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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敢合回文件都用英文犬有字母附加數字編手.凡是提到達种編景,就
是指朕合目的某一今文件

。

提及 《回跡法委員舍年撰》吋省略力前有年度和省略咢的“
年鈭〞 (如

《〕98° 年⋯...年 盤》).

回隊法委長舍每屆舍快的年盤由兩卷班威‘

第一卷:孩屇舍以各次舍洪的倚要汜最 :

第二卷 (第
一部分 ):特別根告長的報告和舍快期同常以 的其他文

件 ,

第二卷 (第二部分):回 豚法委長舍提交大舍的根告。
凡提及以上各卷和各卷 中的引文均指作力駁合國出版物友行的本年盤

各巷的最后印刷文本°

一
小         -

最初以油印形式印友的特別叔告長的報告及在回豚法委員舍第四十

一屇舍快期日常放的其他文件,均特我于本卷,其 中已包括秘卡赴印友

的更正和力了最后文本格式所作的必要的編輯修改。

A’CN4/SERⅣ I99UAddI(Par‘ 1)

敢 合 回 出 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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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洲及通未絰渀委貝套 (后成力正洲及大平洋銓漭社舍委員舍)

歐洲銓游委員舍

拉丁美洲至游委貝舍

正洲及大平洋砮洴社舍委員舍

西皿絰游社舍委貝舍

朕合國桹食及衣並姐象

夫稅及欠易恩怭定

回怀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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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怀法院

生十字回隊委員舍

回萍法怭套

曰跡海事姐躲

美洲回睜法律研究所

美洲國家班象

塑洴合作南友展坦絮

曰怀常次法院

敢合回杯境規划署

駁合日教育、科爭及文化＿.l豕

駁合回汌緣研究所

Wo〢dBank      回盱矣共升友銀行和國隊幵友怭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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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I     小

《回隊法院裁決集》       《回隊法院判決、咨淘意見和命令集》

《回坏常故法院,A輯》     《國沶常政法院判決集》(第 n-24集
,

直到并包括 193U年 )

《因昹常放法院 A和 B韓》    《因沶常政法院判決、命令和咨泃意兄集》

<第 4U-8U集,及 193┐ 年弄始 )

一

*      

一

夫于引文的悅明

在引浯中,后面加有星咢的群体字或段落在原文中部不是斜体。

除非男有說明,次用英文以外的浯文撰丐的著作中援引的活已由秘中赴澤威英文°



朴足委員舍嗨吋空缺 (委 員舍章程算 n1荼 )

〔洪程項目 2〕

文件 A/CN4/433

秘中爽的說明

〔原文:英文〕

〔┐99U年 5月 4日 〕

1 199U年 4月 29日 保多 .勒泰先生去世后,國 豚法委貝舍有
一

今席位空缺°

2 回豚委貝舍章程第 nn紊适用于朴足送祥一介空缺°垓奈規定:

委員舍委貝帖吋出缺吋,位 由委貝舍這些連照本章程第2和 第8奈 的各項規定 自行

扑足空缺°     .

算 11荼提到的第 2和算 8茶 內容如下‘

第 2荼 :

1 委員舍由三十四名委貝組成,各委貝庄力公汏肚任的曰坏法界人士。

2 委只舍委員不得有商人力同一回家的回民°

3 如候送入具有承重回籍,列 候送人位祝力其通常行使公民和政治叔利的國家的回

第 8奈 :

逸拳人送行遙拳吋位銘圮:凡 些送委貝舍委員的人士,本人必須具各必要的資格 ,

而委員舍全体則位確失代表世界主要文明体系和各主要法系。

3 1986年 n1月 14日 ,大舍根括目跡法委員舍章程并依照大舍 1981年 11月 18日 第

36/39手次洪第 3段逸拳了三十四名日怀法委員舍委貝,任期 5年,當 n987年 1月 1日 升

始°大舍在第 36/39母 次洪的第 3段中決定

..⋯ .“ 巨怀法委貝舍的三十四名委員按照下列分已萍法遊出‘

“(a) 八名非洲回家回民,

“(b) 七名正洲回家匡民,

“(c) 三名右致日家回民,

“(d) 六名
=丁

美洲Ξ家回民,

“(e) 八名百玖玟其他目家回民
,

民°

VI



“(f) 一名非洲回家回民与一名未歐國家回民輇流,在本決波通之后犖行的第一次數

票中將此席位分琵玲一名非洲回家回民,

“
<g〉  一名皿洲回家回民与一名拉丁美洲回家回民琀流,在本次洪通避后拳行的第

一次投票中將此席位分琵鎗一名皿洲回家回民”°

4 ┐99U年 5月 4日 ,因 哧法委夭舍清秘半赴于 η99U年 5月 25日 分友一份候逸入名

羊°

5 199U年 5月 4日 ,委 貝舍逐決定子 η99U年 5月 3U日 拳行朴足嗨時空缺的逸拳。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洪程項目4〕

文件 A/CN4/43┐ .

大于國家及其財戶的管籍豁免的第三次根告

特別根告真小木曾本雄先生編雩

〔原文:英文〕

En99U年 4月 11日 〕

頁次

注 ”⋯⋯⋯⋯⋯⋯⋯⋯⋯⋯⋯⋯⋯ ......⋯ ⋯⋯⋯⋯⋯⋯⋯⋯⋯⋯⋯⋯⋯⋯⋯⋯⋯⋯⋯⋯.  ㏎

.                       
段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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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 
包括文件 A/CN4/431/Co 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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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報告 中所引的与國家及其財戶的管葀豁免有夫的文件

多 之 公 的

《夫子國家豁免的映洲公的》及其附加快定+
(巴 塞水,1972年 5月 16日 )—— 以

下林r.n972年 歐洲公玓
”

η982年 《回家豁免法》

巴基斯坦

┐981年 ㄍ回家豁免荼例》

新加坡

9979年 《回家豁免法》

犬不列顛及北羨本主镺合王目

1978年 《面家豁克法》

美利里合余目

1976年 《外目〨枳豁免法》

出  爽

Counci｜  of Euro pe, Evropean 丁reaⅣ

rieSNo 74〈 Stras-bou「 g.1972)

S各

回 家 立 法

除決犬利工法令外,下引法規特載于聚合回立法丞串中的一卷 :

《夫子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琯豁免的資料》 (出 售品名景,E/「 B● V1U),第 一部分
。

出  爽

漢犬利正 AuStraia  Acts of the Par｜ iament of ihe

┐985年 《外因回家豁免法》

加拿犬

p2696

TheCanadaGazette part｜ ∥(Uttaw舌 ).V° :

6.No15.22 June 1982

┬heGazetteofPakistan〈 ｜s〡 amabad).

1n March 1981

駁合回,《管葀豁免癸料》,第 28更起各更°

∪nted  Kingdom,  了he  pub｜ ic  Gene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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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根告是特別散告長就國家及其財戶的管豬豁免寺足,向 日豚法委員舍提交的第三次救

告° 1 特別技告貝考慮到囝跡法委員舍委員在上屆舍以上友表的意兀,2 在大舍第四十四屆

舍洪第六委員舍上裝表的意兄,3 以及各國政府的串面評站馬意兄,. 在本擬告中常登了目妳

法委員舍在 π986年第三十八屆舍以上一次通遊的有夫本音題的全部奈款草案.5 大于速些各

款草案的二滾情況如下:在上屆舍快上,已將第 n至 11奈之二,連 同特別根告長的提以和一些

委貝在全体委員舍上似,T的 提洪,一并送交起草委員舍,在本屆舍以上,將吋第 12至 28荼送

一步加以常以°

2 在下面村奈款草案送行的甘站中,首先列出每一奈一滾遇遊的案文,接看是特別根告貝建洪

予以常送的案文,之后是評站,包括各因政府和委貝舍各委貝的意兄及特別敝告貝的建以摘要°

具体,T站 °

第一部分  早言

算 1秦 本秦款的茫田

通達的案文

本奈款道月子一日及其財戶不負另一回法院管葀的豁免。

分別在第四十屆和第四十一屆舍送上提交的前兩次拫告是:(a)初 步根告,《 1988年⋯⋯

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96天 ,文件 A/CN4/4n騎 〈b〉 算二次授告,《9989

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丌,文件 A/CN4/422和 Add1°

兄 《1989年 ⋯⋯年盤》,第二巷 (第二部分〉,算  頁定各丌,第 4U3-612段°

死
“秘+赴弗丐的大舍算四十四屈套坡期同算六委員舍甘淹回FrT法 委員舍根告的寺題捕要

〞

<A/CN4/L443), E艼 。

凡 《1988年 ...⋯ 年 鈭》,第 二 卷 (第 一 部分 〉,第 45万 ,文 件 A/CN4/41U和

Add1-5。

更 《1986年 ⋯⋯年荃》,第二巷 (第 二奇分),算 8頁定各頁°

“逼達的某文”
和

“提訣的案文
”丙介杍是分引指一淒違之的案文和特別報告昃提洪的案文°

“原棄文
〞
本

“
訂案文⋯⋯呀旨一琪逗達

一

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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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 梵

提洪 的案文

本奈款道用于一國及其財戶免于男一國法院管特和強制措施的豁免°

<1) 一日政府在其中面坪站中建洪,第 6茶所裁主根國家豁兔原則位王子本秦數車集之

首.委 員舍一名委貝建洪第 6奈位緊接在第 n奈之后°但是,特別救告只扒力,第 η奈的目的

是作力早言荼款指出本各款的范田°他逐放力第 6茶不位南第 11荼 至第 η9奈大近,逑几茶田

明了第 6奈所裁豁免原Jll的 限¢l或例外情兄.委 貝套普遍支持維持垓奈的原來位且°

<2) 原案文只涉及管葀豁免而沒有提到免于強制措施的豁免°送可能是因力一慎通越第 1

奈吋,本秦款草案仍不肯定是否包括免于強制措施的豁免同題°且然速介慄題需要送行共辰性洋

冬甘站,但一般意其次力位在草案第四部分列入一些有失免子強制措克的豁免的荼款°因此,特

別報告見提洪的案文增添了免于“強制措施”的豁免°

第 2奈和第 3荼

遲遊的案文

第 2茶 用吾

1 力本無數的目的:

(a) “法院”是指一日有叔行使司法取能的不梵名私力何的任何机夫,

<b) “商╨合同”是指:

(一) 力出售或曲共貨物或力提供服券而汀立的任何商並合同或交易,

(二) 任何貸款合同或其他金融性廣的交易,包括馬任何此美貸款有夫的任何

拉保又多或馬任何此失交易有米的任何保店〤夯 ,

(三 ) 不梵房子商╨、工╨、契易玟取ㄓ性療的任何其他合同或交易,但不包

括虐用人真的合同
。

2 夫于本來款用悟的第 1款 的規定不妨得其他回阡文串玟任何回家的回內法村這些用活的

使用或垥子的含〤°

(注 6緣 )特別報告昃提供的案其 中的規定如与一慎逼達的集文中白午棺庄既定相同,則 用斜体字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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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荼 解舉性秦款

1 本紊款中使用的“回家”
一同位理解力包括:

(a) 國家及其各和政府机夫,

(b) 有板力行使回家主叔叔力而行功的國家政治區分單位,

(c) 有杈力行使國家主杈杈力而行功的國家机杓或部 i┐ ,

(d) 以回家代表身分行功的國家代表.

2 确定出售或賄央貨物或提供服夯的合同是否扁于商並合同吋,首先位根括合同的性辰 ,

但如合同的目的在孩目的央域中与确定合同的非商並性演有失,則 也位予以考慮°

提波的案文

第 2奈 用浯

↑ 力本紊款的目的:

(a) “法院”是指一日有板行使司法取能的不淹名稱力何的任何机夫,

(b) “因家”是指:

(一 ) 回家及其各种政府机夫,

<一 之二) 駁邦回家的各級威州,如果前者宣布其姐成州可援引本秦款道用于

目家的規定并接受相位的〤麥:

(二 ) 除表邦Ξ家以外的有叔力行使國家主根扠力而行劫的回家政治區分車

位9’

’ 有失法律如下:

(a) 1982年 《回家豁免法》<加李大):

“解釋”

..2 在本法中,

66......

“‘
外 曰

’
包括 ;

66......

“〈b) 外目的任何政府玟外面任何政治區分車住的任何政府,包括其任何部

i┐ ,和外日時任何札朽,以及

“(c) 外日的任何政治X分車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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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有杈力行使回家主叔叔力而行功的回家机朽或部 i┐ ,只 要它們不包括垓

回力送行商並交易而放立的、有狂立法律人格并能起拆或被沂的任何其

体 ,

(四 ) 以回家代表身分行功的國家代表:           .

<c) “商╨合同”是指:

<一 ) 力出售或灼兵貨物或力提供服秀而9T立 的任何合同或交易,

(二 ) 任何貸款或其他金融性辰的交易,包括南任何此美貸款有大的任何拉保

又多或与任何此美交易有失的任何保賠〤芬,

〈注 7琪 )‘
“政治匠分單位

’
指本身是取邦回家的外因的省、州或其他美似政治區分單位°”

(b) 1985年 《外回主板豁免法》 <漢大利工):

“解舉
”

66......

“(3) 除非出現相反意向,在本法中提到一介外回,包括:

“<a) 外因的省、州、自治領土或其他政治區分單位 <不站其名稱力何),

66......99

政治區分單位或姐成單位 <例 如加拿大的省,瑞 士的,(,)均 包括在“外因’’的定〤里。

波大利正法律改革委員舍放力, 目的是將豁免的范臣打大封速些坦絮,瓜而怭助決犬

利正各 9〡〡要求外日給予村等待遇°

<c) 1976年 《外國主祅豁免法》美利堡合Λ日:

“算 16U3荼 定〤

66......

“(a) ‘外回’
包括外目的政治區分單位或机朽⋯⋯”+

66......99

<d) 1972年 《歐洲回家豁免公約》:

“第 28荼

叫  在不妨琈第27奈 的規定下,墩 邦國家的生成,(不 享有豁克°

“2 但是,本公約貄釣駁邦回家可運送向歐洲委昃舍秘串米坡出通知,宣布

其組成州可援引公趵中道屌子瑋的目的各項規定,井 承捏同桿的〤努°

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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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站屢于任何商並
、

工╨、

不包括雇用人長的合同。

貿易或取皿性戾的任何其他合同或交易,但

2 磯定本茶第 1款 (c)項 下的交易是否具有商並性辰吋,首先位根括垓交易的性辰,但

不排除法院地回的法院將垓交易的政府性目的考慮在內°

3 夫于本奈款用悟的第 1款 的規定不妨琈其他回唪文中或任何回家的國內法村送些用活的

使用或給予的含〤°

砰站

(┐ ) 將算 2奈和第 3荼合并的建放在委貝舍和犬舍第六委員舍里均放得普遍支持°

<2) 在第 1款 (a)項 中,“法院”一同位解釋力包括上沂法院°

(3) 一些政府在牛面評梵和在第六委昃舍的友言中汏力,“司法取能”等字位在垓荼草案中

更克分加以解釋°但是,特別報告貝仍放力,由 于司法取能因先法和法律制度的不同而差別很

犬,要更洋允加以定〤以滿足每一令人的要求是很因堆的。但是,他隨吋舍在起草委員舍討梵就

速一蕉提出的任何具体建洪°

(4) 夫子第 1款 (b)項“回家”
一月的定〤,委 員舍一些委貝舍次力,力 本奈款草案的目

的,琺弗回家的組成州位祝方回家°特別根告貝根据 1972年 《歐洲回家豁免公的》第 28荼 第

2款 ((b)項和 <i)項 之二)提 出一項案文供穹袂°
8 

根据垓公的算 28荼第 2敖 ,“本公玓的

締約駁邦回家可通知歐洲委員舍秘串次,宣 布其組成州可援引公的中道片子締的日的各項規定,

并承袒同祥的又每。
〞

(5) 夫子算 ┐款 (b)<三 )項 ,提 出了一項建袂,即 國家全並位排除在机构或部 i┐速一

美別之外°第六委貝舍也表示同祥意7,但一些代表田則持不同意兄。特別授告只在其建洪由弟

1款 (b)(三 )項插入“不包括垓日⋯⋯放立的⋯⋯任何其体”等字,目 的是將回家企╨排除在目

家的机持或奇ㄇ之外°由手此洶足馬第 n1奈之二的其辰內容有夫,因 此建洪同垓奈一芥甘站
。

(6) 在第 η款 <c)項 中,特別根告昃提送用“商╨交易”而不用一旗通越的案文中使用助

“商並合同”,是 因力委員舍一些委貝和算六委員舍
一

些代表傾向于使用“商╨交易”
。前第 2奈

算 1款 〈b)項 的“商並合同’’的定〤似乎是取 白1978年 琺合王回 《國家豁免法》(第 3荼 (3)

8 
兄上文告注 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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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g 但朕合王回 《回家豁免法》使用的是“交易”一泀,委 員舍的草案使用的是“合同’’°“商

並合同.一 月也在一慎通逆的案文第 1π 奈和第 19奈 以及特別技告貝在初步報告
1°  中提洪的

第 11奈之二中使用,速一月可改威“商並交易”,而本奈款的其演內容元需大改°

(7) 大于第 2歉 ,若干政府安成性辰狋准首要性,而其他政府則坐持必須垥予性旗杯准

和目的狋准同祥的份丑°在遠方面,安成性辰杯准首要性的委員特別批泙前第 3荼軍 2數中所

我的下列但中的部分:“但如合同的目的在垓目的其踐中与⋯⋯有失°〞,放力速既是主現而且意思

又模糊不清.另 一方面,特別報告貝在初步報告
’1 

中提交的折哀案文也被批泙力大道死板。

垓折哀束文規定,“ 如⋯⋯因你妳定或⋯⋯串面合同規定合同是力了公共的政府性目的,則也位考

慮此种目的吒 不遊,也有著千委員接受送一折哀案文。

<8) 盤于上述情兄,特別根告貝考慮了一介代表在第六委員舍上提出的建洪,愿提出另

一折衷案文,內 容是星然确定豁免的首要准則位是交易的性廣,但法院地因的法院也位可自由地

將政府性 目的考慮在內°特別根告貝提放的第 2紊第 2款 裁列了送哭措洞°有人汏力,之所以

必須考慮交易的公共目的,是 因力需要考慮到仇僅或美似不能預兄的情兄。特別報告長汏力,盤

于村前第 3茶 第 2款 的各种批坪意毋,力 了炅活起具,扯法院地日的法院有斟酌赴理叔而不具

体說明特殊情況,也忤更有利一些°

η998年琺合王回 《國家豁免法》的有失部分如下:

‘‘3(1) 回家在有失下列事項的沂忪中不享有豁免:

“(a) 回家造行的商╨交易,威
66......

“(3) 在本市里,“商╨交易”是指:

“(a) 夫于商品或旁夯供庄的任何合同,

“<b) 夫于提供姿金的任何貸款或其他交易和有失任何送美交易或任何其他財

政〤夯的任何袒保或賠儅,以及

“(c) 回家所造行的或它不是行使主叔叔力而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或活功 <不站

是有止、
工╨、財政、青╨迂是具有其他失似性戾的),

66......99

文件 A/CN4/4n5〈 更上文#注 1(a)),第 1η 段°

同上,第 29段 (第 2荼 ,第 3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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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 站

第 4奈 不受本奈款彩晌的特杈和豁免

通遊的案文

1 本奈款不妨得一日所享有的有失行使下列取能的特杈和豁免:      .
<a) 其使信、飯倌、特別使市困、派發回防坦象的代表困或派往回妳組參机拘或固

狋套洪的代表田的取能,和

<b) 与上述机柏有夫的人貝的取能°

2 本奈款同祥不妨磚根捃因妳法珨予回家元首介人的特叔和豁免°

提坡的案文

η 本奈款不妨得一目根括回怀法所享有的有失行使下列取能的特杈和豁免:

<a) 其使信、飯倌、特別使常困、派班回隊坦象的代表國或派往回怀組珠机构或回

林舍袂的代表日的取能,和

(b) 馬上逑机构有失的人貝的取能。
2 本奈款同祥不妨得根括目萍法給予回家元首、政府首弦和外交部長的特板和豁免°

(1) 根格一回政府在其中面9=F站提出的建袂,在算 1款幵共活插入“根据回防法”等字°

<2) 另一政府在其中面坪站中建洪,第 2款位不俠提到回家元首、逐庄提到政府首滿、
外交部長及高致人昃°有人在委貝舍和在算六委只舍提出同一建破°送介想法也許是未 自1969

年 《特別使因公約》
砭 第 2n奈 ,其 中規定,回家元首、政府首店、外交部次及高級人貝參加

特別使困吋位享有特枚和豁克及其他便利。但因坏法刁慣祝則是否規定政府首疝和外交部米事有

与國家元首同標的特叔和豁免,則 不很清楚°特別授告貝准各在達魚上接受犬多數人的意兄°但

是,村子“高數人昃”,他則不愿送祥做,因 力确定一介人究竟是寫圾人貝逐是一殷人真,沒有公

放准則,因 此在道用送項規定時舍戶生一些因堆°所以第 2款 只增添“政府首拉和外交部長”等

字°

” 駁合 目,《1969年 法律年整》 (出 售品準景:E9nV4),第 1葯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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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荼 本荼款不滿及既往

通避的案文

在不妨磚本奈款所列,不管本奈款是否有規定,國家及其財戶的管幣豁免按照回隊法均位遊

守的任何規則的道用的奈件下,本來款不庄道用于在本秦款村有夫國家生效前,在另一國法院玵

垓因提起的拆妐所引起的任何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葀豁免鬥題°

評站

一口政府在中面坪站中建洪列入一碩任掙荼款,使本奈款适用于有夫回家同在例如本奈款生

效前六年肉出現的任何拆忪原因°另一因政府支持某些奈款的道溯性道用°根据現在的措洞,不

滿及既往原則將道片子有夫回家在本茶款生放前提超的沂松.特別技告貝希望收到委長●●的迸一

步惹更,在此之前他不舍接受任何上迷更改一漾通避的案文的建洪°

第二部分 一般原則

算 6荼 回家豁免

遷達的案文

一日本身及其財戶連照本奈款的規定 <和一般日防法的有夫規則)享有不受另一口法院管轄

的豁免。

提洪的案文

一日本身及其〺戶遭照本秦款的規定享有不受另一日法院管箝的豁免°

評站

(1) 犬家都知道,各 回政府的意兄和委員舍威昃的分歧之爽在子有人在理站上安同抱村

豁免原則,另 外有人印在理站上去同有限豁免原則°可是,由 于委員合成貝已默汏委員舍在送行

二琪吋將不再辯站理淹同定,所 以有失第 6茶 的鬥足已絰減低至仗力如何爽理方括咢內的措洞

的鬥足°有些威只癸成保留它,以 期在未未友展回家其域和一敬回盱法規則方面能堆持充分的炅

活性;但 另有一些威貝則快力遠祥的措泀將舍促成些地法院片百年肆目咚法并旦早致回家豁免原

則的減。特別授告只汏力本件奈款的冒的庄垓是力了鴕庄否道片回家篣克扷的精磯領域送成怭

洪°如果保持提及“一般目旰法’’的持泀,乾舍戶生由舀地法院片百年釋卄洪的奈款的危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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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在其初步根告中曾建放位刑除本秦方括咢內的措詞°
’U

<2) 然而,力 了符合某些成貝里持必須怭助未未友展因豪其域和國怀法的立場,特別根

告長在其初步技告內曾建快,如果本秦款威力一項公的,則位在其序言部分內加添下列一囝政府

提洪的段落‘
“

重申本公的未明文規范的鬥題仍位按照一般因跡法規則加以解決°

此瓨提快已族得委員舍某些成長和算六委貝舍某些代表的支持。

<3) 特別救告貝在其第二次擬告中透建洪呆局另一介替代文件,’
s 

即增添第 6奈之

二,以規定得作出在不加反吋的些事團之同道用的有失豁免的例外的任掙性戶明
。

有人批乎達介

建以舍引起制度的多重性以及因此戶生的不确定性
。

由于廄及到達些反肘意兀,已撤回了提放的

第 6奈 之二°呈然歧兄仍然存在,可是,特 別根告貝提出了已刑去方括咢內措詞的本奈車康 ,

以供委貝舍穹洪。

.算 7奈  其行因家華免的方式

通道的案文

9 一日庄避免在其法院土吋男一因提走的沂松中行使管特,以 其行第 6秦所規定的回家豁

免°                           ..

2 一日法院上的沂忪如果事其上要迫使完成使男一日服放垓法院管葀,否 則即承但垓法院

所作出可能影喃垓另一日〺戶、叔利、利益或活功的裁次的后果,即位視力吋垓另一日提起的拆

公,而不站垓男一日是否被指名力垓泝公的些事一方°

3 特別是,一 日法院上的一項泝必,如果是肘另一因的一介机夫,或村其一介政治區分車

位一今祝朽或舒ㄇ行使主根根力的行力提起的泝忪,或寸垓目的一位代表,就某以代表的身分所

作的一碩行力提起的泝公,或用意在副李垓男一日財戶或使莫不能使用所占有或控制的財戶的沂

忪,即位祝力吋垓另一回提起的沂替°

提破的案文

1 法院地目泣遵免在其法院上肘外回提起的沂忪中行使管鞋,以 其行算 6紊所規定的回家

豁免°

’. 
文件 A/CN4/415(兄 上文件注 1(a)),第 67段°

’4 
同上,第 65和 67段

。
｛ 文件 A/CN4/422和 Add1(兀上文胖注 n(b)〉 ,第 n7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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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梵

2 法院地目的泝妐如果事其上要迫使外目服次垓法院管請,否 則即承捏亥法院所作出可能

影晌垓外國財尹、叔利、利益或活劫的裁決的后果,即位視力村垓外國提超的沂忪,而不站垓外

國是否被指名力垓拆忪的曾事一方°

3 特別是法院地國法院上的沂忪,如果是什村第 2奈第 1款 <b)項所迷的某一回家任何

机大或其他其体或其代表提起的忻公,即 位視力肘外國提起的折公°

<1) 已塑按照一因政府的串面砰梵內的建洪修改了第 1和 2款,即將“
一日”改力“法院地

回”
和將“另一日”改力“外國”°此外,特別根告貝在初步擬告

16 
內所提快的案文第 1款 內的

“在法院地回”一同,改力“在英法院上⋯⋯提起的沂忪中
”°

(2) 力了避免同第 2荼第 1款 <b)項 重复,所以大幅度琯短了原有提洪草案第 3款°此

外通用除了第 3款 末尾汰“用意在剝李
”至“財戶的沂公”之同的文字,以 期避免同和第 2款重

友°

(3) 有一回政府建洪位孩用比較常用的法律名詞未取代‘‘牙」望”和“控制”二月°呈然送些

用活在普通法系因家之外可能不常用到或具有稍做不同的含〤,可是,事其上卸彳艮堆我到道些的

替代用悟°就本荼而言,由 于上迷的用除了算 3款末尾某些文字,所以鴕不再次生有失“控制”

一泀的同題°且然可以了解不屪于普通法系的成見因吋使用‘‘利益”二字的保留立切,可是,卸很

堆以本荼款草案肉完全不加使用°

算 8奈 明示同意行使管轄

違遊的案文

一日如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另一目法院〺任何事項行使管轄,則 不得付在垓法院就垓事項提

起的沂松援引管葀豁免:

(a) 因吥捇定,

(b) +面合同,或

ㄑc) 在法院村特定案件友表的戶明。

提洪的案文

η 外目如以下列方式萌示同意法境地日法院村任何事項行使管革,兵j不得在垓法院常理的

ls 
文件 A/CN4/羽 5(兄 上文群注 1(a)),算 7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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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 站

夫于垓事項的沂公中援引管葀豁免:

<a) 因所林定,

(b) 串面合同,或

(c) 在曾事各方友生爭洪后表示的+面 明示同意。
2 一國有大道用另一因的法律的同意不位被解釋力前一國家同意后一回家的法院行使管特

板。

(η ) 在第 1款 中的“一日”和“另一口”分別改力“外國”和“法院地回〞°由子位廄及而今日

家的政府的串面千站中所表示的意兄,所以在 (c)項 中使用了比較不尸格的措詞方式。
(2) 增添第 2款是力了,T明 一介回家有夫就某一事項道用男一目的法律的同意并不些然

表示同意垓后一回家法院行使管若杈°

第 9荼 參加法院沂松的效果

通達的棄文

η 一日如有下列情況,在 另一回法院的泝公中即不得援引瑎葀豁克:

(a) 垓日本身提起垓拆替,或
(b) 就案情其廣介入垓沂忪或采取南案情其戾有夫的任何其他步驟。

2 上述第 η款 (b)項不道用于任何介入或采取的步驟,如其唯一目的力:

(a) 援引豁免,鼓

(b) 吋拆廿中爭我時肘戶主牧一項枚利或利益。

3 一日末在另一國法院的泝必中出庭不垃視力垓回同意垓法院行使管葀°

提洪的案文

i 外白如有下列情兄,則 在法院地回法院的拆公中不得援引管信豁免:

ㄑa) 垓回本身提起孩泝公,或

(b) 介入垓拆必或采取与案情其辰有夫的任何其他步驟。

但如垓日使法院確信它在采取送一步裘之前不可能知道可括以主張幹免的事央,則 它可根捃

速些事其主未豁免,奈件是它必須 〔在第一常法院就集情其辰作出判決〕之中 〔冬早〕送桿做°

2 上述算 1敖 ㄑb)項不道用于仗力下列目的而進行的任何介入或采蔜的任何步驟∫

(a) 援引華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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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吋泝公中等牧的財戶主張一項板利或利益°

3 外因代表在法院地因法院出庭作怔不影晌垓回在垓法院享有的豁免°

4 外國未在法院地回法院的沂公中出庭不位視力垓外目同意垓法院行使管幣旗°

砰站

(η ) 第 η款幵首悟句的修改与第 7奈 和第 8荼者相同,即 將“
一因”和“另一日”分別改力

“外國”
和“法院地回”°

(2) 增添第 1款 <b〉 項中第二句活是力了使一今國家在它知道可据以主張豁免的事其之

前已絰采取有失拆忪案情其辰的步驟的情況下仍有机舍主張豁免°最初由再介國家政府在其中面

砰站中提出的此瓨建洪得到委員舍若干委員的支持。

<3) 夫子第 3款,某些委員曾按照同一理站,但卸比較概括地提出一項提洪,即使用“出

庭履行提供保妒的取責怕#措詞°特別報告貝汏力,“提供保妒〞一詞可以被解稱得返比“出庭作怔”

戶泛,放而使外國可以很容易介入沂妐而不喪失豁免板°因此,他造掙保持現有的比較狹〤的荼

款,以待各方就此一向足表示造一步的意兄。

第 1U奈  反泝

通避的案文

1 一面如本身在另一日法院提起一項沂公,則 不能就与主沂相同的法律夫系或事其所引起

的任何吋垓目的反拆援引管堆豁免°

2 一回在另一日法院的拆忪中介入提出拆公要求,只j不 能就与垓因提出的拆妐要求相同的

法律夫系或事央所引超的任何寸侅日的反泝援引咳法院的管葀豁免°

3 一日在另一日法院村咳回提起的泝公中提出反沂,則不能吋主沂援引垓法院的管葀豁免°

(1) 有一回政府在其中面坪梵中曾建洪增加一奈但串,即 規定可以向外日提起同主拆元

夫的反拆,但是速神反泝不得荻得超遊主沂的金額。

(2) 特別叔告昃早先曾銓同意上項建洪,而且提洪遊下列軒的算 4款規定‘

4 一日得援引管葀豁免扠,如果計村它的沂訟玟反泝系力了牧得在效額上超遊或在性辰上

昇于孩日本身所要求者°
n,

—— I2一

坪 淹

1’ 同上,第 1U7段°



但是,他再三思考后汏力仍位听取委貝舍所表出的更多的政策性指示°

(3) 根据普通法的概念,外 因似乎必須受制于因同一交易而引起的任何反沂,如果反坼

方已正式參加垓拆忪。依第 η放,一 日如果本身提起泝公,則 不得就反泝援引豁免,依第 2

數,一 日如果介入拆忪并提出要求,則不得就反拆援引豁免°送兩款規定都假定反沂乃起源于同

一項原有交易,即 与主拆相同的法律夫系°在遠方面,普通法上的威案似乎表明即使准并反拆 ,

如果反泝超出原有要求,則 反拆方仍元法人外日荻得任何數額的金錶。第 1和 2款并未規定此

一限制,因 力反拆乃源 自与其主拆相同法律夫系。
(4) 1996年美國 《外因主叔豁免法》(第 η6U7荼 (b)項 和 (c)項 )都沒有規定有失

因同一法律大系所引起的反沂的限額°咳法規定,得在計村外日的同一件泝忪中提起非因同一接

律夫系而友生的反泝,但頦反拆要求數額限于可同原泝忪要求者相抵消的限度之內°泣解釋力,

反泝所得的效額并非要求散額,而是所判決垥予者°

(5) 因此,在送行似t堵如上述第 4款之失的新規定之常,特別授告員要求扶得各方指

早:<a)如果均因同一法律夫系而生,是否得准并第 1和 2款 內的反泝,而不如限制,<b)如

果反拆所得限于同主拆棺抵消者,是否亦得准許針村与主沂元夫的要求的反沂°

第三部分  回家豁免的 〔限制〕〔例外〕

砰站

夫于第三部分的林是,特別報告貝想知道有沒有人支持象“不道用豁免的回家活劫”一殺的中

立帶泀,或支持象一名委員套成長在上屆舍洪所建送的“不得在男一日法院援引回家豁克的情現’

的措洞°如果沒有人支持的活,建洪推退至錯東秦款草案的常洪后才就垓題目采取決定°

第 n1荼 商╨合同

通遊的案文

1 一回如馬一外回白然人或法人,T立 商並合同,而根据回好私法道屌的規則,有夫垓商並

合同的等洪位由男一因法院管特,則 位放力垓回已同意在垓有╨合同引起的拆忪中由垓男一日法

院行使管聘,玫而不得在垓泝公中援引管寣豁免°

2 第 1款不适片子下列情況:

(a) 商╨合同是在日家之回或在政府吋政府的基社上汀立詩,

〈b) 商╨合同的些事方另有明旗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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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快的案文

第 n1奈 商╨交易

1 一日如与一外國自然人或法人送行商╨交易,而根捃回杯私法道用的規則,有失垓南╨

交易的爭洪位由另一國法院管特,則垓因不得在垓商並交易引起的拆忪中援引行使管格的豁免°

2 第 1款不道用于下列情兄‘

(a) 商並交易是在回家之同或在政府肘政府的基袖上送行的,

(b) 商並交易的些事方另有明确林洪°

坪淹

<n) 一名成貝建洪泉第 12至 η8奈 一祥,在第 n款 的幵始加插“除有夫因象向另有如洪

外”等字°但是,鈭于本規則的基本性辰,加插送些字似乎不道普,因 力速可能元必要地鼓助以

匡域怭定玟羊面合同的方式背萬垓基本規 mx.的 做法°

(2) 另一名成貝指出,有必要澄清合同中夫于合同受男一日法律支琵的捇快不得被視力

接受垓日的管常°如果所提送的第 8紊第 2款的加添孩得通越,就解決了孩同趣。

<3) 夫于第 ╮款“而根裙回阡私法道用的規則”
一句,若干威貝劈成一荼夫于交易引起的

爭坡与法院地囝之同的管轄敢系的規則。但是,特別擬告貝放力,既然各項目家和國豚文串規定

不同的解決亦法,統一因唪私法的規則將是板力困堆的。一日夫子行使管特所必須的領土球系的

規則可能將垓敢系規定力汀立合同的地羔,履行合同所規定的〤夯的地羔或合同些事方的回籍或

亦公地焦°‘‘根指因隊私法道用的規則”
一句是中立的,足 以使得些地法院根据 自己的挑則,道 些

確定一項商止交易和法院地目之同的管璀駁系°遊定任何一項夫于領土駁系的規Hll可 能造成不必

要的障得,妨磚各日接受作力整介的荼敖草案。

算 11奈之二 回家企並

提洪的案文

如果一介回家企╨与一介外因自然人或法人造行商止交易,在有失商並交易的爭放中,垓 回

家企╨服班道用于自然人或法人的同掉規 mx.和 責任,侅 回可以就垓商╨交易援引村法院地國法院

的管葀豁免。但是,如果一介回家企╨代表一日進行商╨交易,則 位道用第 1n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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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站

<1) 特別報告貝考慮到委貝舍上一屆舍快表示的意兄,修改了他在初步授告
iB 

中提出

的算 ηη荼之二的案文°根据新的笫 2茶第 1放 <b)<三 >項 ,回家企並不位被列力國家机椅或

部ㄇ°因此,孩荼數規定一介回家企並庄月艮放道用于白然人或法人的同祥規則和黃任,因此不得

援引吋法院地回法院的管葀豁免,而成立垓回家企╨的國家可以就國家企╨送行的商╨交易援引

村地方法院的管籍豁免°挨一句活說,原則上法院地目的法院不得就國家企╨進行的商並交易控

告一介國家°

<2) 但是,如果一介回家企並代表國家而加入和送行商並交易,則道用第 11奈 ,而垓目

家不得就垓商皿交易援引管特°若干成長表示,一介回家企╨并不代表一介國家送行商止交易.

但是,有時候一介回家企並在較有的机拘 (例 如一介部)的 指示下,代表政府,T立商並合同或所

渭作力國家的“男一今自我”送行一瓨商╨交易。在速神情況下,可 以將垓商╨交易視力國家与一

介外國白然人或法人之同的交易,并庄道用算 11荼的規定
。

些然法院地因的法院仍然有余地,

根据第 2奈第 2瓨 決定垓交易是否商╨交易時考慮到交易的目的。

第 n2奈 雇局合同

通避的棄文

η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怭破外,一 回村另一日原泣管犗的法院中涉及垓回和令人同夫于已全

部或部分在垓另一因領土芮送行的或將進行的服券工作的雇用合同的沂必,如果垓雇真是在孩男

一回征瑋,而且道用垓男一回其行的社套保隆規定,則 不得援引豁免°

2 第 1款不道用于下列情況.

(a) 征碚垓雇貝是力了送行与行使政府杈力有夫的工作 ;

<b) 垓泝公涉及令人的征諱、雇用期的延次或复取,

<c) 垓虐貝在答汀雇用合同時既非法院地日的回民也非其長期居民,

<d) 孩雇貝在提起拆忪時是雇用目的回民,

(e) 垓虐貝和雇用面另有+面怭洪,但 由于公共政策考慮,因 垓拆松的事項內容而

賦手法院地回法院青雇管若叔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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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洪的集文

1 除有美國家向另有怭以外,一 日村男一日原位管藉的法院中涉及垓目和令人同夫子已全

部或部分在垓另一日領土內送行的或將送行的服夯工作的雇用合同的拆忪,如果垓雇真是在垓另

一日征肆 〔而且道用垓另一因其行的社套保隆規定〕則不得援引豁免。

2 第 1款不透用于下列情況:

<a)  <第一各遊素文)征瑋垓虐真是力了送行与行使政府叔力有夫的工作,

<a)  (第 二各遊案文)孩雇真是与行使政府杈力有夫的使偉或領信行政或

技木工作人貝,

(b) 孩拆公涉及介人的 〔征瑋〕雇用期的延長或集取,

(c) 孩雇貝在答汀雇用合同時既非法院地目的回民也非其次期居民,

<d) 垓雇長在提起拆公吋是雇用目的回民,

(e) 垓雇貝和雇用回男有串面怭洪,但 由于公共政策考慮,因 垓沂妐的事項內容而

賦手法院地回法院青扁管繕根者不在此限°

坪淹

(1) 吋第 12荼存在分歧意見°一日政府在其+面評站和意班中建洪刪除整介奈款,若干

委貝合成貝和算六委只舍的若干代表也提出達祥的建洪°但是,其他人卸悅他們放力垓荼款是有

必要的,因 力地方法院是唯一道宜保妒一目的雇長的淹妘,而 且各回時國內法并不統一°1978

年聚合王因 《國家豁免法》第 4秦 數列有失垓泀是的洋幻規定,1979年 新加坡 《回家豁免法》

和 1981年 巴基斯坦 《回家豁免法》南秩合王目的規定非常相似°但是 n976年 美回 《外回主根

豁免法》和 η982年加拿大 《回家豁免法》并元送一美的規定°1972年 《夫于回家豁克的歐洲

公的》第 5秦 載列洋幼的規定°所有遠些規定都是相些隻染的°一琪通避的第 12秦很可能考慮

到 1972年 《夫于回家豁免的歐洲公的》
19 

和駁合王因 《回家豁免法》°
∞

1972年 《夫于回家豁免的歐洲公的》第5奈算1款規定:

r.n 合同些事回不得援引村男一合同些事國法院的管轄豁免,如果沂忪涉及垓回和介人

同夫于在法院地目領土肉達行的工作的雇用合同°”

1978年孩合王目 《國家豁免法》第4紊 (1)款規定:

“4(1) 一日村涉及垓目和令人同大于在敢合王日境內汀立的合同毒夫子全部或部分

在聚合王日進行的工作的拆發不得援引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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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別救告貝在其初步救告中建洪別除第 η款中有失社舍保隆的奈件,21 因力并非

所有回家部有一今社舍保隆制度°若干成長支持別除,而其他成長守應保留垓紊件°

(3) 特別根告真逐建快別除第 2款 ㄑa)和 <b>項,因 力根据 <d)項 ,如果虐貝是雇用

目的回民,雇 用目可以村法院管琣援引豁免,而征騁非其回民的人袒任与行使政府板力有大的聚

位是一介不常死的情況。但是,特別根告貝玩在趴力 (a)項 也有將使市困的行政或扶木工作人

貝丘于第 1款 的道用范田之外的效果,而 第 4奈 不一定能有遠种效果°因此,他提出丙介 (a9

項的各遊案文,供大家考慮,第一介棄文是原案文°

(4) 大于別除 (b>項 的同題,如果可以吋涉及征聘、雇屌期的延扶或交取的拆忪援引豁

免,由 地方法院保妒的事項似乎只剩下很少°一位代表在第六委員舍提出“征騁”
一月的道些性同

處,它 放力以“任命”
一洞取代之似乎比裝道宜°元站如何,在送行送一步甘淹之前,特別根告貝

將盛撲官快垓同題°

第 13奈 人身仿害和財戶根害

避避的案文

除有失回家向另有林以外,一 日村子男一回原位管瑋的法院涉及人身死亡或仿害或有形財戶

的韻害或又失的賠儅的沂妐,如果括林責任位丱于垓回,造成死亡、仿害或撮害的作力或不作力

全部或部分友生在法院地目領土內,而工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作力或不作力友生吋史于法院

地目領土肉,則 不得援引豁免。

評淹

(n) 委員舍委貝們吋第 n3荼也特有分歧意兄°委員舍若干委員建快刑除整介奈款,因力

他們汏力垓秦敖的根据是少數日家的法律,并可以違之外交渠道解決送些情況9其他委貝放力送

一美的情況并不是那么不平常,而外交保

一

并不是一介可行的逸掙。有人迅指出,如果造成仿害

或根害的行力或不行力的責任可”于一介回家,則 引起國家責任的同是,只 有回跡法而非回家法

院能解凍送介鬥庭°

<2) 鈭于速些分歧意兄,特別報告貝提出三項建以°第一,增 添新的第 2數 ,其 內容

力:“算 1款 不影喃回浾法中夫于回家長任釣任何規則竹 第二,用 除“而且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

人在作力或不作力友生吋史手法院地 E工三眾土內”等字,放而伊大垓去款的范巨,以 包括跨回界碳

害,第 三,算 n3秦 的道用主要限子在法院地面友生的涉及日有或巨家生管的之華的交通意外所

21 文件A/CN4′ 4n5<更上文片注1(a)),算 1Sn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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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金哉上的賠撐°夫于第一項建快,在委貝舍上屆舍袂上沒有人提出反吋,但也投入表示明确

支持,至 于第 2項定洪,。 些委貝村建洪用除那些字祥表示保留9委 員們村第三項建放持有不

同意兀,有人指出,一般的做法是通遊保險解決送些1.9題 ,但是也有人指出保隆并非一定包括所

涉全部風隆°

(3) 盤于速些初步反庄,特別根告貝提出原來的東文,不作任何交功°

第 14荼 財戶的所有板、占有和使用

通述的案文

1 除有夫國家同另有怭洪外,在涉及補定下列同趣的拆忪中,一 日不能援引國家豁免來阻

止另一日原位管琯的法院行使其管籍;

<a) 垓因村位于法院地目的不功戶的任何叔利或利益,或其×T垓 不功戶的占有或使

用,或垓回由子×l垓不功,工 的利益或占有或使用而戶生的任何〤券,或

(b) 垓回村功戶或不功尹由于理承、贈与或免戶而戶生的任何叔利或利益,或

<c) 孩日吋构成死亡者、精神失常者或破戶者戶並一部分的財戶的管理的任何叔利

或利益,或

(d) 垓囝村公司解散或錯╨時財戶管理的任何叔利或利益,或

(e) 垓因片托管財戶或其他方式信托的財戶的管理的任何秋利或利益°

2 凡雇在另一回法院向回家以外的人提起的泝公,冬管垓拆忪涉及的或要使國家喪失的財

戶系:

(a) 回家占有或控制的財戶,或

(b) 回家片之主菰抗有柼利或利交的財戶,

但如孩回家本身在向其提起拆忪的情況下也不能援弓｝豁免,或者垓回家主弦抈有的杈利或利益既

未得到承次,也元表面江括的支持,則 不位阻止垓另一回法院行使其管轄。

評站

<η ) 一些政府在其中面砰站中提出本荼款草案的范面遊見的意兄°有人在委貝舍吋第 1

款 (c)、 <d)和 (e)項 是否反映普邊慣留表示疑同°考慮日這些意兄,特別根告貝建放委員舍

考慮是否位刑除 <c)、 (d)和 (e)項 的向題,這 些部分主要代表普通法國家的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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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η5奈 寺利、商棒和智力戶杈或工止戶叔

通遊的案文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怭以外,一 回不得村男一回原位管搭的法院在有天下列事項的泝妐中援引

豁免:

〈a) 确定垓回吋在法院地目享受包括暫●l措施在內的法律保妒措施的青利、工╨放

廿、商╨名林或企╨名秝、商林、版叔或其他任何美似形式的智力戶叔或工╨戶叔的任何扠

利,或

(b) 据林垓回在法院地回領土肉侵犯在法院地因受到保妒的、扁于第三者的上迷

(a項叔利的有力°

提快的案文

除有夫回家向男有怭坡外,外 回不得肘法院地回原庄管籍的法院在有天下列事項的拆忪中援

引豁免:

(a) 磯定外國村在法院地回享受包括暫9T措 施在肉的法律保中措旄的寺利、工並放

卄、商╨名林或企╨名秝、商林、版板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智力戶叔或工並戶叔包括植物栽培

者叔利和屯肪戶品戶杈的任何叔利,或

(b) 括赤咳回在法院地目領土肉侵犯在法院地回受到保中的、屑于第三者的上述

(a)項 校利的行力°

砰梵

力滿足一日政府在霄面砰站 中提出的要求,在 (a〉 項加插了“植物栽培者杈利”等字°“屯殖

戶品,工 秋
”
一洞除別的外,位被理解力包括屯廂程序沒卄和半早体晶片布局°

第 16奈 鈉稅事多

通避的案文

除有夫回家同男有赫以外,一 日吋另一日原庄管藉的法院有夫垓Ξ按照法院地面法律可能頦

繳琳夫稅、蚨稅或其他美似捐素的耽稅〤套的拆必,不得援引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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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洪的案文

特別授告貝唯一的修改建洪是同第 15荼一祥,格“一口”和“另一日”分別代之以“外回”和

“法院地回”
。

評站

大于第 16奈汲有提出其廣 1.9題 °一日政府在中面坪梵中建快,仿 照 1972年 《改洲回家豁

免公的》第 29奈 (Φ 項修改案文如下:“本奈不道用于有夫夫稅、賦稅或獨數的拆忪”
。
特別報

告見且然不反村送祥的修改,但他希望留待委員合金休舍洪和起革委員舍送一步討站后再作次

定°

第 17荼 參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拘

通道的案文

1 除有失回家向男有林以外,一 日村男一日原庄管搭的法院有失垓因參加具有或不具有法

人資格的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椅的泝忪,即 夫于垓因与垓机柏或孩机构其他參加者之同美系的拆

妐,不得援引豁免,但有以下案件 :

(a) 垓机椅的參加者不限于國家或回妳祝构,而且

(b) 垓机朽是按照法院地目的法律注冊或組成或其控制中心家主要菅╨地位手法院

地回°

2 如學岸些事方之同的串面捇洪或建立或管理垓机枯的章程玟其他文中中有相反的規定 ,

本奈第 1款 即不道用°

提破的案文

特別根告貝只建洪,將 第 n款 升共浯內的“一日”和“另一日”分男j改 力“外國”和“法院地

回
”°

平站

夫子算 ↑7荼 ,沒有引起任何反吋意兄°一面政府在中面子法中提洪,集体机枸“主要菅╨

地”位于法院地回速一焦泣优先子其他林准°另一面政府提送案文中時“參加
”和“

參加者”分別改

力“成貝姿格”和“威貝’’°特別根告昃希望,除 了已表明的次要文字修改外保持垓奈草案不加更

功,以待起草委員舍造一步穹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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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荼  回家拍有或回家盜菅的人事商並活功的船舶

通越的案文

1 除有失國家同另有次洪外,調有或絰菅一艘狄牛 〔非政府性〕商並活功的船舶的回家 ,

在有失孩船舶的基菅的任何泝忪中,只 要在泝忪事由戶生吋垓船舶是用于或意四寺用于 〔非政府

性〕商並用途,即不得肘另一日原位管常的法院援引管葀豁免°

2 第 1款不道用于罕親、輔助親艇或一日掬有或絰菅而用于或意日用于政府性非商╨活功

的其他船舶°

3 力木荼的目的,“有夫垓船舶的銍菅的泝公”
一悟泣指包括确定下列沂必要求的任何拆巷

在內的拆忪 :

(a) 夫子碰撞或其他航行事故的要求,

(b) 夫于怭助、救助和共同海碳的要求,

(c) 夫子修理、供位或有夫壯力白的其他合同的要求°

4 除有夫國家同另有怭洪外,一 回在有夫垓回掏有或銓菅的、放事 〔非政府性〕商╨活發

的船舶所載貨物的迋翰的沂公中,只 要在拆公事由戶生時垓壯茫是用于或意困青用于 〔非政府

性〕南╨用途,即不得村另一日原位管特的法院援引管寣豁免j

5 第 4款不透用于第 2款所迷船館所迋我的任何貨物,也不道用于房子回家所有、用于

或意日用于政府性非商並活功的食物。

6 回家可提出私有船舶、貨物及其所有人所能利用的一切在井措施、吋效和責任限制°

7 如果在任何拆公中戶生有失船舶或貨物時政府和非商╨性辰同題,垓船舶或貨物所為回

家的外交代表或其他主管些局筌署的、送迷法院的迂件,位作力玄姑舫或貨物性辰的近据。

提以的案文

特別投告貝建洪除用除第 I和 4款 中
‘‘非政府性”字祥之外不作其他更功°

<η ) 一些回家政府在串面砰淹中建洪用除第 1和 4款 的“非政府性”字祥
。

特別報告長也

汏力速一用活含又不清,不符合南海洋法有夫的一些奈的的慣例;包括 n926年 ㄍ筑一夫于回有

平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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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離免的某些規則的國缽公約》,”  1958年 《領海灰呲達匠公的》,23 η969年 《油污瓶

害的民事責任同題囝妳公玓》,加  ╮982年 《殊合因海洋法公的》°
巧 因此,冬管少數國家

仍然放力“非政府性”庄子保留而不帶方括景,委貝舍的一殺趌勢是主張朋除°

(2) 兩介國家政府建洪采用馬國家掘有或國家銓菅汏事商╨活功的船舶有夫的分南回家

財戶的概念°但特別技告貝和其他一些成長回汏力委員舍位遊慎避免不必要的重寞,特男j是第

﹁1荼之二同本荼之同的重褒°

” 《箋一有夫因有船舶豁免的某些規則的回隊公約》(有 害塞木,n976年 4月 1U日 )<回 豚

馱盟,《奈的集》,第一百七十六卷,第 199更 )第 3奈第 1款規定:

“第 3紊

‘‘1 前面茶的規定不位适用于我規、政府快艇、巡迓舡、匡疔船、騁功親‵供位親和其

他由國家捐有或銓菅,在 引起行劫之些吋青ㄇ用于政府非商╨性用途的船親,此种船飆

不位由任何法律程序子以扣押、速捕或拘留,也不庄至受吋物的法律泝必°”

m 
《散海及 .r＿遊匡公＿.9》 (日 內瓦,n958年 4月 29日 )<駁合回,《荼的集》,第 5n6卷 ,第

2U5更 )算 因 秦規定:

“算 刉 秦

“A和 B款所裁規則也道用于商麥用途的政府壯舶°〞

出 《油污嵌害的民事責任何題回沶公的》(布 暮塞本,1969年 11月 29日 )(敢合國,《茶的

集》,第 973卷,第 3更 )第十一荼規定.

“算十一套

‘‘I 本公＿r,的 規定不拉道用于我批或回家捐有或絰當,而 現時俠片子政府非商╨用途的

其他船舶°

“2 夫子肄的回搞有而用于商╨目的的船舶,各回位受第九拳所汀司法板的管若,并位

放其一切基子其主杖回家地位而有的抗辨°”

小 《崁合目海洋法公的》 (蒙 特哥只,1982年 n2月 nU日 × 《第三次駁合日海洋法舍放正式

圯 最》,第 十七卷 (駁 合 日 出版 牯 ,出 售 品準 景 E84V3,第 Sn頁 ,文 件

A/CUNF62/└ 122)算 3n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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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夫子目家捐有或國家至當放事商╨活劫的入机,特別報告貝在第二次報告
26㊣

中走

洪,速介同題較道于在砰注中站迷而不位作力第 n8荼的一瓨朴克規定
。
達項建洪沒有人反肘.

第 19荼 仲裁怭定的效力

通避的案文

一日如与一外因白然人或法人汀立卡面撿定,將有失 ㄈ商並合同〕

洪提交仲裁,則 垓回村子另一日原位管葀的法院夫于下列事項的沂忪,

(a) 仲裁怭定的有效性或解釋 ,

<b) 仲裁程序,

(c) 裁決的撤銷。

但仲裁怭定男有規定者除外°

提洪的案文

特別報告貝只建洪增添一介新項如下:“ (d)裁 決的承汏”<9,下文坪注 (2)段 )。

(1) 速里有三介向足特別技告貝希望知道各成長日的意兄°首先,夫 于本荼升共方括咢

內的“商止合同”和“民事或育╨同是”丙希屌悟的送梓,在遠方面存在意兄分歧°如果第 2每 肉

遊用“商╨交易”
一活,而 非“商╨合同竹 那么第 19奈也位作同祥的修改。即使如此,有些成貝

仍然主張采用“商╨合同”送一用i吾 °元站如何,特別報告員汏力沒有什么理由要把法院地目法院

的些督管寤板局限于“商╨合同”或“商上交易”,因 力仲裁的范日主要決定干什裁怭定內的級定。

U(注 25房 )

“第 刉 奈

描族日吋軍航表其他馬于非商並目的的政府扮弗

所造成的嵌害的素任

“村子軍規或其他用于非常┴目的的政府好弗不連守沿海回有夫違避領海的法律和規幸或

不遵守本公約的友定袁其他Ξ汗法規用,而 使沿海目遭受的任何卡失或捩害,船旗團位

女日咚責任°”

外 兄文件 A/CN:4/422和 Add1(又 上文有注 ┐ (b)),第 31段。

〔民事或商╨1.9超 〕的爭

則不得援引管棺豁免
=

平 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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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家与白然人和法人之向有不少仲裁案件戶生于民事或商並同題。本荼最后一部分中
“但仲裁

怭定男有規定者除外”遠句活表示,些 怭定各些事方希望把仲裁范田局限于商╨合同所生分歧

時,可 以在仲裁怭定中加入速祥的規定。因此,特別報告貝主張保留“民事或商皿鬥趣”送一措

詞°

(2> 下一介鬥題是 ㄑc)項 內的用字,一 回政府在串面砰站中提快增添吋伸我裁決的“承

放和執行”
。但由于強制措施曰題將在荼款草案的算四部分從理,特別根告貝仗建洪第 19奈增

添一介夫子“裁決的承汏”的 (d)項 .在送一庶上,特別擬告貝肘“承放”采用以下解釋 :“提供許

可江+或美似的司法怔+,而特裁決特交力一項判次或相些于判決的叔利〞的行力°
〞 “承放”

的另一不同解釋是“執行的請求,除了作力執行的第一步以外沒有其他目的”°
.B 

如果委貝舍

多數笑成后一种解釋,那 么以上建放就要重新考慮°

(3) 第三介同足是升共活中“法院竹9提法°前特別根告貝在第六次投告中提放的案文

是‘‘‘仲裁在其領土內或按照其法律送行或將要送行的男一因法院”,2g 而一慎通遊的卸是‘‘另

一日原位管葀的法院”本特別校告貝趴力,前一案文,即 n972年 《歐洲回家豁免同題公的》第

n2奈采用的棄文,.U 在仲裁程序方面有它的优蕉°因此,根告只建送委員舍委員再作送一步

考 9寸孓
。

η  
「
A〝因ann“ StatecontΓacts

ternat｜ ona｜  La、Ⅳ,  n967,

andinte了 nat° na｜ arbit了 ati。 n” ,

ǒ｜ 42, p18

TheBrtshㄚ earBook of｜ n.

同上,第↑9更 .

ㄍn984年 ...⋯ 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58頁 ,文件A/CN4/376和 Add1和 2,

第 256啟 (算 2U荼 )°

n972年歐洲公的弟12奈案文如下:

‘‘1 締幻目如以串面捇洪將民事或商╨同題所生事端提交仲裁,則垓回村子另一締的園

——仲裁在其領土內或按照其法律送行或將要送行——的法院有天下列事項的拆松不得

援引管轄豁免ε

<a) 仲裁怭定的有效性或解釋,

(b) 仲裁程序 ,

(c) 裁決的撤錯°

但仲裁林定男有規定者除外。
“2 算n款不垃道月子回家同的什裁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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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U奈  國有化的情況

通遊的案文

本奈款的規定不位預先判定夫于一日村子包括功戶或不劫戶、工並戶杈或智力戶枳在內的財

戶,所采取的固有化措施的域外效力所引起的任何鬥趣°

砰站

(1) 第 2U荼在一洪期同作力一般性保留紊款出玩°一些政府在其中面評站中指出,固有

化措施是力主叔行力,不受男一國法院的管挎°但另有一些政府汏力本奈的含又与道些范田不明

确°逐有人建快速一奈列入草案第一部分°特別報告貝汰力采鋪后一种建洪舍遊分加重本茶的份

丑,因 力國有化的領土效果鬥題并不是委員舍可以表示意見的(.9題 °在上屆含洪上,并 多委真

悅,他們螢成別除本奈°因此,特別根告貝建放仄草案中刑除送一套
。

算四部分 夫于財戶鬼子強制措旄的回家豁免
.

第 21、 22和 23紊

通迂的案文 〔二慎的第一各逸案文
卸 〕

算 21奈  免子強制措旄的回家豁免

一回在有失另一日法院的泝忪中,享有免于村其財戶或垓目占有玟控制的財戶ㄈ,或孩固在

其中有法律保妒的利垚的財尹〕的使用其行的強制措旄的豁免,包括兒子任何扣押、扣留和執行

措施的豁免,除非垓財戶 :

<a) 系垓回青ㄇ用于或惹困用于商╨ 〔非攻府性〕用途而且南泝忪要求的狋的有

夫,或者与被泝的机构或部ㄇ有失,或

(b) 已被垓因拔克或音i1指定用于清借作力垓泝妐棒的的沂必要求°

. 
此赴將第四部分 (第刉奈至23奈 )作 力一介整体未甘i含 °

卸 班砰站第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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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22奈 村強制措旄的同意

n 一日在有失男一國法院的沂公中,村有夫使用其財戶,或垓囝占有或控制的財戶 〔或垓

因在其中有法律保妒的利益的財戶〕的強制措施,如果垓回以:

(a) 曰跡怭定 ,

(b) 中面合同,或

<c> 在法院肘特定案件皮表的戶明

明示同意×+垓財戶采取強制措施,即不得援引豁免。

2 按照第 8荼 的規定同意行使管騁不成被扒力砍示同意按本紊款第四部分采取強制措施 ,

夫子強制措施必須另行表示同意°

算 23荼 特定科美的財戶

1 下列各美回家財戶不位視力第 21奈 (a〉 款所指的一日青ㄇ用于或意日用于商╨ 〔非

政府性〕用途的財戶:

<a) 位子男一回領土內,用 于或惹日用于垓回使倌、領倌、特別使市困、發回豚組

麥代表田、派往日跡姐數的机指或回怀舍快的代表困用途的財戶,包括任何銀行帙戶款項 ,

<b〉  廌于軍事性辰,或用于或惹困用于軍事目的的財戶 ,

(c) 亥日中央銀行或其他貨ㄒ舀局位子另一日領土內的財戶 ,

(d) 杓成咳回文化遺戶的一部分,或桔案的一部分,位于另一回領土內,并非供出

售或惹日出售的財戶,

(e) 构成在另一日領土府拳行的具有科半或ㄞ史价值的物品展克的一部分,并非供

出售或意四出售的財戶°

2 村第 ↑款所列財戶种美或其一部分,不得在有失男一日法院的沂公中采取強制措施,除

非垓因已按算 21奈 (b)款將孩財戶拔充鼓寺 i┐ 指定用途或按算 22荼具体同意村其垓美財戶或

其一部分采取強制措施°                 ﹉r

提快的案文 ㄈ二樣的第二者造廉文
” 〕

第 21奈 免子強制措峞的回家豁克

1 不得吋法院地目領土內的外面財戶采取查封、扣押和執行等強申措旄,除非: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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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垓一外回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村孩財戶采取此美措施:

<一) 仲裁怭定,

<二 ) 回跡怭定或+面合同,

(三 ) 在及方友生爭端之后以串面表示同意,或

<b) 垓財戶已被孩外國拔克和青ㄇ指定用于清偕作力玄沂公你的的拆公要求,或
(c) 垓財戶在法院地因領土內,并且垓因青ㄇ用于或意田用于商╨ 〔非政府性〕用

途 〔而且与拆必要求的林的有夫,或者与被沂的机拘和部 i┐ 有夫〕°

2 按照第 8荼 的規定同意行使管特不位被次力默示同意按本奈敖第四部分采取強制措施 ,

大于強制措施必須另行表示同意°

第 22奈 特定种哭的財戶

1 回家的下列各美財戶不位視力算 2n秦 算 1款 (c)項 所指的一日青ㄇ用于或意日用于

商止用途的財戶 :

<a) 位于另一口領土內,用 于或惹四用于核困使信、領信、特別使市困、生回隊組

象代表困、派往日隊姐珠的机杓和回杯舍洪的代表困用途的財戶,包括任何銀行帳戶款項 .

<b) 房子軍事性辰,或用于或惹日用于軍事目的的財戶,

<c) 垓外日中央銀行和其他貨市些局位手法院地日領土內的用子女市目的的財戶 ,

(d) 持成垓因文化遺戶的一部分,或桔案的一部分,位于另一日領土丙,并非供出

售和意四出售的卌戶 ,

<e) 持成在另一日領土內拳行的具有科苧和厊史价值的物品展先的一部分,并非供

出售和意四出售的好戶。

2 吋算 n款所列〺戶群共和其一部分,不得在有失法院地日的法院的沂途中采取強制措

施,除非垓回已按算 21荼 算 1款 (a)項具体同意肘此美財戶或其一部分采取強作!措施,或 已

按第山 奈第 1款 (b)項將亥財戶拔克葳青鬥指定用途。

第 23奈

如果回家財戶,包括分高的國家財戶已絰由垓回委托回管企╨作力商╨用途,則 垓回村垓目

家財戶在法院地目的法院中,不得援引強制措旄的豁免°

(1) 以前有一介恩的走芳,粹 強制措旄的豁克和管琯替免的鬥是分升考慮,班而早致兩

介回是的但立友展°因此,呈殊有一种趌努,尤其是在工止化目家中,候 向子限制法院所在目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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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管轄豁免,但在執行方面,仍然同時存在若丙种不同意兄°有一种意兄趴力,送行執行的

叔利是執行管常叔的玲果,而 另一种相反的意兀則放力,因 隊法禁止強制執行外回在法院所在回

的財戶,即使法院所在由的法院吋爭端的裁決有管騁叔°在一些有夫的案件中,瑞士、荷〨和德

意志駁邦共和國的法院持前一种看法,而若干社舍主又國家政府則傾向于后一种看法°最近在及

送回泉中巳篷出現一种趙鈴,限制執行的豁免,但須村有保妒的回家財戶提供某些保陣.

(2) 遠介限制性走鈴的一介例子就是 1998年 駁合王囝主叔豁免法 (第 13奈 ),達一奈

的規定也被南非、新加坡、巴基斯坦以及最近的波大利工作力國內法的祥板.根裙送介制度,作

出規定作力執行些吋用于商╨用途和意困用于南╨用途的回家財戶的裁決和仲我的依据°根据達

些原則制定的最近一些法令与上面的規定稍有不同,其 中的典型代表就是 1976年美國主叔豁免

法 <第 16U9奈 ),垓 法除了确定豁免扶行的一般規定以外,遜作出了若干例外情況的規定,即

在美國用于南並活功的財戶不得事受速失豁免°速兩种法制的主要差別是,根捃聚合王國法,非

商並財片以及商並財戶都可以道用豁免的規定,而根据美國法案豁免只能道用于商╨財戶°

ㄑ3) 1992年 的歐洲公的确立了一套相些隻李的休制°呈然其基本規定一般禁止村明白指

出可以享有豁免的財戶執行各种措施,但是,公夠也直接規定各締的國有〤參連守肘它●●所作出

的裁決.如果裁次沒有玫得遵守,原告可以在村其作出裁次的回家的法院中提出泝忪,并且逐有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昳洲法院提出泝公
。

另一种可能就是采取任掙戶明程序,根据送种程序 ,

可以肘因力公的和南並活功所引起的案件,執行吋債芬回青 i┐ 用于遠种活功的財戶的裁共°大于

歐洲公約所規定的程序,有 一今作家悅,“公的所提出的模式必須看成是,念度很不同的回家之 1.●

所送成的一和妥怭方案”,而且“遠种解決亦法不能道用于一般情況。達神模式是基于歐洲的公釣

締的各回之同的特別信任送成的,因此并不能先象地道用于一般情況’’°
33 

歐洲公的所确定的

程序可能大寞奈,不 能作力委員舍的一介准則。

<4) 委貝舍的委貝所表示的意更,再度截然相反
。

有兩介委貝悅,禁止肘一今外目的財

戶執行強制措施的原Jll,垃 垓明确加以規定°有些社舍主〤回家政府在它們的中面坪站中,也表

示了相同的看法°但是,若干回家政府在肘某些具体措詞加以浮站吋表示,基本上它們并不反村

一玟適述的奈款草案°此外,有一位代表在第六委貝舍上肘強斛措危的規定,可 能使一介回家肘

于另外一介因家所作出的司法裁決,很堆執行,表示夫切。另一方百,有另外一位代表婪成重新

改軍荼款草案,以 明确的方式就×+千 國家財戶禁止扶行的原Jll加 以規定°

(5) 基于速种背景,特別叔告只建放委貝舍根括兩介各造案文,送 一步常洪草案第四

章°第一介各遄案文是一滾吋通達的案文,第二介各送集文是根括第一介各逸案文加以改穹的,

33  CHSchreue「
, State lmmun itY: S° me RecentDeˇ e｜ opments, (Cambrd9e, GΓ otius

PubicationS, 1988),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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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案文中沒有包括完全禁止執行的意兄,因 力特別技告貝汏力,根括到目前力止收到的串面靜

梵以及在第六委員舍和委員舍上所提出的意兀,常慎限制執行而不是完全禁止執行可能更有机舍

族得犬家的簽威。特別報告貝在他以前的兩今根告
“ 中就第一各遊案文提出他的看法,特批

技告貝吋于第二各遊案文的意兄如下°

<6) 大于算 21荼 ,特別報告貝考慮到一介成貝肘于案文草案的建坡,即有失強制措施的

原則垃孩在于第四部分的牙共,并且逐考慮到另外一些成長的建洪,即原來的第 29荼和 22寨

泣垓合并力一奈。第一款幵共青表明村于一介外日的法院所在回領土上的財戶不得執行強制措施

的原則,但是,有某些例外情況的規定°第 21茶 升共和第 22荼第 1款通避的案文在方括寺內

我有以下的措詞:“或垓回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送一魚,委 員舍的成長之同有不同

的看法。若干回家政府在它們所提出的串面評站中批評達一句活措詞含楊,并且可能芽犬播鬼執

行的范面。虫然有些成長安成加以保留,但是特別根告貝楚袂加以用除°

(7) 因此,在 以下情況下將道用強制措施原則的例外情況‘<a〉 如果一介外因通迂赫定

或合同村送科措旄明白表示同意 (算 1款 <a)項提到“仲裁怭定”,因 力仲裁似乎是一介其球可

行的亦法),(b)如 果垓一外回已絰拔克或寺ㄇ指定垓財戶用于清借:或 (c)如果垓卌戶河子

商並屌途°第 1款 (c〉 項的集文未自以前第 21秦 (a)款 ,但是方括景內“非政府性”
一詞加以

刑除,以 期符合第 n8奈 第 η和第 4款 ,并三把“而且与沂發要求的狋的有失或者与被泝的机构

或部ㄇ有失”,等 同悟列入方括景中,因 力村這些措洞有不同意見°救告貝根括各因政府的串面

評梵,建快刡除這些措月,但是有些成貝及時。
(8) 夫于第 22荼 ,只 需要一些泙梵,垓奈基本上是采用以前的第 23奈 ,但作了一些更

改°第 1款 升共方括考內“非政府性”等字已絰加以刑除,所根括的理由跟算 18荼和第 21荼別

除達凡介字的理由一祥°由于第 2n奈 已重新措詞,隨之作出的更功是,及提割第 21奈 <a)項

改力 (c)項
。因力一今目家政府提出+百千站的結果,在 第 1敖 (c)項 中加上“并且用于食市

用途”等字。由于送丙秦已重拼排列,第 2款所作出的更改是,狄提烈第 22奈 改力第 21奈 .

〈9) 夫于第 23荼 ,算 9π 奈之二規定,如果一介回菅企╨“与一介外國法人或自然人次事

商╨交易,垓 目菅企ㄓ庄孩服仄作力自然人或法人所位服八的同祥的規則和責任”°速就是說 ,

在強制措施方面,目 菅全╨必須服放道片子自然人表法人的同祥規則和責任°根据以上規定的遻

輯推淹,第 23奈規定,如果某因菅企止受委托上管片子商╨用途的國家財戶,則 垓國管企╨所

屌的國家在法院所在日的法院中不能移肘孩目家財戶援引強制措旄的豁免。

“ 文件A/CN4/4n5,算 2U9-242段 ;文件A/CN4/422和 Addη 第42-46段 (兄上

文窟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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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染項規定

算 24荼 拆忪文中的送迷

通述的案文

1 以任何令扶或其他吋一日提起拆忪的文件送送沂忪文串位按以下方式進行:

(a) 按照起拆人馬有夫回家之同夫于送送文串的寺 i┐ 怭破,或

(b) 如元此瓨怭洪,則按照村法院地回和有失國家均有的束力的任何道用的因豚公

玓,或
(c) 如元此瓨捇洪或公的,則 避避外交渠道送交有失國家的外交部,或

(d〉  如元上述亦法,則 在法院地回和有夫國家的法律均允菁的案件下,

<一 ) 可以需有答字收捃的挂甹信送交有失回家外交部的首長,或

<二 ) 以其他任何方式送迷°

2 以第 1款 〈c)項 和 (d)項 (一 )目 的方式送迷沂公文串吋,外交部收到泫項文中即

垓項文中之送送°

3 在必要時,送迷的文串位附有澤威有失回家正式活文或正式活文之一的澤本°

4 任何回家在村其提起的沂公中就其辰同題出庭,其后即不得戶林沂公文串的送送不符合

第 1款和算 3款 的規定°

提坡的案文

↑ 以任何令收玟其他吋一日提走拆松的文件送迷泝公文串位按以下方式進行:

(a) 按照片法院地日和有失回家有的東力的任何道用的日矷公的,或

<b〉  如元此公玓,則通迂外交渠道送交有失回家的外交部°

2 以第 1款 ㄑb>碩 的方式送迖拆妐文+吋 ,外交部收至〔垓原文+即孩項文串之送送°

3 ㄈ在必要時,〕 送迷的文中位附有澤威有夫回家正式活文或正式活文之一 〔或至少歌合

國正式活文之一的澤本〕°

4 任何回家在吋其提起的拆公中就共辰同足出庭,其后即不得戶#拆公文串的送送不符合

第 1款和第 3敖 的規定°

砰淹

(1) 一些政府在中百坪站中提出意兄次力,泝公文串侍迷鈴外交部吋即力垓項文串之送

遊,或沂忪文串的送迷位運之外交渠道進行。有人指出,并多法律制度不舍接受走拆人与回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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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夫于泝公文中送送的特殊安排,考慮到這些意兀,新的第 1款規定,送迷沂公文串或按照目

隊公的送行,或通遊外交渠道送送°在存在吋法院地回和有失回家均有的東的公的的情況下,根

据公約送送拆忪文十的程序位占优先°

<2> 第 2款的交功只是隨若第 η款的改功作出的°

(3) 夫子第 3數 ,若干成長指出位別除方括景內“有必要吋”等字°荃子些局送送拆公文

串吋將遇到的其隊同題,如果別除遠些字,特別技告貝建快在垓款末尾加添方括內的一句,人而

在友生非常用活文的澤本的使用可能垥送送拆公文串的些局帶來困堆的情況吋,泣接受镻合國正

式悟文之一的悸本。

第 25荼 缺席判次

通世的東文

1 除非近明符合算 24奈 第 1款和算 3款 的規定,而且放送迷令扶或其他起沂文件之日起

或按照算 24荼第 n款和第 2款袂力已送迷文件之日起已遊去至少三介月的吋同,不得村一回作

出缺席判決。

2 肘一日作出任何缺席判決,位將 ,± .次 中的抄本,必要吋附上澤成有夫囝豪正式活文或正

式活文之一的澤本°通述第 24秦 第 1款所列的一群方式,送交垓有夫回家,力撤銷一項缺席判

決所道用的時限不位少于三介月,時 限位爪有失回家,收到判決串抄本或汏力有失國家收到判決

中抄本之日算起。

提洪的案文

特別授告貝建洪白廿唯一改功是在算 1款加添‘‘十艮括本荼款如果法院有管籍板”等字°

:i;〡

l:淹  .

(1) 在第 1款末尾似洪加添的字眼所体現的概念是一日政府在其中百-T站
中提出的, 目

的在于明拂規定不庄仗俠由于正些送迷了泝發文串而送行缺席判決。委員舍另外一名成只也表示

了同祥的看法°如果其他威貝同意,特列報告貝不反吋加添這些字°

(2) 若干成長建送象在第 24奈算 3款 中提送的一祥,爪第 2款用除“必要吋”一同。特別

根告貝建洪吋第 25奈采取同第 24共 同祥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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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奈 免子勝迫措旄的豁免

通道的棄文

一日在另一口法院的沂忪中,村要求垓因其龍或不其施特定行力否則即子田款的任何勝迫措

施字有豁免°

砰站

(1> 吋于第 26奈特別報告貝沒有什么建送。兩介國家的政府在其中面砰站中村垓項規定

的道些性表示疑鬥°男一介回家的政府呈然簽威孩項規定的目林,但建洪修改其措泀,以 防止友

出遠一美命令的可能。特別救告貝宇愿保持原來的措洞,但他想知道其他成長的意兄°

第 27荼 程序上的豁免

通避的案文

η 一口未能或拒絕力另一日法院的沂公的目的提 出任何文件或提供任何其他情根,除送神

行力村咳案的其辰可能戶生的后果外,不位戶生其他后果°特別是,不得因此村垓回爽以田款或

罰金°

2 一日在男一日法院中作力泝發曾事方,則 在任何達美泝必中,均元須提供元淹何种名林

的袒保、保怔串或保迋金,以 保I支付司法安用和斤支°

提破的棄文

1 一日未能或拒地力另一因法院的拆公的目的提出任何文件或提供任何其他情提,除送神

行力村垓案的其廣可能戶生的后果外,不 I=戶 生其他后某。特別是,不得因此時垓回哭以弱款或

罰金°

2 一目在另一日法院中作力拆替的被告些毒方,則 在任何速失拆必中,均 元須提供元站何

种名琳的袒保、保近半或保怔金,以保怔支付司法安用和幵支。

平梵

有丙介Ξ家的政府在串百坪站中V、 力,庄修改不需要提供拒保的李件,以致泫規定只道用于

被告些事目,并根指法看法建以修改算 2款 的措月°委只合一名威昃支辛空修改的措洞,但是

其他成長卸表示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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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奈 不歧視

通道的案文

η 本奈款的規定位不如歧視地道用于本秦款各些瑋回°

2 但下列情況不位視力歧視待遇:

(a) 法院地回由于垓有夫的男一日象限制性地道用本紊款的任何規定,而 限制性地

道用垓項規定,

(b) 國家彼此之向依撿定相互鋡子与本紊款的規定所要求的不同的待遊°

評站

(1) 若干成長在委員舍〦名舍袂的甘梵中,建以別除第 28奈 ,而其他成長卸支持保留垓

茶款。既然就前面的麥款送成普違祕洪后必需就垓鬥題送行洋幼的常洪,特別擬告貝宇愿暫時保

留亥奈款些前時措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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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洪程項目 5〕

文件 A/CN4/429和 Addn-4

遊照犬舍第 43/164和 44/32景次快

放各舍貝回收到的意兄

〔原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199U年 3月 幻 日,5月 11、

15和 刉 日和 6月 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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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η 犬舍在 1988年 12月 9日 第 43/η 64景和 n989年 n2月 4日 第 44/32子大于危害

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某的次洪中清回隊法委員舍錴瑛送行似汀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

案的工作,并請秘串米銼媄征求各舍貝回村垓委貝舍第三十五屆舍洪報告第 69(c)<一 )段所

我的各項錯站的意兀
1 

°

2 秘+長力了執行上迷決以,于 n989年 2月 28日 和 n99U年 2月 n5日 次出照舍,征

求各舍貝回肘上述筠梵的意凡°

3 吋第 43/164咢 次放的答友載于秘牛米提交犬舍第四十四屇舍洪的報告°
2

4 垓文件印友后,秘中長又收到了一些答矣,速 些答褒將特栽于秘中米向大舍第四十五屇

舍以提出的有失擬告內,其 中包括 199U年 6月 15日 前收到的來自8介舍貝目的答友,送些答

复繫裁于下文。       .

阿 根 廷

〔原文:西班牙文〕

〔n99U年 4月 23日 〕

夫于犬舍第 44/32景 決決算 3段 ,阿根廷政府汏力Ei防法委貝舍甘淹有杈穹判介人的因沶

刑事法院時規約似汀向足逐力時之早°它人力,位就因豚刑法体系下的罪行定〤和刑用同題迷皮

林快后,才 丹始穹洪似汀規的的河是°

算69(c)(1)段 全文如下:

“(c) 夫于治罪法的扶行:

(1) 有些委員洪力,一 奇既不規定刑罰又元有叔限的刑事法院的法典是不起

什么作用的,委 只舍庄清大舍指明委貝舍的任多是否也包括似汀有板常

判令人的日睜刑事法院的祝的,’
’

《n983年 ⋯⋯年荃》,第二巷 (第 二奇分),算 16頁 )°

孩授告 (A/44/465)教有如下合反目帥答复; 巴百、芬〨、阿牡伯利比工民猋目、瑞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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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大 利 正

〔原文.英文〕

〔199U年 5月 7日 〕

洪犬利正了解因豚法委員舍的二作很繁重,但安成委員舍狴攻常快放立一今日吥法院未常理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提案°速种念度是与決大利正×I大舍算 44/32和 第 44/39子決快

的支持相一致的,符合其力求委員舍的工作更合乎吋宜和需要而作的一潢努力,也反映出它放課

到例如回跡敗毒送祥的重大罪行力小目的司法系箋帶未的產力°澳大利工放力,盤于沒立似洪的

回豚法院所涉及的其隊困堆,委 員舍最后需要常快有杈常判令人的因防刑事法院的規釣
。

因此,

澳大利工人力委昃舍的任夯位理解力包括車揪此一規的°

比 利 時

〔原文‘法文〕

〔199U年 5月 1U日 〕

秘串米根捃大于危害人哭和平天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犬舍算 44/32景 決洪第 3段“靖比利吋

政府就回哧法委員舍第三十五屆舍洪的根告第 69(c)()技所散錯梵提出意兄,比利時常蛙代

表力答友此要求產提及他的政府 1988年 7月 7日 特交的矣文°垓复文已提交犬合第四十三屆

舍洪°
’

垓其文有失段落內容如下:

‘‘n 如要危害人美和平反安全治罪法草案能得到有效執行,則 必須有一今回豚司法組參能

肘違反治罪法各种准則的行力加以制裁
。
《防止及怨治火生种族罪公約》算 6奈規定,一今日穌

刑事法院有枚常判被指控犯有又免秸族罪的人°呈然在許多回睜公約中規定的普違您治原則在某

神程度上能移暫時取代回隊刑事常判机物,但必須磅扒普遍您治原則并不是回狋罪行的理想解決

亦法,理 由有二。
“2 第一,普違恁治原則息是在某科程度上遭到反村,因 力它使本日法庭久黃判次外國政

府的行力°第二,一希真正違反回肝秩序的罪行位受本身鴕是速希回沶秩序的体玩和保怔的司法

机构的常判是理所些然的。因此,目 坏法委員合的取杈范田必須包括坎立一介日跡別瑋常判机

构°”

1 
工A/4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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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原文:法主〕﹉

〔1ggU年 2月 15日〕

η 自第一次世界犬城以來,回 隊社舍一直汰力有必要似汀回坏刑法和政立回妳別手管葀,

但是送今創遼的惹愿沒有煮得其玩°到了第二次世界犬找后才迷到達介目林,找犯在厊其上瑋一

次在組伶堡受常判°

2 聚合國一直致力于似,T危害人哭和平天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工作°速項工作暫停了几年以

后,犬舍再次速清團怀法委員舍研究是否存在一介因豚司法秩序的同趣,即是否存在一些利:益面

速些利益的保妒不依車狂夫系到每一今回家而夫系到全人美的鬥處°

3 坏境污染的同泛 (央氧虜的破坏、有毒波料)就展于速一哭°犬家承汏坏境是大久的稠

差,因 此庄予以回杯保伊°同祥,垃不作任何X別 地保妒一切文化°在速介民族文明的時代,奴

東制,殖民化、一介人和統治另一介人和,否定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輯校找爭、甚至反×i人榮的早

行都是不可容忍的現象°

4 委員套位瑋奏法律,列 出和確定扰說回睜公共秩序的行力,則揭成房回豚刑事管搭茫田

的罪行。但是速一方百的法律的最后錯果元梵多么有价值,仍 然是不明確的,因 力事其上回沶琍

事管犗是不存在的,而許多面怀罪行的行力者寄是回家或政府首肺,由 于他們的身份不受其本國

法律的恁新°目常,速些有責任的政治家只受至t回 隊其站的進黃,有 的吋候他們的回家進到5理

的制裁四力進黃是不是的°

5 放立目盱刑事管轄的目杯是起泝和暴露一切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罪犯本人,元淹他的

身份如何°

6 速今卄划必然影咱到回內法,而 目內法泣撓保其規定馬回隊社舍的刑事規定相一致.

7 考慮到上述鬥題,馬 里政府放力,回 坏法委員舍庄鍵塞似汀日咚刑事管葀的規幸草案a

尼 日 利 工

〔原文:英文〕

En99U年 4月 巧 日〕

尼日利正汏力,回 阡法委員合穹破規的的似了目前逐力吋遊早°在≒罪行定〤及此美罪行敬

超的刑研有夫的回盱刑事你系方百,仍有許多同足有待解決。回盱法委員舍位加緊努力,及 時完

成治罪法草案所列罪行竹定〤二作。一旦治罪法草案揪就,即 可常次有扶穹戎介人的E,=阡 刑事法

院的規夠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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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英文〕

〔η99U年 5月 29日 〕

挪威政府扒力,确 定回吥法安貝舍夫于似,T常 判令人的回隊刑事法院肌的的任夯帥同趣,位

有待基本的其辰性同超的送一步澄清°

新 加 坡

〔原文:英文〕

ㄈ┐99U年 4月 3U日 〕

新加坡政府支持回隊法委貝舍使其任券包括揪汀有板穹判介人的因怀刑事法院的規的的要

求°新加坡政府也放力,一部既不規定別例又元刑事法院的法典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特立尼迷和多巴哥

〔原文‘英文〕

〔199U+5月 3日 〕

↑ 特立尼迷和多巴哥一向支持各白揪汀和通道一部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此一治罪

法一旦力各回接受,即成力一項重要的回●T法律文串,其 中將列明引起各回公憤而且破坏目妳和

平与安全的各項最危隆罪行°

2 某些罪行具有時日性辰,因 而令人違憾地尸重限制
一
各目在各白日內管轄范田內打古遠

美罪行的有效性。种族又堆行力、酷別、危害外交官行力、雇備軍行力、恐怖主〤行力和非法販

迋毒品遊境等,吋各回完整指威了尸重威勝,并有可能破坏其穩定、安全和表展。

3 泛泛地說,苧 者和非政府姐象在第二次世界大城之常即已象達淡立日怀刑事常判机椅或

回隊刑事法院未常判被控犯有此美罪行的介人送一椅想°╮946年故立鈕俺堡回豚軍事法庭之

后,普 女想回唪刑事法院的管擋茫田將包括被控違反回怀法某些規則、特別是找令罪、种族又地

和其他有可能危及目跡和平的罪行等方面的回林法規則的介人°

4 在大舍主持下,1951年正式提 出了回所刑事穹判机柏規的草案,η 954年 又肘其作了

一 鋁 一



修汀。
’ 但其后一啟吋同卸困犬舍 1957年 ┐2月 〕1日 第 ηπ87(X｜ )景次洪的內容而陷于元

所作力,大舍在孩決放中建洪將曰哧刑事穹判机枸同趣“延至大舍再次赴理侵略定〤制定向趣和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同題吋再行穹洪h
5 特立尼送和多巴哥了解到,坎立國隊刑事常判机拘的提案已在危害人樊和平反安全治罪

法草案送一送程項目下受到因隊法委員舍的常以.

6 委員舍在扶行任券的逆程中已成功地划分和界定了一些破坏目坏和平与安全的罪行,例

如侵略、种族隔萬、殖民主〤和找爭罪等
。
特立尼送和多巴哥注意到本青超的特別根告貝杜杜 .

錫皿姆先生最近提出的夫于非法販迋麻薛菊品的奈款草案,2 并螢賞委貝舍及時作出取板反泣

而常查了邊項全球性鬥趣°

7 但特立尼送和多巴哥里信,似汀一部既不規定別研又元常判机拘或法院的法典是不起什

么作用的°力磯保法典具有效力,必須淡立一介扶行机构。在達一方面,特立尼送和多巴哥支持

坎立一介有板常判介人的目豚刑事法院°

8 此一法院的法官的任命庄視其是否具有道德地位、法苧資格以及可否代表世界各法系。

法院需得到各目的政治支持,其管葀范田位在法院規的中汀明°規的庄波法保怔法院做到客珧公

正,參使危害人美和平天安全治罪法不易有不同的解釋°規的草案逐位載有法院管培范日的基本

內容,并庄按照 《駁合國完章》確保遭守主..9原 則和不干涉締＿.9國 內政原則°

9 特立尼迷知多巴哥欣慰地注意到杜社 .錫 正好先生在其韋人次報告
3 

中提交的大于回

豚刑事法院規的的“涓查表一扳告”°垓投告特使各回得以瓜容考慮可能列入口豚刑事法院規的的

各項規定°

1U 特立尼迷和多巴哥里信日師社舍垃高度重視委貝合力似汀治罪法草案而送行的具有意

〤和成效的工作以及夫子回怀刑事法院規的的“頂查表一叔告”中所我的各項建洪°后一文件所列

的可能各達方案不仗有利于委昃舍升展工作,而三有功于各日常費放立日跡刑事法院的可行性及

作用°

11.在比方面,特立尼迷和多巴哥政府放力,力 求日怀刑事法院鬥良得到冬可能克分的常

洪,委 長舍不妨就遠一同題任命一位特射技告貝或故立一介工作姐。

規幼草案由根指大舍n95U年 n2月 12日 第489<V)景次放沒立的目杯刑事常判机构委員舍

似,T<《大舍正式圮最,靠 七尼舍洪,朴準第 ηη咢》(A/2n36),附件一),至避修,T的

規釣草案由根指犬舍 1952年 12月 5日 第 687(Ⅵ )母 決洪淡立的 η953年委員舍揪,T

〈《犬舍正式毛果,第九眉舍洪,朴騞算 n2母》(A/2645),附件 )。

兄下文算55頁 ,文件A/CN4/43U和 Add1,第 二部分。

兀文件A/CN4/43U和 Add1,第 三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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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言

1 本報告分力三部分,是特別報告反向日盱法委貝舍提交的大于危害人美和平反安全治罪

法草案的第八次投告°

2 第一部分涉及“相夫罪行”或“其他罪行”,即共犯夫系、共謀和未遂°特別報告貝已在第

四次報告中討站了這些同題
’ ,他 將在本報告中提出大于速些罪行的奈款草案及有夫砰淹.

3 第二部分涉及麻醉昂回阡敗迋同題,是按照回防法委貝舍第四十一眉舍快的決定提出

的,垓決定要求特別救告員似,T一項夫于速一1.9題 的奈款草案。
2 

根据委貝舍一些委員所表示

的意兄,3 特別報告表現提出兩項荼款草案并附有坪站,其 中一項將庥薛品回豚敗逞定力危害

和平罪,另 一項將其定力危害人美罪°

4 第三部分初步涉及了回隊刑事法院規約同題,特別擬告貝力委貝舍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方

案°

第一部分 共犯夫系、共藻和未遂

A 共犯夫系

1 算 η5荼草案

5 特別授告昃提出算 ┐5奈車集如下:

第 15奈  共犯

下列行力找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

┐ 力本治罪法所界定的任何罪行的共犯。

〔2.按本治罪法的意又,共犯夫系可指主罪之前的放犯行力式馬主專同時的攻犯行力或主

罪之后的放石己行力°〕

1 Krn986年 ⋯⋯年答》,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算 63更 起各更,文件A/CN4/398,第

89-145丌°

2 
φ 989年⋯...年 荃》,第二巷 (第 二部分),第  頁,第刉 U段 。

3 
戶上,算 2U5-2U9段°

——4〕 ——



2 評站

(a) 夫于方法方面的意兄

5 在常洪第 15茶之前,必須解決方法方面的同題°一些委員舍成長汏力共犯棍念位列入

治罪法草案夫于一殺原則的一般性部分內,不 成列入夫于罪行本身的部分內.特 別根告貝不同

意°屯元疑同,原則上共犯与主犯久同等罪黃°但協定速一原則是一日事,規定共犯罪行本身的

定〤是男一日事°作力一种罪行,共犯位列入治罪法夫子罪行定〤的部分內°

(b〉  第η款

(一 ) 其怀和精神方面的共犯美系

7 共犯夫系可分成兩美:央 防行力 (掛助、支持、提供亦法、札物等〉和思想或精神性的

行力 <出 主意、唆使、挑畔、命令、威勝等)°

8 怭助、支持、提供方法和札物是兵你的其昹行力
。

就達美行力而言,要將主犯 ㄑ例如 ,

森人者)与 共犯 (林助和支持主犯或向主犯提供春人方法者)匡 分幵未相些容易°

9 就精神方面的共犯行力而言,同 題比坡隻奈。有時候堆以決定准是主犯,確是共犯‘投

意、唆使或下令送行行力者,逐是其跡執行者°在這些情況下,下令、援意或煽功進行一犯罪行

力酌人有時候被視力“李端者” (功 莊筋出主意的人),有 吋候被視力同接犯、有時候被視力共

犯°在其他情況下,下令的人和執行的人被視力共同主犯°一切取決于案件情兄和所涉各人的參

与程度,也取決手法律制度°

1U 基于速一理由,有些回家的法律提供上司被視作下層的共犯的事例。

因此,1944年 8月 28日 夫于恁赴我崇罪的法日法令 (算 4紊 )規定,如 下層被起沂力主

犯則其上司不能被起拆力主犯,如 上司坦努竅容許其下厲犯下犯罪行力,則 位被視力共犯°

1947年 8月 2日 夫于您赴我爭罪的戶森堡法令 (第 3紊 )、 1945年 1U月 8日 夫于常判和怒哭

我犯的第 73景希腊完法法令 (第 4奈 )及 1946年 1U月 24日 夫子常氓我犯的中回法 (第 9

奈)均采取失似方法°

∥  美回最高法院在山下集 中放力共犯可因軍叭司令違反其控斢葀下部叭的取責而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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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涉案件中,正是由于送一魚早致尸重違反了找爭法和我爭刁慣°
4、

12 按此也可援引返珠目豚軍事法庭判決,垓項判決將送肆共犯大系引伸至政府成長和所

有南受保妒者的福利有失的官見°
5 

同祥地,在人辰案件中,假定部叭司令須村其“知道或拉

垓知道的”下屏所犯行力久黃°
°

13 送些例子並示出堆以确切截然匹分主犯、共同主犯和共犯的概念°送些板念的內容親

不同的刑法而定°由于璀以制定精確准則以匡分共犯、主犯、共同主犯等概念,因此,目 豚軍事

法庭挑約在同一秦款中不如匠別地提到“領早者、組象者、唆使者和共犯”(回 跡軍事法庭親

玓
’ 第 6奈末尾和迒未回跡軍事法庭規＿.● 第 5奈 <c)款),8 以及勺巳罪行力的放犯或下令

或支持犯罪行力或同意參与其事的任何人”(同 盟回控制理事舍第 π

。

咢法律第二寨算 2歇 )°

° 送些倚短的提法說明共犯概念的范田及其內容的交化,遠在共犯行力及其定性以及在作出送

种有力的人的地位中反映出未°

(二 ) 共犯夫系及英定性＿ .

14 刑法村各美共犯行力采取不同的爽理方法°因此 ,

如,法 回刑法 )° 但其他別法則放力出主意犯罪是共犯夫系°

使、支持或專致他人犯罪的行力 (算 22荼 )。

有些刑法不把出主意些作罪行 <例

例如,加拿大刑法規定出主意是促

兄 └aw ∩eports of 下而aS 
。
f 

、
Ⅳar Crm｜ nas  (15-vUvrne seres, prepa「 ed by the

Vn ited Nations VⅣ ar Cri meS Comm〡ssion) ( └ondon,  H 
、

1 Stationen/ Uffice,

1949-1949), v。 ｜ ︳V,  p 43, and Un ited S｛ ateS ReporlS (、 Aˊashin9ton,  D C ,

n947), ǒ︳ 327, pp14-15。

爽 Lav↙ Rep o rtSof下 ria｜ S.⋯ , vo｜ XV, pp72-73。

兀下而a︳ S。fWarC︻ mina｜ sbefUretheNuernbe「 gMi｜∥arVt︻ bㄩ na︳ SVnderCo ntro︳ Cou阱

.ci｜ └av︶ No1U (Nuernberg, Uctobern946一 Ap了 i｜ η949) (n5一 ǒ｜ ume Series, he了+
inafterreferredtoas“ American M∥ itarvㄒ 〢bvna︳ s” 〉 〈Washington, DC, VSGove「 旺

mentPrintin9Uffce, 1949— 1953), caseNo7, vo｜ X｜ , p13U3°

下林“鈕俺堡規的”,作力附件裁于n945年 8月 8日 夫于起訴和恁大歐洲軩心目找等要犯的

俺數撿定 <墩合囝 《奈約集》算 82巷 ,算 279更 )°

兄 D。 cuments onAme︷ canForeignRe〡 ations(Prnceton∪ nvers什vPress〉 , vo｜ V∥ ｜

(」 u｜Y1945一 December1946) 〈升948), pp354etSeq°

1945年 12月 2U日 在柏林頒有的夫子恁赴犯有哉學罪和危害和平南人美罪者的法律 (望 因

管制安昃舍 《罕政府法規》)〈柏林,194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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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于鬥足的男一今方面,不妨提清注意在一些回家的法律中,規避或不干預等反面行

力不算是罪行,或者只有在板不尋常的情況下才定力罪行 <例 如 1944年 ηU月 23日 夫子怨赴

我犯的法回法令°在其他回家的法律中規避被定力罪行°德困法律即其一例°

16 遠种不同的炎理方法也在村共犯行力作出央哧的定性中反映出來。一种行力在一介法

律体系中被次力是共犯行力,但在男一体系中則被視力另一种狂立的罪行°典型的例子是隱瞞°

17 有時候,達种定性在同一法律体系中隨看吋同演交°例如,n8η U年至 1915年的法國

刑法和 1915年至現在的法回刑法就村隱瞞概念的”榮作了不同修改.在 18Π U年 的刑法中瞣瞞

被定力共犯行力,但放 1995年 幵始被視力自主罪行°

18 -殺 未悅,如果共犯行力是有某些具体特征或送到某一程度的尸重性,則往往將它南

共犯有力分弄,另 威一項狂立的罪行°送項規則也适用于回賰法。因此,在 山下來
l°  和其他

案例定下司法先例后,根捃 1949年 《日內瓦公的》第一手附加坡定串
﹁ 第 86荼第 1款 ,率

事司令的共犯行力被定力自主罪行。速些達臻的、不同的定性五示出同樣概念的內容的其染性及

其演交的性廣°

(三 ) 行力人

┐9 夫子事件的行力人,即 在共犯夫系中扮演一介角色的那些人,我們注意到存在不明确

和含糊的地方°現察者必緅在主犯、同犯、直接犯、同接犯和共犯等概念之同采取一荼不明确的

路我°

2U 若干回家的法律沒有界定主犯的定〤∫例如,181U年 法回刑法、1871年德國法典、

1989年芬〨法典、
n9U2年挪威法典、

193U年丹袁法典、n93U年 意大利法典、1932年波〨

法典、
1937年 中國法典、

194U年 冰島法典、
n95U年 希腊法其、19引 年青斯拉夫法共和

1954年 格陵〨法典°

因  然而,其他回豪的刑法典卸有遠今定又:包括 1867年 比利時法典 (第 66奈 )、 1879

年戶森堡法典 <第 66奈 )、 η88n年荷〨法其 (第 47奈 )、 ↑886年 萄有牙法典 (算 2U荼 >、

1932年 菲律冥法典 (第 η7荼 )、 1936年 古巴法典 <第 28荼 )、 1951年埃及法典 <第 39

奈 )、 1944年西班牙法典 (第 14奈 )、 1951年 保加利工法典 <算 18奈 )、 ┐957年埃塞俄比皿

法典 (第 32茱 )、 1961年 匈牙利法典 <第 13奈 )和 n961年捷克斯洛伐克法典 <第 9奈 )°

22 如果要把行力人分威美別和精確確定每一行力人扮演的角色,不 明確的定〤就舍引起

’° 更上文坤注4°

11 1977年
6月 8日 在 日內瓦逗之的夫于保

一

日旰沖突中的受害者的洪定半 (駁合目,ㄍ茶的

集》,第 .n25巷 ,算 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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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以最倚車的方式未悅,同 樣大系牽涉兩介行力人:不法行力的其豚罪犯 (喊
、凶手等>,

林力主犯和掛助主犯的人 〈通遊帝功、支持、提供手段等),林力共犯。
但是,就 目前申洪的音

泛而言,送今筒單的方式并沒有反映出同謀大系事其上的袈染性,我們刡別看到,在一些情兄下

很堆分辨確是主犯,確是共犯,就思想上或精神上的行力 (商洪、心思、命令、濫用秋力)而

言,尤其如此°在達些情況下,其 隊的罪犯和其上級之同有時候存在等坎的大系,若承次共犯所

起的是一介次要的作用的活,就很璀將后者視力前者的共犯。因此,遠些罪行有吋候不列力共犯

夫系而月于另外一哭°我們已至看到,軍 事指揮官泣吋其下孱所肚犯的罪行或不法行力久黃的情

況就是一今例子°

23 逐垃注意的是,若沒有串面友出命令和提供助告的活,有 時候很堆怔明達一卒央°北

外,在執行命令的吋候,友 出命令的人至常都不在場,有 時候,一 些領早或組象人甚至不知道在

執行他們所似,T并指早執行者的行力的忌甘划吋所犯下的每一項不法行力°在研究夫于共謀的第

η6荼草案 <下文算 46段 )吋將更洋幼分析速介情兄。
目前甘站的不法行力都打破了侍琬的視

念。主犯和共犯之同典型一分力二的夫系,即 最倚車的方式已不能再道用了,困 力行力人的數目

很多°參与者速介更ㄏ泛的概念取代了達介二元性的分失,遠介概念同時包括主犯和共犯°有時

候可以考慮是否垃垓將所有行力人定力參与者,不需精確磯定每人所扮演的角色。

24 因豚軍事法庭在其判決中有時候拒楚分辯主把和共犯°飼如,英 回匡的最高法院汏力

同謀和主罪均力危害人美罪,因 此共犯位垓因力他犯下危害人美罪而并非因力他是遠一罪行的共

犯而被判別。
砭 所迷行力,不站主要行力或放犯行力,均力參馬行力,這些行力之同沒有任

何主要或次要的夫系.放責任而言送些行力賽是相等的,即 使在≠i刑 時存在某些主現考慮,如意

圈或意味程度°

25 在遠一分析厚次上,主 要行力和”‵犯行力之洞的匡分完全消失,而這兩介概念則融合

成一介更先筑的并包括兩者的參馬犯罪概念°主犯和共犯的概念之同的匡分也同時消失,井 由參

馬者的概念取代之,垓概念道用于參与一項犯罪行力的所有行力木.送鴕是把犯罪的所有參与者

爽于同等地位的原則°

26 參与犯罪的樣念最戶泛意〤不但包括侍統的共犯夫系概念,而且包括共媒的概念,所

以,在參与犯罪時林足下的車發一項規定中本未可以赴理送兩介概念°但是,報告貝守愿將共犯

1’   EntShe;dungen deS Ube「Sten GerichtShofes fUr die BritiSche Zone in StrafSachen

<Berin,  η949), Vo｜  η, p 25,  (cted

tribunau×  a∥ ema∩ ds des crmes eo ntre

La r合 pression par ｜eS

｜
’
 appa「tenance ° une

organisation cri甲 ine∥ e eㄇ  appⅡ ca｛ on de ｜a 〡oi n nU dv ConSei〡  de co nt「 o｜ e a∥ i合

(Pars, └〡brair｜ egenera〡 eded「oitetdejur sprudence, 196U), p373〉

︳n H 
、

ney′ °witz,

｜’ hVman｛
。

 et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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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系和共樣列力分升的荼款,同 時記住,速些概念一旦特移力日怀法放舍友生交化,因 力所涉罪

行規模巨犬以及行力和行力人很多 (因 此堆以確定各介行力人所扮演的角色>°

27 共犯行力和主罪的蝕犯之洶的因果米系也反映出共犯夫系的概念的交奈性.送种因果

夫系戶生共犯行力是在犯罪之前或之后迷行的同超,第 15奈草案第 2款赴理了垓(.9題°

〈c〉 第 2款

28 第 2款是夫于共犯行力是在主罪之前或之后送行的同題。同樣夫系的概念是否只限于

主罪前的放犯行力或主罪吋的同犯行力?孩概念是否逐可以包括主罪之后的及犯行力?不同的法

律制度有不同的規定°

.   29 若干法律制度規定,主罪之后的行力南成狂立的罪行,即 使這些罪行為主罪有失°一

介例子就是隱藏人或財戶或不提友罪行打情況°送种赤法一殺和力大瞄法系的方法,南 普通琺系

有所不同°在這里并不是要送行比較法研究,只 是要遄掙一些例子未解釋遠介向題°因此,加李

大刑事法典
’BG第 23〈 1)荼 中有一紊夫干事后仄犯的具体規定°垓奈規定:

23(1) 某一不法行力的事后汰犯力知道一介人曾參与垓不法行力而收容、安慰他或怭

助他逃走的人。

3U 垓事后不法行力是以下列概念力根据:參与不只限于馬將要魼犯或正在魼犯的不法行

力的夫系,送种夫系返可以包括与已牡犯的不法有力的夫系°因此,共犯的行力与不法行力之同

不一定需要存在因果夫系°

3n 今天遠介概念与普通法的夫系非常密切,其根源是步馬法,垓 法區分 CursuSP︳ uru︳m

de｜ctvn的 各今吤段:aㄩ tecedeVS、 Con oomitans,SubScquens。 我們看到,到 η81U年 ,法

回刑事法典仍然規定隱藏力共犯罪,而 至!敬 堯的時候才將繶藏財戶定力具体的罪行°甚至現在 ,

隱藏不法行力者 (算 61荼,第 n款)仍然是同樣罪°

32 丙介分丌的法律制度,一介將共犯夫系的定〤限子之前或同時送行的行力,而另一今

包括之后進行的行力的情況今天已不存在了°目常,送一領拔有各介不同的方法。

33 些代的大喵法也提及主罪之后的共犯行力°1975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回刑事法典第 22

奈,算 (2),3款 規定‘“凡在犯罪者犯下不法行力后向其提供事前允清的援助 (帝 助)者 ,作力

垓受怒史行力的參南者久有刑事責任”°根括法回司法刁慣,如果根括事前的怭訣在不法行力之

后提供希助的行力則朽成同樣°
⋯ @德 意志駁邦共和回刑法規定:位 以共犯夫系的罪名村‘‘凡向

G 13  9LReˇ isedStatuteso｛ Canada197U (Uttav︶ a, n97U), ǒ︳ 〢, p15U5°

C1‘ 最高上拆法院,刑 事分庭,1963年 4月 3U日 的判決,(Bv〡〡etindeSarr台 tsde｜ achambre

crimineⅡ ede︳ aCourdecassa6ion (Paris), No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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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下不法行力者提供援助,以 求使其能移攻中得益的人”(第 257奈 ,第 η款)和村“故意全面

或局部阻止就不法行力村第三者其施刑事哭坷的人”<算 258奈 ,第 n款 )提起沂忪°赤歌刑法

承汏一种主罪之后的共犯夫系形式。根据 ︳go.Andrelew,垓 概念的根括是“接魼”的現念,即以

事后的行力与事前錯犯的不法行力之日的直接夫系力根括°
’s

34 就因沶刑法而言,垃指出回豚軍事法庭在其判決中也道用參馬犯罪概念的戶〤°就

「
unk案件而言,被告以至漭部長和 Heichsbank銀行重事米的身分≒黑衫 9lt筌汀了合同,果衫

陝向他迋送被春害的犰大人的黃重物品和黃金,其 中包括放眼銳權和假牙中數取的黃金。
姐俺堡

法庭放力被告明确同意或默并隱藏物主死亡之后以不正些手段莰取的財物的行力°垓法庭宣布:

“Funk肯 定悅他不知道 日eichSbank接受遠美財物°然而,法庭放力要么他知道 Re沁hSbank

接受速哭財物,要 么他吋達种交易故意采取祝而不兄的志度。
’’no

35 達些例子怔明,任何試囡村達一主題送行尸格分失的做法,都將是冒麼的°一介比較

這些的方法似乎是在孩領域采取某群衛化亦法。

36 1957年 ,在雅其拳行的第七次因跡刑法大舍就吋主犯和參馬犯罪概念所采取的現代

方法鬥題違遊的次洪指出′不是由干事前的林洪而事后提供援助的行力,如 隱藏的行力位以特別

不法行力加以怒折”(B荼 第 5款 )。
n,

37 法苧家的確傾向于將事后參与和共犯夫系分升°然而,即 使存在速种傾向,不得不承

次的是垓領垓的刑法仍然不一致,象我們所看到的,仍然存在各种不同的規定°特別救告貝由于

不能否汏速商科趙努的存在而建波草狂一項規則,因 此,感到最好提出考慮到遠兩种走努的奈款

草案°遠就是第 15奈草案方括咢內的算 2款 的目的°

(d) 錯9t

38 放速些砰淹得到的錯淹是,在 回坏刑法中,共犯大系概念是非常戶泛的,不但因力參

馬犯罪的行力和行力人的數目和种失是元教的,而且因力其時向上的道用范田,送介范田可以色

1s  〡Andrejev︶ , Led「 oit p° na〡 c。 mpar台 des paVssdcia｜ istes, (Pars, Pedone, ﹁981>,

pp61 etSeq

悄 兄 Tra｜ oflheM萴
。
了WarC〢minasbefo「ethelnternajona｜ Mi〡 ∥arvㄒⅡbuna︳

ㄑNurembe「g, η4 Novembern945-1 Uctober1946) (officiaI εng Shte×t, 42vot

vmes) (N°「
nbe「9, η947— 1949), vo〡 ｜, p3U6, citedin MeYrowitz, °po∥  (兄

｛ootn ote12above), p377°

1’  兄AetesduV〢 eCon9「合Sinterna文 °na｜ dedrU∥ p爸 na〡 (Athens, 26September-2Uc＿

｛obern957), Com pte一 rehdVdeSdiscUSSiUns (Athens, 1961), p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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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主罪前后的行力°使用我別的未活未悅,在所穹送的罪行中,共犯夫系是一切非常矣染和強烈

的我別°

B 共煤

1 第 16秦草案

39 特別叔告貝提出第 η6奈草案如下:

第 η6奈 共煤

下列行力构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

1 參与共同卄划或共菋犯本治罪法所界定的任何罪行。

2  <第 一各逸某文)° 村子執行上文第 1款所迷共同廿划而犯的任何罪行,不俠犯此罪行

的人位久刑事責任,而 且命令、教唆或組象送一卄划或參与執行的任何令人也位久刑事責任°

2  (第二各送案文)。 每一參馬者位按其本身的參与予以爽田,而不梵其他人的參与.

2 評站

(a) 第n款

4U 第 1款將共樣,即參与共同卄划以犯危害人共和平天安全罪行,划 定力罪行°

41 共藻有雨种程度°算一种是怭洪,即兩人或多人之同意目一致或迷威怭洪以期犯罪°

第二种是素身執行卄式I的 罪行°

42 第 n款 涉及怭送。如果治罪法草案把柲洪草狽列力一項罪行,而 不梵任何人体行功 ,

則可起一种遏制作用°目的將是防止介人以沒有素身參与執行提送的卄划力由免除自己的黃任°

43 仗仗同意制定一犯罪站划本廣上就是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村子常以中的罪行,速

祥一种定性并非罕兄°在許多法律制度呈;犯罪怭洪本辰上是一疚罪行,即使后未沒有素身去

做°

(b)第 2款

(一 ) 第一各送集文

44 第 2款 涉及共菋的算二盼段,即 扶行共同十划。它錯合了集体責任和令人責任的概

念:任何參≒者旨在扶行共同卄划的任何行幼既使送行達美行功的′‵久用事責任,同 時也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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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与密煤者久刑事責任°

45 參与者的送种及重責任哉于鈕俺堡完章 (第 6奈最后一段 )° 鈕俺堡法庭的一些法官

村速种及重責任有重大保留°他們放力,要介人力他沒有素身犯下的罪行負責,速种做法不能令

人接受°另一方面,其他法官則發威尸格執行孩完幸第 6奈最后一段的規定,送項規定是以志

挂察官杰克森提出的共濂理站的定火力依括的
’B 

根据忌杜察官的悅法,共媒暗指及重黃任:

令人責任和集体責任°在共同甘划里,每一介人不便力其在執行卄划中素身送行的行功久黃,而

且也力參与甘划的任何人進行的所有行功久責,即使垓令人在有夫行功送行吋并不在場或甚至不

如有這些行劫。

46 第 6荼 最后一段所栽規定之所以存在,是 因力出現了迄今力止鮮力人知的一哭參与

者,即組數者°在遠方面,坦象者被Vt力 是策划、組軹或指揮罪行的介人°速美參与元疑地是我

們時代里最危隆的一美°領袖和姐參者不是塑常可以看見的°他們策划罪行表出命令,但卸躲在

幕后°由于在甘划扺行吋他們不在場,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命令扶行者所犯下的每一項罪行,特別

是些有夫罪行多不肚數、性辰繁奈和規模很犬吋,情況更是如此°重犬城事犯的情況鴕是速祥°

因此,根捃鈕俺堡先章規定,他們不俠位力犯罪行功的概念和組象久黃,而且逐庄力每一介在扶

行他們制汀的卄划時犯罪的介人無黃。

47 夫于姐笨者的速一特殊責任,方琺法苧家 ANTrainin 作了解釋°n945年他威力方段

出席伶墩舍快的代表困威昃。
Trainin在 η944年 子莫斯科出版的研究報告

柚 中匡分丙哭位無

責任的介人:直接犯罪者和同接犯罪者,即 位久責任的政府官貝、軍事指揮部威貝、財政及絰游

領早人等°那些回接犯罪者是坦琢者°星然他●●久有較大黃任,但如果只有那些犯下他們坦參的

罪行的人才被栓控,則 他們鴕可以完全逃脫愆何°鋞伶堡完章第 6奈最后一段是以送項思想力

依括的。但是,鴕紅伶堡法庭而言,正是恩栓察官杰克森將達項思想同共謀理淹敢系起來,給予

它兩重責任,即 介人責任和集体責任°

48 位些注意,在組俺堡完章中 C。 mp｜ ot和 Conspira砰 <共謀)是 同〤洞,而且在垓先

璋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呈是互相村位的。

49 組俺堡法庭遊掙的解決方法是在危害和平罪方面限制共謀的道用性°鈕俺堡法庭放

力,其筅章第 6荼 (a)項提及的危害和平罪,即“卄划、准各或送行侵略戠等、或違反回豚秦

的、怭洪或保正的找爭
”,只 能由垃久責任的政府官貝犯下,這些人因集体責任而牽連在一起°

珀 夫于速一焦,更特別拫告 貝的第四次授告文件A/CN4/398(兄 上文胖注1),第 η23

段°

19英
澤 本 :AN下 rainin,

HvtchinSon&Co, 1945)。

H〡 t｜ erite ReSpons〡 bi｜ ity vnde「  Cr〡 mina｜  └aV. (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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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U 委貝舍的 1954年 治罪法草案
2°  ,不 象疑伶堡法庭那-+,而 是伊大共樣概念的范

田,使 它包括所有危害和平反安全罪°1954年 草案第 2荼第 13款 (一 )項提及“旨在犯下本荼

土迷各數所界定的罪行的共謀”°速項規定犬大才大了共樣的范田。

Sn 在許多法律制度內,共煤概念侍筑上較多地道用于危害回家的罪行
。

如罪行是村准因

家机构、其領土完整和安全,則 回家才是真正的目析°

S2 肘于危害人哭和平仄安全罪未悅,速項定〤Jll昆 得述份限制。回家并非是有夫的唯一

共体,逛有其他其休存在,包括种族、宗教和文化其体°×i速 些其体犯下的罪行恰恰朽成危害人

哭罪°种族人免和种族隔高不是奇村國家,而是計村种族其体°此外,Comp｜ Ut或 共謀的概念

已列入大于种族又地和神族隔萬的公夠中°

53 逐泣些指出,肘 于鈕伶堡法庭的限制性解捀,不 是所有軍事法庭都一致遊守的°例

如,集体潢任的概念就在 Po〣 案件中迋用
一
,而垓案件并不涉及危害和平罪°美回軍事法庭在

判決中上悅 :

“Poh本人沒有其跡逼送盜窈的物品到德回或者本人并沒有把死亡犯人牙齒中的黃金取

出送一事其并不能牙脫他的罪責°速是一項牽涉ㄏ泛的犯罪站划,需 要許多人的合作,而

P° h︳ 參与的部分是保存和記載我利品。知道遠項行功的非法目的及伴隨的罪行,他甚至私

板參与行功的事后盼段已使他威力整今事件的共犯
’’°

.2’

54 今天,更需要夾理不晰友生的集体罪行和送美罪行所引起的斬同題。遠項需要必須#

著重怒用的法律解決亦法未滿足°簽成介人責任的人和癸成集体責任的人之同的井淹因此而逐漸

平常下來°

55 重大罪行不能再汏力是介別人的行力。有夫罪行是一些令人和有時拒任政治、民事或

軍事取位的高官所犯下或唆使犯下的,他們生成集困以加強其行功的影咱。因此,力 位付罪行的

遠种新方面,法律必須給刑事責任下新的定〤,在 目章甘梵的情況下,速种責任必須采取集体形

式,因 力要确定每一介參南集体罪行的介人所起的作用已絰越未越因堆了°

56 正是共謀概念所暗含的丙重責任使組佮堡法庭的一些法官有保留意兄。一直是垓法庭

的法回法官的 HenⅡ DonnedievdeVab「 eS指出:“速是有趣但有羔牽強的解釋”°
” 送位杰出

委 員舍 n954年 第六屆舍 洪 通越 ,《 大舍 正 式圮 暴,第 九眉舍洪 ,扑 編

(A/2693),算 11-12頁 ,算 54段 ,持 載于 《1985年⋯⋯年鑒》,第二卷

分),算 8頁 ,第 18段。

美回軍事法庭 <更 上文穿注5),笫 4景案,第五巷,算 989更。

H Donnedieu de 
、
ábreS,  Le proieS de Naremberg,  C。 urse of └ectvreS

Domat一
、
6ontchrestien, n948), p254。

算 9孝 》

(第 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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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苧家提出的惹兄今天也許舍不同°

57 RogerMeHe和 AndroV∥u在研究集体罪行的玩象吋指出:送些集体罪行所引起的法

律同題仄犯罪苧采說同奪破含時代已不冬相同,因此解決速些同題的方法很自然舍逐漸出現.眼

前想到的有兩科主要遊捧亦法,一科是集困每一成貝按其在有夫行初中所捏任廂色的介人黃任,

另一种是所有參与者的集休責任°面村送神情況,侍筑的刑法青家明區地勞成第一种方法,因并

送种亦法似乎是与別用介人化原則相符合的唯一遊捀°他們反村第二种亦法,因 力吋此老一套法

律已提供太多不幸的例子°但是,送一值得林發的原則立場淡多久便描不住事情的自然友展所施

加的瓜力°...⋯ 些代的刑法青家星然銼臻同祥重視介人刑事責任原則,但似乎比其前準玫注意汰

罪行的集体性辰推出坡戶泛的錯淹°
m

58 一些研究特殊法律村一般別法的影晌的作者得出聳淹汏力,“ 刑法在侍筑上本是主跳

的;現在已逐漸走上元介性特征、有風隆和客現化的道路°’’
’四 事央是,力 了泣付犯罪爭瓴城

的友展所戶生的斬情況,越未越需有滿足您兩需要的特殊法律,而速失法律背萬侍統刑事責任原

只●°

59 此外,現在的一些法典也規定了集体責任原則
。

南斯拉夫刑法典第 23奈 明文規定:

“凡創立或利用一介組象、一伙人、共樣集困、困体或一些其他社困以犯刑事罪的人,均位力送

美集困的犯罪廿划所戶生的所有弄●事罪行而受到恁弱就象遠些罪行是由他犯下那祥”°

(二 ) 第二各造案文

6U 算 2款 的第二各遊集文是以介人責任原則力依捃的°介人責任的其例可以在一些刑法

典呈找到。德意志駁邦共和日別法其算 29奈 明文規定:“每一今參与者持按其本身所犯的罪予以

赴田,而 不站其他人所犯的罪”°

61 德意志民主共和日別法其算 22秦算 3段 更造一步,引 入許多差別如做的未西°根括

有夫規定,刑 事責任多大是按整介行力的尸重性、介人村孩行力的長散的程度和效果、其功机快

及他在多大程度上叫其他人參加等因素宋衡量°送項十分洋冬的規定的目的是确定介人責任的确

切程度。不避,有人可能舍鬥,它是否真的違用于表現在常袂中的眾些罪行,它 是否符合現代犯

罪苧和滿足吋所涉罪行給予恁們的需要°

“ RMe〢 e和 AV〡 tu,Tmit爸 dedro∥ cⅡ mine〡 , 6thedPa㎡ s, Cujas, 第622歹°

2.  R Legros“ └’inf〡 ∪encedes

encecr mine∥ eetdedrUit

〡o〡 Spa「 ticui。 ressur〡 edroit p° na〡 g。 n爸 ra’
’
, Reˇ ue

p爸 na｜ CUmpar芭  (Pars〉 , vU｜ 23 (1968), p234。

desc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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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吉梵

62 我●ll將 注意到,且 然共犯和共菋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它們非常相似,有 時逐是重且

的°共沫概念暗指參与共媒的成貝之同有某种程度共犯大系,他們相互支持、伊助和芯忠°無共

犯夫系那群,共謀概念暗含怭放和意囡一致。因此速丙介概念往往戶生同祥的現象,即群罪。速

就是力什么俇俺堡先章第 6奈有失狄犯參与共同卄划情況的同一案文中既列入姐珠者也列入仄

犯的原因。

C 未遂

1 第 17奈草案

63 特別根告貝建快第 17奈草案如下:

第 17參 未遂

以下行力朽威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

企四犯危害人失和平及安全罪行未遂°

2 評淹

64 可以注意到未遂的概念沒有列入口隊牢尊法庭章程,因 此,回 隊法委貝舍 η95U年似

汀的“絰鈕伶堡法庭班取法和法庭判次務趺的目防法原則”也沒有包括送今概念是可以理解

的。
2s 

可是,1954年 的治罪法草案第二奔第 13款 (四 〉項列入了未遂的概念,但沒有說明

定〤。

65 一般而言,未遂表示只是由于不受犯罪者意囹主宰的情兄而失敗或中止的任何幵始執

行的犯罪。達今概念在之去以及將未舍姓埃引起有趣的理淹上討站°
加

66 由干所涉的罪行性辰,未遂理淹只能時常洪中的罪行作有限的庄用°例如,企 因犯優

啥行力未遂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時候可以悅執行一項侵略行力的升端存在?在 幵始執行一項俱

略行力与侵略行力本身之同可否划定一介界限?如果犬家常以侵略威勝罪行°情況則更使人迷

惑°可不可以悅企田作出侵略威勝未遂?可不可以說企目准答侵略或破坏秦＿99未遂?大家可不可

以悅企困扶行科族席萬或犯希族天免罪行未遂?

集文死 《n985年⋯⋯年荃》,第二巷 (第 二部分),算 n2頁 ,第 45段 °

凡特別根告貝算6次技告,文件A/CN4/398〈上文#注 1),算 142-n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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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可是,不能忽視未遂的概念多數危害人美罪行 〈例如,希族又光和群族隔南)由 一系

列的、具你的犯罪行力 (例 如,弟害和暗森)等 組成,在送些情況下,未遂完全可以理解,

第二部分 因陲非法販迋床醉品

A 非法販迋痳薛品,危害和平罪行

1 X荼 草案
.

68 特別報告貝建破 X奈草案如下:

X奈  非法販逐球碎品:危害和平罪行

以下行力枸成危害和平罪行‘

1 班事非法敗逐痳薛品。

2 非法版迋床醉品是指力了下迷 目的而安排販逐:違反已生效的公的既定,生戶、制造、

提蝶、琵制、提供、提供出售、至銷、儲售、根括任何奈件交付、絰兒、友逐、逼翰‵翰入或瑜

出任何痳醉品或精神凋瑾物廣。

2 守平﹁各

(a) 第η款

69 第 1款將朕逗床碎品作力危害和平罪行爽理。送一敖曾無不包括朽成孤立的令人敗迋

席薛品的行力,而這些行力受到他 1〡Π犯罪的所在目的法律恁田。本款在速呈要哭理的是組象或私

人集困、或公共官反作力販之中的主犯或次犯的大規模販逼。

7U 速些敗逐可能引起一系列的沖突,例 如生戶回或友逞日、遊境日和終焦回之同的坤

突。如果有坦象的集困滲透政府吋和平威勝則更犬,因 力后果是回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威力因怀

非法行力的犯罪者。

(b) 第 2款

9n 第 2款爽理被放力非法朕迋的物廣.似 乎不必在本草案中列拳送些物辰,因 力它們已

在現行生效的公釣中列出,主要的文串是銓 1972年 日內瓦洪定串所修汀的┐9引 年 《床醉菊品

. 
委昃套將未要次定將速秦草崇列入危害和平罪行中的哖一部分°

一 “ 一



革一公的》,’
’ 和 η97n年 的 《精神玥理物廣公的》

2B 
°

(c) 治罪法草案与現行生效的各項公夠的夫系

72 力了將販逐麻醉品確定力一項危害人共和平反安全的罪行,治罪法草案符合目前國跡

社舍的要求,它越未越多地特有失的現象看成是人失最犬的福害之一°

73 各締的回在 n936年 《取締非法敗與危隆品公的》
神 第 2奈 中保江,特別通避盟禁

或其他剝李 自由的怒用村非法販逼廊碎品
、秘密策划、未遂和准各行力加以尸重恁何

。
有夫的奈

數列入 1961年的 《痳碎菊品車一公的》°

74 η988年 12月 19日 通遊的 《聚合國禁止非法敗之痳醉菊品和精神方物公約》
.U 

第

3荼 (犯罪和制裁)規定,各締＿.9回 位采取必要的措施,將垓奈第 1敖提及的罪行确定力刑事犯

罪°各締的回尤其必須确保其法院和其他主管些局能考慮到使所犯罪行特別尸重的其跡情況,例

如罪犯參与其他的回跡有姐珠的犯罪活劫,罪犯參南通避所犯罪行得到林助的其他非法活功,罪

犯使用暴力或武器9罪 犯袒任公取和犯罪涉及有失取位 <第 3荼 ,第 5款 (b)項 至 <e>項 )°

公的指出的所有加重罪名的情況使罪行的刑事性辰越未越明五,因 此,性辰尸重,必須列力治罪

法所包括的罪行°

B 非法敗逗麻醉品:危害人美罪行

1 ㄚ荼草案
.

75 特別扳告貝建Ⅸ Y荼草案如下 :

ㄚ秦 非法販迋床薛品.危 害人共罪行

以下行力构成危害人美罪行:

依本治罪法草案 X荼 規定情況汰事任何非法瓜迋庥醇葑物°

〞 耿合回,《奈的集》,第 976卷 ,算 1U5丌°

油 同上,算 nU19卷,第π75英 °

的 日肝環生,《秦的集》,第一百九十八巷
。

.U 
ε/CUN「 32/15和 C。

「
r2。

. 
委員舍特未要決定存速秦草案列入危害人失罪行中的拜一部分。

——56——



2 坪9合

76 販迋痳醉菊物村和平构成威勝,但 首先村人美拘成威勝。它可能使人美況淹。 因此 ,

將非法販迋麻碎菊物作力危害和平罪行及危害人榮罪行送一种及重定性是完全合理的。

第三部分  回哧別卒法院規的

A 早言

77 救告第三部分是依照委貝合在一滾違越的算 4茶草案 (常 判或引渡又夯)中 采取的爽

理菸法編寫的.垓奈第 3款指出,其 第 1和 2款 的規定并不預先判定日豚刑事法院的次立和管

嗧叔°此外,委 貝舍在砰注 (算 5款)中 指出,第 4奈 第 3款涉及可能女立固妳刑串法院的向

題,草 案所采取 的管犗板方案不妨磚委員舍在道 曾時候考慮揪汀回豚刑事法院挑的的 1.T

趣°
卸

78 本部分也是按照犬舍 η988年 η2月 9日 算 43/n64母 和 1989年 12月 4日 第

44/32景 夫于危害人美和平反安全治罪法草案的決洪第 2段提出的°大舍在垓啟中注意＿ml委 員

舍在赴理指定司法粵局未執行治罪法草案秦款方面的最近獨想,并鼓肋垓委昃舍就送介鬥題送一

步探甘一切可能的替代亦法。

79 第三部分雇子初步性辰,是同是車形式的技告,其 目的在于向委員舍提出一些可供逸

掙的方法并征求意兄。速些述掙方法主要涉及下列事項:

n 法院管培叔 :

(a) 管搭板仗限于治罪法所迷罪行迂是包老一切面怀罪行?

(b) 是否需要美化回家同意

2 任命法官的程序

3 向法院提出案件

4 栓察官取多

5 常判前惆查

6 回家法院的定案叔

7 刑事法院的定案叔

8 控沂的撤回

“ 委貝舍第四十眉舍以耆吋迋之的算4奈集文和平注,凡 ㄍn988年 ⋯⋯牛荃》,第 二卷 (第

二苟分),第 67-68丌
。

——∫9——



9 刑田

1U 財政茱款

B 團狋刑事法院規玓

1 法院管格板

(a) 管特叔俱限子治罪法所迷罪行透是包括一切因隊罪行?

提 出的東文

8U 特別叔告貝提出下列兩种案文:

案文A: 茲沒立回唪刑事法院的常判被控犯有危害人共和平仄安全治罪法所迷罪行的自然

人°

案文 Bε  茲淡立回跡刑事法院的常判被控犯有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所迷罪行或銓其

他有效回坏文串定〤力罪行的其他遊犯的白然人。

,T淹

8n 曰怀刑事管琯位局限于危害人失和平天安全治罪法草案所迷的罪行,遜是也位包含在

治罪法中未提及的其他因怀罪行?森所周知,治罪法并不包括所有的日阡罪行,不包括在內的罪

行如下‘散友虛假或歪曲的消息或假文件,旨 在村回隊夫系造成有害影喃,村外日的凌辱,一 日

仍造男一日女市和會窈回家或古代珍宜9破坏水底屯繞,面 跡朕迋悔淫出版物°

82 因此,盤 子因跡罪行的概念較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力戶,且其茫田折及治罪法草案

所迷罪行以外的其他一切目阡罪行,些 前的i司 是是,刑 事法院的管信扠究竟位局限于危害人熒和

平与安全罪逐是位包括一切回豚罪行°

83 較好的方法是賦子刑事法院以最大限真的管措杖,否 則的括,鴕需要放立兩介目怀刑

事司法机构而早致褒奈化°

(b) 是否需要其他國家同意

提出的案文

84 特別技告貝提出下列兩希棄文:

集文A: 任何人非至罪行友生圪巨數其籍雇Ξ或銓罪行所午寸的日家或受害人的籍潺國授

予法院管籍根,不庄由法院達行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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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文B: 任一國家,如果罪行友生于垓回境丙,或力罪行進行的村象,或 受害人持有孩回

囝籍,即 可向法院控沂犯罪人°如果上述回家之一肘法院的管堆枚表示昇洪,法院位解決其

向的爭快°

坪奄                               .

85 案文 A的 根括是 1953年 回豚刑事管轄同題委貝舍似,T的 ,后至修,T的 規玓草案第 27

奈
ψ 

。
是否恰些?放法律現蕉而言,一介國家村子危害其安全的罪行元站如何都可加以愆

尖,即使是在國外由外國人犯下的罪行.此外,犵犬多數情況下,遠科解決亦法等于是要求那些

主使或容忍犯罪行力的回家政府的同意。

2 任命法官的程序

提 出的案文

86 特別技告貝提出下列丙神案文:

案文 A: 法官位由聚合目秘卡米所召集告告軟合回犬舍出席及參加表決的抱吋多數逸出°

案文 B: 法官位由法院規約瑋的目代表出席反參加表決的地吋多效進出°

評淹

87 案文 B的 根括是 η953年回豚刑事管犗曰題委昃舍似汀的,后絰修t的 親＿r.享 葉第 nn

紊
站 °但速一荼款中所女想的小范田似乎.L危 害人美和平与安全罪涉及整介回跡社舍的性辰

不符°逛泣指出的是,第 11秦將近拳叔授予一介小困体而同時卸委任敢合回秘串米召集逸拳舍

洪,其 同存在矛盾°

3 向法院提出案件

提出的案文

88 特片報告貝提出下列三希集文:

案文 A 案件可由駁合回任一締的回向法院提出°

” 速一安貝舍的根告,兄 ㄍ犬合正式圮最,第 九屆舍汱,朴牟章12景》(A/2645),附

件。
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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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文 Bε  案件可由本挑約任一舍貝回向法院提出。

案文C: 案件可由駁合回任一舍貝因向法院提出,但須盤法院親的中指定的聚合回机大同

89 案文 C所指机夫拉力大合逛是安全理事舍?有人汰力位指大舍,因 力安全理事舍的否

次扠有可能使法院雍疾。另一方面,犬舍的地村多數或管格的三分之二多數力避免不些控拆或否

決板的濫用提供了保怔°

4 栓察官取夯

提 出的案文

9U 特別根告貝提出下列兩种案文:

案文A: 原告位指派一名律肺執行栓察官取夯°拉察官庄叔汀超沂中并在案件提交全体法

官常判吋久黃公沂事宜。

素文 B: 些案件提交全体法官申判吋,泣 向刑事法院指派一名栓察官次執行公拆取芬°

評梵

91 案文 A是馬 1953年 委員舍似汀的,后絰修汀的規章草案第 34奈相一致的°
“ 遠

介方法筒草,但不能這些Z分 國家与回怀社舍的利益。栓察官取券要求一定的寺鬥技未能力,某

一情況下指派的人造不一定有速种能力求聳妒回家利益。栓察官有可能同回家官貝相混淆。

5 常判前謂查

提出的案文

92 特別技告貝提出下列集文:

1 攸查庭久黃送行常判前的淍查,其法官人數由法院規的規定°偵查庭法官受命任取于法

院,其任命不得于期滿后立即連任°

2 偵查庭可下令進行它汏力必要的任何眾各性查洧或安全措光,例如偉訊怔人,次 出侍

票、偵查令或逮捕令、任命慎查日、笈出慎查囑咐中并清求引渡,必要時可請求目豪提供合作°

意°

砰站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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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家法院的定案叔

提出的案文

93 特別擬告貝提出下列兩种素文:

素文 氏  法院不得吋回家法院已作出刑法最終判決的罪行送行常判或赴別°

案文B: 法院可在下列情況下吋一日法院已作出判決的罪行送行常判和赴刑:罪行次生地

回或罪行所針村的國家或受害人的籍厲回有理由汰力上述回家的判決并非基于吋法律或行力

的道些評新.

評站

94 案文 A尸格道用一罪不二常規則°

95 但速項原則可有巨存在一些缺魚°最好是能避免回真到被告荻得克大赴理的某些先例.

這就是提出來文 B的理由。

7 刑事法院的定案板

提出的案文

96 特別被告貝提出下列案文‘

本肌約締的目的法院不得常汛已提交刑事法院的案件°

評站

99 送是最力筒車明了的方法°遠介方法可避免刑事法院南國家法庭管葀板的沖突,同 時

可增茁刑事法院的叔力°

8 控拆的撤 回

提出的案文

98 特別根告貝提出下列兩案文:

宋文A: 控沂如絰撤回,拆發程序位依照事其中止,除非另一介有採速祥做的回家要求重

新進行,以使刑事沂松得以在法院提出°

案文B: 控拆的扶回并不表示依照事其中止泝公程序。沂公庄娃揆送行直至案件被撤儲或

一 a—
—



法院宣判有罪或元罪吋力止°

評淹

99 案文 A主 米達祥的原則,上拆如果撤回,拆妐程序位子中止,只 要其他有叔以某种身

分特別是作力原告或民事拆忪方向法院提出中沂的回家,不表示昇快即可°

ηUU 案文 B所根据的原則是吋危美人哭和平天安全罪的起沂不位俠俠概直接有大國家的

意旨而中新°此榮罪行夫涉整今國防社舍°真正存在的危險是,淡判或者安排可能干扰了村那些

特別尸重而超越些手各方主肌利益的行力的起拆°

9｝ 別樹

提出的案文

1U1 特別根告貝提出下列三种案文;

床文 氏  法院位玵宣判有罪的被告赴以任何它汏力合理的別田°

簾文 B‘  法院位肘被告夾以任何它放力合理的刑田,死刑除外°

東文 C: 法院位村宣判有罪的被告爽以元期或有期徒刑,并可附帶田款和沒收財戶。

評裕

1U2 案文 A的根据是鈕俺堡組貁法第 27奈“ ,其 中未排除死刑°

1U3 案文 B排除了死刑,送是考慮到某些回家,特別是西歐回家刑法的友展°

1U4 案犬 C不俠排除死刑,而且排除其他形式未荻普遍接受的尸厊刑田°

1U5 垃垓指出,刑 田隨時代和國家而各不相同,其 中涉及道德、哲苧或宗教概念.因 此

宜于遊掙那些衷得最戶泛同意,井有回你社舍普遮接受的原則力依裙的刑何°

1U 財政奈款

提出的案文

1U6 特別救告長提出下列兩种案文:

案文氏  犬舍位放一青款,按 照所,T規則簿姿和管理°法院及其扁下其他其体或机构的安

用位由遠宅青款弄支°

3s 
兄上文胏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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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文B: 接院規的締約回和加入者位女一青幕,按 照通避的規則簿姿和管理°法院及共屈

下其他央休或机物的袋用位由遠宅青款幵支°

砰站

1U7 案文 A假放法院由犬舍坎立°

η
。
8 未文 B的假女范田狡力狹窄,即法院俠由規的符的回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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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怀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放程項目 6〕

文件 A/CN4/427和 Addπ

大于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算六次根告

特別報告真斯蒂芬 .表卡弟里先生編寫

〔原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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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解決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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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別報告貝按照在夫于因跡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第四次根告中9T出 的吋同表
’ 在本

根告中爽理奈敖草案余下的部分,即有夫目豚水道管理、水力淡施安全和解決爭端的部分°困

此,本叔告提出了大于送些分寺題的荼款車案以及支持材料°特別報告貝遜載有涉及便利以非司

法方式朴借其隊或洛在插害的“茶款的執行”集文°之些素文的基淮素材乃是在委貝舍內和在第六

委貝舍內的各种評站以及本特別根告長的研究成果,所有送些都表明位垓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驟來

便利非司法扑撐,以作力履行本荼放草案所,T各項〤多的第一今央呠步驟°

第 一 幸

回你水道的管理

A 早言

2 避去的特別技告貝斯蒂芬 .施丰只你先生
’ 和詹斯 .埃文森先生

3 
和朕合回各种

研究和救告
. 

均已深入探甘遊回狋水道的管理送今分題——它亦林力目隊水道的行政安排°

本特別報告貝在其第三次報告中曾銓常費之現代水炎源管理的相夫特魚,以 期能移力常快与因跡

水道的利用有夫的各項程序性規則提供一种理站基拙。 5 垓救告叔迷了完全在一介回家內、

KKn988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U8頁 ,文件A/CN4/4n2和 Addη 和2,第磁貼

兄施丰只本先生的第三次根告,(《 1982年⋯...年 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175-181

更,文件 A/CN4/348,第 452-471段 )°

兄埃文森先生的第一次叔告,(《η983年 ⋯⋯年荃》,第二卷 (第 一部分>,算 n78一η79

頁,文件 A/CN4/367,第 n3n一η37段 ),第 二次報告,(《︳984年 ......年盤》,第二

卷 ㄑ第一部分),第 n┐ 6更,文件 A/CN4/381,第 75段 )°

兄‘ <a) 《河川流域的緣合丹友》 (駁合國出版物,出 售品編咢:Ξ 7U∥ AΦ J (b9 《河

川流域的管理》 <敢合國出版物,出 售品編景:E9U∥ E17), (c) 《囝跡水姿源的管理,

机构与法律同m9(, 自然姿源与水Δ刊第 1期 (駁合日出版物,出 售品編母:E75︳︳A2>,

<d) 《因隊河湖流域的亓友与管理銍盼》,自 然資源南水巫刊第 1U期 (駁合國出版物,出

售品編咢:E82Ⅱ A199I (e> 《曰跡河川流域管理的机拘同題‘財政和合同上的考慮因

素》,自 然資源与水土刊,第 17期 (駁合回出版物,出 售品墉咢:E87∥ A1U9°

《1987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η7段起各段,文件A/CN4/4U6和 Add1

和 2,第 6-38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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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邦俐下各不同的單位同和國豚一數上已建立的水道多种用途規划和琮合友展体制
。

盤于已孳吋

本青趣做避很戶泛的研甘,特別擬告長特俠在本幸內倚要地回厥和增朴遊去各件根告內曾銓洋冬

敏迷避的杈威著作, ° 然后提出有夫本寺趣的一介荼文草案,供委貝舍常以
。

B 回家慣例             .

3 希伯特 .阿 瑟 .史密斯在 1931年 出版的中名力 《因豚河流的絰漭利用》的創新著

作
’ 曾以他精心的研究力基袖得到的玲淹乃是,按照目跡水道的囝泉爌例,位可族致下列各

項目豚法原×ll:

第一項原J(l乃 是,每一河流系統些蒸都构成一今不可分牙的其豚單位,因此,升表它吋

必須力求能姼在最犬的限度上有利于它所服夯的整介人哭匠域,不站孩匡域是否已分力再介

或更多的政治管轄匹°每一相夫政府都有〤各秋极地冬全力提供合作以促選此項幵及,旦然

不可能要求它不得厥及任何夫鍵利益或者作出任何其他有失其本身利益的插牲而不提供的克

分賠借和安全保障.....● ”8

史密斯放力可以放此一原則延伸出未的其他原則中位垓包括下列的原Hll:

“<7)如果遇有任何河流系統的情況引起了至常都必殎加以解決的有夫正些利用垓河流系

銘的种种鬥趣,91l位沒正常沒的回豚委員舍未7理任何可能友生的一切此共同趣°”°

史密斯教授的确曾絰在其著作中用第五幸未討站‘‘因隊委員舍的取叔”
。即使在二十世免共三十年

內,送 已不是一种新的拘想。早在 1911年,回 豚法苧舍在其“夫子利用目阡水道机幸”的次快的

第 7放 中已建洪: ’°

......如 果因力建筑新的工程或因改建現有的工程而在位于別國境肉的河流中引起尸量后

特別參看旄丰只本先生的第三次根告,文件A/CN4/348(上文腳注2)第452┤ 71段°

HASm:th, TheEconom︳ cUSeSof｜ nternat｜ ona〡 Rivers <L。 ndon, η931>。

同上,第 95U-151更°位垓指出,Sm∥ h在本世免較早時期的著作中已使用了“河流系統”

一祠。
JLBFe〢 y亦 用越此一名詞°例如兄他的名著第五版,JLB而 e〢 y,下heLawUf

Na●ons(Uxford,C〡 arendonPreSS,1955),p2U5。 委長舍將舍很夫注此一日妳水道

棍念的形成事其上村本寺趣的研究人長而言已有相些長的時期,因力委貝舍終灰決定一介

何趣,那就是,奈數草案是否位垓以囝豚水道“系統”的概念力基地°

9 SmIh,前
引串,第 152更°

1° 1911年 4月 2U日 通避的次放,兀 Annuairede︳’㏑st tutededrUk internat ona｜ ,1gn1

(PaⅡ s),ˇ o｜ 24,pp365-369,特 裁子 《↑974年⋯...年 荃》,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2UU瓦 ,文件 A/54U9,第 ┐U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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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位垓任命常放的球席委員舍,由 它們作出判決或者至少表示其意兀°

在速方面的圖象央域可以回溯到很久以前°例如,奧地利女皇以米〨公回女主人的身分同威尼斯

共和國締錯的 1754年 《瓦普里奐奈的》就投叔一介已至存在的秩席遊界委長舍無女執行有失共

同使用奧利工河的取多. ’’

4 如同逍去的救告所迷
’’ ,許 多早期的,尤其是十九世免有失回豚水道系銃的林定都

特別涉及到吋航行和渣╨的挑范。比較近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城以后豬玲的怭定Jll主 要涉及

國腠水道系統的利用或幵其的其他方面,例如水道升友落力的研究、注溉、洪水控制、水力表屯

和污染
’3 

°由子村水、根食和吃力的需要1激增,達些英用途已並著地重要起來,仄而又力

需要放丘共同的休制性机构來其施各种捇定.目 前的此榮共同机相几乎已同國林水道的效日一帶

多,它們或力特波机拘,或力常次机构,但均具有板力戶泛的各种不同的取責和板利
’. 

。

5 秘串爽在 1979年 4月 內瑞輯的有失回防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多逆和及遊委貝舍的附注一先

表已幵列出 9U介此美机构
’5 .°

其中且然以涉及歐洲的水道系筑者力最多,可是世界每一地區

都被有之°此外,在蝙制此一先表吋,友展中回家,尤其是非洲的此美行政安排的數目正在增加.

秘+爽在速一方面指出,非 洲新米狂立國家已絰表現出一种應意就通遊女丘回跡河流委員舍的赤

法送行合作以期解決河流同題的位受發貲的意志,星 然非洲在 1959年 吋只有一介回妳河流委長

舍——即尼多河常沃駁合技木委員舍,可是,其后已在非洲女是了八介新的河流委員舍。

1n 
男兀奧地利同荷〨之同的η785年 《芳登布告奈約汸 垓奈的女是了一介及逆机构未決定

共同在默茲河上建筑船阿的最佳地蕉
。

另裁于 η9石 2年 歐洲絰洴委貝舍的根告 ,“具有共

同利益的河流和湖泊水力友屯弄友的法律同題”,<E/ECε /η 36),第 175段°

1之 例如兄特別擬告貝第四次報告肉有大回隊怭定的凋查玲果,文件A/CN4/412和 Add.1

和 2(兄上文坤注 1),第 39-48段°

i. 
凡有失 《囝隊水資源的管理》 中“多遊怭定’’●ㄅ討站情兄 (上 文腳注4(c>),第 91-99

段,特別是第 96段°

i. 
大于“力了怔明亦法的最大可能的多祥性而逸出的”某些此共怭定的捕要說明,同 上,附件

四°另兀囝豚法怭舍, 《第五十七屆舍以救告,馬德里,1976年》 <俺數,n978年)中有

失放丘回跡水道共同管理机构的怭定一先表,第 256英起各更°NEⅣ andAW。｜man,.Ad

ministraIon竹  栽于 ㄒheLaWoflnternaIonalDra｜ nageBa由 ns(AHGarretSon, RD.H外加 n

andCJU!msteadeds, (D。 bbs「 e「rv, Nㄚ , UCeanaPub∥ Caions, 1967)p12$ 以及

先 串無水先生第三次技告 中,夫 于有夫因隊河湖委員舍 的著作洋冬的一克表,文件

A/CN4/348(兄上文胏注 2),坤注 746°

十
is 

未出版的一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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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此一走勢仍在銼琪友展
1°
°

6 革車看已由水道因,特別是利用回阡水道環叛發的國家
.’

放立的委貝舍和其他行政安排

的數目就可以知道此美共同体制性机构乃是商皮依瑋共事的水資源的舀然舍友生的必然聳呆,仄

而也附帶並示出各回之同的相互依放夫系
。

可能更加重要的是,1977年在馬德普拉塔拳行的翐

合 田水舍洪所通避 的各項決洪之一 已磯放新生人 口急需族得有限的淡水炎源并 曾指出,

例如兄 《有夫回杯水道非航行使用用途的非洲回家奈的》內的協定, 自然交源与水寺輯

第 n3期 (聚合國出版物,出 售品編景‘Ξ/「 84∥ A7),尤其是 1978年 6月 3U日 《夫

子放立网比正河流域幵友組球的茶的》以及 198U年 1n月 21日 《夫于放立尼日/tN河 流

域管理局的荼約》°一般死 C°
。

kid｜ ,“ 回家与非洲國跡流域的管理”
,《 自然資源期刊》,

(A︳ buquerque,NM),第 28卷 (1988年 ),算 645更 ,以及 KVKⅡshnamurthy,“ 非

洲水友展的挑我●,《 自然資源站耘》,〈 Newㄚ ork),第 η卷〈1977年 ),第 399瓦 °

立刻想到的其例包括共事尼男河、加李大和美回之同的大湖和其他遊界水域、普拉塔

河、恒河、印度河、多瑙河和菜苗河的國家°例如兄下列的怭定:夫 子尼′河,1959年

11月 8日 阿拉伯馱合共和回同赤丹之同的怭定,以及 196。 年 1月 17日 夫于放立常放

技未委員舍的洪定中,夫 子加李大和美回之同的大湖和其他遊界水域,η 9U9年 1月 1┐

日英回和美回同逆界水域和加李大和美國同遊界水域紊的,(以 下林..n9U9年 遊界水域奈

玓’’),第 七奈,大 于放呈美曰和加李大回隊翐席委員舍者,〈在 LMB〡 oom石 e!dand

GFFitz9era｜ d中 送行了甘淹),加偉大和美國的遊界水域向題 (↑ 9n2年 至 1958年 同的

回跡琺席委貝舍)(多 伶多,Carswel︳ ,1958年 ),夫 于普拉塔河,↑ 967年 2月 27日 在

布宜淓斯艾利斯普拉塔河流域各回外交部米的朕合戶明淡立普拉塔河政府同怭惆委貝

舍 , (〕已 UAS, R︳ oSΥ Lagos ︳n｛ernac｜ ona︳ es(∪ ti︳ iZaci。nparaf㏑ esagⅡ co︳ase

indust〢 日es),4㏑ reved〈UEA/Se了 1/V︳ ,C｜ J-95rev2),第 148歹 ),在A/CN4/27$

第 323段 中作了板迷,夫于恒河,1975年 9n月 5日 有失分享恒河河水和增加水流丑的怭

定,,T于法拉卡,第四荼規定女立盟督分字恒河河水安排的印度一孟加拉回墩席委貝舍者,

天于印度河,196U年 9月 16日 印度和巴基斯坦同 196U年 印度河河水奈幻,第八紊規定放

立印度河常放委員舍9夫于多瑙河,1948年 8月 18日 夫于多瑙河航行制度公夠,第二幸規

定放立多瑙河委貝舍,夫于菜茵河,1963年 4月 29日 夫于保持某苗河免受污染回豚委貝舍

的赫洪,和 I976年 n2月 3日 夫于保妒某首河免受化苧污染的公的°

夫子女立回妳水道管理駁席委員合的怭定
一

克表,兄上文胏注 4所 引資料。

——?U——



“迫切需要加緊早我和牙友水資源并且力了有效利用而送行琮合管理 .”
’. 

此項需要可能以在

非洲最力迫切,因 力水文工作者估卄非洲犬的正在利用其全部水資源中的百分之二° 19 同

祥,星 然“全世界水力表屯的瀯力中有三分之一在非洲,......但 是,已有能源同可升及的落力的

比例亦俠力百分之二”. ’U

C 回怀袈珠的工作

9 近年來人士河流和湖 9白 孩合委貝舍的出現至少可部分”因子聚合回主持下送行的工作.

放翐合國會洪的技告和建放看到的主趣是,星 無一般目怀法沒有規定姐玖送些机枸的又多,但通

逍翐合机构管理回杯水道系統不俠是越未越普遍的班魚,而且也是水道回之同一件几乎是不可或

缺的合作方法,假如水道系筑要致得道些的利用和保妒°

8 秘半長在 199n年 1月 夫于國豚水姿源幵坎同趣力些吋新成立的自然資源委員舍瑪雩圴

救告 中提睡我們悅,回 豚水道可提供加強回家向大系的机舍,井指出“必須”力此制定囝妳安

日�├:  21

3 回跡水資源的存在提供了一种促造回怀友好的狙特机舍°力了道些有利地利用速些

水資源,各 回必須敢合起未采取切合其跡的措施,使一切些事方可通遊合作行功挾得其豚和

明五的好赴°水是夫鍵性的資源,其利益可通遊共同努力而成倍才大,有害后果可通道共同

努力求防止或消除.因 此,作力一今國防河流流域的共同流域因五然有送行因腠合作的放勍

因素°此外,在共同制t和執行甘划吋,回 豚机构在政策和央坏工作方面均族得堂安絰駩.

較新的回跡水資源友展安排的是勢的特蕉是,些 事方的目隊水資源友展活功的范田和种美日

超才大。歐洲和北美洲基本上以因隊河流的車一用途和非消耗性用途力根据的侍筑組象模式

’B 
夫于水部ㄇ回豚合作体制安排的算八咢次洪,(兀聚合國,《1977年 3月 14日 至25日 在馬

普 拉塔拳行 的敢 合 國水寧舍洪根告》,文 件 E/CUNF7U/29(出 售 品編 母 3

ε77∥ Aη 2)第一幸)° 除了其有夫的琮合方式管理和幵友回隊水道系統的主要取大之

外,速些共同机构逐能姼力有失升友各別水道的廿划尋得來 白多遊升友銀行和其他國跡

机构的理發支持°兀 PKMenon,“ 矛友回妳水資源的体制性机构”,Revueb引 gede

d「o:t inte「 nati。 na︳ , (B「usse｜ S), vo︳ 8, (〕 992), p99°

兀 K︻shnamVrthv,前 引中 <上文胏注16>,算 39n頁 和Uk︳dI前引串,(上 文均注┐6>,

第 647至 648頁
。

兄Uudi,第 648頁°

文件E/C7/2/Add6,特 載于 《1974年 ⋯⋯年盤》,算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28更 ,

文件 A/CN4/294,算 3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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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加添了新的方面°

村新体制解決方法的需要

η2 更ㄏ泛地升坡和利用回跡水資源的厜力日增,坤突的可能性和合作的將要日趙明

並,因此,水女源管理人貝、政界領早人、區域規別人貝和回坏法令泉必須制定坡完善的体

制架构,以道位日漸增多的回隊合作需要°必須在送行團怀水資源升友和利用的回家之 1.● 和

在具有速些飯城的絰駩和資料的組珠和介人之同建立范田戶同和炅活的新交流菜道°

13 可采用的各神体制安排洋洋犬班.作力例子,送包括何車的做法如每介回求提名

一名官兵,援杈垓官貝就其体 目的交換數据和甚至幵友甘划,或肌定放立一介抈有 自己的寺

╨工作人長、技未服夯赴和政府同理卒杋构的回豚流域机枸°

14 体制安排位有助子解決每神情況的具体怭琱需要°仄米近角度來看,盤 于村水炎

源的需要不新改交,和盤于資源基拙的性瘓和特性和其他功念的坏境形晌因素,体制也必須

具有炅活性°”

9 固隊姐麥力崁勍水道回家建立管理因豚水道的体制而作出的努力可通避下列例子說明°

1U 朕合回人美坏境同題舍Ⅸ在人美坏境行功卄划建放 5n’
’ 中建洪各目考慮建立共同

体制安排,并提快速些休制可友捍的一系列作用:

建洪有夫政府考慮成立流域委員舍或其他這些机制,以便有失回家之同在多管轄叔共有

的水資源方面送行合作°

<c)如有夫回家汏力道些,速些安排可在區域基柮上進行下列工作:

<一 )通避有夫回家商定的一些國隊机制收集、分析和交換水文數指 ,

” 敢合國人美坏境同題舍洪根告,1972年 6月 5至 16日 ,新德哥/IN摩 (琺合日出版物,出 售

品瑪考:E73Ⅱ A14),第二幸。

另兄坏境規划署理事舍η978年通避的“在坏境領域指早各回保妒和撿調使用再介或

多介國家共同事有的自然資源的有力原則革某”(1978年 5月 19日 決定 6/14),

按照原則 2,“回豪位考慮建立泉因隊取合委員舍遠祥的休制鍏枸,以便怭商与保伊和

使用共有 自然資源有大的坏境向趣 (坏境規划署,《坏境法
。

准則和原則,第 2咢 ,

共有的自然炎源》 (肉 多半,1998年 )° )大 于原則草案的背景和文未,兄 康斯坦

丁 .斯塔弗′普洛斯先生在因跡法委員舍第三十五居舍快上遊交給委貝舍的說明,

《n983年 ......年 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算 η95英 ,文件 A/CN4/L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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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村規划需要的共同數括收集方案 ,

<三 )坪价現有用水情況的不境后果J

(四 )共 同研究与水炎涿有夫的同趣的原因和表征,考慮到水辰控制的技木、生

游和社舍鬥趣 ,

(五)作力一項坏境資戶合理利用水資源,包括辰云管制方案,   .
(六 )挑定水姿源的叔利和主張的司法和行政保廿,

<八>力共有資源送行財政和技木合作,

<d)成組珠Z域舍洪促造上述考慮因者.”

nn 自然資源委見舍在 1973年拳行的第三屆舍洪上向銓洴及社舍理事舍提出的一項建

洪
2B 

最終早致 1997年 的敢合國水準舍洪° 2. 除了許多夫子管理共有水炎源的建快以

外, 25 舍洪通越的馬德普拉塔行功卄划包括一項夫于“水事委員舍”的次洪,其 中

建坡秘串次研究可否在目前有夫的回隊河流委貝舍那些久黃管理和友展因昹河流的代表

之同姐取舍汊,以促使各流域坦玖之同送行吋括,討淹可以促送交流絰臉的方法°位邀清共

用水姿源,但 尚未建立整介流域的体制架枸的各介別國家的代表參加舍洪⋯⋯ 筎

12 此項次放早致召升一系列速美舍袂,共一介是 1981年 在塞內加本迷喀本拳行的翐合

國回隊河流姐象匹域同舍洪.大于休制和法律安排的舍洪錯站是仄沒有共同管理机制的水道回家

的絰駩恩錯得出的重要銓班 :

4 如回家准各淡立一今常坎或特坎因怀組軹管理共有水資源以反映涉及的共同利益,

故立此組欽的怭定起毋位在＿1+釣 因接受的因豚水事法原則的范田內列入下列拉冬丑清楚說明

的因素:

目拆

領土管幣秋
. 

組成

取叔与叔力

決策程序

《銍漭及社合理事舍正式記最,第五十四屇舍洪,

有失舍快背景的甘站,參看 《η974年⋯⋯年盤》,

A/CN4/274母 ,第 336段°

刃 《耿合回水事舍洪根告⋯⋯》,(上文肺注18),

同上,第一幸,決洪七°

朴編第4考》,E/5247,第 ∥4段°

第二巷 (第二部分>,第 329頁 ,文件

第一幸,“建洪”,A、 D、 G和 H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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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芬奈數

防止和解決爭端的程序。

5 ...⋯盤子流域水文夫系的一体性,最佳亦法是似,T統一次展方案,并冬〧由公汰的

机构在流域一致執行°如送神做法行不通,拉力求怭琱各有失机构的活功°

6 ......夫 子行政、管理和技木人貝的組成,舍洪放力技未事項位由寺家哭理,如有同

趣則位由外交人貝放旁林助,及方的活劫位相舖相成°

7 大于內部決策 I.● 趣⋯⋯,回 跡流域机构的決策程序各不相同,因 此怭定位作出規

定,補保作出的決定的有效性。 
”

13 垠近,一介重庶在子非洲匡域的河流和湖盆友展區域同舍快于 1988年 1。 月 1U日 至

η5日 在埃塞俄比皿皿的斯皿與巴拳行了舍破° 28 舍放道避的建洪包括在“資源砰估和規划”

狋趣下的以下走快‘

舍洪建洪國家政府和在這些時由流域姐躲采取行功執行下列提案,以 改善資源坪价和統

一親划多部 i┐ 的流域友展和管理工作。

2 制定和執行方法与体制安排,以 收集和佑存与流域和湖盆項目有夫的數据,規定和

促造有失些事方之同交流炎料和取用數据,以 更好地規划和管理流域資源。作力朴充,位定

期制定最新的仇先方案,力 支持分險段送行的流域卄划收集數据和建立朕絡网°
m

14 在“法律和体制方面”的狋趣下,提出了下列建快:$U

“1 政府承汏流域姐參是升友迷程的重要和具有形喃力的推劫者,政府位垥予位有的

重視,并通起立法,向 決策和技木机构提供南水平的人貝。

2 政府承次以系筑的亦法管理流域水炎源是管制和管理資源的必要起魚,因 力下列水

文循坏因素既是相互影晌,又是各不相同——地面水、地下水、水与大气的相互作用和淡水

与海洋的相互作用,

3 政府采用道用于水資源的國杯法一般原則,其 中包括:每介流域回公平使用的叔利

η 翐合回,《友展.....● 塑驗》,兀上文胏注4(d),第一部分 ,“舍洪根告”第28段 ,大 于音趣

。的玲站,男 凡第 49段 ,大 于寺翅二 <合作安排的進展)的 錯站 1、 3-6和 8,以及第

69段 ,青趣三“至游和其他考慮因素”的錯站 3和 4。

m兀
《河流和湖泊友 展》 自然炎源 /水 巫刊 2U咢 (馱 合 回出版物,出 售 品編 景 :

9U∥ AnU)°

的 同上,第一部分,《舍洪版告》,第 3A常°

sU 
同上,第 3B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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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村共同流域回家造成重犬板害 <包括坏境)的 〤芬、承汰交換有失資料和數据的〤多°

就一介或多今流域回家卄划的項目或方案通知可能受到其不利影晌的共同流域因和相互送行

怭商的又多、位任何其他流域目的要求就流域友展工作的合作或怭作作出体制安排的同題選

行協商的又奔9“⋯.卸

區域同舍洪也指出,遊去二十年的流域友展哦咯的成嶺參差,有 些情況成驗有限°舍快特別

指出下列早致行政管理卄划元法克分友揮其作用的因求:

<a)与 社舍篷游袋展的戶泛 目柝比袋,流域組玖所無宜的工作的取叔馬范田可能避于狹

窄,以致未能及吋、有效和良活地送行工作°

<b)供流域組麥使用的体制机构和安排址明不足姼°

<c)流域組參采用不這些的工作方法。

(d)流域班球和各本國政府之同沒有充分統一和怭琱工作°

伯)成 長回沒有在財政上克分支持流域組球°

(f)財政資源和人力資源均不足姼°

<g)流 域組珠和各种爪事規划和扶行共同弄友方案和項目的分匠域姐麥之同不必要地重交

工作并且缺乏怭渭°

(h)項 目构想、規划和執行等各介阱段均缺乏地方參与°

(｜)在有些項 目的執行,威 貝回与嵌助者的參馬不均衡,有 的吋候各捐助者之同缺乏怭

媚。 32

15 歐洲絰游委貝舍也曾常洪以敢合机朽管理困怀水道的同趣°垓委貝含在其 1987年第

訒 此建洪后括景內的說明如下‘

“(在金体舍洪吋,几介与舍者肘此建洪表示持有保留意其,并指出即使道又上有〤芬

交換教据或相互進行怭商,遠必須根捃捇定送行°)”

且然速今悅明与委貝舍整今青是的工作有失,但 它似乎沒有表示有人肘建洪中有失“就

流域友展工作的合作或怭作作出体制安排⋯...” 的一部分表示持有保留意凡,垓部分涉

及到目前常放中的分趣°

緊接上文引用的楚快3是另一項与目前常洪中的分題有直接大系的建洪 :

4 “政府汏洪到,流域回家公平享用回跡流域的水姿源的叔利可鎚取次于一項奈件 ,

即國家應意在村等基砧上私板參馬力保持水休的良好狀兄而必須采取的合理措施和方案

<公平參与),.⋯ ..” (同 上,第 3B市 )。

” 同上,第 3D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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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屆舍快上通越的“大于在跨界水休方面送行合作的原則”.. 
中建放水道回考慮坎立敢合

委貝舍并就共同管理机制提出下列建洪:

“6 沿岸回家如尚未有道些体制安排,拉考慮建立如珠合委長舍和工作姐導体制安

排,以作力促遊協定目的和神助找行其規定的手段°林定位規定耿合委員舍或其他合作机构

的錯构、取夯、取秋和盜發措簿亦法°

“6ㄑ a)  安貝舍的正式性辰、取每,及活功的地理和共辰范田位冬可能按照其跡特兄

調整°位充分考慮到締玓目的現行回家机构和法律規定,及水文、坏境、至洴和其他有失情

Jt°

“6<b)  如已建立休制安排,鍗的回位克分利用,提供一切必要手段以有效執行共任

多。
“6<c)  委員舍、工作姐或其他体制安排位以各介別締的回力此目的指派的代表田姐

.威
°委員舍位白行制定其工作的放卒規則°安長舍位有板征求等家和科爭机枸的意兄和任命

特放或常女工作陝°

“6<d)  肘于短期的小規模項 目,締 的回可女立特女工作組赴理共同夫心的具体 1.9

題°如活劫范田坡戶、項目吋同較米,垃淡立駁合委員舍和在必要吋放立常女秘串夾°”

16 η97U年代 中期出現了兩項夫于以共同体制安排管理目盱水資源的重要研究。第一瓨

33 1987年 4月 1U日 第一 <42)咢決定 (兄 《絰漭及社合理事舍正式圮最,1987年 ,朴編第

13景》(E/η 987/33一 E/ECE/● n48),第 四幸)°

又兄趣力“水資源管理的生念系統赤法”的報告 <ENVWA/WP3/R7/Revη ),

垓叔告提交給了歐洲絰游委員舍夫于不境和水回題的政府商級厥同水同起工作組第三

次舍快 (1989年 12月 η1日 至 η4日 )° 本擬告第三幸“生念系筑方法泣用于水管

理”°特別討站了以下同題ε机构安排,肌划,影 晌砰估,生 悉系箋評价,盟測,生

念預測、模似和制作模型9及公衣參与和教育。

此外,值得注意的有西皿篷游和社會委貝舍在送一領域正在送行的工作°在力西工

姿社舍地區水安全特放音家組合送 <1989年 nn月 η3日 至 ︳6日 )瑪 有的一份工作

文件 <E/ESCWA/NR/89/WG3/WP5)中 ,走以放立水資源牙友、保中和管

理体制,作 力提洪的“水我略行功甘划’’●卸一部分。此外,工作文件中提到,西正絰社

舍提坡沒立匹域水資源委貝套,作力西工盤社舍地匠水資源幵友領域促進水資源政府

些局同匹域 /分 匠域合作的体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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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駁合回夫于曰怀水炎源升友的法律和休制方面的寺泉組所編丐
。
 “ 下面的寺象班洞登

錯果反映最近回家慣例的友展和指出共同絰菅回吥水道 日趙重要:

557 ...⋯最近有夫尼多河、印度河、尼日/i.河
、塞內加/f.河

、拉普拉塔河、渭公河下游和

雅移河流域的安排是爭取其班共同友展和保券因防水資源的相互合作和怭作的汏其營式。送些怭

定及其他捇定反映越未越多回家接受區域因隊規划原則,以 其玩相互依年的因泉利益.

558 沿岸國的相互合作⋯⋯在許多情況下早致比原來可以狹得的更力有效的升表°在整

介流域的范田內而不只是在回家范田內村水資源工作的多用途可能性和水文后果造行洞登早致

村所有有失回家有丘著津利益的友展卄划。交換水文和其他數捃、砵琱或共同建造和絰費如水

璵和回流治理工程等瓨日,及分推進些項目的使用等1.9題是許多成功的目杯林定的主捶.

561 鈭于各國情況不同,每介回隊水姿源系統的性辰狸特,因此共同使用系筑的回家

必灰制定最道合其目的和能力的具体法律制度和体制安排°但班行因跡法和團隧慣例是這些

的起魚⋯⋯° 35

17 197U年 代的另一項全面研究由回怀法怭舍囝豚水資源法委員舍第雩° 36 目歸法站

含在 η976年在馬德里拳行的第五十七屆舍波通遊一套大于“因防水資源管理及汲立國萍冰發球

管理局的指早原則’’●ㄅ荼款° 3’  奈款內容如下:

第 η 奈

在本幸使用范田肉,“ 回防水資源管理局〞一同是指兩介或以上的流域因家,力莽#、 次

展和使用一介回隊流域的水資源而通遊浾定放立的任何形式的体制或其他安排。

第 2奈

η 力執行公平使用回豚流域水資源的原則和根捃夫子防止和解決爭端的〔《赫本辛基

35

36

《回隊水資源的管理》,<兄上文胏注4(c)>。 本救告前言中悅,垓研究旨在作力“
一本前

睹性參考手冊,系 統地列出和討站各种可采用的法律和組參亦法。
”

同上,第六幸,第A1市 .

更日哧法怭舍,《第五十七屆舍放牧告》,巧德里,1976年 (凡上文片注94),汏第239

頁起各更°報告貝:DACap。 nera先 生就此寺超提出的“女立回昹水炎源管理局指專原

則”散于同上第 253-256更°孩報告包括除了別的以外,按各大洲升列的“放立目穌流域

水資源共同管理机构的怭定一咒表”(同 上,算 256万起各頁)°

同上,第三十七更 <奈款)和放第三十八頁起各更 (指早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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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第四幸的規定,有 失和感共趣的流域回垃送行淡判,以送成林定,放立一介回吥水

姿源管理局。

2 根括上面第┐敖快立一介回防水交源管理局并不妨害存在或其后指定任何秩合机

枸、調解委貝舍或在友生与目前或將來使用回怀流域水資源有大的同超或爭端吋由同流域團

根据〔《赫本辛基挑91ll》〕第三十一奈組成或提交的法庭°

第 3泰

國怀水姿源管理局成長囝在道些情,9L下 位逆帝其他國家,包括根据奈的、其他文中或具

有的束力的刁慣,有杈使用囝沶流域水癸源或村此感到夫心的非流域回家或因隊班貁參加國

哧水姿源管理局的活功。

第 4茶

1 力建立一介有效的回防水姿源管理局,放立管理局的怭定位明文規定垓回跡水資源

管理局的目狋或宗旨、性辰和組成、形式和期限、法律地位、並多范田、取芬和杈力,仄＿$i

使鬥趣等°

2 淡立國防水資源管理局吋位考慮到附于本奈款的指早原則。
”《赫水辛基規則》公布

十年后通述送些茶款是明並地胡若共同管理回吥水道的方向迓出的一步°《赫本辛基規則》

在題力“防止和解決爭端的程序”的第六章中
aB ×I此 同處作出規定,但上述奈款明确地村

這些敢合机杓的管理工作作出了規定°

曲 《赫/Ix辛 基規則》算6幸 第三十一奈規定如下:

“第三十一紊

“1 如果流域回村回隊流域內水域目前或將未的利用友生 1.9題 或爭快時,建洪流域回

將同逐或爭快提交一介琺合机构,并要求垓机稱村國防流域送行玥查,似 ,T卄划或建送以

便其班村全体流域國有利的最克分有效的利用°

“2 建洪責成秩合机枃將其取叔范園內一切事宜根告有夫成貝目的主管些局°

‘‘3 建放翐合机构的庄貝因在遙些吋机,要求根据奈的有板利用國怀流域內水域的非

流域回琵合垓妹合机椅的工作,或是允許他們村垓机枸商迷意凡。
”

<回 跡法林舍,《第五十二屆舍洪報告,赫 /t.辛 基,η 966年》,〈俺軟,1967年 )第 524

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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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玲站

18 本幸首先提到 HA史密斯的錯淹,即 在絰常可能友生与道些使用水道有夫的1.9題 吋,

水道回位放立常女耿合委貝舍°但上面提到的回隊捇定和研究更選一步,汰伿到不仗需要送些机

构解決可能在利用回防水道方面出現的 1.● 題,而且需要它●●放手私板及展和保妒因你水道系統的

工作。已故的詹姆斯 .布放水利也得出同祥錯站 :

⋯...逐 漸次課到的是,如果要力一切沿岸目的利益充分利用河流系琬的資源,任何有起

碢犬小的因萍河流几乎都必灰有某种形式的回跡共管⋯⋯ 39

η9 回怀姐參和回豚法苧者的研究承放“公平使用”規則 (我 子第 6奈 )的普遍性和良活性

力其主要优魚,同 時需要密切合作,包括望常敢系,以促成共有效執行。曰妳怭定規定女立球合

水道委員舍反映汏伿到此一事其°第 9奈 <合作的一殺又夯)和 第 nU奈 <定 期交換數据和炎

料)一殺地提及水道回之同送行合作的需要,分題力“甘划的措施”的茶敖草案第三部更具体地作

出了規定°特別報告長在本救告中送一步提洪在荼數草案加添一介夫于“執行”的附件,但在根告

本幸內提出的荼款可被視力執行荼款的一种形式
。
 .°  通達鼓劾圾立常放机构管理回跡水道 ,

39  J L Brier︳y, The ∟aw 
。
f Nations 6th ed H llVa｜ dock, <U× ford C｜ arendon P了 eSS,

π963),p233清 參看 B︻ e〢 y’ S“ rsted〡 to n(Uxf。 rd,η 928),p923若 干其他出版物

也承扒速桿的需要,例 如
「「

︳
。
Ⅱo,“ Sur︳

’
uu︳isauondeseavxnon ma㎡ i㏑ esendro∥

inte「 nat︳ ona〡
’’
, in 

「
estschriftfue「 riedrich Berber <Munich, Beck, 1973>, pη 56,

BChauhan,“ Management ofinternat｜ ona︳ Waterresou「cesthroughinte「 nationa｜ wat:

erresUurcesc。 mmiSSio ns” ,因 隊法怭舍,印 度分舍,句 973年 3月 ΠU日 和 ηη日的年

度研甘套圮最°”新德里,RDHaYton和 AEVtton,“ 跨界地面水:爪 拉焦荼的革東”
,

ㄍ白然姿源素志》,算 29卷 (1989年 ),算 663瓦 〈特別凡荼的草案第三奈,趣力“按照

.本
林定久黃的委貝舍”,第 684更 >° 大于此主足的文敵概克,兄施串無水先生的第三次

根告,文件 A/CN4/348(上 文片注 2>,坤注 7‘ 6°

科苧家得出了同祥的玲站‘“只有回坏合作統一管理水資源才能改善 ㄈ供位短缺和污

染 同趣〕” <Scien∥和cAme︻ can(NewYork, NY), Spec︳ a︳ ｜SSue,“ Mana9ing

P︳anetEarth” <Septembe$ 1989), p4, 稅之●了 JWM└ aRiv︳ ere,“Threats to

thewor︳ d’ swater”, p48)
的 朕合水道委員舍不俠可以扶行公平使用和參与的一殺〤券 〈第6秦 ),合作 (第 9奈 ),交

換數据和資料 (第 nU秦 ),逼 如、怭商和淡判規划措施 (算 n1-21奈 ),而且逐可以扶

行夫子運免重犬損害 (第 8秦 )和 ㄈ水道〕〔系統〕祕定 (第 4和 5秦 )的荼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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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敏提供了一↑其隊架构,水道因可一起規划和盟察其共有水資源的利用、保中和友展°

E 提放的案文

ㄈ第九部分  回妳水道的管理〕

第 26荼 朕合机构管理

1 在任何一介水道目的要求下,各水道囡位就曰怀水道 〔系統〕獄合管理姐貁的建立 1.9捶

送行你商°

2 力本奈款的目的,“ 管理”一泀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取芬:

(a)履行本奈款規定的水道目的火芬,特別是本奈款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我的〤芬,

(b)促送篷常秩系以及交換數捃和資料 :

(c)不 新生洲國怀水道 〔系筑〕情況,

(d)吋 國防水道 〔系統〕送行持臻、多日林和琮合的友展規划,

(e>就 回豚水道 〔系統〕的使用和保妒向庭提出和執行水道回的決定,及

(>就污染、回隊水道 〔系窮〕的使用引起的其他坏境影晌、緊急情況或与水有夫的危害和

危陸情兄,提 出和執行苦根和控制制度°

3 第 1款提及的秩合組參的取芬,除第 2段所迷的之外,可包括:

(a)吋水道回提交垓＿.i珠 的同題送行其兄調查并提出根告和建洪,及

<b)作 力協商、淡判和送行水道國可能制定的其他和平解決程序的場所。

(1)“第八部分”和“算 26荼 草案’’的編咢是哲吋性的°如特別根告貝在第四次救告
.’  中

指出,本分趣和之后的分題按他判新都可在本奈款草案內或在附件中甘站°如委員舍決定將它●●

放入附件,則 它們的窮咢將拉重蝙。

φ)第 26茶草案在很犬程度上与兩名前特別根告真即玩在的埃文森先生和施芋與本先生就

同一寺越提出的奈文平行
。

送些較早提出的秦文 (与 第 26奈相比較和它們相互之同)在炎理上

很不同,把它們列在速呈是扯委貝套委員在常洪第 26荼草案吋作力參考°施牛無水先生在其算

三次根告中提出的奈文草案如下:

如 文件A/CN4/羽 2和Addn和 2(爽 上文胖注1),算 7段°

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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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秦 行政管理

在任何水道系統目的要求下以及垓匡域的至洴和社舍需要村水資源提出犬丑或互相沖突

的要求,或需要×l回 隊水道系統送行保妒或控制措施時,各有夫水道系箋目位送行放判,以

期建立永久性机构,或加強任何班有姐坎,以便伊大它●●的怭商,制 定或扶行有失回隊水道

系統的決定,以及促造吋它r●共有的水道姿源的最佳合理利用、保妒和控制°”
φ

埃文森先生在其第二次報告中提出的奈文草案如下:

第 15荼  固隊水道的管理:委貝舍的成立

η 水道國在其哧可行且有利于合理至管、管理、保妒和控制回隊水道的水域的情兄

下,位放立永久性的制度性机构,或在便利的情兄下位加強現有組象或机大,以建立定期舍

洪和怭商的制度,提供青家咨珣和建洪,采用其他越程和決策程序,加強有失各水道因之同

的有效和友好合作,瓜而促進最道些地利用、保妒和控制回防水道及其水域°

2 力此目的,水道日垃在切其可行的情況下放立及逆、多遊或匹域性的水道駁合委員

舍,并位就委員舍的工作方式、簿資亦法和主要任簽送成林洪°

委員舍除其他外可有如下取黃‘

<a)收集、查怔和侍播有失回豚水道的利用、保妒和恭伊的情根和資料 ,

〈b〉 提出和送行有夫利用、保妒和控作甘的琱查和研究,

(c)不 浙盟洲回隊水道 ,

(d)向 水道因建洪最這些利用和有效保妒南控制水道的必要措施和程序,

(e)作 力怭商、淡判和送行水道回賦子委貝舍的其他和平解決程序的物所;

(f)提 出和操作有失污染、用水的其他抔境影晌、 自然危害或可能村水道回枚利或利

益造成破坏鼓韻善的其他危害的控制和苦根系筑°”
珀

(3)肘有失机构安排的各茶的規定的常查表明,水道回巳建立了种美繁多的速美班球°一

些怭洪只涉及某一水道,而其他怭洪91l涉 及若干組成和流笨共同遊界的水道°送介撿破底子有夫

委長舍的叔力完全是針村怭洪的主題事項的。因此,些 怭洪只涉及一奈水道吋,耿合机构的取板

可能規定得很其体,而 些怭洪涉及一系列逆界河流、湖泊和含水法吋,則 可能規定得比較一殺 .

第 26寨草案的措詞故意耳得比較一殺,以合乎琍飯性怭洪的要求°同時,本荼的目的足指早各

水道回,如果它●●決定建立速失琺合机枸,則 可授予送美駪合机构什么祥的叔力和取夯.第 26

文件A/CN4/348(兄 上文脖注2),算 49n段 °

文件A/CN4/381(兄 上文肺注3),第 76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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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的果文主要是受到建立翐合机构未管理水道的各回隊怭放的店友°下面是速美撿洪的代表性其

例。
它們取 自与尼 日/I.河

、
“印度河水系”.. 

以及加李犬与美國之同的“遊界水域”45 
有失

的茶玓°

Q)ㄍ198。年●●月21日 夫于建立尼日本河流域管理局的公的》° .6

第二幸 管理局的宗旨和目採

第 3荼 宗旨

1 管理局的宗旨是促送各成貝國之同的合作,特別是通遊升表尼日本河流域的他源、水交

源、衣並、畜牧並、湩╨、林╨、逼輸、通訊和工╨,确 保在各介領域村尼日本河流域送行琮合

矛友
。

′2 根据前放所迷宗旨,管理局的行劫位集中子怭涓各固有失流域的升表政策,送行錝合幵

友項目和方案°

第 4紊  目林

1 管理局位久責:

<a)怭惆各目的幵友政策,拂保各成貝回在共事水資源方面采取公平的政策。

(b)在各成長目的同意下,制定流域升友思政策,送項政策位与流域的回隊地位相一

致°

<c〉 制定和執行流域綜合亓友甘划°

<d)升始推行和盟測一項大于利用流域的地面水和地下水的有升划的和合理的匹城政策°

(e)卄 划和送行各項涓查和研究°

(f)制定卄划,定筑、利用和堆修构筑物和制定能在琮合升友流域思目拆肉其玩的項

目°

2 力了第 (η )款所迷目拆 ;‘
‘管理局”位按照各固有夫尼日本河流拔的幵皮卄划和根据綜合

.. 
遠是196U年 印度和巴基斯坦 《印度河奈約》的前言的用活°

.s 
達是19U9年 《英國和美國的逆界水域茶的》的用活,例如在序奈里°

.. 
本公玓將前“尼日本河委員舍”改力“尼 日本河流域管理局”<前 言和第η荼 )° 大于非洲回

家同建立水道翐合委員舍的怭定的其他例子可兄 η992年 3月 η1日 夫于成立塞內加/iN河

流域升友姐珠的公的,n964年 5月 22日 夫于升友乍得潮流域并友公幻和規夠,1973

年 1U月 ηU日 夫于故立乍得湖流域委貝舍升茨基金的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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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友流域 I寺 目林,明 區地采取下列活劫:

ㄑa)筑 卄和規划

(一 )收集、利用、侍播和交換技木數据及有失數据并將送些數据集中化和杯准化,

ㄑ二)捇惆各成長日送行的卄划、項目和研究,

(三 )常洪各威貝囝提出的項目,以期建洪和執行掛琱的研究方案,

ㄑ四)盤測各威貝回送行的研究和工程,之后利用速些國家定期提交的救告 ,

(五 )揪 ,T患甘划和流域綜合幵友方案,并在方未各↑險段的各种各逸用途、項 目和部

一

之

同确定优先次序°

(b)基珀坎施

(一 )波卄、研究和建造各榮規模不一的多用途水力椅筑物 ,

(二 )在迋鑰和通訊領域淡站、研究和建造各种工程、
工ㄏ和項目,

(三 )改善和募妒可航行水道 9

(四 )友展河流迋發,促送綜合多式秩迋系統 (海一河一鈇路一公路),作力其班一体化和使內

瞄莽赫勒威貝團与外界接蝕的因素。

<c)水控制和利用

(一 )渭 市主水道的流量和排水,

<二 )水文控制,

(三 )建造和維修堤垠,

<四 )防止和控制干旱和沙漠化,

(五 )防止水土流失和泥沙況租,

(六 )建造构筑物和工程以升友土地,包括咸水和排水控制。

<d)坏境控制和保妒

(一 )保妒不境,包括制定各目在肘流域的水系作其他用途時道用的各种准則和措施 ,

(二 )防止和減少水污染9

(三 )保妒人美健康和遠侍資源 <劫物群和植物群〉°

(e)航行控制和管理

村尼 日本河及其支流和分流一切形式的航行送行的控制和制定的規則,均 位以1963年 在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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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美答署的 《大于尼日本河流域回家同航行和絰游合作的尼皿美公的》力准°

()土地和衣一牧╨友展

(一 >友展狼食作物,

(二 )友展衣一牧╨、渣並和林止資源,

(三 )力本回工╨、水並和畜牧╨目的美施允許合理利用水系的方案°

(g)力瓨 目和工程提供資金

在及逍一多逍或回跡各致基袖上中帝財政和技木援助,以便造行各項研究和工程,促進尼日

本河的幵友,并力此荃9T怭以,荼件是涉及成長回財政承惜的怭快只有生部米理事舍批准后

才生效°

3 力其現上文第 <2)款所途 目拆而似制定的奈件和法律規定如有必要和在每介情況下 ,

庂列入附件附在公釣上,威力公釣的一介組成部分°

4 各成長回保怔將它們打弊在流域送行的項目和工程通知執行秘串爽°

此外,它們保怔不在其領土管宿下的那一部分尼日本河、其支流和分流送行舍污染河水或改

交功物匹系和植物區系的生物特征的任何工程°

第三幸 管理局的机构

第 5奈 机椅

1 管理局的机构位如下:

<a)回家和政府首肺舍送 ,

<b)部長理事舍,

(c)青家技未委貝舍,

(d)執行秘串炎及其寺ㄇ机构°

(b)196U年 9月 η9日 印度和巴基斯坦回答,T的 196。 年印度河奈的.

“第八奈:印度河常女委貝舍

●)印 度和巴基斯坦特各 自次且印度河水域音貝的常恢取住,并將任命在水文和水的利用

方面的有數工程卯捏任.寺 貝位代表本國政府炎理一切有失木紊的的同題,除非一方政府決定在

某介青ㄇ同趣上同村方政府直接商淡外,位通避兩目青貝交流有失執行本茶的的一切事芬,特別

在以下方面‘

(a)按奈的規定提供并交換情況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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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按奈＿.● 規定向吋方友送通知或接受肘方的通知°

(2>青 長的地位和他肘本國政府垃久的責任由垓國政府決定°

(3)兩因青貝共同絰威常波印度河委長舍°

(4)委 真舍的宗旨和取能將是建立和保持及方合作夫系以其施本紊約,促迸合作以牙友水

域,特別是,                             ‵

(a)研究并向兩回政府投告一切有失升友水域的同題,亦 可由兩回政府共同委托委員

合送行研究,如果俠由一回政府向委員舍提出,則 男一方委貝驕篷本回政府批准始得參与研

究,

(b)冬一切努力按照第九秦第一歉規定,迅速解決出現的向趣,

(c)每隔五年肘水域送行一次全面視察以了解工程和幵表情況,

(d)根 捃一方委真的要求,思快到他汏力有必要去現場視察的地方了解有大工程和現

場情況,

(e)在遊波時期采取必要措施以執行附件 (八)的規定°

(5)委 長套至少每年輇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拳行一次例舍°例舍每年在 11月 半行,亦可在

及方委貝商定的其他吋同半行°在一方委員提出要求吋,委 員舍位即召幵舍洪°

<6)力 使及方委員能履行其取夯,而 因政府同意給予另一方委員根捃駁合國特叔和豁免公

＿r.9<1946年 2月 η3日 通越)第 四奈第 11、 12和 η3市規定的駁合國主要机构和附扁机枸舍貝

回代表所享有的特叔和豁免°及方的定給予村方委員以特叔和豁免并不力其本人事有利益,而力

保怔他●●狂立地執行任芬,力 此任命委員的一方政府不仗有校利而且有責任在其汏力豁免妨得公

正執行法律而停止豁免并不彩咱其執行任夯,則 可以停止豁免°

<7>各方委只根括第四款第 3、 4項送行視察吋,可有兩名厥鬥或助理人貝偕同,他們將孩

得道些的便利案件°

(8)委 員舍泣在每年 6月 n日 前向兩面政府提交到些年 3月 3〕 日力止的年度工作救告 ,

并可在
.它

汰力需要吋提交其他拫告°

(9)各 方委貝反其平時工作人貝的女用由本回政府久拉°第七秦第一款規定的工程所需要

的寺 i┐ 工作人真的安用則按此規定亦理。

(η U)委 貝舍位決定其工作程序°

第九去 解決分歧与爭快

(η )及方之同時解釋或其旄本奈＿.● 有同泛吋,求是有可能出現違反奈的的導其吋,位先由

委員舍赴理,力 求送成怭袂使同題得至i解決°

一 勝 一



(ω 19U9年 η月 19日 英國和美回大于遊界水域以及加李大和美回之同逆界鬥趣的茶釣

(19U9年遊界水域奈夠).

第 七 奈

締圴殃方同意建立并堆持美一加困琢翐合委員舍,由 6名 委員姐威,美方 3人 由美國志銃任

命,英方 3人 由加李大恙督提名,并 由英王陛下任命.

第 八 荼

回隊朕合委員舍將有板管籍和史理一切有失本荼＿.● 第三奈和第四奈規定位絰委貝舍批准的使

用水域、我阻和引水事宜,在爽理吋位按照締約及方力此當鬥規定的下列規則和原則:

締＿.●及方各 自在其境內一側吋逆界水域字有平等和相同的杈利。

委貝舍有叔以多數作出決定°如果委員舍村同題有不同意兄而票數相等nf,各方委貝位分別

向本回政府根告°締的殃方將力求村分歧意兀送成林放,作 出凋整。
及方砵快將采取決定串形

式,并通知各方委員,以便通越必要程序加以其行°

第 九 奈

締約及方透同意,凡雇在而回逆界沿象,涉及它們相互之同以及同時方居民之同的叔利、〤

多或利益而出現的同題或分歧惹兀,位提交回怀軟合委貝舍研究和提出根告,美 國政府或加李犬

自治領政府可隨吋要求委員舍村此失同題提供咨掏意兄°

因跡敢合委員舍吋于向它提交的事件有叔送行研究,并吋各介寺ㄇ日泛根告卒其和現狀,以

及提出适曾的錯站和建洪,但不得違反其取杈范目的規定°

委員套的報告不得視力事其上或法律上的決定,亦不具有仲裁裁決的性辰°

如果安貝舍全体或多數委員村事件取得一致意兀,則 位向兩回政府提出秩合擬告.在不他送

成一致吋,少數持不同意班的委貝亦可向兩回政府提出妹合叔告,或車狂投告本回政府°

如果委員舍村同越或瑋件有不同看法而票效相等吋,各方委貝泣分別向本國政府報告°

第 十 荼

任何涉及美國或加李大白治飯或其居民的叔利、火芬或利益的同足或分歧意兄,如篷締玓來

方同意,可提交回跡镺合委員舍決定,但美方采取垓行功吋位得至｛參洪院的同意,英 國政府位得

到志督的同意°安貝舍有板村向它提出的每介事件送行研究,報告向是的事共和現狀,井提出道

些的錯站和建洪,但不得違反其取板茫目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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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舍多數委員村于向委員舍提交的同超和事件有板作出決定或渭查玲站°

如果委員舍有分歧意兀而票數相等或不可能吋向趣或事件作出決定或琱查錯站,則及方委員

有責任向雨國政府提出敢合÷R告或分別向本國政府根告,說明不同的玲站性意兀,而 由符的班方

根据 19。9年 1U月 18日 大于和平解決因隊爭端的海牙公的第 45奈第 4-6市 規定指定公新

人.公新人有叔肘委員舍未能解決的鬥趣作出決定.

第十一奈

委員舍的全部決定和翐合叔告位交制送存美因回多卿和加李大 自治領忠督,包括委長舍的一

切公文°

算十二紊

回怀秩合委貝舍泣在其委員任命后冬快在牛盛板拳行舍洪,由 委員舍根捃需要确定今后的舍

洪吋同和地蕉,但根据兩因政府的特別指示隨吋可以召幵舍洪。每介委員在任命后出席第一次舍

洪91,位在升始工作以前,提出+面庄尸方明,保近忠共和公正地履行本奈約規定的任芬,孩戶

明位栽入委員舍舍快記暴°

美國和加李大雨介分組將各 自指定一名秘中,在 委員舍拳行歇席舍放吋執行駁合秘中任簽。

委員舍根捃需要可騁用工程沛和文串助理人貝°委長合成長和秘串的薪金及牙支安用位由本國政

府支付,委 員舍必要合理的幵支則由歸的耿方平均分扭°

委員舍有叔在本奈的規定的取板范日內,村事件送行涓整,并在必要吋要求怔人宣告作証和

取正,一切有夫方面部位有机舍中迷°豬的及方同意通世道些和必要的立法措施,使委員舍在其

逍界一側調有上途叔力,有杈侍常和強制近人向委員舍作伍°委員舍位根括公正原91l制 9T放 手親

則,素 自常理和通避其代表或取貝常理°”

<4)算 26秦草案第 1款試田在下列兩种方法之同取得平衡:一神要求成立耿合机构———

殺回哧法不要求水道回有此項〤夯,村子某些回怀水道,甚至可能沒有速种需要——以及另一种

只建放各水道目考慮成立遠美机构——也許沒有充分反映回家和其地寺家吋翐合机枸管理的重

視
。

因此第 1款規定各水道目在其中任何一回的要求下須就成立敢合姐參同咫送行怭商°盤于

委長舍村第 7柔 和第 11-21荼 的討站,本款不要求送行本辰上的“淡判七 委見舍也許位申快速

祥一項同題,即 更強的〤夯 <象施牛灰水先生在其第三次救告中提出的第 η5荼 草案所坎想

的) .’  是否更力可取°

.’ 本奈草案在本坪站的算2段 中全文引途,垓 草案規定,除其他事項外,“各水道系統因泣送

行淡判,以期建立永久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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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2數我列一份說明秩合机构可能履行的取芬的清革°正如本玶站第 (3〉 段援引的各

奈約規定所指出,送美姐象所能履行的取芬范田板戶°已作出努力將算 2欺所列清車限于環重

要和共同的取芬°但是,位 些注意到 ㄑa)項 裁列相些多种取夯,因 力它的作用是執行本荼欺車

素所規定的其辰性程序又多°同祥的亦法也用于 《196U年 印度河荼的》,孩荼的第八奈規定印

度河常放委長舍位“通越丙回寺貝交流有失執行本荼的的一切事努⋯⋯”<第 <1)放 ),而 且“委

員舍的宗旨和取能將是建立和保持及方合作夫系以其旄本奈的,促送合作以幵友水域⋯⋯°”(第

(4> 日目╰>.

(6>第 3敖 裁列一份可能委托敢合組取送行的其他取多的非洋冬元適的清草.本欺所列取

芬超出其辰性管理取多.但是,送些都是至常分派垥翐合机拘去執行的取夯,就如印度河常快委

員舍 <印 度和巴基斯坦) 48 和國隊敢合委員舍 (加李大和美國) .g 的情況那祥.道用的

回吥怭定一般規定,遠些机构提交的擬告和建快都是沒有的束力的。
.(7)翐

合委貝舍的工作人貝一殺都以技木青家力主,而 且都特別肉行子其兄惆查和提出有

大林調各水道因之同的任何分攻的各逃亦法的建洪°大于回跡水道升友的法律和体作●方面同趣青

家組的根告建洪不同意兀冬可能在故未一致上解次,

⋯⋯因力爽理 日常回隊水資源同足的懂寺╨和姪駩丰宮的官貝及其村庄寺家最有資格整理和

平价犬遣寞染的事其數捃,衡造引起爭以的水資源事凝所涉及的科苧、
工程和管理方面的各

項考慮因素⋯⋯°〔因此 ,〕 位冬可能在╨券一致提供這 些的惆解机构 以解決不同意

9L。   5°

速同一課題——提供程序使各項爭端在提交高圾別政府些局解決之前先在致低竅別加以解決——

名友了特別根告貝在本報告夫于故行和解決爭端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提出的建洪。

.B 
班上文本坪梵第3段所引第八荼第4款和算九奈第η款°

.g 
兀19U9年 《遊界水域奈的》第八奈和特別是算九荼和第十奈,特 數于上文本評站第3

段°

sU 《因你水資源的管理⋯⋯》 (凡上文胏注4<c)),第 45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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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幸

水力淡施的安全

A 早言和棍兄            .

2U 丙位前特別叔告貝村水力放施的安全送一分青逐送行了戶泛的甘淹,并就此操趣提交

了柔文草案
。

“ 送些甘站确定了可列力一荼或多荼奈款草案的若干可能內容:<η )在放卄、

建造和保券“含有危隆力慢的工程或裝王’’52 包括水圾、堤圾和堰吋道些保怔它們的安全的火

多,.a  (2)防 止放毒的又芬,(3)在和平吋期或在武裝沖突吋期不盡古、摧毀或數坏水力快

施和其他裝里的〤簽 (除非用作軍事用途),<4)在准各或進行攻毒性軍事行功吋不利用水力波

施或能姼釋放危陸力量或物辰的其他裝罡的〤夯J<5)望 要求即就防止放毒和恐怖主又有功的

安全措施送行怭商的〤夯,<6)在武裝沖突期同冬可能堆持以前建立的向其他日家哲根与水有

失的危害和緊急情況的系統的又夯,以及 (7)在和平期同或武裝沖突期同不切斷一水道目的水

源以危害平民的生存或危害坏境的生命力°

2η  且然旄市只本先生和埃文森先生快力遠整介分寺題板力重要,但埃文森先生在其救告

中肘奈款草案涉及本分青題有夫在武裝沖突期向保伊水資源和次比方面1.9足 的道宜性表示怀疑:

”⋯〢949年 日內瓦公的的商介以定十是在鞚避次吋同瑋 慎微妙的淡判后商定的.特別

推告貝袒心在速里列入速美規定舍被汏力是肘速兩項決定串的修正或增扑,汰而引起村有失

兄施丰只本先生的第三次擬告吋水力汲危和水安全和算13茶 草案 (水 資源和淡旄安全 >

的甘站,(文件 A/CN4/348(兄 上文胏注 2),第 39U-415段 ),埃文森先生的第一

次救告第 28奈 草案 (因 跡水道系琬、坎施和建筑物 的安全)及 所 附坪淹 <文件

A/CN4/367(兄 上文肋注 3),第 186-19U段 ),以 及埃文森先生的第二次根告第

28奈草案回杯水道、淡施和建筑物等的安全)和第 28茶之二 (武 裝沖突期同國妳水

道、其水域和建筑物等的地位)及所附砰站 (文件 A/CN4/381<兄 上文肺注 3),第

94-97段 )。

引悟出自1949年 8月 η2日 日內瓦四公＿●9夫 于保伊回跡性武裝沖突受璀者的附加快定十

(《第一咢洪定串999,第 56奈第 1款 (兀下文第 32段 )°

埃文森先生提洪的第28奈 的兩介文本第n款都要求回萍水道目“冬力堆持并保妒
”固跡水

道及所附房的放施和建筑物等°旄丰只本先生的第三次擬告承快速哭沒旄可能村特別是

下游國家朽成危隆,文件 A/CN4/348(兄 上文肺注 2),第 3gn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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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豚和日內武裝沖突的原則和規則的重新甜站:..⋯ .s.

出于遠些考慮,埃文森先生在其第一次報告提出的第 28奈 中肘武裝沖突情兄只字不提°但

是,1983年 委員舍和犬舍第六委員舍在甘淹速一奈吋說服他在本奈草案中至少以一般的方式甜

站速今操趣°因此,他在第二次報告中提出新束文 (第 28奈 之二),在 車狂一項中涉及回豚水

道及有失女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鬥趣°
“ 施串風/i.先 生則在他的第三次報告提出的第 η3奈

六項案犬中用四項站及武裝沖突情況°
sU

22 班任特別報告中三然充分放氓到在武裝坤菼期同保妒水資源和女施的並著重要性,但

免不了受埃文森法官列半的考慮因素以及委員舍和第六委貝舍所表示的美似夫心所影晌°在吋本

手項送行進快考慮后,他的錯站是,按照埃文森法官的第二次根告提出的而項奈文未赴理本分寺

趣,速种做法達到強烈反肘的机舍最小°因此,特別根告長將在倚略回碩速介領域的環重要先例

后根据送一基本亦法提出奈文草案°

B 回家慣例和評站者的意兄

23 施丰風本先生在其第三次根告中村水炎源和女施安全鬥題的性辰敘述如下:

重要水力女站可能因失敗、管理不善或破坏而戶生的公共安全同趣,及水利波施本身的

安全同題,是一直存在的
。

拳例來悅,一座南仿丑水圾的搨潢可能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井

帶來扱犬的絰漭和財政惡果°特別是最近几十年未,隨看更力友染和耗姿更犬的多日林項目

的建成,人們也更加拒心了°除加緊占用和使用下游低注地Σ可能帶未的文堆外,由 于速种

水利女施容易遭受恐怖行力的危害,已使 <或位垓已使)水利沒施的管理人貝加強安全方面

的防范措施,并常查緊急操作程序°

水系固有板夫心水利坎施是否安全可瑋,速不俠因力速美女旄可能造成死亡和破坏° 目

前已越未越多地在區域或水系范田內按照友展、治理和坏境保妒卄划升展重犬項目,每今參

加的水系田均直接或同接汰中受益并分摧所需使用°在共同捇商和交換資料及數据的越程

中,水系回將越未越多地談到坎施保中和水源安全,以及人們素未裝力夫切的安全施工和操

作等同題°”
s’

24 些然,送些恍慮不俠限于和平時期。呈然武裝沖突村砍用水的安全和水力波施的安全

s. 
文件A/CN4/367

s5 
文件A/cN4/381

s6 
文件A/CN4/348

s’ 文件A/CN4/348

<班上文胏注3),第 186段°

<兄 上文肺注3>,第 96段°

(上 文胏注2),算 4n5段 °

(兄 上文胏注2),第 39U和 39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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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构成特別尸重的危隆,但是送一事其不位削弱和平時期道些建造、堆修和管理的重要性°若干

政府,特別是瑞士、瑞典和德國政府,s8 放氓到堵如水教等水力工程的崩塌舍造成文堆性后

屎,制定了國內法,規定珨予特別保妒°

25 回家奈的其或也五示美似夫注°例如,1963年 8月 23日 法曰和瑞士各,T了 《埃其松

湖水力友屯次日公夠》,根据送瓨公的,它●●特分事垓項目用源自兩目的河水戶生的屯力°垓公

的規定工程的放卄和意蘁囡將 由特并杈荻得者制定,但未事先生及方批准不得執行° <集 2

荼),垓公夠遜規定特許叔荻得者承袒排水和溢水的又芬,井規定他必須社水致和珃入的水往下

游流出必要的水土,以保障清如公共工生、灌溉、湩保妒和不境保妒 <第 3奈 )。 建立一常放盟

#委真舍執行公的各項規定 (算 4奈 )° 遜特別規定工程的安全由工程所在目的法律管格 (第 2

荼 )

26 《1957年 5月 27日 瑞士和意大利大于施珀小河水力利用公的》是甘站水被施安全同

趣的怭洪的男一例子°垓公釣第 8秦 涉及水圾建造奈件和防洪同題°它規定所建造的水靸必須

确保瑞士最大限度的安全和符合瑞士現行的法律°垓各迷一步規定所淡甘的水致必須有足姼的排

水孔社洪水可在任何吋候流走°

η  大于武裝沖突,厊 未 的日跡法芋家放 GenI｜ i,GrotiuS和 Vatte)到
「
auch:︳ le和

Uppenhe︳m,都遊黃在水供位系統中下毒作力送行城爭的手段的做法。
∞ 速介同趣在 19U9

年 《夫于瞄城法規和慣例的海牙公的》(奈的四)所 附奈例里也有站及°特別是夫于“苦意造成不

必要痛苦”的武器竅材料的使用所附奈例算 23奈 <e)項°Uppenheim在分析第 23奈 吋悅 ,“不

得向故人用以提取俠用水的水井、水系、河流等水源放毒吒
6°  站及速一同題的逐有 n956年

美國防牢找地手冊,孩手冊戟列一份
“違反我爭法規的典型行力(‘ 找爭罪行’

)”一芃表,其 中一項

璐 兀“大于武裝坤突期同水盜源和水沒旄的保妒的中期根告r(報告見,FJBe『 be「>,回 穌
.法

林舍因跡水資源法委員舍,兄 因豚法怭舍,《第五十六屆舍洪的根告,新德里,η 974

年》(俺數,9g76年 ),第 可36更°

s. 但相反意更可兄M怡held.AmboiSe的 玲站,Leqv︳ dondeS9enSdeqve「η (1543),“便

就次方的水,在水中放毒”在法律上是并可的。送些作者的意兄我于施芧爽/fN先 生的第三

次報告,文件 A/CN4/348<兄 上文勝注妙,第 4UU-4U1段°

°°  LUppenheim,  ｜nternationa｜  Law: A TreatSe 9th ed,  H La、 v一terpacht ed

(└ ond。 n, Lon9mans, Green, 1952), V。 ︳∥:  DiSputes, VVar and Nevt「 a︳ ilY,

p34U,sect● 9U° Uppenh由 m朴充悅:“ 團攻城鎮的軍叭可⋯⋯切皯向受困之致提供伙

用水的河流,位不得在河水里放毒。
”(同 上,第 羽 9歹,章 1S9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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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水井或河流里放毒毛
6’

28 英國 1958年軍手法規手冊涉及時找法規的那一部分也有失似規定ε

“不得在教人可能汲取伙水的水井、抽水机、水管、水庫、湖泊、河流和堵如此美的水

中放毒或加以污染°強貼告示使致人如逍水拆已被污染,井不能使放毒或污染水涿的行力威

力合法”°
m                            .

29 星然凡介世兒以來若干國家些局和文中都站及在水供位系珫放毒的1.9趣 ,但是,村水

資源和政施安全送項范田更戶的向趣送行系統研究和編架有夫規則則是近年來的事.回豚法林舍

回妳水姿源法委貝舍向 1974年在新德里拳行的回隊法怭舍第 56次舍快提出的“中期報告”承汰

速瓨÷念友展8

村人美抔境的世界性威勝的新伏快,遊去十年來才扭特人們吋武裝坤突中保妒水和水放

施同趣的考慮,然而送些考慮仍迒未送到物辰上周全或方法上系統化的程度°
..

3U 接著在 1976年馬德里拳行的算 57次舍以上,回 怀法赫舍通道下列夫子“武裝沖突期

同保妒水資源和水放施”的:

“決洪

回麼近數十年來吋水的需求大量增加并隨之友展了水放旄,

汏洪到現代武器的破坏力,

考慮到水資源和水女施村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甚至生命都具有放犬的重要性,而水姿源和水放

旄是板易道受強坏和破坏的,

考慮到回妳法上沒有大于武裝沖突期同保妒水資源和水坎施不受嵌害或破坏的特別規則,

深信迫切需要制定明補的規則未保妒水資源和水放施免于振害或破坏,仄而有功于表展道用

于武裝沖突的回阡人道主〤法律 ,

通述以下各奈作力制定速榮挑fll的 准則:

“ 美國防罕部大于瞄我法規的找地手冊 (「 M-27-1U)(η 956年 >,第 5U4(一)段,引 自

M M Wh︳teman: D︳ geStof｜ nternaIona! Law (VVashingto n, DC, U S Gove「 n.

mentPⅡ nt ngUffice),Vo︳ 1° <1968),p455° 又兀垓手冊第 37<b)段 ,引 自

Whteman,同上°

ω 朕合王 因,陪 罕部,TheLawofWar onLand,Bein9Pa1〣 oftheManua〡 ofMi︳ I

tarV∟ aw(η 958), p42, 了｜自whteman, 前引串, 第 458更 °

“ 回怀法撿舍,《第五十六屇舍洪的根告...⋯》,<死 上文#注 58),第 136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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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荼

平民人口維持健康和生命所必霈的水資源不得放毒、或以其他方式使英不宜于人失取用°

第 二 奈

不得找新或破坏平民人口保持最低生存荼件所必需的供水夜施°

第 三 奈

位禁止力軍事目的將水焚源特移,村平民人口引起喪失平衡的痛苦,或吋有大地區的生念平

衡造成重犬損害°在任何情兒下位禁止力礙害或破坏平民人口的最低生存奈件或有大地區的基本

生忞平衡或力恐叮人口的目的而送行水姿源特移°

.       第 四 荼

村水女龍——例如崔有危險水勢的水圾和堤防——假使可能涉及肘平民人口造成板大危隆或

村基本生悉平衡造成重犬板害,庄予禁止。

第 五 奈

引起水文以及使用第二至第四奈未提到的手段村水力平衡送行任何其他干預,假使涉及村平

民人口造成板大危隆或村有夫地區的生念平街造成重犬碳害,則 垃子禁止°

第 六 荼

η 以上第一至第五奈所我的禁令亦道用于致占匡°

2 占領回位按照水力平衡的必要規定管理致戶°

3 在占飯匹內,假使水放施的完整鋸持和有效逼行吋平民人口的健康和生存放端重要,則

位禁止X.l它 們送行掠午、破坏或故意損害°

第 七 奈

有大使用水資源的荼的或奈的的部分內容,共有效性不因我爭的爆友而終止,而仗是哲仔生

效.此神著停只位在找爭的目的或軍導的必要迫切要求執行暫停,并且在平民人口生存的最低要

求已族保怔的情況下才可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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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荼

1 位禁止由于和平奈的或熒似的法律文中的規定而剝率一日人民的水炎源以至于成勝到徒

康或生存的至疥或物辰各件°

2 假使因力划定新回界,一介回家領土內的水力系筑必須依放另一介回家領土內建立的工

程,則 必須作出安排,以保怔人民生活所必需的供求不受中斷。
’’e.

回豚法林舍在通避上述荼款吋表示,它“有一項了解,即這些規則也位通用于意田敬苦或破

坏一今回家或地匠的水資源的其他行力〞.°
s

31 國防法捇舍第五十七次舍洪通避上述荼數車案后一年, 日內丟米于重中和友展道用于

武裝坤突的目狋人道主火法律的外交舍洪坌遊三年的舍快之后,以 怭商一致忘兀于 1977年 6月

8日 通遊了附加在 1949年 8月 12日 日內瓦公約上的兩項以定中,其 中若干規定与本 1.9趣有

失°
.速

些規定是 《第一等快定串》的第 54奈和第 56荼 ,速而奈涉及回豚武裝沖突,受堆者的

保伊 1.9趣,及 《第二千決定串》的第 η4奈和第 15茶 ,達兩荼涉及非回怀武裝沖突受堆者的保

妒同趣°《第一手放定+》 算 54秦 涉及“肘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的保妒
”,其 中第 2

款規定如下:

2 不站是什么功机,也不淹是力了使平民仇俄、使其迂移,逐是力了任何其他功机 ,

基于使村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如模食、生戶根食的衣並匠
、衣作物、牲畜、伙

水裝是和砍水供位和灌溉工程,※村平民居民失去供券价值的特定目的,而送行的攻古、數

坏、移功或使其失去效用,都是禁止的°
..

同一無第 4款造一步規定“達爽物体不位威力根隻的肘象吒

32 第一子決定中第 56奈趣力“村合有危險力量的工程和裝置的保妒”,其部分規定如

下:

1 含有危險力價的工程或裝罡,如堤致和孩友屯站,即使送美物体是軍事目狋,也不位成

U. 回豚法林舍,《第五十七屆舍泱的報告⋯⋯》,<兄上文肺注14)第三十五至三十六更°

.. 
同上,第三十四更°施牛與/I.先 生在其第三次報告中說,回 隊法林舍的送些奈款且然十

分有用,但不位就此放力委貝舍的奈款位只限于武裝沖突的情況°文件 A/CN4/348

(兄 上文肺注 2)第 4U7段°

∞ 釭十字回缽委員舍夫子垓項紊款的坪注解將悅‘‘‘攻古’
、
‘
致坏

’
、
‘
移功’和‘

使其失效用’的

使用是力了包括所有的可能性,其 中包括化半或其他制制造成的污染和水庫的污染⋯...”

<紅十字回跡委員套,《1949年 8月 n2日 日內瓦四公的夫于保妒回怀武裝坤突受堆者的

附加法定爭砰注》 (日 內瓦,Mart nuSN⋯ h°ff,1987年 ),第 655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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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攻古的村東,如果送希攻古可能引起危淦力士的釋放,放而在平民居民中造成尸重的損失.其

他在達哭工程或裝且的位是上或在其附近的軍事日狋,也不位威力攻由的肘象,如果送种攻古可

能引起垓工程或裝丘危險力丑的猙放,放而在平民居民中造成尸重的敬失。

2 在下列情形下,位停止第一放所規定的免受攻古的特別保妒:

(a) 村子提圾,如果垓提圾是用于其通常作用以外的目的和用以使軍

一

行功得到銓

常、遣要和直接支持的,而且如果速种攻苗是終止速神支持的唯一可能的方法,

(b) 村子核友屯站,如果孩核表屯站是供位屯力使軍事行由得到至常重要和直接支持

的,而且如果送种攻古是終止遠种支持的唯一可能的方法 ,

4 使第一數所我的任何工程、裝丘或軍事目拆威力報告的村象,是禁止的°

5 沖突各方位努力避免將任何軍事日拆放在第一數所我的工程或裝且的附近°然而,力 了

保工被保妒工程或裝且不受攻士的唯一目的而建立的裝置是允許的,而且其本身不庄威力攻古的

吋泉,但除吋受保伊工程或裝是的被攻古作出反位所需的防御行劫外,速美裝王位不用于致吋行

功,而且其武裝位限于俠能苗退×+受保妒工程或裝是的敢村行功的武器.

6 夫于含有危隆力量的物体,致促締約各方和沖突各方彼此另汀捇定,另 外加以保妒°

7 力了便利村本奈所保妒的物你的只別,沖 突各方得用本決定串附件一第十六荼所規定的

同一抽我上一組三介併程色因形所构成的特殊記咢狋明°沒有送种狋記,并不免除沖突任何一方

依据本奈所承捏的〤夯°
U’

33 《第二千洪定中》第 n4荼“村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的保妒
”規定如下:

作力作找方法使平民居民陷于仇俄,是禁止的°因此,力 了垓目的,肘平民居民所不可

缺少的物体,如枝食、生戶校食的衣並匠、水作物、牲畜、飲水裝置和供位及灌溉工程,送

’ 紅十字回你委反舍在本奈評注中回碩悅,戶泛的破坏可能因水堤、水珋和其他工程的致

坏而造成♂

“..⋯〢938年,中 國些局力阻止日本軍陝炸升了邦州附近的黃河大提,造成了很犬的板

失和普遍的損害°1944年⋯⋯在荷〨,德國軍陝力防止致人的前送引海水淹沒了效千

公頃的表田°

“此外,在第二次世界犬找中府水屯大抰送行了蓄意的攻古°最力著名的是η943年 5月 破

坏了德回埃德水河和默掰河犬堤的攻古°這些行功造成了相些大的碳害:η 25介工ㄏ被

數坏或尸重損害,另 外 3.。UU公頃耕地些年穎粒未收,13UU人喪生,其 中包括一些被

放逐人大和盟軍我俘,最 后迂碳失了 6.5UU共 牲畜°”(同 上,算 6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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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古、破坏、移功或使其失去效用,都是禁止的°
.B

34 算十五奈“肘含有危隆力丑的工程和裝工的保妒
”規定如下:

含有危隆力士的工程或裝丘,如提垠和孩友屯站,如果肘之送行攻苗可他引起危險力工

的釋放,次而在平民居民中造成尸重的振失,即使送熒物体是軍事日狋,也不位威力攻苗的

吋無°
.g

35 如上所迷 (第 21段),埃文森先生村委員舍奈敬草案討站 1977年 日內瓦送定卡所甘

站的保題的适宜性有所保留°他特別指出:

......由 于1977年 日內瓦外交舍以上面帖的重大困堆,看 未夫于武裝沖突法的同趣

是否位我入本公夠革來值得怀疑°⋯⋯送可能給本委員舍的工作造成預料不到的困堆。
●●●●●● °

C 提快的紊文

36 基于本幸 A市提出的理由,以下奈款草案沒有洋如地甘站到武裝坤突吋保妒水和水力

洪施的向題°第 27各草案的焦蕉是水資源和政施的安全,第 28奈 草案一般性地涉及到在武裝

沖突時期些中它們的地位°

笫十部分 保妒水資源和快施

第 27荼 保妒水姿源和政施

1 各水道回拉冬力堆修和保伊回隊水道及有失女施、裝里和其他二程°

2 各水道目位送行加商,以期就下列事項送成怭以或安排 :

(a) 建立、管理和堆修各項故施、裝各和其他工程的一般奈件和具体規格,

(b) 制定克分的安全拆准和安全措施,以保妒困豚水道和有失故施、裝丘和其他工

程、免受自然力或故意行力或疏忽行力所引起的危害和危隆。

垓項奈數的背素和解,H.可兄釭十字國跡委員含砰注°(同 上,第η455丌 起各更>°

紅十字回哧委長舍村垓奈數的坪注指出:

“...⋯ 垓項名單是洋冬元遠的,但并不意味若不存在它們的可能在平民中造成尸重韻失的

其他美型工程或裝置的破坏.因 而在外交舍洪上提出了例如原油備存放施鬥題和原油戶

品以及石油放各的危膛°最后,只 能就以上列出的項目造成撿商一致意兄,不避,送不

排除在不同的回狋法律体制下保妒其他失型的汲沌°”<同 上,第 1462更 )

凡埃文森先生的第一次報告,文件A/CN4/367(上 文坤注3),第 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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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拾

3 各水道回泣就水資源和淡施的保妒同趣,特別是就本秦車來第 2放所迷案件、兵体親

格、拆准和措施交換數据和資料°

(1) 盤于第 26紊草案評梵 (Φ 款中提出的理由,算十部分和第 27荼 的編咢只是喵吋的°

〈2) 算 27奈第 1款 要求各水道回“冬力”將國杯水道以及任何女施或工程保持在安全狀念

下,保妒它們不受到下毒或破坏等的故意數坏°

(3) 同算 26奈第 1歉相比,第 2數要求各水道回送行怭商,不淹是否有任何水道囝提出

送項要求、遠同埃文森法官提出的紂位荼數車案的第 2數是相一致的 (第 28泰 ),”  而且目

前的特男j報告貝放力,盤于一介主要女旄友生故障或水的供珨受到污染可能造成文堆性的后果.

速項規定是必須要有°怭商的目的是要就建造和錐持水堸的奈件和規格等事項送成捇袂,就泉本

幸前面提到的瑞士和意大利就利用 SPU的水力于 195?年 定立的公的
v 

的算 8茶所親定的那

祥°按照第 2放 <b)項 ,水道回位就制定有失“自然力或故意行力或疏忽行力所引起的危害和

危隆’’●●充分的安全林准和安全措施進行造一步怭商°埃文森法官提出村位荼款 (第 28奈第 2

放 (b)項 )也提到“建造的失侯,不充分的堆中和其他原因造成的危害和危隆”°(b)項 內未包

括遠些事項,因力人們相信,它們包括在 <a)項 的范田內°

(4) 環后,算 3放要求各水道目就水資源和淡施的保妒向題交換散捃和資料°它特別提到了

第 2款 <a)項 中提到的“奈件”和“規格”,和 (b)項 中提到的安全“狋准”
和安全“措施七 取得遠些

資料符合水系目的正些利益,因力它們更需要保它們的人口不致遭受文堆以及受到任何力表展水

道,分字水力,保妒和管理生命資源等而日益普遍的共同及遊或多遊安排的干扰所引起的敬善.

第 28奈  因豚水道和水道放旄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

國隊水道及有夫淡旄、裝罡和其他工程位青用于与 《聚合國完幸》裁明的各項原則相一致的

和平目的,在回隊武裝沖突和日內武裝沖突中皆不容侵犯°

評淹

(1〉 第 28奈 草案同埃文森法官第二次根告提出的第 28棗之二’. 十分爽似°本奈略有

何化,但保留了基本的其辰內容°

9〕

92

93

同上, 第186段 °

班上文第26款°

兄上文片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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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呈然垓奈款草案的算一部分——即回妳水道及其工程位青用于和平目的——同 1949

年 日內瓦公的第一母附加以定串第 56荼是相一致的,但垓奈并未明确提出送項要求°
’. 

垓奈

故車未第二部分——即孩水道及工程在回所和回肉武裝沖突中皆不容供犯——是不是回阡法的明

文要求也同群并不明确。卒其上,在水源中下毒受到了普遍的逛黃,但切斷致人的水拆卸得到

Fauch:｜㏑
’s 

和
。

pp-enhe;m沁  的許可,1956年美國防罕野我手冊申 9。7年 《海牙公夠

四》所附規則的坪站也如此汰力
’’ .但 是盤于今天世界上淡水的重要性和稀少的情況,埃文

森先生提洪的規則具有了強制性的力丑°盤于送些考慮,除了 1977年 日內瓦洪定中所根捃的人

道主又原則——特別是保妒文明人炎生存不可缺少的資源的原則
’U 

——之外,目 隊水道及恢

施不容供犯似乎确其是一介基本的概念°因此再次提出了送介原則供委員舍常快°

第56奈 第5款 <我 列入上文第32段 )俠規定“沖突各方位努力避免將任何軍事目林放在

‘
受到垓荼第 1數保妒的’工程或裝是的附近”°

Fauch;｜㎏汏力“可以打穿水璵以推致水同‘而且’可以改交河流水道,切 浙敢人的水源〞°

(PFauchI︳︳e, T「 a〡 t台 dedroit︳ nternationa︳ pvb〡 ic, 8threv ed, H Bonfi｜ S’ tome ∥,

Manue︳ dedroit inte了 nati。 na｜ pvb｜ ic (Par〡 sη 921), p 123)>°

兄上文片注6°
。

手冊第37紊 (b)數指出現則第23(a>奈“并不禁止采取措施,使溪流枯竭,改交河流

和淘渠的水道⋯...” 同上,(特 引自Wh∥eman,前 引串,(上文肺注 6° ).

第一舌洪定半第四部分 (平 民居民)第三幸 (平 民物体〉在第54荼 中站迷了“村平民居民

生存不可缺少的物体的保妒
’’〕(引 自上文第 31表 )° 其中沒有夫于平民居民生存不可缺

少的“姿源’’的規定,但 它明文規定“物体
”包括‘‘飲水裝置和坎水裝里和灌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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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幸

荼款革來的執行

A 專言              .

37 星然原來并沒有包括在村委長舍提出的第四次報告
’g 

扼要提到的其余同題內,但特

別救告貝相信夫于執行奈款的規定村子未未文件的頑利操作是板力量要的°呈然提快的附件 <下

文 B市 )的拆趣是“秦款的執行”,但 它不是要——也不位式田制定一介框架怭定——來炎理速

介鬥趣的每一介方面°它是要定立若干ㄏ泛的原則,以便利奈數的執行,使各私人些手方更容易

得到扑救,以及邪助水道回之同避免友生沖突°

38 第一項原則是不加坡祝°附件一第 2秦草案規定了執行遠項原則,它 要求水道回在考

慮是否允許舍形晌到囡隊水道交流的活功吋位村領土外形晌和回肉形咱給予相同的份丑°附件第

3奈要求在其他回家內受到仿害的人可求助于水道因的國內司法系銳°第 4荼規定在其他國家的

人士在利用引起其隊或可能的碳害的水道目的有夫行政或司法程序方面具有平等的叔利°力了使

速一項規定具有意〤,第 5茶要求水道因采取道曾措施,向 其他國家肉可能受影吶的人提供克

分炎料,使他們能行使第 4奈規定的杈利°第 6奈草案是大于管箱豁免的,它規定吋另一回家

的人造成韻害的水道回村于那些人士不位享有相村其本回公民更犬的管培豁免°第 7奈革集規

定了締玓因舍袂常舍的程序,以便常查各荼款的執行情況并履行其他取能°最后,第 8奈草案

規定由締的國舍洪修正奈款的程序°特別技告貝承扒,第 7和 第 8奈 草案同附件的其他荼數一

祥,完全可以构成奈款草案正文的一部分
。

他特它們包括在附件中不是由于其辰性原因,而是因

力委員舍核准的奈款草案的概要未包括本章中提洪的那种規定°然而,特別報告員建波委員舍考

慮將列入附件一中的遠些規定列入茶款草案正文中的可能性°

39 施串與本先生強媚‘‘利用若干‘數別’的”程序未避免和解次各种差异°
BU 

他逐注意

到, .

“在某些回隊水道系統里,共 同水系目的回民具有取得資料和利用行政和司法程序的平

等机舍——將到平等的待遇——的規則已絰具有了相些犬的重要性.”
田 孩附件的一今主

’g 
文件A/CN4/羽 2和Add1和 2(更 上文片注1),第 9啟°

BU 
文件A/CN4/348(兀 上文胏注2〉 ,算 478-479頁°

田 同上,第 515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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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前提是,其坏和可他的水道 1.● 超垃冬可能地通避法院和行政机夫在私人一致上予以解決.”

除了得到以穿冬些地朴散亦法力根据的政策的支持外,B.在速一致別上解決同趣往往能比外交

程序更迅速地使其怀受到敬善的人得到朴敬,B.并 可連免同趣升數,以及被不必要地政治化。

” 大于跨界污染損害的鬥趣,友 卡弗里在以下站文中表展了送項理站 :“TranS-b° undarv

Po∥ ution ︳njur〡 es:  Jurisdictiona｜  Cons〡 de了ati° ns 〡n P「ivate Litigati。 n be〝Ⅳ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Ca︳ ifornia WeStern ︳nte「 nationa︳  Law Journa︳

(SanDiego), vo︳ 3(1973), p19n, 特別去〨pp 192一η93, 和 P︻ vateRemed｜esf。「

Transf「 o nt︳erEnvironmenta︳ D:Sturbances, ︳VCN Environmenta︳  Po∥cyand LawPa.

perNo 8, (M。 rges, SwIt2e了︳ane︳ , ︳nternationa︳ UnionfoΓ theConservation ofNa-

tvreandNatura︳ Res。 vrceS<1975),特 別是 ppη n-12。 遜可參看 ARest,C。“

vention on CompenSation f。 rTransf了
。
ntier Env｜ ronmenta︳ ｜nju了 ieS, Beitraege 2ur

∪mwekgesta∥ ung,N。 A53〈 Be∥in,E而chSchm︳ dt,1976)(以 英文、法文和德文

出 版 ), 和  └uftverschmutzung und Haftvng in Europa(Keh｜  am Rhein, N P

Enge｜, 1986)°

按照Brown㏑ 的悅法

“...⋯ 速項規則是基于央怀和政治的考慮因素,而不是放整介因隊法早出的任何迓

輯的必然錯站
。

人們提出的更具有說服力的其跡考慮因素有:以 回家法院作力官理今人

和公司提出的要求的法院更力道些和方便,有需要避免外交保妒一致上小型要求倍增的

情況,外併通遊居住和南╨活劫以某种方式与些地管葀建立了秩系,以及位利用一种可

能早致吋事其送行分美,肘捐害送行賠儅的程序°⋯⋯” (｜ B了

。
Wn︳怡,P而 ncip︳esof

Pub｜ ic︳ nternationa︳ Law 3d ed  <U〤 f。
「d, C︳ arendonPreSS1979), p496)。

呈然在犬部分有人受到韻害而村一回提出要求的案件中都采用了道一理拾,在一日境內

的行力玵另一目的提出要求者造成板害的案件中似乎也道用送一理淹°

“.“⋯受根害方在尋求政府掛助以前夯冬一切些地扑救方法的刁慣要求所根括的政

策特別道合達介情況,因 力達犯活功往往位子受碳害方的同一生悉匡內或位于他的附

件°”(表卡弗里 ,“跨界污染插害⋯⋯”,前 引串,<上文胏注 82),第 ┐9﹁ 更°>

例如,在美回同意犬利之同友生的Elett「 on怡aSicu︳ aSPA(E└ S︳ )案 件中,引 起速一

案件的若干事其——尤其是巴勒莫市米征用 ELS｜ 的工ㄏ——友生在 η968年 ,美 國政

府最初于 1974年 向意大利政府提出要求,回 萍法院分庭手 1989年 7月 2U日 做出了

判決。
(《1989年回防法院裁決集)99,第 15更,第 32更 起各瓦,第 3U段起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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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回可能由子害怕危害到它因某一介介人方林使他受到嵌害的國家的夫系而不應意支持孩

介人的要求° 自然人和法人可以利用其他水系目的司法和行政程序的做法由于可以在受到最直接

形晌的人的居面上解決同趣,玵于各日本身之同避免友生許多爭端位垓是有帝助的°如果不能适

用送些程序或是鬥捶元法在送介數別上解決,有大的回家位可利用夫于爭端的解決的附件二所我

的各种程序.                               
‵

B 提放的附件

附 件 一

奈 款 的 執 行

算 1荼 定〤

力本附件的目的,‘
‘起源水道因”指在其回丙所送行或卄划送行的活功影咱到或可能形晌到目

隊水道 〔系統〕并村另一水道目造成或可能造成明並捐害的水道目.

評梵

(1) “起源水道回”的定〤所根括的是銍合友組參理事舍 1979年 5月 17日 夫于執行跨界

污染平等通迷叔利和元差別待遇制度的建坡郎 中“起源回”的定〤:

(e〉 “起源回”指任何回家有時界污染源起或可能源起自垓回境內扁孩回管睛之下所送

行或預甘送行的活功者°
BU

(2〉  “活功”
一月采用其戶泛合又,指任何土地或水的使用,包括茶款草案第三部分:“甘划

的措施”所迷各項“措旄”°案文遊用“活功”一詞而非“措施”是因力后者不移戶泛,不能包括所有

各种使用情況.夫子回妳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嵌害性后果的回怀責任奈款草案也采用了

建快C<77>28<定本)<銓合友組象,《至合表姐坎与坏境》(巴黎1986年 ),第Π5U更

起各更)° 一殺死 SVanHoogatraten,PDupvy和 HSmets,“平等運送杈利:跨界污

染’’2《不境政策与岩律》(洛桑),第二卷,<1976年 )。

跨界污染在絰合坦麥建送附件中定〤如下:

‘‘(c) ‘
跨界污染

’
力任何有意元意的污染,其我源地房子一目的目家管葀范田并且全部

或部分位子垓回飯土以內而肘男一回回家管葀的地匹造成影喃°〞<銓合組象,前 引#,

算 η51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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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拾

“活功”一詞°
B’

瑋 2奈 不歧視

在考慮是否吋提破的、卄划的或現有的活功玲予許可吋,送哭活功肘另一日引起或可他引起

的不利形晌位与達美活功肘其所在水道因的不利彩晌同等肘待。

(η ) 第 2奈車床的根据是 1994年 2月 19日 《北政保妒坏境公＿●●》
BB rr.北 歐公夠’’9算

2荼,其中規定:

第 2奈

“在考慮坏境有害活劫是否許可送行吋,送共活功村另一團引起或可能引起的振害位等

同干活功所在目的板害°”

(2) 第 2荼 的目的有二:執行不歧視的一般原則,提供法律基袖以供村所卄划活功的界外

形晌作行政上的考慮
。

垓荼村不攻概原則
ag 的執行是要求在管制現有的或卄划送行的活功方

面,水道因些局村待送些活功可能在其他因象造成的任何不利影晌位等同于本國的影晌°例如 ,

些 A回 法律要求主管曾局考慮提快的一項活功的有害形咱的決定是否姶子操作并可吋,提洪的

特別報告貝巴本沃伊先生大于垓青題的算五次報告提出的奈款草案汰共到尾都出現“活

功”
一洞,冬管未加定〤

。
例如草案第 1奈 除其他外規定“本來款位道用于在一因領土內

⋯⋯送行的⋯⋯活功°”(《1989年⋯...年 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丌,文件

A/CN4/423,第 16段
。)

大于垓項公的,一 殺四ACKisS,‘‘LaConVen石 onNo了diqueSur｜
.envi了

°nnement’’
,

Annua︳ re f了anCais de droit inte了 nati° na︳ . 1974 (Pa而 s), Vo｜  〤x,  P 8U8, 中口 C

F｜｜nte了man,BKw︳ atkowska和 JGLamme了 S,edS.《跨界空气污染》 (DoΓ d「echt,

Mart nusN可 h。幵,η 986),BBr。 ms,第 8幸和 CPhi︳︳ips,第 9幸°

兄銓合姐象文件 ,“ 肘跨界污染事項不歧視”‥978年 ).又兄杯境規則署“坏境領域行力

原Jll草 案⋯⋯
。
”(上文胏注 22),原則 13,垓紊規定‘

“原Jll13

各因根括其國內坏境政策穹送因肉活功的可行性吋須考慮到由于利用共同享有的白然資

源而戶生的潛在的不利坏境彩晌,而不站送科彩晌友生在它們的管豁范田之內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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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奈規定垓項活功在 B囝 引起的任何有害形晌位在作決定的越程中給予 A日本身道受有害形

晌的同等考慮° 自分友許可遊程的升始即須考慮界外形晌的送項規定遜有功于減少各水道回之同

由于道用奈放革廉第三部分“卄划的措施”而引起的分歧°

(3) 第 2荼 的第二今目的是提供法律基地,使行政曾局可据以考慮居住他囝或在他回遙行

活功的人的意兀°速种意兀規定子以下瑋 4秦
。許多法律制度只授叔行政些局考慮立法目泉說

內可能尹生的形晌°但如有夫机构缺乏考慮回外形晌的杈力,那 么外圍人參与行政決定的叔利就

毛元意〤.因 此,算 2荼 要求水道回投杈其主管行政些局在平份提泱的活功是否准肯進行時,

考慮到其他國家進受或可能道受的形喃
。

(4) 提到“他回”境內的不利形晌表明了板加考慮的不俠是其他水道目的不利形晌,而且逐

包括活功所在回或可能的所在回以外的任何回家°子如悅,送項規定可道用于以下情況:投入回

跡水道的污染物最終衫晌到非水道目的某一沿海回家的居民財尹或垓回不境。

(5) 一如 η988年暫時通避的第 12奈的情況,“ 不利影咱”遠一用悟所指的形晌不一定迷到

1988年暫時通越的算 8荼意〤下的“明五碳害”的程度°但“不利影晌”的使用村第 12荼 內‘明區

不利形晌”而言具有欲力一般性的含〤,因 力行政机构根据法律可加以考慮的一切种美不利形喃

——有些可能不厲“明並”彩晌——都在第 2荼規定的范田之內°

第 3荼 根据因肉法提出要求

1 各水道因村子在其管騁下的自然人或法人所送行的或站工.l進行的活功在其他國家造成或

可能造成的明五碳害,位碗保可按照其法律制度提出要求,以牧得迅速充分的賠儅或其他救功°

2 力了吋第 η款所提及的明並板害保址迅速而充分的殕倍或其他救助的目的,各水道目直

進行合作,以便就估童和賠借嵌害的女任以及解決有夫的爭端,其旄現行困防法和避一步表展目

跡法,并在道些情況下,孩 ,T渚如強制保吐或賠借基金等夫于交付充分賠借的林准和程序.

評菇

(1) 第 1數所根捃的是 1982年 《琺合國海洋法公玓》第 235奈 第 2歉,其集文如下:

2 各國肘于在其管培下的自然人或法人污染海洋杯境所造成的損害,泣确保按照其法

律制度,可以提起申拆以求得迅速和道些的朴儅或其他敬洴。

(2〉  第 1款要求肘于在其他國家造成“或威勝造成的”損害提供扑摟“或其他散洴’’,其道用

吋象特別是些水道回措旄的扶行板有可能在他日造成明昱碳害的情況。在速种情況下,第二國內

受到碳害威勝的人有叔与第一目的人一祥地通遊第一目的主管司法或行政些局哥求同等的禁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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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美似救游
gU .第

n數 內“或其他救游”等字的合又即在于此°本款要求向他日可能受形晌者

提供此种救游°

(3) 一如本附件第 2奈草案的情況,提到“他目的”明並根害表示不保俠×i于 其他水道目的

垠字庄提供朴救
山 .因 此,些 一水道回 A回 境內某人向水道中做卸物廣,最終吋 B目 領海內

活功的操作者造成明並污染損害吋,算 3荼規定第一日位向垓活劫操作者提供朴救°

(4) 第 2數 的根括是 《瑛合國海洋接公夠》第 235奈第 3數,其 中規定:

3 力了村污染海洋坏境所造成的一切嵌害保江迅速而适些地垮子朴管的目的,各回位

送行合作,以便就估士和扑僸強害的安任以及解決有大的爭端,其施班行回隊法和迸一步友

展回隊法,并在道些情形下,姒 ,T堵如強制保陸或朴借基金等大于蛤付道些朴僕的赤准和程

序°

(5) 第 2放 的目的是強調在与水有大的活功造成或威勝造成跨界韻害吋的朴救亦法方面 ,

各國扺行和送一步友展其辰性和程序性法律的重要性。第 2款特別夫切的是執行和造一步友展

<1)有 夫村違反未未公的荼款所造成的根害送行朴借或其他救游的回吥法律准則,(2)砰价親

害和支付借金的程序和亦法°送成送些目林的途侄可以是旨在便利于向介人、財戶或坏境所受板

善提供透些朴救的及逆、Z城或多遊舍以和文串°水道因的此种努力位指向消除通越法院或行政

机构送行朴儅的任何其辰性或程序性陣得,而确保能通避強制保隆或受害方扑借基金等方式提供

扑僗°“或其他救游”等字的目的是除了上迷禁制性救洴之外遜包括坏境修褒
” 和淨化°

第 4奈  平等机舍根利

1 起源水道因庄磯保男一日遭受明呈仿板或有很犬危險遭受明區振害的任何人族得道些待

遇,其程度至少与起源水道固在本因友生的柴似明區板害案件中給予同等奈件或地位的人的待遇

相等°

2 本奈第 1款所提及的待遇,包括參加或泝堵起源水道因可用未防止本國損害或污染,或

村所迪受的任何韻害歆得賠借,或恢集任何不境退化的所有行政或司法程序的叔利°

91

。
2

此爽所用的“禁制性散游”包括命令一項活功不得升始或停止作╨,或采取措施清除污染

或修褒受敬財戶、生念系統或功植物的生命°“禁制令
”
一洞絰定火力“村人的裁決令,要

求所命令的村象做或不做某一事項
”
。

B︳ ack‘sLawDIctonarY,5thed <StPan｜ ,

Minn ⅥσestPub∥ shingCo.1979), P-7U5)°

兄上文,第 2奈 草案評注第 <4)段°

“修矣”一月在以下第4奈草案的砰注中加以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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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站

(1) 第 ﹁敏的根据是至合友組象理手套 1997年 5月 η7日 “夫于執行跨界污染平等通送板

利和元差別待遇制度”的附加在建洪 C<7砂 28中 的夫于跨界污染原則.速些原則的第 4〔 a)

段規定如下3                               .

4 (a) “來源回位确保道受跨界污染頡害或有道受跨界污染的重犬危麼的任何人

所接受的待遇至少泣等同于未源回在國內污染的英似情況下珨予相同狀況或地位者的待

避 ,  
°3

(2) 1974年 《北政保妒不境公約》第 3紊也規定了英似的叔利如下ε

算 3紊

任何人如果由手另一締的目的有碳不境活功所引起的強害而受到影晌或可能受到形咱,

拉有叔向泫目進些法院或行政些局咨淘此神活功是否許可的鬥趣,包括預防強害的措施同

趣,并有叔以活功所在回法律其体的相同限度和荼件就法院或行政些局的裁決提出上拆.

本奈第一款的規定同桿道用于村有韻杯境活功引起的根害提供朴儅的沂公程序°判決朴

僕鬥題吋所根据的規則給予受害一方的利益不位少于活功所在目的朴借規則。
94

(3) 回跡法林舍于 1982年在裝特利本拳行的第六十次舍以上通逮的回跡流域水污染規nll

第 8奈 中要求各團在不歧視的基地上向受形晌人貝提供位用司法和行政管理程序的机舍。

第 8奈

各回位力因團跡流域水污染而受到不利形晌或可能受到不利影晌的人提供朴啟方法°各國尤

其位在不歧杋的基袖上力送些人提供泝堵污染起源領土回的司法和行政机构的机舍,并泣通迂祕

.. 銓合班象,前引+,(上文胂注85),第 152更
。

.. 又兀不境規划署“不境領域行力原91l草 案..:⋯ <上文夠注22),第 14奈 規定:

第 14奈

“回家位按照其法律制度,在道些情況下,在商定的基拙上,努力力其他回家已銓威可

能受到因利用共有 白然姿源而戶生的坏境板害的不利影喃的人提供同祥的行政和司法程序中

的平等机舍和待遇,并提供力其本回管葀范田肉已臸或可能受到同祥影晌的人提供的同群的

扑救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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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或其他亦法玵堵如法院的管轄叔、道用的法律和判決的執行等事項做出規定°
gs

(4) 一如本附件第 2和 3荼 的情況,提到“他回的〞明昆敬害表示位提供朴敬的情況不仗仗

走其他水道回的明並板害°
嗨

〔5) 第 2放所根据的也是至合組珠理手舍 1999年 5月 17日 通越的附加在建洪 C<77)

28中 的天于執行跨界污染原則,其 中第 4(b)段規定:

(b) 仄程序現羔未看,送一待遊包括參与或沂堵來源國內班有一切行政和司法程序,以便

預防日內污染、城姿污染和/或力造成的損害取得朴借的叔利°
g,

(6) 村坏境而言,使用“修窠”
一月是因力“收交”不境尸格悅未是不可能的。

.B “修交
”的

含又包括:活除石油或化苧散溢,治疔受到此种散溢形晌的野生物,冬可能恢交自然系統,包括

栖息地和戶卵地°如果有害活劫操作者元法或不宜在受彩晌因領土內送行修友工作,91l位 采取其

國隊法怭舍,《第六十次舍快叔告,寒特利/IN,1982年 》(俺致,1983年 ),第 544更。

凡上文笫2茶坪注 (4)段和算3荼砰注 <3)段 的解釋°

絰合組欽,前弓︳串,<上文肺注85),第 152頁
。

大于允許別國公民參加起源囝行政程序的案例,兄 n986年埃姆斯〨德案,在垓集中,荷

〨的一位公民被允許在德意志耿邦共和國參加行政程序.程序大于是否垃准并在德國遊

界的一遊、即商荷〨原告住炎 25公里的地方建造核友屯ㄏ (埃姆斯〨德ㄏ),原告肘垓

ㄏ安全和防范措施是否克分提出弄洪 (兄 ┐986年 η2月 17日 德意志翐邦共和團秩邦行

政法院的裁決 <EntschddvngendesBvndesveMa〡 tungsge而chts,Vo｜ 95<η 989),

p285))° 按照有失孩案的一篇文章,法院悅,回家有〤券防止、減少和控制污染,以

避免振害外因領土,因此,曾 准并在逆界地區建造孩屯站吋,些 局必顏确其其施考慮外

日利益的駁邦原子能法的有狋准,提供平等机舍叔利是确保履行速一因跡刁慣法又夯的

又 一 亦 法 ° (F︳ ormann,“ NuclearPome「 P︳antattheBorder了 he日 ightUfa

Nethe〢 ar,dS  cit;zen  bef° re  the  A︳ ministrat｜ ve  Court  of  West  Germany’’
 ,

ㄒransboundarY日eSourcesReport (A︳ buguerque, N M), ǒ︳ 3, No3 <1989>

在提交回跡法院的大于瑙告某些璘破釜地案 <瑙 各拆波犬利工案)(1989年 5月 19日 的中

帝串>中 ,瑙告挂拆“次犬利正適遊不做出任何規定⋯⋯以修炙
*在

決犬利工管理時期曾

弄果的群酸益地⋯...,未能避守被公汰力在執行自決原則吋位道用的目隊林准.” ㄑ第 45

段°)

除了白決原則外,瑙 害沂忪要求的根据是濫用叔利 <第 47段 )和拒抱司法 (第 46

段)的 理梵。瑙告特別主旅澳犬利工有〤芬”逐 :‘
‘它包括將垓島峙的送些部分⋯...恢 交

※

到合理的狀況
※,以便于作力一介主叔目的瑙告人民居住”°(第 49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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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 站

他方法,例如賠伴垓固受形咱的人或央体支出的使用°

第 5奈 提供資料

1 起源水道回位采取這些措施,向 另一日有很犬危陸道受玥五根害的人提供充分資料,使

他I● 能及時行使本奈第 2數所提及的叔利°在情況并可吋,送哭資料位与起源水道回在本回英

似案件中提供的資料相同。

2 水道曰位指定一介或多今些局,使共有克分吋同接受和侍播第 1放所提及的炎料,以便

租放參与起源水道目的班有程序°

1 第 5奈草案旨在怭助執行元歧視性和公平待遇原Jll° 在沒有資料的情況下,其他日泉的

央跡或可能受到形晌的人士不可能查明他●●韻害的原因或尋求解救方法。大于 n989年 11月 于

索非正半行的歐洲安全与合作舍洪坏境保妒舍洪的玲梵和建洪的根告,gg 除其他外已承放荴

取炎料的重要性°按照垓項技告 :

与舍回重申它們尊重与坏境同題有失的↑人、困体和珇參族得、出版和友行有失速些同趣的

資料的叔利,不得沒里与歐洲安全与合作舍洪的規定不相符的法律和行政陣磚°⋯⋯

与舍曰逐承惜促送

⋯⋯夫于坏境鬥趣的資料和數裾以及听視和印刷材料的交制、分友和交換,并鼓肋公森查園

送种簽料、效捃和材料°

歐洲共同体承汏公尒有查園坏境資料的同祥板利°
1UU 

歐洲委長舍歐洲法律合作委長舍主持下

1。

。

文件CSCE/SΞ M36/Revπ ,索非工,1989年 99月 3日 °又凡改洲至游委員舍夫子卑

球根舍放 ㄑn99U年 5月 8-16日 >,送交給環合回坏境和友展舍洪簿各委貝舍第一次舍

洪 <內 男半,199U年 8月 >的 救告 <A/CUN「 1Sn/PC/1U)° 垓被告附件一我有

“大于改洲銓委舍地區持攻友展的卑你根部米宣言”,宣言算五市涉及到“提商放送和公衣

參与吒

歐洲共同体理事舍子199U年 6月 7日 通避了一項夫于自由查園坏境資料的指示°垓指示

旨在确保 自由查 9)和 待播政府些局掘有的坏境資料,并規定查園達种資料的基本荼件

(算 1段 )° 除了某些保留外,政府些局將根据要求允許任何白然人或法人查園坏境資

料,沒有怔明利害夫系的〤參 (第 3荼 )° (《 歐洲共同体公救》 <戶 森堡),第 L158

期,199U年 6月 23日 ,第 56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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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的夫于危睡活功造成的根害賠僕的初步規則車宋也規定介人可查闐資料°
1ω  送些規則規

定“任何人”可以登園公共机夫和危險活功任何銓管者等所持有的姿料,因力送些資料是怔明依捃

規91l要 求賠僗所儒°
1°’ 公共机大和管理者兩者都道用一些限制。

提供受害人貝查園公共机大

和管理者所持有的發料的一部分理站根指由音家委貝舍說明如下:

“受害人比技能移判新受害程度,而且如果他們查田公共机夫所持有的夫于坏境的資

料,他●●也比較能移确立因果大系°’’
’..

(2) 第五奈車素第 Π放是以之合姐玖理手舍 η977年 5月 17日 通避的附在建洪 C<77)

28上有失跨界污染的原91l力 根据的,原則第 9(a)段規定如下:

9 (a) “起源囝位采取适宜措施,向 受到跨界污染重大危害的介人提供克分的資料,使其

及時行使本建快所提及的秋利°送業資料位冬可能与起源因在本國美似污染提供的炎料相

同°’’
’U.

所用“另一目的人士”
一詞的意〤馬本附件前面几奈相同°

(3〉  第 2段是以上迷絰合姐珠理事舍夫于跨界污染的原則力根指的,原 則第 9(b)段規定

如下:

(b) 受彩晌因
’°5泣

指定一介以上的机构,履行受理黃任和在吋限之內,瓦合執行起源回

(注 ηUU基 ) 一些國家的因內法也要求就有造成明五捅害的重犬危險的活功向公森提供女

料°遠种法規的一介其例是美利坐合衣因1986年η

。
月17日 的 《緊急親划和社Z如情杖

法》 (∪ nitedStatesC° de, 1988Edrtion, vo! 17, tit︳ e42, Sects 1┐ UU1-11U5U)°

’ω 規則草案和附帶評梵由杯境捅害賠偕青家委員舍編制°兄歐洲委貝舍法律卒夯斤編制的

秘串爽各忘最 <CDCJ(89)6U),斯特拉斯堡,η 989年 9月 8日 °

1°’ 規則第11荼 <‘
‘
查園公共机夫所持有的資料”)和弟12荼 (‘‘查園管理者所持有的資料”

),

同上,第 29-3U更 °報告將遠些規則車未,特別是第 12荼 規則定性力“調和委貝舍內

部和工作組提出各种現念的初步崇拭⋯...”°<同 上,算 15更 ,第 46段 )°

1U. 
同上,第 15更 ,第 46啟

。
男一方面 ,

●●●●●●..一 些告豪放力將收集有夫江其案件手共和向法庭和有夫各方提供送种資料的取

女委托‘坏境保妒机构’
故宜°”<同 上°)

星然達种提洪可能是妥善的,但是并非所有水道回都汲有速种机构,而 且本余數車

素也元扠要求女立送种机枸°

’U. 絰合班軹,同上,(上文腳注85>第 153更°

’°5 “受影吶回”的定〤是“
受到跨界污染影晌或跨界污染重犬危害的任何國家”°(同 上,第

151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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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淹

班行程序,分友達种資料。

第 6奈 管培豁免

┐ 起源水道回只有在其本國公民和憤常居民肘它提起的拆公中事有管豬豁免的情兄下,才

能吋在其他國家受損害的人在垓回提出的拆忪事有管常豁免。

2 水道因位采取道些措施,确保共机构和部Π的有力与本奈放相一致。

(1) 瑋六奈車案根捃非歧視性原則°它將确保受到固有或回菅活助頡仿的人,有相同的叔

利要求速些其体賠僕,不管送些其体是建在起源水道回或由起源水道曰管理,遜是建在另外的目

泉.第 1數 列出了送奈一殺性原則°“沂妐”一同包括原告人或上好人要求“強制措施”,与委見舍

夫子回家及英財戶管籍豁免的奈數草案第五編用悟相同°
1°°

(2) 速一茶所用的“起源水道回”
一同不俠包括垓回的各机夫,而且也包括其代理机拍、公

司和其他机构°它与管犗豁免奈〩草案所用“回家”同火°
1°’ “其他國家”用活与本附件前面奈

文意〤相同°

〈3〉 “公民和米期居民”指在起源水道回居住或做事的自然人和法人°海牙回厤私法公釣所

用的“米期居住”一同旨在怭調那些作力公＿.● 締的目的民法國家和普通法國家“原籍
”概念的意

〤.’
°a

(4) 第 2款是根括 π982年 《敢合回海洋法公的》第二三六奈°垓奈規定:

1U. 
《η986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編),第 nn更 ,另 一种爽理亦法是在革狸一段中爽

.理
強制措施同題°速一段本文如下:

“起源水道回只有在其搦有和管理本目公民或次期居民在它要求強制措施事有管幣

豁免的情況下,才 能村在其他國家受損佑的人就其要求送种措施在垓回提出的沂松爭有

管常豁免°”

特別救告長汏力送种爽理亦法稍嫌累發;因 此只革先地在坪站中中明“拆妐”
一詞包括向

起源水道國要求強制措施。
’U’ 更1986年 一滾通道的奈款草案第3奈 第n款“回家”

一詞的“解釋性規定”(《1986.⋯ -.年

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9丌 )°

1UB 
例如爽 《大于解決回籍法和原籍法之同沖突的公玓》第5荼 (海牙,π 955年 6月 ┐5日 ).

——IU9——



第二三六奈 主叔豁免

本公幼夫于保伊和保全海洋杯境的規定,不道用于任何罕飢、海軍埔助船、力回家所胡

有或篷管在些●l只 供政府非南╨性服夯之用的其他船只或又机°但每一回豪垃采取不妨害垓

回所抈有或銓管的遠种船只威
、
机的操作或操作能力的這些措施,以确保在合理可行范田內

達种船只或又机的活功方式符合本公的°

蟲然第 2放的目的与公的第二三六奈不同,但是兩种奈放都強玥各國努力确保其代理机构和机

构符合垓各項又多的重要性°第 2放 与第二三六奈不同,甚至在有失代理机构和机构爭有管騁

撥免時也道用°且然在有管葀豁免的情況下達种奈敬的裙要可能更迫切.但是不能因力沒有速种

豁免,回家共体就一定舍按照其取女相一致的方式行事,或在其他回家受板仿的人將得到賠借°

即使在沒有豁免的情況下取得賠借有若干洛在的陣磚——例如提出拆松安,收集怔捃和建立因果

大系
noo ＿＿道些可能舍戶生与豁免規91l本身相同的撥后效果°送指出為于起源水道回范田的

防止的重要性
。由于遠些理由,將第 2敏所規定的交任限定子有豁免的情況似乎是不必要的°

(5〉  第 2款所用的“代理机构和机构”用活包括起源水道回所掘有或象管的公司。慎者在速

’Ug 
一 殺 參 看 McCaffreY,ExpedⅡ in9theprUwsion ofcompenSauon toa㏄ 〡dentⅥcums.

in G Hand︳ and A E Luk eds. T「ansferΓing Haza了 d。 VS ┬echno︳
。
gies and Svb.

stances: ㄒhe ︳nternationa︳  Lega︳  Cha∥ enge ( London,  Graham &  ㄒrotman,

199。 ), pp η99etSeq , 和
“Ac9dentsdohappen: Hazardoustechno｜ ogyandin.

te「 nationa︳ tort︳ itigat︳

。
n” , ㄒhe下 ransna｛〡ona︳  Lawver(Sacramento, Ca｜ if), vo︳  ︳

(η 988), p41

速些种共的向趣——在某些情況下,同 主根豁免幽炅一起——犬概可悅明受害今

人在最近的東例中吋其本國政府舀局提出要求,村源于外目的污染造成的板失狡得救

助的傾向°例如兀伯本尼州上拆法院 1989年 5月 31日 在 日eγ undLeimgrVberV

Schwe泛 e︻ ScheEidgenoSSenschaft案 中的裁決,我央确扒瑞士秩邦政府村切本惜與

利核事故輻射玲原告的蔬菜並造成的散失久有女任 ㄑ兀 Recuel｜ offlc怡 ｜desa「了etSdu

了〢bVna〢°d爸 ra︳ Suisse<Lausanne,1991),Vo｜＿1n6,pa1Ⅱ ,p483),和 一介

人和德意志駁邦共和回呂無克城在翐邦共和回法院村翐邦共和回主管些局的沂於案 ,

尋求村源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中人格痠水傾倒戶生的跨界地下水污染造成的察明的坎

用水污染送行救功°后一案件在 MN●而e2一 M。︳胎r,“ TheSch。 enbergCaSσ Tran針

frontie「   morements  of  GaZardouS  waSte”  ,   Natura｜   Resources:  Jou「 na｜

(A｜buquerque,NM),V。︳3U(199U>,p↑ 53中送行了甘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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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井晴參看夫子本茶款車集的遠一坪站的第 (2)段°

(6) 何草地站及本草案第 6奈与初決通逛的回家及共財戶管豬豁免紊敏車東第 13荼 (人

身仿害和財戶韻害)之同的大系也并是很道宜的°
1〕 ° 瑋 13荼 的有夫部分如下:

“......一 日村子另一日原泣管轄的法院涉及人身死亡或仿害或有形財戶的敬害或又失的

姑撲的沂妐,如果据林大任位”于垓回、造成死亡、仿善威碳害的作力或不作力全部或部分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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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生吋夾手法院地目領

土內,則不得援引豁免°”

大于管靠豁免的荼放車某些然只涉及一日村子另一日原位管嶈的裕免°因此,它●●的奈放不道用

于本附件,困 力依捃本附件,′ 任何在起涿水道回以外受損仿人貝提起涉及垓回的拆松將向孩目回

內法庭和行政机夫提出°但是,有人可能主張支持第 η3奈所史理案件中不能豁免的同祥政策也

將支持本附件的各种案件°送种政策似乎是受仿害介人不位由

一

“行力”因管名豁免的理由而“不

能拆渚常判”°
⋯1 

在目前的情況中,速將暗示,如果 B目 的公民在垓因由于堵如 A國公司在

A回 的回怀水道排入污染而受到仿害,送介人位垓可以在他本目法庭或法院提出拆松控告 A

回,要 求賠伴仿害。但是,第 6奈逐沒有到達种程度°它只要求起源水道日本國公民和米期居

民事有的向其机大、公司或其他其休的任何追索杈也位力孩回之外受到仿害的人所事有。可他的

情況是預具由于 A目 的作力或不作力造成在垓回的仿害与預兀由于 A目 的作力或不作力造成在

B目 的仿害之同原則土沒有Z別 ,但是特別報告沒有利用委貝舍的一些指示,不應提洪起源水道

回在受作害的外因人提出拆忪吋接受其本國法庭和法院的管名,即使它們在其本國公民提出拆松

時事有管葀豁免°速种不愿意也因力委長舍決定管騁豁免草案第 13奈 不道用于“可能爆炸或造

成仿害堵如郎青炸彈或出口炸菊、火菊或危隆物辰等跨界仿害或跨界不法行力或嵌害的束件

..⋯ .”°
1砭  但是委員舍确趴“非不法行力現場的法庭可能被汰力是不便利地蕉法院”,一旦“如

果 (‘行力’)固有杈援用管葀豁免,受妨害令人將元法拆堵常判°’’
’巾 因此,受到 A起源水道

目作力或不作力仿害的 B目 的介人唯一道索杈是努力悅服 B回 命助他向 A回 求倍。正如上文

(第 3° 段)所悅明的,本 附件的程序所要避免的正是送种宣切爭端.特別技告長特別攻迎委真

舍各成長就達一魚友表意兄°

992

《1986⋯ ...年 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nU更°

參看大于管琯豁免的奈款草案第14奈 (后 來瑪力第13茶 )的砰站的第3段,我 ㄍη984年

......年 鈭》,瑋二卷 <第一部分),第 66更 .

算14荼評注的 (7)啟 (同 上,第 69及 )° 呈然算n3紊沒有要求受仿害者必須留在法院

目,但是速一奈評注的第 7段 ×l送介同題的規定是很明拂的°

同上,第 66荈 ,泙注第3段
。

�祪

畤畤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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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奈  些事回舍快

η 本荼數些手因位至退于奈敏生效后兩年召升一次些手回舍洪°其后,除非舍快另有次

定,些 手回位至少每丙年半行一次例行舍洪,并位根据至少三分之一曾卒目的串面要求隨吋半行

特別舍洪。
                                .

2 在第 1放規定的舍快上,些 事回拉常查本荼敢的執行情兄°此外,些 事回可以:

〈a) 按照本附件第8荼常快和通述村本奈欺的修正未 ,

〈b) 接受和常快任何些手回或根据本奈款附件二投立的任何小姐委員舍或其他机构提

出的任何報告,以及

(c) 由情就如何加強本奈歉的效能提出走快°

3 在每次例舍上,呰 事回可決定按照本紊第 1放的規定拳行下一次例舍的吋向和地蕉°

4 在任何舍以上,些 事回可決定并通避舍快的洪卒規則。.5 
駁合國、其寺ㄇ机构和回跡原子能机枃以及任何非本奈款些事回的因家可派遼視察長列

席些手回舍洪,珧察反垃有叔參加,但元表決叔。

6 除非至少有三分之一出席舍洪的些事回反村,屏于以下英別的任何班取或机拘如果在因

跡水道的非航行使用包括保妒、堆伊和管理方面具有青內資格而且向些事因表示希望派避班察貝

列席些手回舍洪,位允許其列席舍快 :

(a) 回隊政府或非政府姐球或机构以及回家政府机共和机构,以及

(b) 蜜所在回力此目的核准的回家非政府姐努或机构°

一旦放准列席,代表達些組軹和机构的現察貝位有叔參加,但元表次叔。

砰站

(1) 最近凡項与坏境或跨界板害有失的公的裁有“締的回舍快”例行舍放的規定°
11. 

送

些怭定一般就締約目的制度化和名常性集体行劫作了規定°通遊送种亦法,締的回可以定期常查

有大公釣的有效性,并盟告其執行情況
。

其他多遊協定有效使用了美似亦法,作力其解決爭端机

U

’⋯ 例如兄n972年 3月 29日 的,《 空同物体所造成板害的因隊責任公的》,第二十六奈 ,

199。 年 11月 η3日 的 《大于犬范田跨界空气污染的日內瓦公的》,第 1U奈 <大 于“執

行机构”),η 985年 3月 22日 的 《大于保妒美氧居的錄也納公的》,第 6奈 ,和 1989

年 9月 η6日 的 《夫于使美氧房受到損耗的物辰的蒙特利本洪定串》,第 1η 荼 (規定在

上述堆也納公的締釣回舍洪的同時半行常舍,并根据至少三分之一締的目的要求拳行特

別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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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一部分°
ms

(2) 第 7奈 草案系以 1973年 3月 2日 《瀕于又免的野生功植物种回防興易公的》第十

一荼作方根据。垓荼規定如下:

第十一奈 締的國舍洪

1 秘中人位至退于本公的生效后兩年召牙一次締的回舍洪°

2 其后,除非舍洪另有決定,秘串爽庄至少每兩年召亓一次例行舍快,并位根据至少三分

之一締的目的中面要求隨●f半行特別舍放°

3 在例行合放或特別舍以上,締釣回位常查本公玓的執行情況,并可:

<a) 作出必要規定,使秘串史能修履行其取寅,

<b) 按照第十五奈常洪和通遊附最一和二的修正案 ,

(c) 常查在附暴一、
二和三所列物种的俠交和券伊方面作出的送展,

<d) 收受和常洪秘+赴或任何締的回提出的任何根告,以及

<e) 酌情就如何加強本公的的效力提出走洪°

4 在每次例行舍以上,鋅約因可決定在何吋和何地按照本荼第 2散 的規定拳行下一次例行

舍洪°

5 在任何舍以上,締的回可決定并通遊舍快快事規則°

6 翐合國、共青鬥机构和團豚原子能机构以及任何未加入本公的的回家可派遣現察貝出席

締玓固套快,他們位有叔參加,但元表次板°

7 除非至少有三分之一出席舍快的蹄釣回反村,扁子以下英別的任何組軹或机构如果在野

生功植物的保妒、券妒或管理方面具有合格技未青長而且向秘中爽表示希望派道現察貝列席舞玓

回舍洪,垃可列席舍坡 :

(a) 回怀政府或非政府姐象或机枸以及國家政府机夫和机物,以及

(b) 至所在回力此目的核可的回家非政府組豕或机枸°

一旦扶堆列席,遠些班察貝泣有板參加,但元表決秋°

(3> 同一項公的第十二荼規定,一旦公的生效,“駁合回不境規划署執行主任位提供秘牛  ′

炎”°有一介秘串哭拉久召升締的回舍洪、力舍洪提供服芬、位本紊款締的目的要求送行洞查研究

等取責,區然很有帝助,但根握女想,本茶款草案系一鋼要怭定,因而特別拫告真未便提袂建立一

介常沒机构°若環戶根捃本奈款草案締錯

一

瓨公約,鍏玓回如果應意,些 然可建立此一机拘°

’’s 
特別參看 《夫稅及交易息楙定》<夫 2患怭定),第 二十三奈,夫 于爭端的解決的下文第

四幸甘淹了有失的夫興恙怭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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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站

第 8荼 奈放的修正

1 庄根据至少三分之一些卒目的卡面要求半有些手回舍快的特別舍洪,常洪和通道木奈數

的修正案.此修正案位以出席并參加表決的些卒回三分之二多數通道°力本奈文的目的,“ 出席并

參加表決的些手回”是指出席并投螢成果或反村票的些手回.井叔的些事回不位甘入通遊修正案

所特的三分之二效目°

2 提出任何修正未的些卒目位于舍前至少 9U天將提以的修正案案文通告所有些手國°

3 修正案位在三分之二些︴囝將垓修正集的接受卡交存子 〔保存回政府〕〔耿合回秘卡

米〕后 6U天村接受垓修正未的些手國生效。其后,修正案位在任何其他些字回交存垓修正案的

接受串后6U天村垓些手回生效°

<1> 特別投告長沐力就荼散的修正作出規定十分重要,困 力速祥可使蹄的固能姼考慮亭

忞的交化
。

例如,如果淡水污染怠測惡化和干旱及沙漠化等同題日走尸重,締的囝可增,T本來數

大于速些鬥趣的奈款°

ㄑ2) 第 8奈車東系以 1973年 《瀕于火抱的野生功植物种回豚寅易公的》第十七泰作力

根捃°垓荼規定如下:

第十七荼 公的的修正

1 位根捃至少三分之一締幼國的+面要求召弄締約回舍洪的特別舍洪,穹送和通越本公玓

的修正案°此修正案庄以出席并參加表決的締的國三分之二多數通越°力速一目的,“ 出席并參加

表決的締的回”是指出席并故費成票或反吋票的蹄的國.卉板的締的因不位卄入通遊修正案所需

的三分之二數目.

2 秘+7位子舍前至少 9U天將提洪的任何修正案集文送交所有歸的國°

3 修正來庄在三分之二締＿.9國 粹孩修正案的接受串交存于保存回政府后 6U天村接受泫修

正集的締的回生效°其后,修正案位在任何其他幼夠回交存垓修正案的接受中后 6U天村垓締的

固生效。
(3> 第 8奈草案与第十七奈的不同之爽供在于后者第 1和第 2數夫于秘中從的規定和第

3數大于保存者的規定
。

本附件第 9奈草案的砰注中已站迷了秘串炎同題°至于保存者,它 可以

是一日政府,也可以是翐合回秘中長,或杯境規划署或桹衣姐銀等另一道些机枃的主管°特別根

告貝放力,第十七紊的其余規定也适用于本秦款革素的情況°他特別砍迎就第 3放夫于修正廉

生效的規定提出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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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幸

解 決 爭 端

A 早言             .

4U 前面任特別報告長都曾探甘遊解決爭端的同趣,他●●并都就此分寺超提出了荼放 (兄

下文,第 86段起各段 )° 它确央扁于回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奈放草案的一部分,但理由与目你

法大部分其他領域上道用的理由有所不同°其中的一介主要原因是本荼效瑋來的大部分基本規定

是一般性和具有彈性的 (#如大于“公平合理的利用和參与”的第 6奈 )° 達些規定的一殺性和文

活性村子一項大于回妳水道的框架文串是很合道的,但 同祥速些性辰也可能使它們在某些情況下

堆于進用°此外,奈欺草案中的存多規定的迋用將取決某些夫鍵寧其°如果有夫的水道回,速些

字其元法送成怭放,它們的法律〤努將是不明确的。因此在遠神情況下,必級要有一些方法,客

杋地建立送些返作的事其
。

41 放本救告和以往的救告中,我們看到水道回往往把收集有失回隊水道的數捃和資科的

工作交給技木寺家,而遠往往是在一介妹合委貝舍或其他体制安排的范田丙送行的°就泉上文第

一手指出的,如果建立了送种敢合委員舍,它 ●lI往 往最能姼琱查其相并解決有夫水道回↑別又多

方面可能舍友生的任何同題°既使在沒有成立送种机夫的情形下,回家央域和研究了送介 1.9趣 的

寺家的工作
116 

五示出,在援引更正式的解決爭端和程序之前位冬可能式田在技木一數上解決

任何分歧°

42 盤于速些考慮,特別救告長在本幸力避免和解決水道爭端提出了一介分等欽分阱段的

述程
。

提案以若干主攷力根捃:首先,在這些領域內往往必殎大慢依璋技木寺ㄇ知味,其次.一

份非約束性的青家技告,其 中或許包括行功的建洪,往往可以不需要拆渚強制性和約束性的程序

而使其隊或可能的爭端得到解決,第三,唯有在拭田在技木一致上通避非的束性程序采解決分歧

的努力失敗后才拉拆堵后一美程序°

1’6 
特別兄 《回隊水資源的管理》<上文均注4ㄑ c》 >,第五幸,“ 凋停的程序和爭端的解決”

,

特別是第 455和 457至 458啟
。逐可參凡例如 Sm∥h前 引串 (上 文片注 7>,瑋 1S2

更 (原 Jl! 6和  7), 
「
J Berber, ㄍFIivers ;n ｜nternationa︳  Law> <London, Stevens,

1959), p 271j 矛● C B B。 Ψrne,“ Med｜ ation, c。 nc∥ ati。 n and adjudiCation ︳nthe

sett︳ emetof〡 nternationa︳ d「aina9ebas〡 ndisputes” , TheCanadianvea了 b。

。
k° f︳ nter

nationa︳  └avv 1971 (Vancouver),  vo︳  !X,  p 114,  ——月〔可 移良兄  BovΓ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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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瓜以上甜站看來,且 然本幸采用了達祥的狋趣,但其中所裁提案五然將不限于一殺了

解的“解決爭端”°“回防水道法律爭端”一洞曾被定火力:

“丙介或多介目豚水域回之同......夫 于以下方面的國怀爭瑞‘

<一 ) 國隊水域的水資源和保妒、利用、分字 <包括分專利益)、 控制、友展或管理,

ㄈ”民〕

(二) 夫子核水資源的保伊、利用、分事 <包括分事利益)、 控ml、 友展和管理的任

何怭定的奈件和解釋或此种怭定的執行,包括執行此神怭定引起的一切手項吒
’’’

達今定又一殺而言,足以描述解決爭端遊程的本身,但它不包括本幸提出的某些其他程序 (例如

恫奎其相°那些程序是大于執行本奈放 <速方面可以在前一幸中哭理)和避免爭端其生的
。

唯有

在越程的較早盼段肉元法解決同趣吋,才舍位用到提快中解次爭端的程序°

44 在本幸 B市 中,特別技告貝將何短地回廄解決回怀爭端的主要原則并半出若干回家在

解決涉及國豚水道的爭端中位用送些原則的例子°在 C市 內他將說明回家和國哧姐坎利用青泉

來林助避免和解決水道和其他學瑞的情兄°在 D市他將村回昹級象有大解決送种爭端所做的工

作作一概光°E市將回碩前几任特別根告貝夫于此小青題的提案°最后,特別根告真特在 F市 內

提出一套夫子調查其相和解決爭端的紊數草案°

(注 ηη6攻 )  “ProcedureInthedeˇ e︳ opment of〡 nternatio na｜ d了aina9ebasins‘  thedVIyto

consu︳tand to ne9otiate’’
, ㄒhe Canadian yearbook of ︳nternat〡 ona｜  Law 1992,

vo｜ , X, p°  212, R B Bider, 丁heSett︳ ement of︳ nte了 nati。 na︳ .Envi了°nmenta︳ D｜ s.

puteS, (Madis。 n, Wisc, VniverSitYofWiScons｜ n, ﹁976), UN︳了AR ProteCt｜ ng

theHVman Environment: ProcedureSand Prinecip〡 eSfo「 p「eVentingand Reso︳ v:ng

︳nte了 nati。 na︳  C。 nt了

。
Ve「 S︳es by A L Levin ( Vnited Nations Pvb∥ cation,  Sa︳ es

Noε 79XVPS/9)9 R EStein“ Thesett〡ement ofenvironmenta｜  disputes:  To.

wa「dsa svstem off｜ ex｜ b︳ ed〡Sputesett｜ ement’’
,  SV「 acuSeJ。 urna｜ of︳ nternationa︳

LawandCommerce(Sv「 acuse,NY),v。 ｜12(1985),p283,以 及施串無水先

生第三次報告,文件 A/CN4/348(兄 上文胏注 2),肺注 776和 778所 引來源°

’’’  B R Chauhan, Sett︳ ement of ︳nternationa︳  Water ︳aw D;spu｛eS in ︳nternat｜ona｜

DrainageB祁㏑ S(Be∥ in,巨而chSchm︳ dt,1981>,PP96-99° Chauhan在 送 介 定

又中包括了一
“水域回”同一回家的政治區分單位之同的爭端 (例 如德目的州),因 力后

者偶/i.也舍就回防水道9T立怭定 (同上,第 97丌和片注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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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解決爭端的方法以及囝泉在有失目豚水道的

同趣中位用送些方法的情況

45 村和平解決爭端的1.9趣送行深入的探討將近近超出本幸的范田和目的,特別是盤于委

貝含的委貝們肘于解決囝昹爭端的一殺原則是很熟悉的°
﹁B 

本市的目的要有限的多,俠在于

提供一介常放后面材料的背云。

46 埃文森先生所說的大于解決爭端的任何甘站的“明區起庶”是 《駁合國先幸》,特別是第

二荼所制定的各項原則
”° °垓奈第 3項規定了“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因隊爭端,俾免危及田你

和平、安全及正又”的又芬°《完幸》夫子爭端之和平解決的第六幸的共一奈,是第三十三無.玄

奈第一項列出了以下解決爭端的和平方法ε“淡判、惆查、調停、和解、公斷、司法解決、匡城机

夫或匡城方法之利用,或 〔各些

一

回〕自行遊棒之其他和平方法”°第 33荼要求“任何等瑞之些

手回,子令瑞之逖墣存在足以危及固隊和平与安全之聳持吋”,位“冬先”以那些方法求得辭次.

47 本幸提出的程序具然是以第三十三荼所列的一些和平解決爭端亦法力依据,但回林水

道所涉爭端的逖緣存在即使并不“足以危及回隊和平与安全之籬持”也將道用此种程序°手其土,

《完幸》第二奈第 3款要求各舍貝日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回隊爭端,以免危及“正火”等導。逆种特

兄即使在村“因豚和平与安全’’’2°  的威跡吋也舍友生°

48 W︳｜｜iamB治hop汰 力些事各方直接淡判是“最何車的”
和平解次方式。

⋯...也 很可能是大多數日常友生的分歧得到琱解的方式⋯...通遊交換意兄,通常絰由外交菜

導共上,聧合回完幸和加強敢合回作用特別委員舍目前正在送行速項常查工作.共体地

悅,秘串焚正在編霄一本夫于和平解決回家同爭端的手冊草案°例如可參兄秘#故美于

手冊草案工作送展的救告 <A/AC182/L61),一 殺的姿料可參兄特別委員舍的提告

(《犬舍正式記最,四十四屆套快,朴瑪 33景 (A/44/33)》 特別是第五幸,“和平解

決回家向爭端”°

大于本市討淹的解決爭瑞的不同方法,特別是有失因林水道的爭端的更洋幼甘站,可參

兀 Chauhan前 引中,(上文胊注 nn7),第 321-367瓦°

兀埃文森先生的第一次報告,文件A/CN4/369<兄 上文肺注3),第 2°

。
段°

根据肘完幸的砰注.“ 除了堆妒和平与安全之外逐必班瑋重正〤原則”°(LMGoodΓ:ch和

E Hambro°  Charter ofthe ∪nited Nations: Com mentarv  and Documents,  2nd

ed<Bosto n,Wo〢 dPeace「
。
undajon,﹁ 949),pη U2° )并 參 看垓 中第三疑 ,

L M Good︻ ch, E Hambr。  和 A P S｜ m。 ns ㄑNew ㄚ
。
了k, C。︳umb｜ a ∪n:ve了 S9tV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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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而在相互交流赶程中送成林洪°
’21

ManfredLachs曾 絰表示,

⋯...國家至常采取淡判方式,原 因很可能是它們爭于村彼此同分歧所引起的決定始終保持撐

俐°些然也有許多固隊令瑞和同趣是元法以其他方式解決的⋯⋯°
ψ2    .

Lachs呈 然承次“外交.....●有其限度”,但指出“淡判的〤多...⋯ 并不意味若其豚送成林洪的〤

多°火多保在子冬力而力°’’
’”因妳法院在 《北海犬瞄架》束件的說明中表示:

∞.⋯ 些

一

各方有又夯牙展淡判以爭取送成楙放°⋯⋯9其志皮位使淡判具有意又而不位有任

何一方坐持立切不肯要捇。
1“

(注 12U袋 ) Press1969).p4n° 夫于水道回之同爭端可能危及因怀和平与安全的情況參兀

. Bourne,“ Med怕jon,Con㏕ i甜 on......〞.L。 cc什 (上 文腳注
⋯°)第 nS9更 的淹迷.水

道 爭端 曾引起遊俱 略指控
。

例 如玻利錐 工和智利 夫子 Lauca河 的爭端 ,(兄

L M Leca「 oS,“ ︳nternat〡 ona｜  了｜VerS: the Laucacase” ｜ndian Journa〡  
。
f ︳nte了 nat;。 na︳

Law.(NewDe｜ hi),vo︳ 3<1963),pp148┤ 49,和 特別報告真的第二次投告

<《 1986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12更 ,文件 A/CN4/399和

Add1和 2,第 94段 )° 此外,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邰回各自宣布它們汰力車方面使的旦

河改造是厲僎略性行力。
<參兀 KBD。 hertv“」o了danWatersCon刊 lct” ,‘

‘｜nternationa｜

Conci︳ i㏕
。
n(Newㄚ°rk),N。 553(May 1965),pp35 and 65,和特別報告

長的第二次報告文件 A/CN4/399和 Addη 和 2,第 96段 >° 一般參看施牛無水先

生第三次救告,文件 A/CN4/348所 引來源 (兀上文胂注 2),片注 778,和上文提

及的 Bourne的 文幸,‘
‘Mediajon,C。 nc｜ ｜iauon......” ,L° ocit.pp154一 n55。

WWBiSh。 p, 〡nte了 nati° na〡  Lavˇ: Cases and Materia︳ s, 2nd ed. (Boston, Litt｜ e

BrUwn,1962),p58° 《夫于和平解決國豚爭端的馬尼拉宣言》赤坡判力一种“炅活

有效的解決爭端亦法”(犬 舍 π982年 11月 15日 第 37/9U青 決洪,附件,第一市 ,

第 1° 數)°

M LaehS,“ the｜ avv andthesett︳ ement ofinte「 naliona〡  diSpVteS” , ︳n KV日 aman,

ed DisputeSett︳ementThrovghtheVnited Nations (D°bbsFerrY, NY.Uceana

Pub︳ i° ati。ns, 1977, p288)°

同上,第 289更。

德意志翐邦共和國沂丹袁案,德 意志聧邦共和回拆荷〨案,1969年 2月 2U日 判決

(《1969年 回琢法院我次集》,第 47頁 ,筭 85(a)段 )° 位注意回怀法院在送些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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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冬管免犬多數与回怀水道有夫的爭端很可能都已違述談判而得避免或解決,但速些朱

件印很少加以救道°
.’5Chauhan在

其夫于送一向趣的研究叔告中列拳了 25項 我有以談判作力

〔水域〕爭端解決方法的明确規定的奈的,i26另 外半出49瓨怭定,其中均要求通避外交架道解

決与水有大的爭快°
12’

5U 19U7年 《海牙和平解決回吥爭端公的》 <第 一公的)挑定調查速一遊程是力了解決

“肘

一

共的意兄分歧而引起的爭瑞⋯...以公正速收的洞查未田明央情°”(算 9奈 )公的要求爭端

些

一

各方生成調查委貝舍,久舜送行惆查并就其情提出報告.委員舍的根告“次非。种裁決
”,些

手各方可自行決定其效力力何 <第 35奈 >°
i加

Sn 秩合國先幸和加強妹合國作用特別委貝舍的工作中再次注意至u其 兄調奎活功可作力避

免爭端和解決令瑞的程序°在特別委貝舍 199U年 拳行的舍以上,提交給垓委貝舍的一份〦作文

(注 124玫 ) 判決 (同 土,第 .49-43更 ,第 87段 >中提及 193↑ 年 ┐U月 ●5日 囝跡常波法虎

村立陶窕与波〨同缺路交通案的咨均意兀 《因跡常淡法院A/B努》,第 42舌 ,第 ∥ 6

頁)。 北海犬陪架案件以及其他案件有失回家通遊誠意淡判以求公平解決彼此分歧的又

夯在特別報告真的第三次報告中得到站迷,(《η987年 ...⋯ 年盤》,第 二卷 (弟 一部

分)第 25-26和 37-38頁 ,文件 A/CN4/4U6和 Addπ 和 2,第 48-5U段 和第三

幸 B5市 ,大于第 12奈 草案的砰淹 (3)-<7)段 )° 最后,《馬尼拉宣言》 <兄上文

坤注 121)我有与北海犬隨架案件回豚法院所用的美似文字:“各回如遊掙直接放判方

式,位 其跡送行淡判,以 期早 日迷成些事各方所接受的解決方法°”(第一市,第 η
。

︴多七)°

9小 有失國防水道同題的外交換文有時磯有救道,但尸格悅未,達些案件屈于通道外交菜

道解決的爭端美別,力本文件的目的,特 別報告貝將祝之力ㄏ文的淡判解決之案件.

參凡例如他的第二次根告,文件 A/CN4/399和 Addπ 和 2(死 上文坤注 12U>,

第 78-99段 ,和他的第五次報告,(《 1989年 ...⋯ 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席三

更,文件 A/CN4/4刉 和 Add1和 2,算 54-65段)所甘站的案件°

”° Chauhan前引串 <上文胏注 ●n7),第 377-38U啟°

i’’ 同上,第 381-386更。也兄美洲法律委員舍所似汀美洲不境同趣宣言草案 (°AS,文

件 CJT/Res° ｜├η

。
/89),提 出一种放逆甘淹同技木音家服芬相錯合的有天程序 ,

宣言草案中逐挑定沒立一今由些事回各兩名代表組成的敢合委員舍 (第 η2段 )。

’m 
并兀 Bre〢ㄚ,前 引+(上 文片注39),第 394丌 °有效利用此种委員舍的一介央例足

19U4年英回和俄多斯之向的“多格本沙洲”案,<兄 JBScUtt,edㄒheHagueCov1

Rep o rts (Nevvㄚork, UXfo了dUniVersi｛VP了eSS, 1916), p4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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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表明,“其兄調空”力“任何旨在查明秩合因主管机相力有效地行使其在緣持回萍和平与安全領

域的取女所希的必要

一

其而送行的活功°” (第 2段 ),以及“其現調空位些奎面、客現和公正”

(瑋 3段 >i之
9 .在

下文附件二所提出的奈放車素內,其況涓查返在危及囝杯和平与安全的情

兄友生之前送行,手其上大于“令瑞”的戶生.1.U 在回隊水遊情兄下,其兄琱查往往由球合安

長舍選行°下文有失啊解同適的甘站中提到達方面的回泉慣例°

52 夫子幹旋、洞停和渦解同趣,B∥ eⅡy表示。
“第三方千淑的目的不在于替爭端些手方作出決定,而是助早些手方 自行決定°〔瀚放和洞

停〕二者的差別不重要,尸格悅來,‘於旋’表示一日放法助使些

一

方 自行淡判,而 ‘調停
’別是第

三方也加入淡判,但二者區然將合而力一.’
’’印 調解失似于調查遊程,但安貝舍的任多除了其

兄琱 空 之外 ,逛 垃提 出“救告 ,建 以解決方法 ,遠 种亦法 不具有裁決或判 次 的的束

A/AC﹁ 82/L66,特 哉于 《犬舍 正式汜暴,第 四十五屆舍以 ,朴 編 第 33寺 》

<A/45/33>,第 68段 ,控 后來修,T,垓案文形成大于“敢合國在聳持回沶和平与安全

領域送行其況惆查”的宣言草案的基袖°兄下文附件二,第 η荼的評梵中夫子本工作文

件的甘淹°

大于安全理事舍根据先幸第三十四荼作力一种“惆查”而送行的其況調查活劫,Raman

放力:“調解人的洞解方式”
,

“明白制,T的 淍查任芬有助手确定爭以的事央力何 (狹〤而言力其況調查),并使些事各

方能姼力將來的大系建立客現基袖⋯⋯”
,(‘

‘促成和平的方式:夫 于翐合目在和平解決爭

端中,中 介加助的程序概念的研究”,Raman編 ,前 引中 <上 文胏注 n22),第 4η 2

更°)并 參看秘中表大于其兄調查方法的救告 ㄑA/5694,1964年 5月 1

日),其 中常查了“固眛調整,作力一种和平解決爭端或琱整形勢的方法”<第 5段 )。

回怀常女法院和回隊法院曾有若干次甘站“爭端”
一詞的意又,各 酌所受理案件的些手方

之同是否存在“爭端”.參兄例如以下案件:馬夫洛馬提斯巴勒斯坦租借地棄,π 924年

8月 3U日 判決(《 回師常女法院 A輯》,第 2咢 ),第 11-12瓦 j索 非正和保加利工屯

力公司案,1939年 4月 4日 判決 《國啄常女法院 A/B輯》,第 99手 ),算 64,83

更,北喀表隆案,1963年 12月 2日 判決(《 1963年 回豚法院裁決集》),第 33-34

更9孩 獄發案,9g74年 12月 2° 日判決<《η994年 回隊法院裁決集》,第 26U,

29U-271更°本技告不再姓緣甘淹達一同超°

B︻er∼,前 引中 (上文牌注39),第 3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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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琱解程序來源于 1913和 1914年 美利坐合余固所締玲的一系列“体班所渭

‘布放思和平

卄划
’的促送和平奈夠”iU.舞 玲的“布放思奈的”共甘四十八項,其 中要求放立曰怀調空委員舍和

常女委員舍。
BieⅡγ解釋道,

“‘布漒恩奈約
’方法在隨后的回隊姐象友展中戶泛采用,速种方法一方面与仲裁有根本的差

弄,另 一方面又与調停不完全相同,力方便起兄林之力‘琱解’
,’
’1●●

53 Chauhan曾 表示:

世界銀行府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向的印度河爭端案送行了九年以上的幹旋和琱停,最終以蹄錯

《印度河水奈夠》ㄈπ96U〕 族得成功.....● 遠是近來利用遠熒方法解決困隊水域法爭端的一介張力

並著的其例°
1.5

Uppenhe︳ m,前 引串 (上文腳注6U),第η2更
。

按照Bishop的 看法,調解

“.“ ⋯是特爭端交付一介委員舍來惆查其情并提出根告,報告由建洪解決亦法,爭端些

卒各方可自由次定接受或拒鍵而不久任何法律又芬,不 因未遊行走送而受指女.” (前 引

中 (上文胏注 1刉 ),第 59更
。
)

G HHackwort╮ ,  DigeSt 
。
f ︳nte「 nationa｜  Law (Wash︳ ngto n,  DC),  vo︳ Ⅵ

(1943),p5° 并參凡 n964年秘串扶報告中有夫布漒恩荼的的甘站 (上文坤注 n29

末尾),第 62-78段°

B︻ e〢γ前引十 (上文肺注39>,第 374-375頁】并兄Bishop前 引卡 (上文胏注1刉 >,

第 59英再次世界大城之向締錯的許多提供調解亦法的協定梵迷于 SYstemajcSvⅣ eγ

of T「ea｛ ieS for the PaCif〡 o Sett｜ ement  of ︳nternati。 na︳  DisputeS, 1928-1948

<∪ n;tedNations pub｜ ication, Sa｜ esNo1949V3), 和 MHabicht, PoSt一 WarTreat

:es for the Pacific Sett︳ ement   of ｜nternationa｜  DiSputeS (Cambridge,  Mass,

193η )。

n.J Chauhan前
引串 (上文坤注nn7>,第 325更 。其他一些斡旋和調停工作的成效各不相

同。琺合目迒本和工洲絰洴委長舍在湄公河下游棄中取得租板成果,<WRDSbwe｜︳

and G 
「

VVhite,“ The Lovve「 Mekong” , ︳nternationa｜ Conc∥ iation (NewYork>,

No558<May 1966))° 美國志珫在智利同秘各之 1.● 的 Tacna一 A〢 ca爭端中也是如

此 , (Supp｜ ement to theAme日 canJovrna｜ of｜ nte了naj。 na︳ Law(Washin9ton,

DC)vo｜ 幻 (η 929),p183>但美回竮停貝 E日 cJohnsto n政 法使數利工、黎 巴

嫩、約旦和以色列就約旦河的使用迷成捇洪的努力徒然元效 (D。 he而V前 引中 (上文

肺注 π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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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作者列半了五項奈釣,其 中“回家明示接受
‘斡旋’和‘淍停’作力解決水域法爭端的分

法’’,1.U并半出 68項托付聚合委真舍的琱解任芬的你定°
1.’

阱  伸我与前途方法不同之炎在于府案情道用了回豚法規則而早致有的束力的寺瑞解決亦

法
。
19U7年海牙公幼 <第 1公釣)規定:

第 37 奈

回豚仲我的目狋是爭端些亭田基子吋法律的專重而由自行掙定的法官解決其令瑞°

提交伸我表示城意接受我次°

日隊伸我ㄞ史悠久,早在古希腊即已出現。
13B伸

我与常判的主要不同在于仲我的曾手各方

“必須就法庭的組成以及采用的程序送威楙快”而常判則是將爭端“提交原已存在且有一定程序的

法庭°’’
’.U

1.U Chauhan前
引中, 第326頁°

1B’ 同上,第 331-339更°

nBB 
北 , 例 如 , J H Ra｜ ston, lnte「 na如 ona〡 Arb∥rat｜onfrUmAthenSto Locarn o

(StanfordUnivedtYP「eSS,1929),pp153-η 89,以及 LHenk｜ n和其他人,lnte「

natio na｜ Law, CaseSand Mater｜ a｜s, 2nd  ed (StPau︳ , M〡 nn, WeStPub︳ ishing

Co., 1987), pp589 etseq°

1.g B心hop前 引中 <上文牌注121),第 6。-61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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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多效戶力救道的因跡水道爭端案件采用仲裁亦法°其中最著名的或許是 η957年 的拉

努湖伸我案 (法 國一西班牙)’
.°,1968年 的古特璵仲裁案 <加李大一美國)m也 受到相些注

意。
1‘2另

外,以 下一些案件的仲裁裁決也值得注意:1892和 19U5年 勝本文德河三角洲集 (阿

宙汗一次斯),1888年 圣胡安河案 <哥斯送黎加一尼加拉瓜>,1893年 庠什克河素 ㄑ英國一俄

國),和 19U3年 Fabef案 (德 回一委內瑞拉)°
1..涉

及水道爭端的兩項目跡常放法院判決是本世

免上半呼回豚常快法院肘央得河回隊委貝舍領土管籓杈案
’.4和

狀茲河水改道素
i.5的 裁判.

United Nations. ReportS of ︳nternat:ona｜  Arb｜ tra｜  AWards, v。︳〤Ⅲ < Sa︳ es

No63V3).pp2B9etseq。 大于送一案件的討站兄特別報告長的第二次根告,文件

A/CN4/399和 Addn和 2(凡上文腳注 12U),第 111-124段 和第四次叔告,文

件 A/CN4ˊ 412/Add1和 2<兀 上文胏注 1),第 84段°

加李大和美曰提交安犬略湖索賠法庭的案件涉及美國公民要求加李犬賠儅古特圾引起

的泛濫和後佳技害。美國有夫人貝提交索賠法庭的救告載有 1968年 1月 15日 ,2月

η2日 和 9月 27日 的判決摘要,特 裁于 ㏑ternatona︳ Lega︳ Mateha怕 (WaSh︳ ngton,

DC).V。〡ⅥⅡ(1969),pp9n8 et seq° 參兀特別投告真的第四次根告,文件

A/CN4/412和 Add1和 2(兄 上文胊注 1).第 86段 和第五次根告 ,文 件

A/CN4/4刉 /和 Add和 2<兀 上文肺注 125),第 94-1。 1段有失本案件的討站。

夫 子速介案件 的討淹 ,兀 GHand︳ ,“ State凵 abi｜ “yfUra㏄ identa︳ transna● ona｜

enˇ ironmenta︳  damage bγ  private perS。 ns” , Ame了 iCan J。 urno〡  of ｜nternationa:

Law, (Washingto n, DC), vo︳ 74 <198U), p538, 矛口JSchneider, Wo「 ︳dPVb.

∥cUrderoftheEnvi了
。
nment: T°wardsan｜ nternat｜ ona︳ Eco〡 o9iCa︳ LavvandUrgan-

:2ation (Tor。 nto, ∪niversitV。 ｛t。 rontoPreSS, 1979), p165°

大于送四介案件,參見 《1974年⋯⋯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η88更 起各更,

文件 A/54U9,第 1U34┤ U48段
。

1929年 9月 1U日 判決,ㄍ 回呠常女法院A輯》,第 23咢 .案件些卒國一方力波〨,男 一

方力回隊委貝舍其他威真回 (捷 克斯洛伐克、丹表、法囝、德國、英國和瑞典)。 有失

本來的討站兀特別叔告長的第二次報告,文件 A/CN4/399和 Add1和 2(凡上文

腳注 12U), 第 1U6一ηU7段°

1937年 6月 28日 判決,《 回怀常沒法院A/B輯》,第 9U咢°捕暴于 《1994年 ⋯...年

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文件 A/54U9,第 ηU22段起落段,并參兀特別報告真的

第二次報告文件 A/CN4/399和 Add1和 2,第 nU6一ηU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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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uhan列 半了締玓回明白表示同意与水有失的爭端以仲裁方式解央的 116項怭定
’.6 

和列

明司法解決奈放的 46項怭定°
’.’

56 以上站迷的目的俠俠是回廄各种不同程序可供些亭目澄清卒其、琱整夫系或用以避免爭端

或解決爭端.下文 C常常全國家采用上述某些程序以避免和解決回豚水道和其他爭端的其例。

C 拆堵寺泉意兄

57 就如本幸牙共 (第 41-42段 )指出的,特別報告真在研究了回泉在遠方面的做法后得

到的錯梵是,把 1.9趣 交付玲寺象,由他●●送行調空和提出報告往往可以環有效地解決曰怀水道的

令瑞°在本市中,特別根告長將挑遊出几介國家和回隊姐參在遠方面的做法未作力悅明.力

一

向

委員舍提出戶泛的可能模式,以下倚短的概先并不限于有夫國妳水道的怭定的各帝做法。

58 就如算一幸指出的,解決因豚水道有夫的1.9趣方面一种怔明有效的技未是將此事項交

垥各些卒方淡立的翐合机枸。若干回跡水道捇定
1.B 

都有速种規定,例如 η9U9年 《英囝一美

目的地界水域奈釣》
’.°  和 196U年 的 《印度一巴基斯坦夫子印度河奈夠》怕° 在速种安排下

的做法區示出了首先在技木一致上解決同趣的价值°

59 利用朕合机构未解決有失囝穌水道的同趣的做法在 19U9年的 《遊界水域紊的》中扶

江明足特別成功的°
1“  些締＿.9方按照孩怭定第九奈把向趣提交珨回隊翐合獄合委員舍 <敢 委

9如  chauhan前 引#<上 文腳注n17),第 344-355頁°并參兄BMC︳ agett,“規定目跡水域

爭端第三方解決亦法的怭定概允”,The AmeⅡ canJou「 na｜ UflnternaIona︳ Law,

<Wash︳ ngton,DC),vo｜ 55(1961),p645,C怕 gett的 渦登根告直到 1961年 錯

束,其 中包括水道林定和一般性的解決爭端荼的°按照 C︳a9ett的 看法:

“洞查並示,全世界回隊 <相邰和相銼)水道中很大一部分由規定強制裁判或其他第三

方判次方式的正式楙定未解決管理和使用方面的爭端⋯...至 少六十六介國家已同一介或

多介同岸囝整,T了 上述怭放⋯...” (第 646烎。)

“’ Chauhan,前 引串,第 361-366更 ,并參兄上文胸注146引 途 C｜ agett的 一段文字°

‘.B 
兀上文算53段和胏注π37所 引Chauhan的 活°

..g 
特別兄垓荼釣第八至十奈,引 自上文 <第 一幸,E市 )玵第26荼 草案,ㄑ 3)放 (c)項

的坪站°

特別參凡奈的算8奈,第 4款 ,同 上,第 <3)放 (b)項
。

回怀敢合委反舍前加李犬主席JB〡 airSeaborn先 生在n99U年 3月 28日 在美國回隊法苧舍

年舍期同拳行的夫子跨界坏境損害小姐甘淹舍上的友言中,彈濿了在避免和解決回隊水

道爭端方面調查其相的重要性和扶木寺家的工作的价值°

�祪

畤畤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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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吋,翐委舍通常合成立一介昔泉委貝舍,吋情況送行技未砰价°
1’  這些委員舍則可能女

立技木委貝舍來捇助它●●的工作°

6U 例如在夫于八加李犬不列瓶哥伶比工省流入美回索兮州的 F｜athead河 的支流,Cabin

Creek上升呆煤〞的提案的案件中就采用了達种做法
。

在索犬李州內,「㏑thead河形成了回立冰

」｜公困的西界,垓公田“被放力是一介重要的好生媒求和自然遼戶匡,并被指定力若干特別匡,

例如得到了敬科文現象的回所生物田保留匡的地位以及被提名力世界遮戶匡等°’’
’s●  在 η984

年和 η985年 ,美 回和加李犬要求敢系舍就提袂中 Cab︳ nC「eek的 煤亦所涉跨界水辰和水I1.● 趣

肘
「
㏑thead河河水的辰士的效士造行申查并提出叔告⋯⋯

。

6η  村子送項要求,秩委合沒立了一介研究委貝舍,即
「
㏑thead河 回啄研究委貝舍,由 它

送行扶木評价以作力共常洪的基袖°垓研究委長舍包括了各半科的青泉,由 同等效目的美國和加

李犬成貝組成°控避三年多的里定工作和一致意凡的建立,研究委員舍向歌委舍提出了若干份根

告,而送些根告成力了村此事項作出坪份的重要技未基袖°
1.. 

根据技未委員舍的研究玲果珠

委舍走洪 :

力了使雨回政府确保在提快中不列棘哥伶比正省 CabinCreek的 煤分的事項上 19U9年 《遊

界水域奈幻》第四奈
is5 

的規定得到達守;

(η ) 目前界定和了解的煤才提案不予以核准,

(2) 將來的煤亦提案不合得到管制的核准,除非而且直到它能怔明8

(a) 日athead向 回妳研究委貝舍的報告中有匕姼合理肯定地決定出可能的跨界形晌 ,

而且其枸成的危險程度是丙囝政府可以接受的,

委員舍在其 《1983—1984年活功擬告》中指出:

“委貝舍并沒有犬蝁的故木工作人長,它 是依菲它的各种委長舍未執行其並芬°兩回政

府大成它挑遙和任用而回環有銓駩和最有能力的人士捏任各委員舍的委真°工程怖、科

半家和其他人士 (他們通常來白政府机构)組成各种目跡委員舍未送行所需的技木研究

和同研究參考資料有夫的其地二作,以及盟洲孩准令受到達守的情.9L。

“委員舍的工作得到了各种咨珣委員舍,研 究委貝舍和管制委長舍的捇助°”<駁委舍 ,

KK● 983—1984年活功報告》,算 8頁°)

兀秩委舍,《提洪中F︳athead河流域煤分的形晌》,η 988年 12月 (以 下赤力“
「
lathead擬

告’’
9。

研究委員舍在一份報告中提出
一
遠些救告的捕要,垓根告已作力附最B收入了

「
︳athead

報告。

奈的第四荼規定遊界水域“及方不得加以污染而碳害到另一方的健康或財戶〞°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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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村子
「
怕thead河流系統的巨群和生境不合造成彩晌或可以以有效而确定的方式

克分滅老其形晌,和

(3> 雨回政府將在這些的甘特下,肘于在 F㏑thead河上流協定和迸行合進的,公平的和

持久的友展活功和管理我略的各种机舍選行考慮°

62 琺委舍在其他案件中也采取了共似的程序°
1s. 

加李犬和美目的達种做法特楚地悅

明了在最初盼段將同趣提交玲寺泉以琱生其相并就技未手項提出救告的做法的价值.就 系

Flathead河案件那祥,吋子速种同趣寺泰將一升始即在外交一致上炎理同一同趣更易于送成一

致意兄°青泉姐的救告然后可以威力就有大水道回之同的同趣送威林快的解決方法的基地.速些

考慮因卡也可能肘 196U年 《印度河荼釣》的似,T人友生了形晌,按奈玓沒立了同 19。9年 《遊

界水域奈的》的規定相似的机枸和程序.

63 196U年 《印度一巴基斯坦大于印度河奈的》第八荼
’s’  要求淡立一介印度河常淡委

真舍,’
sB 

由兩回各派一名寺貝組成°算八奈規定寺長將足“在水文和水的利用方面的南致工

程肺”(第 1敏 )。 常放委貝舍逐近不止是一介解決爭端的排妘,寺 貝在所有秦的引起的事項上

例如參看瑛委舍大于以下逆界水域提交給它的案件中所采取的程序:

Skag忙河 <R。 ss水圾)(秩委舍,《1983┤ 984年活功報告》,第 1U更 )9P° p︳ ar河 (敢

委舍,《至 1982年 12月 吋的根告》,第 19更 ,和特別投告真的第四次救告,文件

A/CN4/4η 2和 Add1和 2,更 上文滕 注 1,第 87段 ),R沁 he︳ iau河 一一

Champ｜ a㏑ 湖 (駁 委舍,《至 1982年 12月 的根告》,第 n8天》 Us。Voos湖 (同 上 ,

第 η9更 》 StCr° i× 河,(同 上,第 2U更 ,琺委套,《η985年活功救告》,第 16更 ,

琺委合 《1986年 活功報告》,第 13更 ,和 翐委舍 ,《 η987┤ 988年 活功》,第 24

面),StMarY.s湍 流 (歌委舍,KKn985年 活功根告》,第 13頁 )9W。
。
ds湖 和 Rainy

湖 (駁委舍 《1986年活劫+R告 》,第 η3更 ,和敢委舍,《η989-1988年 活功》,第 24

更),些 然逐有大湖匡,翐 安舍編穹的几乎每一份報告都提到了犬湖匡。逐可參兄

Bourne,“ Medbuon.⋯ ..”前引卡 ㄑ土文胏注 ηη6),笫 η19┤ 22丌 )中大于朕委會吋

Co︳ umb治 河爭端所起的作用的討淹°

死垓奈的的各項規定,特別是一文 (第一幸,ε市)吋第26奈 草案的砰站中所引第八奈

第四欺,逐 可參兄 Garretso n,Hayto n和 °｜mstead,編 撰,前 引串 <上 文坤注 14>,

第 49n更 起各更中 RRBa× ter丐 的‘‘下he㏑duSBaS㏑ ”
一文中村此奈的,特別是其中吋

目前有夫鬥題的規定的甘站。

已故R沁hardRBaxte「推測 ,“ 印度河常放委員舍的构想來白美回一加拿大國跡秩合委長

舍”(同 上,第 471更 )°

——126——



代表他們各 自的政府,并“交流有失執行本奈的的一切手券⋯⋯”(第 η放 )。

64 垓奈的第九奈的拆趣是“解決分歧与爭快”,它規定印度河常波委貝舍位在“耿方之田吋

解秤或央施本奈的有 1.9趣 吋,或是有可能出挑違反奈的的÷其吋,”力求向趣得到解典 (瑋 1

放 >。 如委貝舍不能解共同趣,Jll垃汰力出班了“分歧”ㄑ第 2放 ).任何一方的寺貝可按照孩架

的附件 <六 >的規定,將比手項交付鈴“中立音象”,只 要送祥做的音貝放力垓 1.9趣 屏于垓附件列

出的 23榮 1.9趣之一°中立寺家將是南皮合格的工程肺 (附件 F>,第 2部分,算 4段 )°

65 根所第九奈,些 洶趣不屈于附件 (° 幵列的 23英 1.9趣 或中一寺家扒力孩“分歧
”位按

“爭洪”赴理 91,Jll位 汰力工出班“爭快”<第 2放 (b)項 )°
“
爭洪’’g按第九荼第 3、 4和第 S軟

加以及理.第 4放規定及方根括委貝舍向它們提出的根告送行放判,或如面因政府同意,可任

命調停人以怭助再回政府°根裙第 5放,爭快可提交給按照秦的附件 G次立的仲裁庭,如果耿

方同意仲裁,或如一方提出要求,放力元法通避談判或竭停解決爭洪,或汰力村方不正些地拖延

談判。

66 196° 年 《印度河奈的》淡想的程序因此包括好凡介阭段,最初是——就象 η9U9年

《逆界水域荼的》一祥——在一介由領域內寺家姐成的委真舍內力求解決同趣,邊介越程的下一

介盼段也涉及到寺家,速吋是中立的寺家°淡判,和環后的仲裁只是放想中的最后手段
。

69 目前值得研究的第三項怭定,——旦然主題与因哧水道元大——是 19田 年 η2月 6

日的 《回跡植物保#公約》,也是依菲寺家未解其美解拜或道用的同題。但其中所載解決爭端奈

數值得回跡法委員舍委員們參考°孩公的第 1奈指出其目的在于‘‘以共同有效的行功未防止植物

和植物戶品病虫害的支延并促迷其控制措施”(第 η放)° 公的第九奈規定如下g

第九荼 解決爭端

r.n 如果本公的的解釋或道用方面友生任何爭端,或某一坤玓囝政府汰力另一締的回政府

的任何行功不符合本公的 〔某些奈款〕規定的又夯,⋯ ...則 有夫國家政府可請求狼衣組球患干

一
任命一介委真舍未常理爭端事項°

“2 浪衣組取患干事位即同有大政府怭商,然后任命﹂介青家委員舍,其成長位包括達些

政府的代表°委貝舍位常理爭端事項,考慮到有美政府提出的一切文件和他种怔招°委員舍垃向

浪衣姐象志干卒提交報告,恩千卒再將根告特送有失政府和其他締的因政府.

“3 締＿.9回 政府同意,委 員舍的建洪星無不兵約束力,但粹作力有失各國政府吋于爭快卒

項送一步考慮的基拙°

“4 有失政府位平均分袒寺家的使用°”

68 在速神情況下,是 由第三方,狼衣姐參忌干事,而 非其一常故委見舍任命寺家小姐°

速种方法也道用于因防水道的情況,因豚法委貝舍可加以參考。吋于目前甘淹的奈款草案,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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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以走狼衣組玖恩子手 (可利用 《因穌植物保妒公勾》方面的篷證),不境挑划署恙千卒、軟

合回秘+長或另一中立的↑人或姐取°

69 第二獄值得注意的是,《回跡植物保妒公玓》算 9奈所迷整介解決爭端避程未提及張

終求堵約束性的仲裁或判決方法,而 只是將我有走快的非約束性報告遊送些卒方以及公的的其他

蹄的目°令瑞些

一

方nll根括青泉委員套的史快玵爭快

一

項鈴予“重新考慮毛 達种亦落可放前回家

利用所提供的程序,因 力送一程序不合造成有的東力的決定,同 時又可促使有失回泉根括委真舍

的走快解決彼此的分歧°其促功因素不仗在于些事各方按照第 3放所作的承苦,逐在于委真舍

的建快將提起恩子手以及其他幼的目的注意。《大稅及與易恩跡定》也采用了榮似亦法。

9U 《天稅及興易恩捇定》村解決午瑞的規定戌于算 22和 23奈.其中所列程序象思妳定

節約各國┐979年 11月 通述的諒解串作了“修t和改造”°
1s9

9n 根捃夫與思怭定第 22奈 (怭商),要 求締釣回“村子另一每的日就本怭定執行方面的

任何卒瓨提出的抗洪給予同情的考慮并⋯⋯提供道些的怭商机舍°”(第 1款 ).滋奈遜規定在元

法通逛林商找出合道解決方法吋,告 卒一方可清求夫田恩杯定締的回共同行功,就爭快事項“同

任何締＿.9回 些事方送行磋商”(第 2放 )。

92 第 23奈 <利 益的喪失或損害)算 2款規定村好的目同未能以及遊亦法解決的分歧邊

行調解。些手一方可將爭快提交締的方送行琱查并“向有夫的幼的回些卒方給予道舀建洪或視情

況就爭快作出我次。
”其隊上,爭端些乎方一殺均要求恢立寺家小組進行惆查并提出救告°美文患

怭定的小組成貝力三至五名絰思干事掙定的寺家,’
°° 以介人身分執行任每°

’.’  ′1979年涼

解中規定“小組成長最好是政府人貝”,但他們不位是爭端些事目的公民°
〕” 然而,非政府代

表的青家位召任取工作的人數日益增加,其原因部分在于夫寅恩捇定解決爭端程序使用的數i增

《夫于通知、怭商、解決爭端和盟督的涼解串》1979年∥ 月28日 的決定 (夫 興志怭定

《基本文中和有天文件第 26考 朴編》出售品編咢:GA下丁/198U-3),第 21U更起各

9〔 )°

η979年涼解卡第13段規定‘

“n3 方便于小班的放立,恩 干手泣保存一份非正式指示性名單,列 出在文易大系、銓

漆友展和思掛定所涉其他手項方面其一定資格并可在小姐任取的政府和非政府人長姓

名°......” ㄑ同上,第 2砭 瓦).

北1979年竦解串第14段 ,垓段規定:

“...⋯ 小組成長的逸掙位确保各成長的出立性以及充分戶泛的背景和絰驗°”(同上,第

2η 3更 )

1979后 味解中,第 11段 (同 上,算 2↑ 2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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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致需要拼充青泉名單°    ′

73 1979年 涼解串中規定:

⋯⋯小姐位村爭快事項作出客珧評价,包括砰价案情以及 《夫又恩捇定》的道用性和是否待

到遊行⋯⋯并位銓常同令瑞 些事各方磋商,鎗子各方充分机金來迷成彼此滿意的解決亦

法.1..

手其上,崁肋些手方送威彼此滿意的解決亦法是夫與恩掛定解決爭端程序的基本目林°小姐

的根告首先提交些卒各方,然后提交締夠方.后者通遊夫文志怭定理事會行事,一殺特通越小組

的投告并視愉兄作 出走洪或裁決°之后,鍗 ＿.● 方“村子走袂或我次的任何︴項不新送行盤

｜”
。

1° .

74 第 23荼 第 2款又規定,如果每夠方

..一...放 力情況十分尸重,可 以授叔一介成效介締的回些事方肘他方哲件道用

在些吋情況下宜于停止的城世妳法或袽定中規定的其他又多°⋯⋯’65

此种“很友性”措施在夫按忌怭定ㄞ史上只授叔使用避一次
’U6 

°小姐報告一殺均力爭端些手方

所接受或作力淡判解決的基蝕°

75 大興思楙定的解決爭端程序同本市前文所途若干怭定一祥,分 力一系列險段或梯次 ,

且相些依禎青家的根告和建洪。患怭定程序的一介狙特之焦在于由締的各國敢合行功來核准小組

的報告,作 出建洪或判決,并授叔執行措施°速种相曾于締的方舍洪的程序
’U’  使原來元約束

力的寺家小＿.n報告增加了份層。
19田 年 《因跡植物保妒公的》星然元此規定,但 以通知所有締

的目的方式促使些事方連瓜青家委員舍的技告
。

76 此赴泣提及的另一怭定力 1” 3年 η2月 9日 《大于形晌到一回以上的水力表屯工程

的公的》°
’s8 公約第 12奈其辰規定:將爭端提交因隊朕盟所放立的技水性机拍征求咨淘意

兄 :

1979年諒解串第η6段 (同 上,第 213頁 )°

η979年諒解中,第 22段 (同 上,第 214更 )。

算2放按下去規定,作力反泣措施肘泉的些字方可蛤子6U天的通知退出患林定°

兄1952年●●月8日 締的各園通越的有失美國乳制品送 口限制的決放 (大 田患協定,《基

本文中和有失文件,朴編第一千》(出 售品瑪母:GATT/1953┤ >,第 31更 >.

文件一奈款草案第7奈的案文栽有此种程序 (兀上文第三幸,B市 )°

1963年秘串長夫于“因陭河流的利用和使用所涉法律同題”的報告中,達項公的是在“青

鬥甘站回跡河流的利用和使用的一般性公夠”美別之下所列拳的唯一文串ㄑ《1974年

...⋯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59瓦,文件 A/54U9,第 6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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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奈

締勾回之同如友生有失公釣的道用或解猙 1.9趣 的爭瑞且未能由些手方直接解決或通兙其

他友好方式解決,Jll令 瑞些

一

各方可將爭端提交回豚琺盟所女作力朕盟各盟國通訊和迋輸手

項技水性咨洶組與的机物征求咨淘意兄,除非些手回決定或彼此決定采取他种咨拘、伸我或

司法程序。

系本市常查的其他捇定一祥,1923年的公的規定將爭端提交寺家小組征求客珧而元勾束力的意

北.達就江明了本世免早期回家已快氓到寺家參与回杯水道爭端的避免和解決逛程的重要性.

79 送里要提到的及后一介其例不是國家本身的做法,而是回坏銀行考慮提洪的回隊水道

項 目吋采取的程序.提快瓨目的回泉或世界銀行向其他河岸囝友出有夫通知后,達些回家可在一

定期同肉作答°
1U.‘

如果有回家表示反村,世界銀行可向道些案件中的狸立寺家征求意凡。
青

泉在項目提案的炎理方面沒有任何決策力丑,但如絰征求意兄,寺象的報告和錯站須先由世界傲

行的工作人貝加以申查,然后才能決定是否娃緣赴理°
’’U

78 許多最重要的回豚水道項目均由世界銀行提供鏟袋,因 此上述程序是水道回之同在提

洪的項目,亦 即本奈款草案所途“卄划的措施”方面特別有效的避免爭端赤法°力了本根告的目的

位垓指出,世界銀行決定項目提案所采取的程序提供了征求令家意兄的亦法,想必是放洪到技木

青泉能修林助力囝跡水道使用方面的其昹或落在沖突尋求解決的亦法°

79 常淡而非特放青家机构的特殊作用也不位忽略°与特放机构相比較,常淡的球合委真

舍可在長久吋日下形成工作大系,建立信任和有效的通訊渠道,并可肘有失回跡水道系統的特性

和狀況取得深一居的放研°在介別案件中,達就可能是成敗的決定因素°例如,B。 u「ne指 出,

阿宙汗和伊朗不接受赫/iN交德河三角洲委貝舍報告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孩委員舍的班威 (來 自不相

大回家的工程怖)以及編寫救告的短促吋同:”
’

⋯⋯委員舍人工程現羔而言元疑地十分有效且完善,但達祥的机拘是否有技巧
、傾向,

特別是吋同未調解根深蒂固的政治分歧?”⋯.赫 /i.更德河三角洲委員舍的銓螒說明了由有大

同流域目的回民姐威的常放秩合委長舍可能是更加有效的惆解分歧工具°
’’2

16。

19°

191

992

送一通知和作答程序与本奈放車來第三部分 :“ 卄划的措施”中所我程序放力相似

<《1988年 .....●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5更起各更)°

世界銀行,《╨芬手冊》,“並夯指示75U:回 防水道項目”(牛盛頓,199U年 4月 >°

委,Fl舍,絰阿富汗和伊朗怭洪次于195U年 9月 7日 ,報告公布子19S● 年2月 (兄 ㄍ┐974

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n9U更 ,文件 A/54U9,第 1U36—1U37段 )。

Bourne,“ Mediat)on...” ,前引串 (兄土文坤注996),第η2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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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根告第一璋有夫駁合体制管理的材料是以上錯站的另一正括°
1’ 3

8U 以上村某些國家和回妳姐絮做法的常查中提供的避免和解決爭端亦法特別很告長汰力

十分道合子回哧水道的利用和保妒同題,因 力遠方面的1.9處 常常依幸其兄調查和科技位用——撮

道宜由寺家執行的任芬°砵定中的某些程序將在附件二 <兄 下文
「
市)的 奈款草案中采用°其

中一些逐适用于下一市所迷的案件°

D 因坏組琢的工作

S9 目隊班玖在解決水道爭端方面也同本秦放草案其他方面一桿,村子其法律和体制的逐

漸友展作出了可貴黃敵°回防水炎源幵友所涉法律和体制同趣寺家姐在其報告中強調國阡水道利

用同題首先在技未虜面上加以常查的重要性并指出,穹查工作由現有駁合机构送行更加有利 ,

⋯⋯是因力每天都在赴理回怀水資源日趣并同其寺╨吋手打交道的具有青╨資格和至騷

的官貝最能姼整理和砰价犬量友奈的事其數据,叔衡科苧、工程和管理各方面的考慮因素°

⋯⋯而且,如果起屑能在幵始吋把重犬凍策叔授与直接參与的青家,就能最有效地縮小元夫

因素、包括同面情的同足元夫的政治因素的影晌°⋯⋯送祥,回 防水資源項 目或方案的工作

道到延侯或破坏的可能性就最小,工作价值遭到歪曲式淏解的可能性也最小。
”⋯.〕

9●

這就指出了“在水系回之向制度化的夫系中美各避免坤突的机合和程度”的重要性。
’’s

82 回哧法研究院 1961年在芛本茨堡通避的夫于“因怀非海洋水域使用同題 (航行除外)

的次快
1’° 主要肘新的項 目或使用所弓〡起的爭端提出了解決方式°垓次快第 3奈規定,使用叔

范田方面的爭放垃由些事回“塞于公平考慮,特別厥及各方的需要,以及其他有美情況”予以解

并參看日隊水姿源亓友所涉法律和体制同題寺家小姐的玲站,引 文班以下第81段°

《因阡水資源的管理⋯⋯》(兀上文肺注4<c)),第 457段 °Bourne村 加拿大和美國之

同的哥俺比正河爭端所表示的下列意爽与寺家姐的玲站一致 :

“⋯⋯哥俺比正河爭端的ㄞ史說明了騍合委員舍的优羔之一是同流域回可在其中強

烈指責彼此的梵羔而不牽涉到政府上厚机夫°事其上加拿大同美國政府上居机夫°事其

上加李大同美國政府村哥俺比正河并沒有尸重爭快⋯⋯同是在 <目 防取合了委員舍之內

逐漸消解,最終送成怭放,所根括的若干原則隨后威力 196n年 秦約的基砒°”<“ Media.

jon...” ,前 引串 (上文片注 116),第 122頁°)

旄丰久你先生的第三次救告文件A/CN4/346(兄 上文片注2),第 474啟°

兄Annvaire de ｜’〡nst tutde d「oit internatona〡 , 1961 <Base｜ ), vo〡 49, Part ∥,

pp38η -384,持 載于 《1974年⋯⋯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2U2丌 ,文件

A/54U9,第 1U96段 °

�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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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 6奈規定,些 某一項目或使用道到反村吋,“ 些事回送行淡判,以期在合理吋限內迷威怭

放”和,“力此目的,意兀分歧的回家最好咨淘技木青束,道 些時咨淘委員舍和有失机构以便送成

村所有有大方面環力有利的解決亦法”
。算 8荼建快末龍在合理時限內送成怭快的些寧各國持向

趣提交司法解決或仲裁裁決°最后,次洪第 9荼規定:             .

第 9秦

建洪与特定流域有夫的回家探討是否宜于沒立共同机夫未制9T利 用卄划,以期促送鎰游

友展并面防和解決可能戶生的爭端°

研究所的上迷次放承汰青家咨淘以及汲立秩合机构未管理回呠水道和邊克爭端解決爭端速商神亦

法的价值°

83 回隊法怭舍 《夫于使用回哧河川水道的赫本辛基規則》算 6章討淹了“防止和解決爭

端的程序”鬥趣°
1’’ 垓幸裁有十二奈規定,(算 26-37紊 )道用于“回腠流域盆地內水的一切

使用,包括航行、漂遂木材和消耗性使用,以及水域的污染°”
n油 垓章逐有一介趣力“組成調解

委長舍以解決爭端的示范規則”的附件,瑞助執行第 33紊°
’’9 

這些茶款已洋幼栽迷于施串與

休先生的第三次技告,π
BU 

速是俠摘要加以說明°

84 奈款中首先提及 《敢合回完章》第二奈第三項的〤券,其次指出,國 家的“首要”又奔

是依照各項道用奈釣 <第 28荼 )所規定的方法求解決爭端°之后建洪了旨在防止爭端 (第 29

荼)的 一組程序,速些程序除了非的束性之外,与 安貝舍第四十屆舍洪通迪的夫于本寺趣的奈數

草案第三部分所裁程序极力相似°接下去的六項奈款是向締的因提洪一系列分等象的解決爭端亦

法°因豚法林舍建洪有失回家首先次法淡判解決 <算 3U荼 )或將向是提交一介敢合机构 (第

31茶 )。 如果爭洪仍然存在,建以些事方尋求第三目、某一合格囡肝坦努鼓有資格人士的幹旋或

凋解 (第 32奈 )° 上速各种方法如果元放,則 有失國家位班成一介漞查委員舍或特女調解委貝

舍,后者按照上途附件規定的方式組成 (第 33紊 )。 最后,建快些事方遇到下列情況吋將爭端

提交特放或常女仲裁庭或提交因萍法院:曾 事方未能組成委員舍,狙成的委貝舍未能找出解決亦

法〕楚洪的解決方法未能力些事方接受,未能以其他方式送成怭快 (第 34茶 ).

’’’ 回吥法怭舍;《第五十二次舍洪報告》,前 引中 <上 文肺注38),第 498頁 起各更9井我

于 《1974年 ⋯⋯年器》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57歹 ,文件 A/CN4/274,第

4U5段°

算26荼評注第一段 (日 怀法怭舍,《第五十二次舍洪技告》,算 Sn7頁 )。

同上,第 531丌°

文件A/CN4/348(兄 上文胏注2),算 49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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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赫本辛基規則》力解決水道等瑞所建洪的送种分力若干“等級’’●ㄅ程序受到當家研

究
’B’  以及前任特別報告貝

lB’ 的重視。但至指出,些 事各國在尋求第三方怭助之前庄冬一切

努力耿方面地解決同題°
’B° 特別是位提供在翐合机拘內,或 至少由寺╨人反“常登”較低羞次

所作努站的机舍°及逆范時肉利用不同等級亦法在回家荼的方面有遊先例。
’B4 

兩名前任特別根

告貝或并基于上迷考慮而提出了分力一系列阱段的解決爭端程序°速些提案在下一市中構要說明°

E 前任特別報告貝的提廉

86 旄丰八你先生在其第三次技告中提出了題力“避免和解決爭端的原則和程序”的第 16

紊草案°
185 

垓奈首先表明國家有又夯和平地解決爭端 (第 1款 >,接看列出解決分歧和爭瑞所

依据的一些央廣性原則 <第 2款 )° 垓紊又要求有失回家思力琱和彼此的歧更,以求避免友生爭

端 <第 3款 )。 如果怭商和淡判未能在合理期限肉早致解決亦法,任一肖事日“均可要求成立一

介因隊渭查委員舍以凋查待決歧兄的相夫事其并提出報告”(第 4<a)款 ))。 但另一日可以‘‘召

集特別舍以,秣板淡判,期 同⋯⋯”不起達六介月,而將委貝舍的坎立事宜哲吋抈呈 (第 4放

(b〉 另面)°

87 第 16秦草案規定,目 睜填查委只舍組成后,其根告位作力些事各回之同重新淡判的基

袖,些 事目庄“努力送威公正和公平的消除攻兄赤法”(第 4款 <d)項 )° 六介月后如仍未能商定

消除歧兄的亦法,則可將爭班提交洱解 (算 4款 <e)項 )。 最后,如果漞解也不能解決分歧,除

非有道用的約束性怭定未仲裁或判次有夫回家之同的爭端,否 則,任何些事日均可“宣告送一事項

力目防爭端,并按照本秦款所附任掙程序要求吋爭端送行仲裁或判決”〈第 4款 (D項 )。

1印  一般更 《日坏水資源的管f工 ⋯⋯》 (上 文片注4<c)),第 五章 ,“湧停程序和爭端的解

次”,特別兄第 455段 。

兀旄牛久本先生的第三次提告文件A/CN4/348(上 來有注2〉 ,第 478-479段 °

兄旄丰無本先生的第三次根告,算 478-479段 ;《 回跡水資源的管理⋯⋯》,第五幸,以

及上文算 79段 夫子赤本更德河三角洲委員舍案件的甘站。

加拿大和美國因哧琺合委貝舍 <兄 上文第59-62段 )央妳上許可速失常查:技木“委長

舍’’的根告提交聚合委貝舍采取行功。并凡 η955年 9月 17日 意大利和瑞士夫于戶加偌

湖管理的怭定,其 中算 4紊 規定放一敢合管理委員舍,n922年 4月 ↑U日 丹友和德回

力解決失手德丹逆界水道和堤坱的赫定規定遊界水同是最高安貝舍有叔常查遊界水同題

委員舍的決定 〈第 2和 3奈 )(有赶的是,根括后一怭定,逆界水汽題委員舍一致通道

的夫于逆界水拭管理規章的決定卸元須穹核 〈第 6荼 ))°

文件A/CN4/348(又 上文弟注2),第 49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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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埃文森先生的第一次報告中提出的題力“解決爭端”的荼款草案第五章,其 中包含八項

荼款 (第 31-38奈 )°
’B° 第 3┐ 奈責成各回以和平方式解次爭端,并“放法以 《先幸第三十三

奈第 1項所稱之方法早求解決”<第 1欺 )° 垓紊逐保留以其他任何捇波解決爭端的效用 (第 2

放)° 第 32奈規定,解決爭端程序的第一盼段包含捇南和淡判,旨 在“送威公正且公平的解決亦

法”(第 1數〉,怭商与淡判可直接送行,亦可通述原有的駁合管理委舍,或通遊“些事各方所同

意的其他匡域或回妳机夫或机构進行”(第 2數 )° 根捃第 33紊 ,有夫回家可以“成立一介由合

格青家組成的涓查委員套來确定同爭端有夫的相夫事其,以利些事各方送行林商和淡判”ㄑ第 1

敬),也可絰怭坡后要求第三方撿助送行此种林商和淡判 ㄑ第 2款 )°

89 第 34奈涉及下一阱段,即惆解險段,曾 亭各方可能同意將爭端拆堵調解 (第 1款 ),

并規定了班威惆解委貝舍的程序 <第 2-4款 ),第 35紊規定了委員含的取黃和任夯,第 36奈

親定委員舍根告的效力及其發用的分袒°第 37奈涉及解決爭端的最后險段力“回跡法院、另一

日吥法庭或永久或帖吋仲裁法庭的裁定”,只 要爭端些事方同意垓程序°第 38荼 規定一介指定

的机物的裁定具有的東力和磯定性。

9U 特別授告貝汰力因隊法委員舍考慮旄串只本先生或埃文森先生提坡的解決爭端程序均

能有所助益°但他的意兄是解決爭端紊款本身不宜列入美辰性原則和規則
18’ 或列入成立委員

舍或其他机杓的程序或其他有失委貝舍取夯帥規則°
m8 

后者在特別振告貝看來潺于幼市卒

項,最好是由常洪本奈款草案的舍快加以考慮°埃文森先生的有失提某些然可作力逖玟前進的基

拙°送兩組提案都是完善的,因 此特別報告貝將在下一市他所提洪的奈款草案中大遣加以引用。

F 提快的附件

附 件 二

其兄涓查和解其爭端

A 央況琱查

第 η奈其兄凋查

1 其況調查位在任一水道回力了查明水道回履行本奈款所規定〤券的情況而要求之下迸

文件A/CN4/367(兄 上文串注3),第 2U7-231段 °

參看旄牛仄本先生提洪的算16秦 算2款°

參看埃文森先生長以的第34和 35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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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2 第 η款所指其況涓查可由水道因次立的道些墩合姐珠送行,如果沒有此种組球,可 由有

夫水道因掛洪組成的特快當家委員舍送行°

3 如果沒有道宜送行其況調查的翐合理參,有夫各水道囪又未能在其況惆查的要求提出后

六↑月以內怭洪班成特女寺家委貝舍,則垃在些事任何一方要求下次一惆查委員舍 ㄈ按照附最所

我程序〕°

4 凋查委員舍位決定本身的程序,所在地羔和其他一切行政事項.

5 水道回位向依照本秦款送行其兄調查的机构提供惆查和江救工作所需的一切工具和便

利°特別是位准奇自由迸入其領土以便履行任夯°

(1) 本附件第 1奈規定了共兄凋查程序,即确立力使水道目履行本奈款草案下的火夯所

需的其跡情況資料°与其前任提案不同的是,特別報告只將本荼列于附件肉的草狙一部分,因 力

其道用范固不俠限于“爭端”已然戶生的情況°
i69 

其跡上,水道因在有其況琱查赤法可菼利用

吋,預卄往往可消除村有失其現的任何疑同,班而避免爭端友生°

(2) 其況渭查作力雖妒目怀和平与安全的手段,近未在聚合目完章和加強敢合回作用特

別委見舍的工作中受到相些戶泛的注意°
’g。 向特別委員舍提出的夫子“駁合因在維持回琢和平

駁合國舍貝回根括完章第二荼第三項的和平方式消除歧兀的〤夯俠道用于“
爭端’’,其他

种美的分歧或鬥足不受此項規定制的,冬管可能位遵守國隊法的其他規則。團跡常淡法

院在馬夫洛馬提斯巴勒斯坦租借地集中確定是否根括 《巴勒斯坦委任統治串》第 26奈

具有裁判杖吋,肘“爭端”
一月定火如下:“爭端是指丙令人之同時法律或事央某一蕉的歧

兀,法律現蕉或利益的坤突”°En924年 8月 3U日 判決 《日所常放法院,A輯》,第 2

景,第 11丌〕°涉及“爭端”概念的其他案件如索非正和保加利工屯力公司案,1939年

4月 4日 判決,《日坏常放法院,A/B舞 》,第 77景 ,算 64和 83頁 ,北喀友隆棄 ,

1963年 12月 2日 判決,K(n963年日怀法院裁決集》,第 33和 34頁 9以及核試駩案 ,

1974年 12月 2U日 判決,((n974年 回萍法院裁決集》第 26U、 27U-299更°

兄特射委貝舍199U年舍以的報告 (《大舍正式圮最,第 四十五眉舍洪,朴繞第33母 》

(A/45/33))。 并兄 1964年 5月 1日 秘中表夫于其況涯查方法的報告 〈A/5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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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方面的其況淍查活功”的工作文件
lg, 

中,力 了垓文件的目的,定火其現調查力“任何 旨

在查明敢合國主管机构力有效地行使其在球持回妳和平与安全領域的取黃所需的必要事其而送行

的活劫”(第 2段 )° 文件中表示,其 況海查“位些全面、客視和公正”(第 3段 )“ 其況琱查困位

采用不偏不倚的方式杋行其任券。
調查困成長不得尋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朕合回主管机夫以外任

何其他些局的指示〞 (第 25段 )° 工作文件中又說 ,“ 其況調查因的目的是村寄其放得沒有佛兄

的、洋幼的了解”(第 5段 )。 此外 ,“送行其況媚查的次定中位規定明确的任奔,并列明吋根告

的确切要求。
報告位局限于說明事其”(第 12啟 )° 建洪其況惆查田“事有完成其任券所需的一

切自由和便利”(第 22段 )以及“《敢合國特叔和豁免公的》中規定的各項特杈和豁免
”ㄑ第 23

段 >° 最后 ,“位崁肋秘中表鴮制和更新各領域的青家名草,以 便隨吋可召清他們參加其玩琱查

困°他也垃在現有資源范田內維持和培券庄付緊急其兄凋查任夯的能力”(第 3U段 )°

(3) 評注第 (1)款 曾指出,第 1茶道用于水道因之同尚未友生“爭端的情況,也就是就

悅,因 豚和平与安全未受任何威肪的情況°而前一段所列拳的其他一切特性亦准用于本紊款車束

規定的其兄謂查活劫°

(4) 第 1款規定了任何水道回要求其況凋查的叔利°上文指出迂,力 了道用秦款草案所

裁法律規則而确立事其根括吋可能有必要采取速一程序。

<5) 根据第 1款要求其況涓查的水道回可以局限子那些由干有待為立的事其而受彩晌的

回家°但送一案件本身也舍引起一些同題,即 要求回是否其隊受到有失事其的“彩呴”°力了避免

送一向題,而且未受影晌的水道回通常也不合提出此种要求,特別擬告貝決定不列入土奈奈件°

(6) 第 2至 5款 涉及在第 1款 的要求提出后造行其兄渭查的机枃。其中規定調查可由有

失水道回放立的聚合姐球送行 (上 文所提第 26奈 <第 一章,E市 )肉 的規定),只 要垓机构根

据其組舉法有叔執行此一取券°如果沒有道曾的駁合組球,其 兄渭查活劫可由有夫水道回怭班組

成的特淡寺家委長舍送行°与回狋法委員舍在夫子目坏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碳害性后果的

回妳責任寺題鋼妻中所悅的方法相同,有夫回家“有〤券真斌合作,以便同受影吶回就惆查的安

排和范田送威怭洪,并就淡立調查机构一事迷成怭以°兩回均垃向渭查工作提供一切有大的和可

以得到的情根。
’’’g2 水道因有責任合作履行本奈款既定的〤夯,包括確立相夫事其,速項規定

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目、德意志磁邦共和因、意犬利、日本、新西

〨和西班牙提出的工作文件 (A/AC182/L66),特 載子 199U年 特別委長舍的救告

(兄上文胏注 129),算 68段°

夫子困杯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竹損害性后果的目盱責任青是鋓妻第2常 ,章 5段 ,凡

昆廷一巴克斯特夫于垓青是的第四次技告 (《 n983年 ⋯...年 荃》,第二卷 (第 一部分 >,

第 224烎 9文件 A/CN4ˊ 373,時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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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子第 9泰 <一 般的合作〤芬)。

(7) 第 3款規定位任一有夫水道目的靖求玫立調查委員舍°凋查委員舍只在元道些琺合

班取且些事方又未能在最初的其況湄查清求提出后六介月內洪定特放寺家委員舍組成事宜的情兄

下放立°波立程序不列入荼文,理 由已在上文作了解釋°但此神程序可依循下列方式3

故立惆查委員舍的程序

1 惆查委員舍位由三名委員組成:一名委長由提出清求的一介或一介以上水道因任命,一

名委員由其他有大水道因任命,第三名委員袒任主席,由 些事各方共同摔定°委貝位在放立洞查

委員舍的清求提出后兩今月以內作出任命°

2 主席人造如果未能在波立凋查委員舍的清求提出后四今月以內送成楙送,任何一方均可

靖求駁合回秘+米任命一名主席。

3 如果算 η款所途之一項任命未能在規定期限內作出,主席位在任一些事方請求下組成一

介草人涓查委貝舍°

以上奈款部分借鈭于 ↑972年 3月 29日 《外空物体所造成板害的回盱責任公的》第十四至

十六奈°垓公約第十六奈載有索賠委員舍填朴空缺的程序°如有必要本規定也可增添此种程序。

〈8) 算 4款反映了湧查委貝舍和涓解委員舍決定本身洪事程序的一殺原則°埃文森先生

在他的第一次親告村第 35茶 的坪注中涕明了遠項規定的一些依指°
’ge

(9) 第 5款第一句所根括的是本章上文甘淹的布敕恩奈約中例常載列的一項紊款°
iU4

第二句是一般性又夯道用于回怀水道其現調查工作的特殊需要°再种火券均受到評注算 (2)段

所逑駁合回完幸和加強駁合曰作用特別委只合目前工作的支持°
lg5

(1U) 其況渭查將引起安用°如果慎查活功由道些的取合生銀進行,有失安用大概是由垓

姐象的預其中支出°如果不由已有的絰象送行,則 必須村特放青家委貝舍或渭查委貝舍的升支陶

燕作出規定°速些葵用位如何支付的向是不易回答,而且可能超越了本家款草案的范田°但絰越

考慮后,特別擬告貝扒力至少提出某些嗨吋性提案供委員舍甘梵和修汀可能有些帝助°考慮到有

’g3 
埃文森先生在英坪站 〈文件A/CN4/369(兀 上文胏注 3〉 第四7段 )中 引用1949年

《和平解決目隊爭瑞修t思洪定串》第 ηη荼,η 957年 《歐洲和平解決爭端公玓》第 η2

荼,以及 《群小辛基規則》附件 :“組成涓解委員套的示茫規則”算五奈°并參看各項布

獄思秦的 (上文第 52段 ),速些奈約一般均栽有此柴規定°

更上文第52段和串注133。

特別兄這些坪站所引工作文件 <A/AC182/└ 66)第 22-23段
。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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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道目的情兄,特汲寺家委貝舍或渭查委貝舍的發用可由曾事回本身支付,有 時或可得到多遊

弄友銀行的支功°本砰淹算 (6)段 所提的青題銅要中規定,有夫回家“位在平等基詘上分拒調

空机椅的使用”
。

’.6 
送項一般原則也道用于目前甘站的情況°本奈款草案第 6荼“公平參加

”的

又夯特別可作力分袒出用方法的依捃°

B 解決爭端
1U’

算 2荼 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的〤芬

1 各水道因位以不危及回妳和平与安全和正〤的和平方法解決它fll有 失回隊水道 〔系統〕

的爭端°

2 有夫水道困鬥如未就有失回隊水道 〔系統〕商,T解決爭端的道用怭定,遠神爭端位按照

以下奈款予以解決°

評  站

(1) 第 2荼草案算 9款是以 《駁合回完幸》第二奈第三項力根指的°施丰爽本先生在第

16荼第 1款和埃文森先生在第 31秦第 1款 中都提出了美似的規定。

(2) 算 2款保持了狌立于本奈款之外但村有夫水道回具有的東力的可道用的解決爭端程

序的效力°“适用”是指垓捇定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吋夫子團隊水道的爭端規定了狸立的程序°

旄串只本先生提出的第 16荼第 2款和埃文森先生提出的算 31茶第 2款有美似的規定°

第 3秦 怭南和淡判

1 水道回之同如果就本秦款的解科或道用友生爭端,則 有夫水道回位冬速送行林商和淡

判,以 期公平地解決爭端°

2 第 1款規定的怭定和淡判得由有夫水道曰通逆它●ll沒立的合格眹合理珠直接送行,或通

道它們同意的其他區域或回隊組坎進行°

3 力怭助它們送行第 9款規定的怭商和淡判,有 夫水道因可按照本附件第 1荼 第 3數放

9蟡 音題鋼要第2市第7段 (兀上文胏注n92)°

’.’ 以下提送的奈款是以旄丰只本先生在他的第三次扳告,文件A/CN4/348<兄 上文腳

注 2)第 498段 中提出的第 16秦 (避免和解決爭檔的原則和程序)以 及埃文森先生在

他的第一次根告,文件 A/CN4/367(兄 上文肺注 3),算 2U7-223段 中提出的草案

第五章 (解 決爭瑞)第 31-36茶力根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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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涓查委昃舍
。

4 有夫水道回得絰怭洪后要求一↑第三因、一介姐象或數名令人怭助它們送行第 1放規定

的掛商和淡判°

5 有夫水道回如未能在六介月內通遊林商和淡判解決爭端,即位拆堵以下荼款規定的其他

解決爭端程序°

(1> 第 3奈 草案是以埃文森先生提出的題力“以怭商和淡判解決爭端”的第 32奈力根接

的°施牛與本先生提出的第 16朱第 4款 ㄑa)項反映了相同的概念。第 1數是以埃文森先生捉

出的第 32奈 第 1款 力根括的°“送行怭商和淡判,以期公平地解決爭端”的枸想未自1988年委

員舍一洪通逮的第 17荼草案第 1款°
’的

(2) 算 2款是以埃文森先生提出的第 32奈 第 2款力根据的°就如上文 <第 四幸 C市 )

指出的,駁合組玖往往得到授根未解決爭端或解決水道回之同出現的同題°第 2款逐考慮了在

某些情況下,需要進行 1988年 委員套一滾通達的奈款草案第 2↑ 茶所磷次的同接程序°
ngg

(3) 第 3款是以埃文森先生提出的第 33奈第 1款力根括的
。
确定相夫事真是任何怭商和

淡判遊程的一部分°按照本附件第 1款坎立的机制看未是道于迷到達項目的的,呈 然沒想中既

使尚未友生“
爭端”也可道用垓机制°

(4) 第 4款根括的是挨文森先生的第 33奈第 2款°荃于在某些夫于回豚水道的重要案件

中第三者的凋解友揮了重大作用,2°
° 此規定似庄包括在本奈款草案內,既使只在子提醒有失

的水道回在道些的情況下洱停所具有的价值°

(5) 第 5款所根括的是埃文森先生提出的第 32奈第 3款。垓奈中“在一段合理的肘同內”

一詞由明碗的六介月所代替,因 力就本秦款章棄第三部分所或有夫甘戈j中 的措施的程序而言,大

家同意達是一段合理的吋同,呈然在某些案件中,就解決爭端而言,六介月村子送行掰商和被判

可能大短,但特別報告只相信,要使得任何以下沂堵強制程序的要求——營如本附件第 4荼提

出的程序——具有意〤,定 出固定的時同是有必要°不然,既使在柲商和淡判已五然元法取得成

果的情況下,拆褚那些程序也可有巨舍因力逐沒有絰遊一康“合理”的吋同的理由而被拖延
。特別根

告貝特別攻迎委員舍村此鬥題提出意兄°

兀 ㄍ1988年⋯⋯年荃》,算二巷 (第 二部分),第 5n頁 °

同上,算 54頁°

可特別參看夫子因怀复共幵友銀行在印度河爭送中所起作用的甘淹 (上 文第5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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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奈 凋解

1 任何有夫本秦款的解釋或道用的爭端如未能按照本附件第 3奈 的規定得到解決,則有失

水道回泣按本奈款的規定將垓爭端提交惆解。除非另有怭快,有夫的任一水道團均得以串面道如

另一方或數方提起調解°                          .

2 惆解委貝舍位按照本茶放附表所規定的程序姐威°它將決定其本身的程序、單位地魚和

所有其他行政事項。

3 琱解委員舍位于其成立后十二介月以內將其救告提交些事各方除非些卒各方男有捇放°

委貝舍也位將一份根告副本遊交玲依本奈款附件 ｜第 7奈波立的符釣方舍快°其技告庄表明委貝

舍就与爭端事項有大的法律和事其鬥超得出的錯呆,并位記最些事各方送成的怭放,如未送成怭

放,則 散列委員舍村解決爭端的建快°

4 調解委員舍的根告村爭端各些事方不位具有的束力,除非些事各方另有怭快.

5 惆解委員舍的各种發用泣由些事各方以公平方式承扭。

6 些事各方在凋解避程中如未能就解決學瑞逛成怭洪、于收至!捐 解委員舍的報告后,庄根

据委員舍的報告再度送行淡判°

(1) 第 4荼是以埃文森先生提出的第 34至 36荼力根捃°旄弟仄本先生提出的第 η6奈

第 4款 (° 瓨也肘凋解作了規定,但不同于送些規定,第 4茶草案第 n款所規定的是強制性的

凋解——即等瑞些事各方必須沂堵惆解,呈然其錯果村它們并元的東力°送种亦法的构想特別未

白上文 (算 四璋,C常 )所描迷的夫貿思怭定的做法°

(2) 就象夫于惆重事其的本附件第 ┐奈草案一祥,第 2款并未府生成涓解委員合作出現

定,但提到了一份附最 (將要超革)° 挨文森先生提出的第 34秦第 2款至第 4款是送种程序的

一介很好的模式°第 2款第 2句 的作用与本附件第 1秦第 4款相同°吋埃文森先生所提第 35

荼的評注中提到了村此一規定的支持°
2°〕

<3) 第 3款是以埃文森先生提 出的第 35奈 第 3款和各項 BⅣan荼 約
2U2 

和 η982年

《敢合國海洋法公的》
2°3 

的有大規定力依指的°不避,它逐要求將慎解委員舍的擬告遊交垥坤

玓方舍洪°塞子已銓甘站的理由 (第 四章,C市 >,人們相信,遠碩程序星然沒有使垓根告具有

2°1 
兄上文胏注n93。

2φ 兄,例如1923年 5月 3日 《美洲回家避克和防止沖突荼的》(Gohd了a紊 的)第五荼°

2°3 
兄公幻附件五,第 7奈算1款°

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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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力,但 卸有功于使些事方遵循委員舍的建送。π9U7年 《和平解決回隊爭端海牙公＿.9》 <第 1

公的)規定目跡凋查委貝舍的報告“將在公升場合宣滾”(第 34奈 ),估廿達也是要送到同祥的

目的,即送一步放肋些事方接受報告。
(4) 第 4款反映了琱解委員舍的報告的正常性辰,即 它們只是建快性辰的,肘于各舀卒

方元＿●●東力°

(5) 第 5款是以埃文森先生提出的第 36奈第 2款力根据的。送方面相夫的遜有本附件第

1奈 的砰淹第 (1U)款
。

’°4

(6) 第 6款 的依据有各項 BrYan奈＿.● 2°s 
或 195π 年

常有的規定和施丰無水先生提出的第 η6奈第 4款 (d)項
。

解決爭端達一步的方法以前冬童利用淍解委員舍的授告°

《因隊植物保妒公約》中,2.. 通

速項規定是要鼓渤各些手方在拆堵

第 5荼 伸我

在收到本附件第 4荼 規定的涓解委員舍的報告的六介月之后爭端些事各方如仍未龍通遊淡

判解決爭端,任何些事方可將爭端提交任何得到爭端所有些導方接受之常淡或特女仲裁庭,由其

作出具有的束力之仲裁°

(1) 算 5奈第一項規定是以第 4奈怦梵第(6)款 中所列未源力依据的°垓項規定的目的因

此是要求些事各方在拆渚具有的東力的爭端解決亦法以前至少再度送行力期六介月的淡判°

<2) 第 5荼 并沒有要求些事各方將其爭端提交具有的東力的仲裁。特別報告貝同意他商

位前任,沂褚原先接受的爭端解決亦法或些事各方同意之特放程序更有可能攻得一般的接受以及

戶生爭端些事各方接受的錯果°旄串只/ix先 生提出村位規定 (第 16荼 ,算 4款 (° 瓨)是些

寧各方可“按照本茶款所附任掙程序要求村爭端送行仲裁或裁決吒 委員舍可能也愿意考慮速項赤

法。 .

特別兄法款提及的青泛鋼要的推最°

兀,例如n923年 《美洲回家避免和防止沖突荼約》第七券c

兄上文第67段所引垓公的的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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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本叔告引用的荼約
.

何  林

《立法文件》   取合國立法巫中,《有夫團跡河流航行以外目的利用的立法文件和荼的寨放》

<出 售品鴮景:63V4〉°

A/54U9    “有利利用和使用因妳河流的法律阿題”,秘串米的根告,特栽于 KK● 974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3更°

A/CN4/274 “有夫國跡水道非航行使用的法律同題’’,秘中米的朴充報告,特栽于 《1974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65更
。

.文
件按洲、年月順序排列。

┤�     功州

多 遊 奈 的

資 料 未 源

喀友隆、乍得、尼日本和尼日利工    敢合回,《有失團防水道航行以外目的利

夫子牙及乍得湖流域的公的和茶例    用的奈的:非 洲》, 白然資源 /水Δ刊

(乍得,拉密堡,1964年 5月 22日 )    算13咢 (出 售品編孝:E/「 84∥ A

7),第 8丌 ,構宴兄A/CN4/274.

第5η -56段
。

馬里、毛里塔尼正和塞內加/I..     駁合國,《有夫回坏水道⋯⋯利用的荼

建立亓友塞內加小河姐絮公約 (毛 里   的》,算刉 丌°

塔尼正,努瓦克肖特,n972年 3月

11 日)

喀羑隆、乍得、尼日/IN和 尼日利正:   同上,算 29丌
。

放立乍得湖流域委貝套幵表基金的怭

定 (喀美隆,雅溫得,1973年 1U月

ηU日 )

丙比正、
凡肉工和塞內加本 : 同上,算 42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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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于建立因比正河流域幵友姐你的公

的 (塞 內加休,考拉克,1978年 6

月 3° 日)

無守、喀友隆、乍得、象牙海岸、凡內

皿、馬里、尼 日本、尼 日利正和上沃

休特:

放立尼日/iN河流域管理局公玓 <几 內

皿,法拉納,η 98U年 n〕 月 2┐ 日)

取 逆 紊 的

阿拉伯敢合共和團和芬丹:

充分利用尼多河水域泌定 (亓男,

η959年 nn月 8日 )和夫于次立常放

駁合技木委員舍的洪定串 <升多 ,

η 6U年 ↑月 n7日 )

美  洲

多 遊 奈 ＿.9

美利里合森團、阿根廷、巴百、
’
=.利 、

同上,算 56万 9將 我于敢合國,《茶的

集》,第 22675景°

翐合目,《奈的集》,笫 453卷,第 51

英,摘要兄A/54U9,第 ηU8-113

段。《立法文件》,第 148更°

回哧駁盟,《荼的集》,第三十三卷,第

25苂°

BritiShand 
「
oreign StatePapers,

n9U8-19U9, vo｜ 1U2, p137,

《立 法 文 件 》, 算 26U万 , 摘 要

A/54U9算 1田 167段°

兄

哥伶比皿、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回、

厄瓜多本、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

斯、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与

拉〨和委內豬拉:

美洲回家避免和防止坤突奈的 〔Gon一

dra荼的〕(智利,圣地工哥,9923年

5月 3日 )

及 逆 荼 的

英因和美利里合森回‘

夫子加拿大和美回之同逆界水和迪

界向題的荼＿r,<牛 盛扷,n9U9年

n月 n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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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洲

厥 逆 秦 的

印度、 巴基斯坦和國怀褒共升友傲行:  珠合國,《奈的集》,第 419卷 ,第 125更 9

196U年 印度 河水奈 的 <卡 拉 奇 ,  摘要兀 A/54U9,第 356-361段°

〡96° 年 9月 ng日 )

孟加拉因和印度:           耿合回,《紊＿r.集》,第 1U66卷 ,第 3更°

大于共事恒河水并增大英流量的撿定

<送卡,1979年 11月 5日 )

歐  洲

多 遊 奈 的

保加利工、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男  敢合因,《奈的集》,第 33卷 ,第 181更 :

与尼正、馬克〨方雞埃社舍主〤共和   搐要凡A/54U9,第 47U-473段°

因、方堆埃社舍主〤共和回琺盟和南

斯拉夫 ,

多瑙河航行制度公＿●9<只 木格菜德,

1948年 8月 n8日 )

夫于和平解決爭端的歐洲公的 <斯特  敢合回,《奈約集》,算 32U卷 ,第 243

拉斯堡,n957年 4月 29日 )       丌。

德意志敢邦共和因、法回、戶森堡、荷  同上,第 994卷 ,第 3交 ,捕要兀A/

〨和培士:               CN4/274,第 138┤ 41段
。

保妒東苗河免受污染因怀委員舍怭定

(伯本尼,1963年 4月 29日 )

丹羑、芬〨、揤威和瑞典:       敢合國,《奈的集》,第 nU92卷,第

坏境保妒公的 〔北歐公的〕(斯德哥   279丌 。

/IN摩 ,1974年 2月 η9日 )

德意志敢邦共和團、法回、戶森堡、荷  同上,第 1124卷 ,算 375頁 。

〨
、

瑞士和歐洲堡渧共同体 :

保妒某苗河免受化半污染怭定 (波恩,

n976年 ┐2月 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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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之 奈 夠

奧地利一句牙利和威尼斯:        CParrv,ed,ㄒ heConso︳ idated

建立迪界奈約 (瓦 普里奧,1754   IreatvSe而 es(DobbsFerrY,NY,

年8月 17日 )                 UCeanaPub｜ icaIons, 1969), .

Vo｜ 4U, p2η 5°

奧地利和荷〨ε             同上,算 49卷 ,第 369更 °

確定的奈釣 <杋丹白露,1785年 n,

月 8日 )

丹友和德國: 回隊環盟,《各的集》,第十卷,第 2U1

解決德一丹遊界水道和堰堤向題的怭   更9摘要兀︿/54U9,第 556-563

定 (哥本哈根,η 922年 4月 nU日 )    段°

意大利和瑞士:            敢合因,《荼的集》,第 29n卷,第 213

夫子調市戶加堵湖的青幻(戶 加惜,    更9捕要兄A/54U9,第 721-729

1955年 9月 17日 )             段°

瑞士和意大利:             《立法文件》,第 859頁 ,第 235景 9

夫于旄珀小河水力的使用寺的 (伯 /i.尼 ,  攢要凡A/54U9,第 849-854段°

1957年 5月 27日 )

法目和瑞士:              Revueg台 n治 ra｜ededrU∥ internat)ona｜

大于埃莫松湖水力友兙工程的青約(錫   pub︳ ic〈 PaⅡ s)vo｜ └X｜ X(1965〉 ,

永,n963年 8月 23日 ) p279,捕要兄A/CN4/274,

第228-236段°

一 般 公 ＿.,

和平解央回隊爭瑞公＿.,<第 一公的)   JB Sc。 tted.theHa9ueConven＿

t〡 ons

<海牙,η 9U7年 ηU月 18日 ) andDec｜ a了ati。 nSofn899and1967

(Newㄚ ork.η 918).p41

陷城法規和刁慣公玓 (第 四公的)    同上,第 1UU歹
。

(海牙,η 9U7年 1U月 18日 ),和

附于垓公＿.9的 陪我法規和可慣韋程   同上,算 1U7頁 。

夫于影喃多回水力的亓友公的(日 內   因怀琺盟,《秦幻集》,第三十六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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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1923年 12月 9日 )         75丌 :捕 要兄A/54U9.第 68-78段

夫稅及文易思怭定 (日 內瓦,1947年   天文息林定,《基本文中和有失文件》,

┐U月 3U日 )              第四卷,《志怭定案文》(1969年 3月

η日有效)ㄑ 出售品鏞咢:

GA丁下/1969一 n)°

和平解其回隊爭端修,T恩 送定中 <鈕 ＿.● , 敢合國.《荼釣集》 .第 99卷 .第 1U1更°

成功湖,n949年 4月 28日 )

回怀植物保妒公的 (多 馬,n9田 年12  同上,第 n5U卷 ,第 67丌
。

月 6日 )

大于解決目籍法和住所地法之同沖突的  海牙回妳私法舍洪,《公約集 (η 9田一

公的 <海牙,1955年 6月 η5日 )     198U)》。

外空物休所造成嵌害的回豚責任公的   駁合因,《奈的集》,第 961卷 ,第187

(η 972年 3月 29日 在俺敦、莫斯科和   更°

準盛頓升放供筌署)

面帖火免危隆的野生功植物回隊興易公  同上,第 993卷 ,第 243更°

玓 〈牛盛圾,1973年 3月 3日 )

1949年 8月 n2日 日內瓦四公的大于保妒   同上,第 nn25卷,第 3更°

回跡性武裝沖突受堆者的附加以定+

<第一洪定串)(日 內瓦,1997年 6月

8日 )

1949年 8月 12日 日內瓦四公的夫于保妒  同上,第 6U9頁°

非因沶性武裝沖突受璀者的附加洪定

中 <第 二洪定串)(日 內瓦,↑ 977年 6

月 8日 〉

迓距南越境空气污染公的(日 內瓦,    E/ECE/1UnU°

1979年 nn月 13日 )

敢合回海洋法公釣 ㄑ牙男加,裝特哥只, 《第三次駁合回海洋法舍放正式記最》,

1982年 12月 nU日 )           第十七卷 (秩合日出版物,出 售品韝

景:E84V3),第 15n英 ,文件A/

CUN「 62/n22。

夫于保#美 氧居的緣也鈉公＿19(堆 也納,  坏境規划署,內 男半,1985年°

1粥 5年 3月 ” 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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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消耗美氧居物辰的蒙特利/tN洪 定中  坏境規划署,內 男半,1987年°

(菜特利本,1987年 9月 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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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于日阡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

根害性后果的目萍責任

〔快程項目7〕

文件 A/CN4/428和 Add1.

大于因豚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回跡交任的算六次報告

特別報告見胡利奧 .巴 /i.沃莽先生舞雩

ㄈ原文:英文 /西班牙文〕

En99U年 3月 15日 〕

段 次  更次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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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共 ηU奈草案 ”.........⋯ ⋯...⋯⋯⋯⋯⋯⋯⋯⋯⋯......⋯ ⋯⋯...⋯⋯.

B 有危隆的活功和具有韻害性效果的活功 ⋯⋯⋯⋯⋯⋯⋯⋯⋯⋯⋯⋯

幸次

一、有危隆的活功 ....⋯ ...⋯⋯⋯⋯⋯⋯⋯⋯⋯...⋯⋯...⋯⋯...⋯ ......⋯ ⋯..

A 活功清車 .⋯⋯............⋯⋯...⋯ ......⋯ ⋯⋯⋯⋯⋯⋯⋯⋯⋯⋯⋯..

B 改丐案文后村第 2奈必緅作出的修正 .⋯⋯⋯⋯⋯⋯......⋯ ⋯...⋯“

C 村第 2秦和其他一般規定的其他修正 .⋯ ......⋯ ⋯⋯⋯⋯⋯⋯

一

.⋯ ..

二
、原則 .⋯⋯⋯⋯⋯⋯⋯.......● ●●●●⋯⋯⋯●●....⋯⋯⋯⋯⋯⋯⋯⋯⋯⋯⋯⋯..

A 第 8秦 (眾 防).⋯⋯⋯⋯...⋯⋯...⋯⋯⋯⋯⋯......⋯ ⋯⋯⋯⋯⋯...⋯ ..

B 第 9奈 (姞儅).⋯⋯⋯⋯...⋯⋯...⋯⋯⋯⋯⋯⋯⋯⋯⋯⋯⋯⋯⋯...⋯ ..

C 第 1U秦 (不沒祝).⋯⋯⋯⋯⋯⋯......⋯ ⋯⋯⋯⋯.........⋯ ⋯⋯⋯⋯..

三、
9T工程序 .⋯ ......⋯ ⋯⋯⋯⋯⋯...⋯⋯⋯......⋯ ⋯⋯⋯⋯⋯⋯⋯⋯⋯⋯..

A 初步的考慮⋯⋯...⋯⋯⋯⋯⋯⋯⋯⋯⋯...⋯⋯⋯⋯⋯⋯⋯⋯.........⋯

B 村提洪的算 11至 2U奈 的坪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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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共 1U奈草案

1 村目跡法委貝舍上屆舍洪
1 

和犬舍第四十四屆舍放期向第六委貝舍
2 

就回隊法不如

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振害性后果的因跡責任鬥題送行的辨淹值得作一些砰站°首先庄些指出的

是,在速些辯站中提出的許多建洪,都可以反映在些時提出的共几紊最后案文內。此外,囝 隊法

委員舍某些委員在土屆舍洪就改穹第 1至 9茶提出的建洪一般未說村原來文有所改善°達些束

文是一次又一次起草的緒果,而每次起草都吸收了不同方面的意見,因此要忠央于速些意兄的愿

望呈然有時早致文字男唆累發,遠一蕉必須予以糾正°起草委員舍將得到 η988年提交給它常快

的共 1U荼草案
3 

的“正式”文本。
. 

它遜將收到 1989年特別技告貝在第五次根告中提出的

共九荼草案案文,5 特別技告貝在速些東文中沒法納入了在夫子遠原 1U秦草案的辨梵中提出

的惹兄
。
6 

起草委員舍遜舍考慮在 1989年的辦淹中就速九參提出的許多意見和文字上的有用

建洪°本報告附件裁有迄今力止提出的 33奈草案案文。特別報告貝在共九秦中的

一

些來敏的腳

注中,又增加了若干案文供起草委員舍采用,他在送些案犬中吸收了他汏力在 1989年的辨站中

提出的最值得考慮的那些意凡,甚 至逐有一些文字上的建洪°些然,速不阻璕起革委貝舍也常快

提汊的其他修正,甚至是它想提出的另外一些修正意兄°

2 如果目前提交回沶法委員舍常洪的各項修正意兄族得接受,將有必要更改附件中提出的

荼款的原來寫咢°如果作力第 1。 奈草案主題的“不歧視原則”的提出怔明是可以接受的,革來的

第一和第二章逐舍包括 πU奈°夫于用活的第 2奈必須作出兩种修改‘第一,必須作出修正,使

送一荼道垃界定危陸活劫的新方法 〈新的 〈a)至 (d)碩 ):第二,根括最近各項辯站提出的意

更并在造一步穹洪送今青是后作出的修正<(f)‵ (g〉 (最 后一句)、 (h)和 <k)和 (n)項 )°

B 有危隆的活動和具有韻害性效果的活功

3 夫子有危隆的活功和具有振害性效果的活劫是否位分升穹洪的河題 已至甘站遊°特別投

兀 《1989年⋯⋯年荃》,第二卷 (韋二部分),第   丌,算 335-376段°

兄“秘+赴瑪穹的犬舍第四十四屆套洪期泀算六委貝舍甘站回哧法委貝舍擬告的青題摘要”

(A/CN4/└ 443), 第 175-2UU段
。

更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9天 ,第 22段°

同上,算 21丌 ,算↑U1段°

《1989年⋯⋯年整》,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万,文件A/CN4/423,第 16段°

由于回阡法委貝舍次力夫子參馬的算8奈 不需要而將其划除,因 此遠nU奈 目前減力9奈

(《 n988年 ⋯..;年 些》,第二巷 (第二部分),第 2U丌 ,算 9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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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炅根括村遠介同題的送一步常洪得出的錯站与他在恩錯因跡法委貝舍上屆舍放有失本寺題的討

淹吋所概述的初步錯站差別不犬。
’ 他汏力,速兩美活功的共同特征多于它們相昇之爽,因 此

人們不妨考慮是否可能以熒似方式哭理它們的后果——換言之,將 它rll且 于車一的法律制度之

下。歐洲委員舍夫于坏境碳害的賠儅規則草案
B 

其跡〦是7理 危隆活劫的賠儂責任鬥

翅,9 它逐涉及因持琴污染而造成根害的活功,但五然沒有×l送 些活功所位得的湛律待遮和意

外造成污染的活功所位得的法律待遇加以匡分°
’°

4 可以采取的另一介模式是世界坏境与友展委員舍坏境法青家姐似,T的 大于坏境保伊与持

臻友展的法律原則和建逑
11 

°速一模式匡別了造成“可現”跨界危隆的活劫和文豚戶生“可現”

跨界根害的活功°而遮再种活功都有不同的法律待遇°戶〤未悅,前一种活劫相些于正常洪的奈

款草案中“有危險的活劫〞,后 一种就是所渭的——因沒有更好的名詞  r.具 有損害性效果的活

劫”°上迷原則第 1U奈’2 
只規定起源國有〤券“預防或減老任何跨界干扰或送种干扰所造成的可

現碳害的五著危隆,即并非擎徹或不區著的板害”,但送是一項普通規則 (即禁止造成跨界版字或造

成遠种板害的危隆的規則)力 了使上迷兩种活劫可被視力速項普通規則的例外,預 防或減少源于速

种活功的撮害或危隆 ㄑ視情況而定)的 發用必須超遊送种預防或城輊工作所帶來的利益°

《1989年⋯⋯年鈭》,第一卷,第   頁,第刉刉次套訣,第 32啟°

不境碳害蛣借音家委貝合力提清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注意似汀的草案。死歐洲委員舍,法

律事券斤鏞雩的秘串赴各忘暴 (CUCJ(89)6U)° 斯特拉斯堡,1989年 9月 8日 °

垓規則草案庭力“坏境板害的賠儅摡則’’;但 由子它不是青ㄇ涉及送希振害,寺家委員舍怀

疑它最這些的杯足是否位力“危隆活功所造成碳害的婄儅挑則”(同 上,第 η7段 )°

在等家委員舍就速一同泛拳行辯站期同:

“人們也怀疑,規則草案似洪的民事賠借黃任制度是否只垃道用于意外或其他突友事

故造成的損害,或也位道用于持璜污染造成的碳害°主教第一神方法的人厲于少數,他

們里持放力除了在意外的情兄下,正 明在振害与可”因子一介或多今銓當者的事件之同

存在因果夫系是板其因堆的⋯⋯

“呈然根捃這些規則因持緣或掛合污染造成的某些板害未必荻得賠儂,除非能姼充分

怔明送是与一介或多介侄管者的活功有充分翐系,但最終逐是決定送祥一神情況不能成

力排除非意外碳害的理由°〞(同 〦,第 15段 )

.l 
兄 Enˇ irUnmenta〡 Protec● onandSVS｛ a〡 nab｜ eDeve。pment └e9a｜ Plncip｜ eSandRe←

ommendalionS (└
。
nd° n, Craham&T「 otman, ↑9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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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此,相 同原X(l的 算 11奈焚理有危隆和涉及國家的活功‘

↑ 如果一碩或多項活功因跨界干說而造成戶生可視嵌害的昱著危肚,.如果金盡的技

未和社舍銓游安用或在預防或減少送种危險方面的利益的嵌失近近超遊速种預防或減少工作

最后帶來的利益,送行或允許送些活功的回家垃保正,如可視碳害友生在別日本國管特的地

區或在別國或在本回管培范田以外的地匡,它特肘送种插害作出朴撐°

2 一日位保怔肘它送行或允許的活劫戶生的跨界坏境千扰所造成的可現散害作出賠

借,不站是否原先知道這些活劫舍戶生達种干就°
’.

達一奈照麼到所渭“特大危隆性活功”,村批堆遠种活功的國家施加了尸格的賠借交任.

6 青家玨以堵如下列荼約作力速种尸格賠借黃任的根据:π 992年 《空同物体所造成韻害

的因昹責任公的》
’. 

以及 1g,3年 《阿根廷和馬拉圭之同夫于拉普拉塔河流域及其海域的划

分的奈的》
15  <夫

于水污染的第 5n秦 ),但它指出起源因得村幵友者或銓菅者龍加一种尸格

賠借責任,以便履行其〤夯°光了正明送一解決亦法,寺家組引迷了在特別技告貝救告和回隊法

委員舍辯站中已一再提及的多項公的:1952年 《外回又机村地面第三者造成損害的男馬公

的》,1°  《核碳失賠信責任公＿●9》 ——n96U年 巴黎公約及其 1964年 附加快定半,’
’ 朴克

196U年 巴黎公約的 〕963年 《布誓基本公的》
’B 

和 ↑963年 《維也納公的》
’. ;n962年

《夫于核有告只操作者的賠信黃任的布害塞本公夠》
2°  η969年 《夫于油污碳害民事責任的固隊

公約》
21 

以及 η976年 《夫于 ExI曷 探和丌呆海床亦物資源而造成油污碳害民事責任的伶致公

同上,第 8U英 。

駁合回,《奈的集》,

｜N下A└ Derechode

第961卷 ,第 n87苂 °

!a㏑ tegracbn(匚 venosAireS), V。  Ⅱ, No15, March1974,

96

99

18

9g

p 231, ｜nte「nationa︳  Le9a｜  Materia〡 S ( l/Vash〡 ngto n, D C〉 , v。〡 13 (η 994),

p251°

駁合目 《秦的集》,第 31U卷 ,第 181更
。

《核能方面第三者責任公的》 (巴 黎,ng6U年 )(同 上,第 956巷 ,第 251更 )和 附加以

定串 (巴黎,1964年 )(同 上,算 325頁 )。

︳AEA, ︳nternati。 na︳  Conˇ entions re｜ atin9to Ciˇ i〡 Liabi itΥ fo「 Nuc｜ ear Damage, Le＿

ga〡 Series, No4Reˇ ed (Venna, 1976), p 43。

《夫子核撮失民事責任的堆也錡公勾》 (多白也納,η 963年 )<磁合回,《秦的集》,第 1U63

卷,第 265頁 )。

︳AEA,前 引串 (兄 上文騰注18),算 34丌°

駁合日,ㄍ秦的集》,算 973卷 ,算 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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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家小組逛指出:

...⋯ 夫于孩能的和平使用的茶約的一介特羔是,它們都村裝里回或船旗回規定瓜扁和朴充賠

催責任,即汰療于和朴克裝丘或船只的銍菅者或所有者的首要賠借責任的賠儅黃仟,以保怔

孩根害的朴儅送至奈約所攻想的賠管上限.....′

換言之——速是回家在囝萍一致的尸格賠伴黃任 (因果賠偕責任)的 一介重要先例——回家完全

將 自己且于私人生當者的地位,在 回豚一致肘絰菅者元法支付的某些數額久起尸格賠催女任°音

家小組逐提到有大批回家已將尸格婄伴黃任的概念納入它們的國內法,并表示送是回內法的一介

逐漸形成的原則的怔明,而 速介原則已在 《國豚法院挑的》第 38秦 第 1款 (c)項得到确放

(所有速些站焦在鬥迷本淹題述程中已道些地提出)。

7 寺家小組通遊的原則第 η2荼則及理另一种活功:

1 如果一國正卄划送行或允許一項活功,而速項活功將早致跨界坏境千扰,它所造成

的板害是可現的但卸通近低子全壺的技木和社舍銓洴發用或在了防或減少速种千扰方面的利

益的損失,垓 因泣就送行送种活功的公平的技木和財政荼件,与 受影喃目弄展淡判°

2 如果在幵始淡判后n8介 月肉或在有夫回家快定的任何其他期日內未能根裙公平原則

迷成解決,爭端垃在任何有夫國家的要求下,根据算 22秦 算 3和 4款 規定的荼件提交凋

解,并隨后提交仲裁或司法解決,以便校捃公平原則迷成解決°
“

青家小組在村第 π2奈送行砰拾吋指出:

本荼沒想的跨界千城可能是涉及可現碳害的污染情況,如要避免之神情況,只 能完全終止或

放弈本身是高度有利但卸造成千扰的活劫..,⋯朽

8 速兩种活功的不同法律待遇的根据似乎如下:如果在預防意外方面給予垃有注意的〤芬

已絰履行,并肘其怀造成的碳害造行了賠儅,有危隆的活功是祝力合法的°

青家小姐在村第 ┐2奈進行坪站時送一步指出:

正如已垤指出,如果已銍采取一切可能的了防措旄以冬量減少危隆,算 n9荼 第η款所爽

理的那种有危險的活劫可視力合法
。

正如我們也知道,進行政允許特大危陸性活功的國家必

須拂保在可現的域外振害尹生時作出朴借°遠其防止不遊是合法地蛙璜送行一碩特犬危隆性

” VNEP, Se〡ected 
、

6uh〢 atera｜ 下reaties in the 
「

ie︳ d 
。
fthe εnvi「 onment,  Reference

Series3(Nairobi,  η983), p 474。

幻 Enˇ irUnmenta｜ P了

。
tect° n......, °pCt〈 footno㎏ ηnθ boˇ e), p82°

同上,算 85-86丌 。

同上,第 86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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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功所必荻付的公平公正代价,而達項活劫恙的說未仍泣視力枚其有利的⋯...小 ‵

有夫些事回將沒有〤夯汀立一今特別制度,因 力似洪的奈款已就送介制度作出規定:如果已泣有

地注意采取預防措施,但仍然戶生韻害,則遠种碳害將以尸格賠管責任方式朴儂°另一方面,大

于在正常迋作情況下戶生撮害的活功,寺 家小組坪站悅:⋯⋯因此,冬管活功將造成域外韻害送

介事其,但卸不把它視力明區地非法或明昱地合法,反而規定有〤券就可以送行活功的公平荼件

迸行淡判°
η

不俠有〤多送行淡判,而且遜有一項机制,如果道循速項机制,些 事因之泀必定合力管制孩項活

劫,T立 一介制度,而根据第 η2荼 的含又,達一制度將要規定村造成的碳害作出賠儂°

9 速里提到的奈款似乎是以上迷的基本原理力根括,速一原理何迷如下合在國防其我 中似

乎有足姼的根据,可 以汀立一今夫于尸格賠僗責任的普通制度,以 管搭有危隘的活功,使有失目

家元須力每一种活劫,T立 一今制度。就其他活功未悅,則似乎沒有足移的根捃ε

⋯..,普 遍扒力將尸格賠儅責任原則——以及它所意味的利益平衡概念——道用于的魂造成可現城

外板害的活功,比將垓項原則道用于“伋俠”有第 ↑可奈第 I款所沒想的造成拐害的區著危麼的活

劫,在很犬程度上更具革命性°
m

因此,青家小組在評站中指出第 12奈 的茫日沒有那么大,它 只規定些事日有〤夯就一今制度和

一項相位的机制送行波判——冬管如此,我們在數早吋曾表示大家似乎都大力安威將垓項尸格賠

儅責任原則道用于送神情況,因 力垓項原則也可視力在 《回怀法院規的》第 a8奈 第 9敖 ㄑc)

項的意〤范田內族文明國家承V、 的一項目內法普通原則°
m

1U 元站如何,不 能仗俠因力垓套規范通常不將具有拐害性效果的活功道用于尸格賠儂黃

任制度,而汏力上文意味著垓套既范村具有振害性效果的活功比吋有危陸的活功技力克犬°恰恰

相反,只 要垃有地注意采取措兌,有危隆的活功是合法的而具有韻害性效果的活功則在些事回之

同洪定的一介制度生效之前,仍房非法。因此,必須尋求一項机制,以解決些事回之向可能戶生

的任何分歧,并 以近乎白劫的方式確定如何力速种活功汀立一介制度°

11 特別報告貝愿意接受回肝法委只舍可能作出的任何送掙。一方面,他扒力各因很堆洪

定一介者如上述第 12荼揪洪的我們別刡平站遊的具＿r,東力的爭端解決机制 (一 ↑其其正正強求

一致的制度),作 力在它們管特或控制范園肉送行的活劫厲于合法的先決奈件°各因不應接受速

美案件是介障磚,送一障得瀣常在因豚夫系中出現,以致根本不值一提,而 回阡法委貝舍一些成

同上°

同上,算 87頁°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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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也不安成在本奈款第 1荼所途的可能進行的活功升始吋,就使超源回被大多法律手埃困扰°

另一方面,如特別救告貝在前一次報告指出,他肘一項确其舍在正常操作遊程中戶生碳害而非因

意外而戶生板害的活功被形容力“危險”
一蕉有所保留,呈 然歐洲委員舍的規則草案似乎是速祥

做°他指出速些規則草案
UU 

是青ㄇ赴理賠偕黃任鬥處而非預防 .9題 ,而速兩种活功的主要分

別就在子此°

12 其怀上,達丙种活功的主要分別就是在預防方面°預防措施有丙科:<a>預防意外表

生的措施 <或道些手段>,(b)一 旦友生事故吋旨在遇制或冬遣減少影咱的措施——送榮措施將

在下文洋加鬥迷°就 <a)美來悅,韻害和事故尚未出現,就 (b)哭 未悅,意外 (有危隆的活

劫)或嵌害性效果已銍融表 (具有碳害性形晌的活功),但碳害尚未能以數量表示,因 力可采取

措施以遏制或減少影晌,而嵌害最后可能比沒有采取步驟吋付原未影咱所造成的碳害少°在穹快

中的兩种活功的分別在于:就有危隆的活功未號,在第一介險段已絰采取預防措施,即使大家都

知道意外元站如何都可能舍友生°損害是意外的玲果:即使絰菅者已至采取位有的預防措施,但

嵌害仍然是他元法避免的°就具有韻害性彩晌的活功未說,如果采取了迢些的預防措施,速些形

晌是不合戶生的,因 此碳害在原則上也不合戶生°

13 土面所迷就是兩种活功在預防的第一介盼段,或方面的情況概要。在第二介險段——

即意外已絰友生或影喃已絰魼友的盼段——謎兩种活劫之同似乎沒有什么分別°一介在某种程度

上受歐洲委員舍規則草案肩坡的可能性就是將第 n秦所迷的丙种活功予以E分 ,而 且就具有碳

害性影晌的活功未悅,規定确有〤券就一介制度送行淡判,以便汀立可以送行速种活功的紊件 ,

或如先前申明的,“規定有又芬就可以送行活功的公平荼件送行淡判吒
卸

η4 另一介可能性是村送兩种活功和其你的影咱進行比較,因 力它們之同有扱其相似之

爽,并指出在送兩种情況下,有夫回家不站是否有因防生象參与 (祝 情況而定),都必須相互通

知、提供資料和林商,但只有些損害已至友生而且可以根捃因果夫系”答于有失活功吋,“硬性”

〤夯才套戶生°就預防未悅,達似乎是合理的,因 力星然送兩神活功是有分別,但規定先生回昹

社舍核可才可送行一碩活劫其隊上是不能想象的.同桿,就 它是否合法的同題把它置于中同越渡

狀念其柝上也是不能想象的°在等候良机之阡,解決的方法或許是社些事日履行一項倚車〤夯 ,

在一項活功區示有損害性影喃的述象吋,必須相互怭商,如本紊款草案規定在涉及有危淦的活功

吋必灰送祥做°就送种活功的賠佳責任束說,它似乎位与有危隆的活劫的暗儅責任一祥,因 力半

竟我們的荼款草案并沒有自劫施加尸格賠儂責任,它不遊規定有又多就所造成的撮害的朴倍送行

淡判。速是人們可以就速兩种活功提出的走科要求°

sU 
死上文肪注8。

卸 上文算8段所引杯境法寺家小姐呼注的搐暴 (兄片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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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幸

有危麼的活功

A 活劫清單            .

15 位些記得國妳法委員舍和第六委員舍一些友言人曾表示安成包括第 1奈所涉及的活功

的清車。
盤于速祥做有若干缺蕉,一些代表汰力幵列一份炅活清車比較可取,送份清車可以由一

介寺家班不時,T正 ,而任何修正都舍提交各回政府核可.其他代表則建快幵列一份只作指專用的

清車°幵列清車的一介元比好赴是它將确切界定草案的范田,使它更容易力各國所接受,因力各

曰都舍知道它的今后的賠借責任的界限°隨后夫于送介概念的辦站的走向區示,丹列清車的想法

仍然絰常出現,得到回吥法委員舍和犬套很多人的支持°但是,有人仍然提出反村站羔,例如 ,

力歐洲委貝舍似,T的 夫于杯境振害賠儅的規則草案,最近已排除了幵列活劫清車的可能性°如以

上 (第 3段 )指 出的,垓規則草案基本上是夫于危隆活功的民事賠儂責任。男一方面,孩 革未

主要是根据危陸物廣的概念未界定送些活功,B2 并于規則之后附列這些物辰的清草,以及爽

置它們的方法:赴理、貯存、生戶 <位 些指出,要 象正常快的奈款草案那桿,包括剩余生戶 )、

卸下、以及其他美似操作方式°它逐包括:使用生戶危隆性輻射的扶未的活功,將基因改交的危

隆生物或危隆徹生物引送坏境,并絰菅度料赴置坎旄或地魚°
a. 

咳規仄i草 案錴而把危隆物疲

界定力時人或財戶或坏境造成五著危膛 (注 意‘如我們的草案一祥,昱著危隆一同意指吋一介危

隆目的接受)的 物辰,例如目前甘站中的規則的附件 A所列的易燃和腐蝕性材料、炸葑、氧化

刑、刺激物、致癌物、琇交物、以及有毒、村生念有毒和琇交放射物辰等°其他一些物疲則列于

附件 B° 垓規國i草 案逐指出,可能曾一神物辰以某种數量或漆度出現象在它可能大于的某种危隆

歐洲委員舍的草案是以其他文串,特別是迋翰方面的文串力根括的:

〃至于其他文中,特別是在迋幹方面,核心是由危隆物辰的逼作組成°速些物辰現根括因

隊公次分美界定法界定的一些特性 (毒性、
......)視 力危隆⋯⋯”<歐 洲法律合作委貝舍

(89)6U,(兄 上文胏注 8),第 12段〉
。

危隆性窄射和基因改交的危隆生物表危啥做生物,元疑逐有在速些女旄爽理的疲料,都

可以雇手牞廣送介戶泛美則,但 這些等家放力把它們放在男一共別比禁恰些°倚言之 ,

這些活劫之所以危隆,是 因力它●〡Π同物廣、做生功、基因改交的生抽或廈料的焚理有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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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情兄中出現時,才把它定力危淦物廣°
“ 接看,垓 草案界定因基因改交而可能有危隆的生

物和危隆的微生物°

16 遠介模式是僥有趣味的,而且也許吋一項全球公的,比 村渚如裁于歐洲至委舍夫子跨

界不境影晌評估的鋼要怭定草案
ss 

的活功清車更力道合°垓模式有技大炅活性,但卸允許奈

款的范田有相些有的准确性°它也消除了回妳法委貝舍迄今一直赴理的那种公約所不能避免的一

些模稜丙可的地方°例如,在正常波的紊款草案內,“ 明昱”<或“昱著”)相村子“危隆’’H兩种意

又:它 是指造成跨界損害的可能性高于正常的危隆,或俠幸常查事其就可以察党的危隆。何言

之,“ 明區”是形容一种在人美活功中不俠高于正常而且可以易于看到或預兄的危隆.如果有一份

幵列各种物辰的清革,則 不必提及第二种意又,因 力仗仗絰費者正在炎理一种危隆物辰遠介事

其,就足以告告他——并因而苦告起源因——使他知道可能要受某些又芬的東,放而使他必須迸

行常查和平价,但迄今只是些危陸在筒車常查后友党是“明並”,才須送行送种常查和砰份.大 于

第一种意又,如果在概念与形容力“危隆”的活劫所赴理的危隆物反之同建立一种大系,事情就舍

好外得多,因 力情況是速种活功造成跨界碳害的可能性原則上高于其他的活劫°

17 夫于炅活性較犬的向題,垃予指出的是所升列的危隆物并非洋冬元遠°一方面,如果

包括那些使人村用到它們的活功有所怀疑的物辰,則逐需看看跨界損害的危陸是否真正存在。另

一方面,可 能有些物辰沒有列在清草內,但也知道它們舍戶生同祥影晌,在遠神情況下,用到它

們的活功可祝力在第 n奈的范田內°

B 改与案文后村第 2奈必須作出的修正

18 力了更清楚地想象一介列出危隆物辰的清單制度如何逼作,下文列拳了各項修正°如

要在正常洪的奈款草案的一般規定中包括速份清草,就必須作出這些修正.在新的第 2荼 (用

活)中 ,共 四碩如以上所描迷的,朽成界定“有危吐的活劫”制度°其他各項則如上面涓迷的方式

作出相位修改°不用悅,速些案文仗厲暫時性,因 力其最后措洞須与寺家怭商揪,T° 但是,歐洲

委見舍的規則草案可以作力它們的叔威性先例,使我們能姼更切央地迋用這些概念。

19 村第 2荼案文作出某些修正是沒有同題的,因 力元站如何,根括目防法委員舍所表示

s. 
送↑概念与正常快的奈款草案第2券 <a)項 的概念相取 由于本身固有的特征或由于使

用地焦、媒介或方式而戶生危麼的物品°在一艘船上集中 2UU° UU吨 石油是危麼的,因

力送是赴理方法的同題——換言之,速艘括可以失事或友生意外,×i海洋和附近海岸造

成文瑋性后果°

°5 ENVWA/AC3/4〈 26MⅣ, 1989),隨 后作力 《夫子跨界坏境影晌坪估公約》通

道,η 9gn年 2月 25日 在芬〨埃斯波筌署 (E/ε CE/↑ 2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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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沒有人反村的意兄,送一來可以接受新的用悟而且可以根括日后的及展修改現有的用活.息

的悅求,第 2荼共四項的文字是仿照歐洲委貝舍的規則草案案文,但卸將“盔菅庾料爽丘坎施或

地蕉〞排除在危險活劫的概念以外,因 力速似乎已絰包括在楚理危險物辰的一殺現念肉,而度料

並然是危險物辰的一种°此外,送介“危隆物辰”概念些然是力歐洲匡域柏想的,垓 匡城的主要活

功特有它們本身狙有的特征°因此,我們必須与青家們怭商以便使送种技未道用于全球。送也許

可以用兩种方法其行:授叔特別報告貝送行有夫的怭南,或只是將速介一殷概念留在案文內,以

便今后的法典墉笨舍洪可以任命一介力此目的而女的寺家委貝舍,如海洋法的情況那祥°

2。  第 2荼 (a)項 界定有危麼的活功°(a)<一 )項特速些活功与堵如列在清車內的那些

危險物辰翐系起來,其性辰十分普通:犬理、胖存、生戶、卸下或其他英似操作方式.軟洲委員

舍的規則草案沒有包括適輸,因 力它們汏力,就歐洲的情況來悅,現有的公的和草案已絰照厥到

達一意°正常快的荼款草案則可以包括迋輸,因 力第 4荼特寺趣公的是于一般公幼之先,但在

遠种情況下卸不得妨害到要公的任何与寺題文中原則一致的那些原則的适用°大于 (a)(二 )

和 (三 )項 ,且 然“物辰”一悟可戶〤解釋力“在活劫中用到的任何事物”或“同活功有主要大系好

任何事物”,并 因而也可以包括危吐性輻射或甚至基因改交的生物和危肚微生物,但我們汰力在

目前常洪的草案內將送些情況另外分美較力可取°

21 新的 <b)碩 界定“危隆物辰”,新 的 (c)項界定“基因改交的危隆生物”,新的 (d)

疚界定“危隆微生物’’°如果以新方式界定草案范田的視念牧接受,(a)至 (d)速 四項是必蔣

的°新的 <e)項 是前 <a)(二 )項 的修正東文,其 中危膛概念是青 i┐ 針村一瓨活劫用到的物痰

而界定的,但放危隆物辰的新定〤未看,送介概念是多余的。在新的 (e)項 中,“ 明五”或“並著〃

危膛是在草案使用的意又范日丙界定的,即造成只是“明呈”或“區著”跨界韻害的可能性高于正常

的危隆,或造成非常可現或文瑋性綠害的可能性很低或非常低的危隆°送一片是以歐洲絰委舍美

子意外污染跨界肉水的行力守則
加 力根括的,其 中將“危隆”界定力“一項不受攻迎的事件好友

生的可能性及其規模的駁合影咱”(第一奈 (f)項 )——筒言之,速与前 <a)(二〉項一致,城

去“明並 〔並著〕危隆”即上面指出的易手看到的危隆的概念°現在,只 是赴理一种危膛物疵的事

其就使危陸威力明五,星 然人們普然必須白己作出判晰,以決定某神危險是否舍造成“跨界〞板害

:不是每一种涉及例如是爆炸性物辰的活初都可能舍造成跨界碳害°一↑通商逆界的炸菊ㄏ可能

舍村住在附近的人有危隆,但 它似乎不合有造成跨界損害的明昆 〔呈著〕危隆°在 (° 瓨,具

有碳害性影晌的活功的定〤可以如以前 <b〉 項的定〤一祥,但盤于有人批玶“在⋯⋯整介越程

鉑 由歐洲銓委套199U年 4月 27日 的第C(45)景決定通達°夫于垓案文,兄 CodeofCo“

duci onAccidenta〡 PU〡 uton ofT了anSb。 undaⅣ ︳n｜ andWate呤 〈琺合 國出版物,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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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活,因此可以把它改力“在它們的正常操作逆程中”°如果采用界定危隆物廣和升列清車以

确定草案范田的亦法,Jll速 些就是必須村第 2秦作出的修正,以便使我們的奈款草案与送介亦

法一致°

C 吋第 2奈和其他一殺規定的其他修正

22 以下提出的第 2荼其他規定与上途事項元夫,而是吋此青趣的送一步思考和在上屆舍

洪辯站中提出的各項建放的錯果°首先,人●●企田在有危隆的活功友生意外事故以后,或在具有

強害性形晌的活功引起碳害性影晌以后,但仍有時同遏制或冬量減少碳害的情形下,把預防危隆

的發用包括送去,以此吋“跨界損害
”的夫鍵概念提出更精确的定又°如果受形晌回力了保妒其領

土而采取了速些措施,或 能姼送祥做的第三方力它采取了速些措龍,它●●似乎五然位被呰作韻害

的一部分,它們的費用位得到賠僕°送是若干最近的公幼和草案所采取的立場°1988年 《南板

亦物資源活功管理公的》
J’  .第 8荼第 2數肌定:

2 一生菅者有尸格責任3

<d) 力任何人因采取必要反位行功,包括預防、遇制、清洗和迂移措施而引起的合

理發用提供賠借⋯⋯

算 8奈第 ↑款指出,一生管者

⋯⋯垃采取必要而及時的反位行功,包括預防、遇制、清洗和迂移措旄,如其活功早致或威跡早

3B
致南板洲或其次厲或相夫生念系統受到損害⋯⋯

1989年 《大于以公路、秩路和內瞄航行報只逐送危陸物村造成的振害的民事責任的公

的》
.g 第 n荼算 1U款 (d)規定:

ηU “板害”指:

(d) 預防措施的妻用和預防措施引起的送一步板失或碳害°

” 1988年 6月 2日 在忠炅板筌署 (lnte「 najona｜ Le9a｜ MateⅡ a｜ S, ˇ
。
｜XXⅥ｜(n988),p

868),以下林 1988年 惠炅板公的°

在送些情形下使用的“預防”指旨在限制一已友事故的效果的各項措旄°

1939年 1U月 1U日 在歐洲絰委套的主持下逗遊。案文凡 《夫于以公路、鈇路和內陪航行船

只逼送危 隆物 時造成 的嵌害的民事黃任的公 的》 (聧 合 日出版牯,出 售 品編咢 :

E9U〣 E39),以 下林‘‘1989年 民事責任公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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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奈第 11款規定:

n9 “預防措施”指任何人在事故友生后力預防或冬量減少撮害而采取的任何合理措

施。

海事組珠大于同海上迋特有毒和危隆物辰有大的交任和賠儂公的草案 (1984年 ).°  在第 1秦

第 6款 中規定:“損害包括預防措施的發用以及預防措施造成的迸一步韻失和板害”°環后,歐洲

委員舍的規則草案規則 2算 1U款指出:“預防措施指任何人在事件友生后力預防或冬母城少敬害

而采取的任何合理措施”°此外,“預防措施的發用和預防措施造成的造一步碳失或損害
”則包括在

規則 2第 8款 中大于“損害”的定〤內°

23 必灰將村坏境的碳害确立力車狂的一英,送种掘害基本上夫系到因豪,而不是在村村

介人或他們的玵戶造成的板害°坏境損害的賠佳必須恢友碳害友生以前存在的狀況,而送項作並

的發用必須由起源目久袒如果它們是由受影晌回或位其要求由第三方送行的活°如果不可能恢交

原狀,位汲法估卄出所受撮害的金我价值,而 受影晌固位得到与垓价值相些的數額,或起源回按

有失各方之同淡判,提 出其他賠僗°逐位指出,如果使用國內渠道,唯一有資格提起沂發的一方

是受影晌因。另一方面,坏境撮害也可能肘介人戶生不利的影晌:一介旅信的╨主舍因力其旅仿

所在旅游匡位子放射性物辰外泄危害范田內而收入受碳,力此他位以某神方式得到賠儅,他位他

修以下面所迷的方式提起泝忪
。

最近的其域是支持送种解次亦法的°1988年 忘炅板公約就采取

了遠种解決亦法,以上 (第 22段 )援引的垓公的算 8奈第 2款 (d)項規定銍菅者要力上述“反

位行功”
負責,相 同的第 2款肌定:

2 一生管者有尸格責任:

(a) 賠儅由于南板洲矽物姿源活功而村南板洲坏境或其次屢或相夫生念系統造成的板害

包括支付元法恢寞原狀吋的殕儅 ,

1989年 《民事責任公的》算 1茶第 ηU款規定的板害含〤包括:

<c) 危隆貨物村坏境的污染所造成的振失和韻害,但 除了速項竑害造成的利洞碳失的賠

儅外,坏境韻害的賠儅位限于其哧采取的或將要采取的合理的友元措旄的興用°

歐洲委員舍的規則草案
如 規則 2第 9款所列定〤如下‘

9 恢友措施指:

任何旨在使受嵌仿或破坏的白然資源友元或恢褒,或將速些資源的同等物納入坏境的做法是

.U 
海事經銀,文件 LEG/CUN「 6/3(n984年 ↑月13日 )°

如 兄上文坤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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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些而合理吋所采取的道些合理措施°同一親則第 8數 中的“嵌害”概念包括以下事項:

危麼物辰或疲物引起的坏境污染所造成的頡失或板害,但達項坏境振害的賠僗除利潤散失的

賠撐外位限于央沶采取的或將要采取的恢隻措施的去用°在村韻害和相村位的賠借堆以作出

估甘的情況下,環佳的賠儅揩旄似乎位垓是將不境恢交原狀的發用,而唯有在不可能或不可

能充分的恢真的時候,起源目才位按照同受影晌回決定的方式作出金我或其他賠借以恢褒受

到坏境韻害的形晌的各方之同的利益平衡°

24 在第 2紊 (9)項 中,特別報告貝在跨界板害的定〤中加上了它也包括導后預防措施

的螢用的概念,在 <h>項 中,他試田吋“明並 〔區著〕損害”提出一介筒短的定〤°速不是一項

何草的工作,特別根告是攻迎村速方面提出建以°昳洲委員舍規則草案規則 3第 4款 (d),

4 絰當者在以下情況下,位 些免除賠伴責任:

(d) 韻害是由在些地 〔相夫〕的情況下預期到的可以容忍的污染所造成的°

特別根告貝逐式四在算 2紊新的 (k)項 中肘“事故”的概念作出定〤°在遠方面首先引起了

以下同題:使 用“意外事故 <a㏄ ident)” 一詞比較好呢,逐 是“事故 <incident)一 月較好 ?〞

Dicciona而 ode︳ aRea｜ AcademiaEspano〡 a村‘‘a㏄ ident’’提出了第二希意又:“其非故意的后果

村人或物舍造成板害的意外事故或行功”°換句活悅,意外事故的必要奈件是它不是故意的,事

其上,在有危隆的活功中,意外事故必然是与玨菅者的意愿相反的,因 力疏忽可以意味著違反了

道些苦党的一般又夯。在含戶生有害彩喃的活功方面,星 然可能沒有造成仿害的具体意困,但銓

菅者區然知道送种仿害而仍然逖璜送行它的活功并爪而戶生了它的正常影喃,而遠些影晌必然是

有害的°本章中提到的某些公的和草案的英文本似乎比欲喜攻使用‘‘incident”°呈然它与西班牙

文 acddente一 字的意〤有些相同,它們之同也有差別,送焦放以下事其得至6說 明,acddente

的一介意〤是‘‘彩晌到事物的正常秩序的意外事故’’,而遠介定〤就不适合未描述舍戶生有害形晌

的活劫的,在送种活功中,仿 害是正常迋作的一介后果°但在正常送的草案中或許可以使用

“incidente<事 故)一月未指尸格意〤下絰菅者元法控制的意外事故,以及指“某一事情或商皿

遊程中友生的和同它有某种夫系的某些髟喃”一一遠方面的根括是 D怡 ciona而 ode︳ aRea︳

AcademiaEspa丙 oa中 ×+inc｜dente一 月的定〤°速祥我們可以避免提到“适曾告党”的概念:力

了要戶生法律后果,我們只要知道某些影晌友生了就足姊了。
元梵如何,歐洲委員舍規則草案規

則 2第 12款吋“
事故”

一泀下了如下定〤,

12 事故指 :

造成根害或虍生尸重而立即造成板害的威勝的任何突友事件或持臻事件,如爆炸、起

火、泄淚數放射,或一系列具有同一未源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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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989年 《民事責任公玓》第 η奈第 I2款村“事故”下了如下定〤:

12 “事故”
指造成韻害或戶生尸重而立即造成嵌害的威勝的任何事件或一系列具有同一來

源的事件。

環后遠介定又可能最适合正常洪的奈款草案°

25 第 2奈新的 (1)項 界定了恢友措施,它 同我●)l已 至考慮到好各項公的和草案的規定

一是相一致的,新的 (m)項 界定了預防措施,包括事后采取的預防措施°最后,新的 (n>項 溉

定起源回和受影晌回林力“有大因家”°第 3、 4和 5奈保持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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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使用危隆物辰的概念和列出一份此美物辰清草并不彩晌第 6至 η
。
奈草案提出的各項

原Jll° 此爽提洪增加的內容夫系到錯合第 2奈常送的某些概念 (上 文第 22-25段 )的提出 (上

文第 22-25段 )°           一

A 第 8奈  (預 防)

27 第 8奈泣增加一項規定,包括事后預防措施——換言之,就是控制和冬世減少活助的

有害跨界影晌后果的措施速一概念°就預防而言,特別根告長使用了“有害效果”,而 沒有使用

“嵌害”遠一用浯,因 力有害效果可能最后造成韻害,也可有巨最后沒有造成損害,達取次于是否呆

取了若干預防措施°如果采取措施減少或消除╨已友生的嵌害,例如努力恢交碳害之前的情況,

那就不再是預防措施的向足,而是妳朴同題了°

B 算 9秦 (賠儅)

28 力便利起草委貝舍,提 出了一項新案文,厥及了辯站中的砰梵意兀,但不影晌算九

荼°

C 第 1U奈 〈不歧視 )

29 力征求委貝舍的意兄,暫 時提出一項新原則,即 不歧視原則,并作力第 1U荼 的趣

目°此原則分雨介方面,它 們是由杯境法寺家小姐分別在“青 i┐ 涉及跨界自然資源和坏境干預的

原則′2 
第 η3和 2U奈 中分別揪 ,T的 °夫于國內南跨界坏境干預同的不歧視 的第 13

荼
.U.提

到,起源因有〤夯

⋯⋯考慮到坏境干預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有害效果,而不梵送种效果表生在回象管寤以內或

以外°

等家小生在吋第 13秦送行砰站時指出:

“根括送一原則,各因在根括回內政策或國內法律考慮干就不境所允肯的程度或所涉的

重犬風陸時,村其他國家久有〤芬,要 同時待其有害影咱完全友生在其回家管寤范田以內的

.2 Enˇ
i了

。
㏑enta〡 Pro｛ ecbon⋯ ⋯,前 引+(上文片注nn),第 92丌起各丌°

的 同上,第 8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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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境千扰一群,(或至少不能髒裝力不利的)吋待其有害影呴主要友生在或可能友生在其回

家管格以外地匹的坏境子扰6..

青家小組汏力送是回豚坏境法中“新出現的一項原則”,引 迷支持邊一原則的根据有:1962

年丹友、芬〨、冰出、挪威和瑞典合作怭定第 3U秦姊 ,1974年丹表、芬〨、挪威和瑞典同

保妒坏境公的(‘‘北政公的”)第 2奈如 ,政 府向組參和其他机构的建以,特別是生合姐參的走

快,尤其是坏境規划署在不境方面的行力守則第 n3荼°
.’  速項不歧視原J1.l并 不妨碎要求一↑

起源園制定一項高于其本回管特范園內立法所制定狋准的最低因你狋准°寺家小組在提到至合姐

珠委長舍大于在跨界污染方面其行平等机舍叔利和不歧視制度的第 C(77)28咢 建快
.B 

吋指

出:

⋯⋯其賰上,不歧視的原則是力了規定一今至合姐珠成長國不位再降低的最低保伊水平⋯..′B

3U 上述原則 (算 29段 )第 2U茶 <非政府程序)sU 提出的不攻視原則的另一方面道

用于國家与介人之洞的大系°送荼規定:

各回由子使用跨界的白然資源而造成跨界干扰或由于某科跨界不境干扰村介人造成或可能造

成有害影咱時,回家位給予賠儅°特別是,起源國位給予上迷令人平等的杈利以及道些程序和公

平的村待,同 時本日管葀范園肉受到或可能受到美似影晌的介人一祥,同祥的赴理行政和司琺沂

忪°

寺家小組在有夫第 2U奈 的砰淹
引 中,村第 13奈所我的原則同算 2U荼 中似,T的 原則做

了匹別,指 出第 13茶伋仗規定一介起源回吋于所渭“坏境千就”主要在其本回領土肉所造成的形

喃和主要在男一回管路肉所造成的影喃可以不加Σ別,并沒有淡到吋受影喃的或可能受影晌的外

回人 <令人或非政府其体)的 法律賠信。但男一方面,第 2U奈規定各回必須吋受到或可能受到

同上°

敢合國,《茶的集》弟434卷 ,第 145丌°

同土,第 nU92卷,第 279頁
。

指早各 目在不境方面保全 和林捐使用丙 曰以上共有

Enˇ iromenta｜  └aⅥ :́ Guide｜ ineS and Pri ncip︳ es,  No

〈Nar。 bi,  1998)°

n977年 5月 n9日 由至合 姐 象安 昃

U巨 CD, 1979), pp 1┐ 5etSeq)。

Enˇ ironmentPro㎏ ction...,前 引串

舍 通 道 〈UECD

<上文胂注11),算 9U丌
。

同上,算 119-12U頁
。

同上,算 n2U丌超各天。

自然炎源的行 力守則 <UNEP,

2,  Sha「 ed Natura︳  Resou了 CeS

and the Environment (Pa而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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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坏境千挩”有害影喃的介人提供速种賠借°村送今日題要送行更洋冬的常快,但上迷情況足

以說明有必要在正常洪的草案中列入一項包括上迷丙介方面的一項原Jll,第二今方面似乎是瑋一

介方面的一項具体內容,它也是朴充第一介方面,要求各締約固在其立法中做出适些的法律賠借

并不加歧視的道用送些賠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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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初步的考慮

31 委員舍上屆舍以在常放第 ↑U至 17奈草案時放力,去年提出的有失合作和預防某些方

面的程序需要加以何化和作出更力炅活的爽理°
s2 

特別投告只力此做了努力,特別是取消了

村通知作出答友的期限 (原 13奈 和 14奈 ),何化了保妒因家安全或工╨秘密的程序 (原第 11

荼)并以一項拳行林有的何車又芬代替談判一瓨制度的又芬 (原 第 η6染 )° 而且新的第 18紊表

明,力遊守草案第 3璋所我的各項〤券,并不构成受影晌回提起司法保伊泝忪的理由°

B 村提以的第 1↑ 至 2U秦 的坪站

1 第 11荼  〈砰估、通知和資料)

(a) 第 1款

32 特別根告貝次力,些 某些活劫造成脖界嵌害或戶生造成時界損害的危膛時,垃作出平

价、通叔和運知的一般〤夯, 已威力因豚上合理的既定慣例

一

他在其第 5次 報告中已作了現

明°
ss 

然而,支持上述現魚援引的情況看來并不合有尸格意〤的〤簽°即其達反將引起回昹

愆何的〤夯。新的第 11奈規定,起源目必須將第 1奈所迷的正在或將在其管寤或控制下送行的

活功,通 知可能受到影咱的國家。速項〤芬美似于原來的第 nU秦 中規定的〤簽,但如果采用第

1荼所提到的新的活功定叉 (以 及有夫附件中的危隆物品的清草),本奈肘引起夙膛的各項活功

將限制更加ㄕ格和明確°在上屆舍洪有人提出,起源回承捏的〤每不位述重,達秦意兄將失去意

又°元站如何必須銘記的是,第 n荼所提到的各項活功所引起的仄隆或仿害,舍普遍威肪到起

源回的人民,所渭起源日的“越重久袒”,不起是送些回家元站如何必頦或位些力保妒本國公民所

承袒的一項〤夯,此外,村子不連守并沒有任何恁用°因此,如果一介回家守應負責送行一項造

成跨界嵌害危隆的活功,而不砰估其后果,也不通技或通知別日,孩 回可以速祥做,但是如果友

生碳害,垓 目些然必須支付相位的朴借°

兄 《1989年⋯⋯年螿》,第二巷 (第 二部分)第   丌,第 377-381段。

文件A/CN4/423<兄 上文片注5),第 79-95啟 ,又兄歐洲絰委含夫于跨界情兄的不

境彩喃坪估到要必定章棄 (ENVW今 /Ac3/4)(兄 上文片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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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 2款

33 第 1π 奈第 2放預兄到跨界形晌所造成的振害可能涉及一介以上的回家,并規定在此

情99L下 有又多通知垓地Σ主管的因怀班琢
。

涉及多數國家所出現的情況是,其利害大系超越耿逆

范田或一系列及遊夫系的范田 <超源回同每一受形晌回),而 涉及到公我的利益。如果存在一介

以上的受影晌回家而起源回又元法查明送些回家,那也舍出現同祥的情況°些然,如果垓活功受

到一項其体公夠的管寣,而垓公的規定即使只有一介受影嘀的回家,也要由一介目跡組珠犬理 ,

在速神情況下將按垓公約分理°

2 算 π2奈 (回 昹姐象的參与)

34 第 12奈規定了在出現第 11荼第 2款所提到的情況,而 回怀坦珠本身的規的或章程并

未規定在此情況下的具体取黃吋,回 隊組象垃起的作用°一些友展中回家沒有掌握評估一瓨活功

跨界影吶的必要技木,團 坏姐象如能提供任何技水援助將是有用的°

3 算 13奈  〈假定的受影晌目的主功行功〉

35 如果一日有磽其理由相信在男一日所進行的活劫正造成跨界碳害或正戶生造成速种強

害的危隆,垓 囝并向所林的起源回相位警告,起源回則有〤多履行第 1n奈第 1款 的各項要求°

如垓項活劫的碗是第 ↑秦所迷活9.’ 中的一項,超源Ei位 久袒受影晌目承受的安用°速看來是公

平的,因 力受彩晌目常查垓項活功并向起源回提供有失資料,垓 回將力起源因作許多垃作的工

作°

4 第 14荼  (林苗〉

36 在上面几奈所提到的情況,有失回家位送行泌南,以便力垓疚活劫建立一今考慮到各

些事方利益的制度°速些回家位本著婊意和合作精神進行怭商,以便能姼令人滿意地解決向題°

如果有一今以上的受影吶回家,除了由起源回召集的及逆舍洪以外,遜可以拳行多遊舍Ⅸ°遠將

使甘站的事項具有一定程度的公余地位,送看未是有益°

5 第 15荼  (回家安全或工╨秘密的保伊)

37 按照上屆舍放的建袂,特別技告長在第 15秦 中提出了控何化的原第 11奈 的案文°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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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送 介案文所依捃的是附于絰合鈕象委員舍第 C<74)224ㄘ建洪
s. 的跨界污染原則﹁坏境

規划署夫于坏境方面的行力守則原則 6算 2款 ss 
以及目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秦款草案第 2。

荼 (以 下妳“回隊水道茶款草案’,9° ss

6 第 16奈  (車方面預防措施)        .

38 元站甜站情況如何 <如沒有送行討站,元站事念情兄如何>,如果起源回意味到其管轄

或控制下的某項活功具有落在跨界撮害,就垃采取第 8荼所指明的預防措施,些 然除非垓曰有

理由相信其活劫的性辰并非某些人所悅的情況°不站如何,在此情況下,如果戶生可以”劈于道

攻活功的敬害
s’  ,有 失起源回賠借責任的奈款就特生效。車方面的預防措施垃些包括由起涿

回事先核准引起怀疑的活功,規定某种形式的強制保隆,其他財政保障或共同基金以支付吋可能

受影喃目的賠儅責任°村子事后預防回泛,回 家有可能通述財政祝拘的干預,制 止已至支延但仍

可控制或喊少的有害影晌。有時逐必灰使用消防叭或甚至軍陝未功貝森林看守人,或采取其他有

夫措施——速是回家的〤麥,而不是銓管者的〤奔°

7 第 17奈  (利 益均衡)

39 委員舍和第六委員舍曾多次強凋需要力淡判一項制度汀立某些指早原則°我入第 17

荼的案文反映了垓青題大鋼
s8 

第 6市所提到的犬多數所渭的因素。特別根告真必須承放缺乏

某希熱情,不應意將速些概念納入一項肌范文件,困 力送些概念只是建放或行力准則,而并非其

正的法律規范,逐 因力在送种甘梵中所提其的因素避于鹿染,很堆幼入一碩傇車的概念范田°然

1974年 nn月 14日 由垤合坦伿委員舍違避 (UECDandtheEnⅥ
「o nrnent (PaⅡ s,

UECD, η986), P142)°

爽上文胖注47°

兄 《n988年⋯⋯年鈭》,第二巷 (第 二部分),第 54頁°

力辯站起其,栽們可以說咳損害是其活劫造成的。尸格未說,特別叔告貝曾在第5次報告

中指出,

“...⋯ 因果大系起源于具体的行力,而 不是活功
。
造成法律方面仿害的某些物辰方面

錯果,其 因果夫系可以追涕到造成遠希錯果人的特定行力°然而,不 能尸格地方因子一

項“活功’’,因 力一項活功中包括有一系列行力,它軌向某一方向的一介或一介以上系列

性的人的行力°”ㄑ文件 A/CN4/423〈 兄上文胖注 5),第 13啟 )°

sB 
《1982年⋯⋯年整》,第二巷 (第 二部分),第 83歹 ,第 1U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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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達祥做也并非是不尋常的,m 將速种因素列入本奈款,將 若干內容納入“利益均衡”的稱

念
°° ,可 以說揪洪的若干奈又都含有道一樼念,同 時力有失國家提出一項准則,速祥做吋砰

价某些國家在淡判中所表示的誠意有一定的法律价值°在北方面巡可以用來确定起源目是否可以

以危隆軟少但銓袋略有的亦法人事一項相位的活功,或協定受影晌回家可以在何种范田保妒本目

回民不受垓項活功或失似活劫的形晌°本奈引言秦款是可以自行斟由執行的,各締的方可以考慮

到所指出的各种因素,因 力速些徵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只 服次于因防法的強制性規范°此

外,在某一特定的案例中,各神情況羞昇放大,不可能要求有大國家考慮到本奈所包括的各种因

素,因 力沒有包括的其他某些因素可能更道用于垓特定情況°大于清車本身,各放內容十分明

确,元緅迷一步作出坪站°

8 第 18秦  (不履行前途〤芬 >

4U 如果起源目未履行我們剛才甘站的各項〤芬,只有在友生掘害的情況下,受影晌回才

有叔提起坼公°只有些損害可以”因于垓項活功,才 能功用賠借的机制°上述解決亦法符合委員

舍和第 6委 員舍所表迷的意兄,丙介委員舍村此沒有分歧。同時送也符合特別救告貝第 5次散

告所提到的回萍慣例°
引 些然,如果締約方之向的其他公的規定可以提起沂忪,遠些公釣將

予道用。元站如何,如果起源回未能履行上迷〤多,它將沒有叔利援引第 23茶 的福利°

兄夫于回豚水道的奈款草案第7紊 ,遠一茶列出了“公平合理”利用因隅水道水域的各种因

素的清車<《1987年 ⋯⋯年銴》,第二卷 (第二部分),算 36頁 )。

很瑋力遠一概念作出定〤°一般未悅,可 以及班回沶判決的某些段落比較接近送一思

想
。
例如仲裁庭在拉努湖一集中中明:

“...⋯ 法庭放力,按照其城的規則,上游回家有〤芬考慮到所涉及的各种利益,在追

求本日利益同時,相位的努力滿足這些利益,在此方面要做到達一蕉,位其正夫心調和

其他沿岸回和本 目的利益
。

(｜ nternajona｜ LawRep°而Sn957, vo︳ 24(η 96η ),

P 139。 )

回跡常放法院在美德河回跡委員舍領土管堆一其中中明:

“...⋯ 一秦航迋河流的共同利益是共同法律板利的基砒,其基本特焦是所有沿岸國家

在使用整介河道吋完全平等,任何沿岸目沒有超越其他回家的优先特杈°”<n929年 9

月 nU日 第 n6咢判決,《回隊常沒法院,A特》,第 23咢,第 27英 )°

文件A/CN4/423(凡 上文辟注5),第 79至 95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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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19荼  (肘按第 11秦友出的通知不作答复〉

41 如果起源回已友出第 11秦所要求的通知并且自愿提供夫子廿划采取措施預防危害或

減少危陸的資料,如果受影晌國家或可能受影喃的回家之一不作答隻,即將假定速些措施吋受垓

國是滿意的,如果后未友生韻害,受影晌因將不能汰力起源回沒有采取足姼預防措施°如果收到

通知的國家汏力答交通知的期限不姼長,或沒有及時答交的方法,孩 口可以要求延米期限°如果

一介友展中國家霈要某些援助才能村所涉危腄作出充分的砰估,可 由目坏姐象或有此能力竹所渭

起源回提供速种援助°如果研究五示,垓瓨活功的确是第 1奈所提到的一項活劫,垓研究的安

用粹由起源回久袒,速也是垓因按照第 11奈所位履行的又芬°在其他情況,將 由受形晌囝承挫

升支°

9U 第 2U奈  (活功的禁止)

42 第 2U奈規定了升展一瓨活功的界竅°然而,村子造成既不能造免也不能扶得這些賠

儂的跨界碳害的活劫,理 泣加以禁止,正如庄些禁止舍村不境造成某希不可挽回的韻害的活功°

力了能姼放事達項活功,絰菅者必豕找到一种亦法,將其特交力損害談小的活功,或其影晌可以

控制的活功,起源回吋于要求相位核准的篷當者庄提出土迷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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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四 幸

賠 儅 責 任

A 一般考慮            .

43 第四幸洋迷第 9荼規定的原則,甘梵起源目的賠儂責任,即造成碳害需承拒的初數〤

麥°如上所迷,不法碳害是否是因力沒有道守預防火芬所造成,都可能要承袒賠借責任,但是后

果可能稍力不同,下文特作解釋°倚而言之,如果損害次生了而達項損害是由第 1荼所提及的

活功所造成,起源固有黃任就它必須支付的賠借額送行淡判,以便冬可能恢友掘害之前存在的利

益均衡°如果它沒有履行淡判〤芬—— 即拒抱坐下未淡,或者它的做法就是要排除其正的淡

判,”  
——那么它就是違反固隊〤夯,爪而需力不法行力承袒責任°只有在整今述程終了

吋,它才承但速美賠儂責任,速項責任屈于次數規則的范田°不用悅,如果起源回＿HI淡 判后同意

支付一芼賠儂發而后未又沒有支付,它也位承袒同祥的賠借責任°

B 賠信和利益均衡

44 特別根告貝曾汏力,夫 子賠借彙任的遠一章呈然規定了起源回在造成跨界嵌害吋的初

級〤芬,但也可引入与不法行力的責任所涉及的典型賠儅不同的其他賠儂概念,即不需要全部恢

隻原狀以消除造成振害的行力的所有后呆的那种婄僸。倚言之,想法是,利 用送美忌賠借作力衡

丑單位,減去一定金額,速些金額代表起源目的那部分利羞,即在損害友生前受影晌目的相等措

施沒有滿足的那些利益6例 如,起源回可能希望收回完全力了受影喃目的利益而花掉的哉,如完

全力了防止跨回撮害而花掉的哉,Us 或者它要受影晌目希助支付受彩喃回也受益的那些活功

的要用,如果它能提供江明°同祥地,起源回也并要受影晌回接受袋低的殕借額,考慮到同祥活

功也是在受影晌目的管堆鼓控制下進行的,在達神情況下,及方都可能相互作出賠借。些然,如

果受影晌回沒有狄有失活初中狡得任何好赴,或者同一活功或美似活功不是在其管括或控制下達

行,情況則有所不同,就必須考慮全額賠借了°

45 特別技告貝仍扒力達將是理想情況,因 力速將允許使商回受益的活功的絰洴利益公平

分推°日內法和目跡法里可找到數例未支持速一想法:如果取╨性事故的賠借責任是客現的或尸

大于淡判〤芬,兄特別根告貝的第五次報告,文件A/CN4/423(兄 上文肺注5),第

126-η 47段°

力防止寸起源回人口遣威損害而扁掉的我位放預防事故安中扣減,只 剩下力預防造成跨

回影晌而支付的額外安用,速桿做舍使卄算友染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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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通常都有一最高限敬,在犬多數情況下,送瓨最有限板并不移賠管所造成的韻害,但卸可

很快支付,而且甚至使支付達芼我的公司可像持下去或保持良好的絰游狀況°力何要解釋送种忙

況的存在理由,可 以送祥悅,力 了例如制造活功的社舍用途,只好牯牲理想的公正°在回伓法

里,某 些公約規定最高賠儅限額,通常是吋規模很犬的板害案件作出送美規定,其原因是 (也在

團隊法里)速項活功具有社舍用途,因 此作出送熒規定的原因也在于接受送祥的事央,即所付代

价簽必不能妨得技木送步,星 然最央琢的理由也許是送美活功所涉及的板育金板很9=找到保險°

46 但是,些特別根告貝在試日特遠今想法付堵其或吋,有一些代表卸悅他沒有在一介范

田戶泛的公夠內未采用送种想法,不 無目前常快的公約的范田那祥戶泛,包含第 π荼所提及的

所有活功°第一介反村理由是,討站送祥一种解決赤法的最道些吋机似乎是在就具体活劫的管理

方法進行淡判之吋°因力只有在就起源目在什么奈件下幵展一項活功鬥題送行淡判的遊程中,才

能環有效地確定送美考慮因素及其數量°

47 此外,不淹送哭概念如何吸引人,回 豚慣例中沒有一今用上文 <第 44段 )走快的方

法送行扣喊的其例°在許多情兄下,的 确泣付絰菅者支付的金板規定最高限額,泉我●●所悅那

祥,速主要是因力不可能取得必要的保隆。但是,隨看最高限額的增加,遠今同趣已逐步克服 ,

首先有數蔫金額的保隆,其次,絰 菅人 自已或各回淡立了基金°遠方面的一介明區例子是朴充

n96U年 《夫于孩能領域第三方賠佳責任的巴黎公的》的 n963年 布告喜休公約
U.,  

垓公玓力

了村孩活劫造成的韻害提供冬可能多的保澄額,提高用公款作出的賠借最高限額°最后,1972

年 《外空物休所造成撮害的目怀責任公的》
∞ 算十二荼在確定國家責任吋親定了金額賠借:

......就 垓項板害所作賠儅得使提出姞倍要求所夫涉之白然人或法人,回家或回防姐象恢褒根

害未友生前之原有狀念°

48 正在常洪的紊款草案的另一特魚是它們基本上沒有更好的具有利奈性辰,速一蕉必級

記住。它們的主要目的是鼓劫各回相互怭商,以 便找出道用于已戶生同是的具体活功的法律制

度,使這些回家接受其中所載各項原則作力送行淡判的指早原則。意思不是要建立永久适用的十

金十美的制度,而是提供一种安全网,象柰技演貝使用的安全网,些 第 1荼所提及的活功造成

撮害而又元任何其体法律作●度未楚理速哭案件吋可以使用°在這些情況下,最好的亦法似乎是制

定一套其昹可行的制度,而 不是一套保正完全公正的制度°因此,力 了所有這些理由,特別救告

貝決定建洪肘上迷情況 ㄑ第 44段 )規定某些扣城額,扯 受影晌回自己去決定是否同意達宅扣減

額,如果超源日有如此要求,而且如果在每一介案件里遠芼扣減姦是合理的°

朴克 196U年 7月 29日 巴黎公 的的η963卓 1月 31

1964年 1月 2β 日附加快定串 (兀 上文片注 17)

爽上文片注 ┐4°

日布告基本公的

和 1田 2年 nn月

(兄 上文脖注n8>,篷

16日 洪定中修正°

一 I73一



C 村提洪的第 刉 至 27荼 的砰淹

η 算 刉 荼 (淡判的〤芬)

49 已錯合回晞法委員舍有失本寺趣的工作,村淡判又奔送行越多次甘站°因此投有必要

再去用途它,除非是力了在特殊情況下加以說明°有失國家的火芬首先包括坐下來淡判,送遙用

于雨園,而不只道用于起源回°遜要求再因城意談判,以期取得具体成果,即佛定起源回垃支付

的金頡,以便恢交有失嵌害前存在的狀況 <原狀),或如捐害沒有友生最可有色存在的情兄 (在茹

夫工ㄏ案 >°
U. 

些然,可 以談判的來西其其沒有多少,所 以第 21荼措詞才區得不那么尸#:

它規定送項嵌害的法律后呆必須予以確定,而 且遠項板害原則上必須全額予以賠僗°正是在送里

第 23紊規定的各考慮因素均道用,以便在合理的限度內可以就 (通常)使仄方利益均能滿足的

一楚我送成怭洪°因此,速館我將通遊淡判未确定,而 波判指早原則則列于第 2U奈 和第 23

茶。

2 算 22荼 (多 介受影晌回)

5U 如果碳害是在第 11〈 b)奈所長想的情況下友生,則 回怀組球可能送行干預°如果銓

遊第 η4奈所女想的怭商后已清一口怀經坎表現察,則在有失回家任何一方要求下,垓 目跡姐象

也可送行干預°它的作用特是合作,并促送有失回家送行合作以确定起源回泣支付的金額°它將

以第 n2奈所放想的叔力行事——即根据其章程所賦予的任麥或規則,或進行幹旋——以便就起

源回位支付的賠借額送成怭商一致意凡,元淹如何,它將向速失回家 (假定是表展中國家)提供

所要求的力更好琥定所造成的損害的性辰和作出賠儅的最佳亦法所需的技木援助°似乎沒有必要

列入夫于召幵秩席舍快的可能性的最后一段,在送神情況下,些有夫利益相些犬和牽涉到一介因

昹組琢時,沒有人舍辰鬥任何一介有失回家的叔利或者牽涉在內要求召幵镻席舍波的回萍組玖的

叔利°

3 第 23荼〈減少起源回泣付的賠借 )

引  第 23奈 不列入根害的准确定〤,也不我明走源因泣作出什么賠儅,相反地,它 只列

出淡判指早原則°象寺是鋼要
s’  第 5市第 3段所悅那祥,似 乎有理由悅 :

.U ㄍ因阿常淡法隍,A輯》,第 17景 ,1928年 9月 13日 判決,第 47頁°

’ ,r上文片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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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符合上述奈款的范田內,不位使元述失受害者承但其撮失或仿害,分捏充分保伊

的袋用吋位這些厥及活功利益的分配亦法⋯...

因此,如果起源國能怔明,力 了防止跨界掘害,它 的預防赤用增加了,即送种防止跨界頡菩

的特用在上述安用中占一定比例,而且超出日內預防所必須的水平,Jll送 項使用增加額拉由受形

晌回按比例公平地分推,似乎是合理的°起源團可明示受彩晌回及有夫活功中荻益,例如汰達項

活功的一殺好改中蔽益,且然不用協定任何精确的金額,在速神情況下,要事前或甚至

一

后确定

所涉及的數額或所占比例是不可能的°所有速些均在淡判中協定,也許舍但也肯不舍協定一↑數

字多少足于恢處所危及的利益均衡。村子通遊外交渠道提出的要求,情況也是達祥°曾適逍國內

菜道提出要求時,道用的法律是國內法,在 回內法中很少有送英考慮,星蒸也許有其他考慮,如

粹賠徬責任限制在一瓨最高金額。

4 第 24奈 〈吋坏境的撮害及因此造成村人或財戶的嵌害)

(a〉 第 1款

52 第 24茶 青ㄇ涉及時不境的碳害。目盱作法似已明確指出垓券第 1款所提洪的解共萍

法:各介公的和文中草案規定村坏境的板害要求起源因恢友到撮害友生以前存在的狀況,因此受

影咱的回家,或者替垓回送行恢寞坏境所必需的工作的任何人,倘 若恢寞作╨是道些的,換句活

悅是合理的,而且其畏用馬所造成的板害不舍明五地不相林,享有荻得賠僕的叔利°倘元法完全

恢友韻害友生以前存在的坏境秦件,各 些事方必須就起源目相等于其豚進受的校害的賠借送成怭

洪。肘不境的損害位与村人或私有辦戶或因家本身的振害分幵未考慮,因 力村坏境的板害是技堆

甘遣的:它 涉及村空气、水和大空等物的損害,這些是不能占用、每介人都能分事和使用,不屏

于某介人的°然而坏境碳害也肯比所迷的其他希哭的嵌害戶泛得多9优先的是式困恢褒在板害友

生以前的狀況。在原子能札稱之內,放四修正 196U年 巴黎公的和 1963年 《大于核振害賠營螢

任的堆地鈉公＿19》,UB 其主要理由之一是速些公的除村人或財戶的損害以外,未涉及村坏境的

嵌害.

(b)第 2款

53 馬第 1款相比欲,第 2款所涵蓋的恰恰是其他可能性:村人的碳害 (曾 然包括死亡或

者村↑人的健康或肢休的綠仿)或者村房子介人或公司或回家的財戶的撮害,速 些碳害不是直接

造成的 (如 第 2η 秦所放想的情況)而是因村坏境告勺拉害鼓者吋在受影喃日家的管瞎下的地區的

一 I7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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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或享受的振害而引起的°典型的例子是一介酒店的主人,由 于其酒店所大的山匡林地達受坏

境板害,裳受失去厥客所造成的撮害°送是一介必須賠借的消板碳害案子°

(c) 第 3數

54 第 3放使受形晌囝象有可能根括第 23紊所迷的理由,同意減少賠借.送是在使用外

交渠道●f,而不是介人通遊日內菜進提出賠儂要求,在后一情況下,我們已旗到适用主管法庭的

國內法°在送种情況下,賠借可能略不同于垓名人士通避其本國政府拆渚外交某道所得的賠撐。

日內法可能規定賠借限額,送將影晌每一些事方位得份額,或者一殺來說,有砰估強害的其他方

法等。然而,達是國家系統的多祥性所引起的,試日用一介公幼 (冬管是多逆的>予 以划一是屯

元意〤的。稍后將壞到,正常快的奈款草案給回內法加上若干規則:它賦予有夫回家法庭大于听

取送些人士所提出的婄僕要求的管籍叔,它村遠些案件提供給予迅速和令人滿意的賠借的扑救亦

法,而且不能基于回籍、正式居住地、住爽或其他基本概念送行政概°然而,給 國內法再加上任

何達一步的規則也并是不透舀的,因 力速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寞染情兄°

5 第 25荼 (多 介起源國)

55 第 25奈 涵蓋了須吋跨界損害久黃的可能多于一介起源日的情況,并且提供了任逸亦

法:在任逸亦法 A之下,可肘任何起源回就全部撮害提出賠儅要求 (違 帶賠儂責任)而送介起

源因些然可向其他起源因要求賠撐它根据第 23奈 泣付的比例份額°送是 1972年 《空同物体所

造成敬害的回跡責任公的》
.. 

所采取的解決赤法,公 的給受影晌回家提供的好爽是它能要求

任何起源因婄伴板失°但也有一些缺焦:其他菌家可以援引例外,一殷就送今解決亦法未悅,迸

行法律拆忪比通遊外交渠道要求賠儅似乎更力道宜°所以特別根告貝逛提出了各逸案文 B,井且

惦記若第 2↑ 奈規定朕合程序,在達介程序之下,每介起源回能提出自己的程序立場。

6 第 26荼 (例外)

56 犬多數大于具体活功所造成的板害的賠撐黃任的公釣,不站是民事黃任或回家責任

(即使是客現或尸格責任,其共同庶是在一些特別情形下,免除賠僧責任,或者賠借責任不通用

于某神情況下的某些人°1972年 《空同物体所造成板害的囝睜責任公的》
’U 

珗立回家村此种

韻害的責任,垓公的第六奈第 1款規定‘

⋯⋯免時責任垃依友射因並明嵌害全部或部分系由求儂回或其所代表的自然人或法人的

.g 
兄上文脖注 η4。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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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疏忽意在造成板害的作力或不作力所造成的程度,予 以免除°

達是公約規定免除責任的唯一理由°

57 其他公的鈉入更多大于免除黃任的理由,它 們的基袖在子將尸格責任“紫移”蛤銓管

者,即 像管者村板害久全部交任°在提超拆於以前,位 些明佛的是,絰菅者國家村超出絰管者威

其保陸公司支付能力的任何數板久有責任,因 此在速神情形下,完全取代了盜菅者,.就村速部分

數額的尸格責任未說,絰管者因家与至當者似是份量相同的主休°1963年 《聳也鈉核強害民

一

  .

賠借責任公的》
﹁ 第四茶第 2款規定涉及“重大疏忽”或表面受害人“意在造成板害的作力或不

作力”的情況可允許美似上述的例外,但 听由法庭未決定例外的允許,只 要与曰內法不相抵傲.

男方面,同 一公＿●●第四荼第 3歉村 <a)“武裝沖突、故村、丙找或叛說”或 (b)放不尋常的尸

一
自然板害”直接造成的核事件所招致的核撮害,允許元限制的例外。196U年 《核能領域第三方

責任的巴黎公的》
” 第 9荼确定以下情兄造成的孩事件所招致的嵌害力例外:

⋯⋯武裝坤突行力、我.斗 行劫、內我、叛就或极不尋常的尸重的自然文堆,但在其領土

上沒有孩裝置的締的日的立法有相反規定者則不在此限°

根括 1988年 《管制南板亦物資源活劫公約》,’
3 

如怔明°

4 嵌害由下列事件直接造成以及依嵌害由下列事件直接造成的程度:

(a)在育板的情況下,枸成不能合理地預料的板不尋常的自然文堆事件 ,

或

(b)有 《南极奈約》規定,仍友生武裝沖突或計村銓管者活功的恐怖主〤行力,而 任何合

理的防范措施均力元放者,銓菅者位免除責任。

同一奈第 6款規定:

6 姿菅者加近明嵌害全部或部分由求借方有意的或重大疏忽的作力或不作力所造成 ,

至當著可全部或部分免除吋求借方所道受的碳害的賠儂責任°

58 在各介站抎常快中的凡今重要的草案也規定美似的例外°因此,歐洲委員舍的坏境韻

害賠儅規 .xl草 案
加 夫于絰菅者責任的規則 3第 4款規定:

4 空管者在下列情況下位免除責任:

(a)損 害先粹系由我爭行力、我斗行功、內我、叛瓷真者板不尋常、元可避免或元法

抗拒的自然現象所造成 ,

’’ 兄上文胖注 n9。

η 兄上文胏注 17。

’a 
兄上文胏注 37。

Ⅱ 班上文片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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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且 有道合有失种美的危膛活劫的安全措施,韻 害瑰粹系由第三方意在造成韻菩的

作力所引致 ,

(c)損 害純粹系由依捃公共些局的明确法令或決定而班寧的行力所造成,

59 1989年 《民事責任公約》
’s 算 5奈第 4放 中明:          .

4 逼裝人如江明下列情況,垃免除任何責任‘

(a)損 害系由城爭行力、找斗行功、內找、叛託或板不尋常、元可避免或元法抗拒的

自然現象所造成,或

<b)損害全部由第三方意在造成板害的作力或不作力所引致 ,

第 5奈算 5款 中明∫

5 逐裝人的責任庄在怔明損害全部或部分由遭受板害者意在造成板害的作力或不作力或垓

人的疏忽所引致,予 以全部或部分免除。

7 第 27奈 (時效)

6U 通常村殕借責任的拆松沒有時效。前一奈曾援引力其的依据的公的村在此也道用°

1992年 《空同物体所遣板害的回隊責任公的》
’U 第十荼肌定時效如下:

第 十 奈

1 賠僕碳害的要求可于碳害友生之日或放明泣久責任的友射日之日起一年內向友射回

提出°

2 一日倘不知道碳害的友生或未能汏明位久彙任的友射回,可 于放悉上迷事其之 日起

一年內提出賠借要求,但元站如何,此項期泀自求儅回若妥力力留意按理些已知悉此等事其

之日起不可超遊一年°

61 196U年 巴黎公的第 8奈和 1963年 《夫于核碳害賠借責任的維也納公＿.9》 第六

奈
’’ 分別將時效定力白造成撮害的核事件友生之日超十年°歐洲委昃舍規則草案規則 9’

B

’s 
凡上文賗注 39。

那 爽上文肺注 14°

’’ 更上文坤注 n7和 n9。

’B 
兄上文胏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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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吋放定力白受彩晌一方知悉或接理些已知悉韻害和至管者身份之日起三或五年 ㄑ尚未定λ 元

站如何,提起拆忪的吋效 自華件友生之 日起不可超逆三十年
。
1989年 《民事責任的公珩》第

18奈特時效定力白遭受韻害的人知道或理位知道板害和裝迋人的身份之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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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幸

民手賠僸交任

A 一殺考慮

62 到現在力止,本奈款中放想到的賠儅責任完全被視作是國家的責任,在道曾的時候提

出的理由
’g 

筒言之有:(a)星蒸在由有失各方作出逸掙的亦法中私法朴救是有用的,但它I●

元法保障元莘的受害人得到迅速而有效的賠借,他們在受到尸重仿害后,必須在其他國家的法庭

里×.+外 國央休提起沂公,(b)私法扑救本身并不合崁渤國家吋在其領土內送行的舍引起仿害性

后果的活功采取更有效的預防措施。在不否定速些理由的情形下,特別根告貝放力,垓奈放可能

可以使些地朴救亦法交得更可利用,因而使不管基于何种理由比較喜攻采用達种亦法而不善攻其

本目的保妒的受害人更容易作出送种逸摔,村送种情況位些予以考慮°些然按照目前的情兄,汝

有任何事物阻止跨界嵌害的受害人試四直接向起源國法庭提出中拆以取得道項振害的賠僸,而不

尋求他白己回家的保妒,他 白己的國家可能舍也可能不合提供速項保妒°受彩晌因本身在某些情

況下可能甚至舍力了保妒白已的利益而次力利用達种朴救方法是有用的°本秦款因此只位拭田确

保法庭和任何有夫的法律在村待達些私人或受影晌回方面有最促限度的划一性,并有一些其廣的

保障和道些的法律程序°

B 肘提洪的第 28至 33荼 的評淹

η 算 28奈 (國 內渠道)

63 我們可以想象到村于回內法律渠道送行不同程度的回萍管制°最低限度本荼款可以部

分根捃 η972年 《空同其休造成碳失的因跡責任公的》
日° 建立一套制度°補保國內渠道同回

豚渠道和平共存的一介初步規定是象 1972年公的第十一秦第 1款那祥,向 超源回提出外交要

求,元須等到要求賠儅回,或其代表的自然人或法人可能有的一切些地法律朴敬亦法用冬后才提

出。同時必須象同一奈第 2敖那祥確立,垓公的不妨磚一日,或其可能代表的自然人或法人向

起源日的法院或机夫提出賠儅要求或向受影晌回的法院竅机夫提出遠項要求,就象本草案第 29

奈中建洪的那祥°在送今情形下,受影晌回將不能就違遊日內渠道提出婄佳要求的同一損害利用

外交渠道提出要求°1972年公夠建立的制度比速介逐要更造一步,但委見舍可能扒力最好由一

’g 
其 《1989年 ...⋯年荃》,第一卷,算 186頁 ,第 2U23次 舍洪,第 25段

。

8° 兄上文片注 n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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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回豚公玓未送一步管制利用日內渠道的情形和一些其他方面。η972年公的提出的方法可以理

解是達一美的文中,在似,T孩 公約吋,我略和安全的考慮因素超避了其他的考慮因素,特別處篷

游因素,它 所涉及的活功在些時被放力完全是回家的交任°
田

2 第 29奈 (國家法院的管籍叔)

(a) 第1款

64 村各締的回制定某些〤芬將可村民事賠借責任送行更大程度的管制,首先是在算 29

荼 1敖 中規定締的固有〤芬在在它們的管培或控制下的活功造成的跨界韻害的受害人不受限制

地利用垓蹄約目的法院°力此目的,締＿.● 回必須通避日內立法,以使其法院具有受理生活在或居

住在另一目的令人或法律其体提出的要求的必要管培板°遠是歐洲絰安舍夫于意外污染跨界內阽

水体行力其則
” 所建快的解決亦法,其 中第七奈第 3款規定:

3 各回泣按照它們的法律系統,并在道些吋,根括互相的怭洪,致力于扯受到或可能受到跨界

內陷水体意外污染的不利影吶的他日自然人和法人利用同受到或可能受到美似影晌的赴子本回管

特下的人相同的行政和司法程序,并得到相同的朴敬°

1989年 《民事責任公約》
B3 

第 n9奈第 3款也有哭似的規定°

(b) 第 2款

65 第 29荼 第 2款反映了更大程度的管制,因 力,即 使他們能向起源目的法庭中沂,跨

界板害的受害人在不受本奈款管制的所有飯域內仍將完全要依救常理法庭的國家法律所提供的解

“ 正如最近的研究技告中明的:

‘‘1966年根捃商介超級大目的初步怭洪通避了 《外居空同奈＿.9》 時,人們是在外厚空同
.的

法律制度的政治范日內一致汏力,不仗村于以控制回名〤送行的活劫并村子在它的取

放下送行的私人活功,位建立一介尸格的控制回回怀責任的制度°夫子控制回回跡安任

的規定加強了它持袋監督和控制政府以及私人空回企╨的又多。我rll必 灰仄空向制度的

拘架的角度未看待它而不把它俱俠些作是如何涓整空同活劫所涉銓游危隆的一介技木同

趣°” (GDoekerandTGeh〢 ng, 《P而 vateor internationa｜ 〡iabi︳ ityfo「 transnationa｜

enˇ i了

。
nmenta｜  dama9e: The p「 ecedent of conVentiona! ｜iabi ity Γ冾gimes》 , Jou「 na】

ofEnˇ ronmenta〡 ∟aⅥσ (Uxford), v。〡2, N。 1 (199。 ), p13)°

班上文片注 36。

凡〦文片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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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亦法°在友生送种損害吋,國 內法律甚至村垓回回民都不鎗子任何扑救亦法,或垮子的朴救通

迒不及第 2款 中提到的“迅速适些的賠儅”°特別報告貝次力,送并不意味若,造成韻害的締的

目的賠撲黃任必然是有因果夫系或尸格的——旦然許多目防公的和國內法律制度吋班李堵如算 1

秦所迷的各項活劫的至菅者都沒想到了速一共賠營長任——而且其形式具有充分炅活性,使可以

合理滿足索賠人的日內法律得以道用°在道用的法律不承汏元遊失賠借責任的情況下,則 索賠人

力了使他的要求得到受理必須怔明存在些地法律所規定的情形°1982年 《敢合國海洋法公

釣》U. 
第 235荼 第 2放力此种解決亦法提供了先例:

2 各回×I子 在其管葀下的白然人或法人污染海洋杯境所造成的碳害,位務保按照其法律制度,

可以提起中拆以荻得迅速和道些的朴僕或其他救游。

(c)第 3款

66 如果第 29奈第 3敖荴得接受,它 將力跨回碳害的受害人提供一瓨重要的遊掙,即社

他能姼在起源目的主管法庭和受影晌因的主管法庭之同作出逸掙。有人放力起源回的法庭是比較

合道的,因 力那是造成韻害的因果夫耿升共的地方,因 此在那里更容易收集正据°送是事其,但

必豕記住,反村國內渠道的一今理由是,受 害人必灰到一外回提出拆公,而速祥做有許多缺焦‘

不了解其辰法律和法律程序,旅 煮,可 能使用不同活言等°按照第 3敬 ,索賠人可以,如果他

應意,向 他本國的法庭提出中拆°可以向造成碳害的事件的友生地的法官友出索求信未收集怔

据,但重要的是,索蛣人可以在他本國提起拆公°η968年 《夫于民事和商╨事項的裁決的管常

和執行的公約》
Bs 

和歐洲共同体法院 n974年 η1月 3U日 的裁決
師 都提出了送祥的解決亦

法°1989年 《民事責任的公的》
B’  第 η9奈第 1款也确立了以下締的囝的法庭的管寤叔‘

(a)造成碳害的地方的法庭 ,

(b)事件友生的地方的法庭,或

<c)采取措施以預防和冬選減少碳害的地方的法庭,

(d〉 迋輸者垤常居留的地方的法庭.

《第三次耿合國海洋法舍洪正式圮暴》,第 十七卷 〈琺合日出版物,出 售品編子‘

E84v3),第 15η 更,文件 A/CUNF62/122°

敢合國,《秦的集》,第 1262卷 ,第 163更°

Hande｜Skweke「●GJBierBVˇ MineSdeP。taSSed’A｜SaceSA (case21/76)

<Court 
。
f Jus｛ ce of the Ev了

。
pean CommunitieS,  日eportS 

。
f CaSeS before the

Cou●, 1976-8 <└ Vxembou了 9), p1735)。

B’ 兄上文廣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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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受彩晌回愿意力其本身的利益向法庭提出中沂 <例 如力它的不境受到的嵌害),它 必須到起

源回法庭,而不是在它本國的法庭提出申訴,送是力了避免友生佛裡的嫌疑以及因力回家具有介

人不能利用的拆公手段°元梵如何,送是一項造步的規定,可能是象目前正常以的全球性文中不

能接受的。

3 第 3U奈 (國 內法的适用)

67 第 3U荼 規定肘于本奈款沒有作出兵体規定的所有卒項均道用團肉法°而日內法和本

奈款的道用均位遊守第 1U奈草案規定的不歧視原則°996U年 巴黎公約
BB 

弟 13荼和算 14荼

力達瓨規定提供了基珀°

4 第 3η 荼 (管 豬豁免)

68 第 3n奈 不允許一日村根括本荼款提起的沂忪要求管葀豁免,但 大于強制執行措施的

豁免除外°196U年 巴黎公的
∞ 算 13棗 <e)款和夫于核韻害的民事黃任的 n963年堆也幼公

的
.U 

第十四奈已作避速祥的規定,送項規定村于本奈款規定的制度的迋作似乎是必要的°

5 算 32奈 (判 決的可強制扶行性)

69 第 32奈是夫子判次的強制扺行的,它 是 196U年 巴黎公約
91 

第 13荼 (d)欺,

π963年維也納公的
ψ 第十二荼和 1989年 《民事責任的公玓》

g. 
第 2U秦力依据的°任何

象正常洪的奈款那祥的全球性到要公的必頦考慮到不同的回家村公共政策有不同的看法,并要考

慮到本奈中所列其他的可能性°

6 算 33奈 (汪款)

7U 第 33荼是不解自明的,它 旨在便利以上各項規定在未來公的締的因之向的迋作。

凡上文肺注 17.

同上。

兀土文片注 n9°

更上文胏注 17°

兄上文肪注 19°

兄上文辟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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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幸

村國家管特范田以外匡域 (全球公地)

的坏境造成強害的賠營責任

A 初步考慮

99 在上屆舍洪上,特 別投告貝作出承清,特 村本音題的范田打大到村所渭
“全球公

地’’g1 造成韻害的可能性送行探討,垓同按西班牙法律用活或并可以秝力“espados pub︳ 〡c。 s

internac｜ onales”,相 些于日內法中雇于回家的“公共范田”
。必須村把“寺題范田#犬到”包括村

全球公地的振害所指力何加以澄清,因 力我們并不是要通避夫于責任的法律制度未似汀出一整套

坏境法,而是要把黃任的概念位用到必須位用它的所有領域上°夫于正常快的奈款草案,力 了确

定送介車東是否可以才犬到全球公地,特別根告真必須穹查三介主要的鬥題,即 <a)淑 害的概

念,<b)受 影晌目的概念,(c)村不法行力庄久的黃任或尸格賠借責任°

72 特別救告長放力,吋他的工作是非常夫鍵的一介初步同題是按照現有的一殺國隊法 ,

任何回家或介人肘全瑋公地造成的損害,或村回家管轄范園以外地匠造成的損害可不可能舍不村

造成嵌害的國家或介人帶未某种后呆。如果達介同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就必荻同第二↑同趣:在

固陭社舍目前的狀況下,我們可以想象速种情況能逖琴下去喝?.位 垓圮得,逐步友展回跡法是交

付給固吥法委員舍的工作之一°

B 嵌害

73 力了回答速兩介向題,位垓記得的第一介區分是,損害影咱到回家管搭范田以外地匹

的介人或財戶 (或村回家造成正常放的秦款草案第 2奈 (g)和 (h)項所指的板害),逐是仗俠

完全村坏境造成韻害°秘串赴按特別根告長的要求而第有的研究扳告
螞 汏力第一种嵌害不合

引起概念上的困堆,它 放力本秦款草案第 1奈就包含了送种撮害°特別擬告貝同意,第一种假

放村子受影晌回不合造成理站上的困璀,甚至也不合造成其跡上的因堆,因 力些它的回民,它 的

財戶或其國民的財戶受到嵌害時它就是受影晌因°夫于超源因,有 時候很容易确定 (例 如在友生

夫于全球公地位被汏力是所有回家的公有物逐是位厲于有別于其成貝的患合的整今回隊

社舍的支琵范田——在送种情況下它位具有法人地位——五然在其怀做法上沒有大的差

別。在兩神情況下,各日都可共同利用,而遠魚至今在其域上一向是受封承放的。

“下hedoct︻ neof〡 iabi忙Vand為 arm t° the‘ 9〡 oba｜ commons’ ”byMrsMArsanjani,

JanuaⅣ 199U (mimeo9rap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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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故吋),有時候則不易确定°元站如何,送是一今怔明的同處,并不合改交原則本身.

94 第二种假女,即俠村全球公地的坏境造成頡害的假沒,將舍帶來其正的困雅°在原無

上,送些困堆是:<a)村坏境本身的板害是一項新因素,(b)不 易根括村令人或財戶造成的形

晌十分精确地衡量出吋全球公地造成撮害的最低拆准,使人們得以建立一介賠僕交任的制度 ,

(c)元法确其建立村“全球公地”造成的明确強害將舍早致村人的明機碳害的夫系:.人 I● 所能姼

建立的只是坏境素廣同有夫地區內人們的福利和生活品辰之同的全面夫球°
.. 

但不站困堆力

何,上面 (第 72段 )提 出的第一介基本向題仍待解答:肘回家管籍范田之外區域的不境本身造

成的損害套有法律后果喝?些 然犬概除了 1988年 忘炅頭公玓
g, 

之外,几乎沒有吋達种韻害

久起賠借安任的先例°即使象使用自已的財戶之祥平常的原則都不能道用于村回家或其財戶,或

村一日國民或其財戶沒有造成明區 (並著)強 害的坏境碳害°
曲 些然,送是因力送是一兮薪

的同題:不久以前,人●●似乎汰力肘國家管括范田以外地區造成坏境污染的活功的影晌舍散布割

元限大的地匠里,在可預兀的將來不舍飽和,和 引起退化°任何人如何放賠借責任的角度來考慮

舍造成速种有害影咱的人失活功呢?村子牙共吋提出的再介1.9超 中的第一介同題的初步答案是,

一般回豚法直到現在力止似乎村坏境的損害沒有規定任何法律后果,除非就象我們看到的,速神

損害形晌到了國家或它們的回民°

75 但現在累私的影喃和重大的意外事故已篷已使坏境受到的嵌害到了村國家,它們的目

民和它們的財戶舍戶生明昆 <昆著)影 晌的地步°在送神情況下,毫 元疑同位垓引起賠借責任,

或位垓力將來制定速种責任,只 要送是其辰上可能的,困 力我們其阡上將是在史理第 73段所提

到的情況,即 ×l介人或財戶造成彩晌的杯境嵌害。但遠方面的回題是夫子那些逛沒有時人榮帶來

影晌的坏境韻害°在到送送介盼段以前,碳害吋坏境很昱著但村人美尚不區著°吋全球公地的頡

害要送到套直接或通遊其回民或后者的財戶同接影喃到回家的程度,其 累秋的有害形咱,一殺來

悅,必須十分巨大°涉及的地區十分戶南,它們通常是元人居隹或人口稀少的地區,那里相村而

言很少有私人或國家財戶°此外,其 影咱一般不舍集中在一介地方:水流和气流將舍把它●●散布

到很大的面枳里或大气居中。現在送些板害是元形的,但可能具有威勝性,而且不只是村不境,

也是村人熒本身°可以某种人美活功戶生的某科气体送入大气居,并捃帝舍造成有名的“溫室效

位”的導力例°我們很堆確其知道,至今村人气厚的撮害是村人的昱著損害,因 力最近凡年中班

同土,第 16┤ 7更
。

兀上文肺注 37°

特別投告貝村子跨界損害的思考所根括的案件 ,

及 的是直接或回接村某特定回家造成的振害 ,

害°

研方科爭海昳案和特雷水冶粽ㄏ集,涉

而不是吋具有全球公地性廣的財戶的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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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的地球全球气沮上升可能是由于气候交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可 能仗仗是哲吋的現象,而且

全球气溫上升至今造成的氓善,如果造成了任何韻害的括,可 能是元法衡是的°但它十分可疑 ,

而且我們很有理由怀疑:如果被近明厲其的活,它們×l地球上居住的人的損害可能被Ⅲ明是十分

巨大而且元法挽回的。達是与法律中一殺人理的板害不相同的另一种嵌害:一种可能的,至今逐

看不到的,但被明确汏力是一項威跡的韻害。
U. 

但國內法中并不是沒有失似的情況,介別小

的頡害似乎是不並著的,但 它們累秋起來,就整体而言就舍戶生文堆性的后果°禁止打猜的季

市,或定立瓦板未保廿某种功物,不便它們又免就是屑于送一失的例子。
1°°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國內法里,速种禁令的目的主要是恁蜀和糾正性的,恁 田并不一定同它所造成的頡害威比例 ,

而任何賠借則純粹是附帶的°

C 損害和賠儅責任

76 圾想中,或預料中不可連免的村人哭的撮害現在使我們必疚在送些村不境的威勝交成

導其,它 們引起的坏境退化村人們造成明昱或並著的板害以前思考以某种方法管制第 1奈提及

的活功的向題°夫于速些活劫的法律規則必須吋造成撮害的國家規定它提供某种保障或村碳害提

供某种朴借的〤努,或 規定其他一些又券,而 適反之些又夯將舍戶生某种后果。
i“  換句活

兌,回 家必須要以某种方式久起責任°在達里元需村此作造一步說明,因 力送句活的兵其性是不

解自明的,我們不有匕想象人們套逖埃允許×I全球公地的坏境進行不久責任,有系統的破坏
。

因此

肘第二介同題的答案將是,如果 目前回妳法中村子回家管寤范田之外地區的不境造成的那种板害

沒有規定任何賠僕責任的活,那 么肯定位垓有速祥的規定°情況既然如此,什 么是最道些的賠借

責任制度呢?在常快速介重要的同超之前,人們或忤舍注意到,上文提到的秘串赴的研究報告並

示,囝跡慣例的友展方面是,肘具有碳害性彩晌的活功,即 其正常操作舍造成嵌害的活功,道用

它同有危隆的活功可能舍造成的板害也不同:那种板害是不磅定的,困 力它可能友生或

可能不友生的,而在送里,如果活劫不受管制地＿.± 臻下去,碳 害將必然友生°

有些式四保中共有資源,例如某种功物的回坏公的也有道种規定°

我們熟悉的兩和賠借責任:吋不法行力的責任和尸格婄信責任 (因果賠撐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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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不法行力庄久的責任,而肘意外事故舍造成捐害的危隆的活功道用“尸格”賠僗黃任。
’.2 

但

在這兩神情況下,在利用現有法律概念未決定村全球公地道用哪一种褒任方面存在看某些同趣°

79 有一介鬥題是大于上面提到的一項李其的,即元法明确汏定一項村國家管寤范田以外

的不境造成可确汰的碳害必然舍×i人哭造成可确放的敬害。因此,凡乎不可能衡廷出村人或財戶

造成的碳害,村子造成撮害的未源回垃作出多少賠借也同祥堆以估卄,如果的确可能确定來源回

的活 <厥及由于含氛氣姪,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物辰由以百万甘的工ㄏ、友屯ㄏ,以住宅,汽

牛等犬量釋放出來以气休所造成的破坏 )° 如果元法村板害作出估卄,如果沒有可确放的受形晌

回,而 如果在可以追究到插害呆源的范田內仍必顏确定責任的活——就象在回答第一介1.9趣 吋指

出的——我●lI似 乎必須肘責任和賠佳責任的某些基本法律概念送行達一步的思考 .

秘中赴的研究報告最后一部分 (兄 上文群注95)就全球公地的損害可以道用哪种法律制

度的同題中明:

“...⋯ 似乎有一种趌努要确定肘全球公地造成環害的具休活功或項目,并吋它何通用

某种法律制度,限制它們的行力或禁止它們的使用°冬管目前的法律制度有种种缺陷,

有相些多的,規定國家有〤券不嵌害全瑋公地的管制措施和法律文中仍在錴致友展⋯...

就政策而言,村子一項持基或一再村全球公地造成損害的活劫,比較可取的做法是改交

它或全面加以禁止°走努五示出是支持速和政策的,回 怀社舍似乎有一种傾向和一致惹

兄,即 減少被怔明舍村全球坏境持笨和一再造成五著碳害的活功,遠方面的趙勢不支持

以下政策,即允許送頂活功錴答下去而吋造成的嵌害作出賠儅⋯⋯送种走勢並示出入●●

傾向于在不法行力的國家責任的架柏內在持臻和一再的基砧上來史理村全球公地造成韻

害的那些活功°”(第 48英 )

速將道用于所提及的“具有振害性髟咱的活劫’’°村子有危陸的活功,上 迷研究迷塞指

出:

“除了在回家責任架构丙哭理村全球坏境遣威碳害的活功的法律主体外,速于主趣的

一介比較狄〤和比敬有限的方面或許道合在目咚賠倍責任的范巨加以史理。速就是吋金

球坏境造成的意外損害°遠些意外事故例如包括油輇或載送其他美型污水的輇船在公海

中表生故障等〞(算 9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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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插害和村不法行力泣久的責任

78 根括白坏不法行力的回家責任奈款草案
1°3第

一部分規定,責任來自吋回跡〤夯的違反

而不是來自它所造成的振害,元站如何,單單是主現板利受到無有又芬的一方的侵犯就足以掬成

力嵌害°
1°.制

定各項坏境保妒公玓,禁止根害不境基于上文提到的理由,它們很堆加以執行或

禁止釋放某种元素或禁止它們釋放的丑超迪某介水平的赤法都解次了送介同逾 。
,。6元

兀 《198U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U更起各更°

阿戈先生在其夫子回家女任的第三次報告中說:

“委員舍犬部分委無同意特別根告長大于上迷考慮因素的看法,特別是,他們确放到 ,

某些作者提到的掘害的至洴因素并不是大于回贐不法行力作力責任的來源的定〤中所

固有的,而 可能是規定國家有〤芬不村外國人造成某加板害的規 Jlll的 一部分°此外 ,

夫于确定存在回吥不法行力的基本荼件方面,委 貝舍也确汏到,按 照回坼法,物辰或

精神的碳害必然是違反一日固怀主現叔利些中所固有的°因此委員舍汏力,未能村另

一日履行目怀法律〤券的概念位可充分包括遠方面的同題而元需作任何增加...⋯”

(《n99n年⋯⋯年答》),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23更 ,文件 A/CN4/246和

Addη -3,第 74更 )°

秘串咫的研究報告 <兄 上文助注95)在送方面提到了若干公約,包括1954年 《防止海

上油污園隊公的》(取合國,《秦的集》,第 3V卷 ,第 3更 〉,1963年 《夫于保妒東

苗河不受污染回隅委員舍的協定》 (同 上,第 994卷 ,第 3更 )91963年 《禁止在大

气房、外居空回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LA秦＿.9》 (同 上,算 48U卷 ,第 45更 ),1969年

《夫子合作防治北海石油污染的撿洪》<同 上,第 7U4卷,第 3頁 ),1992年 《防止船

只和又机傾何污染海洋公＿r● 》 <同 上,第 932卷,算 3頁 )91972年 《防止傾倒庾物

及其他物辰污染海洋公的》(同 土,第 ηU46卷 ,第 12U面 )91973年 《回隊防止船舶

污染公的》(駁合回,《1973年 法律年鈭》<出 售品璃手:E75v1),第 81更 9,1974

年丹袁、芬〨、挪威和瑞典同保妒坏境公的 <兄 上文胏注 46)91974年 《保伊波多的

海匠域海洋不境公的》 (∪ NEP,S引 ectedMu〡●︳ate「 a︳ treaueSin theF怡 ︳dUfthe

Enviroment,ReferenceSe而 eS3〈 NairUbi,1983),P3)91976年 《保妒地中海免

受污染公的》(將 由跌合回,《荼幻集》刊裁,作 力第 ↑69U8景 ),1979年 《大于次程

跨界空气污染公＿.9》 (同 上,第 21623景 )91985年 《保妒美氧房鞋也鋪公玓》(坏境

規划署,內 男半,1985年 )以及 n982年 《敢合目海洋法公幻》(兄上文片注 84)°

�祪

畤畤

�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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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如何,達是力了保妒大气厚、气候或海洋杯境而村某些活劫加以管制的一神赤法,特別根告貝

完全支持遠神亦法°但荃于很堆衛土出韻害和后未的賠借,什 么位垓是村不法行力位久的女任

呢?根捃回家大任荼款草案第一部分,不法行力舍引起雨种法律夫系:受韻仿回向行力的作力人

要求賠倍 (垓 詞的充分含火>的 主現杈利,或 同一國有能力村不法行力的作力人施加冬

何。
1°6 

盤于我們已看到村子坏境的某种碳害不可能送行賠儅,在送神情形下唯一的逸掙就畏

選行怒何。而另一方面,曾散害可以确放并可以以某种方法加以散士化吋,賠借與j是可能的,它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最其坏的一↑作法是本草案第 24奈第 η數 (兄 上文第 52段 )所女想

的恢褒原狀°

E 受影晌回

79 按定〤拼,沒有國家舍因其領土、財戶、其回民或國民的財戶而直接受到敬害,然

而,倘 若就送介主題鍗聳的公＿r●清此等明文規定,依捃夫于因萍不法行力的回家黃任奈款革集第

二部分第 5秦 第 2款 (f)項 的下列規定,玵杯境的損害將影晌一介多逆荼約所界定的集体利

益:1°
’

2 “受害固”特別指下列情兄:

(f)如 一因行力侵犯因多迪奈約而戶生的叔利,在怔其垓秦的明文規定送項秋利的目

的是力了保妒豬的目的集体利益吋,則 垓多近奈約的任何其他些事回即力受害因°

夫于速一蕉,×+第 5奈的評注指出:

(23)第 2款 <f9項 涉及另一种情況°事其上,即使第 2款 <e)項 <二 )目 〔表明式田將受害

回置于多逆奈的或違反刁慣法規則的情況下〕可能不道用,一項多逆奈＿.9的 締的回也可能同意格

達反遠祥的奈的中規定的一項〤多的行力視力侵犯了孩多逆荼釣所有締的目的集体利益°其跡

上,最近得到公汏的夫子國家管籍范園外的海床和底土亦物資源的“人爽共同錴承的財戶”的概念

就是表送了達种集体利益的一今例子°
.

24 在由各國組成的整介曰防社舍目前的友展勝段,承放竅确定各目的集休利益的道

用范田昆然依然是有限的°因此,第 2款 (° 項俠限于多逆奈約,以 及限于達些茶的的明

1°b 
班阿戈先生夫于回家責任的第三次叔告,文件A/CN4/246和 Addn-3<上文胊注

1U4),第 36段°

1U’ 《n985年 ⋯...年 盤》第二巷 (第二部分),第 25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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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規定
。

1° B

F 可道用的賠營天任

8U 如上所迷,肘全球公地的不境的強害銓常元法加以衡土或砰价,在送神情況下,不履

行〤多的后果主要是恕兩性的°若干物辰引迸不境之中超出了環育容并數士的情況以及違反普遍

禁令的情況确其是如此,最南數士和普遍禁令迄今力止是用未保妒坏境所使用的技木°
1°° 送

可解樺一些公夠在將賠借大任一幸定稿時所遭遊的困堆,送是一今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元法解決的

1.9趣°
”° 國家通常拒免接受其行力的賠偕安任,同 一困堆預料將來舍出現°

81 在數早的辯站中,我們看到道用尸格賠僗責任來管制某一活劫比道用不法行力的云任

更切央可行,因 力具有洬刺意味的是,尸格賠倍黃任是較不尸格的,不 限定引起賠借交任的行

力°我們逐知道,呈 然本茶數草案根捃尸格賠撐女任的遻輯,事其土沒有戶格道用,因 力起拆目

的行力和受害因的韻害之同的困果夫系一絰正央,起源回便有〤夯同受影喃目淡判根善的賠儂。

此外,垓草案中逐有若干免除責任的理由 (第 26奈 )° 因此,看 看造成肘地球公地的不境的韻

害或者戶生造成邊种碳害的相些大風險的活功是否可能受到本奈款草案的管蔣或許有好爽°

82 首先,某 些列入清車的物廣禁止使用超出一定數量的不通用,因 力將沒有什么可淡

判,而且將舍戶生一介不法行力寅任的同題。如果送介方法不能采用,將荼款草案的遻輯适用于

具有有害效果的活劫的唯一可能方法就是將禁止的數量交力最低限度,超出送↑限度,奈款草案

將起作用。超出限度的數是不合被禁,但如果皮班一田超出了限度,任何受影吶的國家將可要求

同受影晌曰或起振目,并且可能在目隊組你的參加下,送行怭商°送种怭有的目的并非要就道用

于有失活助的償理送成怭洪,因 力達种管理早已存在,﹁
1 

它的目的是尋求加強管理的方法 ,

要么通遊合作,要么避遊某科集体產力 (例 如出版夫子怭有的要求或者不相些于爽田的一些其他

同上,第 η 更°

秘串夾的研究報告 <兄上文坤注95)在提到若干夫于拭四防止村地球坏境的某些种美的

碳害的公釣吋中明,“這些公的要么指明不垃引造地球公地的污染物种失,要么普遍禁止

任何种美的污染物嵌害坏境
”(第 η7更 )°

且然1988年忘炅板公的 (兀上文片注37)不 但確立了至菅者的尸格賠借責任,也确立

了村銓菅者或其他沒有滿足的賠偕責任的部分,國 家位久的陪借責任,它允音將來,T立

一介大于賠儅責任洪定串 (第 8荼,第 7款 )°

假定在正常快的草案所規定的一美尸格賠借責任的范日內,可有一今公的或特定的決定

+确 立在特定活功可使用某些物辰的數量°如果有些物辰根系不能使用,數邊將是零 ,

超出零則有又多送行怭商或者可熊送行淡判°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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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元站如何,如果可指袂所造成的根害,有失坏境可恢友到原來的狀念,送將引起起源回

的尸格賠佳責任,速美交任可能力夫于賠伴責任本身的草案第五幸所涵蓋°

83 至于受影晌回又如何?按定火材,不合有送种回家,因力如果有第 2<j>奈所指的回

泉,將力本荼款草案的規定所涵蓋°村受形喃回的概念必須給予不同的定〤,也許是利用大于回

家女任荼款草案第二部分第 5奈第 2款 (f9項 (兄上文第 99段 ),不是逐字照搬,.而 只是說如

果跨界嵌害形晌公的每的目受明确保妒的集体利益,如地球公地的不境,任何締的回將 自由交方

受影晌目.

84 要使送种推理能行得通,也許有必要重新力“敬害”下定又,冬管夫于不法有力的犬任

在沒有其正友生物辰板害的情況下,可想象也舍友生,如夫于目萍不法行力的國家交任的奈放軍

案第一部分所預兀的,而在夫涉到主要与錯果有夫的尸格賠儂大任 (因果賠儅黃任)●i,91l不 大

可能。鬥趣似乎在于集体利益受到損害,但送是碳害逐不能班人身上看出來°因此,必須尋找一

些方法,匹分送种韻害与一般黃任所涵蓋的有形的、可兀的根害°案文在包括草狙一市,夫 子村

地球公地的不境的振害°叔迷送些特焦
”2 

和界定受到彩晌的集体利益,以便元站如何,些 起

出某一規定數量的物辰引造地球公地的不境之中,則 白劫視力已友生根害。送將是一介略力不同

的概念,近似碳害威赫的概念°特別技告貝汰力村杯境的損害必須放法放在同受影晌的人和國家

之同的夫系未快快,因 力方根錯底未說,送种韻害象任何其他損害一祥,只是在影晌到人 (包括

其財戶)的 范田內,才 是法律所夫切的
。

除了村人美所葚威的嵌害,×l人 或其財戶 的頡

害
Ⅱ3  

〈不淹是直接韻害或通遊村國家財戶的同接韻害)以外,沒有別的碳害,因此除此以外

也就沒有韻害的衡邊°舀一目的杯境受影晌吋,情況且無是如此,因 力國家是人榮社舍的化身°

如果受彩晌的不境是地球公地,回家的集体利益以及由此构威其人口的介人便受到形晌
。

85 村“涉及夙險”的活劫,差不多同標的考慮也道用,唯 一的匠別是夫于夙隆的賠倍云任

的選輯白然道用,因 力不法行力的責任道用于意外事件,必須舍戶生一些鬥良,而送些同趣特早

致在國內法采用尸格賠借責任的概念°

19Z
換句活悅,將它与村人或財戶°甚至村某一回家的坏境韻害匡別弄未,使其符合上文的

描迷°

在遠方面,些 拉努湖案的判決中說“只有在流域的統一与人榮現其相位合的范田內,在

法律房次才得到承扒”〈㏑ternat︴ ona｜ LawRep。 rts19S9,Vo︳ 24(1961),P12ω 它

中拆了一介深刻的其理°在秘串赴鏞雩的与本青題有米的回家其域凋查根告中,孩判決

中的有失段落被解釋力:“考慮到并多交數未決定何者朽成碳害。環重要的是,似 乎必羾

是村人美某些价值的副各
”(《 1985年⋯⋯年荃》,第二卷 (第 一部分)/Add1,第 37

万,文件 A/CN4/384,第 15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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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夫于道兩榮活劫,村地球公地所造成的嵌害的原則,作必要的更改,將与本紊數車來

第二幸所列者相同
。

然而,在把送些原則道用到友展中國家和照厥到其特殊情況吋,位氾若一介

主要的考慮°友送回家在早致大气房飽和的造程中,表送回家友捍了主早作用,而友展中國家的

作用則要少得多.此外,許 多表展中回家是地球升溫和气侯交化的任何后果的完全元丰的受害

人,几乎沒有做避些什么未造成地球升溫和气候交化°因此,主要須村友送回家施加限制,因 力

地球公地不境污染主要是它們造成的,在某些物辰限制生戶或禁止元可遊免地形晌友展中回家的

情形,后者位有板挾得技木援助或其他种炎的賠伴,而保留其主叔,特別是村其 自然資源的主

叔 .

87 些然,上文俠俠是村探討是否可能將青趣才大以包括常洪中的領域,送行初步分析.

倘使汏力遠項分析至少提供于研究送一同趣的一些基拙,仍頦作出許多其他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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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 .

提 放 的 奈 放  ｝﹉ ﹉﹉﹉ 6﹉ 十

一

第一幸 一般規定

第 9紊 本荼款的范田
a

本紊款位通用于在一日領土內或在力回怀法所承汰的垓日管騁下的其他地方,或在沒有送种

管珞的情況下在孩回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的,共有形后果在整介避程中造成跨界頡害,我戶生

造成跨界損害的危麼的活劫°

第 2奈 用活

力本紊數的目的:

(a>‘‘有危隆的活功”指第 9荼所指的各种活劫,其 中包括國家直接送行的送些活功:

(一 ) 涉及爽理、貹存、生戶、迋翰、卸下或以其他美似方式操作一种或多种危麼物

廣 ,

(二 ) 使用戶生有害籀射的技木,或

(三 〉 將基因改交的危麼生物和危隆微生物引迸不境,

<b)“危隆物廣”是指村人、財戶、〔地匹的使用或事用〕或坏境具有 〔明五〕〔五著〕危隆所

物辰,例如附件⋯所列的易燃和腐佳性物辰、炸菊、氧化刑、刺激物、致癌物、琇爽物以及有

毒、村生悉有毒和琇奕放射物辰等。一种物辰只在以某种散邊或溶度出現,或在有失某科危撥或

情況出現時,方可視力危陸物辰,但 以不妨磚 (a)項 的規定力限,

ㄑc)“基因改交的危膛生物”
指不以白然交配或 白然錯合方式改交的適侍材料、×I人‵財戶

a 
國豚法委員舍上屆舍以的特淹清楚表明,本奈在文字上曾大加修改°起草委員舍可能采用

的一介廉文如下:

“算 1荼 本奈款的范田

“本茶款庄道用于在一囝管轄或 〔有效〕控制下達行的造成垮界板害或戶生造成跨界

板害的危隆的活功”
。

沒有必要把危隆和撮害形容力“明立”或“昱著”,因 力如第2各表明,凡采用“危隆〃

或〃損害”等用活,即 意味它們是“明五”或“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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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使用或字用〕或不境造成危隆的生物,如 附件...所 列的生物 ;

(d)“危險的微生物”指村人、財戶、〔地匹的使用和事用〕和坏境造成危隆的徹生物,例 如

病原体或戶生毒素的生物 ,

ㄑe>“ 〔明並〕〔五著〕危險”
指造成相些可現 〔文堆性〕碳害的可能性坡低或造成老很但

〔明並〕ㄈ並著〕跨界損害的可能性南于正常的危隆;b             .
(f)“具有韻害性效果的活劫”是指第 η奈所迷在正常操作遊程中造成跨界敬害的活助,

(g)〞跨界損害
”是指作力第 1奈所途活功所引起的有形后果,在另一日領土內或共管常或

控制下 ㄈ的地方〕〔的地區〕,玵人、ㄈ物体〕〔財戶〕、〔地匹的使用或事用〕或不境戶生的 〔明

區〕〔區著〕有害的敬害°在本奈放內,此一用活患是指 〔明區〕〔並苦〕頡害°它包括力遇俐

或冬丑減少第 1荼所途活功的跨界強害性效果而采取的預防措施的煮用,以及送些措施可能造

成的任何迸一步碳害,c

<h>“ 〔明並〕〔五著〕嵌害”是指超述通常予以容忍的庥煩情況或較小損害的板害,

(i>“起源日”是指村第 1奈所迷活功行使管葀叔或控制杈的回家;

q)‘‘
受影喃回”是指跨界振害在其管寣或控制下戶生的回家,

(k)“ 事故”是指造成跨界振害或戶生造成跨界損害危麼的任何突友事件或持璞避程或同一起

因的一系列事件 ,

(︳ )‘
‘恢窠措施”是指恢失或替代受碳仿或破坏的白然資源的道些合理措施 ,

(m)“預防措施”是指第 8秦所迷的措施,包括預防事故或碳害友生的措施以及意困遏制或冬

童減少已友生的事故的掘害性效果的措施 ,

(n>‘‘有夫國家”是指起源囝和受影晌回°

b 
由于 (e)項夫于危隆活功和有危險的活功的范田已以新的方式界定,此款必須改寄,因

力有危麼的活劫現已在本奈 (a)項 界定。
“具有嵌害性彩晌的活功”的定又現另列于 (°

●9t°

:c 
下面可能是本項的這些案文‘

‘跨界振害
’是指作力第η奈所迷活功的有形后呆在一日管特或控制下的地匠引起的損害.

此一用活思是指村人 〔物体〕ㄈ財戶〕〔地Σ的使用式專用〕或坏境造成的 〔明呈〕〔立著〕

嵌害,并包括遏制或冬量減少第 1奈所迷活動的嵌害性跨界影喃而采取的預防措施的發

用,以及這些措旄可能遣威的任何造一步碳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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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荼 又多的确定
d

1 起源回如果知道或有亦法知道第 1奈所迷的活功正在或將在其領土內或其管瞎或控制下

的其他地方送行,即 位承拒本奈款所規定的火多°           .

2 除非有相反的怔捃,位推定起源回如第 1款所指是知道或有赤法知道的。

第 4奈 本奈款与其他回哧怭定的夫系

如果本荼款曾事曰同時也是夫于第 π奈所途活功的另一日怀怭定的些事回,則 在送种目豪

之同的夫系上,位道用本紊款,但不得違反垓另一日跡怭定°

第 5奈 村園隊法的其他規則元形晌
n

本奈款不妨碑回坏法确定不法行力所造成的跨界撮害責任的任何其他規則的其施。

第二章 原則

第 6奈 行功白由及其限作甘
｛

回家在其領土丙或其管獰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進行或允許送行人美活功的主叔 自由,必灰与

保妒他回主叔所戶生的板利相符合。

d此
狋 題 引起 昇 洪 ° 西 班 牙 文 可 以用 responSabi︳idad,因 力 它所 指 的火 多 是

reSponsabi｜ idad字 的丙种意〤所戶生的后果:致力使事故不舍友生的責任 (預 防>以及

万一次生事故吋的賠借黃任 <起源因的賠儅)°

B 
逸用第五次報告中力第 6奈似放的各逸案文 B,因 力它似乎比敏切題。

｛ 第 6荼一介可能的案文如下:

“第 6奈 行功自由及其限制

“國家在 〔其領土內或〕其管特或控制下送行或允忤送行人美活功的主杈 自由,必頦与他目

主扠戶生的板利相符合°”

“在其領土內或”等字可予用除,因 力在一日領土內送行的一切活功都在垓日管葀范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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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奈 合作。

各國之同位送行城意的合作,并清求可能神助它●●的任何固酥姐象提供怭功,努力防止在其

領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的第 η紊所迷活劫造成跨界板害。如果友生達种頡

害,起源回垃南受彩晌因合作,冬二減少根害的彩晌。如韻害是因意外事故所造成,.受彩晌回在

可能時也位針村在起源目的領土內或其管蔣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 〔地X〕 可能戶生的任何頡害性

效果,与起拆回合作°

第 8奈 預防
h

起源國位采取這些的措施,以 防止或冬士減少跨界損害的危吐,或在必要時避制或冬士減少

速些活功的強害性跨界效果°力此,起源回位在力所能及的范田內,吋第 1荼所迷活功使用可

迋用的最力切其可行的手段。
∞

第 9茶 朴儂
I

在符合木款的荼件下,起源困位村算n奈所迷活功造成的明五損害作出賠借°送項賠倍庫

。 第 9荼一介可能的棄文如下:

“第 7奈 合作

“各回之同位誠意合作,并清求可能帤助它們的任何因怀組象提供怭助,努力防止在其管

轄或控制下送行的任何活劫造成跨界碳害°在可能和合理情況下,受影晌日也位針肘在

起源目管堆或控制下的地區戶生的任何損害性效果,与 起源回合作。
”

h 
下面可能是第 8奈 的一介更好的套逸案文:

“算 8 荼 預防

“起源目位采取道些的措施,确保在其管籍或控制下送行的活功不舍造成跨界頡害,冬土

減少它們造成送神碳害的危險,或酌情遏制和冬逞減少達些活功的韻害性跨界效果°”

i 
特別擬告長建洪采用下列算 9茶杯題和案文:

“算 9茶 起源目的賠儅

“在符合本奈款的荼件下,起源回位補保村第n奈所迷活功造成的板害作出 ㄈ賠儂〕〔朴
￣

儂〕。遠碩賠儂位由有夫些事國淡判決定,并且原則上位以本奈款所定的狋准力指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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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起源回同受影晌回之同的淡判決定,并且原Jll上 位以本茶款所定的林准力指早,特別要銘記賠

佳位垓葉求恢褒受到損害影晌的利益均衡°

第 1U奈 不歧視i

些事田村子在男一回領土內或管騁或控制下送行的活功所戶生的效果的赴理方式,位南本國

領土內所戶生的效果相同°些事回尤其不得以第 1奈所途活功的受害人的回籍、住所或居所力

理由,在道用本奈款及其本回法律規定時,加 以匡別村待°

第三幸 預防

第 11奈 評估、通知和發料

1 如果一國有理由汏力第 1荼所途活功正在或將在其管寤或控制下送行,垓 回位常查孩瓨

活功以評估其港在的跨界形晌,.如次現垓項活功可能造成跨界根害或戶生造成跨界碳害的危險,

則位冬快通知可能受影晌的因家,向 它們提供現有的技木資料,以 正明其玲淹。它逐可告拆它

們,它正在式目采取何种措施,以 預防或冬量減少跨界振害的危隆,

2 如果跨界影晌可能#及多回,或如果起源因元法确定哪些國家套因送項活功而受影晌,

91l庄 按照第 1款所列奈件,同 時通知速方面的主管因坏姐坎° .

第 ↑2荼 回隊姐絮的參馬

任何回妳班班送行干預吋,如其姐絮章程或荼例村此种干預列有規定,91l位按照有大規定所

汀方式參与°如村此种干預沒有規定,則垓羾象垃送行幹旋以促送些事方之同的合作,安排与起

源回和受影晌因拳行敢席舍洪或車狂舍洪,并村些事方力促送解決可能友生的泀趣而可能向它提

出的任何清求作出反位°如果垓班舉有可能做到,則位村要求就早致其干預的事項提供技未援攻

的任何國家提供此种援助°

第 13秦 假定的受影晌目的主劫行助

如果一日有确其理由相信一項在另一日管特或控制下送行的活功正村它造成第 2茶 (g>瓨

意〤范田內的損害,或正戶生吋它造成速种碳害的 〔明昆〕〔五著〕危隆,它 可要求孩回遊守第

11奈 的規定°提出清求 .¢ 垃同時提出用途上述看法的理由的、附有有失文件的技木性說明。如

垓項活功的确是第 η奈所迷活劫中的一項;起源因位久袒受影晌因承受的費用°

’本荼款取代了已別除的夫于參与的前第 8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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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奈 怭商

有失回家之同位本若誠意和合作精神送行怭商,致力力垓項活功建立一介考慮到各曾卒方利

益的制度.在上述任何一目的倡以下,所有有失回家之同可拳行耿席舍快送行怭商°

第 15奈  回家安全或工╨秘密的保伊       .

第 11荼 的規定不得的東起源曰提供肘其國家安全或工╨秘密的保伊至力重要的效据和資

料°但起源回位本誠意同其他有失國家合作,酌情提供它能姼提供的任何資料°

第 η6紊 車方面預防措施

如有失活功确扁第 1荼所途的一致活功,則 在有失國家之同就孩項活功制,T法律制度送成

撿送之前,起源回位采取第 8秦所途的道些預防措施,特別是适些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包括 :

規定活劫的送行須先絰核准,鼓勍采取強制保隆或其他財政保障,以 扑借跨界損害,及采用現有

的最佳技木,以确保垓項活功安全送行°必要吋,起源因政府位采取行功,扺硝已表生的、有造

成跨界板害的緊迫、尸重危險的事故的影晌。

第 17秦 利益均衡

力求有夫回家之同在第 1奈所述活功方面央玩公平的利益均衡,遠 些國家在送行捇商或淡

判吋可考慮下列因素:

ㄑa)跨界碳害可能性的程度及其可能的尸重性和涉及面,以 及垓碩活功在受影晌目的秋累

影晌的可能范田,

(b)預 防速种板害的手段是否存在,考慮到爪事垓活劫的最高技木林准,

(c)在其他地方或以其他亦法送行垓項活功的可能性,或是否有可供遊摔的其他活功,

(d)孩項活劫村起源目的重要性,考慮到絰游、社舍、安全、保隆和其他共似因素,

(e)就 可耗的預防手段而言垓項活功的絰游可行性,

(f)起源回就其采取嵌防措施、恢褒事前的坏境狀況、賠儂所造成帥碳害或送行可供逸掙的

其他活功的能力而言的物辰和技未可能性,

(g)受形咱回村同一活功或美似活功泣用的保妒林准以及Z域或囝阡其域中位用的拆准,

ㄑh)起源回或受形晌國爪孩項活功中取得的利益,

(i)強 害性效果源于自然資源的程度或影晌一种共有資源使用的程度,

q)受影晌因思意分袒荻防使用或板害賠儅的程度 ,

(k)起源回和受影喃目的利益馬整今社合的一殺利益一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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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〡 )國 杯社舍可以向起源囝提供援助的程度,

(m)回跡法有失原Jll和 規范的道用性°

第 18奈 不屈行前途又每

起源回不履行前迷〤芬不位拘成受彩喃回提起泝忪的理由,除非些事回之 1.9生 效的其他日爆  ￣

怭定有此規定°在送些情況下,如果垓項活功造成可以月因子起源目的 〔明昆〕〔昆著〕跨界扳

害,起源回不得力自已的利益援引第 23荼 的規定°

第 n9奈  吋按第 9n奈友出的通知不作答交

就算 11奈所途的情況而言,如果通知回已提供大于孩奈所迷措施的資料,任何國家在六↑

月期同內×l通知不作答友,即推定它汰力送些措施是滿意的°送〦期同可泣有失回家的要求延卡

〔一段合理的吋同〕ㄈ六今月〕°可能受影晌因可清求能姼提供意兀的任何回隊姐象提供意見.

第 2U奈  活功的禁止

如果村活功的評估並示跨界損害不能避免或不能荻得充分賠儂,起源日位拒先孩准速瓨活

劫,除非至菅者提泱送行碳害性欲小的供遊捀的其他活功。

第四幸 賠儅交任

第 2η 荼 淡判的〤券

如果 因第 n秦所迷活劫而戶生跨界拐害,起源回垃有又參同受彩晌回破判,以确定領害好

法律后果,同 時銘記,原則上損害必須教得克分婄借。

第 22奈 多介受彩晌因

如果受影咱曰不止一今,在送介事項上有叔限的目師鍾珠如位任何有失回家的清求即可送行

干預,其唯一目的是怭助些事回并促造它們的合作。如果已至拳行第 η4荼所迷的怭商,并有一

今日豚組象參与送些怭商,則 垓目隊組象村子未就造成振害的速項活功的制度迷成楙洪之前戶生

的振害,也泣參馬其璋°        ＿

第 23奈 減少起源回位付的賠借

夫于通避外交渠道提出的索婄要求,如果由干活功的性辰和其体情兄,由 有失回家分推某些

發用似乎比較公平,費影晌目可在合.rJ情 況下,同 意減少起源回位付的款項,ㄈ 何如,如果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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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寺力預防跨界掘害已采取了預防措施,而且垓項活功正在商回境內送行J或如果起源回能修怔

明,受影晌因正在免發受蕪于垓項造成韻害的活劫〕。

第 24奈  村不境的損害及因此造成的村人或財戶的韻害

1 如果跨界嵌害怔明肘受彩晌目的坏境有害,起源回位久扭任何合理行功的發用,以冬士

恢褒強菩友生之前存在的狀.9L如果元法充分恢褒達些狀況,則可就振害情況送威起源回以金我或

其他方式賠伴的怭快.

2 如果第 1款所途吋坏境的損害也因此造成吋受形晌回的人或財戶的損害,超拆目的付數

也位包括吋遠种強害的賠僕.

3 就土面第 1和算 2款所述的情兄而言,如果索賠要求是通逛外交渠道提出,Jlll可道用

第 23奈 的規定°如果通迂國內渠道提出索賠要求,則 位道用日內法°

算 25奈 多介起源曰

就第 23和第 24荼所迷情況而言,如果起源回不止一介,

各逸案文 A

它們位村所造成的韻害久袒達帶賠僧責任,但不妨得它們之同就賠佳責任的比例份額而相互

提出的任何索賠要求°

各遊案文 B

它們位按每一日所造成的損害比例村受影咱因久扭賠借責任°

第 26荼 例外

η 在下列情況下,起源回和絰菅者不久賠儅責任:

(a)碳 害直接力因子我爭行力、我斗行劫、肉我、叛說或特殊、元法避免和不可抗拒

性辰的自然班象,

(b)碳害全部由第三方故意要造成振害的作力或不作力所造成°

2 如果起源回或至當者址明根善的全部或局部是因蒙受撮害的人故意要造成損害的作力或

不作力所造成,或因此人的述失所造成,則 它●ll村此人的婄催責任可全部或局部免除°

第 27奈  時效

鴕本荼款規定的賠借責任所提起的拆松,放受影咱方荻悉或可以合理地荻期它已族悉碳害和

起源因或至菅者的身分之日起 〔三〕〔五〕年后失效。在任何情況下,造成板害的事故友生之 日

起三十年后,即 不得提起任何沂公°如事故由一系列事件班威,三 十年期位放最后一次事件次生

——2UU——



之 日起弊。

第五幸 民卒賠借責任

第 28奈  國內渠道

1 在根捃本各獄向起源因提出跨界散害賠借責任的索賠要求之前,受形晌因或孩曰代表的

介人或法律其体沒有必要充分使用些地現有的一切法律扑救方法.

2 本來款沒有任何規定阻止一日或垓曰代表的汏力本身因第 1荼所迷活功而索受韻害的任

何介人或法律其体,向 起源目 〔如厲第 29奈 算 3放 的情況,則 向受形晌回〕法院提出來賠要

求°但在此情況下,受影晌回不得使用外交渠道就已提出索賠要求的同一碳害提出索賠要求.

第 29奈  回家法院的管轄杈

η 本荼款些事回位通述其本曰立法,投子其法院爽理第 28奈所迷索賠要求的管擋枚,井

給予受影晌的回家或介人或法律其体向其法院申泝的叔利°

2 些事回位在其回肉法律制度肉規定扑救亦法,使第 1秦所迷的在其管擋或控制范田內迸

行的活功造成的跨界振害數得迅速克分的賠儂或其他扑借°

〔3 除了受彩晌回以外,第 28秦所迷的汏力曾蒙受嵌害的其他人可遊掙在受影晌回去澆

或起源回法院提起沂忪
。
〕

第 3U茶  國內法的道用

法院位肘本奈款沒有具体規定的所有其辰性同處或程序性同尾适用其國內法。本荼款以及回

內法律和立法的道用不得因因籍、住所或居所而有任何匹別待遇°

算 3n荼 管寤豁免

國家就根据前面奈款提起的沂妐不得按回肉立法或因阿法要求管葀豁免,但就強制故行措施

要求的豁免除外°

第 32紊  判決的可強制執行性

1 主管法院作出的最后判決如根据垓法院所道用的法律可強制執行,則 除非有下迷情況,

玄判次在任何其他特的方領土內均位得到承汏:

<a)判決是以欺昨手段族得,

(b)被告方未荻合理的頭先通知且未衷机舍在公平案件下提出自己的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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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判決違反正在爭取其承放的回家的公共政策,或与正又的基本規范不符。

2 一項荻承次力符合第 η放規定的判決,在爭取其強制執行的舞的方所規定的手瑛完成

吋,即位在任何些卒回強制執行°不允許肘此一事項的其辰送行迸一步申查°

第 33奈 江款           .

舀孝因位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肯者因前面各紊規定在些卒國法院提起拆忪而位收的任何款

項,以及与保隆或再保隆有夫的任何位收款項,或 旨在朴僕有夫的振害的其他資金,可 以自由地

以受彩晌目的女市或以中清者慣常居住目的女市江玲中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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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第四十二屆舍送文件一克表

林  趣 各   注

A/CN4/426/Revη   帖吋以程            油 印件°大于通迪 的快程 ,

兄 《199U年⋯⋯年盤》,

第二巷 (第 二部分)#一

幸第 9段
。

A/CN4/427ㄈ 和  特別救告真斯蒂芬 .友 卡弗里先  特我于本卷 (第  珂).

C。「「
1〕 和 Add1    生大于回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的第六次救告

A/CN4/428〔 和  特別根告貝胡利奧 .巴 水沃#先   同上(算  更).

Co rr1,2和 4〕 和   生大于回怀琺不如禁止的行力

Add1         新 戶生的韻害性后果的團怀女

任的第六次報告

A/ CN4/ 429 和  危害人美和平天安舍治罪法草   同上〈第  頁)°

Addη -4       案:連 照大舍第 43/π 64咢 次

以和第 44/32景 次以放各舍貝

團收到的意兄

A/ CN4/ 43U 和  特別根告貝杜杜 .錫 正姆先生夫  同上 (第   更)°

Add1         于危害人哭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的第八次救告

A/CN4/431〔 和  特別救告貝小木 曾本雄先生大于  同上 (第   更)°

Co rr1〕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的第

三次報告

A/CN4/4鈕      特別救告貝東 昂納多 .迪工斯 .  將 以 琮 合 形 式 作 力 文 件

因薛雷斯先生夫于國家和國豚   A/CN4/438持 我 于  .

姐象同的大系 <音 趣的第二部   《┐9gI年 ⋯ ...年 盤》,算

分)的 第五次報告         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433     朴足帖吋空缺 (章程第 ηη奈):秘  特我于本卷 (第   更)6

串赴的說明

A/CN4/433/Addn   同上一一秘+赴說明增編:候 遊  油印件°

人和履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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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拆   趣 各  注

A/CN4/L443    秘串爽編穹的大舍第四十四屆舍  油印件.

洪期同第六委員舍討站 回体法

委長舍根告的寺趣摘要

A/CN4/t444    大于回家及共財戶的管葀豁免的  未文特我于 《199U年...⋯年

來款車案°起革委員舍二滾通   盤》,第一卷,第 2191次

迪的奈數拆趣和案文:第 η至   舍洪何要氾束 (第 23段起

1U荼和第 12至 16朱       各段)°

A/CN4/∟445    大于回林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奈  同上,玤 2187次舍洪和第

泉草案.起革委貝舍通逍的荼   2n88次 舍放倚要混彔 (瑋

欺林趣和案文:瑋 22至 27紊    π-74段 )°

A/CN4/L446     回呠法委貝舍第四十二居舍快工  油印件°夫于所道避的集文,

作散告草稿:第 一幸 <舍洪的   兄 《犬舍正式圮彔,算

班象)              四十五屆舍洪,朴編第

1U吾》 (A/45/η U)° 最

后案文凡 《999U年 ...⋯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

A/CN4/L447和   同土:第二幸 (危 害人英和平及  同上.

Add1, Add2ㄈ 和   安全治罪法草案)

山引9/CJn〕 和●dd3

A/CN4/L448    同上:第三章 ㄑ國家及其財戶的  同上°

管常豁免)°

A/CN4/L449和   同上:算 四幸 <因 妳水道非航行  同上。

Addη 和 2        使用法)

A/CN4/L45U     同上:第五幸 (回家責任)     同上.

A/CN4/L451    同上‘第六幸 (因 象和回隊姐參  同上。

同的夫系 (青 趣的第二部分))

A/CN4/L452    同上:第 七幸 (夫 于回隊法不如  同。。

禁止行力所戶生的嵌害性后果

的回隊交任)

A/CN4/└ 453    同上:第八章 <委 貝舍的其他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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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林  趣 各   注

定和錯站 )

A/CN4/L454〔 和  危害人美和平仄安全 治罪法車  同上,第二幸 C市
。

Co rr1〕          東 :國 豚法委長含依 照大舍

算 44/39青 次以第 1段帝求

所淡工作＿.B的投告

A/CN4/L455    大于危害人共和平仄安全治罪法  案文特栽于 《199U年 ...⋯年

草案的奈款車集
。起草委長舍   盤》,第一卷,第 2196次

適逆 的奈數拆趣和未文,笫   舍快 (算 43段起各段)、

16、 18奈和 X荼          第 2199次 舍以和第

2198次舍快 (第 1-8段和

52-89段 )倚要記彔.

A/CN4/SR刉 49-   第 2#49至 22°4次舍洪幡吋何要  油 印 件 ° 最 后 案 文 我 于

A/CN4/SR22U4    圮 最                《 η99U年 .....●
年 盤 》 ,第    一

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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