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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朕合國文件都用英文大丐字母附加數字編咢.凡是提到達种編咢 ,就 是指耿合回

的某一今文件 .

提及 ㄍ回坏法委員舍年麥》吋省啥力前有年度和省略咢的
“
年鈭

”(如 《19BU年

⋯⋯年麥》)。

國防法委員全每屆舍洪的年麥由兩卷組成 :

右一巷:垓屆舍以各次舍Ⅸ的倚要圮果 ,

年二巷 (第 一部分):特別報告長的報告和合快期何申快的其他文件 .

館二巷 (第 二部分):回 所法委員舍提交大舍的報告.

凡提及以上各巷和各巷中的引文均指作力駁合國出版物友行的本年盤各卷的最

后印刷文本 .

ArcN.9sERA9I”U/Add︳ (Parl2)

敢 合 回 出 版 物

出告品躬母:c92vI° (Part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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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荼 (多 介受影晌回),型

第 23奈 <減少起源回泣付的賠儅)⋯⋯.

第翴 奈 (肘坏境的損害及因此造成的肘

人或財戶的技害)

第 2S奈 (多 介起源回)

第 26奈 (例 外),型

第η 奈 (時效)‥⋯⋯⋯⋯⋯⋯⋯⋯⋯.

(e)第 五章 民事賠儅責任 .⋯⋯⋯⋯⋯⋯‥

第 28茶 (回 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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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盟

歐洲瀣委舍

歐共体

夫貿忌+.●
.定

原子能机构

因眛法院

紅十字委員套

回隊法林舍

美洲組象

姪合鉏象

回豚常投法院

坏境規划署

教科文組象

堆民青貝亦事史

切研所

知法戶杈組象

世界銀行

《回拆法院裁決集》

《回狋常淡法院A輯 》

末南正回家朕塈

歐洲瀣漭委員舍

歐洲盜漭共同体

夫稅及貿易息柲定

因隊原子能机枸

回隊法院

紅十字回防委貝舍

回豚法林舍

美洲回家組象

壢漭合作和友展姐枳

回怀常沒法院

朕合回坏境規划署

敢合回教育(科 掌和文化＿fn軹

朕合目堆民事夯高圾寺貝亦事於

朕合回切珠研究所

世界知味戶杈組象

回吥复共升友銀行

*

《回隊法院判決、咨均意兄和命令集》

《回坏常投法院判決集》(第 1-24集 :直 到并包

括 193U年 )

夫于引文的注

除另有說明者外,來 自英文以外文字的著作的引文是由秘中赴翻澤的。
mv



本卷引用的多迪公的

人杈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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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日 )                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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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烎。

《各令ㄇ机构特杈及豁免公的》(組 的,1947年 11月   同上 ,第 33巷 ,第 261

21日 )                          頁。

《維也幼外交美系公的》 (堆 也幼,1961年 4月 18  同上 ,第 S。U卷 ,第 gs

日>                              面°

《堆也多肉領事夫系公的》 (堆 也夠,1963年 4月 ＿,t  同上 ,第 5%巷 ,第

日)                           261頁 。

奈的法

《堆也納奈的法公的》(維 也納,1969年 5月 23日 )  同上 ,第 1155卷 ,第

331更 °

《美于回家和回隊姐象同或回防組玖相互同茶約法  A/CUNF.129/15

的堆也納奈的》(維 也鈉,1986年 3月 21日 )

海洋法

《朕合回海洋法公的》(蒙 特哥只,1982年 12月 1U  《第三次朕合回海洋法

日)                       合玟正式圮汞》,第 十

七卷 (敢合回出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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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151頁 ,文 件 A/

CUNF.62/122.

核活功和外空活功造成損害的責任

《核能領域第三方責任公幻》(巴 黎 ,196U年 7月 四  敢合回,《 奈幻集》,第

日)及 附加以定串 (巴黎,1964年 1月 28日 )    956卷 ,第 251頁 和

335更 。

《維也納核振害民事責任公的》(堆 也納,1963年 5  同上,第 lU63卷 ,第

月 21日 )                        265兵 °

《外空物体造成撮害的回隊責任公的》(俺敦、莫斯  同上,第 961卷 ,第

科、準盛頓 ,1972年 3月 29日 )          187烎 。
●

痳醉品和精神葑物

《球合回禁止非法販迋痳醉葑品和精神葑物公的》  E/CUNF.釳 /15和

(維 也夠,1988年 12月 2U日 )           C° rr.2°

染項刑事同題

《反肘招奏、使用、資助和洲殊雇佣軍回隊公的》〈鈕  大舍第 44/34咢 決洪 ,

的,1989年 12月 4日 )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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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合以的姐玖

1. 回豚法委員舍是根括大套 1947年 11月 21日 第 174<Ⅱ )景 決吙投立的°委

員舍依照作力垓決以附件并銓后來修正的委貝套章程,自 199U年 5月 1日 至 7月 2U

日在朕合回日內瓦亦事赴的委員全永久舍址拳行了第四十二屆套破。第四十一屆合

洪主席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主持了套洪弄幕式。

A. 成長

2.委 員合由下列委員姐成 :

博拉 .阿德赤姆博 .阿吉博拉素王 (尼 日利工)

侯賽因 .巴 哈納先生 (巴 林 )

奧恩 .哈索內先生 (的 旦)

里正茲 .＿.J哈茂德 .沙米 .凱 西先生 (伊 拉克)

加埃塔渃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意 大利)

胡利奧 .巴 水沃#先生 (阿根廷)

朱里 .巴 本甜戈夫先生 (芬 堆埃社套主火共和回敢盟)

的翰 .艾俺 .比 斯利先生 (加 拿大)

穆罕默德 .本 努幼先生 (摩 洛哥)

布特多斯 .布特多斯一加利先生 (埃及 )

卡洛斯 .卡 某男一多德里格斯先生 (巴 西)

菜昂納多 .迪 皿斯一因#雷 斯先生 <委 內瑞拉)

古茲蒙迪水 .埃里克松先生 (冰 島)

芳雷你 .弗 朗西斯先生 (牙 妥加 )

伯恩哈德 .格 雷夫拉特先生 (德 意志民主共和目)

弗朗西斯 .乃 洪 .海斯先生 (爰 水〨)

菜本赫 .伊 留埃卡先生 (巴 拿馬)

安德烈正斯 .雅 科堆德斯先生 (塞 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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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卜杜勒 .科 多馬先生 (塞 拉利昂)

艾哈迓德 .巧 希馬先生 (阿 水及利工)

斯蒂芬 .友 卡弗里先生 (美利些合僉回)

弟〨克 .恩詹加先生 (肯 尼皿)

小未曾本雄先生 (日 本>

斯坦尼斯瓦夫 .帕夫拉克先生 (波 〨)

阿〨 .佩菜先生 (法 回〉

彭馬拉朱 .斯 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 (印 度>

埃迪你兵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咼 送加斯加)

埃馬努埃水 .害庫幼斯先生 (希 腊)

塞薜冬 .塞 普冬鐘迷一古鈇雷斯先生 (墨 西哥)

史久鏞先生 (中 回)

路易斯 .索 拉里 .四 德拉先生 (秘 書)

杜杜 .錫 皿姆先生 (塞 內加水)

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德 意志朕邦共和回)

皿厊山大 .揚 科夫先生 (保 加利正)

3.在 199U年 5月 3U日 的第 21“ 次舍以上,委 員舍造出了阿〨 .佩某先生

(法 國)填才卜因保多 .勒 泰先生逝世而造成的委員舍喵吋空缺。

B.主席日成長

4.委 員舍在 199U年 5月 1日 的第 2149次舍以上,進 出了下列主席日成天:

主席 :史 久備先生

第一副主席:胡利奧 .巴 水沃薜先生

第二副主席 :朱里 .巴 示謝戈夫先生

起草委員合主席:文哈近德 .咼 希与先生

報告貝‘古茲蒙迪水 .埃里克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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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委 員舍才大的主席國由本屆舍以主席困成員、曾任委員舍主席的委員
〕 和

各特別報告貝組成。
ε 妒大的主席困的主席由委員套主席捏任°根括

一

大的主席回

的建以,委 員套在 199U年 5月 4日 第 2lS2次套以上力本屆套以及立了一今玩划小

組,灸 黃常坡委員套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并就此向

一

大的主席困

提出根告。規划小組人貝組成如下 :

胡利奧 .巴 水沃#先生 (主席)、 博拉 .阿德亦姆博 .阿 吉博拉素王、侯奏

因 .巴 哈夠先生、里皿茲 .馬 哈茂德 .≠ 米 .凱 西先生、朱里 .巴 你甜戈夫

先生、的翰 .支 俺 .比 斯利先生、卡洛斯 .卡 菜多一〞德里格斯先生、菜昂

納多 .迪 正斯一因薛雷斯先生、古茲蒙進水 .埃 里克松先生、旁雷水 .弟 明

西斯先生、豪示赫 .伊 留埃卡先生、安德烈正斯 .雅 玲堆德對先生、弟〨克

.恩 詹加先生、小未曾木雄先生、彭馬拉朱 .斯 里尼瓦#.拉 奐先生、埃馬

努埃水 .害 庫夠斯先生、杜杜 .錫 皿姆先生、克里斯蒂安 .托 穆沙特先生和

皿ㄞ山大 .揚 科夫先生°

C.起草委員舍

6.委 員合在 199U年 5月 2日 的第 215U次 套破上任命了由下列成貝組成的起

草委員舍:艾哈近德 .馬 希与先生 (主席)、 侯奏因 .巴 哈幼先生、臭恩 .哈索內先

生、朱里 .巴 水謝戈夫先生、卡洛斯 .卡 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菜昂夠多 .迪工斯一

因蘚雷斯先生、弗朗西斯 .馬 洪 .海斯先生、阿 卜杜勒 .科 男馬先生、斯蒂芬 .妻 卡

弗里先生、小未曾木雄先生、斯坦尼斯瓦夫 .帕 夫拉克先生、埃迪你只 .拉 扎凡德拉

朗博先生、塞葄你 .塞 普你堆迷一古鈇雷斯先生、史久鏞先生和路易斯 .索 拉里 .

】 即菜昂幼多 .迪 正斯一因碎雷斯先生、旁雷水 .弗 朗西斯先生、伯恩哈德 .格

雷夫拉特先生、斯蒂芬 .友卡弗里先生、杜杜 .錫 正姆先生和正ㄞ山大 .揚科夫先

生。
z 

即加埃塔渃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胡利奧 .巴 水沃葄先生、菜昂的多 .迪 正

斯一因#雷斯先生、斯蒂芬 .C.友卡弗里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和杜杜 .錫 皿姆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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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拉先生。古茲蒙迪你 .埃里克松先生以回狋法委員舍報告貝的身分參加了孩委

員套的工作。

D.根据大套第 44/39母 決玟所載的要求成立的工作姐:

?.在 199U年 5月 16日 的第 2158次合以上,委 員合根据 1989年 12月 4日 大

舍第44/39咢 決玟所載的要求成立了一↑工作組,由 下歹i成 貝組成 :杜杜 .錫 正姆先

生 (主 席 >、 侯賽因 .巴 哈幼先生、的翰 .支 俺 .比 斯利先生、穆罕默德 .本努夠先

生、菜昂納多 .迪 正斯一网#雷 斯先生、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豪你赫 .伊 留

埃卡先生、阿 卜杜勒 .科 多再先生、斯坦尼斯瓦夫 .帕 夫拉克先生、彭馬拉朱 .斯里

尼瓦祥 .拉奧先生和埃馬努埃本 .害 庫鈉斯先生°古茲蒙迪你 .埃 里克松先生也以

委員套根告貝的身份參加°

E.秘 串赴

8.副 秘#長兼法律願同卡你一奧古斯特 .弟 菜施豪水先生代表秘串米出席了本

屆舍以 .法律事夯斤編築司司米弗拉基米冬 .科 特救你先生拒任委員全秘串,并 在法

律厥同未出席時代表秘半K.法律事夯序編集司副司米杰奎琳 .多 琪女士扭任委員

合副秘中米°高等法律干事桑原幸子女士和曼努埃示 .拉 再一蒙塔水多先生捏任委員

套高圾助理秘中,法律干事瑪努什 .阿 桑賈尼女士和安杰伊 .馬 卡雷夫堆奇先生捏

任委員合助理秘中°

F.以程

9.委 員合在 199U年 5月 2日 的第 215U次全以上 ,通道了第四十二屆全汶的玟

程項目如下 .

1.本屆舍玟的工作安排°

2: 填朴委員舍的一介嗨吋空缺 (章 程第 11奈 )。

3.回家黃任°

. 
題力:“放事跨回界非法販迋痳醉方品和其他跨因界犯罪活功的令人和其体

的目隊刑事責任:建 立一介討遠美罪行有管轄杈的回隊刑事法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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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5.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6.回 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夫子回眛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技害性后果的回怀責任。

8. 回家和回豚姐象同的夫系 (青 題的第二部分 )。

9.委 員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lU.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11.第 四十三屆套以的日期和地焦。

12.其他事項。

1U.委 員全常以了其以程的所有項日°委員套拳行了56次 公平套以 (放 第21的

次至第 Z2m次舍以)° 此外,委 員套的起草委員合拳行了43次 套以,一 大的主席困

拳行了4次 套破 ,甘 大的主席回規划小組拳行了4次 套快 ,根 括大套第44/39咢決坡

(兄上文第 7段 )所載的要求成立的工作姐拳行了5次舍汊°

G.委 員套第四十二屆套啵工作情況概迷

11.在第四十二屆套以上,委 員合用 17次全洪昔鬥村梵了
“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

全治罪法草案
”
寺題 (兄 第二章)°

‘ 討梵是以特別報告貝杜杜 .錫 正姆先生的第八

次根告 (A/CN.4u3U和 Add.1)力 基砒送行的,報告具体載有 3介各款草案,分

別涉及共犯、共謀和未遂 (第 15至 17奈 ),一荼作力一項危害和平罪的美于非法販

逐床醉芶品的奈文(X荼 >和 一茶作力一項危害人美罪的美于非法販送庥醉品的奈文

(Y奈 >° 報告逐載有一市,題力
“
回狋刑事法院規的

”
。甘梵錯東時,委 員舍將特別

拫告貝根据辦梵情況提出的奈款草案第 15、 16、 17、 X和 Y奈 的修訂案文送交起草

委員套。委員合逐根据起草委員套的建以,哲 吋通道了有夫遠介寺題的3奈奈款草案

(以及肘奈款的坪注>,將其列入治罪法草案的第二章,即 第 16奈 (回 隊恐怖主〤 >、

‘ 在 199U年 5月 2日 至 1?日 期同、?月 9日 以及 7月 12日 至 17日 期同拳行的

第 215U至 21S9次舍洪、第 2189次 套洪、第2192至 2194次合洪和第 21㏄ 次至 2198

次合以上申查了本令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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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奈 (征募、使用、資助和�〡琮雇佣兵)和 X奈 (非 法販逗床醉品).委 員全逐

討淹了夫子列入違反旨在确保回狋和平及安全的奈的的一介奈文的同題 (兄 第二章

B市 3〉 °

12.委 員合在常玟
“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寺題甜,成 立了一↑工

作姐 (兄 上文第 6段 ),常以大舍在第艇/39咢 決玟中向委員舍提出的要求,即 甘淹

殶立一介回豚刑事法院或其他國防刑事常判机枸,速种机构肘被指控犯下某些罪行

的人具有管轄根°委員合在遠方面所送行的工作成果反映在以下第二章 C市 中。

13.委 貝合用 6次 套玟青ㄇ討梵了
“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
告題 〈兄第三

章>°
‘ 甘梵是以特別拫告貝小木曾本雄先生提出的第三次報告 (A/CN.4/431)力

基砒迸行的,報 告包括了特別技告員肘一旗暫時通道的一些奈款提出的修訂案文。委

員舍在甘焓錯束吋,將第 12至 田 奈送交起草委員套二旗 ,第 1至 11奈 之二褚茶已
6

在上次套以上送交垓委員舍°委員舍收到了起草委員套的一份報告,其 中載有委員合

在本屆舍以上二慎通道的荼款草案第1至 1U荼和第12至 16奈 。委員舍注意到了遠

份技告,但 決定推退到下一屆全決再采取行功,屆 肘,它 准各完成整今奈款草案的二

旗°

14.委 貝合用 8次舍以寺鬥甘淹了
“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兄 第四章)寺 題°
‘

討梵的基詘是 :〈a)特別拫告貝斯蒂芬 .岌 卡弟里先生在 1989年第四十一屆舍以

上提交的第五次振告第二和第三部分 ,’ 垓部分具体載有兩今荼款草案,題 目力 :“航

行使用和非航行使用之同的夫系:各 用途之同元优先 (第 肛 奈)” 和
“
回隊水道的琱

市
” <第 2S奈 ): (b)特 別報告貝的第六次報告第一至三章 (A/CN 4/42?和

Add.1>,其 中具体載有三今荼款草案,題力

一

朕合机构管理
”(第 26奈 )、

“
保抻水

s 
在 199。 年 5月 16日 至 23日 期同拳行的第 2158至 21犯 次舍以上和 7月 l1

日的第 2191次 舍以上常查了木寺題°

‘ 在 199U年 5月 23日 至 6月 1日 期同牶行的第 2162至 2167次 舍以上和 7月

5日 及 6日 的 218?和 2lBB次 舍以上常查了本寺題°

? 《lg89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頁,文件 A/CN.4u21和

Add.1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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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源和政施
”
<第 η 奈)和

“
回拆水道和水道沒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

”〈第28奈 ),

以及一份題力
“
奈款的執行

”
的附件一,其 中包括 8介奈款°︴淹錯東吋,委 貝舍將

奈款草案第 24至 28奈 以及附件一中的奈款草案第 3奈 第 1款和第 4奈送交起草委

員舍°委員舍逐根据起草委員合的建扠暫時通避了美于速介寺題的 6介奈款草案以

及玵奈款的坪注,即 第 22茶 (保伊和保全生念系統)、 第 23茶 <防止、減少和控制

污染)、 第肛 奈 (引 迸外來物种和新物种〉和第箹 奈 (保 伊和保全海洋坏境),速几

秦构成了草案的第四部分 (保伊和保全)。 以及第“ 奈 <預 防和喊密有害狀況)、 第

〞 奈 (緊 急情況),速 兩筡构成了第五部分 (有 害狀況和緊急情況)。 特別根告貝第

六次報告第四章因●1同 不移,未 予甘淹。

15.委 員合用 9次套玟寺ㄇ甘梵了
“
國家責任

”(兄 第五章>寺 題。
8 

辦梵是以

特別報告貝加埃塔偌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于 1989年 在第四十一屆套以上提出的第

二次報告力基拙送行的。
’ 具体報告載有三今奈款草案,題力:“等值賠儅

” (第 8

奈 )、
“
利息

”(第 9奈 )和 “
*卜 儅和保近不重犯

”
<第 1U奈 )。 委員全在甘捻錯東吋 ,

將奈款草案第 8至 1U奈都送交了起草委員舍°

16.委 員合用 5次 套以寺ㄇ甘淹了
“
回家和回呸組珠同的夫系 (寺 題第二部

分 )” (兄 第六章)的昔題 .”  甘愴是以特別報告貝菜昂幼多 .進 Ⅲ斯一网薜雷斯先生

于 1989年 在第四十一屆全以上提交的第四次報告
加 力基砒進行的,振告具体載有

11荼奈款草案,即 組成草案第一部分 (早 言)的 第 1至 第 4奈 ,組 成第二部分 (法

律人格)的 第 5和 第 6筡 ,以及組成第三部分 <財戶、資金和資戶)的 第 7至 第 l1

奈。討稔第束吋,委 員舍持第 1至 11奈草案均送交起草委員舍°因吋同不移,委 員

舍未討淹特別報告長的第五次根告 (A/CN.4/432)。

8 
在 199U年 6月 5日 至 15日 期同以及 7月

以及第 2185次 舍洪上常查了本寺題。
’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dd. 1.

3日 拳行的第 2168至 2175次 舍洪

第  更,文件 A/CN.4/425和

199U年 6月 19日 至加 日的第2176次 至218U次套以常查了本音題°

《1989年⋯⋯年鈭》,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頁,文件 A/CN.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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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 員合用 8次 舍以青ㄇ忖梵了
“
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

果的回豚責任
”(兄 第七章)寺題°

v 
甘,t.是 以特別報告貝胡利美 .巴 示沃詳先生提

交的第六次技告 (A/CN.4/428和 Add.1)力 基拙送行的°根告具体袁有 33介荼

款草案,即 組成第一章 (一般規定)的 第 1至 5荼 ,組 成第二章 (原 則)的 第 6至 第

lU秦 :組成第三章 (板 防)的第 1l至 第 2U奈 ;組成第四章 (賠借責任)的 第 21至

第 29奈和組成第五章 (民 事賠僸責任)的 第芻 至第 33奈 °委員套在甘梵錯東9+決

定,在 下一屇舍以上再重新討梵第六次根告中提出的某些政策和技水性同題°

18.夫 子
“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和
“
美于回眛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

撮害性后果的回坏責任
”
兩↑音題,委 員套指出了一些同題,肘遠些 .I題 各回政府或

在大合第六委員合或以串面形式友表的意兄,13 升委員舍蛙璜送行其工作將套是

特別重要的。

19.有 失委員套的甘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等同是均在才大的主席

日的規划小組和才大的主席困范園內送行了討梵。本報告第八章中將園迷委貝套的

有美意兄和建以°垓章逐談到同其他机构的合作以及一些行政和其他事項。

v在 199U年 6月 22日 、6月 27日 至 ?月 4日 期同以及 7月

次、2181次 至 2186次和第 219U次 舍以上穹查了本青題°

13兄
下文第 313和 第“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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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A.尋 言

2U.大舍 19η 年 11月 21日 第 1?7(II)咢 決洪指示委員全:<a〉 姊汀姐佮堡

法庭組絮法及法庭判決串所确汏的回隊法原則,并 (b)揪 具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明 示上列 <a)段 所秘原則泣具有的地位 ,委 員舍 1949年第一屆套洪任命

註 .斯皮多普洛斯先生力特別根告長°

21.在特別報告貝報告的基砧上 ,委 員舍195U年 第二屆合以通送了叔汀的組俺

堡法庭組象法及法庭判決串所确汏的回坏法原則,k 并連同坪注提交大套;隨 后 ,

委員全 1954年 第六屆舍汊通道了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I 

并向大舍提交

了草案和坪注。
你

22.大 套 1954年 12月 4日 第 897(IX)咢 決以考慮到,委 員舍揪汀的危害人

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提出了与侵略定〤同題密切相美的同題,并 鈭于大舍已委

托一今特別委員套編弓美于侵略定又草案的報告,因 此決定在特別委員套提交報告

之前,推退常以治罪法草案。

23.大全 1974年 12月 14日 第 3314(XXIX)景 決洪以林商一致方式通道了侵

略定〤°

24.1981年 12月 1U口 ,大 套在第“/lU6咢 決以中清委員舍恢复工作,以 似

汀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并 以必要的优先次序加以穹查,以便送行复官 ,

“ 以下林
“
組俺堡原則

”《195U年⋯⋯年崟》,第 二卷,第 374至 378頁 ,文件

A/1316,第 95至 127段 >。

如 《1954年⋯⋯年盤》,第 二卷,第 15← 152頁 ,文件 A/2693,第 49至 9段 .

∥ 1螞4年 治罪法草案和組份堡原則的案文特載于《1985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烎 第 18段和第 12頁 第 45段 。
一

。
一



同吋适些考慮到目陎法逐漸友展述程中所取得的成果。
r

25.委 員舍 19釳 年第三十四居舍以任命杜杜 .錫 正姆先生力本寺是的特別根

告長°
必 委員套汏 1983年 第三十五屆舍以到 1989年 第四十一屆套以收到特別報告

貝七份報告°
1’

26.在遠几屆舍以上,委 員合肘治罪法草案就人而言的內容和就事而言的內容

作了某些朴步決定°
加 它逐將特別技告貝根告中所裁的第 1至 第 11茶 、第 13和 第

” 后來大合 19田 年 12月 7日 第 42/151咢 決決同意回豚法委員舍的建洪,修

改了寺題的英文林題°因此寺題的英文杯題力 :“DraftCodeofC㎡ mesagainStthe

PeaceandSecurityofMankind” .

1‘  夫于討梵本令題所史背景的洋知情況,兄 《1983年⋯⋯年銴》,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U烎 起各更,第 “ 至 41段 °

” 速些報告載于 :

第一報告 :《 1983年 ⋯⋯年銴》,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37頁 ,文件 A/CN.

4/364,

第二次根告‘《1984年 ⋯⋯年銴》,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89頁 ,文件 A/CN.

4/377;

第三次拫告:《 1985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63更 ,文件 A/CN.

4/387,

第四次報告 :《 1986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S3頁 ,文件 A/CN.

4/398,

第五次根告‘《1987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頁 ,文件 A/CN.

4/4U4:

第六次報告:《 1988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97頁 ,文件 A/CN.

4/41l;

第七次根告.《 1989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頁,文件 A/CN.

4/419和 Add.l。

抑 兄 《19田 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7頁 ,第 6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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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奈送交起草委員舍°
a 

在其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一屆舍以上委晨舍暫討通送了以

下奈款及其坪注:1(定 〤),2(定 性),3(責 任和愆罰),4(官 片或弓i真 的〤券),

5<不 道用法定時效>,6(司 法保沚>,7(一事不再理),8<不 法及既住),lU<上 級

的責任),ll(官 方地位和刑事責任),12(侵 略),13(侵 略的威刱),14〈 干涉),lS

<殖 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回統治)。
”

B.本屆合決常玟遠介寺題的情況

′.委 貝舍本屆合洪收到特別報告貝美于本寺題的第八次寺艮告 (A/CN.4/43U

和 Add.1>,它 共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特別報告員淹及
“
相夫罪行

”
或

“
其他

罪行
”,玵此他在第四次報告

公 中已砮討洽達,即 共犯、共謀和未遂。第一部分遜

載有有美速些罪行的奈款草案 (分 別夫于共犯、共煤和未遂的第 15、 16和 17奈 )連

同特別報告員的評捻。
“ 肘于共犯,特別根告長特別研究了方法 ,l題及其在治罪法

草案中的位置,共 犯的美沶行力和精神行力,共犯行力的定性同題,犯 罪者和放犯概

念的匡別以及共犯行力是在主罪行力之前逐是之后送行的同題。肘于共藻,特別報告

a 
委員全第三十五至第四十一屆合以有夫本寺題工作的更洋知情況,《 1983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3更起各英,第 42至 69段 ;《 1984年⋯⋯年

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1更起各頁,第 29至 65段 ,《 1985年 ⋯⋯年荃》,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1頁起各頁,第 34至 lUl段 ,《 1986年 ⋯⋯年銴》,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41頁起各更,第 77至 185段 j《 1987年 ⋯⋯年銴》,第 二卷 (第 二

部分),第 8丌起各頁,第 2S至 67段 ,《 19路 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57頁起各更,第 211至 28U段 ;《 1989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51頁

起各頁,第 83段起各段。
” 奈款案文兄本報告下文D.1市 。
” 《1986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63更起各更,文件 A/CN.4/

398,第 89至 145段

灰 由于委員舍已暫吋通道了第 15、 16和 18奈 ,特別報告貝編的順序咢以后逐

需要改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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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坪愴集中在兩种程度的共煤上 ,即 林洪或意四一致以圈犯罪,和 找行卄
=的

畢行

的央隊行力。肘于后一种共謀 ,特 別報告員特別研究了令人責任和集体責任悅念引起

的回題,尤其是組象者的責任同題°肘于未遂,特別根告員研究了是否可能持速一概

念适用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的同題°

28.特別報告員在第八次根告第二部分中,升 委員套第四十一屆舍以上夫子由

他揪定一奈有失回隊痳醉品販遂的奈款草案供本屆舍汊常以的要求送行了考慮°
zs

盤于在垓屆舍以上委員套几位委貝表迷的意兀 ,葯  特別報告貝放力需要叔定商奈

奈款草案,一奈 ㄑX奈 >將 回隊販逐痳醉品定力危害和平罪,另 一奈 <Y荼 )將 它定

力危害人美罪。
′ 兩荼奈款都附有特別涉及肘罪行組成因素的坪梵°

幻.特別報告貝在有美因杯刑事法院親的的報告第三部分中,是 按照委員全一

旗暫時通道的奈款草案第 4奈 (穹 判或引渡的〤夯)2s 采取的爽理亦法鴭每的°它
●

也是按照大套 1988年 12月 9日 第43/164景 和 1989年 12月 4日 第44/32考 夫子危

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第 2段提出的°
” 特別報告員汏力第三部分厲初步

性慶,是
“
回題車形式的根告

”
,其 目的是向委員全提出一些各造力法并征求意兄。各

逃亦法主要涉及可能建立回狋刑事法院方面的一些同題‘法院管轄根、任命法官的程

乃 《1989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65頁 ,第 21U段 。
如 同上,第 2U5至 2U9段 °

〞 夫于兩荼奈款的編母同題,特別報告貝在報告中指出F＿ 由委員舍決定它們

在草案中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美罪部分的最后位置。
困 第 4荼 第 3款表明其第 1和 2款 的規定并不預先判定回隊刑事法院的沒立

和管葀杈°此外,委 員舍在坪注中表明 (第 5段 )垓茶第 3款涉及可能投立回坏刑事

法法院的同題,并且表明第 4奈采取的管轄杈方案不妨得委員合在适些吋考慮批定

回隊刑事法院規的的同題 (《 1988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67至 68

更)° 另兄下文 C市 .

m 
大舍在速些央以第 2段 中,注 意到委員舍在赴理指定司法些局來執行治罪法

草案荼款方面的最近构想,并鼓劾委員合就送介同題迸一步探討一切可能的替代亦

法°也兄下文 C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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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向法院提出案件、栓察官取能、常判前淍查、回家法院的定案根、刑事法院的定

案根、控坼的撤回、刑罰和財政奈款°特別報告長肘速些同題的每一介都提出一一今

或多介奈款案文,它 們可以枸成回隊刑事法院規的的一部分°

3U.委 員舍在其 199U年 5月 2日 至 17日 拳行的第215U至 第 2159次舍以上常

洪了特別報告貝的第八次報告°在听取特別根告員的介紹后 ,委 員舍申以了報告所載

的第 15、 16、 17、 X和 Y奈草案°委員套在其第2159次 套以上,決定將特別報告長

根括討梵提交的各荼款章棄的修改案文送交起草委員合。下文第 33至 第 SS段緣迷

了委員們包括特別根告貝肘速些奈款草案的泙淹和意見°肘于擬告第三部分夫子回

隊刑事法院規夠同題,委 員舍決定成立一今工作姐,其取根范園和工作在下文 C市

作了洋幼鬥迷°s°

31. 委長舍在其 199U年 7月 16日 和 17日 拳行的第 2196至 第 2197次 舍以上

穹以了起草委員套的報告后,暫 時通道了茶款 16<回 防恐怖主又)、 18m (招募、使

用、資助和加妹雇佣兵>,和 X(非 法販逐痳醉品>°
s2

32.送些奈款的案文及坪淹載于本章 D.2市 °

1.共犯、共煤和未遂

(a)方 法同題

33.特別報告長在介紹第八次報告有美共犯、共煤和未遂的第一部分時指出,在

委員舍 19茄 年第三十八屆舍以常以他的第四次拫告
∞ 吋己詳細甘淹送遠介同題°

第 15奈共犯,第 16奈共謀和第 17奈未遂的草案就是根据遠次甘梵提出的.

34.在 委員舍常洪奈款草案第 15至 第 17奈 的世程中,大 家肘方法同題提出了

一些一般性意兄。肘每奈也提出了比較具体的意見,有 夫情況琮迷如后。

抑 委員舍在其 199U年 7月 9日 、12日 和 13日 以及 16日 拳行的第 218g次 、第

2192次 至第 2194次 和第 2196次舍以上常快了工作姐的報告°

sI 
美于第 1?奈 ,兄下文第 89至 g2段 °

φ 兄下文腳注 85。

# 
兄上文腳注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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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有些委員汏力治罪法草案不泣將共犯、共樣和未遂作力車石虫罪行赴理,因

力它們只是以不同形式參与犯罪的行力°共犯、共媒和未遂只有与主早耳美系定未才可

以恁捐,因 此它是放厲性慶°速祥,它們庄些放在治罪法草案夫子一般原則的部分。

36.有 的委員汏力不能抽象玵待共犯、共謀和未遂遠些概念。每今概念都泣与

治罪法草案規定的罪行朕系起來申查以便判定,拳例悅 ,什 么构成未遂侵略或未遂火

地种族。每一項罪行都必須分別申理 ,因 此有必要确定每一种罪行在何种程度上和按

照什么方式可能构成共犯、共謀和未遂°他IlI不 主張將共犯、共謀和未遂包括在一般

原則里,汏力特別報告貝泣具体情況具体研究以确定常以的每一砷罪行是否厲子共

犯、共謀和未遂。

37.其他一些委員支持特別報告長將共犯、共謀和未遂作力革狌罪行爽理的做

法°特別是其中一位委員,他 不反肘其他委員建洪的將速些概念列入治罪法的一般原

則部分 ,但 放力座把它們作力革犯罪行保留下來°在一般原則里提及并不排除把它們

包括在具体罪行部分,速祥可以精确界定送些概念以便法院道用。

38.美 于上述意兄,特別根告貝強琱指出,思 管方法同題很重要,但 委員套也

許不泣在遠方面花大多時同。在辨梵中委貝們曾一再建以泣些將共犯、共煤和未遂概

念列入治罪法草案一般原則部分 ,而 不要列入具体罪行部分°他指出,有 些回家的刑

法典确其是在一般規定中涉及共犯、共謀和未遂 ,但 另一些刑法典卸采取了不同的做

法。例如,法 回刑法典在具体奈款中列入共犯,在 一般規定中列入未遂。特別根告貝

逐指出,委 員舍似定的1954年 治罪法草案,其 第 2荼 第 13款將共犯作力一种罪行赴

理,而 在患兵j中 卸未提及°在鈕俺堡原則中,共犯被明确定力一种回●/TN罪 行°既然速

是一介方法同題 ,特別報告貝不反肘由委員舍,特別是由起草委員套未解決,它們能

逸捀最道些的亦法°

39.美于玵每一項罪行泣垓分別送行研究以便确定共犯、共謀或未遂的概念是

否道用于送些罪行的建以,特 別技告貝汏力送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夯。委員舍泣垓

力速三項概念下定火,并 留待主管法院去裁決它1〡可是否道用于法院常理的具体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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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9女 石已

4U.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八次報告中和在他肘第 15秦 草案的介鋙中
“ 指出,第

2款將共犯的概念芧大到主罪之前的爪犯行力和主罪之后的扶犯行力。他洗 ,由 于构

成共犯的行力的性痰、可能成力杕犯的人效很多、以及所放事的行力的1l同 前后同

題,使共犯的概念成力一介板力复染的同題°共犯行力包括兩美:精 才串行力和其阮行

力。思管查明美妳行力相玵洗明來比較容易,但要查明精神行力就不那么容易了.特

別拫告貝特別提醒注意Σ分罪行的犯罪者及其次犯兩者的困堆。如果一名上圾官貝

同意汏事一項犯罪行力而一名下級具体去扶行 ,那 么就很堆确定確是精神行力人,堆

是汏犯°

41.特別報告貝指出法院曾斌四在它們的某些判決中解決達今泀赶。在山下案

中,美 國最高法院╯、力
,司 令官貝的命令或其未能肘其下厲部臥作出這些的指示均可

能枸成共犯行力°但是同題在更多情況下已通送立法來解決°因此,根撂某些回內法

的規定,一名高圾官貝友布命令或垓高圾官貝未友布命令,均 作力共犯行力赴理°

42.如特別報告貝所悅,逐提出遠群的回題,即 促使一介人犯罪的出主意或指

羔是否可視力共犯行力。特別根告貝╯、力,速主要取決手指焦的功琇力及其升犯罪者

作出決定的影晌°某些法律制度汏力煻功或鼓肋犯罪是共犯行力,而 其他法律+l度只j

不遠祥看°

43.特別報告貝強琱悅,在 涉及一起筒車的罪行如盜窈行力,主 犯在杕犯的

s‘ 特別拫告貝在其第八次報告中提出的第巧 奈草案如下 :

“
第二章

“
构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力

“
第 15荼 .共犯

“
下列行力构成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 :

“1.力 本治罪法所界定的任何罪行的汏犯°

“E2.在本治罪法的意〤范日內,共犯是指主罪之前或主罪時的汏犯行力和

主罪之后的放犯行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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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助下翻越園培 ,要 區分主犯和放犯相肘悅來逐是比較容易的°但是在罪行是由一伙

犯罪者犯下或是一种大量犯罪案,就 很雎匯分送种界我。有一种掌派傾向子放弄主犯

和狀犯之同的匡別 ,將所有那些涉入罪行的人都同祥作力參与者赴理。件多軍事法庭

在它們的判決中均采取了遠种立場。例如 ,英 回匡的最高法院袂力共犯行力和主罪行

力都是危害人失罪,因 此汏犯垃垓因力他犯下危害人美罪而并非因力他是犯下遠一

罪行的放犯而被判刑°

44.夫 子第 15茶 草案第 2款 涉及的犯罪吋同同題,特別報告見指出,在 某些法

律体系中,如 英美法系,完全不將共犯的定〤●艮于主罪之前或主罪時汏事的行力,而

才大到主罪之后的行力。大特法系多半是采取更力限制性的亦法。然而,某 些回家法

以及法回最高上泝法院的判決都承汏,在犯罪行力之后提供林助在某种情況下均构

成共犯°

45.某些委員汏力,委 員舍不位垓在沒有首先肘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罪的犯罪

者的定性的杯准作出規定的情況下,通道玵犯罪者下一介其辰性的定〤并考慮到具

体罪行的具体情況 ,就斌圂似汀共犯或甚至共謀的定〤。而只有送祥做了之后,委 員

合才能決定是否适宜十分洋幼地姶共犯的概念下定又°

46.然而,其他委長并不汏力速种亦法非常必要,因 力ㄞi法 一般不給犯罪者下

定又而是姶犯罪行力下定叉。法律坼忪汏犯罪行力升始,到 常汛犯罪者,到 根据他們

參与的形式愆罰他們°委員舍在遠方面不泣道于野心勃勃‘冬管具有所需的精确念

度 ,肘 某些概念也不能下定又°在回肉法中,豋 常只有法官才能确定每介被告所扮演

的角色,沒有理由力什么在回狋法中情況舍不一祥°委員合泣垓提供某些指早,但是

在每起具体案件中是由法官來确定每↑被告的責任°

好.某些委員汏力,侍 筑的刑法美別褚如共犯罪就比适用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

美罪悅來更容易道用找爭罪。有人指出,哉 爭罪一般是在上級不知道或未參与的情況

下,由 一些介人或集体主功犯下的°另一方面,堵如侵略、干涉或种族隔萬等罪行就

引起各种不同的同題.例 如,种族隔商涉及一介政府和整介一介民族,因 力任何一介

居住在南非的人都知道种族隔萬是怎祥其行的,任何一介投票支持主張共行种族隔

南的政党的人都螢成遠种制度。速正是《禁止并恁治种族隔萬罪行回狋公的》的弱魚

所在∫革狙道用待筑刑法中共犯的概念 ,就舍不道些地扛大犯罪者的范目。而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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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是打告領專者和姐象者,因 力不可能指控整今民族。

48.然 而,某 些其他委貝并不汰力送祥一种匡別是可以接受坊,╯‵力扒:一項

夫子道用于治罪法草案包括的所有罪行的共犯的草狙奈款是有可能的。且然列有确

定各种可能的罪行的洋如規定的找爭罪公的,的确可以有助于各砷行力和共犯行力

的盤定 ,但 是不能否次海牙公的和日內瓦公的冬管很洋幼 ,有 吋仍不免江明是不移精

确的.

49.有几位委員汏力 ,第 15奈草案垃比所建玟的案文更力洋幻,以 便能更清楚

地确定位垓列入治罪法中的共犯行力°一位委員人力,荼款中的定〤既位包括共犯的

央隊行力,如 怭助、支持、提供亦法等,又泣包括思想或
“
精神

”
行力,如煽功或挑

畔犯罪行力或下令犯罪。另一位委員也提到煽功、支持、出主意、下令和指示位是共

犯概念定又所包括的內容。最后,另 一委員建以下遊共犯概念定〤 :“凡林助、教唆、

出主意或琇使犯下本治罪法規定的任何罪行,垃 受常汛或犯有遠砷罪行。
”

sU.夫 子第 15奈 草案第 2款 ,委 員套几位委員支持特另1報 告貝決定在共犯概念

中不仗列入主罪之前或主罪時的以犯行力 ,而且也包括主罪之后的〃╰犯有力°其他委

員玵遠魚表示尸重怀疑或者要求就具体同題作出澄清。某些委員╯、力垃j亥 作出匡分°

如根据犯罪之前或犯罪之時迷成的一項怭快或涼解犯下罪行之后的行力,遠 种行力

元疑构成共犯行力。遠些委員汏力,如 果在沒有任何事先林以的情況下犯下罪行之后

的行力,情況就更复染了°尸格地悅,遠祥的罪行枸成一f一 車狌的犯罪行力°

51.最后,委 員套的某些委員在提到特別根告真的根告中的一段吋建洪,如 果

友生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的罪行,最好的亦法是放弈估筑的犯罪者和放犯一

分力二的分美亦法,而 采用包括主犯和狀犯均扁
“
參与者

”
的更力戶泛的概念。他們

忕力 ,委 員合升解決送今泀題泣給予慎重的注意,并考慮揪汀一項夫子罪行參与者的

一般規定,包括鈕坎者、煽功者、犯罪者和放犯。速种規定可以列入一般原則,并可

在原則上道用于治罪法下的所有罪行.括 了解 ,有 失刑事法庭的法官必須确定各介參

与者在每
一
起案件中所扮演的确切角色°

52. 特別根告長提到在忖淹中提出的几介意兄°夫于罪行的
“
犯罪者

”
的定又 ,

他現在若干回家的刑法典中,包括法回、德回和芬〨的刑法典,均 沒有界定犯罪者的

定〤,但遠沒有妨得遠些回家的主管法院正常地履行取夯。他汏力,垃 由法院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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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洞的含又。
“
犯罪者

”
一洞一般理解力意味看一介直接和寀防把下罪行好人。思管

已作出芸斌將遠介概念伊大到同接犯罪者,例 如遠种人不是厲于送↑洞的尸格意〤

上的犯罪者而是汏犯°        .

53.特別根告貝汏力,行力和犯罪者之同的琺系以及犯罪者的美別同題,也泣

由法官根括每起具体案件來确定°犯罪者位在被授予指揮杈力的那些人中去查找,遠

种犯罪者利用抈有的板力犯下罪行°逐可以悅女有責任的人是利用授予他的根力犯

下罪行的人°然而,委 員舍所美心的同題不是規定回家的刑事責任,而 是既定在履行

取夯中行功的自然人的刑準黃任。我爭罪昱然可能是由一名我埸上的士兵所犯下,速

名士兵使用遊禁成爭方法而犯下速种罪行,或 由一名虐待我俘的軍官°因此,在每一

起具体案件中必須查明那些根括他/l的任夯或活功可能犯下i亥 罪行的人,而 遠基本

上是由法官來判決的同題。  t

54.美 于要縮小共犯概念的建以,特別根告貝指出,參 与者人效越多,界定仄

犯的概念越困雅°它是由些罪行犯下吋放犯在埸的侍銳概念 ,演 交到〃╰犯沒有直接參

与犯罪的概念°現在出現了一种不根招待銳概念的新的以犯美別,即 它包括那些指

揮、策划和姐球一种罪行的人但在作案吋本人未直接參与犯罪。遠种美另j的 人往往在

行政、政治或軍事統治集日中抈有高圾取位而有時就是法官,組俺堡回坏軍事法庭將

遠美人作力放犯焚理。組俺堡法庭姐坎法
3s 

將放犯的概念限于遠一美人。在委員舍

的辦淹中有人爭辦悅,向 整↑一介民族起訴是不可能的,但 就第三帝目的情況未悅 ,

組俺堡法庭鈕象法提到了領早者、組塛者和放犯的同題°

55.特別報告貝汏力共犯包括寀豚行力和精神或
“
抽象

”
行力°因此,林助或

教唆主犯者构成一种可查明的央拆行力,而 出主意、煽功、唆使、威赫或挑跘則厲抽

象行力,遠 些行力有時堆于加以确定°

56.考慮到在討捻中友表的一些意兄,特別報告長向委貝舍提交了第 15奈草案

” 組象法附于 1945年 8月 8

定 (朕合目,《 茶的集》,第 82卷 ,

日夫子起坼和恁治歐洲勒心國主要找犯的佮敦林

第 2?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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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汀案文°
s°

(c)共 謀

田.特別報告貝在他的第八次報告中和在他肘第 16秦 草案的介紹中
”
指出,本

茶包括兩今內容‘第一,林以 ,即 兩人或多人之同意四一致或迷成林以犯罪,第 二 ,

執行所卄划的罪行的央沶行力°第 1款 好罪于林袂本身 ,不 涉及任何寀狋行力°本款

的目的是功止。

SS.第 2款提出了可能出現集体責任的須慎重赴理的同題 ,速就是力什么他提

“ 特別報告員在第 219次套以上提出的第 15奈草案的修汀案文如下 :

“
第 15奈 .共犯

1.參 与犯下一項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构成共犯罪°

地. 下列行力厲于共犯行力‘

“(a>捇助、教唆直接犯罪者或力其提供手段或肘其作出并磋 ,

“(b)通 道琇使、恐恿、煽功、威跡或在可以阻止吋避升等方式唆使

犯下一項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 ,

“
〔(c)在 罪行犯下后,通道提供避堆或帝助湮天罪行址括而林助直

接犯罪人逃遊刑事栓控°〕
”

釘 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八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16荼草案如下 :

“
第 16奈 .共謀

“
下列行力构成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 :

“1.參 与共同卄划或共謀犯本治罪法所界定的任何罪行。

ㄅ.第 一各逸案文

“
肘于執行上迷第 1款所指的共同卄划而犯的任何罪行,不便犯此罪行者

垃負刑卒責任,凡命令、煽功或姐球此項卄划或參与執行的任何令人亦座久別

事責任。
“2.第 二各逛案文

“
每一參与者泣按其本身的參与情況受到恁樹 ,而不梵其他人的參与情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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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兩介各述案文的原因。第一各逸案文具体說明不仗犯罪者位久1事 責任 ,而 且凡命

令、煽功或姐玖共同lf划 或參与卄划執行的任何介人亦垃久π辜責任。根格令人責任

概念的第二各逸案文,規定每一參与者泣按其本身的參与情況受到恁巧 ,而 不1t其他

人的參与情況。特別拫告貝指出,姐俺堡法庭將共謀的集体黃任原只j的 迋F性 限子危

害和平罪°在哉爭罪和危害人熒罪方面,鈕俺堡法庭傾向于今人黃任原只i。 特別根告

見汏力,近 時期的事念友展表明重大罪行不能再次力是令人的革狌行力。玩代的刑事

芋家星仍些持介人座久刑事責任的原則,但傾向于越來越多地汏罪行的集体性廣得

出一般推斷。

∞.委 員舍的几位委員支持特別報告長的建啵,在 治罪法草案中引入一項夫子

共菋概念的車狙奈款。有人手辦悅,在 回拆刑法中,共謀被理解力意指一和形式的回

酥罪行的犯罪°根据回怀軍事法庭姐象法,參 与旨在准各、友定或造有一切侵略找爭

的共同卄划或共煤,是 一种垃受恁哭的罪行°同祥,共煤其行和族又圪,根括 1948

年 《防止和恁治又銫种族罪公的》第 3奈 (b)款 也是一种庄受恁赴的罪行。送些委

員不樊同鈕俺堡軍事法庭通道的解決亦法,即 將共謀概念限于危害和平畢,而 委員套

在其 1954年 的治罪法草案中將其道用性才大到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的所有罪行。种

族又鉋和种族隔萬并不是針肘一介回家,而 是針升民族、宗教、种族、部族或文化的

群体°的确不可能是由介人車狴犯下而是由有組象的群体犯下的一美罪行 ,一 般有一

介回家參加 ,在具有共同犯罪目的的共謀情況下迸行合作。有人逐指出,适 用堵如侵

略罪行的共謀概念系指通常所你的准各行功。某些回家法將共煤車狌日出,可作力一

种庄受愆赴的罪行。例如,在 某些回家中,仗仗抈有旨在仂造鈔票的底版就构成一种

罪行,即 使遠种底版根本沒有采用避.同 祥,在 某些回家中,仗仗捐有火器就是一种

罪行.此 外,許 多回家法將仗仗參与犯罪的共同卄划作力一种車狌的罪行來愆捐,即

使并沒有犯下任何罪行.一位委員建以 ,由 于遠种港在的罪行的戶重性頻繁性或雅于

肘介人犯罪者提起刑事坼忪 ,因 此在回家的刑法制度中,共謀罪行看來已逐漸作力一

种公共政策的事項來确立和沒且;同 祥的坼忪可以在回胚一致送行 .

6U.有 些委員支持在治罪法草案中列入一項美于共濂的車狌規定,放力垓茶款

泣包括更妥些的共謀概念定〤的新內容 ,如 每介參与者的犯罪意困、与另一人的林玟

以及犯罪的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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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其他委員放力在治罪法草案中的确不一定列入一奈夫子与共犯分丹的共謀

的規定,因 力遠兩介概念相互十分接近而且往往交借在一起°他們

一

、力,共煤垃孩完

全被汏力是參与一項罪行的一介方面的向題。在遠方面有人指出,且 然《防止和愆治

又銫种族罪公的》的确將共犯与共煤分別赴理,但其他文中如 1988年 《琺合回禁止

非法販逐痳醉葑品和精神葑物公的》卸將二者放在一起赴理°

φ.夫于特別拫告貝力第16奈 第 2款提出的兩介各逸案文,几位委員扶力委員

合泣垓遊免送行夫子与集体責任相升的介人黃任的甘稔。在回內別法中与在回F/T.別

法中一祥 ,原 則是令人黃任。但是的确面玵有組象的罪行同題的吋同已垤來到,不 依

是就危害和平罪來悅。但是 ,所 引起的同題是在犯遠种罪吋的責任分推鬥題°在任何

情況下,黃 任仍厲介人,取 決于有夫令人在犯罪時所扮演的角色,即 使由于犯罪者在

其中行功的姐玖的存在而使令人的責任加重了。在遠今同題上,一位委員悅 ,如 果委

員舍遄捀体現在第二介各遊案文中的令人黃任原只j,那 么第2款將是多奈的,因 力治

罪法草案已銓列有夫子介人責任的規定°

63.一位委員強琱悅,介 人責任的原則在找爭罪案件中垃思可能作力基本原則

來赴理。如果委貝合決定在治罪法草案中列入共謀的概念,則 速一概念位象《防止和

恁治又免种族罪公的》第 3奈規定的那祥,仗道用于危害和平罪和种族天免罪°

64.几位委員扶力,在介人責任原則和集体責任原則之同沒有真正的矛盾°一

位委員汏力,力 第2款提出的兩介各逸案文更具有朴充規定的性旂 :第 一各逸棄文界

定共謀的罪行 ,第 二各逃案文則确定位受恁罰的牷重程度 ,因 此在共謀中各种不同的

參与者均受到恁田。他伏力,如 果第16奈 案文根据速些原則重新揪汀,就 可能吸引

普遍的支持°在共謀中每一介參与者不仗肘其本身所趺事的行力久黃,而 且肘共謀所

有各方集体汏璋的行力女黃,即 使在放事速些行力時他本人并不在埸°然而,恁 罰的

輊重程度和施行的恁弱,泣 与每介人參与執行共同卄划的情況有夫。

∞.另 一位委員汏力,如果令人汏事違反治罪法的任何規定的行力 ,只j他泣肘

犯了治罪法規定的罪行久有介人責任.如果介人与其他人密謀汏事違反治罪法的非

法行力,如果犯下垓行力的罪行既可以力罪于一介法律央体又可)J罪 于參与作出決

定道程或執行汏璋垓行力的決定的介人 ,則 除了介人責任的尚有集体責任°罪行的性

辰玵确定有夫刑事責任美型來悅是极力重要的°某些罪行如侵略、种族天地和种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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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不可能由介人犯下,遠些罪行需要有一批參加者或集体參加。他╯0力 ,一 大危害人

共和平及安全罪的集体罪行的适用范園的走向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建以共媒垃核界

定力速群一种罪行,即 兩人或多人決定伙同執行一項旨在犯治罪法規定的任何罪行

的共同卄戈l° 同時定又垃垓明确規定每介犯罪者都犯有垓罪行的共謀罪。他次力,遠

祥一介定又將能把特別報告貝所想到的共謀行力中的放重責任——介人責任和集体

責任—— 明确体班出來。

66.特別報告長在淡到討梵道程中提出的某些同題時指出,共菋与共犯不同,因

力就共煤來悅,在 直接犯罪者和同接犯罪者之同、犯罪者和合伙犯罪者之同、或犯罪

者和放犯之同均未作出匡分 :所有參与者均參加了共同卄划并共同決定犯罪。冬管組

俺堡法庭決定不將共謀概念道用于所有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但 19Ⅱ 年的治罪

法草案已把遠今概念妒大到它所列入的所有罪行。速种走向后未在隨后通逆的美于

种族又跑、种族隔萬、庥醉方品和奴彔制等的公的中交得更加明昱°因此,可 以肯定

悅共謀概念已最后得到回抔法的承汏 ,因 而与共犯一起在治罪法中占有它的位置,共

犯在上迷公的中也給予了考慮°

67.特別拫告貝考慮了在討梵中提出的某些意兄,向 委員套提交了第 16奈 草案

的修訂案文°
朋

(d)未遂

68.特別報告員在其第八次報告中、并在介紹第 17奈 草案
∞●l悅未遂的概念沒

特別報告貝在第 21田 次舍以上提出的第 16奈草案修汀案文如下 :

“
第 16奈 .共謀

“1.參与一項犯下本治罪法所規定任何罪行的共同卄划构成共煤。

他.共 謀是指參加者之同柲洪共同犯下一項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
”

特別根告見在其第八次拫告中提交的第 17荼草案力‘

“
第 17奈.未遂

“
以下行力构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 :

“
企囿犯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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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列入回昹軍事法庭姐象法也沒有列入回昹法委昃套所以汀的姐俺堡原仄i° 男一方

面,19肌年的治罪法草案第 2奈 第 13款 <四 )項 列入了
“
未遂

”
概念 ,蛗 然未右以界定 .

69.特別報告員汏力,未遂理淹在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案中只能作有限的

道用°要看出企四犯侵略行力未遂能采取什么方式以及如何匡別升始執行一項侵略

行力与侵略行力本身都是困雅的.而侵略威肪未遂的現念就更加令人迷惑了°

7U.但特別根告貝汏力,不 泣垓全然屏奔送一領域里的未遂概念。大多數危害

人美的罪行,堵如种族又地和种族隔萬,是 由一系列具体的犯罪行力枸成的,在遠些

情況下,未遂的概念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π.委 員舍若干委員支持特別報告貝把未遂列入危害人失和平及安全罪行。孟

則雎以想象在危害和平罪情況下的未遂,而 未遂在危害人美罪的情況下就不堆設想

了°1948年 《防止和恁治又瑰种族罪公的》把未遂列入垃受恁赴的行力 (第 三奈

(d)款 )° 至于种族隔萬罪,未遂可以淡想力一今种族集田力建立并維持其肘另一↑

种族集困的銳治和有卄划地汪迫垓种族集因而森害另一种族集困的成貝,或 使其成

貝遭受肉体或精神上的尸重仿害°

72.思 管如此,遠些委員合是汏力第 1?荼 草案座垓附有清楚明了的未遂概念兩

定〤°有几介委員支持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八次報告 (A/CN.4/43U和 Add.1》 第偽

段提出的定〤°垓定又尚未列入第 1?奈 °按照垓定〤,未遂是指
“只是由于不以犯

罪意圈力特移的情況而失敗或被制止的任何幵始執行的罪行
”
。

73.一些委員特別指出,未遂的概念有下列几今要素:(a)要 犯垓罪的意圂,

(b>走 向犯罪的明並的行力,(c)犯 罪的失敗,和 ω)昱 而易兄的犯罪的可能性°美

于送一魚,有 人指出:草車是准各的行力而不接看執行,就不泣垓看成是犯罪 .

π.委 昃套的其他委員升將第 17奈草案列入表示保留。他們除了肘未遂的定叉

提出同題,并肘速一概念是否道用于危害和平罪戶生疑〤之外,汏力孩奈文草案并元

必要,因 力,如果一項犯罪卄划在其執行前就已中止 ,些 然就沒有必要坼渚回豚刑事

法院了°遠些委員汏力,未遂只有在明确列入界定某一特定罪行或某英罪行的奈款的

情99L下 ,才位予愆赴°在某些情況下,在肘待遠一或那一罪行吋,有 必要具体說明未

遂所受的別字赴分要比既遂罪的刑事爽分發。

?S.最后,一 些委員忕力,要 常查治罪法草案所列入的所有罪行以便确定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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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是否能肘其适用,那特是困堆的。但是 ,作 力一般規則具体規定未遂就所有危

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來現均是泣受愆史的,那 也是不明智的°速些委員Vt力 ,如 果

委員舍只是把未遂的侍銃定〤列入治罪法草案的一般部分,那 就要由法院去确定在

每一介具体案件中未遂的概念是否道用°

%.特 別報告炅指出,肘未遂的概念可以有若干种方式 kkL理 °多數用事法典探

尋意困因素和尸重性因素以匡別垃受恁赴的未遂和不垃受恁赴的未遂,而 且留待法

院梅垓一般原則泣用于具体的案件°特別根告貝根括委員舍在甘稔期同所友表的各

种坪淹,向 委員舍提交了第 17奈 草案的修訂案文。
“

2.回 坼非法販退痳醉品

77.特別報告見在其第八次寺艮告中并在介紹X奈和Y奈草案
d 

時回厥說 ,委
●

(° 特別報告貝在第 21V次舍以上提交的第 17奈草案的修訂案文力 :

“
第 17荼 未 遂

“1.企 困犯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未遂,枸 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

地.未 遂是指只是由于不以犯罪者意目力特移的情況而失敗或被制止的

任何幵始執行的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的罪行。
”

“ 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八次根告中提交的X奈和 Y奈 草案力‘

“X奈  非法販迋痳醉品:危 害和平罪行

“
下列行力构成危害和平罪行 :

“1.汏事非法販逐痳醉品°

坨.非 法販迋庥醉品是指違反已生效的公的規定,力 生戶、制造、提煉、

配制、提供、兜售、分銷、出售、以任何奈件交付、瀣紀、友送、迋輸、送口

或出口任何庥醉品或精神菊物而姐珠的任何販逗。
”

“Y茶草案 非法販迋庥醉品:危害人美罪行

“
下列行力构成危害人美罪行 :

“
按本治罪法X荼規定的奈件肘痳醉品的任何非法販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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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全在其第四十一屆舍玟上曾靖他叔出一項夫子回隊毒品販返的奈款草案°
φ 現

在他提交了兩介案文,一介案文持目隊販逐痳碎品作力危害和平罪行來爽理 ,而 另一

介案文則將它作力危害人美罪行來史理。遠一及重定性是考慮了委員舍若干委員在

第四十一屆舍以上所友表的意見°
“ 而且他放力速一取重定性是安全合理的°肘于

垓奈草案的措洞 ,他特別考慮到 1988年 12月 2U日 朕合回禁止非法販逗痳醉方品和

精神葑物公幻°X奈草案涉及合伙或錯成私人集困、或者由作力主犯或汏犯的政府官

長的大規模販逐°遠种販遂可能引起一系列的沖突,例 如生戶回和友逐回、遊境回和

終魚回之同的沖突,杕而影晌回豚和平。如果有組玖的集國滲透到各回政府,汏 而在

某种意又上回家本身成力回隊不法行力的犯罪者 ,肘 因穌和平的威勝就更大了:因 此

由介人送行的痳醉菂品販遂、而且一旦友生即根括孩目的回內法予以恁赴則不包括

在本奈文內°

78.夫子 Y奈草案,特別根告貝指出,回 隊非法販逗痳醉品枸成危害和平罪 ,

同時也是 ,而 且最重要的是肘人美的威勝。正如委員們在委員全第四十一屆舍以指出

的,即 便販逐者是力謀利或被可能的資金收益所誘惑而放事販迓 ,其 罪行仍然技及全

人英的健康和幸福。因此,受 威勝的是人美。

”.委 員套的若干委貝表示,他們螢成將現在普遮公汏是肘人美造成尸重威勝

的福害遠介鬥題定力治罪法草案項下的一种罪行°他們次力 ,遠 一罪行肯定旡疑泣列

入治罪法°

8U.但是有一些委員汏力只列入一奈車狌奈款就是矣,而且汏力庥醉品的販逐

泣垓只作力一种危害人美罪行未大理°夫子遠一魚,有 人指出,且 然划分力危害和平

罪、危害人美罪或乩爭罪的依据昱然是相肘的,但看來元可爭辦的是 :鈭于回隊非法

販迋痳醉葑品的許多特征 ,它 五然是厲于危害人美罪一美,因 力它所危害的是世界各

國人民,其 央豚笉果是摧戎所有回家的人的生命 ,因 此是危害整令人美的行力。一位

委員尤其次力,將遠一罪行确定力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就足鉹了。

S1.其他委員則支持特別報告貝的意兄傾向于列成兩奈車狌的奈款.他們汏力 ,

兄上文腳注 25°

兄上文腳注 26。

—— 25 ——



作力一种危害和平罪行的非法販迋痳醉品,或 在回內方面或在回坏方面均存在一今

回家的向題。正是因力遠种罪行既威勝各回的穗定,又 危及回隊美系,才 能將它定力

危害和平罪°在將非法販逐痳醉品界定力危害和平罪的奈文中泣j亥 岡明速些要素。另

一方面,在危害人美罪的情況下,園 明送种回家因素就是多余的了。村整今人民有戶

重后果的回內非法販迋 ,由 于速些后果,在 某些方面可以比作一种天抱种族的形式。

它并不直接威勝回豚和平或一回政府的穗定,但是它所板害的是大批的人口,正 是速

一魚才要保留人美遠一概念°

82.若干委員汏力,元梵特別根告員在車似奈款吋可能舍有什么打算,只 有大

規模而板尸重的因狋販迋痳醉品才泣垓定力罪行,速一魚并不明确°遠些委員汏力 ,

送一罪行的定〤垃垓附以廣量和數量上的洋知說明,因 力,要 不然,不 仗是巨共痳醉

品大王而且痳醉品的小商販也套列入治罪法了°所以,必 須玵所涉及的那和販逗作清

楚的具体說明。

83.一位委員次力,穹 坡中的奈文垃垓象 19田 年朕合目禁止非法販逐痳醉菊品

和精神茹物公的那祥差涵每一种与痳醉菊品販逐有朕系的行力,包括其資金方面的

同題。

84.一位委員汏力載于X荼草案第 2款 中的定〤沒有必要°他汏力且然垓奈的

措洞采用了19路 年朕合國公的第 3荼 的措洞 ,但 与將垓奈所歹i的犯罪行力定性力罪

行之同存在看匡別°換句活來悅,根据國內法將其定力罪行,然后將其提高到回跡罪

行送一級°

85.至于將非法販逐痳醉品定力罪行,委 員套的一些委貝強琱班 ,注 意力泣集中

在回狋合作上.口 咢泣垓是合作 ,而 不是象某些國家,往往是車方面坼拷于自助行力°

“.美于防止并怨治非法販迋痳醉品,一位委員次力,若是在治罪法草案所包括

的罪行清草中增加一种新形式的罪行——販毒恐怖主火,那 就完美了°人杈委員合在

其第四十六屆舍以上通道了題力 :叫├正規武裝集困和販逐毒品分子的暴行肘人杈的

享受所造成的形咰
”
的 19gU/75咢決洪°在垓次玟中,人叔委員舍悅它深切美注非正

規武裝集因和販逐毒品分子在許多回家犯下的罪行和暴行 ,并表示拉心它們之同日

益加緊朕系的近据。現在有理由汏力 :以 前在歐洲盛行了几年的恐怖主火迋功,有 一

介吋期已絰同販逐痳醉品分子挂上了勾°目前,拉 丁美洲若干回家也是送种情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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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速种新形式的罪行肘社舍构成了真正的威赫。速桿 ,所 涉及的就不只是一神危

害人美罪,而 且也是一种危害和平罪,泣 肯定元疑地成力治罪法項下自●一什罪行了°

87.特別報告員解釋悅,他就此主趣提出了兩↑草貀的奈款草案,首 先是因力

玵危害和平的罪行同危害人美的罪行兩者之泀的匡分,委 員舍在其美于治罪法草案

的工作中昱然早已确定了。其次是因力正如一些委員早已指出世的,非 法版逗痳醉品

是存在看分為于遠兩种美別的罪行的方面的鬥題。

88.他 已瀣充分考慮了有美送兩介奈文草案所友表的意見°根指速些坪梵意兄 ,

特別報告貝向委員套提交了X荼和 Y奈草案的修訂案文°
“

3.違反旨在确保回防和平及安全的奈的

89.起 草委員套主席在介紹其美于本治罪法奈款草案工作振告吋告坼委員套

悅 ;它 肘夫子違反旨在确保回隊和平及安全的第 17奈草案送行了米肘同的i寸 淹,但

一直未能迷成一致意兄。他悅 ,起草委員全再度遇到看來勢不丙立的看法,使 得它在

委員舍第四十一屆套快就此送行了米吋同的討捻以后仍元法送成一致意元°
“ 他

逐指出起草委員合在回隊法委員舍今后屆套上再度常理此一向題 B+由 于肘工作方針

“ 特別根告貝在第 2159次舍以上提交的X奈和 Y奈草案的修訂案文力 :

“X茶 .非 法販逐痳醉品:危害和平罪

“
任何由↑人大規模姐珠的跨回界大批販逐庥醉品的行力 ,不 淹速些令人是

否合伙或培成私人集困或以政府官貝身分執行公夯時行事 ,特 別是包括至妃、友

送、回酥逐輸、迸口或出口任何痳醉品或任何精神方物等,均构成危害和平罪°”

“Y奈 .非 法販逐痳醉品:危 害人美罪

“
任何由介人大規模姐珠的在一國境內或跨回界大批販迋庥醉品的行力 ,而

不梵遠些介人是否合伙或錯成私人集困或以政府官貝身分執行公夯吋行事,特

別是包括銍兒、友送、回隊逐輸、送口或出口任何痳醉品或任何精神菊物等,均

构成危害人美罪.”

巧 兄起草委員套主席在垓居舍快上的友言 《1989年⋯⋯年鈭》,第 一卷,第

第 2136次 舍洪,第 43至 5° 段>°

一 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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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明确准則將套遇到的困雅。
如

9U. 回隊法委員全的甘梵情況
η 昱示,它 肘于垃否在治罪法草案中列入有美

本事項的一介奈文草案仍然存在意兄分歧°一方面,有 些委員汏力,特別銴于治罪法

中已列入一些裝不重要的岡題,因 此不能忽視軍各控制和裁軍奈的等旨在确保回豚

和平及安全的荼的的重要性°另一些委員則汏力,尸 重違反此种荼的情事按照定〤來

悅 己危害到和平,因 此是引起普遍夫切的同題,而 不仗仗是締的目的同題°

91.另 一方面,并 多委員反肘在治罪法中涉及速一同題°他們在遠方面所引祉

的理由包括 :此 一茶文可能違反作力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之基本概念的普遍性

原兵j° 此外,逐有委員汏力,此 一奈文將在有夫奈幻締的目和非締的回之同形成差別。

結果可能有得此种奈的的鍗錯。垓奈文草案之所以受到批坪逐由于它缺乏理据地側

重荼的〤夯 ,因 此有些委員捏心,此 一奈文套引起荼約法的一些根本同題,例 如在荼

的的效力和解釋、締的回之同夫系和荼的与第三回同題等方面。最后 ,一 般伏力,具

有此种爭捻性的奈文將肘治罪法的可接受性戶生不利影晌。

92.因 此,委 員套元法以定起草委員舍今后肘此一同題的工作方針。它逐指出 ,

如果在下屆套以上有可能決定此种方針,例 如在大舍第六委貝套上送行辦捻 ,起 草委

員舍位垓在完成肘有美遠介寺題之其他奈款草案的常玟工作以后回共常快速介奈文。

C.美 于建立回狋刑事法院的同題

93.委 員舍本屆舍以在本以題范園肉戶泛常破了夫子可能建立回隊刑事法院的

同趣°

1.取杈范園

吸.委 員舍本屆舍洪在常坡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道程中深入常查

速介回題,主要出于兩介原因°

“ 起草委員合主席在本居套以上美于第17奈 草案的友言兄委員合第 2196次

全以倚要圮彔 (《 199U年⋯⋯年盤》,第 一卷),第 lU8段起各段°

〞 委員套 199U年 7月 16日 和 17日 第2196至 2198次 舍洪甘梵了第 17荼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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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一方面,有 美治罪法草案的冥施同題、尤其是可能建立回沶π事法院以其

施其規定的同題,一 向是委員合在速介青題上首要夫注的同題°委員舍 195U年 首次

決定沒立此种穹判机制。
佔 在 1983年 ,第 三十五屆套以上 ,委 員套重新升始夫子本

令題的工作吋,曾 在垓屆舍洪向大套提交的工作技告中列入了如下段落 j

有些委員汏力,一 部既不規定刑判又沒有杈限的刑事法院的法典是不定什

么作用的,委 員合要求大舍指明委員全的任夯是否也包括似汀有杈常判令人的

回跡刑事法院的規的°
m

%. 此外;在 委貝舍第三十八屆 (1986年 )’
°
、第三十九屆 (1987年 )‘

’
、第四

十屇 (l睏8年 )’
2 

和第四十一屆 (1989年 >sa 舍以的常洪工作中也曾提及治罪法草

案央施同題,其 中包括建立回隊刑事法院的同題°委員舍第三十八屆
’ 和第三十九

屆
‘s 

套決重申了上述要求大套指明的同題°

9?.尤其是委員套在 1988年 第四十屆舍以一旗暫時通道治罪法草案第4荼 (常

判或引渡的〤夯)時 ,又 列入了一今第 3款 ,規 定
“
本奈第1和 第 2款 的規定并不預

先判定回豚刑事法院的投立和管轄杈。
”而且,在 垓茶坪注的 〈5)段 里,委 員套指明

第 3款 ,

涉及可能沒立回坏刑事法院的回題 ,它 突出以下事其,第 4奈 采取的管轄杈

兄下文第 lU5段 。

《1983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6頁 ,第 69段 (c>(一 )。

兄 《1986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5U更 ,第 146至 148段 °

兀 《1987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9至 1U更 ,第 29至 跖 段°

兄 《1988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67至 68頁 ,第 4茶 (常 判

或引渡的〤夯)的坪注°

s. 
兄 《1989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65至 66頁 ,第 211至 216

段°

“ 兄 《1986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54兵 ,第 185段最后°

“ 兄 《1987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7頁 ,第 67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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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并不妨得委員套在适些時候考慮似汀因怀刑事法院規的的i司 是°
“

98.呈 然大套肘上文第螞 和第%段 中提到的同題玖未向委員合作出明确的答

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 合在 1988年 12月 9日 和 1989年 12月 4日 就 《危害人美

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通道的第芻/164和 44/32母 決以的第 2段 中,

注意到委員舍在赴理指定司法些局來執行治罪法草案奈款方面的最近构

想,并鼓劾垓委員舍就速介同題遊一步探討一切可能的替代亦法°

Ug.特別報告真正是根据上迷种种考慮而在提交給委貝舍本屆舍快的第八次寺艮

告中 (A/CN.4/43U和 Add.1)添加了題力
“
回昹刑事法院規的

”
的第三部分。

s?

1UU.促使委員合本屆舍洪深入常查遠一同題的另一介主要原因是,大 舍于

1989年 12月 4日 通道第 44/39咢 決洪,題力
“
放事跨回界非法販送痳醉菊品和其他

跨回犯罪活功的介人和其体的弓隊刑事黃任:建立一令玵速美罪行有管轄根的目隊

刑事法庭
”,其 中提出了一項具体清求°垓決以第 1段如下 :

大套 ,

1.清 回拆法委員舍第四十二屆舍以于常汶題力
“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
”
項目時,忖淹沒立回隊刑事法庭或其他回隊刑事穹判机构同題 ,速

种机构垃肘被指控犯下可能力遠美法典規定的罪行的人、包括杕事跨回界非

法販迋厤醉芶品的人具有管轄根,并且在其美于垓屆合以的報告內特別看重

速一同題。

1U1.所 以,委 員合肘特別根告員第八次根告的常以,相 些大一部分 (第 215U

次至 21S9次 舍啵)是 園免看建立回隊刑事法院或其他回阮刑事常判机构遠一向題送

行的.遠 一常以工作的錯果是,委 員套決定淡立一介工作小組 (兄上文第 7段 ),黃

成其起草委員舍肘大舍第 44/39咢 決洪第 1段提出清求的答褒°答褒草案垤委員套

通道后,sa粹 載入委員舍向大合提交的報告之中°

兄上文腳注 28°

兄上文第 2g段 °

兄上文腳注 3U°

？
畤畤畤眹畤畤畤畤

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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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2.美 于大舍第44/39咢 決玟中提到的
“
跨回界非法販迋痳醉方品”

鬥題 ,委

員舍在忖梵特別報告貝第八次報告吋玵其送行了常以。
s9 

如上文第31段所示,委 員

舍暫時通道的一今揪列入治罪法草案的奈文將非法販迋痳醉品界定力危害人美罪°

2.朕合回以前在回F,TN刑 事常判机构方面所做的努力

1U3.委 員舍在常洪遠介同題吋,知 道委員套本身及其他蚨合回机构送去一向在

努力爭取建立某种回阮刑事法院°送些努力蚤然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奏效,但肘于委員

合完全可以起到有益的參考作用,借 以确定回隊刑事法院的可行性及其今天可行的

茶件。

lU4.朕 合回最初深入官以回隊刑事法院能否建立的同題吋,委 員合是主要的常

以机构°大舍 1948年 12月 9日 的第加U(三 )<丙 )咢 決洪曾清委員舍
“
研究宜否

及可否殶立回隊司法机构 ,以 官判被控犯危害种族罪者,或被控犯各种回隊公的授板

垓机构管轄之他种罪行之人”
,并清委員舍在送行此項研究吋,“ 肘于在回隊法院丙沒

置一刑事分庭之是否可行,特加常玟
”
。

1U5.委 員舍 1949年 第一屆
∞ 和 195U年 第二屆舍玟常決上迷請求后決定

‘
宜

沒立目坏司法机构 ,以 官判被控犯危害种族罪者,或被控犯各种回昹公的授根填机构

管轄之他种罪行之人”
,“ 可汲立上述目豚司法机构

”°委貝舍逐決定
“
指出它已村子

在回隊法院內淡置一刑事分庭之是否可行加以常洪。冬管可以通道修訂《回隊法院規

的》沒立此机枸,委 員套仍不安成此建以
”

.ω

lU6.大套在穹以了委員舍在第二屆舍以上的報告后,根括 195U年 12月 12日

第 389(V)咢 決洪淡立了一今由17名 套長回代表組成的委員舍 ,以便就有失目隊剋

手法院的淡立及其規的向題揪汀具体建洪°回豚刑事常判机构委員套 (1951年委見

舍)于 1951年 8月 在 日內瓦幵合,力 揪將通道締結回眛公的的方法淡立的回隊刑事

兄上文第 99至 88段 °

兄 《1949年⋯⋯年盤》,

兄 《195U年 ⋯⋯年盤》,

在第 14U和 145段 .

°l

145段 ,

第283烎 ,第 32至 34段。

第二卷,第 378至 379頁 ,文件 A/1316,第 l2S至

-31一



法院完成規的草案°
田

1U7.垓 委員套的根告及規的草案特交給了各回政府以便提出泙治和意見°荃于

几乎沒有舍員回肘垓委員舍的根告送行坪梵,大 舍 19兒 年 12月 S日 第鋁7(Ⅶ )景

決以決定任命一今第二委員套,也是由17名 成長回代表組成,其授杈如下:(a)探

討淡立回隊刑事法院所涉曰題和后果以及沒立垓法院的各种方法,(b)研 究此和法

院与朕合回及其各机构之目的夫系;◆)重新常查規的草案。

1U8.1953年 ?至 8月 垓第二委員舍 (1953年 回狋刑事官判机枸委員舍)在 組

的升舍,除 了常查上述 (a)和 (b)項 外,逐肘 1951年 委員套的規的草案作了許多

修改,并肘草案的好几今奈款姒汀了各逃案文,一种适用于如法院与敢合回夫系緊切

的情況,另 一种适用于如決定法院脫萬朕合回執法的情況。
∞

l°9.但是,大 舍 1954年 12月 14日 第 898(IX)咢 決以和 19Ⅳ 年 12月 11日

第 1187(XII)母 決洪兩次決定推退常以 1953年 委員全的技告,理 由是,回 怀刑事

法院回題与侵略的定〤同題密切相美,也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密切相

美,因 此泣將遠一同題推退到大舍再次穹查其他兩介有夫同題之后穹玟°
“

l1U.有 夫朕合回參与可能汲立回昹刑事法院向題的其他例子是丙↑具体公的 ,

即 1948年 《防止及恁治又篦种族罪公的》和 1973年 《禁止并愆治种族隔萬罪行回隊

公的》°

111.1948年 种族火免罪公的第一奈將种族又跑列力
“
回隊法上的一种罪行

”
,

其第六荼規定凡被坼犯又銫种族罪者 ,“位交由行力友生地回家的主管法院,或 締的

回接受其管轄杈的回隊刑事法庭常理之。
”

φ 夫于回穌刑事常判机构委員舍的報告,兄 《大合正式i己 暴,第 七屆舍啵,朴

編第11早 》(A/2136)。

°s 
夫于1953年 回眛刑事常判机构委員舍報告,同 上,《 第九屆套玟,才卜編第 12

咢》(A/2645)°

“ 大舍1974年 12月 14日 第 SS14咢 決以一致通道了 《侵略定〤》。大舍 1981

年 12月 1。 日第 36/1U6吾 決玟清本委員全盤致其工作,以便洋幼似汀危害人美和平

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但是,兩介央啵均未提到沒立回豚刑事法院回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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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人 杈委員套防止歧視及保伊少數小組委員舍、人杈委員套本身和垤溶及社

合理事舍多次通道次玟,提到沒立回隊刑事法院以執行种族人筵畢公的第六奈的可

能性,或指令肘防止及愆治种族又絕罪 .● 題、包括回隊刑事法院曰題送行研究°
‘s但

是,迄今力止,速 些机构沒有提出世任何真正的草案。

1m.1973年 种族隔南公的將种族隔萬列力
“
危害人美的罪行

”(第 一荼)° 第

五奈規定,被控犯有种族隔萬罪行的人:“ 得由肘被告取得管轄i’k的本公的任何一今

舞的目的主管法庭,或討那些已接受其管轄叔的締的回具有管轄杈的一介回阮尹i事

法庭常判°”根括速一規定以及 《向种族主又和种族歧視送行我斗的行功十年第二險

段活助方案y‘  的第 2U段 ,人杈委員舍在 198U年 2月 26日 第 12(XXXV1)母 決洪

(第 7段 )中 清南部非洲同題特投苦家工作組与反射种族隔萬特別委貝套合作研究

《反肘种族隔萬公的》第五奈中所沒想的沒立回豚刑事法院的同題°垓工作姐 198U年

8月 和 1981年 1月 在日內瓦幵舍,向 人杈委員舍提出了一份║告吋報告,其 中載有失

于殶立回眛刑事法院以禁止并恁治种族隔萬罪行及其他回隊罪行的公的草案和美于

《禁止并愆治种族隔萬罪行回狋公的》的恁們措施的附加以定#草 案。
σ

114.汏 1981年 第三十七屆舍洪以來,人杈委員套通送了許多決以,情 求或要

求秘串米清《种族隔萬公的》各締的回及所有套貝回就上述草案提出坪淹和意

” 兄人杈委員舍防止歧視及保伊少數小組委員舍 19Ⅳ 年 1U月 3日 第 7(XX)

咢決坡、1967年 1U月 1U日 第 8(XX)咢 決玟和 1971年 8月 18日 第 ?(XXIV)咢

決以,人 根委員舍 1968年 3月 5日 第 1U(XXⅣ )和 1979年 3月 5日 第 9

(XXXV)甹 決快,以 及絰疥及社合理事舍 1969年 6月 6日 第 142U(XLVI)咢 和 1983

年 5月 27日 第 1983/33咢 次洪°

“ 大合 19?9年 l1月 15日 第34/24咢 決快,附件°

“ 兄 lg81年 1月 19日 文件 E/CN.4/14加 ,另 兄人叔委員合第三十七屆合汊

根告,《 瀣社理事合正式圮暴,1981年 ,朴編第 5子 》 (E/1981/25至 E/CN.4/

l好5),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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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 ,“ 并提清注意
“
有必要加強所有一切反肘种族隔萬的措施,包括沒立公的第五奈

所規定的因隊刑事法庭°
”‘9

l15.在 此淡及朕合國在回隊刑事管轄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吋逐泣指出,預 防和

控制犯罪委員套在 199U年 2月 16日 第.11次舍以上通道第 11/111咢 決定 ,加 建玟

銓游及社合理事全將一份題力
“
恐怖主〤犯罪活劫

”
的決以草案特交給將于 199U年

8月 29日 至 9月 7日 在哈瓦那召弄的第八屆朕合回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套 ,以 便

在其喵肘快程項目5(寺題三>項 下采取行功,垓 項目題力 ;“ 采取有效的回家和回豚

行功,反肘‘(a)有組象的犯罪;(b)恐 怖主〤犯罪活功°”上述決以草案P部 分如下 :

P. 回隊刑法的編暴和國坏刑事法院的沒立

31.回 豚刑法垃些編茱,回 阮法委員舍肘編纂工作的各介方面送行研究位

受到鼓扇,而且泣垓与預防和控制犯罪委貝全合作送行°

釳.泣垓考慮在回隊法院肉設立一介特別刑事法庭或汲立一今肚立的回狋

刑事法院的可能性。玵于 1951年和 19田 年夫子投立回昹刑事法院的規的草案

和 198U年 美于投立回狋司法机构以便執行 《禁止并恁治种族隔萬罪行回陎公

的》的規的草案垃送行申決°此外,朕合回逐位鼓劾各回汏真探索在本組珠主持

下設立速釋一介回隊法院的可能性 ,以便將尸重的回昹罪行、特別是恐怖主又罪

行交付常判°遠一日杯可以通道肘某些特別有害和/或特別惡劣的罪行道用普遍

司法管轄原則來央現。

m 
兄人杈委員合 1981年 2月 23日 第 5(XXXVⅡ )咢 、198Z年 2月 2S日 第

1982/8景 和第 19&/lU母 、1983年 2月 18日 第 19路 /9母和第1983/12景 、1984年

2月 28日 第 1984巧 子和第 1987/7景 決洪。
m 

人叔委員合 1987年 2月 26日 第 1987/11咢 、1988年 2月 29日 第 1988/14

手、1989年 2月 2S日 第 1989/8母和 199U年 2月 2S日 第199U/12咢 決快序言部分°

抑 凡預防和控制犯罪委員合第十一屆舍以拫告 《絰渀及社合理事舍正式圮暴 ,

199U年 ,朴編第 lU咢 》(lggU年 2月 5日 至 16日 ),(E/199U/31-E/AC.57/199U/

8和 Add.l),第 一、C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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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員套本屆全洪常快速今日題的情況

116.下 文第 117至 第 121段 一般性地梵迷了力常判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而

沒立回隊刑事法院,特別是与以向日內法庭起坼力基砧的普遍管轄衩制度相比所具

有的利弊°第 123至 第 151段肘各种可能的造捀亦法及委員合中在与沒立回味刑事

法院相美的一些十分具体而又重要的方面反映出來的各种主要超勢件了全面的介

紹°第 152至 第 154段梵迷了常判危害人美和平与安全罪的其他可能的回狋机构。

(a)一般考慮

11?.且 然委昃舍意洪到一些回家汏力淡立此美法院的吋机可能尚未成熟,但 委

員舍注意到,回 隊美系和回沶法的友展情況使因豚刑事法院的沒立比以前研究遠一

同題吋更力可行°現在己很明昱,回 昹犯罪己送到了可能危及各目的生存和尸重扰孔

目隊和平夫系的程度。因此人們更多地呼吁加強回坏合作以便〺付此种犯罪°些然 ,

各目的最后立場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此种法院的形式,因 此委員合在下面陳述了

法院設想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

118.殶 立回隊法院的建玟必須与現有的回隊罪行栓察机均村照起來研究。有大

量罪行可以采用普遍管轄制度 ,在 有些情況下逐有忤多回家參与,而且回家法院的刑

事起坼工作十分有效°因此 ,成 立回除法院的建袂必須考慮到現有制度的園滿執行有

可能受到損害°但是,有 元上述可能完全取決于各介回家制度如何執法°回昹法院一

介公汏的优魚是能一致地逐用法律,并思可能保怔客現地常判此美罪行°

119.且 然泣垓考慮現有普遍管轄制度也肘行使回家的杈限有影晌 ,但 是美于沒

立法院的一介令人美切的主要同題逐是它可能限制回家主根。有些反升普遍管葀杈

的政府提出,速使回內法庭具有判斷外回政府行力的取黃°汏遠方面考慮并放汰近來

看,接受回豚刑事法院的杈限相反卸是回家在行使主杈叔限°

12U.由于回隊罪行往往不只涉及一介回家,逐可能涉及回家同爭端,回 所刑事

法院采用第三方解決爭端亦法特有助手防止和解決回豚沖突,汏 而有助于堆伊回狋

和平与安全。在有些情況下,將針玵令人的案件提交給法院可能使垓案件不被汏力涉

及回家同爭端°

121.且 然有人表示夫切,汏力回豚法院不可能完全不受政治影晌,但委員套确
—— 35 ——



信 ,可 以通道淡十一种具有充分保障的錯构來保怔法院的猶立和公正°不管怎祥 ,可

以指望刑事法院更好地防止任意坼忪和在保伊被告人根利方面肚送現行的普邊管轄

制度°

l22.下 面的 (b)分 市 (三 )項和 (g)市 更洋幼地甘淹了執行治罪法草案的其

他可能亦法以及在目豚刑事法院和回家法院之同可能建立的夫系格局。

(b)管轄和杈限

(一 )拆松事由

l2S.似 乎可能存在三种述捀亦法 :

伍)刑事法院將肘治罪法所界定的罪行行使管轄杈°

Φ)垓法院仗肘治罪法界定的一些罪行行使管葀叔°
●

(c)垓 法院的沒立与治罪法元夫,其 宗旨是肘各回授杈于它管葀的各 f一 罪行行使

管轄杈,特別是根据現行的因昹公的升其行使管轄杈。

124.夫 子以上的第一种逃捀,支持將拆忪事由管轄杈限于治罪法規定的罪行的

梵魚是 ,治 罪法玵界定的罪行可以迷到刑法的杯准,特別是旡法律即不构成犯罪規則

的杯准°而且 ,將泝松事由管轄扠限于治罪法規定的罪行并不排除以后才大到其他罪

行的可能性。垓逸捀的另一优焦是,治 罪法只包括回陎社全以定的最尸重的罪行°

125.另 一方面,垓逸捀的一介不足之赴是,垓 法院必須等到委員舍完成了治罪

法草案的編集工作后才能建立°

I26.上面的第二种逸捀有速祥的可能性,即 力冥隊可行或易于接受的理由,只

授杈垓法院管轄治罪法界定的某些罪行 ,至 少在法院初建險段是如此。送种只限于某

些罪行的做法,可一丹始在規的中規定或通道茶款規定使各回可以遙捀排除法院的

管轄°后一种情況可能戶生肘等和普遍性的同題 :如 果只有一些國家同意授杈法院管

轄某些罪行,那 么速些回家特坼堵回豚刑事法院,而其他國家則不合,例 如它們將盤

袋通道其回家管轄杈玵遠些罪行提起坼忪°

127.上 述第三种逸捀的主要优魚,建 立法院完全不受治罪法可能推退通道的影

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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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肘令人的杈限和管帶

128. 委員套正在揪汀的治罪法草案在其施中只限于今人 (第 3奈 )° 且然甘稔

道將治罪法的范園伊大到回家的同題,但遠一向題仍有待以后磋商。

12g.逐討淹了至少在某些罪行方面,如林醉品販迋 ,將管轄杈#大到回家以外

法律其体的可能性°

(三 )管轄杈的性辰

13U.美 于法院管轄杈的性辰,有 三种可能的造捀 :

(a)抈 有音ㄇ管轄杈的回隊刑事法院 ;

(b>回 隊刑事法院和國內法院的并行管葀叔 ,

Q)只 有隻常杈的回怀刑事法院°

抈有提供法律遙捀的叔●艮逐可以被看成是肘上述任何一种逸捀的朴克。

131.以 法院苦ㄇ管葀杈而淹 ,各回不位升規定力法院根限內的罪行行使管轄叔。

132.如 果逸捀回隊刑事法院和國內法院并行管轄 ,一 日久j要 在向日內法院迋是

向日隊法院提起拆忪的回題上作出逸捀°遠神可能性將影晌道用一致性的优魚。根括

速一迭捀 ,逐必須制訂方法,以 克服如一方想向目丙法庭而另一方想向回豚法庭提起

訴訟而可能戶生的困堆°

1銘.根括上述第三种逸捀 ,法 院只有根在必要吋复常回內法庭肘回豚罪行的判

決°

134.夫 子授予垓法院玵刑事事項友表法律意兄的杈限的可能性同題,除其他

外,它 們可以是回內法院要求的有的東力的意兄 ,或朕合目的机枸要求的咨洶意兄°

可以授予垓法院肘回豚刑法的解捀送行林琱的任夯,而 將酌情裁決的取能留給回肉

法院。

(四 )提交案件

135. 工作組常坡了堆可以向法院起坼的各种進捀:a)所有回家:(b)所有法院

規的的錚的回,(c)由 于(一 )罪 行据你是在其領土上犯的或針肘它犯的;<二 )受 害者

是其回民;(三 )受 指控的犯罪者是其回民,或者 (四 >被告在其境內友現,而 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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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坼忪些事回,(d)世界性或匡域性政府同組班;(e)非政府組珠;(f)介人°

136.美 于提交案件的杈利同題甘梵了兩种可能限制荼件°第一种是可能需要征

得坼忪些事目的同意 (如 上文的 (c)种送捀規定的那祥>;第二种是需要得到朕合回

大舍或安全理事舍的汏可°

137.在 上逑方案中作出逸捀有美提交案件杈利泣有多大限制的同題。例如,升

荻得提交案件杈最大的限制是 ,要 求只有法院規的鍗的回才能提交案件,但 須征得所

有其他直接些事回的同意和得到大合或安全理事套的批准°最先的限制是給予任何

國家、姐象或介人提交案件杈。

(c)法院錯构

(一 )体制結构

1銘.工作組討梵了投立常沒法院逐是咯吋性法院的同題°后者在治罪法執行避

程中套引起統一性的回題°

1Sg.成立法院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法:(a)另 外締箸公的;或 <b)根据通道治

罪法的公的;或 (c)通道 《耿合回完章》的修正案,例 如,法 院威力蚨合目的一介

主要机构。此外,逐討梵了根据大舍決以投立法院的可能性同題。

14U.元淹用何种方法設立法院,必須明确确定法院与朕合回之同的夫系,遠 既

有:一般性政策的原因,也有在其他埸合已甘淹避的体制方面的同題 (例 如,法 官的

任命、坼忪的提出和簿措垤妻同題)。 安全理事套根据治罪法 (委 員套在第四十屆合

洪哲吋通避的第 12奈” )确 定是否存在侵略回題的作用也泣注意°

(二 )法院的組成

141.根据殶想,法 院規模不宜世大,法 官位代表世界各主要法系°甘淹了是否

需要鈕成分庭的鬥題°一种意兄主張在分庭常判所有案件 ,但 由患庭复官。此外,也

常玟了采用回狋法院分庭制度的回題,使原告在法官的挑進上可友揮一定作用°

《1988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l至 η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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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 官的逸拳

142.工 作組甘梵了逸拳法官的三种述捀方法:(a)采 月与回沶法院相同的方法 ;’

2

(b)在 大舍荻特定多數些遄;(c)由 法院規的締的回逸拳°

(四 >久 黃刑事起坼的机构

143.工 作組力栓察官殶想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此等栓察官的作用因上文第

13U段所列法院管轄杈的各种逸捀而异°甘梵的可能性有栓蔡官的任命和攻立与法

院有朕系的狙立机构。

(五 )常 判前琱查

144.工 作組常以了嘗判前琱查的各种可能亦法名一种方法是將官判前淍查交給

法院完成,其他亦法是交給栓察官或法官°

(d)判 決的法律效力

145.夫于在存在共同管轄杈而且回隊法院已作出裁決的情況下判決的法律效

力泀題 ,人們淡想回家法院不能复常垓案°遠一錯梵符合委員舍第四十屆全玟暫時通

道的治罪法草案第 7奈第 1款 (同 一罪行不受兩次常判)。
’s

146.夫 于在回家法院已作出裁決的情況下判決的法律效力向題 ,凡符合下列奈

件的可以沒想由回坏法院复常,例 如:(a)如 果一今有夫回家有理由相信裁決不是根

据91法律或事其的正确估价,(b)如 果將且然按其性慶厲于法院管轄范園內的罪行

作力普遍罪行常判 (例 如兄治罪法草案第 7奈 第3款 ),(c)如 果既決令人提出土坼°

147.些 然,如果淡立法院只是常以討肘回內法院所作判決的上拆 ,其 裁決垃优

η 《回眛法院規的》第四至十六荼規定了法院法官逃拳程序°其中具体規定法

官泣由大合及安全理事全就常殶仲裁法院各回困体所提出之名單內送拳之 (第 四奈

第一項);大合及安全理幸舍各位狄立拳行法院法官之逸拳 (第八奈);安全理事舍之

投票位不捻安全理事合常任理事回及非常任理事回之匡別 (第十荼第二項),候逸人

在大舍及在安全理事合得先肘多數票者虛次力些逸 (第 十奈第一項>°

’s 《1988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粥 至 69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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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手回內法院的判決。

(e)其他同題

(一 )刑罰

148.刑 男泀題是根括法元明文者不用的原則忖淹的。各送亦法是村刑罰作先筑

的規定或肘每一罪行規定一种具体的刑弱°

149.在 常玟刑罰回題肘有人悅垃根据所犯罪行的戶重程度來量弄!° 逐提出了是

否可能排除死別的曰題。

(二 )判 決的執行

15U.工 作組肘執行同題的各介不同方面送行了全面的穹洪。基本上悅有兩种逃

捀加法°一种需要回拆拘留机构。另一种規定按回肉制度執行,后者需要考慮給予向

法院提出起坼的國家优先考慮的利弊鬥題。

<三 )法院控奏的等措

151.工 作姐常洪了法院瀣費的兩种等措亦法,即 由規的締的回或朕合因提供壢

妻°由朕合回提供豋奏具有保近更有效地持絞不斷地力法院等措豋葵的优焦,它 要求

駁合回大多數舍貝回同時成力法院規的締幻回°

(f)其他可能的目隊常判机制

1S2.迷 成的涼解里,最 好建立回狋刑事司法的車一机构,而 并非如有失公的規

定的那祥力不同英型的罪行分別殶立不同的法院。

l田.工作組常以了委托回豚法院管轄針肘令人的刑事坼松的述捀亦法°全上指

出如其行此种管葀需要修汀回豚法院規的.有必要得到回防法院肘此述捀亦法的意兄°

154.有 人提出了清其他法系的法官充其回家法院,以 赴理回阮罪行的案件的建

坡.垓建快并非作力回狋法院的替代亦法提出,而 是作力一介可能采取的遊渡性措

施,以便克服道用普遍性回家管轄制度中的某些困雅°

(g) 璗直立生

1SS.委 員舍肘垓阿題的常以体現了一种ㄏ泛一致意兄 ,即 原則上,需 要設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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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常沒圄隊刑事法院,并与朕合回系統建立夫系,區 然有人就此种法院的培构和管葀

范圖表示了不同意兄°至少有三种可能的模式,其主要匡別在于法院的杈限和管轄杈 g

(一 )具有音扁管轄杈的回隊刑事法院

一 送將需要各回放弄其肘厲于因阡刑事法院管轄的罪行的刑事管轄杈。

一 速可能使現有的确立回肉法庭普遍管轄杈的奈的又券帶來同題°

一 必須規定垓法院系統內迸行隻常的程序。
π

一 遠一模式勢必早致建立常判前琱查和栓察官的制度。逐需要制定將被告移

交垓法院的規則并需要就建立因隊拘留机构和制定執行判決的規則迷成

林破 .

一 送遜將引起肘等原則的同題 (法 院規的舞的回,非締的回)和 法院的管轄

叔取決于有失回家 (厲 地回、其回民力被告的回家、被告所在地回〉的同

意的同題°

(二 )回 隊刑事法院和國家法院共同管轄杈

一 締的回不必放弄回家刑事管轄杈,而 可以逐案決定是向囝隊刑事法院提超

坼松逐是行使回家管轄杈°例如,根据速一模式,某 些回家遇涉案者力其

回民;罪 行的玵象力其回民或罪行在其境內友生,可造捀行使回家管轄杖 .

一 速祥一种制度可能套早致有夫回家之同管轄杈的沖突。

一 模式 (一 )的所有其他方面將道用于模式 (二 )(起 訴、上坼、被告跑移交、

判決的執行、肘等原則等)°

(三 )一介只有复常杈的回防刑事法院

一 締的回不必放卉其回家刑事管轄叔。

一 它們得同意粹其法院玵列入治罪法的罪行的判決交給回隊刑事法院欠常。

一 除根据其他兩种模式可向法院提出起沂者外 ,即 除其他有夫回家(厲 地回、

其回民受常的回家、罪行針肘回)或所有垓法院規的締的回外,速一模式

竹 參兄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回隊公的》第14茶 第 5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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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既次令人也有可能提起訴訟°

一 速种模式將不涉及夫于普遍管轄扠的現行回隊〤夯 ,不 需要其他回家的同

意°

一 不需要另外制訂上訴程序°

一 將投立一介常淡回狋刑事法院,如 果各國荻得一些有美垓法院壢駩并同意

甘大其管轄范園,則 可予以打大。

1“.可 以逸取上迷 (b>至 “)分市中所討捻的各种要素列入沒想的每一种模

式°每一模式也可規定法院如有此要求時有杈提出法律意兄 ,遠 种意兄可以是有的東

力的也可以是咨均性的,也 可以兩者兼而有之 (兄上文第 13U和 134段 )。

l田.投立回狋刑事法院最終將是在友展囝隊法方面前迸了一步 ,有 助于加強法

制,只 有得到回隊社合的戶泛支持遠一工作才能成功。●

D.美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奈款草案

1.委員套至今力止暫時通道的奈款草案案文

158.委 貝舍至今力止哲吋通道的奈款草案第 1至 8奈 、第1U至 16荼 、第 18

奈和 X荼案文如下 :

第 一 章

早  言

第一編 定〤和定性

第 1荼 .定又

本治罪法草案中所規定的 〔回隊法上的〕罪行构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

行°

第 2奈.定性

一項作力或不作力定性力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不取決于國內法°垓項

作力或不作力是否可按回內法恁罰的事其不形喃送种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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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編 一般原則

第 3奈 .責任和恁例

1.凡犯有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介人,不 淹被告援引任何不包括在罪

行定叉之內的功机,均 垃肘遠种罪行負責任,并拉力此而受愆罰。

2.肘犯有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介人的追拆 ,并 不免除一介回家肘可

”因子它的作力或不作力依回隊法泣負的任何責任°

第 4荼 .常 判或引渡的〤夯

1.凡在其領土內出現据你犯有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人的回家座

肘其送行常判或將其引渡。

2.如 果有几介回家要求引渡 ,泣 特別考慮罪行友生在其領土內的回家的要

求°

3.本奈第 1和 第 2款 的規定并不預先判定回拆刑事法院的淡立和管轄

杈°一

第 5奈 .不道用法定時效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有不道用法定時效。

第 6荼 .司 法保怔

几被指控犯有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介人均元歧視地享有村人美所有

人提供的在法律和事其方面的最低限度的保怔,特別是 :

1.他在被並明力有罪之前庄推定力元罪;   .
2.他有根 :

(旦 )在 一介根据法律或奈的正式建立的有管轄杈、狌立和公正的法庭上接受

公平而公升的常理,由 垓法庭确定肘他的指控有元根据 ,

q)以本人所佳的悟文迅速洋冬地荻悉肘白己提出的控坼的性辰和理由.

(c)具有必要的吋阿和便利奈件力自己的辦#做好准各,并＿●自己逸捀的律

. 
如果建立回坏刑寧法院,本款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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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朕 系 ,

(d)不 道分退延地接受穹判 ;

(e)在本人出庭情況下接受常判,并 素白或通道白己遙捀的辨伊人1●
.助 力白

己辦伊 ;如果沒有辦中人,垃 通知他有叔聘用辦伊人,如果他元力支付辨伊人的

報酬,則 庄免妻力他指定辦伊人 ,

(f)汛同控坼怔人或使其接受訊回,并 在道用于控坼怔人的同祥奈件下使辨

伊怔人出庭并接受汛回 ;

㎏>如他不懂或不合說法庭所使用的活文,泣 免費得到口澤長的林助 ,

(h)不 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近明或供汏有罪°

第 7奈 .一事不再理

ㄈ1.任 何人不得因已由一介回隊別導法院肘其最終定罪或宣告元罪的本治

罪法罪行而受常或受恁男°〕

2.在本奈第 3、 4和 5款規定的限制下,任 何人如果因按本治罪法定力罪

行的行力已銓由一介回家法院最終定罪或宣告元罪,而 且如已判爪垓尹i羽 已絰

執行或正在執行,垓 人即不泣因垓罪行而受常或受恁羽°

3.冬 管有第 2款 的規定,如果作力普通罪行穹判和怒罰的行力符合本治罪

法所規定的一項罪行,則 垓令人仍可因本治罪法規定的罪行而受到〔一今日隊刑

事法院或〕一介回家法院的常判和怨坷°

4.思 管有第 2款 的規定 ,另 一回回家法院在下列情況下仍可因本治罪法規

定的一介罪行〺一介人送行常判和怨珂 :

佢)如果作力外國法院判決主題的行力友生在垓日本回領土肉,

(b)如果垓目是罪行的主要受害者°

5.如果一令人以后按本治罪法被定罪,法 院在判別吋垃將因逆去肘同一行

力定罪而已瀣判夾并執行的任何刑罰扣除°

第 8奈 .不溯及既往

1.任何人不得因本治罪法生效前的行力按本治罪法定罪。

2.本荼的任何規定并不排除肘于任何人因在行力Hl根据回隊法或依回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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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泣道用的回內法构成犯罪的任何行力送行常判和恁捐。

第 1U奈 .上級的責任

如果上圾知道,或者掌握情技使其能在些吋情況下斷定,其 下級正在或將要

犯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 ,而且并不采取其杈力范園內的一切可行措施,以 預

防或制止垓罪行,則 垓罪行系
一

圾所犯的事其并不免除其上致的刑事責任。

第 11奈 .官 方地位和刑事責任

犯有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令人的官方地位,特別是其以回家或政府

首肺的身份行事的事其,并不免除其刑事責任°

第二章

构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力

第一鴮 危害和平罪

第 12茶 .侵略

1.凡根据本治罪法肘构成侵略的行力久有責任的任何令人,都 垃因危害和

平罪而受到穹判和恁琱°

2.侵略是指一回使用武力侵犯另外一介回家的主根、領土完整或政治狙

立,或 以与 《朕合回先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3.一 回違反《完章》的規定而首先使用武力,即 构成侵略行力的初步近据 ,

但安全理事合得按照《先章》的規定下捻斷:根 据其他情況,包括有失行力或其

后果不甚尸重的事美在內,沒有理由可以确定已友生了侵略行力。

4.在本奈第 2和 第 3款規定得到座有考慮的情況下,〔特別是〕任何下列

行力,不梵是否絰避宣找,都构成侵略行力 :

(旦 )一介回家的武裝部●A侵入或攻古另一回家的領土 ,或 因此侵入或攻缶而

造成的任何軍事占領 ,不站吋同如何短暫,或 使用武力吞并另一回家的領土或其

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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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介回家的武裝部臥表炸男一回家的領土,或一↑回家肘另一回家的

領土使用任何武器 ,

(c)一 介回家的武裝部臥封碳另一回家的港口或海岸 ,

ω)一介回家的武裝部臥攻古另一回家的時、海、空軍或商船和民航机 ;

Q)一介回家達反其与另一回家汀立的怭定所規定的茶件使用其根据林定

在垓接受回領土肉駐扎的武裝部陝,或在林定終止后 ,延坎垓項武裝部臥在垓他

回領土內的址扎期同 ;

(f)一介回家以其領土供另一回家使用社垓回用末玵第三回送行侵略行力 ,

性)一介回家或以其名又派遊武裝小趴、武裝田体、非正規軍或雇佣兵,肘

另一回家送行武力行力 ,其尸重性相些于上迷所列各項行力,或垓回其狋卷入了

遠些行力。

(h)安全理事舍确定的构成 《先章》規定下的侵略的任何其他行力。

“.安 全理事舍夫子侵略行力的存在的任何決定肘于回家法院均有的束

力°〕                   ,

6.本奈中任何規定地不得解釋力#大或縮小《朕合回先章》的范園,包括

完章中有夫使用武力力合法的各种情況的規定在內°

?.本奈中任何規定能不妨磚《夫于各國依朕合回先章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

的因豚法原則宣言》里所途被強力剝李了淵源于完章的白決、白由和狙立杈利的

人民,特別是在殖民和种族主又政杈或其他形念的外回統治下的人民取得送些

杈利 ,亦 不得妨磚遠些人民按照完章的各項原則和上迷宣言的規定,力 此目的而

送行斗爭并尋求和接受支援的杈利。

第 13奈.侵略的威勝

侵略的威勝在于使一回政府有确其理由相信正在汏真考慮肘垓回送行侵略

的戶明、通訊、並示其力或任何其他措施°

第 14茶.干 涉

1.以 煽功 〔武裝〕效擾或恐怖主又活功,或姐象、+.i助 或資助速种活功 ,

或力速种活功提供武器 ,放 而〔尸重〕技善一介回家自由行使其主杈叔利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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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垓目的內政或外交°

2.本奈的任何規定銫不妨得庄尸載入朕合回完章的人民自決杈°

第 15奈 .殖 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回玩治

違反庄尸載入朕合回先章的人民白決杈,強 迫建立或維持殖民銳治或任何

其他形式的外回統治。

第 16荼.回 隊恐怖主〤

1.一 目的代理人或代表趺事、組球、+.+助 、資助、敖扇或容忍反肘另一日

針肘介人或財戶的行力,并具有在知名人士、几美人或一般公僉心理上造成恐怖

狀念的性慶。

2.除 一目的代理人或代表之外的介人參与犯下第 1款 所指的任何行

力°
.

第 18荼 .招募、使用、資助和洲珠雇佣兵

1.一 目的代理人或代表力送行反肘另一目的活功或力反升各回人民合法

行使根据回酥法所确汏的不容剝香的自決杈的目的,招募、使用、癸助或圳錶雇

佣兵°

2.雇佣兵是指厲于下列情況的任何人 :

(a)在 些地或回外令ㄇ招募以便在武裝沖突中作哉 ,

q)參加找斗行功的主要功机是力了荻取私利,而且事央上沖突的一方或

其代表已銓允渃鈴子物痰報酬,其數額大大超避沖突的垓方玵其武裝部臥中美

似坡別和取夯的哉斗昃所允碧或支付的物反報酬;

q)既非沖突一方的回民,又非沖突一方所控制的領土的居民,

. 
第 2歉持根括共犯和委長合持在以后險段申以的美于危害人美罪的奈款加

以申以°

?s 
夫于第 17茶 ,兄上文第 89至 gz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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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非沖突一方武裝部臥的成貝:而且

◆>不是由非沖突一方的回家派遣,作力其武裝部臥的成長執行公夯。

3.雇佣兵也指在其他任何狀況下扁于以下情況的任何人 :

(a)在 些地或回外寺ㄇ招募以參与+.+同 的暴力行力,其 目的力 :

(一 )推擲一回政府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一目的完政秩序,或

(二 )破坏一回的領土完整 ;

(b)參 与此种行力的主要功机是力了荻取可現的私利,并 受允渃給予或支

付物流報酬所取使 ;

“)不是速种行力所封肘的回家的回民或居民;

(d)不 是由一回派遣抗行公夯,而且

“)不是行力友生在其領土的回家的武裝部●A成 長。
′

第⋯編 危害人美罪

第 X奈 .非 法販逐痳醉品
体

1.一 目的代理人或代表或其他介人,在 一回境內或跨回界放事、組玖、促

迸、資助或鼓肋大規模的非法販逐痳醉品。

2.力 第1款 的目的,促送或鼓肋非法販迋痳醉品垃包括明知財戶得自本奈

所迷的罪行 ,力 了熄瞞或掩佈垓財戶的非法來源而荻取、持有、特換或簼移孩財

戶°

3.非 法販逐痳醉菊品是指違反回丙法或回隊法的規定,生 戶、制造、提煤、

配制、提供、兜售、分銷、出售、以任何荼件交付、銍紀、友送、遊境友送、迋

輸、送口或出口任何痳醉品或精神葑物。

竹 兄下文胸注 85° X奈与特別拫告長建坡的Y紊草案相肘座 (凡上文腳注

44),特別報告長建洪的X奈草案將非法販送痳醉品作力危害和平罪未焚理°

〞 和第 12茶第1款 <侵 略)相反,第 16和 18奈 目前只界定构成速些奈款中确

定的罪行的行力.大于將速些罪行月咎于今人的同題特在以后的一般性奈款中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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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 貝套第四十二屆舍以暫時通避的

第 16、 18和 X奈草案案文及其坪注
η

第二章 构成危害人美和平和安全罪行的行力

第一編 危害和平罪

第 16荼 .回 狋恐怖主〤

1.一 目的代理人或代表汏事、組珠、+,+助 、癸助、鼓肋或容忍反肘另一日

針玵令人或財戶的行力 ,并具有在知名人士、几美人或一般公僉心理上造成恐怖

狀念的性辰。

2.除 一因的代理人或代表之外的介人參与犯下第 1款 所指的任何行

力。
.

坪  注

(1)19M年 治罪法草案 (第 2荼第 6款 )以 下列措洞迷及作力危害和平罪的恐

怖主〤 :“ 一回些局汏事或鼓劾另一日境內的恐怖活功,或容忍意田在另一回境內迸

行恐怖行力的有組象活功.”

(2)第 16奈狋題是
“
回隊恐怖主〤

”
,其 目的是力了將速种恐怖主叉与國內恐怖

主又匡分升未°回豚恐怖主〤是一回肘另一回組象和送行的恐怖主又,而 回內恐怖主

又是在一回領土內由垓回回民組絮和送行的。送种恐怖主叉并不危害回隊夫系,因 此

它厲回肉法管轄的范園°

<3)第 1款界定回豚恐怖主叉的組成因素如下 :

a)一目的代理人或代表的干預 .

位)比英干預逐必須包括以下具体行力:鈕象、1.+助 、資助或鼓肋恐怖主又活

劫;或者容忍在回家領土內送行恐怖活劫°
“
容忍

”
一洞系指有意味地接受恐怖活功°

. 
第 2款將根括有失共犯和委員全將在以后盼段常以的美于危害人英罪的荼

款加以常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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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最 后,上逑行力必須具有在知名人士、几美人或一般公尒心理上造成恐怖狀

念的性慶°
“
知名人士”

一甸不仗指政治領早人,即 政府成長、政治集合成貝或工舍

領袖,而且逐指在一回銓漭或社套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著名人士°

(4)第 2款涉及令人參与一回的代理人或代表的恐怖主〤行力°垓款不包括介人

所犯的与第 1款所界定竹回隊恐怖主又行力元美的恐怖主〤行力°蛗然速一現象今

天具有很大規模,尤其是在某些其体范目肉 (目 的通常是謀利的恐怖主〤組玖或集

回),且 然恐怖主又肘各回构成威勝,但 由于此种活功不能l=罪 于一介回家,因 而似

乎不可能特令人的恐怖主又行力看成是危害和平罪一英的罪行。第 2款 涉及令人在

有失回家支持下汏準的恐怖活功°但在此种情況下,就戶生了有美介人是否不垃被祝

力放犯的同趣。因此必須根据未來的美于共犯的規定重新常查第 2款°而且 ,委 員套

打算在穹查有美危害人美罪的奈款時再回到令人的回隊恐怖主又行力遠↑同題。

第 18奈 .招募、使用、資助和切︳琮雇佣兵

1.一 回的代理人或代表力送行反玵另一目的活功或力反玵各國人民合法

行使根据回隊法所确汏的不容剝李的自決杈的目的,招募、使用、資助或切珠雇

佣兵°

2.雇佣兵是指扁于以下情況的任何人 :

q)在 些地或回外音ㄇ招勝以便在武裝沖突中作找 ,

q>參加乩斗行功的主要功机是力了荻取私利,而且事央上坤突的一方或

其代表已絰允喏給予物辰技酬,其數額大大超避沖突垓方肘其武裝部臥中美似

圾別和取夯的找斗長所允當或支付的物辰報酬,

●)既非沖突一方的回民,又非坤突一方所控制的領土的居民;

(d)非沖突一方武裝部陝的成長,而且

㎏)不是由非沖突一方的回家派道作力其武裝部●A的 成長執行公夯°

3. 雇佣兵也指在其他任何狀況下居于以下情況的任何人:

q)在 些地或回外寺鬥招芬以參与柲琱的暴力行力,其 目的力:

(一 )推翻一回政府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一目的先政秩序,或

(二 )破坏一目的領土完整,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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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參加此种行力的主要功机是力了荻取可現的私利,并受允渃給予或支

付物慶技酬所班使;

Q>不是送种行力所針玵的回家的回民或居民,

Q)不是由一回派遣扺行公夯:而且

←)不是行力友生在其領土的回家的武裝部臥成長°

坪  注

(1>19M年治罪法草案沒有涉及雇佣軍同題°但泣垓指出,它 載有一項規定

(第 2奈 第 4款 )包括:一 回些局在其本回領土肉或任何其他領土內組象或皴容姐象

武裝集困以謀侵入另一回領土 ,或 數容在其本回領土肉組玖此种集困,或鍬容此种武

裝集日利用其領土作力活功基地或侵入另一日領土的出友魚,以及直接參与或支助

此种侵入行力°

(2)但 是 2U年來通避的其他三份其他回隊文件載有失于雇佣兵同題的重要規

定。速些文件是,夫于 1974年 夫子侵略的定〤 ,乃  1蚚 7年夫子 1949年 日內瓦公的

的第一附加決定串
” 和 1989年 《反91招 募、使用、資助和加〡緣雇佣軍回l,TN公 的》°

m

根据侵略定〤第 3(g>奈 (委 員套第四十屆合坡暫9f通道的治罪法草案
釭 第 12奈

<侵 略)第 4(g)款是以垓奈力基砒揪汀的),一介回家或以其名〤派遣雇佣軍,玵

另一回家送行武力行力 (或垓回家其隊卷入了遠些行力>,在 一定荼件下构成侵略行

力°第一手附加決定串第 47奈涉及雇佣兵的地位,垓奈 (第 1款 )具休規定,雇佣

兵不泣享有作力我斗長或哉俘的杈利°1989年 的公的將招募、使用、資助和洲琮雇

佣軍 (第 2恭 )及雇佣罕直接參与找斗行功或共濂的暴力行力 (第 3奈 )确 立力犯罪

行力°

” 大全 19π 年 12月 14日 第 3314(XXIX>咢決玟,附件。
” 第一決定中涉及回狋武裝沖突受害者的保伊,1977年 6月 8日 在日內瓦通

遊 (球合回,6朵的集》,第 ll葯 卷,第 3頁 >°

∞ 大舍 19Sg年 12月 4日 第44/銋 景決玟,附件°

81 
北上文腳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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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18荼 第 1款規定了垓奈所涉罪行的范日°垓奈首先闆明,垓 罪行并非由

雇佣兵本身的活功构成,而是由招募、使用、資助和加〡妹雇佣兵的行力所构成。第二,

垓罪行能姼9J厲 的唯一人真是一目的代理人或代表°第三,垓行力必須具有下列兩种

目林之一才符合垓定〤:雇佣兵的招募、使用、資助和圳緣必須是 (a)力 放事反肘

另一目的活功,或 (b)力 了反玵各回人民合法行使其力回豚法所承汏的不可Vll李 的

自決叔利 .φ 夫于
“
各回人民力回隊法所承汏的白決杈利

”
遠一措洞,可參考第 12

茶 (侵 略)第 7款 的措洞,以及委員舍在其第四十一屆全以上暫時通避的治罪法草案

第 14茶 (干 涉)和 第 15奈 (殖 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回筑治)中采用的
“
庄尸載入

朕合回先章的人民自決杈
”
遠一措詞°“

(4)第 2款根据1989年公的第1荼 第1款 的定叉肘雇佣兵本身下了定〤°艇 垓

定火指受招募以便在武裝沖突中作我的人°

(5)第 3款源于1989年公的第1奈 第2款 ,界定了另一美雇佣兵,即 那些受招

奏以參与共煤的暴力行力的人,其 目的力推翻一回政府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一回先政

秩序,或破坏一回領土完整°“在其他任何情況下
”
速一措洞使速一美雇佣兵与第 18

奈第 2款所指的一美形成肘照°

(6)最近几年來,送种新的雇佣兵活功在第三世界有很大的增加°

田 根据1989年公的第 5荼 ,各 國有〤夯不招募、使用、資助或圳珠雇佣兵,垓

荼明确地規定了不拉
“
力反肘各國人民合法行使其力回豚法承汏的不可剝李的自決

杈利
”而招芬、使用、發助或圳珠雇佣兵°

“ 凡年14和 第 15奈 的坪注 (《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69

至 ?° 天).                       .
“ 又兄第一手附加決定串第47奈第 2款夫子雇佣兵的定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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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編 危害人美罪

X奈 .非 法販逐痳醉品8s

1.一 目的代理人或代表或其他介人,在 一回境內或跨回界炊事、姐絮、

促送、資助或鼓肋大規模的非法販迋庥醉品°

2.力 第 1款 的目的,促送或鼓肋非法販逐痳醉品位包括明知財戶得 自

本茶所逑的罪行 ,力 了隱瞞或掩佈垓財戶的非法來源而荻取、持有、特換或

持移垓財戶°

3.非 法販迋庥醉品是指違反回內法或回狋法的規定,生 戶、制造、提

煉、配制、提供、兜售、分銷、出售、以任何茶件交付、銓紀、友送、道境

友送、這輸、送口或出口任何痳醉品或精神葑物。

坪  注

(l〉 在通道 X奈 91,委 員舍暫時將非法販返痳醉品作力一种危害人美罪,即 使

特別拫告貝也提交了一奈美于作力一种危害和平罪的非法販迋痳醉品的茶文草案°

在將販迂痳醉品定力危害人美罪吋,委 員舍希望強琱速一現象威勝全人美,并看重指

出如友生販迋痳醉品,不 仗威勝回家公共秩序,而且逐威勝回隊社套°1988年 《朕

合回禁止非法販逐痳醉葑品和精神葑物公的淤 沒有將遠一罪行規定力回豚罪行 ,

但它确央給予回豚組玖或Z域性組玖防止非法販迋和挂截犯罪者的根限(第 1。 奈第

1和 第 2款 )。 X奈 向前送了一步,將速一罪行規定力回豚罪行,但 有某些限制奈件°

它規定非法販逐痳醉品不再只是扁日內法的罪行 ,而 且逐是危害人美罪。且然本奈杯

題只提及痳醉品,但 第 3款也涉及如 1988年公的界定的精神芶物°

(2)第 1款界定垓罪行,但 定〤中有些內容必須根据第 2和 第 3款來理解。

(3>美 于可能犯罪的人,第 1款提到了一目的代理人或代表以及令人。由子X奈

將非法販逐庥醉品定性力危害人熒罪,因 此犯罪者是行使或涉及一回指定給他們的

“ 如坪注中所說明,委 員舍暫時決定 X奈列入寺ㄇ涉及危害人美罪的治罪法

草案第二章部分。
飾 E/CUNF.82/15和 C。r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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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夯行事逐是以令人身份行事都元美緊要。呈然痳醉品的販迋的确往往由令人迸行 ,

但也不能排除回家代理人促迸或參与此美販逐的可能性。
“
介人”

一詞包括力組珠、林

舍和其他机构 ,如 卡特冬,行事的或代表組象、林套和其他机构的人,販 迋者通道遠

些机构或在送些机构中送行活功°它也包括在用于流功由非法販送痳醉品荻得的癸

金或其他資戶的金融机构 ,如銀行、投資公司等等范圃內行事的人°

(4)第 1款 只提到仄事、組象、促迸、資助或鼓劾
“
大規模

”
非法販逐痳醉品°

送一概念涉及到大批同題°垓奈款沒有涉及小商販的車狌或介体的活功,而 是指大規

模的、有組珠的活功°

(5>“在一日境內或跨回界
”
的措洞表明力了构成危害人美罪,販逗并不一定在

回家同送行。大規模送行的回肉販逗也可能构成危害人英罪。甚至可以想象 ,可 能力

韻害一介民族、种族或其他群体竹成長的身体健全目的在一回境內寺ㄇ組禦販逗,在

速种情況下,其作力危害人美罪的性慶將更力明昱。
(6>第 2款解釋第 1款 中

“
促迸

”
和

“
鼓扇”

等洞的含〤°其措洞以 1988年公

的第 3奈 第 1款 (b)(一 )項力基砧,它 特別包括公放的使非法荻得的資金合法化行

力,以及炊事遠种活功的机构°
“
財戶

”
一洞指各种形式的功戶或不功戶和有形資戶

或元形資戶以及怔明遠美資戶所有杈及其所戶生的杈利的法律文件和文中°

(7)“ 明知財戶得自按本荼所确定的罪行 ,力 了隱瞞或掩佈垓財戶的非法來源
”
的

措洞放第X款的范日中排除了可能出于誠意行事、參与了第 2款提及自午一項活功但

既不知道財戶的非法來源也不知道熄瞞或掩佈速种來源的目的的人。
(8>第 3款解釋

“
非法販逐痳醉品”

措詞的含〤°它所包括的活功清車出白1988

年公的第 3荼 第 1款 a)(一 )項 °送些活功都与非法販逐痳率品和非法販逐精神葑

物有夫.

(9)“違反回肉法或回豚法”
措洞強琱販迋痳醉品的非法性慶。目防法措洞考慮

到存在著忤多有失痳碎葑品的公的°肘回內法的提及狄第X荼范日中排除了堵如特

力配¢)l菊 品或研究目的生戶或迸口痳醉品的活功,速 美活助根据忤多回家的回肉法

是合法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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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A.早  言

159.題力
“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自每寺題是目昹法委員舍 1978年 第三十屆

舍洪
田 根据委員全力了幵始本寺題的工作所沒立的工作姐的建Ⅸ ,并 垃大套 1977

年 12月 19日 第 32/151咢 決汊(第 7段 )的 要求而決定列入其 目前的工作卄划的°

16U.委 員合在 19η 年第三十一屆套以上收到了特別報告貝頌蓮 .素 差伊庫先

生提出的初步根告°
m 

委員舍在同一屆舍以上決定向朕合回套長回友出琱查表,以

便取得更多的資料,并 了解各回政府的現魚。球肘琱查表的答褒中所收到的材料 已于

1981年 第三十三屆舍以上提交委員全°
s’

161.放 第三十二屆舍玟 (198U年 )至 第三十八屆套以 (1986年 ),委 員套共收

到特別報告長的另外七份報告 ,°

° 其中載有分五介部分安排的奈款草案:第 一部

田 《1978年 ⋯⋯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52至 155烎 ,第 179至 19U

段°

“ 《1979年 ⋯⋯年鈭》,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27頁 ,文件 A/CN.4/323°

m遠
些資料以及秘串史准各的一些其他資料后來友表于蚨合國立法Δ串,題力

《美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的癸料》(出 售品編咢:E/F.81.V.1U)一 中。
”

特別報告長的送另外七份拫告載于以下文件 :

第二次拫告 :《 198U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99頁 ,文件 A/CN.4/

331和 Add.1;

第三次拫告 :《 1981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125更 ,文件 A/CN.〃

34U和 Add.1,

第四次報告 .《 1982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99頁 ,文件 A/CN.4/

35?1

第五次報告ε《lm3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S頁 ,文 件 A/CN.4/

363和 Add.1,

—— 55 ——



分 (早 言),第 二部分 (一般原則),第 三部分 (回 家豁免的例外),第 四部分 (夫 子

財戶免于扣押和執行的回家豁免),第五部分 (染 項規定)。

162.委 員合在198。 年第三十八屆合以上一旗暫時通道了本寺題的全部 28介

奈款草案 ,”  按照委長套章程第16和 第 21奈 ,全 部茶款草案通道秘中米送靖各回政

府提出坪梵和意兄,并清各回政府在1988年 1月 1日 前將坪淹和意兄提交秘串長°

1“.委 員舍在 1987年 第三十九屆舍以上任命小未曾本雄先生力本寺題的特別

拫告員°委員舍在 1988年 第四十屇全玟收到了舍貝目和瑞士玵荼款草案的中面坪梵

和意兄
φ 以及特別報告員夫子垓音題的初步報告。

”

164.委 員舍 1989年 第四十一屆舍洪收到了特別根告員夫子核令題的第二次拫

告 ,”  委貝舍將其与力送行肘奈款草案的二旗提交的初步報告一起送行官以。委員

套在甘梵了送兩介報告后,決定將第 1至 第Ⅱ 之二的奈款送交起草委員全二旗,并

向其特交特別報告長的建洪和某些委員在舍体舍袂甘梵中提出的建以。委員全未能

錧東其美于其余的第 12至第 28奈 的討梵,決定在第四十二屇舍以上升速些奈款遊

一步加以常玟°

(茫L9° 劣文)

第六次報告 :《 1984年 ⋯⋯年鈭》,第 二卷(第 一部分>,第 5頁 ,文件 A/CN.4/

376和 Add.l和 Add.幻

第七次拫告 :《 1985年 ⋯⋯年盤》,第 二卷(第 一部分),第 21兵 ,文件 A/CN.4/

388,

第八次根告‘《1986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21頁 ,文 件 A/CN.4/

396°

” 《1986年 ⋯⋯年盤 》,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頁起各 更。

” 《1988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碼 兵 ,文件 A/CN.4/41U和

Add.1-5:

∞
同上 ,第 96頁 ,文件 A/CN.4/415°

“ 《19帥 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頁 ,文件 A/CN.4/蛇 2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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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屆舍以常破送↑寺題的情況

165.在本居合以上,委 員舍收到特男1拫 告長的第三次報告 (A/CN.4/431)。

在速份報告中,特別報告員再次常查了一填暫時通道的全部茶款草案,并 考慮了委員

舍第四十一屇合以上某些委員友表的意兄 ,’

s 
以及各回政府在串面坪淹和意見中

和大全第六委員舍在第四十四屆合以上提出的意見 ,“ 提出了某些修改。

1“.199U年 5月 16日 至 23日 拳行的委員舍第 2158至 第 2162次套以官以了

特別報告員的第三次報告°委員舍听取了特別技告真的介紹后 ,重 新常以了第 12至

28荼 ,包括草案第三部分的杯題°在第 2162次舍以上,委 貝套決定將第 12至 盤 奈

提交起草委員套,并 向其特交特別根告貝的建以以及委員舍委員的建玟。

167.起 草委貝舍在本屆舍洪上甘淹了一旗通道的田 荼中的16奈 ,但 由于吋同

不移,未 能肘余下的奈款送行常洪。起草委員舍二填通道的奈款是‘第 1荼 (本 奈款

的范園);第 2荼 (用 悟>,”  第 3奈 (不 受本奈款影.r.,的 特叔和豁免>;第 4奈 ㄑ本

奈款不溯及既往),第 5奈 (回 家豁免),第 6荼 (央 行回家豁免的方式>,第 7茶

(明 示同意行使管轄),第 8奈 (參 加法院拆忪的效果),第 9荼 (反坼);第 1U茶

(商 ╨交易〉,鋁  第 12奈 (雇 用合同);第 13奈 (人身仿害和財戶撮害),第 1● 奈

(財戶的所有杈、占有和使用);第 15茶 <智 力戶杈和工並戶衩〉;和 第 16奈 (幼稅

事項)。 鈭于本屆套洪二旗未能錯束,件 多規定仍然意而未次,委 員舍一致同意玵起

草委員舍迄今力止二旗通道的荼款的洋幼討淹不能解決任何同題。因此,委 員舍決定

鈣 《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97更 起各頁,第 4U3至 61° 段 .

螂
兄

“
秘中爽編耳的第四十四居大舍期同第六委員舍討梵回坏法委貝舍報告的

令題摘要
”(A/CN.4/L.伍 3),E市 。

”
起草委員全在通道第 11奈之二前推退通避第 2奈 第 1款 (b)(3)之二 (最初

由特別報告貝在其初步根告中作力荼款草案第 1l奈之二)(分萬的回家財戶)(《 lgS8

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U9頁 ,文件 A/CN.4/415,第 122段)提

出.

m委
長舍一旗哲吋通逮了將第 2和 第 S奈 合并力新第 2荼 ,并 將原第 4至 ll奈

重新編景力第 3至 第 lU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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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上述奈款的最后通道推退到完成余下的奈款之后,而使本屆全破只注意起草委員

舍主席的口共報告°
m 

根括委員合章程,它 希望將最后通道的整套紊款草案連同泙

注提交大舍第四十六屆合以°

168.以 下各段反映了委員合中的一些委貝在本屆金以上肘草案第三部分林題

和第 12至 28奈 以及特別報告貝提出的奈款的評梵和建洪°夫于特別技告昃玵第 l

至 l1茶 之二草案的坪梵和建玟,1UU 只有几位委員在委員合金体舍以上友表了意

兄,主要是因力其他委員已在上屆舍以上友表了他們的意兄°一位委員汏力,奈款草

案的范園泣拉大到不仗包括特別報告長所建玟的一日肘另一日法院的管轄和制的措

施所享有的豁免,而且包括肘另一目的立法机构或部ㄇ的管轄豁免,他建破第 1奈

(本奈款的范園)和 第 6茶 (回 家豁免)泣按此送行修改°夫子特別報告貝第三次技

告建快的將一旗通道的第 2和 第 3奈合并后第 2奈 的新案文,一位委員支持在第 1

款 (c)中 使用
“
商並交易

”
一洞,而 非

“
商╨合同

”
一洞°送位委員逐肘特別拫告

炅新案文第 2款 中的建以表示疑向,垓款把交易性廣些成确定交易是否具有商╨性

慶的首要林准,而且允許法院地回法院將交易的政府性目的考慮在內。有人放力,所

建洪的修改仍然回避具有商╨性辰的交易的肯定的政府性目的送一根本性同題,并

人力任何提到交易的目的只套使回題混淆不清°兩位其他委長坪淹特別報告貝的垓

項建玟,其 中一位委員支持速項修改,另 一位委員則不同意,因 力他忕力速祥舍大大

降低交易目的所具有的重要意〤°

169.夫 于第 6奈 (回 家豁免),兩位委員支持特別報告貝夫子刪除方括咢肉的

措洞
“
和一般回隊法的有美規則

”
的建洪,秝刪除垓措詞將避免回內法院可能肘回隊

法進行車方面解釋 ,并指出在本奈款草案中元梵提及或不提及 ,在 道用回坏法的新規

則肘患是有余地的°但是一些其他委員汏力 ,直 到余下的茶款特別是第三和第四部分

的二放完成后,再玵第 6茶 的措洞和草案第二部分的杯題作出決定舍更好些°

19U.夫 子第 11奈 (商 ╨合同),一位委見悅他本傾向于新似汀送一奈款 ,因 力

∞
兄第 219二 次合玟筒要泥暴 (兄 《199U年⋯⋯年盤》,第一卷),第 24-89段 。

m°
送些荼款的案文,兄特別報告真的第三次報告 (《 199U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

部分),第  頁起各更,文件 A/CN.4/431>。

—— 58 一



它沒有包括任何涉及回拆私法适用的規則。他汏力特別報告貝在第三次報告中建洪

的案文有些折衷的意味,以致戶生很大程度的不确定因素°在遠方百,他 回碩了商╨

界進去曾肘回歸林定中銓常列入英似含混的措詞感到遺憾°他伏力,如 果第 11奈 第

1款提及有失管轄逃捀的回豚林定或指明受法律支配的奈款則更可取 ,他 要求特另l

報告貝和起草委員舍考慮遠一建玟°夫子第 11奈草案之二 (分 高的回家財戶),1.l

遠位委員捏心特別根告長建以修改的案文沒有包括速祥一种情況,即 即使回家企╨

仄李本奈所界定的商╨交易,但 由于統治杈行力回題也舍引起合同方面的爭以。不梵

第l1奈逐是第 11奈之二看來都沒有包括遠种可能友生的同題°然而,兩位委員支持

特別報告長重新似汀的第 11奈草案之二°一位委員悅他感到特別高共,因 力新案文

正确地赴理了回家和回家企╨享有豁免或不能享有豁免的同題。另一位委貝強琱分

南的回家財戶同題升所有回家的重要性,因 力世界上每介回家都与赤駁和中國速群

的回家有絰漭夫系,而 送些回家分萬的回家財戶在不同程度上起看相些大的作用,他

洗 ,肘遠介同題所建以的規定將促送力所有回家的利益建立密切的銓漭美系°在遠方

面,委 員舍注意到在亦朕正在送行的重建 ,特別是通避了早致其行市埸壢渀的夫于財

戶和瀣游改革的新法律°

171.在 坪梵整↑奈款草案91,一位委貝注意到委員舍中委員們升回家豁免一般

原則的反肘意兄,肘遠些意見是否可能在起草委員套或大合第六委員舍或在外交舍

以上得到林琱表示怀疑,因 力意兄反映了在其慶同題上的分歧。

1. 草案第三部分 回家豁免的 〔限制〕〔例外〕

1佗.力 了就第三部分的林題送成林洪,特別報告員在其第三次報告中提出一种

中立的提法,如
“
不道用回家豁免的活功

”
或象一位委員所建洪的

“
不得在另一回法

院援引回家豁免的情況
”
°他悅如果送兩种提法不能得到任何人支持的活 ,則 速合同

題將到錯束本茶款草案的官以吋再作出決定°

19S.在 委員舍甘梵期同,某些委員表示支持按照特別拫告貝所建玟的中立的提

m!兄上文腳注g,最后°“分高的回家財戶
”
的措洞系指某些法律制度所承汏的一

种特別失型的財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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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一位委員提出一項各逸提法,即 “
夫子回家同意不援引豁免的回家活功

”
。

174.盤于以上情況,考慮到委員套中元人反玵采用中立的提法,特別根告貝建

洪垃委托起草委員合力第三部分找到一介可以普遍接受的杯題°

第 12奈 (雇 用合同)”
2

1石.特別根告貝回厥了美于第12奈所友表的分歧意兄°委員套的一些委員、大

舍第六委員舍的一些代表以及一日政府在其中面坪淹中建以刪除垓奈款°他們汏力 ,

本案文所汲想的勞工法糾紛通常由共同林以或保隆項目來解次。有人逐提出,缺 少司

法慣例或回家央政的正据不能成力列入垓荼的理由°然而,其他一些委員汏力第 12

奈且然重要,但是指出各國法院是向外目的某些美別的雇貝提供有效ㄔ卜救亦法的唯

一合道的場所°

一

I叱
委員舍一旗哲肘通道的案文如下 :

“
第 12荼 .雇 用合同

“1.除有失回家同另有你以外,一 日肘男一回原泣管轄的法院中涉及垓回

和介人同美于已全部或部分在垓另一日領土肉送行的或將送行的服夯工作的雇

用合同的坼忪 ,如 果垓雇長是在垓另一回征聘 ,而 且道用咳另一囝其行的社舍保

險規定,則 不得援引豁免°

2.第 1款不道用于下列情況 :

“伍)征聘垓雇貝是力了送行与行使政府杈力有美的工作 ,

“
仙)垓坼忪涉及介人的征聘、雇用期的延次或复取 ,

“
“>垓雇長在盎汀雇用合同時既非法院地回的回民也非其長期居民;

“a)垓雇長在提起坼妐吋是雇用的回民;

“(e)垓雇貝和雇貝囝另有串面+.-洪 ,但 由于公共政策考慮,因 垓拆洽的

事項內容而賦予法院地回法院寺厲管轄杈者不在此限。
”

—— 6°  -



176.特別報告見注意到事其上在遠方面各目的回內法并不統一。
“ 一慎通道

的第 12茶似乎以朕合王回 1978年 《回家豁免法胛
‘ 和 1972年 美于回家豁免的歐

洲公的
ms 

力基砒,規定外國肘涉及垓回和介人同美于在法院地回領土內送行工作

的雇用合同的拆忪 ,除 某些例外情況外不得援引豁免的規定°特別根告貝汏力,泣 研

究的同題是速些例外情況是否如此ㄏ泛以致其昹上否定了他╯‵力可以普追接受的不

得援引豁免的原仄j。 特別報告貝在初次報告中提出了兩項建以 ,遠 丙項建玟縮小了不

得援引豁免規則的例外情況的范園,即 刪除第 1款 中的社舍保隆的規定 ,〕

°‘ 并刪除

第 2款第 (a)和 (b)項
。

lU’

199.特別報告貝根据某些委員的意兄建洪刪除有夫社全保險的荼件 ,因 力并非

所有回家升其旁功力都制汀了杜套保險制度°特別報告貝近建以刑除第 2款 ㄑa),因

力根据某些委員和政府的意見,速項規定所包括的各美人大戶,將 使按第 1熟确立的

不得援引豁免的規定不道用于所有被征聘送行与行使政府叔力有失 (可 以肘
“
有美

”

一詞作非常趺克的解釋)的 工作的雇貝。但是特別報告貝忕力,(a)項 主要意在將使

市日的行政和技木工作人員置于第 1款 的道用范園之外,而 第 4奈 不一定起到速种

作用°因此,他撤回他的刪除 (a)項 的建以而提出各逸案文,垓 各造案文將限制要

求雇貝是外交使困或領事使困的行政或技木工作人貝的例外情況°所建洪的案文如

下 :

m’
朕合王回 1978年 《回家豁免法》第 4市 列有失于垓同題的洋知規定,新加坡

1979年 《回家豁免法》和巴基斯坦 1981年 《回家豁免法》与朕合王目的規定非常相

似。但是,美 回19%年 《外國主根豁免法》和加拿大 1982年 《回家豁免法》并元速

熒具体規定.1992年 夫子回家豁免的歐洲公的第 5奈列有洋幼規定。
(速些文件被援

引在特別報告長第三次報告 (A/CN.4/431>的 注中°)

I°‘
兄 A/CN.4/431,腳 注 2U°

ms同 上,腳 注 19.

m.《1988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l1U更 ,文件 A/CN.4/415,

第 131段 °

l°’
同上 ,第 13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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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垓雇貝是与行使政府叔力有夫的使市困或領事日的行政或技木工

作人貝,”

美于刪除 (b)項 的同題,特別報告昃同意某些委員和政府逍去友表的意兄,即 如果

可以肘涉及征聘、雇用期的延長或复取的坼忪援引豁免,則 由地方法院保伊的事項似

乎只剩下很少。
l°8 “

征聘
”

一洞引起了特別麻煩的同題;在本回旁工法歹j有 夫子征

聘的非歧視規定的情況下,法院地回可能合肘确定違反本回法院的速种規定抱有极

大的共趣°在遠方面,在委員舍和第六委員舍提出將
“
征聘

”
由

“
任命

”
取代。特別

根告長說,元淹如何他希望在委員套送一步討梵之前姓臻黨汊速↑同題°

1你.在委員合封梵期同,所有就第 12奈友言的委員除一位委員外似乎都支持

以某种形式保留遠一規定,以便使沒有其他寀坏依靠的外國雇貝得以在他送行服夯

工作的另一回法院肘垓回提出坼忪°另一位委員區然支持保留垓奈 ,但指出孩奈舍引

起并多向題°他回碩避去各目升外交使田工作中受雇的垓使日的雇貝提出的要求一

貫給予豁免,主要原因是力一外回工作涉及參与垓目的公券 ,常 理原告的申坼也可能

涉及肘政府公夯的琱查.大 多數避去判決的案件均不厲政府性活功的范園,而 涉及在

半政府性机构如文化机构等等工作的雇員。在遠种情況下,昱 然元法要求管培豁免。

但如征聘的雇長是力政府机构或政府本身服秀 ,則 他們的活功被視力政府的活功,而

政府的特叔恙的來說是得到尊重的°考慮到遠魚,速位委員宇愿保留一慎通道的案文

而撤銷特別拫告貝建坡的案文°

179.一 位委員提靖委員們注意以下事其,即 思管如特別報告員所指出的美國法

律升雇用合同的确未作具体規定,但 旡疑 《19%年外回主根豁免法》第 1,6U5奈

(a)(2)中 規定的一般商╨活功的例外情況均涉及遠美合同°速項法律的立法史肘速

介同題作了明确說明,沒有提及雇用合同完全是由于整介做法与本草案中所采取的

做法不同°

18U.刪 除第 12奈 1款社舍保險奈件的措洞得到了普遍的支持°但是一位委員

忕力垃垓保留速一措洞 ,因 力銓常戶生遠方面的困雅°他汏力
“
其行的

”
一洞說明沒

有社舍保險制度的回家不能因此要求它制訂°美于第 2款 (a)項 ,委 長們的意見存

I.s 
同上,同 祥兄《1989年 .一 .⋯ 年盤》,第 二卷(第 二部分>,第 11U更 ,第 51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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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歧 ,一 些委員支持特別報告長的范園珓有限的各逸案文,而 另一些委員則主強或

是刪除 (a)項或是采用一慎通道的一般性措洞的案文°

181.肘 第 2款 (b)項 也存在意兄分歧.一 些支持特別報告員意兄的委員建以

刪除
“
征聘

”
一詞或刪除整項規定。一位委員扶力 (b)項 不一定按照夫子免于勝迫

措施的回家豁免的第加 奈,因 力后一奈將保怔法院地回法院不能強迫一回雇用或盤

袋雇用或重新雇用某一介人°但是某些其他委員則墏持保留 ㄑb)項 ,包括
“
征聘

”
一

詞 ,因 力他 6〡Ⅱ汏力遠介洞符合回隊法的既定規則°一位委員伏力,征聘不能在法院提

出痰疑,因 力回家決定是否雇用或延長雇用期的自由是不泣有疑日的°他忕力,只 有

不尊重雇用合同垥予雇貝的叔利同題才能向法院提出°

182.特 別報告貝建以,在 坼松涉及令人的征聘、雇用期的廷米或隻取時,一 种

解決亦法可以是具体規定仗在其目的是要保沚金我賠儂吋才泣予允許,但 不允許法

院肘外回友布禁令°

183.夫 子第 2款 (c>項 ,一位委員建快刪除
“
也非其次期居民

”
的措詞°他

汏力一介居住在外國的一日回民,仍 垃象孩目的任何其他回民一祥肘待 ,冬 管舍帶來

由送种地位所戶生的法律后果°

184.特別報告貝盤于以上的討梵情況以及上屆舍快美于第 12奈 的討站情況 ,

建洪保留垓奈,但刪除第 1款 的社全保險奈件的措詞。夫子第 2款 (a)和 (b)項 ,

特別報告貝建玟起草委員套給予避一步的考慮°

第 13奈 (人身仿害和財戶技害)I°
°

185.特別報告貝注意到第 13奈 一般投想是一种涉及一回肘責任垃 lJ于垓回

︳°° 委員舍一旗暫時通道的第 13荼 案文如下 :

“
第 13奈 .人身仿害和財戶振害

“
除有夫國家同另有怭以外 ,一 回肘于另一日原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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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僕的拆忪 ,如果据秝責任座9J于垓回、造成

死亡、仿害或韻害的作力或不作力全部或部分友生在法院地回領土內,而且作力

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作力或不作力友生時赴手法院地回領土內,則不得援引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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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力或不作力所造成的頡失儅付金我賠儅的非商╨性侵杈行力和黃任的規定。他

悅,象第 12荼 的情況一祥 ,委 員舍委員肘第13奈 的意兄迄今也存在著分歧°一些委

員建破刪除整介奈款,因 力他們汏力垓奈款的根据是少數目家的法律,可 以通道外交

渠道解決遠共情況°某些其他成長捏心,如 果造成仿害或損害的作力或不作力的責任

可lJ于 一介回家,則 將引起回家責任同題,而 送只能根据回隊法而非回肉法來解決送

介同題°逐有人指出,垓 奈將在一回根据本奈款享有的管轄豁免与代表回家的外交人

貝根据有失的現行回隊i.$定 享有的豁免之同造成不一致情況。速一規定沒有將主杈

行力和私法行力加以匡分。逐有其他委員汏力,送种性慶的爭梵并不罕兄,而 其隊上

外交保伊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替代亦法°

186.鈭于速些分歧意兄,特別報告貝曾提出三項建以:第 一,增 添一介新的第 2

款,內 容力 :“ 第 1款不影晌回隊法中美于回家責任的任何規則≒第二,刪 除
“而且作

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作力或不作力友生時哭手法院地回領土內”等措洞 ,第 三,垓

奈款的道用范目主要限于在法院地回友生的涉及回有或回家壢菅的逐輸工具的交通

意外事故所引起的金伐賠佳°夫子第一奈建玟,在 上屆合以上既元反肘意兄也沒有明

确的支持°美于第

一

奈建玟,某 些委長肘所建玟的刪除表示保留,至 于第三奈建以,委

貝中也存在看分歧意兄,有 人指出一般的做法是通道保險解決遠些同題,但是也有人

指出保險并非一定包括所涉全部風險。根据上屆套洪的甘梵情況,特別報告長希望保

留一旗通道的第13茶案文,并弄清商╨性侵杈行力概念本身是否能力委長合所接受°

187.在 委員套本居舍以討淹期同,大 多數友言的委員都贊成保留第 13荼。有

人悅沒有回家豁免的速种例外的情況,受傷害的令人央隊上不能得到才卜救方法,因 力

几乎在人身份害或財戶技害的所有案件中,都 不大可能得到外交保伊。就回l,rx人杈法

來洗,令人必定套抈有某种有效的求儅杈.但是一位委員主張刪除垓奈,秘 回家豁免

的例外情況垃垓減少到最)k限度°他汏力,例 外情況是不必要的,因 力違反國內法的

案件通常都由保險或通道外交渠道解決°

188.其他某些委員且然不完全反肘在速介岡題上列入一奈規定,但捏心一旗通

避的第 13恭案文可能套影晌回家責任的泀題°一位委長汏力,所戶生的痳煩是:首

先,垓奈規定法院可以把一介自然人或法人的作力或不作力的責任9J于 一介外國并

宣布垓回位久責任,有 別于垓目的自然人或法人在速种作力或不作力友生吋赴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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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地回領土內°他放力 ,有 美撮害賠儅而戶生的法律美系的規定不厲第 13奈 范日。第

二,一介回家的非法作力与不作力,座 按回隊法規則通送回隊程序未確定,而 不能由

回家法院未确定。另一位委員也捏心第 13奈乍看起來似乎意味看舍戶生回家的回狋

責任回題 ,但 是其隊上本奈适用的范園限于責任的确定,与 其境是按照回坏法規則 ,

不如悅是根据侵根行力地法按照法院地回法院道用的回內法規則°在遠方面,一位委

員表示,他接受本奈仗仗是以增添了一介建洪的新 2款力奈件 (兄上文第 186段 ).

189.逐有人表示拒心悅,根据第 13茶 的規定,按 照1961年 維也幼外交美系公

＿.● 第 31荼 ,回 家享有的豁免將低于其外交官的豁免。一位委員忕力第 13奈 案文与堆

也納公釣第 31奈有很大的矛盾°然而,另 一种意兄汏力并不存在那种矛盾°且然鑑

也鈉公的力外交和領事倌舍和人貝提供了許多豁免,但 它未列入任何規定使外回肘

例如由一回和令人之同的商╨合同或侵杈行力所引起的行力享有法院地回法院的管

轄豁免°逐有一种看法是 ,夫 子第 13荼 的同題是它包括了許多沒有明.￣H分 清的有夫

概念。垓荼伙提到回家而沒有提到外交官,只 提到
“
責任位”于垓回

”
的作力或不作

力,必須明确遠一匡別°

19°.91第 13奈 的范目的意兄也存在分歧,某 些委員支持茶款的适用仗限子交

通事故所引起的金我賠儅同題,而 一位委員只j不 同意。夫子所渭
“
在埸茶件

’’,普 遍

支持保留
“
而且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作力或不作力友生吋赴手法院地回領土內

’

的措洞°一位委員建洪,如果保留垓奈款 ,“据秘責任座 lJ于 作力或不作力
”

的提法

垃以更力精确的措洞未重新似汀,而且規則的主体与客体泣根据各回政府和委員套

委員的坪梵更明确地加以規定°

191.特別根告貝建快速些曰題泣由起草委員套來考慮°

第 14奈 (財戶的所有杈、占有和使用)Ⅱ
°

l92.特別根告貝根据委員舍上屇舍快和某些政府串面坪淹中就第 14茶友表的

i1. 
委員舍一旗暫時通道的案文如下 :

“
第 14荼 . 財戶的所有叔、占有和使用

“1.除有夫回家同另有+.i以 外,在 涉及确定下列同題的坼忪中,一 回不能

一 伍 一



意兄,建洪刪除第 1款 (c>、 (d)和 (e)項 ,速些部分主要代表普通法回家的慣例°

193.就 本荼友言的大多數委員支持特別報告長的建決。一般忕力速些規定沒有

反映普遍的冥跩 ,因 此不透合一項普遍性的公的°有人逐建以 ,速 些規定即使在財戶

和法院地回沒有任何朕系的情況下也可力外回管轄打丹大鬥°然而,一位委員告城在

沒有銓避玵刪除 (c)、 “>和 Q)分項的影晌仔細思考后不要接受夫于刪除的建洪°

他扶力,肘 肯定不能援引豁免的所提到的送几种情況 ,看 來也不進用其他更多的一般

規定 ,因 此委員舍泣垓或者保留送几介分項或增加某些一般規定°另一位委員量然同

意特別拫告貝建洪的刪除某些不能普遍接受的措切,但希望普遍有效的基本概念不

合因此丟失°

(珀三11U劣黨)
●

援引國家豁免來阻止另一回原垃管轄的法院行使其管轄 :

“a)垓 回肘位于法院地目的不功戶的任何杈利或利益,或其肘垓不功戶

的占有或使用 ,或 垓回由于玵垓不功戶的利益或占有或使原而戶生的任何又

夯,或
“(b)垓 回玵功戶或不功戶由于姓承、贈与或地戶而戶生的任何杈利或利

益,或
“(c)垓 回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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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杈利或利益,或
“(d)垓 回肘公司解散或錯╨時財戶管理的任何杈利或利益,或
“(e)垓 回肘托管財戶或其他方式信托的財戶的管理的任何杈利或利益°

“2.几扁在另一回法院向回家以外的人提起的坼松,冬 管垓坼松涉及的或

要使回家喪失的財戶系ε

“(a)回 家占有或控制的財戶,或

〃(b)回 家肘之主張抈有叔利或利益的財戶 ,

u但如垓回家本身在向其提起拆松的情兄下也不能援引豁免,或 者垓回家主

張抈有的杈利或利益既未得到承汏 ,也 元表面怔据的支持 ,則 不垃阻止垓另一日

法院行使其管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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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與.兩位委貝遜拒心第 1款 (b)項 即使在財戶和法院地回之同沒有任何敢系

的情況下也可以允許外回法院的管轄杈,并建洪象第 1款 Q)項 一群泣列入有夫措

詞肘位于法院地目的財戶作出規定。另一位委員放力第 1款 (b)項 庄予別除°

195.夫子第 2款 ,某些委員建以刪除整介規定,因 力送項規定似乎有些重隻或

与第 7奈第 2款 (其 行回家豁免的方式)的規定有扺触。

196.特 別根告貝建洪送些泀題泣由起草委員套考慮。

第 15秦 (音 利、商林和智力戶杈或工╨戶根)Ⅱ
I

197.特別報告貝注意到,一 回政府在其肘第 15茶 的串面坪淹中要求加插植物

栽培者的戶杈°力了滿足遠項要求,他建玟將 (a)項修改力
“⋯⋯版杈或其他任何

形式的智力戶杈或工╨戶杈 ,包括植物栽培者衩利⋯⋯气 特別報告長逐建以在同一

項加插
“
屯摘戶品戶杈

”
的措洞,速是由于考慮到最近在速介領域的技未友展情況。

屯肺戶品戶杈泣包括屯肺程序淡卄和半早体晶片布局°

198.加插植物栽培者叔利和屯疶戶品戶板的措詞得到了若干委員的同意 ,且 然

其中一位委員建快速些板利的性廣和范目座在坪注中加以說明。然而,某 些其他委員

則并不汏力加插送些特別措洞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們忕力,由 手列拳不可能洋思元

遺,最好是能找到也包括送些杈利的一般性措洞,或 是將速些具体措詞納入評注中°

兩位委員同意遠种意兄,即 第 15奈仗道用于法院地回寺利杈或商╨名你的商ㄓ目

In 
委員全一旗暫時通道的第 15奈 案文如下 :

“
第 15荼.告利、商杯和智力戶板或工╨戶杈

“
除有美回家同另有林以外,一 目不得91另 一回原泣管轄的法院在有夫下列

事項的坼松中援引豁免 ;

“(a)确 定垓回肘在法院地回享受某种程度即使暫時的法律保伊措施肘苦

利、工╨沒卄、商╨名有或企╨名秘、商杯、版杈或其他任何美似形式的智力戶

叔或工╨戶杈的任何杈利,或
“(b)据秣垓回在淒院地囝領土內侵犯在法院地圖受到保伊的、厲于第三

者的上迷 (a)項杈利的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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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 不道用于确定遠美杈利的所有者°然而,即 使具有速种限制茶件 ,一位委員仍不

必要地玵垓奈送行了戶達的考慮 ,因 力垓荼要解決的同題均屆高度技水性慶的同題 ,

垃留待寺ㄇ的回杯公的 ,如 世界知快戶板組象主持下汀立的公的未解決°逐有人建快

垃垓刪除(b)款 ,因 力
“
据你的侵犯

”
的措洞含又是如此之ㄏ ,以 致力濫用備平道路°

第 16荼 (納 稅事項)”
2

199.特別報告見注意到夫于第 16茶 沒有提出兵反性鬥題,只 有一項建破是仿

照 19?2年 歐洲回家豁免公釣第 2g奈 (c)款將垓奈案文修改如下 :“ 本荼不道用有失

美稅、賦稅或罰款的坼忪°”

2UU.冬管有兩位委貝反肘,但逐是普遍支持保留垓奈。一位委員建以本茶案文

在 19花 年歐洲回家豁免公的第 29奈第 (c)款 措洞的基拙上加以筒化。

2U1.特別根告長建洪委托起草委員套根据上迷建玟升垓秦的措洞送行常以°

第 17奈 (參 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m

2U2.特別報告員注意到玵第 17奈 沒有提出任何其慶性的反肘意兄。他恬及一

ll2 
委員舍一旗暫吋通道的第16荼 案文如下 :

“
第16茶 .幼稅事項

“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怭以外,一 回肘另一日原垃管籍的法院有夫垓回按照法

院地國法律可能須繳納夫稅、賦稅或其他美似捐奏的納稅〤夯的坼松,不 得援引

培谷免.”

li’ 委員舍一旗暫吋通避的第17奈 案文如下 :

“
第17荼. 參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枸

“1.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I.+以 外,一 回肘另一回原泣管轄的法院有夫垓回參

加具有或不具有法人烡格的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的坼松,即 美于垓回与垓机构

或垓机构其他參加者之同夫系的拆訟,不得援引豁免,但有以下荼件 :

“(a)垓机构的參加者不限于回家或回豚机构,而且

“(b)垓机构是按照法院地目的法律注冊或組成或其控制中心或主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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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政府在串面坪稔中提決,集体机枸主要菅╨地位于法院地回遠一奈件垃优先手其

他杯准°另一回政府提以
“
參加

”
和

“
參加者

”
兩介洞分別改力

“
成真資格

”
和

“
成

長
”
°特別根告貝建以保留垓荼,不 作央慶性更改°

2U3.在 委員舍甘梵時,沒 有肘第 17奈作任何其慶性坪梵。

第 18奈 (回 家抈有或回家瀣管的放尊商╨活功的船舶)Ⅱ
‘

(9主 113貘 >

地位手法院地回。
“2.如 爭端些事方之同的串面1.+以 或建立或管理垓机构的章程或其他文串

中有相反的規定,本奈第 1款 即不通用°
”

’1. 
委員舍一旗暫時通道的第 18奈 案文如下 :

“
第 18荼 . 回家抈有或回家壢菅的放事商╨活功的船舶

“1.除有夫回家同另有你以外,掘 有或銓當一艘汏事 〔非政府性〕商╨活

功的船月白的國家,在 有夫垓船舶的銓菅的任何坼忪中,只 要在坼忪事由戶生討垓

船舶是用于或意困寺用于臼├政府性〕商╨用途,即 不得村另一日原位管轄的法

院援引管葀豁免°

“2.第 1款不道用于軍親、輔助肌艇或一回掘有或壢菅而用于或意四用于

政府性非商╨活功的其他船舶°

“3.力 本奈的目的,“ 有美垓船舶的控菅的泝松”
一悟泣指包括确定下列拆

忪要求的任何坼忪在內的拆忪‘

“
伍>夫子碰撞或其他航行事故的要求 ,

“(b)美于1.1助 、救助和共同海韻的要求 ,

“(c)夫 子修理、供垃或有夫船方自的其他合同的要求°

粗.除有夫回家同另有林以外,一 回在有美垓回抈有或絰菅的、仄李 〔非

政府性〕商ㄓ活功的船舶所載袋物的逐輸的坼松中,只 要在坼松寧由戶生時垓船

舶是用于或意四寺用于 〢├政府性〕商╨用途,即 不得肘另一回原泣管葀的法院

援引管葀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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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4.特別報告昃指出,他 已在第二次報告
mε  中肘第 18奈作了洋幻解釋,玩

在建洪仗刪除第 1和 第 4款 中方括咢內的
“
非政府性

”
一切 ,因 力他放力速介洞含〤

不清,不 符合与海洋法有夫的一些茶的的慣例°他在第三次才艮告中引用了遠些奈

的°
l∥  美于某些政府建汶在草案中采用有失回家抈有或回家壢菅汏事商╨活功的

船舶的分萬的回家財戶的概念,特別被告長和一些其他委員汏力委員舍泣瑾慎避免

不必要的重隻,特別是与第 l1奈 草案之二的重复。如果有美船舶扁于回家企╨,則

根据垓茶規定須服汏道用于自然人或法人的同祥規則和責任制度。夫于回家抈有或

國家絰菅的狄事商╨活功的入机岡題,特別報告長在其第二次根告
n, 

中建以遠介

同題較道于在坪注中梵迷而不泣作力新增加的第 18茶規定。

2U5.在委員合吋淹期同,若 干委員支持特別報告真的建洪,刪 除第 18奈 第 1

和第 4款的
“
非政府性

”
一洞,但 附帶奈件是

“
商╨用途

”
一洞含叉在坪注中泣加以

說明,并說明如果一艘船舶執行政府性任夯則抈有回或姪菅回的豁免泣有效。然而 ,

某些其他委員反肘刪除速兩款,一位委員指出,“政府性的非商╨活劫
”
看來是一种

侍筑的措洞,其先例特別是在 1958年公海公的中可以找到°汏遻輯推理來看,叫├政

(主L114劣羨)

%.第 4款 不道用于第 2款所逑船舶所載遂的任何貨物,也 不道用于厲于

回家所有、用于或意困用于政府性非商╨活功的貨物。
“6.回 家可提出私有船垿自、貨物及其所有人所能利用的一切抗辨措施、時效

和責任限制°

ㄅ.如果在任何坼松中戶生有美船舶或貨物的政府和非商╨性慶同題,垓

船洀自或貨物所厲回家的外交代表或其他主管些局筌署的、送迷法院的怔件 ,座 作

力垓船舶或勞物性辰的近据°”

Il5 
兄 《1989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頁,文件 A/CN.4/422

和 Add.l,第 鈕 至 31段。
1II A/CN.4/431,腳

注 22至 箹°

m’  《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烎,文件 A/CN.4/422和

Add.1,第 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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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性的商╨
”
遠一措詞与第 2、 5和 7款 中的

“
政府性非商JL的

”
措洞泣是肘泣洞 ,沒

有理由使遠兩介措洞不能同時使用。他汏力,兩介限制詞的使用都是合理的,因 力它

們均分別說明活功的性慶和回家在送介同題上的目的,速可理解力目的林准肘豁免

同題是首要的,某些草案的修改就是趺遠一焦出友的°另一位委員悅 ,刪 除第1和 第

4款 的
“
非政府性

”
一切將尸重撮毀回家管葀豁免原則,并挫仿許多友展中國家作力

一种回家政策而不只是力商╨用途友展回家航逐公司的努力。另一位委員星然并不

些持保留
“
非政府性

”
一洞 ,但建汊垃垓說明如果回家船舶送行的特定商╨活功涉及

回家的利益,有 失回家垃垓可以援引垓船侜白的豁免°

2U6.考 慮到達些意兄以及并多其他委員在上屆舍洪上樊成刪除
“
非政府

”
一洞 ,

特別根告貝建洪送介同題將提交起草委員套穹以。

2U7.夫 子某些政府建以采用与回家抈有或回家控菅炊事商╨活功的船墉白有美

的分萬的回家財戶的概念°一位委員提到根据新的夫子財戶和企並法的精神他汏力

在亦敢的垓領坡垃送行的改革。另一位委員捏心第 18奈 目前似汀的草案沒有充分考

慮到某些回家所采用的一种制度,遠种制度規定國家抈有的船舶是由狌立的法律其

体力商╨用途而銓菅的。按照送位委員的解釋,遠祥一种制度不厲第 11奈草案之二

的范園。他汏力肘特別報告員第三次報告中所引用的有美公的送行研究,就 可得知道

些公的一般只有在涉及用于政府非商╨性活功的船珘白肘,才 提到折有回和垤菅回,但

是在速些公的适用于尸格用于商╨活功的船舶吋只提銓菅回°因此他建決,由 于第

18奈仗涉及商╨活功,只 有回家銓菅的船舶才能道用。特別報告貝悅,他本人并不

汏力遠种解釋与例如象一位委員指出的1926年 《統一日有船舶豁免的某些規她的回

隊公的》相符合,但是遠介同題可以由起草委員舍送行考慮°

第 19奈 (仲 裁+.+定 的效力)”
ε

2UB.美于第 19奈 ,特別報告貝汏力主要有三今回題,他希望知道各位委員

lIB 
委員合一旗哲吋通道的第 19奈 案文如下 :

“
第 19奈.仲裁柲定的效力

“
一回如与一外國自然人或法人訂立串面柲定,特有夫〔商╨合同〕〔民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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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兄°首先是夫子引言荼款方括咢內的
“
商╨合同

”
和

“
民事或商╨同題

”
的送捀

上 ,意 兄仍然分歧。特別拫告員悅沒有什么理由要把法院地國法院的盟督管轄根局限

于
“
商╨合同

”
或

“
商╨交易

”,因 力仲裁的范日主要取決于仲裁林定的規定,而且

事其上已銍有不少仲裁案件戶生于民事或商╨同題。本荼的最后一部分‘
“
但仲裁怭

定另有規定者除外
”
表明些+.1定 各些事方希望把仲裁范園局限于商╨合同所戶生的

分歧吋,可 以在仲裁林定中加入遠祥的規定。

2°9.第二介向題是美于 (c>項 內的用宇,一 日政府提玟增添肘仲裁裁決的

“
承忕和執行

”,但是由于
“
限制措施

”
同題包括

“
執行

”
在內,將在茶款草案的第四

部分赴理,特別根告員建以在第 19奈就增添一介新的 a)項 :“ 裁決的承汏
”,其祭

件是
“
承汏

”
解釋力

“
提供判次執行怔或美似的司法近中,而 將裁決裝交力一項判決

或相些于判決的杈利
”

的行力,而 不是放弈執行豁免°
Ⅱp 

另一方面,如 果把
“
承

汏
”

解釋力作力執行的第一步,那 么他的建以也件就得重新考慮了。

21U. 第三介同題是委員舍一旗吋玉己常以了引言奈款最后的丙介各遙案文 ,

即:“另一回原座管轄的法院
”
或者

“
另一回——仲裁在其領土內或按照其法律送行

或將要送行—— 的法院
”
,而 遠用了前者,但特別拫告貝汏力后一案文即1972年 歐洲

回家豁免同題公的第 12奈采用的案文,就仲裁的程序而言有其某些优魚,因 此,他

建坡委員合委員遊一步討梵速介同題°

211.美 于第一介同題,委 員們玵于
“
商╨合同

”
和

“
民事或商╨同題

”
的用活

的逸捀上似乎和上一屇舍洪一祥存在看意見分歧°一位委員提洪仿照
“
商╨或附厲

(之上118瘈 )

商此同題〕的爭玟提交仲裁,則 垓回肘于另一日原垃管轄的法院夫子下列事項的

拆忪,則 不得援引管轄豁免 :

“G)仲 裁柲定的有效性或解釋 ,

“(b>仲 裁程序 ,

一

a)裁決的撤銷°

“
但仲裁+.● 定另有規定者除外。

”

lI’  同上,第  更,第 38至 4U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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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同〕同題
”
采用第三种提法,以包括例如与商船的救助有失而可能戶生的幻扮°至

于第二介泀題——增添一介美于裁決的承汏的新 (d)項 的可能性—— 几位委員友言

樊成速一增添,但有几位委員反肘 ,其理由是升裁決的承汏可以被V、 力是朝看執行裁

決近出的第一步 ,而遠是需要有美回家明示同意的。逐有人伏力承汏的佳序似乎是英

些法律制度特定的,并不是直接厲于垓音題第三部分草案的范目,而 是涉及到与執行

有夫的部分 ,有 人建玟座在奈款草案第四部分中常快速一揪玟的增添。一位委員肘手

把仲裁林以同放充豁免根相混淆的傾向表示美切,因 此有人提出一項建汶,在 第 19

奈中列入遠祥一項規定:服放仲裁不得解釋力服放法院地目的管轄杈。同祥地,有 人

建玟:仲 裁+.1定 的締的回在与之并元瓜葛或并非由垓林定所指定的回家的法庭上得

保留其援引豁免杈的杈利,但垓捇定載有与此相反的明确規定者除外。

212.夫 子第三介同題——將引言奈款用浯
“
另一回原庄管轄的法院

”
由

“
另一

回——仲裁在其領土內或按照其法律送行或將要進行—— 的法院
”

所取代——
—
位

委員宇愿逃捀前者的措詞,而另外兩位委員則支持用后者°

213.根据上迷坪梵,特別報告昃建洪將
“
商╨合同

”
和

“
民事或商╨同題

”
的

述捀提交起草委員全°至于增添一介夫于仲裁裁決的承扶的新 (d)項 ,他 的意見是 :

如果根据許多回內民法程序确其是把裁決的承汏解釋力執行裁決的第一步,那 么最

好不要將其列入速一新項°鈭于垓法律同題的高度技水性,他建洪送介同題垃由起草

委員合作迸一步常查°

第 2U荼 (圄 有化的情況)I2°

214.特別根告貝,l二 及第 2U奈在一旗期同是作力一般性保留奈款出現的.依 照

一些政府的意見,固 有化的措施,作力主根行力,是 不受另一國法院的管轄的。但是

其他政府則人力本奈的含又与道些范園不明确 ;有 政府建洪將其列入草案第一部分°

m° 委長舍一旗哲吋通道的第 2U奈案文如下 :

“
第 2U奈.回有化的情況

“
本來款的規定不位預先判定夫于一回肘于包括功戶或不功戶、工╨戶杈或

智力戶杈在內的財戶,所采取的國有化措施的域外效力所引起的任何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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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拫告貝汏力回有化的領土效果并不是委員套可以友表意兄的同題°有荃于此 ,并

考慮到許多委員螢成刪除本奈,特別報告長建玟予以刪除。

215.凡是在本屆舍以上升第 2U秦友表意兄的委員都同意本奈位子刑除°有的

委員悅固有化同題大复染 ,以 致于不是列一奈就可以解決的。也有人洗回有化措施作

力主叔行力 ,不受另一目的管轄 ,而且不能作力回家豁免原則的一种例外情況未看待。

2.第 四部分 (美 于財戶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Zl°.一位委員建以將草案的第四部分的狋題改力
“
美于回家財戶的回家管葀豁

免
”
,速祥比較清楚,而且要比目前的林題中

“
強制措施

”
更接近于本青是的杅題。他

汏力后者并未明确指出是否包括迒迒超出強制措施范日的執行°

第 21奈 (免 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第 2Z奈 (肘 強制措施的同意)和

第 23奈 <特定种美的財戶)vI

217.特別拫告員提到第三次報告 (A/CN.4/431)中 他村第21至 23荼 的坪

淹,他 在其中指出,由 于強制措施的豁免和管轄豁免遠丙介同題的狸立友展,在 強制

措施的豁免送介同題上仍然存在看不同意兀,甚 至在傾向于有限帝i管 轄豁免的工╨

化回家中也是遠群°有一种意兄汏力,送 行強制措施的杈力是行使管葀衩力的第果 ,

而另一种相反的意兄則汏力 ,回 F/T.法 禁止強制執行在法院地目的外因財戶 ,即 使法院

l21 
委員合一慎暫時通道的第 21、 22和 23奈 案文如下 :

“
第 21奈.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
一回在有失另一日法院的坼忪中,享 有免于肘其財戶或垓回占有或控制的

財戶 〔或垓回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的使用兵行的強制措施的豁免 ,

包括免于任何扣押、扣留和執行措施的豁免,除 非垓財戶 :

“(a)系 垓回寺Ⅱ用于或意困用于商╨ 臼├政府性〕用途而且与坼忪要求的

林的有美,或者与被拆的机构或部ㄇ有美,或
“(b)已被垓回披充或寺鬥指定用于清僕作力垓坼忪杯的的坼松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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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目的法院玵爭端的裁決抈有管轄叔°持前一种看法的有瑞士、荷〨和德意志駁邦共

和目的法院,而 若干社合主〤國家政府則傾向于后一种看法°然而最近在工╨化回家

中出現的赹勢是肘夫子財戶的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加以限制°遠一赹勢可以援引的

事例就是敢合王回、南非、新加坡、巴基斯坦和沒大利正最近的立法.根 据遠介制度

作出了規定,作力執行些●l用 于商╨用途或意四用于商╨用途的回家財戶的判決或

仲裁裁決的依据°最近 ,美 國立法除了确定豁免執行的一般規定以外,逐作出了若干

(9主 121致 )

“
第 22荼 .肘強制措施的同意

勺  一日在有失男一回法院的坼忪中,肘有夫使用其財戶,或垓回占有或

控制的財戶〔或垓目在其中有法律保抻的利益的財戶〕的強制措施 ,如 果孩回以 :

“(a)回 拆+,+定 ,

“(b)串 面合同,或
“(c>在 法院肘特定案件友表的戶明明示同意外垓財戶采取強制措施,即

不得援引豁免°

ㄅ.按照第 8奈 的規定同意行使管葀不虛被忕力默示同意按本茶款第四部

分采取強制措施,美于強制措施必須另行表示同意°
”

“
第 23奈 .特定种美的財戶

“1.下 列各失回家財戶不垃視力第 21奈 (a)款所指的一回青ㄇ用于或意

圈用于商╨ 〔非政府性〕用途的9li戶 :

“(a)位 于另一回領土肉,用 于或意困用于垓回使信、領信、特別使市國、

駐回狋鈕玖代表田、派往回抔姐象的机+.● 或回豚套以的代表日用途的財戶,包括

任何銀行帳戶款項 ,

“
Φ)厲 于軍事性廣,或用于或意困用于軍事目的的財戶 ,

“
“>垓回中央銀行或其他貨市些局位于另一回領土內的財戶 ,

“(d)构 成垓固文化遼戶的一部分,或桔案的一部分,位 于另一日領土肉,

并非供出售或意日出售的財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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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情況的規定,即 在美回用于商╨活功的財戶不得享受遠美豁免°量然 1972年 美

于回家豁免的歐洲公的的基本規定一般禁止肘明示放弄可以享受豁免的財戶執行各

种措施,但卸直接規定各締的回有又夯遵守肘它們作出的判決。如果判決沒有得到遵

守,原 告可以在肘其作出判決的國家的法院提起拆忪,而且逐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在歐洲法庭提起坼忪。另一种可能就是采取任捀戶明程序 ,根括送种程序,可 以外因

力工╨和南╨活功所引起的案件執行肘債夯回青 1● 用于遠种活功的財戶的判決。然

而特別報告貝傾向于汏力歐洲公的所采用的制度是基于歐洲回家之日的特殊信任 ,

而且大褒染,不 能作力委員舍的一介准則°

218.考慮到速种情況,特別根告員建快委員合根据兩介各逯案文,避 一步常洪

草案第四部分。第一各述案文是作了某些修改的一淒通道的案文°第二各進案文是肘

遠些案文的修改,但是案文中沒有包含完全禁止執行的意兄°第二各逸案文
!2舍  是以

特別報告貝的看法力基拙的,根据迄今已收到的政府中面坪梵以及在大舍第六委員

舍和回沶法委員舍提出的意見 ,常 慎的限制性執行而不是完全禁止執行,可 能更有希

望荻得大家的螢成。

219.至 于第一各送案文,第 21茶 引言荼款和第 Z2荼 第 1款 方括咢內的措洞

〔或垓回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泣予刪除°第 21奈 (a>項 中的
“
而且与

坼松要求的杯的有失,或者与被拆的机枸或部ㄇ有夫
”
也泣子刪掉°第三,特別報告

長建洪刪去第 21荼 (a)項 中和第 23奈第 1款 中的
“
非政府性

”
一洞。另外,在 第

23奈第 1款 (c)項 的末尾加上
“
并且用于貨市用途

”
的措洞將是有益的°

(〩主121臻 )

“<e)构 成在另一回領土內拳行的具有科掌或ㄞ史价值的物品展兒的一部

分,并非供出售或意囿出售的財戶。
“
2.肘 第 1款所列財戶种美或其一部分 ,不得在有夫另一回法院的坼松中釆

取強制措施,除非垓回已按第 21茶 (b)款將垓財戶拔充或青ㄇ指定用途或按

第 ZZ奈具体同意玵其垓美財戶或其一部分采取強制措施。
”

1’’ 兄下文腳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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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22U.第 21至 第 2S各的第二各逸案文
必 考慮到一填通道的第21奈和第22奈

垃合并力一奈的建洪。新的第 21奈第 1款規定肘于一今外回在法院地回領土上的財

!2s 
特別報告貝在第三次報告中提出作力第 21至 芻 茶第二各逸案文的案文如

“
第 21奈 .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1.法 院所在回不得玵其領土上的一介外目的財戶采取查封、扣押和執行

等強制措施,除 非含

“(a>垓一外回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肘垓財戶采取此美措施 :

“(一 )仲裁林定 ,

“(二 )回 昹林定或串面合同;

“(三 )在取方友生爭端之后提出的串面同意中;或
“(b)垓 財戶已被垓一外回拔充和寺ㄇ指定用于清儅作力垓坼松林的的坼

松要求,或
“(c)垓 nti戶 在法院所在回領土上,并 且垓回寺ㄇ用于或意四用于商╨

〔非政府性〕用途〔而且与坼松要求的杯的有夫,或者与被坼的机构和部ㄇ有失°〕

ㄅ.按 照第 8奈 的規定同意行使管轄不泣被汏力默示同意按本奈款第四部

分采取強制措施,夫子強制措施必須另行表示同意。
”

“
第 22荼 .特定种美的財戶

“1.下 列各美國家財戶不垃視力第 21奈第 1款 (c)項所指的一回寺鬥用

于或意圈用于商╨用途的財戶 :

“
伍)位于另一回領土內,用 于或意囿用于垓回使倌、領倌、特別使市囝、

垃回隊姐象代表困、派往回隊組象的机构和回隊合啵的代表困用途的財戶,包 括

任何銀行帳戶款項 :

“(b)扁 于軍事性辰,或用于或意日用于軍事目的的財戶 ,

“Q)垓一外國中央銀行和其他貨市些局位手法院所在回領土內的財戶 ,

“a)构成垓回文化遺戶的一部分,或梢案的一部分,位于另一目領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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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不得執行強制措施的原則,但其后在 (a)至 (c)項 中規定了一些例外情況,速 些

例外情況与第21奈和第 22荼 第 1款通道的案文所列的內容大体上相同。不送 ,特別

報告長建以肘一旗通道的那些例外情況的案文作三哭珓大的修改°第一,提 到新的第

21奈第 1款 (ω 項 (一 )中 所用的仲裁林定°第三,第 1款 (a)項 (三 )中 的例

外作了与新的第 8奈第 1款 (c)項熒似的改功。第三,在 第 1款 (c)項 升共增添了

“
垓財戶在法院地回領土上

”
几今字°第 22奈基本上是采用了一旗通道的第∞ 荼案

文°第二各迷案文中的第 2S奈是一介新奈款°既然第 11荼 草案之二己垤規定一介回

管企╨須服放道用于白然人或法人的同祥的規則和責任,因 此,在 強制措施方面,回

菅企╨須服放作力自然人或法人所泣服放的同祥的規只j和 黃任。所以,根括以上的選

輯推淹,垓 回在法院地回法院中不能肘由回家委托給回菅企╨的送美回家財戶援引

強制措施的豁免。

221.特別報告貝所提以的第21-23奈 的遠兩套各逃案文吸取了許多委員的意

兀。一些委員重申他們的立埸 ,即 速些奈款垃明确規定強制措施的豁免原則 ,以 及垓

原則的有限例外情況°有人悅強制措施舍使回家之同的夫系搞得很緊張;最近,一 些

(9主 123絞 )

并非供出售或意困出售的財戶 ,

“(e)构 成在另一日領土內拳行的具有科掌和厊史价值的物品展光的一部

分 ,并 非供出售和意困出售的財戶 .

“2.肘 第 1款所列財戶种美和其一部分 ,不 得在有美法院所在目的法院的

拆松中采取強制措施,除 非垓回己按第 21奈第 1款 (a)項具体同意玵此美財戶

和其一部分采取強制措施 ,和 已按第 21奈第 1款 (b)項 將孩財戶拔充或寺ㄇ指

定用途°
”

“
第 ZS奈

“
如果一今回家的財戶 ,包括一介草狂的回家財戶已瀣由垓回委托回管企ㄓ

作力商╨用途 ,則 垓回肘垓回有財戶在法院所在目的法院中,不 得援引強制措施

的豁免°
”

—— 78 ——



友迷回家肘于執行回家豁免加以限制的趙勢危隆地違反了回家主根的豁免規則 ,委

員套垃予以制止而不是鼓肋°美于速一魚,一位委員提及他在上一屆套洪建以的重新

改与第 21荼 ,I2. 不遊他逐是合送一步研究特別根告貝肘速奈的建以的°

222.思 管有速些保留意見 ,委 員舍肘遠兩介各述案文奈款的甘捻表明,普 遍支

持特別根告貝在第二各逸案文中所采取的做法,其 中包括將第 21和 第 22荼 合并的

意兄°

223.然 而委員們升于新的第 21茶 內容的意兄 ,尤 其在兩羔上存在看不一致。第

一魚是夫于似以的刪除一旗通道的第 21荼 引言荼款和第 22茶 第 1款方括咢中列入

的措洞
“
垓回在其中有法律保伊的利益的財戶

”
。一些委員支持垓建以 ,因 力它具有集

中子
“
一介外因的財戶

”
作力庄受保伊的唯一目杯的作用°有人i毛 ,仗 仗是因力一介外

回在有夫的財戶上抈有利益,就 給予第三些事方以完全免于強制指汔,是 不合理的°

冬管作力一种保障,或許可以增加一項規定,大 意是一介外回肘于第三些事方抈有的

財戶所享有的任何杈利 ,不 得受肘垓第三些事方執行強制措施的影晌°〺于某些其他

委員未悅 ,刪 除垓措洞是不能接受的,因 力遠舍使外回執行管轄杈的回家豁免的例外

情況的范園才大。有人逐汏力 ,狁 如委員全本身在 1981年通道的美于回家肘回家財

戶、梢案和債夯的鉎承的最后奈款草案所承放的,“ 利益”
的概念不同于

“
片戶

”
的概

念°委員套在肘垓草案第 8奈 的坪梵中強琱指出:“ 財戶、杈利和利益”
等用浯是指

“
具

有法律性及的杈利和利益”
.vs因 此,有 人悅刪除

“
利益”

的概念舍留下雅以填才卜的空

桔°

224.委 員們意兄不一致的第二魚是美于刪除新的第 Zl奈 第 1款 (c)項方括咢

中的措詞
“
而且与拆忪要求的杯的有失,或者与被坼的机构或部曰有美

”
。大多數友

言的委炅爭辨悅垓措洞具有失健性的重要意〤,泣垓予以保留。若不然,有 人舍悅肘

一介外目的任何財戶只要是作力商╨用途,就可以采取強制措施,特別是 ,垓措詞可

以避免持回家財戶同其他机构的財戶和公共企╨的財戶混淆起來°然而有些委員則

女成將其別除.因 力央隊上往往雅以,如果不是不可能,确 定拆忪要求同要肘其執行

《1989年⋯⋯年盤》,

《1981年 ⋯⋯年盤》,

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17頁 ,第 田8段 。

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26更 ,坪 注 (lU)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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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戶之同的蚨系,与 債杈有夫吋尤其如此。

2箹.在遠方面,一位委員提及美回的立法°它在朕系的同題上采取一神及軌的

亦法,9+待 回家机构和部ㄇ的財戶不同千其他的回家財戶。他建以委員舍不妨考慮采

用美回或其他立法所載的夫子回家財戶的某和差別°元淹怎祥,他 不清楚通送的第

21奈 (a)項 案文中的措洞 :“与⋯⋯被訴的机构或部ㄇ有夫
”

的含又是什么°

226.特別拫告貝所建以的將新的第 21奈 第 1款 (c)項 方括咢中的叫├政府性
”

一洞刪除,兩位委員特別玵此作出泙捻 ,一位變成將其保留,另 一位則螢成持其剎除。

229.夫于特別報告長建洪的新的第 22奈 ,不 少委員支持在第 1款 (c)項 中增

添
“
并且用于貨市用途

”
的措洞 ,思 管有一位委員以些地法院肘速今措洞可能作出的

解釋力由反肘增加速些字°另一位委員嬖成遠一意兄 ,即 新的第 22奈 与第 11各 草案

之二之同存在看有机的朕系,謱
疼

垃孩子以道些考慮的°不送孩委員強涓 (c)項 背

后的概念的重要意〤,即 外日中央銀行位于法院地回領土內的財戶 ,不 淹作力何种用

途,都元奈件地免于強制措施 ,中 央銀行是主杈杈力的工具 ,由 中央銀行送行的所有

活功都享有強制措施的豁免,而 且 ,由 于中央銀行的法律地位 ,垃 被看作是回家机构 ,

并自功地享有回家机构的豁免杈°垓委員送一步建洪起草委員舍穹以第 2款 的措洞

如何能得到改迸,以确保所悅的特定种美的財戶免于一切強制措施,或者換言之,不

得毀技美于垓財戶的豁免原則 .

228.一位委員汏力特別報告貝建以的新的第幻 奈是有充分道理的,是 第 11奈

草案之二的一介必然結果°但另一位委員不同意
“
分萬的回家財戶

”
速↑概念 ,而 且

他袂力即使放垓奈刪去遠几介字 ,也 不合有任何援失。另一位委員則提出一种各逸的

提法如下 B

“
一日肘于一日管企╨的財戶所采取的包括扣留、扣押和執行等措施在內的

強制措施不得援引豁免°
”

然而,多 數委員nll汏力新的第 ZS奈可能并元必要,但是汏力委員合泣垓等待其91新

的第 2奈中大于
“
回家

”
定又的工作的最終錯果和第 11奈草案之二的最后命迓°有

人汰力,碗 定力商ㄓ用途的回家企ㄓ,并不是新的第 2茶所界定的回家,元杈根据回

家的政府杈力而行功:因 此它并不扁于回家的管轄豁免寺題范日,新 的第 23茶垃予

以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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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草 案第五部分 染項規定

第 24奈  (拆忪文中的送迷)v‘

22g.盤 于各目政府提出的中面坪淹,特 別根告貝建洪將第 24奈 第 1款下的坼

忪文串的送送的程序改力回狋公的所規定的程序或通道外交渠道送迭。在存在玵法

院地回和另一有美回家均有的東力的公的的情況下,根据公約送迷的坼必文串垃占

有优先地位°修改后的第 1款 (a)和 (b)項 的案文如下 :

“(a)按 照玵法院地回和有美回家有的東力的任何道用的回隊公＿r.,或

“(b>如 元此种公的,則 通道外交渠道送交有失回家的外交部°
”

23U.美 于第 3款 ,特別報告貝忔及 ,若 干委員在上一屆舍玟友表坪梵時悅
“
有

12ε  委員套一旗暫時通逮的第 24奈 案文如下 :

“
第 24奈 .坼忪文中的送迷

“1.以 任何侍票或其他91一 回提起坼松的文件送迷坼松文中垃按以下方式

送行‘

“(a)按 照起坼人与有夫回家之同夫于送迷文中的青鬥柲以,或

“<b>如 元此項+.+坡 ,則 按照肘法院地回和有美國家均有的東力的任何道

用的回豚公的,或
“(c)如 元此項怭洪或公的,則 通避外交渠道送交有夫回家的外交部,或
“(d)如 元上迷亦法,則 在法院地回和有失回家的法律均允許的荼件下 :

“(1)可 以需有筌字收据的挂咢信送交有失回家外交部的首長,或

“(2)以其他任何方式送迷°

“2.以 第 1款 (c)項和 <d)項 (1)目 的方式送迷坼公文中時,外 交部收

到垓項文中即垓項文串之送迷°

勺. 在必要吋,送迭的文串疸附有烽成有夫回家正式活文或正式活文之一

的母本。
“
4.任何回家在肘其提起的坼忪中就其辰同題出庭 ,其 后即不得戶秣拆公文

中的送迷不符合第 1款和第 3款 的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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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吋
”
一詞位予刪除。鈭于些局在送迷沂松文串吋舍遇到的其FTN同 題,如 果將遠介

洞刪除,特別報告貝則建破增添
“
或至少附有朕合回正式浯文之一的怪本

”
等措詞 ,

汏而在友生非常用悟文的烽本的使用可能給送迷坼松文#的 些局帶來困堆的情況

下,垃 接受敢合國正式培文之一的悸本。

231.就 第 24奈友言的大多數委員表示支持揪快的交更。不述,有 一位委員仍

然汏力修汀的案文沒有充分汏味以下事其,即 每一今回家肘于坼松文串的送送有其

自己的規則 ,而 且不愿意修改其回內的民事拆忪規則 ,即 使在回家批准或加入一項目

隊公的吋要求遠祥做也是送祥。因此他建扠列入新的第 1款 a>項 ,即
“(a)按 照

法院地回民事拆忪規則。
”
如不列入此句,他汏力堆以接受垓荼的第 4款 ,因 力垓款

的目前遠种提法不給有美El家 以未按道些程序起坼力由要求疲止孩起訴的杈利°一

些委員就第 3款 夫子文件的翻悸同題友表坪梵°一位委員不葵成特別才艮告貝所建洪

的那些改功。他次力遠些改功沒有充分保障有美回家的利益;另 一位委員則建以悅 ,

如果垓項合同的道些法律已明确地絰些事回放方同意,那 么垓法律所使用的具体悟

文就庄垓汏力是足姼了。孩委長肘有夫澤成朕合回正式浯文之一的建玟表示玫迎 ,同

時他強琱在所采用的正式悟文同垓項坼松之同需要有合理的朕系。夫子送一魚,其他

委員提出了第 3款 兩种可供逸捀的提法。第一种提法是 :“ 垓文件垃以有夫回家可接

受的浯文提供°
”(有 人建以垃將其列入第 2S奈第 2款 )° 第二种提法是 :“速些文件

泣附有捀成有夫回家的正式悟文或正式悟文之一的澤本,或者至少是袶成在垓回使

用的朕合目的正式悟文之一的袶本°”

第 2S茶 <缺席判決)〕

2?

2S2.特 別報告長提及一回政府在其中面坪稔中的建洪 :泣 垓明确規定不庄仗仗

12? 
委員套一旗哲吋通道的第 2S奈案文如下 :

“
第葯 奈.缺席判決

“1.除非怔明符合第24荼第 1款和第3款 的規定,而且放送迷侍票或其他

起拆文件之日起或按照第 24荼第 1款和第 2款汏力已送迷文件之日起已避去

至少三介月的吋同,不得肘一日作出缺席判決°

—— 82



由于正些送迷了拆忪文中而送行缺席判決。委員舍的另一位委員在上屆舍以也表示

支持速一建洪。特別報告貝建以在第 2s奈 第 1款 的玲尾增添
“
根据本秦款如果法院

具有管轄杈
”
等字°特別報告貝逐注意到了委員套的一些委長的建洪:象 第肛 奈第

3款 的情況一祥,汏 第 2款刪去
“
必要吋

”
几介字°他汏力第 25荼垃垓采取与第 24

奈同祥的解決方法。

2S3.在 第 1款錯尾增添∥艮裙本奈款如果法院具有管轄杈
”
的措洞的建玟荻得

了普遍的支持°一位委員提情注意以下事其:在許多案件中,已篷玵一外因送行缺席

判決,就 因力垓外回沒有在法院出庭以便援引豁免的規定,而 主杈豁免規仄i并沒有使

他們免于遠种判決,因 力根据有夫回家的程序法,被告必須出庭,并且明确請求免于

管轄°力了給各回以更好的保伊起兄,垓委員舍建洪增列車狌的一款,大意是法官灸

有〤不容辟的責任依取根琱查根括本筡款的豁免同題。速一建以得到其他几介委員

的支持 ,其 中一位透迸一步建洪,鈭于其厲一般性慶,似以的新一款 r＿ 垓列入第 7奈

中°美于速一魚,特別根告貝忔及另一委員在前一屆套以上建以,在 第扔 奈或其泙

注中列明g在迸行判決之前,法 院必須依取根斷定本奈款的規定已得到遭守°特別拫

告員的意兄是起草委員舍虛錯合第 7奈 未官洪遠些建洪°

234.美 于第 2S奈 的意的規定,一位委員悅,只 要是通避了他曾建以列入第 24

荼的新的第 1款 (a)項 ,他是舍葵成遠一奈的 (兄 上文第 231段 )°

第笳 荼 (免 于勝迫措施的豁免)I28

2鈣.玵于第 26荼 ,特別報告貝沒有提出建洪°他肊及兩介回家的政府在其中

面坪淹文中曾玵垓項規定的适些性表示疑同°另一介回家的政府蛗然樊成垓恭規定

(9主 127臻 )

ㄅ.肘一回作出任何缺席判決,泣 將判決串的抄本,必要 Hl附上烽成有美

回家正式活文或正式悟文之一的袶本。通道第鈕 奈第 1款所列的一种方式,送

交垓有失回家,力 撤銷一項缺席判決所道用的肘限不泣少于三今月,肘 限座放有

夫回家收到判決串抄本或汏力有夫回家收到判決串抄本之日算起°
”

】28 
委員套一旗暫時通道的第加 奈案文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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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杯,但建洪修改其措群 ,以 防止友出速一美命令本身的可能性。特別報告員現在

更多委員友表意兄之前,他傾向于保持原來的措碎。

236.有 些委員汏力第那 筡的目林需要予以澄清°一位委員提到垓奈可能套有

兩种解釋,其 一是垓茶排除國內法院肘一外回友出帶有罰款威勝的任何指令或禁止

令°另一种解釋則是垓奈所禁止的只是肘外國判焚用款°另一位委員坪淹悅垓奈的目

前形式只能是后一种解釋°再一位委員則建決揪可以下新案文,以 便包括特別根告貝

所提及的一回政府的建洪°垓案文如下‘

“
凡一回在另一日法院的坼松中享有豁免,垓 法院不得玵垓回友出任何指

令,要 求其執行或不執行一項具体行功
”
°

根据特別根告員的意兄,前途坪淹泣由起草委員套常以,或并也可以考慮建以刪除垓

奈的可能性 .

第 27奈  (程序上的豁免)12°

237.特別報告員恬及,他 在其初步報告
ls°

中建以在第〞 茶第 2款升共
“
回

<立主128緻 )

“
第 26奈 .免于勝迫措施的豁免

“
一回在另一回法院的拆洽中,91要求垓回其施或不其施特定行力否則即予

罰款的任何跡迫措施享有豁免°
”

i2U 
委員合一旗哲吋通道的第η 奈案文如下 :

“
第 27茶.程序上的豁免

“1.一 日未能或拒地力另一日法院的坼松的目的提出任何文件或提供任何

其他情報,除速种行力肘垓案的其辰可能戶生的后果外,不垃戶生其他后果°特

別是,不得因此肘垓回焚以罰款或到金°

f2.一 日在另一回法院中作力拆忪些事方,則 在任何遠美坼忪中,均 元須

提供元梵何种名稱的捏保、保怔中或保江金,以保近支付司法費用和升支°
”

m° 《19BS年 ⋯...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21頁 ,文件A/CN.〃姐5,第266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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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一詞后面增加

“
在另一日法院中作力坼松的被告些事方

”
的措詞 .速 一建以得到

了委員舍上屆套洪和大舍第六委員舍的支持。

238.肘 似洪的增添在本屆舍以上委員們的意兄各昇°許多委員葵成增添遠一措

洞。一位委長的螢成則是根据下迷送一涼解,是原告些事因決定在法院提起泝松 ,因

此可以悅原告些孝回,不 象被告些事回,必 須遵守道用于任何其他原告的同祥規則。

但其他一些委員則反肘遠一增添內容。他Il汏力,不 需要提供任何工＿F保 的不泣j亥 只限

于被告些事回°特別報告長指出,遠介同題涉及法律上的技水性同題,泣 提交給起草

委員舍.

第 28荼  (不歧視)1’
i

239.特別報告貝悅,委 員們的意兄分歧,是 在第 28奈是否垃予以保留的同題

上°他建快目前暫時保留本奈款現在的措洞,因 力在就前面的奈款迷成普遠你以之

后,逐需要好送一同題送行洋匆的常洪。

24U.除 了兩位委員之外,所有就第 28茶友言的委員都建吠刑除°一位委員悅 ,

垓規定將鼓肋有限道用本奈款草案,送就違背了編集本奈款的宗旨。此外,由 于件多

荼款的弄始活都是
“
除有夫回家同另有+.1以 外

”,已允并以林定或互惠的方式將豁免

加以限制或延伸 ,速 一荼也許是多奈的°另一委員注意到第 28奈是仿照 1961年 《堆

也夠外交夫系公的》第 47奈和 1963年 《堆也多肉領事夫系公的》第” 荼,他澆,冬

管速祥一种規定列入速些公的中可能是有正些的理由的,他卸怀疑是否有必要將其

列入本草案,因 力元梵是豁免的目林逐是豁免的基砧都不相同°

I31 
委貝舍一旗暫時通道的第 28奈 棄文如下 :

“
第 28奈.不歧視

“1. 本來款的規定位不加歧視地道用于本奈款各些事目。

ㄅ.但 下列情況不垃視力歧視待遇 :

‘
(日) 法院地回由于垓有美的另一回家限制性地道用本奈款的任何規定 ,

而限制性地道用垓項規定 ,

“(b) 回家彼此之同依林定相互給予与本奈款的規定所要求的不同的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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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如上所迷,特別報告貝建玟暫時保留本奈款現在的措洞°

4.解決爭端

242.美 于解決爭端同題 ,1’

2一
位委貝友表意見悅,速↑同題泣孩是任捀以定串

的主題,元梵怎祥也垃垓在外交舍以上赴理。

C.清求提出坪捻的同題

243.考慮到本青題的工作爽于后期險段,委 長舍不汏力有必要指出在哪些具体

同題上各回政府友表的意見肘委員合工作特別有失 (大 套第 44/35咢 決以第 4段

(c))。

1B’  前任特別報告長在其第 8次根告中提出了作力草案第六部分夫于解決爭端

的走快和一介附件,由于時同所限,委 員未予常洪°美于第四部分荼款草案第 29至

SS奈及其附件 ,兄 《19Bg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2U至 121更 ,第

61l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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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回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早 言
lss

244.力 晌泣大舍 197U年 12月 8日 第 26ω (XXV)手 決以中的建洪,委 員套

1971年 第二十三屆舍玟的工作卄划中列入
“
回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的寺題°

245.斯蒂芬 .C.友 卡弟里先生于 1985年 在委貝舍第三十七屆套以上被任命

力特別根告昃,盤爹送行三位前任特別報告員升始的工作°

246.在 第三十七屆套以上,特別根告長提交了一份初步報告 ,1釦  垓報告回碩

了委員舍到目前力止夫子本寺題的工作情況,并且提出了他肘委員全就遠↑寺題的

工作可以遵循的恙方針的初步意兄。特別根告貝提出在揪汀本寺題其他奈款 .l大 体

遵循前几任特別報告貝揪以的大鋼,此提以荻得普遍葵同°

247. 在第三十八屆 (1986)至 第四十一屆 (19扔 )合以期同,委 員套收到了特

別報告貝另外四份報告°I合 S

m’ 有夫委員全美于垓寺題的工作更力祥細的巧史回厥兄 《19“ 年⋯⋯年鈭》,

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 更起各頁,第 268η8段 :《 1989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22頁 起各頁,第 621-635段 。
Is. 《1985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份),第 87烎 ,文件 A/CN.4/帥 3°

13’  特別根告長的另外四份技告袋載如下 :

第二次報告 g《 1986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87頁 ,文件 A/CN.4/

399和 Add.1和 幻

第三次根告∫《1987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5頁 ,文件 A/CN.4/

4U6和 Add.l和 2;

第四次報告 :《 1988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U5頁 ,文件 A/CN.4/

412和 Add.1和 幻

第五次報告‘《1田9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頁,文件 A/CN.4/

421和 Add.1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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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委 員合在 1987年 第三十九屆合以上核可了起草委員舍夫子第 1奈和夫

子
“
系統

”
一詞的使用同題

13‘ 的建以,并暫時通道了第 2至 7荼 。
】’子 在 1988年 第

四十屇舍以上,委 貝全暫時通避了第 8至 21奈 。
I38

249.特別技告貝在他提交第四十一屆全以的第五次根告
m, 

中重申了他在第

四次報告
1‘° 中所提坡的提交剩奈材料的Hl同 表,垓 吋同表 旨在使委員全能姼在

1991年其本屆任期錯束之前完成整套奈款草案的一旗工作。

25U.在 第四十一屆舍快上,委 員套常以了第五次根告第一章中所載的第 22和

2S奈草案,I.I 并將它們送交起草委員舍°
!‘ 2

B.本 屆舍快常以遠今寺題的情況

251.委 員舍本屆舍以收到了特別報告長夫于垓寺題的第五次根告第二章和第

三章 (A/CN.4/421和 Add.1和 2)和 第六次根告 (A/CN.4/427/Add.l>。

2兒.特 別報告長在上屆舍以上介紹的第五次報告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提交了兩

↑奈款草案,第 鈕 奈 <航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同的美系;在使用中沒有优先地

m° 兄下文腳注 156°

I含7 
有失遠些奈款的案文及其坪注,兄 《19即 年⋯⋯年筌》,第 二卷 (第 二部

分),第 2S頁起各頁°又兄下文 C.1市 。
I3s 

有美遠些奈款的案文及其坪注,兄 《1988年 ⋯⋯年荃》,第 二卷 (第 二部

分),第 35頁起各更。又兄下文 C.1市 °

I3° 兄上文腳注 135°

1.U 
文件 A/CN.4/412和 Add.l和 2(兄上文腳注 135),第 8-9段 °

1‘I 
夫子案文,兄 《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24125段 ,第

63?和 “1段 °

I.’ 力了避免混淆,垃 垓提到,在特別根告長提交了載于在第五次拫告和第六次

根告中的第 22至 28茶紊款草案 (兄 下文第2S2-2S3段 )之后,委 員舍根据以前提交

的茶款草案通道了六介奈款列在第 21茶之后,編 母力第 22至 29奈 (兄 下文第 2s4

段>° 因此,本拫告中有兩套不同的奈款,但編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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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 第∞ 奈 (目 隊水道的淍市),送 商茶分別构成草案第七和第八部份。
1.’

253.第 六次報告第一章至第三章涉及美于回豚水道的管理、水力沒施的安全

和奈款的執行的章市°載入了草案第九和第十部分的奈款草案,第 26奈 (敢 合机构

管理〉,第 η 奈 (保 伊水英源和淡施),和 第 28奈 (回 隊水道和水道沒施在武裝沖突

中的地位 )° 逐包括題力
“
奈款的執行

”
的附件一°附件包括下列八介奈款 :

第 1茶 (定 〤)、 第二茶 (不 歧祝)、 第三奈 (根据回內法提出要求>、 第四奈

(平 等机套杈利>,第 五奈 (提 供癸料)、 第六荼 (管轄豁免>、 第七荼 (些 事因套以>

和第 8奈 (奈款草案的修正)。 第六次報告最后部份,即 美于解決爭端的第四章,特

別報告員在本屆舍以上介紹了速一部份,1.. 但因肘同不移未予討捻。

254.委 員合在其 199U年 5月 23日 至 6月 1日 的第 2162次 至 2167次合以上

常玟了第五次報告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及第六次報告的第一至三章°在第 2167次 舍快

上 ,委 貝舍根据特別報告長的建以,將 第24至 芻 奈草案連同附件一第3奈 草案第 1

款和第 4奈 草案提交給起草委員舍°在 199U年 7月 5日 和 6日 的第2187和 2188次

套以上,委 員舍在官以了起草委貝套的拫告后,暫 時通道了第 2Z荼 (保 中和保全生

念系統)、 第 23奈 (預 防、減少和控制污染)、 第 24奈 (引 迸外來物种或新物种)和

第 25茶 (保中和保全海洋坏境),枸成草案第四部分 (保伊和保全),以及第 26奈

(預 防和喊輊有害狀況)和 第 27荼 (緊 急情況),构 成第五部分 (有 害狀況和緊急情

況)° 奈款案文及其坪注載于本章 C.2市 。

1.一般性坪梵

2“.委 貝舍的有些委員就似汀到要+.1定 速种亦法的好赴以及
“
鋼要林定

”
一詞

的含叉友表了意兄。

256.呈 然就第一魚友言的委員根据委員舍早已作出的決定,一般都同意垓草

I.. 
夫于第 24和 25奈草案的案文,凡 《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

分),第 128頁 ,第 677段 °夫子特別報告長介紹遠些奈款的筒要情況,兄 同上,第

678-682段 °

1‘ 兄第 2188次 合以倚要圮暴,(兄《1ggU年⋯⋯年盤》,第 一卷),第 弼-8U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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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鋼要性辰。

2S9.夫 子
“
鋼要捇定

”
一詞的含又,委 員們肘到要柲定是一份一般性廣的文串 ,

其中規定的是一些原則和其他一些一般熱則遠一班羔沒有异洪。但也有人悅 ,鋼 要柲

定也可反映刁慣因隊法的原只j,因 此元捻如何不仗仗是建以而已°

258.特別根告貝在恙第中向委員舍保址悅 ,在 提出奈款草案吋,他 一貢的打算

都是不超出鋸要柲定的方法°

2.肘具体奈款草案的坪梵

第 24茶  (航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同的美系,在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 )!‘
s

259.第 鈕 和第 25奈草案均由特別報告貝在上屆舍以上作避介紹。
1..

26U.委 員們普遍一致汏力,第 鈕 奈相些全面并反映了遠祥一介事央,即 由于

些今世界上回豚水道有許多其他的用途、特別是由于未絰污染的淡水資源的匽乏 ,曾

一度賦予航行使用以优先地位 已不再合理。

261.有 些委員怀疑冥隊上是否真正存在迪由特別報告長第五次報告中所引筡

的戶生的一种普遍优惠制度。

1.s 
特別根告員在其第五次報告 (A/CN.4/421和 Add.1和 2)中 提出的第 24

荼草案案文如下。

“
第七部分

“
与航行使用的夫系和在使用中沒有优先地位

“
第鈕 奈 .航 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同的美系,

各种使用元优先次序

“I.如元相反的+.+以 ,航行或任何其他的使用均不玵其他的使用享有固有

的优先地位。
‘2. 在回隊水道 〔系統〕的各种使用相互沖突時,位 肘速些使用連同本來

款第 6和 第 7奈美于特定水道的公平利用有失的其他因素一并加以杈衡°”

I‘° 兄上文腳注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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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委 員們普遍嬖成第 24荼的基本原則 ,即 如元相反的赫以,任 何一种使用

均不垃肘其他使用享有优先地位°但是 ,委 員們強琱,一方面,不泣紙估航行使用升

某些水道目的重要意又,另 一方面,除介別情況外,由 于一些替代的交通工具的重要

性大大增加將肉瞄水道航行降到了十分次要的地位 ,而且由于水的矩缺,人 /l不得不

使家庭用途和衣╨用途优先手其他使用。在穹以后一同題吋,有 人悅第 24奈反映了

目前的情況 ,但卸沒有充分考慮到將來的同題°逐有人悅垃更加注重某些因素,如 人

的健康和力了家庭和衣╨使用而保持道些的水廣,以及某些使用升坏境的不利影晌

等等°

263.至 于第 1款 的措坷,有 几位委員同道,力 何特別報告貝只提
“
使用

”,而

美于囝防河流水的使用同題的赫你辛基規則第 6奈卸提的是
“
隻月或使月美別

’,目

坏法林全 19“ 年通道了垓規則°
1‘ ?

264.第 2款得到普遍支持 ,因 力垓款規定根据第 6和 第7荼叔衡各种使用,以

公平合理地解決各种使用之同的沖突°但是 ,有 些委員主張提及第8秦 所規定的不造

成明昱技善的又夯°

265 有位委員且然同意第24奈第 1款体現的原則,但 V、 力第 2款 的規定超出

了草案的范園,甚 至超出了委員套的叔限°他汏力,垓 奈整介悅來都毫元意又,除 下

列明昱的一魚外 ,即 各回考慮到最佳利用的利益和有夫因素 ,更 考慮到 自身肘所淡稔

的水道的地理位置而白已決定如何使用水道°

2“.特 別報告貝在意錯吋解釋悅,他原已打算在第放 茶中妥善兼厥到爭淹中

的各种考慮 ,放辦梵情況看來他 已做到了遠一焦°他逛悅,辦梵中提出的那些建沒性

的起草意兄將得到這些考慮。

!.? 
回穌法1.● 套,《 第五十二居合以報告 ,

年),第 484更起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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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S奈  (目 狋水道的調市>“
$

267.第 2S奈草案得到ㄏ泛支持 ,因 力此种淍市肘今天回防水道的多种使用來

說十分重要或至美重要°有人建袂 ,“琱市
”
一詞虛在美于用浯的第 1奈或在第 2S荼

中予以界定°

268.但 是,有 兩位委員汰力第 2S奈沒有必要,因 力第 9奈 中已銓規定了迸行

合作以便
“
央現因隊水道的最佳利用和充分保伊

”
的普遍又夯。逐有人送一步鬥道 ,

力什么公平分捏發用概念的道用泣限于琱市方面。

269.第 1款規定琱市不是水道目的一碩〤夯,其 中所反映的亦法被伏力是正

确的,因 力一介水道回有杈琱市回隊水道在其領土內的部分°因此,委 員們扶力.第

1款是第 9荼 的具体适用,因 而第 2S奈 規定的合作垃以主杈平等和領主完整等日妳

法一般原則力基砧。     .

27U.逐有一种看法汏力,美于合作〤夯的規定,措詞庄降綠強制性,因 力水道

回肘水道的琱市可能有不同的优先次序°逐有人指出,合作或者可以直接送行,或者

可以通道匡域或回隊組球送行,逐有人造一步指出,玵 一份打算在全世界使用的文串

來悅 ,重 要的是合作的方式庄垓炅活,以 便在政治現寀不利于直接合作的情況下履行

合作〤夯°

271.美于第 2款 ,其 中的矛卜充規則被汏力是多奈的,因 力,一項美于琱市工程

1.s 
特別拫告貝在其第五次拫告 (A/CN.4/421和 Add.1和 2)中 提出的第 2S

茶草案集文如下 :

“
第八部分

“
因隊水道的琱市

“
第 2S荼 .回 隊水道的琱市

“1.水道回位合作查明琱市回阿水道的需要和可能性°

“2.如元相反的1.1快 ,水道回位公平地參与它們同意草狙或共同送行的琱

市工程的共建和堆修,或公平參与其發用的支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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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道你快能不舍不肘葵用的分錐不作規定,再 者,夫 子公平合理地參与的一般親

則,第 6奈 中已有規定°但也有人肘第 2款基本的沒想表示葵同,放力,垓款近垃列

入回隊法林套 198U年在只水格菜德通道的
“
回l,TN水 道水流管理奈例

”
的奈款中某些

更力重要的規定 ,Ⅲ
s 

尤其垃加上其中第 4和 第 6奈 中的央廣性內容,因 力遠些規定

舍有助于解決因跡水道的琱市方面出現的沖突。有人逐強琱了這些奈款中第 3茶 的

重要性,汏力委員舍可放中得到店友,使 第 25奈 草案第 1和 第 Z款之同連貫起來°

292.有 人友言淡及第2款 的起草同題°提出送祥一种看法,即 垓款現在的措詞

可解釋力 :即使沒有柲破,水道回仗仗因其恰好力工程受益回也泣支付工程受用,逐

有人汏力 ,“如元相反的+.1洪
”
速一短悟不能令人滿意°因力即使有林玟,林快的目

柝也是公平分推奏用和分享好焚。

273.一位委員提玟 ,委 員合垃只限于防止出現車方面規定的不利后果 ,力 此宜

先明确規定,各水道回可琱市回坏水道 ,但 此种琱市不得肘任何其他水道回造成不利

或有害影晌,然 后,他建以促清各有夫回家送行合作,探甘玵各方均有利的各种可能

的琱市加法,最后他汏力,明确規定公平分推琺合琱市可能需要的黃用的原則,是有

益赴的°

2π. 特別報告貝在意第各种意兄吋,同 意夫子給
“
琱市

”
一洞下定〤的建洪 ,

并就此回厥了他在其第五次根告 (A/CN,4/421和 Add.1和 2)中 提出的肘第 ZS奈

坪注的第 3段 中的定又。他注意到了一些委員肘垓奈第 2款措詞所提出的疑向.在 寺

鬥淡到是否可要求水道回參与琱市工作吋,他悅 ,“ 水道回虛公平合理地參与
”
送句

活摘引自第 6奈 ,目 的是表示速一意思,即 參与程度將同所得的好赴成比例。

1.. 回隊法1.+套 ,《第五十九屇舍洪根告 ,

年),第 362更起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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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加 荼  (朕合机构管理 )I’
°

29S.特別報告貝在口共介貂第“ 奈草案吋指出,冬 管美于敢合祝构管理的奈

款可視力超出了鋼要+.+定 的范園,但 是 ,世 界不斷增加的人口肘淡水資源的需要卸使

遠种念度昱得不合時宜°他悅,世界主要水道多數是回隊性的,因 此,要 提高水利用

的效能,水道回就須在回拆水道的規划、管理和保中方面加強合作。因此,他伏力 ,

第 26奈泣在草案中占有一介位置,原 因是回防水道的朕合管理正日益成力一种重要

】s° 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1)中 提出的第 2e奈 草

案案文如下 :

“
第九部分 回豚水道管理

“
第 26秦 .朕 合机构管理

“1.在任何一介水道目的要求下,各水道回座就回防水道 〔系統〕朕合管

理組玖的建立同題送行+.1商 °

地.在 本奈款的目的,“管理
”

一詞包括 (但 不限于>下 列取能 :

“(a) 履行本奈款規定的水道回的叉夯,特別是本奈款第二部分和第

三部分所載的又夯 ;

“(b>促迸銓常朕系以及交換教据和資料 ,

“(c) 不斷盟測回隊水道 〔系統〕情況 ,

“(d> 肘回隊水道 〔系統〕送行持致、多目林和琮合的友展規划 ;

“(e) 就回隊水道〔系統〕的使用和保伊同題提出和執行水道目的決

定,及
“(f> 就污染、回隊水道〔系統〕的使用引起的其他坏境影晌、緊急情況

或与水有失的危害和危險情況,提 出和執行警根和控制制度°

“3.第 1款提及的朕合組玖的取能,除 第 2款所迷的之外,可包括 :

“<a) 肘水道回提交垓組象的同趣送行央兄琱查并提出根告和建以 ,及

“(b)作力怭商、淡判和送行水道回可能制定的其他和平解決程序的

場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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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隊合作形式,他 悅,正 如他在其第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1第 7段 )中

指出的,囝 拆水道管理組象所做的大量工作,表 明了遠群一种趨勢,即 思管一般回隊

法中沒有規定建立敢合管理机构的〤夯,但 通避此熒机构送行管理不仗成力一种 日

益普遍的現象,而且肘于水道系統的最佳利用和保伊几乎也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根告

的第一章提到的回隊+.+定 和有夫研究确放有沒立此美机枸的必要,速不仗是力了解

決利用曰題,也是力了送行秋极的丹友和保伊。

2弼.委 員全的大多數委員汏力,第 26秦是草案的一項主要規定°夫于遠一魚 ,

他們強琱 ,鈭子共用某一回隊水道的各回之同有相互依存的美系,合理管理和最佳利

用送茶回眛水道的必要性是自不待言的°遠种合理管理和最佳利用只有通述有美各

回合作——例如通道林商、砮常交換資料、升展朕合項目、作出殃迪安排、必要時乃

至建立常淡机构等——才能央現°但有些委員則怀疑孩茶款是否能肘必要。持遠一現

魚都次力,荼 款所列之又夯 ,只 是第 9茶所列之一般合作〤夯的一和具体位用。此外 ,

有人提同:垓 〤夯是否重复了第 4茶 第 3款 (〔水道〕〔系統〕林定)中 的提法,因

力投立朕合机构,需有一項大意如此的+.+定 °

2η.夫 子回狋法中是否有一奈規則涉及就汲立一介敢合机枸或組玖送行林商

的又夯同題,有 人次力,就 一般目狋法而言,回 答可能是否定的,但 是,在 有些具体

的琱市領域里,某 事項避行惆市的合理性和有美各回之目的相互依存夫系,決定了机

构汲立的必要性,而 目前常以的同題似乎就厲遠美情況。

278.夫于組象安排,有人次力,冬管如特別報告貝建洪的那祥 ,有 必要作出組

玖安排 ,然而,央現遠一日杯的最便捷的方法是通遊有夫建洪,供各國根括其具体情

況加以采用°持送一現魚者逐汏力,將根据及道+.+定 沒立的机构提到具有的東力好回

狋規則的地位 ,目 前逐力肘越早°有人送一步汏力,盤于奈款草案具有鋼要性疲,速

些荼款不泣力殶立一常沒机构作出規定,而 泣由未來的水道怭定各締的方未确定依

照這些I.1定 沒立的机构的取能。因此,第 加 奈必須以非常一般的措洞未規定此种取

能,否 Jll,所 似汀的取能清草也純粹是說明性的而非洋冬元遺、包多一切的.

2?9.另 一方面也有人次力前任特別根告貝提及揪洪的朕合組玖的永久性和加

強現有鈕象的說法垃恢复使用 ,第 加 奈使用的措洞有焦含糊 ,因 此有人建洪最好根

据前任特別報告貝建洪的做法,編耳措詞更力肯定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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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U.一名委員汏力,第 “ 奈垃規定的是机构可能具有的取能,而 不是管理的

送介概念 ,另 一名委員則建快 ,如委員舍決定保留垓奈,最好不要拭四說明敢合机构

可能具有的取能,而 要參照1969-197U年 加拿大水法第2.l市 的模式,力
“
管理

”
下

一介定又°遠祥做有一房好尖,即 能使第 25奈 草案涉及的琱市回杯水道的概念得到

介紹 .

281.有人肘第26奈第 1款提了些具体看法°其中有的人次力,措洞泣更明确 ,

有的則表示,王 然可以同意特別報告貝的遠一提法,即 一水道回在任何男一水道目的

要求下有〤夯同其送行磋商;但是如果匡域的銓游和社合需要肘垓水道提出大量或

相互矛盾的需求,則 上述〤夯座更迸一步,位 包含淡判的〤夯,也 即取得某种錯果的

叉夯°               ﹉

282.夫 子
“
在任何一介水道目的要求下

”
速一措詞 ,有 人汏力不移令人非常滿

意,垃 找到更能反映所追求目杯的措詞°此外,委 員舍一些委員逐放力,水道回送行

磋商的〤夯,不垃仗由其中一介水道回提出的要求而戶生,泣 加上一种客視的因素 ,

如
“
据汏力可行和适宜吋

’’
°

283.另 有人指出,思 管遠种提法十分ㄏ泛足以概括各种各釋回吥慣例 ,而 且 ,

汏第 2● 奈措洞未看,揪快的目防水道管理机构似乎有包括所有有失回家的含〤,但

仍可似汀一奈新款,規定垓組象泣理所些然地包括所有目坏水系回°

2肛.美 于第 2和 第 3款 中的取能清車,有 人人力,冬 管垓清車并非祥冬元遺 ,

似仍宜包括肘第三世界回家來悅,具体而言肘非洲回家未洗板力重要的取能,例 如 ,

肘付水侍疾病的行功°

285.夫子第加 茶的位置,-位委員表示,將第〞 和 28奈移到草案中更力合

道的位置,舍戶生理想的效果,可使第那 奈和隨后的附件一中美于執行的茶款之同

建立直接的敢系.他朴克悅,此外,第 26奈逐可与附件一的茶款合并成力一介完整

的有失執行的部分°

2BG.特別拫告長在意錯時指出,多 數委員汏力,第 加 奈是草案的一今重要班

成部分.在提到与磋商有夫的規定吋,他指出,肘 某些委員未悅,規定
“
在任何一今

水道目的要求下,各水道回位就⋯⋯送行1.-商
”
似大道分:而 肘其他委員來悅;規定

談判的〤夯更力道些。他表示,他 的目杯是 ,在 制汀第 1款 時,比 較好地兼厥送行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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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單純建洪和送行
“
淡判

”
的又夯 ,就象前任報告貝施芧只你先生在第三次根告中

建洪的那祥°
蹋

287.有 些委員肘規定現有水道委貝舍數目的第26奈 是否有价值表示疑同°持

別報告貝就此指出,首 先,并 多遠祥的委員合非常青ㄇ化 ,并 不一定赴理整↑有夫水

道的管理同題,其 次 ,參 与回豚水道 日常管理、有机全在朕合回主持下召丹的匡域舍

以上 ,如 最近在皿的斯皿只巴召升的套以上表示看法的寺家,都 曾要求沒立此英机构。

288.美 于使磋商的叉夯受某些奈件限制的建決 ,特別報告長方毛,他 合道些考慮

速一魚,但他捏心提出遠种奈件套提供一种手段 ,甚 至連本已不十分戶格的磋商的又

夯都有可能逃避,使 之形同虛淡。

289.特別根告貝肘所建以的起草修正案的廣置表示玫迎°尤其是,他悅,要扶

行夫于1.1琱 第 26荼和 21奈 的建以,可在第 2G奈 里注上
“
情參照第 21奈”

字祥 .

29U.美于委長們升第 26奈第 2款 中的
“
管理

”
一詞友表的不同看法,特別根

告員指出,他 不反玵締的方可自由地依照具体情況垥管理下定〤的看法°他也同意管

理取能清草只能是隊迷性的遠一看法;他不反肘如某些委員所建汶的將此美清草列

入附件中,也 不反肘如有人要求的那祥,在清革里加上肘付水侍疾病的行功。最后 ,

他不反肘用
“
委員套

”
一洞代替

“
組玖

”
一洞。

第 27奈  ㄑ保伊水資源和殶施),和

第 28奈  (回 隊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 )】

sa

291.特 別報告貝在口共介紹第 27和 第 2B奈 草案時指出,他 在第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l,第 2U段 )中 列有七介小杯題,可 納入夫子水力沒施安全的

小杯題的奈款草案之中°星然他的二位前任特別報告見肘委員舍在遠方面垃走多迅

曾表示有些說豫,但他們得出聳稔悅需要就武裝沖突中的安全同題列一項道些的荼

Isi 《1982年⋯⋯年鈭》,第 二卷(第 一部分)(和更正),第 181頁 ,文件A/CN.4/

348,第 好1段 .

如 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六次拫告 (A/CN.4/42?和 Add.1)中 提出的第27和 28

奈草案案文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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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他本人也持有失似看法,因 此提交了第28奈草案。第V茶草案杕比珓一般的角

度涉及安全遠一戶泛的回題。例如,凡是用不些固的枸筑物蓄世大量的水,下 游回家

五然就舍夫注建筑和堆修垓构筑物中采用的安全杯准°

292.第 η 奈的主旨在委員舍得到普遍支持 ,因 力事其上明五有需要保拼水投

施°但是,有 些委員肘垓奈的范園垃有多大表示沒有把握,特別肘其中提到
“
水資

源
”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才大垓奈款的范目的做法表示了夫注。因此有人建以 ,如果委

長舍希望解決水源的污染同題 ,垃 另列一項革狌荼款,以 免混淆°同祥在范園同題上 ,

有人汏力,第 η 奈蛗然載于第六次報告題力
“
水力淡施的安全”

一章,但 它卸規定

堆修和保伊回隊水道本身 ,速似乎超出了題目的范園。夫子遠一羔,有 人表示意兄悅 ,

垓奈款座限于水力工程和有失投施 ,因 力回坏水道的保抻是涵〤更戶的概念 ,在 其种

程度上是整介草案的肘象°  t

(〩主152攻 )

“
第十部分 保伊水資源和投旄

“
第 27奈 .保 伊水資源和沒施

“1.各水道回垃琴力堆修和保伊回豚水道及有美淡施、裝置和其他工程°

ㄅ.各 水道回虛送行+.1商 ,以 期就下列事項迷成柲以或安排 :

“(a) 建立、管理和維修各項投施、裝各和其他工程的一般奈件和具

体規格 ;

“(b) 制定充分的安全林准和安全措施 ,以 保中回防水道和有夫沒

施、裝置和其他工程、免受自然力或故意行力或避失行力所引

起的危害和危隆°

“3.各水道回庄就水姿源和淡施的保伊同題 ,特別是就本荼第2款所途奈

件、具体規格、杯准和措施交換數括和資料。
”

“
算田 朵 .回 隊水道和水道淡施在武裝沖突中的地位

“
回隊水道及有失殶施、裝置和其他工程泣音用于与 《朕合目完章》載明的

各項原則相一致的和平 目的,在 回眛武裝沖突和國內武裝沖突中皆不容侵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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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S.此 外,有 些委員提出第η 奈是否有用的疑同°因此有人╯、力,垓奈赴理

的一些同題差別大大,而且已在草案其他部分赴理避°夫子速一魚,有 人,k力 垓茶只

是重复第 6、 8和 1U奈 己載的內容 ,因 此,送是一介道用速些秦款的同題,而 不是走

草一項新茶款的同題°

294.更具体地悅,一位委員指出,如果象建決的那祥刪去保伊水道的提法,垓

奈荼款將只留剩以下三魚:各 回
“
冬力

”
保伊沒施的又夯 (第 1款 ),就沒施的建立

和逐行以及保伊措施的通述送行柲商的叉夯 (第 2款 );以及
“
就沒施的保伊同題交

換效据和癸料
”的〤夯 (第 3款 )° 他指出,由 子第 1款規定的〤夯已載入第 6和 第

8奈 ,第 2款規定的叉夯已載入第 4奈 第 3款 ,第 3款規定的〤夯已載入第 1U奈 第

l款 ,因 此,有 人怀疑是否需要制汀有美投施的規定。

295.有 人指出第η 奈是否包括新的 <卄 划中的)或現有沒施,或 者兩者均包

括。美于遠一魚,有 人悅新淡施如草案第三部分沒想的是
“
可能造成不利影晌的卄划

的措施
”
的典型例子,因此將夫于現有沒施的安全及与此有夫的資料交換、可能逐有

美于建立安全杯准等同題的朴充規定,放 在夫子定期交換敥据和資料的第 1U奈和美

于卄划的措施的第三部分之同是最合道的。

296.肘第 29奈各部分的具体坪梵近指出,第 1款 中
“
庄冬力

”
一洞泣解釋力

建立一項回隊杯准。

297.夫子第 2款 ,有 人表示支持各水道回元奈件送行林商的〤夯,因 力主要投

施友生故障或供水受到污染合引起文堆性后果°淡到速一同題的委員們汏力,垓奈不

快垃規定禁止在水資源中下毒,而且逐垃消除十九世紀的避時視念,遠 种〡日現念汏力

可以允許切斷致人的水源,枯竭水源或使河流改道°逐有人指出,第 2款沒有指出林

商和1.+快所需的恭件和情況 ,因 此道宜于作遠釋的解釋 :即 一目的淡施如不影晌另一

目的回豚水道,此 美投施可以置于另一回有杈友表意兄的安全制度的管葀下°

298.大于第 3款 ,有些委員建決,最好將所有有失癸料的規定集中在一起°

29g.特別根告貝在恙錯夫于第 Z9荼 的常玟情況肘指出,有 些委員汏力其他奈

歉肘保伊同題已有充分規定;而其他委員Jll在 強琱垓同題的重要性的同時也曾提出

垓奈是否不泣在不提及保伊水道的情況下集中赴理保妒淡施的同題°

3UU.有人指出第 2款走得大迒 ,因 力即使91另 一日沒有影晌,垓 款的規定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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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 29奈位置于垓草案第 1U奈和第三部分之同。玵此,特別報告貝承伏遠些看法

不元道理。他逐悅,汏力第 3款 的規定不妨害第 2U茶 <肘 回防或安全至美重要的數

据和情根)所 列之例外情況的主張庄垓予以考慮°

3U1.委 員套玵第 28奈的反垃不一°有些委員次力速祥一奈規定超出了茶款草

案的范園.其他委員表示不大愿意興然涉足武裝沖突的領域,以 免出乎意外地影晌回

隊法中有夫垓領域的現有規則°但是,鈭于遠同題至夫重要,大 多數委員似乎螢成沒

法赴理速一同題°

3U2.委 員們升
“
不容侵犯

”
一詞在此上下文中的含又提出了一些同題°一些委

員汏力可以提及夫子武裝沖突的回昹法(包括刁慣法和＿.9定 法>規則以与現有法律保

持一致。一些委長建以在第2款 中明示提及在回膟水道中下毒的行力,遠 种行力的性

慶不仗是找爭罪而且是危害人美罪°最后有人建玟將垓奈分成二今部分,一 部分夫子

和平使用回豚水道,另 一部分涉及武裝沖突中國隊水道的地位同題°

3U3.特別報告貝在意錯中悅肘第 28荼 的反泣不一,一 些委長忕力它是多余

的,其他委員則汏力非常重要。然而,他指出,大 多數委員似乎逐是葵成至少沒法赴

理垓同題°有些委員升
“
不容侵犯

”
一詞的含〤提出了疑同,垓洞确共有同題,也并

垃以更恰些的措洞代替°委員舍若干委員主張在其中提及美于武裝沖突的回隊法規

則 ,他汏力速一主張得到委員們的理解°他不反肘將在水道中下毒的行力明文列力哉

爭罪和危害人美罪的建快,他不反肘將垓荼分力二部分的建洪,一部分夫于和平使

用,另 一部分美于武裝沖突°

3.附件一 茶款草案的執行
I‘’

3U4.在 口共介紹他的第六次報告(A/CN.4/427和 Add.1)中 美于奈款草案的

執行的第三章吋,特別技告貝希望委員舍沒有因其第四次報告
I’. 

中夫于垓寺題的

扼要介努中沒有提到遠祥一同趣而感到不便。他汏力 ,其 豚和港在的水道同題垃冬可

能通道民法程序予以解決,因 力速群解凍同題往往能比外交程序更迅速地使受到技

I’. 
特別根告昃在其第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1)中 提決的附件

一
的第

1至 8奈草案案文如下 :

—— lUU 一



害的人得到朴救 ,并可避免同題升圾和不必要地政治化。他指出,北歐國家在大舍第

四十四屆合以第六委員舍上就夫于回阮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插害性后果的回

隊責任寺題作的友言,強 淍了民事責任制度在保近肘受害者賠借方面的重要性,并 提

出了同時遜适用于回F,T.水 道情況的理由,因 力速兩合同題在某种程度上都涉及跨回

界技害°特別根告貝同意回家責任制度和民事責任制度需相互朴克 ,需 要鼓劾各回使

用現有的民事責任制度。他表明他就是本著遠种精神提出附件一所載美于執行同題

的8項 奈款草案的。

(9主 153絞 )

“
附 件 一

“
奈款的找行

“
第 1荼 .定 又

“
力本附件的目的,‘起源水道回’是指在其回內送行或卄划送行的活助影嗨

到或可能影吶到回狋水道〔系統〕并肘另一水道回造成或可能造成明昱插害的水

道回。
”

“
第 2奈 .不 歧視

“
在考慮是否升提以的、卄式║的或現有的活功給予汻可吋,送 美活助肘另一

回引起或可能引起的不利影晌垃与遠美活功肘其所在水道因的不利影晌同等肘待 .”

“
第 3奈 .根 据因內法提出要求

“1.各水道目肘于在其管葀下的自然人或法人所送行的或卄划送行的活

功在其他國家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明昱損害,垃 确保可按照其法律制度提出要求 ,

以荻得迅速和充分的賠儅或其他救助°

ㄅ.力 了肘第 1款所提及的明昱頡害保近迅速而充分的賠儅或其他救助

的目的,各水道回座送行合作 ,以便就估量和賠伴扳害的責任以及解決有夫的爭

端,其施現行回狋法和迸一步友展回隊法,并在道些情況下,似汀堵如強制保險

或賠儅基金等夫子支付充分賠儅的杯准和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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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5.一 些委員螢揚特別根告員努力似訂旨在使介人能荻得仿害朴借的奈款 ,

并汏力附件一中的奈款位編入草案正文,或者——如要避免肘各回可望接受草案可

能戶生的影晌——至少也垃將其編入奈款草案的任捀部分°但是其他委員放力,附件

所載的〤夯更道合于一小批一体化回家,其 中有些〤券可能要求修改回內立法,因 而

(9主 153簇 )

“
第 4茶 .平 等机舍杈利

“1.起源水道回垃确保另一日遭受明昱技害或有很大危險遭到明五損害

的任何人荻得道些待遇,其 程度至少与起源水道回在本回友生的美似明五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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坼堵起源水道回可用來防止本

回被害或污染,或肘所遭受的任何技害荻得賠儅,或恢褒任何坏境退化的所有行

政或司法程序的杈利。
”

“
第 5秦 .提 供資料

“1.起源水道回垃采取道些措施 ,向 另一回有很大危隆遭受明昱技害的人

提供充分資料 ,使他們能及時行使本奈第 2款所提及的叔利°在情況并可Bl,速

美資料泣与起源水道回在本回美似案件中提供的資料相同。
“2.水道回泣指定一介或多介些局,使共有充分吋同接受和侍播第 1款所

提及的資料,以便私极參与起源水道目的現有程序。
”

“
第 6奈 .管 轄豁免

“1.起源水道回只有在其本回回民和慣常居民肘它提起的坼忪中享有管

轄豁免的情況下,才 能玵在其他國家受損害的人在垓回提出的拆忪享有管轄豁免°

他.水 道回泣采取道些措施,确 保其机构和部鬥的行力方式与本奈款相一

致°
”

“
第 ?奈 .些事回全以

本奈款些事回垃至退于茶款生效后兩年內召升一次些事回舍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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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了鍘要+.1破 的范園°

3U6.一些委員螢成附件一体現的恙的基本方針,因 力其妄旨是通送國內法庭

肘次要同題的解決和通道介人的坼忪未避免回家同爭端的增多。

3U7.就附件一友表坪梵的一些委員汏力它有焦缺乏達琴性°他們建以 ,將其中

有些奈款特列到別赴,有 些予以送一步洞色,逐有一些予以全部刪去。男一方面,有

人汏力,特別報告長的第六次報告載有垓草案有失執行的部分的所有必要內容 ,蛗 然

遠些內容逐須重新編排,但大多數基拙工作已銓完成。

(之七153致 )

后,除 非套以另有決定,些 事回泣至少每兩年拳行一次例合,并垃根括至少三分

之一些事目的串面要求隨吋拳行特別全洪。
“2.在第 1款規定的合以上,些 事回座官查本祭款的執行情況。此外,些

事回可以:

“(a> 按照本附件第 8茶常洪和通送肘本秦款的修正案;

“(b) 接受和常玟任何些事回或根据本奈款附件二沒立的任何小

組、委員套或其他机构提出的任何報告,以 及

“(c> 酌情就如何加強本茶款的效能提出建以。

%.在 每次例套上 ,些 事回可決定按照本荼款第 1款 的規定拳行下一次例

舍的●f同 和地魚°

“4.在任何合以上,些 事回可決定并通道套洪的洪事規仄j°

“5.朕合回、其令ㄇ机构和回隊原子能机构以及任何非本茶款些事目的回

家可派道現察貝列席些卒因合以,現察貝泣有杈參加,但元表決根。
”

“6.除非至少有三分之一出席舍玟的些字回反肘 ,屆 于以下美別的任何組

坎或机构如果在回狋水道的非航行使用包括保伊、堆抻和管理方面具有音ㄇ癸

格而且向些事回表示希望派遊現察貝列席些事回舍玟,垃 允許其列席全玟 :

“<a> 回豚政府或非政府組玖或机构以及回家政府机美和机构 ,以及

“(b) 銓所在回力此目的核准的回家非政府組象或机构。
“
一旦荻准列席,代表達些姐玖和机构的視察貝垃有杈參加,但元表決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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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8.有 些委員忕力 ,附件一的杯題与其內容不一致 ,草 案的好多奈款已涉及執

行速一領域,而 附件一的內容与執行沒有多大夫系,卸 与令人要定的枳板作用有夫°

3U9.在 肘附件一的奈款草案的具体坪捻中有人悅,第 2至 第 5奈 圍迷的〤夯

中只有第 3奈 第 1款規定的又夯含有可載入草案第二部分 (一 般原則)的一項茶款的

原則,附件中的任何其他茶款看來沒有必要°友言的大多數委員汏力第 6奈垃予刪

去;其 中一茶特別的原因是管葀豁免同題由委貝套在另一草案哭理。有人次力第 7奈

沒有作用 ,因 力各水道本身是一介完整的体系,而 只有厲于垓水道的回家才舍在自己

的領土上直接參与本秦款所載規汎j的道用活功。也有人肘第8奈提出疑同,因 力他們

怀疑速祥一奈規定是否合改迸 1969年 《堆也多肉奈約法公的》規定的有夫修正案的一

般程序。

31U.有 人悅,整介附件一戶生了一介具有深近影.l,9的 同題,即 民事責任的同
●

題 ,因 力草案迄今力止尚未爽理介人可能向起源回行政或司法机构提超的拆必°通有

人指出,放賠儅机构的現魚看 ,草 案一羔也沒有淡及介人索賠要求和國家可能提出的

賠僕要求之同的美系,因 此送一同題需要遊一步深入研究°

(9主 153填 >

“
第 8茶 .奈 款的修正

“1.泣根据至少三分之一些事目的串面要求拳行些事因舍以的特別舍以 ,

常以和通道本奈款的修正案°此修正案垃以出席并參加表決的些事回三分之二

多效通道°力本奈款的目的,出 席并參加表決的些事回是指出席并投安成票或反

肘票的些事回°卉杈的些事回不泣卄入通道修正案所需的三分之二數目°

ㄅ. 提出任何修正案的些事回泣于套前至少 9U天將提以的修正案案文通

告所有些手回。
“3.修正案垃在三分之二些事回將垓修正案的接受串交存于 〔保存回政

府〕〔朕合回秘中長〕后 6U天肘接受孩修正案的些準回生效°其后,修 正案泣在

任何其他些卒回交存垓修正案的接受串后 6U天肘垓些事回生效。
”

i’. 
文件 A/CN.4u12和 Add.1和 2(兄 上文腳注 lSω ,第 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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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特別報告員在意錯中指出,有 几位友言者肘附件一的狋題提出批泙°他

悅 ,量 然肘第 1至 第 5奈 草案有不同意見,但 患的未悅,第 3奈 第1款和第 4奈 分別

提出的不歧視現魚和机合平等杈利的主張得到了相些大的支持。同時他指出,第 2奈

受到了尸厊批坪 ,普遍意兄似乎汏力第6至 第 8茶 草案超出了鋼要性林以的范日°因

此,即 使有些委員樊成將第 1至 第5奈全部提交起草委員舍,他 也放力送种做法的.l

机尚未成熟°因此他建洪只泣將第 3奈 第 1款和第4茶提交起草委員舍,不 管它們最

終是否舍被列入草案正文逐是如有些委員建洪的那祥載入附件或任r+-以 定串中°他

呈然也同祥汏力第3奈第 2款超出了垓青題的范目,因 而可以刪去,但 是他保留在下

屆套決上就本奈規定和附件中其他奈款提出建袂的可能性 ,些 然通須做到筒明扼要°

如果委員舍要在 1991年完成它玵奈款草案的常玟,逐必須牢圮遠一魚。

C.美 于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奈款草案

1.委 貝舍至今力止暫時通世的奈款草案案文

312.委 長舍至今力止暫時通道的第 2至 27奈草案案文照暴如下 :

第 一 部 分

早 言

第 1奈 .〔用悟Γ
’山6

第 2奈 .本 奈款的范回

1.本荼款道用于力航行以外目的使用回隊水道 〔系筑〕及其水 ,并道用于

同使用送些水道 〔系統〕及其水有夫的泰伊措施°

I5’ 委貝合在198U年 第三十二屆舍以上接受了一介夫子
“
回隊水道系統

”
含〤

的哲吋的工作假設.垓假淡載于如下說明之中:

“
水道系統是由河流、湖泊、逐河、冰河、地下水等水文姐成部分合成,由

于它們之同的自然大系,速些部分构成一介整体單元,因 此,任何影吶到系統一

部分水域的使用就可能全影晌到另一部分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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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力 航行目的使用回隊水道 〔系統〕不厲于本奈款的范園,但其他使用影

晌到航行或受到航行影晌的情況除外。

第 3奈 .水 道回

力本荼款的目的,水道回系指某一日隊水道 〔系統〕一部分位于其領土肉的

回家°

第 4茶 .〔水道〕〔系統〕林定

1.水道回可汀立一項或多項按照某一特定回隊水道〔系統〕或其一部分的

特征和使用道用和淍整本奈款的規定的怭定。力本奈款的目的,速 种+.l定 位秣力

〔水道〕〔系筑〕捇定°

2.兩↑或兩介以上水道回之同締錯的 〔水道〕〔系統〕林定,垃 規定其所

道用的水的范園°速种+i.定 可就整介回坏水道 〔系統〕或其任何部分汀立,亦 可

就某一特定項目、方案或使用汀立,但 以一今或一介以上的其他水道回肘孩回昹

水道 〔系筑〕的水的使用不受垓林定明昱不利的影晌力限°

3.如果某一水道回汏力因力某一特定因穌水道〔系筑91勺 特征及使用而需

琱整或道用本奈款的規定,水道因泣送行林商,以期力締結一項或多項 〔水道〕

〔系筑〕+,1定 而送行誠意的淡判。

(9主 155廖 )

“‘
回豚水道系筑’”

是指其組成部分位于兩介或兩介以上回家的水道系統°

“
一口水域的某些部分既不影晌玵另一回水域的使用,也 不受使用另一回水

域的形晌,則 送些部分不泣被視力包括在回隊水道系統內。因此,如 系統內水域

的使用互有形晌,則 在遠介范日內也只有在送↑范日內,垓 系統成力圖酥系統 ,

所以,水道的回狋性是相討的,而不是先肘的。
”

(《 198U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8頁 ,第 9U段 。)

︳§° 委長合 19S9年 第三十九居合以同意暫時撇弄第 1奈 (用 悟)同 題和
“
系

統
”
一詞的使用鬥題,并在委員舍 198° 年第三十二屆合快所接受的暫肘工作假設的

基砧上盤壞其工作 (同 上 )° 因此 ,“系坑
”
一洞在通篇茶款草案中全置于方括咢之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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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茶 .〔水道〕〔系統〕你定的些事回

1.每一水道回均有杈參加道用于整介回隊水道 〔系珫〕的任何 〔水道〕

〔系統〕+.+.定 的談判,并成力垓掰定的些事回,以及參加任何有美的林商。

2.如水道囝肘某一回豚水道 〔系筑〕的使用可能因執行只适用于垓水道

〔系統〕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特定項目、方案或使用的似玟中的 〔水道〕〔系統〕林

定而受到明昱影晌,則 垓水道回在其使用因而受到影晌的限度內有杈參加夫于

遠一1.1定 的+.1商 和淡判,并成力其些事回°

第 6奈 .

第 二 部 分

一般原則

公平合理的利用和參与

1.水道回泣在其各自領土內公平合理地利用某一回隊水道 〔系筑〕°特f.1

是,水道回在使用和弄友某一回隊水道 〔系筑〕吋,垃看眼于其班与充分保伊垓

回隊水道 〔系筑〕相一致的最佳利用和受益。

2.水道回泣公平合理地參与回豚水道 〔系統〕的使用、升友和保伊°速种

參与包括本荼第 1款所規定的利用回隊水道〔系筑〕的叔利和第⋯⋯奈所規定的

在玵其加以保伊和升友方面送行合作的〤夯°

第 7茶 .与 公平合理利用有夫的因素

1.在 第 6奈 的含〤范日內公平合理地利用回防水道〔系統〕需要考慮到所

有有美因素与情況,其 中包括 :

(a) 地理、水道、水文和气候因素和其他自然性疲的因素 ;

(b) 有美水道目的社舍和姪游需要 ,

(c) 
一介水道回使用回隊水道 〔系統〕玵其他水道目的影喃 ;

(d) 肘回隊水道 〔系統〕的現行使用和可能的使用 :

(e) 回隊水道 〔系統〕水資源的莽伊、保妒、升友和市釣使用,以

及力此而采取的措施的安用 :

(f) 某項卄划使用或現有使用有尤其他价值相些的各迭方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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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道用第 6荼或本奈第 1款 時,有 失水道回位在需要吋本看合作的精

神送行+r+商 °

第 8奈 .不 造成明昱損害的〤夯
ls’

水道回泣以不致91其他水道回造成明昱損害的方式利用回隊水道 〔系統〕°

第 9奈 .一 般合作〤夯
喲

水道回垃在主板平等、領土完整和互利的基拙上送行合作,以 便央現回跡水

道 〔系統〕的最佳利用和充分保伊°

第 lU奈 .定 期交換敬据和資料
邯

1.依 照第 9奈 ,水道回垃定期交換夫子水道 〔系統〕狀況,特別是夫于水

文、气象、水文地慶和生念性慶的、一般可得到的數据和資料以及有夫的預報。

2.如果一介水道因要求男一介水道回提供不厲一般可得到的數据或資

料,后者垃冬力滿足送种要求,但 可附有奈件 ,即提出要求的回家需支付搜集及

在道些情況下爽理速些教据或資料的合理費用°

3.水道回庄冬力以便于接受散据炎料的其他水道回利用垓數括資料的方

式搜集并在道些情況下焚理數据和資料。

第 三 部 分

卄划的措施

第 l1奈 .夫 子卄划的措施的情況

各水道回泣就卄別的措施肘水道〔系統〕狀況可能戶生的影晌交換情況和相

互柲商。

i.? 
本案文是以前任特別根告貝在 19田 年提洪的第 9奈草案力基拙重汀的°

1.B 
本案文是以特別報告貝在19S9年提以的第1U茶草案力基砒重汀的。

Is’ 本案文是以特別報告貝在 19BS年提快的第 15〔 16〕 奈草案力基拙重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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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奈 .夫 于可能造成不利影呴的卄划的措施的通午
⋯

一介水道回在執行或允許執行可能肘其他水道回造成明並不利影晌的卄划

的措施之前,泣及時向遠些回家友出通知,并 同時提供現有技未教考和資料 ,以

便使被通知回能移估价卄划的措施可能造成的影晌。

第 13奈 . 肘通知作出答复的期限
Ⅲ

除另有+.1以 外,按 照第 12奈友出通知的水道回泣容許被通知因在六介月的

期限內升卄別的措施可能造成的影晌送行研究和估价并將箸淹告知友出通知的水道回。

第 14奈 .通 知回在答复期限內的〤夯
16?

在第 13奈所迷期限內,通 知回泣与被通知回合作,些 后者要求時位向其提

供力進行精确估价所需的其他任何已有的散据和資料 ,未 篷被通知日同意,不 得

執行或允卄執行卄划的措施。

第 15荼 .肘 通知的答复
i63

1.被通知因泣將其錯梵思早告知通知回°

2.如果被通知回汏力執行卄划的措施將不符合第 6或 第 8奈 的規定 ,泣

在第 13奈規定的期限內向通知回提出罔迷速种結梵的理由附有有美文件的悅明°

第 16奈 .升 通知不作答复
I..

如果通知回在第 13祭規定的期限肉未收到根据第 15奈 第 2款 告知的錯

梵 ,則 通知回在不違反其依第6和 第8茶所灸〤夯的奈件下,可 按照友姶被通知

回的通知和任何其他教据和癸料看手執行卄划的措施°

本案文是以特別報告長在1987年提洪的第1l奈草案力基砒重汀的。

本案文是以特別根告長在1987年提坡的第12奈草案力基砒重訂的°

本案文是以特別報告貝在1987年提袂的第12奈 草案力基砒重汀的°

本案文是以特別根告貝在1987年提以的第13奈草案力基砧重汀的。

本案文是以特別報告員在1987年提洪的第 14荼草案力基砧重汀的°

——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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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奈 . 美于卄划的措施的林商和淡判
1‘ :

1.在按照第 15奈第 2款告知錯稔的情況下,通知回和告知錯梵的回家泣

送行林商和淡判,以期公平地解決送种局勢°

2.第 1款規定的+.+商 和淡判,垃 在各回必須城意地合理照瘐其他國家的

杈利和正些利益的基瑚上送行。

3.在送行1.1商 和淡判的避程中,如 果被通知回在按照第 15奈 第 2款告知

錯捨.l提 出要求,通知回在不超避六介月的期限內,即不庄執行或允許執行卄划的措施°

第 18奈 .沒 有通知吋的程序
I.%

1.如果一介水道因有确其理由汏力另一水道回正在卄划的措旄可能肘其

造成明昱的不利影晌,前者可要求后者道用第 12奈 的規定。提出遠一要求吋位

同時提出田逑上迷汏研的理由附有夫文件的說明。

2.如果正在卄划送行措施的回家仍放力它沒有〤券按照第 12奈 友出通

知,它泣告知垓另一回,同 吋提出園迷遠一次沐的理由附有有失文件的洗明,如

果速一次氓不能使垓另一回滿意,則 兩今El家 泣根据垓另一目的要求迅即按照

第 17荼第 1和 第 2款指出的方式送行林商和淡判。

3.在 1.1商 和淡判期同,如果垓另一回在要求升始林商和淡判的同時提出

遠种要求,則 正在卄划送行措施的國家泣在不超道六今月的期限內遊免執行或

允許執行汁划的措施。

第 19奈 . 緊急執行卄划的措施
I♂’

1.如果力了保伊公共工生、公共安全或其他同祥重要的利益,卄划的措施

的執行具有极瑞紫急的性慶 ,則 冬管有第 14奈和第 17奈第 3款 的規定,汁划送

行垓項措施的回家仍可在不違反第 6和 第 8奈 的奈件下立即執行垓項措施°

本案文是以特別報告長在 19S9年提以的第

本案文是以特別根告長在 19S9年提以的第

本案文是以特別報告長在 1987年提以的第

- 11。 一

13荼草案力基砒重汀的。

14茶草案力基砧重汀的°

15奈草案力基砧重汀的。



2.在上述情況下,垃 向第 12奈所提到的其他水道回友出美于措施的緊急

性的正式戶明,同 時提供有夫的散据和資料。

3.卄划遊行垓項措施的國家在其他回家靖求吋,垃 迅即同它們按第 17奈

第 1和 第 2款指出的方式送行+.h商 和淡判°

第 2U奈 .肘 回防或安全至美重要的教据和資料
1.‘

第 1U至 第 19奈 的任何規定均不使水道回承捏叉夯提供肘其回防或安全至

夫重要的效据或資料°但垓回泣同其他水道回送行誠意的合作,以 期思量提供在

速种情況下可能提供的資料。

第 21奈 .同 接程序

在水道回之同直接朕系有戶重障得的情況下,有 夫的回家座通道它們所接

受的任何同接程序迸行第 lU至第 2U奈所規定的任何散据癸料的交換、通知、告

知錯梵、+.1商 和談判。

第 四 部 分

保 伊 和 保 全

第 22荼 .保 伊和保全生念系統

水道回垃車狙或共同保伊和保全國隊水道 〔系統〕的生念系筑°

第 2S奈 .預 防、減少和控制污染

1.力 本奈款的目的,“ 回隊水道 〔系筑〕污染
”
是指由于人的行力直接或

同接引起的回隊水道 〔系銳〕水的成分或慶量的任何有害交化。
.

2.水道回泣車狂或共同預防、喊少和控制可能肘其他水道回或其坏境帶

來明昱損害的回隊水道 〔系統〕污染,包 括村人的健康或安全、肘水的任何有益

目的的使用或玵回隊水道 〔系統〕的生物資源的撮害。水道回垃采取措施以掰渭

1.B 
本案文是以特別根告貝在 1988年提玟的第 15〔 16〕 荼草案力基砧重汀的°

. 
本款涉及污染定又,可 能移至美于用浯的第 1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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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在遠方面的政策°

3.在任何水道回提出要求吋,水道回垃送行林商,以 便确定禁止、限制、

琱查或盟測放入回隊水道 〔系統〕水域中的物廣清車°

第 24奈 .引 送外來物种或新物种

水道目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把可能肘回隊水道 〔系統〕生念系坑有不

利影吶杕而肘其他水道回造成明昱頡害的外來物种或新物种引遊回昹水道 〔系

統〕°

第 25奈 .保 伊和保全海洋坏境

水道回庄考慮到一般接受的回隊規則和杯准,車狌或共同采取肘回豚水道

〔系筑〕的一切必要措施,以 保伊和保全包括河口洿在內的海洋坏境。

第 五 部 分

有害狀況和緊急情況

第“ 奈 .預 防和城輊有害狀況

水道回泣車狌或共同采取一切道些措施,預 防或喊輊可能肘其他水道回有

害的狀況,例 如洪水或冰情、水侍染病、淤秋、侵襁、益械化、干旱或沙漠化等 ,

而不梵其是否由于天然原因或人力所造成°

第 27奈 .緊 急情況

1.力 本奈款目的,“ 緊急情況
”
是指肘水道囝或其他回家造成或立即可能

造成尸重技害的情況 ,遠种情況是由于天然原因例如洪水、冰崩解、山崩或地震 ,

或人力原因例如工ㄓ事故所突然造成 .一

2.在其領土內友生任何緊急情況吋,水道回泣毫不退延地以現有最迅速

的方法通知其他可能受形喃的回家和各主管回豚姐玖。

3.在其領土內友生緊急情況的水道回垃与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并酌情与各

. 
本款涉及緊急情況定〤,可 能移至大于用悟的第1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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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回坏組象送行合作,根据情況需要立即采取一切其隊可行的措施,預 防、喊

輊和消除垓緊急情況的有害影晌°

4.如有必要,水道回垃酌情与其他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和各主管回昹姐象

進行合作,共 同批汀泣急卄划,以 垃付緊急情況。

2.委 員舍第四十二屆套以哲吋通避的

第 22至 27奈草案案文及其坪注

第 Z2奈

第 四 部 分

保伊和保全

保伊和保全生念系統

水道回垃草狸或共同保伊和保全回昹水道 ㄈ系統〕的生念系筑°

坪  注

(1> 第 22奈規定保中和保全回豚
“
水道 〔系統V的 生念系統的一般又夯,作

力荼款草案第四部分的升始。
)Gn 

本奈的基砧是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四次拫告中提玟

的第 17〔 18〕 奈草案第 1款 。
I7°  盤于第 22奈所載〤夯的一般性慶,委 員舍汰力位置

于第四部分其他珓力具体的奈款之前°

(2) 如 1982年 《朕合國海洋法公的》】
” 第 192奈 一祥,第 22奈載有保伊和保

全兩种〤夯°送些〤夯与
“
回隊水道 〔系統〕的生怒系統

”
有美,委 員套使用遠一表

述是因力它比水道的
“
坏境

”
概念更精确。后一迷悟可作相些ㄏ〤的解釋,道用于水

道 〔系統〕
“
周目的

”
村其本身的保伊和保全影晌板其微小的領域。而且,水道打

“
坏境

”
可能被理解力仗指水道之外的領域,送 些然不是委員合的本意°因此,委 炅

扣。 如同委員合通道的大于本寺趣的其他奈款情況一祥,方括手表示委員舍推

退常以
“
系統

”
一祠的使用同題。<兄上文腳注 156)

i’U 《1988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43頁 ,文件 A/CN.4/412和

Add.1和 2。

I?】  題力
“
一般〤夯

”
的第 192茶規定 ,“各回有保伊和保全海洋坏境的又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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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傾向于使用
“
生念系銳

”
一切,汏力它具有更精确的科掌和法律意〤。

1’2 
一般悅

來,垓木悟指由相互依存并具有群落作用的生物和非生物成份枸成的生念車元
1’°

“
在生念系統中,一切都相互依存,沒 有任何東西不被真正充分利用

”
。
泓 因此,“ 外

界肘生念系統中一种成份的影晌在其他成份中也舍引起反座,并可能打破整介生念

系統的平衡
”°】

?s 
因力

“
生惷系統堆持看地球上的生命

”
,I?‘ 遠种

“
外部影晌

”
或千

扰可能頡害或摧毀生念系統作力生命堆持系統的功能,不 用悅,人 美的行力可能而且

往往造成了尸重的千扰。特別是,人 英的千扰可能已元可挽回地打破了淡水生念系筑

的平衡 ,使其不能籬持人英及其他生命形式°如似以的朕合回19兜-199?年 中期卄划

中所悅 :

“
隨者社舍＿ri渀友展,淡 水生念系統和人美活功之同的相互作用已交得越未

越褒染,并 互有扺触。流域幵友活功也套帶來消极影晌,早 致友展不能持宏,如

果速些水資源厲于兩介或兩介以上回家共有時更是如此
”
。

I’ ?

i’B 
夫于遠一蕉一般可以參考歐洲瀣漭委員合正在遠方面送行的工作°兄

“
用生

念系筑方法赴理水的管理同題
” (ENVWA/WP.3/R.7/Rev.1),以及美于奧戶河

(芬〨)、 米的祥湖 (挪威)、 下某茵河 (荷 〨)及伊万科夫斯科耶水庫 (赤 朕)的 案

例研究 <ENVWA/WP.3/R.11和 Add.1和 2>°

l乃  “
生杰系統通常界定力自然界的一介空同單元,在 其中有生机体与非生物坏

境相互道垃,相 互作用
”
。
(ENVWA/WP.3/R.7/Rev.1,第 9段 。)世界坏境与皮展

委員套坏境法寺家小組在美于其坏境保伊与持填友展的法律原則和建汊的第 3奈 的

評淹中將
“
生杰系坑

”
界定力

“
植物、功物和微生物同其周圍坏境中非生物成份枸成

的系統
” 《坏境保伊与持玫友展:法 律原則和建決》 (俺 敦,Graham&Trotman,

1gS7),第 45更°

Ⅲ ENVWA/WP.3/R.7/Rev.1,第 9段 °

1’s 
同上,第 ll段°

1’° 同上,第 9段°

.’’ 《大舍正式圮暴,第 四十五居舍玟,朴編第 6母 》(Au5/6/Rev.1),主 要

方案四 <回 狋促迸友展瀣渀合作),方 案㏑ (坏境),第 16.24段 °

—— 114 ——



保伊和保全回酥水道〔系銳〕的生念系統的又券就是針村送一同是的,達 一泀題在世

界的某些地區已銓十分尸重,隨看日益增多的人口玵有限的水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加 ,

速合同題在世界其他地區也將交得十分尸重°
I’ 8

(3) “保伊
”

回沶水道 〔系統〕生念系統的叉夯是第 6奈所載要求的具体适用 ,

垓奈要求水道回使用和幵友回隊水道〔系統〕的方式泣有助手垓水道的充分保伊。垓

奈本廣上要求水道回保伊回防水道 〔系統〕生念系統,使其免受損害和破坏°I?’

“
保持

”
回豚水道 〔系統〕生杰系統的〤夯且然美似于保伊〤夯,但 它特別道用于那

些原始的或未道破坏的淡水生念系統.垓 〤夯要求保伊送些生念系統,冬 可能保持其

自然狀念.水 生念系統的保伊和保全兩者錯合一起 ,有 助于确保遠些生命維持系筑的

持久存在,汏而力錐持友展提供一今重要基砒。
IsU

<4) 第 22奈要求水道回
“
草狌或共同

”
行功,承 放在有的情況下水道回在公平

基拙上送行合作,以便保伊和保全目昹水道 〔系統〕的生念系玩是必要和恰些的°

“
共同

”
采取此种行功的〤夯是垓荼款草案第二部分中所載的某些一般〤夯的具体适

用°因此,第 6奈第 2款要求各水道回
“
垃公平合理地參与回昹水道 〔系統〕的⋯⋯

保伊
”,并規定

“
遠种參与包括⋯⋯在肘

”回隊水道 〔系統〕
“
加以保伊和升友方面送

行合作的〤夯
”°此外,第 9奈規定,水道回泣送行合作,“ 以便其既回隊水道 〔系

統〕的⋯⋯充分保伊
”
°因此,第 22奈有美水道回

“
車蝕或共同

”
行功的要求泣理解

力勸情共同采取合作行功,此 种行功泣在公平基砒上采取。例如,毗進水道或被作力

一介單位來管理和升友的水道通常宜采取共同的行劫°些然,在 公平基拙上的合作的

I’ε 兄,例 如 ,

(Ma了Ch199。 ), pl4.

“
Water: thefiniteresource〞 IUCNBuⅡ etin, VoI.21, No.1

1’’ 因此,保伊回酥水道生念系統的〤夯是下文梵迷的預防行功原則的一般道

用 (兄下文腳注 2°U)°

..° 在遠方面.我于提以的 1992-lgg7年 期中期卄划中的下列意兄与此有美B

“
包括所有功植物及微生物物种及其生念系統的生物多祥性的維持,是迷致持絞友展

的一介主要因素
”
。

(前引中,(上 文腳注 177),第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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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隨情況之不同而各不相同°
IsI 

在遠方面需要考慮到的各种因素包括有美水道

回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速介同題以及它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杕垓向題的解決中荻益°

些然,公平參与回隊水道 〔系統〕生杰系統的保伊和保全不虛被視力暗指有〤夯賠儅

或容忍另一水道回因違反本奈款規定的又夯而造成的撮害°” 但是,公平參与的一

般〤夯要求各水道回在肘有美生念系統造成威勝或嵌害的同吋至少泣肘保中和保全

的共同努力作出相座的貢敵°最后逐要指出,1982年 《朕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194奈

第 1款也要求
“
車蝕或共同

”
采取措施,那 一茶封玵的是海洋坏境的污染。遠一規定

反映出人們承汰 ,在 有美厲于一介以上回家管轄的生念系筑和白然資源向題上,也并

有必要共同采取保伊行功。

<5)載于第22奈 的又夯在回家寀踐和回隊組玖的工作中有大量先例°下歹i各 段

中載有玵送些叔威性文件的說明。
】8’

(6> 若干1.+定 中載有夫于保抻回昹水道的生念系銳的規定。例如,在 1975年

l“  
一般凡第 6和 第 7茶坪注,(《 1987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1頁起各更>° 例如,肘 第 ?奈坪注的 (1)段 中提到第 6奈 中所戴的公平合理使用

的〤夯,其 中悅 :

“
后一規則必需是一般性、而且具有炅活性的,力 了妥些加以适用,各 回必

須庾及与垓回豚水道以及与各垓水道目的需要和使用有夫的具体困碓°因此,在

具体情況下,公平合理使用是什么乃取決于一切有失因素和情況的杈衡°
”(同

上,第 36頁°)

I.B 
因此,例 如,A回 沒有〤夯賠儅其道受的、完全由B回行力引起的明昱頡害°

I.. 
欲更洋冬了解有美杈威文就,兄特別拫告貝第四次報告,文件 A/CN.4/412

和 Add.1和 2(兄上文腳注 135),第 29-86段 ,前任特別拫告貝施丰只水先生的第

三次叔告,《 1982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和 更正),第 122英起各更,文

件 A/CN.〃 348,第 ∥3-33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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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拉圭河規約》中,Is‘  阿根廷和馬拉圭同意通道依照垓佖定淡立的委員全
“
林琱采

取道些措施,防止生念平衡的改交,控制河流及其洭水匡的染辰和其他有害元素
”

(第 36奈 )。 放方送一步保近
“
決定若干措施管制馬拉圭河的捕色活功。以期泰伊和

保全生物資源
”(第 37茶 )并

“
保伊和保全水域坏境⋯⋯”(第 41秦 )° 同祥,在 lg78

年 《夫于因比皿河地位的公的》中,I8s 网比正、几內正和塞內加示決定
“
任何可能

尸重改交河流狀念特征,⋯⋯河水的工生情況及其功物和植物區系的生念特征的項

目,事先未征得各鍗的目的同意不得執行
”(第 4荼 >° 1963年 《夫子尼日本河流域

各回同航行和馨游合作奈例淤° 的9介締的回
“
保江在研究和執行任何可能肘尼 日

水河、其支流和分支流狀念的某些特征⋯⋯河水的工生情況以及其功物和植物匠系

的生念特征有明五影晌的項目●f緊 密合作
”(第 4奈 〉°1978年 《美利墏合余回和加

拿大之同夫子大湖水辰的+.1定 淤’ 規定
“
締的日的宗旨是恢复和保持大湖流域生念

系統水域的化苧、物理和生物完整性
”(第 二奈)°

(7)若 干早期怭定均將保伊直熒和湩╨作力其目杯。
Iεs 

例如,19U4年《法國和

m‘  与拉 圭外 交部 ,Act。sInternacionalesUruguay-Argentina,183U198U《 Mon一

tevideo, 1981>, p.593.

Iεs 
朕合回,《 夫子力航行以外目的利用回怀河流的茶的,非 洲》,《 白然資源/水

洭編第 13咢 》,(出 售品編母E/F.84.Ⅱ.A.7),第 卸 頁。
Iβ° 朕合國,《奈的集》,第 587卷 ,第 9頁 ;特 載于 《自然資源/水 江編第 13

甹》..⋯.(兄上文腳注 185),第 6頁 。締的目有:喀友隆、象牙海岸、迷荷美、几

內皿、上沃水特、馬里、尼日本、尼日利巫和乍得。
18? UnitedStatesTreatiesandUtherInternat㏑ nalAgreements, 197ξ ” ,

Vo1.3。 , Part2, p.1383.

mB 
例如,兄 1868年 法回和西班牙之同比利牛斯山回隊划界的最后文件第二部

分第一市第 6款 (朕合國,《 夫子力航行以外目的利用因隊河流的立法荼文和奈的親

定》(出 售品編母;cS.V.4)(以 下赤 《立法秦文⋯⋯》),第 186咢 奈的,第 6t4和

6%頁 ,其摘要載于 《1g,4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182183更 ,文件 A/

肛U9,第 g,9＿鋁4段和 98U“)段 ).又 兄 1887年瑞士和巴登大公回和阿水伊斯一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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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夫于管制迪界水域捕直公的丱° 規定:“ 禁止位于杜河附近的任何工ㄏ、沒施在

水域扔弈有害于直美的疲料或物慶⋯⋯”(第 17奈 >。 其他現行柲定則通道防止污染

回隊水道〔系坑〕的水域肘回隊水道〔系統〕的生念系統送行保伊°例如,19瀰 年《赤朕

和阿富汗之同美于赤阿回界制度的奈的溿° 規定 :“ 締的回及方有夫些局均泣采取

必要措施保伊迪界水域免受酸液和疲物以及以任何其他手段造成的污染”(第 13

奈 )° 1956年《德意志朕邦共和回、法國和戶森堡美于摩澤你幵挖迋河公的》射 規

定 :“ 締的回采取必要措施以保伊摩澤水水域及其支流免受污染⋯⋯”(第 “奈).

(8) 保伊和保全目狋水道 〔系＿1t〕 的生悉系筑的必要性,也 在回隊姐玖、各种

大舍和舍快的工作中得到确汏。1971年普拉塔河流域回家外交部放第四次全洪通道

的夫于回豚河流之利用的《皿松森法溿2 
提到

“
普拉塔河流域地區生念夫系造成尸

重的健康同題,玵垓匡域的社合和壢渀友展戶生不利影晌”,并提到
“
遠种健康綜合

(泊三188致 >

林美于制定在某苗河及其支流包括康斯坦茨湖捕直統一規則的公的 (朕 合國,《 立法

文本⋯⋯》,第 l13咢 ,第 397頁 ,其摘要載于 《1974年⋯⋯年盤》,第 二卷(第 二部

分),文件 A/54U9,第 螞&463段 >,第 1U奈 :(b>19U6年 瑞士和意大利美于制定

迪界水域捕直統一規則的公的,《 立法奈文⋯⋯》,第 23U咢 ,第 “9頁 ,其摘要載于

《1974年 ⋯⋯年生》,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3“ 137頁 ,文件 A/54U9,第 633-642

段),第 12茶第 5款 ,(c)19U4年 法回和瑞士夫于管制迪界水域捕色的公的 (《 立

法奈文⋯⋯》,第 196咢 ,第 ?U1頁 ),第 6、 11和 17奈°

I°° 兄上文腳注 188“ )°

1°° 朕合國,《 秦的集》,第 321卷 ,第 77頁 。
】’I 

朕合回,《 立法奈文⋯⋯》(兄上文腳注 188>,第 123景 ,第 蛇4更 ,其 摘要載

于《19?4年 ⋯⋯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5-l16頁 ,文件 A/54U9,第47←48U段 °

i.’ 文本載于美洲回家鈕象,日UsyLagosInternacionaIes(Utili2ati。nParaΠ nes

agrIcolaseindustr虹 les),4thed.rev.(UEA/Ser.I/VI,C可 -?5Rev.2)(Wash:ngt。 n

(D.C.),1971),pp.183-186° 摘要載于 《19π 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a22＿ 324頁 ,文件 A/CN.4/274,第 32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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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与水資源的辰和量有美。
’’iq3 公的逐提到

“
必須控制水污染并冬可能保全水的天

然品疲,以 此作力保伊和利用流域水資源政策的一介不可分割的部分.,.⋯ ”IS6 1977

年朕合回水事舍快通道的《西德普拉塔行功卄划》,ls’  載有一項題力
“
坏境与健康

”

的第 35母建坡°建以規定 :“ 必須坪价水的各种使用肘坏境的影晌,支持旨在控制水

侍疾病的措施并保伊生念系統°
班必

(9) 除這些夫子保伊和保全回隊水道生念系統的文中外,若干柲定、決洪、方

明和其他文中也确汰保伊和保全整介坏境,或特別是除水道生念系筑外的其他生念

系統的重要性。速些文件具現其意〤,因 力送些文件或是包括、或是熒似于一种保伊

和保全回豚水道 〔系筑〕生念系統的火夯。力說明起兄,不 妨提及其中的若干文獻。

夫子整介坏境的林定,有 1968年 《非洲夫子保伊自然和自然資源公的丱? 
和 198S

年《京盟保伊白然和自然資源+.1定 》。
I°8 1982年 《朕合國海洋法公的》第 192奈 已＿B工

提到避
“
保伊和保全海洋坏境

”
的美似〤夯 ,《 海洋法》之外逐有若干美于保伊

】’3 《正松森法》附件,第 15咢 決洪。
I.‘  《皿松森法》附件,第 23咢 次以°

!’ㄎ 《l9η 年 3月 14日 -15日 在馬德普拉塔召升的敢合回水事套玟報告》(敢 合

因出版物,出 售品編咢:E.77.Ⅱ .A.12>第 一部分,第 一章。
l°° 同上,第 2S頁 。
I9? 

敢合目,《荼的集》,第 1。U1卷 ,第 3頁 。尤其兄第 2奈 ,(基本原則),其

中鍗夠回
“
承渃按照科掌原則采取必要措施,确 保土壤、水、功植物資源得到保伊、

利用和弄友:和 第 5荼 (水 )” ,其 中締的回商定
“
制汀旨在保伊、利用和升友地下水

和地表水的政策⋯⋯”
。

I’. 
由文菜、印度尼西皿、馬來西皿、菲律宴、新加坡和泰回通道的怭定 (《 回

隊坏境法一多遠+.1定 》(Berlin,E㎡chSchmitVerlag),第 985:51卷 )° 尤其兄第 1荼

(基本原則>,其 中締的回承當采取
“
必要措施籬持基本生念進程和生命維持系統幻另

兄第 8奈 ,(水 ),其 中坤圴回确汏
“
水在自然界生念系統迋特方面所起的作用

”
并快

定努力确保充足的水源供庄 ,“ 以便,除其他外,聳伊自然界生命籬持系統和水生功

植 物
〞
.又 兄(a>194U年 《美于西半球 自然保伊和野生生物保伊的牛盛頓公的》,

—— 119 ——



海洋坏境的更力具体的+.1定 .1’

’ 此外,第 22奈 中体班的防范行功原則在若干回豚

你定和其他文串均有所反映°2°° 而且許多美于保全坏境的宣言和決以也与此有一

般的朕系,遠表明各回忕只到有必要保伊基本生念避程°速些宣言和決以有:1972

(9主 198坡 )

(軟合回 《荼的集》,第 161卷 ,第 193更 ),(b)1972年 《夫子保伊世界文化和 自然

還戶的巴黎公的》,(同 上,第 1U37卷 ,第 151頁 ),(c)1田9年 《保伊歐洲野生生

物和自然生境的伯水尼公＿●●》,(歐 洲委員全,《 歐洲荼＿f● 集》,第 lU4咢 (1979年 9

月)),(d)1986年 《保伊和幵友南大平洋地匡自然資源和坏境公的》,(International

LegalMate㎡ aIs <Washington,D.C.),Vo1.XXVI (198?),p.38)。

I’. 
例如,兄 (a)1981年 合作保伊和丹友西非和中非匡域的沿海海洋坏境公的 ,

(文件 UNEP/IG.22/?(1981年 3月 31日 ):InternatbnalLegalMaterhls(Washinξ

tUn,D.C.)VoI.XX(1981>,p.746),(b)1974年 《防止瞄地來源污染公的》,坏 境規划

署 ,《 坏境領域若干多迪奈的》,參考洭編了(內 多半,1983年 ),第 43U頁 );〈 c)1974年

《保伊波多的海地Σ海洋坏境公的》,(同 上 ,第 546更 ),(d)1976年《保伊地中海免受

污染公的》,(朕合回,《 奈的集》,第 11U2卷 ,第 幻 頁>及 其 198° 年玟定中,Interna＿

u°nalLegaIMaterials,Vo1.XIX(1蟡 U).p.869),(e)1978年 《美于合作保伊海洋坏境

免受污染的科威特區域公的》,(蚨合回,《 奈＿.9集 》,第 114U卷 ,第 133丌 )。

2°° 防范加法原則尤其在夫子臭氧居和時源海洋污染的文件中得到适用°美于

臭氧房,兄 1985年 《保伊臭氧居維也幼公的》,(坏境親划署 ,內 多半 1985年 >和 1987

年 《夫子損耗美氧房的物盾的蒙特利水決定串》(坏境親划署 ,肉 多半,1987年 )° 美

于陪源及其他形式的海洋污染,例 如,兄朕合回坏境規划署理事全 1989年 5月 葯 日

通道的題力
“
肘海洋污染 (包 括海上傾弄疲物)的 防范亦法”

的第 15/27咢 決定

(《 大舍正式圮暴,第 四十四屆舍以,朴編第拓 咢》(A/44/25〉 ,附件一),(b)“第

二和第三居保伊北海部長致回隊合以戶明
” (分別于 1987年 11月 2ξ2S日 和 199U

年 3月 8日 在佮致和海牙拳行)(兄下文F●9注 232).窟 明明确規定,防 范亦法原×)l指

甚至在确昔的科苧怔括怔其釋放和效果之同有因果夫系之前,就采取行功防止危險

物威 (即 ,持久、毒性或生物秋累性物痰>可能戶生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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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朕合回人美不境舍洪宣言》<斯德哥本摩宣言),zrl 19釳 年 1U月 28日 大舍夫子

《世界自然先章》的第 37/7咢 決洪,1989年 《皿再避河宣言》,ε

.z 19帥
年 《美洲坏

境 宣言草案》,2.e l988年 《歐洲瀣游委員舍夫子保伊功植物及其生存坏境的戶

明》,名

°6 199U年 《夫子歐銓委地區持玟友展的部米圾舍決卑水根戶明》,2°
: 1989年

3月 l1日 《海牙宣言》。
’°6 

在歐洲安全和合作套洪范園肉通避的有夫文件 ,也确扒

在利用白然資源方面保持
“
生杰平衡

”
,2°

’ 遵循
“
生念系統方法

”
保伊水慶

2°ε 的重

要性°最后,世界坏境与友展委員套
2°’ 及其美于坏境法令家組

加 的工作也強凋 ,

2°l 《朕合回人美坏境舍玟報告,斯德哥本摩,19η 年 6月 5日 16日 》(朕合

回出版物,出 售品編咢E.竹 .Ⅱ.A.14和 更正),第 一部分 ,第 一章°尤其兄第 65和

第 12奈原則°

2。2 Au4/2石 ,E/1989/79,附件°

〞°含 美洲回家姐珠,文件 CJI/RES.Π -1U/89°

2°‘ 兄 E/ECE/1172/ECE/ENVWA/6° 在戶明中,歐咎委各回政府同意
“
通道

堆伊基本生念迸程和堆持生命系筑,保持遺侍多祥性和确保肘物种和生念系統的持

絞利用
”,爭取其現保伊自然生物資源速一目狋

“
力速一代和后代造福

”(第 1段 )°

2°s 
兄A/CUNF.㏑ l/PC/1U,附 件一。垓戶明确汏 :“ 要使人美持緣友展,就必

須使生物圈及其生念系統持久不衰⋯⋯”(第 6段 )。

2°° 兄 Au4/34UE/1gS9/12。 ,附件°

2°? 
兄 199S年 8月 1日 通世的赫冬辛基最后文件夫于

“
在壢渀、科孛技末和坏

境各領域合作
”
一章第 5市 (坏境)(《 歐洲安全和合作套以最后文件》(赫 水辛基 ,

1975年 )(Lausanne,ImPrimeHesRεunies,兄 第 1U2更 )°

.m 
兄遙美于歐洲安全和合作舍洪1989年 在索菲皿拳行的保伊坏境合坡的錯淹和

建以的根告X索 菲正,1989年 ×CSCE/SEM.“ /Rev.l,1989年 11月 3日 ),第 12頁 。
.°. 

兄世界坏境与友展委員全的拫告,《 我們共同的未來》(牛 津,牛 津大苧出版

社, 198?年 )°

.I° 尤其兄寺家小姐通道的美于坏境保伊和持絞友展的法律原則和建以的第 3

奈 (生 怒系筑、有美的生念迸程、生物多群性以及持久性)(兄上文腳注 173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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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生念系統和有夫的生念迸程升央現持鎮友展至美重要°
幻l

第 23奈 .狐 防、減少和控制污染

1.力 本茶款目的,“ 回拆水道 〔系統〕污染
”
系指由于人的行力直接或同

接引起回豚水道 〔系統〕水的成分或辰量的任何有害交化°
.

2.水道回垃車狌或共同預防、喊少和控制可能肘其他水道回或其坏境帶

來明昱損害的回防水道 〔系統〕污染,包 括村人的健康或安全、肘水的任何有益

目的的使用或肘回隊水道 〔系統〕的生物資源的損害。水道目泣采取措施柲凋它

們在送方面的政策°

3.在任何水道回提出要求時,水道回垃送行+.1商 .以便揪定禁止、限制‵

琱查或盟捌1引 入回豚水道 〔系筑〕水域中的物慶清車°

J
坪   注

<1) 第 2S奈規定 了預防、喊少和控制回防水道 〔系統〕污染的基本〤夯°本奈

2I〕  兄大意相同的《公元 2UUU年及其后的不境展望》,由 耿合回不境規划署理事

舍第十四屆舍以通道的一份研究報告 (1987年 6月 19日 決定14/13甹 決定>(《大

舍正式圮暴,第 四十二屆舍玟,朴編第 2S景 》文件 A/42/2S,附 件二),例 如第 2和

3(d)段 °垓研究報告隨后由大合于 19Ⅳ 年 12月 l1日 在第42/186母 決洪中通避
“
作力指尋回家行功和回隊合作制汀旨在其現元害坏境的友展的政策和方案的鋼領

●●●●●●”°

大意相同的逐有《鈉米比皿完法》中的某些規定 (垓 先法子199U年 3月 21日 生

效)<兄 S/2°9“/Add.2,附件一),其 中有:第 91奈 (盟 察寺貝的取能)(c)項 和

第 9S恭 (“增迸人民福利
”),第 (1)項 °根据后者例如 :

“
回家垃通道采取有失政策秋板增迸和堆伊人民的福利,以便 :

(l>保持幼米比巫圴生念系筑、基本生怒迸程和生物多釋性,持久地利用自然生

物資源,以 造福于所有幼米比皿人,先淹是些今逐是未來的納米比正人⋯⋯”
。

. 
本款涉及污染定〤,可 能移至夫于用活的第1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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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別報告貝第四次報告 <A/CN.4/412/Add.2>中 提洪的第 16〔 17〕 奈草案力基

砧。
” 本奈包括三款,第 1款界定了

“
污染

”
一洞,第 2款規定了上文剛提到的火

芬,第 3款确立了通避怭商揪汀垃予特別控制的危險物慶清車的程序°

(2) 第 1款是玵本奈款中所用的
“
污染

”
一月的一般定〤。冬管它含有垓洞在

其他定又中的一些基本內容 ,21’  但第 1款在若干方面卸更力先筑。首先,与 其他一

些定叉不同,它 沒有提到任何特定美型污染或污染別 (如 物廣或能源)° 第二,垓定

又仗仗提到
“
任何有害交化

”
,因 此不預先确定在污染迷到不能容忍地步的最低限度

回題。第 2款淡到遠介回趣°因此垓定火純粹是一↑事其定〤,它 包括各种污染,不

梵肘其他水道回是否造成第 8奈、更具体地悅第 2S荼 第 2款所指的
“
明昱損害

”
。第

三,力 了保持垓定又的事共性,第 1款沒有提到任何具体的
“
有害

”
影晌,如 好人的

健康、財戶或生物資源的撮害°速种迷到
“
明昱強害

”
程度的影晌在第 2款沒有作出

規定°垓定又仗規定水的
“
成分或廣量

”
友生有害交化°

“
成分

”
一洞指水中所含的

犯 《1988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37烎 ,文件 A/CN.4/412和

Add.1和 2。

2lB 
例如,兄 (a>回 狋法怭舍 1966年 通送的 《赫你辛基規則》 (兄 上文腳注

14?),第 九荼,(b)回 豚法研究院其 1979年 的雅典套以上通道的 《夫子河流和湖泊

污染与回跡法的雅典決以》第 1奈第 1款 ,《 回豚法研究院年刊》<19彴 年),第 58卷 ,

第二部分,第 196更起各頁);夫于跨界污染同題的原則,A部 分,第 3段 ,作力附

件特載于絰合組玖理事舍于 19π 年 11月 14日 通道的第C(74)釳2咢建決 ,《銓合

鉏象 《絰合組象与坏境》(巴 黎 1986年 ),第 142頁起各頁),(d)回 跡法+.l全 lg田

年通道的道用于跨界污染的回隊法蒙特利水規則,第 2奈 ,第 1款 ,(回 豚法撿全 ,

《第六十居舍洪根告,蒙特利水》(1982年 >(俺敦,1983年 ),第 13更 ;仁)1982

年 《朕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1荼 ,第 4款 ;(f)1979年 美于迒程跨界空气污染同題

公的 (E/ECE/1UlU)第 1奈 :㎏)歐洲委員全 1969年 夫于保伊淡水免受污染歐洲

公的草案第 1朵 (c)歉 ,<兄 《1974年⋯⋯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63頁

起各頁,文件 A/CN.4/274,第 374段 ),(h)歐 洲委員舍 1974年保伊回隊水道免受

污染歐洲公的草案第 1茶 (d)款 ,(同 上,第 346頁起各丌,第 S9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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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物廣,包括溶辰、愚浮物辰和其他不能溶解的物廣。
“
辰量

”
一司在有夫污染的

同題上銓常使用,特別是在
“
空气痰量

”
和

“
水慶

”
等速美表迷中經常使用°且然給

速介洞下精确的定又很雅、或許逐不可取,但速介詞一般指的是水的基本性慶和先

度.第 四,垓定又沒有提到造成污染的手段,如將物慶、能源等
“
引入”

水道。它仗

規定
“
有害交化

”
是由

“
人的行力

”
引起的°

“
人的行力

”
一般理解包括作力和不作

力;因 此被汏力比褚如
“
活助〃一美的洞更力道宜°最后;垓定又不包括

“
生物

”
交

化°尿管特外來的或新的功植物品种引入水道元疑可能肘水痰具有有害影晌 ,但 引入

此种有生机体本身一般不被視力
“
污染

”°因此,生 物交化是另立一今車貀的奈文,即

第留 茶的主趣°

(3) 第 2秦規定了水道回
“
預防、喊少和控制可能肘其他水道回或其坏境帶來

明並技害的回狋水道 〔系統〕污染
”
的一般〤夯。垓款是第 8茶所載的不91其他水道

回造成明昱嵌害的一般又夯的具体道用。本坪注下列各段梵逑了第 2款 的各种要素。
(4) 在玵污染同題适用第 8奈 的一般〤券吋,委 員套考慮到了有些回怀水道

〔系筑〕未受污染而有些則 已遭到不同程度污染的央拆情況,有盤于此,委 員套在有

美回防水道 〔系統〕污染同題上采用了
“
預防、減少和控制

”
的提法。19釳 年 《朕

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194荼 ,第 1款在有失与此共似的海洋污染同題上采用了送一表

逑法。
lUU “

預防
”
的〤夯針肘回隊水道 〔系統〕新的污染,而 “

喊少
”
和

“
控制

”
的

叉夯則針肘現有的污染°因此,只 要污染
“
可能玵其他水道回或其坏境帶來明昱韻

害
”,水道回就必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預防渚如工ㄏ、污水赴理系筑或灌溉項目等現

有或卄划的活功可能造成的新的污染°与第 22奈規定的
“
保伊

”生念系統的〤夯一

祥 ,“預防⋯⋯可能帶來明並頡害的污染
”
的火夯也包括預防此种韻害威勝的又夯。

21.

遠一又夯由
“
可能造成

”
一悟來表示。而且,与 第 22茶一祥,也道用防范行功的原

n(l,特別是大于渚如有毒、具有持象性或生物累秋性的危險物慶°21ㄎ 要求水道回

“
減少和控制

”
現有污染反映了各回的央跩,尤其是被污染的水道位于其境肉的回家

的其我°速一共域表明,人們一般愿意容忍甚至是明五的污染敬害,只 要——速是一

兄第 Z2奈坪注

兄第 22茶坪注,

(3)段
。

特別是腳注 1?9和 2UU及所附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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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重要的奈件——起源水道回正冬力將污染喊少到一介相互可以接受水平。
邪 要

求立即排除造成此种損害的現有污染在有些情況下可能手致避大的困碓,特別是肘

起源水道目的損害与遭受此种損害的水道因可能得到的益赴极其不相秝吋更是如

此°
加 另一方面,如果起源水道回未履行泣有注意的〤夯,將 污染喊到可以接受的

水平,受影咱回兵!有杈指控起源回違反了座有注意的〤夯。

(5) 同第 Z2茶 一祥,第 23荼第 2款規定
“
車狂或共同

”
采取有美措施。第 22

奈坪注 <4)段 中的坪注在幼市上作些修改,也道用于第 2S奈第 2款 °因此,水道回

位
“
草狙或共同

”
采取行功,以 預防、喊少和控制水污染遠一又夯泣被理解力泣酌情

共同采取合作行功,并且泣在公平基砧上采取此种行功°第 ZZ奈 的坪注解釋銳,采

取共同行功的〤夯源于載于奈款草案第二部分中的某些一般又夯°就第 23祭 第 2款

而言,水道回根括第 6奈 第 2款 “
公平合理地參与回隊水道 〔系筑〕的⋯⋯保伊

”
的

又夯以及根据第 9奈 “
送行合作,以便央現回隊水道 〔系統〕的⋯⋯充分保伊

”
的又

夯,在 有的情況下可能全要求各水道回共同參与央施污染控制措施的活功°
么lε 第 6

和第 9奈 中規定的遠些〤夯也与下文第 (7)段 中淡到的柲琱政策的〤夯有夫°

(6) 預防、減少和控制污染的叉夯均道用于
“
可能肘其他水道回或其坏境帶來

明昱技害的污染
’’°垓限度以下的污染不厲第 2款 的范日,但視情況也可受第22奈或

第2S奈管轄.第 2款第一句培尾提供了污染可能肘水道回或其坏境帶來明五技害的

銣 兄特別報告貝第四次報告 (《 1988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4飪

241更 ,文件 A/CN.4/412/和 Add.1和 2>,美 于第 16〔 17〕 奈草案坪注的 (ll)段 .

玵回家央跩的速一坪估也反映在最近一份肘垓泀題的全面研究之中:兄 lG.拉莫

斯,《 回隊水道的污染》(海 牙,MartinusNijhoff,1984年 ),第 349頁 °

zi’ 遠一立場与在《赫水辛基規則》中所采取的立場相符°尤其兄肘回隊法柲全

美千赫你辛基規則第 11荼 的坪淹 (<d)段 ),(回 隊法+,1舍 ,前 引#<上文腳注

147), 滲冑5U3-5U4頁 )°

’18 
此美參与和合作可有几种形式,包括提供技木援助、共同簿資、交換具体效

括和資料以及与共同參与和合作失似的形式°同祥的內容參兄《赫水辛基規則》第十

紊的坪梵 ((b)段 )(同 上,第 499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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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今例子°所拳例子前有
“
包括

”
一洞,遠表明并不褒括全部情況,而 只是力了悅明

而已。升回隊水道 〔系統〕的污染可能不仗肘
“
人的健康或安全”

或肘
“
水的任何有

益 目的的使用
’’219 

帶來頡害,而且逐肘
“
回隊水道 〔系統〕的生物資源

”
、依靠水道

生存的植物群、功物群以及与水道有美的各种舒道方便帶來損害°
2含。 其他水道回的

“
坏境

”
提法意在包括特別是后一美岡題。

z21 
因此它比第 22茶 的主題回隊水道 〔系

統〕的
“
生杰系統

”
概念更戶 .

(?) 第 2款 第二句要求水道回在預防、喊少和控制水污染方面
“
采取措施林凋

它們的政策
”°速一又夯基于荼的慣例 ,z22 而且在 19釳 年 《蚨合回海洋法公的》中

有相位的規定 (第 194奈 第 1款 ),它焚理的是各回由于在目豚水道 〔系統〕的污染

2I. 
委員舍承汏有人可能舍汏力

“
肘水的使用⋯⋯技害

”
的悅法不大合适,但是 ,

至少在其工作的目前險段,委 員舍不愿意用另一表述法 (如 “
干涉肘水的使用”),因

力如使用其他表迷法可能使人戶生每次說明是否都采用統一杯准的疑泀°現用的措

洞元疑表明所有的說明都采用了同一杯准,即 明昱韻害的杯准。
’’° 此熒舒道方便可包括如力娛呆或旅游而使用水道°

221 
玵水道回“

坏境
”
的明五污染撮害逛可能包括以水侍疾病或其侍染媒介形式

肘人的健康造成損害。且然第2款 明确提到了肘
“
人的健康

”
的損害,但 与水的使用

沒有直接夫系的其他形式的明昱損害也可能是回豚水道 〔系統〕的污染造成的°
222 

有美水污染的回隊+.1洪 通常都將+.+凋 有失水道回的有美政策和杯准作力它

們的一項明示或暗示的目林°不管祕洪涉及保伊湩╨ (如 兄19U4年 《法回和瑞士夫

子管制迪界水域捕色的公的》(上 文腳注 188(c),第 17荼 >,逐是涉及預防肘若干

使用的不利影喃 (如 兄196U年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同夫于《印度河水域奈的》(朕合

回,《奈的集》,第 419卷 ,第 125頁 第4奈第lU款 >,逐是涉及央豚規定水辰杯准和

目林 <如兄1978年 《加李大和美回之同夫子大湖水反的1.1定 》(兄上文腳注 187,第

二恭),都是如此°因此,林淍的其現可通道1.i商決定具体政策和杯准或規定污染不

得超越保廿某一資源、使用或道宜坏境所需的程度°一殺參兄特別拒告長第四次報告

中肘水污染的回狋1.1玟 的捻迷文件 A/CN.4/412/Add.l和 2(兄上文胸注135),第

39-4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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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采取不同政策,或道用不同林准而銓常戶生的同題°例如,如果甲水道回采用的

杯准相些尸格,而 乙水道目的林准沒有如此尸格 ,如果江明都是不合道的,則 乙回校

克松的杯准可能使甲回預防、喊少和控制其境內那部分水道的污染所作的努力元法

奏效,或者 ,至 少降低了送些努力的价值。此美同題遇毗郃水道、跨回界湖泊或蓄水

居、上游回家的政策和杯准比下游郤目的克松等情況下,就表現得非常突出°但在其

他情況下也可能戶生此美同題°例如 ,下 游回家珓克松的杯准可能肘回游到上游回家

的直美造成頡害。+.+琱 各水道回美于水污染的政策將有助手喊密或避免這些回題°柲

琱政策的又夯就是更具体執行載于第 6和 第 9奈 ,并 在上文 (5)段 中提及的一般又

夯,特別是第 9奈規定的水道回
“⋯⋯送行合作,以便其現回豚水道 〔系筑〕打⋯⋯

充分保伊
”
的叉夯。在此,遠 意味著水道回泣真誠合作,以 其現和保持彼此的水污染

政策的+.+琱 一致。因此+.1琱 政策的避程有兩居不同的意〤:第 一,怭淍的初步兵現往

往需要若干步驟或險段;第 2款 中
“
采取措施

”
一悟表明:垓款赴理的正是迪程的速

一方面°第二,即使央現了政策的林琱,通 常仍需要不斷的合作努力,以 便在茶件改

交的情況下保持1.1凋 °整介避程必然取決于水道目之同林商一致的意見.但 不管怎

釋 ,林琱的意見并不意味看各回政策必須一致 ,而 只意味看必須避免或消除政策之同

的扺蝕之赴°

(8>第 §款要求,水道回如有一回或一今以上的回家提出清求,即 垃送行林商 ,

似定按其危險性位加以特別管制的物痰的清車°此美物慶主要是有毒、持久或生物秋

聚物辰°在若干回隊+r+快 和其他回隊文串中遵循了似汀的清車 ,确 定哪些物慶排入回

拆水道泣予禁止或寺ㄇ管制的做法。
22a 

因遠些物辰具有特殊的危險性和持久性,各

抽 如兄 19仙 年《保伊某苗河免受化掌污染公的》,(朕合國,《 奈的集》,第 H24

卷,第 3?5瓦 ),1田8年 《加李大和美回夫子大湖水痰的怭定》,(兄上文腳注 187),

又凡歐洲委員舍的保伊回狋水道免受污染歐洲公的草案, (兄 上文腳注 213

(h)>,回 隊法研究院 19” 年通道的 《美于河流和湖泊污染与回隊法的雅典央坡》,

(兄上文腳注 213Φ )第 3茶第 2款 :以及回豚法秘合 19BZ年通道的 《美于在回隊

流域水污染的蒙特利示規則》第2奈 ,(回 豚法I.1全 ,《 第十六屆舍以報告 (蒙特利水 ,

19B2年 )》 ,第 13和 SS5頁起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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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規定肘速些物慶排放加以寺鬥的管制。事寀上最近若干涉及遠些物反的林以 ,其 目

杯就是御底趺有夫水道中清除遠些物反
22t

(9> 特別報告長第四次報告肘回坏協定、回防組象的工作、回坏法院和法庭的

判決和其他几例怔興第 23奈 的回家慣例作了洋鄉的具有代表性的概括說明。
22弓 最

近的一項研究根告列拳了88項 “
載有夫于回隊水道污染的其慶性規定

”
的回萍林

定 .’

’‘ 有美回坏法的回眛非政府組象和青家小組在遠方面的工作一向都特別車

富。
ε2’ 速些杈威性文件怔明各回很久以來就美注回隊水道的污染向題°由于水污染

日益尸重,各 回越來越放洪到自然和人美之同密切的相互依存美系,已 加緊努力赴理

送一日題。上逑考慮在第 23奈 中有所反映,垓奈載有「系列一般〤夯,厲 保伊水道

回免受污染所必需的又夯°

(9主 223致 >

海洋污染方面也使用了同祥的亦法。尤兄 19” 年《夫于防止傾卉度物及其他物

慶早致海洋污染的俺敦公的》,(朕合回,《 奈的集》,第 1U46卷 ,第 12U頁 )° 垓怭以

將宥害疲物分力三美:完 全禁止排放的疲物,需 壢事先特并才能排放的度物和只需事

先一般允許就可排放的疲物°

’2‘ 此美協洪在上迷腳注里有央例°

〞2ㄎ 文件 A/CN.4ul2和 Add.1和 2,(兄上文腳注 135),第 38-87段 °

’26 
拉莫斯,前 引中,(上文腳注 216),124兵 起各頁°又兄J.J.A薛水ㄇ在回

豚法研究院就
“
水栖地保伊〤夯

”
的研究所送行的琱查,載于 (《 回豚法研究院年刊 ,

199g年 》,第 58卷 ,第一部分,第 195更起各頁,又兄 268頁起各烎)。

’a’  回豚法研究院和回豚法柲套尤其如此。夫于回豚法研究院,尤 兄 1979年

ㄍ大于河流和湖泊污染与回狋法的雅典決玟》(上 文腳注 213(b))。 美于國豚法林合 ,

兄 6赫本辛基規則》(上文腳注 14?),第 九至十一奈:1蚺2年 《美于回隊流域水污染

的求特利水規則》(上 文腳注 Z23),以 及 1986年通道的 《夫子回酥地下水的汊城規

則》,第 3奈 ,(回 泳法林舍,第 六十二居舍洪根告,汊城舍坡 (1gs6年 ),(俺敦,1987

年),第 2Sl頁起各更)° 又兄世界坏境与友展委員套坏境法青家小姐適避的《坏境保

伊与持袋友展的法律原Rll和建洪》(兄上文腳注 173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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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奈 .引 迸外來物种或新物种

水道回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防 止把可能肘回隊水道〔系統〕生念系筑有不

利影晌汏而肘其他水道回造成明昱撮害的外來物种或新物种引送回豚水道〔系統〕。

坪  注

(1) 外來的或新的植物或功物物种遊入水道,舍破坏其生念平衡 ,造成尸重同

題,包括阻塞送水口和机器、影晌娛/fx、 加速海藻污染、打說食物网、又銫其他一些

往往厲珍貴的物种和侍播疾病°外來物种或新物种一旦送入水道 ,往往很堆根除。第

鈕 奈爽理速介鬥題的亦法是要求所有水道回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遠些物种送入

水道°就此同題有必要另淡一奈,因 力正如已指出遊的那祥,第 23奈第 1款所載的

“
污染

”
的定〤并沒有把生物交化包括遊去。

2侈ε 1982年 《琺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196

各第 1款有一項夫子保伊海洋坏境的英似規定。

(2)“物种
”
一洞把植物群和功物群都包括在內,即 把植物、功物和其他有生机

体都包括在內。
’2°  “

外來的
”

一洞是指物种非本地生,而 “
新的

”
則包括基因改交

或通道生物工程制造出來的物种。放所用洞悟可以看出,第 24奈 只涉及向水道引迸

速美物种,不涉及直美莽殖╨或在垓水道以外送行的其他活功°
2s°

(3) 第 24奈要求水道回
“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
防止引迸外來物种或新物种。遠

一措洞在 1982年 《朕合國海洋法公的》第196奈 也采用ㄝ,表 明水道回泣承其所能

送行研究,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防 止政府机构或私人把外來物种或新物种引迸水

道。此項文夯是庄有注意的〤夯 ,如 果水道回力防止引送送美物种而按一般常情力思

所能,就 不能汏力不履行又夯°

(4) 水道回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防止的
“
引送

”
是

“
可能肘回坏水道 〔系

統〕的生念系統有不利影晌、放而肘其他水道回造成明昱掁害
”

的
“
引送

”
°委員

奶 兄第 ZZ奈 的評注第 (2)段最后。
m. 

所以垓未活也包括了青生物和侍病媒介°

’.. 然而可能需要采取這些的預防措施,防止遠美活功所涉及的任何外來物种

或新物种不慎送入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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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也汏力,肘于向目狋水道〔系統〕引迸外來物种或新物种的任何同題都泣扱力瑾慎 ,

同時本奈款中規定的有夫法律又夯庄与第 8奈 中的忌則保持林凋一致。由于外來物

种或新物种的有害影晌几乎毫旡例外地首先反映在水道生念系統里,所 以第 24奈反

映了物种的
“
引迸

”
与明昱技害二者之同的遠种朕系。和第 23奈第 2款 一祥,使用

“
可能

”
一洞表明力防止外來物种或新物种可能帶來的十分尸重的鬥題,有 必要采取

防范行功°且然力了強琱
“
坏境

”
一洞用在第 23茶第 2款里,但是在第 24奈 里 ,

“
肘其他水道回造成明昱韻害

”
元疑也指玵那些國家坏境的技害°最后,力 防止外來

物种或新物种,不伙可能需要草貀行功,而且也可能需要采取朕合行功°送一魚和保

伊回豚水道 〔系統〕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一祥°

第 2S奈 .保 伊和保全海洋坏境

水道回座考慮到普遍接受的回隊規則和杯准,草狌或共同采取一切有美回

坏水道 〔系統〕的必要措施,以保伊和保全包括河口潛在內的海洋坏境。

(l) 第 2S奈 涉及由回拆水道 〔系統〕帶給海洋坏境的日益尸重的污染同題。且

然此种污染肘包括河口洿在肉的海洋坏境的影晌仗在不久以前才得到承汏,但 是目

前已有許多+.1定 都直接或同接地談到速一同題°特別是,19釳 年 《朕合目海洋法公

約y“  和有失各匡域海洋的公的
2s2 

中都确汏

一

不趺時地來源肘海洋坏境造成污

染韻害的〤夯°

<2) 但是,第 25奈規定的叉夯不是保伊海洋坏境本身,而 是
“
肘回豚水道 〔系

’Bi 
兄公的第 194茶 ,第 3ㄑa)款和第 2研 荼°

2.2 
例如 ,兄上文腳注 199所 引的+.+定 °亦兄美于保伊北海的石次部米級回狋套

以的宣言:第 一次日豚舍洪 (不菜梅,19肛 年 1U月 31日 -l1月 1日 >(兄 B.呂 斯特

示和 B.西姆馬編 ,《 回豚坏境保伊》,《恭的和有美文件》,洭編二 (多 布斯 .螢 里 ,

N.Y.,《 大洋洲出版物》>,第 ⅡB卌 (1991年 5月 ),Ⅱ /B/U1一l1-84),第 二次日隊

舍洪 (俺 數,1987年 l1月 24-2S日 )(同 上,II/B/291187>;和 第三次回隊合以

(海牙,199U年 3月 8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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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
采取必要措施,以 保伊海洋坏境°水道回根据第2s荼所女有的〤券不同于第 22

至第鈕 荼的〤夯,它是后者的朴充°因此,可 以想象一水道回通道某一回隊水道

〔系統〕的污染而玵某一河口洿造成技害,卸 沒有違反不肘其他水道因造成明昱技害

的叉夯:第 25茶則要求所涉水道回采取必要措施保伊和保全垓河口灣。

(3) “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
的說法在幼市上作必要的修改同第 24荼 的意〤相

同。
23s 

在本奈中,水道回庄采取其在財政上和技木上所能姼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

“
草狌或共同

”
遠一措泀在幻市上作必要修改同第釳 奈

川 和第 23茶 第 2款 2砳  的

意又相同°因此,水道因位酌情共同采取合作行功,以保伊海洋坏境免遭回隊水道

〔系筑〕帶來的污染。此种行功座在公平的基砒上送行,就是說水道目參与有夫措施

的又夯相位于其好海洋坏境的技害或其威勝所久的責任°
“
保伊

”
和

“
保全

”二洞在

幼市上作必要修改与第 22奈 的意〤相同。
23‘ 在本奈中,“ 保伊

”
的〤夯包括肘回豚

水道〔系統〕采取必要措施 ,以 保伊海洋坏境免遭污染和新的或外來物种之害的〤夯 .

“
海洋坏境

”
被理解力,特別包括水、海生功植物以及海床和洋底 ,23’  但不影嗨其在

19B2年 《朕合回海洋法公夠》和其他回豚林定中的含又°

(4) 第 2s奈升始有
“
考慮到一般接受的回隊規則和林准

”
的措洞 ,lg82年

《海洋法公的》也曾采用此悅法2’♂ 它既指一般回隊法規則,也指由回隊+.1定 派生出

的規則以及回家和回隊組狄根据遠些+.l定 通道的杯准°
2’° 水道回在規划和挑行根

据第笳 奈所要采取的措施吋,泣 考慮到遠些規則和林准,以确保此种措施与任何有

美保伊和保全海洋坏境的道用規則和杯准保持一致°

2●凈 兄第 24奈坪注 (3>段
。

23‘  兄第 22荼坪注 (4)段 °

2.5 
兄第 23茶坪注 (9段 °

2s‘ 凡第 ZZ奈坪注 (3)段 °

’’? 1982年 《朕合回海洋法公夠》沒有界定
“
海洋坏境

”
一洞°但在第 1茶第 三

a)敖中界定了
“
海洋坏境的污染

”°

’’8 
例如,兄公的第 211奈 ,第 2款 °

’3° 尤兄上文腳注 ZSl和 2B2中 提到的各种+.1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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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部 分

有害狀況和緊急情況

第 26奈 .預 防和喊輊有害狀況

水道回座草獵或共同采取一切道些措施,預 防或喊楚由于白然原因或人的

行力所造成,可能升其他水道固有害的狀況,例 如洪水或冰情、水侍染病、淤秋、

侵蝕、益水侵入、干旱或沙漠化°

坪  注

(1) 第加 恭涉及有美回酥水道 〔系筑〕可能肘水道固有害的各种
“
狀況

”°呈

然韻害究竟是由狀況本身逐是由其彩晌造成的回題也忤逐有爭玟,但有一魚是不容

且疑的,那就是拳几介力例 ,褚 如洪水、浮冰、千早和水侍染病等等同題給水道回造

成的尸重后果°第加 奈涉及預防和喊輊此种狀況,而 第 27奈則涉及水道回在位付其

隊友生緊急情況吋的又夯.些 然,根据第加 荼所要預防和喊輊的某些
“
狀況

”,如 洪

水和浮冰,可 能其隊早致第 2?奈所涉的一美
“
緊急情況

”
。但是,預 防和喊牷速些狀

況所需的措施是預期性痰的,因 此与那些涉及位付緊急情況的措施很不相同。

(2) 如第 22、 23和 巧 奈一祥,第 26奈要求
“
草狂或共同

”
采取有夫措施°如

同那几介奈款一祥 ,遠 一措甸所道用的也是第 6荼規定的公平參与的一般叉夯。要求

水道回采取
“
一切道些措施

”
意味看它們要采取道合有失情況、并且根据有美水道回

的情況看來是合理的措施。因此,此項〤夯要求水道回冬其最大努力預防和喊輊有美

狀況,其中要考慮水道回在了解遠些狀況的手段及其采取必要措施的能力方面所具

有的能力°

ㄑ3) 第 2● 奈所涉狀況可能是由于天然原因、人力或兩者第合所造成。
2‘° “

天

然原因或人力
’
速一悅法包含了遠三种可能性°互然各回不能預防瑰系天然原因而友

生的現象,但 它們卸可做各种工作來預防和喊楚此种現象所造成的有害狀況°例如 ,

B.. 
例如,洪水和淤秋可能因砍伐森林加上暴雨所致°或因地度毀坏堤垠也可能

引友洪水°

—— 132 ——



通越修建水庫、植村造林或改善流域管理做法,有 可能預防洪水或喊鞚其尸重程度。

速美措施必須冬可能根据有美地匡的水文、气象情況數据和資料了先采取。

(4>第 26奈末尾所列各种狀況并非洋冬元遺,但 卸包括了垓荼打算涉及的大部

分主要同題°垓恭所涉及的其他狀況包括排水和水流堵塞同題°干旱和沙漠化乍看似

乎与提到的其他泀題不相絲 ,因 力,与 其他同題不同,它們是因缺水而不是由于水的

有害影咰所造成°但是,肘水的不道些的管理做法可能舍尸重加引干旱的影晌°
24】

位于受干旱和沙漠化影晌地區的回家已表明它們決心送行合作,以 控制和喊輊速些

岡題 .2‘

2 
盤于遠些同題之尸重,盤于水道回之同的合作行功能移大大有助于其預防

或喊牷,因 此第 26奈 明确提到了遠些同題°

(5)第 26奈 規定可以采取的措施多种多祥,放定期和及時交換有助于預防和威

牷有夫狀況的教据和資料到采取一切合理步驟确保在一水道因領土內送行的各种活

功不至引起可能有害子其他水道目的情況°遠些措施逐可包括就共同措施的親划和

執行送行磋商,元 淹其是否涉及工程的建殶 ,以及撰与夫子╨已采取措施的效益的研

究報告°

(6) 第 2c奈 的依据是許多奈的
2‘3 

的規定、各回胚法院和法庭的判決、回家慣

’.l 如兄 《朕合回水套玟根告》(上 文腳注 195),第 三部分 ,第 五章,第 112更 .

242 
如兄 伍)198U年 《美于淡立尼日本河流域管理局的公的》第4奈 第 (2)款

,

第 <c)(iv)項 ,其 中規定管理局泣負責丹展有美
“
預防和控制干旱和沙漠化⋯⋯”

的活功,<朕合回,《 自然資源/水洭編第13母 》(上 文腳注185),第 “ 頁)。 (b)1993

年 《夫于設立#赫勒早文控制常沒回家同委員舍的公的》,第 4奈 ,(i)和 (iv)項
,

(兄 A/9178,附件二)。

“ 例如,兄 回沶水資源法委員舍 1972年 向回狋法+.1舍 提交的報告,垓報告第

二部分 (洪水控制)系 統地收集了有失洪水的各种茶的規定.(回 酥法+.-舍 ,《 第五十

五居舍放報告.組的,1g?2年》(俺教,19π 年),第 們 烎起各頁°其中并多秘定要

求送行磋商、通知、交換效据和資料、采用報告系統、編耳琱查和研究報告、規划和

執行洪水控制措施以及采用和牮修各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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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其他怔据和回妳組象的工作°
2‘( 

特別根告長的第五次報告
a‘ε 概括并分析了

送些依据中有代表性的其例。

第” 茶 .緊 急情況

1.力本奈款的目的,“ 緊急情況
”
是指玵水道目或其他回家引起或立即有

可能引起尸重技害的情況,速种情況是由于自然原因例如洪水、冰巔解、山崩或

地度,或人的行力例如工╨事故所突然引起。
.

2.在其領土內友生任何緊急情況時,水道回泣毫不退延地以現有最迅速

的方法通知其他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和各主管回狋組象°

3.在其領土內友生緊急情況的水道回垃与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和适些吋与

各主管回隊組象送行合作,立 即采取具体情況下所需的一切其阡可行的措施 ,以

預防、喊牷和消除垓緊急情妮 的有害影晌。

4.如有必要,水道回泣酌情与其他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和各主管回隊組象

送行合作,共 同似汀泣急卄戈l,以泣付緊急情況°

坪  注

(1)第 27荼涉及水道回在位付央隊友生的与回坏水道 〔系統〕有美的緊急情況

吋的〤夯,与 涉及預防和喊楚可能肘其他水道回有害的狀況的第 %茶完全不同°
2‘ 6

第 27奈 由四款組成,如果載于第 1款 的定〤移到第 1奈 ,則 本奈可喊力三款。

(2) 第 1款給
“
緊急情況

”
一詞下定〤。定又包含若干要素,力 了洗明起兄逐

列拳若干例子°正如定又所蛻 ,“ 緊急情況
”
必須肘水道回

“
或其他回家

”
造成或立

即可能造成
“
尸重損害

”
情況。所涉技害的尸重性以及緊急情況出現的突然性是采取

垓茶要求的措施的根括。
“
其他回家

”
一洞是指可能受緊急情況影晌的非水道回家.遠

... 
尤凡回沶法林舍1972年 通道的夫子洪水控制的奈款,与 夫子垓奈款的坪淹

一同我于回隊水資源法委員套的報告第二部分 (同 上)。

... 文件 A/CN.4/1Zl和 Add.l和 2(兄上文腳注 135),第 6117段°

. 
本致涉及紫急情況定〤,可能移至美于用活的第1奈 °

... 
兄第 2e奈 的坪注 (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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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回家一般力沿岸回,可 能因例如回豚水道把溢出的化苧物辰引入海中而受撮害。枸

成漿急情況的情況必須是
“
突然

”
友生的°然而速并不一定是說速种情況必須是完全

出乎意料的。例如,根据天气形勢可能預先得知洪水有可能友生。由于速种形勢
‘
升

水道回立即可能造成⋯⋯尸重韻害
”
,所 以洪水可能以其領土戶生的水道回泣根据第

2款規定的〤夯通知其他可能受送种緊急情況影晌的回家°最后,遠种情況可能是由

于
“
天然原因⋯⋯或人力原因”

造成°冬管一水道回肘于在本回完全由于天然原因戶

生的緊急情況肘另一水道囝造成的有害影晌很可能不需久任何賠僗責任,但是第 2

和 3款規定的又夯逐是道用于速美緊急情況的°2‘ ?

(3) 第 2款要求在其領土友生緊急情況的水道回
“
毫不退延地以現有最迅速的

方法”
通知其他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和各主管回狋組象°其他一些回坏文串也含有美似

叉夯 ,例 如 1986年 的夫子及早通報核事故公的
2‘8 (第 2茶 ),1982年 的《敢合回海

洋法公的》第 198奈 以及若干涉及回昹水道的林定。
2‘’ “

毫不退延地
”

一同意指得

知緊急情況后立即通知,“ 以現有最迅速的方法
”
送一措詞意指泣使用現有最快速的

通信手段°揪予通知的回家并不限于水道回,因 力正如上文已解釋的,非水道回也可

能受緊急情況的影晌°第 2款逐要求通知
“
各主管因坏姐象”

。送美組象必須是依据

其基本的章的規定有資格參与虛付緊急情況。在大多數情況下,遠 美組象是由水道回

建立的,其取黃之一就是赴理緊急情況。
2s°

(4> 第 3款要求在其領土內友生緊急情況的水道回
“
立即采取一切美隊可行的

措施,預 防、喊牷和消除垓緊急情況的有害影晌
”
°91付 大多數由于人力原因而友生

的緊急情況的最有效行功是在工╨事故、船只擱洩或其他事故友生吋采取的行功°但

z.’  因此,違反其中任何一項又夯便早致有夫回家的責任。
卸 原子能机构,《 法律洭編》第 14期 (堆 也納,1987年),第 1頁 。
於 如兄 199● 年的《保妒菜茵河免受化苧污染公的》,第 ll奈 (上 文腳注 223);

199B年 6加命大和美回大湖水辰的柲定》(上 文腳注 187);以 及 19η 年法回和瑞士

之同夫子女女炎翟 日內瓦湖水意外污染的机构干預的1.+定 ,(瑞 士 ,《 Recuei︳ des1Uis

fδd6raIes,1977》 ,第 22U4更 )°

25° 例如兄 1976年 《保伊菜苗河免受化爭污染公的》第 11奈 (上 文腳注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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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款只要求采取一切
“
央狋可行的

”
措施,意指可行的、可用的、合理的措施°此

外,需 要采取的措施只是
“
根据情況需要

”
而采取的措施,意 指緊急情況的其阡情況

和肘其他國家可能戶生的影晌速兩者怔明有必要采取的措施°和第 2款一祥 ,第 3款

也預兄到存在主管回隊姐珠例如朕合委員舍的可能性,水道回在采取必要的措施吋

可能与速祥的組玖合作.最 后垓款逐規定了与可能受影晌的回家(仍 然逐包括非水道

回)的合作。速种合作在下列情況下可能尤其道宜:毗郃的水道,或有可能受影晌的

回家可在友生紫急情況的水道回領土上提供援助 .

(5) 第 4款包含一項与前兩項所載又夯性辰不同的〤夯,因 力它要求采取預先

行功,而不是泣急行功°力泣付可能友生的緊急情況而似汀垃急卄划的必要性現已得

到公汏°例如 1982年 的《朕合國海洋法公＿●●》第 199奈規定,“各回泣共同批汀和促

送各种泣急卄划,以 垃付海洋坏境的污染事故°
”

(6) 第 4款 中的又夯受
“
如有必要

”
一切的限定。遠是承汏如下事其:某些水

道回和回隊水道〔系筑〕的情況可能怔明不值得力似汀泣急卄划而花費那祥的功夫和

金我、速炎卄划是否有必要,取 決于——例如—— 水道白然坏境的特魚,肘垓水道及

嗨近土地區域的使用是否表示有可能戶生緊急情況。肘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回豚水道

〔系統〕未悅似汀泣急卄划即使不是地肘必要,也很可能是道宜的,因 力送些卄划有

助手避免肘財戶、健康、水道的生念系統、舒道方便及海洋坏境的不必要損害°

(7) 冬管水道回肘于揪訂座急汁划女有主要責任,但在許多情況下,在似汀汁

划吋座些与
“
其他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和各主管回狋組象”

送行合作°例如,建 立有效

的警根系統就可能需要在遠今特定領域具有管轄板的其他非水道回和國拆組象參

加°此外,座 急努力的林琱工作交由有夫回家建立的主管回隊姐玖久黃可能最有效°

在送种情況下,第 4款要求水道回与其他回家和任何有美的回酥組象送行合作°

D.請 求提出坪梵的回題

313.委 員舍玫迎各回政府在第六委員舍或以串面形式提出意兄,特別是肘特

別報告見在其第六次報告 (A/CN.4/427和 Add.1)中 建快的附件一 (奈款的執行 >

所我的紊款草案友表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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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國 家 責 任

A. 早言

3∥.玵 于
“
回家責任

”
送介寺題的荼款草案,1975年 委員舍第二十七屆合洪

通道的患卄划沒想的第构如下:第 一部分涉及回杯責任的起源;第 二部分涉及回豚黃

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 ,委 員合可能決定列入的第三部分可能涉及解決爭端和履行回

隊責任的同題°
知

315.198U年委員全第三十二屆舍玟一旗暫時通道了美于
“
回拆黃任的起源

”
的

奈款草案第一部分。
’‘2

316.委 員套第三十二屆合洪也弄始常坡美于
“
回隊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

”

的奈款草案第二部分°

317.委 員舍杕第三十二屇套以至 (1986年 )第 三十八屆套玟共常洪特別拫告

貝威廉 .里 普哈根先生提交的涉及奈款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 (“ 履行
”回隊責任和解

決爭端)的 第七次拫告,知 第七次報告有一市 (在 第三十八屆舍以上既沒介紹也沒

有甘稔)載 有奈款草案第一部分送行二旗的准各工作情況,涉及各回政府肘第一部分

中的奈款草案的串面坪梵。

2sl 
《19巧 年⋯⋯年鍙》,第 二卷 ,第 茄 59更 ,文件 A/1UU1U/Rev.1,第 SS-S1

段°

用 《198U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U頁起各頁。

zs’ 特別根告長的七次報告裝載如下 :

初步根告‘《198U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U7頁 ,文 件 A/CN.4/

33U;

第二次振告 ;《 1981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79英 ,文件 A/CN.4/

344;

第三次報告 :《 1982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Z2頁 ,文 件 A/CN.4/

354和 Add.1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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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1986年 委員舍第三十八屆舍坡錯束吋,其有美奈款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

的工作送入了如下險段 :

(a) 一滾暫時通道了第二部分第 1至 5奈 戶
‘

(b) 第二部分第 6至 16奈草案送交起草委員舍;2$

(c) 第三部分第 1至 5奈草案及附件
2’. 

已送交起草委員舍。
2s?

319.1987年 委員套第三十九屆套快任命加埃塔渃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力回

家責任寺題的特別根告貝。1988年委員舍第四十屆舍坡收到了特別拫告貝有夫垓寺

題的初步報告
加 以及一日政府就孩奈款草案第一部分奈款友表的評梵和意

(9主 253填 )

第四次報告 :《 1983年 ⋯⋯年荃》,第 二卷〈第一部分 ),第 3頁 ,文件 A/CN.4/

366和 Add.1),

第五次報告 :《 1gs4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1更 ,文件 A/CN.4/

38U,

第六次根告 .《 1985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3頁 ,文件 A/CN.4/

389,

第七次根告 :《 1986年⋯⋯年筌》,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頁 ,文件 A/CN.4/

397和 Add.1°

2s4 
夫子案文 ,兄 本章 C市 °

2s6 
美于 案文 ,兄 《1985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2U21更 ,腳 注

66°

?.. 
美于案文 ,兄 《1986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35-36更 ,腳 注

86°

2’’ 夫子委員舍到 1986年力止就本寺題所作的工作的全面石史回厥 ,兄 《1985

年⋯⋯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 19頁起各頁,第 1U2-163段 :和 《1986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35更 起各頁,第 4U-65頁 °

2s8 
《1988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6頁 ,文件 A/CN.4/416和

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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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 1989年委貝合第四十一屆合洪收到了特別報告長的第二次技告。
2‘° 委員舍

第四十一屇舍洪常洪了初步拫告,并將其中所載的荼款草案第二部分第二章(回 隊達

法行力戶生的法律后果)新 的第 6和 7奈送交起草委員舍°
知

B.本屆合洪常啵送↑青題的情況

32U.199U年 6月 5日 至 15日 和 ?月 3日 ,委 員舍本屆舍洪第 2168至 第 21石

和第 2185次 舍洪常玟了特別技告貝 19帥 年提交的第二次根告 (A/CN.4/蛇 5和

Add. 1>。 262

321.辦 梵錯東時,委 員舍第 2185次舍以決定將特別根告貝第二次報告中提出

的奈款草案第二部分新的第 8、 9和 1U筡送交起草委員合。
2°‘

1.一般亦法

322.特 別報告貝悅,他 的初步根告封棯了除第一次拫告中付捻的停止和恢复原

狀以外的回隊不法行力(違 法行力)所 戶生的其慶后果。他常查了三今另外后果:等值

賠儅、彳卜佳和保址不重犯。根告逐甘捻了戶叉上的達錯肘賠儅的形式和程度的影晌.

323.特別報告貝指出,在 較力洋匆地甘治朴救方法之前 ,必須先穹查影晌到他

升他所提出的第 8、 9和 1U奈草案的亦法的一些一般性廣的同題。正在概念化的朴救

方法中的一↑重要同題是肘仿害或損害提供每一种可能的*卜 救方法°

324.特別報告員指出,賠儅通常指你朴被仿害回遭受的
“
物慶

”
技害。朴儅通

常指你帝卜被仿害回在東眷、尊戶和威望及其
“
主現杈利

”
所受的

“
精神

”
損害°但是

同上,第 1頁 ,文件 A/CN.

《1989年⋯⋯年鈭》;第 二卷

4/414°

(第 一部分),第  頁,文件 A/CN.4/425和26。

Add. 1°

2m 
美于特別報告員在初步根告中提出的第 6奈 草案案又 (停止持笨性的回隊

不法行力)和 第 7奈草案案文 (恢 复原狀),兄 《1989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二

部分>,第 7273烎 ,第 229-23。 段°

含62 
兄上文腳注 26U。

εm 
兄下文腳注η1、 289和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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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痰

”
和

“
精神

”
速兩介形容洞 ,未 能确切表示賠儅和朴儅分別包括的損害方面°一

方面,金我賠儂据林只是你朴物瘚技害,但 目的也是賠儅被仿害回回民令人道受的精

神損害°而朴儅不是你朴一回回民受到的精神損害,而仗是 9,I.朴 一回 (作 力回豚人格

者>在 東啟、尊尸、威望及
“
主現杈利

”
道受的精神損害:此种頡害秘力肘受害目的

精神損害°因此有必要分清回民道受的精神損害和國家遭受的精神扳害。

3箹.美于特別是回民的精神振害,特別拫告員注意到,思管回家法律体系之同

不一致,但 回隊法規定肘送种擬害提供賠儅 ,以 此作力垓回進受的主要板害的一介鈕

成部分°特別拫告貝例拳了有夫速介回趣的一介主要案件—— “
戶西塔尼正景案件

”

(1923年 )。 垓案件的仲裁人得出錯淹說,大 陸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承汏侵犯私人杈利

所造成的損害°
z°‘ 仲裁人的避一步的第梵是,回 l/rN法 肘精神痛苦、感情仿害、屈辱、

址辱、有辱人格、喪失社全地位或損害↑人信替和戶替均提供賠儅。肘于仲裁人來悅 ,

送些頡害都是其豚的,不 能仗仗因力它/I踓 以通迸金我林准未衡量就說它移不上文

隊頡害,也 沒有充分理由伏力受害人不泣得到賠儅。仲裁人送一步指出,速种頡害并

不是一种恁爿。特別才艮告昃指出,“戶西塔尼皿景案
”
不是一种例外情況,其他回吥

法庭也肘精神損害給予賠儅°
2‘‘ 然而,速种肘介人的精神技害 (可 能折大到作力私

人的回家代理人)泣 同肘回家的精神技害匡男║弄來。

3“ .有 些作者把玵回家的精神技害看成是侵犯 回家的
“
主現叔利

”
,266

2‘‘ 朕合國,《 回所仲裁裁央集》(以 下林 UNRIAA),第 七卷,第 32頁起各頁 ,

兄第 SS兵 。
2‘’ 特別報告員援引

1113頁起各頁),Gage案

(19U3年 )(同 上 ,第 十卷 ,第 印7-598英 〉,HeirsUfJeanManinat案 (19U5年 )(同

上 ,第 55頁起各頁)和 Grimm案 (1983年 )(兄 A/CN.4/425和 Add.1,第 12段

末尾)(IntemationaILawReports(Cambridge),voI.71(1986>,pp.65Uetseq,at

p. 653)°

2.°

兄例如 D.AnziIotti,CoursdedroitInternationaI,vo1.I(Frenchtrans.by

G. GmelUf3thItal道ned.>(Paris,1929),Pp. 493-494.

—— 14。  ——

了科孚海峽案 (1931年 )的例子 (UNRIAA,第 二卷,第

(19°3年 )(同上,第 九卷,第 釳6頁起各頁),Ⅲ Caro案



而其他人則秣它力政治撮害°
2‘? 

特別報告貝似乎次力 ,“ 政治
”
一洞很可能是力了強

凋些精神頡害更直接地影晌到回家主杈厲性和回隊人格●l它所具有的
“
公共

”
性辰 .

特別報告貝汏力,肘 回家的精神板害包括 伍)侵犯回家杈利本身和 (b)撮 害國家尊

尸、東啟或威信。特別報告員汏力,回 家的精神頡害包括:(a)回 家叔利本身這到的

侵犯和 (b)國 家尊尸、東替和威望受到的損害。他將前者秘力
“
法律

”
或

“
司法”

上

的板害。此种頡害來自肘被仿害目的
“
主現杈利

”
的任何侵犯 ,不梵任何其他形式的

技害是否存在。
(a)和 (b)兩种技害均泣理解力受害回遭受的精神技害。

327.特別技告貝逐解釋悅 ,冬管肘兩者作了區分,冬 管肘兩者的賠儅在原Hll上

(垤 常也在央狋上)由 金我賠儅和朴儅遠兩种不同的才卜救方法未其現,但 肘于受害回

的物辰和精神損害 (如 界定的那祥),在 判給才卜救亦法時仍常常被混淆°具体而言,一

日遭受的精神損害,打↑比方,舍被金我賠儅所
“
合并

”,因 此,乍 一看,精神振害

的具体ㄔ卜救方法似很堆看出°不避,如更仔如地看一下回豚判例和外交其跩 ,就可得

知受害回所受的精神技害,已得到特殊賠佳,此种賠儅可划力才卜儂°

328.美 于
“
物廣

”
損害和

“
非物慶

”
或

“
精神

”
技害之同的匡別,委 員舍犬多

數委員葵同特別拫告貝的志的前提,即 一回或介人由于回隊不法行力而遭受的撮善

可大致分力速兩美°它們同意,除 了銍渀損失之外,一 日逐可能在東啟和尊尸方面造

受撮害,肘于后者的損害泣提供朴救方法°然而肘于物廣技害和精神技害的內容 ,即

何种損害泣祝力
“
物辰

”
或

“
精神

”
掞害卸意兄各异,放 而列入荼款草案°在肘速些

不同美型的親害給予何种最合道的朴救形式方面也存在分歧。例如 ,有 些委員不能肯

定,肘 一回代理人的
“
精神

”
損害是否正如特別根告貝所次力的那祥与肘回家本身好

“
精神

”
頡害元夫,而有些其他成長則葖同特別拫告貝美于送一同題的意兄°肘所表

明的美干涉及朴救之形式的各种頡害之形式的意見的分析載手下文迷及第 8、 第 9

節 兄加西皿 .阿再多水夫子 回家責任 的第六次根告 ,《 1弼 1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8和 24頁 ,文件 A/CN.4/134和 Add.1,第 31和 g2段 ,和 F.Pr2etac2n止 ,

‘‘
LaresponSabilitε internati。 naledeI′ Etat● raisondesPreJudicesdecaractdremUfaIet

politiquecausds在 unautreEtat” , Revuegε n芒了alededroit internationa】 public, vo1. 78

(1974), P.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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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 lU荼 的各市中 (兄 第 344段起各段).

32g.至 于使用
“
精神技害

”
送一提法,一些委員變成采用

“
非物旋技害

”
的提

法,因 力他們放力送一提法更道合一回可能戶生的那种責任 ,即 非物廣的和 (按 照某

些作者所悅的>政 治黃任。他們次力 ,“ 非物痰損害
”
速一提法逐可避免夫于作力一

今集体其体的回家是否能有
“
精神

”
因素的不必要的理梵上的討淹 ,而在多數法律制

度中送种因素只是人的扁性。

33U.特別報告貝指出,在初圾規則方面,如 海洋划界、貿易和壢游夫系、水道

使用等,各 國家集困 <沿 海和內隨回、夯回和富回、上游回与下游國等)之 同的利害

沖突很明昱,并得到了很好的界定。他人力,遠在次圾規則方面就不是速种情況了。

任何回家均可在任何甜候成力友起回,也 可成力受害因°因此,玵 于通道的任何規則 ,

各回均泣在优勢和劣勢方面取得平衡°

331.一 些委員不同意特別報告長的分析 ,即 在朴救方法同題上各回赴于平等地

位.的 确,各 回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 在事央上卸不是平等的°有的回家是資本輸出

國,有 的卸是資本輸入回;有 的是前管理回,有 的卸是前殖民地,有 的是軍事強因,

而有的卸是軍事弱回,等 等。特別拫告員所依据的回家其踐,也是在回家同送种事其

上的不平等情況下友展的°因此,以 各國利益平等速一假投力依据制汀抽象的賠儅規

則,有 可能戶生不良后果°

332.特 別報告員在答复中強琱,他元意否汏,由 于ㄞ史、銓渀和其他方面的因

素各回存在差別。他的意思只是 ,因 此美差別引起的利害沖突,在 作出次圾規則的逸

捀方面所受的影晌,的确不象在作出初圾規則的遊捀方面那祥大和那祥直接,并且 ,

他汏力在道用任何規則方面起隱合作用的公平原則的确可以引用,但 在引用肘庄更

有利于貧困的受害回或垃灸責任回,而 不泣更有利于富回°他逐放力,尤其在初級規

則方面,友 迷國家迄今力止所做的逐不移,逐泣更充分地考慮友展中國家重大的需要

和所美切的同題°另一↑同題些然是在赴理抵制措施吋,考慮到力量的不相等。美于

后者,必須避免制汀任何舍有利于強回和富目的規則。

333.委 員合作了若干送一步的一般性坪站 ,坪淹涉及特別根告見在朴救方法方

面的患的做法和他在第二次報告中采用的方法°

334.某 些委員汰力 ,特別根告貝肘各种朴救亦法作了也許是不必要的尸格的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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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速些委員汏力,祁儅和金我賠儅只是兩种形式的等值賠儅,送 兩种亦法的目的,

是在不可能恢隻原狀或不道宜送群做的情況下,消 除不法行力的后果°在某种程度

上,賠儂相些于金我形式的等值賠儅,而 朴僕則相些于其他形式的非金伐賠儅°

335.特 別拫告貝在不肘ㄏ又上的賠儅最終起作用的一致性戶生疑同的同時(各

种形式的賠儅均含有賠僸及恁罰性因素),也汏力朴儅具有一种特殊地位并在j息 的貼

儅范目肉起明昱作用。他汰力,各 因各种丰富的共跩,包 括仲裁法庭 199U年 4月 3U

日玵
“
彩虹找士景

”
案的裁決,都姬明了送一魚。

2°‘

336.其他一些委員汏力,特別報告員主要汏外國人在侵杈行力集中受到損害的

現魚來看待矛卜救方法°他似以此力依据的多數司法和仲裁裁決,均 涉及玵財戶造成的

戶林的損害和影晌到外回人的人身体彷害或生命技失。第二次報告在不同情況方面 ,

例如,在 違反坏境、回豚貿易或奈的又夯方面的回豚法一般規則的案件方面,材料不

移充分°速些委員汏力,放所采用的做法來看 ,看 不出在出現違反情況 ,如 出現違反

裁軍奈的的情況時,舍戶生何种后果。所渭的受害回除中止或解除荼的的叔牙1外 ,是

否也有杈利得到金我賠借?送分依靠侵根行力案的同題是 ,送 些案件牽涉与受害方的

財戶、杈利或利益的真正沖突°然而,在 多數的奈的遭違反的情況下,人們往往遇到

与所渭的受害日的
“
期望

”
的沖突同題。遠些委貝不清楚特別報告貝的做法 (即 垃使

受害方赴于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套存在的狀況)是 否道用于侵叔行力以外的案件°有

人指出,根据保伊銓渀根利放而創造垤游机合的夫貿忌林定的規定,在 回家其跩中,

違反筡的似乎不早致金我賠儅°此外,升于在武裝沖突中造成的損失,回 家其我并不

支持速一推斷,即 友起武裝沖突的回家泣支付一切重建費用。送些委員汏力,特別根

告貝沒有充分地研究遠些同題,因 而使他在研究朴救方法肘亦法有限°

337.在 肘遠些意兄送行坪淹吋,特別根告貝強淍,思 管他依然汏力,汻 多賠佳

規則是通道91回 民及其財戶造成的損害的其跩而制汀的,但是他并沒有伙仗根据送

种其踐。夫于金我賠儅和朴儅,他透考慮了其他方面的央跩°夫子一位委員提到的特

別是
“
期望′送一蕉,他不清楚遠今回題是否有必要包括在目前正在甘淹的一般規皿

中。至于裁軍荼的道違反的后果 ,遠將扁于包括在他的第三次報告中的同題 ,垓報告

瑚  InternationalLawRePorts (lambridge), vo1. 82 (199U), pp. 5UUet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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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涉及有夫抵制措施以及可以采取速些抵制措施的荼件。最后,美于哉后解決的假

淡 ,他放力 ,公平和合理同題定舍戶生影晌,放而防止某一哉敗目的垤游道到完全破

坏°但是,人們不能述于慈悲,以 至于其豚上兒恕侵略行力。遠又是垃朕系孩草案第

一部分第 19祭中提到的各項罪行來送行討梵的同題°

3銘.夫子特別報告員引用的材料 ,有 人提出了兩魚,第一焦是美于遊去的仲裁

裁央的列牶;第 二羔是美于升外交其我的依靠。肘于第一焦,有 些委員汏力 ,第 二次

拫告遊多引用了〡日的案例 ,而泣以校新的材料力依据才肘.許 多較早的案件的裁決 ,

尤其是 19世 先末或 2U世妃初的那些裁決,是根据些●l的殖民做法作出的,已 不能再

反映些代回隊法狀況°根告提及了叉和國起火 ,2‘

’ 但速一案件不泣作力先例來引

用°在遠介同題上,其他一些委員汏力 ,有 必要尸格常查逆去的回家央跩。回家避去

的行力及由此戶生的后果,肘制汀美于今后的規則來悅很重要。但他們,k力 速并不意

味著進去所有的回家安跩統統是道些的,但 送些其我卸提供了一种借鈭,可玵決策者

送行指早°即便象〤和困案送祥最糟糕的案件 ,也 可用來作力一种警根信咢,使人們

不再犯同祥的錯淏。最后,有 人指出,重 要的是,某 一具体規則不淹其怎群戶生是否

力些代回你法的一部分,是 否力各回所普遍接受。

339.美 于第二魚,即 遊分依籟外交其跌,一些委員次力,在 外交其跩中,許 多

政治因素通常起重要作用,而速些因素不易极准确地确定。因此,不可能恙是依靠法

律原則解決外交上達美性辰的爭端。他們放力遠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送一共跩作力

回豚法的唯一近括的价值。

34U.美 于所分析的其踐的〡日的特魚,特別報告貝悅并非所有引用的案例都是先

例。例拳忤多遠些案件的目的,恰恰是要毫不含糊地進黃殖民主又和帝國主火回家

(特別是西方回家>不 符合主根平等原則的做法,并力第 1U荼草案的第 4段提供根

据°
2?°

341.美 于依籟外交其我的回題,特別報告貝悅,正 是通道外交其我,一般回隊

25°

 9LC.Eagleton,TheRespon血 ㏑lityofStates inInternauonaILaw<NewYork,

1928> pp. 185-186.

.c 
兄下文腳 注 2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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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刁慣
”
或

“
不成文

”法)才 得以友展。盤于回隊判例相肘少兄,肘外交央我的

分析就昱得极力重要°造成送种狀況,是 由于人們傾向于思可能不瀣常坼堵仲裁解

決°

3蛇.委 員舍逛有人指出,在 制訂任何才卜救方法吋泣考慮到促送各回爭端的和平

解決的可能性°在許多案件中,有 美國家之同用和平方式解決了朴救方法回題并在不

承捏責任的情況下提供賠僕。遠些美型的解決亦法,在 第二次世界大城后板力典型 ,

是通道一次意付+.1以 、出自恩惠的支付及其他形式的政治解決方法其施的°似宜在草

案中列入一項奈款,明 确規定奈款中規定的各种形式的賠僕 ,泣 在不影吶基于及方 +.●

洪的其他任何形式的解決亦法的情況下道用°

343.夫子上迷各羔,特別才艮告貝解釋悅 ,他 的第二次報告主題并未包括直接或

同接涉及和平解決程序的任何規定。在他夫子報复行力的第三次報告中將提到此失

程序 ,而 且在垓草案第三部分將迸一步淡到此美解決程序°夫子忠林定和出于恩惠的

解決亦法,荼款草案所提的任何建玟均不能說明是阻得此种做法。

2.第二部分第 8、 9和 1U荼草案

第 8茶 .(等 值賠借)幼

344.特別報告貝表示,等值賠儅概念受送一僉所周知的原則的指早,即賠儅的

錯果,就 ㄏ〤而言,用 霍茹夫工ㄏ案 (其 慶同題)中 的判洞未悅,是 以在有利于受害

2?I 
特別根告員在其第二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8奈 草案如下 :

“
第 8奈 .等值賠儅

h(各迷案文A>.受 害回有根要求犯有國隊不法行力的回家玵恢隻原狀所

未扺儅的任何損害給予金我賠僕,賠儅數額力恢复如不友生不法行力特舍存在

的狀況所必需的效額。
“1(各逸案文 B).在 如不友生回昹不法行力將舍存在的狀況未因按照第 7

荼規定恢褒原狀而得到恢复的情況下和在此范日內,受 害回有杈要求犯有回豚

不法行力的回家支付金我賠儅,賠借效額力你才卜恢复原狀所未扺佳的任何撮害

所必需的散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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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情況下恢褒
“
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舍存在的狀況

”
遠一方式,勺肖除

”“
不法行力

造成的一切法律和物辰后果
”
°
272 

盤于恢褒原狀通常具有的不完全性的特魚,很明

昱,可通道金我賠儅最終有效地道用遠一原則°等值賠儅有三介特焦,送就使其有別

于其他形式的賠僕°第一介特魚是,等值賠偕可用來賠借可送行咎渀估价的技失,包

括肘回民的精神振害°第二介特別是,思 管任何形式的賠儅均具有某种程度的恁男性

慶,但 等值賠儅本疲上印主要起賠儅作用。第三,等值賠儅的目的,不是朴儅回防不

法行力造成的所有可送行銓游估价的技失,而 只是此美嵌失°遠一焦,可在有美文獻

和判例法中,如“
戶西塔尼皿咢

”
案

2.a 
及德回升 1914年 7月 31日 后和葡萄牙參找

前所犯行力位負的黃任案 (193U年 )27‘  中找到。特別拫告貝提到,有 必要研究与金

我賠儅有美的若干回趣。遠些同題有 :等 值賠儅和
“
恁罰性賠儅金

”
的賠儅作用,此

种形式的賠儅是否也位道用于
‘
精神

”
捐害,“ 同接

”
和

“
直接

”
技害賠儅,原 因的

多重性肘此种形式賠儅的影晌,受 害回行力肘賠儅的影晌,匡 別于戶生的損害

(damnumemergens)的 喪失的收益 <IucrumcesSanS>同 題等。

345.特 別根告貝注意到,在 回豚法中沒有統一的賠儅杯准。但他放力,送并不

是說回隊法中沒有可以确定十分清楚的一般原則供道用或編集。他逐汏力,汏寺題的

性慶來看 ,制 汀一种尸格和洋細的規則可被机械地适用于一切違反行力是不可能的 ,

(9主 271填 )

“2.依照本奈的金我賠僗泣扺儅受害回因不法行力所受的任何可送行銓渀

估价的技害,包括受害回回民所受的任何精神損害。
“3.依照本奈的賠儅包括因回酥不法行力而喪失的任何利洞°

“4.力 本筡的目的,因 因狋不法行力戶生的挨害是通道不同齗的因果夫系

与垓行力相朕系的任何技失°

%.凡 屁垓板害的戶生部分是由于回狋不法行力以外的原因的情況,包括

受害回也有共同避失的可能情況,賠儅額均垃相位地喊少°
”

’〞2 192S年 9月 13日 第 13景 判決,《 回穌常淡法院A輯第 17咢 》,第 47更 °
2?s 

兄 UNRIAA,第 七卷,第 39更 。
2’‘ 同上,第 二卷,第 1U35頁起各頁,兄 第 1° %-lU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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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豚上也是不可取的°金我賠借方面的許多原則,即便最初仿效了國內法原91l,現 都

已成力回隊法規則。遠些規則的作用不是如某些作者所悅的,只 是提供一般指早°速

些規則力其編築提供了充分根据。此外,委 員舍有責任通避法律的逐步友展填朴
“
空

白
”,制 汀必要的和可能的更力洋冬的規則°尤其在回隊黃任方面;委托給委員舍的

任夯并非只是編築。一旦在肘某种理梵和其我送行研究后友現現行法律不移明确、肯

定或有空白,委 員舍不一定宣布情況不明°垃作出努力根括似洪法研究遠一同題 ,确

定是否可通道法律的友展消除不肯定現象或填朴空白°考慮到回家其跩和等值賠僕

目的,特別拫告員力第8奈第 1款提出兩介草似的各述棄文,遠 兩介案文确定了金我

賠儅的一般范日。

346.委 員舍普遍次力,回 隊常沒法院在霍茹夫工ㄏ案
2’s 

中所用的判洞 ,即 賠

儅是力了消除不法行力造成的一切后果,肘 于所受撮失通迪恢隻原狀不足以朴儅者

灰判付賠儅金,垃 作力制訂朴救方法的奈款的出友魚°送一共同魚表明,各种形式的

矛卜救方法之河均有一种相互依敕性。某些委員汏力,第 8奈草案的同題是 ,垓荼与美

于恢复原狀的第 7祭草案
27: (現正由起草委員套常快)之 同的美系沒有用迷清楚。

有人提到,第 7奈未能界定恢复原狀的內容 ,而 所提出的第 8茶印是以速一不存在的

定又力依据的°錯果,第 8奈 的范園就不明确了。第 1款的兩介各遙案文沒有澄清情

況。各逸案文A只 是提到了
“
恢复原狀所未扺儅的任何損害

”
,而 未肘垓措洞的含又

作出解釋°各逃案文 B似 給恢复原狀下了定又,但是根据恢复如不友生違反行力本

套存在的理捻上的或假沒的狀況°速祥一今恢隻原狀的ㄏ泛定叉,些 然涉及各种形式

的賠儅 ,通 常包含一定數量的金我賠儅°第8奈 中措洞的不明确因此舍造成混淆°甚

至垓奈的柝題也易使人淏解,原 因是賠偕金的裁定—— 即第 8奈 的主——是以速一

推斷力依据的,即 卯逐被技坏物或其等值物元法恢复撮失。央坏上 ,如 能提供被韻坏

物的等值物,送 即构成恢复原狀°第8奈涉及的主要是金我賠儅 ,因 此垓荼泣按此确

定杯題。

3好.特別報告見解釋悅,第 1款提出A和 B兩今各迭案文,正 如一些友言者

兄上文腳注η2°

兄上文腳注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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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只 是力了清起草委員舍放中挑逸一介°美于第8奈第 1款和第7奈之同的美

系,他放力既然兩奈規定的共同目的是恢負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套存在的狀況:既 然

恢褒原扶本身几乎不可能取得遠一錯果 ,因 此 ,其 元必要在案文中在恢复的戶〤和狹

又定叉之同持明确的立場°不避 ,冬管他伏力有必要肘以前的特別拫告員提出的第 6

恭草案作重大修改°
2’’ 但是,他不愿建洪委員全在目前朝相反方向起大大●●作用。

美于第 8荼 的林題,他 同意用
“
金我賠僕

”
送一提法更恰些°速今杯題也符合一位友

言者的意兄,即 按照伊斯〨私法等值賠儅金在某些情況下意味著恢复原狀的一种形

式,而 不是賠儅:即 “
恢复

”
与

“
失去

”
的原物相同的物体。

348.夫 子有夫金我賠伴荼款垃在多大程度上受回酥法逐步友展的影晌 .● 題 ,表

示了兩种一般看法。一种看法嬖同通避逐步友展的做法來制汀法律的主張,依据主要

是:第 一,送 一領域的多數法律均受回內法影晌,因 此座肘其送行砌底常查,第二 ,

各國有意修改和遊一步制汀法律。然而,在 提到特別報告長的看法即金我賠儂的其萍

支付取決于肘具体案件文情的估卄肘,速 些委員不清楚宜制汀哪些法律°另一种看法

則敦促人們在似汀美于支付賠儅的規則吋,持 比在赴理霍茹失工ㄏ案吋更力瑾慎的

念度。支持速一現魚的人汰力,.9趣是 ,委 員套在制訂此种法律吋,很 可能套研究侵

叔行力的回內法,送介概念主要是在西方工╨回家中友展起來的,在 所有友展中國家

尚未得到充分友展。因此,送祥做舍撮害作力多數的友展中國家的利益°速些委員也

不螢成肘金我賠儅制訂洋幼規則 ,尤其是在此种賠儅的教額方面°他們傾向于采取一

种炅活的亦法°

349.特 別報告員重申他的看法悅 ,在 編築回家責任的法律方面也与在回狋法的

任何其他有美領域一祥 ,有 必要充分考慮友展中國家的立切。至于在何种意又上他汏

力遠方面在各种規則同ㄑ如初級規則和次圾規9Rl,賠儅規則和扺制措施規Jll)的 确存

有差別 ,他肘此已作逆解釋。他也肘仲裁者可在何种意又上利用公平及合理原則 ,以

便使一般規則道泣每起案件的具体情況送一同題作了解釋。

35U.夫子第 8荼第 1款 ,一 些委員汏力,垓款似乎沒有充分考慮到恪吋通道的

第 2部分第 5奈 中美于受害目的定叉。根据第 5荼 ,有可能出現許多
“
受害回”

,

’77 
兄上文腳注 2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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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所有受害回都有杈得到金我賠儅。他們扶力,舍 出現一介其豚同題°例如,一

人舍因人杈奈的遭違反而受技害°其他各締的回也被汏力己受損害°但是,能將可送

行絰疥估价的扳害lJ因 于哪一回呢?如果汏力一回回民遭受的韻害忠是厲垓日本身

所受的損害,那 么,要 求賠儅的杈利就全被剝李,因 力,通 常是本國侵犯了其回民的

杈利°

351.坏境受頡害的情況也一祥°可能出現的情況是 ,若干受害回有杈要求停止

此种技害并恢复原扶°然而通常只有一兩介國家舍真正遭受恢复原狀未足以朴僕的

損害并可要求金我賠借°速些受害目的狀況,根据第 8奈 第 1款 的規定似不十分明

彳9有 。

3田.美于在第 1款与受害回定火同美系方面友言的看法,特別根告貝表示,座

錯合第 1U奈 草案第 1款未看垓款。
278 

根据荼款草案,一 旦不能确定有害于任何一

介或多今受害目的物廣頡害 ,則 位道用第 1U奈 第 1款 。垓規定涉及兩种情況,一种

是并未遭受物廣損害、或另一日侵犯人杈撮害了其本回回民,另 一种是違法行力以不

同的方式影晌到了若干受害回。后一种情形可能扁違反坏境方面的規則的案例。正是

出于速一理由,所 以,鑒于他在回家受到精神撮害方面采用的戶泛概念 (也道用任何

主現杈利遭到侵犯方面所涉及的法律上的損害),他汏力第 1U奈 第 1款必級提到精

神和法律上的摃害°

353.一 些委貝伏力第 1款似未考慮到肘同的因素,即 位估价韻害的吋同。例如 ,

在放方就金我賠佳迷成一致你以之吋,肘損害的估价是否厲最終估价。如果是遠祥 ,

就戶生遠一涼解如何才能与送一主張捇淍的同題,即 位判定賠儅金 ,以 恢复如不友生

不法行力本合存在的狀況 ,因 力在迷成捇洪和真正執行捇玟速段吋同里,技 害可能增

加.逐有人建洪 ,垃 規定時效,以 明确可提出要求金我賠儅的吋限°不然,套元限期

地提出要求°

354.特 別報告貝指出,正 如他理解一些委員提出的吋同因素回題的重要性那

祥,第 8荼不垃涉及遠一同題°任何此美同題 ,包 括時效同題 ,均 泣由最后編入垓章

案第三部分的一般規則規定。

z7B 
兄上文腳注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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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茄.大于力第 1款提出的兩介各逸案文,有 些委員傾向于采用各送案文 A。 他

們汏力,各逸案文A冬管意思不明确 ,卸玵金我賠儅規定了更可行的亦法,并且 ,垓

案文較筒琮°其他一些委員則主救采用各送案文 B,因 力垓案文肘金我賠儅作了解

釋,即 力
“
你*卜

”
恢复原狀所未扺僕的任何撮害。一些委員汏力,兩 奈各述案文元大

匡別°有一位委員升兩茶案文均不變成,他主張采用遠祥一种案文,明确規定在申清

賠僕范國內,可玵恢复原狀元法或沒有送行賭儅的那部分損害提出金我賠儅要求°

3S6.許多委員袂力 ,第 1款 的錯构的兩介各逸案文都不合道,他們傾向于第1款的

案文明确提及不法行力回有〤夯支付金我賠儅°一些委員逐提出了草案措泀意凡°

3田.美于第 1款 的各述案文,特別拫告貝肯定了几位委員的現魚°他們汏力他

們的視蕉其慶上相一致。他在答复几位肘草案提出修改建洪的委員吋表示,他套永于

接受肘草案提出的有夫改送意兄。遠方面逐包括一介同題 ,即 速些奈款草案是否可在

受害目的杈利或仿害回火券方面似汀更好的措詞。

358.特別報告貝悅,第 2款具体說明了泣給予等值賠儅的韻害的美型。他快力 ,

些人們一丹始肯定速祥的前提 ,即 由不法行力造成的一切撮害都必須賠儅 ,而且只有

不法行力造成的振害才必須賠儅后,便 沒有理由肘直接技害和同接損害加以區分。他

洗 ,在理淹上有人曾試四作速种匡分。仄判例上看,似 乎表明同接頡害的概念一般用

來說明不判定賠僕金的理由°然而肘干事件与嵌害之同要存在怎祥一种夫系才有理

由确定力同接損害,并 沒有作任何明确的說明°至于庄子賠儅撮害的界我,特別報告

見提及 1923年 11月 1日 美回德回混合索賠委員舍第二咢行政決定,在 此集中,法院

汏力 :只 要不法行力与所控訴的振失兩者之同存在看明确的不中斷的朕系,扳 失不淹

是同接的逐是直接的,都 不是回題°
2’° 所以,特別報告貝汏力,金我賠僕必灰既包

括肘回家的所渭直接損害,堵如肘其領土、ㄏ又上的姐象、國內外財戶、軍事淡施、

外交田倌舍、船腐白、弋机和宇宙弋行器等造成的損害,又 包括肘回家的所渭同接頡害 ,

褚如通道作力自然人或法人的其回民或代理人造成的損害。特別根告貝肘后者匡分

出兩种損害:承裴韻害和人身技害。人身扳害包括村人的身体彷害和精神技害,涉及

堵如旡理拘留或任何其他限制自由的行力,酷刑或其他肘人的身体的仿害以及死亡

2?° UNRIAA,第 七卷,第 23頁起各丌,兄第 2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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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 回杯判例法和國家其踐中,此美損害只要可以送行銓游估价 ,都是按照肘回家

造成的物廣損害的金我賠儅所道用的規則和原仄j送行赴理°美于承襲頡害 ,它 一貫是

最自然道用金我賠儅的領域。司法判決和外交其踐正是朕系送美撮害大扺形成了金

我賠儅遠一朴救亦法的道用原則、規則和杯准°主要是在楚理承襲損害的送程中,司

法判決和掌說借用代表私法—— 不梵是大時法系逐是英美法系—— 的區分和分美 ,

并加以修改,以 道座回吥黃任的特魚°

3Sg.第 2款中特別有兩今同題在委員套引起了甘捻。遠丙今同題是
“
可送行銓

疥估价的授害
”
和

“
精神損害

”
兩种提法。美于

“
可送行絰游估价的技害

”,一 些委

員人力,垓提法含〤不完全清楚,不 能用作須作出判決的仲裁人的指早,因 力垓提法

仗仗悅了不言自明的道理,即 力了姶子全我賠僕,損 害必竅能姼放銓渀方面送行估

价。然而其他某些委員汏力 ,“ 可送行銓渀估价的扳害
’
的提法意思并不十分含混.他

們汏力 ,在 許多案例中,回 沶法庭在估价技害討遵循了回內法制度.根括回內法制度 ,

估价頡害的做法是‘如是財戶扳害,則 根括損害或振失時的市場价值估价,如 送祥做

不到 ,則 根考 E.il 有价值估价,如 是人身技害,則 根据受害者或死者的年齡和家庭成長

以及收入情況估价.也許,速就是采用
∞
可送行姪渀估价的損害

”
速一提法的意〤.

另一方面,目 隊法庭仗仗把這些杯准用作向早牌以便于肘振失作出估价 ,但 速种估价

在很大但度上是取決于案件的具体情況。送一魚毋庸置疑。在送一方面的判例情況各

回也各不相同°然而,速 砷情況也不能使遠一原則元效,送 一原則等于承伏現行做法。

36U.遂 有其他委昃汏力 ,“可送行銓漭上估价的損害
”

的提法主現性大強,它

免借哲荸的方法并作出引起爭玟的解釋。速一提法在第二項報告中沒有清楚說明,在

第8荼 中也沒有明确表送。它未涉及是排除了回家本身的精神扳害 ,逐是包括預防性

措施的費用或由于采取速美措施的直接錯果而其吥蒙受的銓漭損失的同題.昱 然,垓

提法并不車指可用教量表示的垤游板失。但是,力 了把它視力可送行銍游估价的嵌

害 ,雅 道一种撮失在絰漭上用數量表示就移了喝?或者必須已絰共隊上進受到速种韻

失喝?這 些同題肘坏境法未悅尤其具有重要意〤,但 肘遠些回題至今很可能逐沒有做

出迂任何仲裁裁央。
“
可送行鐙游估价的損害

”
遠一提法可以怎祥理解,泣 垓怎祥理

解,速 引起汻多复染 i司 題,其 中汻多罵于些代性辰的同題,而 第 2款沒有加以罔釋。

361.一 些委長遜扶力,最終未游 ,重 要的是賠儅泣道些。他們汏力送一魚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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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有化同題案件上有意又。送意味看在常理遠美案件吋,玵仿害回的財政狀況也庄

加以考慮。送祥做与
“
遊分沉重的久捏

”
的概念相一致 ,速 一概念在美于恢复原狀的

第 7荼 草案中使用送 ,而 沒有在美于等值賠儅的第 8奈草案中使用°速些委員汏力 ,

第 8奈 中不提及速介概念是沒有道理的°

362.在考慮各种看法9f——有些委員汰力,可送行絰游估价的撮失
”
的提法不

能令人滿意,而 其他一些委員則汏力亥措詞是可以接受的——特別報告員表示愿肘

寺ㄇ木活曰題作送一步考慮。不遊 ,他提出,不 大容易找出更好的表迷方式來表明在

确定金我賠僗的數量上泣連循的杯准。其他任何杯准肯定套要么逆于先先、要么逆于

具体。至于究竟何种杯准較道合,由 仲裁人和些事方決定。他人力 ,公平是一切規只j或

決定的一种不明确的措詞 ,速 一魚也道合子合理一詞。明.￣%提及早些時候的措洞 ,套

曲解在霍茹夫工ㄏ案
2♂° 中表示的一般原只j,而垓原則看來得到了委員舍的普遍接

受。公平和合理不可能使任何仲裁人白然地這些考慮案件的情況 ,其 中包括案件中各

方各 自的垤游和政治狀況°最后 ,美 于遠一建坡 ,即 將力恢复原狀提出的
“
避分沉重的

責任η艮制用于金我賠儅 ,特別報告貝解釋悅 ,蛗 然在第 7奈草案中沒想了速一下艮制 ,

但遠一限制只是相好的。昱然 ,遠 一限制在使用●T厥及了恢复原扶与金我賠借之同的

美系:仿 害回可將恢憂原狀特力金我賠儅形口果后者址明合造成避分沉重的久捏 .

363.人們提出許多看法的有夫第 2款 的第二介同題,是
“
精神撮害

〞
的金我賠

儅泀題。一些委員表示,特別報告長的分析不能使其信服°他6it放力 ,仲 裁庭因非法

逮捕或生禁以及因受痛苦或有辱人格而判定的賠儅缺乏一致性。并且 ,如次力象特別

報告員在聿二次報告中所悅的,相肘一致的解決方法套存在,就未免大系現了。某些

委員逐汰力,特別報告長可能避于依救零碎的回內法判決而將賠儅同題一般化了.速

些委員人力,即 使沒有此美統一規則 ,委 員合也仍可在其次力有可能、有必要或合理

的情況下制汀此美杯准。但他們并不汏力宜于送祥做,相反 ,他們傾向于刪除第 2款

中的
“
精神援害

”
送一提法。

3m.其他一些委員沒有升判擬
“
精神韻害

”
的賠儅的可能性表示爭以,他們基

于速种理捻上的理由汏力 ,“ 精神振害
”
不垃列入夫子金我賠儅的第 2款 ,因 力元法

εs° 兄上文腳注 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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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篷渀上肘其送行估价。他們一致汏力,法 官和仲裁者往往傾向于放銓游、物廣或后

果等方面估价非承裴韻害,遠 一魚可作力估价賠儅的依据,科 孚海峽案 (其 廣同題 >

和
“
戶西塔尼巫案

’’.sl 
即是如此°他們伏力 ,在楚理死亡或人身仿害的案件時,如 同

拘留案等一祥,相 升來悅珓容易放金我角度估价垃得到賠儅的損失。但他們人力 ,在

赴理精神折磨 ,如 侮辱、羞辱或有辱人格案件時,則 央隊上元法遠祥做。他們并非想

表示:在 此美案件中,受 害者不垃要求才卜借,他們只是汏力,將 此种朴儅与等值賠借

同祥肘待不符合等值賠儅所具有的完全賠儅性辰送一原則°基于遠一魚,他們汏力 ,

垃將第 2款 中
“
受害回回民所受的精神技害

”
的措詞挪到提及有可能提供

“
名又上或

恁罰性賠儅金”
的美于ㄔ卜儅的第 lU荼草案中。有人逐指出,即 使不是所有的國內法

都因精神損害允并給介人提供金我賠儅,回 豚法庭的仲裁人也常常在估价賠儅吋考

慮到此种精神折磨。

365.美 于肘私人方造成的精神嵌害 .9題 ,特別根告貝汏力,委 員舍不泣忽視回

隊黃任的速介重要部分,速介部分与尊重人杈緊密相連°夫子用金俄朱估价精神撮害

的困碓——但些然不是不可能的——他不汏力遠一困堆合阻得將人失所遭受的精神

損害列入第 8奈 草案。如第二次技告中所解釋的,速 不可能是矛卜借的一介這些的目

杯,而仗是道用于回家所受的精神和法律技害的一种朴救方法。

366.美 于第 3款 ,特 別報告見解釋悅,美 于承裴技害,即 財戶撮害,作者們看

來普遍同意不仗庄儅付損害的財戶本身的价值 <戶 生的撮害),而 且位儅付垓財戶可

能戶生的利洩 (喪 失的收益)之損失。然而在回家其我中,肘 前者損失的賠儅沒有造

成任何回題,而 肘于后者有時舍戶生同題,而且需要給予特別注意。他提到与喪失的

收益有夫的兩介回題 :一介涉及如何匡分直接与同接損害,即 涉及府哪种喪失的利洞

泣給予賠僕 ,另 一今涉及片子喪失的利潤泣給予多大程度的賠儅 ,尤其是在涉及肘工

╨或商╨性辰的菅╨友送企╨的財戶杈的損害吋.美 于前一今鬥題,特別根告見提

到 ,至少在兩起案例中
犯 法庭拒不承汏遠种利洞,理 由是速种利洞是不肯定的、非

2Bl 19的
年 4月 9日 判決 ,《 1阰9年 回隊法院裁決集》,第 4頁 °

犯 “
加拿大

”
案 ㄑ187U年 )σ.B.M。

。
ie,ⅢstUryandDte臥 UfInternatbnaI

Arbitrations towhichtheUnitedStateshasbeenaPaΓ ty,vo1.1l,pp.1733,et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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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或者悅是同接的°然而在文獻里,同 接損害和利潤是有明确匡別的,利 洞是金

我賠僸的合理組成部分°力使利潤能修得到賠儅 ,理淹似乎支持速祥一种現魚,即 法

官不必确切元疑地确定遠种振害(喪失的收益)戶 生于不法行力。如果可以假定,按 一

般和正常的情況 ,如 不友生不法行力 ,所悅的撮失本不合友生,送就姼了。特別報告貝

援引了若辛案例 ,28s 以支持速一錯淹。美于估价喪失的收益的方法,他 提到兩种 :一

种是抽象的;一种是具体的。常用的抽象方法,是 在賠儅主要損害垃付數額上卄算利

息。按照送一方法,或者是一次付清包括利潤在肉的一芼裝大教額的賠儅金 ,或者是

以同一自然人或法人在不法行力前時期所荴利洞力基站、或以美似的企ㄓ在同一時

期內所荻利潤力基砧卄算利潤°具体的方法,根括案件的具体情況而采用,以 卄算受

害企╨或財戶在孩時期內本泣荻得的利潤。送一方法要使用复染的卄算公式。

3釘.夫 子肘非法李取工╨或商╨性痰的菅╨友迷企╨的外回財戶泣予賠儅的

利洞卄算同題,特別報告昃人力不庄忽視回家央踐。他解釋洗 ,官 視一下回家央踐似

乎能看到 ,非 法令取案的判決赹勢是 :肘利洞的計算几乎完全勾銷不法行力造成的嵌

害°在阿米偌依坼科威特案 (1982年 )中 ,在 涉及喪失的利洞同題●l放力財戶的剝

李是合法的,法庭遂次力按貼現現金流量法估卄呈然不道用于在合法令取案中計算

喪失的利洞,但 在非法李取集中遠种方法也許是合道的
2°‘° 速种方法反映了如下理

解,即 在赴理非法李取案.1,使 用遠种方法將确保賠儅有更大可能恢复到如不友生

<i主 282垮奏)

atp.1746),and拉 卡茲案 (1864年 )(A.deLap了 adeⅡeandN.PoIk必 ,Recueildes

arbitrages internationaux, vo1. 1l, pp. 29Uetseq. , atp. 298)°

宮63 “
好望角鏏

”
棄 <19°2年 ×UNRIAA,第 九卷第 63更 起各頁,兄 第 65-66

頁):德 拉果 阿垮缺道案 (19UU年 )(G.F.deMartens,MouveauRecueiIg細 彥raIde

Tr㎡ t彥s,2ndseries,vU(.XXX,pp.329etseq.,atp.4U?),“ 威廉 .李 ”
案 (1867年 )

(Moore,前 引串),(上 文腳注 282),第 四卷第 肛U5-34U7頁 ),和 霍茹夫工ㄏ案 (其 疲

同趣×1928年 ×《回隊常淡法院 A輯第 17咢 》,第 47-48頁 >。

彎 Inte≡t工lonaILegalⅣ【ate㎡als(Washington,D.C.),vo1.XXI(1982),pp.976et

Seq. ,at pp.lU31 etseq.

——
 154 ——



不法行力本套存在的狀念°然而,特別報告員人力必灰強琱送一切均道用于升外回財

戶的非法李取。但肘合法國有化不能預先定出解決亦法。

368.美 于第 3款 ,委 員套忤多委員量肘特別報告員在第二次報告中肘大量材料

作的分析表示欽佩 ,但次力送項分析沒有充分在所建玟的案文中得到反映。一些委員

同意特別根告長的看法,即 玵于什么是泣予賠儅的喪失的利潤,可 放下列兩項推定中

找到答案 :一是推定存在看利洞,二是推定損失与不法行力有因果朕系。但他｛〡9次力 ,

因回隊不法行力而喪失的
“
任何

〞
利洞的提法道于ㄏ泛°他們放力第3款 中的速种悅

法毫元｝艮制地包括了所有可能的利潤,而 央豚上庄垓瑾慎小心只把可以明确界定的

喪失的利洞包括送去,而 不能包括仗仗是可能或希望或推測性的利洞°美于由污染引

起的頡害,人們通常次力利洞損失必須是污染的直接第果,或 至少技失位是可預兄

的°遠些委員不明白特別報告π力何沒有在第 8奈 中采用他的報告中第∞ 至 76段

封淹逮的限定浯 (A/CN.4/425和 Add.1>° 一位委員告城不要肘喪失的利潤采取

狹隘的赴理亦法,使之限于今人的私有財戶。他放力,些 代某些央踐 ,与 介人的私有

財戶元美 ,但 也具有特別的意〤°他提及回隊法院肘在尼加拉瓜和計肘尼加拉瓜的軍

事和准軍事活功案的案情其痰的判決。
28s

369.夫 子淡及的一般污染情況和特別是回吥石油逼瑜情況,特別報告貝表示 ,

第 8奈 第3款 只涉及不法行力,只 規定了一荼一般規則,遠群做些然是根括一些青ㄇ

公的如美于石油逐輸公夠的喊振情況°特別是美于受害方,他 些然元意排除回家本身

遭受的撮害 :相 反 ,回 家道受的技害—— 央隊上是速一同題最重要的方—— 包含了私

人方遭受的一切撮害 (承襲或私人的損害,包括精神損害)。

37U.美 于肘喪失的利潤的估价,一些委員汏力特別技告貝的第二次拫告中稔迷

的大多數方法取 白因有化案例 ,并 沒有提出任何明确的杯准。他們人力或忤不要避子

重視回有化案例中使用的方法,而 庄更多地注意奈的規定 ,例 如美于回隊石油逐輸和

美于污染的規定。元梵如何,并 非所有喪失的利洞均必灰賠僗—— 唯有送种利洞,象

z8s 
在尼加拉瓜和針肘尼加拉瓜的軍事和准軍事活功案 <尼 加拉瓜坼美回案),

其慶回題,1986年 6月 〞 日判決 ,《 1986年 回厤法院裁決集》,第 14頁 ,第 149丌 ,

第 292段 <13)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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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拫告第 65段 中所悅的,“ 是通常和可萩兄的
’’,如果不友生垓不法行力

“
是完

全 〔可能〕荻得的
”
利潤。有人提出,在 第 8奈第 3款 中規定賠儅喪失的利淘泣合理

公平就姼了。

371.夫子第 4款所涉及的不法行力与撮害之同的因果美系同題 ,特別根告員提

出的杯准是兩者之同存在看明确的和不同斷的因果夫系。他汏力 ,是速兩种林准而不

是振害的
“
直接性

”
決定看損害是否可予以賠儅°他提到支持速种現蕉的文猷。他逐

解釋說,有 人提到
“
正常情況

”
和

“
可板兄性

”
林准,意 即些正常和自然的事念友展

表示出損害是不法行力的符合遻輯的后果●i,或 些不法行力的行力者能預兄到他合

造成的撮害肘,板 害与不法行力之同就具有恰些的瑛系°特別報告貝提到葡萄牙殖民

地案 (偌利拉事件)(1928年 )的裁決,判 決將由于葡萄牙殖民地主著居民的起又給

葡萄牙造成的撮失好黃于德回,因 力括秣起火是因德回的侵入引起的,德 回泣肘它能

預兄到的一切槓害奐黃°另一方面,肘于元法預兄到的損害則不判給賠儅金。
28‘  特

別寺艮告貝指出,在 回家其我中,人 6i了 逐提到
“
近期

”
的採准,例 如 1978年 ,在 赤朕

“
宇宙-9駟”

景核功力工星瓦解后 ,加 拿大提出賠儅要求°
28?但

遠介杯准并非沒有含混

之大。鈭于以上所迷,特別報告貝汏力位以下列方式确定因果朕系杯准:(a)肘 于由

不法行力直接而且完全引起的技害,必須全部支付賠儅奏,(b>升 于另一种完全由于

不法行力所引起的技害 ,即 使損害与行力之同不是由直接的美系,而 是由一系列彼此

之同純粹由因果夫系朕在一起的事件所形成的朕系,也必須全部支付賠儅妻°

372.委 員舍的某些委員同意特別拫告員在第二次報告中所作的分析 ,但 汏力淡

有在第S奈 第 4款 的措洞中得到充分反映。特別是他們肘
“
不同斷的因果美系

〞
的概

念表示怀疑。因力速可能央昹上早致回家元限的賠儅責任 ,而 且比特別根告貝所展弄

的概念更力ㄏ泛.在遠方面,有 人建快 ,在 出現回隊不法行力的情況下,一般美心的

是限制賠借金所要包括的后果的范目。力了避免因果夫系元∥艮友展,仲 裁庭的裁決和

掌者們通常汫
“
近因

”
、
“
充分的因果夫系

”,或
“
正常的事念友展

”,或洗
“
原因必須

鄉 UNRIAA,第 二卷 ,第 1U11頁 起各頁,兄 第

牛 兄Internat㏑nalLegalMateΠak(WashingtUn,

p. 9U7, para.  23ofthe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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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大不著迪酥的或推測性的
”,或 必須有

“
克分的直接因果夫系

”
。
“
可預兄性

”
一

洞也用來描迷被忕力是正常的困果夫系。送就是近因的含〤,速 一确切的提法要比

“
不同斷的因果夫系

〞
的提法更精确和能力人們所接受.同 題是,趺事念友展來看 ,法

院是否能掌握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近括——特雷水冶煉ㄏ案
288 

中所使用的悟言°因

此,不加任何限制地依靠一系列不同斷的事件 ,不 管它有多次 ,似 乎都是違反慣例的°

大多數法律制度和許多仲裁裁決都是依据
“
近因

”
°

373.一 些其他委員也肘
“
不中浙的因果美系

”
的提法表示了保留意兄,但是根

括其他种理由.他們人力,必 須在自然科苧的因果夫系和社全科掌的因果美系之同加

以匹分.在前者范日內,由 于自然元素的活功和反泣方式,人 6〡Ⅱ或許可以完全肯定地

依敕不同斷的因果美系遠一同迷方式°而在社合科掌中,人們恙是要跟人和琇早他們

行力的心理活功打交道。因此 ,第 4款 中提到的不同新的因果美系位有其他杯准加以

限定,如 “
近期

”
、
“
可預兄性

”
等等。此外,有 人提到,因 果同題不能筒草地作力一

介其隊泀題;肘被仿害目的責任,必灰以政策力基拙加以一定的控制。一位委員則主

張以炅活的措切起草第 4款 ,把規則的內容留給央跩去友展。

3雅.特別根告貝表示,他和委員舍一些委員一祥 ,袂力第4款使用的措泀一般

可以充分表明,仲 裁人泣根括案件的具体情況未解央各英案件的回題 ,但 同時他也系

于探甘其他可能性。不迂 ,他 人力,最好的解決亦法是在坪注中肘措詞作道些的解釋。

375.美于第 5款 的主題—— 因果美系和伴隨原因同題 ,特別報告貝悅 ,可 能套

有送种情況,損 害不完全是由不法行力造成的,而 且也由第三方的行力或受害回本身

的行力所造成。在達种情況下,不 法行力回不泣肘全部技害負責。只要肘位月咎于不

法行力的邪部分振害判付部分賠儅金°特別根告貝悅,送 种亦法有回家其踐可力佐

怔。

3%.委員全的很多委員普遍接受第5款 的要旨°然而,肘速一款是否庄保留作

力第 8奈 的一部分遜是車狼草揪一奈有不同意兄。那些支持格伴隨原因草列一奈的

提出的理由是垓款的重要性和普通道用性,即 遠一款也道用于其他形式的朴救亦法.

他們汏力,送 一款提出了賠儅責任的分攏同題,而 其昹上是喊牷責任或免除責任的同

238 UNRIAA,第 三卷,第 19U5頁 起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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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另 一些委員忕力,泣 避免
“
共同道失

”
的提法,因 力它在英美法体系中有著特殊

意思°在遠介体系中,共 同道失是仿害方用未作力辨伊的,以避免支付任何賠伴奏。

然而,垓款的意日是根括不同的原因分推賠儅金,因 而或忤可采用另一未活來說明遠

介思想°

3η.特 別根告長具体說明了他在第 5款 中沒有持共同避失務力排除非法性的

理 由。他淡到,受 害目的此种行力可能送一步造成了損害。不管怎么悅,他愿考慮用

另一种措洞,并改迎如某些委員建坡的在可能情況下持垓款改力一↑草猶奈款。

第 9奈  併｛‘息)2ε
’

378.特 別報告見解釋悅 ,在 賠儅中包括利息的基本前提是依据充分賠儅和消除

不法行力的一切后果的概念°他解釋悅,玵 主要損害賠僗額判定利息,在 文猷和國家

央跩中一般都可找到依括,但 肘利息杕哪一天算起或利率印彼此不一致。美于幵始卄

算利息的日期 (起 算日期),他指出,出 現了三种主救。第一,送是一种較多采用的

方法,放損害友生之日超卄算利息。第二,速 种方法使用較少,是狄肘賠僕額作出決

定的那一天算起。第三,遠也是一种常用的亦法,放在目肉或回隊上玵損害提出索賠

之日起卄算利息。第三种亦法所根括的梵羔是,只 有向仿害回提出索賠,才有理由假

定垓回意味到它的目隊責任。其怀上 ,送种日期的逸捀是目昹仲裁庭考慮到每一案件

的具体情況提出的。遠些情況包括 ,例 如,索賠人白己只要求放提出索賠之日期卄算

利息 ;受 害方在提出肘損害的索賠之前已等待了很犬吋同,本金 已包括了主要的那籠

23° 特別報告貝在其第二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9筡草案如下 :

“
第 9奈 .利  息

“1.如果9+喪失的利洞泣付的賠儅系肘一氅款額的利息,垓利息‘

“(a>位 白在力賠僸的目的卄算位付本金數額吋未考慮的第一天起升始卄

算 ;

“<b)泣 卄算至其隊支付之日力止。
‘-2.凡

厲力确保充分賠儅有必要的情況泣支付复利 ,利 率泣按照最道宜于

其現垓錯果的利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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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并建玟一次付清等。特別拫告貝說,他次力 ,合道的利息起算日期是技害友生的

日期,因 力它最接近于根据霍茹夫工ㄏ原則給予充分賠儅的概念。
29°

379.夫于利率,特別報告昃悅,沒有統一的做法,法律文猷中肘速今同題的坪

淹也不多°有些案例使用

一

仿害回采用的利率,有 些則使用被仿害目的利率°特別根

告長悅 ,他 肘速今 1.● 題逐沒有形成一种意兄,玫迎各位委員提出意兄。至于复利,特

別報告炅指出,由 于沒有統一的回家兵踐,他傾向于汰力,凡是能址明按上面提及的

霍茹夫工ㄏ的原則确保充分賠僗是必不可少的時,就位裁定遠种利息。

38U.委 員舍普遍同意利息是賠儅的一部分 ,有 必要在茶款草案中的某赴洗明支

付利息的又夯,以保淽升回隊不法行力所造成的損害作到完全賠儅°然而,在利息的

起算日期、利率和复利方面位道用的洋知規則,看 法不一。

381.玵一些委員未悅 ,任 何有失利息的規定均泣明. n̄定 出支付利息的又夯。然

而,特別報告員所提出的第9秦草案并沒有規定送种〤夯,而 特到了利率等次要阿題

上°至于利息的超算日期,一 些委員傾向于定力撮害友生的日期,因 力它可使賠儂更

接近于消除一切不法行力的一切后果。有些委員則主張定力提出索賠的日期 ,因 力送

是持不法行力及其責任通知不法行力目的日期。少數几位委員主張力作出裁決或判

決的日期°很多委員似乎同意利息庄算到支付之日力止°但一位委員主工r＿ ,利 息泣算

到作出裁決之日力止°

382.夫子利率泀題,也 友表了各种見解。一些委員汏力,在确定利率吋,泣 考

慮到有美回家的壢漭友展水平°在絰游友展水平相同的回家之同最好用商╨利率 ,而

在壢海水平不同的回家泀可使用差別利率。也有人提出建決 ,意 思是洗,泣 些考慮到

有夫回家回內采用的利率、政府貸款利率和世界銀行提供的貸款利率°

383.然 而,患 的未悅,同 意确定利率主要取決于具体案子的其隊情況,泣 由法

庭和仲裁庭自行酌情決定。因此,不 必在遠介同題上搞得迂幼 ,也不必肘利率作尸格

的規定。

384.遜有人指出,其 眛上 ,指定支付利息通常被看作是力了賠儅受害者因放橫

害友生到最后支付賠儅之同避去的一段吋同而造成的額外撮害。在送种情況下 ,利 息

2’° 兄上文腳注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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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照整介賠儅支付的,而 不在戶生的損害和喪失的收益之同作任何區分。然而,特

別拫告貝似乎更多強琱肘一芼我或資金的索賠的情況和在送种情況下裁定支付利息

是力了賠儅因元法利用那籠資金而造成的利淘喪失的事其°少數几位委員人力 ,拒 絕

力損失的財戶支付利息,找不到合理的解釋°

385.美于第 9奈 第 2款中提到的友利 ,多 數委員人力,由 于沒有明确的回家其

踐 ,送介同題不泣在奈款草案中涉及°有几位委見汏力,复利可能全早致任意算息和

不公正°委員們普遍汏力,虛 刪除第 9奈 第 2款 。

386.很多委員傾向于刪除整介第 9荼 ,因 力他們汏力,利 ,息 同題垃以一般公式

赴理°速种一般性田迷泣收在第 8奈第 3款或垓奈的其他部分。

387.特別技告長說明他不主張限制款額的利息:然 而,他 同意刪除第 9茶 和將

支付利 t怠 的一般〤夯列入第 8荼 ,或并放在其第 3款 中。

第 lU奈  (才卜儅和保近不重犯)2m

388.特別拫告貝悅 ,肘 國家央踐和法律文敵的研究表明,朴儅絰常被次力是一

种白友的辛卜救方法,即 使有時它与其他形式和*卜 救方法同時使用 ,偶 水也合并入金我

賠借以致判給朴儅雅于看出°在法律文敵中,很多作者都把朴儅看作是損害回尊尸、

東啟或威望的具体朴救方法。一些作者汏力 ,ㄔ卜儅是肘一介回家所受法律損害的一种

幼 特別技告員在其第二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1U茶草案如下 :

“
第 lU奈 .朴儅和保近不重犯

“1.在 回隊不法行力肘受害回造成不能以恢复原狀或金我賠佳朴救的精神

或法律上的振害的范日內,犯 有國防不法行力的國家有又夯向受害回提供道歉、

名又上或恁另性賠佳金、愆何女有責任的令人或保近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等形

式或以上形式的任何錯合的充分朴儅°

坨.在逸捀才卜儅的形式吋泣考慮到所遊反的又夯的重要性,以及犯有不法

行力的回家有元故意或避失或其故意或避失的程度。
“3.有 管轄杈的園隊法庭宣布垓行力的不法性其本身即可构成道些的矛卜借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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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卜救,而 不梵是否有任何物慶技害。扑儅和其他朴救方式之目的匡別不仗在于它所涉

及的仿害不同,而且遜在于它所采取的形式不同。特別擬告貝指出,法律文猷中常常

提到的有道歉、愆新泣久黃的令人、保江不重犯、向回旗致敬、象征性地支付一定散

量的金我和法庭宣布等等.他悅,文 猷中所表示的意兄似乎得到了回家其踐的支持。

冬管由于仲裁庭次力它們缺乏肘速种賠儅形式的杈限而很少作出明确給予朴僗形式

的司法裁決,但 有給人深刻印象的給予朴僕的外交其或.朴儅似乎道到了否定的一今

著名案例是
“
戶西塔尼正案

”,在垓案中,仲 裁人的繪梵是,在充分賠催之外再附加

一种恁研并秘作撮失賠儅金 (加上
“
您戒性

”
、
“
恁治性

”
或

“
愆罰性

”
的修佈洞),都

是用洞上的板端混亂。那位仲裁人汏力,遠种回題泣通道外交來解決。
之92 

特別報告

貝將速种裁決解捀力由于缺乏板限。然而,特別報告貝也指出了支持給予朴僗的其他

的司法裁決,包括
“
迦大基

”
素 (1913年 )2田  、

“
再努巴

”
案 (1913年 )z’

‘ 、科孚

海峽案 (其 慶同題>那  、
“
孤狙景翰

”
案 ㄑ1933年 和 1935年 )2’

‘ 和
“
彩虹哉士

”
案

(1986年 >。
2’ 7

3胉.特別報告貝表示,泣 將有失其踐分成三險段 :(直 )第 一次世界大找前險段 ;

(b)丙次大城之同險段,(c)自 第二次世界大哉錯東至今°第一險段的央踐表明,要

求得到某一种或教种形式的朴儂的案件比例很高,要 求提出的方式和荼件 (通 常是肘

弱回提出)有 撮于所指林的違法目的業眷、尊戶和威望。因此,即 便任何此美元札要

求得到了滿足,也 不能特有美案件視力合理圴先例 (消 板意〤上的案件除外)。 相反

(9主 孝美 291)

牧.ㄔ卜儅的要求決不泣包括向犯有不法行力的回家提出侮辱性的要求,或

侵犯垓回的主根平等或目丙管轄板。
”

2°z UNRIAA,第
七卷,第 39和 43更 。

2°’ 同上,第 十一卷,第 妞9烎起各頁,兄 第粥｝461丌 。
z°‘ 同上,第 碼3頁起各頁,兄 第好5頁 。
2°s 《l吸9年 回隊法院裁決集》,第 “ 頁°

2’6 UNRIAA,第 三卷,第 16U9頁 起各頁,兄 第 1618頁 。
2’’ 同上,第 十九卷,第 197頁超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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ㄑb)和 (c)盼 段表明 (冬管有某些例外),朴借在各回所采用的辛卜救方法中起了重要

的作用。速一魚尤其表現在速祥的案件中,即 受害方遭受了肘其國家或政府首肪、其

外交或領事代表或其回民的侮辱、虐待或攻苦。不易9i速美
“
韻害

”
送行銓游上的估

价 ,它 們屆子特別技告長秘之力精神和法律撮害的最典型的例子。不避,遠不排除任

何回隊不法行力的后果中含有法律援害°

39U.美 于朴僕的性廣,即 它是賠儅性的遜是恁坷性的,特別拫告貝解釋悅,肘

法律文猷和國家其跌特別是外交其我的回厥表明,确 其存在有各种形式的矛卜借 ,它 作

力一种朴救方法有別于賠儅形式的朴救,它 的部分杯志是它所具有的愆捐性慶°特別

報告貝汰力,各种賠儅形式在性疲上的遠种匡別些然不是免肘的。拳例未悅 ,他放力

金我賠儅的作用就不完全限于賠借物廣撮失°它至少逐起了功阻或防止今后瑛事不

法行力的作用°思管如此 ,才卜儅与其他朴救方法的匡別主要在于它的恁坷作用而不在

于他的賠撐作用。特別技告員悅 ,他不汏力朴儅的恁男性不符合各國主杈平等的原

則。送种信念基于速祥一种考慮 ,即 所采取的*卜 儅形式通常并不涉及受害目肘妨害回

的直接行功。它或者是本身施加的制裁或者是由一介回狋机构其施制裁。不稔友生哪

种情況,都 不能采取褚如根隻和回技的制裁措施,由 受害回本身直接給予恁罰。

391.至 于如何遄捀朴催的形式,特別報告貝悅肘其跩的研究表明,庄 考慮到不

法行力的尸重性或所破坏的又夯的重要性,以及不法行力回的迂錯程度或是否故意 .

392.然 而其隊上速种賠佳形式進去曾被赴于較強地位的回家尸重濫用 ,因 此必

頦9i給 予朴儅在要求上加以限制,即朴儅的形式不垃包括侮辱性要求或侵犯不法行

力目的主杈平等°

393.特別報告貝次力,法律文敵似乎支持保怔不重犯是一种*卜 儅形式的看法 ,

冬管它沒有很明确地提出速种保怔可以采取何种形式°特別報告貝解釋悅 ,保正不重

犯的目的是 ,有 時受害回全汰力,恢复不法行力友生以前的狀況逐是不移的,因 力送

一不法行力逐有重犯的极大可能性。美于遠种朴救方法,特別報告貝解釋悅 ,有 一些

同題庄予考慮 ,包括:a)仿害回提供遠种保怔的又夯的根源,(b)被 仿害目的要求

是否必要:ㄑc>是 由被仿害回逐是由仿害回來逸捀保怔的形式;<d)仿害回是否舍拒

絕作出送种保近。美于保怔的形式,特別根告員指出,似 乎沒有統一的做法°在大多

數情況下,受 害回要求保怔不重犯。在有些情況下要求是有限的,例 如要求更好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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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其公民和他們的財戶。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升保怔的要求甚至要包括要仿害回通迂

或疲除具体的立法規定。特別報告員解釋悅,速种形式的保狂在違反人根的情況下較

力常兀,在 速些案件中,特淡回豚机构要求肘違反人杈久有責任的回家修改它們的立

法,以 便防止達反情況的重犯。肘理捻和國家其踐所作的分析可以得出遠祥的錯梵 ,

保怔不再友生垓不法行力是朴佳的形式之一。特別根告貝肘此表示同意.

3阻.委 員全普遍同意朴儅是除恢隻原狀和金我賠儅外的合道的朴救形式.但是

他們強調,必須把才卜儅看作是和其他朴救形式同時使用的一种朴救形式°

395.夫 于辛卜儅的目的,有 些委員次力特別根告貝的亦法大窄,因 力他只就向受

害回提供中卜救方法的同題提出了才卜借的概念。他們汏力 ,辛卜借具有更ㄏ泛的重申被達

反的回坏法規則的作用°考慮到達反回怀〤夯的行力可能威力今后違反的先例 ,因 此

通道朴儅的*卜 救方法重申速些准則在些代回酥法中起著重要作用。有人人力朴儅是

保伊牧弱回家的。以污染案件力例 ,富 有的行力回人力它能支付得超賠借裹 ,便可自

行其事將污染施于較弱國家,送 其隊上是強行取得允許它以付我未舞放污染的杈利°

通造要求較強回家作出适些的賠借 ,朴儅可有助于阻止上述行力。

396.美于朴儅的性廣,許多委員不同意特別報告長界定的孝卜儅具有
“
恁兩的

”

性辰。他們,lv力 ,愆 罰性賠催金的概念与回家主根平等的原則不相符。由于沒有一介

回家全草方面同意愆罰自己,因 此愆男性賠儅金逐舍自功地要求第三方的裁定。此

外,恁 昇的概念厲于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音題 ,而 即使在草案中,恁 新

也只是指升令人的恁詞。

397.然 而,有 些委貝沒有不同意外儅比其他形式的辛卜救方法更具有恁罰性的看

法,但次力第 1U荼第 1款 中的
“
愆兩性

”
一詞不合道。他們次力在某种程度上所有

祁教形式都具有某种愆戒性作用.他 們人力在按照草案第一部分第 19奈肘回隊罪行

的后果作出決定時,必須涉及确央具有恁司性廣的制裁同題 ,但是他們同意在甘稔扺

制措施和第 1部分第 19奈 的罪行后果肘可重新常查送些同題°

398.美 于彳卜僗的性廣同題,特別根告貝表示,銓遊送一步思考后他汏力 ,“恁

戒性的 (affIlctive)” 速介詞不妥°的确,在忤多悟言中,它 只是在涉及到各种形式的

只道用于今人的恁罰時才采用。不遊,在 朴僕的恁司作用方面,他 也重申速一看法。

另一方百,他 不次力真正的同題是速一形容洞是否泣采用。重要的是朴儅的恁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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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送种朴救方法是純屆賭僗的賠儅的形式,如金我賠僗和恢复原狀,以 及主要力恁

研性的朴救方法二者之同的折衷亦法,后 者一般体現力拫臭和制裁。不避,恙 之,要

求委員全赴理不仗夫子危害人美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工作中的美似概念 (此 美罪

行除其他外垃好因子回家或政府首腩),也要求其根括垓草案第一部分第 19奈界定

的回家的目豚罪行的后果進行友展和編集°

3gg.美 于泣垥子朴儅的損害种英,有些委員袂力按照特別報告見下的定又,第

1U奈草案第 1款 中
“
精神或法律上的技害

”
的提法范目大戶°特別報告貝將

“
法律

上的撮害
”
的概念界定力侵犯回家杈利本身,与 肘回家尊尸、東巷和威望的侵犯元夫 ,

“
法律上的頡害

”
的概念存在于任何不法行力中°因此,按照定又,只 要有違反回酥

法規則的情況就恙是舍出現法律上的撮害,而放速一理稔又得出送祥的繪梵即必須

肘第一种違反行力給予朴儅。由于回坏合作林玟日益增多,而技求和行政違反的行力

也因之增加,因 此每次都要求*卜 儅似乎不合理。在大多數情況下,受 害回向另一回提

醒其〤夯就移了。美于朴儅的奈款在此美小的違反行力方面泣体現某种進度性°送些

委員人力 ,*卜 儂泣｝艮于肘回家尊尸、東替和威望的侵犯,遠大概悅明了可能遭受
“
精

神撮害
”

的回家的速些特征。速些委員人力因此泣刪去
“
法律上的援害”

的提法。

4UU.有 些委員逐汏力泣刪去第一款中
“
名又上或愆封性賠儅金

”
速种提法,送

不仗因力它使才卜儅帶有愆新的性慶 ,而 且逐因力它在理淹上和揪汀第 1U奈所根据的

假沒,即 不可送行坯游估份的振害不一致°如果此美損害可以估价,垃 列入美于等值

賠儅的第8奈草案.有 人逐建決持作力朴儅形式的
“
道歉

”
的提法改力似乎更道些的

“
表示遺憾

’’
。但有些委昃提到了朕合回秘串次 1986年 7月 6日 肘法回和新西〨之同

“
彩虹哉士景

”
案

2gε  的裁決,法 回除其他形式的朴儅外尚作了道歉°

4U1.特別報告昃汏力,須 极力達慎地常快
“
精神或法律上的損害

”
的向題,速

特別是鈭于美于人板和坏境的回所法規則的重要性°他在答交一些委員提出的看法

時指出,在他們看來 ,第 8奈草案第 1款似乎不包括不直接或不在具度上受造反此美

規則行力損害的回家的立埸,但是,此 美受害回恰恰是在第 lU奈第 1款 的措洞中找

到要求朴救方法的根据°如果任何形式的祁儅似乎都未涉及某些違反行力戶生的法

‘’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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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損害,速是由于在某些速美情況下,朴儅可以悅并入了金我賠儅中°

4°2.并 多委員同意不再友生不法行力的保怔是一种*卜 借的形式°能給予此美保

江的方式有多种°例如,按 照《回隊芳工組玖章程》夫于一成長回肘另一回提出控坼

的第 26至 第 34奈 ,琱 查此事的凋查委員合可以建洪采取某些措施 ,以 矛卜救某些不正

常情況。委員合有些委員不相信不再友生不法行力的保址泣限于肘一目的精神技害。

他們汏力,如 果不法 行力造成金我損失并且害怕可能再友生速种行力,要求保並不

再友生不法行力是相些合理和道些的°肘一些委員來悅,朴僕和美于不再友生不法行

力的保怔是兩种不同的不連循回隊叉夯的后果。*卜 儅涉及避去,而 不再友生不法行力

的保姬看眼將來°因此它們都庄是狌立奈款的主題 ,庄 更洋冬地探甘保怔不再友生不

法行力的各种形式。

4U3.特別報告員指出,他放上迷考慮中又找到了一奈保留法律技害 (除精神撮

害或仿害外>的理由,可將其作力要求和給予朴儅的根据。他逐准各考慮一項保近不

重犯的車狌奈款。

4U4.美 于朴儅的形式,有 些委員伏力最好泛泛地提一下各种措施 ,而 不要列拳

遠些形式°但是 ,許多委員同意特別根告長的意兄 ,汰力在迷捀才卜催形式吋位考慮被

違反的又夯的重要性和不法行力回避失的程度。普遍同意主管回隊法庭宣布孩行力

的違法性在某些情況下是道些的才卜儅.在 送方面有許多先例°有人指出,在 199U年

4月 3U日 就
“
彩虹我士咢

”案件的裁決中,仲裁法庭在其裁決的第 8段特別說明,法

一庭裁決宣布的肘于一方肘另一方違反奈的又夯的進黃,在送种情況下是肘所造成的

法律和精神撮害的道些朴僅°
2°°

4U5.美 于第 1U筡第 4款 ,有 些委員汏力垃刪除,因 力普遍汏力朴借的形式不

垃肘國家造成侮辱和不符合國家的主根平等。但其他委員次力 ,正 是由于有些回家造

去濫用遠一芣卜救形式,并肘弱回提出侮辱性要求,第 4款才庄作力一項保障奈款予以

保留°

4U6.逐提出了一些草案措詞的建玟。特別是有人指出,第 4款規定朴儅的
“
要

求
”
不垃包括侮辱性的要求。送一措洞不正常,因 力第 lU奈 文不赴理受害目的要求 ,

’°’ 前引串 (上 文腳注 268),第 57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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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赴理在特定情況下适用的法律和些事各方的杈利和〤夯.因 此泣改專案文的速一

部分措洞°

4U7.某些委員指出,說 明朴儅的形式不垃是洋眾元遺的,因 此特別報告貝同意

泣改每案文措洞°

3.遊錯肘賠儅的形式和程度的影吶

4U8.特別報告貝悅避錯在用概念呆解釋回家責任夠荼款草案第 1部分中沒有

起任何重要作用°他汏力垓草案第 2部分,确 定回酥不法行力的具体后果 ,不 能忽視

避錯在遠种确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第 2部分必須赴理回隊罪行和回豚違法行力的

后果,速特別突出了避借的重要性。特別報告員次力避錯指的是仿害目的故意或道

失.因 此他提出兩介回題 :第一,避錯是否泣在确定不法行力的后果討起作用 ,第 二 ,

怎祥將近錯月因子一介回家。夫于第一介回題 ,特別報告員汏力就遊錯在后果的形式

及其尸重程度中的作用作出決斷是一項決策,最終是一項法律決策。他人力 ,一 些杈

威承汏避錯是否存在以及故意或遊失程度有多尸重垃在确定責任以及因而后果的程

度中起某种作用 ,不仗合符遻輯的而且逐是合理的°美于第二今日題,即 如何將達錯

戶因于一介回家 ,特別報告貝悅遠是今其胚同題,他放力送介意思基本上包括在本車

案第 1部分的有美奈款中°因此,泣 社有美決策机构 ,如 回坏仲裁庭和法院,去确定

是否存在世錯°他承汏确定不法行力回是否有故意或ㄝ失是今复柰的同題°作力回隊

人格者的回家的行力在大多數情況下(如 不是患是的活)构 成來白國家机构筑治集困

各級的多重行力和念度°他解釋悅 ,仗仗由于一名或几名氏致官長的行力本身可以被

袂力事央上是或可以被人力事其上不是作力回隊人格者的回家的行力,因 此此美官

員的所渭心理狀念事其上可能是或可能不是回家的避錯.送可确定涉及一今現代回

家的內部机构的同祥的全球性考慮速祥一种因素的存在和程度。他人力人們不能依

靠法律規則确定此美情況的事央,可 能部分地解釋了肘道錯在回隊法中的影晌和作

用所表示的疑魚。

4U9.美于逆錯肘金我賠儅的影呴,特別報告見解釋悅 ,肘判例的研究似乎表明

遊錯沒有在确定賠儅金教額中起任何作用,在 大多數案件中,賠儅金完全是根据造成

的仿害的性慶和程度來估算的。但是,有 些案件似乎考慮了送錯°此外,他 說完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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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象仲裁人元疑可能臸常考慮了迪錯。在決定是否同意理淹上流行的視羔,即 道措

一 “
故意因素

”一的存在和程度決不泣影晌賠儅金的估算,送 魚是泣垓加以這些考慮

的。思管速一念度符合金我賠借的狹窄定又。但是他告城悅 ,此 美解釋并非恙是正确

的,其原因如下:(a)各种形式的賠僕其隊上并不是孤立地送行:(b)在某种程度上

任何一种形式的賠儅都有賠儅性和恁戒性的作用,(c)恁 戒性或恁罰性功能似乎是辛卜

儅的最典型特征 ,它 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以判給較高效額的金我賠儅的形式影晌賠

儅金的估算°

41U.夫 子道錯在朴儅中的作用,特別報告貝悅遊錯昱然肘朴儅的形式和程度起

重要作用。回家央踐,尤其是外交央跩,是 遠一趨勢的杯志.他指出,在 第二次世界

大找后的大多數外交其跩中,考慮到政府官貝肘外回回民或代理人造成的仿害,或者

仿害肘象是受害回有叔享有特別保伊的人長或倌舍 ,侑 害 El=l可 能承忕了某种程度的

避錯。但是 ,夫 子低級回家代理人的逮錯在何种程度上其狋上是仿害目的道錯的同題

仍有待于解決°特別根告貝悅,他傾向于人力,如 果一回不提供其机构的人長,特別

是警察和武裝部陝人貝,以及在玵待外國回民和代理人方面有美他們必須履行的秋

极和消板火夯的充分的指示,就 不能次力垓回元遊錯,但 速必須送一步研究和考慮。

411.就 送錯同題友言的委員舍一些成長同意特別報告貝的恙的看法,即 達錯在

确定朴救形式中起著某些作用°他｛it指 出,由 于特別根告長自己只芸斌性地就垓向題

友表了意兄,也許今后垃更砌底地重新常查遠一同題°但他們友表了一些初步意見。

例如,有 些委昃指出,玵 回家有魚神秘的看法以及由此而回避ㄝ錯 .9題 的努力 ,退早

必灰服欣考慮避錯在回家責任中的地位的需要°他們汏力 ,呈 然在委員舍雞絞甘稔如

种族天能或侵略等罪行的責任時避錯同題昱得特別重要,但垓回題透与違法行力有

美。一些委員汏力達錯只是垃影晌市卜救方法的形式和程度的多种因素之一。其他因素

逐有,被違反的又夯的重要性等等,速些委員人力不垃只考慮道錯°

412.一 些委員汏力特遊錯)=因 子一回的同題是一介极力复染的同題 ,需要忕真

研究。他們人力不庄不分皂白地將回家代理人的達錯9i咎 于回家。如特別報告炅指出

的那祥,他們也及有完全肯定迪錯与等值賠儅的形式和程度有夫.有 人次力 ,送祥一

种念度可能打破整介筡款草案的遐輯和理稔平衡.一 些委炅汏力 ,委 員舍在研究送一

寺題的本險段就力第一部分的目的將近借作力回隊不法行力的草案第一部分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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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題敢系起來是不移慎重的。美于草案的第二部分,几位委員肘至少在委員舍官洪回

隊罪行的后果之前甘捻避失同題是否合道表示疑回°

C.美 于回家責任的祭款草案

第二部分.回 家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

委員套至今力止暫時通避的荼款草案案文
’°°

413.委 員舍至今力止暫吋通道的奈款草案第二部分第 1至 5奈 的案文如下 :

第 1奈 3m

一回所犯的回隊不法行力按照第一部分的規定引起的垓目的回隊黃任,戶

生本部分所列的法律后果°

第 2 奈
J° 2

本部分各項規定,在不妨得第 4奈和 〔第 12奈〕規定的荼件下,道用于一

目的任何回跅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但那些法律后果已由寺ㄇ有美垓回隊不法

行力的回隊法其他規則所确定者不在此〡艮。

3°° 由于在其第三十九居舍以上暫時通道了第 5奈 ,委 員全決定肘其第三十五

屆全決哲肘通達的第 2、 3和 5奈作如下修改 (兄 《1985年⋯⋯年筌》,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2U更 ,第 l° 6段 ):在 第2和 第 3奈 中,“ 〔第 4〕 和第 5奈”
的提法改

力
“
第 4和 〔第 12〕 奈

”
的提法;以 及

“
第 5” 奈重新編景力

“
第『 奈。

3m 
委員舍第三十五屆舍決暫時通道。夫于本奈坪注,兄 《1983年 ⋯⋯年鈭》,

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φ 頁°

s°2 
委員全第三十五屇套坡哲吋通道;夫 于本奈坪注,兄 同上,第 砭-43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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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6

:° S

第二巷

第 3 奈
sUJ

在不妨禱第 4奈和 〔第 12荼〕規定的奈件下,本 部分各項規定未列出的一

目的回隊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泣仍連照刁慣回隊法規則的規定。

第 4 奈
’..

本部分各項規定中所列一回回隊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在 道些情況下泣連

照 《朕合回完章》美于堆伊回隊和平与安全的規定和程序。

第 5 茶
3° s

1.力 本奈款的目的,“ 受害日
”
指在一回行力根捃本奈款第一部分的規定

构成垓日的回狋不法行力時,其杈利遭受垓回行力侵犯的任何其他回家°

Z.“ 受害回
”

特別指下列情況 :

(a)如 一回行力侵犯因放迪荼的而戶生的杈利 ,則 另一些事回即力受害回,

(b)如 一白行力侵犯因回隊法院或法庭的判決或其他具有的束力的解決爭

端的裁決而戶生的杈利,則 有杈享受孩杈利的其他爭端些事回即力受害回,

(c)如 一回行力侵犯因回伓法院或法庭以外的回坏机构的具有的東力的裁

決而戶生的杈利,則 根括垓有美回坏組象的組成文串有杈享受垓杈利的回家即

力受害回,

(d)如 一目行力侵犯因奈的肘第三回的規定而戶生的杈利 ,則 垓第三回即

力受害回;

(e)如 一回行力侵犯因多迪奈的或刁慣回隊法的規則而戶生的杈利 ,在 怔

兵下列情況的荼件下,垓 多之奈的的任何其他些事回或受刁慣國防法有夫規則

委員舍第三十五屆舍坡暫時通避,夫 子本奈坪注 ,

委員舍第三十五居套玟暫時通遊 (些 肘力第 5各 ),

委員合第三十七居舍坡暫吋通道;夫 于本奈坪注 ,

(第 二部分),第 25貢起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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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于本荼泙注,兄 同上。

兄 《1985年⋯⋯年鈭》,



的東的任何其他回家即力受害回:

<一 )已銓淡立或所确立的叔利肘其有利 ;

(二 )一 日行力侵犯垓杈利必然影呴多遠奈的其他些事回或受刁慣回所法

規則的束的其他回酥享受杈利或履行又夯,或

(三 )已至沒定或所确立的叔利的目的是力了保伊人杈和基本自由。
(f)如 一回行力侵犯因多遠荼的而戶生的杈利,在 怔央垓奈的明文規定送

項叔利的目的是力了保伊些事回的集休利益吋,則 垓多遠奈的的任何其他些事

回即力受害回。

3.此外 ,如 回狋不法行力构成回坏罪行,則 〔在第14和 第 15奈 規定的各

回的杈利和又夯范日內〕所有其他回家即力
“
受害回

”
。

- 17U ——



第 六 章

回家和回酥姐保同的美系

(寺 題的第二部分)

A. 專言

414.回 隊法委員舍府題力
“
回家和回坏姐坎同的美系

”
送一令題的研究工作分

力兩部分。委員舍就第一部分美于各國生回隊組玖代表的地位、特叔和豁免同題于

1971年 第二十三屆舍快上穹坡完半后,通道一姐奈款草案,并提交給大舍。
3° 6

415.大套后未將美于青題第一部分的荼款草案送交1975年 子堆也鄉召升的一

次外交套玟,孩 舍洪通道了《堆也納美于回家在其肘普遍性回盯姐象美系上的代表杈

公的》。
’°’

416.回 隊法委貝舍 19那 年第二十八屆舍洪幵始常洪本寺題的第二部分 ,遠一

部分涉及回吥姐玖及其取貝、青家和其他不作力回家代表參加其活功的人長的地位、

特根和豁免。
♂°.

417.在 委長套第二十九屇舍洪 (19η 年>和 第三十屆舍快 (1978年 )前任特

別根告貝已故的阿 卜杜勒 .埃里安提出了有夫本令題的初步根告和第二次拫告 ,m。

委員套肘送兩份根告及時送行了穹以。
s1.

418.委 員舍在其 1979年 的第三十一屆舍洪期同任命東昂納多 .迪 正斯一网薛

’Us 《1971年 ⋯⋯年筌》,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84頁起各頁,文件 A/841U/

Rev.1,第 二章,C和 D市 。
‘°7 

朕合回,《 1975年 法律年盤》<出 售品編咢:E.77.V.3),第 田 頁。
抑8《 1976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64烎 ,第 173段。

3°g《 1977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39頁 ,文件 A/CN.4/SU4;

和 《19?8年 ⋯⋯年鈭》第二卷(第 一部分),第 263頁 ,文件 A/CN.4/31l和 Add.1。

m° 美于委員套升兩介根告的甘梵情況概要、所得第淹和秘串楚采取的行功,兄

《1987年 ⋯⋯年崟》,第 二卷 ㄑ第二部分),第 5U-51頁 ,和 199-2U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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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斯先生力本青題特別報告貝。
Jli

419.由 于委員舍連照大套的建坡 ,把 完成其工作卄划中揪汀有美荼款草案的工

作已絟取得較大送展的若干寺題的研究放在优先地位,所 以,委 貝合在 198U年 的第

三十二屆全以上,和 隨后兩屆套決上均未著手赴理送↑令題 .只 是在 1983年 的第三

十五居套決上,它 才重新升始夫子本寺題的工作°

42U.放委員全第三十五屆舍玟 (1983年 >至 第四十一屆舍洪 <1弼 9年 >,特別

根告員提交了四份報告。
‘12 

在送几次舍以上,委 員舍就本寺題通道了几項初步決

定,并通避了特別報告貝准各力本寺題似汀的奈款草案所涉事項的鋼要。
313

421.在 1989年 第四十一屇舍決上,由 于●+同 不姼,委 員舍未能玵本寺題送行

甘淹,因 此沒有常汊特別根告長的第四次報告 (A/CN.4/424)。 然而委員套./k力 特

別根告貝有必要介紹他的技告,以 便在下屆舍坡上推功本青題的工作,特 別拫告貝照

此做了。
.i.

BlI 《199g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89頁 ,第 196段 。
312 

特別報告見的速四份根告特載如下 :

初步根告 :《 1983年⋯⋯年鑒》,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2?頁 ,文件 A/CN.

4/37U:

第二次報告:《 1蟡5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U3頁 ,文件 A/CN.

4/391和 Add.1,

第三次報告‘《1986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63頁 ,文件 A/CN.

4/4° l;

第四次根告 :《 1989年 ⋯⋯年鈭》,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更,文件 A/CN.

4/424。

sI’ 夫子委員舍放第三十五居舍以至第四十一屆套玟就本寺題所作的工作的更

全面的ㄞ史回厥 ,兄 《1989.⋯‥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31頁 起各頁,第 692

?U?段 °美于鋼要的案文,兄 同上,第 132更 ,腳 注 323。

’1. 
美于特別報告員的第四次拫告手言概要,兄 同上 ,第 133頁超各頁,第 7U肛

72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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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屆全以常坡送介音趣的情況

422.在 本屆舍坡上,委 員舍收到了特別報告員1989年提交的第四次拫告 (A/

CN.4/424)‘ ls 
和第五次報告 (A/CN.4/432),但 由于吋同不移,特別拫告員未能

介紹第五次報告,委 員舍也未能送行常洪.

423.委 員套在199U年 6月 19日 至 26日 拳行的第 2176至 218U次 合以上常坡

了第四次拫告°委員合甘捻了垓根告所載的第 1至第 11荼草案后在第 218U次 舍以

上決定梅其提交給起草委員套.以 下第424至 第 463段摘迷了委員套委員肘速些奈

款的坪淹。

424.委 員舍肘特別根告貝在 第四次根告中力本青題提出的目杯普遍表示支持°

有些委貝指出,委 員舍現在可以肘本寺題給予更多注意,因 力它完成或將近完成肘本

青題的穹決工作。一些委員強淍本寺題的有用性,因 力它將升各种各祥不相一致的夫

子回隊組象的法律理出一些共箸.

42S.有 些委員蛗然并不怀疑是否需要就本寺題送行工作并履行大套授予委員

舍的取黃,但次力在盤絞研究本音題前可能有必要确定將要通道的奈款草案的最終

目杯及其与許多現有文中(即 草案所涉各姐珠的組成文串、美于特板和豁免公的以及

恙部柲定)的美系。

426.一位委員悅他怀疑是否能移取得有用的錯果 ,以 及荼款草案遙用的回家是

否套接受此美結果。他不人力迫切需要送行遠一令題的蝙集工作,他汏力美于特杈和

豁免公的以及恙部+.1定 等各种現行文串已在遠方面作了充分規定。他人力委員舍泣

盤箋推退升本寺題的常決。

4η.特別技告見在提及几位委員友表的意兄吋肊及 ,委 員套的責任是履行大合

授予它的并在大合每年美于委員舍報告的決快中重申的任夯.1987年 委員舍第三十

九屆合決規定了本寺題的目的和方向及其內容,并通道了要求特別報告貝向它提交

的寺題事項的鋸要°(凡上文第 42U段 )特別報告員指出,委 員舍坡程上許多其他青

班S 
兄上文腳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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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也包括了若干現有文串作了規定的一些方面°提到委員舍在編築回狋法方面的任

夯時,他洗將本青題的規則加以系統化和奈理化是很有用楚的。肘回隊形勢的仔細現

察便套友現逐有許多缺陷需要你朴 ,許 多1.9題 需要解決°例如 ,他 指出,近年來一些

組欽和床道回之同在夫子与各姐象有正式工作夫系的官貝、令家和人長的杈利和文

夯方面戶生了許多回題。因此,特別擬告貝強凋了肘荼款草案送行充分常決并在常洪

后持其提交起草委員套的重要性°

428.在 委員合作的另一些坪稔涉及特別報告晨提出的奈款草案的具体方面的

同題°

4幻.美于第 1奈草案,aIj 一位委員悅英文的採題泣力
“
用浯

”
。凡位委員遜指

出,第 1ㄑa)款 中
“
回隊組玖”

的定叉泣載明:組 取的
“
普遍

”
性源自成長回資格

向所有回家升放 ,而 不是源白姐象成長目的其隊數量°一位委員建玟 ,崟于祭款草案

瑯 特別拫告真在其第四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1奈 草案如下 :

第一部分. 早  言

“
第 1奈 . 用 浯

“1.力本奈款草案的目的 :

“(a)  ‘
回隊組象’

是指普遍性的政府同姐象 :

“(b)  ‘
姐象的有美規則

’
特別是指垓組象的組成文半、据此通避的垓

組象的決定和決以及其已确立的慣例 ;

“(c>  ‘
普遍性的組象’是指朕合回、各寺ㄇ机构、回隊原子能机构以

及其姐珠成長和取黃均具有全球性廣的任何美似班玖 ,

“(d)  ‘
姐奴’

是指有美的回酥姐珠 :

“(e) ‘
素道回’

是指遠祥的回家,在垓回的領土內;

“(一 ) 沒有組象的患部或亦事赴,或
“(二 ) 拳行其机构之一的舍坡或其召集的大全。

坨.本荼第 1款美于本奈款用悟的規定不妨得其他回怀文串或任何國家回

內法肘這些用悟的使用或所賦子的含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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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園可能隨后才大到匡域性姐玖,因 此垃垓梅
“
普遍性

”
ㄒ洞置于方括咢內.

43U.特別報告貝也伏力,第 la)款 中
“
普遍性的

”
一洞是用未指

“
具有普

遍性可能的
”
的意思。也許泣采用速一措洞 ,以 便包括堵如那些由某些商品的生戶者

和消費者淡立的組坎。在肘茶款是否泣包括區域鏟象速一魚作出最后決定之前 ,他不

反肘將第 1(a)款全部或部分內容置入方括咢內°

431.夫 于第 1(b)款 ,一些委員建洪刪除修佈
“
規則

”
一切的

“
有美

〞送介

詞,以 便确保与1986年 3月 21日 《回家与回吥姐玖同或回隊姐珠同奈約法維也的公

的》第 2奈第 1(j)款使用的措洞取得更大的一致。一位委員悅,泣 刪除
“
已确立的

慣例
”
送句活 ,原 因是慣例是不新交化的,并 可加以解釋,因 此,不 能用規則的形式

未表示。但其他委員則表示,速句活完全可以接受并已包括在 1986年 《堆也納公

的》中 (第 2荼 第 1<j)款 )。

4釳.美于第 1(c)款 ,一 些委員蛻 ,“具有全球性廣
”
送一措詞意思道于含糊 ,

有位委員建坡用
“
全球的

”
遠一同。有些委晨也表示,垃 些用

“
fun山 Uns”代替

“
responsi-

biIty” 一洞。一位委見洗,沒有必要寺ㄇ提及回沶原子能机构。另一位委員坑 ,“美

似
”

一同意思不清楚°

433.夫 子第 1(e〉 款和
“
未道回

”
遠一概念,一位委員提玟,逐垃提及回隊

姐象的官昃奉派前往執行公夯的國家。美于速一魚,一位委員洶同:第 1(e)(一 )

款中的
“
亦事赴

”
一洞是否也包括一今姐象的附厲机构的格●1赤 事赴,如軟合回維持

和平部臥外勤工作亦事赴。特別根告貝悅,遠 一月浯指一姐珠力履行其取黃使用的任

何房舍 ,遮 一焦,《 朕合回完章》第一百零四和第一百零五奈以及各回隊姐玖的患部

捇定或姐成文串的有美秦款中都已有規定°他說,速 一魚,可 比較 1961年 《維也納

外交夫系公的》第 1(一 )奈所載的
“
房舍

”
一洞的定〤。

434.一位委員建玟刑除第 2款 ,因 力沒有必要列速一款。

435.在 甘梵整介第 1奈 吋,一 些委員悅 ,委 員合在弄始常快速一等題吋庄考慮

是否有可能將其他定〤并入孩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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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美于第 2奈 草案,”  一些委員表示,他們螢同特別報告貝送一做法,即

在原則上將奈款范目限于具有普遍性的回豚姐玖,但在同時不影呴在以后將范園才

大到其他姐象 (如 匡域組珠)的可能性.

437.美 于第 1款 “
接受本奈款的回家

”
的措洞 ,看 法各不相同。一些委員汏力 ,

泣刪除送句活;另 一些委員央j伏力垃些保留,目 的是使奈款草案更能被接受。

438.有些委員肘是否有必要汀立第2款持怀疑念度°其他委員則螢成刪除第 3

款°也有人提玟用任捀決定中代替第 3款 ,以 便能特奈款的范目才大到第 1款未提及

的其他組玖。

439.夫子第 3奈草案,Ⅲ
 

一些委員汏力,草 案措洞泣更明确,以便消除
“
不

妨得
”
速今泀帶來的含糊意思。有人指出,泣參照委員合整介荼款草案工作的最后錯

果未重新考慮垓奈文。

31? 
特別技告貝在其第四次拫告中提出的第 2荼草案如下‘

“
第 2奈 .本奈款的范日

“1.本荼款道用于普遍性的回豚組象同接受本茶款的回家之同的美系。

也.本 茶款不道用于其他回穌組玖的事共并不妨得奈款中按照回隊法不

淹本荼款 (公的)有旡規定均道用的任何規則的道用°

“3.本荼款 (公的)能 不阻得各回之同或回隊組致之同鍗第林定,使奈款

〔公的〕能全部或部分地道用于本荼第 1款所指回坏姐玖以外的回豚姐象。
”

m8 
特別報告見在其第四次技告中提出的第 3奈草案如下 :

“
第 3荼.本荼款 〔公的〕与回隊

鏟象有夫規則的美系

“
本奈款 〔公幻〕的規定不妨得回隊姐象的任何有美規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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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U.美 于第 4荼草案,.1. 一些委員悅,泣 更清楚地确定本荼款与現行有效1.i

定之同的夫系。一位委昃人力,如 本奈款
“
不妨得

”主題方面的現行有效的柲定,那

么,前者的必要性就十分令人怀疑了。也有人表示,垃 些用奈的法中可道用的規則規

定本荼款与同一主題的今后有美i.h定 同的美系,并且宜萏全部奈款草案起草完羊后

重新官玟第 4奈 。

441.肘于載于特別報告貝提交的草案第二部分的第 5和 第 6奈草案
’2.,第

一种

看法是,荼款現有的措洞沒有清楚匡分回隊法規定的姐架的法律人格和其成貝回和

m’ 持則根告長在其第四次報告中提出的第 4荼 草案如下名

“
第 4荼 .本荼款 〔公的〕与其

他回隊林定的夫系

“
本奈款 〔公的〕的規定 :

“(a) 不妨得回家之同或國家与普遍性回隊組象之同現行有效的其他回尿

林定,而且

“(b) 不垃阻得鍗錯夫子普遍性回隊姐象的持杈和豁免方面的其他因豚林

定。
”

J2°  特別拫告貝在其第 4次技告中提出的第 5和 第 6荼草案如下 :

第二部分. 法律人格

“
第 5奈

“
回隊姐象泣根括因坏法及其成長的回肉法享有法律人格。它們位在符合其

建立文串的范日內有能力 :

“(a> 汀的 ;

“(b) 荻得和赴理功戶和不功戶,以及

“(c) 提起法律坼忪°”

“
第 6奈

“
一回沶姐象錚垮荼幻的能力達照垓組象的有夫規則和回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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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道目的回肉法規定的法律人格°第二种看法是 ,呈 然一囝所姐象締錯荼的的能力作

了明确規定,但 一姐象的回隊法律人格的其他法律后果都沒得到規定°因此 ,有人建

玟汀立一項奈款寺ㄇ涉及回豚法律人格和由此戶生的回豚一圾的法律能力,如締錯

奈的能力 ,提 出一項回隊叔矛1要 求的能力以及私极和消极使市杈。另一荼款涉及回內

法規定的法律人格和由此戶生的法律能力°

442.一些委員扶力 ,第 5和 第 6奈也垃更清楚地体現泣垓規定授予回隊組象的

法律人格的取能林准.

443.有 人肘第 5和 第 6奈 的措洞提了些具体看法°

444.美于第 5奈 ,一位委員指出,按現在形式的 (c〉 項套使人党得回隊姐象

具有在回豚法院起訴和垃訴的杈利 ,遠祥套違反法院規的°另一位委員指出,鈭于回

隊社套的事念友展,第 5荼 不垃給人造成洋冬元遺之感°因此他建坡,在 “
有能力

”

前面垃加上
“
尤其

”
一詞。另一名委員建坡引言句干脆規定 :“ 回隊姐玖垃享有法律

人格。
”

445.美于第 6奈 ,看 法不一°一位委員汏力 ,“和回隊法
”

的措洞加強了垓奈

款,垓奈其隊上照最了1986年 《回家与回隊組象內或回隊組象內奈的法的堆也的公

的》的第6奈 的措坷°另一位委員汰力,第 6茶草案是多奈的,因 力垓奈重复了其他

回穌文#中 所我的規定。逐有一位委員仄j次力,第 6筡草案肘于回沶姐象締錯奈的的

能力方面的相左意兄而言,不失力一种合理的解決亦法。
: 446.特別報告員在焚到某些上述看法Hf指 出,他在第二次報告中在美于回所組

象的法律人格方面上提出了兩介各述案文。各遙案文A在 同一奈中提到了回隊法律

人格和國隊姐象締箸荼的的能力 ,各遠案文B在分別的筡款中提到了送兩介概念°m

他在第四次根告中提交了兩項車貀的筡款 ,目 的是連仄委員套多數委員的愿望,他們

些時表示愿采用各遊案文B:在 第 5奈草案中涉及了回豚法律人格 ,第 6奈草案則寺

ㄇ涉及締錯奈夠的能力。夫于一組象的國內法律行力能力,他悅 ,他 尤其厥及了《朕

合回完章》第一百零四奈和載于其他柲定的美似規定,如教科文組象章程第十二奈以

田 《19跖 年⋯⋯年筌》,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12-113段 ,文件 A/CN.4/

391和 Add.l,第 7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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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于沒立歐洲鐙游共同体的奈的第 211奈 .他在第二次技告中洋冬地討淹了遠一

同題。
3.2

4好.美 于草案第三部分—— 回隊姐象的
“
財戶、資金和資戶

”,一位委員建洪

修改杯題以便更明确地反映其內容 ,即 將杯題改力姐象的司法豁免、其房舍的地位和

特社資金和其他資戶的自由°他逐建玟將第三部分分力兩章或三章,第 1U奈形成單

狂的一章。

4岱.某些委員li了 肘第 7奈 草案
ε23 

的基本宗旨表示相些費同,送些委員伏力 ,

目前｝艮制回家的管轄豁免的赹勢不庄打展到回酥姐象。回隊姐玖的財戶、資金和資戶

的銫肘豁免概念,分別体現在 1946年 《眹合回特杈反豁免公的》和 1974年 《寺ㄇ机

构特杈及豁免公的》以及回隊組豕的并多組成文中和患部1.+定 中。他們汏力庄保留遠

一概念。与給予各國的管轄豁免不 同,送美豁免只道用于某一特定回家的財戶、資金

和資戶 ,肘 回豚組奴給予管轄豁免是力了保伊全体成長目的利益,遠些成長回,尤其

就具有普遍性的姐玖而言,代表了回隊社舍的多數成貝。他們才卜充悅 ,將取能需要杯

准用于組象的豁免將是一种錯淏 ,因 力豁免是一种法律手段 ,能 保近姐珠的宗旨順利

其現,而 不稔其性慶或范園如何,除每介組象的告ㄇ宗旨外,一切姐象,尤 其是奈款

草案涉及的具有普遍性的組珠,均 有共同特魚 (在 恙部、人炅、成貝回合黃等方面的

同題>,而 最大的共同魚是央現遠些組玖力之而建立的宗旨的又夯。這些委員放力,特

別是由于送些共同特魚,地升豁免肘于保障回豚姐象狌立履行取能尤扁必要°

449.然 而,一位薆成地肘豁免規則的委員指出,必須規定适些的程序和方法,

.22 
同上,第 1U7頁 起各更,第 31一η 段°

‘2‘ 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四次報告中提出的第 7奈草案如下 :

“
第三部分. 財戶、資金和財戶

“
第 7 奈

“
回豚姐象及其財戶、資金和資戶,不梵位于何地、由准持有,泣 享有肘各

种形式法律坼忪的豁免,它們明示放弄豁免的特定案件除外。然而根据理解 ,放

弄的豁免都不包括肘任何執行或強制措施的豁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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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介人在与回酥姐象友生爭端吋能姼保伊白己的杈利°他汏力,遠美案件在回肉法院

管轄范園之外,可提交仲裁法庭爽理°

45U.另 一名委員支持第 7荼 的恙的宗旨,汏力垓奈不妨再加上一款,規定回豚

組玖有〤夯尊重京道目的法律和規章,速祥或許更稔妥一些。

451.委 炅們也提出了一些草案措坷的建快。一名委員建坡 ,回 隊組欽豁免何种

管轄,不 管是民事的近是行政的,都泣具体列出來:垓奈英文案文中的用悟
“
every

formUfIegal prUcess(各 种形式法律坼松)” 垃代之以
“ju㎡sd必tion(管轄)” 一洞°一

些委員逐建快,肘 于執行的豁免同題 ,垃車立一荼或一款梵逑。一名委見建玟泣加強

第 7奈 中涉及放弄豁免的部分,使垓荼明确規定放弄管轄豁免不能視力包括放弄執

行的豁免,執行的豁免必須車狌放弄。

452.最后 ,一 些委員肘整奈案文表示保留。一名委員逐說道 ,他 能沒想到具有普

遍性的回杯姐象出于取能原因,可 能并不需要管轄豁免°垓委員次力,即 使在某些情

況下有必要給予一定程度的管轄豁免 ,但 不能蛻國防姐象就泣比其成長回享有更大

程度的豁免°他汏力 ,肘于具有特殊性慶的組珠例如蚨合國未悅 ,較大程度的豁免可

能是必要的,但送不必授予其他銀象,速是考慮到它們取能的青ㄇ性。另一名委員悅

他螢成汏第 7奈排除回隊姐玖肘索道回管轄的地肘豁免,他 傾向于青ㄇ的豁免祭款°

453.9+子第 8奈草案 ,3〞
. 

委員合委員們息的未悅表示了支持,思 管他們就肉

3z. 
特別報告員在其第四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8荼草案如下 :

“
第 8 奈

“1.完 全用于履行其公夯取能目的的因豚姐象房舍不受侵犯。回防姐象的

財戶、資金和資戶,不梵位于何地、由堆持有,泣 免受搜查、征用、沒收、剝李

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干扰或強制,不梵是出于政府、行政、司法行功逐是立法行

功。

ㄅ.回 坏組象庄持房舍的地魚、形狀和信用日期通知京道回。它們逐庄將

撤出房舍情況及撤出日期通知京道回。
“3.本麥第 2款規定的通知中的日期,除 有失方面另有林以外,泣 決定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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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措洞提出了一些建玟.例 如,好几位委員指出,垓奈座不仗包括力尊重回隊姐玖

房舍不受侵犯原則而抑制某些行力之〤夯,而且座包括保伊送些房舍不受騷扰之主

功〤夯。在遠方面,特別報告貝悅 ,他 曾在拫告里提及鬥題的速介方面,并 望毫不反

肘把送一想法列入第 8奈 中。一些委員扶力第 1款 中的
“
完全用于履行其公夯取能目

的的
”
送一措洞用于表迷房舍的不可侵犯性是恰些的,但另一名委員卸汏力,垓措洞

可能不恰些地限制回跡組象的不受侵犯.他逐人力第 8筡泣表明末道目的任何代理

人未絟回隊組珠同意均不得送入垓組珠房舍。另一位委員人力
“
房舍

”
一月的含〤范

目需要更确切地規定,以 使其范目矩〺明.￣m。

4肌.一介組象的房舍是否也和回家的使倌或代表日的倌舍一祥 ,具有要求不受

侵犯性的同祥程度的取能需要,有 一位委員肘此表示了怀疑。

4“.一些委員明确支持第 1款說明的,回 豚組象的房舍不受侵犯及其財戶、資

金和資戶免受剝李°另一些委員怀疑遠种豁免是否与現行回隊法相符。美于遠一魚,

特別根告員指出,現 在普遍同意京道回不能以公共利益力由剝李回隊姐珠的財戶°但

遠祥做起碢等于把素道回置于优于垓姐玖其他成員目的不可接受的地位。在許多法

律体系中,回 隊姐玖不功戶的管理制度是仿效遣用于公共財戶的制度建立的,而公共

財戶根据回肉法被視力是不可社与的°

456.美 于第 9奈 草案
蚣 好几位委員一般支持其內容和基本原班j° 他｛〡Π指出垓

奈規定所根括的是升持杈和豁免的取能赴理亦法,垓奈規定防各了可能的濫用。

(i主 彥美324)

時升始和停止享有本奈第 1款所規定的房舍不受侵犯杈利。
”

’a. 
特別很告貝在其第四次技告中提出的第 9秦 草案如下 :

“
第 9奈

“
在不技害本奈款 〔公的〕的規定的奈件下,回 沶姐象不得容汻其患部威力

下列入貝的避雅所 :淡 法躲避京道回依括法律規定迸荇逮捕的人,或垓回些局力

了扶行司法判決而查我的人,或 因現行罪行而受到通輯的人,或未道回些局肘其

友出了法院命令或班逐令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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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田.升于措詞 ,有 委員提出,垓筡不仗泣提及狹〤上的息部,而且垃提及一般

的回隊姐象房舍。遜指出,或作泣些刪除
“
因現行罪行而受到通輯的人”,因 力送一

概念并不是每种法律体系都具有的。

458.然 而,另 一些委員次力第 9奈沒必要,合起消板作用°沒必要是因力一今

組象不可能力垓奈所提及的人貝提供避璀所,送是由其他奈款所体現的特杈和豁免

的取能性疲所決定的。合起消极作用是因力速一奈可能被人援引來阻止回隊姐象根

据正些理由提供避堆所 ,例 如向純粹由于政治原因而被通輯的人提供避雅所°在速种

情況下提供避雅所或給予庇伊使有可能保伊生命或人身健全杈等基本人杈。

459.夫 于第 1° 奈草案
B2’

,一些委員肘垓奈所規定的特杈和豁免的范園表示保

留。他們指出,持有和自由特移資金和貨市的特杈一方面座服仄垓姐象的取能需要 ,

另一方面泣受患部柲定的奈款的制的。一位委昃肘于垓奈竟未提及与夫稅和其他賦

稅有夫的同題表示惊研。

46U.升 于引言句 ,一位委員指出它沒有恰些地說明所指的是何种管制、栓查等 ,

是未道目的,逐是成長目的。一位委員特別提及 (b)項悅,孩項沒有說明投立在其

貨市為不可兌換貨市的京道目的回坏組珠是否可以籍移些地貨市資金°肘于 (c)項
,

一位委員不清楚
“
垃道些注意⋯⋯任何要求

”
的措洞的含又,不知道速里所指的是何

.2° 特別技告貝在其第四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1U奈草案如下 :

“
第 1U奈

“
在不受任何管制、栓查、規定或暫停期的限制的奈件下 :

“(a) 目隊姐坎可持有資金、黃金或任何种美貨市并可弄立任何貨市的

銀行帳戶 ;

“(b) 回豚組象可放一回到另一回或在任何回家內自由持移資金、黃金

或貨市,并 可自由地將它們持有的任何貨市兌換成任何其他貨市 ,

“
ㄑc) 回隊姐坎在行使本奈 (a)和 (b)項 所規定的杈利時位适些注意

任何本奈〔公的〕些事回政府提出的任何要求,但 以滿足此种要求被人力不撮害

其本身的利益力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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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〤夯°其他委員汏力 (c)項 不仗座提及回坏組珠成長目的要求,而 且位提及不是

垓姐象成長的京道回,以及任何由于特移資金或貨市而与垓姐象友生美系的非成長

目的要求°

461.另 一些委員在提到一些委員肘第 1U奈各今方面所作的保留指出,垓奈載

暴了1946年 《朕合回特杈及豁免公的》(第 二奈,第 5和 第 6市 )中 的美似規定,因

而看來是可以接受的。

4砭.美于第 ll奈 草案,3z’  好几位委員汏力垓奈沒有必要,因 力其內容已包括

在第 4奈 中。一名委員遜指出,第 11荼有可能力第 1U荼 的解釋造成某些不确定性 ,

使人准以确定力限制第 1U奈 (a)和 (b)項 的規定,頦考慮到哪些
“
取能需要°

”
他

悅不泣垓力了回隊組伿垃享受的財夯狌立而汏力泣在草案中列入第 11奈 °

463.另 一位委員卸汏力加上第 11茶有用,但措洞須修改,尤其是
“
所給予杈

利的范園仍可依据有夫姐珠的取能需要⋯⋯加以●艮制
”
速一措洞 ,因 力他汏力 ,垓措

詞可能給人一种印象,即 第 1U奈所确立的共同制度沒有考慮到取能需要杯准。

464.正 如已絰表明的 (上 文第倪3段 ),在甘淹完速一項目后,委 員全決定把

第 1至 11奈 草案送交起草委員合。

:?7 
特別根告員在其第四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11奈草案如下 :

“
第 11 荼

“
冬管有第 lU奈 (a>和 (b)項 的規定,所給予叔利的范園仍可依据有失姐

珠的翠能需要并通道有夫方面的共同柲玟加以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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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美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技害性后果的回隊責任

A.早 言

465.委 員套在其 1978年 第三十屆套以上將
“
夫子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

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回隊黃任
”
速一青題列入其工作卄划并任命多伯特 .Q.昆廷一巴

克斯特先生力本寺題特別報告貝°

46ε.委 員舍汰其第三十二居 (198。 年)至其第三十六屇 (19銋 年)套以,常

坡了特別報告員提交的 5份拫告。
328遠

些根告力四力本寺題友展一介概念基砧并載

有寺趣鋼要和五筡荼款草案°特別報告反向委貝舍 1982年第三十四屆舍快提交的第

三次報告中提出了上迷寺題鋸要°
3岔

。特別報告貝向委員套 1984年 第三十六屆全快提

ε2ε 前任特別報告貝的五份根告特載如下 :

初步根告 :《 1蜷U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47頁 ,文件 A/CN.

4/334和 Add.1和 幻

第二次拫告 :《 1981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U3頁 ,文件 A/CN.

4/346和 Add.l和 幻

第三次報告 :《 1982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51頁 ,文件 A/CN.

4/36。
-

第四次報告‘《1983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U1烎 ,文件 A/CN.

4/373;

第五次拫告:《 1984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55烎 ,文件 A/CN.

4/383和 Add.1.
32° 令題鋼要案文特載于 《19BZ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3至 85

更,第 lU9段 。《1%3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銋 至∞ 頁,第 2g4段

指出了前任特別根告貝肘鋼要所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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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第五次報告提出了上迷 5奈奈款草案。
j.°

委員合肘秦款草案進行了官以但未作

出將它們送交起草委員舍的決定。

4“.委員舍在其 1984年第三十六屇舍洪上逐收到了下迷材料 :肘朕合國法律

碩同于 1983年 向16介逸定的回隊姐象友出的琱查表的答复,凋 查表是要查明,除其

他之外,各 回作力回隊姐象成長回相互之同承捏的以及泣履行的〤夯可否在速介范

日內履行或取代寺題鋼要中所提及的某些程序 ,.’

I以
及秘串赴編每的一份研究投告 ,

題力
“
美于目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技害性后果的回隊責任的回家其或概

〕工。
”m2

468 委員全于 19跖 年第三十七屆舍以上任命胡利奧 .巴 本沃薛先生力本寺題

的特別根告貝。委員套趺其第三十七屆合洪至第四十一屆套以 (1989年 )收到特別

報告貝提交的五份拫告。
33‘

委員套在 1988年 第四十屆舍快上向起草委員套提交了特

3a° 前任特別報告貝提交的第 1至 5荼 草案案文特載千 《1984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η 頁,第 237段 。
’jl 

垓琱查表的答复裝載于《1蜷4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29頁 ,

文件 A/CN.4甪 78°

33z 《1985年 ⋯⋯年鈭》,第 二卷 ㄑ第一部分>/Add.1,第 1頁 ,文件 A/CN.

4/384。

Ⅲ 特別根告長的遠五份報告特載如下‘

初步寺艮告 :《 1985年 ⋯⋯年鈭》,第 二卷<第 一部分),第 97頁 ,文件 A/CN.4/39舒

第二次報告 :《 1986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45頁 ,文件 A/CN.

4/4U2,

第三次根告 :《 1兜7年⋯⋯年荃》,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47頁 ,文件 A/CN.

4/4U5;

第四次擬告 :《 1988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S1頁 ,文件 A/CN.

4/413,

第五次報告‘《1蚺9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頁,文件 A/CN.

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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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拫告長在其第四次報告中提交的、力第一章 (一 般規定>和 第二章 〈原則)建玟的

第 1至 1U奈 草案°.‘‘

B.本屆合玟官玟遠介青題的情況

469.在本屆合以上,委 員合收到了特別根告長的第六次根告 (A/CN.4/428

和 Add.1)。 委員套在 199U年 6月 22日 、6月 27至 7月 4日 和 7月 1U日 的第 21彴、

第 2181至 2186次 和 219U次全以上常坡了速一令題°

4?U.特別報告長在第六次報告中遊一步研究了是否虛垓將有危險的活功的又

夯和具有技害性影晌的活功的〤芬合起來爽理近是分弄赴理的可能性,提 出了澄清

有危隆的活功的概念的另一种亦法,介紹了垤進修汀的有美具有跨界撮害性效果活

功的一套程序性規則 (第 三章第 11至 2U奈 >,以 及提出夫子賠儅責任鬥題的所有其

慶性規則 (第 四章第 21至 33茶和第五章〉。速祥,他就提出了美于本青題的一套 33

奈奈款草案的完整鋼要如下↗
ε

第

第 1奈

第 2奈

第 3秦

第 4奈

第 5奈

一 章 一般規定

本奈款的范目

用悟

又夯的确定

本奈款与其他回豚柲定的美系

肘回隊法的其他規則先影晌

’s( 
在第四十屆套玟上送交起草委員套的第1至 1U奈草案案文兄《1988年 ⋯⋯

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9頁 ,第 22段 。特別報告員在其第五次報告中提交

了修訂的第 1至 9奈 草案,委 員合在第四十一居套以上將其送交起草委貝合,兄

《1989年⋯⋯年鈭》,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4一 BS頁 ,第 311段 。
J‘s 

力起草委貝全方便起兄,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六次報告中逐提出了前九奈中

某些奈款可能的各遠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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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原則

第 6奈 行功白由及其●艮制第 7 奈  合作

第 8 奈  萩防

第 9 荼  賠佳

第 1U 荼  不歧視

第 三 章  預防

第 11 荼  坪估、通知和資料

第 12 荼  回隊姐象的參与

第 13 茶  假定的受影晌日的倡決

第 14 奈  捇商

第 15 各

第 16 奈

第 17 奈

第 18 奈

第 19 奈

回家安全或工╨秘密的保伊

車方面預防措施

利益均衡

不履行前迷又券

肘按第 l1奈 規定友出的通知不作答复

第 2U 荼  活功的禁止

第 四 章  賠儅責任

第 21 奈  談判的〤夯

第 鈕 秦  复故受影晌回

第 23 奈  威少超源回泣付的賠佳

第 24 荼  肘坏境的技害及因此造成肘人或財戶的板害

第 2S 紊  复教起源回

第 26 奈  例外

第 η 奈  討效

第 五 章  民事賠儅責任

第 28 奈  回內渠道

第 29 秦  回家法疐的管繕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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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U 奈

第 31 奈

第 釳 茶

第 SS 奈

回內法的道用

管轄豁免

判決的強制執行性

洭款

471.特別報告長你他提出差不多是一整套奈款草案的意留是力了便于大家肘

本寺趣的做法和范園以及特定奈款和其中体現的原則送行具体的甘捻。送些新奈款

只是速↑寺題的鋼要,將 它們洭集在一起是力了使委員舍了解本寺題的全貌并了解

不同奈款之同的可能的相互美系°送祥就能看出送套沒想出來的奈款案文背后所表

現的主要思想。除了第2奈草案由于送一步明确了危險概念而作了較大修改外 ,特別

根告昃基本上保留了提交給起草委員舍的第 1至 9荼草案的原祥。
’’.他

汰力本委員

套或大套第六委員合肘速些奈款作出的所有有失坪稔垃由起草委員套赴理°在其第

六次報告中他逐研究了將9i回 家管轄范園以外地區——所渭的
“
全球公地

”
造成損害

的回題夠入本寺題范目的可能性°

472.第 六次拫告提出了一些复李的政策和技木回題并提出了33項荼款。委員

舍的許多委員感到他們需要更多的時同來考慮根告提出的同題,現在只能提出一些

不成熟的意兄°因此委員套決定下屆套坡再回避共來討梵第六次報告提出的回題°

1.一般做法和范目

(a) 有危險的活功和具有振害性效果的活功

473:力 了肘委員合上屆合坡和大合第六委員套上提出的要求作出反泣 ,特別投

告長再次研究了在寺題中分別赴理有危隘的活功和造成技害的活功的可能性°肘送

介同題的遊一步研究,使他再次得出笉梵速兩种活功的共同特征多于相异之楚.送种

相似就足以根据一种制度以美似的方法官決它們的后果。他指出,近來肘同美向題迸

行的一些立法工作也都采取一起楚理速些活功的做法°337但 是分別楚理遠兩美活功

也不是沒有先例。
j3ε

兩种亦法的不同事其上出現在預防方面。特別拫告昃指出玵預防

又夯可作兩种解釋:一是在任何意外事故友生前采取措施防止一介事故的友生,另 一

‘°° 兄上文腳注 334錯 尾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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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任何意外事故友生后采取措施縮小頡害的范日和喊輊擬害的程度,或者是肘具

有損害性影晌的活功采取措施喊牷、控制或冬量減少跨界撮害°玵
“
預防

”
的第一种

解捀道用于有危險的活功,第 二种解釋主要道用于具有損害性影晌的活功。特別報告

昃似遵放委員套的意愿,与 此同時,他現在傾向于瀣修改后采用第一种解,F.,并建洪

計肘兩美活功制定一項制度 ,其 中將需要有美回家之同相互通知、提供資料和送行怭

商°但是所渭的
“
硬

”
〤夯只有在嵌害已垤友生而且按因果夫系与一項活功有敢系時

才戶生。在速种活功影晌到各回吋希望它們能相互通知、+.+商 和談判,速 一要求是合

理的°美于賠僕黃任岡題,他仍傾向于不要采用 自功戶生尸格賠儅責任的做法而建玟

將淡判解決戶生的碳害賠借作力一种火夯°

474.委 員舍多數委員同意特別報告長的意兄,汰力盤于在法律后果上有危險的

活功和造成撮害性影呴的活功有更多的共同焦,最好是特兩者合起來赴理°如果采用

更ㄏ〤的板防概念 ,不 仗持預防事故的措施 ,而且將減少或預防撮害的措施納入預防

的范時,那 么尤其要如此。有几位委員不是不同意遠介亦法,他們肘丙美活功不作匡

分的一組奈款如何規定預防〤夯,特別是旨在預防事故友生的又夯沒有把握。預防又

夯相些明确。他
’
lI逐放力最好不要將事故友生后采取的減少或威輊損害的措施洗成

是
“
預防

”
措施。逐有人建洪可以把草案分成兩介部分,第 一部分寺憐萩防同題,第

二部分包括一項或几項美于賠儅的示范荼款。

4石.有 几位委員袂力特別根告貝斌因特有危險的活功和有損害的活功合起來

赴理是想縮小本寺題的范日,以便几乎使有損害的活功汰厲于有危隆的活功°因此造

成損害的活功似有不同含又,即 汏一弄始就汏力損害是其不可避免或其隊上不可避

3.’ 例如,歐 洲委員舍美于損害坏境賠儅的規則草案 (歐洲委員合,文件 CDCJ

(89>6U(斯 特拉斯堡,1989年 9月 8日 )),它 涉及危險活功,將持埃污染造成撮善

的活功也包括在內,昱 然沒有肘活功給予的法律待遇作出匡分。

3jε 世界坏境和友展委員合坏境法青家姐揪定的美于坏境保伊和持填友展的法

律原則和建洪 ,(《 坏境保伊和持臻友展:法律原則和建決》(佮 敦,格雷厄姆和特多

特曼,1987年 ),肘具有可現跨界撮害危隆的活功和其酥上造成可現跨界嵌害的活功

作了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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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后果的活功和在采取措施喊少撮害和玵已友生的頡害作出賠儅的基拙上可以送行

或盤玟送行的活功。遠一含又特別出白第 2<f)奈 草案
“
具有技害性影呴的活功

”
的

定〤。如果升具有損害性形晌的活功下的定〤不包括造成損害的活功,即 使沒有預料

到有損害的危險,那 么速令音題的范目特大力縮小 ,遠在上屆舍以上已遭到委員套多

數委員的反肘°根据遠种看法,另 一介縮小因素是第 2奈 中的危險物慶清草°
33’

49C.有 几位委員Lt持送一意兄 ,即 次力送介青題泣建立在危險概念而不是技害

的概念上°是危險概念賦于回家以預防的火夯,除非一項活功有危險,否 則一般不合

造成跨界振害。他們汏力速种看法已銓比較普遍地被接受°他們汏力期望各回不淹它

送行的任何活功是否造成跨界損害的危險都同意承捏遠方面的責任是不現其的。

477.几位委員汰力冬管特別報告員提出了建玟,在 草案不同章市災理有危險的

活功和造成損害的活功可能更合道。

(b) 迷一步明确范園

478.在 委員舍及大舍第六委員舍的上次辨稔中,有 凡位委長和政府代表就送一

步明确本寺題的范園列出有美的活功清車一事友表坪梵.特別技告長解釋悅他沒有

得出不同的箸焓 ,銍避肘速今同題的研究,他 仍然放力放淡想本寺題的全球公的的性

演出友弄列活功清車是不合道的。但是 ,他 非常清楚大家肘需要送一步明确本寺題的

范目,特別是奈款草案粹道用于哪美活功所表示的美切°力此,他探索了幵列本來是

危險物慶清車而不是活功清草的可能性,某些活功如果与它們有美將最可能帶來造

成跨界損害的危險°歐洲委員合似定的夫子肘坏境造成技害的賠儅的規則草案就參

照了遠一模式 ,3‘

°
它是危險活功民事賠儅責任的規則°垓草案根据危險物廣的概念未

界定危險活功,規則后面附列危險物盾清革以及赴置它們的亦法:赴理、貯存、生戶、

卸下以及美似操作方法°上迷草案逐包括使用生戶危險性輻射的技未的活功、特基因

改交的危險生物或危險微生物引送不境等°規則草案把危險物慶界定力好人或財戶

或坏境造成昱著損害危險的物慶,例 如附件所列的易燃和腐住性材料和炸葑、氧化

委貝舍有美危險物后清車的甘淹兄下文第 478至 483段 。

兄上文腳注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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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刺激物、致癌物、琇交物以及有毒、琇交和放射物痰等°特別報告貝放力遠种模

式比升列活功清車討全球性公的更加合道,因 力它有較大的炅活性,但 又允汻荼款的

范目有相些高的准确性°因此他傾向子向委員套建玟采取速一模式。些然,速份清車

逐需要草似以便同音家班商決 ,它 不是洋思元遺的,因 力逐需要看某項活功所造成的

跨界頡害危險是否真正存在.遠份清革逐需要辯已提交給起草委員舍的第 1至 9奈

草案做些修改°

4”.委 員套在辦梵危險物慶清草回題時有三种普遍視羔:有 些委員肘以建洪形

式似定的物疲清車表示攻迎 ;另 一些委員表示只有清車洋冬元遠他們才能同意;逐有

一些委員不同意揪定任何清車。

48U.第 一种現魚的看法是危隘物旋清車有助于迸一步明确奈款草案的范園,因

力它拳出了各美物戾的其例放而指出了与它｛〡t有 美的活功.速介清車在不背萬本寺

題恙方針的情況下使危絟概念更加明确。按照速介清車 ,危 險概念是与泣采取預防措

施的那英活功朕系起來的。正如特別根告貝所指出的,速介清車不垃些洋冬 ,只 能是

說明性的并庄在必要吋*卜 充更新。

481.第 二种視魚的看法是,升 列活功清車也好 ,丹 列物慶清車也好,它 的患的

目的就是要清楚說明本昔題的范目,以便各回准确知道究竟哪些活功或物廣必須遵

仄速些奈款規定的〤夯。一介不完全的清草或者是說明性的清車迷不到達介目的°只

有洋冬清車才有价值。友表送种現魚的凡位委員是原來主張弄列本音題所包括的活

功清車的委員。

482.第 三种視魚的看法是 ,建立一今清車,不洽它洋思与否都舍縮小本寺題的

范日,并把本寺題的重羔次基于造成損害所戶生的賠儅黃任特移到基于放事有危險

的活功而戶生的賠僕責任。按照遠些委員的現魚,危隆不友生賠借曰題,否 則將与不

能置元車受害者蒙受撮失于不厥的原則不符°危險概念只与預防火夯有夫,因 此沒有

必要弄列清車 :肘危險下一介一般定又就姼了。

483.特別報告見在息錯辦梵時指出,他建洪弄列危險物廣清草的目的只是力了

使有危險的活功方面的
“
昱著危險

”
概念含火更明确 .危隆物慶清車不道用于具有振

害性影晌的活功:他 不人力遠梓一份清車合肘本青題的范日有任何影晌。他也不扶力

一份洋冬旡遺的清車就能白功決定某項活功是否是具有跨界技害五著危險的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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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危險作出坪估患是需要的,肘件多因素都要加以考慮。一种危險物廣可能肘起源回

領土造成技害危險,但 在其近萬邰回迪界●l不合戶生跨界撮害,或者是危險物辰的使

用量很小 ,不 全造成有任何跨界頡害的危險°因此,不淹清草是否洋思,恙 是要考慮

使用危險物辰的情況后玵危險作出坪估。

2.肘特別報告貝揪洪的鋼要中特定奈款的坪梵

(a>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 1荼 (本 奈款的范園)和

第 2奈 (用 悟 )s.I

484.特別根告貝指出,由 于有了危險物戾清草,需要村第 2紊 草案作些修改°

(a)項 界定有危險的活功°(b)至 <d)項介紹危險物慶的概念。遠些款項最終需与

寺家們林商批定。肘第 2奈所作的某些其他修改是根据本委員舍和大合第六委員合

去年的坪梵作出的。肘有美
“
跨界撗害

”
的 (g)項 送行了修改,納入了肘汏事有危

險的活功或具有嵌害性影晌的活功友生的事故采取思量喊少損害的預防措施的概

念°特別報告長次力 ,受 影晌回力保伊自己及其公民采取的速种措施垃以垓回受到損

害的一部分肘待°肘 (g)項跨界損害的定又作的另一重要修改是,除 了規定肘人和

財戶的損害外逐列入了玵坏境的撮害°特別拫告員汏力,肘 坏境技害的賠儅必須恢复

損害友生前存在的狀況,如果复原工作是由受影晌回或泣受影晌目的清求由第三國

送行的,送中費用瓵由起源回承捏。如果不可能恢复原狀,則 泣估算受技的金我价值

并給受影呴回以同等數額款項的賠儅,或用起源回同有失些事方淡判同意的其他方

..l 
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六次根告中提交的第 1和 2筡草案案文如下 :

“
第一章 一般規定

“
第 1奈. 本奈款的范園

“
本奈款泣道用于在一日領土內或在力回隊法所承人的垓回管轄下的其他

地方,或 在沒有道种管葀的情況下在孩回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的,其有形后果

在整今這程中造成跨界損害,或戶生造成跨界扳害的危險的活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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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賠儅。
(h>項斌目筒短地界定

“
〔明昱〕〔昱著〕技害°”肘此,特別報告見悅他愿

意听取大家的建袂。他逐想界定 (k)項有夫
“
事故

”
的概念。他党得用

“
事件

”
比

“
事故

”
好,以 便包括操作人不能控制事情以及在活功的正常送程中友生的与它有朕

系的有害影晌兩种情況°(m)項 涉及了面防概念的兩今方面,即 預防友生事件或技

害的措施和斌日冬量喊少頡害的措施。

(注 341貘 >
“
第 2筡   用浯

“
力本荼款的目的:

“
ㄑa〉

‘
有危險的活功’是指第 1奈所途的各种活功,其 中包括回家直接迸

行的遠些活功 :

“(一 > 涉及赴理、肚存、生戶、迋輸、卸下或以其他美似方式操作一

种或多种危險物慶 ;

“(二 ) 使用戶生有害輻射的技未,或
“(三 > 將基因改交的危險生物和危險微生物引送坏境 ,

“(b) ‘危險物慶
’是指村人、財戶 〔、地區的使用或享用〕或坏境具有

〔明五〕〔五著〕危險的物慶 ,例 如附件⋯⋯所列的易燃和腐磁性物廣、炸葑、氧

化利、刺激物、致癌物、琇交物以及有毒、肘生杰有毒和琇交放射物慶等。一种

物慶只在以某种數量或波度出現 ,或 在有失某种危險或情況出現時,方才可視力

危隆物旋,但 以不妨得 (a)項 的規定力限,

“(c)‘基因改交的危險生物
’
是指不以自然交配或自然垮合方式改交的遺

侍材料、肘人、財戶〔、地區的使用或享用〕或坏境造成危隆的生物,如 附件⋯⋯

所列的生物 ;

“
ㄑd)‘危險的微生物

’
是指肘人、財戶 〔、地X的使用或莩用〕或坏境造

成危險的微生物,例 如病原体或戶生毒素的生物 ,

“(e)‘ 〔明昱〕〔五著〕危險
’是指造成相些可現 〔文確性〕撮害的可能性

較氏或造成輊微但 〔明昱〕〔昱著〕跨界撮害的可能性高于正常的危險 ,

“
ㄑf)‘具有損害性效果的活功

’是指第 1荼所迷在正常操作進程中造成跨

界撮害的活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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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委 員舍肘第 1奈草案的坪捻很少。有一些是有失本寺題患的范園 (兄 第

478至 483段 )。 有凡項坪稔的意思是美于錯构方面的,第 1荼好象沒有体現出第 2

奈才有危險的活功和造成損害的活功的定〤作的許多修改°另一方面,肘 第2奈則迸

行了ㄏ泛的甘洽。有些委員人力就用浯的定又而言,第 2奈案文大長且大复染。它包

括 14奈定〤,其 中有些并不完各,逐需要迸一步界定。也許有些用悟的定又可以分

出來車列荼文。有些其他委員央j并不人力在就垓寺趣送行的工作的早期險段第 2奈

男列忤多用浯加以界定合有什么大困堆,隨看寺題工作的送展,如果怔明其中有些用

活是不必要的可以2E縮 。特別投告貝在意錯甘捻吋指出,本寺題涉及的是一介新領

域,奈款草案中的許多用悟昱然并不ㄏ力人知因此必灰予以界定。有夫同題的公的都

有很長的用悟解釋內容。

(i主 341 璜)

“(g>‘跨界板害’
是指作力第 1荼所迷活功的有形后果在另一回領土內或

其管葀或控制下 〔的地方〕〔的地區〕,村人、〔物体〕〔財戶〕〔、地匡的使用或

享用〕或坏境戶生的 〔明五地〕〔五著〕有害的技害。在本茶款肉,此 一用悟患

是指 〔明昱〕〔昱著〕損害。它包括力遏制或冬量減少第 1茶所遊活功的跨界嵌

害性效果而采取的板防措施的費用,以及送些措施可能造成的任何迸一步技害 ,

“(h)‘ 〔明昱〕〔昱著〕損害’
是指超道通常予以容忍的林煩情況或珓小撮

害的敬害 ,

“(i)‘起源回’是指肘第 1奈所逑活功行使管轄杈或控制杈的回家 ,

“
°)‘受影晌回’

是指跨界損害在其管葀或控制下戶生的回家 ,

“
<k)‘事件’

是指造成跨界損害或戶生造成跨界撮害危隆的任何突友事件

或持鏔避程或同一起因的一系列事件 ;

“(l)‘恢炙措施’是指恢复或替代受振仿或破坏的自然資源的道些合理措

施 ,

“(m)‘預防措施’是指第 8荼所迷的措施,包括預防事件或撮害友生的措

施以及打算遇制或冬量減少已友生的事件的撮害性效果的措施 ,

“(n)‘ 有夫回家
’
是指起源回和受影吶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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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有 些委員坪淹悅,(a)項 “
有危險的活功

”
一洞取決于四介不同概念 .

“
危隆物慶

”
、
“
生戶危險性輻射的技木

”
、
“
基因改交的危險生物

”
和

“
危險微生物

’’
.

与上述四項中任何一項均元敢系的活功,即使客視地悅可能舍造成跨界撮善——如

修建或操作水圾——昱然不泣包括在定〤之內,因 此不能看成有危險的活功。因此 ,

泣些重新考慮遠一定〤。

487.有 人指出 (f)項 中
“
具有損害性效果

”
的定〤也許解,g.得大狹,不 知道

它是否也包括蛗然沒有預料到撮害危險但活功卸造成了損害性影晌°有人逐迸一步

指出,垃 明确后一美活功与第 2茶 的夫系,因 力垓奈沒有提到遠美活功°肘于 <g)

“
跨界扳害

”
一洞,并 多委員討它現在包括坏境技害和采取預防措施控制或承量減少

跨界損害的受用的內容表示改迎。至于采用
“
明昱

”
透是

“
五著

”
未确定損害的界●艮,

許多委員傾向于用
“
昱著

”
一洞.夫子

“
事件

”
一詞,有 些委員次力肘有危險的活功

最好是用
“
事故

”
一洞,它 比較通用。升 (l>項 ..次

隻措施
”

的定又的一奈意兄是

遠种措施的妻用也垃包括送
“
跨界損害

”
的定〤中°有人汏力

“
板防措施

”
的概念垃

更明确地區分預防事故友生的措施和思量減少頡害的措施。也玝肘后者可以用喊輊

損害的措施。有些委員逐建玟也并第 2茶不垃界定損害概念 ,但 送一概念垃是一項車

狄奈文中的內容 ,在遠方面已有許多先例°特別是有美本寺題撮害包括肘坏境、人和

財戶的損仿、預防措施等,用 一項車狌的奈文來界定也忤更好。

第 3茶  (〤夯的确定)

第 4奈  (本筡款与其他回隊協定的美系)和

第 5紊  <村 回狋法的其他規則元影晌)a4含

3‘2 
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六次擬告中提交的第 3、 4和 5奈 草案如下 :

“
第 3奈  又夯的.￣

g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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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即位承捏本奈款所規定的〤夯。

坨.除非有相反的址括 ,垃 推定起源回如第 1款所指是知道或有亦法知道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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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特別根告昃沒有建快肘第 3、 4和 5秦草案作修改。肘速些奈款沒有送行

ㄏ泛的甘稔,冬 管委員合中有几位委員汏力第3荼草案的杯題不大明确,奈 文里庄清

楚說明如果要确定賠催責任,起源回垃充分了解垓項活功的洛在危險并府它送行某

些控制。有位委員肘第4奈 草案与 19ω 年的《堆也鄉奈的法公的》第 3U奈第 3款是

否林凋表示怀疑°

(b)第二章  原則

第 6奈 (行 功自由及其限制)

第 7荼 (合作)

第 8奈 (萩 防)和

第 9奈 (賠撐 >3｛
3

(注 342鏔 )    “
第 4荼. 本奈款与其他國狋柲定的美系

“
如果本奈款些事回同時也是美于第 1奈所迷活功的另一回隊林定的些事

回,則 在速种回家之日的美系上,泣道用本奈款 ,但不得違反垓另一回隊林定°
”

“
第 5荼. 升回隊法的其他規則元影晌

“
本荼款不妨得目狋法确定不法行力所造成的跨界授害責任的任何其他親

則的其施°
”

3‘3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六份根告中提交的第 6、 7、 8和 9荼草案如下 :

“
第二章.  原則

“
第 6茶. 行功白由及其限制

“
回家在其領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或允忤送行人美活功

的主根自由,必須与保伊他國主杈所戶生的杈利相符合°”

“
第 7奈. 合作

“
各回之同位進行誠意的合作,并清求可能帤助它們的任何回吥組軹提供柲

助,努力預防在其領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送行的第 1奈所迷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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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特別報告貝沒有建決肘第 6、 7、 8和 9奈草案作其疲性修改°
J‘J他

悅只有

肘第 8奈草案作了修改,格萩防更ㄏ〤的解釋包括送去,即 加遊力了冬量減少一項活

功的有害影晌逐須采取的措施。肘于第 9荼 草案,特別報告貝建泱賦子起源目的又夯

泣說明
“
起源回庄确保 〔賠儅〕ㄐ卜催〕

”
;他逐建洪以

“
些事方

”
一洞取代

“
起源回

同受形晌回
”
的措洞 ,以便包括回家以外的有美方面的案件 ,例 如民事賠僕黃任案件。

委員合沒有肘第6和 7奈 草案送行ㄏ泛甘稔,冬管几位委員人力其措洞逐可以改迸。

肘第 7奈提出的坪梵是,人力要求回隊姐象提供捇助固然有用,但 可能沒有有能力介

入的速种姐象°

49U.肘于第 8奈 草案,有些委員放力一般能修接受,但有几位其他委員不同意

使用更戶又預防措施概念將冬量喊少有害影晌的措施納入垓奈。遜有一奈坪淹是汏

力垓奈不移尸格,至少泣要求連守安全措施。力此,泣刪除
“
在力所能及的范日內

〞

的措詞。

491.肘 于第 9奈 草案,有 人指出案文逐泣包括
“
恢复措施

”
送一概念,至少在

受害回允并的情況下采承送种措施°有几位委員肘汏力垓奈充分反映了民事賠儅黃

任概念的看法不滿意,但有些委員人力,按特別報告貝的建洪送行修改后,垓奈已

(9主 343箏 )

造成跨界損害.如果友生送种撮害,起源回座与受影晌回合作,冬量減少撮害的

影晌°如技害是因意外事故所造成,受 影晌回在可能.l也泣針肘在起源目的領

土內或其管轄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地匡〕可能戶生的任何授害性效果 ,与 起源

回合作 .”

“
第 8奈.板 防

“
起源回庄采取道些的措施 ,以板防或冬量減少跨界技害的危險,或在必要

時遏制或眾量喊少遠些活劫的撮害性跨界效果。力此,起源回庄在力所能及的范

日內,肘 第 1奈所迷活功使用可迋用的最力切其可行的手段°
”

“
第 9奈. 賠儅

“
在符合本款的奈件下,起源固泣肘第1奈所迷活功造成的明昱損害作出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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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些炅活,私 人些事方在沒有回家直接干預的情況下也可以解決他們之同的賠儅回

題°

第 l° 奈  (不歧視)3‘
‘

492.力 了征求委見全的意兄,特別報告長在第二章提出了美于不歧視的新奈

文°他指出,人們肘速一原則并不陌生,它 力美于歐洲跨界撮害的杈利主張
“
升辟了

途徑
”
°根据送一原則,庄 給予外目的令人原告以同其回內的原告平等的地位 ,向起

源目的回內法院和各种途徑中拆的杈利。送一原則并不妨得下迷情況,可 能需要玵起

源回制定一項最低回豚杯准,遠种林准座高于其國內法确立的杯准°特別報告見指

出,筌 手回內法律的杯准差异很大遠一事央(除 几今地匹一体化程度很高的一些回家

外),制 定速一最低杯准就特別重要了。垓原則逛意味看各回在其日內法律中,必須

力本奈款所我的速种嵌害規定朴救方法。超源回的回內法律若不規定任何祁救方法 ,

那么具有向其回內法院申坼的杈利就毫元意又了°

493.許 多委員贊同第 lU荼草案°他們次力速一奈款肘其施民事賠儅責任制度

——給予受害些事方以向起源國法院申泝的杈利—— 來悅十分重要°但是,有 些委員

怀疑第 1U奈全球性公的中是否可接受.他們感到沒把握的回題是 ;垓 奈文如何赴理

夫于本青題所涉及的一美活功所造成技害在回肉法律方面,—— 如特別報告貝本人

所指出達的版大差异。因此,他們人力作送一步的考慮是必要的。

儅。速項賠儅垃由起源目同受影吶回之同的淡判決定,并且原則上泣以本奈款所

定的林准力指早,特別要銘圮賠儅垃垓葉求恢象受到損害影晌的利益均衡。
”

‘‘4 
特別報告員在其第六次報告中提交的第1U筡草案如下 :

“
第 lU奈 .不 歧視

“
些事回肘于在另一回領土內或管轄或控制下送行的活功所戶生的效果的

赴理方式,庄 与本回領土內所戶生的效果相同。些事回尤其不得以第1茶所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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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匡別肘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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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 三章. 預防

494.特別報告貝逐修正了有失合作和預防措施的程序性規則 ,以便使之筒化并

更具有炅活性°委員舍多效委員玫迎這些更力炅活的程序性規則以保址預防性措施 ,

同時又玵第三章各奈款是否充分考慮了本寺題所涉及的各种美型的活功尚元把握°

看來速些恭款基本上旨在道用于有卄划的活功,至 于預防跨界敬害的又夯如何适用

于那些沒有卄划的活功似不明确。送或許是完全根据程序性規則來似汀預防的〤夯

的一介缺焦。几位委員逐指出,患 的未洗,各 回根据草案第三章茶款規定的〤芬并不

是很尸格的,而且往往不如它們根括央在法規定的又夯尸格。

第 11奈  (坪 估、通知和資料),生

第 12奈  (回 隊組象的參与)’
‘s

495.第 11奈草案規定了些某些活功造成跨界損害或戶生造成跨界損害的危隆

時,各 回美于坪估、通知和資料的一般〤夯。特別報告貝悅 ,即 使送一〤夯在回家其

跩中牢靠地确立,他放力也逐沒有成力含有尸格意又的又夯 ,即 其違反舍引起回隊制

裁。好于有危隆的活功,特別報告員放力揪汀一份危險物辰清草舍使第 1l奈所涉的

各回又券縮小并使之更加明确。如果存在看一今以上的國家可能受到速美活功的域

外效力的影晌而又堆以查明遠些回家,起源目必須吁清遠方面的主管回隊姐象給予

+.+助 ,并 向它提供有夫的資料°起源目可能逃避第 11奈所規定的〤夯,但是如果友

生跨界損害,它 些然必須支付相庄的賠借,而 且位垓依据第21和 第 23奈草案同受影

郎 特別報告晨在其第六次報告中提交的第 11和 12茶 草案如下 :

“
第三章  預防

“
第 l1奈 . 坪估、通知和資料

“
1.如 果一日有理由人力第 1奈所迷活功正在或將在其管轄或控制下送行 ,

垓目垃常查垓項活功以坪估其港在的跨界影晌,如 友現垓項活功可能造成跨界

技害或戶生造成跨界技害的危險,則 泣冬快通知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向 它們提供

現有的技未資料,以 怔明其第梵°它逛可告坼它們,它 正在斌圈采取何种措施 ,

以預防或冬量減少跨界技害的危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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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回淡判垓項賠催
‘‘‘
。第 12奈草案意在提供一介框架,回 豚姐象能在此框架內按照

第 1l荼第 2款友揮作用。

4%.大 多數委員次力回豚姐象參与促使履行預防圴又夯是枳极而有益的,速 些

組象能姼向友展中國家提供技木援助 ,將是极其有效和必要的。一些委員怀疑是否存

在速种回隊組躲°有些委員則表示怀疑 ,回 隊組珠怎么能姼參与解決本寺題所提出的

回題 .回 隊組象只能鉹根据它們各白的章程和任夯送行活功,其 中的許多組象不合被

授杈履行這些奈款草案中期待它們履行的取黃°而且 ,送些姐象也許不可能肘非成長

提供援助。那么逐有介同題 :堆垃垓支付回隊姐象參与行事而承受的責用°因此,泣

垓再一次肘回隊姐象在本寺題的情況下垃起的作用給予更多考慮。

第 13荼  (假定的受影晌目的倡袂 )

第 14奈  (+,1商 )

第 lS荼  (回家安全或工╨秘密的保伊>,和

第 16荼  (車方面預防措施 >.4’

(之主345爹 )

坨.如 果跨界影晌可能折及多回,或如果起源回元法确定哪些回家全因速

項活功而受影晌,則 垃按照第 1款所列荼件 ,同 時通知遠方面的主管國防姐象°
”

“
第 12奈. 因萍姐象的參与

“
任何回豚姐象介入時;如 其現象章程或荼例肘此种介入列有規定 ,則 泣按

照有夫規定所汀方式參与.如肘此种介入沒有規定。則垓組象泣送行斡旋以促送

些事方之同的合作 ,安排与起源回和受影晌回拳行敢席套洪或單狙合汊 ,并好些

事方力促送解決可能友生的同題而可能向它提出的任何清求作出反泣°如果垓

姐狄有可能做到 ,爪j泣 肘要求就促使其介入的事項提供技未援助的任何回家提

供此种援助 .”

’.j 
兄下文腳注 SS3°

3‘’ 特別拫告昃在其第六份報告中提交的第 13、 14、 15和 16奈 草案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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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特別拫告貝說,第 13奈草案的意困是給受另一回所送行的活功的影晌的

一回以机套,未促使旨在力垓活功創立一种制度°送祥一介港在的受影晌回可要求起

源回連守第11荼 的規定。根据第 13荼的規定,垓項要求泣附有有夫文件的技木性悅

明,南 迷提出受影晌回汏力受影晌的看法的理由°如果垓項活功恰巧是第 1奈所迷活

功中的一項,起 源回庄久捏受影晌回所承受的安用 .

498.特 別根告貝悅,誠 意柲商肘送种性慶的制度來悅是必不可少的。第 14奈

(9主 347臻 )
“
第 13荼 .假定的受影呴目的主功行功

“
如果一回有确央理由相信一項在另一回管葀或控制下送行的活功正肘它

造成第 2奈 (g)款 意〤范日內的技害,或正戶生肘它造成遠种損害的 〔明五〕

〔昱著〕危淦,它 可要求垓回連守第 ll奈 的規定。提出清求時泣同時提出回迷上

迷看法的理由的、附有有美文件的技未性說明。如垓項活功的确是第 1奈所迷活

功中的一項,定 源回泣久袒受影晌回承受的費用。
”

“
第 14奈.林商

“
有美國家之同位本看城意和合作精神送行林商,致力力垓項活功建立一項

考慮到各些事方利益的制度。在上述任何一目的倡坡下,所有有美國家之同可拳

行崁席舍快送行捇商°
”

“
第 15奈  回家安全或工╨秘密的保伊

“
第 11奈 的規定不得的東起源回提供玵其回家安全或工╨秘密的保伊至力

重要的數括和資料°但超源回庄本城意同其他有美回家合作 ,酌 情提供它能移提

供的任何資料。
”

“
第 16荼.車方面預防措施

“
如有失活功确屇第 1奈所迷的一項活功,則 在有夫回家之同就垓項活功制

汀法律制度迖成林破之前,起 源回垃采取第8荼所迷的這些預防措施,特別是道

些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包 括規定活功的送行灰先銓核准,鼓劾采取強制保險或其

他財政保障以朴儅跨界技害 ,以 及采用現有的最佳技未确保垓瓨活功安全送行。

必要討,起 源回政府泣采取行功,扺銷已友生的、有造成跨界撮害的縈追、戶重

危澄的事件的影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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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只是使各回一旦友現它們自己的活功厲遠些奈款的范園,就 灸有〤夯本看誠意

和合作的精神送行林商,以 便決定力垓項活功建立一項充分考慮到它們各白利益的

制度。第 15荼草案除了保伊落在的受影晌回之外,目 的是尊重起源回在回家安全和

工╨秘密的同題上的基本利益。起源回蛗不久有提供資料的又夯 ,但 垃本若誠意同落

在的受影晌回淡判,并考慮它們的利益°特別報告員指出,在 最近的具有美似性疲的

立法活功中就已鎰体現了送种的美似想法°3‘8第 16荼草案重申了起源回在与港在的

受彩晌回就此美同題送成林以前久有〤夯采取車方面措施,以 防止在其管轄或控制

下送行的活功的跨界消扱后果。遠种革方面的措施包括此美活功的送行須先垤政府

核准、強制保險或其他財政保障以支付可能要支付的賠儅金 ,以 及在垓英活功的有害

影晌升始出現時采取喊少損害的措施。

499.第 13至 16荼沒有在委員舍中送行戶泛的材梵。有人指出第 13奈不大明

确 ,而 第 16奈又大复染。一些委員支持保留第 16奈 的同時,另 外一些委員則傾向于

將其刪除.有 一項坪淹悅第 16奈是肘泣有的注意的一般又夯和第 8奈 的具体庄用。

由于指望各國肘每一項活功都制汀一种制度是不現兵的,第 16茶賦予各回采取車方

面預防措施的又夯°不道,在 第 16荼中規定的起源回必須采取的措施透不移尸格。

第 17奈  (利 益均衡)3‘
°

5UU.鈭于本委員舍和大套第六委貝套在辦稔中肘力各回淡判一項美于遠些荼

a.8 
例如,兀 附在至合姐象理事舍 1974年 l1月 14日 建洪 C<74)224之 后的美

于跨界污染的原則 <《至合姐軹与坏境》(巴 黎,絰 合組象,1986年 ),第 14Z頁 ),

和坏境親划署于 19?8年通道的
“
保存和+.1琱 利用兩回以上共有 白然資源回家准則在

坏境方面的行力原則
”
第 2段 第 6秦原則 (坏境規划署 ,《 坏境法:准則与原則》,第

2景 ,《 共有 自然資源》(內 多半,1978年 ))°

B‘° 特別報告員在其第六份報告中提交的第 17奈草案如下 :

“
第 17奈.利 益均衡

“
力求有夫回家之同在第 1荼所迷活功方面其現公平的利益均衡 ,速些回家

在送行掰商或淡判寸可考慮下列因素 :

—— 2U2 ——



款涉及的活功的制度規定某些指專原則所表示的夫心,特別報告長提出了第 17奈°

孩奈意在肘利益均等的概念提供一些內容°泣肘所列的因素給予考慮,以便使涉入此

美案件的各些事方的利益均等。遠些因素大多數反映了原來在大網第6市 中提到的

因素:特別根告貝悅 ,即 使他知道規定速些指早原則有一定好赴,但他夫切的是,送

些指早原則并不是真正的法律規范,因 此將其納入遠些荼款草案也許并不合道.不 避

他意保到在一項法律文串中列入速种指早原則也并不新奇。夫子回穌水道的非航行

使用法奈款草案第 7奈 a‘。也列出了有美
“公平和合理

”
使用回拆水道水域的各种因

(9主 349簇 )

“(a)跨界技害可能性的程度及其可能的尸重性和涉及面,以 及垓項活功在

受影晌回可能的秋累影晌茫日,

“(b)板 防速种損害的手段是否存在 ,考慮到仄事垓活功的最高技木林准 ,

“(c)在其他地方或以其他亦法送行垓項活功的可能性,或 是否有可供逸捀

的其他活功 ,

“(d)垓 項活功肘起源目的重要性,考慮到坯游、社舍、安全、保健和其他美似

因素 ;

“(e)就 可能的板防手段而言垓項活功的盜游可行性 ;

“(f)起 源回就其采取預防措施、恢复事前的坏境狀況、賠儅所造成的損害或

送行可供述捀的其他活功的能力而言的物廣和技未可能性 :

“(g)受 影呴回肘同一活功或美似活功泣用的保伊林准以及匡域或回隊其跌

中泣用的林准 ;

“(h>起 源回或受影晌回放垓項活功中取得的利益 ,

“(i)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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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受影晌回愿意分捏預防費用或損害賠儅的程度 ,

“a)超 源回和受影晌目的利益与整今社舍的一般利益一致的程度 ;

“(l)回 豚社合可以向起源回提供援助的程度 ,

“(m)回 隊法有美原則和親范的道用性。
”

3s°  《1987年 ⋯⋯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6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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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由于速些因素的非規范性,他在起草第 17荼 時所使用的是非強制性的而不是強

制性的悟言°此外,他 強凋送些因素的冥慶作用取決于具体的案件。

5U1.委 貝套許多委員汏力,第 17奈草案提出了一份座予考慮的各种因素的清

車 ,速是值得葵汻的。在回家其跩中使用利益均等的做法者不乏其例。送祥一份清草

可以有助手各回淡判一項制度°但是,遠些委員肘于遠些因素和利益均等的概念如何

順垃其前后奈款的各种〤夯存在著意兄分歧。例如,有人不知道遠一概念是否只同建

立一項面防跨界板害的制度有美,逐是也同賠儅和賠儅責任有美,特別是同第 9和 第

21奈有美。
ssl几

今委員肘第 1?奈 中的清草的法律性慶提出疑叉,他｛〡t汏力,垓清草

可以作力本奈款草案的附件,因 力送些因素只是指早原則,沒 有什么親范性价值°

第 18奈 ㄑ不履行前途又夯>

第 19奈 (肘按第 11各 友出的通知不作答褒)和

第 2U奈 (活 功的禁止 ).sz

5U2.根括特別根告貝肘去年委員套及大舍第六委員套甘梵的理解 ,傾 向性的意

兄是‘不履行預防的又夯 ,特別是不履行程序性〤夯 ,不得构成港在的受影晌回采取

行功的原因根据。然而他次力,泣垓把某些重大后果好因子程序性又夯的履行,以 便

至少引早各回履行送些〤券°要不然就沒有促使各回采取預防性措施的因素了。所以

第 18奈 草案拭四找出公平解決亦法,如果不運行有夫規定 ,在 友生垓活功造成跨界

振害的情況下,起源回就沒有杈利援引第“ 奈夫子減少泣付給受影晌目的賠儅°

j’  委員套美于第 17和 21奈草案之同相互夫系的討梵列在下文第 511和 512

段中。
as2 

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六次報告中提交的第 18、 19和 2U秦 草案,如下 :

“
第 18奈. 不履行前途又夯

“
起源回不履行前迷又夯不泣构成受影晌回提起泝公的理由,除 非些事國之

同生效的其他回隊林定有此規定.在 遠些情況下,如 果垓項活功造成可以月因于

起源目的 〔明昱〕〔昱著〕跨界損害,起源回不得力白己的利益援引第 23奈 的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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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U3.就 第 18荼友言的一些委員肘本文的基本錯构有昇袂,一位委員討垓奈所

載的基本原則表示保留。他們汏力,第 18奈不能移不給予受影晌回采取行功的杈利。

速种杈利根据刁慣目隊法可能存在于遠些奈款之外 ,因 此他侗汏力本奈垃予修汀°其

中有凡位委員逐捏心第 18祭走得大迒,而且以其目前的形式來悅已大大減少了第 8

奈規定的板防的〤夯。如果不遵行程序性〤夯 ,或許舍引起一些更力重大的后果°按

照送一看法,委 員合泣垓創立一种制度,規定如果違反又夯就舍戶生回豚責任的〤

夯。+.+商 、通知等等的叉夯至少必須同1982年 《眹合國海洋法公的》的又夯一群尸

格才行。肘送美又夯的違反,如 在委貝合就回家責任的寺題工作中所回明的,并不意

是需要給予金我賠儅的:象征性的賠儅金或其他方式的朴儚或許就能道用。

5U4.在 意錯垓辦梵時,特別報告貝洗,他扶力,委 員套肘于孤防的〤夯是否庄

垓在本考題中赴理似乎逐不能.￣H定 。如果預防的〤夯更力尸格 ,也就是說 ,如果遍反

了遠些〤夯,就 舍早致回家責任向題 ,那 么,本 音題所涉及的就將是不法行力 ,而 不

是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了。些然,速 可以送行ㄔ卜救,如 果在本寺題的狋題中用
“
活

功
”
一同代替

“
行力

”
一詞的活。在遠种情況下,如 果各回不履行它們又不容鋅的〤

夯——例如,私 人些事方在其管葀或控制下送行第 1奈所迷的活功91使 其承捏一定

的預防〤夯—— 它們就有責任力跨界敬害支付賠儅。

5U5.美 于第 19奈草案,特別報告貝悅 ,肘于已得到通知的回家必須作出答复 ,

垓奈規定了一段合理的吋同。他曾建洪六今月的時同。如果在此時同內通知回沒有收

╮到任何答复,就 可以伏力被通知回已同意孩荻活功不合造成跨界影呴,或者同意通知

(注 352填 )   “
第 19奈.肘按第 l1奈友出的通知不作答褒

“
就第 ll奈所迷的情況而言,如 果通知回已提供美于垓奈所迷措施的資料 ,

任何回家在六介月期同內肘通知不作答复,即 推定它人力速些措施是滿意的,送

一期同可垃有美國家的要求延坎〔一段合理的吋同〕〔六介月〕°可能的受影晌回

可清求能.99提供意見的任何回坏組軹提供意兄。
”

“
第 2U奈 .活功的禁止

“
如果肘活功的坪估昱示跨界撮害不能避免或不能荻得充分賠撐 ,起 源回泣

拒免核准速項活功,除 非銍菅者提決送行技害性較小的供遠捀的其他活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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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出的面防措施足以防止可能友生的跨界頡害.如果被通知回是一介友展中國家 ,

有美的回隊姐坎泣垓/fN于 提供技木援助,以便玵所收到的通知目的資料作出坪估。委

員套中肘第 19奈作出坪梵的委員不很多°他們肘可能的受影晌回不作答复就等于默

汻的假投表示保留。他們逐建以,作 出答复的
“
六↑月

”
期同泣改力參考

“
合理的時

同
’’
。

5°6.美于第 2° 奈草案,特別報告見解釋悅,可 能合出現送种情況‘似快的活

功舍戶生的跨界的有害后果是既不能避免甚至也不能荻得這些的賠儅的,褚如肘坏

境造成不可挽回的技害情況°象速英活功,不 庄垓孩准送行才是公正和合乎情理的°

一旦可以表明垓項活功已銍喊輊,而 且不合造成跨界 .￣X害 的近度的夙險,或者速种校

害可以荻得适些的賠佳 ,則 泣給予許可。特別報告員洗,第 2U奈 的意四是要加以限

制,并規定一种界｝艮;一項活功若超遊遠一界｝艮就不能送行 .

5U7.就 第 2U荼友言的那些委員安同本筡所提出的患的想法,但他1一了玵如何給

速美活功划出界箋看法各异°有几介委員悅,在采取令人滿意的預防性措施以前,垓

奈的作用就象一道禁令.而 其他一些委員則人力垓荼垃以更有力的措泀來表迷 ,因 力

有奈件的禁止只套破坏預防的功效。按照速些委員的看法,一俟弄清楚一項活功舍造

成如此尸重而不可挽回的跨界損害,就庄孩毫不就豫地要求予以禁止 ,直到采取了必

要的預防性措施吋力止。他們伏力速种做法就是公道的°但是有一位委員卸次力第

2U奈垃垓只道用于那些板力可能造成文確性跨界嵌害的活功°按照遠一意兄,起 源

回的又夯就泣垓予以澄清;換言之,起源國是泣垓拒絕授杈送行垓項活功,逐是也泣

垓包括撤消授杈的同題?送祥 ,第 2U荼同草案第五章中涉及的民事賠僕責任制度之

同的美系泣垓送一步加以澄清。例如,泣 垓更清楚地說明‘根据第 2U奈 ,支付賠儅

的能力是指孩回家的逐是指垓銓菅者的另一位委員袂力:禁止一項此美活功的〤夯

垃垓是好等夠:另 一回也虛垓同意在其領土上不送行英似的活功°

(d)第 四章.賠佳責任

5U8.特別報告貝解樺悅,第 四章的目的在于在具体奈款中洋迷賠儅責任的概

念。速一概念在第 9奈 (賠儅)中 作力一奈原則.因 此,在有跨界損害的情況下就要

承捏賠儅責任 ,不 捻起源回可能已盔采取了任何預防性措施。所不同的只是在賠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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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額上°特別報告員原來的看法是 ,遠 些荼款中的賠儅的概念完全不符合回家責任寺

題中所使用的侍坑概念°根据遠些奈款 ,賠儅并不等于全部恢复原扶的賠僕 ,因 力扣

喊是可以允許的°遠美扣喊設想是,例 如,力 受影晌因之利益而具体采取預防性措施

的妻用,受 影晌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益于垓項活功等等。特別根告長人力,考慮

到目前送些奈款意在道用于范園致ㄏ的活功,人們不可能預先淡想舍影呴第一介具

体案件中賠儅金衡量杯准的所有情況。此外,他洗,速些奈款的目的是要力各回談判

建立一項美于第 1奈所迷活功的制度提供指早原則,而且也是力保伊受影晌回在沒

有遠种林定的情況下提供一今安全网°遠些奈款的似定是以各回在冬可能的范日內

舍就賠儅數額送行談判力基拙的。只有起源回拒免就此同題送行淡判,或者拒免支付

坡定的賠儅,垓 回才承捏不法行力的責任 .

5U9.委 員合許多委員承汏第四章已成力本寺題的核心.在本章中有兩介基本河

題被汏力具有特別的重要意叉 :首 先是力跨界損害支付賠僕的又夯 ,其次是泣久黃些

事方的确定,即 位女責任的到底是起源回逐是銓管者。夫子第一魚,許 多委員汏力本

章一升始就垃垓清楚地陳迷夫子支付賠儅的文夯,而 不是作出強琱要就賠僸回題送

行淡判的〤夯的規定°淡判只不造是有夫賠儅的爭端能姼用以解決的一种方式而已。

美于賠儅責任和賠儂的其体板利和又夯垃垓作出清清楚楚的規定.一 些委員逐肘在

沒有任何違反回坏法的情況下,在 些前回豚法中規定賠儅的〤夯表示有疑魚,冬 管他

們承人送祥一种又夯是可以及想的。他們強琱遠將是一种相些大的創新工作°至于第

二魚,即 确定位久責任的些事方向題,一些委員強烈反肘起源回垃灸首要責任的現

羔。他們,k力 絟菅者垃久法律責任,而那种主張与些代的回家其跩不一致,只 有在

1992年 的 《外空物体造成損害的回隊責任公的》中,起源回才要力其活功造成的跨

界撮害久黃。但垓公的具有特殊性,不 能予以普遍适用.在 其他公的中,銓 管者要全

然久黃,而 各回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久有責任 ,即 它們沒有通道道些的力垓美活功的安

全送行、絰菅者本垃遵守的回肉立法。其他几位委員不同意此看法.他們人力回家庄

灸首要責任 ,因 力只有回家才具有在其領土上姐玖其日內事夯的控制力和杈威 ,并且

保近在其領土上送行的活功不致造成玵別目的技害°其他委員則汏力回家庄垓玵其

領土上送行的造成域外影呴的活功久某些黃任。他們汏力如果社回家躲在絰菅者后

面以避免負賠借責任,是 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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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U.特別技告見在恙錯辦淹吋指出,委 員合肘于庄如何解決銍菅者与起源回之

同的賠儅責任回題的看法不一。他承汏 ,美 于賠儅黃任和賠儅的回隊慣例元疑都把私

人些事方,元 稔是銓菅者、所有杈人、承遂人等等作力遠英〤夯的主体。回家有時只

肘私人些事方未支付的賠僗數額負剩余賠僗責任。他次力 ,力 了似汀美于賠僕責任的

奈款 ,必須就堆泣肘跨界撮害久首要責任作出決定。他清委員全在下一屆舍快就此同

題送行更ㄏ泛的討梵。

第 21奈 (淡 判的又夯 )

第 22恭 (多 介受影晌回),和

第 23奈 (喊少起源回位付的賠儅 )363

511.特別報告員悅,第 21奈草案重申了夫子解決友生跨界損害所戶生的同題

送行誠意淡判的原則。垓茶就是要引早各些事方就賠儅送行淡判,銘 i己 原則上扳害必

:‘: 
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六次報告中提交的第 21、 22、 和 2S奈草案如下 :

“
第四章.賠儅責任

“
第 21奈.淡判的又券

“
如果因第 1荼所迷活功而戶生跨界損害,起源回垃有〤夯同受影晌回淡

判,以确定技害的法律后果,同 時銘圮原則上技害必灰荻得充分賠僕。
”

“
第 2Z奈 .多 介受影晌回

“
如果受影咰回不止一今 ,在 垓回題上杈限的回隊姐坎如泣任何有夫回家的

清求即可送行干預,其唯一目的是+.1助 些事回并促迸它●1● 的合作,如 果已絰拳行

第 14奈所迷的林商,并有一介回拆姐玖參与速些+.+商 ,則 垓回豚姐玖肘于未就

造成碳害的送項活功的制度送成林以之前戶生的損害,也座參与其事 .”

“
第 23奈.減少起源回泣付的賠僕

“
美于通道外交渠道提出的索賠要求,如果由干活功的性辰和具体情況,由

有夫回家分錐某些費用似乎比較公平,受 影晌回可在合理情況下,同 意減少起源

回泣付的款項 ,〔例如,如果起源回寺力預防跨界撮害已采取了預防措施,而且

垓項活功正在兩回境內送行 ,或如果起源回能姼怔明,受 影晌回正在免葵受益于

垓項造成損害的活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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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以充分賠儅。但活言上要斟由,以便使利益均衡的种种考慮在賠儅數額上起作

用。第 23奈草案似汀了速种种考慮°

512.一 些委員重申其意見 ,即 第 21奈垃只規定支付賠儅的又夯°他們汏力 ,限

制性措詞
“
原則上

”
肘本奈有所削弱,因 此泣予刪除。遠些委員逐友現本奈的說法前

后矛盾 ,似 乎斌留把利益均等与充分賠僕的原則穿合起來。速兩令概念是弄不到一起

的。以利益均等力基砧所确定的賠僸是免不合充分的。所以,第 21奈泣垓体現出一

种送捀.一种各送的亦法是:升始一荼說明充分賠儅的原Xll,接看另一奈則說明賠僕

必須根括送行扣喊的情況。遠一做法或忤可以在不否汏充分賠儅原則的情況下把利

益筠等的概念更道些地引入賠借責任与賠儅。一位委員則汏力第 21茶遠祥草似是道

些的,因力它假沒起源日本身也遭技害 ,因 而也是元辜的°另一位委員不螢成充分賠

儅的原兵j,他伏力速一原則在回豪其跩中是得不到支持的。充分賠僕的原則把本寺題

同國家責任青趣混淆起來 ,回 家黃任也規定了充分賠催。那么本寺題同回家責任令題

之同放后果方面來洗又有什么匡別呢?另 一位委員也肘兩今寺題之同的真正匡別何

在表示怀疑,因 力他放力本青題沒想的賠儅黃任 ,央 狋上由于如友生未遵守一項〤夯

泣灸有責任的情況執行正常道用的規則 ,而愈未愈失去作用。很少數委員則人力座垓

考慮力賠儅确定一介最高限額。另外几介委員只j反肘遠一主意°他 1〡了汏力考慮到下迷

事央,即本寺題要道用于如此尒多又有各种后果的不同活功,它 既不合理又不切其

隊°那些傾向于泣主要由瀣管者來久賠僅黃任的委員袂力第 21奈泣予以修正,以 采

鈉遠种意兄°

513.特別報告貝悅,第 22奈草案的目的是促送在第 21荼 中所体現的若存在一

介以上受形晌回●f送 行淡判的〤夯。特別很告貝次力,在垓送程中,回 隊姐貁通道其

斡旋并帶助更友好地解決有失國家同的同題,是 能姼友揮作用的。第 23奈 草案的意

困只不避是要給各回在就損害泣如何确定和賠儅庄如何衡量等等的淡判中提供一些

指早原只j° 例如,如果超源回能姼近明力預防跨界撗害而車狂采取了某些預防措施 ,

則這些特別預防措施的奏用就可予以考慮。同祥 ,如 果起源回能姼昱示受影晌回也已

放垓活功中得益,則 泣在垓賠僕教額中扣喊与垓得益相些的教額 ,才是公平的°特別

報告員解釋洗,此 美准則由于其涉及面ㄏ,只 有在外交談判中才能予以考慮.很 可能

些遠介同題向一日內法院提出Hl,有 美的因素將限于垓回肉法律作了什么規定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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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奈 ,第 3款 )。

514.委 貝舍就第 22和 23奈友表的坪梵不多°肘第 22奈 的情況有人也提出了

一般性的同題,秣任何回眛組象肘速些同題是否具有管轄杈。美于第 23奈 ,有 人次

力或許大一般化了。

第 24茶 <肘 坏境的頡害及因此造成的肘人或財戶的頡害)

第巧 荼 (多 介起源回)

第 26朱 (例 外),和

第 27筡 (●l效 ).s.

3s‘ 特別拫告見在其第六次報告中提交的第 24、 25、 26和 η 奈草案如下 :

“
第 24奈.玵坏境的撮害及因此造成的村人或財戶的撮害

“1.如果跨界技害江明肘受影p句 回的坏境有害,起源回泣負袒任何合理行

功的奏用,以 冬量恢复撮害友生之前存在的狀況°如果元法全部恢复送些狀況 ,

則可林商以定由起源回肘其隊惡化的狀況予以金我或其他方式的賠儅。

ㄅ.如果第 1款所遊肘坏境的撮害也因此造成肘受影晌目的人或財戶的技

害,起 源目的付款也泣包括玵速种損害的賠僕。

勺.就第 1款和第 2款所迷的情況而言,如果索賠要求是通道外交渠道提

出,則 可道用第 23奈的規定。如果通逆回內渠道提出索賠要求,則 泣道用回內

法。
”

“
第 25奈.多 今起源回

“
就第 2S和 24荼所途情況而言,如果起源回不止一介 ,

“
各送案文A

“
它們泣肘所造成的撮害灸捏達帶賠儅責任,但不妨得它們之同就賠偕責任的比

例份額相互提出的任何索賠要求°
”

“
各送案文 B

“
它們位按第一回所造成的援害比例肘受影晌回久捏賠佳責任。

”

“
第 26恭 .例外

”1.在下列情況下,起源回和至管者不久賠儅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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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特別根告貝指出,跨界振害可能是肘受影晌回的坏境或肘垓回的人貝及財

戶造成的損害。第 24奈草案的意困是力受影晌目的坏境受技害提供某种要求*卜 救方

法的依括。因此,起 源因有又夯灸捏任何旨在恢复損害友生前存在的狀況而送行任何

合理工作的妻用 ,如 果元法恢复,則 些事各方位就包括金我賠儅在內的其他朴救方法

迷成柲破。昱然,假如受影晌回除坏境外,其 人長和財戶也受到損害,則 也垃予以賠

儂。些事方就第 24奈送行淡判吋泣考慮第 23奈提及的各种确定賠儅額的因素°

516.委 長套件多委員改迎好坏境扳害規定賠僕又夯的主救。他們汏力遠是一介

前迸的步驟°但是 ,其 中也有一些委員汏力沒有必要另立一奈,因 力第2奈界定的韻

害概念里已包括坏境技害,尤其是所有道用于确定和衡量人和財戶所受振害的林准

也适用于肘坏境的損害。因此,沒有必要另外規定賠儂坏境韻害的又券.一位委員不

同意送种意兄.他 袂力ㄞ未只有賠儅人或財戶所受損害的規定。坏境插害也垃規定賠

儅的主張本身就是新現念 ,因 此垃垓另行規定。另一种跳羔次力,回家其跩表明只肘

那些央隊己采取或似將采取的恢复坏境措施給予坏境撮害賠儅°除其中規定元法恢

复原狀者予以賠儅的 1988年 的《南扱亦戶癸源活功管制公的》外,其他任何國家其

跩均不夢成上迷火夯°

(9主 354鏔 )

“
φ)技害直接起因子我爭行力、我斗行功、內我、叛亂或特殊、元法避

免和不可抗拒性辰的自然現象 ,

“(b)損害全部由第三方故意要造成損害的作力或不作力所造成。

坨.如果起源回或壢管者怔明損害的全部或局部是因蒙受損害的人故意要

造成振害的作力或不作力所造成 ,或 因此人的道失所造成,則 它們肘此人的賠儅

責任可全部或部分免除。
”

“
第 27茶 ..f效

“
就本奈款規定的賠儅責任所提起的坼松 ,白 受影晌方荻悉或可以合理地預

期它已荻悉技害以及起源回或姪菅者的身分之日起 〔三〕〔五〕年后失效。在任

何情況下,肘造成振害的事故自友生之日起 息U年后,即 不得提起任何坼妐。如

事故由一系列事件組成,3U年期位放最后一次事件友生之日起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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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特 別拫告長指出,第 25奈草案意在赴理造成跨界韻害的起源回超避一介

肘的情況°他提出兩种赴理速介同題的亦法。一种亦法是,起源回將共同血有達帶賠

僗責任,肘其中任何一回都可提出全面索賠要求。速种方法更有利于受影晌回和受害

方,力 1972年 的 《外空物体所造成損害的回隊責任公的》所采用°它比較遙合法庭

坼松.第 二种方法是,起源回持只按其造成授害的比例久賠僸責任。因此,垓方法尤

忤每介起源回均可提出自己的程序性主張和削喊賠借額的要求,而且送种方法比較

适用于外交談判°就第跖 奈友言的大多數委員都傾向于各逸案文B中 提出的第二种

方法。他們汏力,各 回不合同意外部分由于別回的活功造成或加重的損害全面久黃。

有位委員汏力 ,共 同久起連帶賠儅責任的概念是在因內法里确立的,它 比較堆伊受板

害方的利益,但是并不排除起源回之同分捏賠僗金的可能性。因此,第 巧 荼垃保留

速介概念。

518.第 26奈草案涉及全部或部分免除賠儅責任°特別報告員解釋洗,可 能有

速祥的情況,跨界損害是由于起源回或垤菅者元法控制的原因或是部分由于受影晌

回方面或受害方的疏忽而友生的。免除黃任的根据是找爭行力、我斗行功、肉乩、叛

亂、性廣特殊的自然文害或第三方故意要造成損害的作力或不作力。送种作力或不作

力或是受嵌害方的避失是部分或全部免除黃任的根据。特別根告貝解釋洗 ,速美根据

常見于赴理賠儅責任的公＿●●中。
3ss第 〞 荼草案作出了時效規定。所定的時期長短些

然是主視決定的°同題是時期的畏短要定得合理°有些公的采用的時期是自損害友生

之日超或自查明确定起源回之日起一年。
3s‘

近來正就賠佳黃任同題起草的文串、如歐

洲委員舍和歐洲＿B工 洴委員舍正在起草的文串,似 乎述定了自事件友現之日起三或五

年長的一介時期和事故友生后 3U年長的●I期 ,此 后即不能肘造成損害的人提出索賠

要求。
3s’

那 兄特別報告貝第六次根告列拳的遠些公的(A/CN.4/蛇8和 Add.l,第“一

59堉支)。

ss‘ 如兄 19η 年的《外空物体所造成技害的回隊責任公夠》的第十奈 (駁合回,

《奈的集》,第 961卷 ,第 187頁 )。

3s’ 兄歐洲委員舍91坏境造成損坏賠儅規則草案第 9荼規則 (兄 上文腳注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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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肘 第加 荼,有 人提出意兄汏力逐垃特恐怖主〤列力免除責任的根括。也

有人同不可抗力是否也泣列入垓奈內。一位委員逐悅,第 1款第 (a)和 佔>項 的措

洞必須加以l,n淍 ,因 力有美國家全部免除賠僕責任被袂力是合法的,送不仗是由于撮

害直接起因子 <a)項 所指的情況 ,而且特別是由于頡害全部是由遠些情況所造成°美

于第 27奈 ,有 人人力頗力含糊,因 力它未指明
“
拆松

”
的含又。垓茶按其起草方法

看,似 乎并不道用于外交談判,而 只∥艮于受害方坼堵司法手段的情況°

(e)第 五章.  民事賠儅責任

52U.特別報告貝回厥指出,上逑奈款草案至此一直人力賠儅責任首先由起源因

承袒,因 力在其管轄或控制下送行的活功在境外造成了有害的后果。
‘∫8他

次力,在 不

妨害上述主lrY的 情況下,遠些奈款草案泣規定若干規則,确保各回國內法庭常理第 1

奈所指的活功引起的索賠要求討做到最低｝艮度的一致°其隊上沒有任何情況能鉹阻

止受跨界損害的索賠人向起源回法院提出索賠坼梵。此外逐可能有送祥的情形,受影

晌回不愿代表本回公民向起源回提出索賠要求°在此种情況下,私 法才卜救方法便成了

介人尋求朴儅的唯一渠道°所以,特別報告貝汏力泣有几奈赴理民事賠借責任的奈

款。第 28至 33奈草案就是力此而制汀的。

第 28奈 (日 內渠道 )

第 29茶 (回 內法院的管轄杈)

第 3U奈 (國 內法的道用)

第 31荼 (管轄豁免)

第 32奈 (判 決的強制執行>,和

(9主 357接 )

和在歐洲至渀委員舍主持下通道的1989年 的公路、佚路及內陪航道、船只迋輸危險

品避程中造成嵌坏的民事賠借黃任公的第 18荼 (兄朕合日出版物,出 售品編咢 E.

9U. Ⅱ. E. 39)°

3s8 
夫子委員合在本屆套以上就鎰菅者或起源回是否泣無首要賠儅責任阿題迸

行的官玟情況,兄上文第 5U8至 51U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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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奈 (洭款 )3s.

521.特 別拫告長解釋說,第 28荼草案的意四是使兩种尋求*卜 救方法的渠道、即

外交談判和向日內法院提起沂公速兩种渠道柲淍一致°因此 ,通道回与回之同的淡判

提出索賠要求并不要求事先在起源回用思些地的朴救方法°同時,如 果己向回肉法院

就某种插害提出索賠坼忪,受 影晌回便不得就此种板害再提出索賠拆訟。索賠拆公可

在受影晌國法院針肘起源回或久有賠儅黃任的私人方提出。

522.特別報告員提到私法朴救方法方面必灰解決的兩介同題 :第 一,所有受影

晌方、包括受形晌回向法院提起起坼的杈利 ;第 二,可道用的國內法有朴救方法的規

定°力解決前一同題,各 回庄通道本回國內立法授予本國法院肘沂忪事項的管轄板 ,

常理肘本奈款所涉跨界頡害提出的索賠要求。要解決后一同題 ,各 國泣确保回內法中

載有給予合理的金我及其他形式矛卜救的規定。第幻 奈草案赴理此种管轄板同題 .

’s’ 特別報告員在其第六次報告中提交的第 28至 33奈草案如下 :

“
第五章.民事賠借責任
“
第田 奈.回 內渠道

“1.在根据本荼款向起源回提出跨界損害賠僕責任的索賠要求之前,受影晌回或

垓回代表的令人或法律其体沒有必要先充分使用些地現有的一切法律朴救亦法°

ㄅ.本奈款沒有任何規定阻止一回或垓回代表的汏力本身因第 1奈所迷活

功而蒙受振害的任何令人或法律央体,向 起源回 〔及 ,如厲第29奈 第 3款 的情

況,仄j向 受影呴回〕法院提出索賠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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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害提出索賠要求。
”

“
第 2g奈.回 家法院的管轄杈

“1.本奈款的些事回位通逆其本國立法,授 予其法院爽理第 zS荼所迷索

賠要求的管轄杈,并給予受影晌的國家或介人或法律其体向其法院中坼的叔利。

ㄅ.些 事回症在其回肉法律制度肉規定朴救亦法,使第 1茶所迷的在其管

轄或控制范日內送行的活功造成的跨界頡害荻得迅速充分的賠儅或其他朴僕°
“
“.除 了受影晌目以外,第 28荼所迷的次力曾蒙受頡害的其他人可述捀

在受影晌回法院或起源回法院提起坼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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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特別拫告貝人力,力 确使各回回肉法院道用的法律保持最低限度的一致

性,各 回回內法院泣道用遠些奈款 ,些 然也庄肘速些奈款未涉及的元稔是程序性逐是

其慶性的一切事項道用回丙法。國內法的道用方式必須与第 lU奈草案不歧視的規定

相一致°特別根告長指出,第 3° 茶的草案思想是他趺 196U年 的《夫子核能方面第三

者責任的公的》的第13和 14奈借盤進來的。
s‘°
如果起源回不能援引管轄豁免杈第 31

奈草案的主題,則 唯一能姼迋用的便是回內法的朴救方法。
‘‘1第 32奈 草案赴理判決

的強制執行同題.第 33茶草案排除了任何阻得裝移金我賠借的因素。

5銋.委 見套中的一些委見肘草案第五章給予受害方利用回內法院的遊捀根表

示改迎。但是其中有些委員汏力泣再度常查送些奈款,因 力它們似乎主要是仿照

19花 年的 《外空物体所造成技害的回隊責任公圴》的奈款制訂的,而后者肘本寺題

未必完全道合.此外,逐庄使美子管轄豁免的第 31荼草案与回家及其財戶管轄豁免

的有美茶款草案怭琱一致。有人逐指出,拆褚回內法院不垃排除在例如出現不給予公

平赴理的情況下向私人索賠者提供其他形式的追坼手段。

52S.肘那些主張垓寺題泣主要基于民事賠儅責任 ,即 盜菅者的賠儅責任的委員

悅來,第五章的各奈款是不合道的,需 重新批汀以表明速居意思。

(9主 359填 )

“
第 3U荼.回 肉法的道用

“
法院庄肘本奈款沒有具体規定的所有其盾性同題或程序性回題道用其回

內法,本奈款以及國內法律和立法的道用不得因回籍、住所或居所而有任何Σ別

待遇。
”

“
第 31奈.管轄豁免

“
回家就根括前面奈款提起的坼梵不得按日內立法或回豚法要求管轄豁免 ,

但就強制執行措施要求的豁免除外。
”

“
第 32荼.判 決的強制執行

“1.主管法院作出的最后判決如根括垓法院所道用的法律可強制執行 ,則

除非有下迷情況,垓判決在任何其他締夠方領土內均垃得到承汰 :

“
〈a)判 決是以欺作手段荻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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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家管轄范目以外地區 (全球公地)坏境損害的賠儅責任

526.特別報告員晌垃委員套上屆舍決提出的清求,洋 幼研究了是否有可能折大

本寺題范園,將各回回家管轄范目以外地區——所渭
“
全球公地

”
所受技害多打入其中.

特別報告貝穹查了若干同題,涉及政策同題以及迄今一直构成垓令題探甘途徑的賠

儂黃任理梵的各重要因素是否道用于全球公地韻害的鬥題。特別報告長伏力 ,工 土文

明昱然已友展到速祥的地步,肘 回家管轄范目以外地區的坏境 ,不是少量而反复不新

便是大量、意外而又偶然造成技害。現在的同題是赴理速今日題的最佳亦法是什么°

委員合必須在目前常洪的兩介寺題之同作出逸捀.不是在本令題賠告責任范日內就

是在回家責任寺題的不法行力責任范日內大理速介鬥題°

5′.美子构成本令題基砧的賠佳責任理淹的某些重要要素是否道用的 .9題 ,特

別擬告貝提及兩介要素:a)美于損害的概念,°)美于受影吶目的概念°他指出 ,

如果損害友生在回家管轄范園外的地區內,便有兩种可能性 :不是人貝或財戶 ,就是

坏境本身受到頡害。前一种可能性早有預料,因 而已列入回杯責任寺題范目內。但是 ,

后一种可能性、即玵回家管轄范園以外地區的坏境本身造成的損害,造 成相些大的困

堆 ,因 力在本寺題所涉的損害概念里并不包括速美振害。特別技告長指出,坏境本身

受撮害草狌作力确定賠佳責任的根据遜是新聳事物,送种板害如要根据其肘人或財

戶的影晌未加以衡量,那 么在科孛友展的目前險段逐堆以精确測定肘全球公地的哪

种可辨汏損害套肘人或財戶造成可辨次技害°即使在全球公地損害、整介坏境所受技
.害

以及人美福利和生活慶量所受損害之同能移确立起全面的肘座美系,送 也不足以

(9主 359篸 )

“(b)被 告方未荻合理的預先通知且未荻机舍在公平奈件下提出自己的梵

据 ,

“(c)判 決違反正在爭取其承汏的回家的公共政策 ,或 与正又的基本規范不

符°

ㄅ.一項荻承次力符合第 1款規定的判決,在 爭取其強制執行的鍗的方所

規定的手蠻完成吋,即 位在任何些事回強制執行。不允汻肘此事項的其慶送行送

一步掌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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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現似的回隊賠催責任令題規定力必要的因果敢系.那祥或許逐需給頡害另下定

〤,另 方同限。肘坏境本身造成損害的賠儅責任作出近乎硬性規定的公的似乎只有一

今:1988年 的《南极亦戶癸源活功管制公的》。特別報告貝承汏,缺乏回家其踐悅明

遠是介近來出現的同題°

5Z8.特別報告長提出,如果根据本寺題方面目前公汏的林准未衡量全球公地撮

害 ,則 后果可能套不冬人意°垓寺題是根括肘人或財戶是否造成重大撮害來加以衡量

的。封全球公地坏境造成重大板害未必套肘人美直接造成重大頡害 :以 所涉地區之大

而稔,全球公地技害或忤要送到元可挽回的地步才套影晌及人美°特別擬告見伏力 ,

目前,一般回沶法肘那种不影晌人或財戶的全球公地不境技害似乎沒有規定賠儅黃

任。但是,他汏力不泣站速种情形娃臻下去,目 眛法垃垓規定某种形式的朴救方法。

在近來的回隊法其我中,赴 理
“
全球公地損害的亦法是鈭別出某些肘送些地區宥害的

物慶 ,确 定速些物廣排入送些地區的限量。任何超避并可杯准的排放都有可能弓!起賠

儅責任。特別根告昃逐提到全球公地技害的賠儅黃任的概念按目前的規定、即要确定

受影呴回,是 很堆其行的°玵那些地區的損害并不一定肘回家、其國民或其財戶戶生

影晌,因 此;确 定受損害回便成力一今特殊同題°特別報告見汏力可以按回家黃任奈

款草案第二部分第 5茶第 (2)(f)款砲
的措洞,逐用

“
集体利益

”
的現念肘速介阿

(9主 359接 )
“
第 33奈 .汒 款

“
些事回庄采取必要措施 ,确 保中清者因前面各奈規定在些事回法院提起坼

公而垃收的任何款項,以 及与保隆或再保險有夫的任何庄收款項,或 旨在朴儅達

种損害的其他資金,可 以自由地以受影啊目的貨市或以申清者慣常居住目的併

市洰給他 .”

3‘° 環合回,《荼的集》,第 gs6卷 ,第 2S1頁 °

.m 
第31奈草案不影晌強制執行措施豁免同題。196U年 的《夫子核能方面第三

方責任公的》(同 上)的 第 13(e)奈和 1963年 的 《美子核技害民事責任的維也鋪公

的》(同 上;第 1U63卷 ,第 265頁 )的第十四筡中有失似的規定°

362 《19跖 年⋯⋯年鈭》,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2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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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作出反垃。

52g.特別根告昃指出,肘 回家其我的常查似表明,赴理全球公地損害同題的亦

法一向是.￣n定 某些有害物辰或某些全球公地的地匡,使其受特別奈例的制的 ,包 括限

制或禁止使用速些物慶并禁止任何可能肘速些地區造成撮害的活功。遠方面的其例

最近的有‘1985年 的《堆也幼保伊臭氧房公的》(及其 1987年 的蒙特利水決定串)和

1982年 的《朕合回海洋法公的》°特別拫告員汏力,赹勢表明速介回題是放在回家玵

不法行力責任的范園內赴理的。他汏力速介亦法有若干优魚,它采用了法律上的損害

的概念 ,J‘
a即

仗伙由于違反某項又券而造成的嵌害,速就解決了必須迂明肘人或財戶

造成頡害的同題 ,但是他解釋悅 ,送只是他初步的看法,他逐想听取委貝合內各位的

意兄。

53U.由 于肘同不移 ,委 員舍中只有凡位委員就全球公地損害同題作了初步的坪

稔。其中多數扶力不能元視速介同題 ,泣垓似汀某种荼例 ,因 此,他們鼓肋特別報告

貝迷致就此泀題升展工作。一位委員在遠方面提到 1982年 的《蚨合回海洋法公夠》和

《朕合國人美坏境合玟宣言》原則 21新德哥你摩宣言 .:‘

‘
他主張朕系保險卄划和 白愿

捐獻考慮一种回拆集困坼松的亦法°另一位委昃汰力,全球公地板害方面提出的回題

十分复染,因 此,遠介本已复染的令題的送展可能受到影晌°另一位委員汰力,遠 一

主題可构成一今革狙令題 .

C.清 求提出坪淹的回題

531.委 員全玫迎各回政府在第六委員套或以卡面坪洽形式友表的意兄 ,特別是

就下列日題友表意兄 :

(a)通道提出危險物慶清車以澄清
“
重大危險

”
速介概念 (兄 上文第好8至

483段 >,

.°: 法律上的嵌害,概念最先在美于回家責任的奈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3奈 中提

出;案 文和坪注,兄 《1973年⋯⋯年鈭》,第 2卷 ,第 179頁起各頁,文件 A/9U1U/

Rev. 1。

3‘‘ 《朕合回人美坏境全洪報告,斯德哥水庫 ,1972年 6月 5日 至 16日 》(眹合

回出版物,出 售品咢 E.73.Ⅱ.A.14和更正),第 一部分,第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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ㄑb)奈款草案泣垓規定起源回肘本寺題涉及的、私人些事方在垓回管轄或控

制范日內送行的活功所造成的跨界損害是否泣孩而且在多大程度上久有賠儅責任

(兄上文第 5U8至 51U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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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委員套的其他決定和培梵

A.委 見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532.委 員舍在 199U年 5月 1日 第2149次 套以上注意到,大舍在其 1989年 12

月 4日 第甡/35咢 決快第 4段 中曾要求委員舍 :

(a)盤 篊常查如何規划其成長任期內的活功,同 時考慮到在草揪美于特定寺

題的茶款草案方面有必要冬量取得最大的迸展 ,

(b)送 一步常洪其工作方法的所有方面,同 時考慮到交錯官洪某些寺題,特

別可能有助于第六委員套更有效地常洪其報告 ,

(c)特別注意在年度報告中,就每一寺題 ,指 出各回政府或在第六委員舍或

以串面形式表示避意兄的那些玵委員套盤宏工作特別有美的各項具体同題 ,

533.委 員合決定,速介要求庄放在其題力
“
委員舍的汁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

其文件工作
”

的破程項目9中 甘稔°

534.打大主席日規划小姐的組成兄第一章 (第 5段 )。 委員合委員中不厲于垓

小姐成長的人也受到遨靖參加其合洪,其 中有些人參加了全快°

535.規划小組于 199U年 5月 8日 至 7日 1U日 奉行了四次舍決。親划小姐收到

了第六委員套在大套第四十四屆合以期同送行甘梵的寺題摘要中的章市,杯題力
“
委

員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A/CN.4/L.443,第 324-343段 )。 此外,它 逐

收到了委員套委員提出的一些建啵 .

536.扛 大主席困于 199U年 7月 12日 第4次套坡上常以了親划小姐的報告。在

199° 年 7月 18日 和 19日 第 22UU次套洪和第 2ZU2次舍以上,委 員舍根据折大主席

困銍規划小姐甘淹后戶生的建洪通道了下列段落°

活功的規戈l

目前的工作卄划

537.委 員舍汏力,委 員合力其委員五年任期的剩余部分制汀的工作汁划只要作

某些琱整就仍然有效。

538.根 据垓工作卄划,委 員舍打算在其現在的委員任期內完成美于回家及其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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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的管轄豁免的奈款草案的二慎。委員舍在 1989年第四十一屆舍以上表示打算冬一

切努力在本屆合坡期同完成二旗.起草委員舍在本屆舍以上常坡并暫時通避了一淒

9I委 員合暫時通避的奈款草案中16奈 草案的二慎。委員舍期望向大套第四十六屆舍

洪提交整套奈款草案,汰而在其現在的委員的任期穿東之前迭到完成草案二旗的目

林°

539. 委員舍透打算优先楚理
“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和

“
回豚水道

非航行使用法〞送兩今青趣 ,以 期第四十三屆舍以上完成遠兩今寺題的奈款草案的一

旗°

54U.美 于
“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送一青題,全体委員全現已完成

〺將枸成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所有奈款的穹洪°然而泣指出,特別報告貝提出的奈款中

有相些多一部分目前仍有待起軍委員全赴理。委員套准各在下屆舍以上冬一切努力

思早完成奈款草案的一旗。在垓昔題方面,委 員舍遜可能根据大套肘于本屆舍坡依照

大舍 1989年 12月 4日 第 44/39咢 決坡送行的工作作出的反泣,送 一步注意垓決玟

中所載的要求。

541.在 “
回坏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
送一青題上,本居全決取得了不小的遊展 ,

委員合可望在其第四十三屆舍以上完成奈款草案的一旗°

542.委 長合逛將按照其在本五年任期升始時所表明的意向,努力在
“
回家黃

任
”
和

“
夫子回阡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回酥責任

”
送兩介寺題上

取得重大送展,并將盤玟常袂
“
回家和回怀組象同的美系

”
寺題的第二部分。

長期工作卄划

543.根括委員合第四十一屆舍袂報告第 ?36段 ,.ε

s力
常以委員合長期工作汁划

而在垓屆套以上淡立的工作姐雞玟常查了其取杈范園肉的各項目題°工作姐由迪皿

斯一网#雷 斯先生 (主席)、 哈索內先生、再希与先生、帕夫拉克先生和托穆沙特先

生組成,向 規划小組提交了一份速度報告。
3° .

5“.規划小組隨后和委員全都注意到工作姐的報告,并費同工作組的建玟 :在

委員套第四十三屆舍以上泣送一步拳行工作組合以,以 期就取杈范圍內的同題揪汀

《1989年 ⋯⋯年壆》,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38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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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些的建洪。

545.委 員合同意在第四十三屆舍洪上拔出一定時同常洪其長期工作卄划 ,同 時

特別考慮到期望趺工作姐得到的劈稔,并就此河題叔汀建玟。

..‘ 工作組根告的央辰性部分內容如下 :

“1.工作鈕主要目繞下列同題送行甘捻 :

“<a>迷捀新寺題的一般林准 ,

“(b)可 能列入委員舍洪程的新的特定寺題 ;

“(c)委 員套就未來的工作汁划向大套提出建玟的形式和時机。

坨.美于道用手指尋逸捀新音題的一般杯准同題 ,普遍迷成一致的意見是 ,

首先泣考慮到 2U世先最后十年的回豚社舍目前友展險段的緊迫需要:有人指

出,委 員合作力大套淡立的久黃編集和逐漸友展回隊法的主要机构 ,泣 秋极致力

于揪汀道垃此美需要的必要法律規則°旨在其酥解決因隊生活各介領域現有法

律政策同題的寺題 ,虛 些比主要涉及掌理回題的寺題具有更力优先的地位°另外

逐建洪,新 的寺題垃些做到赴理起來不致耗費大多的時同°鈭于委員套目前收到

了多年前即已升始研究的若干寺題,而 送些任夯又不大可能在其現在的委員的

任期內即 1991年 前完成,此 時此刻在坡程上增列同祥复染的寺題是不明智的。

垃在几年后才可以赴理任何新的音題°

怕.小組成長著重甘梵了可考慮列入委員舍工作卄划的若干具体寺題°有

人強烈主張列入一介夫于
‘
坏境保伊

’
或

‘
夫子管制坏境保伊的法律原則’

的青

題 ,甘稔中強凋了亥寺題的其用性和全世界肘此回題的夫注 ,并 強凋有必要放全

球性角度編築管制坏境的原則°另一方面,有人指出,似以的寺題与目前委員舍

洪程上的某些寺題可能有夫,或部分有所重复.

翅.得到強烈螢同的另一寺題領域是
‘銓游美系回拆法’

。具体提到的垓領

拔一些方面包括
‘
外備管制‵

‘
美于投資的回隊法律制度

’
、
‘
回家与外國公司之

同合同的法律方面’以及
‘
銓渀友展的法律方面’°

%.所 提到的其他主題有
‘
堆民同題

’
、

‘
回坏軍火貿易的法律方面’

、
‘
新

一代人杈’
、
‘
修訂有美武裝沖突和保伊平民的規則’

、
‘
裁軍的法律方面’及

‘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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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法

546.委 員全盤填甘梵了最有效地安排其工作的各种建玟,其 中包括一些委員提

出的在其年度屆套以外拳行委員舍特別合以 (例 如力堵如起草委長套套玟的具体任

夯召丹)以 及特年套分力兩部分 (例 如交替在組的和日內瓦召弄)的建快°其他委貝

指出了肘所提出的各种建玟的困踓。下屆任期的委員在迸一步考慮送些回題的時候 ,

(之主366臻 )

外法杈’
。

%.另 外提出的不涉及特定寺題,而是一項建洪,袂力委員套可向大合悅

明白己系于接受大舍就回拆社套某些緊迫的法律同題征求法律意見的要求。力

肘此种要求作出反泣 ,委 員合可采用与官決其玟程上正式寺題不同的工作方法°

在遠方面所拳的一介例子是委員舍玵建立回酥刑事管轄杈回題的赴理方式及泣

大舍要求編寄的意兄文件 (兄 上文第二章 C市 )。

ㄅ.夫 于委員舍玵大舍提出建玟的形式和時机,工作姐一致汏力,仗垃逸

捀少數音題 ,而肘遄捀的理由位予以明确和中肯的洗明。冬管有許多正些的理由

有助手在完成委貝套坡程上現有的一些寺題工作后才升始研究任何新的主題 ,

但仍泣承早制定一項長期卄划°

、
.此 外,一致放力就委員舍的卡期工作卄划向大合提出的任何建洪,均

泣考慮到大合 1989年 11月 17日 第44/23咢 決洪所宣布的回狋法十年的目杯 ,

在各項目杯中最力突出的就是鼓劾逐漸友展和編象回隊法。委員合作力大舍投

立的編築和逐漸友展回隊法的主要机构,泣 在其現十年目採的避程中友揮秋极

的作用。但是 ,在似汀建洪提交大舍之前,必須研究按上迷決玟第 3段 向各舍真

回、有美國豚机构和非政府姐象征求來的意兄 ,特別是大舍根括垓次洪第 4段 決

定在第四十五屆舍玟上沒立的第六委員合工作組的錯梵,以期力回隊法十年似

汀出可以普遍接受的建玟。

.匆.因此,工 作組建洪在委員舍下屆套以上送一步拳行工作組合洪 ,以便

根裙上文第 3至 第 8段 回迷的需要考慮的同題,并特別銘圮大舍將力回豚法十

年通達的鄉領 ,就其取杈范日內的同題揪汀道些的建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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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考慮到以最有效和最炅活的方式未哭理委員合洪程上的項目以及財政上需要考

慮的同題。

起草委員合的作用

5好.委 員全意洪到需要促送起草委員合的工作
3‘?解

決遠一向題的亦法之一是

在委員套常合同隔期同安排拳行起草委員套套洪。委員舍提清大舍注意遠一可能性.

548.在 目前盼段,委 員合一致汏力,力 送到上文第 S38至 第騏2段 中力白己确

立的目杯,委 員套泣作力例外安排考慮起草委員套在第四十三居舍洪幵始吋送行兩

星期的集中工作,垓屆舍坡將是其現在的委員任期的最后一屆舍決°

回眛法十年

549.委 員舍玫迎大合 1989年 11月 1?日 第44/23咢 決決 ,宣 布 199U年 至 19gg

年力朕合回回豚法十年。決洪指出,十年的主要目杯之一是鼓肋回隊法的逐漸友展和

編築。根括章程第 1荼 ,委 員套垃以
“
促進回隊法的逐漸友展和編集

”
力其宗旨.委

員合人力,如 委員全能最后完成目前洪程上各介洪趣的工作,則 肘十年是一重大貢

獻.委 員合逐汏力,肘 十年的基本 目林和肘回豚美系中加強法治可作的一今尤力恰些

的貢獻,就 是由委員套在大合作此決定后揪汀一今回隊刑事法院的親的草案°

回怀法委員套与大全之同的夫系

55U.委 員舍滿意地注意到 ,在 大舍第六委員舍肉正盤貘送行努力,改送回酥法

委員套的技告在六委送行常洪的方法,以便肘回隊法委員全的工作提供有效的指早°

委見舍也意味到有必要便利第六委員合肘其根告送行常坡°尤其是 ,委 員套已冬力滿

3‘’ 在本屆舍玟錯東吋,尚 待起草委員合常洪的有:美 于回家責任的第 6至第 1°

奈草案,夫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的第 17至第 28荼草案:夫 于危害人美和平及

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第 9和 第 13至 第 17奈草案,夫 子回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第 1

和第鈕 至第鈕 奈草案及草案附件一的第 3奈第 1款和第 4奈 :美于回防法不加禁

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技害性后果的回隊責任的第 1至 第 9茶草案;以及夫子回家和回

狋姐象同的美系 (青題的第二部分)的第 1至 第 11荼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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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大舍在第 44/35景 決洪第 4(c)段 中表示的期望,大 套在垓段中清委員舍
“
特別

注意在年度根告中,就每一青題指出各國政府或在第六委員合、或以串面形式表示道

意兄的那些肘委員合甡玟工作特別有美的各項具体同題
’’°

合68

551.委 員舍逐滿意地注意到第妞/35景 決坡第 5段 ,其 中大舍

清回狋法委員舍在情況准汻時要求特別技告貝在大舍甘梵与垓特別報告貝

久黃的寺題有夫的同題時出席大合舍決,并清秘串米在現有資源內作出必要安

捐├。

在遠方面,委 員套愿提及其第四十一屆合以報告的第 742段 °
.‘’
°在孩段中它提

清注意有元可能址特別報告員出席第六委員舍夫子因豚法委員合報告的辯淹 ,以便

使報告貝有机舍更全面地了解目前的各种立場 ,注 意到所友表的各种意兄,并 較早幵

始編寄報告°垓段逛提出,除 已拳出的理由外,特別拫告貝的出席逐可便利他 6iΠ 同各

回政府代表送行有益的非正式接触,交換意見和磋商。
’’U

下屆舍玟的期”艮

552.委 員舍希望重申其跳羔g根据回隊法的逐漸友展及其編集的工作要求以及

洪程上各音題的份量和复染性,泣垓保持通常的合洪期限。委員舍逐要強琱 ,它 已充

分利用在本屆舍洪期同向它提供的吋同和服夯°

B.同 其他机构的合作

553.回 阪法委員舍卸任主席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出席了正非法律 f.+商

委員合199U年 3月 于北京拳行的套洪。他以回豚法委員全現察長的身分參加合玟并

:6召  夫子清求肘
“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
和

“
美于目豚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

生的技害性后果的回尿責任
”

兩介苦題提出坪淹的同題,分別兄上文第 313和 531

段°

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138更 °

18日 第 22UU次 舍以上清灸黃危害人美和平与安全

場皿姆先生在大舍第四十五屇舍洪甘捻垓寺題吋出

一 〞 5 一

3‘s 《1989年⋯⋯年鈭》,

:7° 委員舍在 199° 年 7月

治罪法草案的特別報告長杜杜 .

席舍玟。



代表委員套在合上友了言°正非法律林商委員套出席回酥法委員套本屆套汊的代表

是垓委員舍的秘串故弗〨克 .恩詹加先生°恩詹加先生在委員舍 199U年 5月 18日

第 216U次舍以上友了言,其友言北垓次舍玟何要圮暴。

554.回 吥法委員舍卸任主席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出席了美洲法律委員

舍 1989年 8月 于里的熱內戶拳行的舍坡°他以回跡法委員舍視察長的身分參加舍

洪°美洲法律委員合出席回眛法委員舍本居套以的代表是拉未多 .#救瓦格雷多先

生°格雷多先生在委員合 199U年 5月 31日 第 2166次舍以上友了言;其 友言兄垓次

套洪筒要圮暴°

5“.克 里斯蒂安 .托 穆沙特先生出席了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 1989年 11月 在

斯特拉斯堡拳行的套坡。他以回酥法委員合視察貝的身分參加舍坡并代表委員舍在

合上友了言。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出席回跡法委員舍本屆舍以的代表是筠格雨特 .

基勒比女士。基勒比女士在委員舍 199U年 ?月 11日 第 2191次 舍以上友了言;其友

言兄垓次舍以倚要圮最。

C.第 四十三屆舍洪的日期和地魚

556.委 員舍決定自1991年 4月 29日 至 7月 19日 在敢合回日內瓦亦事赴拳行

下居合快°

D.出 席大套第四十五屆套快的代表

557.委 員舍決定由其主席史久館先生代表委員合出席大套第四十五屆套坡。

E.回 坏法悱刁全

5瀰.按照大合 1989年 12月 4日 第供/35咢決快,敢合日日內瓦亦事赴在回隊

法委員舍本屆舍以期同聲亦了第二十六居回隊法汫刁舍。汫刁舍是力回隊法研究生

和在工作中赴理國隊法).9題 的年牷教授或政府官員拳亦的°

5S9.由 菲力普 .卡 吋水教授 (日 內瓦回酥研究高致院)捏任主席的甄逸委員合

于 199U年 3月 27日 拳行全洪 ,在 申快了大的 8U份參加汫刁合的中靖后,挑逸出銋

名具有不同回籍、大部分來自友展中國家的參加者。17名 荻述人員以及 3名 敢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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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研所研究金荻得者得以參加汫刁全本屆舍洪°m

56U.在朕合回日內瓦亦事夾梅克 .渃 水一瓦根發水德女士的主持下,本居汫刁

舍于199U年 6月 5日 至Z2日 在万回官犖行。在力期三周的排刁合期同,汫 刁合參加

者旁听了委員舍的一些套快,并 听取了昔ㄇ力他們姐象的汫保。一些辨保是由委員全

下列委員汫授的:侯賽因 .巴 哈幼先生:“ 回隊法委員合展望:委 員套工作方案的厊

史和法律友展竹 穆罕默德 .本努幼先生:“ 《朕合回儿重杈利公的扔文哈道德 .再

希与先生:“ 回隊法委員舍的工作竹 斯蒂芬 .友 卡弗里先生ε“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

法≒ 塞#水 .塞普本堆迷一古缺雷斯先生:“ 目豚公法与政治的夫系竹 杜杜 .錫 皿

姆先生:“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克 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回家及

其財戶的管葀豁免
”°

561.此外,眹合國、釭十字委員舍和夫契患柲定的人昃也作了如下演汫:安托

万 .布 堆耶先生 (釭十字委員合法律司)‘
“
回豚人道主又法的現魚竹 弗拉基米示 .

科特利皿冬先生 <法律事夯斤):“ 編集司的活助≒ 雅各布 .默勒先生 <人杈中心):

“人杈中坼的赴理’’
,丹尼斯 .苃 克納再拉先生 (堆 民寺貝亦事赴):“保伊堆民的回隊

文串
’’
;弗 里德 .勒斯勒先生 (夫炙息林定法律事夯司):“夫貿恙柲定法律事夯司的

活功
”°

m 
第二十六居回隊法琲刁舍的參加者是 :路 易安京尼 .阿菜多先生(法 回>、 莫

尼正 .阿 里 .赤 南迭先生 (印 度尼西正)、 多明尼克 .巴 辛加先生 (布 基幼法索>、 艾

伯特 .只 加先生 (視察貝〉(阿本巴尼皿>、 特雷莎 .布菜克女士 (爰 水〨)、 芥奎 .

卡塞雷斯 .布 〨先生 (巴 拉圭>、 馬西男 .坎頓先生 (馬 拉圭〉、埃斯特 .希 班送女士

(津 巴布丰>、 莫希与丁 .法多克先生 (孟加拉回>、 法朗西斯科 .弗 洛里斯 .堆 拉先

生 (巴 拿馬)、 安德雷巫斯 .德 与先生 (荷 〨)、 阿伊菜娜 .界納女士 (馬 來西正)、 尼

古拉斯 .凱蓮先生 (瑞典>、 莎拉 .洛 #渃 .,F.利 斯女士 (厄瓜多水)、 賽伊德 .穆斯

塔基姆先生 (科摩多)(圳研所研究金荻得者)、 籬拉猜 .普拉癸先生 (泰 回)、 哈吉

.拉茲米先生 (阿富汗)(圳 研所研究金荻得者)、 阿 卜杜拉 .芛 法里先生 (坦 桑尼巫

朕合共和回)、 荷發 .桑 多瓦水先生 (厄瓜多示)(圳 研所研究金荻得者)、 芥奎 .塔

桑先生 ㄑ哥斯迷黎加)、 斯莫金 .万 賈拉先生 (肯 尼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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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按照琲刁套的侍筑,參加者受到日內瓦市的接待 ,并 由共和國和 日內瓦州

官長正式接兄。接兄吋,州 的新同主任博林格示先生就瑞士一般的和日內瓦州的先法

和政治特魚友表了汫活°

忘63.在 啡刁全錧東時,回 杯法委員舍主席文久館先生和朕合國日內瓦亦事爽主

任何 .馬 勝松先生向參加者友表了汫活°在送筒短的仗式上 ,參加者得到怔串,怔 明

其參加了第二十六屆排刁套。

564.汫 刁全是由舍貝目的自愿捐款和各回政府力其回民提供的回家研究金提

供銓妾的.委 員套特別螢當地注意到奧地利、巴林、塞浦路斯、丹岌、芬〨、德意志

朕邦共和回、爰水〨、新西〨、菲律宴、瑞典和瑞士各國政府以向朕合國有美的援助

方案提供 自愿捐款的方式特別力來自友展中國家的參加者提供了研究金。有了速些

研究金,才 能移其現參加者的道些地域分配,迪返回家的合格人造才得以与合 ,否 則

他們即不能參加°19。U年有 13介參加者得到全額研究金 (包 括旅妻和生活津貼),1

名參加者得到部分研究金 (仗有生活津貼)。 速群 自19“ 年弄始華亦汫刁舍以來 ,在

被述參加汫刁舍的田6今分別具有 142种 回籍的參加者中,共有 294人得到達研究

金 .

5cS.委 員舍希望強淍它肘汫刁舍的重視 ,汫 刁舍使年鞚的法苧家、尤其是那些

來自友展中回家的法掌家能鉹熟悉回坏法委員舍的工作以及患部投在日內瓦的許多

回隊組象的活功°委員舍遺感地注意到在 199U年 ,并 非凡是申靖財政支助的人都能

得到研究金,因 此他們中有些人未能參加汫刁舍,思 管他6it是被捀优挑迷的°因此 ,

委員舍建玟大舍再次吁清有奈件的回家自愿提供所需的捐款 ,以 便在 1991年拳行參

加者冬可能戶泛的汫刁合。

566.委 員舍滿意地注意到在 199U年 向汫刁合提供了充分的口烽服夯,并希望

在將來的汫刁全上能思一切努力克服現有的財政困璀向群刁舍提供同祥的服夯和便

利。

567.委 員合在199U年 7月 l° 日第219U次合以上決定,第 二十七屆回隊法汫

刁合將林力
“
保多 .勒 泰排刁舍

”,以 妃念保多 .勒 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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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A/CN. 4/426/Rev. 1

A/CN.4/427〔和 Corr.

1〕 和 Add.1

A/CN.4/428〔和 CUrr.

1,2和 4〕 和 Add.1

A/CN.4/429和 Add.1

-4

A/CN.4/43U和 Add.1

A/CN.4/431〔和 CUrr.

l〕

A/CN.4/432

A/CN.4/433

第四十二屆合以文件一兒表

杯題

幡時快程

夫子回沐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的第六份報告,特別報告貝

斯蒂芬 .羑 卡弗里先生

特別報告貝胡利奧 .巴 水沃

薛先生美于回隊法不加禁止

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

的回狋責任的第六次技告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依括大舍第43/164和

44/32景 決玟收到的舍貝回

的意兄

特別報告長杜杜 .錫 巫姆先

生美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

治罪法草案的第八次根告

特別報告貝小未曾本雄先生

美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

免的第三次報告

特別報告員菜昂納多 .迪 正

斯 .因 #雷 斯先生美于回家

和回隊組象同的美系 (寺題

的第二部分)的第五次報告

朴足惰時空缺 (章 程第 11

奈):秘 串赴的說明

各注

油印本,美于已通避的

以程,兄上文第  頁,

第 9段 。

特載于《lggU年 ⋯⋯年

盤》,第 二卷 (第 一部

分)°

同上。

同上 。

同上。

同上 .

以 綜 合 形 式 特 載 于

《1991年 ⋯⋯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文件

A/CN. 4/438。

特載于《l99U年⋯⋯年

鈭》,第 二卷 (第 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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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A/CN. 4/433/Add.

A/CN. 4/L. 443

A/CN. 4/L. 444

A/CN. 4/L. 445

A/CN. 4/L.446

A/CN.4/L. 447 和

Add.1 和 2 〔和

Add.2/Corr. l〕 和

Add. 3

A/CN. 4/L. 448

林題

同上一秘串赴的悅明增編 :

候述人和筒ㄞ

秘串哭編寄的大舍第四十四

屆舍玟期同第六委員舍討淹

目隊法委員合報告的寺題摘

要

夫子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

免的奈款草案。起草委員合

二旗通道的林題和案文:第

1至 1U奈和第 12至 16奈

夫于囝豚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的奈款草案。起草委員舍通

道的杯題和案文:第 22至

27奈

回隊法委員舍第四十四居合

汶工作根告草案:第 一章(套

洪的組狄)

同上 :第 二章(危 害人英和平

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同上:第 三章(回 家及其財戶

的管轄豁免>

各 注

油印本

油印本。

案文特載于 《199U年

⋯⋯年鈭》,第 一卷,第

2191次 合洪筒要圮汞

(第 23段起各段)。

同上 ,第 21S9次套玟和

2188次 舍洪倚要圮暴

油印本°夫子 已通道的

案文,兄 《大套正式圮

汞 ,第 四十四屆舍坡 ,朴

編 第 1U咢 》 (A/45/

1U)。 最后案文,兄 上文

第  頁。

同上 ,兄上文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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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林題           各注

A/CN.4/L.4的 和  同上。第四章<回 隊水道非航  同上 ,兄上文第  頁.

Add.1和 2      行使用法)

A/CN.4/L.45U    同上:第 五章 (回 家黃任)  同上 ,兄上文第  頁。

A/CN.4/L.螞1    同上 :第 六章(回 家和回隊組  同上,兄上文第  頁

象同的夫系 (寺題的第二部

分))

A/CN.4/L.452    同上 g第 七章(美 于回豚法不  同上 ,兄 上文第  更。

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敬害

性后果的回豚責任)

A/CN.4/L.粥 3    同上 :第 八章(委 員舍的其他  同上 ,兄 上文第  更.

決定和錯洽)

A/CN.4/L.巧 4〔和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同上 ,兄上文第二章,C

Corr.1〕         草案;委 員套位大合第 44/  市°

39景 次袂第 1段 的要求淡

立的工作組的報告

A/CN.4/L.粥 5    夫子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  案文特載于 《199U年

罪法草案荼款草案。起草委  ⋯⋯年鈭》,第 21%次

見套通道的林題和案文:第   全坡筒要圮彔(第 43段

16、 18和 X荼>       起各段>,第 21田 次和

2198次 合洪筒要圮最

(第  1-8 和 第  52-81

名t).

A/CN.4/SR.21的一  第2149至 22U4次舍玟咯時  油 印本。最后 文件 兄

A/CN.4/SR.22”    筒要圮彔         《199U年⋯⋯年鈭》,第

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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