告 見和本努納先生的修正未通避 .

6.席 悅 ,如 元人反肘,他將汏力委貝合同意通迂報告貝在上次合快 <第 ?1段 〉提出、姿科步

馬先生和本努鈉先生在上次金快上修正的 (4)段 共兩分段的汀正案文,以及特別報告貝和本努納

先生在本次舍洪上修正的第三分段°

就速祥決定 .

銍遊修正的 (4)段適迂 .

絟迂修正的弟 16奈坪注通逮°

第 18荼 <招芽、使用、姿助和洲球雇佣兵)的坪注

(】 )段

<1)段通趙°

(2)段

7.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長)提到第 2分段中的悅法,‘第一附加快定#第 好 荼是旨在給予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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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軍最低限度保伊的人道主叉法律文件
”
。送听起來有些貶志,他 主張垓句最后部分如下 :“

.⋯”旨

在玲子雇佣罕共有根得到的最低限度的保伊
”

.

8.錫 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洗 ,他汏力現有的措詞已能充分描述第一附加快定中的目的。

9.托務沙特先生悅,他也傾向子現在的措洞.沒有必要增加任何字句,因 力第一附加以定中

常 47紊玲子雇佣牢的保持即力一項叔利°但是,弗 二分段位垓提到 1989年 ㄍ反村招棼、使用、女

助和圳球雇佣軍回隊公的》.

1°.而且,19π 年的便珞定叉
: 

并未特雇佣軍定力便咯的一介构成要素.侵 略定〤第 3茶第

(g)球提到
“
一介回京或以其名叉派近武裝小叭、武裝田体非正規罕或店佣兵

”°送与特雇佣軍定

力侵略的一介构成要素并不相同.

11.雅 科堆德斯先生洗,他 汏力派迂雇佣軍也#即 已威力侵略的一介杓威要素。

12.錫 正姆先生 (特別報告其)悅 ,放央隊上悅,使用和派造雇佣軍之同沒有任何差別°

13.馬 希馬先生指出,“雇佣軍1.9趣
”

一同沒有出班在現有的茶約來文中.最好沿用坪注提到

的文中中所用的措洞.确 共,正 如特別報告貝所悅的,送些文H9的 范田并不一祥,但共同志是要淡

法將雇佣軍的雇佣判定力有罪。在 (2)段 中似乎缺了魚什么。

14.偑某先生悅,坪注位垓指出 1949年 日內瓦公的館一附加快定中与 1989年 夫子雇佣軍同

題的公的之同的差別 .后 者牧接近治罪法草案算也 奈的主趣.第 18秦坪注的法文文本以述去吋念

提到第一附加快定串,但垓洪定串班仍然有效。

lS.傷 皿姆先生 (特 別報告貝)同 志位垓使用現在●l悉 °夫子侵略定〤,辛 其上确其將雇佣牢

.● 題定力侵略的一介构成要素,呈 然快在 19Sg年公的中才將雇佣軍定力一項狂立的罪行°(2)段

第二分段裝三句可以悅
“
杓成優珞要素之一

”,而 不用
“
一介构成侵略要素

”
.

㏑.凱西先生不同志垓意凡°侵略定〤的館 2奈 田迷了便咯的构威要素,第 3茶提到的雇佣軍

活苗是作力侵略活劫的央例列拳的,但 以弊 2奈 的規定力准.力 了确保与便咯定火和治罪法草案第

12荼相一致,(2)段弟二分段弟三句位改力 :“便珞定叉將雇佣軍同題作力便咯活劫的一介例子 ,

但有某些限制 .”

17.傷 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提快,根括凱西先生的反肘意北,垓句位改力 ;“便咯定〤特

雇佣罕作力任略的椈威要素之一.’ 便珞定叉中的行力清車 是力了送行悅明的,而 不是一介洋冬元

適的清草.其 中些然包括派逛武裝田体或雇佣牢.

lS.凱西先生悅,有 一魚很重要的幻依差別必頦予以揭示.根括便咯定〤,如果符合第 2茶 中

所●9迷的某些茶件 ,派近雇佣軍就是一項使咯行力.但是說店倜軍1.9捶 是俠咯的一介杓成要素則是

另一口中 .

l大
合 1974年 12月 14日 錧 3314(XXIX)母 決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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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友 卡弗里先生表示同志:罪行要成立必須有罪行的杓成要素的存在°根据侵略定〤,派近

雇佣軍是一項侵略行力。他可以接受凱西先生的提快,其 中包括
“
但有某些限制

”
達一重要的附毠.

2。.馬 希筠先生也支持凱西先生的提快.悅雇佣軍1.9題 是侵略的一介杓成要素就意味著如果

速一要素不存在,就 不弊是侵略.坪注現有措洞含糊不清,可 能合造成一些堆題。

21.本 努納先生洗,他 同意馬希車先生的意凡,放力在 〈2)段 的現有措洞似乎缺了些什么本

西。垓段提到了三介哉有失于雇佣罕荼數的回隊文中.因 此泣垓說明治罪法車瑋弗 12茶 与送些文

串有什么夫系以及其中有何新內容.逐位些戈明 19Bg年公的粹雇佣軍同娷定力一項狂立的罪行°

22.芻 正姆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他可以接受飢西先生的提快.逐位根据本努納先生的建快

增汀一介提到 19Bg年公的的句子°

2B.主 席建快根裙所作的提快修正來文,并 根裙送一涼解,通 述 (2)段
.

就送祥決定°

鞚迪修正的 (2)段 通避°

〈3)段

放 托穆沙特先生悅,瑋二分段以
‘
達就是⋯⋯”

等字擇丹共,“送
”
速介字指的是什么不清

楚 .

25.錫 皿姆先生 <特別報告長)悅 ,各 回有杈店用雇佣軍,甚 至雇用外因雇佣軍來力其作找 ,

但是
“
根裙本茶數草案的雇佣軍活初

”
指的是封9I一 口、旨在破坏其安定或用來阻磚人民行使 自決

杈的雇佣軍活功 .

26.本 努納先生汰力 (3)段含〤不清°力什么不提
“
本茶放意指的罪行η 最好避免使用

“
店

佣牢活功
”

一詞,送一措詞沒有确切的法律含〤 .

〞.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貝)放 力 (3)段 正确反映了至今力止所做的工作,但是尚可加以改

造°第一分段位垓清楚地表明,第 18奈 并未提到雇佣軍本身,垓茶車臻提到的是招棼、使用、資

助和圳球雇佣軍.好 二,其 中位垓悅玵其血云者是回家的代理人或代表.張后 ,垓 段位垓具体說明,

雇佣軍活功是什吋′回或阻止一口人民行使自決叔 (送 一杈利得到回隊法的承次>的活功,如 委及

舍在上一屇屆套上通迂的治罪法車末年 14和 lS奈 中所迷 .

2B.坪 注逐垃垓清楚地表明,雇 佣軍的功机是力了荻取根酬,而 店用他們的人的劫机Jll力 了逛

到政治目的.

2g.馬 希与先生悅 ,位 垓明捔元洪地表明,弗 18奈 中定力罪行的活功不是店佣罕活初本身,而

是回家的代理人雇用雇佣軍°特別報告長在圾后的措祠中元疑合看到達一魚.

3U.主 席建以委貝合目前位中止村 (3)段 的申以,報告貝位根据提出的建快起草一介新的案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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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速洋決定 .

S1.巴 你謝戈夫先生悅,他杕力委真不成在班阱段提出共辰性意見°

(4) 坪殳

32.場 正姆先生 (特別報告貝>提甘注意坪注下面的改功.第 一句拉力 :‘ 第 2款連照 1989年

公的井 1荼 的雇佣卑的定叉界定雇佣軍本身°”垓段其余部分子以別除。

S3.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見)悅 ,有 必要增汀一些措詞提到武裝沖突.因 此他提快 (4)段 共

二句力 :‘好 2款達照 19帥 年公的第 1荼和 19姆 年日內瓦公的笫一附加快定中幣 47奈 的雇佣軍

定叉界定雇佣軍本身°走一定〤指的是受雇在武裝沖突中作我的雇佣軍 .”

34.托格沙特先生洗 ,他 杯疑在第 18荼 乍 2和 幸 3放之同作如此任硬的區分是否明繪°在武

裝沖突中可能出現企田破坏一日領土完整的攻告.

“.埃里克松先生 ㄑ報告真)悅 ,在現阱段,悅第 2款涉及武裝沖突就移了,在肘第 3款 的坪

注中,只 使用第珞 秦第 3<a)放 的措詞就行了°

鉐.傷正姆先生 <特 別根告貝》表示同志報告真的意兄.在答褒托格沙特先生吋,他建快坪注

可以鬥迷第 Z款涉及武裝沖突,而 第 3款 涉及任何武裝沖突之外的局勢 .

田.主席建快將特別報告真的提快抄送各委員常快。同時哲仔玵 <4)段 的中洪°

就送祥決定.    .

(5)段

38.埃里克松先生 <報 告真)悅 ,第 二句比較生硬,提快將其修何如下‘
“
在遠方面有夫的俱

是其外因回籍 .” 他想知道力什么雇佣翠在外目的居住不成力同題 .

39.本 努納先生悅 ,報告真的伺題引起了一些交染的法律 1.● 趣°力了何化,悅
“
在些地或回外

招棼
”
速′措洞位与第 lB茶 第 2〈c)效秩系起來看就足拸了.他快力托移沙特先生夫子第 2和 第

3數之同匡別的好淹 〈凡上文錧斑 段)十 分貼切,因 力可能合出現不宜而我的什兄。

ω.銓迂造一步封站后,主席礎袂報告真、特別根告貝和起草委長合主席拳行非正式磋商,以

在考慮到安真們提出的各項建快的竹玩下,力 坪注 (3)至 (” 段起革新的棄文°

就之祥快定°

X茶 (非 法版逐庥碎品)的坪注

(1) 子支

41.協 皿姆先生 ㄑ特別報告貝)悅 ,在 法文文本方一句中,cI㏑e一詞之前的 le位 改力 :de。

●2.馬 希与先生在帕夫拉克先生和埃里方松先生 (報告長)支持下悅,座垓明确元淏地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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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迋床醉菊品罪是作力一項危害人美的罪行列入治罪法車未的.可 以似定下一今內容送行必要的

澄清ε
“
在 X茶 中,委 貝合將來醉品的敗迋作力一項危害人失罪列入治罪法。

”
達一來文可以做力

X奈 的腳注°

43.友卡弗里先生同志送一定坡.力 了迸一步帶助女者,他建快在第 16奈 之前加上
“
危害和

平罪
”
送一拆題和在 X茶之前加上

‘
危害人犬罪

”
送一採趣°

“.再 希鳥先生說,友 卡弗里先生剛才所提的楚快板好 .

小.他提快在 (1)段 尹共加上下面的新句子 :“ 委貝合通達 X茶 ,哲 吋仗將非法販逐床醉品定

力危害人英罪,即 使特別報告貝也提交了將非法敗迋席碎品作力危害和平罪的紊放車素 .

●c.傷 正姆先生 (特別技告長)指 出,在其年八次報告車來中,Υ 茶特非法敗逗痳碎品作力危

害人共罪,X茶草案將其作力危害和平罪 <凡 館 215U次合快,年 14段 ).

奸.托移沙特先生建洪,在 幣一句末尾中,用 ‘
整介囝隊社合

”
取代

“
全人榮

”
.

48.本 努鈉先生兢 ,盤于 X茶并不仗仗是重申1988年 6耿合回禁止非法販迋痳醉菊品和精神

菂物公＿1● 》的親定 ,第 三句位垓重耳。他建快采用下列案文:“X茶更避一步,因 力它將垓罪行作

力一項因酥罪行,但 受到某些限制°
”

49.錫 正姆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他可以接受遠一修正來,但是必須指出,19BB年 公的并未

將非法販迋痳醉菊品作力一項目隊罪行 .垓公的并未改交此种罪行力日內法罪行的送耕地位 ,其 日

的是安排回家之同的合作以追早罪犯以及就垓罪行下介定〤°

5。.主席悅 ,若元人反肘,他就放力委貝合同志采納巧希与先生 <上 文館 4S段 )、 托秘沙特先

生和本努納先生提快的修正棄,并 通遊 <1)段 。

就達祥以定 .

絰避修正的 (】 )段通迂°

(2) 墿殳

(2)段通避 .

(3)段

51.埃里克松先生 (根 告長)走洪,在 弗三句中用
‘
私人介人

”
取代

“
令人

”.波有匹分了

“
回家代理人

’
和

“
令人

”,因 力回京代理人也是令人,因 此有必要又明确°

S2.托 發沙特先生提快Ⅲ除大于
‘
姐數、怭舍和其他机杓

’
的及后兩句.委 貝套尚未就集体女

任作出任何決定。整介討淹只限于今人的刑

一

犬任 .

$.傷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長)悅 ,送兩句位垓保留°它們并未确立任何集体云任,仗仗涉及

私人通遊組軹或掰舍—— 如根括私法淡立的公司一而仄═的行力.大套通迪了翅力
‘
放

一

路國界非

法敗迋席碎菊品和其他跨回犯罪活功的介人和央体的回豚刑═女任
”
的1989年 η 月 4日 常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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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決快,清 委貝舍大理通避共体所作行力的同捶.因 此,放力治罪法位平等玵待此种合作机构或作

力公司的法人以及介人是十分正确的.

54.本 努納先生指出,委 員合沒有甘梵述由法人承袒刑卒安任的鬥題°因此,算 (3)段 的最

后兩句位孩重耳或刪除 .

SS.雅 科像德斯先生說,送几句括位垓兵体說明它●●是夫于私人介人在作力組坎或協舍的共

体范田之內或以共名〤所球

一

的活功.

SS.馬 希自先生悅,已銓甘梵迂法人的別

一

女任1.9趣 ,但 沒有得出任何堵站°最好的亦法是呆

幼雅科錄德斯先生提出曲意兄,將倒效第二句修訂力 :“
‘
令人’′田包括那些力姐辦、掰含和其

他机构或以其名〤行═者⋯⋯”.最后一句也作爽似的改劫,垓句如下

一

它也包括那些在金融机构

范田丙行卒者
”
。

57.錫 皿姆先生 <特 別報告貝)接受速一提快。

S3.主 席悅 ,若 元人反村,他就伏力委貝合同志采納埃里克松先生和馬希与先生提洪的改功 ,

并通避 (3)段 .

就送祥決定°

垤逮修正的 〈3)段通道 .

(4)段

(4)段通避°

(5)段

ω.托格沙特先生悅 ,最后一句中的
“
力一↑民族、种族或其他群体的目的

”
送一措洞堆以理

解。它是否意味著有可能向某一群体提供毒品,目 的是將其毀又?

6U.揚 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速 一表述志在包括一种完全可以想象的特兄 ,一介特定的

群体在特定國家避受歧視,受 引資吸毒.力 了滿足托移沙特先生的志凡,他建快用
“
力了掘善一介

民族、种族或其他群体成長的健康
”
取代有失措詞。

就道祥快定 .

銓逮修正的 <5)段通逮 .

<6) εE <8) 七更

(6)至 <8)段適述 .

<9)段

61.馬 希白先生提以,在 第二句的
“
力配制

”
之前位孩加上

“
渚如

”
之一擋洞 (中 文不必更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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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達祥破定°

倪.帕夫拉克先生提快,增 加一句活提到夫子非法販迋痳碎菊品的有夫目阡犬中。

就速釋破定 .

篷迂修正的第 (9)且 垂避。

銓達修正的X茶 的坪津通迂 .

簿 18茶 (招 芬,使用,資助和圳球雇佣兵)的坪注 <致 完)

第 (3)至 (7)段 (玫完)

“.主席現,扳告貝与特別報告貝和起革委貝合主席共同揪汀了 (3>至 (6)段 的修訂來文,

以取代原來的 <3)至 (7)段 .他清報告貝介幻修汀案文。

64.埃里克松先生 (報告貝)宣 放了下列修汀案文 :

‘(3) 第 1放規定了本奈所涉罪行的范回和限度 .它 首先表明,垓罪行不是由雇佣軍

本身的活功所构成的,而是由招蓱、使用、炎助和圳抹雇佣軍送些行力所构成的°第二,達一

罪行唯一可”咎的人是一目的代理人或代表°館三,送 些行力必須具有下列兩介目拆之一才符

合達一定〤:雇佣軍的招芬、使用、資助和圳緣必須是力了仄

一

直接無覆另一目的活功,或力

了阻就各 El人 民合法行使回隊法所公放的不可剝李的自決叔 .大 于
‘
回隊法所公扒的人民的自

次杈’,可 以參考第 l2奈 (便 咯)第 ?歉 的措田,以 及幣Ⅱ 荼 (干 涉)和 第 15茶 <殖 民坑治

和其他形式的外回坑治)中 ‘
庄尸哉入 《朕合回先幸》的人民自央叔’逆一措洞的使用 ..

“(4) 館 Z款逆照 19BU年公的第 1茶 錧 1數和第一附加快定串好 47茶第 2敬 的定又界

定雇佣牢本身。I..定 〤指被招蓱在武裝沖突中作我的人°

“(5) 弗 3欺源于 19Bg年公的第】茶第 2放 ,垓敬界定了一种朴克美型的雇佣罕,即

招芬他們的目的是力了參与瓦合一致的暴力行功,旨 在推個一日政府或破坏一回的先法秩序

或破坏一日的領土完整°‘
在其他任何竹況下

’
達一提法使速一英雇佣軍与館 2放所指的一共

形成玵照°

‘(ω  近年來,速一爽店佣軍在弗三世界大●i增 加 .”

“.兄
上文 D.1市和第 14和 15荼的坪注 (61989年 ⋯⋯年盤>,弊 二卷 (弟 二部分),第

更).

6S.托 移沙特先生悅,修汀瑋文措甸帝要作一些改功以便改造文体 .

66.主 席史洪委真舍通達 ㄑ3>至 <6)段 的修汀案文,但有一項掠解,即 被告貝將与秘串焚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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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肘來文措洞送行必要的修改.

就速祥快定。

鋄道修正的 <3)至 〈6)段通迂 .

篷避修正的弗 18茶 的評注通遊 .

篷迂修正的D市 通避。

銓迪修正的報告車稿寫二幸通道°

工

舍快堵束

研.在各位委真相互表示祝絮和感甜之后,主席宣布回隊法委長合索四十二屇合洪閉合。

下午 5吋 45分 散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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